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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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东京！快乐的ww

练习着
现在个人电脑发出日记,不过。

来日本进修Omoro讨厌！

老师们全体和善!!摄影的阿哥也!!

昨天去了到新宿在(到)饭！是还是到底是东京

比起
东京济南是完全乡下！

也患了感冒的QUQ

明天的中野走享受!!

对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心众多的女子高中生住宿的prprpr

我也女子高中生螨虫ya

顺便差劲的 绝对改变!!现在的照片

由于这个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張楚珺的日记



终于可以用网络了！

2014.12.13

今天终于结束了三个月没网的日子。 以后也要加油写日记。 我在二年级三班外语班 班级只有九个男生。 大家叫我しもん因为是しもつき出生的。 部活是ダンス部。 这个星期是修
学旅行 昨天下午刚从东京回来。 一共四天 横滨和东京。 日程有点赶 特别有旅行团的感觉（笑） 最开心的一天绝对是迪士尼海洋！ 虽然九成时间都在排队 0.0 而且真的很累！因为
一整天都在走路！ 最后一天去浅草和天空树的时候还下雨了。 浅草真的全是中国人 完全听不到日语。 非常欢乐又非常累的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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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3

2014.12.13

今天睡到十一点半。 中午吃了喜欢的乌冬。 下午跟爸妈和姐姐去了投票现场！虽然只是站在门外面看。 鹿儿岛今天又在下雨 而且是太阳雨！ 所以我来鹿儿岛以后经常看见彩虹 晚
上和妈妈一起看了最近挺火的日剧dear sisters 上完下星期一周的课就是寒假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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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4

2014.12.15

今天早上要和爸爸去温泉的。但是因为我睡！过！头！了！爸爸就一个人去了 下午我去买heattech。 日本年末和中国年末真是一样 到处都是人。优衣库的队排的老长 我去的地方
据说是全九州最大的购物中心。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住这个地方真是太方便了 去哪都近。 在aeon里抽了四次奖，全没中！这是有多背！ 回家以后吃了なべ。然后我九点多就睡
了 然后明白五点起来写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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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5

2014.12.16

星期一！早上出门的时候简直绝望 QUQ 看了看气温才2度！因为穿了被同学羡慕的400D连裤袜所以腿一点也不冷hhhh 早上樱岛又喷火了，一开始看到喷火的时候特别兴奋，现在
已经完全熟视无睹了。 体育课的时候还是网球，完！全！不！会！ 一个姓飯山的盆友 LINE上的名字是めしやま，我觉得特别可爱于是笑了一节体育课0.0 部活的时候 小伙伴的姥姥
去世了，最近都不能来学校 (;´༎ຶД༎ຶ`) 回家以后 收到了月例报告。上个月的我昨天才寄走 然后做了山东特产 茶汤←_←虽说有点失败。 议院选举结果出来了 爸妈一直在埋怨又是他们
讨厌的自民党 还埋怨为什么哥哥不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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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6

2014.12.17

寒っ！ 朝起きたら外は雨。自転車に乗れない。 ちょうどお父さんが起きてきたので、駅まで送ってもらえた。 修学旅行から帰ってきて、クラスで欠席者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る。
インフルエンザで熱を出したり風邪でお休みしている人が１０人近くもいる。 相棒の「 あきもと」さんも書道部を公欠中。彼女がいないとホント教室が静かだhhhh 最近よく
みんなから女子力高い（笑）って言われるのは、たぶん毎日鏡やハンドクリームとかを学校に持って行くからかも。 今日は涙袋って言われたよ→_→目の下のふくらみが萌だっ
て 帰り、お父さんが駅までお迎えに来てくれた。スーパーにも寄り道。 お父さんの買い物ってすごい慎重！私は買うときに値段ってみたことがない。 家に帰ったらお姉さんも
いた。ご飯のあと、一緒に温泉に。先週私が眠くって一緒に行けなかった時の分。 ただ家族みんなで9！時！すぎ！に、温泉に出発。 夜景を見られたよ。ww 今日は一日中雨で
風も強くて　寒い！ 明日は雪になるんだって。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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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7

2014.12.18

冷！今天预报的是要下雪。 但是早上还没到电车站就开始下冰雹。 然后一整天就处于边晴天边下雨 雪和冰雹的状态。 鹿儿岛的天气真的有点吓人。 樱岛上积了好多雪 很漂亮。 鹿
儿岛很少下雪所以大家特别激动，一开始还把冰雹当成了雪。 回家以后吃了妈妈做的蛋糕。 这个周末准备做饺子。 本来准备九点睡觉的结果九点半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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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8

