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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吵架”、“情绪不佳”
有可能触警

刘嘉宏是海外青少年权益保护与发展联合会的秘书长。他描述了这样一
个案例：2018年 2月，美国新奥尔良州杜兰大学一对中国学子情侣在吃饭时
发生争执。女方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肢体上的冲撞。旁边一位“热心观众”
随即报了警。警察调查了解双方争执情况后，选择将女方带回警局，并将其
关进重刑犯监狱一晚。因为女方的行为在美国属于暴力行为。

2017年11月，西雅图也发生了这样一起中国学子与他人发生争执，最终
被送到精神病院的事件：华盛顿大学的张某去小区管理处填维修单。因为心
情有些低落，在跟小区管理员讨论家里物品维修时发生争执。管理员虽然察
觉到她的精神状态不好，但并没有把她送回家，也没通知室友或紧急联系
人，而是直接打了911。报警后，张某被当作有精神问题，直接被送进了医疗
中心。

这些“闹剧”导致的后续发展是当事人难以预料的：热心观众和管理员
要报警，警方则判定涉事者有“精神问题”。在感到惊讶和痛惜的同时，当事
人尤其是学子，更要思考一下：独自在海外，到底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
发生？卷入纠纷后又该如何处理？

“不适应”、“不了解”、“不融入”
都不行！

学子在海外生活由于不适应、不了解、不融入，会造成很多方面的困
扰。而这些小困扰、小麻烦一旦演化成大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逆的。

防微杜渐很关键，但安全问题不能只靠预防，学子也要学会创造安全的环境。
“不适应”、“不了解”、“不融入”，这些都不能作为触犯法律的借口。
创造安全环境表现在对自己和朋友的责任心上。通过张某被送精神病院

的事件，学子应该知道，如果精神状态有异常并且有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
的倾向，是会被强制送医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如果自己或朋友存在
心理方面的障碍，应该尽早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遇到可能遭受伤害的情况
要及时报警。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靠胆量和心理暗示得过且

过。为自己创造安全环境，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创造安全环境表现在对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中。一些在国内看似很正

常的事情，可能在国外已经触碰了底线。比如，有学子在面对警察查询的时
候，因为急于拿出自己的证件证明身份，而被警察当作疑似掏枪动作，遭到
举枪警告。国外一些国家持枪是合法的，因此警察对掏枪动作十分敏感。学
子根据国内常识做出的行为动作，很可能会引起国外警方的怀疑。刘嘉宏提
到，很多学子对于海外社会、人文环境的了解，来自海外朋友的描述、电影
电视作品，而这些描述往往是不客观的，甚至含有美化色彩。对于留学地的
社会、人文环境，应该通过正面渠道进行系统的了解，有自己的认识。

创造安全环境还表现在对当地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上。法律法规是学子
海外生活中最不可逾越的雷池。学子留学前，应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当地的
法律法规，比如在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就有对国外法律法规比较全面的介绍。

把大使馆、专业法律人士的电话号码
带在身上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我会先考虑联系大使馆，或者在当地生活很久的中
国人。”英国斯旺西大学的陈畇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给出的解决方式合
理吗？

对此，刘嘉宏给出了如下建议：
当学子遇到纠纷时，首先要冷静。明白自己是因为什么性质的问题而卷

入了纠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问题找到相应的职能部门才能帮我
们解决相应的问题。

其次，不要采取逃避的态度和行为。有很多学子因为感觉个人力量弱
小，选择不了了之，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学子遇到问题应该积极向驻外使领
馆以及当地的华侨社团求助。

一旦卷入法律纠纷，千万不要尝试使用简单协商的方式私下解决。因为
学子对海外的法律法规和社会基本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如果以自己主观的
认识来解决问题，很有可能会造成次生伤害。委托给专业律师，通过合理合
法的程序来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是最好的选择。

初到异国他乡的不适和恋家是
每位留学生挥之不去的惆怅，这种
惆怅不分年龄、国籍、文化……而
我在经历了同样的初期不适后，开
始积极寻求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
区，同时为其他留学生摸索更多融
合的机会和方法。在摸索中我发
现，让留学生展示自己的文化、在
奉献中丰富自己的留学生活，是一
种融入当地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好途
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我这种引领志愿者的想
法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且付出了
很多。大学有成熟的留学生文化活
动，如圣大卫节、感恩节等。以此
为依托，在最初的摸索中，我自发
提出了增加举行中国新年晚会的提
议。该提议得到大学国际办及我所
在商学院的大力支持，从此中国新
年活动成为大学及商学院国际文化
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乐在
其中，每年都精心准备好对联、年
画等各类中国特色物品，同时鼓励
并组织学生们参与其中展示才艺。
我还会开心地穿着旗袍和大家同贺
中国新年。这些文化活动给大学里
的中国学子带来了故乡“年”的味
道，满足了他们的思乡情怀。在表
演过程中，同学们也感受到了中国
文化的魅力和自豪感。

