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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美國人常說的十大謊言
美國是一個非常注重禮儀的國家。走在路上
會問候陌生人，離別的時候會送上祝福。然而這
些善意的問候卻並非都是出自真心的。就好比有
時候人家問你 what‘s up?其實一點都不 care 你到
底腫麼了!一家線上投票網站 Ranker，根據 27000 個
投票結果評選出了 10 個美國人經常說的謊言。留
學 360 專家瞅了瞅，發現其實不止他們說，我們也
說。看看你躺槍沒?

家給你聽 10 首歌，你都可以說 I love it......

1 I Remember You !

手機沒電了啊!一會兒說~~~ 這跟沒信號了是
一會事兒。就是不告訴你是故意關機或者掛了你
的電話。

套近乎必備，其實根本不記得吧.....聽的人不
必太當真，也別窮追不捨的問在哪裡見過你~~換
個角度想：有時候可以先把這句話放出去，說不
定聊著聊著，你就真記起來了呢。

2 Yeah, I’m listening.
聽到有人這麼跟你說基本就說明她很忙......你
之前說的話 Ta 壓根沒聽進去，接下裡的話 Ta 准不
準備聽也是個未知數啊。所以趕緊把要說話以最
快的速度說完就好了。

3 I love it.

4 I‘m busy that day
不想見你的萬能街口。 估計只對你沒空......

5 I’ve been swamped lately.
又是一個不想見你的萬能藉口......

6 My phone died.

7 Let‘s Keep in touch.
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高頻句子，但通常說完以
後就完了......沒什麼特殊的事兒不會找你的。

8 I’m five minute away.
先鼓動 Ta 裝個微信，然後開啟共用即時位置
.......你就懂的。

9 I‘m Fine.
有多少的無奈和委屈都可以化成一句我很好

嘴甜一點兒總是沒錯的!當你在美國的時候，
你一定會聽到米國小夥伴告訴你：我喜歡你的衣
服，我喜歡你的鞋子，我喜歡你的 blablabla~~這些
有的是出自真心，有些則是出於禮貌。比如說人

~~

10 I totally forgot to do that thing ~~
讓我洗衣服?啊，我真的忘記了……

快速融入美國留學生活的十三招
去美國留學，在你剛踏上美利堅的土地的時候，你一定很不適應美國的留學生活，但是快速融入美國生活是你留學的必須。因此這就是矛盾所在
，那麼如何快速的融入到美國留學生活中呢?本文留學 360 為大家帶來快速融入美國留學生活的十三招，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水土不服要調整
不少學生在出國前對留學生活充
滿了憧憬和嚮往，把海外生活想像得
無限美好。在留學夢想實現後，卻發
現夢想和現實差別很大，自己不能適
應國外的生活，產生了“水土不服”
的現象。某女學生為出國留學準備了
7 年，但等她在海外入學七天后，便
哭鬧著回國了。究其原因，竟然是到
海外後根本無法適應海外的日常飲食
，每天只吃從國內帶的泡面。泡面吃
完後，仍不能接受國外的食品加上身
體上的不適，被迫回國。其實這是很
多留學生在初到海外時都會遇到的問
題。一些學生在國內時，可能會對吃
西餐比較羡慕，可真地等到了國外以
後，面臨著每天都要以西餐為主食時
又無法適應了。即使是在國內比較愛
吃的麥當勞、肯德基，在吃過一段時
間後也會感覺無味，開始瘋狂想念國
內美食和自己家裡做的家常菜。留學
360 提醒大家，如果你住的是寄宿家
庭，可以跟寄宿家庭的父母溝通，說
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剛好會做一
些飯菜，可以跟寄宿家庭一起來做。
這樣不僅能吃到美食，還可以增加與
寄宿家庭的感情，快速融入當地的生
活。如果是在學校公寓或在外租房，
也可以嘗試著自己動手做一些飯菜，
做飯用的素材和調料之類的在美國唐
人街或一些超市內是非常容易買到的
。如果廚藝夠好的話，還可以請國外
的同學朋友來分享你的手藝，相信這
樣還能幫你交到一些不錯的朋友。

2.學習方式要轉換
中國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勤奮和刻
苦可以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很
多學生在習慣了國內應試教育後，對
於美國課堂上自由討論的方式無所適
從。因此，美國的一些媒體對部分中
國留學生做出評價：“上課沉默，下
課抱團，很多學習存在問題”。中國
留學生在美國課堂上如此沉默、安靜
的表現，甚至讓一些美國大學教授非

常不適應，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
教課方式。留學 360 提醒廣大留學生
，既然選擇了到美國讀書，就要學會
改變在國內已養成的上課習慣，努力
調整自己去適應國外的教育模式。美
國課堂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
維和實踐能力，所以，在課堂上積極
主動地與教授和同學互動，勇於表達
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和見解，對快速適
應美國教育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在
學習之餘，經常參加學校或社會實踐
活動，也是有助於擴大當地朋友圈，
快速融入海外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

3.制定時間管理計畫
與中國教育體系不一樣，美國大
學更加強調自學的能力，一般的美國
大學生需要至少付出課堂時間兩倍的
時間進行課外自習。美國大學要求每
個學生每個學期至少修讀 12 個學分，
也就是每週 12 個課時，加上課外的自
習時間，每個學生每週至少要付出 36
個小時在學習上。但是美國的學習生
活並不只是學習，還有課外活動、社
交活動、旅遊、日常瑣事等等，怎樣
合理安排好時間就是中國學生面對的
第一個挑戰。一定要制定好計畫，分
清主次，根據教授開學第一周給的教
學大綱(Syllabus)來規劃自己每個月、
每一周、每一天的行程。因為教學大
綱上不僅會有老師每一周的教學內容
和小測考試安排，還會有成績比例構
成，可以幫助同學在做時間表的時候
更加科學。