2014.12.19

这一天好像没发生什么。 中午去听了吹奏乐部的演奏会。有我们班的两个同学。还有舞蹈部的一个朋友去帮忙弹钢琴←_←因为吹奏乐部没有弹钢琴的 我还是觉得钢琴最好，但是现
在已经不怎么会弹了 下午LHR的时候是二年生的受验生宣言。 听了五十分钟的应试教育。中国和日本的教育方法完全不一样！ 部活的时候，因为奶奶的葬礼休了三天的てごし终于
回来了！ 商量下星期去吃回转寿司。 班主任和中心的老师给我说最近鹿儿岛有一个外国人演讲大赛。 决定参加。但是决赛和中间研修的日期重了。 所以就更没什么心理压力了。
这星期六上课！熬过这星期快乐的日子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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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19

2014.12.20

今天真的超开森！ 中午又去看了吹奏乐部的演唱会。有我们学校特有的应援舞蹈的曲子。 下午因为老师们有忘年会所以三点放学五点部活就结束了。 然后和てごし一起在中央车站
玩了一会。 吃了章鱼小丸子和鲷鱼烧。章鱼小丸子太烫了 所以我现在舌头有点疼 回家以后平常一样吃了饭。 妈妈寄的包裹到了 打开之后觉得真是亲妈！ 跟爸妈吃了山东特产 给爸
妈翻译了妈妈写的信。 明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要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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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分の学期の最後の週末

2014.12.22

この週末はついに二学期最後の週末。 忙しくもあり楽しくも。 土曜日は午前中、小論文の練習があるので いつもどおりに学校へ。 部活ではもう来年の野球部の応援ダンスの
準備を始めている。まだ４ヶ月もあるんだけどね。 土曜日なので　部活が終わる時間に合うバスがなくて１時間近くも待っちゃった。 家に着いたのは、けっきょく普段の一日
授業の日とほぼ変わらない時間。 家に大阪からのお客さんが来ていた。私が来てからこれでもう４回目。 お父さんもお母さんもすごく忙しいので　私がカレーをつくってお手
伝い。 私が１２時過ぎに寝るまで、みんなでずっと話こんでいた。 日曜日は１２時にお姉さんに起こされた。 ご飯を食べてから二人で温泉へ。 それからAEONに。すごい人ご
み。 AEONでドーナッツを４つ食べて 家に帰ってから栗を食べて 夜はまたまた「お好み焼き」をペロリと食べた。 お姉さんは私の食べる量に関してはもうノーコメントだっ
て。 冬休みはきっと太っちゃう！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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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两天

2014.12.24

星期一终于是最后一天上课。 终于感觉到了希望。 羽毛球部和曲棍球部参加九州大会所以休业式的时候不来学校。 所以这一天就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见面。 那叫一个依依惜别
啊。 部活有点偷懒，一直在和小伙伴商量第二天一起去吃寿司。 于是星期二两个人就愉快的去吃了寿司。 日本就是厉害。真的好高端。而且还便宜 而且还特别好吃。 结果就是我
一个人吃了十二盘！ 然后两个人去唱了K。 唱了仨小时。嗓子还好。 真的好开森ww 星期三就是休业式了 虽然可能比平时回家还晚。 这个星期终于打算包饺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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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

2015.01.05

原谅我太懒了放了寒假以后一篇日记没写。寒假作业都是昨天一天搞定的 笑。 首先感觉是日本正月没有中国那么忙那么热闹，其实中国的正月热闹过头了我也不喜欢。 家里的大哥
从大分回来了，第五期的前辈从东京回来了，她现在在东大！东大啊！ 自己去天文馆溜了一趟，发现了不少好东西。比如说四百日元的鞋还有162的耳坠之类的。 还有一天去跟小
伙伴吃自助，又吃撑了。 元旦那天鹿儿岛下了一天雪，但是还是一点没积。 特别喜欢日本的正月料理，年糕 黑豆 海带卷等等。胖十斤的节奏。 正月的几天晚上哥哥们和爸爸天天
喝酒到很晚，我就在一边跟他们聊天。 总之正月玩过头了。鹿儿岛的寒假太短了！作过头的结果就是昨天一天赶作业。 现在去上学的心情超失落QUQ

