
第一天

2011.08.31

怀着紧张新奇的心情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发现天空真的很蓝，地面也十分干净。日本人也十分友善。 很喜欢日本。虽然现在日语还不是很好，但以后我会加油的！

易　帆的日记



感动ING

2011.09.06

真的很开心 host family的家人对我很好  妈妈很有趣 我听不懂的单词 全部用动作来表示   嘿嘿  明天就要去学校了  紧张-  害怕自己会迷路- 在中国自己呆了十几年的地方都会迷

路- -  在日本会不会！  不管了  加油吧    妹妹真的很可爱！

易　帆的日记



你好 新生活

2011.09.07

和丸山老师一起去了学校  室内游泳池真的很棒  啊啊啊啊啊!  后悔没有带泳衣，hostfamily的妈妈说日本的泳衣很贵啊！   可怜。。。  话说有一个英语外教老师很帅，chinese
american！但是不会中文。。  以后的日子是考验日语和英语的时候了，有点小担心，但是加油吧。

和丁梦通了电话，大家都有点小想念，对于新生活多多少少有点新奇和害怕，感觉自己很久没有做梦了，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已经习惯没有妈妈的念叨。恩。。每天都过得很快，还有
许多挑战在等着我。

易帆要加油，一切都没有关系，要勇敢的走下去。

易　帆的日记



很故事很神奇的一天

2011.09.08

今天果然迟到了，可惜我早晨6点起床啊！首先是电车坐错，两艘电车坐了最慢的那一辆，7点32分才开启。眼睁睁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都快急死了，然后在大船站change时，人
很多很多，总感觉站在我身后的大叔很诡异，两只手都没有抓扶杆，眼睛飘来飘去。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还好平安无事。就在这样神经紧绷的期间，电车很悲催的没有停到我熟悉

的位置，本来要往北口出去，结果去了南口，然后彻底的迷路了。不过两个很可爱的女中学生热心的帮我带路，冒着她们自己迟到的危险，真的太感谢了。

到学校的时候あいさつ早就开始了- -，印度瑞典那几位朋友都回教室了！我冲到一大群老师面前把自我介绍说完，没想到反响还不错。哈哈。。。

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女生，对我很友好，对于我的外星语<日语+英语+body language>竟然也能理解！日语综合课的老师很有趣，要我站起来用中文读唐诗。一直问我中国的古典
文学，其实我只喜欢红楼梦。。

发现自己现在真的很おばさん,回家时在电车与一个老奶奶聊起来，我说我是中国人，她好像很开心，说什么中国和日本现在关系很密切很好，我也一直说よかだ、よかだ。好像自
己真的也有小贡献一点。

 

晚上穿上和服逛了集市一样的地方，好多好吃的，おかさん给我买了很多，现在肚子像气球一样- -

很开心很感动，现在有家的感觉了。 

host family的姐姐。

老师，我这么勤快写日记，表扬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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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2011.09.11

突然想到这个字   慈 自己以前用这个写过很长很长的日记

有时候晚上惊醒  觉得很恍惚  啊 原来时间这么快 一下子就走过了这么远 在陌生的环境一个人能成长得很快

好像突然长大 以前不复存在

 

 

今天血杀横滨市 おかさん把我拜托给佐藤夫人  陪我去shopping  真的很开心啊 买了很多东西  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七点 已经超过我的记录了

中午吃了传说中的大阪烧 很有趣 但是有点小想念爸爸做的菜   湖南人都有点小麻烦- - 口味太重了 心里总馋着要吃辣的

 

明天是上学日 易帆加油吧 佐藤夫人的女儿 很可爱

易　帆的日记



-

2011.09.12

今天很想家   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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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喜欢玛丽莲 梦露的阿凡达

2011.09.18

今天是来日本这么久  第一次失眠 妈妈那句肚子疼 好像有个包 明天想去医院走一趟  像夺魂钟一样回响在我耳边

才不会有什么事 咱们家乐于助人尊老爱幼拾金不昧 那种倒霉事才不会发生在我们家身上 只是小毛病小敏感而已

我可是喜欢玛丽莲 梦露的阿凡达

在学校有点小孤单 好像是因为外国人的关系 大家对我也仅仅只是好奇和友好的程度而已 心连心的程度还谈不上 自然而然有时候就会想起在国内那一大群家伙 是不是应该要主动出
击 可总感觉那样会让人感觉很唐突 还好现在正式加入舞蹈部 肢体好像很久没释放的原因 第一次训练很累很累 早上起来整个腰 大腿完全处于半瘫痪状态 但我很享受这样能和大家一
起挥洒汗水的时刻 很满足 文化祭近在咫尺 我的训练才刚开始

