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京哟！

2013.08.28

现在，在东京哟！　非常累,不过想，与大家一起海胆快乐地过哟！一定今后一起海胆快乐地生活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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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的生活

2013.09.02

  刚才刚从三宫买完手表回来。原来的手表一到这里就裂掉了，真的好可惜！~~~

  我现在住在神户的岛上，今天上午我们去了学校。学校离家很远，于是作为一名标准路痴的我也只能跟着哥哥一直不停的转。哥哥最后不得不告诉了我一遍路怎么走，并让我明天
一定要自己走一次，大家要保佑我啊！

  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很好相处，因为是中国人，所以也有很方便的地方——不懂的日语可以直接用中文说，然后再用日语翻译。哥哥昨天刚查出来过了N1，好厉害~！恩
我也要努力了~！

   学校的同学大家都很好，因为学校有开设中文课，所以也有用中文打招呼的人。在这样的异国他乡，听见中文感到好兴奋啊~！

   总共做了三次自我介绍。一次在职员室，一次在班里，一次在全校学生面前。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啊、、、而且一次比一次紧张，一次比一次说的不流利啊！！！~

   恩，这就是我期待中的生活吧，和大家一起快乐的学习交流，一定会取得进步的！~~~

 

                                                                                        2013年9月2日

                                                                                             千ちゃ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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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千的学校生活 9.3

2013.09.03

   9月3号了哦！

   今天在学校过了很难忘的一天。为什么难忘呢？这要从头说起！在昨天校长让我在全校同学的面前做自我介绍时，我很随意的提了一句”千ちゃんって呼んでもいいですよ！”然
后我在学校就很受关注了……走到哪里都有人会指着我说这是千ちゃん;我不认识的老师很开心的冲我笑着说”制服を着ている千ちゃんかわいいね！”什么的……这种感觉呀，受关
注度太高了吧~！

    上午有数学考试，数学考试是很简单吧，但题目看不懂意思怎么办？我纠结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没明白，有些题空着，没有写。接下来和各科老师面谈的时候也发现要记得东
西还有很多，都是一些专有名词，今后要努力学习了啊！！！

    中午和朋友坐在一起吃便当，妈妈还给捏了饭团子，真的感觉好欢乐啊~！

    突然发现了一个事实，我会说关西话了！！！好兴奋啊，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一直在他们中间说着蹩脚的关西话，虽然蹩脚吧……但总是会说了不是吗~！【要是以后改不回来了
怎么办？】

    恩对了，我今天感到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是——我自己去的学校哦！！！在哥哥昨天一天的紧急调教下，我今天终于自己绕啊绕绕到学校啦！！！虽然说中间在阪神线迷路了吧，
但幸亏有一个热心的和蔼的老奶奶，教给我怎么走了！啊好高兴啊！！！谢谢哥哥~！！！谢谢老奶奶~！！！

   恩，小千在学校的生活很欢乐啊~！小千会更加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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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台风的日子

2013.09.04

   中午刚吃完便当，在和真紀ちゃん一起去洗手间时，突然一个人冲进来说："台风来啦！回家啦！"然后真紀ちゃん就兴奋的拉住我说
太好了！因为周围都是欢呼的人，所以我一时也没弄清楚了什么事，一直出了洗手间才问清楚。

    真紀ちゃん说，但凡在芦屋或者神户或者哪里有台风预警时，学校就会放假！这一点我也从哥哥—帅邦君那里知道了，但还真么想到
今天台风就这么毫无预兆的来了！真是令人惊讶啊!

    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天已经很阴了，云也压得很低，让原来向远处一望便可看见的群山突然没了踪影!我们刚过了一个路口，天上就
窸窸窣窣的下起了小雨。我看了看四周，同学们好像都对这些习以为常，没人打伞，于是我也默默地把伞收了起来。但小雨下了三分钟
以后突然就特别大了！就是毫无预兆的，倾盆大雨就下下来了！吓得我赶快把伞打上了。

   就这样走了2分钟吧，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一下子撑着伞的人的伞都折了上去，我也一下子差点没拿住让伞飞走。就这样，风的光
临变成了一阵一阵的，时不时有前面或后面的女生大声叫，让走路的人心惊肉跳的！

   就这样湿了半身，终于走到了车站，然后坐上了回家的车。唉，我一开始还多么期待台风带来的假期，现在却完全不这么想了！雨下
得特别大，风狂吼着，像是要把行人都吞噬了一样！现再想想，没被台风吹走真是万幸！！！

   初遇台风的日子啊，一定要记下来，日后来好好纪念！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台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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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般的感觉~！

2013.09.07

   周六周日不上课！！我一看到就惊奇了！！在中国的孩子们还要补课呢！！日本真是个好地方！！

   哥哥说这边的夜景特别好看，在岛与大陆之间，海景那个美呦！！！我现在就想去！！！

   恩这个假期一定会很欢乐！！期待着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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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看海去！

