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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石教育简介

山高人为峰，问石助你行

问路石教育是由科大校友创办的总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一家中型学业、学术兼职业咨询公司。

公司宗旨是为全球莘莘学子提供学业、学术及职业发展方案和助力服务，提升学员在国际舞台上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问路石教育在中国的公司业务范围涵括了高中生海外留学，本科生及硕士生

出国读研究生院，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的学术咨询和学术交流活动，同时为海内外毕业生提供职业

发展咨询，并开展海外投资、移民咨询以及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后续服务。

问路石教育 CMN2X 越

问路石教育旨在教人育人，提升学员综合素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外学术和职场上的

激烈竞争，在国际的大舞台上能够潇洒从容地应对各项挑战。为此，问路石教育首席专家团队首

创国际最先进、最系统的辅才卓越计划 CMN2X (Coaching-Mentoring-Networking to eXcellence)，
在不同的阶段给学员提供所需的原动力，为学员打造一双强而有力的雄鹰之翼，让他们能够自由

翱翔蓝天。CMN2X 辅才卓越计划包含以下方面：
1. Coaching，提供 one-level up 的名校导师团队给予留学申请方面的技术性指导，在以往成功
案例的基础上结合最真实、最内核的院校资讯来打造最强、最专业的留学申请材料，锁定美

国院校的录取和奖学金。

2. Mentoring，提供 two-level up 的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精英联盟的专家视角，通过成功榜
样来指引学术和职业的发展方向，在学员抵达美国第一时间内就开始着手准备和计划未来 5
到 10 年的发展路线，并定期根据进度调整。

3. Networking，连结问路石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几百名专家学者形成学术和职业网络，实时提
供各类学术相关（如会议期刊发表）和职业发展（如 500 强公司职位推荐）的信息，并邀请
参加每年的问路石分地区学员和导师大型社交聚会，扩展学员人际网络，奠定成功基石。

4. Excellence，我们往往过多地关注并弥补自我的缺陷，而忽视了发展独立个体所要求的
专项特长。事实证明，每个人在找准路线之后的发展之路会变得加倍顺畅。问路石通过

Coaching-Mentoring-Networking 的辅助和指导，引导学员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挖掘自己，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尽可能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学员将通过

CMN2X 辅才计划，稳步走向成功，成就卓越。

问路石 留学项目

1. 寒门雄鹰助飞计划：用于资助贫困优秀学子留学的公益计划
2. 出类拔萃名校计划：用于指导最优秀的学子申请名校的公益计划
具体内容参见问路石教育网页：www.winners-education.com

问路石 科大校友

问路石教育提供各类全职和兼职岗位，诚邀海内外科大校友加盟，详情见网

页：http://www.winners-education.com/page.aspx?node=40&f=cn



加入USTCAF，将爱心接力传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基金会（USTC Alumni Foundation简称USTCAF），

系1995年由多位在美科大校友发起，并于1996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正式注册成立的

慈善组织。USTCAF是美国国家税务局的501（c）（3）非营利机构，在美国的校

友捐赠科大校友基金会是完全免税的。 

USTCAF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帮助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教师和校友

的影响力，并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的研究人员在学术和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迄今18年的历程中，USTCAF得到广大热心校友、会员的鼎力支持、慷慨

捐赠。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致力于回馈母校，拥有多类多个专款专用、运作灵活方

便的子基金（Subfund），并得到校友广泛信赖、积极响应的慈善基金。同时，

USTCAF实现了完全的面向全体会员的透明化运作，基金会以及旗下各项子基金

的财务收支明细在网上公布。基金会理事每年根据章程由全体会员网络投票选出。

以确保基金会的健康运作。 

USTCAF面向科大在校学生和教师设立奖助学金、教学科研奖。其中爱心奖

（Goodwill）由USTCAF于2000年率先各高校首发设立。目前成功运作以下子基

金项目包括：Outstanding New Student Award（杰出新生奖学金）；Excellent New 

Student Award（优秀新生奖学金）；High School Scholarship Awards（中学校友

奖）；Goodwill Fellowship（爱心助学金）；Young Faculty Career Award（优秀

青年教师奖）；Teaching Excellence（杰出教学奖）；Award and Young Faculty 

Achievement Award（青年科学家杰出成就奖）。 

亲爱的同学们，因为科大，你们从五湖四海会聚在一起，因为毕业，你们的

足迹即将遍及全球，无论你们在哪里都将承载母校慈祥的注视，你们都是星火，

能将对母校的热爱与支持散播燎原，你们的其中有曾经接受过师兄师姐们的关爱

与捐助，相信今后的你们也会同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师弟师妹们。 

当你们走上留学之路，或者走向工作岗位，请关注USTCAF，它会为你的留

学生活提供大哥大姐们的关怀和帮助，它会为你的职业生涯和事业之路助一臂之

力。也希望那时的你自愿成为USTCAF的会员，参与USTCAF的支持母校的公益

活动。或者加入USTCAF的志愿者行列。你的志愿工作能帮助USTCAF成长。你

的爱心将经由USTCAF回归母校发扬光大。 

让时间老去，让激情回归！ 

我们期望，在同学们、校友们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基金会

（USTCAF）将会越来越好，帮助和支持更多的科大人。 

USTCAF的联系方式： 

网址 http://www.ustcaf.org 邮箱 afgb@ustcaf.org 

http://www.ustcaf.org/
mailto:afgb@ustca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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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在正文前面

1.1 序言：致亲爱的读者

请原谅我们把这本手册献给了出国的同学。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它本来就是一本飞跃手册；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我们希望手册可以对读者有帮助；

我们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

希望读者可以在进入正文部分之前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我为何要远渡重洋？

我的选择和目标是什么？

我该怎么实现它们？

如果过程是痛苦的，我会不会毅然决然地坚持下去？

......
我们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

希望大家明白，上面的问题不应该是申请季开始才应该问自己的。

如果这些理由都还不够的话，我们愿意把手册献给每一个想要出国的人。

因为所有飞跃重洋的人都曾经怀揣着飞跃的梦想。

(然而很少有人记得自己最初的动力源泉)
因此，

我们就把第一句话改为：

致每一位有远渡重洋梦想的

亲爱的读者



2 Chapter 1. 写在正文前面

1.2 前言：为什么选择出国

恐怕从进入科大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免不了时常接触“出国”二字。校园里频频出现

的相关海报，图书馆内无处不在的红宝书，似乎都在向我们呼唤“来呀，出国吧”。在科

大，确实有相当多的同学选择申请出国，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出国似乎成了一条自然而然

的道路。但是，世界上本没有所谓的“自然而然”，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在思

考“怎么出国”这一问题之前，请先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出国？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却非如此。要想给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答案，需要我们有自

己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

一个问题——你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有

自己明确的三观的。然后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都有着怎样的生活，

因为仅仅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是不容易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的。当我们确定了自

己想要的生活之后，这种想法就可以成为一个判断标准，来帮助我们做出下面这些选择：

1.2.1 国外 是国内？

先来说说出国的优势。

首先必须得说的一点是可以开阔眼界，也就是长见识。以美国为例，在街上和你打招

呼的老头可能就是去年的菲尔兹奖获奖者；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打断老师来提出

自己心中的疑惑—而在国内这可能会被视为不够尊师重道的行为；在超市中可以查到每一

个蔬菜的产地和经销商，等等。而且，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大致相似，了解了美国的历史

和现状，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抓住机会，为我所用。

第二，出国继续深造一般会对你未来的工作发展有很大帮助。一方面，你所在的学校

有各种优质的大牛，让你有机会去充分接近心仪的导师或者了解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另

一方面，许多的科大的前辈们也在美国的许多高校里占有一席之地。同为志同道合的人，

师兄师姐们会愿意帮助自己的后辈，这会逐渐形成一种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局面，也能借

此了解到更多。

除去这两点显而易见的优点，国外生活当然也对你个人品性的帮助很大，起码，自己

生活的能力可以得到锻炼，另外，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欧美毫无疑问将在最近一段

时间内作为经济主体出现，身在他乡，学习当地的思想方法与语言文化，适应世界的节奏

等等，都将带来你的潜在竞争力的提升。

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对于很多想要换到其他专业的同学来说，申请到另一个专业的

master 甚至 PhD 学位的难度，可能要小于国内跨专业考研或者保研的难度。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出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呢，但凡是一个选择，必有其机会成本。下面我们来谈一谈你可能还不甚了解的

缺点吧。

第一，就是人生环节的缺失，在国内的 5 年和在国外的 5 年有本质的不同。新环境当
然可以帮助你很快地适应美国生活，但可能也会抹杀你作为中国人一直带有的性格标签。

你会错过许多变革，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国家，几年时光可能是翻天覆地

的，也许你错过的正是机遇。

第二，是和亲人相处时间的减少。大学期间，和父母本已聚少离多，这一去异国他乡，

又是多少时间家中老人会望着你小时候一直睡着的那个房间在叹息中收拾自己的留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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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和 TA 的离别，距离和时差往往会轻易冲淡曾经的感情。
第三，其实是大多数身在外国的人才有的体会，那就是不得已的心态转变。很多人出

国前都希望能专心学习工作做出一番事业。可事实是虽然我们离开了国内很多的复杂，出

去以后语言上的迟钝、经济上的拮据、社会地位的降低、想家都会影响心态。然后，当你

能跟普通外国人“同样”工作生活时，会有两样东西影响你的心态：一是二等公民的感觉

——就算你不把自己当外人，种族偏见和歧视也不是绝对不存在；二是空虚感，就是觉得

周围的一切似乎跟你的关系都不大。在国内的年轻人也许会觉得什么都瞧不起、都看不顺

眼、都不值得一做，而这里，假如你不是土生土长的话，你也许会觉得一切热闹都只是别

人的热闹。

我们都知道出国与否是一个选择，上面这些话阐述了我们究竟在选择什么东西。了解

了这些，希望能帮助各位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1.2.2 Master or PhD？
要拿到 PhD 学位，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一般是 4∼6 年。对于立足于科研的人，尤

其是希望在高校或者研究所任职的人来说，PhD 学位是必不可少的。现阶段，海外博士
往往更受青睐，毕竟在大多数领域，国外有国内无法提供的实验条件和大牛导师，在这样

的环境下，你会很容易的进入前沿科学的尖端领域，从而取得自己的成就。科研之路并不

容易，学术界职位有限，只有有兴趣并且坚持不懈的人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科研

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兴趣，如何判断自己对该领域有无兴趣呢？我觉得一个参考

是，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如果要做的事情能让你很兴奋的马上起床，那就是你感兴趣的

事情；如果只能让你赖在床上想着拖延，那就是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对于立足与科研的人

来说，最重要的是在 PhD 期间找到一个厉害的导师。
由于 PhD 的教育侧重于研究，不管文理工商皆如此，所以 PhD 毕业的人难以直接把

他学到的知识应用进工业界。这导致了大部分的 PhD 毕业生拿到的都是研究型职位，不
论是进学校或工业界均是如此。美国人往往认为拥有 PhD 学位的人能力较强，可以胜任
较为复杂的工作，由于这种工作职位数量较少，所以 PhD 毕业生可能不像 master 毕业
生那样好找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往往报酬较高，而且 PhD 毕业生有很多人可以找到非本
专业的职位。举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来说，经济危机前，全美 Master 学位的 EE 工程
师平均工资是 6-7 万刀/年，PhD 学位的 EE 工程师平均工资是 9-10 万刀/年。毕竟等你
做到高层了，凭什么让一个 Master 领导一群 PhD，美国人也很讲学位出身的。

Master 的优势在于时间短，回报快。Master，尤其是工科的 Master，侧重于职业训
练，因此毕业以后会比 PhD 好找工作，很多人自费去读 Master（美国人自己很多是贷款
去读的），就是押宝在后面的工作上赚回来。这也直接决定了绝大多数 Master 项目没有奖
学金。而理科的 Master 主要是作为进阶 PhD （这个又不仅仅限于本学科的 PhD）的一
个砝码。Master 项目的好坏没有统一的排名，需要申请者一个一个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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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到 专业 是 本专业？

每年申请的时候，许多基础学科方向的同学都会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本来的专

业，还是跳到计算机等热门专业？对此，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类，真心不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第二类，并不讨厌现在做的事情，但十分担心未来的出路。

先来谈谈第一类情况。这个阶段即使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至少已经知道自己不喜欢

什么。其实大多数时候，这个程度已经足够了。发现不喜欢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在上面

浪费青春呢。可能很多人会说，我都已经学了 X 年了，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亏了？我
想说的是，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过去的这些时间已经成为一种沉没成本，在我们做选

择的时候，不应该把沉没成本考虑在内，而应该考虑机会成本。如果真的觉得不喜欢现在

的方向，那么继续读下去只会成为一种痛苦的煎熬，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犹豫，趁早换到其

他方向。

现在谈谈第二类。一个物理方向的师兄这么说道：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去导师家喝酒，

其中谈到了就业前景（某理科方向），愁云惨淡。担心的理由无非是僧多粥少——现在该专

业热门，招生多，其中不乏聪明人。等我毕业的时候，跟一大堆聪明得多的人竞争是很恐

怖的，不管你是去学术界还是工业界。我导师听完笑而不语，他只作了这样一点评价：“所

谓的就业压力大，其实只是他们兴趣不够的借口。真正对这个领域充满热忱的人，从来没

有听说过找不到（学术界）工作的。机会是无法预料的，但哪个专业不是？那些抱怨的人

未必不聪明，只是机会能提供给他的和他自己期望的不符合罢了。我当年班里四五十个人

学物理，现在还在做学术的就我和另一两个同学了，其他都在华尔街或工业界。他们聪明

吗？当然聪明，凭他们的本事不可能在学术界生存不下来，无非是起点的高低罢了，但时

间一长，大家都会差不多。可是他们并不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所以选择了其他道路。

你如果是真心喜欢这个，就不要担心什么就业问题，好好学习拿到你的学位再说。船到桥

头自然直。”这段话无疑是给那些坚持走下去的人打气，但是也有些人可能选择换到热门

专业这种更加直接的道路。这种事情本来没有对错，当兴趣遭遇“钱途”，也没有所谓的

“正确”做法，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对开篇那个问题的回答，来做出自己的选择。重要

的是，选好了路，就要坚持下去，不断努力，切记犹豫不决，徘徊不前，白白浪费了时间。

上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希望大家在“how”之前，先想一想“why”。如果你经过充
分的思考，已经选好了自己的道路。那么首先恭喜你，然后建议你看一看本书后面的主体

部分，来让自己了解一下申请的具体情况。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帮手，帮助各位

同学申请到自己满意的项目。最后，祝全体 USTC flyer 申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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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记与科大 86 级校友朱松纯教授的谈话

非常有幸邀请到朱教授为我们分享科研与治学心得，并探讨科大学子如何更好地发

展1。谈话人：朱松纯（朱） 刘雅文（刘）

时 间：2015 年 5 月 9 日
地 点：加州，洛杉矶

谈话人简介：

朱松纯教授，中国科大 8611 校友，1996 年获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UCLA）统计系与计算机系教授，IEEE Fellow。从事研究的领域为计算机
视觉，统计建模与机器学习，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获得美国国家和国际计算机视觉和

模式识别领域多个奖项。教授个人主页：http://www.stat.ucla.edu/ sczhu/
刘雅文，中国科大 1011 校友，现就读于 UC Riverside。

刘：朱教授您好！非常有幸也非常感谢能与您做这次谈话。

朱：你好！海外校友都始终关注着科大的发展，我本人 N 年前也曾回科大计算机学
院做过报告，今年暑假打算访问科大。身为校友，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刘：嗯。我看到您是 8611 的校友，那个年代科大的录取分数线可是全国之冠。
朱：这是事实。就高考录取分数来说，科大当年入学分数高于清华、北大。80 年代的

科大在理工学科的方向设置方面比起国内其它院校是有较为明显优势的。我们的学科瞄准

的是科技的前沿。比如清华有很多人去学习水利工程、电焊工程、汽车工程。这些对于国

计民生很重要，但不是很前沿的科研领域。

刘：听说科大出国留学的风气也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朱：60、70 年代的文革造成了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断层，文革后，科学院担起了复兴
科技的重任，而属于科学院系统的科大在当时便获得了独有的优势。1978 年后，科大有
一批教师和学生被派往美国进修、留学、交流。我入学的 86 年，当中就有些教师已陆续
回到科大任教。比如，带我进入科研的陈国良教授就从美国普渡大学进修回到科大（二十

多年后，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回过头来看，我属于赶上好时代了。这就像发生车祸堵

了十多年的高速公路，刚刚从科学院、科大这里开了一两条道，而先从那条道上通过的我

们，前面很少看到车辆挡道，一路狂奔。

当年在全国信息不通畅的情况下，科大人取得了先机，出国留学的风气明显早于中国

其它院校，包括清华、北大。这也是为什么科大有一大批早期留学的校友。

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讲的第一点: 今天的科大人，如何去寻找科研的先机呢？用今天
流行的话来讲，如何赢在科研的起跑线上？

刘：能结合您的经历详细谈一下当年的经历么？

朱：嗯。我入学时进入的是计算机系，在 80 年代，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计算机，我也
只是听到一些传说。不少学生在一二年级便经常泡在机房，自制力不强的人就开始打游戏

了。但我对学习软件、硬件的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那些工作仅仅是一项技能，缺乏创造

性。你看，30 年后的今天，大家都把软件工程师戏称为”码工“或者“码农”了。我 30
年前就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思考的是，计算机的局限是什么，有没有极限。就如你们学物

1注：本文是访谈稿，对话后进行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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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希望了解宇宙的起源和边界。这就是所谓“人工智能”研究。但是，80 年代人工智
能这个学科，连同机器人研究，遇到极大的阻力，因为当时基于逻辑推理的一套理论框架

完全不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智能问题，比如视觉、语言。只能做一些抽象的任务，如下国

际象棋。从而陷入了长达 30 多年的低谷（所谓 AI 的冬天），现在大家用统计建模和学习
的办法才开始反弹回来。我非常欣赏物理学家追求大一统理论这种精神。我当时的梦想是

找到这样的”大一统“的理论来解决人工智能的问题。回到 2015 年，过去五年中，我作
为首席科学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主持了两千多万美元的美国国家项目，目标就是
要为智能计算机构建这样的大一统理论框架。

立志投身科研的同学，一定要敢于想大问题、前瞻的问题。只有真正的大问题才值得

你们投入一辈子去钻研。小问题还没等你进入前沿阵地，在你前面的研究人员要么解决

了，要么嚼乱了。就没有你们的机会。

在信息闭塞的 80 年代，没有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我通过自己查阅以及跟留学美国的
老师们的谈话，接触了神经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网络等方面的知识，了解了大

家思考的前沿的大问题。我参与了当时生物系（8 系）的一个认知科学实验室，从那里我
接触到了计算机视觉这个新兴的学科。这个学科在美国是 1980 年左右开始创立的。国内
外绝大多数学计算机的人根本就没听说过。我现在还清晰记得，1989 年寒假我回家之前，
生物系认知科学实验室的张达人老师（当时是讲师）借给我一本白皮书，那应该是我学术

生涯的一个起点。他说，这本书你带回去看一看吧。这本书的作者是 David Marr，他是
计算机视觉的创始人，他在英国学数学和神经科学，后来到 MIT 任教，几年后罹患白血
病，英年早逝，由他在 MIT 的学生和同事在他去世后整理，于 1982 出版的。书写得很模
糊，但是影响了一代人。以他名字命名的 Marr 奖是我们领域最高荣誉，每两年在国际计
算机视觉大会颁发。当时我根本看不懂这本书。后来，我与合作者在 1999 年和 2007 年
两次获得 Marr 奖荣誉提名，2003 年与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一起获得 Marr 奖。

回头看，当年我作为一个计算机系本科生能摸到这一领域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十分重

要。当然现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些概念很火了（可惜直到今天，科大还

没有一个计算机视觉实验室），但在那个年代，这个领域的工作还很少，是一片待开垦的

土地。这就像苹果公司的股票在 2000 年左右是没人看好的，公司摇摇欲坠，员工纷纷跳
槽。谁要在 2000 年左右大量买进苹果股票，保持到今天，那就很幸福。不过这个比喻不
是很恰当，科研不是买股票，不是靠投机就能做到的。

当你真正去做一个未开发的领域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最大的困难便是不知

如何下手，就是说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先去找一个切入的角度，要寻找这个角度便需要

足够的知识广度。这是很关键的。像我在本科期间就学习了很多数学、物理的课，感谢当

年的 5 年制，它们看似与计算机无关，但最后都在我的研究课题中用到了。这是当年科大
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刘：嗯！您说的非常对！在一个发展空间狭小的领域，即便有优秀的学术能力也很难

有所建树。可是，就刚走过本科时期的我的感觉，虽然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自己感兴趣

并且有发展空间的领域，但由于知识的有限性，确实很难对各个方向的发展有充分的认

识。就这一点应该怎么克服呢？朱：那便需要多跟学长、教授交流。多问、早问。物理是

一个已经系统发展了几百年的学科，要学习的东西当然很多。物理并不是一个沉闷的学

科，他不断与其它学科交叉衍生出很多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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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是读计算机的，本来那就应该去搞软件、硬件操作、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

等方向。我个人 80 年代就认为这些方向撑不了多久。现在计算机与其它很多学科都在交
叉发展，比如生物、神经科学、机器人自动化。甚至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与社会科学和艺

术的人合作。今年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被 UCLA 留校当社会科学系 Assistant Professor，
他的博士论文是用大数据、计算机视觉和统计方法研究美国的新闻和政治中的因果关系。

比如，候选人的外表、行为举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我还有一个博士生论文是给油画、抽

象画建立了一套数理模型来解释如何生成这些艺术效果，并解释人的感知系统如何欣赏艺

术。

在我读本科时，计算机刚进入人们的视野。计算机视觉更是闻所未闻。这就是先机。

每个学科都在不停发展、演化。我希望科大人能够有开阔的视野，去不停追寻。

刘：那您当年申请留学困难吗？

朱：我当年申请出国时，计算机系申请非常难，到毕业的时候，理科，如物理、数学、

生物可能一个班 1/3 至 1/2 都拿到美国的入学通知了，而计算机系基本上一个都没有。大
家很难过。我第一年就没有成功，本来我可以保送去科学院。但我知道，当时在中国去哪

里都没办法做我想做的课题。就接着留在科大继续学习、参加科研。第二年我申请的一般

学校大都把我拒了，而哈佛大学却录取了我。原因就是我后来的导师，他读到了我的材料，

我们两个人想做的方向恰巧一致！我的导师是数学界菲尔兹奖得主，但那时他研究兴趣已

经从之前做的数学领域转而想做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他希望为人工智能建立一套新的

理论体系。我和他 20 多年的交流合作，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已退休了，上个月还来我实
验室看最新的进展、讨论问题。

回过头来看，人的一生就基本只有一次读博士的机会，等待到合适你的机会吧。如果

别人不录取你，那或许你本来就不该去。

刘：您现在每年也在招收研究生，能给那些准备申请出国的科大学子谈谈你的感受

吗？

朱：好，这么多年来，我审阅过的学生申请材料，不说一万也有好几千份了。很遗憾，

95% 以上的学生并不是抱着对科研的兴趣申请研究生院的，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机会出国，
然后，尽快毕业去找工作。每年有大量学生选我作导师，但是，他们对我的学术思路基本

都不了解，也没有多少兴趣去了解。

这就是个矛盾：一方面学生抱怨申请名牌大学研究生院很困难，可是，从我的角度看，

我手上有大量经费，常常为缺乏合适的学生而发愁。我并不是要找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而

是要找到对我从事的方向确实有兴趣的。如果你真正对研究感兴趣，对科研方向有所思

考，而不是投机者，在内行眼里是一目了然。过去 20 年，我看到的真正对科研有追求的
申请学生，可能不超过 10 人。不论能力如何，绝大多数的学生缺乏科研的精神。缺乏科
学精神人往往经不住挫折、更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这让我沮丧！

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一进入大学，从一年级就应该开始寻找和培养自己的兴趣。

要大量阅读、思考、交流，然后摸索。这样等到 3-4 年级，要毕业了，你自然就水到渠成。
绝大多数人，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才开始准备材料，那个时候再去想方向，那你凭空怎么

写得出来？结果只能是：人云亦云，始乱终弃。

科大的定位就是培育科研人才。我希望科大人要志存高远，立志做千里马，不要只为

了眼前晃动的胡萝卜而重复转圈拉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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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对的，我们科大人要做有追求有理想的人，这才是科大精神的精髓！对于那些正

在读研的科大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朱：科大学生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这是优点。但很多时候也经常变为仅仅局限在自

己的实验室内埋头工作，而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这里就是我想说的几点建议：

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要建立领域内的人脉关系。做研究一定要时刻抬头看，多与

别人交流。这方面我的导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给我引见了许多领域及相关领域内的研究

人员，他们有着不同学科背景，跟他们的交流极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及时调整思路和方

法。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朋友圈子，我们的思路会逐步僵化。

第三点是：跟人交流要用心，要有思想上的交流。跟着导师做课题，要发自内心地喜

欢那个工作，自己想把它做好。美国这边的导师，大部分还是想认认真真培养一批好学生，

并帮助他们走上科研道路的。只有和志同道合的学生一起工作，我才感到是正常的师生关

系、有思想的交流。否则，就只是一个雇佣关系。

第四点：表达能力要锻炼。如果你去答辩、交流或者应聘，往往很难明白、掌握别人

问话的意图，你要在 30 至 45 秒内，用对方听的懂的话，讲明白你做的是什么，立论、优
点在哪里。如何才能让对方听得懂？要学会思考别人在想什么，如何能用对方听得懂的语

言，讲明白你想说的事情。这就要求知识面足够宽，对其他领域内的东西有所了解。

刘：您能讲讲您毕业找工作的一些经历吗？

朱：我三年半的时间就答辩了博士论文，然后，随我导师去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做一

年博后。就我个人的经历，97 年我开始找工作时并不顺利。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几个重要
的工作，在领域内小有名气。但求职却并不如意。主要原因就是谈不来。在与各公司研究

所的交流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公司文化是着眼于短期目标的，他们只考虑到 2-3 年，如
果在有限的短时间内不能形成产品，项目便要被裁撤。而我想要做的方向，并不符合他们

的短期目标。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追求。后来我在 Stanford 计算机系拿到一个讲师职位，
并匹配了一定数额的研究资金。他们没有给我一个正常的 tenure track，是希望我历练讲
课能力和社会经验，1-2 年后再考虑。现在回过头看，我当时在这方面的确很欠缺。不过
后来我发现 Stanford 也并不适合我，它离硅谷很近，受硅谷的公司实用主义文化影响很
重，这很不同于我在 Harvard 和 Brown 时更纯粹的学术氛围。而当时正处于互联网泡沫
时期，我感觉没法安静地做自己的工作。恰巧当时 Ohio State U 那边一直想面试我，招
我过去，我就考虑到 Ohio 去。在 97 年底，我就决定离开 Stanford 去 OSU。

对于我的这个决定，当时我的导师和一些领域里的朋友并不看好。他们说如果我去了

Ohio，可能就一辈子出不来了，尤其我的导师觉得放弃 Stanford 很可惜。但我对自己是
有信心的，我相信在那里我可以安静地把想做的工作做好，只要工作做好，其它的该来是

会来的。

1998-2001 的三年里，在 OSU 我做出了许多满意的工作，其中一些是计算机视觉领
域内奠基性的文章，这三年里我也陆续获得了几个奖项，并在 2002 年收到了 UCLA 的终
身教职。我在 OSU 招的学生也跟我一起到 UCLA。其中一个人现在 UCSD，第二个在
FSU，第三个回了北大，现在这三人都拿到终身教职。

所以，如果你真心努力去追求一件事，你会发现困难都是暂时的，而且一路上会有很

多人真心帮你。就像我受到了我的导师的多年来极大的支持，而我现在也在尽力帮助那些

有追求的学生。这是道义上的帮助。有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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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take care of science, science will take care of you ！
刘：听了您讲的这些话，真的让人感觉眼前豁然开朗！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分享这么多

心得体会！

朱：不客气。你还有什么想问的么？

刘：您讲的这些已经把我准备的问题都涵盖回答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想问

您。近几年申请出来读书的同学中间，流行着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 CS”。而据我了解，
读物理、数学、化学各个专业的同学，也都有很多人在努力往 CS、EE 这方面靠。结合这
几年湾区 CS 相关工作的火热，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朱：哦，是这样，现在真正火的，并不是单纯的 CS，而是“统计 +CS”，其实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大数据科学。人们都讲信息革命是上个世纪末发生的，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信

息革命才刚刚开始，这背后的推动力量便是以统计学为基础，以计算机程序为实现媒介的

大数据科学。

过去两千年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的。人们通过严格的逻辑

建立起了现代的科学体系。但仅靠逻辑，科学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也就是我在最开始提到

的，人工智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当时的逻辑框架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中太多问题

是不精确的，如人的物理环境、视觉感知、模式识别、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内的问题。要

分析它们，就必须建立合理的模型，而这些模型与以前，比如物理学中的精确、优美、低

维度的模型不同，都是统计的模型。（当然，那些物理模型，比如胡克定律，也是从统计

中提炼的）。要用巨大的数据来建立。我认为之后科学技术发展，将会是基于概率统计学，

以计算机为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时代。

大数据时代紧俏的人才，是拥有具体领域知识（物理、材料、金融、社会学）+ 分析
建模能力（统计学知识）+ 编程实现能力（计算机技术）三方面能力的人。现代各个学科
的界限都在不断模糊、消失。包括搞社会科学的人，必须要懂计算机和统计建模。

比如，我最近在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研究，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人类共同

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教给机器人？这就必须写成统计的模型。比如，前年我突然开始

体会到《易经》的奥妙，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参数化地涵盖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体系

的一个初级的概率和决策模型。这一点扯远了，但是，也说明了很多领域是殊途同归。

刘：原来是这样！听了您的解答真的是醍醐灌顶。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向我们分享

了这么多宝贵的心得，跟您的谈话真的是非常受启发！

朱：不客气。希望科大的学生读到能够受启发，希望科大学生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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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外交流

