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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也能用微信和支付宝

在韩国檀国大学留学的小郑就是移动支付的受益
者。据她介绍，在韩国一部分地区是可以用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的，比如在中国人流量很大的明洞、江南等
地区，大部分商家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且还有
一定的折扣。

小郑感受到的便利的背后是中国移动支付平台的
“出海”。作为第一个获得跨境在线支付牌照的支付平
台，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早在2007年就开始布局海外
业务。目前，在欧美、日韩、东南亚、港澳台等26个
国家和地区，支付宝已经接入了12万多家海外线下商
户门店，范围涵盖餐饮、超市、百货、便利店、免税
店、主题乐园等消费领域。另据微信支付团队数据显
示，2017年上半年间，日本接入微信支付的商户数上
涨超过6倍，覆盖衣食住行等方面。

但由于国家不同，中国移动支付的使用情况并
不相同。在法国波尔多建筑景观学院留学的刘雨琪

（化名） 表示，目前巴黎能刷支付宝的地方局限在诸
如“老佛爷”、“巴黎春天”等购物场所以及机场免
税店。刘雨琪对比了刷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使用
支付宝支付更方便，而且支付宝能实时看到兑换成
人民币后的支付结果。如果刷卡，只有入账的时
候，才会知道你刷掉多少人民币。 入账时的汇率是
以入账当天为准。但能刷支付宝的地方不太多。”

使用移动支付更便捷

据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刘孝宇介绍，中
国人在悉尼开设的超市、餐厅、律师行大都能使用
微信、支付宝等。刘孝宇在留学的同时，还开了一
家重庆小吃餐饮店。“约 25%的顾客在结账时会使用
支 付 宝 、 微 信 支 付 。 其 余 的 顾 客 考 虑 到 要 加 收
1%-2%的手续费，不太愿意使用移动支付。但是，
移动支付的优势在于不用带银行卡出门。”刘孝宇
说。

在日本北海道文教大学留学的于佳平在一家便利
店做兼职。帮客人结账时，她发现中国大陆游客基本
上都会掏出手机，使用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不仅在付款时更便捷，有时还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刘雨琪说：“有一次逛街，我就不止
一次遇到来自中国的老乡，他们因为欧元不足向我
寻求帮助。比如，拜托我帮他们买东西，然后再通
过支付宝转给我。这样一来，感觉特别亲切。”

但是中国移动支付在不同国家的普及程度并不相
同。以澳大利亚为例，据刘孝宇介绍，相比于支付
宝，澳大利亚刷卡占比 52%。因为选择的是无接触付
款，只要银行卡放在机器上“滴”一下就好，无需插
卡刷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刷卡进行支付。所以，大
家更青睐使用刷卡支付。总之，对海外学子来说，入
乡随俗是最合适的选择。

摩擦原因何在

学子在留学初期对留学地的语言、交往礼仪等方
面尚不熟悉，在同老师交往时，如果交流不畅，双方
极有可能产生误会。正在英国留学的何佳伟说：“语言
交流带来的问题不可小视，如果在一开始时因为语言
使用不当得罪了老师，会不利于后期的学习，也会给
你带来很多麻烦。”

因国内外教育理念的差别，老师对学生的关注点
并不相同。相比于国内，国外的老师更加注重学生的
课堂表现与学习参与度，这就需要学生在课堂上多发
言，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由于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初
到海外时，难以适应国外老师的教学方式，可能会给
老师留下不太好的印象，从而造成老师“爱找麻烦”
的错觉，这不利于双方今后的交流。“在课堂上发言不
积极，有些老师可能会误认为你没有自己的观点。如
果课堂汇报和论文做得不够细致，或者没提出新观点
或结论，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你在敷衍他的课程。这
些都可能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英国留学的程
道 （化名） 说。

据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杨柏 （化名） 介
绍，有时候老师和学生因对研究项目的理解不同也会
产生矛盾。“比如有的老师希望做一些长期研究项目，
而学子则希望做短期且更快出成绩的研究项目，双方
的诉求不同，也容易产生摩擦。其实在项目的选择
上，并无对错，只因选择不同导致分歧，这在国外一
些科研组中并不鲜见。”

