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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3

平安到达～很顺利～

稍微不安，期待着各种各样的事

老师们很和善，朋友也交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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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傲雪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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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6

嗯...在日本算是稳定下来了

寄宿家庭的家人很好

有自己的房间 是榻榻米的 就是家有些旧了还偶尔有虫子

感叹每家都有每家的习惯啊...多几山家的晚饭要饿到八点等人到齐了再吃...现在就是在等开饭的状态

爷爷是位老师 在教日本的社会科 在家是个大厨 做菜很好吃  

学校的同学也很热情 不过还有不到一周就期末考试了 大家都比较忙 各种认真学习 

看到一起来日本的小伙伴们都和新同学出去玩了- -...

我和同学之间互动却是在帮周围人解决数学题或者交流下期末考试的内容╮(╯▽╰)╭

大手前时间安排比较奇葩- -...期末考完试休息四天开始下一学期....开饭了哈~

魏傲雪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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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6

嗯...在日本算是稳定下来了

寄宿家庭的家人很好

有自己的房间 是榻榻米的 就是家有些旧了还偶尔有虫子

感叹每家都有每家的习惯啊...多几山家的晚饭要饿到八点等人到齐了再吃...现在就是在等开饭的状态

爷爷是位老师 在教日本的社会科 在家是个大厨 做菜很好吃  

学校的同学也很热情 不过还有不到一周就期末考试了 大家都比较忙 各种认真学习 

看到一起来日本的小伙伴们都和新同学出去玩了- -...

我和同学之间互动却是在帮周围人解决数学题或者交流下期末考试的内容╮(╯▽╰)╭

大手前时间安排比较奇葩- -...期末考完试休息四天开始下一学期....开饭了哈~

魏傲雪的日记



我今后的一周也休息．...

2014.10.01

从明天开始一周连续期末考试，从中午开始就能回家，可以说是休息

一起来日本的朋友大家都与新同学一起玩，很令人羡慕

与同学一起努力学习的感觉相当好

我喜欢理科，擅长数学。原来在中国的班级大家都很熟悉，常来我的座位问理科的问题。但现在的班级，别人有不会的问题也不来问我，这个是当然的。所以我现在拿出勇气，厚脸
皮地加入讨论问题的同学里，现在周围的同学有问题也会来问我了。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但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真地很高兴。

考试10月8日结束～然后10月9日去神户，上校外课（基本就是玩）

校外课分组行动。大家自由地决定分为8人或者9人左右的组。担心哪个组也不要我，但已经有了和我打招呼的女孩

考试结束后，和朋友去了热闹的地方，痛快地玩！

PS.学校食堂的事真的谢谢！之前每天是冷饭，无法消化，也在喝中药。大家在教室吃盒饭也快乐,但身体怎么也不习惯 决定了，今后每周去两次食堂。谢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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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试，放假了~~~

2014.10.10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

我觉得考得不太好，不过算了...～

先尽情去玩

昨天是一直期盼的神户校外课程～(虽然不上课...

我们9人组先去了异人馆 ，从前外国人住的地方

那里有几栋荷兰人啦澳大利亚人住的宅邸，其中是那个国家特色的室内装饰和家具，为其华丽而感到吃惊

然后，同学聚集在一次，去了伊斯兰教的地方

最快乐的还是唐人街～

大家一起吃了猪肉包，小笼包，神户牛炸肉饼，奶油点心，冰淇淋啦

然后拍了大头贴，很厉害的机器，拍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中文的招牌和在场制作的肉包子真是好久—没有见到和吃到了

顺便买了甜面酱，想做京酱肉丝给寄宿家庭的大家吃，上次的可乐鸡翅（为让日本人明白我起的名字）也是甜的，合日本的大家的口味吗～

然后一起去了神户塔，说实话，没有什么印象

然后被同学邀请去了动画店！「一起去吗？」听到时真高兴

...然后是三天的休息，后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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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闲的一天～

