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登上了TAT

2012.08.29

弄了半天，嘤嘤，终于连上网了...以后就用这个写日记了...

满雪阳的日记



繁忙的总结...后井33能来看看吗？

2012.08.31

今天就是很忙哈...昨天和RIEVOL玩的很疯...到十二点都一直在聊天，特别兴奋=△=|||...本来打算聊到很晚的哈，结果......因为半夜肚子饿了就不得不睡了|||【我知道这真的很奇妙...】
然后起来的很早，一早上都迷迷糊糊的=+=...是谁说的过着中国时间睡觉日本时间起床的日子？说得真好...感觉每天早上起床都各种起不来，好痛苦......摁掉设定的闹钟，又是美妙的
赖床半小时......【所以说我到底干了什么？！】......其实我不算睡得玩的...比我晚的多得很...

今天去了中国大使馆的教育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见到了好多很厉害的人...白刚参赞【是参赞？】讲了好多事情...然后又去了传说中的外务省！感觉好厉害...看到了【北米第一
课】、【北米第二课】之类的办公室，虽然不能进去看，但是真的感觉好严肃啊！

 

然后去了银座吃饭哈哈，是印度餐的感觉...其实真的挺好吃的，不过有看到黑人【印度人？】服务员，真的各种异域风情了...HCBANA说后井33【先生的谐音咯】面谈那天的时候说
到日本来会胖几十斤...其实我本来不怎么相信的诶，但是看了心连心的那个视频短片【もったいない】过后，超大碗的親子丼，我和RIEVOL拼命的吃完了...好吧，大家都把味增汤喝
掉了，所以我还是成为了剩饭的那一个...【怨念脸】

扯远了，今天的欢送晚会超级紧张的了！面谈的时候诸田33说我这边会最热闹了，因为minato高的校长33和第一个寄宿家庭的山下桑、土岐夫妇都会来...这么算起来加我就是5个人
了！......有点感觉应付不过来了T T...听他们说他们家都离学校挺远的，有点担心去上学的时候会不会迷路...

宫崎校长说会给我搭一个一起上学下学的...负责人？【我觉得是朋友哦】，然后每天放学会有专门的老师教我日语...嘤嘤嘤好感动...感觉放心一半了！不过诸田33说，minato高时一
所很自由的高中，所有科目都可以自由选择的样子...所以数理化日语历史什么的就是必选吗...一定要争取选到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笑】

明天就要前往各自的住地了哈，感觉HOMESTAY的家庭成员都很亲切...我会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诶...听说住家离中华街很近的说，那么心里就有点安慰了...哦哦中华街QUQ

不知道中国的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日记呢？看到的话，能不能注册一个账号给我留言啊？拜托你们啦~~~~~

今天估计也会睡得好晚，感觉不想和大家分开了TUT...因为真的玩的很疯很HIGH诶！......好吧，中间研修还会见面，归国研修还会见面，祝祭日也说不定可以相约一起出去玩......嘤嘤
嘤，还有机会！

PS:后井33，我觉得心连心那首主题曲【是主题曲吗？】就是我们入场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好好听啊...可以给我一份么TUT【到这里才写到后井33的内容...不好意思...于是后井33，那张
心连心POSE的照片真的好萌>/////<想给国内的朋友们看...】

满雪阳的日记



到横滨了

2012.09.01

今天折腾了好半天终于到横滨了！谢谢山下妈妈爸爸和土崎妈妈爸爸、港高校校长先生和教谕先生来接我...我这边真的很热闹！说了很多次【できるだけ迷惑かけない】...但是总觉
得还是会的...今天摄影的先生来拍了我和山下妈妈回家的画面...本来想要是能有更有趣的故事给大家看就好了，但是也没办法呢...╮(╯▽╰)╭...