2.1 综述

如今，出国申请留学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元化，影响申请结果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境

外交流在申请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有些同学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少同

学都是因为申请到了好的交流项目，并且在交流期间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因而直接拿到

了自己去交流的学校的 offer。即使没有，这段科研经历和海外交流期间导师的推荐信也
会对申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境外交流还有一点极其重要的是，它为面套提供了机会。所谓面套，就是当面去和自

己喜欢的教授套磁。在申请季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通过发邮件去套磁，但是这种方式效率

并不高，因为大家都在用这种方式套磁，有的时候一位教授一天都能收到多达几十封套磁

邮件，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套磁邮件都是石沉大海。面套则要靠谱很多，如果聊得来，甚

至有机会直接拿到口头 offer。
由于多数的交流项目在科大开展时间较短，因此很多同学对这些项目并不是很了解，

而且对于申请流程以及到了国外以后的情况可能还有较多的疑问。因此在这里我们邀请了

一些交流项目的参与者，来给我们提供部分项目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对学弟

学妹们有所帮助。我们全体编委向这些文章的作者致以诚挚的感谢。本章为新增章节，现

阶段也只收录了部分项目，并不完全代表科大境外交流情况。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对本章

节的补充，欢迎各位向我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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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分交流项目介绍

科大为本科生境外交流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宝贵的交流机会

与资源（根据笔者的了解，科大为本科生创造的交流机会并不少），科大官方组织的交流

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期内的交流，这类项目一般是由 CSC 资助，去海外名校进行
整学期的交流；另一类则是暑期交流，这类项目有学校或者院系专门为我们联系的，比如

牛津大学暑期交流项目，斯坦福以及西澳的交流项目以及英才班的各种项目，学校一般会

为我们承担大部分费用；还有就是 CSC 资助的暑期交流项目，比如荷兰 Twent 大学，英
国伯明翰大学交流项目等。请大家一定要珍视学校为我们创造的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在

交流的学校好好表现，只有这样，这些项目才能长期持续下去。

援引一位师兄的原话：“对于任何专业来说，暑期交流项目都并不应该完全依赖学校

提供的选项。有意愿的学弟学妹们可以自己联系国外的教授申请实习。”这里的介绍并不

全面，仅供参考，更重要的是要有主动了解，争取交流机会的意识。

2.2.1 国 交流与 作部 教 处的项目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USTC-OXFORD 暑期交流项目开始于 2013 年，是一项高水准的校级暑期交流项目，
主要由科大 95 级校友，现任牛津大学物理系教授的陈宇林以及科大党委副书记蒋一共同
发起。为了这个项目的启动以及后期的推进，这两位校友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目前，牛津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是科大众多项目中影响力最大，受众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参

与者都从此项目中受益颇多。

该项目目前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计算机，统计等众多专业，而每

个专业的参与人数则非常有限，加之现在境外交流越来越重要，因此该项目的竞争也越来

越激烈。

该项目每年四月份左右开始报名，这里是过去两年的教务处通知

2015 年：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451
2014 年：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276
一般来说，牛津大学暑期交流项目的申请分为三个大的步骤。

在学校的通知公布后，先向自己所在院系的教学秘书提交 PS，CV，教授的推荐信，
英文成绩单以及托福成绩单；学院进行初审后，筛选出一些同学，将其资料提交到国际交

流与合作部（这一步主要看 GPA）。
国际交流与合作部组织教授对这些同学进行面试。这个面试是英文面试，先让你介绍

一下自己，然后再讲一讲自己的科研经历。综合考虑面试结果以及你的成绩，刷掉一部分

同学，将筛选出来的同学排出一个推荐次序，发送给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的导师对推荐给他的学生进行面试（一般是通过 Skype 面试），确定是要所
有推荐过来的学生，还是只要一个，还是一个都不要。（大部分导师至少会要一个人，陈

宇林老师每年会要 4 个人，中间还会带他们去意大利做实验。）每年大约最终会有 20 人
入选，大部分是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的学生。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斯坦福项目是由清华大学的校友发起的，只面向科大，清华，北大以及台大四所高校。

该项目每年大概总共有 18 个左右 project，其中会有 5-6 个 project 面向科大，该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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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极其激烈，因为给科大的 project 大部分也是面向清华，北大的。三所学校各选出 3
名学生，将其资料提交给斯坦福，斯坦福的导师再从中选择一名最优秀的学生。每年，崔

屹教授的 project 肯定是给科大的，从来没有过例外（因为崔屹教授是我们科大校友）。其
他教授那里就要大家好好争取了。除了提升自身的实力（特别是丰富的科研经历尤其重

要！），好好准备申请材料（PS 和 CV）也是至关重要的。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USTC-UWA 暑期交流项目已经有 6 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 5 名科大学生参与，发展
到如今的 15 人左右规模，是一项面向科大全校各学院各专业学生的暑期交流项目。

项目的选拔分为校内选拔和面试两个环节进行。校内选拔的截止日期一般在 3 月 15
日左右，需要准备的材料为：申请表、英语成绩单（如果有）。另外 2015 年该项目要求提
交 CV 和 PS。面试的时间 14 年为 4 月下旬，15 年为 3 月下旬，面试官为西澳大学的老
师。报名、选拔的具体情况参见教务处的通知：

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423
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279
若成功入选，会收到面试老师的邮件通知。之后要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和保险、申请

寄宿家庭，联系西澳大学指导老师等等。这个过程中如有问题可以与之前参与过该项目的

师兄师姐交流。

大学 分校暑期项目

UCLA CSST 暑期本科生研究培训项目始于 2008 年，参与者将前往 UCLA 参与为
期 10 周的暑期相关学习科研活动。CSST 暑期项目并不是专门针对科大的，主要面向全
国 985 院校，还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等。2015 年前该项目采取校内选拔的方式进行筛选，
但 2015 年不再设校内推荐环节，全程参与 UCLA 网申，由 UCLA 进行初审和面试筛选。
详情可以参考教务处主页的报名通知：

2015 年：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387
2014 年：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248
该项目在前一年的 10月份之后开放申请，每位申请者都要提交包括成绩单、PS、CV、

语言成绩在内的申请材料。语言成绩可以是大学四级或六级成绩单，但优异的托福成绩会

对申请有一定的帮助。该项目会专门邀请 UCLA 的教授于冬天来科大面试。每年科大都
会有 20 － 30 人入围面试，最终会录取 5-10 人。面试环节中教授会和申请者聊起 PS 中
提到学习和科研经历，当然英语能力特别是口语也是教授们想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每

年二月中旬 CSST 项目会公布最终录取结果。之后，CSST 会为每位录取者进行导师配
对。先由录取者提交有意向的 10 位导师名单，再由导师进行反向选择，最终每一位录取
者都会有一位 UCLA 的导师作为暑期科研的指导者。

国家留学基金 （CSC） 本科生国 交流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CSC）面向高校，选拔本科二年级（含）以上优秀学生赴国外一流
高校或机构的优势学科专业学习交流。CSC 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
学金生活费，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其它费用包括住宿费、保险、护照

及签证费用，由学生自己承担。CSC 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每一期大概有 5-6 个项目，
项目信息均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在教务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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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ach.ustc.edu.cn/page.asp?post=1047

2.2.2 的项目

物理

严济慈物理英才班每年都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其中有一部分项目也会对非严济慈物理

英才班的同学开放。由于项目众多，并且每年的项目都会有一些差别，所以，在这里我们

只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项目向大家进行介绍。近两年，顶尖名校的交流项目（比如

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耶鲁等）越来越多，这为物理学院的同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 Caltech 暑期交流项目
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官方的项目，而是由袁军华老师联系的，接收方是 Caltech 的
Prof. Bradley Filippone。该项目面向群体应该是所有严班同学，报名时间因为是个
人联系而非官方项目因而不确定，不过会和严班诸多境外交流项目一起出炉。严格

的来说这不算一个项目，而是一个科大学生以交流学生的身份参与 Prof. Filippone
的实验工作。没有什么硬性条件指标，但是会要求提交成绩单、CV、PS之类的材料，
个人觉得 PS 比较重要。实验室研究内容请见 http://www.krl.caltech.edu/research，
就之前两年的情况，都是从事与 nEDM 相关的工作。

2.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暑期交流项目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暑期项目是面向严济慈物理英才班的一个暑
期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同学不能申请。严班的申请不要英语成绩。但是可

能会要求写一份个人陈述并提交一份简历。交流名额 14 年（第一届）是 9 个（实去
8 个）。

3. Yale 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USTC-YALE 项目开始于 2013 年，由在 Yale 大学担任教职的科大校友和科大相关
领导共同发起。该项目属于严济慈英才班内部的交流活动，会有严班邮件通知。

在 Yale 的导师是 EE 系的 Hong Tang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光电方向，大家可以
google 或看 publication 了解更多情况，但对于交流生不可能做太难的课题，一般
都是 sidework。两个月的交流结束后会做一个组会报告，只是给组里的人报告比较
casual 的。(详情可参考实验室主页 http://www.eng.yale.edu/tanglab/)
一般是七月初出发，九月返回。该项目对 GPA,TOEFL 等并无硬性要求，申请人数
比较多的时候会通过面试进行选拔，所以大家可以积极报名。报名的时候，需要的

材料有 PS,CV, 推荐信 (之后的一届没有要这个东西)，英文成绩单，托福成绩单，电
子版即可。

化学

卢嘉熙化学英才班大规模的暑期交流项目开始于 2014 年。化学英才班的项目只面向
大二和大三化学英才班的同学开放，英才班会承担所有费用。2014 年去交流的学校主要
有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后来，通过化院多位教授的不懈努力，

他们又联系到了康奈尔，西北等世界顶尖名校的课题组，派遣一批优秀学生于 2015 年暑
期去这些名校交流。总体而言，通过英才班各位老师的努力，化学英才班暑期交流项目的

质和量都在逐年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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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生物

贝时璋生物科技英才班（以下简称“贝班”）交流项目开始于 2013 年，是由生院贝时
璋班的各位负责老师发起的，与在国外担任教职的科大校友合作的一项院级暑期交流项目，

面向生命科学学院及少年班学院相关专业的同学。目前有 UCSD，Harvard，UWMadison
三校的曾提供过这项进行暑期交流的机会。

1. UC San Diego 暑期交流项目
UC San Diego 暑期交流是由生命科学学院贝时璋英才班资助的美国交流项目之一。
UC San Diego 位于南加州圣地亚哥 La Jolla 地区，属于加州大学系统之一。成立较
晚（1959 年建校，比科大还要晚一年），但发展迅速，生物是其主要院系。La Jolla
地区还有 Scripps 和 Sulk 等世界著名的生物研究所以及很多生物科技公司。
该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对 GPA 和英语成绩没有硬性要求，但
最好有托福考试成绩。大三下学期初开始申请，报名时会有一份 UCSD 的导师名
单。（5-6 人，每人接收一位科大同学）需要准备 CV、PS、托福成绩单，选择导师
（稍后导师可能会有调整）。目前不需要面试，由生院和对方学校确定最后名单。

2. Harvard 暑期交流项目
该项目大三下学期三月或四月开始申请，报名时会有导师名单——主要是 Harvard
化学院的 3-4 位导师（包括庄小威）。每位导师接收一位科大学生。需要准备 CV、
PS、英语成绩单，选择导师（稍后导师可能会有调整）。目前不需要面试，由生院和
对方学校确定最后名单。有科研经历会加分。

3. UW Madison 暑期交流项目
该项目交流选拔工作主要由学院进行，综合申请表里各项资料综合评估（GPA，托
福成绩，研究经历），相对来说贝时璋班的同学们更有优势。确定了名单后不久有一

个 UW-M 的老师 Jerry Yin 来开宣讲会，并且面试入选的同学。面试的内容大致是
考察研究经历和研究兴趣，最后帮你确定具体在哪个实验室交流。当时面试的六人

中除了一人选择去 UCSD 交流，其余都去了 UW-M。

1. 麻省理工学院暑期交流项目（地空学院）
该项目起始于 2012 年。2014 年科大地空学院正式与 MIT 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系
（EAPS）签署协议，每年互派 10 名访问学生，进行为期 3-12 个月的学术交流。
项目对象：科大地空学院固体地球物理，空间物理，地球化学，大气科学与环境科

学等五个学科的大三本科生。

项目链接：

http://wcm.ustc.edu.cn/pub/ess_ustc/xwxx/xw/201403/t20140307_190732.html
对于该项目的说明：根据 2014、2015 两年的情况来看，该项目在实际执行中的细节
与协议中的规划并不完全契合。首先，由于科大的课程安排，本科生往往仅在 7、8
两个月份有时间进行境外交流，故项目的实际时长往往在 50 天左右。另外，由于
MIT 地学系的许多教授在暑假期间频繁的外出开会，并不适合指导短期访问的本科
生，因此 MIT 方面每年接纳的本科生人数不足 10 人（2014 年为 5 人，2015 年预
计仅有 2 人）。尽管如此，这一交流项目依然为地空学院的本科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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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提升科研能力的机会。

报名申请相关信息：

该项目于 2015年正式纳入地空学院国际大学生研究计划（http://ess.ustc.edu.cn/urp）。
项目通知大致在 4 月中旬，选拔过程包括学院内部面试以及境外导师审核两部分。
在学院内部面试中，申请者需要通过英文自我介绍展示自己的英文沟通能力，并需

回答学院教授对专业知识的提问以证明自己的专业基础能够胜任境外交流项目。初

审通过者需向境外导师提供 CV，PS 等材料，再由境外导师挑选出合适人选。
注：事实上上述过程适用于地空学院的全部国际大学生研究计划项目。个别学校或

导师可能会对申请者有额外的要求，请参考地空学院主页上的各项目详细信息。

2. 密歇根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密歇根大学暑期交流项目，即 UM-USTC-REU (Research Experience for Undergrad-
uates) 项目，是由科大近代物理系赵政国院士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周冰教授发
起的校际暑期交流活动。REU 项目原本是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 发起的为
美国国内本科生提供暑期研究机会的项目，而科大的交流项目虽非 NSF 资助，但是
也可以同美国本土交流学生共享项目计划。

该项目已经成功实施多年，随后是否会继续请关注教务处和物理学院的通知。下面

是最近几年的报名通知：

2014: http://physics.ustc.edu.cn/bencandy.php?fid=4&aid=1847
2013: http://physics.ustc.edu.cn/bencandy.php?fid=4&id=1344
2012: http://physics.ustc.edu.cn/bencandy.php?fid=4&id=1013
往年项目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项目主页 http://reu.physics.lsa.umich.edu
该项目对 GPA，TOEFL 等没有硬性要求，英语不好的同学不用担心。报名的时候，
需要的材料：CV，英文推荐信，英文成绩单，以及英语成绩证明（有一个就行，没
有规定 TOEFL，GRE 什么的，甚至四六级成绩也行）。
报名之后学校会根据提交材料的综合情况推荐 8 人左右给 Umich 的物理学院，然
后由对方最终决定 4 个参与的同学（感觉对方选择的时候主要就是分不同专业看
GPA）。通常都是是不同专业的，感觉高能和理论的同学最适合（特别是理论高能，
Umich 负责选拔的教授是做理论高能的），这几年凝聚态，光学等专业也有人去。比
较经常指导科大学生的有做理论的 Prof. James Liu，做高能的周冰校友，做凝聚态
的李璐校友，做原子分子的 Prof. Hui Deng 等。这些老师都是在相关领域非常活跃
的老师，在他们指导下工作会有很大收获。

2.3 交流心得体会

2.3.1 大学

我自己很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 2014 年 USTC-Oxford 暑期交流项目。现在看来，这
段交流经历对我而言真的太重要了，它对我的影响绝对不仅仅局限于申请，这段经历甚至

影响了我今后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三观。

先说说牛津的交流经历对我申请的影响吧。

1、推荐信因为一直忙于学生会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准备托福 GRE，在科大的实验室里
很水，就是给师兄师姐打下手，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经历。在牛津，我的导师 Mark 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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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自主的机会去做课题。尽管自己对于生物物理领域之前没有任何基础知识，但是在

开始的时候组里的师姐 Eve 和 Mark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所以还不至于特别地痛苦。虽然
没有把这个课题做完，但是 Mark 对于我最终的结果还是很满意的。在申请的时候，我跟
Mark 要了 11 封推荐信（提醒一下师弟师妹们，千万不要和国外导师要太多推荐信，他
们都是亲自帮你写，而且他们非常繁忙，建议最多要 10 封左右），我拿到 offer 的三所学
校，都用了 Mark 给我写的推荐信。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写得怎么样，但是对我的申请帮助
真的很大。

2、牛津毕竟是世界最顶尖的名校，把这段经历写到你的 CV 和 PS 里，肯定都是很
大的亮点。即使你所做的东西和方向与你申请的方向完全无关，教授肯定还是会对这段经

历给予格外关注的。我所有的面试，面试我的教授都问了我在牛津的这段经历。

3、面套的机会。我拿到牛津的 offer，申请的并不是我当时在牛津的导师，而是材料
系的一位教授。当时看牛津材料系的主页，正在 highlight Prof. Bhaskaran 的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Nature》上，于是，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这位大牛发了一封邮件。没想
到他竟然给我回复了！！！而且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和他面谈一下，并且还和我要了

我的 CV。当时那个开心啊，立马给他回复了邮件。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突然不理
我了，连发了两封邮件都没回复我，直到第三封邮件才回复了我。（教授一般都是非常非

常繁忙的，一定要耐心；而且，通过这个，教授也可能在看你对他们组到底是不是真的感

兴趣）邮件里他说了个时间，让我到时候去材料系找他。我准时去了材料楼，他亲自下楼

来接我，非常热情。和他聊了好一会，然后他还带我去他们实验室看了看，还给组里的

PhD 介绍我。最后他还说非常欢迎我去他们组读 PhD。当时很高兴，觉得很有戏。回国
之后联系他，他一般也都很快就给我回复了。1 月 21 号拿到了 offer，很开心。

再说说牛津的经历对我其它方面的影响。

1、很庆幸，自己第一次走出国门，就能去牛津这所世界顶尖名校。在那里，我体会到
了他们的高效。玩的时候要多 happy 有多 happy，但是工作的时候绝对是全神贯注，一
丝不苟。因此，他们能够在取得不错成果的条件下依旧过得很快乐。在牛津的三个月，尽

管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敢和其它组的人有太多交流，但是和组里的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

系，和他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临走时，Jason 送我一本他自己专门为我制作的纪念册，
当时真的感动 cry。

2、在牛津的三个月，尽管平时很累，每天都做实验到很晚，但是周末的时候经常和
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因此总体还是非常开心的。Oxford 有着九百多年的历史，岁月沉
淀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美。Oxford 的很多建筑，不仅有着世界顶尖名校的学术风格，更包
含着历史的美感。在牛津，我们利用周末玩了整整两天，真的很赞。丘吉尔庄园距离牛津

很近，我们一行 10 人一起骑自行车过去；剑桥同样很赞，剑河上的 punting 很爽，我还
当了一回船夫，哈哈；伦敦的各个景点也是超级赞，我去过两次，有次在大英博物馆待了

一整天；9 月的时候，我还和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们一起去了英国最南部南安普顿的海滩。

3、我们级一共有 20人去了牛津交流，大家都住在 Jesus College，Herbert Close Site。
有空的时候，大家一起做饭，出去郊游，相聚甚欢。7 月昼长的时候，我还和黄高经常打
球，真的很快乐。我们一行人大多数都成了好朋友，这也是我在牛津之行很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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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大学

西澳大学交流项目主要的内容为进入实验室工作，教授会安排适合暑期两个月的时间

进行的科研项目，日常的实验室工作中会与指导老师频繁交流，实验室中其他学长学姐也

会热心帮忙。只要在这两个月里付出足够的努力（其实同学们不需要每个周末都出去玩的

……），通常都能取得很好的科研成果。在项目后期，学生会在实验室组会上展示自己的成

果，这是锻炼用英语做学术演讲能力的好机会。每年也都有一些学生可以将自己的科研结

果整理成文章发表。

UWA 在项目中间会安排一些讲座，比如学术写作的讲座会介绍写论文，写 PS,CV 的
方法；再比如学术演讲的讲座会介绍如何做 PPT，如何选择演讲内容和一些公开演讲的
技巧。这些讲座极大的提高了同学们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在项目结束前，UWA
会组织一个 thesis 演讲比赛，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给不同专业的人（不同于在实验室的
presentation）。这也是非常宝贵的锻炼自己英语口语和演讲能力的机会。

西澳大学会在周末安排一些活动，比如游览 wildlife park, chocolate factory 等等，内
容十分丰富。住宿在 homestay, 也就是住在当地人家里，早饭和晚饭也在 homestay，平
时去学校一般通过乘坐公交车。午饭可以在学校的餐厅或附近的餐馆解决。

澳大利亚景色优美，空气清新，蓝天，碧海，沙滩，美不胜收。

UWA 的校园旁边就是一条河，可以像当地人那样去河边跑步，还有可能遇到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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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学校的钟楼上照的景色。

这个交流对同学们的英语也有很大帮助。白天，同学们需要用英语和教授交流科研

进展，和师兄师姐聊天，回到家后，因为住在 homestay，也需要用英语进行沟通。通常
homestay 人都很好，如果同学们和 homestay 搞好关系，说不定还可以麻烦他们帮你练习
托福口语。UWA 十分欢迎科大的同学毕业后去继续去深造。申请 UWA 一般需要先与对
方的教授进行联系。

PS 申请北美 PhD 时，面试官会非常重视海外科研经历，哪怕申请方向和这段科研关
系不大。所以建议大家积极参与这种 research program，并且努力取得好成果。

2.3.3 大学

(1)

在这里，我简要说一说在确认入选之后要做的前期准备以及一些自己的心得。在收到

密歇根大学寄来的 DS-2019 表。然后就是办理护照，准备签证材料，订机票，办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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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期间大家可以多沟通，有什么问题一起讨论或者向科大的老师咨询。签证的话在北

京，上海等地均可。

我们当时是从上海直飞底特律的，到了那里有密歇根的老师开车来接回安娜堡。安娜

堡是个依靠学校建起来的小镇，空气和环境都很好，很安全。我们的住宿是密歇根事先帮

我们定好的，住在安娜堡的中心，University Tower，那是安娜堡为数不多的高楼，几乎
可以俯瞰整个 downtown （就是好贵）。从 UTower 走到实验室大概只要五分钟，很方便。
我们早晚饭基本都是自己在公寓里做的，中饭有时候在食堂吃，有时候也会出去吃。安娜

堡虽然小，但是因为很多留学生，基本各个国家的餐厅都有，还是很不错的。

到了之后要尽快和导师取得联系，然后就会给分派工作。不同组的工作不尽相同，有

跟着师兄师姐做实验的，也有写程序做计算，进行理论分析的，这方面我想哪里的实验室

都差不多。通常都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周末可以出去走走，比如我们会去附近的大超市买

一周的食材。

因为我们是加入到密歇根大学本身的一个 REU项目中去的，所以活动比较多。（REU
项目是给美国国籍的学生申请的暑期校际交流项目）。比如，我们每周三和周五的中午都

会有 seminar，包括免费的午餐和物理学不同领域的讲座，如果英文水平高的话，那些讲
座还是相当有趣的。REU 进行一个月左右还会组织去芝加哥旅游以及去参观费米实验室。
在旅游和 seminar 的过程中可以认识很多美国同学。当时项目结束后我们还去纽约旅行了
一趟，就联系了一个在密歇根认识的美国同学带着玩。

这个交流对以后申请的帮助到底有多大我也不好说，但是至少我知道的其他暑期去密

歇根大学交流的同学最后都拿到了密歇根大学的 offer。还有就是一封美国导师的推荐信
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2)

密歇根大学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市 (Ann Arbor)，距离州内最大城市底特律只有不到
一小时车程，距离底特律机场 (DTW) 更是只有半小时车程。虽说底特律由于经济原因已
经日趋衰败，而且众所周知治安情况也很差，但是各位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机场距离市中心

还是非常远的。而 Ann Arbor 更是美国宜居程度名列前茅的城市，所以安全问题还是比
较令人满意的。

住宿的地方是由学校预订好的 University Towers 公寓，虽然名字这么叫但是并不是
学校的房产。这栋房子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距离学校非常、非常的近，步行到物理学院所

在的 West Hall 和 Randall Lab 连五分钟都不需要。当然缺点也有，房间陈设比较老旧，
而且房租较贵，因此在去之前要准备好充足的现金用来支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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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星号标出的就是居住的公寓和物理学院的位置，中间小路交叉纵横的就是

Central Campus 的主体 Diag）

生活方面，由于住的地方距离 Downtown 非常近，所以附近餐馆数量也很多，各国风
情都有，基本不用担心吃不习惯。如果有兴趣自己做饭的话，可以周末乘坐全部对学生免

费校车或者公交去大型超市 Kroger 或 Meijer (读作 My-yer) 去买菜，超市附近一般还有
中国商店，厨具调料等基本都能满足。Ann Arbor 城市虽然小，但是暑期的活动还是很丰
富的，比如餐馆打折周，艺术品集市，独立日游行等。经常和同一项目的美国同学一起交

流也是近距离了解美国文化和练习口语的难得良机。

在安顿下来之后，尽快和导师取得联系，然后就可以在导师以及组内的研究生、博后

的帮助下，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每周会有两次午餐报告会，由物理系的老师介绍他们的

研究课题。一般来说在美国学生的项目结束前会有一个全体 REU 学生的报告会，这也是
一个锻炼学术 presentation 能力的好机会。在组里的工作一般来说强度不会太大，只要认
真工作，都会有较大的收获。如果需要老师帮忙写推荐信，可以在走之前和老师商量。另

外，在报告会之前会有一次学校组织的去芝加哥和费米国家实验室的旅行活动，学校会安

排吃住交通，是很难得的一次体验。

这个项目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科研经历，而且由于是和美国本国项目共享计划，

能够让我们对美国的科研学习和生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不管是想出国深造，还

是希望保研国内，抑或是还拿不定主意的同学，这个项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国外情况

的机会。最后还是强调一点，在国外，一定要主意自身言行，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不给接

收方学校添麻烦，更不要给母校抹黑。

2.3.4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暑期项目是面向严济慈物理科技班的一个暑

期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同学不能申请。

对于任何专业来说，暑期交流项目都并不应该完全依赖学校提供的选项。有意愿的学

弟学妹们可以自己联系国外的教授申请实习。而且大部分学弟学妹都会考虑在大三暑假参

加实习，联系国外教授也可以适应一下申请季的套磁。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简单的一

封邮件向对方表明兴趣和来意即可。一旦第一步迈出去了，后面很多事情就顺水推舟了。

所以，请务必不要吝惜自己一两天的时间，大三下学期抽空查阅一下国外大学教授的研究

方向，并及时给感兴趣的大牛们发一封邮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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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为物理方向且希望申请 CMU 暑期的同学提供一些信息，希望有用:
申请、选择和建议

CMU 的物理系规模不大。资源分配大约为生物物理占 1/3，天文占 1/3，剩下部分
（凝聚态，理论等）共占其余 1/3。整个物理系中，理论和计算的组占大多数，实验只占很
小一块。尤其是结合 CMU 的 CS 全美排名第一的背景，CMU 的物理系在计算领域可以
说是独当一面。因此希望将来在计算方向发展的同学，CMU 是个很靠谱的选择。CMU
的物理系对科大也非常友好。往年 offer 数量也都很可观。此外结合大四去向情况也汇报
一下数据，14 年去 CMU 的 8 人中，保研的有 3 人，Gap 第二年再申请的有 1 人，申请
CMU PhD 的 4 人中，GPA>3.8 的 3 人拿到了 CMU 的 Offer。

申请到之后怎么办

1、钱
一张 VISA 银行卡。请到工行柜台咨询相关业务流程。注意美元账户是要自己充钱

的。网上买汇时间是美国时间的白天，算上时差后买汇会很麻烦，一般要晚上买。在国外

用卡记得要开相关业务（请仔细咨询工行工作人员）。此外在美帝刷信用卡通常是不需要

输入密码的。现金. 在中国银行可以换到 100 刀的大钞，但是美帝人民基本不会用这么大
的票子。带着可以备用，但不用多带。400 800 刀备用即可。此外，在美帝，出于安全考
虑，大额现金不要随身携带。随身带 40 刀以下的现金即可。

2、签证和机票
签证申请类型为 J1 访问学者签证。等 CMU 提供 DS-2019 表格后，登录美国领事馆

主页查询相关 J1 签证办理流程。机票建议在国内正规的网站上订票，一定要注意出具行
程单方便学校财务报销。机票行程单、登机牌、支付证明要保留好。3、住宿

CMU 校方会提供 37 刀/天，首次注册费 50 刀的校内住宿，条件还可以，位置到学
校也很近（过个马路就到了）。但是不是土豪就还是自己找便宜的住宿吧。

自己找房子可以登录匹兹堡大学或者 CMU 的 CSSA 查找 sublease 信息。此外有个
QQ 群“CMU 租房大分队 227266436”。但是请注意谨防诈骗：如果要看房、交定金之类
的，最好联系 CMU 那边的师兄。我和另一位同学，两人在校外租了一个学 CS 的师兄家
的小客厅，650 刀两人一起住了 40 天。相比校内实在是便宜多了，但是条件就呵呵呵了。

4、吃东西
早餐。校内有一家 Entropy 小商店可以买到很多吃的，水果面包牛奶零食之类的。

Entropy 在的楼里也有午餐卖，6.5 刀的印度菜、墨西哥卷等。此外在物理系楼走过一个
空中走廊，有个地方也卖吃的。

正餐。每顿饭大约花费 6 8 刀。也可以考虑自己做饭，但是我没做过，因为太耗时间
了。附近有几家凑合的中餐馆，如 Oriental Express 和 Little Asian （请店主速来商洽广
告费事宜）。如果想吃西餐就更多了。但是麦当劳肯德基就不用考虑了，不一样的贵，不

一样的难吃。

在美帝吃东西外带不需要给小费，而店内吃大部分是要付小费的（15% 20%）。
5、交通
学校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学校学生坐公交是免费的，但是交流学生的 ID 卡好像不行。

