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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出来已是
将近四个年头了。一个学
年又将结束了，回头望去，
总是有种恍如隔世的感
觉。今年是人生中的第二
个轮回了（蛇年），有时在
想人生能经历几个轮回。
岁月总是这么无情，不管
你是否愿意，他总是把你
向前赶着跑。

在这个夏至未至的夜
晚，想起了过去的一年。匆
匆的上一个暑假，各种折
腾：摆画摊，教汉语，抓河
蚌。虽然一件都没有干成，
但是回头想想还是
颇具乐趣。人生在于
经历，这句话还是能
在你失败时带来前
进的勇气。夏天的暑
假总是在时间上那
么长，在心里那么
短。且行且看，燥热
的夏天终于换来了
开学的秋天，又是秋
叶飘，百花落的季
节。新生，新老师，新
的学期，新的气氛和
秋高气爽迎合而行，
终于迎来了那圆圆
的月亮节，已经记不得上次
的中秋节是怎样度过的了？
但是感觉很满足，因为每年
这个时候总是会吃到月饼，
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
情呢：对于漂泊在外的人，
在节日里能够吃到节日的
传统食物。今年的中秋节是
在孔院的活动周度过，国
庆、中秋，喜迎双节，在紧凑
而又有意义的一周活动中
度过，做画展，讲中医，吃月
饼，包饺子。让我们有了国
内的家的感觉，犹如秋风中
的阳光，这份感觉总是让人
心里暖暖的。

之后就进入漫长的学
习时间，毕竟是大二的学
生，学校的生活已经习以
为常，熟悉的教室，熟悉的
同学，熟悉的班级。一切都
很熟悉，而且亲切。按部就
班是这段日子的最好写
照，每天生活，每天学习，
每天的在平淡日子里发现

些美好的事物，走在路上，
猛抬头发现屋里一点绿色
的植物，在这白色的世界，
那是多么的珍贵。早晨走
出宿舍门，一束阳光洒在
身上，温暖了一天……

慢慢的，圣诞到了，这
个西方国家最盛大的节
日，对于现在的我们也像
过年一样。按照惯例，两周
假期。放假前就可以感受
到那种愉悦的气氛，圣诞
树和圣诞老人就已经遍布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走在
路上人们已经开始说着圣

诞节快乐。终于 25
号到了，然而在室外
却是很少见到行人
的，因为大家都已经
开始了家庭聚会。圣
诞之后才是狂欢的
时候：元旦。今年还
是一如既往的有跨
年演唱会，几乎全市
的人都齐聚市中心
的广场，大家喝酒，
唱歌，跳舞，告别着
旧岁，迎接着新年。
之后又人们又回归
到平淡，而我也继续

正常的生活，学习。
冬去春风来，草绿燕

归来。春天是个生机勃勃
的日子，我们踏青在山间，
成为了附近的旅游胜地
poiana的常客，背一台相
机，拍拍大自然的风采，倾
斜的阳光，蓝的透彻的天，
白白的棉花云，泛绿的树，
盛开的不知名的花，给生
活增添着无限的生机与希
望。让人开始展望新的美
好的一年。

经过一段紧张的学习
之后，借着复活节假期，
我们又踏上了旅途，出游
总是能让人心情高兴，观
山，望水，认识人。新奇
的鳟鱼养殖场，奇特的山
顶冰教堂，唯美的瀑布，
总是在不经意间带来心灵
的震撼与愉悦。一路走
来，你会发现越深入这个
国家，越来越欣赏到这个
国度的美丽。

再有一次考试，再有一次聚会，
再有一次和Monica的见面，我们就要
离开这个生活了8个半月的城市了。

还记得在北外的时候看中文译
版的罗马尼亚电影，当听到标准的男
播音抑扬顿挫的读出“大城市布加勒
斯特”时大家的哄笑，还记得刚来时
大家吐槽布加勒斯特凋敝的机场和
满大街的流浪狗和吉普赛人，还记得
那时候感觉 Shaorma还是相当的好吃
的，还记得最初问路时还是觉得英语
比较顺口，还记得头一个月扫景点似
的把教材里提到的公园博物馆都看
了个遍。那时候布加勒斯特对于我
还是陌生的，每天出门路过Dâmbovița
河还是感觉有点兴奋，但渐渐地，便
成为了汪先生的那句话，熟悉的地方
没 有 风 景 ，每 天 匆 忙 的 走 过 ，当
Dâmbovița对于我也只是一个名字，当
不在赞叹过马路时一排车自觉为你
让路，当习惯了一张口出来的不再是
Hi而是 bunț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适
应了这边悠闲的留学生活。记得圣
诞节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土耳其玩，