或许不久以后就能看到我的录像了哟~请期待！

今天跟山下妈妈去山下爸爸家吃饭，回来的时候突然就哭了...不过还好没有被看出来！山下妈妈说【こんな娘がいてよかったよっかた】...那个时候真的好想回国...好想国内的大家...
然后就发E-MAIL给大家说了【今天哭了、想回国】，可是大家貌似都没有查收邮件的样子，好寂寞！大家都表示住家很不错，真好！我也要加油才行！

嘤嘤嘤，又想哭了...明天要去土崎爸爸妈妈家住一天，所以要赶快收拾行李才行！

今天就到这里了！

满雪阳的日记



minato综合......还有后井先生理我一下TUT

2012.09.04

后井先生上次一直都没有理我TUT...那个，心连心的主题曲真的很好听，能不能给我一份啊QUQ...能不能传我邮箱？

 

哈哈，今天上学去了><minato高的制服好漂亮哦！比起胡玥说的...没有褶子的裙子来讲...格子裙，可爱的蝴蝶结领带，真的好好看！！

大家都很好很好，就是...为什么不快点发教材给我？这样上课很麻烦的...minato综合作为一所高中真的很特别，所有课程都自选，而且有法意西这么富有诱惑力的课程...啊啊啊，我
迎风流泪了...那个，日本的数学课程真的这么简单吗?我壮胆选了数学B的课程，nanami、nodoka、kana酱他们都貌似选了A，我都有点怕怕的...结果发现真的蛮简单！然后就是放
学的时候很不放心轻飘飘的问了eri酱和后排的男孩子【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哈哈哈= =+】有没有作业这样的……然后他们两个想了很久，跟我说【啊……这个……偶尔会
有】......哇啊啊！好不习惯！真的没问题吗TAT...

还有就是，我把yukina酱给我选的物理基础换成生物课了...哇呵呵，生物课好可爱哦！画了很多图，很开心！因此也交到了kana、nodoka酱这两个朋友哟！【不过在这以上不敢再
换课了】

今天美术课好开心哈哈，画了石膏头像...被老师夸奖了！\(^o^)/~不过nanami酱的色彩真的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美式漫画吗？感觉就像贴的招贴画T T好羡慕】

好的来到今天的重点……

軽音部真的太厉害了！！！！看了nodoka酱、yui酱mio酱【不好意思啊我就跟他们说觉得和京东动画的轻音少女组好像！发型发色、性格、甚至是拿贝斯都是左手哈哈哈！然后大
家都很开心的说没问题~然后称呼就变成了yui、mio、ritsu...今天没见到azusa好遗憾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乐队它不是吉他手主唱，是有专门主唱的，巧合的是...这个主唱，
在动画里确有其人！其名nodoka！！！！！】......听了他们的演奏！碰巧今天迷糊的mio酱忘了带bass、很遗憾没有听到bass...不过文化祭马上就要来了，一定没有问题！！！今天
取得他们的同意录像了！要是心连心可以放视频就好了TAT听他们的演奏，真的太棒太棒了！这就是青春的感觉吧！我这么跟他们说，他们问我说中国孩子没有青春吗？我说……你
们在喜欢的事业中实践青春，我们在铺天盖地的试卷用纸中烧掉青春=皿=...然后为了圆满青春期...就来了这里TAT

不过来到minato高真的太好了！真的真的！大家都很可爱，男生女生都会主动跟我搭话，老师让写自我介绍的小册子的时候，啊啊啊，大家都费尽心思设计可爱的图案，查到了中
文说【你好、谢谢、再见、喜欢你】...太谢谢你们了》《eri酱的小纸片太萌了！后座的男生也是，明明是个男生也写得很认真，说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以后一定会去的...呵呵，
我给他们看了专门买来的熊猫笔袋，被大家传来传去的看了！我也是一直有带着心连心蓝色的手环哦！

心连心的老师们，怎么样？快表扬我快表扬我哈哈哈哈哈！！！！

呵呵今天老师貌似要讲源氏物语那个时候的事情，为我专门给全班都发了一张服饰介绍，哈哈哈，标题真的太可爱了...又有点恶搞的气息= =+噗噗，放个图看看！看标题，看标
题！

【能看到吗？图像？】

满雪阳的日记



部活决定！心连心为什么显示不了照片呢？

2012.09.06

今天决定了要参加的部活动！DANCE部><...我想回国大概也没办法有时间去学，而且来到这里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想要改变自己呀><minato 综合的DANCE部好厉害
呀！高一新生就有24个【好像是】，我们班就有8个！大家都好厉害的！马上就是文化祭了，想要快点加入大家，努力！要是文化祭能够发表就好了...！听大家说上一期的EMI酱也
是DANCE部...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吧...【擅自给缘分下定义不太好吧果然？！】

