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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始美國生活的同學或者是即將開始
美國留學生活的同學們，一定要註意了，由於在
美國的文化同我們國內的文化完全不同，所以
在大家的留學生活期間有些底線是千萬不要觸
碰的，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留學絕對不能
觸碰的7條底線，希望大家禁忌。

一、關於學業---嚴禁抄襲/作弊
在中國上學，講究一個標準答案，因此多了

許多“參考答案”，當然，同學之間互相“參考”一
下也是合情合理，即使老師發現是抄襲，頂多讓
妳重寫。可是在美國要註意了!做作業(特別是大
作業或團隊作業)時一般可以與其他同學討論，
也可以參考各種資料(若老師規定不能來討論或
參考他人的，當然就不能做)。但要特別小心的是
，不能抄襲其它的東西或同學的作業。要是引用
參考資料，必須標明且要註明出處。這一點決不
能馬虎。否則，後果會很嚴重。輕者課程零分，重
者紀律處分，直至勒令退學丶開除。

至於考試作弊，那就更沒的說了，取消成績
丶取消身份，嚴重的被起訴面臨刑期。

二、關於隱私---拍照上傳征得當
事人同意

美國是一個對隱私權非常看重的國家，嚴
禁各種途徑侵犯別人隱私，但是在一些生活的
細節方面，可能我們沒有留意但實際上已經侵
犯了別人的隱私。

來自重慶的劉同學，在美國加州大學就讀
計算機工程學院，有一次劉同學抓拍了一張美
國當地學生(室友)換衣服的照片，並分享給他人
。次日該室友在別人手機上看見了照片，對方父
母知道後，要求學校嚴處。經多次溝通和道歉，
雖然對方沒有報案，但學校已經作出停課察看

的處分。有這樣一個“汙點”，對劉同學畢業後美
國找工作非常不利。

出外遊玩看到老美的孩子很可愛，想要給
小BB拍一張或者合影，均需得到其父母的同意
才行，否則父母有權要求妳刪掉關於他孩子的
照片。

三、關於交通---不理睬罰單遭通
緝

在洛杉磯讀書，汽車是必不可少的出行工
具，但關於交通安全方面對留學生來說是很大
的問題。據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透露，2014年洛
杉磯有6位留學生意外身亡，其中交通事故引發
的有6人，可見交通安全是留學生第一殺手。

據鄧洪律師介紹，經常會接到留學生在機
場打來的求助電話，說有通緝令再審不得離境。
經過查詢後才知道，他們對交通罰單置之不理，
以致演變成通緝。所以，不管是大小罰單，如果
確認無誤是自己違規，一定要按時繳清;如果超
過時限沒有繳清的話，罰金會翻倍上漲，甚至上
統計名單。如果發現罰單有誤，可以按照罰單上
的電話號碼，先打電話了解清楚，同時記得準備
好不在現場的證據，有備無患。

四、關於煙酒---煙18，酒21
美國攝入煙酒的年齡有嚴格的控制，年滿

18周歲才可以抽煙丶年滿21周歲才可以喝酒;
但國內往往沒有限制，5歲的小孩子端起酒杯來
喝酒也沒人管，如果在美國，這樣的父母得被剝
奪監護權了。

現在留學生逐漸低齡化，許多高中就過來
留學，在美國德州就讀高中的17歲男孩劉毅重
在寄宿家庭吸煙，他的寄宿家庭媽媽發現了一
些煙頭並報警。次日劉毅重就被帶回警局備案，