4.聯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初次來美的同學們可能有各樣的
疑問，網上的資訊可能不能滿足你的
需要，所以應及時與學校的中國學生
學 者 聯 誼 會 會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聯 繫 ， 尋
求幫助。聯誼會一般都會對新生提供
接機、臨時住宿服務。許多學校的聯
誼會也有資訊交流平臺，包括租房、
舊書、交友等。請與相關負責同學聯
繫，取得資訊。同時各校聯誼會組織

卡羅頓銀行

都與中國使領館有密切聯繫，在必要
的時候，提供臨時保護和協助。

5.多學習與人交流
去美國留學的學生越來越趨於年
輕化，安全意識較為薄弱。他們的自
理能力和自立性相對要差一些，與人
溝通、適應社會的能力比較低，這直
接導致學生在國外遇到問題或與別人
發生爭端和矛盾的時候不知道如何處
理，因此，學生在出國前最好能有意
識地學習如何與人溝通的技巧，提高
自己適應異國生活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6.瞭解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的
差異
對留學生們來說，除了學習方式
的轉換調整，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
對新環境和中外文化差異的適應。如
果想儘快融入美國，多瞭解一些中美
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非常有必
要的。在與當地人交往時，最好多瞭
解當地的文化傳統和一些日常禁忌。
不少留學生到美國後，往往會發現一
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在國內英語水準
已是相當不錯，雅思、託福也都拿到
了驚人的高分，但當他們與美國當地
人交流時卻發現以前在書本上學到的
詞彙和用語有時根本就用不上。而且
由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人都
帶有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口音或方言，
交流時也會產生一些障礙。留學 360
建議在與當地人溝通時，儘量學習當
地的語言表達方式。這裡提醒大家，
有些留學生由於缺乏對美國社會文化
的瞭解，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的，想
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甚至還把在國
內養成的一些陋習帶到美國來。比如
，有的學生自認為與國外同學相處了
一段時間後，就非常熟悉了，所以開
始肆無忌憚地開一些玩笑。殊不知，
美國的“自由”是相對的，美國人雖
然相對比較開放和自由，但也有自己
的生活和文化禁忌，比如：個人隱私
，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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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瞭解當地治安，醫療等狀況
出國留學之前，應通過各種管道
瞭解各種安全知識，主動向校方索閱
相關安全資訊、手冊和緊急聯絡電話
號碼，以防患於未然；抵達美國後，
應儘早瞭解該地治安狀況，一旦確定
住所之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圍環
境，注意是否設有安全措施，如大樓
警鈴、路邊免費求救電話等。到達學
校後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室、
醫療站在具體位置，以免遇到突發事
件時驚慌失措。

8.養成批判性思維
與知識記憶型的中國教育不同，
美國的教育體系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
考的能力。在美國大學，討論課上對
閱讀材料進行批判性地討論，寫論文
的時候對各種證據進行論證評估都需
要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美國大
學生必須掌握的技能，不僅對其學業
有重大幫助，而且也會影響到未來的
工作。同樣是對一件商品銷售途徑的
建議，老闆會更欣賞那個經過市場調
查，資料和證據分析再得出結論的雇
員，而不是那個直接得出結論的雇員
。

9.遵守美國規則和法律
在國內，大家對過馬路時亂闖紅
燈，不遵守交通規則，公共場合大聲
喧嘩或吸煙的行為習以為常。在美國
，這些陋習千萬要不得。在中國，行
人和汽車搶道的現象比較常見。而在
美國，開車時要尊重行人，讓路人先
過馬路，等行人順利通過時，汽車才
小心翼翼地前行。另外，為了行車安
全，尤其是雨天地面路滑時，開車更
是要求小心。此外，留學 360 要提醒
各位留學生的是，在美國留學時，不
但要瞭解中美文化和生活上的差異，
還要多瞭解一些法律常識，以免無意
中觸犯了該國的法律。

10.隨身攜帶求助方式

使館之間的聯繫。在校內要知道應急
報警機關和急救室、醫療站在哪裡；
將學校的緊急聯繫電話、住地附近的
報警電話號碼、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
電話等號碼隨身攜帶，以便及時尋求
幫助，在發生任何緊急事件時能第一
時間發出求救信號，得到快速及時的
救助。

11 與教授進行積極高效的互動
美國有兩種類型的大學，一種是
以教學為中心的文理學院，一種是以
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性大學。在文理學
院中，小班環境會讓教授和學生有更
多的互動，甚至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
學業指導老師。內向的學生在文理學
院會得到老師更高的關注。但是，像
猶他大學這樣的研究性大學裡，教授
的本職工作就是進行研究，拓展學術
領域的寬度和廣度。在研究性大學就
讀的學生平時要想接觸到教授其實是
挺困難的，因為教授們都很忙，但是
也不是沒有機會。留學 360 在此為同
學們抓住和教授交流的機會提幾條實
用的建議吧。1.抓住課上和課間的時
間向教授提問；2.在教授的“辦公時
間(Office Hour)”帶著整理好的問題找
上門；3.不太緊急的問題通過郵件禮
貌地和教授聯繫；4.主動申請擔當教
授的研究助理。與教授的交流機會很
寶貴，能夠自己通過查找資料找到答
案的問題就不要浪費時間，浪費機會
了。

12.瞭解 911 號碼
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犯罪報
警、急救、火災等事故的緊急號碼只
有一個：911。美國應急系統非常強大
，並且提供全方位幫助，在美國遇到
困難時，如果有電話，在遇到緊急情
況時應迅速撥打 911。所有的電話，
包括未付費的公用電話，撥打 911 都
是免費的。一般來說員警反應非常迅
速，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可以協
助處理各種困難。

美國留學生應加強與中國駐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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