2014.11.02

早上拖拖拉拉地～

嗯...能在日记上写的素材其实很多

吃
十点左右—吃了a做的薄煎饼和蔬菜等～

十点半出发～

十一点半左右到了奈良～

奈良的鹿真是很厉害

很可爱，和人亲近

从站里出来，马上看到了鹿的身影

道路两侧，常能看到卖鹿吃的饼干的人

鹿吃的日式脆饼干是鹿非常爱吃的东西。大家都买了这个，喂鹿吃。

i—也给我买了喂鹿的饼干

于是，鹿马上汇集了在我周围

想吃饼干的鹿很可怕

不给饼干就拉衣服，

鹿也吃着纸。在车站拿到的写着观光路程的纸也被鹿吃了

附近有个大概是来旅游的中国女子。被鹿包围了，害怕地大叫「我的妈呀！」，久违了的声音

然后乘坐游览车，看了几个寺院

五点左右回家，a教了我喜欢的煎菜饼的做法

暂时知道了做法,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

一天很快乐

【老师翻译时帮我把照片正过来 谢谢--】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魏傲雪的日记





.

2014.12.04

考试前感冒了

不过，两天就好了

今天的国语好惨

喜欢上课，但要背的地方没有背╮(╯▽╰)╭

世界史真没办法╮(╯▽╰)╭

「Katakana来的Katakana王征服了Katakana，占领了Katakana，把首都定为Katakana」

非常能理解老师平明要把世界史讲的很有趣的心情....

但是，世界史 真受不了

加上，最近尝试记住社会科的有趣的东西

古文可能也来不及了 生物也是背

这次的考试好像都是背背背

因为之考试期间，经常有人问我数学题很高兴

睡觉了　成绩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还有 京都料理　宇宙的开始　和小春的华夫饼

京都　寒假　圣诞节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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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在意的还是伞

2014.12.13

考试上星期结束了

前天和昨天是集中研讨会

第一天去了土耳其菜

迷路了迟到了10分钟左右 料理实习很快乐， 教授的老师的孩子特别可爱

返回的途中把非常喜欢的伞丢在了地铁口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寻问...往交通局也打了电话,但没有 。透明的塑料伞在哪里的百元店都有卖的，车站的工作人员就差这么说了。
但那是初音miku限定的伞．..黑色的miku和紫阳花的花样，已经在哪里都没卖的了，不是普通的伞，捡到的人要好好使用呀，难过....

星期五是宇宙大爆炸的讲座， 有趣

今天上午上课，下午去了日本桥。去难波的遗失物品中心找伞

我的伞已经回不来了，很无力的感觉...

然后很悠闲地去买了Marasy的CD和动画片的商品 ，但那个伞没有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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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2014.12.17

刚才写了长日记

但全没了

不写了，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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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2014.12.31

今天是除夕～
如果天晴、就在12点时去大阪最有名的地方听敲钟

 如果下雨、就去附近的寺院
日本除夕吃荞麦面、刚吃了特别好吃的荞麦面。
明天保加利亚的人来家里体验新年、要一起度过几天。
５号开始新加坡的人来、忘了会住到几号
会热闹几天、很期待
说实话、寒假挺无聊的
作业多如山、不想做就很闲...

 最近为了消磨时间做手工
２号去精度、和小依、Atyann和保加利亚人一起～中午在小摊上吃～好喜欢小摊啊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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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

2015.01.03

12.31顺利地去了住吉大社～

人多！投香资，抽签很有趣

回家是夜里两点

期待的年菜不习惯的口味很多，有些遗憾

颜色鲜明漂亮,但味道清淡...哪种都是一点儿，所以忍忍就吃了

相反神社新年后首次参拜时好吃的路边摊很多，吃了很多

2日与来自保加利亚的莉娜和房东一起去了京都

还算快乐...

去寺院，扫墓，美食游...