如果不出去玩基本用不上交通。CMU 有学校的 Bus 和 Escort。Bus 有固定路线和时间
（校内网站上能查到）。Escort 是小车，夜里和司机说一下去哪里（几公里以内，不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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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司机会把你载去，和出租车一样。当然这些都是免费的哦

学校北边有到匹兹堡机场的巴士。注意运营时间表。可以在 Google Maps 上查询所
有需要的交通信息。

此外，整个匹兹堡基本找不到出租车。需要出租车的话要提前预定。当然价格也是呵

呵呵呵的高。

6、安全
CMU 在的匹兹堡市还是个很安详和平的小地方。Downtown 晚上会乱一些，但是

CMU 在的位置还是很安全的。
但是再安全也不要半夜一个人走在路上。

7、手机
国内打给运营商要求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即可。可能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余额，合肥移

动是 500 元。拨打国内手机号码前输入 +86，座机号去掉区号的第一个 0 再加上 +86，如
0551-63601234 改成 +86-551-63601234。

祝诸位交流顺利

2.3.5 Yale 大学
确认入选之后或是提交申请之后，请先办理护照，这是之后所有申请签证相关文件的

前提。在向对方校秘提交完相关资料后，会收到 Yale 大学发来的邀请信和 ds2019 表格
（注意要核对姓名拼写性别还有生日是否正确）。然后就是准备签证材料，订机票，办理签

证等等。期间大家可以多沟通，有什么问题一起讨论或者向科大的老师咨询。签证的话在

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均可，最好可以大家一起去办，可以互相帮助。在美国期间，切记遵守

相关法律和规定，注意安全，遇到意外及时和学校老师联系。还有，签证办理越早越好，

确保万一被 check 至少能在七月底拿到签证。
还有要尽快订房子，交流生短租学校不提供住宿，可以 Google off-campus 的住宿或

和去年暑期交流的师兄师姐联系寻求帮助 (一般的房东是不愿意短租的)。住宿地点大家自
由选择，推荐住离实验室比较近的地方，实验室地址是 10 Hillhouse Ave. Downtown 不安
全，推荐住在东北方向。具体细节可以问上一届暑期交流的师兄师姐。

我当时是自己从上海飞到纽约然后坐 shuttle 去 New Haven。因为签证被 check 很久
所以我们三个人是分开一个一个去的（之后一届的五位同学是一起从北京飞到纽约的，是

房东接到 New Haven 的）。建议大家尽量集体行动。Shuttle 可以提前在网上订（推荐 go
airport shuttle），在网上填好接人时间，机场，terminal 还有目的地的地址就可以了，加
小费大概快九十刀。不在网上订的话可以去机场的 grand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desk
让工作人员帮你订，注意说明要 door to door service ，这样可以直接在家门口下车。纽
约机场离 Yale 较远且经常堵车所以除了租房的房东外一般不会有师兄师姐去接机，请大
家提前做好从机场赶到 Yale 的相关准备工作。

吃饭是外出吃还是自己做饭这个大家看心情。New Haven 中餐馆离实验室近的有三
四家，还有不少 pizza 店以及其他风味的饭店，总体来说吃饭是很方便的。Yale 的校车服
务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住的稍远的话可以坐校车去实验室。

到了之后要尽快和导师取得联系。不同人的工作不尽相同，有跟着师兄师姐做实验

的，也有写程序做计算，进行理论分析的。一般双休日休息，周一到周五工作，不同人喜

欢的工作时间也不尽相同，早一些的大概九点就回来了，偶尔做实验做到比较晚的话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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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十点左右。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还可以抽个晚上一起吃完饭聊天，生活

还是比较惬意的。晚上不是很安全，请不要独自外出闲逛。太晚要回家的话可以叫校车送。

如果需要交流的老板写推荐信，可以在临走之前商量好，包括数量多少等。也可以回

来后邮件联系也是一样的。

2.3.6 UC San Diego
UC San Diego 暑期交流是由生命科学学院贝时璋英才班资助的美国交流项目之一。

师弟师妹们在拿到这个交流机会后，首先请做好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六点：

1. 办理护照；
2. 与对方小秘联系，会有几份表格需要填写，最后拿到 DS-2019；
3. 申请 J1 签证（BBS 上有签证申请详细攻略）；
4. 联系导师，确定研究课题，看 paper，可能需要写一个简单的 research proposal；
5. 找房，http://www.ucsdcssa.org/housing/index.php?/market/create#rd

UCSD-CSSA 的短租平台上有很多暑期出租的卧室或客厅，租金在 400-1000 刀每月
不等，可以用微信或邮件与房东联系。因为没车，最好选择离公交或校车站比较近

的房子（学生卡乘坐经过 UCSD 校园的公交车都是免费的，否则一般是 2.5 刀/次）。
如果找不到房，可以联系科大在 UCSD 的师兄师姐帮忙。

6. 购买机票（注意保留登机牌，回国后到财务室报销），一般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到洛
杉矶或旧金山转机。

抵达学校后，请大家提前一天联系实验室师兄师姐，请他们接机。第二天到学校见导师和

小秘，办理相关手续。

最后，再介绍一下 UCSD 生活学习：
1. 学院每月资助 1500 刀，基本不需要自己出钱。赴美前记得到银行兑换 800-1000 刀，
用于支付房租，其它都可以刷卡（visa 信用卡）。

2. 实验室一般周一至周五工作，周末休息。圣地亚哥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治安也很好，
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和同学出去看看海滩、中途岛航母博物馆、Sea World…

3. 工作时间一定要好好利用，完成实验，多和实验室老板、师兄师姐交流。认真考虑毕
业以后的去向问题，这样的生活和科研环境是否适合自己等等，毕竟出国一次可能

比自己在网上看一些经验贴感受更深。一般回国后就需要立即决定出国还是保研了。

4. 确定要申请出国的同学，能拿到国外老板的推荐信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最好在临
走前和老板商量好。

2.3.7 Harvard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在 Harvard 生活学习：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而且作为一个海洋城市，这里的天气十分凉爽，即使在夏天，

阳光比较强烈，早晚还是十分舒适的。我和同个项目的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找的住所，每天

自己做饭带饭。

Harvard 的导师通常会分配一位实验室师兄师姐带着我们做课题。工作时间比较自
由，工作日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周末如果没有实验安排不用到实验室。因此工作时要

抓紧时间做工作，多读文献；而周末的时候，则可以出去感受一下自由风光，风土人情。

开组会的时候可以积极地参与讨论，平时也可以和组里的 PhD，postdoc 们多多交流。每
周化学院会有一次全院的聚会，是一个和其他实验室的人聊天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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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难得的“历史名城”，波士顿的城区还是值得去转一下的。从 Park Street 开
始的波士顿著名的 Freedom Trail。从第一批来美洲大陆的“五月花”移民，到独立战争
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还有来自克星顿的枪声，故事很多。

2.3.8 UW Madison
在这里，分别从前期准备以及在 UW-M 的生活学习两方面来介绍一下
一、前期准备：确定了名单和对应实验室之后，就要准备办签证的各种材料，包括自

己在网上填写的 DS160，美国那边发来的 I-20，财产资助证明（学院提供），在读证明等
等。期间大家应该多多沟通，相互帮助。之后面签的过程不复杂，准备好回答常问的几个

问题就行。搞定了面签就可以买机票，最好能在网上找下 sub-let 的房子，因为大学宿舍
条件有限且收费贵。去美国前尽量多联系那边的老板，结合自身情况商量暑期研究内容。

麦迪逊没有国际航线，我们五人从上海飞芝加哥，再飞到麦迪逊。接机和一开始带我

们熟悉校园的都是当时面试我们的老师 Jerry Yin，他是这次交流的发起人，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学校靠近麦迪逊市中心，出行方便，需要驾车出行的话可以求

助认识的有车的中国师兄师姐。

二、UW-M 生活学习：工作日的白天大家基本在各自的实验室工作，一般是与研究
生合作一个课题，能力强的同学可以跟老板要求单独做一个课题。白天的工作时间的表现

是老板在推荐信评价你的基础。尽量做到多读文献多参与组会多提问题，多做实验做好实

验，多与实验室的成员沟通，这样老板才会在推荐信里给你的 motivation，experiment，
personality 好评。同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听力口语阅读能力大大提高，对托福刷分和写 PS
都是有帮助的。对于想申请 UW-M 的同学，可以积极去找感兴趣的老板，约个时间当面
谈，并且了解一下每个研究生项目的优劣，每年的录取情况。很遗憾我们五人没有一个被

录取，希望下面几届的同学们能有好成绩！

麦迪逊夏天非常凉爽，九月份才离开的同学们记得带上秋裤。

2.3.9 Caltech
Caltech位于 Los Angeles附近，一般是飞到洛杉矶机场，离 Caltech所在的 Pasadena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由于这个项目并不是官方组织的，所以绝大多数事情需要自己完

成，当然包括了从洛杉矶机场到 Caltech 这个过程。关于住房，Pasadena 房租较贵，单
人大概要 900 刀一个月，双人大概 700 刀每人每月，要找到离学校步行距离的房子也并
不十分容易。如果你提前无法在校外找到房子，可以联系实验室小秘让她帮你联系学校住

房，我当时住的是学校本科生的公寓，960 刀一个月，就是一个独立小房间，公共厕所和
公共单人浴室。

在 Caltech 生活总体来说还算方便，学校有食堂，不过难吃又很贵。学校往外走大概
半个 mile 有一条主街，各种餐厅和商店都有，街上有一个叫 Panda Express 的中国快餐
馆，7.3 刀可以饱餐一顿。还有 Ross，专卖打折货，主要是打折服装，还有几个超市，卖的
东西都挺便宜的。在 Pasadena 旁 10 个 miles 左右有一个 China Town，有中国超市和很
多中国餐厅，包括火锅还有各地特色菜，而且可以全程中文（有时候普通话没粤语好用）。

对于这个项目，我的建议是，如果以后准备从事高能实验，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有价值

的，毕竟是对口方向，而且 Prof. Fillipone 人非常 nice，很好相处，而且乐意提供推荐信，
去那儿的同学要多和 Prof. Fillipone 交流讨论自己工作的进展和问题，让他更多地了解你
从而使推荐信更加有内容。



26 Chapter 2. 境外交流

2.3.10 理工学

(1)

下面，我从前期准备，科研，推荐信，套磁四个方面来说一下自己的心得。首先，在申

请者确认被 MIT 暑期交流项目接受后，会收到 MIT 的扫描版 Invitation Letter。通过上
面的 MIT ID，即可在 MIT 系统中登入并申请用于办理 J1 签证的 DS2019 表格。DS2019
表格的申请过程对于没有类似经历的同学来说可能略显繁琐，但事实上只要按照 checklist
一步一步完成即可。在提交申请后的 30 天左右会收到联邦快递邮寄的 DS2019 表格。具
体 J1 签证的申请经验请参考 BBS 上相关信息，一般来说只要认真准备，地球科学专业的
学生在申请签证时相对不容易被 check。由于美国的交流项目基本不提供住宿，请注意自
行预定住宿，可以查阅租房网站上的相关信息，也可以联系 MIT 的学长学姐们帮忙看房。
Harvard，MIT 附近的住房价格较高且比较抢手，请务必尽早开始找房。我们在 2014 年
7 月初于上海乘飞机抵达 Cambridge。下飞机后可免费搭乘 Silver line 巴士转乘 Red line
地铁线。由于 MIT 位于 Red line 上的 Kendall Station 站，也建议大家尽量在 Red line
沿线租房子。Boston 地区的地铁线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无需担心交通的问题。关于生活
上的诸多细节，篇幅原因不能详述，建议大家多向当地华人留学生请教。

然后，科研方面，地空学院的物理和化学方向从事的工作类型相差较大。地球化学/环
境科学方向的学生主要是在实验室由组里的博后指导做实验。而地物方向的工作则以编程

为主。建议有意参加此项目的学生在出国前做好相关准备，在境外交流期间则要积极主动

地与导师学长学姐沟通，并尽量多地投入时间到科研中去，争取取得一定的成果。

关于推荐信，我们这一届的几位教授都愿意为我们提供推荐信，但由于教授们大多工

作繁忙，请注意提前协商好推荐信的数目，个人建议 6-8 封是比较合适的，尽量不要超过
10 封。最后，关于套磁我想再跟师弟师妹们强调一下：去境外交流的一大好处就是为志
在出国的同学提供了很好的面套教授的机会。个人感觉，当面和感兴趣的教授聊一聊，绝

对比申请季发一封一二百字的套磁邮件管用的多。我在 MIT 的导师得知我有意申请 MIT
的 PhD 项目后，就强烈建议我和系里的各位教授都聊一聊。事实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不要仅仅把套磁对象局限在本校。例如在 MIT 所在的 Cambridge
位于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分布着非常多的优秀学府。利用周末时间乘火车去邻近一些学校

拜访自己感兴趣的导师，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请大家切记面套前一定要对教

授的研究方向做充分调研，不然万一给教授留下不好的印象，就得不偿失了。

(2)

2014 年的暑假，我有幸被选中参加科大地空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签署的暑期交
流项目，赴美交流近两个月的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顶级学府协助美国导师进

行地球科学研究工作。

一．科研

这次来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有幸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高级研

究员 Michael Fehler 博士的研究项目，负责分析冰岛地区的地震波散射特性。
作为刚刚结束大三学习生活的我，其实在暑假之前从未真正地从事科研工作，对于本

专业在科研中经常用到的 SAC、SHELL 语言一无所知。而地震波散射这样一个我在国内
的课堂上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概念，更是让我在初至美国后一片茫然。我曾一度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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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缺乏基础的自己会掌控不了这样一个课题，浪费掉这样一次宝贵的境外交流机会。

（MIT 校园一角）

然而，美国导师的和蔼与耐心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在得知我们缺乏 SAC 语言基础
后，他亲自用电脑示范了我们可能需要用到的各类基本操作。要知道，对于这样一个日程

表排得很满的大牛教授，许多博士生想要见一面都想需要提前几天预约，而他竟愿意”浪

费”许多时间在我们两个本科生身上，我们倍感荣幸与感动。之后我们又与导师进行过许

多次交流，对于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困难甚至所犯错误，他都一一耐心为我们解释

分析，帮助我们对所做课题的理解不断加深。

除了导师之外，麻省理工地空学院的几位中国博士和博士后师兄师姐也经常帮助我们

解决许多程序设计上的小问题，让我意识到国外的求学生活其实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地那么

孤单，在麻省理工这样的高等学府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互助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许多困难。

当然，研究项目的进展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为了迅速填补基础知识的空白，

我基本上维持着每天早九点到晚九点十二小时的工作状态。恶补英文文献和调试程序是我

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尽管看似枯燥，但当你全身心投入其中时，也能觉得乐趣无穷。每

天晚上背着书包从实验室出来，走在麻省理工宁静的校园里，我便觉得生活是十分充实的。

最终我的工作在暑期结束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导师也允许我将数据带回国内，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处理工作。

二．生活

远在异国他乡，生活远没有在科大校园里那么简单，到处都充满着我们不熟悉的事

物。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也是对于我们这些交流生的一个不小的挑战。

初到美国，最纠结的事情是不敢去吃饭。快餐店里的售货员的口音五花八门，语速飞

快，我们只能靠手势去猜测语义。更要命的是我们完全不清楚店里的各种食物的英文表

达，只能用手指指来指去，在一群美国本土人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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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的常规午餐）

住的问题同样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由于美国大学的宿舍十分有限，类似于我们的

交流生是无法分配到学校宿舍的，历经许多坎坷，我们才在距离麻省理工三站地铁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公寓。由于房子难找，一行的五个同学只能蜗居在这个两小室的屋子里面，生

活略显拥挤。不过四周的邻居倒是都很有素质，第一次见我们便热情地打招呼。平时快递

员喜欢把快递放在一楼大门口，不过完全不必担心贵重的快递会被别人拿走，这可能就是

所谓的“路不拾遗”吧。

从刚来时对美国生活的不适应到临别时的恋恋不舍，我们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去

适应。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适应能力有多强，而是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对于

外来的人和事都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

（离别前的科大学生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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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在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暑期交流后，我们满载着收获回到了科大，继续进行大四的学

习生活。回想起来，这两个月是辛苦、充实而又充满收获的。这次美国之行，，坚定了我

毕业后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心。十分感谢科大能够为我们提供如此宝贵的交流经历，也

希望我们这群来自科大的交换生都能给美国的导师留下好的印象，希望我们的努力工作能

够提升科大在国外名校中的影响力。

2.3.11 UCLA CSST
2014 年 7 月 6 日－ 9 月 14 日，我和其他三位科大同学一起赴美国参加了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举办的为期 10 周的 CSST 暑期交流学习项目。
暑期项目包括在指定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科研，UCLA 著名教授的讲座以及丰富的课

余活动。每位同学会在 peer seminar 上进行两次发言，分别是第二周阐述自己的 research
plan 以及在第九周做自己的科研总结。Peer seminar 按专业分类，大致有数学，计算机，
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几大类。每次 seminar 都会由 UCLA 的教授主持，并会对学
生提出问题。最终 CSST 项目会评选出 12 位科研成果非常优秀的学生，并在其中随机抽
出 6 位在 final conference 上做报告。10 周的科研经历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
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语言的有利环境，更能锻炼学生的自立能力。此外，我们还能参加

6 场 UCLA 重量级的教授十分精彩的专业报告，并获得 UCLA 的 12 个学分以及学校出
具的正式成绩单。由于 UCLA 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良好声誉，其成绩单被美国和国外其
他知名高校所认可，可以为大家今后的申请加分。

除了充实的科研生活，大家还会参加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例如，我们和复旦、上

交、同济的学生一起利用早餐时间进行了节目表演。此外，CSST 项目组织大家一起前往
著名的 Santa Monica 海滩为所有七、八月份生日的同学庆祝生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Go hiking，这次爬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考验了大家的体力与意志，是
CSST 项目多年来惯有的保留节目。

CSST 项目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参与高水平科研工作的机会，也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美国
大学生活，结识优秀朋友的机会。我在这次交流中获益匪浅，不仅获得了导师的申请推荐，

也为我今后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做了一定的准备，希望有能力有条件的科大师弟师妹可以积

极申请。

2.3.12 1

我是在大二下（2013 年春季学期）到台湾大学交流的，从一开始的纠结犹豫要不要
去，到一无所知孤身来到台湾，再到渐渐适应并喜欢上台湾生活，最后既急切又不舍地回

大陆，一切都历历在目。这段经历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宝贵旅程。

去台湾交流的申请比暑期出国交流要简单得多，只需要先在院里面报名，然后，如果

能取得院里的推荐的话，就可以参加教务处组织的面试，过了面试，就可以去了。面试也

很简单，对着 ppt 做个自我陈述，再回答老师们的问题。老师的问题也不会刁难，就当聊
天就好。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被问为什么无机化学下的成绩那么差，我回答说因为

当时心情不好…老师们都笑得很夸张，我出去之后其他人还问我说了什么把他们逗成那

样。我印象中台湾清华大学的名额最多，台湾科技大学名额也不少，台湾大学的名额最少。

确定能去的话台湾那边会寄入台证过来，国务院还会给一个特别批件，我需要带着那个批

1编者注：该项目属于 CSC 学期交流项目



30 Chapter 2. 境外交流

件去办台湾通行证。

去台湾之前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会傻到和我一样不看攻略，一无所知，箱子一收就去

…去之前多了解一点那边的情况以及一些生活的小策略都会是很有利的。

去台湾交流学分替代是一个大问题。我发现过去交换的计院和信院的同学比较多，他

们几乎没有课程替代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化院学生，当时的课程替代确实让我伤透了脑

筋，而且差点被学业警示（这一点我要特别谢谢我的班主任朱芸老师和刘伟丰老师）。去

之前刚好面临材化和材物的分方向问题，我为了去之后能替代的课多一点选了材化方向…

但是我为了凑齐那么多课还是很困难。我上课的系遍及数学系、医学系、生化科技系、工

程系…还选了哲学系和历史系开的通识课…即使费心思全校选课凑齐能替代的学分，但是

还是有不少课上不了，只能回来辛苦地补课。如果有想去的同学这一点一定要考虑清楚。

不过就我而言，虽然课补得辛苦，但是成绩也没怎么落下，而且在台湾和不同系的同学交

流以及非常棒的通识课令我受益匪浅。另外，台湾是用英文原版教材，老师上课用英文板

书/ppt, 中文夹杂着英文专有名词讲。

台湾的生活我觉得除了吃之外别的都没什么问题。由于我是四川人，实在是不太适应

台湾的饮食，而且那边很喜欢吃鸡排啊咖喱啊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很难接受啊…那边也是

菜比肉贵，吃素食自助（真的很好吃！）比一般自助贵得多。除了吃，因为台湾也是讲中

文，而且台湾人真的非常非常友好，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去台湾

应该感受的第一点吧，感受过了那边服务人员、售货员的态度之后，才知道差距有多大。

说到去台湾，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旅游以及吃小吃吧。既然去台湾一趟，当然也要

出去看看呀。小吃确实很多，也很好吃。旅游的地方，说实话，大陆任何一个风景区的风

景都不会逊于台湾的风景区。但是台湾又真的能给人一种很留恋、很不舍的感觉，我想，

台湾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吧。台湾，确实值得一去。

回大陆的时候是在晚上，飞机起飞以后，我从舷窗往下看，漆黑的背景映衬出台湾岛

的灯火，我真的看到了太平洋中的一叶扁舟…我对着越变越小的台湾岛，轻轻说了句再

见。希望还能再见吧。

2.3.13 （Twent）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三年级暑假，我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荷

兰特温特大学的交流项目。现在回想起来，期间也确实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当然，

也就有了一些经历与体会。

其实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学院实在出国交流的项目确实不

多，能申请的 CSC 全额资助的项目就这一个，我个人又比较想在暑假出去交流，于是就
申请了。

总体上说，当时的申请手续确实有一点繁琐，不仅是我们当时参加项目的三个人，今

年（2015 年）申请的两个师弟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总体上说，申请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需要向学校提交一个出国交流的表格，这个比较常规，教务处网站上就有下载，

填写以下找系里和学院里的负责人签个字就可以了。

然后需要在荷兰特温特大学的网站上填写相关的信息，这个填写中会有几个空不太好

填，印象比较深的是 Home Institution 一栏里边没有科大，当时还问人纠结了挺久，界面
就是如下的样子：（感谢大三的师弟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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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相关的 Program，由于我们这个项目是不用上课的纯实习（其实就是在实验
室里搬搬砖打打酱油），而填写这个表格时需要确定你去的 Research Group，因此，需要
事先登陆特温特大学的网站找你中意的 group。我们当年是不需要事先联系的（当然事先
联系到会更好），今年需要事先套磁，具体套磁方法就比较常规了（参考别人申请学校套

磁的邮件）。当然也建议事先联系好那边的老师，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事先联系，结果本

来的导师一直 seriously ill，就跟在一个 postdoc 后边打了三个月酱油。总之，找到中意的
group 之后，荷兰这边的网申就基本结束了。底下也是盗来的一张申请界面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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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应该要开始和 CSC 联系了，就是网站上填填表，然后我们当时还需要提供一
个自己写的学习计划给 CSC。填完以后 CSC 界面的截图如下：

然后荷兰那边应该会开始要订宿舍了。这个看个人需求，尽量订稍微好一点的，一般

400 欧左右就可以订到家具齐全，有独立洗浴设施的住所了（我当时就比较后悔花 380 欧
订了个没有独立卫生间的宿舍）。

再然后就是签证和机票，签证需要等 CSC 奖学金的通知下来才能办。签证的时候一
定要仔细看说明，该带的材料一定要带全，虽然一般都能通过，不过万一让补材料什么的

会很麻烦。

之后就可以让 CSC 给订机票了。关于机票，一般来说，有三个地方可以出发，北京、
上海和广州，这个需要在订的时候选好机构，建议一起去的人先商量好。我们当时就是由

于事先没弄好，结果一个小伙伴从北京走，我和另一个人从上海走。

接下来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上飞机了。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钱和机票的问题。我们当时去 CSC 那里拿钱的时候，它给了我们
每人六张 500 欧元的大钞，这个后来给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麻烦。首先，欧元虽然有 500
面值的大钞，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钱在欧洲是花不掉的，一般情况下，超过 200 面
值的钞票就很不好花了。因此，强烈建议去之前换好钞票。具体换钞票的地方可以是国内

的银行或者是国外的飞机场。国内的银行得事先打电话去问，看看哪个网点有小面额的欧

元，国外机场换钱的地方也可以换，不过会收点手续费。特别奇葩的一点是荷兰的银行是

不给我们换的。它那里换钱的唯一方式就是存到自动存取款机里边再取出来，这就需要你

有荷兰的银行卡。可是，由于我们在那里只待 3 个月，银行根本不给开户。这就意味着要
是你带着 500 欧的钞票到了学校，就只能找当地的朋友帮你换了。

再说下机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主要和宿舍相关。当时订完宿舍后，我们接到了

一个通知，是说交钱可以通过转账汇款和现场刷卡（房租不收现金，只能刷国国际信用

卡），但是刷卡只能在工作日的白天进行。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日的晚上或者周末到

了学校的话，之前有没有转过账，当天是拿不到宿舍钥匙的。我和一起去的小伙伴就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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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情况，由于当天晚上 10 点多才到，拿不到宿舍的钥匙，只能在外边找个宾馆先住
了一晚，现在想想也是蛮惨的。因此，最好是订到工作日的白天到荷兰的机票。

然后，基本就是顺利到达实验室，开始搬砖了。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可说，各

个实验室都不一样。唯一想说的一点，就是这边在实验安全方面做的比国内好不少。在可

以做实验之前，必须先经过安全方面的培训，然后有的实验室可能还有个安全方面的考

试，然后才有安全许可，才能做实验。因此，如果是进了需要做实验的课题组，最好尽快

拿到相关的安全许可，不然后边会耽误一些时间。

生活方面，感觉最主要的还是饮食。可以说，荷兰本地的食物是出了名的差，不仅我

们完全吃不惯，就是我问的一些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也都觉得这里的食物非常糟糕。不过，

学校里还是有一个提供热饭菜的食堂，提供还能接受的食物，正常的套餐是 3.90 欧元一
顿，如果付现金需要加收 10%（荷兰人的奇怪规矩）。不过那里只介绍符号 EMV 标准的
芯片卡，有需求的可以在国内先办一张。当然，其实还是推荐自己做饭，那里厨具基本比

较齐全（除了电饭煲），市里也有亚洲超市可以买到一些调料，而且绝对有时间让你自己

做饭。

最后还要说的是那边的休假。一般而言，实验室的成员会在暑期陆续抵修 1 到 3 周
的假。因此，在实习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导师是会休假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找老

板请一段时间的假去旅游，如果你想的话。当时我的老板就十分鼓励我休一段时间的假出

去旅游。

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侧重经历与体验。因此，也强烈建议大家能够在参

加交流项目的时候，多多融入当地的生活，多于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人们沟通交流。



3. 申请前期准备

3.1 申请时间安排

â 大一到大三前期准备：

1. 大一到大三：好好攒 GPA。
2. 准备 GRE 和 TOEFL/IELTS 考试（怎么具体安排时间要看自己的专业课安
排，总之不要过分占用专业课的学习时间）。这里有几点要说明：

(a) GRE 考试的有效期是五年，TOEFL 考试的有效期是两年。因此有些同学
大一考的 TOEFL 考试很有可能到大四申请时就失效了。

(b) 大部分境外交流项目都会对英语水平有所要求。一般是 TOEFL或 IELTS。
因此对想要参加境外交流的同学可以早些考 TOEFL/IELTS 考试。

(c) 关于最迟考 GRE、TOEFL 时间：一般来说是 11 月初。GRE、TOEFL 成
绩单是由 ETS 寄出的，从 ETS 寄到你所申请的美国大学，大约需要半个
月。GRE 寄分较快，TOEFL 较慢。而美国学校博士申请截止时间一般分
布在 11 月底到次年 1 月中旬（最早也有 11 月初的）。如果你真的拖得很
晚才考 TOEFL，请务必算好你的时间（别忘了 TOEFL 出分需要 10 天左
右，想复议的话，还要考虑复议时间，一般在 20 天左右）。

3. 对于想要读博的同学，应在大一到大三积累一定科研经验，尽早进实验室跟着
导师做做项目，争取发发文章。暑假境外交流项目中的一些科研项目也是积累

科研经验的一种方式。而对于想出国读硕士并在毕业后就业的同学，则可在暑

期到公司做些实习积攒工作经验。科研经历，工作经历，这些也都是申请过程

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â 大三的暑假：

1. 开始慢慢关注申请。对申请的全过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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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早明确自己要申请的学位、方向、领域。
(a) 硕士（Master）奖学金较难申请，因此要做好全部自费的准备；硕士阶段
为 1-2 年；硕士主要面向就业，比较适合想要尽快找工作或是不确定自己
要走学术路线还是就业的同学；申请（AD 即 admission）难度相对较小。

(b) 博士（Doctor）绝大部分有全奖；博士读完时间为五年左右；与导师联系
紧密；申请难度相对较大。

3. 进行初步的查校。尽量利用闲散时间做，暑假是继续积累科研经验或工作经验
的好机会。

4. 参加暑期交流科研项目的同学可以在实验室好好学术，努力做出点拿得出手的
项目。同时可以与所在学校的其他人多多交流信息，也可以联系所在学校感兴

趣的老师（面套）。如果希望暑期的导师为你写推荐信，最好在走之前就能跟导

师说好。

5. 考 sub 需要提前报名，提前准备。对于有的专业（如物理），sub 比较重要。而
对于有的专业，只有部分学校要求比较强烈。

â 大四的九月：（从现在开始，越早越好）

1. 定位。
2. 查校，收集、记录学校信息（截止日期，申请费，GT 寄送的代码，是否要邮寄
纸质成绩单等等）。同学间分享、综合信息。

3. 套磁感兴趣的或者同领域同方向的教授。
4. 把英语考试以最快速度搞定。
5. 做实验。赶紧出 data；赶紧整理；有文赶紧投，有数据赶紧分析。
6. 想做个人主页的同学可以开始了：做个人主页最耗时的不是搭建网站，而是整
理自己做过的项目资料。一旦整理好了，就剩复制粘贴和上传文件的事情了。