可是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去看yuki的乐队的练习了TAT！！！YUKI，对不起你...文化祭我一定会拼命应援的哦！不过这么弱气的yuki，碰到电吉他会是什么样子呢？呵呵，是不是轻音
少女里美和子老师的那种一下子就变得特有气场了呢？好期待呀><】

不过听说前辈好厉害的！我应该很弱的样子T T...本来还想加入茶道部的，但是很可惜，茶道部和DANCE部的时间完·全·重·合！都是一三五下午...我要哭了TUT...怎么办嘛...茶道部也
好想去！现在比较迷茫...

月末就是minato综合的文化祭了，我们班做鬼屋哦！几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了鬼屋的要素，好开心！miyuki说还要准备服装店里那种白色模特...感觉好专业！呵呵！但是唯一比较遗
憾的是，我来的时间有点尴尬，刚巧错过了横滨的例大祭的样子...所以我今年注定无法参加祭典了么TAT...不要啊不要啊...QAQ...

今天选课了，我选的好中规中矩...不过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一定要选意大利语！！必须的！！意大利语yoooooo！一直很想学这个来着><太棒了！没想到minato综合会有！其实真
的很想多选几门外语的TUT不过没关系~能选到意大利语的同期生们不多吧哈哈><学校还开设了德语法语之类的样子嗯！到时候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吧~~

最近学了伊势物语...好难...日语的古文真的好难...然后小林老师复印给了我一张资料，说是为了给我铺垫一下~怕我不懂~其实真的很好意啦，就是这个标题有点搞笑掉了...【平安時
代のOLたちの制服】和【源氏物語時代のファッション】......大家都笑了0w0

然后就是，我很拼命的记了大家的名字！但是总是容易忘TAT然后一直需要问大家的名字很多次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大家都一边笑一边又告诉我一次呵呵><

还有，为什么我放的照片都不能显示啊？求各位老师的帮助TUT

满雪阳的日记



虽然来到这里还不到十天~但是必须向大家表示感谢！！

2012.09.10

虽然说是愉快的一天……其实，是愉快的周日和今天两天^_^

首先谢谢鹿儿岛的奶奶，送给我了两套和服呢...！当时都吓到了...【我本来以为是一套，后来发现，是两套...谢谢你！】要是心连心能传照片就好了><想给大家看看...和服真的好多
件，好重好重啊，抱起来好吃力...谢谢住家妈妈，送给我了好多东西...榻榻米的材料编制的手提袋，因为鹿儿岛的奶奶是做榻榻米和茶室的，所以这个手袋是手工编织的！！好厉
害！据说非常的花费时间...另外一个很可爱的，是和服的锦缎裁剪下来做的小物袋，真的太精美了！！颜色很明亮，甚至小袋子内侧都有非常细致繁复的纹样...同样也是奶奶手制，
感觉真的太美了...好像有点贵重的样子，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晚上去逛了商店街，很日式的商店街><可能是我住的那里是一户建筑多吧？感觉那条商店街虽然很小，有点古旧，但
是！和我在中国看的动漫和游戏里那种古朴的商店街感觉一模一样！大家都很温柔很亲切！妈妈很奢侈的买了哈密瓜【哈密瓜貌似在这边特贵的样子><】老板娘很亲切的过来搭话
儿，聊了会儿天，很高兴！回家的路也是，点亮的自贩机，宁静的小道，夏日的蝉鸣……真的太棒了！【不过，要是陡坡少一点就好了T T】

今天的快乐是昨天的两倍！因为今天，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虽然和大家都很要好，YUKI、NODOKA、KAME酱【好可爱的昵称><】、SHIHOU、ECHIGO、NANAMI、
ERIKO、YUINA...但是，果然还是想要一个最贴心的朋友QUQ【这个人就是麻烦...你们不用管她OJZ】