积极沟通是关键

当海外学子和老师发生误会或分歧，该如何处
理？就此，不少受访学子表示，积极沟通很关键。

程道认为，首先要认识到留学环境和自己之前所
处的环境不同，要积极适应环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
心态。其次，面对新的环境，要尽快熟悉留学目的地
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避免因文化差异发
生冲突。“但如果真的和老师发生了冲突，要积极和老
师沟通，而不是逃避甚至陷在误会中，不走出来。”

遇到问题与老师开诚布公地沟通，采用平和而不
是激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是大多数学子的共识。“大多数老师都可以通过沟通达
成共识。如果确实与老师分歧较大，也可以向学校申
请更换导师。”杨柏说。

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莫予杉在法国上学时，感觉
老师和同学关系“挺近的”。“老师注重学生在课堂上
的表现，我会鼓励自己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活动
中，同时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作业。只要有积极融入
的心态，和老师的沟通也会很顺畅。”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在国外，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相处相对自由，学生与老师间的交流并不仅仅停留在
课堂上。一般情况下，学生只要愿意和老师积极沟
通，师生关系就不会太差。如果师生关系处理得好，
有时候老师不仅可以在学术上帮助留学生，甚至彼此
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时间过得真快，我从苏州来到英国
利物浦已一年有余。

这一年中我拥有了许多难忘的经
历，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留学生活对
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现阶
段的我来说，留学是一个不断撕掉固有
标签真正成长、学会拥抱差异、增强独
立思考能力的过程。

在利物浦大学，给我带来最大冲击
的是学校的招聘会。大部分英国学生都
可以和面试官侃侃而谈，而我当时却不
知所措。后来我意识到，很多人像我一
样，把面试官看得高高在上，并没有以
一个平等的态度去和他们交谈，这样反
而会降低沟通效率，甚至影响面试成
绩。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有意识地参加

了许多能和企业互动的讲座以提高自己
的沟通交流能力，并在参与中逐步明确
了自己未来的求职方向。在一次讲座
中，我为自己争取到了去全球知名银行
——桑坦德银行实习的机会。实习期
间，我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经
验，这是我非常难忘而珍贵的经历之一。

在这一年里，我也和小伙伴去了很
多地方旅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北非之
旅。提到非洲，有人脑海中会浮现出两
个词：“贫穷”和“落后”，我也不能免
俗。但当我踏上非洲大地，才真正发现
了它的许多可爱之处。在卡萨布兰卡，
同行的朋友突然生病，正当我们因语言
不通而孤立无援时，很幸运地遇到了当
地学医的大学生，他带我们找到了医院

并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在丹吉尔，我们
遇到了一位很和蔼的向导，大街小巷里
寻常人家的房子在他的讲解里都变得格
外生动；在撒哈拉沙漠，我们骑了骆
驼，住了简陋的帐篷，看到了满天的星
星。虽然当时因为条件较差而多有抱
怨，但现在能够回忆起的只有开心。

在利物浦大学，让我最受益的是学
校以研究导向为主的授课模式。在学习
理论的同时，也让我能有更多的个人理
解的空间，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网络体
系。下课之后可以和教授深入讨论自己
感兴趣的领域，这对我选择研究生的学
习方向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开放的教学
理念和风气，让我学会了用辩证的眼光
看待问题，不再盲从于一些经济学家的

个人观点。除此之外，经常参与以团队
合作为基础的项目和论文，也极大地提
高了我的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留学生活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经
历，也给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
助。我想向留学后来者说的是，希望在
留学之前做好规划，思考一下究竟什么
是最适合自己的，让留学的收获最大化。

（寄自英国）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达2.9万亿美元，4年增长
了 20 倍。但随着本土增长红利逐渐消失，移动支付平台先后拓展海外业务。
随着移动支付走出国门，中国留学生也享受到了便利。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
移动支付体验？