â 十月：

1. 查校，这时的查校比九月份的查校更有针对性一些，结合自己的条件背景分析，
选校。

2. 把 PS 初稿定好，CV 写好。反复修改，反复修改，还是反复修改。可以咨询师
兄师姐，或者中介；多上网看范文。

3. 联系推荐人（通常一个学校要求三个推荐人），写推荐信。
4. 继续套磁。
5. 到学生服务中心开成绩单以及在读证明。开成绩单需要一周的时间。开成绩单
的份数根据你所要申请的学校数量决定，注意不是所有学校都需要邮寄成绩单。

â 十一月：

1. 11 月是极少数学校的 deadline，12 月 1 日-12 月 15 日是一批学校的 deadline，
接下来就持续有各种学校的 deadline。Doctor 的 deadline 通常会比 Master 早
一些；有的 Master 的 deadline 会比较晚，直到次年 3 月。

2. 继续修改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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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定要在 11 月初确定你打算申请的学校，建议在确定了申请学校之后查清楚
是否有什么特别要求。

4. 确定了就开始着手填写网上申请系统。填网申宜早不宜迟，堆积到 deadline 之
前一起填写提交非常容易出错。申请邮寄 GRE、TOEFL 成绩单（从 ETS 寄
到你所申请的美国大学，大约需要半个月）。

5. 邮寄纸质成绩单：以 DHL 为例，一般邮寄到美国需要 3 天，算上签收或周末
之类的，可能要 3-6 天，所以请根据学校的 deadline 合理安排邮寄时间；不要
一次性邮寄太多，容易出错。

â 十二月：

1. 抓紧时间填写、提交网申。需要的话继续邮寄成绩单。
2. 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修改文书。
3. 提交材料后记得和学校确认所有材料是否齐全。有时由于圣诞节或申请人太多
工作量较大的缘故，好多学校更新可能不够及时，而且没法对每个申请人负责。

因此确保自己的每份材料都已经提交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â 一月至四月初：

1. 准备面试。有机会参加本土面试的同学们要尽量把握并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如果某个学校邀请你，你可以顺便联系一些其他学校的小秘，看看人家愿不愿

给你一次本土面的机会。如果你有其他事情去美国，也同样可以尝试争取本土

面的机会。

2. 等 offer；如果你收到不止一个 offer，那就要仔细挑选一下了，这个万万不能马
虎，没必要过早答应某个学校（一般在 4.15 之前答应都行）。结合自己的情况
考虑，同时也可以有很多方式去了解、比较学校，比如在网上看对该学校的评

价、咨询在海外的师兄师姐（尤其是从该校、实验室毕业的校友）、咨询你所在

学校的教授，甚至可以咨询目标学校的教授。

3.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奖学金（简称 CSC）一般在 3 月 20 日开始申请，4 月 15
日截止。

â 四月、五月：

办理护照、签证及各种出国手续，找房，体检，买机票。

â 六月、七月：

毕业啦！收拾行李去留学吧！

3.2 申请前期筹备

3.2.1 个人联系 选择

稳定可靠的联系方式在申请中十分重要，网申时你会发现最前面几条基本信息就会要

求你填写你的联系方式。个人联系方式通常包括邮寄地址 (Mail Address)、电子邮箱地址
（E-mail Address）以及联系电话，有时还要准备面试时会用到的 Skype ID。电话联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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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中出现较少，只有当需要电话面试才会用到你的联系电话，这种情况一般会提前发邮

件核实电话号码，可以留固定电话也可以留手机。下面说一下其它几种联系方式。

1. 邮寄地址 (Mail Address) 科大之前每年都有很多师兄师姐申请出国，因此邮寄地址
就用我们学校的地址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做法。若使用学校的地址，其填写格式如下

（以东区为例）：

Your Name
Room XXX-XXX, East Campus, USTC, No. 96, Jinzhai Road

Hefei, Anhui, 230026, P. R. China

西区的地址是 West Campus, USTC, No. 443, Huangshan Road, 邮编是 230027。
另外南七邮局可以租用邮箱，相比校内邮箱更为安全。办理时需带上身份证和复印

件。

2. 电子邮箱地址（E-mail Address）关于电子邮箱，中国以 edu 为结尾的邮箱普遍存在
稳定性差、速度慢的问题。若使用科大校内邮箱，请一定要设置好邮箱的拦截和过

滤，或者定期查看垃圾收件箱，以免错过重要邮件。除了校内邮箱，也可使用 Gmail，
Yahoo 及 Hotmail，这些都是免费邮箱。如果使用 gmail 或 hotmail 时，觉得这两
个邮箱国内登录困难，可以翻墙或设置自动转发到科大邮箱（双保险）。

3. Skype
Skype 类似于 QQ，有文字聊天、视频、音频的功能，常常用来面试。在面试之前，
对方学校的教授或小秘一般会问你有没有 Skype ID, 面试时只要网速好、不出意外，
基本上都是通过 Skype 视频或音频（如果出现突发情况，对方可能会改拨你的内地
手机号进行通话）。你需要去官网上下载 Skype 软件，同时注册用户。ID 是你设定
的用户名，类似 QQ 的昵称，可以随时更改。想要通过 Skype 通话，必须知道对
方的 Skype ID 并“加好友”(add contact)。这里注意，Skype ID 允许重名，所以
可能会出现有很多人跟你的 Skype ID 重名或相近的情况，如果此时对方教授面试
前试图查找你的 ID 并加好友，他就会犯晕了。所以请尽量使唯一的 ID。或者你可
以通过修改头像和用户备注，让对方易于辨认。双方都联网的情况下 Skype 是免费
的，类似于 QQ 视频音频。请确保你的网速足够给力，面试前可以请别人帮忙测试
Skype 视频。

3.2.2 信用 准备

在申请过程中，支付不同学校的申请费、给考试机构付费要求其寄送成绩等都需要使

用国际信用卡。目前世界最大的两家的国际信用卡发卡组织是 VisaCard 和 MasterCard
发卡组织。他们就相当于中国的“银联”组织。虽然你可以拥有不同地区银行发行的卡，

但是都可以属于同一组织。就像你的工行卡或者建行卡一样，在任何贴有“银联”标准化

的自动取款机都可以使用。我们学校在开学时提供的信用卡，就是一张 Visa 国际信用卡。
部分同学入校时未成年，因此没有这种卡，建议尽早去办理一张，办理银行卡需要一定的

时间。

如果要使用我们学校提供的那张工行卡的话，要提前用网银或去银行购买一定的美元

（结售汇业务），并且要开通境外支付业务，才能够顺利支付各种费用。

大部分学校的网申系统支持 VisaCard 付费，但也不排除有一些比较变态的系统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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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MasterCard，譬如 UTAustin 工学院的网申系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3.2.3 申请

â 申请费：1

不同学校的申请费都不太一样，美国大约在 50-100 美元，部分可能免费或者超过了
100 美元（有的学校是过了某个日期后申请费加倍）。另外有的学校允许交一份钱申
请多个 program，如 USC；有的学校可申请多个 program 但每个 program 会分别
收钱，如 CMU；而有的学校只允许申一个 program，如 Stanford。这些规定需要大
家在学校网站上看清楚。加拿大为 100 多加币；香港为 100-200 元港币。

â 英语成绩寄送费：现在大部分同学的 TOEFL 和 GRE 都是采用网上送分这一途径，
我们就以网上送分来进行预估。

GRE 是直接向 ETS 申请寄送成绩单，每笔 27 美元。

TOEFL 在国内是由 NEEA（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代理向 ETS 申请寄送成绩单，
每笔 126 元人民币。也有一些同学选择寄送 IELTS。IELTS 可以免费寄送前 5 所学
校的成绩单（不包括 DHL 运费以及加急费用）；超过 5 所，从第 6 所学校开始收 60
元/份的手续费。加急加收 40 元（3 个工作日内处理）；电子成绩单免费。如果使用
DHL 快递寄送则自行承担快递费用。

â 邮寄成绩单等纸质材料费用：

不同快递公司、寄到不同国家不一样。以 DHL 寄到美国为例，不超重的话是 120
元/份。这笔费用一般可以通过大家一起合寄材料来节省，当然前提是大家寄送的地
址相同。

â 办理成绩单和其他证明文件的费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理成绩单，是密封在一个小信封里的，中、英文每份各 9 元，18
元。办理在读证明，每份 5 元。

â 总计：

如果以申请 10 所美国学校来估算，平均每所学校申请费 75 美元，汇率以 6.2 计算：

申请费：10 × $75 = $750 = ¥4,650

英语成绩寄送费：10 × (6.2 × $27 + ¥120) = ¥2,874

邮寄 10 份成绩单：10 × ¥120 = ¥1,200

实际上这 10 所学校里可能只有一半的学校会要求邮寄纸质成绩单，同时你很有可能
和别人合寄一些学校的成绩单，人越多也就越便宜。因此花在邮寄的费用上很可能

远少于 ¥1,200

办理成绩单：10 × ¥18 = ¥180

总计：¥4,650 + ¥2,874 + ¥1,200 + ¥180 = ¥8,904

注意这里没有考虑报名 GRE，TOEFL 等英语考试的费用。
1以上费用以 2014 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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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关于留学申请机

有很多同学在申请的过程中可能会问，我们需不需要找一些留学机构来帮助自己申请

呢？瀚海星云飞跃重洋版的精华区里有这样一个帖子，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下面先说说留学咨询行业的大体现状，以供有需要的同学参考。

留学咨询这个行业，有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混乱”。市面上充斥了大大小小上千家

企业，有规模比较大的，几十人上百人的（新东方几千人，但他们主要做培训，很少做咨

询服务），也有就几个人搭个台子的。有极少数用心做的公司，也有不少是骗钱的。有靠

广告攻势狂轰滥炸的，也有靠客户口碑传播的。有做高端的，也有做低端的。

总的来说，这个行业人员素质并不太高，虽然名曰咨询，但是人员素质比起麦肯锡、

BCG 那种管理咨询行业差别相当大。有些公司甚至所有员工都是二流三流大学毕业的，
不知天高地厚地忽悠。也有极少数用心做的，想找到这样的企业，光看广告和名气没有用，

还看顾客中的口碑和自己去亲自接触。因为这个行业利润率还算比较高，所以许多不懂教

育的人都挤进来想捞一笔，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这里，还想讲讲咨询和中介的区别。中介是公司和对方学校合作，代理对方学校招生，

一般门槛很低，而学校就是那种没听过的、在排名榜上可能都查不到的学校。而咨询走的

还是正常申请的途径，申请的还是好学生都申请的那一批学校，不同的就是会帮助学生来

完成这一系列流程。中介需要中介资质才合法，咨询公司一般注册为教育或者科技公司。

那么有没有必要花个几万块钱去请咨询呢？对于比较勤快、比较爱收集信息的科大同

学，应该没有必要。对于 GPA 三点八、三点九，GT 很高，研究很强的那种牛人，更没
有太大必要，除非家里特别有钱。不过，对于没时间收集信息，或者忙申请的时间不多，

或不善分析自己的人，还是很有好处的。

负责任的咨询公司，对于非大牛来讲，还是有帮助的。因为一是公司里会有知识积累，

对于不同的同学的申请策略和定位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把握；二是公司往往是一个团队来策

划，比单兵作战会好很多；三是公司里的核心员工是有经验的熟练工，而且年龄和阅历比

在校学生多，这样能更好的策划。

我的建议是：

组成互助小组。科大不少同学喜欢单兵作战，但是单兵作战效率太低了。如果能有

4-5 个（人数不宜大于 7，否则很难协调）申请同一个方向的人一同合作，就好多了。比如
查 50 所学校的信息，一个人查，每天 10 所，需要 5 天，那 5 个人查，就只要一天了。好
处还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组员自己的相互鼓励；另外在写 PS、推荐信的时候，他人的
意见可以使一个人跳出自己的思维循环，用更 open 的视角去看问题，看待自己（这点相
当重要）。在申请关键期，如果一个小组能够每星期开至少一次会，交流选校、挖掘自己、

写 PS 推荐信、套磁、填表以及申请进度和态度等等，将会远远超出单兵作战的效果。这
个过程中就希望有比较强势和主动的组织者，一些人缘关系比较好又有领导力的同学最好

主动建立小组。做领导者就是要有更多付出的。在科大这个小团体中，大家更多是合作者

而不是竞争者。

定时和一些你信得过的长辈交流，特别是有过教育界经验的长辈，有跨文化经历更

佳。因为在挖掘自己优缺点时，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琢磨，容易陷在一些细节中，而失

去对整体和关键点的把握。而社会阅历更丰富，又对教育科研界比较了解的人，能够帮助

你走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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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往届学长信息。以班级的名义收集往届学长的信息，抢在学长离校前，多收集他们的

信息和经验。尽可能多和全，因为片面的信息让人作出错误的判断，还不如不要。而申请

成功后，也不要忘记把更多的信息留给师弟师妹。目前的几大名校中，就属科大地理位置

最偏，信息最闭塞，所以一定尽量多内部交流，把每个人的信息量加大。

——mendel《简谈留学咨询行业及申请策略》

3.3 了解学校信息

3.3.1 要申请材料

你可能会在一些飞跃手册还有瀚海精华区上看到“索要申请材料”的说法，这是早期

申请过程中了解学校信息的一条途径，需要申请人通过电子邮件或网上申请，索取关于该

校或该院系的纸质介绍文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在基本没有人这么做了，很多学校也

不提供这样的服务了，都是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这部分大家完全不用在意。

3.3.2 关于 program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我们申请的大都是 program，而不是 department。
department 偏向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分类比较传统，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等。一个

老师一般只属于一个 department。而 program 偏向于学术及培养学生的需要，尤其是现
在学科交叉非常多，比如 A 教授研究的领域，从学科分类上属于化学，但实际上组里可
能欢迎拥有数学、物理、计算机、生物各种背景的学生，这时候 A 教授就可以加盟（所
谓 affiliate）到各种各样的 program 里，A 教授可以从不同 program 里招收不同背景的
学生，各种背景的学生如果对 A 教授的实验室感兴趣，也可以进行合作交流。相比之下，
program 分类更细，随着新领域的诞生，也会有教授们组建新的 program，并为学生制定
相应的课程安排。

3.3.3 学校网

　在了解申请信息方面，绝大多数的官方信息都可以从学校的网站上获取。　　进

入学校主页，上方导航链接栏里一般会有 admission 或 prospective student 部分；点进
去之后，会有 graduate admission 或 academic；在里边找到 program list，选择你感兴
趣的 program。有一些学校的设置可能有些不太一样，但 admission，apply，prospective
student 这样的词语是关键字。

进入 program 主页后，我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这个 program 都有哪些导
师哪些实验室呢？这个 program 的申请还有录取要求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想看导师和实验室的名单，则要去找 faculty。进入 faculty 之后就会有参与这个
program 的导师们的名单了。一般名单上会简介导师的职位、研究方向以及联系方式，点
导师的链接就可以深入地了解你感兴趣的导师。有的学校可以对导师们按 research area
进行分类，这样对于关注某一方向的同学，浏览起来就比较方便。

至于 program 的要求，一般在 program 主页里 admission 链接里面会有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这样的部分，提供了很多有关申请以及录取的要求信息，包括申请截止日期
（Deadline）以及网申系统上要提交哪些材料等等。最好立刻把这些信息收集好（请参考章
节“记录信息”）。下面对其中一些信息做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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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adline:
总会有同学问，学校网站所给的 deadline 到底是截止在那一天的什么时刻呢？绝大
部分学校所标明的截止日期，是指在当地时间那一天的晚上 11 点 59 分之前。由于
是当地时间，所以东西部的学校算上时差对应的中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希望大家

注意。当然，最好还是不要把事情拖到 deadline 更不要拖到最后一刻来做，要考虑
到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例如网络拥堵，很有可能你的申请就没办法按时提交。

2. 是否要邮寄纸质材料：
大部分 program 主页会说明是否要邮寄纸质材料以及邮寄什么纸质材料。有的学校
只接受电子材料拒绝任何纸质材料，有的学校两者皆可，还有的学校必须邮寄纸质

材料。如果主页上没有给出此类信息，务必向小秘问清楚。

如需邮寄，一般都是要纸质成绩单；少数学校要求寄在读证明；也还有些学校要求

附一些其他东西，比如 USC 要求 cover letter，这是在你网申系统填完后，自动生
成的一个你的申请材料的 list，只要保存成 pdf 打印出来邮寄就好。大部分学校是
要求邮寄一份成绩单，也有个别学校可能会让你邮寄两份成绩单。

有的同学参加学期交流发了成绩单，这个成绩单也最好一并寄过去。

3. 对英语成绩和 GPA 的要求：
这一条应该会是很多同学选校时十分关心的。有些学校并不会给出明确的对英语成

绩和 GPA 要求的最小值，而有些学校则会把具体数值写出来。这个英语和 GPA 的
要求，有时候并不是硬性指标，学校一般不会因为你 TOEFL 或 GRE 比要求的差
几分就立刻把你的材料扔进垃圾桶，而是会综合你的成绩、研究经历、推荐信等各

个方面整体评价你。如果你的成绩比要求的差一些，但你有其他优势，比如研究经

历丰富或有牛人写的推荐信，你大可以努力申请；但如果你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成

绩不达标，最好就谨慎申请了。但有时候这个要求也非常重要，据说有的学校会让

小秘初筛材料，然后小秘看到成绩太差有直接刷掉的情况。

4. Personal Statement (PS):
有的学校会要求提交 Personal Statement，而有的学校会要求提交 Statement of
Purpose。我们把这两者都算作 PS。但两者是有区别的：Statement of Purpose 侧重
点在 purpose 上，也就是进入 graduate school program 的目的，自然而然就包括之
前在此领域所学所做，也就是写研究背景，写未来规划，以及这个 program 为什么
能满足你；而 Personal Statement 侧重点在 personal。目的是让 committee 充分了
解你，力求最大限度展现自己。可以包括自己的性格、爱好，自己曾经面对的挑战

等等。然而这样的侧重并不会导致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实在搞不清楚两者究竟有没

有区别，至少要保证提交的标题是对的，即不能提交给一个要求提交 Statement of
Purpose 的学校一篇以 Personal Statement 为题的文章。
虽然大部分学校对 PS 的要求都是一篇文章，但也有少部分学校会要求写两篇，学
校对字数的要求也各异，比如有些学校会要求写 Personal Statement 和 Research
Statement 各一篇，每篇 500 words，前者更偏重个性描述，后者更偏重研究经历和
研究兴趣的叙述。

除了 PS 之外，有时还会出现需要提交 Personal History Statement，Diversity
Statement 等等要求，这样的要求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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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program 的要求一定一定要仔细看清楚，也有一些要求在 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有提到，也存在有些 program 会提一些奇怪的要求的情况。查校很费
事，而且有些学校主页很不清晰，还得靠大家耐心浏览了。

3.3.4 联系 program 人

几乎所有的 program 的主页上都会给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
秘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和电子邮箱等。在查校及之后申请的每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

不清楚的地方，要学会多与小秘联络。虽然有的 program 的小秘会因为比较忙而不回复
你的邮件，但还有很多 program 的小秘非常友好，解答也非常有耐心。有时询问小秘有
关 program 的情况会比询问身边同学或师兄师姐更准确且效率高。

美国人过圣诞节假一般是 12 月 25 号后的 1-2 周，也有些人在 23、24 号就开始不上
班了。因此，这段时间给对方小秘发邮件，比较难收到回复。放假之后，有些学校就开始

了审理申请材料的工作。

3.4 定位选校

3.4.1 自我定位

选择申请的学校之前，首先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所谓自我定位，就是根据自己的

各方面情况，为自己制定一套挑选学校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学校排名的范围，可以是

地区，可以是任何你自己的喜好。对自己的定位准确，才能更有效地查校选校。由于我们

一般按照机构排名给出的大学名单进行查找校对，因此我们的定位通常会以学校排名范围

的形式呈现。

这里需要大家做好以下几个准备工作。做完这些，给自己定位也就不难了。

1. 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
明确自己的兴趣，目的和期望是一切考虑的基础。仔细思考：你自己今后是想从事

科研工作，还是进入公司任职？最后是想回国发展还是留在国外？同时，你具体想

学什么专业？做什么方向？

如果你以后想从事科研工作找教职，那么你可能重点要考虑的就是学校的专业排名，

导师的科研能力等等。另外，如果你的研究兴趣非常明确，你就还应该具体考虑学

校在你感兴趣的方向的水平。而如果你以后不想进学术圈而是想就业，那么学校所

在城市、州的经济水平、就业情况对你就很重要。

2. 弄清自己的喜好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喜好同样很有必要。什么叫自己的喜好呢？比如有的同学有“名

校情结”，非名校不上；再比如有的同学是“城市控”，不愿意去比较不发达不方便

的地方。这些想法听起来好像有点“任性”，但是它们在你的选校时真的会很大的影

响你的决定。因此，一定要想清楚！

3. 正确评估自己的实力
申请中，自己的实力无非以下几个方面展现：GPA，英语成绩，科研经历（含 paper），
推荐信等等。综合这几个方面，与周围的同学进行比较，就可以找到你的优势劣势。

这里尤其要重视与和你申请的领域方向非常接近的同学进行比较，因为你们很可能

申请相同的 program 而形成竞争。要客观地评估自己，分析自己，从而选择适合自
己的学校。不能眼高手低，也不能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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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英语以及科研经历这些方面，在你申请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了。但这
不代表你的选择已经被完全限制住。通过好好的利用他们，扬长避短，还是很有可

能申到预期之上的学校。而这就要求你要好好准备你的 CV、PS 文书，认真选取推
荐人，以及选择与自己背景 match 程度比较高的 program。

4. 了解往年申请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瀚海星云 BBS 的各个飞跃版看到往年的申请情况，比如历年 offerrain
以及师兄师姐的申请总结等等。查询每个学校历年的 offer 数量，可以知道不同学校
对科大校友的认知度，从而了解师兄师姐的背景和申请结果，则有助于我们判断自

己可能拿到什么样的 offer。
3.4.2 选校考

当我们开始选校，就标志着我们正式开始了申请。选校出现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

们拿不到称心如意的 offer。因此，选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的一
个问题是：你大概要申请多少个学校。这个问题既与你对自己的定位有关（确信自己一定

能申到 Top10 学校自然没必要申请多过 10 所），也与你的申请预算有关（经过我们之前
的预估，申请一所美国学校平均最多不超过 1000 人民币）。假设你准备申请 15 个学校，
那么我建议你先选择多于 15 个的候选学校。然后进一步收集这些学校的资料，根据前人
的申请经验，结合你的个人情况，逐步淘汰，确定最终的申请名单。

选校是一个搜集、筛选并提炼信息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自己权衡各个因素并做出抉择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值得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在这里列举出一些大家可能经常会关注

的因素，并为大家提一些建议。

1. 学校排名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申请者（尤其是本科的申请者）对美国的大学了解很少，排名对

于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所以还是值得参考的。

很多机构都会定期发布排名信息，比较著名的有 www.usnews.com、www.phds.org、
www.gradschools.com，每个机构都会根据自己的指标给大学打分从而获得排名。不
同的排名看重的数据不一样，排名的结果也可能有很大的出入。每个人对于各个指

标的看重程度并不相同，所以参考排名时可以具体参考排名的各项数据，得到对自

己更加有用的信息。

关于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哪个更有用这个问题，笔者则是这样想的：对于出国读研

究生，特别是出国读博士的同学，建议以专业排名为主，其中学术声望排名值得关

注，学校的综合排名对你今后发展的影响很小，虽然不排除公司招聘时可能会看综

排的可能。而如果是对于那些以后想转专业或立即回国发展的同学，综合排名可能

会重要一点。

虽然我们多数时候会依据排名选择学校，然而排名的用处却非常有限。以 USNEWS
为例，它给出的某个领域 Top100 学校，只能告诉你，前 10 名或前 20 名 2的学校

确实非常好，20-50 名也不差，排名越靠后的学校，其特点水平就越无法用排名来衡
量。可以说，排名只是给了你一个非常模糊、大概的印象。除此之外，排名还有这样

的问题：能排的上前 20 的，说明这些学校在各方面指标都不错，因此机构对其总评
分高。排名靠后的学校，往往是因为个别指标不好（比如系的规模、教授人数等等）

2注：本段中使用的排名 10、20、50 这些数字，纯属于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请读者领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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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自己的总评分拉低了，也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其实这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往往

有自己过人的优势，比如所在城市条件好，或者有某个领域非常厉害的实验室，或者

其他相关领域比较强，学科交叉合作多。但是却不能体现在排名上。再而，只要是人

为排名，就没有办法脱离一些主观因素，也就会有不客观。并且一年一度的排名的

产生方法随着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也在不断加以修正。因此，对于那些想

去美国留学的人来说，还需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学校，排名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所以，完全靠排名来选校、选 offer，是草率鲁莽的行为，请大家尽早消除排名在自
己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同时，这也是查校选校是一项艰巨任务的原因。我们大多

数人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对各个城市、校园了解的很少。因此，想要做足选校的准

备，往往得参照排名给出的学校名单，在网上挨个儿查询每个学校的 program、实
验室，然后询问老师和在国外的同学朋友了解相关资讯。　　　

2. 导师及实验室：
对于博士申请者，导师和实验室应该是选校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了，所以要慎重选

择。一般评价导师和实验室又有以下一些因素：

(a) 导师的名气：
名气大声望高的导师的好处自然很多：组里牛人多，Alumni 也多，导师人际圈
广，经费不愁，发牛 paper 的机会相对较多。
但选择一个名气大的导师又会有很多问题：进了这样的 lab，我们能够受到教
授关注的程度有多大？导师手下的牛人众多，有一群 professor 级的 post-docs，
所要参与的活动会议也很多，一年见不了面的都有，更不提指导发论文。另外，

导师会不会对自己期望太高？导师本身作为一个牛人，不太可能慢慢等你成长。

长此以往，我们是否会变成导师用来发文章的工人？

相反的，没什么名气的 Assistant Professors 就真的很不“强大”吗？我听过不
少和 Assistant professors 一起拼搏、成长的 PhDs 的故事，这些 PhDs 也都不
约而同地在之后成为一批很牛的 professors。除了导师本身的科研潜力以外，在
这样的实验室中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 post-doc 式的非常周全的照顾。当
然，跟 Assistant professors 还是有风险的。
这里稍稍说明一下美国教授有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
ciate Professor）和正教授（Full Professor）的分类。助理教授是还没有得到
终身教职（Tenure）的教授，而大多数副教授和正教授都有终身教职（Tenure
Professor）。一个教授的职责有三方面：教学（Teaching）、科研（Research）和
服务（Service）。教学好懂，每人必须教授一定的课时，再大牌的教授也不能逃
脱。科研就是申请研究经费，带研究生、博士生，发学术论文。服务指的是参

加学校里的各种委员会，参加学生的指导答辩组以及参与组织学术会议等。一

个助理教授要评 Tenure，这三方面都要做得比较好。
教授中工作最勤奋的是助理教授（多为新毕业的博士后），他们一般需要工作

五、六年才能评 Tenure。从第二年起，每年都要准备一份完整的材料，总结一
年各方面的工作成果，上交给由资深教授组成的提升评审委员会（Tenure and
Promotion Committee，权力很大的一个教授委员会）。如果到第五年还不能达
到终身教授的标准，就只能再待一年，同时开始找工作，一年后走人。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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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好，只要达到一定标准的助理教授都可以晋升 Tenure，不用和别人争位
子。但也有些变态的学校，一个 Tenure 的位置可能会招多个助理教授，让他们
血拼几年，最后留下一个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 Assistant Professors 普遍比较
push、要求严格、希望招学生的原因，因为他们有压力在身。Professor 压力较
小，招学生的需求也相对较小。

(b) 研究方向：
选择实验室，自己的兴趣方向自然很重要。所以一定要看看老板做的领域和自

己的兴趣是否 match。这里要注意，虽然大部分国外老板都会有实验室主页，
但有不少实验室主页并不及时更新，实验室现在做的课题可能和主页上写的有

偏差，所以建议大家浏览老板近几年的 Publication，或者联系一下实验室成员。
(c) Publication 的数量和质量：
这一点也很容易想。通过看实验室最近几年 Publication 的质量和数量，可以
看出这个实验室的发展状况，进而可以预测自己在这个实验室的发展状况。因

此可以关注导师最近几年是否高产（这一点不同学科的标准不一）还有老板一

般发什么等级的期刊或参加什么样的会议。

(d) 实验室经费是否充足：
实验室经费充足，才有能力做好科研。有些教授会在主页上挂出自己申请到的

诸如 NSF, NIH 之类机构的 grant。另外，也可以问问实验室成员组里的经费
情况。

(e) 实验室成员：
首先要关注的是数目，一般来说，实验室不宜超过 20 人。同时，我们还可以
关注组里中国人的数量，这一点不同人的看法偏好不一，有的人觉得和中国人

在一起更自在，有的人想更多融入美国文化，需要自己权衡。此外，如有精力，

还可以打听一下组里的氛围如何，这个对你博士的发展也会有影响。

3. 学校名气：
对于一个立志科研的人来说，学校名气可能没什么用。对于以后不打算或不一定进

学术圈的人来说，可能在找工作时对方会考虑一下你毕业院校的影响力。不过对方

主要看的肯定还是你个人的水平和能力，因此学校的名气可能作用也并不像你想象

的那么大。这一点不同公司看法不一。

不过对于那些毕业之后想回国的人来说，学校的名气似乎就重要一些，一方面国人

耳熟能详的国外学校肯定远远少于我们出国党，另一方面国人心里的海外名校情结

还是很深厚的。但是，个人的水平和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4. 地理位置（城市、州）：
我们申请的学校一般分成以下几个地区：东西海岸，五大湖地区，南部地区，中部