2013.09.08

     

      这个周日过得真好啊！！！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在岛上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哥哥带我去看海啦！！！

      昨天晚上正在吃晚饭时，不知怎么的，和爸爸妈妈和哥哥讨论到了这里的风景。哥哥说，这里的海景可好看了，特别是夜晚，简直美得不得了。哥哥越说越激动，想现在就来我
去看，奈何已经快9点了，只好作罢。

      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晚上，哥哥飞快的吃完晚饭，然后冲我说“千ちゃん，你要不要去看海啊！”我也激动得不行，连忙穿好衣服，和哥哥骑车去看海。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看呢？我看到都激动的想叫！海浪一层一层的，倒映着对面三宫市的繁华景色，摩天轮变换着光辉，看的你不禁想马上游过去感受着美丽的景色！

     这是摩天轮！！！

       哎呀！！！真的可美了！！！在海边吹着海风，感受着海浪带来的清香，远处连续不断的游艇来来往往，天空中可以看到直升机的灯光……啊啊啊，我要是一年后不想走了会怎
么办啊！！！

       在我不断感叹“好美啊！！！”、“不行我受不了了！太美了！”的时候，哥哥帮我拍了几张照片（他拍的比我拍的好看多了！），我拿过相机，趁他不注意悄悄拍了一张！等
闪光灯让他反应过来时，他就笑了笑，说：“没事，以后有的是拍我的机会呢！”

      这是我偷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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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感到好幸福啊！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有这么好的夜景，这么美丽的海，这么好的哥哥（~~~）！！未来的一年生活一定会很快乐的！！！恩，我坚信这一点啊！！！

    最后再付张图，献给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老师们辛苦啦！！！



当然只有你想不到的！

2013.09.11

    今天去部活动呆的时间有点长，回来的晚了些。然后就发现我的上下学路线还蛮精彩的！

    首先要走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从学校到车站。之前因为有哥哥或者同学在一起，大家聊着天哼着歌，也不觉得有多远。忽然今天发现，我拼命地走啊走啊，还是走不到！！！不
过马路四周的景物美丽极了！！！不时有骑着自行车载着幼儿园孩子的妈妈驶过，天空中还有许多乌鸦（……），这幅画面很是可爱！

    要是想去车站，就得穿过一片商店街。那个地方叫“打出”！于是，商店街固然也叫“打出商店街”！呵呵呵，突然注意到这个名字很有喜感啊！懂中文的朋友会不会笑呢？~

    坐电车时，我总是站在冲着海的那一面。但今天，我百无聊赖的向身后望去，竟然是连绵的群山！！！山峰的绿树还隐隐可见！！！太美了！！！要不是我没带照相机，我早就
把它照下来了！！！前有山后有海，这个地方简直是无与伦比了啊！！！

    然后在三宫换乘，开始过海。白天的海比夜晚的海更具特色，海面闪烁着蓝蓝的光，还有一艘艘游艇从上面经过，画出美丽的弧线！天空是淡蓝色，大海是傍晚的天空，二者在
地平线上合二为一，巧妙的连接在了一起，竟看不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啊呀，我都没办法形容了！！！太美了！！！真的太美了！！！

     大家以后有时间一定要来神户啊！！！这里的风光当然只有你想不到的，这里不会让你失望的！快来大饱眼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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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台风！台风！

2013.09.16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这样的惊魂动魄的事，今天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告诉大家一下。

    昨天，一直放晴的神户市突然开始下雨，我只想着“那会凉快些吧~！”没有多管它。可谁又知道，那是一场发疯一般的台风的前兆
呢！！！

    昨晚刚睡下，夜里就被轰隆轰隆的声音惊醒了。一开始我以为谁家在半夜看电影，没有理会。但过了一会，怎么感觉怎么不对劲儿
呢？这时忽然“轰”的一声，整个房子摇晃开来，吓得我半死啊！！！窗户的玻璃被风吹的都快要震裂了，和式木板门被风刮得嗡嗡直
响……天啊！！！昨天李颖超才提醒我要注意台风，今天怎么就来啦，还是……龙卷风一般的态势！！！

    随着这股台风的侵蚀，整个房子晃啊晃啊，有如地震一般。我的神经一直死活放松不下来，提心吊胆胆战心惊，念了半夜的阿弥陀佛
千万别把我刮走。一直到早上4、5点钟，实在熬不住了的我才昏昏睡去（可以理解为被刮了一整晚的台风吓晕过去……），直到今天早
上9点半才混混沌沌的醒过来。