目前，劉毅重不僅被學校開除，還面臨警局的起
訴。一旦法院認定，他將被遣返回國，還有可能
面臨其他的處罰。

另外喝酒也一樣，去超市或者便利店買酒，
都必須出具ID登記，只有年滿21周歲才可以買
酒。小留學生如果耍聰明，讓成年人幫妳買，那
麽可能連累幫妳買酒的人也受罰。

五、關於感情---對女朋友要溫柔
美國法律對於婦女兒童的保護是出奇的嚴

格，美國媒體做過一個實驗，一對情侶在街頭吵
架，女方扇男方耳光，旁人只是笑笑路過，還有
些幸災樂禍;反過來男方扇女方耳光，立即有人
推開男方，還有人準備報警。

不止一次在報紙上看到類似的新聞：夫妻(
情侶)吵架，男方動手打了女方，然後女方報警(
有時候是多管閑事的旁人報警)，結果男方被抓
起來起訴判刑，這時即使女方來求情都不管用
了。2014年就有男女朋友分手時發生爭執，男生
要求女生把當初收下的貴重禮物“吐出來”，女
生則以家暴為由報警，結果男生被捕，保釋金
100萬元，學生身份吊銷。

沒錯，美國的法律就是這麽不公平!所以，對
女朋友(妻子)一定要溫柔，可以說一時氣話，但
再氣也不能動手，何況妳們妳們畢竟曾經相愛
過。

六、關於兼職---假期打工謹防受
騙

在美國工作需要工作許可，同時還要社會
安全號來報稅，而持F1簽證的留學生沒有工作
許可，所以即使假期閑得慌，也不能從事一些正
式的工作。不過也有一些華人的行業會遊走灰
色地帶，比如餐館丶快遞行業，會允許沒有工作

許可的人去工作。
一些犯罪分子看到這一點，紛紛在各種求

職平臺打出廣告，涉世未深的留學生急於求工
作，卻陷入圈套。據鄧洪律師透露，今年暑假接
到類似四個個案，留學生被人以代購為名利用，
教他們刷盜竊來的信用卡，最後留學生被捕，恐
面臨16個月的刑期。至於出獄以後，還能指望可
以繼續學習嗎?

那麽即使遇到正規的兼職呢?勸同學們還
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學業上，因為掛科的話不像
中國僅僅是補考這麽簡單，可能涉及到學生身
份的問題，萬一學生身份被取消，那麽妳兼職一
年掙的錢可能還不夠給律師費。

七、關於知識產權
從中國帶過來的電腦，90%以上的收費軟件

都是盜版的，自己用可能沒人去追究，但如果妳
把盜版的軟件上傳到某個公共平臺，讓別人下
載。根據美國法律，最高可被判入獄長達5年，或
處以高達25萬美金的罰款。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未
得到授權的情況下，在論壇上傳了一個OFFICE
辦公軟件。事發當天，學校網監就找到他進行查
證後報警。最終，賓州法院判其5年刑期，或者繳
納25萬美元的罰款。才能獲批回國。與此同時，
他也遭到退學處分。

在美國留學生們，上述7條紅線妳記好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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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必備生活技能留學生必備生活技能，，妳都妳都getget了嗎了嗎??
【走進美國-專稿】初到美國留學，很多同學們會
發現，除了繁重的學業以外，生活瑣事會占據妳
很大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有些同學是第一次
離開家獨立生活，而有些雖然有過獨自生活的
經歷，可畢竟是在國內自己熟悉的環境裏，如今
獨自在異國租房，買家具，買車，考駕照等往往
都是第一次，如果處理不當還可能會引起後續
的麻煩，給大家的留學生活帶來更多不便。今天
小編就和大家一起總結一下留學美國需要有哪
些必備的生活技能，小夥伴們一起來看下妳都
get了嗎？

開車以及與車有關的技能
美國是名副其實的車輪上的國家。除了紐

約芝加哥這樣公共交通發達的城市外，其他城
市中車都是必備品。自然而然地，那麽開車，簡
單的修車和保養等也就成了必備生活技能。之
前走進美國已經為大家總結了在德州考駕照的
流程，那麽考完駕照買好車之後就萬事大吉了
嗎？當然不是。妳還需要掌握以下三個技能：

