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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还需多咨询

在美国上大学，选择课程时有一定的灵活性
和自主性。学生在确定了专业方向的基础上，除
了要上完必修的专业课程外，还需要选择其它通
识课程。对我来说每次选课都是一场激烈的心理
斗争。很多课程都有学生数量的限制，最受欢迎
的教授、更容易得高分的课程名额常常很快被抢
完。在较短的时间里，要决定选什么课而且最终
还不一定能成功选上，是很折磨人的。所以，在
不知道如何选择课程时，我会提前与学长学姐交
流并询问选课经验。

多元课程印象深

在刚刚结束的学期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课
程是美国印第安文学鉴赏课。在课上我看了大量
的关于美国原住民的书籍和电影。可以说，印第
安人民的历史便是美国历史的开端。之前我对印
第安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在这门课
上，我了解了很多，这对于我了解美国文化和历
史是十分重要的。

来美国这两年，我还参加了两次学校的合唱
课和音乐鉴赏课，在当地的艺术中心和学校学期
结束的音乐会上作为学校合唱团的一员参加演
出。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不同国家的音乐家
的作曲风格，学会了欣赏交响曲并了解到它们的
创作背景。我渐渐爱上了交响乐，有机会时自己
也经常去听音乐会。

还有一门剧院管理课也十分有意义。学校每
学期都有话剧演出。我们的工作就是打造舞台的
真实场景：锯木头、钻钉子、刷油漆和置备道
具。你能想象几个女生在面对庞大的切割机和电
钻时那种无措感吗？但是这门课却教会了我很多
技能。课程结束后我好像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木
匠学徒工了。

美国大学的课程是十分多元化的，学生可以
从中学到很多以往没机会接触到的知识。这一切
为我探索更多未知的精彩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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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续繁琐限制多
传统缴费方式仍是首选

赴海外留学深造的中国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在跨国缴
纳学费时，相当多的留学家庭仍选择传统方式缴费——通
过信用卡、借记卡和银行电汇支付。

目前正在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杨纪明说，
与新兴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相比，传统缴费方式更具“安全
感”，所以身边的很多留学生同学采取传统的支付方式。

“因为在登录国外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网站填写信息时，学
子可能会产生畏难情绪，害怕出现操作上的失误，因此去
银行由银行工作人员操作汇款更为稳妥。”杨纪明说。

当然，与新兴的支付方式相比，传统缴费方式也存在
明显的缺点，即手续繁琐、自己经手操作时容易出错、效
率低。杨纪明在国外开设借记卡账户时，面对繁琐的开户
程序他差点打退堂鼓。和国内银行不同，留学生在国外银
行开户的流程十分复杂费时，需要多道手续、多项证明。

“首先，要到学校开具相关证明；然后去银行预约具
体时间；最后，在约定的时间拿着所需材料办理开户……
而在开学前的一段时间里，大批的国际学生都会扎堆预约

办理开户，因此很难预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再加上国外银
行往往工作人员较少、业务效率较低，整个流程非常繁冗
拖沓。”杨纪明表示。

此外，部分传统缴费方式有支付额度的限制，还要按
照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在法国里尔政治学院读研的于赫
男，曾因信用卡的支付额度低于学费，在使用信用卡支付
学费时遇到了问题。她说：“因为在出国前和银行沟通不
充分，没有调高每日信用卡使用额度，导致我在开学报到
当天没能及时完成缴费。”

第三方支付平台兴起
便捷与风险并存

近年来，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在留学市场上开始出
现，选择用此方式缴纳学费的留学生逐年增加。目前较为
知名的第三方缴费平台有易思汇、飞汇和西联汇款等。大
部分第三方支付平台都支持人民币直接支付，免除了排
队、换汇、填写电汇单等繁琐过程，较好地弥补了传统缴
费方式的不足。

郭萍从事留学服务行业。她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是留
学家庭缴纳学费时便捷又实惠的选择。“相对传统缴费方
式来说，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手续费更低，在0.3%到0.5%之
间。而且对于那些不太懂电脑或者英文的留学生家长来
说，第三方支付平台能提供更及时、周到的服务，减少采
用传统支付方式时遇到的困难，因此这种缴费方式更适合
他们。”

但她也提到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存在的风险。“第三方

跨境支付平台是一个新兴产业，其安全性及稳定性还有待
考量。除了与中国几大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的支付平台外，
其他名不见经传的支付平台的使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郭萍说。

北京明德立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留学规划师车畅建
议，家长和学子在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缴纳学费时，应尽
可能选择口碑较好、知名度较高的支付平台。她表示：

