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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主导培养能力
西班牙巴塞罗那时间下

午两点，杜垣颉刚刚结束了

汉服社舞蹈节目的编排。

杜垣颉在巴塞罗那读高

中时就对汉服很感兴趣。她

说：“开始时通过朋友、同学

介绍认识了汉服爱好者，大

家在一起聊汉服、穿汉服，后

来就希望把汉服文化传播给

更多的人，于是就萌生了成

立汉服社的想法。”

去年 12月，杜垣颉和身

边的汉服爱好者一起创立了

“非余堂汉服社”。“‘非余’的

意思就是‘不是多余’。我们想

表达的是汉服不是多余的，也

想通过汉服表达出大家对于

中华文化的热爱。”她说。

谈及汉服社，杜垣颉变

得健谈起来。

杜垣颉是汉服社的副社

长，也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社团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每

年一度的巴塞罗那市中国新

年游行，杜垣颉与其他社团成

员有幸作为汉服方阵参与到

游行活动中。“因为是第一次

在大型活动中展示汉服，所以

有很多西班牙媒体采访我们，

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汉服感到

很新奇，也很感兴趣为什么我

们在巴塞罗那推广汉服。”

杜垣颉希望通过社团的

一系列活动让更多人接近、

了解汉服。近期，他们正在策

划举办汉服文化科普课堂。

“在国外有时会感到孤

独，所以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做一些真正感兴趣的事

情，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

活和学习上的压力。更重要的

是，在亲身参与、负责整个活

动组织、策划的过程中，锻炼

了我的组织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

情很有意义。”杜垣颉说，在承

担起整个社团的重要事务和

责任之后，才发现每一个活动

的成功举办都需要前期非常

细致的策划和协调。

谈到非余堂汉服社未来

的愿景，杜垣颉表示，希望为

推广汉服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锻炼语言结交朋友
李芯蕊就读于埃及亚

历山大大学，在谈及如何选

择适合自己的社团时，她表

示：“首先要清楚你想要什

么，对什么感兴趣；其次要

明白你想锻炼哪方面的能

力，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社

团。”李芯蕊认为，只有在真

正喜欢的氛围中，才能有更

充足的动力激发自己的潜

能和兴趣。

“我一直比较喜欢唱歌，

在国内的时候常参加一些唱

歌活动，所以在亚历山大大

学，我加入了学校学联的文

艺部，在此过程中收获最大

的是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能

力，同时也与社团中的几位

埃及女孩成了很知心的朋

友。”李芯蕊说。

最近，李芯蕊正在与社团

中的埃及朋友一起为参加即

将举办的“文化节”的合唱节

目做准备。“首先是歌曲的选

择，有《隐形的翅膀》《甜蜜蜜》

等中文歌曲，也有一些埃及歌

曲，最后我们选择了一首埃及

歌曲。我们组成了6 人团队，

包括 4 个埃及女生以及我和

另外一位中国朋友。”

李芯蕊与合唱团中的其

他 5 个 朋 友 在 脸 书

(Facebook) 上建了一个群。

“平时我们会在群里聊天，很

有意思的是，她们还会用中

国的表情包。她们帮助我提

高阿拉伯语水平，我则教她

们汉语，大家交流起来还挺

放松的。”

在练歌的过程中，李芯蕊

和她的中国朋友学阿拉伯语

歌曲有些困难，4个埃及伙伴

非常耐心地教。“她们特别细

心地把歌词发到我的手机上，

然后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在排

练过程中，大家都很轻松，气

氛也很融洽。”李芯蕊说。

李芯蕊建议：“在国外留

学，如果时间比较充裕，可以

在课余参与一些自己感兴趣

的社团活动，多与当地学生

交流。这样做，一来有助于自

己更快地融入新环境，结交

朋友；二来可以锻炼语言能

力。”

“但是一定不能贪图参

加社团的数量，因为学习是

首要任务，一定要合理地规

划好时间。”李芯蕊补充说。

(综合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旅西侨胞推动社区发展
早年间，中国人聚集地并不在巴塞罗那