移动支付“走出去”

便利学子生活
张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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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海外，文化差异导致的不
适应也会反应在师生关系上。如果
在与国外的老师沟通时由于语言交
流不畅、思维习惯不同等产生摩
擦，该如何解决，又该如何避免让
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在利物浦的时光
叶文荣

认证难、周期长、费用偏高……学
历学位认证手续难办，是许多留学生回
国的一大烦心事儿。不过，从 2018 年 1
月 22日开始，所有国别的学历学位认证
已经实现了全流程在线办理，留学人员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便捷的认证服
务。

“我在美国期间就开始了解各种回国
政策和办理程序，并向‘前辈们’请教
办理经验。在得知申请认证不仅要在网
上填写多项个人信息，还要到现场交验
各种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之后 20-40
个工作日才能获得认证书后，我也做好
了回国后早早排队领号的的准备。”刚刚
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留学回国的徐晓莹
说。

“但没想到我这么幸运。就在我准备
注册申请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新推
出了快捷认证申请服务。我无需再到验
证机构递交纸质申请材料，只需要在线
提交认证申请，上传所需材料的电子

版。”徐晓莹说，“在第 8 个工作日，我
查询到我的 《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
书》 已经办好，直接从网上打印下来就
可以使用了。整个过程简单方便快捷、
人性合理。”

信息多跑路，群众才能少跑腿。“由
于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涉及人数
多、国家多、院校多，专业性强、难度
大，所以原有的服务模式与广大留学人
员的期盼确实有一定的差距。”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程家财表示，我
们要按照“互联网+留学服务”的思维，
在办事流程上做“减法”，在创新管理上
做“加法”，在优化服务上做“乘法”，
全面提升新时代留学服务工作水平。

“留学人员回国办理各项业务越方
便，他们就更愿意选择回国发展。”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研究所人力资源部部
长张丽娟说：“这既让我们用人单位受益
良多，也更能够凝聚起众多拥有国际视
野、掌握国际先进技术的优秀人才，为

祖国强大贡献力量。”
据介绍，目前学历学位认证的“互

联网+认证服务”平台建设已基本完成，
认证周期也大大缩短。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已和部分国家建立了文凭证书的快
捷核查渠道，并对所涉及的 125 个国家
和地区进行分类管理。比如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和中外合作办学颁发文凭证书
的认证周期由原来的 20个工作日缩短为
10 个工作日以内，澳大利亚、新西兰、
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大部分院校
的文凭证书认证周期由原来的 20个工作
日缩短为 15 个工作日以内。分类管理
后，80%留学人员的认证申请周期得以
缩短。

对于认证费用偏高问题，留学服务
中心副主任车伟民表示，从2018年1月1
日起，认证申请材料中对文凭证书翻译
件的要求已取消，改为由留学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或聘请专业人员翻译，节省申
请者翻译费用支出。另外，实现全流程

在线服务后，申请人也无需再支付验证
点的服务费，认证成本与原来相比大幅
度下降。

“有些留学归国人员急于办理就业入
职手续、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审查
等，往往会对认证服务的时效性提出更
高要求。对此，留服中心开通了绿色通
道，对获得博士学位或特殊情况急需认
证的申请者优先办理，做到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 程家财说。

此外，随着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大
幅增长，也出现了一些买卖假文凭的违
法现象。“这要求我们加强文凭认证诚信
体系建设，遏制国外文凭证书造假现
象。”程家财介绍，留学服务中心将尽快
推动认证失信行为纳入国家诚信体系，
通过制度使认证申请人不敢造假。如认
证书出具后，核查结果显示相关申请人
有提供虚假材料和不实信息的行为，留
学服务中心将撤销其认证结果，向社会
公示，并将失信行为人纳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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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荣近照

于佳平在一家便利店看到欢迎使
用支付宝的广告牌

刘孝宇在一家餐饮店尝试使用微
信扫码付款

留学学历学位认证

“足不出户”就能办理
本报记者 丁雅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