“目前第三方跨境支付平台有很多，家长和学生们一定要
在支付前多上网搜集或找专业人士了解平台的相关资料，
比如支付平台信息、创办年限、公司业务以及是否存在资
金安全风险等。”

“学费代缴”陷阱多
谨防“打折套路”

随着留学缴费高峰期的到来，与之相关的学费诈骗案
件也进入多发期。近日，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警方成功抓
获学费欺诈案嫌疑人，其专以海外留学生为目标，以“代
缴学费只要七折”为诱饵，先后诱惑了 13 名留学生上当
受骗。

在此类“学费代缴”的骗局中，骗子往往会在前期给
出一些蝇头小利，比如免除手续费或者学费打折，让受害
者尝到一点甜头，放下防备心，一些贪图便宜和便利的学
生会因此上当受骗。而被骗留学生常常因身处国外，跨国
报案难度较大，被骗的钱款很难追回，导致经济损失严
重。

对此，车畅提醒广大留学生及其家长，一定要提高防
范意识，不要贪图省事、抱有侥幸和投机心理。“包括学
费、住宿费在内的所有费用都需要通过正规渠道、按照学
校官网要求的方式进行缴纳。要想完全杜绝安全隐患和风
险，通过信用卡、借记卡和银行电汇等传统的缴费方式是
最为妥当的。希望留学生和准留学生们在缴纳留学费用这
件事上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经济财产损失。”

校外租房的理由
想拥有私人空间

何川 （化名） 目前在日本的语言学校
学习日语等课程，为向大学院 （相当于中
国的研究生院） 升学做准备。刚来日本的
时候，何川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但不久他
就从宿舍搬了出来：“日本的情况和欧美
的学校不同，学校宿舍价格相对便宜，但
条件稍差一些。语言学校的集体宿舍都是
两人甚至 3 人合住一个房间，没有私人空
间，容易互相影响。时间长了，难免产生
矛盾。这时合住的一方搬出去住往往是一
种无奈但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读于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白彦
（化名） 表示，自己在了解到学校宿舍的
相关情况之后，直接选择了租房。“租房
相对于学校公寓的好处是更加自由，有私
人空间，也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并且因为
学校宿舍不具备厨房，在饮食方面也比租
房住更加局限。因此我选择租房住。”白
彦说。

就读于日本东京工科大学的陆青山
（化名）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刚来东京
时我选择了住语言学校分配的学生宿舍，
不过没有多久我就搬了出来。”宿舍条件
较差是他选择自行租房的主要原因，“卫
生条件较差、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半夜吵
闹的、乱用他人物品的行为并不少见。最
初我还以为我所住的宿舍是个例，后来我

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发现，大多数语言学校
的宿舍都存在这种情况。”

“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好处是有更多的
机会交到异国朋友，还会有宿舍管理员帮
忙处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省去一部分需
要去市役所 （即面向居民、为居民办事的
当地行政单位） 办事的麻烦。但得与失相
权衡，我相信多数拥有较强独立生活能力
的学子会选择自己租房。”陆青山说。

花钱多，面积小
但求舒适、环境好

在世界许多国家，留学生校外租房的
现象比较普遍。自己住，安全吗？费用更
低吗？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答案也不尽相
同。但是年轻人希望独立、追求舒适的居
住环境的目标是一致的。

何川目前独自租住在位于东京都23区
的公寓中。相比于日本其他地方，这里的
房价相对较高，房租每个月 8.5 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4900元），水电费、上网费另
计。对于现在租的公寓，何川感觉很满
意。“房子面积不大，一个人住刚好，打
扫起来也不费劲。日本的出租房子一般都
不带家具，需要自己去买。现在用的桌
椅、床、洗衣机、冰箱等差不多都是我在
二手店买的。但房子里其他的基础设施还
不错，灶台、独立卫生间等一应俱全。”
何川说。

改善住宿条件，是很多学子选择在校

外租房的理由。陆青山说：“日本的公寓
条件一般较好，大多数地方 （除了新宿等
重要交通枢纽） 的租金也并不比学校宿舍
贵多少，比如我现在的房子月租金10万日
元，房内可容纳 4 人居住，生活环境要比
学校宿舍好很多。”

除此之外，在校外租房，学子可以自
由选择地点，居住的安全性能得到较好的
保障，环境也更让学子满意。何川说：

“我住的公寓装有防盗门，谁来敲门都可
以通过屋内的监视器看到，闲杂人等甚至
连楼都进不去。现在，这种安全系统已经
在很多小户型的公寓普及。”