路边摊的内容与参拜时候大体一样

一共8人，不是讨厌人多

但有想进的店不想让大家等就算了

上次，约定了带我去京都大学,大概被忘记了

今天与莉娜再见了，与她聊了很多很高兴～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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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31

2015.01.31

上午在家洗了衣服，去超市买了点心，很悠闲

最近开始喜欢奶酪了

下午开始是合气道的部活，好像比以前好了一些～

「接得很好，先辈也表扬了我

不是想自夸，也许先辈想说的是「接得不行」

还差得远～必须努力。～四月有给新生看的演武

要练习拐杖和大刀～

晚上与a和riki一起去了东大阪市的市民会馆，问了埃及人的使。金字塔的秘密，伊斯兰教的想法什么的，真的学习了很多

晚饭的牛肉煮土豆也特别好吃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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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5.02.02

今天从早上开始持久跑～

不像以前那么累...可能是错觉～但也是我稍微强了一些吧(笑)

本星期五是马拉松比赛～

那个结束后打算与春一起吃冰点，想到这些，心里稍微轻松了些

课外活动时achibu的成绩发下来了...我没收到,但也没什么～

yuki的编号是41，考试时候常坐在40号的吉见后面。之前座位很近，常常聊天。他数学不好,但擅长背，体育也很厉害 后天是纸牌大会，今天请他教百人一首和歌选的做法 吉
见在今后的期末考试中要努力取得两位数的名次。我想运动更好。

「努力」这个词语真是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明天早上从第一节开始持久跑,但不像从前那样从持久跑的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抑郁，倒不如说期待着看体力提高多少

「最近比起学习，好像更重视部活和玩呀」

班主任的高畑老师说 以为要被说了,但老师说「那么，部活加油吧」，感动www。前面的讲演大会多亏老师帮助，老师，真地谢谢！

嗯，好的。超越自己，好好运动，还有...多多吃！日本好吃的东西很多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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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2～

2015.02.02

明天是立春前一天～在家做卷寿司

yuki有部活，回来晚，没法帮忙做。但期待着大家制作的寿司！

我从小喜欢手工手制啦的，最近迷上了felt

最初来日本时觉得很多东西新鲜有趣。但过了一阵开始累了想家了什么的，没再努力地适应日本的生活，现在真地很遗憾，在反省 。特别是给这么和善的房东添麻烦了，让他们
失望受伤，是自己不好。

想给a用毛毡做个吉祥物，今天终于要完成了。 我不太有感觉，不知道她是否喜欢，但她好象很高兴，这就好了

第一次在晚上给中国的父母打了电话，真好。之前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难过的事也自己忍受，封闭自己越发消极了。今天更加反省了一下，平静了下来。多亏今天的电话。确实像
浅田老师说的那样，我还是需要依靠别人。

顺便说一下，有一件一直我觉得「奇怪—」的事今天我理解了

生鱼片就是生的，不需要烤，炒,调味道，价格还那么贵

今天i告诉我了 ～保持鱼的鲜度很重要，顺利地取下鱼骨，只剩下好肉也很难，所以价格就这样贵了

「o—确实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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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分

2015.02.04

昨天是节分～(但没有写日记的空闲

昨天收到了整整一根好吃的惠方卷

其中有干瓢，香菇，豆腐，蛋...

向着决定的方向，考虑了自己的愿望(笑)

和tama和a一起花了时间做的

i给了我一个画着鬼的袋子装着豆和点心，有趣也好吃～

大家，谢谢&辛苦了

今天是音乐和信念的发表，为了发表从早上就开始准备累得不行了

哪一个都是合作的形式，与大家一起商量时，一边打闹一边聊着无关的事，非常有趣。

虽然是必须完成的事所以也是很焦躁的心情

但体味到了结束以后的喜悦和完成感，还是很好的

明天是纸牌大会，不擅长背诵的我也努力一点点儿记着

后天是马拉松比赛

结束后体育就不是持久跑了，而换为球赛

大家期待着马拉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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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结束了！

2015.02.06

马拉松，今天最后了！

跑了6千米，和同样合气术部的白原一起跑，有一起跑的人比什么都高兴。

名次270/350，可是这个完成感怎么(笑)

跑之后得到了饮料和巧克力

学校结束后已经一点半了，四个人去吃了

「量足的还是女孩子式的？」

「量足的—！」

肚子已经瘪瘪地了

被当场表演的切面店吸引了

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吃了带天麸罗的咖喱乌冬

量很足，吃饱了

吃过后大家一起互相看手机中有趣的鬼脸照片，笑着笑着...

