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AQ

2014.09.03

我不明白打上日语的方法．想真的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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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

2014.09.16

ウｳｳ，，，日記、書くのが遅くなって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変圧器がなかなか届かなかったんだもん

日本での生活も順調だよ。ウーン・・みんなはどうかな？

ホームステイ二日目、

お隣さんが花火を用意してくれたので、夜、はやめに見に行った，，

お隣さんもやさしくて，，

あの日は本当にうれしかったな，，へへ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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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当においしいよ,

2014.09.18

今日は学校が早く終わったので、ホストファミリーたちとうどんを食べに行ったんだよ~~

またまたビックリ。。

日本人のサービスってすごく良いと思っていたけど、うどんもすごくおいしい，，

でも食べている間ずっと正座をしていたら，，足がしびれちゃった。。

そのお店の人の接客態度から、人を尊重するっていう事を学んだよ。

それとみなさんの笑顔からも。今日はうどんを食べに行って、たくさんのことが学べたな。

今度は何を食べようかな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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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祭

2014.09.22

这次要写的是关于文化节的各种东西~

不说废话啦，放图放图！！！

这是我们做的垃圾桶，，，，

对面的经济对手！！不过他们的也很好吃，，

这是我们的合照，，你知道哪个是我吗？？？

恩，，，

放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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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什么！！！传说中的彼岸花！！！

好吧，，，各种激动啊。。。

今天虽然很累，但是是很有意义的一天，通过文化祭我和同学们也亲了，。虽然和男同学没讲过话，，，额，，但是还是和女同学们关系更好了一些，虽然日本学习压力不比中国
大，可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更能促进我们的成长呢。

wwwwwwwwww明天又是放假啊，，真好啊，

嘛。。祝同学们过一个好假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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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生たちとお出かけ~_(:3｣∠ )_

2014.09.29

ウ-ン，，，これは先週のことだよ~~~

えっとね。。。お二人のMMからさそわれたの(｡・`ω´･)

ウン。。お天気サイコー~~~0 0

これがそのMMおふたり

バック~

そうだね、，まずは電車~

それからご飯を~(oﾟω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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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ふたりのMM

2333333~~~

えっと、写真も撮ったの。昨日のね~

ウーン。。アップ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



これが全体。ｳﾝ。。

みんなが元気にすごしていますように。。私の日記はここ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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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

2014.09.29

ウン。。。今日はお寿司の日~~------\(˙<>˙)/------

着替えのまっさい中。。。なんと。。

猫がボックスにもぐりこんでジッとのぞいているぞ。(╬￣皿￣)凸

猫は無視ムシ。さ、着替えの続き。。

そして。。到着

さっそく、いただきます(゜レ゜)

ほんとはたくさん食べたんだけど，，写真を撮っている間が無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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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みんなはどうしているの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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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と妹の運動会～