地区等。

地理位置总的来说是包括多方面因素的。首先是生活环境，比如说是大城市还是

“大农村”。城市有经济、信息、交通上的优势，就业机会多，但治安不一定好。而农

村更加宁静，安全，贴近自然，空气更加新鲜，但交通没那么方便消息也比较闭塞。

城市或农村，不同的生活节奏和娱乐模式，不同人喜好不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和

比较一下。如果你在国内在一个大城市待了很久，那么出国之后如果待在一个小城



46 Chapter 3. 申请前期准备

市，你可能会不习惯。美国不比中国，人口少，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并不大，如果

在一个小城市，很可能有时候街上逛了半天也看不到几个人。

地理位置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气候状况，有沿海的、中部的，有各种热的、

冷的、四季如春的地方。有一些同学对气候的要求比较多，因此这一点也可以纳入

考虑的范围。

5. 学费：
对于准备自费的硕士申请者，有时候还要考虑一下学费的问题。一般来讲，公立学

校由于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学费比私立学校便宜。瀚海星云飞跃重洋精华区里有帖

子总结了一些学费比较低廉的项目，大家可以参考。

6. 大学还是研究所：
大学的好处是生活较为丰富，另外周围有别的专业领域的人，交流机会更多，消息

来源也更丰富。而研究所的好处是师资力量更集中，科研生活更单纯。选择哪一个，

要看自己的喜好。

3.4.3 选校 及注意事项

搜集师兄师姐多年的选校经验，笔者总结了以下几条选校策略：

1. 拉开选校的档次。适当选一些高于自己定位的学校冲击一下，再选一些低于自己定
位的学校作为保底。在匹配自己的定位的档次附近多选择一些，整个选择是两头小、

中间大。其中用来冲击的学校可以适当增多一些，因为不同学校的评审标准可能不

大一样，也许你的材料在某一所学校看起来不是那么突出但却非常对另一所学校的

胃口，增加一所学校则增加了冲击成功的概率。而保底的学校却不宜太多，因为毕

竟最后你只能去一所学校，拿太多保底学校的 offer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白白浪费申
请费。

2. 多看看学校的传统，比如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国学生）甚至是科大学生的比例。假
设你去系里的主页一看，发现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或者一个华人教授都没有，你

就要小心了，多半你的申请费会打水漂了。而假设参考了往届出国情况发现有多位

科大校友被一个学校录取，有了好的口碑，那么可以预测这个学校以后就愿意在我

们学校某个专业固定招收学生。

3. 注意发展趋势。主要是看这个学校的一个 program 是处于上升趋势还是处于下降趋
势，如果是后者的话最好就不要申请太多。另外刚设立没几年的项目为了发展壮大，

一般招人会相对多一点。

4. 要留意学校的 faculty 数量。尤其要留意你申请方向的 faculty 数量。如果在你申请
的研究方向，该学校的教授比较少，一般来说被录取也很困难。因为他不需要那么

多学生。

5. 合适的话申请一些冷门专业。冷门专业是指那些很少有人申请或者有人知道的专业。
如果这样的专业跟自己的申请方向有一定联系，那么申请这样的专业往往会有比较

好的结果。

除了上文说的一些策略，还有一些选校中的注意事项值得大家留意：

1. 看清学校的要求，不要盲目申请。有些学校有 GPA 的最低底线，有的学校英语成绩
尤其是某项，如 TOEFL 口语或 GRE 写作卡得非常严，有的学校明确表示第一年
不给国外学生奖学金，有的学校（如加拿大大部分学校）需要有硕士学位才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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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还有的学校要求申请人一定要在美国本土进行面试，如果你不能面试那么就

没有录取机会。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甚至是一些非常奇怪的要求，但是不管

如何奇怪，你都必须遵从，不按要求办事，后悔的只能是你自己。

2. 申请的学校一定要是自己非常喜欢非常想去的。不要在一开始想，只要来个 offer 就
知足了，而真来了你又不喜欢，这样反而会更难受。所以选择学校一定是要自己愿

意去的，否则不申请也罢。

3. 申请的专业方向不要太多。因为你得根据不同方向写 PS，申请专业过多（如笔者认
为超过 3 个）就有可能写不完。就算是能写完，每篇 PS 的质量也不高。当然如果
你的多个专业方向能有一些共同特点使你的 PS 不需要特别大的修改就可以都适用
的情况则要另说。

4. 谨慎挑选保底的学校。很多经历告诉大家，不一定排名低的学校就一定给你 offer。
被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成绩太优秀而 overqualified，也有可能是学校太小，没有
足够的财力和师资力量。

5. 不要申请太多免费的学校。首先免费的学校其实也不是完全免费，因为你还是要支
付寄送英语成绩以及申请材料的费用，更要命的是要投入选校时的机会成本——为

了它而放弃了其它的潜在的学校。除此以外，免费的学校申请人数之多难以想象，

那么多人申请，你的录取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比较一下成本和收益，简直得不偿失。

6. 避免过多竞争。比如有一些“大众情人校”，申请人数众多，竞争极为激烈，录取极
难，选校的时候过多固定这样的学校就有可能导致悲剧。就地域而言，竞争最激烈

的当属西部加州的一些学校，其次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五大湖区的学校，然后是南部

和西部沿海地区的学校。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学校申请人数最少，也相对容易。

说了这么多策略和注意事项，最后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权衡，我

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都是极其困难的。很多人去了美国几年后，也很难对整个学校的

科研环境、方向、优劣势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更何况我们身处国内，了解的信息几乎都是

二手的，片面主观的认识在所难免。但是，只要我们在对自己在查校选校时花的努力有信

心，对自己问心无愧，就不必过于纠结。当面对抉择时，选择哪一个，放弃哪一个，有可

能都是不合适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出决定了，就继续努力，继续坚定地走下去。

3.5 基本技能

申请的整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能力。对于每一位自己完成申请的同学，这都将会是一

次大考验。因此掌握一些基本技能也是十分必要的。

3.5.1 提问

对于大部分对留学生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同学，学会从那些经历过的人身上取经学

习，是十分必要的。大家周围大概有三类人可以咨询：

1. 在美国读博、研或本科的同学（比如师兄师姐或者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学同学）：这些
人传来的消息一般比较新、细节、局部。他们正在经历着校园生活，对自己及周边

实验室了解得比较细致，可以反映比较新的动态。劣势是，他们大多数只在某一个

学校生活了不到 5 年，人际圈尚不成熟，美国阅历尚浅，且缺乏横向比较。
2. 已从美国学校毕业的校友（通常称为 Alumni）：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可能会写在院系
或实验室的网页上。他们通常毕业后去了别的地方工作或读博后，在不同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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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阅历相对丰富，对学校有更全面的认识；同时，他们能对你以后的发展道路能

提出更有远见的建议。缺点是这些校友一般都处于事业上升的时期，忙于为事业打

拼，不一定能抽空回答你很多问题。

3. 本校的教授：这其实是大家常常忽略的资源。像科大这样的大学，招聘的教授大部
分都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加上他们对自身领域有深入了解、人际圈广，对学校的

理解评价往往比较成熟。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老师大都很欢迎你去咨询他们，

所以大家完全不必犯怵不敢问。缺点是，教授们离开美国有一段时间了，提供的消

息难免会和现在的情况有差距。

上面说的这些人一般是不会拒绝提供给你帮助的，然而我们仍然很有必要掌握一些提问的

艺术。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师兄师姐欢迎大家提问，提问的方式可以是 BBS 发帖，可
以是 QQ 或邮件。但我们反对伸手党！有些问题只要多用心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得到答
案，有些问题不明不白完全让人不知如何回答，还有些问题没有什么营养只会让人看得烦

躁。这样的情况不仅耽误我们的时间精力，也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收获。

所以请大家在咨询师兄师姐之前。做好功课，好好 Google 或百度，并查阅 BBS、各
种出国论坛上的精华帖及各种飞跃手册。另外，提问时也应注意以下几点：”

1. 使用问题的核心作为帖子或 email 的标题。
2. 合理分段，不要把很多问题堆砌在一段里，多个问题可以列个 list。
3. 文字简明扼要，不要包含太多没有意义的词汇诸如“帮帮我吧！”、“求教，在线等！”
等等。

4. 谦逊有礼，有一个好的求教的态度。
这里推荐一篇短文：提问的智慧（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by Eric Steven
Raymond）, 很有借鉴意义。

3.5.2 网上

学会网上搜索，有利于培养大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里我们首推 Google 其次
百度。具体怎么使用好这些搜索引擎这里不做赘述。这里提供给大家一个介绍页如下：

http://p2.zhimg.com/91/d3/91d36cd9e5bef1030380894911782358_m.jpg
3.5.3 记录信息

前面我们提到，在查校时，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需要我们注意，因此这就需要我们

掌握良好的信息记录的技能。为了减少重复劳动提高效率，大家在第一遍浏览学校信息的

时候，最好就把重要信息保存下来。这里推荐大家把这些信息记录在 excel或 numbers里，
一目了然。怎么记录呢？笔者在申请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建立一个 excel，第一列记录申请
的学校名，之后几列记录各个学校的 program 名称，deadline，申请费，GRE（code，成
绩单寄送时间，是否寄到），TOEFL（code, 成绩单寄送时间，是否寄到），材料邮寄（是
否要寄成绩单、在读证明，寄出时间，是否寄到），推荐信分别是否已上传，套磁老师（标

记对方是否回复），网申完成情况，小秘联系方式（姓名，email，电话）。这里仅供大家参
考。申请是个漫长的过程，希望这样的做法能帮助大家，让大家不要手忙脚乱而导致出错。

另外，由于给每个学校准备的文书材料可能会不同，因此大家最好给每个申请的学校

在本地建个文件夹，保存各自的材料。还有，申请到了后期，很可能跟每个学校都有多多

少少的邮件联系。邮件多了不加以整理，也会误事。所以也建议大家为每个申请的学校在

电子邮箱里建立云端文件夹，收到邮件后就及时地复制到相应文件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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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理时间分

合理地分配时间，在做任何事情中都很重要。虽然这个能力和个人习惯有很大关系，

不是短期能培养出来的，但在像在申请这样的高压时期，不能好好的安排时间，通常会导

致事情积累，压力更大，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意识，比如精力充沛时做一些比较耗脑

力的事情而疲惫时做点无脑体力活，不要连续做同样的事情，保证合理的作息时间等等。

3.5.5 作交流

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渺小的，申请过程如果能团结起身边的同学一起准备，互相分享

信息，那么效率会大大提高。你或许会因为觉得你们班的同学是你的竞争对手，而生怕

透露了自己的一点消息。但是，请想想看：首先，整个班上和你申请同一个学校同一个

program 的人其实往往并不是那么多，大多都是和你申请不同 program 的同学，对你并
不构成什么威胁。事实上，你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精英们，而你主要的

合作伙伴往往就在你们班，如果对于自己班的同学都警惕相待，你是不是已经孤立无援了

呢？其次，就算你们会申请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 program，你的同学最后一定也只会去一
所学校，如果 ta 拿到那所学校的 offer 却又不打算去，而你在 waiting list 里，ta 甚至有
可能会推荐你。由此可见，合作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3.5.6 心

申请季里，琐碎事情的烦扰，害怕失学的压力，都可能会让人的心理变得多少有些扭

曲，你要时刻提醒自己端正心态。面对压力，我们仍然要耐心做事，诚信对人，坚持到底！

1. 耐心
查校，准备文书，填写并检查网申，选择 offer，这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我们十分耐心，
仔仔细细。烦躁时，不如听听音乐，散散步，找人聊聊天，平复一下心情。待平静下

来再继续做要做的事。

2. 诚信
为什么要说到诚信呢？举几个例子。比如在分析自己材料面对自己的短板时，也许

有同学会想：能不能伪造一下班级排名？能不能找老师改一下成绩？能不能把研究

经历说的夸大一点？又比如在焦急的套磁等 offer 时，也有同学会遇到：要不要坚定
地跟老师表忠心呢？答应了一所学校可是来了更好的 offer 怎么办？这样的时候，你
要想清楚几个道理：

首先，申请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你稍作优化就能

得到显著提升的结果的。教授们审材料时，在你的材料上停留时间以秒来计算，GPA
提升零点几，CV 里多一个奖项，作用微乎其微。
再而，失信于人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还可能会牵涉到你们同班同学，甚

至会破坏整个科大在海外的声誉影响后人的申请。所以千万三思！

3. 坚持
申请季的确很熬人，没有哪一个经历过的人不觉得辛苦。不过你也可以认为这算是

一个小小的淘汰方式吧，努力了三年多，在这个关键时刻坚持不下来而丧失机会，或

许你在以后的道路上也不会比别人走得远。不管你对自己多没有自信，只要坚持到

底，尤其要积极努力地争取，总会有满意的结果在等待你。要相信：坚持到底，就

是胜利！



4. 文书部分

4.1 综述

申请文书主要包括个人陈述，简历和推荐信，这三样文书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申请材

料，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申请者各方面的能力以及潜质。

个人陈述，也就是常说的 PS，即 Personal Statement。不同的学校也可能叫做
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Intent，Academic Statement of Purpose，Statement
of Objectives，Studying Plan，Essay 等。这是申请中最重要的材料。

简历，一般称为 Resume，较为正式的叫法是 Curriculum Vitae (CV）。其实精确而
言，CV 应该是“履历”，Resume 才是简历。Resume 主要概述与求职有关的教育准备和
经历，而 CV 则集中说明学术工作，不重视与文化程度和学习成绩无直接关系的资料。
Resume 大多只需一页，而 CV 的长度由其内容决定。对于出国申请来说，它们的区别是
无所谓的，但一般要求控制在两页以内。

推荐信，即 Recommendation Letter，也叫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Reference
Letter, Evaluation。大多数学校要求三封推荐信，也有部分学校可以上传第四封推荐信，
或者只需要两封推荐信。保险起见，在出国申请的过程中一般准备四封推荐信，以备不时

之需。

在上述三种材料之外，部分香港和英国大学要求提交研究计划，即 Research Proposal
(要求同时提交个人陈述和研究计划)。一般在写 Research Proposal 之前已经写好了自己
的 PS，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即可。

4.2 个人陈述

4.2.1 基本介绍

个人陈述 (Personal Statement)(在这里我们用 PS 来代表一类文书)，它包括这里的
personal statement 但不限于此；不同的学校可能说法不一样，有的叫它 stat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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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OP）, 但是笔者向多位美国本土人员求证过，他们认为 PS 和 SOP 并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唯一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论你是写 PS 还是 SOP，如果学校有明确要求，
还请各位按照要求来写。

众所周知，PS 是申请材料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外的教授们
要通过 PS 来了解其他申请材料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方面，主要包括学术方面的，也包括申
请者的性格特点等等。其实教授们要看成百上千的申请材料，每一份材料上，他们停留的

时间不会过长，所以 PS 一定要有亮点“钩住”他们的目光，让他们对你的材料产生兴趣
——这也是写它的困难之所在。PS 的写作和其他常规的写作一样，甚至更难些，因为 PS
是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尽管如此，还请各位不要气馁，作为一个过来人，遇到过许

许多多的申请者，笔者向你保证几乎每一个申请者都会为如何写出一篇个人陈述而烦恼

过。如果你有朋友在两三小时内毫无障碍地就完成了一篇 PS，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不是
一篇可以增加他/她被录取可能性的陈述。好的 PS 一定会需要大量时间来不断完善；差
的 PS 可能很快就写好了，但是却也有可能瞬间让你在申请过程中的努力付诸东流。

PS 固然难写，但是也是有章法可依循的。我们希望通过给出从写 PS 之前的准备工
作，到完成 PS 后的修改润色这一系列的步骤，来帮助大家找到写出自己满意的 PS 的方
法。

4.2.2 准备

正如前文所说，PS 是一篇审视自我的陈述。许多申请者犯得最多的也是最严重的错
误是没能用全面的、分析性的和独到的眼光来“看”自己。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们正是在找

那些新颖有趣而见解深刻的文章，这些文章使得他们觉得你经过了非常仔细的反思和自我

审视。

“新颖”是说只有你自己可以写出的内容，而且别人很难写出跟你很像的 PS。你可以
通过写 personal 的东西来使你写出只属于你的 PS；你可以通过 analytical，带着批判性
的目光来剖析自我，从而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 PS。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写出自己的故事，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些在你写 PS 之前可能应该
思考的问题。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 你的哪些人生经历是你觉得最特别，印象最深刻的？你一生中的哪些经历（个人经
历，家庭困难，个人成就，你影响过的人或者影响你的人和事）可以帮助招生委员

会更好地把你和其他申请者分开？

•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申请的领域感兴趣？自从你了解这个领域或者发现自己喜欢这个
领域后，是什么加强了你的信念使你觉得你适合这个领域？你有什么收获？

• 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领域的？上课，阅读，研讨会，工作或者是和其他人的交往中？
• 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 你对自己的学习成绩（GPA,GRE,TOEFL 等）表现出来的劣势有什么解释的吗？
• 你是否克服过一些不同寻常的巨大困难（经济，家庭，身体）？
• 你自己有什么个人性格魅力（正直，富有激情，持之以恒等）可以帮助你在未来的
职业领域中做得更好？有什么证据和文件可以证明你的这些特点？

• 你有什么能力（领导力，交流能力，批判性分析能力等）？
• 你凭什么说你能比别的申请人更强，在未来会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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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给招生委员会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来使他们录取你吗？
我们知道一时间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一篇好的 PS 需要时间

来酝酿。请注意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因为这些问题将会在你整个申请过

程中出现，特别是在面试阶段。如果你想过这些问题，面试将会变得更轻松。再者，回答

这些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认识自我的机会，我们很少有机会认清自己的优劣。

4.2.3 要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PS 的写作没有固定的格式。一篇成功的 PS，就是在写出自己的
申请动机，自身经历与经验，研究热情与能力，表明你是一个优秀的 Ph.D. Applicant 的
基础上，具备自身的特色与亮点。一篇“不走寻常路”的 PS，既可能被人认为是标新立
异，也可能遭到诟病，这在不同人的眼中结果可能会不同。因此，我们不鼓励大家一味追

求与众不同，而忽略了 PS 的一些基本写作规范。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些中规中矩的 PS
写作结构。

PS 的基本格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自传式：叙述你从小到大的经历，从你的人生阅历
中凸显你的能力；第二种是叙事式：是国外的 PS 常使用的风格，以一件事情切题，引出
全文，谈论自身感受；第三种是专业式：全文的重心放在你对专业的认识上，介绍自己的

专业经历和背景，体现自己的研究能力。第三种结构要求你对自身的专业有深刻的认识，

和丰富的科研经历，申请研究生的 PS 多采用这种形式。作为科大的学生，我们使用的 PS
也主要是这种模式，后文会针对这种专业型的 PS 写作给出详细指导。

PS 的写作中，还需注意行文的顺序。较常采用的有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以时间为
顺序叙述的好处在于使文章条理清楚，脉络分明。写作的时候切忌东拉西扯，夹杂无意义

的细节，时间顺序混乱；更为推荐的是按照逻辑顺序梳理文章的脉络。比如，可以用自身

兴趣的发展作为文章的逻辑架构，从兴趣的产生，发展到深入，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自己

的申请目的，层层深入，水到渠成。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顺序也是逻辑顺序的基础，采用

逻辑顺序的时候也要兼顾时间顺序。

PS 中也许注意主次分明。还以兴趣为例，对于兴趣的产生应当着重描写，而兴趣深
入的过程几笔带过即可，在兴趣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又要不惜笔墨。这样长短兼备，主次

分明，才能算的上好文章。

另外要注意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使用。在段落中使用过渡，在段落之间使用过渡，能够

保持整篇文章的逻辑流畅。过渡不限于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使用，还包括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和主题的递进。可以说，过渡为树立论点提供了逻辑结构。

4.2.4 要内

PS 开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其好坏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兴趣。PS 的开头可以有多
种形式，既可以开门见山也可以抛砖引玉，具体写法取决于文章的整体架构。对于开头，

一定要仔细斟酌，反复修改。下面举例说明

反例：

Example1：
I earned my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in …Sciences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

in 2002 at …university, which provided me with a profound background in atmospheric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 I received Outstanding Student Scholarship for my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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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in the academic field. I found that ….is abstruse and interested, and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did not understand. Thus I decided to learn more.

点评：切忌这种简历重复型开头。对于简历中已经提及的内容不要做无意义的重复，

许多学校在 PS 要求中有明确提到这一点。
Example2：
”Why the gecko can climb on the wall while we can’t?” ”Why the leaves turn red in

autumn” ”How many stars are there in the sky?” When I was in childhood, I always kept
asking my mom all kinds of questions. I am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 I
can even take apart things for several hours in order to find out its principle. So most of
the things in my family has been taken apart by me, from my father’s shaver to my mom’
motorcycle. I can even fix some simple households, listened to other people’s praise, to
learn science well became my dream and felt the science will accompany with me in my
whole life.

点评：语言过于幼稚，不正式。上来就回忆童年少年自己有着如何远大的抱负，可信

度不高。PS 字数有限，浪费这么长篇幅描述童年没有任何意义。
Example3：
I am an undergraduate in XXX University, the largest university and a crad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China. (XXX University is a prestigious univers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with 20 departments and a regular annual enrollment of 8,000 students)
I studied at XXX (E. E) Department, a highly selective department with a gathering of
smart students who are hard to compete with.

点评：同学你是在帮助学校做宣传吗，而且你还觉得不过瘾，居然还用了括号。在写

个人陈述的时候切忌写和自己或自身专业无关的内容。

Example4：
Upon graduation in July, 1999 from XXX University, the best engineering college in

China, with a B.S. degree, I was selected by the university, on the basis of my outstand-
ing academic records, to enter graduate studies without having to take the mandatory
admission exam.

点评：你的第一版 PS 如果是这样的开头，那还可以原谅，如果修改之后还是这个样
子，那真是完全不能容忍了。出国的同学哪一个不是放弃了保研呢，基本全是废话。

Example5：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the dream of yesterday is the hope of today and the reality

of tomorrow”. This old saying always lingers in my mind; it reminds me that every dream
can be reached through hard work...”

点评：永远不要以大而空的议论开头，去谈诸如人类的本性和人生的真谛尤其是在你

的“personal”文章里。大多数时候，最好的开头方式是做到尽可能的自然和流畅。
Example6：
As a top student of physics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pursue a successful

academic career by studying at your distinguished graduate program.
点评：这个开头非常普通，所含的有用信息比较少，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的空话，让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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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top student，successful academic career 和 distinguished graduate
program 这种空泛的形容应当尽量避免，最好给出具体的细节加以支撑。

下面列出一些国外学生 PS 的开头，这些写法都是我们所鼓励的。
Example7：
I now prepare to become more than just a professional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but in

fact a professional historian.
Example8：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 Robert Frost- Have you ever take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When you drive home from work, do you ever explore? Sure, it might take longer than
usual, and there may be unpleasant stops along the way, but occasionally you will find an
unexpected surprise. By casting aside strict conventions and routines and by taking risks,
we can achieve things we never considered or thought possible.

Example9：
During my senior year at Purdue University, I made a decision that has impacted

the entire course of my education. While my classmates were making definite decisions
about their career paths, I chose to implement a five-year plan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for myself. I designed this plan in order to examine various careers that I thought might
interest me, as well as to expand upon my abilities at the time.

Example10：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that has shaped the person I am today is my

upbringing in a traditional family-oriented Persian and Zoroastrian culture.
Example11：
I have always been motivated toward achievement: my highschool classmates voted

me “Most likely to have a publishable resume”.
Example12：
I am most interested in a career in psychoneurotic immunology. Scientists who work

in this area study the bi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nd and immunological factors
relating to health and healing. This is my ideal occupation because it includes my two
criteria for a career: I would be doing something to benefit society and performing a job
that is enjoyable, challenging and meaningful to me.

Example13：
As a student majoring in Computer Science, I began my odyssey since I entered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deed, having entered this splendid computer world, I am more
than greedy for something new.

点评：其实这种写法言简意赅而不失文采，作为开头是不错的写法。但是 odyssey 和
more than greedy for something new 这种句式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的，很多同学在用，有
抄袭句式的嫌疑。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出什么是较好的 PS 开头，但不要照搬照抄。

Example14：
I am writing to apply for graduate study in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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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UC-Berkeley. My intense interest is in heat transfer related to the emerging areas of
MEMS and materials processing, as well as fluid mechanics and combustion. I want to
become a world-class researcher in these areas.

点评：相比 Example 6，这个例子就成功得多。这种开门见山介绍自身背景和申请目
的（Ph.D. 或 M.S.）其实是很受美国人喜爱的，但注意一定要用最简练的语言涵盖最多的
信息量。中国学生对于这种写法的排斥性比较大，认为缺乏创意。编者认识的几位美国教

授都很认同这种写法。如果没有更好的写作思路的话，编者是比较推荐这种开头的。

以上这些 PS 的开头是不是给你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感觉呢？最后做一个总结：
开头的类型有很多，可以表明精彩的观点，可以叙述特别事件，可以引用名人警句，

总之要与众不同。

美国人的文章向来是开门见山的，不像中国人那样做了很多铺垫才切入正题。虽然说

可以不要在开头直接点出主题，但是你的主题一定要在前面三段中得到陈述，否则人家读

了半天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编者个人推崇的是开门见山的类型，在文章的开头就表明你

的主题，不要做过多的铺陈。

中间

有了一个精彩的开头，抓住了招生老师的注意力，我们接下来要给他看什么？他们又

喜欢看什么？笔者听过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招生老师喜欢看学生描述的研究经

历，来评价这个学生的科研水平；一种说法则是老师们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用科研经历堆起

来的 PS，希望看到申请者在科研外的生活所体现的个人素质；还有一些人说老师们喜欢
看到申请人有较为清晰的人生规划，兴趣和志向明确。这里笔者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因

为他们都说得有道理，但是又过于片面。其实一篇 PS 是对一个人较为综合的展示，它不
是 Research Proposal，也不是 Statement of Personal History。尽管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
但是完全可以根据学校给的要求，有所侧重的安排 PS 的内容。

â 科研经历

就我们 USTCer 而言，由于我们申请的学科的性质，科研应该毫无疑问是申请环节
中的重点，放在 PS 这里，也不例外。这里我们就来谈一下有关科研的内容该怎么
写。

科研方面应该主要包括你的研究兴趣，实验室经历，参加的课题的描述。我们通过

一些例子来给大家一个感性的认识。

（请读者注意，以下范例均为原文，存在一些语法错误这里我们并未修改它。）

Example 1

My first exploration was my undergraduate work paper—”Research on Industrial Or-
ganization of Fodder Industry of ”Minnesota Province”. It was a totally new subject
to me, to most of my classmates and even some professors because the theor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very recently. I did the research mainly by quantitative anal-
ysis on historical data. A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interpret
and predict the statu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Minnesota” fodd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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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bout 4 months research, I understood what is a researcher’s wor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dentifying the problem, seeking related data and documents,
making himself familiar with various views on the problem, analyzing and organiz-
ing them from his own to synthesize the result of the academic activity: a report, a
paper, or a thesis. (USTC BBS)

点评：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科研经历的写法，包括了课题内容简介，自己在这个

课题的贡献和自己的收获。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PS 中的研究经历描述，但是我们
不难发现其中有些语法的错误，希望大家要仔细检查 PS。

Example 2

Pocketed with this passion and thinking, I tasted to use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to practice and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by attending the National College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ntest with the other two schoolmates on behalf of our
college. It required us to evaluate the water quality of Changjiang River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rough which we had to analyze the water pollution in every region and
predict the trend of it in the future. Finally we had to bring out the plan against
it. It was really a challenge for us towards flood of data and estimations as long
as 17 pages. We tried almost a whole day only to filter those data and take the
evaluations into comprehensive account. Pulling down various models we had built
before, we were so defeated that we wanted to give up many times. However, we
finally found the satisfactory model thanks to our encouragement to each other which
armed us with full strength to go further. We managed to evaluate the water quality
by Composite index model, which could not only represent the evaluation factors,
but also reflect the main impacts of the contaminations to the water pollution. We
predicted the future water pollution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fitting and
brought out the plan against it by building linear optimization model. Finally, we
got the second prize in Beijing for our thesis. Three days’and nights’modeling
experience had cooled our passion and gave us even more calm thinking instead.
The crea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along with the successfu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through it lied on the solid mathematics foundation, strong modeling
ability, accumulation of the knowledge on different fields, unique creative ideas and
creativity. （摘自网络）

点评：这个范例和 Example 1 的内容结构是相似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篇 PS 的经历
描述所达到的效果要好于上一篇。我们发现这篇 PS 由于描写得更加细节，语言就
显得很生动，可读性更强（包括了项目中碰到的问题，采用了什么方法解决）。虽然

是专业知识，但是逻辑很清晰，而且最后的项目收获总结也较上一篇实在和出彩。

这种描述方法是笔者个人所推崇的。

â 个人经历

科研是重中之重，但增加适当的人生经历也是可能给 PS 加分的。特别是如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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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是一些转折点的话，那么你的 PS 也会更能打动人。除此之外，你的经历
提供了你作为一个研究生申请者更为本质的一些特点，如果这些特点正好是研究生

阶段迫切需要的，那么你就更有理由说明自己适合这个项目。——但是，如果为了这

些目的来编造经历就不可取了，很可能损坏自己和学校的形象，也影响未来的师弟

师妹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经历务必是非常关键的，不要为了写经历而写经历。

Example 1

……My mother became terminally ill with cancer. ……She needed constant care,
and it was up to me to provide it. I had to withdraw from one of my classes at school,
while commuting to campus for tests in the remaining two classes (my routine with
my mother made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attend lectures, so I had to rely heavily on
my textbooks and self-study). Despite the trauma I was going through at home, I
somehow managed to do well in these two classes (calculus and physics), keeping up
at least part of my college career. …….

After it was all over and I was back on my feet, I decided I wanted to put myself
back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I could help others who were ill. I started working in the
hospital. I also started working as a student health advocate in college, following a
ten-week training period that covered diagnosis, role-playing, first aid, and emotional
concerns-all followed by extensive testing. All of these experiences have not only
solidified my interest in medicine but also have taught me how essential it is that
physicians be sensitive to the emotional as well as physical needs of their patients.
My life to date has taught me lessons that can’t be learned in a classroom, lessons
that-with the further academic training I hope to receive in medical school-should
make me one exceptional doctor.