随着我对大学所在文化环境的
逐步了解，我希望让更多的人受益
于我们的中国文化公益活动，而不
仅仅只是一年一度的新年。于是我
和孔子学院一起创设了更多的推广
中国文化及文化志愿者的活动。

最令我自豪的是协助大学建立
孔子学院中文学校之事。我和家人
为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做课堂助教，
协助这些土生土长、有着中国文化
渊源的华人小孩学习汉语。随着班
级的增多，我协助创立了威尔士第
一个文化志愿者团队，组织来自整
个斯旺西地区的各界热心人士一起
参与协助孔子学院中文学校教学及
当地的中国文化活动。这些志愿者
中有年轻的学子，有热心的家长；
他们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马来
西亚，有的是英国当地人。他们或
许互不相识，但都和我一样有着一
颗热情奉献的心。我亦在博士研究
之余，额外多收获了一份忙碌与快
乐。

如今，随着文化活动的增多，
我又创新组织了翻译志愿者和媒体
志愿者团队。在充分考虑各类文化
活动的特点及志愿者们专业特长的
基础上，我与孔子学院一起认真制
定各种章程，以确保其良性发展。
翻译志愿者们有效协助了如太极展
示及中国文化讲座等活动的开展；

媒体志愿者们通过制
作贺卡、海报、文化
活动视频和图册等，
记录下了这些海外文
化活动的精彩瞬间。
我还组织志愿者向当
地的贸易协会讲解展
示中国的商务文化。
很多学生离开斯旺西
后，依然记得我曾带
领他们参加过的各类
文化活动及志愿者活
动 ， 尤 其 是 中 国 新
年。

再现春晚
一个节牵动两个国

正如巴黎索邦大学何雨所言，
人文交流的一个主要的阵地就是春
节和中秋等传统节庆，这些传统佳
节成为旅法学子寄托思乡之情和促
进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窗口。马赛
商学院的王祯是其亲历者，她全程
策划、导演并参与了2017年的马赛
春晚。据介绍，此次春晚主题“雄
鸡崛起”，由马赛中国学者学生联合
会等共同举办。

王祯谈到了其中几个令其动容
的细节，一是马赛商学院一般很少
对外租借场地给这种活动，此次却
是一路绿灯，宣传部门安排了最好
的屏幕播放宣传片，安保部门还特
意为校外观众准备了专门的安保方
案；其二是有很多被子女接到法国
生活的老爷爷老奶奶也来到了现
场；第三个细节是一些特殊的表演
嘉宾参加了活动，比如功夫学校的
法国学员，吹奏葫芦丝的法国老爷
爷……

波尔多高等商学院的陈胜天同
样也是波尔多春晚的组织者，颇有
特色的是他们组织了舞龙舞狮队
伍，现任波尔多市长、原法国总理
阿兰朱佩还为其用毛笔点龙睛。

演示茶艺
与画家老奶奶做朋友

在波尔多市政厅给中法两国嘉
宾表演茶艺的那个下午，是波尔多
商学院戴奕萱度过的最神奇的一个
农历中国年了。

每年的这一天，市长都会邀请

中法两国嘉宾，共同祷祝新年和顺
吉祥，中法友谊长青。

在舞龙舞狮的队伍带着嘉宾们
进入市政厅后，她们的茶艺展示早
已等候多时了。烹水、冲泡、淋
杯、刮沫、巡茶、奉茶…… 她们被
团团包围着，却丝毫没有乱了阵
脚，一丝不苟地把这项代表着中国
人生活美学的一门艺术，展现在了
大洋彼岸。

虽然茶具无法一应俱全，为客
人奉上的茶汤也不是顶级的甄选，
但是她们精心准备的茶包、茶袋等
小伴手礼，无不是中华茶文化在当
下语境的极佳展现。茶香氤氲，丝
竹缭绕，喧闹的市政厅也因为中国
茶，罩上了安逸和禅茶一味的美感。

因为这次茶道展示，戴奕萱结
识了玛丽女士夫妻二人，他们是画
家、收藏家和汉文学爱好者。这对
夫妇收到市长阿兰朱佩的邀请，来
参加新年活动。玛丽对中国的功夫
茶颇有造诣，极爱普洱，甚至能够
分辨出青茶与绿茶的不同之处。在
此之后，双方一直保持着联系。有
一次去玛丽家做客，戴奕萱把随身
带着的几盒家乡的茶送给了她，她
惊喜地说，这就是她接下来作画的
灵感！