2014.10.08

~~~(￣ˇ￣

今日は運動会だ。ハハハ。私も参加したんだよ~~

まあ。。。くだらないことはさておき。。画像アップ

中国の国旗！ ◕ω ◕

中に弟がいるんだよ。さあ、誰でしょう~~

それから私も参加して。。ウｳ。。自分の写真ナシ Σ(っ °Д °;)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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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て。。それからご飯。

その後雨が，，そして帰宅|||)。。。

えっと。。。感想などを。

コホンコホン。。。まず。。。

中国の運動会も日本のも色でチーム分けをする。でも中国の学校には体操着はない。だから服の色でチーム分けをする。だから日本の体操着での区別ってちょっとめんどう。で
もチームごとにそれぞれの色のハチマキをわたすんだ。

それから競技の説明ね。中国の学校にはみんなで籠を囲んでその籠をめがけて球を入れるって競技はないよね（┌( ಠ_ಠ)┘ゴメン、名前忘れちゃった）。それと数人で棒を持っ
て走る競技もないよね（名前は忘れた）。

ｳﾝ。。食べ物も違う！日本の学校は各自弁当持参なんだよ！でも中国の学校ではクラスごとで分担。たとえば、あなたは飲み物~あなたはご飯~ってね。

ｳﾝ。。以上。

みんなどうしているの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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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のguestroom

2014.10.08

コホン、コホン、コホン、コホン。。。。

今日はみんなにguestroomを紹介~

そのわけは！

MAMAの夢だから。(≧ω≦)

自分のつくったguestroomでたくさんの外国人とお話ししているんだ~

( °◇ °)　(　。⊿。)

なので宣伝にAA

古いお部屋~

WWWW

以下、ちょっとお部屋の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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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と一部屋、撮り忘れちゃった。。。∑( ° △ °|||)

ウン。。

これは廊下。カーテンを開けるときれいなお庭を見ることが出来るよ~



ここはトイレ！

キッチン！

ついでに。。wifiが使えるんだ！！！

みんな日本に来たら、いつでも歓迎するよ！！！

╭(′▽`)╭(′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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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Q

2014.11.02

QAQ。。

日記書くの遅くなっちゃった。ごめんね。。。

よし，

本題！！！！

(*≥▽≤)ツ┏━┓

今日は陶磁器を作ったよ！！！

あははははwwwwwww

よし，

感想：ずぼら人間には無理で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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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拉面真是个好东西ww

2014.11.22

今天去吃了拉面，，，

WWW

真的，，又便宜又好吃，，，

不过，，

在中国，，

拉面和炒饭一起吃的习惯貌似没有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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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大赛

2014.11.22

上周日参加了羽毛球大赛

自从进了羽毛球部以后我长了不少肌肉呢~

虽然输了，，（2V2）

但还是很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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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3

今天进行了农家体验。空气很好。〓(*´∀`)no非常愉快(´·ω·`)

对不起、、日语入力还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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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久不见

2015.01.06

对不起。　只有这句话。嗯。。还是。。先看一下下面的文章吧。(可是。。怎么了！！！为什么。。不能按下ENTERーーーー啊！)

啊啊啊啊、可以了。。。。。原来。。是文字的问题吗。。

啊啊，接下来想写圣诞节的事情

ｗｗｗｗｗｗｗｗｗｗｗ

悲伤。。好多一对对的恋人

  
啊啊。。QAQ 又不可以按下ENTER。。好吧、算了＝＝啊。。糟糕ーーーー文字也出不来了。。。是BUG吗啊啊啊啊啊。。。。。。。。。。。。。。。。。好了、、排队排了4
个小时。。为了享受快乐的心情不辞辛苦！！！

哇啊啊啊啊啊・・ENTER可以按下啊ーーー！！！！

结束啦啊啊啊aーーーーｍ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高雪梅的日记



(处理2)奇怪。。

2015.01.06

咦。。。怎么。。っ回事！！！

为什么。。。。！！！

刚才写的日记为什么翻译ING？？？

奇怪。。。。

算了。。。

照片先是ーーーーー～(又是不能回车ENTER。。）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又不能回车ENTER了。。啊。。难过。。算了。。看到了一样、是神社。
哇、、会不会有狐狸出来。。秋天很漂亮ｗｗｗｗｗ

chiyo。。。cho。。等候着!!!

。。。。!!!

刚才写日记翻译ING???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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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a。。。好吗

照片首先—————～(还ENTER不能。。)啊那样那样那样那样a

。因为再ENTER不能。。
a。。苦。。嘿。。是看的那样，神社。啊，之类，狐狸出发的那样。。哎布来漂亮胫w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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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15.01.07

看了其他人的日记。。不好意思啊。。大家都用的敬语し．。会被笑话啊这个。。

啊。。

顺便说下、我家正月吃了御节料理