市中心。在 1992 年以前，巴塞罗那 Sant Pere

区的 Trafalgar 街道两边聚集着许多大型商

行，随后不久便都变成小商铺，而中国商人在

Ronda Sant Pere 附近开设店铺。

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他们穿衣、吃饭、

理发等需求也在增加，于是，巴塞罗那真正的

“唐人街”诞生了。“我们的中国邻居并不住在

‘中国城’，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刻板印象，他们

住在 Fort Pienc 区。”巴塞罗那Xeix 项目的文

化调解员Ruiz 表示。

报道称，巴塞罗那Xeix 项目是一项将中

国人口融入社区联合生活的市政计划，从计

划推行的第 7年开始，中国居民成为了该社

区和平发展的真正推动者。

侨胞积极融入社会，涉猎多个行业
一家名为 XINFAXIAN的理发店是巴塞

罗那第一家为满足在 Trafalgar 大街和 Sant

Pere 大道附近居民的理发需求而成立的理发

店。从此以后，美发沙龙纷纷涌现。Xeix项目

的调解员 Eva 表示，虽然是正规的理发店，但

有时候，会有一些客户会骚扰女店员。对此，

当地市政府移民局局长 Lola 表示，希望能够

切实维护女性权益，消除刻板印象。

在 Fort Pienc 区，有许多药房。该区的华

侨华人在药房里购买欧洲的药妆，然后寄回

中国给他们的家人当礼物。在这个区，还有很

多像 el Lleida 那样的酒吧，之前由西班牙人

经营，现在转让给当地侨胞。这些酒吧在转手

后，并没有改名字，也没有改菜单，甚至连订

阅的日报都没有更换。“有时候，这些华人店

主会聘请厨师教他们制作西班牙鸡蛋饼或炸

丸子。”Eva 说。

Sant Joan 大街，华人谢先生 4 年前在附

近建了一所音乐学院，教授唱歌、舞蹈、演奏

等音乐知识。该校共有 30 名老师，其中 6名

是中国人，其他全部是西班牙人，有的已经会

说中文了。Ausiàs Marc 大街 67号，正是一家

知名华人婚纱摄影工作室所在的位置，为巴

塞罗那当地或前来旅行的情侣拍摄婚纱旅

拍。在Roger de Flor大街，还有一家华人官方

翻译事务所，为居民提供官方翻译服务。

据悉，在 Fort Pienc 区的商铺没有任何一

家安装百叶窗，商铺的玻璃和门上全是中文。

这里有卖中国食品的超市，有发廊，还有中国

人开的药妆店。“我们最早的中国邻居不愿让

孩子忘记中文和中华文化，所以他们让孩子

去文化传承学校。”Ruiz 说。孩子们每周末去

学校学习，而他们的父母在工作。

（《欧洲时报》）

花上一笔不止是穷人，就

连一般富人也无法想象的大

钱就能上世界名校的大戏，在

一番跌宕起伏后，慢慢进入高

潮。据北京青年报等报道，中

国亿万富翁家庭花 650 万美

元让孩子入学斯坦福大学，当

事人为赵雨思，其父是中国步

长制药董事长赵涛。中国另一

位郭姓家庭为其女儿郭雪莉

支付了 120万美元，让孩子进

入耶鲁大学学习。

无论是赵同学还是郭同

学，入学的手法是相似的，向

中介支付高额费用。赵同学

家人支付给中介威廉·辛格

650 万美元，其中一部分贿

赂斯坦福大学帆船队教练，

将赵同学当成帆船选手，并

伪造了其参与航海运动概

况；郭同学家人向威廉·辛格

付 120 万美元，其中 40 万美

元行贿耶鲁大学女足主教

练，由后者把郭同学包装成

足球特长生。在真相浮出水

面并引发全民关注后，赵同

学之父称没有动用公司的

钱，其母称以为这笔款是捐

给慈善事业的款，郭同学的

家庭也表示对贿赂毫不知

情。但无论怎样解释，花钱买

名校就读的操作和路径昭显

无疑。

稍稍感受一下这件事，

不禁让人沮丧甚而崩溃，每

个人的劳作、打拼、努力和奋

斗是否在巨大的资源和靠山

之前都等于零？花钱能买名

校上这样的事最大的不幸

是，会让很多人万念俱灰，在

钱能搞定一切之时，每个人

的奋斗还有意义吗，还有意

思吗，还有价值吗？

即便这样的事经常在发

生，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也并

非是卸载自己人生内驱力并

停止奋斗的理由。即便不得

不以此为理由，也应意识到

一种更残酷的现实，需要更

多的奋斗才能让“能力以外

的资源等于零”这句话成为

事实。

应当看到的是，花大钱

上名校只是少数现象，而且

现在媒体曝光后，斯坦福大

学已经开除了赵同学。退一

步说，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富

豪靠花钱上学和买学位成

交，这样的学历和学位在未

来早晚是会露馅的。即便不

露馅，人心也是一杆秤。更重

要的是，如果以有钱就能买

到一切而消弭自己奋斗的动

力，未来会变得更为不堪，无

论是生存还是社会环境。对

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就是用

来奋斗的，没有了钱权的资

源，大部分人都要进入逆水

行舟的残酷环境，不进则退，

不前行，就会被淘汰。因此，

除了奋斗，人生别无选择。

虽然，比尔·盖茨的传记

只会记载他从哈佛大学辍学

创业，但是不会述说他的母

亲是 IBM 董事；巴菲特的传

记只会告诉人他 8 岁就去参

观纽约证交所，但不会揭秘

他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当时

是高盛董事带他参观的。他

们都有资源可以借用或依

赖，但不可否认，他们并没有

放弃自己的努力。而且其核

心的思维和硬核逻辑也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

就来，才能赢得世人尊重和

社会的认可。

好莱坞明星洛丽·路格

林为了女儿奥利维亚的前途

和成功，花了 50 万美金行

贿，把女儿送进美国南加州

大学。但是，奥利维亚本身就

已经是个有百万粉丝的网

红，也有自己的商业品牌和

模式。然而，母亲的行贿不仅

没有帮到奥利维亚，还让她

毁于“能力以外的资源等于

零”这句笑话。曾以在网络上

露脸为生的奥利维亚，现在

甚至都不想出门，因为以前

通过自己努力而建立的一切

和成就瞬间就因为母亲的行

贿行为而崩溃。

自古以来，功不唐捐，所

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只要

学习过、努力过，所有的知

识、技能都可以贮存于大脑，

积累于经验，展现于行为，成

为一个内心丰富和成色十足

的人。

（综合自《钱江晚报》、

《北京青年报》）

□胡文卉

据《欧洲时报》西班牙版微信公号报

道，近年来，华侨华人用自己的努力渐渐

在西班牙社会站稳脚跟，巴塞罗那的“唐

人街”不仅引起作家、记者的关注，华侨

华人还在居住区推动着和平的发展。

巴塞罗那某家中国餐馆内，一名中国师傅正在

为顾客服务

融入海外生活:
留学海外，不少学子

通过参加学校社团，拓展

自己的视野，缓解求学的

孤独感，以求更快更好地

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花巨资上名校：
真是捷径？
阴 张田勘

出国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