加油
在美國這個人力資源比較金貴的地方妳想

像在國內時那樣召喚一個加油站小哥替妳操作
顯然是不可能了。美國的加油站基本都是自助
式的，如果妳要付現金的話需要先去加油站的
便利店裏面付錢再出來到指定油箱機器，如果
刷卡則方便很多，可以直接在加油機上自行刷
卡付錢。刷卡後就可以按照機器指示拿起油槍，
選擇要加的標號加油了。

基本的維修保養
車子出過毛病的同學估計都已經領教過美

帝修車之貴了，所以掌握一些基本的維修保養
常識才能避免花大價錢或是冤枉錢。首先每開
過 3000miles 要換一次機油，如果直接去 body
shop 換機油的話可能不好控制成本，可以去
Walmart或是Auto Zone自己買好機油拿到維修
店裏讓店員幫妳換好，既可以保障機油的品質
又能節約成本。第二，如果晚上忘了關燈導致第
二天電池沒電啟動不了，叫 road service 則動輒
又是上百刀。所以自己備兩根專用的導線也是
有必要的，可以讓鄰居的車給妳的車快速的充
一下電發動起來。第三，檢查胎壓，尤其是在炎
熱的夏天，胎壓容易升高，可能會在高速行駛中
爆胎，要花錢換輪胎不說關鍵是很危險。所以自
備胎壓計每月檢查胎壓很有必要。另外，在Dis-
count tire和其他汽車維修店都可以免費檢查胎
壓。

按時州檢和註冊。每年一次州檢和註冊，如
果逾期的話被警察攔下可是違反州法了喲。同
理保險也要及時更新並隨時放在車上，無保險
駕駛也是違法行為。

烹飪技能
學校餐廳的日常相信大家已經領教了，因

此烹飪技能在此時就顯得很重要了。有句老話

說得好：出國就像上新東方，妳以為
是去學英語的，其實是去學做菜的。

如果要做中國菜，肯定免不了要
去中國超市采購需要的各種調味料
和原材料。除了調味料之外很多我們
習慣吃的蔬菜也是美國超市裏面見
不到的，比如冬瓜，芥藍，通心菜，小
白菜等等。當然也可以買一些應急的
速凍餃子之類的方便食品以備不時
之需。總之學做菜是個漫長的過程，
不過多數同學在自我的極度需求之
下都掌握的挺快。

另外小編也建議同學們再學做
一下簡單的西式菜肴。比如 taco 啊，
烤肉排啊，沙拉和意面之類的，因為
美國超市裏關於這些菜式的配料還
是非常豐富齊全的，做起來也很方便
。並且有些美國人很愛但中國不常吃
的蔬菜也是很有營養的，如 Kale 和
Brussels sprout等，學習一下這些蔬菜
的做法也是極好的呢。

自我保護的技能
其實這一點算是老生常談，但卻值得一談

再談的話題。雖然平時感覺警察很多治安很好
地樣子（一超速或闖紅燈他們就出現了），但畢
竟美國槍支相對自由，槍擊案時有發生，持槍搶
劫也比在中國更普遍。因此同學們保持一些安
全意識非常重要。

首先如果是在學校裏學習晚了又沒有同學
結伴，妳可以打電話要求校警護送回家。如果在
獨自行走時遇到糾纏要錢的人，隨身攜帶20美
元左右的現金以備不測是比較合適的處理方法
，因為多數情況下這類人只是為了要錢，先給錢
保證自己的安全才是明智的

其次租房前應了解該區域治安情況，比如
去該市警察局官方網站上查看數據，不能貪圖
價格便宜而住到治安很差犯罪率高得地區。

另外即使在相對安全的地方也盡量不要再
夜裏獨自一人在街上行走。即使開車也要註意
上車之後鎖好車門，尤其是在加油站或停車場
等地方，謹防有人從後門上車對開車的同學進
行威脅。其實家裏還是相對比較安全的，因為美
國法律規定如果有人非法闖入妳的家裏妳是可
以開槍自衛而不違法的，入室搶劫難度增大很
多，大多數不法分子還是有所忌憚。