    方才吃早饭时扫了几眼窗外，有树被连根拔起了，枝叶散落一地 ，还有不知名的鸟巢……天啊，这才是台风的真实面目
吗？？？！！！我真的被吓到了！！！

    回到房间，看见后井老师发过来的提醒注意台风的短信，不禁哑然失笑。台风啊……大家也要注意，不要放松对任何灾害的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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やっと書くことがあったよ……

2013.09.25

    どうしてみんなは転入早々、文化祭があるのかな！！！ずっとうらやましかったんだから！！でもね、今日やっ
と、ちょっとした充実感を味わったんだ！！！

    私たちも体育祭があるんだよ！！！！！！ハハハ！！！

   この感覚って、まるで食べ物がない時代に、突然誰かから北京ダックをもらっちゃったような感じだよ~！もう嬉し
すぎ！！！毎日が体育祭だったらいいのに！！！ 

    まず先生が私たちをみんな一つの教室に集めて（一学年は80人……）それから学年ごとに団体競技の選択を。私た
ち４年生が選んだのはなんと「借り物競争」！！！ショック！！！中国ではこんな競技みたこともない！！！できな
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

    それからみんなで体育の授業へ。先生と体育委員がルールを詳しく一通り説明し、それから順番に6人ずつグルー
プ分けてスタート！と、その前に……いつもの恐怖の体操！！！どうしてここの体育の授業前には必ずグラウンドを2
周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かな（体育館だと5周！初めての時は倒れそうになっちゃった！5周だよ！）。それからみん
なでヘンなラジオ体操をして、そのあと腕立て20回、腹筋20回、背筋を20回。……みんなはこの学校にもう長くいる
から、やり方もよくわかっているのでラクラクこなしている。でも私って運動オンチだし！高校に入ってから、走っ
たことなんてないもん！このまま鍛えたら、中国に帰ってからの体育はきっと無敵だね！！

    それからみんな別れて練習。私たちがひいた紙に書かれていたのは「石を７個」7個の石！はいはい、じゃあ見つ
けに行きまショ。……みんな下を向いてかかんで石さがし。……体育祭本番はもちろん、石だけじゃないだろうけど
ね~！

    それから各競技の練習。私は綱引きにエントリーしていたので、みんなと一緒に用具室へ。そこでみたものは……
どうしても「綱」にはみえないモノ！引っ張るときこれが手に食い込んで痛くて痛くて。綱がぶっとすぎでし
ょ！！！でも練習では勝ったよ！すごく嬉しいな~！

    柵の外のリレーをみて、スピーカーから流れる“天国と地獄序曲”（……この曲……）を聞いた。本番前の練習っ
て楽しいね。やっとみんなで喜びを分かち合える機会がきたぞ。大カンゲキだ~~~！！！

    ウﾝ、，9月28日の体育祭、みてろ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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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直当番をしたよ~

2013.09.26

     この学校の教室のすみには日直さんたちがいる。彼らは黙々とがんばり、楽しく働いている。彼らは心を合わせ知
恵を絞って座席表に打ち勝ち、聡明快活で喜びにあふれている~！

    学校でいちばんの働き者は誰かな？それはもちろん、がんばりやりやの日直さん～日直って、名前の通り生徒が一
日ずつ担当するの。くじ引きで座席を決めた後、可愛い日直のお仕事もスタート～！一日、また一日が過ぎて、つい
に私の番が回ってきたよ~！カンゲキ~~~！

     日直の仕事は、簡単といえば簡単。みんなの朝の挨拶と今日の授業を伝えて、各係や委員会からの連絡事項の有無
の確認、欠席者の確認、担任の先生のお話の記録（今気づいたけれど、結構あるね……）、各授業ごとにクラスの授
業態度と授業内容の記録、授業が終わったら黒板を消す、下校前に今日一日の感想を書く、そしてまた朝の会のよう
に確認連絡事項を行って、次の日の日直を発表しておしまい～！

     初めての日直なので、なんだか緊張しちゃって朝の挨拶は井上さんにしてもらった。休み時間の黒板消しもゴシゴ
シやったよ。……それにチョークで真っ白になった黒板消しもクリーナーでいつもきれいにいておいたしね。……一
日はたらいて、気分も爽快～！一日の感想には、今日は風が強かったのでこう書いたんだ。”風が強かったです
ね。……セーターを着たほうがいいです。……“先生は読んで笑ってくれたかな？帰りの挨拶は、照れながらもみん
なの前で話したよ。……今日はすらすらとは話せなかったけれど、これからもがんばろう～！

     今日は日直！働き者の日直さんって私のこと！これからもっとがんばって、良い日直さんになるん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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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试验——虫子啊啊啊！