累了后吃得很多，乘回来的电车时困了

体育老师说「回来之后好好地在浴室泡一下，可以解除疲劳」

今夜试着泡澡～请a给我讲了一下

身体暖和了～很好的体验，浴盐也是很好的香味儿

很好的体验，谢谢

那么，晚安了

明天，去听高中生的发布会去大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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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1

下周开始考试，但没有干劲(笑)

光考虑春假如何玩了

情人节的点心，今天从a和riki那里得到了意见

像巧克力香蕉那样，在各种各样的水果上挂上巧克力衣～

不会做其他女孩子那样漂亮的点心,但我就按着自己的做法，不必拘泥

失败了也没什么，水果和巧克力都很好吃 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二年级要调班了，明天是一年六组最后的课外活动...难过

大家决定做点心，今天买来三个点心，期待着大家的点心～

必须进入考试前的状态了...到下星期五必须学习，可能没有有趣的事

春假再多多地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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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之后想做什么做什么

2015.02.23

周五考试结束

下午和朋友去上本町吃甜点～

之后一直在上本町闲逛笑

果子屋、文具店、百元店什么的

四点左右逛完百货店 还是不想回去的状态

上本町离日本桥很近...据说是

心想「那、走过去看看」

去日本桥的路上被旧书店吸引、呆了1个多小时

出来时已经完全天黑、就打道回府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魏傲雪的日记



迟了的春节

2015.02.24

前天和朋友三人去了神户

首先在北野工房进行了蜡烛的手制体验！

大概的流程，首先选择形状，放入喜欢的零件和沙，调整好位置后注入蜡。里面可以放写好字的玻璃和贝壳，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以外，还放了写着朋友名字的玻璃球
{#emotions_dlg.happy/></p> <p>包装好，非常小心地带回去，这是我一生的宝物<img title=

自己能做这样漂亮的东西，真是很有成就感

唐人街2月20.21.22有春节活动

有太极拳和京剧表演,但人太多看不太清,但感到了怀念的气氛，特别感动

唐人街也有很多中国食物卖！

回到梅田，照了「kosupuri」

「kosupuri」就是 变装和大头贴的组合

穿变装的衣服，照大头贴～

很不可思议的感觉 ！

心里想「还有这样的东西吗」

顺便说一下，晚饭是饺子！时机以外，还有寄宿家庭担心我春节没吃饺子的原因

老实说，这边的春节因为是在考试期间，真是很难熬

21日春节，因为大家的爱弥补了空虚，心很满足

这么支持我的人们，真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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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展&枚方公园

2015.03.01

26日晚上和riki去大阪城看了灯展！

从入口开始是长长的灯饰隧道

合着音乐闪光的喷泉

印象最深的是以大阪城为屏幕的3D地图

大阪城看起来好象在动！很有冲击力!!!

大排档上，在卖辣的拉面

被超辣的招牌吸引，试着吃了一下

这.是...好久没吃到的甜辣!!!

唉唉，为辣失望，但很好吃很满足

第二天和合气道部的sina和chi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了枚方公园

因为是一天的自由票，所以到会馆闭馆可以尽情玩

惊险系的项目与其说可怕不如说有趣！尽情地叫着，被浇地湿湿的，解除了压力

寻宝成功了，得到了透明文件夹

有一个叫做不思议堂的集中了有趣科学现象的项目，在那里特别认真地思考了。。。上升的水啦，动着的云的图像啦

然后吃了枚方公园限定的pipin脸的华夫饼干～～

之前常在电视剧中看到观览车,但只是慢慢地到上面到下面，所以没打算乘坐

这次第一次真正地乘坐了，意想不到的心情舒畅～在那里聊了很多

chi和男朋友甜蜜的场景也特别可爱～呵呵

到今天为止登校禁止，从明天开始有部活和学校

春假中，因为a和附近的幼儿园园长是熟人

我得到了去幼儿园做志愿者的机会

正式去从3月6日开始～，但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大体上什么都不会做

正因为如此，要努力学习

会越到怎样的孩子呢，～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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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中