到了最后几天，累的已经玩不动了，
自己都会惊讶当时想的是让我赶紧
回布加勒斯特，而不是奢望赶紧送我
回国，那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除了
我生活了 20年的北京，千里之外，还
有一个我这样熟悉的布加勒斯特可
以给我家一样的感觉。

留学生活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也
可以是枯燥乏味的，可以是各方面的

学习过程。相比国内，我们有了更多
的自由的时间，更少的和家里基础的
机会，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来
说，是个挑战，也是个成长的过程。
当所有的事没有了家长的意见，完全
要靠自己考虑周全，作出决定的时
候，我被“逼“着成长。第一次自己洗
所有的衣服，自己做饭，自己寄东西，
自己开银行账户……无数的第一次

之后，觉得生活就是要自己慢慢试着
来，只是留学给我小小的加速了这个
慢慢的过程。在学习方面，是闲下来
动动笔，看个美剧，看个电影，听个
歌，玩个游戏，还是看看书，背背单词
语法，找同学练练口语，各种选择间，
我们的生活相同又不同。最近大家
开始自我总结在罗的生活，有的说学
习的确提高了，有的说口语肯定可以
秒杀国内的同学，有的说各种出行旅
游用掉了好多时间，但不管怎样，不
管时间怎样度过，这八个月都不能算
是虚度，因为不管怎样，都是一种不
同的生活学习和体验，而这八个月的
经历，在同龄人中，是难得而又珍贵
的。

大二一年在外，感觉就像做了一
场梦，梦醒了，就再也听不到一大帮
同学串宿舍的闲谈，不可以厚着脸皮
去隔壁蹭饭，不会有几个宿舍大家一
起聚餐，不可以挨着宿舍去问今天要
不要去上课，吃着曾经那么想念的中
餐，不知道是不是那年大家一起想象
的那味道呢。

1995年周星驰在他的代表作《大
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一片中有这样一
段脍炙人口的对白“曾经有一份真诚
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
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
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
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
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
是一万年！”时隔8年，他在新作品《西
游·降魔篇》里引用毛泽东词句“一万
年太久 只争朝夕”是的，我认同这是
成熟的表现。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
的时间段里对生活和对学习有恰似
如此一般的变化。从不现实的热切渐
渐变的平静，稳定再成为习惯。

记忆中，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聚
会是奢侈的享受，做饭是难得的放
松，睡觉是奢望的希冀，生活中充斥
着两个字 ——“学习”。就连那宝贵
的 4小时睡眠，也沦陷在“学习”的阵
地里，常常在梦里复习着。11年的六
月常常让我怀念，每一周都会遇到这
样得情况，结束一门考试，吃顿快餐，

快速回宿舍学习为第二天的另一门
考试做准备，从晚上 7点就坐在书桌
旁读书，夕阳，晚霞，黑夜，黎明见证
了我的峥嵘岁月。这样的一些日子总
会让我不知道身体还是不是自己的，
以至于患了腰肌劳损，现在每逢熬夜
到 3点 4点，第二天都会腰肌痛到不
能坐着或者站着。父母常常因此担心
我的身体，叮嘱我不要熬夜，好好休
息，但是远方的梦想在招手，早已起
航的帆船怎么半途而废，于是我仍在
熬夜，伴随着那种“凌晨四点钟，我看
到海棠花未眠”的从容，因为我在向
着梦想一步步靠近。

那一年也有很多念想，很多心潮
澎湃；“人生思幼日。”谁没有童梦重
温的经历?那放学回家，进屋叫一声

“妈”的少年时光；那圆明园的秋天里
的春天，林间小道上的幽会和散步，
穿过茫茫的夜色，情人走了，从此再
也没有回来……偶尔空闲时候就翻
开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会回忆一些美
好的瞬间，总会从里面得到快乐和轻
松，一个人就会放声大笑，再回到现

实的学习生活里都会提高很多效率，
迫切得想学习，迫切得想拿到好的成
绩，等待假期时候能开心得同家人朋
友再次相聚；也有时，太过头都会激
动地难以入眠。

大三的我，已经变了；现在的我能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规律化。医学术语
常用词汇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也可以
脱离笨重而厚大的词典去阅读书籍。
也因此省下了很多时间。这样便可保
持健康的睡眠时间，也可以得心应手
的处理好学习与课外生活之间的平
衡。毕竟我们还是在生活，有空会去参
加这里朋友聚会享受美好时光，会读
除医学之外的书籍，也会常常烧个家
乡菜品味生活。对家人和老朋友，更倾
向把握现在，家踏实地的在罗马尼亚
学习和积累，对他们的思念也更加平
稳。我喜欢现在更加丰富，更加规律性
的并充实的留学生活。