点评：这篇 PS 来自国外的研究生申请者，他/她申请医学院，向招生老师展示描述
了自己如何克服巨大困难依然取得优秀成绩的过程。这里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个人

经历如何在 PS 中发挥作用的。请大家注意上文中描述个人经历对自己的影响的那
些句子，这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并非经历本身。个人的经历最好延伸到和

申请项目的关系，如此最好。

Example 2

My birthplace determined the core of myself. Born in Liaohe Oil field, an area that
has long been so savage and desolate that rarely did people reside there, I was able to
witness how my parents and other workers fought with relentless determination and
how they strove to explore the great uncertainty for treasure-crude oil. Apart from
the bravery, another great benefit I obtained was learning to be unfettered when
dealing with problems. Since most problems they encountered everyday were fresh
to them, my parents and their peers had to throw off the trammel of traditional way
sand seek alternatives. Thus, innovation was ingrained in my character even before
I received any formal education. (摘自 USTC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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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这篇是国人的个人经历的一段，从自己的出身写起，重点突出自己“innovation
was ingrained in my character”, 这种创新正是科研中所必须具备的关键素质，所以
这段个人经历的东西在这里没有浪费掉 PS 的空间。请记住，你的个人经历一定要
达到给申请加分的目的，如果不能加分，还是删掉吧。

â Why Research

这个问题从本书的开头就被提起，我们怎么在 PS 中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同于 essay
（一般 essay 是回答指定的若干问题的文章），PS 中我们没有明确的空间来让我们告
诉招生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做研究。比较合适的做法是穿插在整篇 PS 当中，从各个
不同的细节之处暗示自己追求科学的理由，和继续深造的动力。

此处笔者不打算再举例子说明（不是笔者太懒），读者可以在后面的全文范例中去慢

慢体会如何将自己的志向在 PS 中透露出来。这里只是单独提出来这个 PS 中不可
避开的主题。

结尾部分可以说说自己与这个项目的 match 程度：说说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个项目；你
如果进入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如鱼得水；教授们得到了你，是不是对他们的课题更有帮

助。如果你是一个教授，假设两个学生其它条件都一样，其中一个学生写出了自己感兴趣

的教授以及希望从事的研究方向；另一个只是说贵校很牛，教授很牛，我就想去这样的地

方，教授无疑会选择前者。

对于结尾段是否要把感兴趣的教授名字写出来，存在一些争议。个人感觉可以写 3 个
左右。可以想象，不太可能因为某个教授想招你，发现自己名字不在你的 PS 里面出现，
因此拒绝录取你；而更有可能的是（有同学也实际碰到过），某个你不十分感兴趣（当然

也就不会写在 PS 里面了）的教授看到你的材料觉得不错，把你材料单独拿出来看甚至
联系你给你面试。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对教授的研究方向不是特别懂的话，最

好泛泛地写，不要不懂装懂，否则很容易暴露自己。举个夸张的例子，某人看到一个教

授做 high energy research，就在 PS 里面写我对他的方向很感兴趣，因为现在能源危机，
energy research 很有必要之类的话，殊不知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结果可想而知。

下面先列举几个失败的结尾的例子。

Example 1: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dmissions committee for considering my application.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you will grant me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your fine school.
点评：废话一句。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这样的句子在你的 PS 中出现。
Example 2:
In sum,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you should admit me……
点评：有点意思了，但语气过于狂妄，而且单纯的总结性语言没有用的，画龙还需点

睛。

Example 3:
From the college guide and my adviser’s recommendation, I am pleased to learn

that your program has a highly qualified faculty and ample resources. It will be the best
place for me to pursue an individualized plan of studies. If possible, my major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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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will resid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Processing, and
DSP.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as very general, so if you feel that any other areas
are more suitable for me, som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点评：接近我们所要求的结尾了，但是语言过于平淡，泛泛而谈并且就事论事。

下面我们再来给出一些比较成功的 PS 结尾。这些也都是国外学生的 PS 结尾。
Example 4:
I want my legal education to make a bigger difference than I can as an engineer, but

with a strong family to draw upon I cannot help but live a successful life.
Example 5:
Ultimately, I aim to gain a faculty position at a university and to continue my in-

volvement in innova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while directl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aspiring engineers, both in the classroom and laboratory. In this manner I believe I can
make a significant and purpo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ile gaining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satisfaction.

Example 6:
The work I saw at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d that same element of innovation

and freshness that I strive for, the one that goes beyond the ordinary path. I want to be
an explorer and to face challenges that I can solve with sheer will and creativity.

Example 7:
While my GPA may not be as high as some applicants’, my academic record shows

a consistent positive. I know I have the intelligence, ab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success in dentistry; I only need the opportunity. My dental research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my academic background, personal qualities, and leadership abilities makes me well
suited to accept the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dentistry.

Example 8:
Stanford’s diversity offers an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I hope to share my varied knowledge with my classmates and to take from
the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opics that are foreign to me. I believe that no other school
provides student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offered by Stanford.
Its outstanding academic reputation, mingled with its diverse environment and thriving
Bay Area location, creates an opportunity for growth that is second to none. I have many
ambitions for myself as I embark on this stage of mylife. I believe that an education from
Stanford will provide in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skills that will allow me to become a
successful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leader in the new millennium.

Example 9:
I know how difficult and also how rewarding research can be because both of my

parents are researchers, and I have done research projects for my science cours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course, is that humanity may benefit. Such a pursuit of knowledge
would be incredibly satisfying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to help so many. To me, the call to
a lifetime of this work is irresis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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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10:
As I continue to write and edit, I rediscover my love for language. To entertain, to

explain, to be able to say what I mean and help others say what they mean. Language is
the highest rung of expression, and I mean to climb it.

Example 11:
Personally, I know I am educated as long as I remain tenaciously determined to un-

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to maintaining an open mind. Of course, this goal of remaining
educated will lead me to Harvard next year and to adoctorate in physics in another uni-
versity. However, these are just signs of an educated person. To be truly educated, I must
be committed to learning my entire life and to making new discoveries in science, whether
or not they contradict accepted theory. Education cannot be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degrees a person has earned. Instead, education is a mind set that must last one’s
entire life. If, at the moment of my death, I am still dedicated to grasping misunderstood
concepts, I can say that I am truly educated, as Einstein, Rutherford, and Galileo were
before me.

从以上这些结尾可以看出，PS 的结尾应该呼应全文主题，起到总结陈词的作用。同
时一定要提到对方学校的名字，指出你申请这所学校的理由，谈谈你对这所学校的认识等

等。学校的相关信息都可以通过上网去寻找，在你要申请的系主页或者研究生院主页上，

都有该系或者院的介绍。这一部分一定要针对不同的学校给出不同的描写，在给不同学校

的 PS 中仅仅做校名的替换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至于创意，它不需要像 PS 开头那样去追
求标新立异，朴实感人有说服力即可。点到为止，不要过分罗嗦。

4.2.5 言

PS 的语言尽量做到 powerful，persuasive，effective 和 precise，也就是“简洁有效，
说服力强”。

语言的说服力，一是通过精练语言来提高，二是利用文章的主题来弥补。设想一个比

较鼓舞人心的开头，一看了之后就让人有深刻印象，那么自然地，你的文章的说服力就会

加深。

语言的简洁性，一是注意避免使用赘余的形容词，堆砌辞藻，二是选用合适的句式。

这些可以通过 PS 初稿成文之后的后期修改来提升。
选择句式时，需要注意不要过多地使用长句子。行文中可以长短句结合，对于能用短

句表述的尽量使用短句。招生委员会的人不可能有耐心去分析一个晦涩饶口的长句，因

此，除非十分必要，长句子尽量拆开成几个短句。同时还要注意不要反复描述同一事实。

一句话表达了的意思，就不要再重复一遍，这不但不会如你所想加深文章的表达力，反而

会被认为思路不清晰，废话连篇。

下面列出一些常见的语体问题。

1. 英文正式文体中，不要使用数字，要用单词来代替。例如应该写“seven years old”
而不是“7 years old”。

2. 不要怕用短句代替长句，当读者在阅读短句的时候，他会经常停顿，于是就能够有
时间思考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容易理解。

3. 注意不要过于使用口语化词汇，例如 get 之类的单词，to be 之类的动词短语。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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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你是在写正式文体。

4. 注意不要使用不合语法的搭配，例如应该是 dream of something 而不是 dream to
something。

5. 注意不要在句子开头使用 But, And 之类的词汇，正式文体中连词一般在句中使用
而不是句子开头。

6. 注意同一个句子中，前后的语态要一致。在读别人的 PS 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前面
还在用过去时，到了后面就变成现在时了。这种错误比较隐蔽，一般很难检查出来，

所以更要小心。

7. 尽量用主动语态和第一人称书写，例如“something allow me to gain”就可以改写
为“I gain”，诸如“It is……that……”这样的句子结构也要换成更为直接的句子，
以求精简。并且这样的句子结构也不能用在正式文体的段落开头。

一般来说，中国人写的 PS 的语言都是很 Chinglish 化的，不管你有多么努力地去模
仿国外的人的行文风格与语气，你的 PS 终究是中国人的思维，写的句式也是中国人在学
习过程中所经常使用的教科书式句子。所以，建议你在写完之后最好请一个英语为母语的

人给你修改，这样才能做到语言地道；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这种人帮你改，那么至少也要找

个英语专业的人帮你修改，或者说英语功底比价扎实的人修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

低级的语法和语体错误。

最后，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追求华丽的语言和高深的句型，简单明了就好。科研类

Paper 看多了就会发现，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写东西，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懂自己的工
作，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形容词或者语法的从句连接用得多么好。外国老师也能理解作为国

际学生，语言并不是长项，可以想象他们更多地会从行文的逻辑和条理的角度来判断审

视，这就更加凸显出上面内容的重要性。

4.2.6 后期

正如我们拍照摄影一样，找到好的模特和好的背景完成了拍摄，我们还需要后期的一

些处理来使得作品更加完美，从而使观众感到赏心悦目。PS 也是如此。经过了许多努力，
我们终于是写出了一篇成形的 PS 了，但是显然这还不够，我们要做的是精益求精，写出
PS 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要写出一篇“好”的 PS。后期的修改工作对于文书的质
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PS 如何修改呢？自己修改显然在这之前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很可能连语法错误都
检查不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 PS 拿给别人看，请别人给你提
建议或者修改。一般来说，这些人最好是英语功底比较好的师兄师姐，也可以是教授导师，

甚至有条件的话找一些外国本土的人来给你改，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交给别人修改并不是说一句“你帮我修改一下我的 PS 吧！”，然后就高枕无忧等着别
人改好的 PS 拱手送来这么简单的事。即使是别人帮你修改，你自己也要站在主动的位置。
在请别人修改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别人一些问题，想想自己的 PS 想要传达给读者（招
生委员会成员）什么信息，想要展示自己的哪些性格特征或者学术能力上的优势。这里为

方便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问题：

1. 这篇文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部分？
2.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3. 文章最精彩的部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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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的哪些特点？
5. 这篇文章表达是否清晰，读起来是否顺畅，句子结构是否太单调？
6. 对于作者自己表达的一些观点文章中是否有支持的证据来说服读者？
7. 这篇文章的内容你觉得都重要吗，有哪些是不感兴趣的？
8. 文章的逻辑合理吗？
9. 文章的开头吸引你吗？
一篇 PS 可以交给不同的人修改，这样也方便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 PS。除了

师兄师姐和教授导师这样的人可以担任自己 PS 的审阅者的角色外，同级或者同学也是不
错的互相批改 PS 的战友。笔者知道出于某些复杂的原因，许多申请者不是很愿意将自己
的 PS 给同学看，其实把 PS 给同专业的人看，更能看出 PS 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许
在你自己和其他修改人眼里这段科研经历或者课题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在内行人的眼中，

这也许只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经历了，并不能展示出你自己的特点，因而也就不能

使自己在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所以，请各位师弟师妹们在申请季里保持一个慷慨大度

的心态，团结协作，这其实是一个 win-win 的策略吧。另外，语法内容自不必多说，这个
是必须一遍一遍检查的，不得出任何差错。

修改的意见反馈回来了，我们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别人的修改意见中我们可以

不断完善自己的 PS，把文书的质量提升到新的高度。PS 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是正常的事，
不要因此怀疑自己的能力，这反而值得高兴，有那么多问题在提交之前被发现了，还有很

多提升的可能性。在不断修改 PS 的同时要注意，他人的意见也只能做个参考，当自己的
想法和别人的意见产生冲突的时候，就需要自己仔细权衡二者，综合多方意见，做出最好

的决断。

当所有的内容修改工作做完了过后，就应该把形式也进行优化。之所以前面没有提任

何格式方面的内容是由于内容是 PS 的血肉，笔者希望各位能专心致志地完成 PS 内容的
书写，至于格式方面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如果内容不好，任凭怎么漂亮的字体版式也

是回天乏术。一般来说由于字数限制，PS 的长度大概在 1000 左右。所以如果字数多了，
请你参照语言部分精炼自己的语言，该删的删不要觉得可惜。有些你自己看来很能展示个

性的内容，在教授眼里可能就是一堆废话。类似于我成绩怎么好，怎么一路保送，拿了多

少奖等等跟主题没多大关系的并不能使你更突出。要知道，其他申请者哪一个没拿过 N
多奖？当然你也可以不删，不过最后吃亏的恐怕是你自己。如果用 Times New Roman 12
号字体，单倍行距，基本上是沾满两页 A4 纸。但是我们推荐 800-900 左右的字数，这样
你可以使 PS 添加页眉页脚过后而不显得拥挤。页眉可以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申请的项目名
称；PS 可以不写标题，也可以在页眉写上“Personal Statement”字样；页脚的话加上页
码就可以了。段落之间可以空出一行，不至于使整篇 PS 密密麻麻，让人恐惧。这些小细
节也是可以体现一个申请者的用心程度的，所以不要放过每一个可以努力的环节。

4.2.7 全文

我们在这里列出部分不同专业，不同格式要求的申请成功者的 PS（均来自 USTC
BBS）以供参考。

â Sample1 (Physics)：

My interest in science dates back to my early childhood. I have always ex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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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hysical sciences and have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in mathematics in high
school. At age 16, I attend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majoring physics.
Four years of extensive study in physics and current work in surface science inspired
me to undertake a greater challenge in pursuing a doctorate degree in physics. My
aspiration to be a research scientist also makes graduate study an absolute necessity.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 I specialized in physic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my junior year I studied computational physic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III, during which I developed a 2-dimensional Ising model with the finite size effect
as a course project. In addition to being elated by my computer simulated phase
transition phenomena, I was also pleased with the computed values of the critical
exponents which closely agreed with theoretical values. During the two-year course
on the fundamentals of experimental physics, I diligently studied the techniques
of operating experimental equipment, such as the epitaxy systems, lithography, and
computer controlled data acquisition interfaces. I enjoyed these hand-on experiences
immensely. My current duty,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is to set up diamond film
growth kinetics experiments which are designed to verify whether the mechanism of
H atoms destroying C-H bonds in diamond film growth is the bottle-neck reaction to
diamond film formation. The results will give valuable insights and better enhance
the research efforts of another group here at IAMS.

In the meantime, I am learning about the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charged par-
ticle optics, energy analyzers and many instruments used in surface science through
the seminars held in my group. In order to be knowledgeable in the breadth of
physics, I attended workshops and symposiums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sympo-
sium on Symmetries in Subatomic Physics, I worked as an interpreter and edited
the article ”Conceptual Beginnings of Various Symmetr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ysics” from Prof. C. N. Frank Yang’s speech and 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Keeping an open mind to get experiences not only in academics, I actively partici-
pated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hile attending NTU. In senior, I was a part-time
teaching assistant grading exam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in the courses, A Journey
to Subatomic World and From Quarks to Black Holes. I also have a part-time posi-
tion as the bulletin board system administrator for the Physical Society of ROC. I
am currently constructing their WWW homepage of IAMS to improv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Accumulating these valuable experiences, I am preparing myself for a career in sci-
entific researches. Being exposed to surface science, I am interested in mesoscopic
systems and nanostructure materials. I plan to concentrate o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Having carefully read the content of the graduate studies and on-going
research programs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I believe that UW is the
best place for me to be. I am confident that my diverse research experience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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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firm commitment to physics have merited me to be qualified to undertake
graduate study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â Sample 2 （Mechanics）：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Preparation：

During four years of undergraduate study in XXX University and three years of
graduate study 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 devoted most of
time to Mechanical subjects and Fluid Mechanics subjects and emphasized a strong
foundation as the basis for specialized expertise. The courses I have taken can be cate-
gorized into Mathematics, Fundamental Physics, English, Theory of Mechanical and
Mechanics,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Fluid Mechanics,
Computer Scienc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 and Theory about Machine and Mechan-
ical Design. When I was working as a teacher, not only did I improved research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but also enhanced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working, self-
teach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y academic background,
please refer to my RESUME and AUTOBIOGRAPHY. The Reason for Admission
to Your University

Your University is a world famous university for its outstanding faculty and reputa-
tion. Ranking academically among the leading university in United States, it has
dynamic present and a promising future. I learn that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s
expanding rapidly and has attracted man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I
also learn that graduate study plays a prominent role at your university and your
department could offer graduate stud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Besides,
the university could provide superior facilities and excellent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live and learn. For all those mentioned above, I think your university is best choice
for me, and I want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e a member of it.

The Reason for Pursuing Graduate Studies:

Although I have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my work and study, I find that I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to learn. The best way to close this gap is to receive high-level graduate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 as engineers, we must master basic scientif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develop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needs
of our global society in which we lie of all the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encompasses a great deal of subject matter and provides wide range of
employment possibilities. To gain intensive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in this field,
I feel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me to continue my research and pursue Ph.D.
degree in your famous university.

Fields of Interest:

Consider the scope of faculty expertise, courses offering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I
am really attracted by your department’s excellence. My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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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 Mechanics, CAD and CAM, MEMS, Heat Transfer and Robotics. After being
admitted to your institute, if my background isn’t too sufficient, I will take some un-
dergraduate courses to make up for it. I firmly believe that with my s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my research experience, I will be able to undertake my studies and
research effectively.

Long-term Plan:

After completing the studies, I plan to return to China and seek a position in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â Sample 3 （Physics）：

这是一篇具有较强个人特色的 PS 范例：

After studying the sciences for the majority of my life, I am excited about earning my
PhD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UCSC. I am confident that studying in Physics
will allow me to combine my strengths both in Phys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so that
I will make my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and, meanwhile, satisfy my keen interest
in science.

Born in Hefei, wher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USTC) locates,
I have an ambition of being a scientist. As a student good at Physics and Math, I
chose my future profession and this ambition helped me ace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on 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Test (NCET, similar to SAT). The outstanding
score in physics assisted me attend Physics Department of USTC, one of the best
Physics Department in China. However, feeling the rich research atmosphere here,
I quickly realized that what I should do in university is not pursuing A’s or B’s as I
have done before but pursuing my goal: a person of knowledge.

I believe computer science is essential to Physics. Besides my major physics program,
I have been taking program since March 2002, by which I have the chance of gaining
a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Nearly 2 years no holiday and twice as many
as courses do not deject me to balance these two programs and I will be awarded
my secondary bachelor in a few months. The most valuable benefit I acquired is
that both my computer knowledge and the thinking of Computer Science have been
improved quite a lot through a series of courses such as Principles of Compiler Desig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tc. also helped me join Wright Eagle, the world top 8
Robot Soccer team as the experiment platform of Multi-Agent System research on
AI, and publish my first paper ‘Over All Situation Tactics’, which introduced
Tactics from human soccer into robot’s for the first time to give a method 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robots.

The courses of Computer Science not only enhanced my capacity but also established
the direction of my future way: Apply computer science to my physics.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 which has far-flung relations to many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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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my strength of computer science will be a great
asset to studying in it, my major. When I am a junior, I joined my current lab
group,‘Computational Physics and Diffractive Optics Lab’. My first exploration
of research is programming for Diffractive Optics Elementary design, which is to
compute a phase element to concentrate all energy on focus of high power laser for
ICF (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 It is totally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me, even to my
graduate co-operators because it is related both on phys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I introdu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 learned from AI into my program, which
made my program act like human beings, and after many trials I brought forward
a new Simulation Anne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it. Fortunately, it turned out
to do a good job: double workload was finished within one percent time of that of
the original one. It really surprised my lab co-operators and some of my work will
be published in a few months. Besides that paper, the process of my investigation
acquainted me with the steps of a research project and the way to explore in a new
area. Apart from this,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se work convinced me that
combination of Phys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is my way forward.

My path toward physics has led me to UCSC, which I believe is perfectly suited
to meet my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Physics. I appreciate the physics program’s
rigorous curriculum, which will stimulate me intellectually, and it will provide me
with systematic training in both analysis and logic needed in research. During my
studies, I plan to explore physics problems I encountered in college and work further
by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physics. Computational Physics has
broad relations to nearly all the subjects in Physics and the extensive research of
UCSC’s Physics Department is the right farmland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for me.
At UCSC, I plan to concentrate my study on the computational physics related on
Astrophysics, Optics, and Material Science and so on. The aspect I am interested
in now is Quantum Optics. If you feel that I am more suited for some other areas,
any of your suggestion would be highly appreciated.

Every soldier has a dream of being the general and I am also eager to win my laurels
of Physics. I will go all out to research what I will be interested in, because I am
certain that it i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my goal, and I do not care whether my work
is the most important or no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my laurels will be reaped via the
path as what Prof. S.A. Goudsmit said, ‘have fun working in physics and obtain
results’. It must be the way to my lifelong ambition in Physics. I am confident
that attending UCSC will enable me to achieve this dream.



4.3 简历 67

4.3 简历

4.3.1 基本介绍

简历 (Resume/Curriculum Vitae)，顾名思义，就是对个人学历、经历、特长、爱好
及其它有关情况所作的简明扼要的书面介绍。简历是有针对性的自我介绍的一种规范化、

逻辑化的书面表达。对飞跃者来说，简历是一块“敲门砖”，可以给老师一个直观的印象。

事实上，简历并不是国外研究生院所必须要求的，但中国学生几乎都会准备这份材

料。PS 大多存在字数限制，很难从各方面完善地展现自己，因此可以把需要补充的内容
放在简历中。简历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套磁。套磁的时候教授一般不会花时间阅读你长篇大

论的 PS，那么一篇好的简历就成为吸引教授眼光的关键。
不同于个人陈述，简历有着自己固定的格式和内容。下面会介绍简历写作的内容，格

式，注意事项和技巧。

4.3.2 内

留学简历的内容一般包括：个人信息 (姓名，通讯方式)、教育背景、科研经历、发表
的文章、英语考试成绩、所获荣誉、参与的活动、能力和爱好等基本内容。在写每一项内

容时，应注意时间顺序为倒叙，即把与现在接近的事情写在前面，遥远的事情写在后面。

留学简历长度一般控制在 1-2 页内。

â 个人信息，即 Personal Information，包括你的姓名，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email

• 电话：可以是手机或座机。
• 邮箱：使用常用邮箱，能够联系上你。
• 要申请的职位或目标：这一点要视情况而定，并不是非写不可。
• 联系地址：一般填写在科大的校内地址

â 教育背景，即 Educational background，一般写在简历的前面部分，其内容要从大
学开始，高中及以前的不要写进去。教育背景是留学简历最重要的内容。对于申请

学位，教育背景比工作经历更重要。教育背景包括以下内容：

• 毕业学校：如果是申请硕士以上学位，从大学写起，不必写中学。涉及到在国
内学校的名字，课程名称要与成绩单或学校网站上一致。

• 入校日期和毕业日期
• 所学专业：涉及到要申请学校的专业、系、学院名字，一定要跟每个学校网上
的专业名称核对 (如果不清楚，用其它颜色重点标记)

• 获得的学位
• 在校期间的 GPA 及排名

â 个人重大经历，即 Experience。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重点，你应该多写一点。比如说，
工作经验Working Experience，学术经历 Academic Experience，这两种经历可以统
称为 Professional Experience；还有志愿者活动 Volunteer Work 等。

科大学生申请是主要侧重于自身的科研经历，在科研实践中获得的实验室技能对录

取和奖学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

1. 科研项目起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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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的科研项目的名称
3. 具体工作职责和成绩：这部分是工作经历或科研经历的核心内容，应根据要申
请的专业所要求的能力，有选择地列举相关内容以及在从事这些工作时所获得

的奖励。对于与申请专业无关或对申请没有任何帮助的经历则要毫不留情地删

掉。在这部分，要注意使用动词来加强和突出申请者的能力或业绩。如果动词

用的是一般过去时或现在分词，其他的动词也要保持一种平行结构。

â 发表文章，即 Publications。注意要是学术上的，散文诗歌之类的不要写，除非你申
请文学学位。如果没有这一项可以不写。具体内容应包括：

1. 发表文章的时间
2. 发表文章的题目
3. 刊登文章的刊物名称、级别 (国家一级刊物还是省内刊物)
4. 是第一作者还是第二作者

â 英语考试成绩：要细化，格式要正确，美观。

â 所获荣誉，即 Honors，也叫 Awards，就是你获得的各种奖励。学术的和社会活动
方面的荣誉可以写上去。所获得的各种奖励和荣誉：要说明其份量，比如获得荣誉

的学生比例等，还要有具体的获奖时间，注明获奖年份。

â 参与的活动，即 Membership and Affiliations，也就是你参加过什么社团，协会之类
的，同时注明你所担任的职务和所作的工作。

â 其他能力和爱好，即 Interests and Skills，这一项里面的 Skills 有很多含义，比如
说你的第二外语语言能力，计算机能力，计算机语言能力等等，如果你有什么特长

也写，把你会的都写上去；同时这里也可以简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性格特点，比如

honest，hardworking，reliable 等等；个人爱好也可以稍作提及。

4.3.3
在格式上，要善于利用页眉，页码等工具。在简历的最上方，一般会添加页眉，主要

写姓名和出生日期。

姓名：按照中文名字的顺序用拼音写出名字，并用逗号区分姓和名，用 Mr. 或 Ms.
说明性别，例如 Ms.Luo，Weiying。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你是参加 TOEFL/GRE 考
试，还是在填写各种各样的申请表格时，名字的拼写顺序一定要保持一致，否则，录取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会认为是两个人而把申请材料分成两个档案。

出生日期：按照“月/日/年 mm/dd/yyyy”格式，其中月份要用英文。
对于简历来说，强调的是你“个人”的经历，所以，简历正文的开头就是你自己的名

字，要用大写字母，并且字体要大，突出醒目。其他各分项内容中，凡是要突出强调的部

分，都应该用黑体，斜体或者加下划线的方式予以强调。

其次要注意时间和日期的格式。简历中，你的每一件经历，每一项荣誉，所参加的每

一个组织、活动，都需要标明明确的起止日期，如 August 2000—April 2001 等等。现在
仍在进行的事件，可以写成 August 2000—Present。同时，按照英文的语言习惯，最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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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较远发生的事情要放在后面，就是说，在每一分项的内容中，时间

顺序是倒叙。

关于简历的字体，和 PS 不同，因为简历内容繁多，且分类叙述，所以可以不用统一
的字体。例如可以小标题使用一种字体，正文使用另一种字体。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看，

但是又不失端庄的英文字体：Arial，Lucida Sans，Garamond，Verdana。不过简历的字
体变化不要太频繁，2-3 种左右字体的穿插比较合适。在简历最后，仍然需要添加和 PS
中一样的，你的签名和日期。如果你的简历只用来做电子版本的，这个签名可不要。

简历的字数没有什么限制，但是页数不要超过两页 A4 的纸，如果能压缩在一页之内
更好。总之，申请书面材料的原则都是要求短小精悍，言简意赅。

4.3.4 实用技巧

在简历的写作过程中，建议大家多用 action verbs (见下面 Action Words 表)：

Achieved Created Formulated Recruited
Achieved Created Formulated Recruited
Administered Decided Founded Rectified
Affected Defined Generated Researched
Analyzed Delegated Governed Reviewed
Applied Designed Grouped Revised
Appraised Detailed Guided Scheduled
Approved Developed Handled Searched
Arranged Directed Illustrated Secured
Assessed Distributed Implemented Selected
Attained Earned Improved Simplified
Awarded Effected Increased Sold
Built Encouraged Influenced Solved
Calculated Enforced Initiated Stimulated
Catalogued Enlarged Inspired Structured
Clarified Equipped Installed Succeeded
Coached Established Instituted Summarized
Compared Estimated Integrated Supported
Composed Evaluated Interviewed Tailored
Conceived Examined Introduced Taught
Conducted Excelled Invented Transformed
Constructed Executed Investigated Translated
Contracted Expanded Launched United
Controlled Experimented Maintained Validated
Convinced Facilitated Mastered Verified
Correlated Formed Recorded



70 Chapter 4. 文书部分

同时注意保证版面整洁，多检查是否有错字或文法错误，清楚表达自己的 objective，
把最要强调的项目写在前面，多用黑体、斜体或底线等来增加版面美观。

写简历时切忌以下做法：

不加以说明地大面积使用缩写；排版过于拥挤；大面积使用被动语气写作；写太长的

句子；用”I”来代表你自己 (e.g.不要写 I mastered the use of Win Word，而要写 mastered
the use of Win Word,)；引用对自身不利、或不清楚的资料。

少量学校对 CV 的格式有特殊要求，请自行留意，暂不列举。
4.3.5 文参考

注：第一行为姓名（左）和邮箱（右）

4.3.6 见问 解

â CV 和 Resume 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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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的完整形式是拉丁文 Curriculum Vitae. 在美国，CV 主要是用于申请学术、教
育、科研职位，或者申请奖学金等等。精确而言，CV 应该是履历, Resume 才是简
历。Resume 概述了与求职有关的教育准备和经历，是对经验技能的摘要，其主要目
的在说服用人单位老板雇佣自己；Curriculum Vitae 则集中说明学术工作，不重视
与文化程度和学习成绩无直接关系的资料。