2015.03.03

Riki昨天乘飞机出发 已经平安到达～

前天是Riki的送别会＆Tama生日

晚餐时一起庆祝

手卷寿司+Tama做的炸鸡块+蛋糕！！！

都很好吃

吃饱了没想到又上了草莓蛋糕　不过甜点用第二个胃 笑

吃完后聊的很开心、聊了好多

Tuko也会高安 以后晚饭的人数减少...想一想就觉得寂寞

和Yuko时不时会再见 Riki四月也会来日本旅行～

大家努力 一定会再见～

今天是女儿节～

家里装饰着桃花、彩纸、晚饭吃了散寿司～

A酱留了些黄莺饼的原料 说明天教我怎么做

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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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下幼儿园！

2015.03.11

昨天一天变成了小萝莉

孩子们好可爱

首先是自由玩

用积木搭自己喜欢的形状、画画什么的

开始觉得如果不知道玩什么怎么办 很不安

相反的被小孩子们叫来叫去很忙啊笑"Yuki老师你看～””Yuki老师我给你的信“什么的

喔、对了信的内容是“还想一起玩”和我的头像

然后是唱歌、大家一起很开心！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孩子！很安静有点认生...太可爱了好想带她回去

终于明白怎么和小孩子相处了..

春假期间还要去4次 大家还要一起玩啊～

明天和阿syan和枚冈一起去看梅花！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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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石切&枚冈

2015.03.13

昨天和A酱去东打大阪室内观光

先去枚冈的神社看了梅花～

还没有全开、有花蕾觉得更加可爱

枚冈神社是很大的神社、梅花以外还有树木、流水很多美丽的自然风景

和大自然接触心情特别好

之后在石切下车～

在长长的参道上逛来逛去笑

又小有可爱的店铺排满道路两旁

有腌菜、杂货、和式点心什么的...

中午在中华料理点吃了定食套餐～

好久没吃的烧卖!感动ｗ

味道和中国吃的很像

原来如此，日本人的中华料理是这样啊

中途A强告诉了我大阪的历史～

A酱对东大阪的事情非常了解 还在为区域服务 做很多事情

之前还为小学生们制作了了解东大阪历史的卡片 很厉害啊

来到和住的地方和学校不同的地方很高兴！！

很悠闲的气氛～很人觉得很舒服

A酱谢谢&辛苦了！（一定累死了吧

今天又去了幼儿园

和三岁的孩子一起玩　比上次去的班级小一个年级 可以感觉到无法交流笑笑

有个孩子好几次握住我的手不肯松开

一次松开后 马山又找到我 紧紧握住我的手 好烦啊ー

但是感到被依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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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视城～

2015.03.21

3月15日是山田市民体育馆·洗心馆合气道部的演武大会！

大手前的合气道部也得了三个奖！

我没出场,但一直在心里支持他们

合气道很有趣,但不能说很流行

我在中国时，也一点儿没听过。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拐杖和大刀今天到了，老师告诉了我！

光想就很帅。现在禁止上学，没有部活。希望赶快开始部活 !!

17日，去了一直想去的环球影视城

与部活中相识的八尾（读法是tibi笑）和mizuki一起去了～

早上，一直在鹤桥等根本没有的去那里的JR，迟到了

写着「yuniba方面」,、、、其实是在西九条换乘泣

两个人给我指路，特别任性地问了，谢谢

想去的项目全部都去了！排队时游戏玩得也很快乐，笑地很高兴!!