可是。。不算什么要紧的事

啊。。正月在家晃来晃去、没有什么关于正月的话题

TUT。。

多无聊啊、不过，正因如此～～～写了下这15年自己明白的道理。

１．遇到困难时、笑吧！

２．幸福是什么？幸福。。比如。。。不管遇到什么不幸、明天一定会有人发现我、这不是幸福的话、什么是幸福呢‘￥

３．人生就是不断跑下去！！！

。。。

。。。。。

大家２０１５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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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过的回忆QAQ

2015.01.27

好久不见!!!!

哎、、、

说一下大上周的事

星期三(早上)----

老师∶明天有数1考试(非常重要)，请按照点名号码顺序坐。

学生们:坏了!!!!一个也没学习!!!

 

--------------END

到这里。我想说的事大家都注意到了吧！

恭喜恭喜！对!!是的！就是这样！

我。。搞错了做了一夜数A!!!XDDDD又。。。我的努力落空了。

我真的很难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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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我

2015.01.27

今天下课后，去学校附近的根来寺做了自行车旅行。下雨之后空气非常清新，心情很舒畅。来日本已经半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做什么了呢？自己反省着。总是懒懒地，用电脑打游
戏，爬在暖桌下像乌龟一样露出脸午睡。现在，思考的是只是，今天的晚饭是什么。最近吗，妈妈买了辣萝卜。。。。。最高。还有韩国海苔。。。口水呀。一边写着日记，一边吃
着弟弟和与妹妹在kosutoko买的薯片。都是关于食物的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去冲绳进修旅行，日记。。暂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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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最后

2015.01.27

 

 

 

前面的文章只是玩笑，笑了吗，老师们看起来也很疲劳了，所以写些能让他们笑一下的文章

这是正文

明天有修学旅行，今天早些结束了，

下课后，没马上回去，而是悠闲地去了附近漂亮的山。吸着白天特有的清凉的空气，感受着清爽的风时终于发现已经半年了。一方面感叹着时间过得快，一面感到害怕，在这有限的
时间中我应该做什么吗。越过这个，我前五个月做了什么。。总是在家闲着，懒惰着，真是一个懒人。一边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到了鸟都不太经过的森林，坐在旧长凳上，仰视
可以看见绿滴滴的嫩叶。因为是1月所以还很冷，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生长。感到可怜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叶子没有死还能成长。又看了一下，它们在树末端的位置，大概夏天
时在最下，没能沐浴温暖的光。。因此冬天还活着。。不只这个，这个森林因为深，周围满满都是树，能避开冬天的冷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第9期的大家可能与这个嫩叶一
样，我们也在老师的保护下生活。我们不理解老师们的辛苦，任性的行动常让老师们感到为难。老师，对不起!!!前面的进修老师也教了我们礼仪，老实说，如果老师不提醒说不定已
经忘记了那样的地方。并且，参加这个程序之后，真地成长了很多，HEARTTOHEART谢谢！毕业之后也会常来写日记的。我们”交流”的目会一生留在心中

说着说着主题变化了,但这也是今天的所想之一。那个嫩叶们正是在下面，正是有周围守护的，所以在寒冷的冬天里还能生存。还来得及！并且，不回顾过去，不后悔过去，面向未
来前进。多亏叶们的洗脑。最后，老师们，谢谢(p。s这个也是瞬间的所想。。。。。但是不会忘记目的，和对老师们的感谢!!!ENTER为什么不行!!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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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了wwwww

2015.04.15

各位、、!!!

还好吗？～～～～～

久违的日记啊。。！（对不起啦!!）

嗯。。今天就只是问候一下吧。。(因为照片传到电脑太麻烦了。。)

新的生活终于开始了!!

感觉到夏天也不远了!!!

 

 

 

 

 

好。。到此结束。。。

(只是问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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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的回忆（太迟了吧!!）

2015.04.19

嗯。。

现在我要讲一下跟刘同学一起春旅（春假旅行）的事情。

请先看一下照片。!!

好。。这个是去和服教室时的和服（害羞）

然后。。这是去USJ时拍的照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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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去日本桥拍的照片。。

 

 

 

 

 

以上。。就是我的春假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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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正正好好一个月了～～

2015.06.15

各位，你们好吗！今天是父亲节哟～～（笑）

祝全世界的爸爸节日快乐！

啊呀、

 

大家好久不见，（觉得我好像老在说这句，都不好意思了～TUT）

那就先、、上照片。。！

这个是，嗯。。。此乃郊游时的照片！

去了京都！！

反正・・总之超级无比热呀！不过留下一段回忆，还是很有趣的！

就这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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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

2015.06.15

刚才说了去京都游玩了，但是！忘了把照片全放上来了！

下面乃补上游京都的照片！

然后，再补些之前马来西亚人和澳大利亚人来的时候的照片（是好久好久之前的事了）

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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