â 简历和个人陈述有什么关系？

二者侧重点不同。

简历是框架式写作，侧重于简洁与全面；陈述的写作则侧重于细节和独特性。留学

简历是用简洁、准确的语言层次分明地概括申请者的信息，帮助评委们在短时间内

对申请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曾做过哪些工作、参与过哪些科研课题等；个人

陈述则是从简历中挑选出重要、有代表性的事例展开来写，通过细节来展示申请者

所具有的素质和能力。个人陈述可以使评委更好地了解申请者，帮助他们从千篇一

律的 PS 中脱颖而出。

个人陈述，应该是详细介绍自己所经历事情的过程，从中突出，我做过的事情和其

中隐藏的个人品质与能力。而留学简历，更多是为了让读者，更加快速了解你经历

过哪些事情。个人陈述，不应该成为留学简历的详细版，应该在其中真正写出个人

的特点。留学简历，也不能是个人陈述的提纲，是为了给人一个简明清晰的年表。

â CV 的重要性

打算申请出国的同学都知道 PS 很重要，但是却往往忽略了 CV 的重要性。其实履
历能够很客观的反映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很多美国教授都知道中国学生写的

PS 存在水分，不能真实反应一个申请者情况，美国大学教授因此非常注意申请者的
履历。

4.4 推荐信

4.4.1 基本介绍

推荐信 ( Recommendation Letter) 是所有申请书面材料中, 除了个人陈述之外最为重
要的申请材料, 有时一封非常有分量的推荐信所起到的效果甚至比个人陈述还好。相比于
个人陈述，推荐信是以客观的第三方的角度来介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并且一般情况下向

招生老师推荐申请者。推荐信要求对申请人做出客观而诚实的评价, 和个人陈述互相呼应，
或者展示出一些申请人通过个人陈述无法描述的优点和个人特点。

然而，因为有时候推荐人的日常事务非常繁多，没有时间来为我们写推荐信，所以他

们会可能让助手来给我们写推荐信，更多的时候甚至是他们让我们自己来写推荐信，然后

他们来确认。后者也是现在国内普遍的情况。选取的推荐人的身份不同，推荐信的内容自

然也就不同，所以仍然需要学习推荐信的写作方法。

类似于 PS, 写推荐信一般要介绍一下你的性格特点、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组织能力
和领导能力等等；很多人在写推荐信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内容华而不实，通过教授的

角度大赞自己；推荐信虽然是要写出自己的优点，但是大篇幅的溢美之词不如举例说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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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在。所以，如何写出内容恰如其分又专业的推荐信呢？下面笔者就和大家一起来探究

这其中的技巧。

4.4.2 推荐人的选择

要有推荐信，必须要先确定好给你写推荐信的人。其实有的学校在推荐信的要求里明

确规定推荐人必须要是副教授或者教授职称的人，所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选取推荐人

的范围。那么在这缩小后的范围里，谁是最好的推荐人呢？这样我们首先要知道谁来看我

们的推荐信。对了，招生老师们！

录取评审委员会最看重那些与被推荐者有着或曾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的人或其他熟

悉你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的人士。有些申请者希望请地位高的人

推荐自己，比方说大学校长、大集团公司的领导等。但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了解

你的学术成果、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干，就起不到积极的效果。对于我们大部分读者而言，

在大学比较了解你的教授，教授过你课程的老师，实验室的导师是理所当然的最佳人选。

同时，你也应当尽量避免请同一类型的人给你写推荐信。也许他们曾经亲眼目睹你的

表现，而且具备观察你的独特的角度，但是鉴于推荐信的形式和篇幅限制，推荐人往往不

能描述出你的全貌。而你需要录取评审委员会对你有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了解，而不只局限

于在校的学习成绩或是工作上的表现。例如，如果你需要申请 TA，你有可能会需要表现
你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你曾经当过助教的任课老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要表现

你的领导能力，那么你曾经参加组织过的会议负责人就可能比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大牛教

授好得多。所以，推荐人不一定是越牛越好，而是推荐信推荐的力度越强烈越好！

而同一个推荐人的信也不是随便一股脑全都往网申系统里放的，聪明的人总是可以

“对症下药”。你可以根据申请项目的特点，来选择性地提交推荐信。比如，你申请 A 学
校的某方向，你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这个学校更重视学术水平，那么你就提交你从实验室

导师、交流项目老师等那里要来的能体现你科研能力的推荐信，而不是任课教师那里的体

现教学能力的推荐信。

一般来说，大多数学校要求的推荐信是 3 封，你根据自己申请学校的数目多少来决定
请多少人给你写推荐信。你可以事先联系好推荐人商量好可以帮你提交的推荐信数目，如

果 A 只能答应给你提交几封（推荐人有时真的很忙的），那么你也有时间再去联系其他推
荐人 B，这样保证你有足够的推荐信提交。有时候为了增加申请成功的概率，你申请的学
校数目非常多，为了有推荐信完成所有网申，选取多于 3 个推荐人来写推荐信也是很好的
办法。

有部分同学可以找到国外的导师给自己写推荐信，这是你们的优势。国外教授的推荐

信的分量一般情况下要大于国内教授的推荐信。原因前面也已经提过。需要大家注意的就

是，国外教授一般是亲自写推荐信，所以你的好坏他都会写在里面。尽管你可能之前跟

他/她谈好了，但不排除他/她给你非常一般的评价的可能。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人可能遇
到的悲惨遭遇。

4.4.3 内

实际上在提交推荐信的时候会有一个教授对你这个申请者的各个方面打分的步骤，而

这个步骤里包括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推荐信里应该详细描述的内容。以下就是根据各种推荐

信提交系统总结的常见问题：

• 你是如何认识申请者的？多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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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的品质如何？
• 申请人作为研究生是否合适？
• 申请人作为研究生的潜力和未来职业发展潜质如何？
• 申请人有什么成绩可以反映其研究能力？
• 当申请人处于压力状态下时表现如何，能否成功克服困难？
• 申请人的母语不是英语，那么他/她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是否能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和研究任务？

• 申请人和其他人相比强在哪里？
• 申请人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推荐信要反映的内容基本都包含在以上若干问题中。这里笔者仍然想强调前面提到的

——一定要用实例来支撑自己的言论。

4.4.4 国外大学对推荐信的 实

我们提到过中国学生的推荐信大多数是在征得教授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写的，国外的录

取评审委员会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但是一般情况下对方学校是不会仔细审查你的推荐信

是否是伪造的。但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有极个别的学校会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

推荐信上传的 IP 地址等进行核实；也有可能会通过 email 和邮寄推荐信复印件的方式直
接联系推荐人。所以希望大家对推荐信的核实方式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不可不征得推荐人

同意擅自修改推荐信的内容。在对方学校看来，这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后果就是不但自己

不可能拿到 offer，甚至影响到自己学校的声誉，使同学也难拿到 offer。
4.4.5 推荐信 和签

推荐信的格式和书信没什么区别：称呼，正文，落款。有的学校要求上传的推荐信要

有正式的信头和签名，也有的不需要。信头就是说你要用带有自己学校标志的信纸来写，

如果有自己学院的信头，那就用自己学院的，这样更加专业；签名的话可以打印后签名在

扫描，也可以直接用电子签名，更加方便快捷。下面是一些科大的官方的校名和校徽，可

以用在推荐信里。

在推荐信里，也可以加上教授自己的联系方式（一般是电子邮箱地址）和推荐人的职

称，所属单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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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推荐信实

典型的三封推荐信一般来自专业任课老师，科研导师和系主任（院长）。下面给出范

例。

â Sample 1 （来自专业课教授）：（转载自 USTC BBS）

Dear Sir or Madam:

I gladly recommend my student Mr. Yi to you for his application to your graduate
school program.

Mr. Yi enrolled in my courses of ”Digital Control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The-
ory” during his senior year. In the former, he got a good score of 86/100 and ranked
within top 5 percentage of the class. In the latter one which was opened for graduate
students, he was one of the only three undergraduates who took this course. Through
the period of instruction, I found him an inquisitive and attentive person. He always
concentrated on my lectures and absorbed knowledge profoundly. Although some
of the assignments were somewhat difficult to the average students, he could solve
them completely and correctly owing to his log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the
clear conception to the theory. He also impressed me in the final project - develop-
ing a program to resolve the free-variable optimal problem. He thought deeply and
did it skillfully, so the program could work very well even for the special cases (like
cycling...) but still economically and easy to read. So I gave him the good score and
was better than many graduate students.

Besides, He also took a cluster of courses in Control and Systems Theory in his
junior and senior years and always got good scores. Upon my observation, Mr. Yi
has been fully prepared to undertake a Master in your institute in the control and
system fields. I am confident that with the ingeni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diligent
attitude that he has shown in the courses, he will be able to perform outstandingly
even in a highly vigorous program.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recommending him and
hope that you will consider his application favorably.

Yours sincerely,

XXX

â Sample 2 （来自导师）：（转载自 USTC BBS）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XXX

Dept. of XXX Eng.

USTC，Hefei, Anhui, 230027，P. R. China

Dec. 20, 1998

To whom it may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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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recommend Mr. XXX for your favorable consideration of
his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nd financial aid to your famous University.

About four years ago, Mr. XXX entered our laboratory, the Laboratory of Compu-
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ince then, he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project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which contains: (1) High
Resolu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Strong Blast Waves in Closed Vessels, (2) Nu-
merical Simulations of Shock-Induced Richtmyer-Meshkov Instability, (3)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 of a Shock with a Density-Stratified Interface, (4) Nu-
merical Simulations of Shock-Induced Mixing of a Gas Cylinder, etc..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XXX and me, Mr. XXX finished the project successfully
and obtained many useful results. Now, as a Ph.D. candidate, he is working on
another promising project which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
dation of China, The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Gas Flow in
Micro-channel.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being my research assistant, he demonstrated impressive
ability at self-teaching, independent analysis, creative thinking and commendable
skill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showed cooperative attitude with advisors and
other co-workers. I think that he undoubtedly possesses the potential of being a
competent researcher.

Worthy of mention is that he changed his major from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o Fluid Mechanics when he entered the Graduate School of USTC in September,
1994. But after three years’ study, he had mastered all fundamentals of the new
field. He is so hard-working in his academic pursuits that he got superior grades,
which made him to be awarded an important graduate scholarship: BAOJIE (P and
G) Scholarship.

His English is well enough that he can read English scientific materials and write
papers in English without difficulty.

In view of all those mentioned above, I believ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produce
outstanding academic work in the future.

Sincerely yours.

XXX

Professor of XXX

â Sample 3 （来自系主任）：（转载自百度）

From: Fan Pu

Department of the SPECIAL CLASS GIFTED for YOUTH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P.R. China



76 Chapter 4. 文书部分

July 1, 1998

Dear Sir or Madam:

I take great pleasure in recommending Wang Yong, one of my favorite students, for
admission into your distinguished graduate program.

Mr. Wang was admitted in 1986 at 14 years of age into the SPECIAL CLASS for the
GIFTED YOUTHS, my university’s unique program that caters to the intellectual
needs of unusually talented Chinese youngsters. It was a rare privilege he earned
with his nearly impeccable acade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years of hi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He impressed me almost as he entered into my university, a major cradle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t the time, members of the Gifted Class all
had to spend half a month studying by themselves the principles of calculus and
then take an exam so that we could evaluate their self-study capability. Mr. Wang
scored the highest grade in that exam. He also exhibited a keenly whetted mind
during class discussions. To my regret at the time, his English was not as good as
his mathematics or physics. But I noticed he made a point of working especially
hard in improving his English during his five undergraduate years with us. By now,
he seems to be at least as proficient in English as most of his former classmates in
the Gifted Class.

In my experience with Mr. Wang, I was impressed with not only his extraordinary
intelligence but also his ambitions and persistence. I am sure that Mr. Wang will be
an outstanding student in any doctoral program that he may care to enroll in. So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him firmly in his quest recommendation into account when
considering his application. I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it you decide to accept him
as he wishes.

Yours sincerely

Fan Pu

Professor and Deputy Head

推荐信尾部必须有推荐人的亲笔签名。现在大多数学校接受电子版的推荐信，不需要

纸质的推荐信，因此需要在推荐信尾部添加老师的电子签名，或采用将带有老师签名的纸

质版推荐信扫描成 PDF 的方法。
4.4.7 推荐信 用

为了使大家更容易写出教授口吻的推荐信，下面是一些教授常用的评价学生的词汇，

供大家参考。同时希望大家自己再去找更多的资源，使推荐信读起来更加 professional。
1. 学习才能

Native intellectual ability
Imaginatio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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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for analytical thinking
Intellectual curiosity
Spirity of inquiry
Ability to work independently
Memory
Accuracy
Methodology
Capability for abstract reasoning

2. 教学才能
Potential as a researcher/teacher
Capacity, desire and determination for graduate work
Ability to express his ideas orally and in writing
Probable success as a graduate

3. 学业成绩
Breadth of general knowledge
Grade/Achievement
Industry/Diligence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
Academic maturity

4. 性格品行
Honesty/Integrity
Sincerity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Cooperation
Enthusiasm
Conscientiousness
Eth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Reliability/Dependability



5. 套磁与面试

在申请过程中，各种纠结和等待接踵而至。无论是在选校阶段，还是网申阶段，抑或

是申请完毕，在焦虑中等待面试、offer 的阶段，我们都不得不面对海量的信息，筛选真
伪。对于各种建议，是听取，还是仅作参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对于本章内容，

由于弹性比较大，很多的实例只能是作为参考，毕竟，我们只能站在申请者的角度揣测。

况且，世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当我们的申请结束，并有意回首总结过去的申请

时，才有权判断自己的抉择是否正确。

当一切尽是未知时，唯有采取最积极的策略，争取最好的结果，苦苦地等待和铺垫之

后，自然会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5.1 套磁

5.1.1 何 套磁 ?
在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为：北京方言，也作“套瓷”。意思是套近乎，搞好关系。“套磁”

是留学申请者较为熟悉的一个术语，专指留学申请者和申请学校的有关教授通过各种方式

联系，并通过联系达到增加自己被录取和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套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分类：

一种是与申请学校联系，询问寄送材料是否到齐，申请结果何时给出，这样的问题一

般直接发给教学秘书（俗称小秘）就好了，以下面一封信为例：

Dear ***，
Hi，this is ***. So sorry to interrupt you.I have sent my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your

department. I want to know my application status and when I could be informed your
final decision.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kindness in advance.

Yo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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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小秘的回复会比较简单，有些必要的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申系统找到

答案，最好先确认需要询问的信息不是申请 FAQ 中轻易得知的。
为了礼貌，即使是对于小秘的回复或者普通的通知邮件也最好及时回复，毕竟以后会

有很多机会与小秘打交道呢。有些同学因为在过节给小秘发邮件祝福而被赞许，留下深刻

印象呢。另一种套磁是我们最常见的，也是最需要讨论的：向教授陶瓷。在本节主要讨论

这种情况。对于套磁，不同的人有迥然不同的结果：很多人陶瓷成功，完美飞跃，成就典

范；但更多的邮件会石沉大海。

总体来讲，英联邦教育体系的国家，一般教授有很大的招生自主权，基本只要获得教

授的首肯，录取和奖学金就没问题了，研究生院、系里只是走过场的。典型的代表有英

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申请这些学校，套磁的效果很大，甚至有的专业非套磁

不可；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学校，招生的权利就因学校、专业的不同而不同，以化学为例，

Princeton 等大学的套磁效果就不如 UNC, Purdue。
一位教授专门介绍他对于套磁者的提醒，部分摘于下面：

â If you keep your e-mail short and to the point, you a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a
response. Why are you writing? What do you hope to get in a reply? The recipient
should not have to guess.

â I consider it rude when I receive e-mail that was sent to everyone in the department.
We do talk to other faculty members!

â Do not say you are interested in my research, then go on to say that you want to
work on my project.

â Acceptance into graduate school is done by people examining your file. I have
NEVER heard of someone being accepted into a program because of an e-mail that
he/she sent.

总之就是要 professional, short and specific，弄巧成拙就不好了。套磁成功需要的是
精力、耐心和技巧。

5.1.2 套磁 FAQ
是 要？

对于想申请 RA 的同学来说，套磁是必要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 Prof. 最终决
定 RA 之前，肯定要对申请人的背景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或者是电面，或者是给你出一定
的题目让你做）。没有人会把 funding 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因此，如果想取得 RA 的
话，最好还是早点套磁。

对于这个问题，要再细究一下，是否陶瓷与对方学校的审核材料的机制相关，有些学

校套磁几乎没有用，还有的学校套磁的作用非凡，这些具体的信息可以请教师兄师姐，了

解不同系别的情况。

什么样的 况 要套磁？

一般来说，对于申请条件有明显短板的申请者，套磁作用巨大。比如，英语成绩存在

短板，可以通过套磁争取面试机会，证明自己口语能力；如果 GPA 一般，科研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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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套磁时谈谈科研，会很专业，弥补成绩的不足。假如各方面条件都很平均，没有特

别吸引眼球的内容，仅仅是海发邮件，一般作用甚微了。

套磁的对 ？

首先，可以了解一下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如果能跟招生委员会老师联系上，而且恰好

他的研究方向还比较合适，这最好不过了。一般，可有 Prof. 和 Assistant Prof. 可供选择，
而且各有利弊。Assistant Prof. 一般需要晋升，招生人数比较多，科研上心，将来比较严
苛；Prof. 功成名就，不会那么急于招生，但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带人。

邮件套的 是什么？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了解

询问是否招生（其实就是委婉地问有没有钱），介绍自己的兴趣和背景。

这一部分可以如大家常说的，群发，尽量避免在一个系重复套的可能性。这封信很可

能会石沉大海，所以，大量浏览网页是必须的。

第二阶段：深入

运气不错，收到了对方的积极的回复，也许只是模板回复，也不要放弃机会。这个阶

段，可以向老师展示你 unique 的一面，讨论科研，确定方向是否合适等等。
第三阶段：面试

到了一定阶段，可以自己提出，或者有对方提出面试的要求，进一步考察你的背景。

如果定下面试时间，多多了解一下老师的背景，大量读文献，做足功课才好。这时是争取

offer 的最佳机会。

套磁一 什么时 ？

对于邮件套，一般学校是 9 月份开始新的学期，这时 Prof. 开始有下一年的招生计划，
也为以后的招生开始准备 funding，因此邮件套可以从九月份甚至更早就开始。到了十月、
十一月，套磁人数激增，收到回复的几率降低，有机会也已经被别人占尽了。

这里要强调的是：套磁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最好放在你最终选校之前。因为通过第

一、二阶段已经能把一些不招人的 Prof. 和对你不是很有兴趣的 Prof. 去掉了。有利于集
中有限的申请费用到希望大的学校上去。

的 ？

优势：

可以确定有些老师是否招生，从而调整选校。申请费要用在刀刃上，假如很有幸得较

早的拿到口头 offer，会是一件省力又经济的办法；
学习一些专业知识，这是附带的收获，阅读大量文献，了解很多方向后，自会增加知

识储备；

及时掌握申请状态。

劣势：

比较费力，这毋庸置疑，在前期的调研中，会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没有人能为套

磁允诺一个好的结果，到最后可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果套磁不当，有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比如因邮件措辞不当而被列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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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 回复？

一般第一封 Email 回复时间比较长，有的 3、5 天，有的则要 1 个月。等待回信一定
要耐心点。Prof. 不像小秘成天没事就刷邮箱，而且对于陌生人的来信可能不会及时回复。
但只要第一封 Email 成功套上了，以后回信就会快很多了。

大 ：

误区一：套磁全能

不要过高估计套磁的作用，也不要把同一封套磁信群发给每一个老师。记得检查又检

查，套磁不是全能的，套磁信也不是万能的。

误区二：越多越好

建议一般 Email 不要超过 200 字，在第一次套磁也不要在附件里附上自己的 PS,CV
什么的。套磁的风格并无统一格式，每个人做法不同，但言语要简单明了，意思表达明白

即可。

误区三：弄错重点

过去的成绩和专业背景应该加以介绍。TOFEL 不必太讨论，因为它太基础了，你
TOFEL 好了，也不能说明你其它方面就行。GT 好是太应该的事情了，不值得拿出来。总
之，学科基础与研究水平才是讨论的重点。

误区四：不懂装懂

套磁的内容主要介绍自己研究经历和以后的计划，突出自己有的特长，如果你对教授

的项目熟悉，那可以表现出来，但是千万记住不要不懂装懂。如果你没有研究经历（坦率

地讲你的机会就损失一大半），那就做简单的介绍让老师认识你。研究经验可能听起来很

难得，但其实大学阶段的论文也是可以的，这些论文是没有发表过的也可以，但是论文的

研究内容是一定要有的。如果你实在是什么也拿不出来的话，那么可以详细研究下教授的

研究，某些教授介绍页面写得非常笼统，你可以到数据库中查下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了解

一下教授研究的领域，等你有一定的理解或者想法了再和教授交流，着重谈谈未来打算。

误区五：死缠烂打

如果你发邮件给教授，教授没有回复的话，千万不要鲁莽地打电话给教授。在国外学

习过程中，老师往往不喜欢学生打电话问他们事情，更何况你还只是个申请者。如果超过

一周都没有回复邮件，那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不会回复了。请勿发更多邮件去催问，即使

你很心急。因为发的邮件过多，会让教授产生厌恶情绪，可能教授不回邮件的原因是去度

假了，所以当他回来一看邮箱里面有你八封信，他一定很不爽，这样你的机会也会丢失。

误区六：多发邮件

有的学生会给一个系的多名教授“群发”邮件，其实这样并不妥。教授虽然可能不会

聚在一起讨论各自准备招谁，但是准备录取者的名字会被传阅的，这个时候哪个想要你的

教授看到你的名字被其他教授写上去了，情况可不好。一个系一两封发给最重要的教授就

OK 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邮件中不要使用附件，除非是教授让你发的。
5.1.3 套磁怎么入手

â 模板套：

草拟一封自己的模板套磁信，其中大致包括你的背景，突出自己的优势，另外附上

自己的个人主页，海发给一批可能对你感兴趣的老师即可。这种套磁手段最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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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鸟枪法，命中率也会很低，但一旦收到了积极的回复，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â 学术套：

对于科研牛人，自然可以直接亮出自己的科研成绩，把 paper 亮出来，对方发现你
极具天赋，于是双方情投意合，愉快地进行下去。

想要拿到 offer，上面的模板套最终也会向学术方向靠拢，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提出
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规划。套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前期的准备程度，因为毕竟是要去

做 RA 的，真材实料的干货才会真正受到青睐。。

â 导师推荐：

特意将这一情况列出，是鉴于这一方式的成功率极高，而且，是最为省力、经济的方

法，一旦用得好，便可免去申请的苦痛了。俗话说得好，内推这件事情是国际通用

的，如果自己的导师恰好有一个学术好伙伴在美国，恰好你在实验室又卖力，干得不

错，导师完全可以给你物色到一个好去处，知根知底。（提醒：申请之前最好找到时

好好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好去处啊，自己的情况怎么办才好啊，老板会乐于伸出

援助之手的）有些美国的老师发现你的导师工作做得很好，会跟他发邮件要学生的；

即使导师跟对方的 faculty 关系没有那么铁，学术交流的原因，总会有所了解的。

有了导师的推荐，套磁信的力度会大大地加强的。

â 面套：

如果有机会出去交流，或者在一场报告会上无比投缘，当面跟教授交流一下，比起

那些邮件什么的要直接多了。

â 反套：

有时候，你会收到申请学校导师的邮件，希望你能到他那里干活：导师可能比较缺

学生，或者是你足够优秀。这时主动权回归到自己手里，慎重决定。

在国外一位教授的网站上对套磁者提出这样的忠告，也提醒我们从哪里开始套磁，在

套磁信里说些什么：

I am SOMEWHAT interested in: Your awards/academic honors, academic records，
GPA, GRE score, experience..

I am HIGHLY interested in: Your publications, research interests (have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your claim; don’t just claim you are interested, unless you actually have done
some work in the area).

……

对于他来说，不受欢迎的邮件（Unwanted email）：
Respected sir,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going to the US for higher studies. I am seeking admission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your esteemed University.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I have programming experience in C++, C and
Java. I am also familiar with several software packages in the Windows environment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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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Excel Spreadsheet etc.). I also have networking certification from NOVELL. My
GRE score is 2050, and I got 99 percentile in the TOEFL exam. I request you to spare a
few moments from your precious time to go through my attached resume.

Sir - if you are kind enough to offer me assistantship, I promise to work very hard for
you. I have a very good academic record since primary school. Alternately, can you tell
me what my chances of getting assistantship from your department are? Can you kindly
inform me about the last dates for summer term 2002 before which I can apply? Thank
you for your valuable time,

Yours obediently，
My comments:
I simply delete these emails, which I consider garbage. The person seems to be too

obsequious and flattering. In the emails that I do read (occasionally), I do a first scan for
keywords like ”precious”, ”respected” etc. deleting the email if I find one. Obviously the
person is not professional enough. The person is intereste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 these are quite unrelated areas, making me think that he is trying
to cover as many professors as possible to get aid from any possible source. Besides, he
does not have anything in support of his claim

对于仅仅问询申请者的录取几率的邮件，教授同样会选择忽略掉（Highly undesirable
email）：

Respected Sir,
I am applying to a few US Universities for higher studies, including your esteemed

University. I am a fourth year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student at XYZ University, India.
My undergraduate GPA is 3.2/4.0. I obtained 2000 in my GRE examination (V: 500,
Q: 800, A: 700), and 456 in the TOEFL. Can you spare some valuable time to assist me
in determining what my chances are for assistantship in your department and in other
Universities? I will appreciate any help from you.

Sincerely,
My comments:
This letter is at least as bad as the previous one. It too looks excessively obsequious

and unprofessional with words like ’respected’ and ’esteemed’. I will not respond to queries
like this, even if I could possibly ”determine their chances”.

教授比较倾心的邮件类型（Excellent email）：
Dear Prof. Das,
I am applying to KSU (amongst other places) for a Ph.D, and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research areas.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doing my research with
you, with financial support. One possible area that would interest me a lot is in applying
Tikhonov regularization to your problem in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since I understand
that neural data can be very noisy, and yet sparse. It is a reviewed publication. If have
attached a copy of the article in .pdf format.

If you have available funds, and are interested in my application please let me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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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
My comments:
This is a straightforward letter from someone with a genuine interest in my area.

He is an exceptional candidate. He has evinced a keen desire to learn, and already has
considerable mastery over my area of research. If I have any funding available, I would
definitely try my very BEST to get this person. This person may have an MS degree,
while many applicants have only a BS degree.

从上面可以明白，套磁归根结底是要展现出自己在做科研方面的能力，不管从何处入

手，总要花足够的耐心想好自己能做些什么。上面的邮件可以作为最基本的套磁模板，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对方导师的情况，酌情改变。

5.1.4 套磁技巧

我们先从一个成功却很艰辛的套磁案例开始吧：

同学 X 先是拿到了某大学的 AD，因为申请的是 Master，没有足够的 assistantship，
X 在 3 月 28 日发了第一封邮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经历，提出自己在这
一领域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X 收到了教授的回复，透漏一点点兴趣：“What is your study plan?”
X 抓住机会，给对方发过去回复，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1. 我的研究方向和你类似；2. 我
想读你的 PhD。

一等是十余天，没有任何回信。4 月 10 日，X 又给对方发过去一封问询：自己和别
人并不相同，我很热爱科研，一直没有放弃，希望您能继续注意我……

教授告诉他，他还是有兴趣的，希望能做些 Advanced topics，不过一直在申基金等
等。X 马不停蹄地继续表示了对教授的充分理解，并表露忠心，任劳任怨。

又是毫无结果的 20 天，希望逐渐渺茫。4 月 28 日，X 再也按捺不住，继续跟教授联
系：虽然我成为您的学生机会很渺茫，我仍要告诉您我还没有 assistantship，我一直等着
您的回音啊……就像是一封告别邮件。

本以为就这样结束，教授再次给了回复：我最近旅行去了（可能是托辞），最近正在

申基金，一旦拿下，还是很想资助你的，期待我们的合作。一切都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

了。X 的回信口吻也变得积极，期待有机会相见。
再次被晾了十几天，但这次被晾意义是不一样的，毕竟给了很大的希望。5 月 13 号，

邮箱里的信是短短的一句话：“Are you still interested in joining us?”一切尽在不言中，
机会来了。X 再次表了忠心。
“When can you come?”
“I will offer you an assistantship……”
故事圆满地结束，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从无到有。事实证明，AD 是可以变成

assistantship 的。
套磁技巧与注意事项：

1. 第一封信不需要写太多内容，只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专业背景，询问一下是否招生即
可。给对方抛出问题，才能让对方比较简单、直接地作答。

2. 如果申请系别有科大的老师，老师可能会帮我们一把的，这时，记得用科大邮箱，也
可以在标题上标注 UST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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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年过节记得给老师发封邮件祝福，可以做些贺卡，把漂亮的实验结果附上。有同
学套磁成功后给老师发自己唱歌的 mp3 文件，像跟好朋友一样分享，说明自己课外
生活丰富（这种境界比较高）；也有同学在教授主页上看到他家庭的照片（妻子很

pretty），便在情人节给对方发邮件，祝他节日快乐。
4. 最后一封信一定是自己发出去的，礼多人不怪。
5. 不要轻易承诺，易损人品；也不要太相信套磁，没有 offer 就没有定论。

可能收到的回复？

1. 比较积极的回复：回答招人，而且要你的简历。
Thanks for your interest in our academic and research program. Yes, we have opening
for research assistantships in***. Your *** skills are definitely helpful in *** research.
Enclosed is a description of my current research activities. In addition, we will start
addi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s a first step, please send me
your resume as soon as possible.

