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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5年份酒为罗马尼亚前国家领导人指定用酒，现该葡萄品种已绝种，适合送礼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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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6年精品限量版全年生产12000瓶，每瓶都有独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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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5年极品海莱斯

海派龙-赤霞珠

维妮亚德-斯卡特

维妮亚德-拉卡蒂娜

威特瓦利-红玛

米哈依公爵-
嘉伯纳 白颂维翁
米哈依公爵-
白颂维翁 布兰卡
黑海湾特级窖藏-
黑姑娘

维诺窖藏-黑比诺

梦幻者-嘉伯纳

黑海湾-白公主

斯蒂欧-赤霞珠

兰博-梅乐
黑海湾-三天三夜
黑海湾-三天三夜

类型
干白

干红

干白

干红

干红

干红

半干白

干红

干红

甜

干白

干红

干红
干红
干白

度数
13.5

13.5

13
13.5
13
12
11.5
13
13
12
11.5
13
13
11.5
11.5

年份
1985

2006

2008
2008
2007
2005
2005
2010
2010
2010
2007
2009
2009
2007
2007

Heres
HYPERION CabernetSauvignon
La CATINA ViognierChardonnay
La CATINA Piont Noir
VALEVERDE RosuRomanesc
Mihai Cabernet Sauvignon
Mihai Sauvignon Blanc
Blackseabay specialreserve Feteasca Neagra
Vino Veritas reserve PinotNoir
Dreamer Late harvestCabernet Sauvignon
FATA Alba
STUDIO CabernetSauvignon
LaUMBRA Merlot
3 giorni e 3 notti
3 giorni e 3 notti

制造商
SPEED

HALEWOOD

HALEWOOD
HALEWOOD
HALEWOOD
SPEED
SPEED
HALEWOOD
HALEWOOD
HALEWOOD
SPEED
HALEWOOD
HALEWOOD
SPEED
SPEED

价格
788ron/瓶

288ron/瓶

438ron/箱
438ron/箱
358ron/箱
329ron/箱
308ron/箱
278ron/箱
204ron/箱
204ron/箱
178ron/箱
178ron/箱
145ron/箱
108ron/箱
108ron/箱

从12月开始，唐城市场新盖
仓库优惠出租（50平方米），卫生
管理费减半，每间仓库都安装报警
系统，24小时保安看护，全天候
24小时全程监控！！！

0722605668 叶 锋
0722507558 小 陈
0729943145 小 丁
0769058232 米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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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是慢慢的流逝，我也随着时间的
步伐慢慢成熟长大。眼看毕业回国的时间
已经开始一年倒计时了。

四年的留学生涯，的确有时候能让人觉
得羡慕，有时候自己又会觉得四年是多么的
漫长。在这个陌生又没有的亲朋好友的国
度要生活下去，虽然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接触了很多新的事物，既体会到了身处异国
他乡的新鲜与兴奋，也领略了只身在外时的
那份孤独与乡愁。毕竟大家都是出自在独
生子女的环境中，大家都习惯了以自我为中
心的角色。可是到了这里我们都必须改变，
因为在这只有我们这些的中国孩子，所以我
们只能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时间慢慢的
过去我们也熟悉了自己现在的角色。只是
每当回去一次，家人都会很高兴的说道，真
的变了，变的懂事多了，变得像大人了成熟
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的是在罗国的那些
日子，一开始我们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向家里
面抱怨，弄的大人们也是很担心着我们，在
久而久之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大多数人还是
选着了自己解决。这样以来我们不当熟悉
了那个角色，还是真正的成为了那个角色的
人。在后面的日子里大家都有了一些罗国
朋友，这样也对我们现在的现状有些细微的
改变，大家生活的空间不在那么的狭小了，
因为从罗国朋友那里知道了些好玩的地
方。这样我们都能去看看玩玩，不过去的最
多的地方还是周边的一些旅游名城。

四年的学习，一年比一年的难度大，毕
竟是学专业知识的，如果想偷偷懒的话，那
专业课上的东西就都听不懂了。这样使得
我在学习的方面也得到了一很好的方法，对
于每一个不同的学科应该怎样去学懂它。

我们在这接受的是罗国式的教育，大家都很
开心，因为他们的教学方式都是属于寓教于
乐的。在加上老师们的用心，我的罗语水平
还是不错的。在这四年内不但学习了罗语
方面和专业方面的知识，同时四年内我也学
习到了罗国的文化和生活。罗国是个很注
重礼仪的国家，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的有礼
貌。还有他们对耶稣的虔诚的敬仰，所以显
得他们的从容和知足。