那就是！！！KANA酱！！！KANA酱是DANCE部的部员~~~谢谢KANA酱，带我去DANCE部见学，真的好厉害啊！HIP-POP好酷！！！虽然忘了到底是怎么和KANA酱要好
的……但反正，就是很要好了...【这什么说法！】有什么事情都会听我说，会给我意见~脸肉肉的好好捏!一直都是我去找别人要邮箱地址，感觉满寂寞的，因为都不怎么会联系嘛……
但是今天！！KANA酱来找我要了邮箱地址！还跟我说【メールするよ～】那一瞬间超级感动的啊！KANA酱~最喜欢你了！

因为我们都是横滨方面，所以约好以后都一起回家>w<

希望能一直都和你要好！KANA酱！

总而言之，是很快乐的两天啦啦啦~

周末要去MINATO MIRAI玩！好期待周末啊OJZ...妈妈说要去MINATO MIRAI喝下午茶哟>////<

这个九月份剩下的周末都好忙好充实啊！要去MINATO MIRAI、要去妈妈她们的茶会【好像是在九月吧？】还有学校的文化祭哈哈！好幸福好繁忙的九月~

再一次，向住家妈妈和奶奶、KANA酱给我的关爱表示感谢！

PS：对了！还有谢谢后井33和杨赞给我的心连心主题曲！把它传给了RIEVOL...被表扬说带来了正能量哦！真好><真的很好听！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啦！很开心哦WWWWWW

接下来也请务必多多关照！！！！

 

满雪阳的日记



又是周末~

2012.09.16

不知不觉到这里也已经两周了呢><哈哈，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两周~~~=w=

上一周和这一周，分别看了NHK放送的【赤壁】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正好在国内的时候第二部我也没敢上看，所以看了第二部各种幸福~哈哈，NHK真的好厉害……原来还可以听
到中文的啊！那一瞬间各种感动纠结……还有就是日语吹替真的好厉害！给我一种错觉是赵薇自己配的日文版一样……好厉害><

这个星期桃子和NODOKA借给了我好多漫画啊！都是少女漫~总感觉……有点少女漫中毒了……这个三连休，居然借给我6册之多！巧合的是……无论是桃子还是NODOKA，借给我
的都是咲坂伊绪的漫画……这个这个，你们真的都这么喜欢咲坂伊绪吗！好吧我承认真的挺好看的……纤细的美少年哈哈哈\(^o^)/~

还有就是传说中的银魂第一卷……真的好厉害！第一卷 

顺便说，因为九月末的文化祭我们班要出的是鬼屋，所以需要很多道具……小道具也好大道具也罢，反正大家一起准备得不亦乐乎！因为学校出去就是中华街【其实学校就在中华街
里面】所以我和NODOKA、加奈一起去找了瓦楞纸板！出去没几步就找到了一家电器屋，然后给了我们超级多！一大堆啊！虽然很高兴，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把它们弄回教
室……后来很好心的电器屋婆婆借给了我们送货用的小推车……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把它们搬回去了……虽然很累，但是一路上说说笑笑真的很快乐！

然后我突然很莽撞的跟佳奈说【友達にな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然后各种尴尬……觉得我好蠢……干嘛要说这么酸的话，结果佳奈很认真的跟我说【エリアと友達になれてうれ
しい】然后我就想泪奔了……谢谢真的谢谢！后来我说【10月份，如果周末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出来照大头贴啊。】然后佳奈说【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十月份？随时都可以去的啊】不
得不说，我又被感动到了……谢谢><

然后就是，明天要去高岛屋做量尺寸做制服，制作周期是3个星期，私心觉得好长……也好期待=//////=明天要去高岛屋吃午餐，有点期待了……希望明天不要下雨！希望这里早点凉
快起来~~哈哈！

还有，在千叶县的是那个谁啊？我十月的时候要跟着住家妈妈去千叶拜访她的英语老师~不知道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出老见一面呢0A0（应该比较困难哈……）

然后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真心热啊，热啊！快点凉快起来吧……住在小山包上每天上学都还好啦，时间早也不是特别热，但是每天放学的时候……太阳正大……又热又亮！别这样
啊……不过住的地方很宁静，搞得我每天也很宁静……其实我不是这样的啊=3=

还有，那天丰川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吃的かき氷！这段时间每天经过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聚在那里，本来就是个很安静的地方，小孩子的玩笑和风铃的悦耳的铃声真的很能让人
心头一暖啊=3=这么看来，住在一个虽然比较远，但是很安静的地方，也是很好的嘛~