2013.09.27

      为什么我的第一次试验要以这样壮烈的结局收尾呢！！！

      终于迎来了开学以来的第一次试验。当我步入这个生物实验教室的时候显得格外高兴。但慢慢地我就没那么高兴
了，特别是当我看到老师发下来的实验报告单时，我确信了自己的怀疑，迎风大喊“不要啊！！！”我们竟然、竟然，
要分离一只虫子观察它的消化管！！！我生平最怕虫子啦！！！还特别是那种没有脚的，身子一扭一扭的，啊啊啊我该
怎么办啊！！！

     幸亏一起实验的是原班长山本同学，她安慰我说她会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于是，我们开始整理仪器。我生
平第一次看见带电的显微镜！这下可好了，不用像我们当年一样冲着光源一边边调整反光镜，实在太暗害的换地方。这
个可真先进啊~！但经过我无意的一瞥，三个英文单词赫然入目“MADE  IN  CHINA”，我……

      于是开始领取实验必需品，载玻片吸水纸什么的，当然虫子我是死都不会去领的，慈祥的山本同学又一次显现出她
人性般的光环。当我看到一直不断扭动的全身通红的虫子时，我恰巧听到了班里同学对它的评价“啊它好可爱啊！”我
当场就快不行了。

      我们（我：负责显微镜调试……山本：负责把虫子的消化管拽出来……）开始试验了。我百无聊赖的摆弄着显微镜
（是不想看那只虫子吧……），听到山本同学一个劲地说这只虫子好狡猾啊，怎么都分离不开……就这样大概3分钟后，
她终于高兴的说“好啦！”，我默默地凑过去看了一眼（我其实一直担心活的虫子会不会一下蹦到我脸上……），见到
他的头与身子终于分离开来，我又高兴又恶心……

     接着开始拽消化管……山本同学拽了半天，只拽出来许多白花花的脂肪（我都快吐了……），然后终于，一个细小透
明的管状物体慢慢显现在眼前。终于成功啦！我们都很高兴（终于可以把这只虫子没用的身体扔掉了……），但但我们
把这胜利的战果拿给老师看时，老师说“哎呀，这个可不是消化管哦，这个像是……排泄管！！！”我特别想坐在那里
不起来了……排泄管！要不要这样！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还错了！！！

     无奈ING……怎么办呢，，总不能再拿一只虫子吧，更何况时间也不允许，于是我们把这条……放到显微镜下，看到
了……好吧我不在这里所描述了，要不然大家会把前几天的饭吐出来的……

     壮烈！太壮烈了！我差点吐在我的实验报告单上！！！哇！我以后再也不看虫子啦！死的也不行啦！我每次说不定都
会想到这次经历的！！！

     虫子，请安息……

     我的第一次生物实验啊！！！就这么……壮烈的收尾了……但愿下一次实验不会这么……悲惨！！！

周千荷的日记



现在是23:39分

2013.09.30

    好困，但还是坚持着写着一篇日记。

    0：00到了！！！真好。上个月的这个时候，我们已进入梦乡，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欢迎会。然后，便会各奔东西，想念着彼此，期待
着再见面。

    9月30号了。

    昨天开完了体育大会，我们借り物競争赢了！！！很高兴！！！最后那个被我们打扮得像僵尸一样的男性体育委员身穿能黄色碎花短
裙上衣大皮袄，粉红色的假发上有一顶鲜艳的绿色帽子，在胜利后举旗环场一周。我一直在研究他穿成那样是怎么跑起来的。

    最近真忙啊，又要补国语，又要补日语，趁着明天学校休息赶快办银行卡，乘车劵到期了还要马上换。海边的太阳好毒啊，才来几周
就已经黑的不成样子，得赶快再买一瓶防晒霜才是！8个小时之后，我也会一样和大家起床，吃早饭，继续着我们依旧平常的琐碎的生
活。

    真正的1个月了。我们上个月的明天将是分离，我不想回忆那段往事，很痛苦，很凄凉。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感慨这么多。昨天的标题已经打好，只等待这今天的发表。

    9月，安好。

周千荷的日记



我家ミク初养成

2013.09.30

    刚才去车站门口便利店交钱，看到有ミク的好多东西，杯子勺子夹子都有。本来想买一个小的养成版ミク的，店员说，此处为抽签处，800日元一个签，
抽到哪个算哪个。其实主要还是想要养成版的嘛，但无奈抽签，想了想杯子勺子也不错啊，就抽了一个。然后……就抽到了最大的养成版小ミク哦！！！最
高的A賞哦A賞哦！！！啊呀好开心！！！~~~

来看看我们的小ミク吧~！  

看见“A賞”的两个大字了么？？？~~~

 