理想，一直都没动摇过，对未来，
充满着信心，也期待着来临的每一个
挑战。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

刚刚结束阅读完一本书。
念头的转变是瞬间的，很久

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生命的重
点，也没有停止过学习，但在某
些关头，还是不能控制庸俗，几
近崩溃的状态，反复的进进出
出，读完这本书，突然觉得，心变
大了一点，容纳的东西多了一
点，烦恼却少了好几点。

“当我宁静，并且以一种濒
死的心情来参与生活，越来越体
味到当下即是这四个字的意蕴，
同时，也越来体验到生命的欢喜
与庄严，以及大千世界的盎然诗
意。”

这是书中的一句话，想象作
者的样子：少白发，年过不惑，饱
读诗书，不强势，但有自己的见
解，是个有智慧的人。

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调整
我的心，固定的时间约会朋友，
固定的时间学习，固定的时间去
面对即将远离这片土地的落差。
我遇到了一群天生单纯的人，看
到了面具下的自己，也看到了真

正的世界，这世界，是美丽和安
静的。

生活中我非常依赖习惯给
自己带来的安全感，对于 3 年多
对罗马尼亚生活的顺从，以及深
信脆弱的心脏无法一时间承受
离开的这一点上从未有过质疑。
即将毕业，即将择业。有一种回
归和出发于原点的感觉。是这样
的，对于一件事的理解每个人其
实都在各取其意，这挺好的，世
事无绝对，其含义并不重要的，
从中得到启发，找到自我才是关
键。职场是成年人的舞台，独立
是平等的基础。要这个社会适应
你那是任性，你去适应这个社会
就是成长。在成长的路上，他们
进一步帮我打开了封闭已久的
内心，观自在，从心出发，人类从
用四肢爬行，进化到站立行走以
及双脚奔跑，这原本是进化中的
自然形成，可现在，这样本能的
怎么到成为了我们的障碍？

面临择业的时候，才悔过如
果再更多的积极参与学校的活

动，如果再多些丰富实习的经
验，如果在刻苦肯学罗语些，也
许现在在电脑前敲字的就是以
新进职场女性的口吻叙述，不会
有这么多的小忧伤，小惆怅，小
感性了。可是“如果”这词儿毕竟
是假设，虚拟的。将来不太可能
发生的事情，条件不能满足个人
情况。但是我依然觉得自己充满
了阳光和友爱，依然纯良，依然
信心爆棚。

说实在，这几年忙于各种事
情，实在抽不出什么空闲的时间
用中文来记录生活。突然说写一
些关于第二故乡的文字，安静下
来，静静思考。

“我喜欢用古老来理解罗马
尼亚，一切都透着古韵，渗出

安宁。”
这里的冬天特别漫长，慵懒

的午后，一场鹅毛大雪过后，角
角落落都被覆盖，清新的空气，
一切都彰显着新意。在市中心
Unirii 广场大街的社会主义大道
上，两旁的树木玉洁晶心，安静
而舒适的冬眠着，好像一切城市
都为他们来年的发芽筹划着。偶
尔还会有些小太阳的出现，寒冷
的气候含着一丝丝暖意，提醒着
人们春天的脚步愈来愈近。每年
的圣诞节都会有一次小小的旅
程，以安抚疲惫的心灵，当一段
旅行的结束代表一次新的启程，
就像大街上厚密的雪，当他融化
的时候，那甜蜜的汁渗透坚硬的
土地，滋润每一寸干涸。

罗马尼亚的夏天并不十分
难熬，每当气温冲顶，总会迎来
一场大雨，来洗刷人们狂躁的心
情。如果说罗马尼亚属于高纬
度，应该是暴晒。可是这里的夏
天却总能让你感到一点夏天的
清爽，不潮湿，也绝不干燥。就像
罗人的性格，有着豪爽，也有着
细腻。夏天总是万里无云，古老
的罗国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显得
古朴中带有活力。走在这里你总
会遇到来自全世界各地方的朋
友，他们把玩着仿古的工艺品，
吃着罗国的美食，嬉笑，合影。

至于春秋，两季，总是过得
转瞬即逝，让人抓不住它的尾
巴，再此就不过多着墨了。

都说离开家乡才知家乡好，
虽然没有祖国大，可是觉得亲
切，不管是人还是事。以后不知
道还有没有机会踏上这片热土，
或许我以后都只能把故乡的思
念寄托在文字里了。

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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