啦啦啦，总之，今天就到这里啦！不知道国内的朋友们能不能看到我的日记啊TVT

满雪阳的日记



有很多很好的事情~

2012.11.17

住家妈妈这个星期去拍了结婚照~一月一日就要结婚啦！恭喜！

住家妈妈和爸爸都是很好的人！婚纱照怎么样呢？应该会很漂亮吧！好期待呀~~~~~

明年春天会办新婚PARTY！在MINATO MIRAI哟！好期待！

每天上学都能看到MINATO MIRAI，很高，上学的路上一路都能看到，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总是会有好心情>w<

看到大家好像都都考了期中考试？果然是我这边比较慢吗……要下下周才考，好好复习！

感觉生物，国语的古典部分和日本史真的好难QAQ

还有去了秋天的お茶会哟！虽然正坐有点辛苦，但是欣赏茶碗和各种小器具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的和服都好漂亮呀@>_<@

PS：感觉国内喝过的抹茶都好苦……但是在茶会上喝过的抹茶没有那么苦，有一种很香的味道！

另外樱花茶和兰花茶为什么是咸的啊……感觉有点奇怪。

于是真的很喜欢抹茶！星期一部活结束的时候和安珠去NEW DAYS买软饮，然后我买了抹茶拿铁……然后安珠一边笑一边说：刚才我就猜你会不会买抹茶的……结果果然买啦！然后
就笑开了QUQ

下周三连休佳奈要去大阪看bigbang的演唱会！感觉好厉害的样子！我们都跟她开玩笑说把我们放背包里带去得了……

 

满雪阳的日记









要期中考试了—！

2012.11.24

看了大家的日记，大家都已经参加期中考试了吧。我们从下周开始—！现在在拼命复习中！国语很难哟～

对日本史的老师表示感谢！因为对我来说日本史的考试好像非常难，所以给我出特别的考试题！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心里七上八下地期待着！

本星期买了Hello Kitty×怪物猎人的饭盒！非常喜欢这两个的我感到非常高兴！￣￥（>○<）○/￣

以好的心情迎接考试吧！我，努力！

今天就到这里吧，去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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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忙哟！

2012.12.12

非常突然,但本星期搬家了。新的host family的妈妈爸爸都是很和善的好人。盒饭特别好吃，谢谢妈妈！

从新家上学，方便多了。徒步3分到公交车站，从终点的横滨公共汽车站换乘3站到学校，车站附近就是学校，不那么冷真好。很快乐。

最近，和大家成了关系特别好的朋友！‘annjyu’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起聊天，去这儿去那儿很开心！果然有朋友是最大的幸福。

最近，和anjyu一起在练习GD&TOP这个韩国偶像团体的’high high’这个舞蹈。像前辈一样，自己看到什么喜欢的曲子的PV，也不知不觉想跳，在拼命努力练习。现在，在一边
听这个曲子一边写日记。本星期五，成员有圣诞节聚会，期待！

1. 顺便说一下，来日本之前，我一点儿不喜欢韩国偶像和团体，对韩流不太有兴趣。但来到这里，进入舞蹈部，这里的朋友，非常喜欢的前辈，大家都喜欢k-pop，我也不知不觉
地开始听，觉得(舞蹈)很帅。最近，我也开始能跳了。之前的我，是广播体操的动作都记不住的人,但现在能跳4曲左右。与朋友一起跳很快乐，自己也明白了舞蹈的快乐，有点
迷上舞蹈了。这多亏了和善地教我的朋友们。现在，喜欢SHINee这个偶像团体，在部活里前辈教了replay,lucifer这两个曲子.是非常好的曲子哟。舞蹈也很好，班里喜欢这个团
体的同学很多。昨天和anjyu和kana去了韩国店，买了SHINee的支援手环。像照片这样。「不是很好的照片吗？有点骄傲」

anjyu想成为时尚设计师，自己做耳环啦，耳钉了，项链什么的，昨天与我两个人到横滨站京急线旁边的百货商店，买了很多饰物，说给我做项链，我每天都在期待着。而且，寒
假，可能去annjyu家住，感到非常高兴。期待着去住，超。朋友最好了！