“感谢中国茶艺，给我带来了这
种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的交流。非
常荣幸当了一回‘文化使者’。倍感
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回首这段
经历，戴奕萱如是说。

教太极拳
国外学生也爱学

对波尔多高等商学院张丰一来
说，之所以选择教太极拳项目，是
因为之前已经有学姐在做，她希望

这件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延续下去。
张丰一在苏州时就练了一年的太
极，对此有一定的基础。而且她本
身对中国文化就特别感兴趣，一直
致力于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法
国，把法国文化带回到中国。

项目从 2017 年 9 月开始策划，
今年3月份做了第一节课，到现在为
止她们已经上了三节课了，目标是
一共教六节课，每节课的时长在一
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从一开
始只有一个法国人参与，到现在已
经有固定的两个法国学员，然后再
加上中国学生，一般一节课下来，

能够有8到10个人左右。
在 教 法 国 同 学 太 极 课 的 过 程

中，张丰一重点给他们讲了中国的
武德观念，武德比山重，名利草芥
轻。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得到学校老
师的重视，老师们甚至会在办公室
里面张贴她们的海报，因为老师们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
而且有利于中外之间的交流。对于
法国同学来说，学习了太极之后，
他们的普遍反应就是从太极课当中
学习到了中国的儒释道的基本文化
——太极文化。

旅法学子
助力中法人文交流

邓啸林

传播中国文化
弘扬志愿者精神

肖礼彬

由巴黎索邦大学、保罗-瓦莱里大学、KEDGE高等
商学院 （波尔多高等商学院和法国马赛商学院合并而
成） 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建的中法学院，是我国最大
规模的法语教育基地和最重要的跨东西方文化的高端人
才培养基地。

海外生活中，并非每个学子都会遭遇枪击、火灾、抢劫等危险。每天过马路、在餐厅吃饭、与同学打交道、与
寄宿家庭相处，这些“日常”才是更多学子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由于海内外环境差异导致学子卷入纠纷的事件不在少数。学子因没有意识到触犯当地法律法规而
被遣返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这是 4 月 11 日在英国
巴斯大学留学的陈光耀拍
摄的照片。英国巴斯某超
市酒类货架上的标识“如
果 您 看 起 来 在 25 岁 以
下，在您购买此商品时我
们需要查您的身份信息，
请不要生气。”

陈光耀说：“英国对
购买酒类商品有严格的年
龄限制，买酒时一定要携
带身份证明。”

以 孔 子 学 院 为 先 导以 孔 子 学 院 为 先 导 ，，
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以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
心的成立为契机心的成立为契机，，中外之中外之
间人文交流呈现出越来越间人文交流呈现出越来越
蓬勃发展的态势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种各各种各
样的文化节样的文化节，，更加频繁的更加频繁的
留学生互派……都成为人留学生互派……都成为人
文 交 流 的 重 要 形 式 和 载文 交 流 的 重 要 形 式 和 载
体体。。

但我们在进行人文交但我们在进行人文交
流的时候流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形不仅要注重形
式式，，也要注重内容也要注重内容；；不仅不仅

要重视输出要重视输出，，也要注重输也要注重输
入入，，讲究礼尚往来讲究礼尚往来；；不仅不仅
要有厚度要有厚度，，还要有温度还要有温度。。
人文交流不能仅仅是我们人文交流不能仅仅是我们
自己唱自己唱““独角戏独角戏”，”，要千要千
方百计提升当地学子的参方百计提升当地学子的参
与感和获得感与感和获得感，，让他们对让他们对
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有““沉浸式沉浸式””的的
体验体验，，真爱真爱、、能懂能懂、、愿意愿意
学学。。不能单纯地输出我们不能单纯地输出我们
的文化的文化，，对于国外先进的对于国外先进的
文化文化，，也要也要““取其精华取其精华”。”。

人文交流要讲究礼尚往来
齐 心

留学
随笔
留学
随笔

我所在的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位于风景优美的
斯旺西市。斯旺西市是威尔士的第二大城市。和煦的
海风、绵延的沙滩、美丽的高尔半岛、淳朴的威尔士
民风以及性价比极高的生活环境吸引了我和众多留学
生前来求学。

波尔多高等商学院的陈胜天是去年波尔多春晚的
组织者，此次春晚的一大特色就是舞龙舞狮游行，波
尔多市长为其用毛笔点龙睛。

波尔多高等商学院张丰一开设太极课堂。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自网络）

陈光耀 摄陈光耀 摄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是要提：

海外生活
如何不闯如何不闯““红灯红灯””

丁芳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