有点小担心 但有什么关系  我是喜欢玛丽莲 梦露的阿凡达

小孤单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可是喜欢玛丽莲 梦露的阿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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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清新

2011.09.18

原来昨天只是虚惊一场 妈妈今天去医院说没有事 如果多啦A梦遇见我就好了 从随意门走过去 可以闻闻妈妈的发香告诉她我很想她 家里人一定都要好好的 我在这儿才能更坚强地面
对一切

一晚没睡 很累 窝在家里一天 但没想到host family叫我和她们一起散步 去海边诶  我马上兴奋的不得了

嘿嘿 下面传几张照片

 

有没有小清新

有没有小森女

哇！大大大大的表示 我爱苍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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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s good bye

2011.09.29

因为文化祭的准备 我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 然后后来又因为腰背受伤 让host family和大家担心了 很久没有更新日记 不好意思哦

估计看到这个标题的人都在歪歪了 什么都没有啦

要kiss good bye的之前所有的小担心 小紧张 不愉快

现在每天真的都很开心 在舞蹈部和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一起流汗 一起抱怨肚子ペコペコ  围在一起说女生的悄悄话 让我真的很满足 感到自己很幸运

很幸福

超级喜欢她 和我一样喜欢2pm f <x> 休息的时候就和她一起乱舞

我有没有很美男- - 大汗淋漓就把毛巾绑头上 麻佑子对我很好 最温柔了

易　帆的日记



 

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 一直没有在这里通知 来host family的第一天 就和他们一起想了一个别名 自己的名字翻译成日文感觉真的很粗旷- -

小猪笔袋实在横滨买的 有没有很像我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姐姐是みみ　妹妹是あみ

所以我-----

 

 



小冲击 小纪念

2011.09.30

今天是来日本的一个月纪念日  即使在此刻这种精力崩溃的状态下 还是决定写篇日记纪念一下

早晨舞蹈部有练习  本来打算5点15分起来的 一不小心就睡到了45分  然后就是我的旋风速度 赶上了最快的电车

接着离奇的事发生了 

因为时间很早 人不很多 找到位子坐了下来 打算小瞌睡一下 忽然感觉对面有人一直看着我  - -

一个大叔拿着画板正在画我  开始是速写画草图  后来还上了颜色！   很坚持 人很多的时候还探出脑袋看

！！最初我发现的时候还有点小害怕！   不过后来就很淡定了   能理解成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吧

早晨舞蹈部练习结束后 平石老师就把我们三个留学生请过去看电影  是我最爱的电影大师宫崎骏的《千と千尋の神隠し》 虽然在国内这部电影看了很多遍了 但今天一边听日语发音
一边看英文字幕 感觉很新鲜 再次表示琥珀主--就是那条白龙   真的很帅很温柔啊

  小小的 表示晚上的巴士真的很挤  我都快变肉酱了= =

明天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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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制服照

2011.10.01

看大家都发了制服照- -

我也来凑凑热闹吧

我一直都有带着心连心的手环诶- -

很敬业吧

易　帆的日记



此日记非日记！

2011.10.02

拜托丸山老师把之前向我提过的那位湖南女生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联系方式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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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07

最后一次彩排因为身体亮起红灯 精神各种压力 眼泪终于在众人面前爆发了 虽然一直说没关系 但老师还是先让我回家休息

情绪只是一种发泄而已 眼泪先生在身体憋久了也会想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

所以完全没有关系的

明天就是舞蹈发表了 连续两天 虽然知道大家看到这篇日记的时候是第二天 也就是明天！！<我知道这个很废话- ->

请体会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各种紧张与兴奋

文化祭结束之后 会上传大量相片

期待吧

Vivian 深呼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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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得一塌糊涂的文化祭

2011.10.11

终于结束了 花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大的力气 为这个自己在日本高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舞蹈发表准备 终于完美的拉下帷幕

很累 很辛苦 但很满足 很感动

第一天的发表 自己身体很不舒服 头很晕 脸色很不好 上台之前 一个平常很照顾我的三年级的前辈看到我的样子 问我是不是很紧张 我说不是的 但她突然把自己的手机拿过来 放在我
的耳边 我听见一句中文说 你可以做到的 当时眼泪就霹雳啪啦的落下来了 那种感动是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因为有了这份力量 什么慌张疲累感都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的发表 是在体育馆 人真的很多 自己的小心脏ドキドキ  开始之前 舞蹈部的人全部相拥在一起 大声喊了加油 那场面真的很壮观<笑>