     盒子的正面哦~~！

亮个相吧小可爱~！

换装成功喔~！

周千荷的日记



来和零件们打声招呼~！

她的头发太重了……海豚什么的骑上去老掉！于是我只好用手把着她了~！

原来我也会站着啊~！

看我的悬空大法！！！好吧只是背后有支撑……呵呵呵~！！



    好吧，其实我更喜欢镜音リン・レン的，但ミク也很可爱呀！！！我家ミク初养成哦~！！！好开心！！！



受打击ING

2013.10.02

      我们是“兵庫県立芦屋国際中等教育学校”嘛，自然，留学生多得你都不知道哪个是日本人（有点过头了吧……）。于是一种特定课
程油然而生——留学生针对性日本語能力試験教学课程……一共十次课……

      我今天去上课，虽然我知道旁边的孩子都是2、3年级的（2、3年级就考N1，带不带这样啊！！！），虽然我知道我语法读解每次
错的比他们还多（……因为你们在日本呆了4、5年了！！！……），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上着我的自尊心毁灭式打击课程……

      然后，更悲惨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我做完第一页题的同时，他们已经开始相互聊天安排接下来去哪儿玩作业多不多部活怎么办……
我！！！……接着，老师公布答案的时候，我上节课起码还对了几个，这节课………………我听见红笔的一个个画圈的声音，却在感叹
那要是我的笔发出的声音该多好啊……他们已无与伦比的速度写完，又以无与伦比的正确率彻底打破我的防线……我！！！……我已经
不止一次的感受到过大家放学都回家了课上完了都解散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被老师补习着一群2、3年级的孩子望着我很想笑的状况
了！！！天啊我要抓狂了！！！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周千荷的日记



来写一些欢乐的事情……仿佛前几次的都太悲伤了……

2013.10.03

      悲伤只是生活的插曲，欢乐才是生活的主旋律。来写些欢乐的事情吧……

      体育课我们开始上……健美操……老师让每个小组选定主题自己编舞蹈，我们把主题定做“……”，内容是，一个女孩在巴黎(不知
道为什么她们想到了这么浪漫的城市？看后面的内容就行了……）等待着她的初恋情人（……），他们经历波折终于喜结连理（…这是
编舞蹈还是在演话剧！！！…），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女孩被间谍（这个人是来打酱油的么…）偷走了（卖钱么…），男孩
悲痛欲绝的故事（我无比怀疑她们想写小说！！！）我们组的组员们真强大啊……不过话说这样的故事能编成舞蹈么……

      上周大家一起填写了“从多方面观察自己之——他人评价你的职业篇”，就是让你写全班其他人分别适合什么职业。结果今天收到
整理报告……有说我可以去当律师的（理由是我可以去国际法庭……），有的说我可以当通译员（理由是三国语言都说的很好……），
有说可以当外交官的，最惊讶的……有人说我可以当导游！！！日本旅行社飞中国导游（好吧这个职业我还真没考虑过……）！！！我
拿到这张纸的时候很激动，但看到结果的时候忍俊不禁啊……

      还有什么比小测考了满分更高兴的事呢（这句话瞬间亮了……完胜前面！！！）~！

      美好的日子还在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出发啦~！

周千荷的日记



周末了~！

2013.10.05

      又一个周末了啊真快。呵呵，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们数学老师这周仁慈的没留作业的！！！

      提起数学啊，我们昨天上数学A的时候，有一道题我觉得很复杂，就换了一种方法算了算，一下子就算出来了（是啊因为这是初中
的题……-_-），然后就在大家写题老师巡视的时候跟老师说了一下，老师看到之后说很好，就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大家了……我在跟老师
说的时候还很紧张，因为几乎没见过这里的同学向老师提议的，大多数都只是问问题。结果老师还很开心，说了好多遍“太聪明了
~！”……嗯我后来在想要是有我认识的那几个理化生天才在，结果啊……我们班的同学们会爱死他们的！！！

      我们10月24号考试，和大家相比是有一点晚。恩但我们考的内容也多啊……比如我现在正在努力的试图翻译“”这篇刚学的文章，
和刚来时的全不会相比，现在看见这样的新文章已经能理解一些了。恩现在已经有些进步了不是么~ 呵呵好开心~！

      昨天最后一节依旧是疯狂的——健美操。这节课老师边放音乐便让我们根据听到的词语展示动作。比如听到大海，你就要用肢体展
示些波浪啊、海的宽广啊什么的。之后各小组抽签，让每个小组表演一个颜色，给大家猜。我们组抽到了和运动裤一样的颜色，所以很
简单（一直指着就行了……）有的组抽到了“黑色”于是，一个人躺下，另一个人在他面前上香，剩下的人在后面整齐地坐着低着头
“哭”（好吧实际上大家都在笑……）！这演得太真实了……还有一个组抽到白色，就表演婚礼的场面，父亲送女儿去见神父前“焦急
的”等待的新郎，周围一群撒花的人……啊，这些太明显了~！不得不说同学们的演技不错啊~！