張楚珺的日记



150105

2015.01.06

写标题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是2015年了。感慨万千 冬季补习的第一天。各种查作业 我歪打正着的全交上了hhhh 大家好像补作业前一天晚上都没怎么睡觉的样子。 今天是てごし的生
日，到这孩子部活一开始没来 特着急。 后来部活过了一半才来的。 问了问结果说感冒了实在不舒服回了一趟家又回来的。 我今天也有点拉肚子，可能是正月吃多了hhhh 回家以后
给妈妈看了修学旅行的照片。 然后我就开始写演讲比赛的稿子。 比赛这星期六就开始了我星期一才写稿子呵呵呵。 都是因为寒假玩的太过了 这星期还有考试 实在是忙不过来 本来
准备放弃演讲比赛来着 问了问妈妈她觉得创造回忆比学习重要 说实话我也这么想于是我决定把学习的时间匀到演讲上来。 考试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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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06

2015.01.07

今天用日语写吧 今天很暖和 下雨 朋友Haruka休息了 原因是 制服拿去干洗了 得到朋友从福冈带来的土特产 很好吃 为了准备speech contest俱乐部活动休息了 请爸爸修改了稿子
今天1天没有食欲 有点肠胃不舒服 与老师商量了一下，老师说了比起考试演讲比赛更从容，加油 最近有点忙啊 努力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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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7

2015.01.08

今天有3年级统一考试的激励会。 之后有红豆汤会。大家吃了红豆汤。好吃！ 我又要了1碗,朋友也有又要了五碗的，而且还是女孩子 明天是开学式，也有考试。 但是我一直练习着
speech contest，全然没复习 比起考试这边相当不是重要吗
把日文投稿翻译中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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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好几天没写日记

2015.01.13

因为我一直是利用早上坐电车的时间来写日记，所以一不上学我日记就断了。 上星期的复习考查啥都不会。考试的时候基本上闲的没事干。 回家一直在准备演讲一点都没复习。 星
期六的演讲大赛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因为决赛的时候正好是中间研修所以我只是参与一下预赛。 来鹿儿岛以后第一次和神村的两个小伙伴见了面。 我第一次去了城山展望台，坐了
amu的摩天轮，去了平川动物园。 虽然我住在鹿儿岛市内但是生性爱好购物从不去这些著名景点。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中间研修了！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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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3

2015.01.14

这星期第一天上学。真的太忙了！各种补作业（笑） 体育课开始了新的选修。我选了篮球。投十进零。好歹我来日本之前中国的体育课还一直都是篮球 全忘了真是。 今天扫除也换
了，从教室换到了音乐室。 好高兴因为扫除的时候不用见班主任了。（班主任很恐怖） 英语课的时候班主任身体不好一直在咳嗽。听说数学老师已经有两个人得流感了。 于是下午
LHR的时候愉快换成了副班主任。全班欢呼雀跃。 回家以后给爸妈看了修学旅行的班级照片。他们拿着放大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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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14

2015.01.15

今天上音乐课 拉了小提琴！两人一把，但是我还是惊叹于日本学校的土豪程度。 英语课的时候班主任又发火了。还是边说着 我没生气，但是谁都不信她没生气。 下午古典的时
候，学古诗。基本上都是些小学生水平妇孺皆知的诗。 老师让我用中文读一遍诗，然后录下来给全级人听。让大家感受一下诗的押韵。 日本人的这种读法真的完全感觉不出押韵。
丢失了读诗最重要的意义。 部活真的好累，一直在跳舞，没休！汗如雨下 早上因为妈妈最近感冒了，于是在姐姐九点回来以后才吃的晚饭。 在中国一直都是六点左右吃饭，所以刚
来日本的时候特别“嫌弃”日本的吃饭时间。 下午外面开始下雨，晚上下的大了。今天早上的JR都延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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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浑噩噩一个周末

2015.01.19

一不上学日记又断了。 星期五的好像就没写。星期五主要就是去放送部玩了。 说是玩其实是去录古诗的音。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在聊天。 来日本以后第一次跟男生聊的这
么欢。日本的男女关系真的是很！不！好！ 我就这样第一次交到了异性盆友。 本来周末还想以为中间研修做准备为目标的。 然后我周六去了天文馆花四千日元买了两万多的衣服，
然后吃了鹿儿岛特产白熊。 白熊实在是没法带到大阪去我就替你们吃了。 星期天去了AEON。吃了寿司，但是味道不如以前吃的另外一家。 然后去买了特产。最后去了
ROUND1→_→一个game center但是高中生也可以进。 于是我就这样愉快的度过了周末。 without doing any homework 周末一直都是这样拖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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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9
	12819
	12823
	12829
	12830
	12839
	12844
	12849
	12852
	12857
	12866
	12910
	12914
	12923
	12926
	12947
	12951
	12954
	12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