我上场的时候 听见后台有人喊えみちゃん 加油 甚至还隐隐约约听见有人用中文喊我的名字 估计是那个很小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前辈

一直到结束都很成功 一下来前辈就抓住我的手说我很用力很棒 当时又有点想哭了 不过很勉强的忍住

 

舞蹈发表全部结束之后 大家一起回到了练习室 就听到老师说要2年级的前辈出去一下 然后我就看到她们拿着花进来送给每一个3年级的前辈 然后就大家哭成一团

后来我们围在一起 前辈说这些天的训练大家都辛苦了  一边哭一边说着谢谢大家  老师说我们都很厉害的时候也哭了 不过很有趣的是部长说到我时  大家看我哭得很厉害  就笑了- -
我也不知道自己哭的原因 可能是感动吧 还有明年的文化祭自己就不能和这些可爱的人一起努力了

真的很感谢舞蹈部的前辈们

虽然到现在你们的名字我都还没记牢 但是每张脸我都很深刻的烙印在心里

真的谢谢一直关心着我 只是给我最灿烂的微笑 最亲切的问候

真的谢谢一直鼓励着我 那句えみ 加油！每听一次就好像身体里的勇气汽油桶又加满了一点 所以我从中国民族舞转行跳hip-hop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笑>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期待再次遇见的时候那个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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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祭的照片

2011.10.11

他们班是设置的鬼屋 是我太强悍了还是怎么- -我觉得一点都不恐怖 虽然有很多可爱的女生在里面大叫 而且我很向往传说中富士山下那个由医院改造的鬼屋

我们班是寻找米奇 好萌的主题阿 迪斯尼...  又一个向往

我们班女生都很萌的- -

和留学生的合影 太爱她了 舞蹈部的朋友 还有请注意我手上戴着什么

易　帆的日记



很可爱 我真的很想摸！

这个照片墙很温馨 好喜欢

照片墙的主人公 好可爱！！！

我们班的奖品兑换台 我工作的地方哦



最后文化祭就在这样的舞台欢笑声结束了

 

- -表示我也想买新相机！



多啦A梦先生借你口袋用一用

2011.10.12

现在真的很需要多啦A梦-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我无法克制住自己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我一直吃下去 但是不可以长胖

最近感觉很多人变瘦了 上个月弟弟在网上视频问我有没有减肥 我说我好像长胖了 然后他很诡异的笑着说 你不是说到日本减肥的吗  可是这么多好吃的我控制不了啊

因为寄宿家庭的妈妈知道我一直很想吃辣的料理 所以妈妈拜托她的朋友带我去吃韩国料理！<她自己要工作> 然后我就是各种兴奋了

这个是我自己拼的 我很想拼成笑脸的 但是- -

它还在冒热气呢

这个叫做ちちみ　我还是第一次吃 ！！！很美味

感觉我很有长辈缘 老板好像很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她们自己是韩国
人但是一直生活在日本  觉得我这么小自己在国外生活很勇敢 还送给了我一点辣椒

易　帆的日记



被感动到了 真的好开心哦 太谢谢了

 第一次介绍美食 竟然是韩国料理- -  不好意思 

告诉一个小秘密  寄宿家庭的妈妈每次分配料理的时候我和爸爸永远是最多- -

  唉 我不想长胖



如果还有明天

2011.10.20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 有过天要塌下来 自己的身体像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的感受

 不过 还好还好 在写这篇日记的同时 地球既没有毁灭 我也很平静的坐在这里和大家诉说我的心情

谢谢那个在墨西哥留学过一年的姐姐<日本人> 因为同样的留学经历 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是她能理解我所有的心情 给了我很多建议 教会了我很多方法 真的很感激

这几天的经历就像一堂意义深远的课 虽然过程对于才16岁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自己 有些小残忍 但是很迅速的很彻底教会了我以后在成长的路程上遇到类似的事情该怎么面对

我知道自己以后该怎样做了 谢谢要我收获了这么多

突然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像是眼睛里的水分蒸发之后 身体里那个叫做坚强的东西也滋长了起来

 

如果还有明天 vivian会一直走下去 用她的微笑 用她的坚强

 

 

易　帆的日记



爱上walking tour

2011.10.21

持续两天的walking tour终于结束了 是学校为留学生特别准备的 和同学老师说说笑笑 走走停停看看风景真的很喜欢   但有一点不好的是小皮鞋走路太疼了0 0  完全不能显示出
我是阿凡达的气势- -

第一站是中华街 这个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刚到横滨的时候 寄宿家庭的妈妈就带我来这里吃了刀削面 虽然很好吃 但是真的很贵啊 价格完全是十倍的差异啊！