  周末了，考完试的同学休息一下迎接新的挑战~，没考完试的同学（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抓紧复习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周末愉快哦~！ 

周千荷的日记



吓死我了大家千万要注意！QQ被盗什么的太可怕了！！！

2013.10.08

      一开始只是下午在写作业，然后进了另一个被盗同学的发的网站（盗号的人骗我们帮他改密码），然后……我都没想
到后面发生的事情！！！

     昨天下午刚回家，打开电脑想写日记，发现QQ号老是被迫下线！接着在和另一个同学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是盗号的
人在和我聊天（幸亏我问了个隐蔽的问题弄明白了~！）！之后我就是在3秒钟一次“您被迫下线”的提示下很匆忙的改
完了QQ密码……我本想把这件事和家里人说说，让他们注意一下的……谁想到……

     我妈一上来就问我整这么大的事都不早告诉他们！我就说什么事啊我都不知道，她问我“你不是你上午一个劲的跟我
说什么李教授么！”我一听就懵了……然后狂翻漫游记录，才发现我的号也被盗了！那个人和我妈妈聊了一上午！就是
假称是我说有一个李教授要去北京让“我”帮忙换2万美元，“我”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拿到电话后又自称李教授给我妈
妈一个劲的打电话让她帮忙换钱……然后我妈竟然把银行账户什么的全告诉他了！！！幸亏发密码时她嫌麻烦有好多用#
代替了（那些#号只有我们家人知道内容……）。我看到这里已经心快跳出来了！后来他发转账成功记录什么的，但我在
这里要告诉大家：那些转账记录什么的都是假的！2分钟后网上银行就会核对出填写信息错误自动把转过去的钱再转回骗
子手里，相当于你以为他给你转了120000其实你卡上没多一分钱。幸亏我妈当时候在火车上没办法给他汇钱……12万
人民币啊！！！我看到最后都要吓死了！！！

     还好我晚上改了密码登上了QQ然后和我妈联系……知道事情真相后马上和我妈联系，动员一切可以联系上我妈的亲
朋好友……最后知道真相的我妈在火车上差点没晕过去……马上挂失改密码一直忙到今天晚上还有好几个银行卡密码没
改……

      刚才在群上看了，大家的被盗的号都是这一类的说辞，还有些人也差点汇款了……啊呀，现在骗子的骗术太高明了，
大家可一定要千万小心啊！！！

周千荷的日记



说好的放假呢？……

2013.10.09

      天气预报几天前就说我们这里要刮台风，老师也已经在周一说了今天可能会放假，大家都十分开心，但显然我们开心的过早了……

     今天早上乌云密布，天上一点光都看不见，像极了石家庄的气候（就是污染爆表的石家庄啊……天上全是灰色的云都显不出
来……），接着刚从电车里下来，一直狂风大雨，浇的我们裙子、上衣、袜子、领结、书包全湿了，皮鞋里进的全是水！幸亏我穿了一
件毛衣坎肩，所以上衣没怎么湿。但裙子就不同了，简直可以用壮观来形容，从上到下没有一处不淌水的。走进教室，发现另外几个女
同学早已经换好了运动服（衣服湿的不得了了），坐在一起聊天晾衣服（其实是坐在一起取暖吧……）。那时候都大概8:20了，往常人
能大概都来齐了，今天却只有我们几个。于是我也一边换衣服一边和他们聊警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们就能回家了什么的。但结果是……
班主任等快上课的时候过来告诉我们——可以穿运动服上课（大家都以为是放学呢……一开始都特别激动……），让我们不要有所期
待……结果，第一节课下课，第一个人刚走出教室，就大喊“天啊！晴、晴天啦！”接着剩下的大家纷纷嘟囔着“真的假的”、“要不
要这样啊”什么的去门外检查，发现——天，还真晴了！而且越来越晴，仿佛早上的那场倾盆大雨从来没下过一样……我们的同学们就
失望了……特别是当老师告诉我们大阪出警报了的时候，大家纷纷说“我们要去大阪！快让我们去大阪！”虽然这几句只是开玩笑，但
从3天前一直就开始盼望的假日就这么没了……果然心里不好受啊！

     不过，因为强烈的台风耽误了一整天的课，这才是最大的损失吧！

P.S.  我们的衣服，晾了整整一天，都！没！干！

P.P.S.  我晚上是狼狈到借了一双袜子穿着才回来的……别笑我，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周千荷的日记



我的体操服……

2013.10.10

      昨天被雨淋了一上午，一天衣服都没晾干（详见前篇日记……）。晚上把体操服和要洗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妈妈又放了其他一堆
衣服，外加一条浴巾（都是这条劣质浴巾惹的祸！！！），开始洗衣服，然后就出事了……