租房过程陷阱多
学子还需多留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留学生因缺乏租
房经验而落入各式各样的租房陷阱中。找
房子，是租房的第一步，也可能是学子面

对的第一个“坑”。
“之前有一个朋友通过中介租房，每

个月都多支付 2 万日元左右的杂费，到最
后才知道是被房东坑了，也无法追回损
失，”陆青山说，“所以，为避免损失，尽
量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租房。我是通过日
本正规的中介中心租到现在的房子的，也
一直都选择和对租房事宜更了解的前辈合
租，由他们去处理这方面的相关事项。”

除了找个靠谱的中介，学子也要对自
己的租房目标心中有数。就读于新西兰高
等教育学院的李辉 （化名） 说：“要注意
房子的地理位置、地势高低，房间的朝向
以及周边的设施。在新西兰，并不是所有
的医院都是24小时营业，所以要提前了解
房子附近24小时急诊医院的所在地，以备
不时之需。”

租房当然要考虑费用，而这也是学子
容易中圈套的地方。何川说：“多数情况
下，在日本租房要先交一笔金额不菲的

‘头金’，其中包含了房屋保险、押金等各
种费用。但这个头金里面有两种费用需要
注意，一个是‘礼金’，一个是‘押金’。
这两笔费用加起来还是不少的，有的甚至
相当于两个月房租。所以留学生要根据自
身经济承受能力去选择，也可以选择无需
礼金和押金的房子租住。”

校外租房在退房时也容易遭遇问题。
李辉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在退房时，房
东以各种理由拒还押金，有的最后通过报
警才解决了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在新西兰
租房时最好和房东签订住房租赁协议，这
样能保障双方的权益。”

拓宽交际解心结

留学在外最常感受到的就是孤独。那么除了
和中国朋友抱团外，还有什么排解孤独的途径
呢？我的经验是：

第一，尽可能多地结交美国朋友。我和当地
的美国朋友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探讨不同
国家的文化和语言。

第二，多和教授沟通，与教授成为朋友。语
言课的教授在课程结束后，很乐意帮助学生修改
其他课程的论文，我的成绩也因此提高不少。她
还和我们一起聚餐、旅行，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
的困难。

第三，和在美国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多交流。
我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多元文化活动时，认识了很
多来美国多年的中国阿姨。逢年过节，当地的华
人会组织一些庆祝活动，聚在一起交流在美国生
活的近况。中国阿姨很乐意和我分享自己年轻时
来美国的经历。对于像我这样生活阅历尚浅的留
学生来说，与校园之外的人的交流可以增加自己
的间接生活经验，体会同胞间的温暖，让自己在
美国的生活更加充实有趣。

因为留学，我学会了如何在国外新环境下独
立生活；因为留学，我学会了享受孤独，也学会
了在孤独中寻找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音乐、绘
画、电影、旅行、健身、养生；因为留学，我更
乐意尝试新事物，内心也变得更强大。在未来两
年的留学生活中，我希望可以定下更多的目标，
在不断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美国留学记
棣明珠

海外大学的秋季入学季渐近，留
学缴费高峰期随之而来。留学的费用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面对大额资金的
跨国汇款，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与家
长需要谨慎对待。

缴纳留学费用
宜选正规渠道

“置个属于自己的
小窝”是学子需要首先
解决的问题。

校外租房，虽然降
低了生活开支，也有一
定的自由和便利，但同
时也会带来了一些新的
麻烦。

那些事儿
张子宁张子宁

棣明珠目前就读于威斯康
星 大 学 麦 迪 逊 分 校 的 经 济 专
业。她热爱运动，喜欢旅行。
图为棣明珠在滑板运动场。

2018 年
5 月 ， 于 赫
男在匈牙利
参加中欧青
年 领 导 论
坛。

车畅建议留学生通过正规渠道
缴纳学费，警惕落入骗子的圈套。
图为车畅正在工作。

车畅建议留学生通过正规渠道
缴纳学费，警惕落入骗子的圈套。
图为车畅正在工作。

郑晓萱

开 学 啦 ！
又一批学子即
将开启自己的
留学生活。

此时此刻的我，正坐在从洛
杉矶回国的飞机上，耳边是飞机
的轰鸣声，心中感慨万千。

从中国飞越1万多公里来到
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有两年时
间了。这两年的经历和收获历历
在目。

学子
海外租房

因为不适应在
国外的宿舍生活，
何川选择了租房居
住，他只用了一周
时间就顺利地租到
了房子。图为何川
的房间。

（本版照片均由
受访者提供;
插图：摄图网、
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