看上去好默契啊！

易　帆的日记



 

其实这张是老师被我叫名字转头的时候我抓拍的- - 小调皮了一下  这是自己经常帮别人拍照使用的伎俩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塔- - 横滨塔？

大概有6台照相机 于是大家的眼睛都没看我的这台- - 包括我自己

第二站是山下公园

那时候在中国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学校是在横滨的时候 就用电脑把横滨所有有名的地方都搜索了一遍- - 今天终于看到实体了！

最喜欢的

超人pose！图片压缩了- -不然大家能看到我笑得眼睛快挤出来的脸



欢迎光临港の未来町

超级有名的游艇啊 什么时候能上去玩一会- -

老师请我们每个人吃了ice cream！！ 超级好吃

今天有被表扬说我很有趣 被授予[笑神]之称号0 0

还问我是不是在中国也是这么富有幽默感 我很认真的说是的- -

现在学校大厅里有粘贴留学生的介绍 我是其中的一员

然后让我感到很丢脸的是 最喜欢日本的什么这个问题里 我回答的是イケメン0 0 当时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结果这个就被堂堂正正地贴在了大厅里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富士山之行

2011.11.05

感觉很久很久没有更新日记了 sorry

学校来自印度的留学生邀请我和来自瑞典的留学生一起去富士山 因为第二天启程必须要很早 所以我们提前一天来到Sanna<印度留学生>的寄宿家庭 三个人一起睡觉

超级超级开心 我们开始了各种搞怪

那一天晚上和来自瑞典的Veronica说了很多女生的悄悄话

 

Sanna寄宿家庭的妈妈 超级温柔 对我们真的很好很好 太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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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餐厅写的感受 然后分别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读了出来 Sanna的妈妈说很感动

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写

景色真的超级美

我不知道这两个妹子是谁0 0 是不是箱根的特色- -



Sanna的爸爸送给我们的小礼物

超级超级超级好吃



消失的日记

2011.11.28

那篇日记是我花了两个小时写的 我没有存档

我不知道哪些方面不对

能否告诉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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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

2011.12.15

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

                                  ————摘自几米

突然收到来自中国自己学校的学妹的邮件， 向我咨询关于日本的留学生活。 在那一瞬间我是十分喜悦的 ，时间真的很神奇不知不觉就转到此刻 ，场景，内容没发生任何改变 。只
是角色更换，去年还什么都不懂只有一颗热血的心每天都嚷嚷要去留学的自己，现在坐在电脑前非常认真的告诉学妹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刹那间很感动，说不出来为什么的感动，但就是这样像一股清流一样的心情，着实的让我觉得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都是非常值得的。

无意中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开，发现了非常灿烂的星空，自然想起几米的那本书《星空》中的几句话，很让我触动。

“有陰影的地方，必定有光
　　孤單時，仍要守護你心中的思念
　　那時候，未來遙遠而沒有形狀，夢想還不知道該叫什麼名字。
　　我常常一個人，走很長的路，在起風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片落葉。
　　仰望星空，我想知道：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地方朝我走來嗎？”

以前自己最爱幻想未来的人生情节，
一定要改变一些什么，内心浮躁总觉得要有多轰轰烈烈才够好。

现在一个人留学在日本，内心沉淀下来，反而能看到更多更远更深刻。生活是每个人历经的河流，河谷高低曲折各不相同，不适合自己这艘帆船航行的，就不必强求。

抬起头，还有一大片星空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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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照片~

2011.12.15

sanna<学校的印度留学生>的奶奶教我们学习日本的传统舞蹈

这双鞋子小的太恐怖了 内八字是被可爱的奶奶所要求的- -

 奶奶超级可爱！！！

正在学习舞蹈中 经典的さくら

后来还进行了小小的发表，用摄像机录了下来，奶奶还很可爱的对我说有点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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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来到梦中的东京铁塔~ 去了铁塔里的蜡像馆，看见了我的女神！！！！！！！！！！

和阿姨站在一起，完全有压力的高度啊

蜡像馆超酷的音乐专

题~



希望下次能够晚上再来一次~感觉会更不一样

第一次去日本的卡拉ok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 但彼此都懂彼此的心情 当然最旁边的戴眼镜的男生是日本人- -

在鎌倉看见了日本传统的婚礼~各种神奇



sanna的寄宿家庭爸爸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一个人 招待了我们几个留学生 请了邻居 所有barbeque的材料都是sanna的
寄宿家庭准备了  咱们大家就只负责吃 太感动了