      我正在房间里休息，听到外面哥哥大声笑，又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就出来问有事么，哥哥说：“你快看看你的体操服吧……”走过
去，然后我就惊呆了！这个体育服是纯白的啊！纯白的！竟然成这样了！

      然后妈妈就很无语的“我还以为女生的衣服都是粉色的呢！要不是刚才哥哥一直盯着它看，问我这是什么啊，我还真没发现它被染
色了！……”我……

      仔细一瞧，还染得挺均匀的（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我的体操服啊！）。下面这张是它泡在漂白液中3分钟效果图……

      3分钟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我再看，蓝格子校服已经变成了紫色，我深蓝色的体操裤变成了深紫色……我的天啊……

      好吧，幸亏妈妈之后又去买了一袋漂白液，把这些衣服都放进去又洗了一遍（不然真没法穿了啊……），它变成淡粉色的白了……
只要不是粉色的就好……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以后洗衣服要注意区分颜色，特别是白衣服！……惨痛教训……

周千荷的日记



我爱神户中华街！话说你们上回来这里都不叫我！……

2013.10.16

    最近电脑不知怎么了……想写日记老是自动退出？！今天终于能写了~！

    这周末三连休，去了很有名的神户南京街！上回你们两个跑这么老远来我们家旁边都不告诉我……中华街就在三宫车站旁边大概20分
钟行程，这么近都不叫我一起去……

   还好那天是妈妈陪我一起去的，自己去的话我这个标准路痴一定会迷路的……

   

   恩好像反了……不过我最喜欢这张！南京门啊！

   

    北京城看北京城！一进门就是这个庞大的北京城，里面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产的！买了两块儿点心，一尝就知道是老北京特有的
味道，幸福ing~！

这里是后门哦，西安门！~

周千荷的日记



   

   后面是一个南京小亭子，前面是两个拜年的孩子，很可爱对不对~！周围全是照相的人，热闹的不行，亭子里面全都是坐着吃小吃的
人……谁让这里的吃的卖得这么火呢~！

  我也来尝一块儿~！

     いただきます！！！恩特别好吃！！！

    幸亏我住在神户啊！！！幸亏我们家里这里还算比较近啊~！恩太幸福啦~！

    再付一张图好了~！

    这是可爱的南京亭~！

    周末啊，就在中华街愉快的度过了~！恩，我爱神户！



考试终于算是圆满了

2013.11.01

      恩好像又有很长时间没有写日记了呢…………一直在准备上周的期中考试…………

      直到今天各科卷子才算真正发完。。。考试圆满结束~！

      果然中国学校的数学教育还是很先进的，于是数学完胜~！

      化学平均分36…………我都没想到。。。老师发完卷子对我们说：“你们谁看卷子的时候发现这张卷子应该不是50分满分，谁就考
得很好啦……”意思就是大家考的大多都是50分以下呵呵……不过毕竟在中国学化学还是有一点基础的，所以是平均分的几倍多
哦。。。

      生物大家考的还可以，于是我也考得还不错。只不过有的实在不知道日语怎么说（比如我真的忘了有丝分裂怎么说就写了个有丝分
裂上去。。。当然被算错了。。。），在这上面扣了好几分的啊………………

      现代社会平均分异常的高…………70多！！！悲催的是我虽然很努力地去背了，但是不太会答题……好吧考的不算很好。

      剩下还有什么呢？？？当然就是我最头疼的国语！！！卷子上几乎没几个圈啊……还有家庭。。。根本不会答。。。我们的班主任
还是家庭老师，于是很严肃的和我说了一句：“不努力不行啊！！！”……

       大体上就是这样了。。。理科考的还不错，文科…… 

周千荷的日记



我没事去神户溜达了一圈

2013.11.04

       我只是没事去神户溜达了一圈。。。

      早上从三宫坐JR到神户然后开始瞎逛。面前正好有一个神社在举行七五三然后我就进去转了转。一堆正在给小朋友发气球的叔叔阿
姨，见到我就问我要什么颜色的气球（我长得有那么像小孩子么……）然后我就拎着气球走了一天（！！！！！）一路上被人瞪了一天
路上一堆小孩的家长问我气球从哪儿得的而且在后面我闲的没事买了一串棉花糖吃的时候（左手棉花糖右手气球的姿态）一个小孩子指
着我就哭了说他也要气球和棉花糖…………

      这是我和气球和神社（当然是请别人帮忙拍的）……

这是七五三的~！

     

不过真心很贵啊。。。三万多日元。。。

周千荷的日记



     