学校的料理实习，做了苹果蛋糕。

外观不太好,但意外地好吃哟。

最后，我，非常喜欢bbc的夏洛克这个电视剧，非常喜欢主人公夏洛克和配角的Benedict Cumberbatch，非常喜欢试着画了画儿。

粘贴原图和自己的画儿。怎么样～

满雪阳的日记



 

然后，是部活有趣的照片！拜托了！最下面柔和的人是kana！我非常喜欢kana！柔和得不行！正中是自己，最上面是maithi！可爱吧？旁边金发的女孩子是非常喜欢的anjyu！—
非常喜欢!!!笑容，可爱吧？

顺便展示一下部活室，专业吧？

最后是好友三人组！喜欢哟！旁边的金发女孩是一直喜欢的Akane先辈！很酷很可爱！舞蹈的身姿特别帅！

好了，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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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过又快乐，今天，我哭了

2012.12.22

又难过又快乐，今天，我哭了。
据yatsumi说，二月份，有高水平的舞蹈大会，一年生人数很多，要从24人里选拔7，8人与前辈们一起参加。最初，打算只跳最近刚刚跳过的shadow这首曲子,但是今天临时决定要
跳「简单易跳」的hiphop。但是实际上，这次特别难哟。yatumi骗人(什么?!好吧，算了！)(笑)

 每三人一组跳shadow时，我不是骄傲,跳得很好呦。yatsumi说「这个孩子特别好啊」，自己也感到高兴，「哦—我也有做得很好的事呀—」。但做hiphop时，自己一点也不行。
 虽说这次的曲子很难，但最初做得很好。被akari说「进步很快呀」，有点骄傲觉得「会这样一直到最后」。但从中途开始变难了，跳不了了。那时我鼓励自己说，「加油，会做好

的」，拼命努力了,但开始担心渐渐赶不上大家的进度，跳不好了。
 到了发表的时间。我和akari和佳奈三人组合一边看C班，前面班的发表,一边记着动作。很辛苦哟。有香，玛丽亚，夏生和优步都跳得很好。曲子节奏很快，想看的部分很快过去

了，不知不觉间，很快到了我们班。
心里七上八下，头和身体都像冻住了，能跳的部分也不会跳了，不会思考了。在非常喜欢的茜前辈面前，不好意思地跳不了像笨蛋那样，音乐就那样放着。
在，不仅仅是我，就连hip很好的佳奈也跳不了了。akari也是。三人看着镜子中无奈傻笑的自己，感到周围在看的前辈和朋友，还有yatumi的眼光，真想逃出去。

 只是一分种左右,却觉得特别冗长想忘记。
 终于结束了，我用手蒙上脸，觉得脸上要出血了。

已经决定不哭第二次了（唯一的一次，是从山下妈妈的未婚夫家返回时。），但终于忍不住，眼泪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都是我的错。想不出声却没有成功，被佳奈听见了，她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没成功！很努力了！那么想参会却！」，夹杂着哭声的小的叫声，敲打着二人的心。
哭得停不下来。我能行的！我比谁都努力了。我—————！

 我，真是难过。
在日本这么想赢还是第一次。
这样的自己，还是第一次。
咽下懊悔的眼泪，与佳奈拥抱。紧紧地，抱着对方的背。
就这样下去不行，想变得更好，这样象漫画一样的心情，我今晚亲身感到了。
本来能行的。但这样的舞蹈，只部活一次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明白了，当时特别懊悔。
为什么到这种场合下就不行了？怎么了。aria。加油！

 为什么喜欢hip，但R&B，爵士做得更好呢，现在疑惑地考虑着。
 嗯，真子真好。可爱，舞蹈也很棒，也学中文（你说什么呢）。真好。令人羡慕。

自己应该能行。喜欢，想做，不会做不好的？
这次一定不会输哟。
录下录像，必须比现在更努力！想在回国之前，参会一次。
不想输给长沙来的已经回国的前辈。
最后。我和佳奈（anjyu由于腰扭伤缺席）在归途中，对着冷风又哭又笑。

 。「不说难过的事了！」，谁开始出声，开始闲聊。
不知怎么微妙地开始说中国的事。
∶憧憬地说，什么时候想去西藏。

 佳奈，「我想去那个据说有千色的湖」，回答说「莫非是九寨沟？？」
「那个，不在西藏，在我们四川」。
「那里！非常漂亮！什么时候一定要去看看！」
「好的！一定要来！我给你向导」
「会去的—！eria会日语，我会很轻松啊！」