环球影视城真是很有趣！

非常喜欢的动画片，进击的巨人zon，有15米的巨人，很有真实感—

从开馆玩到闭馆！大家都累了—

明天在日本桥，好象有动画片的活动～

28日和tama一起做面包

29日要去同学要去hamika家玩～

很期待～

得到了允许发照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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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们，来合气道部吧〓(*·ω·no〓)

2015.03.24

昨天为了庆祝E的生日&ryotaku的升学，晚饭是海鲜饭

饭是a和tomariko（ryoutaku的妈妈）花时间准备的

放调料时好象弄错了,但一点儿没有不协调感，不如说这样也很好吃

之后的蛋糕也很好吃～

Ryotaku考上大学了，真的很好

两位，恭喜恭喜

今天是大手前的发榜会，各部在新生们路过的地方宣传着

我们部一直大声说着「祝贺入学」「我们是合气道部」

想到要成为先辈了，有些喜不自禁～(虽然技能还不行...

四月三日是新生教育，合气道部是编杖和短剧

短剧的内容大概就是，公主使用合气术，打倒了诱拐犯～

顺便说下，我在短剧里也有角色，饰演一个为了表示公主的强大力量，被诱拐犯当场打死的保镖

虽然被打死的样子不是很帅，但能为部里做些什么还是很高兴～

不太会表演，看电影的镜头，努力练习！

三月28，29日合气道部在大阪城赏樱花，特别期待着～～～

但不要和tama做面包，和去一个朋友家访问

时间重了呀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魏傲雪的日记



合气道部看樱花～

2015.03.28

在大阪城看了樱花～樱花只开了一半笑

大家吃了盒饭，聊着天，过了悠闲的一天～

最初是bingo游戏

奖品得了粉红色的punyanpunyan的球

这是给最后宾果的人的奇怪奖品。其他人几乎都是点心

用这个做了躲闪球

然后做了达磨跌倒, 人狼游戏等

达磨跌倒时大家的手势特别有趣！

也吃了朋友亲手做的菜 三色团子&煎鸡蛋！

还有前辈做的婴儿蛋糕

有两个装满芥末的「奖品」,但我没事

第一次看樱花，樱树下看天空，睡着，起来聊天，吃团子...

真的心情舒畅～

明天去Mika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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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样子～

2015.04.04

今天ichan和achan带我去天王寺的动物园玩儿了。

那里的动物都很可爱!!!

蛇的种类很多，心满意自了。

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耳朵这么长的羊。

有一只羊在我旁边，我轻轻抚摩了它，好柔软啊！

鸟们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很多鸟在广阔的空间里飞翔，我觉得很好。

樱花也盛开了，

在自然中放松了。

天气突然变热了。 热得连小卖部的冰淇淋都卖光了。

我把各种动物的住处，都转了一遍。

今天我很开心，谢谢你们特意带我去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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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结束了 班级调换了

2015.04.09

春假最后的日子，到同班同学的Mika家玩，打扰啦！ 

Mika的四位家人

叔叔阿姨非常和蔼，做饭也很好吃～

弟弟好像有点怕生，没怎么能说上话，不过很可爱 笑笑

然后我们两个人去了大阪历史博物馆&梅田～

在梅田的游戏中心玩儿抓小点心的抓物机，挑战了两次

我玩儿得非常不好，连一颗糖都没抓到 、Mika用一百日元抓到了一百多的明治巧克力！

4月3号在串家物语，举办了班上的慰劳聚会

因为是串烧的自助餐，这边三个人除了雪糕啦果冻啦泡芙啦之外，光串烧就吃了142串

然后全体女生一起拍了大头贴　因为人太多了要都挤进去好困难，不过好好玩儿

六班的各位，真的一直都受你们照顾，谢谢你们！

今天试着和新班的女同学搭话，感觉合得来的人超级多...但愿不是错觉

我要担任合唱大赛的工作人员（在一个人必须担任一个什么的前提下...）

冬天的时候还不用的，明天开始合气道部从7：30开始晨练呐

努力5：40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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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静好

2015.04.20

昨天在家过得很悠闲～没有太多要交的作业
学习了一下，下午就出去轻松地散了一个步～

晚上还弹了钢琴～放松放松 ～

在新的班级逐渐跟大家熟悉起来～

好像交到了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笑

平和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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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练习开始了！