       然后我就这样左手气球右手相机的走啊走。。。直到吃上棉花糖~（但是一路被小孩瞪着然后哭着也想要我手里的棉花糖和气球的
滋味真不好形容啊……）。

左手棉花糖

右手气球

      就这样走啊走然后看见了一家专门卖宫崎骏老爷爷的所有电影的商品！！！要不是没有钱（……好现实啊里面的东西真心贵）我一
定要把那家店全买下来！！！最后逛了三圈只是买了几张明信片和其他小东西。。。不过真心喜欢！！！！！

猫的报恩~



哈尔的移动城堡~

千与千寻我的最爱~（谁让我名字叫小千呢~）

      上面的都是明信片，这个是魔女宅急便的吉吉小黑猫~（其他的都太贵了看这个也很可爱就买了~！）

      那里还有一群龙猫！！！要不是店里不让拍照我真想把它们全拍下来！！！太美了！！！不过没钱……一只大号龙猫毛绒玩具要9万
多日元……

      这是我买的小模型~！



 

      然后下起了雨……正好还没吃饭就买了点去坐摩天轮了。摩天轮还分可以吃东西的和不可以吃东西的。理所当然就餐允许版啦~！

      此乃摩天轮内看外部景色。美死了！~

      吃完饭从摩天轮上下来，雨就停了……好幸运！~接着走！~

      然后就继续在街上逛，没走几步就会看见一个这个，不知道这个是吉祥物么？不管了很可爱就留影纪念了~！

      然后又看见了神户什么新闻大楼，前面有好多像这样的画像，只是它们是反光的，所以把我也照上去了。。。

      走啊，走啊，又走回JR神户站去了，于是坐车回家。可是又觉得还想多逛逛，怎么办呢？想了想反正ポートライナー的终点站在神
户机场，就去神户机场转了一圈。

      这回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岛了。神户机场不在我们住的这个岛上，而是驶过一座跨海大桥，在另一座小岛上。风景真的很美啊！！！

这是跨海大桥~



      机场虽然小，但是还有美丽的瞭望台！！！

瞭望台景象+瞭望景象



      总之很美就是了！！！！！流连忘返啊（幸亏离我家很近）！！！

      然后因为穿的内增高（就相当于高跟鞋了……），走了一天快累死了。回家的时候直接瘫在我屋子的地板上了……

      神户果真是一个很有惊喜的城市啊！！！！！！我爱神户~~~~~！



哥哥其实很聪明……

2013.11.13

      这几天一直在教哥哥题（其实就是他写作业复习遇见不会的题了就叫我去教他……包括理化生……）……突然发现了
一个事实——其实哥哥也是很聪明的！！！

      哥哥让我教他题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坐他前面的女生比这次期末考试两个人谁数学考得分高。但是我说真的，哥哥其
实是很聪明的嘛，只不过是因为上课有些地方老师讲得太快听不懂而已。真的就是一点即透的类型！！！我教他做二次
函数什么的（因为中国很早就学了嘛……），就教一遍然后给他出两道类似的题就会了！！！我哥哥还是很聪明的不是
吗！！！

        今天哥哥吃饭的时候说，老师今天到的数学小测他旁边一圈人都不会就他做出来了他感到很幸福啊
（！……！）。。。恩当小老师当到这个份上也是很满足了！~~~

周千荷的日记



写日记啦~~~

2013.12.16

      终于写日记啦~~~

      最近过得蛮开心的，上周因为我们英语在学有关于音乐的一课，所以老师特意把他的琴拿过来借我在班上表演。虽然手有点生
了…………但是，总体效果不错~特别是班主任找到其他几位老师一起来的时候，吓死我了………………

嗯好吧我只想说为什么我每次想传照片的时候系统就会显示出错啊！！！我这已经是重写的第三遍了啊！！！！！前两遍都是没传上来
照片然后网页自动刷新我写的就都没了啊！！！！！人家忍不住了啊！！！！！

      好吧想看照片的童鞋老师们可以上我空间看哦~~~或者可以让我把照片传给你们哦~~~（也只有这一种办法了吧……）

      昨天和大家一起在神户吃饭，然后野田老师坐新干线回了东京（老师辛苦啦~~~），我们剩下的大家一起去看美丽灿烂的神户灯展
啊！！！！！ルミナリエですよ！！！めっちゃきれいでした！！！然后（照片啊！你就不能行行好让我能上传上去你啊！）美得我都
快心碎了，但是由于身高问题，加上人多的（就差下点热水一锅饺子就煮熟了！）不得了，我前面的人长得都比我高！！！所以拍照片
很困难啊！！！但是能看到一次这么美的灯展已经很开心啦~~~

      总之最近感觉很好，很开心，虽然12月份很忙，但是我马上就会成为16岁的少女了~~~（就是说沉重默哀我的15岁青春逝
去！！！），期待着平安夜的生日许愿啊~大家12月快乐哦~~~

P.S.    我真的希望能不要一传照片网络就不给力啊！！！

周千荷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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