除了人身安全還需要註意的是保護財產安
全，在公共停車場停車離開時除了註意鎖車，還
要把能看得見的貴重物品隨身攜帶或者放到後
備箱。有時即使只是一個包，包裏並沒有貴重的
東西也會導致車被砸，因為砸車的人也並不知
道包裏沒有錢。所以同學們要註意不要再車裏
看得見的地方留下任何財物。

管理賬單的技能
和國內上學時什麽都是學校來管理不同，

來美留學我們需要自己打理房租，水電費，網費

，手機費，信用卡還款等很多費用，要時刻留意
自己需要交的費用的due都是什麽時間，因為一
旦晚於規定時間繳費要麽就是被停電或停機，
要麽就是要交 late fee，而且信用卡還款不及時
還會影響妳在美國的信用記錄。為了避免這些
不必要的損失，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時繳費。很多
公司為了方便用戶都采用了網上繳費的制度，
並且用戶可以連接銀行卡設置到時間自動繳費
。自動繳費的好處自然是方便且不會 pass due，
但同學們也應該盡量提前查看一下繳費金額有
沒有什麽異常，避免公司出了什麽錯多收錢。

如果發生了要交late fee的情況大家也不要
二話不說乖乖就範，可以嘗試argue一下，比如
電力公司和手機供應商這些不希望損失客源的
公司，妳只要說妳這是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剛
來美國還不太了解規矩，並保證以後不會在發
生這種情況，他們可能是會免去一次罰款的。總
之遇到這種非違法性的罰款的話同學們都盡量
替自己爭取一下，就算不成功也沒什麽壞處，就
當練習口語了。

不過以上說的都是非違法性質的罰款，如
果妳是被警察抓到違章的罰款就沒什麽好說的
乖乖交了，這個fee沒有及時繳是要面臨上庭見
法官的，一定不能馬虎大意。

除了以上四方面以外，還有一些小技能也
可以讓妳的生活更方便呢。

換硬幣的技能
囤積了很多硬幣覺得 花起來很不方便？不

用煩惱，很多大型零售店如 Walmart，Costco 等
門口都會有一種綠色的換硬幣的機器叫做
Coinstar，妳只需要把硬幣丟進去，它就會幫妳
數好金額，然後可以由妳自己來選擇是換成哪
家店的gift Card，十分方便。

配鑰匙的技能
美國有一個連鎖開鎖公司叫做Locksmith，

專門解決緊急需要開鎖配鑰匙的問題，不過店
面相對較少，所以如果只是配鑰匙的話還可以
去 HomeDepot 和 Walmart 這兩個地方，配鑰匙
時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鑰匙款式和圖案。不
過如果要是上面刻有“Security”字樣的話，那麽
妳是無論去哪都沒法配的。

配眼鏡的技能
美國配眼鏡的驗光過程比較嚴格，一定要

有醫生開的 Prescription 妳才能配到眼鏡。所以
首先妳要檢查一下妳的健康保險是否 cover這
一項，如果cover的話就要看一下保險公司有沒
有指定的驗光診所。如果沒有就可以隨意了，
Walmart裏面也有驗光的醫生。配框架鏡和隱形
眼鏡需要做的檢查也不同。驗光之後拿到pre-
scription就可以買眼鏡了，如果要便宜一點的話
超市裏面就有比較平價的，如果在網上訂的話
可以更便宜一些，但是要等上兩三周，如果不急
用的話可以考慮。

同學們來美國是來學習知識和技術的，在
生活瑣事上花費時間不免會覺得不值。但其實
掌握獨立生活的技能更是一生都受益的本領。
希望以上四方面的小貼士可以幫助同學們更好
更快地適應在美國的留學生活。

更多資訊請上
cheerinus.com
走進美國網站

星期五 2015年10月23日 Friday October 23,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