在海边举行barbeque还是第一次~

和sanna的寄宿家庭第一次体验了日本的澡堂文化~

希望未来能更好~





寒假阿 请你慢一点

2012.01.04

寒假开始的一个星期是完全的重感冒 后面就开始各种疯玩  刚刚才从佐藤家回来  在他们家住了两天 后来又去了佐藤夫人的妈妈家玩  奶奶对我太好了  给了我压岁钱又担心我晚上一
个人搭电车回去不放心<其实只是晚上8点而已，我都有过一个人晚上10点从东京坐电车回来的经历> 奶奶坚持要佐藤一家开车送我回家。

佐藤家的爸爸自从4点前出差到四川吃过四川菜之后  回国对一切辣的料理都抱有无限的兴趣  所以我在佐藤家吃了让我激动的真正辣的料理  不过，佐藤家的爸爸名字叫做麻辣  所以
怪不得对一切辣而冠名的料理钟迷  实在是太神奇了

今天回来的比较晚 有点累了 具体的寒假趣事下次再详写~

 

各位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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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凌晨3点的短信~

2012.01.06

今天是今年第一次去学校  说出这句话有很渺远的感觉

 一到学校大家就是各种新年的寒暄

还有几个老师用中文握拳说新年好

很开心 没有以前那种假期一结束新学期开始的那种压力

不得不提的是 上英会话的时候 碰到部长  提到昨天早上我发短信问今天有没有部活动结果部长凌晨三点才回的事 我笑着说我正在梦里耍得开心呢

部长一边笑着说对不起一边往自己包里掏着什么

原来她到韩国去旅游了 一个人和朋友一起去的 昨天凌晨才回的国 她还给我带了礼物 超开心的~

我和部长的相处完全没有那种等级制度 两个人玩得非常好 之前还一起去过shopping~

一起照的大头贴~

再次呐喊！！我爱舞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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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贴汇合~！

2012.01.06

学校的朋友 超可爱的 两个人在横滨走走停停看看  吃了很多ice cream~

大家都是留学生 中间有一 个是日本人 泰国的朋友已经回国了 不过约好了以后一定去泰
国旅行 他当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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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朋友 两个人逛完商场去吃了自助餐  完全的暴饮暴食啊 我连续几天都感觉没有消化  

 

和她在一起有永远讲不完的话~

她去墨西哥留学过一年 所以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12月份的时候考上自己想去的大学 真的很厉害 寒假有在她家住过两天~~

2012 继续向前走~





孩子王历险记~

2012.01.29

很喜欢新的寄宿家庭  不知不觉已经相处了两个星期

每天一早醒来小孩子就围在身边打转转 欢声笑语  好不热闹

今天做泡芙又失败了  第一次做的时候很成功的 不过小孩子总是不嫌弃 连连说着好吃让自己都不太好意思 

骑自行车没有小孩子骑得好啊啊啊啊啊啊~

寄宿家庭还有一个小学4年级的小男孩出去玩去了

 

 

每天和小孩子在一起会变年轻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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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大叔！对不起

2012.02.15

每次想写日记的时候  都发现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换了新寄宿家庭 不是无线网 在一楼的客厅只有有线的  而且非常慢 因为已经摆了一台寄宿家庭的自己的电脑  没有空间再放我的
笔记本 每次我把电脑只能放地上 腰一弯 脑袋一捶下来 保持这个姿势还没有5分钟 感觉就变得像僵尸了- -  还有3小孩的围观 时不时最小的那个还要我抱着- -久而久之让我觉得把电
脑搬到一楼上网实在是太痛苦的事了

所以说！这篇日记对于我太珍贵的说

第一次过情人节

第一次做了巧克力

第一次送巧克力

第一次从班上的同学 前辈 舞蹈部的朋友 收到一大堆巧克力包括蛋糕曲奇等等

太幸福的感觉 甜到发腻的第一个难忘的情人节

我做的巧克力

朋友们送的 一大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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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生活

2012.02.25

上篇的日记好像被大家误会了，我很享受孩子王的生活，被三个小孩叽叽喳喳围在一起虽然有辛苦的时候，但很享受很开心。至少觉得自己的存在多多少少有一份作用。还有一周就
要考试了，我会加油的。

对了，上个星期五因为学校放假，和班上的朋友一起去了迪斯尼乐园！！！超级开心！虽然晚上下了雨又下了雪的，但是我们坐了超级多的游乐设施。big thunder
mountain坐了3次！space mountain也坐了次2次！

合照一张！被浓缩成好小啊- -

 

吃米奇的冰淇林！！！！

 

 

和寄宿家庭最小的弟弟的欢乐生活~~~~不是女孩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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