 「谢谢！喜欢佳奈！」
「我也喜欢aria哟！」

 「什么时候去西藏吧！与天空最接近的天空澄净的地方！」
「要去！一定要去!!!!」
「佳奈撒谎—！去也是和男朋友一起去？kya—！嗯，冷！讨厌的天气！」

 「！哦，不是和男朋友！和朋友！」
哭了的二人，在寒冷夜晚的电车里，两个奇怪的女高中生一起笑了。在刚刚哭了之后。
今天，非常难过，但也比什么时候，比谁都感到高兴。
有朋友在，真好。
佳奈。谢谢。佳奈，一直，是我重要的朋友！
下次一起，努力练习舞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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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朋友家！猫真可爱>3<

2012.12.30

今天是很快乐的一天>=<！去了好友annjyu家～
  房间和猫都特别可爱！

 很暖和天空晴朗的好天气！
喜欢annjyu！比谁都好的好友！佳奈也是(笑)

 anjyu，真是喜欢K-POP啊！房间都是韩流偶像的海报！
 龟的CM海报，Panasonic，爱死了！

 然后，上照片！

满雪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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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约会很快乐哟！

2013.05.03

上星期末与赞在原宿，涩谷约会～

中间进修以来，第一次的见面非常期待！去东京的途中，正在进行高中生棒球大会那样的活动，堵车特别厉害，没有任何办法非常焦急，正好携带电话的电池也快要用完了，非常为

难 最后稍微有些迟到了,但见了面！真好！

见到赞，一起到处逛，一起聊天，非常满足。觉得有些长大了。在星巴克悠闲地休息，聊天了。两个人都说「最后的三个月是一年最幸福的时间」。学校的事也习惯了，和朋友也交
流了很多加深了纽带，而且马上就是体育节了～大家都充满活力地过着每一天。

班级变了，在班里见到新同学，与朋友开学习会，已经是最好的school life了。就是，快乐快乐女子约会说这样的话，是不有些难过？ (笑)

然后和赞从原宿走到涩谷—！(途中走到反方向，问了警察非常不好意思 第一次去109（常与朋友去原宿，但109还是初次真傻）。赞常去，带我去了很多地方！谢谢！赞好像喜
欢酷酷的衣服(笑)，从原宿到涩谷一直在看衬衫

赞，真的是很善良的女孩子哟！最后回来时有些难过！赞！什么时候来横滨～在横滨约会！

学校也要努力～羽毛球队的？加油!!长些肌肉ooo！(笑)最后的三个月一起努力吧！留下很多的回忆!!(加油～～～～～

我也要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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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郊游了哟！

2013.05.11

本星期三，我们学校的二年生去郊游了。在箱根的「21世纪的森林」。乘坐巴士花了两个小时哟。 巴士的座位是抽签决定的><之前的日子对朋友说，「还是有些不行呀」,但当
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搭话(被搭话)？，非常有趣，非常快乐！之前想「二个小时这么长一定不行哟」,但一点不是这样，特快乐！有个喜欢华流电视剧的同学，说什么时候想去中
国旅行。「哎？真的？真的不是韩流?!」开始聊天，说了很多，有这样高兴的事真好。

顺便说一下，当天有个过生日的孩子，大家乘巴士唱了生日歌！恭喜恭喜～～～

郊游，好像小学生的郊游呀。大家做游戏，考虑团结的要领，「今后新班级同学好好相处呀～」，最后职员这么说。「什么呀，已经不是小学生，这样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吧，不用说
也知道呀」，大家真滴很快乐。

「在室内也能游戏呀，没有必要来山里做吧？」，「郊游一般都是穿得很漂亮吧，让大家一定要穿长袖衣服和长裤子太过分呀 而且，森林中穿脏了也不怕的衣服出，这个脏了也
不怕的基准是什么呢,本来想穿得漂亮些」，大家一边笑一边发牢骚。

我想说一年生来这里，二年生时去天空树(笑)

总之（wQ_Q），很多很多，很累,但是是很快乐的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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