很多当地朋友都表达了想学中文的意
愿，但是往往练了一会儿“妈、麻、马、骂”以
后就有点泄气：“为什么中文这么难？”中文
对西方人来说有点难不假，但更要命的是西
方人学中文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在他们的
语汇中，往往用“中文”这个词泛指不可理喻
之事、或看着新鲜但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
东西。英语里有“中国迷宫”(CHINESE PUZ⁃
ZLE)的说法，任何晦涩难懂的事都可以用这
个词形容。另外，“中国盒子”(CHINESE
BOXES)原指大盒子套一串小盒子的中国小
玩艺儿，现引喻复杂之事；“中国拷贝”(CHI⁃
NESE COPY)这个词指一个把原件缺点和疵
点都完满地复制的拷贝方式。记得我在一
次 TEST后，只听旁边的法国同学嘟囔“am
dat un test de chineză”(“我参加了一场中文
考试！”)，

总而言之，在罗国四年的学习生活让我
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生活上的独立，学习的
方法。在这认识了很多朋友，丰富了自己的
人生阅历。感谢亲爱的学校、老师和同学
们，是你们的帮助和关心使我开拓了视野，
增加了学识，锻炼了能力，从而提升了自
己。同时让我感受到了，在异国他乡的那一
份孤独的思念祖国的感受……

转眼间炎炎夏日已不期而至，看看
日历表上的时间，离回国的日子也不剩
几天了。一年的时间说快也挺漫长，说
慢也挺快，一转眼也就过去了。

说到总结这一年在罗马尼亚的留学
生活，当然地一个关键词就是“不同”。

一是整个的生活环境都变了，从老
师到生活中所要面对的人和事。唯一没
有变的就是和我同住一屋的还是一个
班的同学。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们变化
最大就是胆子变大了，以前活动
啊什么的都是等着组织的统一
安排，不过到这里以后没有组织
给你安排，所有的课余生活都是
需要自己选择，旅游也好参加活
动也好。反正就是一句，所有的
机会都要自己创造。

二是出来留学我个人觉得
最锻炼的不是学业上，反而是生
活上的。以前看来最琐碎简单的
事情要是自己亲历一回，也就知
道不是那么简单。

三是出来后每天接触的人，
以前在学校除了学生就是老师，
不过在这里由于没有像中国大
学那样地理上的范围，宿舍和学院也是
分离的，而且宿舍里也住着各种各样的
人。作息也根本不像在国内大学的那样
统一。对于像我们一样从小开始就是
习惯同一种节奏的一开始都找不到对
应的模范节奏。

收获倒也不敢讲，借着这一次留学
的机会我去了欧洲其他的很多国家，路
上遇到了很多，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过
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这给我自己的阅历
上留下了不少。

碰到的萍水相逢的朋友，我们大都
是一样的年龄，却有着极为不一样的生

活方向。这对我来说的新鲜的，因为在
国内像我一样的都是一条道上大学，找
工作。看到他们却是因为自己的兴趣选
择了很多不同的方向，（说到选择，我真
是感受颇深，光是买机票这件事情就可
以让我头晕脑胀。）不管想法怎么的不
一样吧，我都知道有一点永远都是相同
的，不管是井底之蛙也好还是有翅膀的
飞鸟都是向往着看见更大的天空。

曾经以为华侨，这个词离我太远，
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到了欧洲
却是这一个群体给我的印象太
深，理由之一是我对在欧洲的华
侨的数量之大感到惊叹。以至于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是没有我中华民族脚印的。在
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威尼
斯……几乎在我到过的任何一
个地方都有华人区，同样，几
乎所有的华人都操持着同样的
服装品店，超市，餐厅。跟让
我惊奇地是很多这种地方都是
只有中文菜单，也就是说这里
的华人也大多都是自给自足。
由于价格便宜在很多城市我都

选择了住在华人的家庭旅社，有一些
热门旅游城市的华人旅社是做的相当
的火，都慢慢开始有了小型的企业管
理模式。就是这样，不论在哪里，华
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中国是生活方
式，不被同化。这一点真是我觉得特
别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就是在路上碰到别的地方的
人讲中国，政府也好国民也好。他们的
见解，倒也是给我自己对这个自己生活
了十多年的国家有了新鲜的看法。走了
这一通后我越发现看到更多的却是自
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

我在布大岁月 文/李 钊
布加勒斯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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