2015.04.28

今天第一次为了合唱比赛进行练习

大家结束了社团活动以后在大阪城集合，练习了一小时左右～

正式比赛在五月二十号，那之前，学校有课时每天练习一小时左右

虽然不轻松，可是很开心～

嗓子有些累，不过跟大家一起放声歌唱

四班通过投票决定唱“Akashi”这首歌

虽然是合唱团负责人，可是我唱得不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是我想为了大家而尽力

明天跟朋友一起去天王寺玩儿

合气术社团新进了十八个队员，超开心

大家都叫我Yuki前辈，好感动！我得好好努力才行 ～

五月一号去京都远足～十号举行新生欢迎会～

31冰激凌最近正在进行降价31%的促销活动，我约了Mika，可能下周会去～边吃美食边聊天是我的最爱～

梅田的柯南主题咖啡馆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点餐就可以获得限定版的小礼物 (比起食物的味道我更想得到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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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手工制作

2015.04.28

上周周六，合气道社团一起去了春日丘高中，听甲野老师讲话

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

虽然上了年纪，但是即便是力气很大的高中男生也不是他的对手

老师说，就算运动神经不发达，没有力气的人也可以学会武术

他告诉我们合气道不是用力气取胜，重要的是利用身体破坏对方的平衡，将对方的力量转变成自己的力量

回去时肚子饿了，就跟朋友一起在车站吃了荞麦面

正好六个人，我们就用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的价格买了一份六个的冰激凌

大家分着吃，花很少的钱尝到了三种味道的冰激凌 好幸福啊～

在梅田换车时，在TOKYUHANDS买了miruzara

五月六号是haruchan的生日，我想用UV树脂做礼物送给她

关于样子的设计，我还在考虑...就将她名字的拉丁字母haruka放进去吧～

用UV树脂做的时候，稍一不小心就会留下小气泡

练习了半年，成功率稍有提高，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好？(?_?)?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以前的作品（第二张是有气泡的失败作品）&这次买的小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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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2015.05.10

黄金周到处去玩了～！

五月一号的课外活动（郊游），我们去了京都

各班自行制定计划，决定主题
我们班去了八坂神社，清水寺和地主神社

路上看到了很多身穿和服的人

地主神社是专管恋爱的神社

在那里，放着两块石头，中间相隔五米左右

听说如果闭着眼睛能从一块石头走到另一块石头，恋爱就会很顺利

我们三个女生试了一下 只有我成功了（开心

开玩笑的，由长方形的石块作成的地面凹凸不平，我跟着凹凸不平的感觉走过去了

另外两个人因为穿高跟鞋没能走

我们还试了一下佛祖胎内巡游！比想象的要黑，心脏砰砰跳，可是很有意思

还吃了栗子与南瓜口味的甜筒冰激凌 八桥（京都一种日式点心）的试吃也吃了很多

之后跟李同学一起玩了两个小时～

我们去了一家叫做“忍者”的甜品自助餐厅 服务员都打扮成忍者的样子，说话也跟平时有点不同

肚子快撑破了

聊了各种各样的话题，非常开心～

跟寄宿家庭一起开心地度过了4,5,6号～详细的之后会写日记～

现在要去参加新生欢迎会了～我要跟朋友从天满桥走到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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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2015.05.14

黄金周的后半部分，日本的寄宿家庭带我去了各种地方 ！

用了近畿三日游的通票～

第一天我和ichan一起去了姬路城～关于这座城堡，ichan为我介绍了很多

因为游客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到城堡里面，而是在外面观看了武术表演和狮子舞

武术表演的是近代武术，跟合气道很像，深深吸引住了我

第二天去了和歌山海边一个叫做加太的地方～

我们在沙滩上捡漂亮的石头和小贝壳

然后第三天

和周叔叔，还有tamachan一起去了琵琶湖和比睿山～

坐缆车到山顶眺望琵琶湖，真是美极了

真得谢谢大家～你们辛苦了—！

最近由于合唱队的练习和社团活动非常忙

我希望六月份合气道的晋级考试，我能考过五级（虽然才是最低的水平...）！

我向往那件帅气的和服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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