2. 一般的回复：只回答招人，没要你的简历。
Yes, we are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or admission in ***. Information on the trans-
portation engineering program can be found at http://www that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classes, admission policies, and degree requirements. Information on
our research program can be found at http://www.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这样的回答至少能让你确定 Prof. 今年招人，不花冤枉钱，没套上也并不意味着没
戏。

3. 没回复，默拒
不同的 Prof. 有不同的招生习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去询问，不回复也是很正常的
事。即使陶瓷没回复也不要灰心。对于自己十分想去的学校可以换个 Email 再试试。
接下来的阶段可能会有：

电面邀请：

I got your email forwarded from Dr. XX. Are you still interested in applying Our
School? If yes, what time is OK for me to call you? Or we can use Skype, or Google
talk, or Yahoo messenger for our conversation. Please let me know。
或者：

I reviewed your resume and also visited your web site and noticed that you already
got your GRE results. Please, apply officially and let me know the status of your
application.
能走到上面的步骤就已经很不错了，希望很大。当然，面试不仅仅可以由对方提出，

如果两个人聊得很愉快，也可以自己主动提出来，我们聊一聊吧。

5.1.5 套磁体会

由于每个人自身情况不同，套磁使用的方法不同，以及其它的不可控因素（俗称“运

气”），套磁的结果和对套磁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下面提供一些同学的心得体会，给大家

更为直观的感受，各种观点可能不太一样，仅供参考。

A 同学（物理）：套磁有用还是没用，我以我和小伙伴亲身经历来说，对于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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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如果你对那个教授不是非常了解，套磁一点意义也没有。如果你单纯的写：“我是

做什么什么方向的，和你差不多，我想成为你的研究生”，你收到回复的概率几乎为 0，就
是收到了也是模板，因为他们见得太多了，会轻蔑地说一句：“too young”。我套磁 10 次，
除了普渡的模板回复之外杳无音讯。套磁者还是应该提高自己的套磁水平，而不是鸟枪法

乱打。如果你非常了解，套磁的作用巨大。另外不同的学校也不一样，普渡大学套磁的效

果就很好，密歇根大学，UIC，爱荷华等是由录取委员会决定的，套磁效果就不咋地。如
果你拿到 Offer 之后去套，回复率就能接近 100

B 同学：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陶瓷的重要性，至少对于 OSU，陶瓷是非常重要的，OSU
是一所完全由导师决定招人的学校，虽然会先发 AD，但是如果一个导师想要人，有没有
AD 完全无所谓，还有以前的一个少年，已经过了 4 月 15 日，一个导师突然申下来新项
目，5 月份才拿到 offer。陶瓷的过程中，你套了几个人，每个老板都会知道，所以不要有
侥幸心理。不过这不代表你套了小明，小明不理你，你就不能套别人。大家将心比心，只

要不是太过分，把陶瓷信改个名字发送所有人，导师都能理解，毕竟不失学才是第一任务。

C 同学：有的大牛们会使用学术套。据说学术套可能套到牛导师或者愿意力保你的导
师。当然，我不会这一大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基本上就是写个模板，吹吹自己的牛，

然后表达下对于导师研究的兴趣然后发给教授。好吧，回复率是很低，于是我用了海套战

略，套到几个对我感兴趣的导师，感觉有时候套磁用处不太大，至少有些时候是委员会决

定的。当然有的教授如果要人可以影响委员会。工科作用很大，基本上我没有套磁的工科

都悲剧了，而套过的基本至少有面试，因为工科是老板招人（谁有钱谁说了算 ）。但是总

体上感觉套磁还是十分必要的，即使对由委员会决定的物理，如果有感兴趣的导师能提前

联系，去了进实验室也会比较顺利吧。跟自己工作相近的教授套磁成功率高一些，前提是

告诉他自己在做啥，还有，适当的时候直接求面试吧，等教授给面试通知会等的花儿都谢

了的。

D 同学：今天老板给我看了一些他手里申请的材料，也随口说了下大家的陶瓷方式，
有人写 email，有人打电话。他并没有表现出对别人打电话有任何反感。相对的，人都有
个薄面，见面的好于打电话的，打电话的好于写 email 的。所以，如果你口语还不错，打
电话也许是个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有几点注意事项，

1. 一定要先读 paper，把会用到的词准备熟。
2. 打过电话之后，如果反应还好，可以考虑追加带有简历的 email
3. 尽量注意对方的感受。比如不要问对方 funding 如何，而是问有没有 recruit plan 之
类的意向

4. 就算教授已经想好了招别人，但是人家也不一定去，积极的人此时就有机会把 offer
拿下，因为哪个老板也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

E 同学：要不要陶瓷？要，必须要，就算没结果也要套。你不知道一封信的作用有多
大，True，有的时候石沉大海，没有回应，但不意味着所有老板都这样。而且老板一般都
很忙，你主动一小步，至少让他对你的名字有印象，在 Committee 一起讨论时，一堆来
自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名字摆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有一个人能记住你的名字，你的概率都

大很多。

F 同学 (生物): 不要寄希望于套磁。套磁固然重要，这反映了你申请的热情与诚心；
个别学校需要自己联系老板的，套磁是必要的，这种情况往年的经验贴里应该有总结。可



5.2 面试 87

是它的用处在大部分情况下似乎并不明显。我选择的是学术套，套的四个教授两个给了

非常积极的回复（斯坦福，直接悲剧和 UCSD，面过后悲剧而且面试的不是我套的教授）；
一个只回答了我的学术问题并没有有理会我的忠心，最后她在的项目也是直接悲剧了；另

外一个直接不理我。所以套磁的意义还是要综合大家的情况商榷的，所花费的时间也值得

思量。

G 同学：切忌无脑套用套磁信模板。网上就那么几个模板，早就被大家用滥了。有一
次我帮老师看了两封套磁信，一看就是从一个模板里出来的。对于理工科专业而言，教授

并不在乎套磁信的用词是否华丽，而是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多

花点时间了解了解你的对象，会比琢磨英文用词更有效。

H 同学（物理）：我觉得套磁还是很有用的，起码我的这些 offer，准 offer 全都是套
来的，直接给我发的，只有 NCSU 的一个 ad。CMU 则完全是我套过来的。我当时给美
国 top100 的学校里面，所有跟我做的方向相关的老师，大都发了套磁信，群发型的，第
一遍的收效确实了了，只收到了十来个回复，但是已经让我很欢欣鼓舞了。反正套了也不

吃亏，不套，有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机会，指不定哪个老师看上你了呢。

5.2 面试

5.2.1 面试综述：

什么情况下会面试？

面试并不是所有申请者必须经过的程序，这个过程的出现的原因可能是：

1. 校方认为你达到一定标准，但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2. 通过套磁，教授对你很感兴趣，发出面试邀请
3. 你主动向教授要求面试

面试的目的是什么？

1. 考察英语交流能力，包括是否有做 TA 的能力
2. 考察学术能力，逻辑是否清晰，表达是否明白
3. 考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考察团队合作能力
4. 考察兴趣所在（有些教授比较看重你是否对这个专业真的感兴趣）
5. Connecting two minds

面试大致分类？

电话面试，skype 面试，校方派教授来大陆面试，本土面试
5.2.2 面试注意事项

面试 前的准备

1. 面试中口语很重要，之前一定要勤加练习，做到可以脱稿，并且流利地讲出所有内
容。但要注意绝对不是背诵，这样才能在紧张的时候也有话说。哪怕是电面，也要

把东西记在脑子里，照着稿子念节奏容易乱掉。

2. 有时间要勤看邮箱，防止回邮件时间太晚，错过好的面试时间，仓促面试。
3. 如果面希腊老师和印度老师，建议提前听听印度电影，否则第一次听到会很难适应。
4. 相当一部分面试会基本围绕 research 进行，so please get yourself prepared.
5. 准备好万一冷场时，你要说什么。很多面试教授自己面人的经验也不丰富，于是大
眼瞪小眼的冷场的状况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可以问他关于他研究的相关问题，



88 Chapter 5. 套磁与面试

或者进一步介绍自己。所以在面试前要至少看一下面试官的研究方向。

6. 准备的时候看一下基础概念，要能够总结这门课讲了什么，有什么应用，尤其重要
的是准备几个生活中的例子，因为有可能面你的老师对你的专业并不了解。有时面

试的时候可以主动引导话题，即使他没问例子也可以抖出来。

7. 准备的时候不要觉得某些问题很好答就不细想了，真正说的时候可能会结巴。
8. 准备好面试最后的问题。如：何时能知道是否被录取，系里 PhD 平均毕业时间或毕
业去向等等。建议不要问一些很容易 google 出答案的问题，如天气、风俗之类的，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面试 中的

1. 在面试里不要埋怨学校不好，更不要指责任何环境，要 all positive。
2. 面试不宜说太快，说清楚，流畅就好。
3. 3、面试的时候展示自己很重要，但是没有把握的东西宁可说自己不清楚也不要乱
说。说出去的话一定要有把握。而且，一定要明白对方意思再答，听不懂就说听不

懂，多问几遍 pardon 也比云里雾里地乱扯强。
4. Skype 心得：尽量看摄像头，不看屏幕。这样才有眼神交流；注意延迟的问题，之前
可以和面试官确认一下是否存在延迟，如果有的话可以提醒一下面试官。

5. 热情一点，有问一句答三句的热情，但不能走题。答案首先要直接，让面试官觉得
你是在回答他的问题，其次是合理的延伸。根据情况，合时宜地和面试官调侃可以

轻松氛围。

6. 有了客观问题一定要及时提出，比如话筒、信号等问题。
7. 如果问有没有 offer，不要说谎，实话实说。
8. 面试不但是体现学术背景，也是展现个人魅力的机会。最起码的要求是：说话响亮
清晰，抑扬顿挫，说得慢、有小语病都不要紧，语气程度变化很重要，要有激情；腰

板挺直，坐端正，大气一点，不要勾着腰；衣着正式整洁，很多香港同学面试时都

会选择全套西装，相比之下大陆学生略显随意；刘海不要太长，胡子刮干净，眼镜

擦干净，脸洗干净；眼神交流一定要有，有的同学说话一紧张就盯着桌子或别的地

方看；要注意起码的礼仪，比如不要主动握手，手要干净，不要插话，对华人教授

也应主动先用英语打招呼，走时要感谢提供面试机会等等；手不要乱放，不要有太

多小动作；在走廊等待等时候的细节也要注意。

9. 面试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奇葩问题。例如，面试官问你爸干什么，某同学说搞机械的，
但具体就说不出来了。面试官把他骂了一通，说你爸在外面拼命挣钱，你竟然不知

道他干什么。还有个女生，被问到有无 bf，答曰 no。面试官居然追问 why not。总
之，大家要做好充分心理准备，enjoy 面试的过程。

面试 后的

一定要记得在面试后发一封感谢邮件，以示礼貌。

5.2.3 面试问

一：个人类

1. 介绍一下自己（personality），family（有可能有）和 USTC
2. 针对你的特殊经历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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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肥怎么样
4. 介绍一下 teaching experience
5. 毕业后你想做什么
6. 你喜欢什么课，不喜欢什么课，为什么
7. 你如何克服经历过或者能想到的困难之类的问题（有几份面经中提到了此点）
8. 你的实验室的大概情况
9. 对未来的规划（career、PhD 生活等，概率较小）
二：专业类

1. 你的科研兴趣是什么（research interest）
2. 在 Project 中你做了什么，并可能会针对此有细节性的问题。建议仔细地把和你工
作相关的参考文献看懂看熟，鼓励大家多在组会和各种答辩时积极地去讲，积累经

验，才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问题。（最重要的问题）Tips, 可以提前做好 PPT 在 skype
里用桌边共享功能，方便介绍。

3. 与专业有关的基础问题（需要能用英语表述一些基本概念）
4. 你的 background（要记住一些复杂课程的英文名称）以及简单介绍该课程
5. 阐释科大的 grading system
三：学校类

1. 为什么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这个教授…
2. 还申请了什么学校，以及 offer 情况，以及你的选择标准。如果我们给了你 offer 你
会不会来

5.2.4 面试

1. 向自己熟悉的方向转移话题
一上海某校生院师兄在 Harvard 面试近尾声时提出：能有和你们这些教授交流的机
会非常难得，我能不能和你们 share 一下我最近的 idea？（面试官已经很疲惫时慎
用。）

2. 提前调研面试官的兴趣爱好
一小段面经 (2013)：
之前通过校友了解到即将面试的这个老师很喜欢数学好的孩子。过程如下：

我: 我很想走工程方向，而且数学不错。你应该会想问我为什么本科学化学？（引导
老板往我设计的方向问问题）。

Prof.: 嗯，说说看。
我: 化学让我有好的基础，这样可以选择交叉学科作为研究方向。你看我有做过很多
不同方向的东西，但我发现化工方向是最爱。

Prof.: 嗯，对。我看你没有学过流体的专门课程，到我们学校要学四门课，其中数学
课我觉得你没什么问题，但流体的课程你可能比较吃力，所以你是否有机会在本科

再学一门流体的基础课？

我: 恩好的，我准备在下学期选修工程学院的流体力学。（新话题，为了讨好老板）
我了解到你之前在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回到学术界当老师？（对面试官的

调研很充分啊，而且已经充分把握了主动权了，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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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我之前想学物理，老爸说化工好找工作所以修了化工。后来去了公司，公司里
面都是用已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比较 boring。所以最后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 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

3. 用敏锐的观察力增加亲切感
20 系的师姐面试时看到办公室后面有一幅画，问是不是她家宝宝画的，很漂亮，顿
时好感度大增。

5.2.5 面试意外 况

1. 如果教授没有按时打电话来，超过半个小时，赶紧查一下自己的 Email，看看对方
是不是有问题而迟到了，比如教授是不是把你的号码弄丢了。如果对方有留下自己

的电话号码，也可以主动打电话过去询问，不过一般还是 Email 联系比较多。
2. 有的面试官不是美国人，比如亚洲人或欧洲人，英语不是很容易听懂，这时不要紧
张，可以先强调一下电话效果很差，得到面试官谅解。

3. 有时候对方会有几个教授同时面试，轮流在电话里提问，这种情况下最好注意分清
主次，如果已经知道是哪个教授要你啦，要特别注意他的问题，拿主意的还是他，其

他人只是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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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综述

简单来说，网络申请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账户，然后在这个账户下填写基本信息（姓

名、性别、住址、联系方式等），上传文件（CV、PS、成绩单扫描件、财产证明等），填写
推荐人的联系方式和缴纳申请费用，最后通过点击 submit，完成申请的过程。网申中或
完成后可能还需根据学校要求寄送成绩单原件。

随着网络的发展进步，目前，申请留学主要是通过网络申请实现的，而不再是像以

前一样，仅仅邮递纸质申请材料来完成申请。不同的大学所使用的网络申请系统的是不

同的。有的大学的申请系统是自己独立的，比如 MIT, Berkeley；有些大学的申请系统是
公用的，可以在不同的大学的申请之间进行跳转。属于后者的常见的美国的网申系统有：

Applyweb、Applyyourself、Applytexas、Embark 等等。
由于不同的大学的密码设置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密码的长度，是否必须有大小写字

母、数字和符号等，同一个申请者在不同的大学的网申系统中设置的密码也会不同。同时，

每个人申请的大学的数量有很多，单凭记忆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可以视个人情况考虑下

面的记录方法 (该方法我们在前文也推荐过一次，因为它的确很好用)：

â 在个人的电脑里，为每个学校建立一个表格，填入学校名称、申请项目信息链接、申

请截止日期、是否寄送成绩单、网申链接、个人账户名与密码以及其他重要信息。同

时也可以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记录下这个大学 GRE、GPA、TOEFL/IELTS 和推
荐信的要求，截止日期，送分代码（含义见后面 GT 送分）等等。也可以在表格中
记录你的几位推荐人，每当推荐人的推荐信提交之后，在后面画勾，随时了解老师

的推荐信的提交情况（因为有些老师很忙，忘记提交推荐信是很正常的事情）。

â 另外，由于申请一所学校需要浏览大量的网页，比如主页、院系主页、实验室主页、

教工名录、教秘等 staff 的联系方式、网申的网址等，可以使用浏览器的收藏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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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网申系统的简介

首先，笔者先简单介绍一下上述的几个公用的申请系统，另外，各个大学的独立的申

请系统也是大同小异。

6.2.1 Applyyourself
这是比较常见的公用网申系统，诸如 UCLA、UMN、Utah 等。这个网申系统界面简

洁，操作人性化，比较舒适。

具体有：

check 按钮可以帮忙检查填写中的错误；
支持上传 CV、PS、成绩单扫描件等文件，格式可以使 pdf、doc、docx 等，但是，建

议是 pdf 格式，因为这个格式无论在哪个申请系统中都是被支持的格式，一般也不会出现
排版的错误等；

支持推荐人信息的修改、删除、添加和重发送邀请链接等功能；

共用该系统的各个大学的申请账号和密码是不同的，而不是同一个；

PhD 申请中需要填写你感兴趣的方向和感兴趣的老师（打钩）。这可能需要提前套磁；
填写 research experience；
有的大学（如 UCLA）的 Personal Statement/Statement of Purpose 需要向特定的框

内输入（其实就是 ctrl + C&V），而不是直接上传已经做好的 PS 的 pdf 文档；
理工科的申请者一般不需要 writing sample；关于是否必填，都会有 instruction 提示；
有的学校需要上传 diversity statement，以证明你的录取可以提高他们的学生多样性，

从而稳定他们的“生态系统”。

关于上传的文件的大小是有要求的，特别是扫描文件，可以在扫描之前将扫描件的大

小要求调整到清晰度良好的最小状态，这样，一般不会超过上传要求，免得上传失败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

使用这个网申系统的同学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当你想要退出一个大学的网申系统是，

不要简单地点击 × 来关闭当前网页，而是要点击 logout。否则的话，再次登录使用统一
网申系统的其他大学的界面的时候，会提示你登录失败。若遇到此情况，关闭该浏览器的

所有网页重新打开即可。

6.2.2 Applyweb
使用该系统的大学也很多，诸如：Stanford、Princeton、Brown、Cornell 等，相对于

前面一种，属于人机交互不是很友好的系统。与 Applyyourself 相比，有一些不同点，具
体表现在：

首先，不同的申请页面之间要用翻页的形式，只能连续翻页，而不可以跳转。

比如，你已经填到了第 8 页，突然想起了第 3 页有内容要改，你只能一页一页的点
击，直到来到你需要修改的页面；

共用这个系统的不同大学的申请可以使用同一账户密码；

比如：有人申请 Cornell 的时候，想去申请一个新账户，但是输入电子邮箱之后，系
统提示，这个账户已经存在，这是因为你已经申请了与 Cornell 公用该申请系统的其他大
学。可以使用那个账户密码直接登录；

同一个系统下的不同大学之间可以相互跳转，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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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的信息无法删除、修改等等。因此，在这类系统中填写推荐人的时候，一定要

确定，否则到最后人家又不同意给你推荐了，你这边推荐人也填上去了，没法改了。

6.2.3 Applytexas
通过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申请系统，德州的公立大学都采用这

个系统。据多数人反应，这个系统不是很人性化。

其中，推荐信是最麻烦的步骤，在缴纳费用后，过一段时间（有人说最长的时候会数

周），系统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个 UIN 和 NetID，然后，你凭借这个登录另外一个网络
系统去处理推荐信的事情。因此申请德州学校请勿拖到 deadline 操作。

而有些德州学校的有些项目会要求在该系统与学校系统两个地方均进行申请，因此申

请时请注意申请信息和要求，不要遗漏申请步骤。

6.2.4 embark 系统以及各个大学的独自的申请系统
和上述的几种大同小异，基本差不多，无非是在界面、操作上有些小差别。

独自使用申请系统的像 UC Berkeley、Duke、Dartmouth、U Chicago、MIT、Columbia
等等学校，界面都很友好，操作简单方方便。

综述一下，每个大学的申请系统是人家的选择，我们没法左右。笔者写上面的文字的

目的只是希望各位了解一下网申的基本情况。

无论怎样，只要记住，在网申时，请认真仔细，做好一些记录。退一步讲，即使出现

选错国籍、写反姓和名这种低级错误，也是可以联系研究生院办公室进行改正的。

6.3 网上申请填写

6.3.1 写在前面

第一次进行网申，很多同学都是小心翼翼，生怕有失误。其实大可不必。网申开始后，

并不是必须当天就要 submit，完全可以先试一试，然后发现有哪些需要准备的记录下来，
把网申丢在一边，准备好材料后，再接着修改，只要在 deadline 之前 submit 就行（不建
议太晚提交）。

下面，笔者将以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 Earth，Atmospheric and
Planetary Sciences 系的申请界面为例，说明一般的网申流程。

MIT 的 PhD 网申界面如下，属于独自的网申系统，比较粗糙简陋，但是使用起来很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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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MIT 的网申主要包括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letters of recommen-
d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ethnicity, addresses, colleges/universities attended, tests
scores/experience, financial support, subjects taken, statement of objectives几大类。下面
笔者将分别介绍.

6.3.2 申请信息的填写/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Proposed Term of Entry：入学学期，一般秋季入学选择 Fall,201×.
Proposed Major and Degree：专业及学位
Do you have multiple applications：是否申请了多个 program，按具体情况回答.
Do you intend to apply for assistantship：是否申请奖学金，选 Yes.
Other schools to which you are applying：可以如实回答，根据个人的需要。
其他一些关于 program 的问题：多数学校有一些特别的 program，申请这些 program

有不同的流程与政策，所以会在此专门让你指出是否申请了这些 program.
6.3.3 推荐信的填写/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请提前联系好要给你写推荐信的老师，对方同意后，在这个页面留下推荐人的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尽量留学校邮箱，这样有可信度）、头衔、所属单位、电话等。最后一项

waive 的意思是：
Please check the box under Waive if you wish to waive any rights you might have to

inspect and review the recommendation. Once the letter writer sees that you have waived,
you cannot later un-waive. 选择 waive 的意思是，你没有读过这份推荐信。一般来讲，大
家都是选择 waive，即，没有读过这封推荐信。(其实，相当一部分推荐信都是自己写的)

待你的申请 submit 之后，系统会按照你留下的电子邮件地址给推荐人发邮件，邮件
中会有一个链接，推荐人访问链接后，按照提示提交推荐信。当老师提交完推荐信后，老

师自己和被推荐人都会收到一封邮件，告之，### 推荐的推荐信已经收到。以布朗大学
地质系为例，推荐信提交成功后，会收到如下邮件：

有的学校会在申请者填写网申中，即 submit 前即可点击“send”发送推荐信请求，
同学们可在申请中视情况而定。若发送后导师未收到，有的系统可“resend”或“send
reminder”。

有的系统的推荐信是否提交完成是可以看到的，比如：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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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大学则是会像 brown 那样，给你邮件通知。所以，就像笔者前面提到的那样，最
好，自己准备一个文档记录申请的大学的账号、密码、deadline、GT 要求、GT 送分代码
以及有哪些推荐人和推荐信的提交状况。做到一目了然。

6.3.4 个人信息的填写/Personal Information
Name：姓名
Family name (Last Name/Surname)：姓
Given name (First Name/Forenam)：名
Middle Name：中间名，没有则空着或填写“N/A”
Suffix：名字后缀，中国人一般没有
Title：头衔，一般为 Mr./Miss./Ms.
Former/Previous Name：曾用名
有时会要求填写“Initial of the first name”即要求填写姓氏的首字母
Gender：male 或 femal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美国社会保险号，没有则空着或填写 9 个 0 或 9 个 1
Date of Birth：
生日，一般按 MM/DD/YYYY 格式填写，与护照上的保持一致
Country of Birth/Country of Citizenship/Country of Permanent Residency：一般为

China.
Daytime Phone/Daytime Fax：
电话或者传真。中国区号为 86，合肥的区号为 0551，以 0551-63600110 为例，可写

为 +86-551-63600110，手机写为 +86-18888888888。
Email Address：
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邮箱。看个人的选择。

注：一定要确认个人信息的正确，否则可能导致收不到信件或邮件，错过电话面试等

等

6.3.5 种 信息的填写/ Ethnicity
Ethnicity：种族，一般让美国公民或固定居民填写，可以不填。如果一定要写，选择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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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地 信息的填写/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相对于 Current Address，一般写家里地址或现在地址。
Mailing Address/Current Address：
通信地址。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 321 楼 516 室为例：

Room516, Building321, USTC east campus
No.96, Jinzhai Road, Baohe District

Hefei, Anhui, P.R.China

6.3.7 教育 历/ Colleges/Universities attended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高中学校，包括 Applyyourself 在内的一些系统要求填写此项。
Most Recent College/University (Post Secondary Institution/School)：
填写大学信息，包括：

Name of Institution：校名，长度允许的情况下写全称，长度不允许则写适当缩写，如
Univ. of Sci. & Tech. of China

School Code: 学校代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 search college database 中 Look up
时找不到 USTC，可按照提示选择 other 或填写专门 code；另一种即能够找到 USTC 的
code，选择即可。

From To: 填写入学及完成学业时间，请按照在读证明所写时间填写。
Degree Expected/Received: 已得学位或将得学位，如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或

Bachelor of Science。
Class of Honor: 学位等级，国内没有此分类标准，空着即可。
GPA：各学校会在此做出自己的说明，按照学校要求算出 GPA 填上。注意可能要求

填写 Overall GPA（全部绩点）、Major GPA（专业课绩点）、GPA junior-senior year(后两
年 GPA)、GPA last 60 credits（最后 60 学分课程的 GPA）。

注 1：其实现在美国都知道我们中国学校是百分制，所以我们就填百分比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学校（比如 Stanford ）根本就禁止你换算成 4 分制；

注 2：有些学校的网申系统可能要求提供所有课程的成绩乃至高中成绩，申请者也应
按照学校要求认真填写。

6.3.8 准化考试成绩/Tests scores & experience
标准化考试包括 GRE、GRE Subject、TOEFL、IETLS 等。一般网申系统都会要求

自报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填写的内容包括：考试日期、考试成绩、成绩的 percentile等，同
时还会要求上传 GRE、TOEFL 成绩的扫描件。上传后可以预览、删除、重新上传等等。

比如，MIT 的界面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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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报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只是用来 review 申请的，要想被录取，这还是不够的。需要直
接从 ETS 官方送分至你想要送分的学校，这样的 GRE、TOEFL 成绩才是正式、有效的。

关于 GT 送分的一些细节，详见下一章节。
6.3.9 Employment/Honors, Awards, Activities

Employment History：工作经历。
Residence Information：一般填写与学校所在地的关系。
Honors, Awards, Activities: 所获得的荣誉、奖励和参加的活动等。
注：奖励与社会活动信息，如果空格不够，可以填写“refer to my resume/cv”. 以

MIT 为例，他们的填写界面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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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学金的问 /Financial Aid
有的学校是不需要特殊指出的，只要是申请 PhD，即默认是带着奖学金的，比如

brown 的 geology 系。
很多的学校需要特殊提出，作为其中一个申请环节。比如：MIT。这样的学校

会问：Do you want to be considered for financial support including Research/Teaching
Assistantships and Fellowships? 回答当然是 yes。

同时，一般性的问题还有（比如，Berkeley 的申请会问如下的问题）：
你自筹经费能有多少？可以填写：0 如果我们不给你奖学金，你还会来吗？回答可以

是：no
也有的学校（像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奖学金的申请需要在额外的界面

上申请，不过这个额外的界面会在网申系统上有提示，告诉你去什么网站去完成获得奖学

金必须填写的部分。如下图，从 GIT 的申请界面中的截图：

而 master 申请中，是默认不带奖学金的，即使有学校提供奖学金也为半奖或小奖，
同学在申请中应填写自筹经费金额及来源，并可将开好的财产证明在申请中上传。财产证

明可去银行办理，将足够一年或两年学费及生活费的钱（可人民币可美元）存入一个账户

而后冻结至入学年份五月左右，通常金额在人民币 40 万左右。该证明可在网申过程中上
传，也可在拿到 master 录取后，学校要求的情况下开具上传。（可参考“护照与签证“章
节中的财力证明部分）

6.3.11 上 的 者成绩单/Subject taken or Transcript
成绩单，对绝大多数中科大的学生来讲，就是自己的本科生成绩单。去学校办理的密

封在信封中的加盖教务处印章的成绩单是 official 的。
所有的学校都要求在网申的时候，上传自己的成绩单扫描件，或者像 mit 这样，把

成绩一门一门的输入进去（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方便他们的 review。但是这些成绩都是
unofficial 的，是自报的，不具备任何效力，只是为了方便对方 review 你的 application。
与此同时，其中一些学校还需要你把 official 的成绩单寄送过来，这样才有效力。这个过
程类似于前面提到的 GT 成绩的自报和 ETS 的付费送分过程。而还有些学校在申请阶段
只需要你自报的 transcript，待到其决定录取你了，你再把 official 的成绩单寄送过去。

属于前者的学校有：stanford、rutgers 等；
属于后者的学校有：MIT、princeton、berkeley 等；
（关于如何合寄、如何办理成绩单、如何办理在读证明详见后面的材料办理和办事流

程章节）

GPA 的话，请按照自己成绩单上写的来，比如 4.1/4.3，不要试图自己计算，因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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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会采用自己计算的结果，如果对方想录取你，他们将根据成绩单上的 raw 成绩重新
计算。除非对方学校仅提供 4.0 的成绩计法，可自己计算填写。

MIT 的成绩输入界面是这样的：

6.3.12 PS CV 的上

关于 PS 的具体内容和写作方法，可参考章节“文书部分“。另外，诸如 Berkeley 等
加州大学系统还需要提交 Personal History Statement，诸如 Yale 在内的一些学校还需要
提交 diversity statement。这些更侧重于个人的经历、情况、性格等。

一般来讲，不同大学上传的 CV 可以完全一样，但是 PS 需要根据申请的系的特色和
套好的导师，进行些许段落的改写。为了方便申请者的理解，可以笼统的讲，一个 CV 对
应全部大学，一个大学对应一个 PS。

简单的讲，需要上传的文书是这样的：

PS（必须）+CV（必须）+ Personal History Statement（有的学校有）+Diversity
Statement（有的学校有）。

这些文书的上传最好使用 pdf 格式，这样比较方便。在自己的留学文件夹中以不同的
大学的名字命名不同的文件夹，在每个文件夹里准备好各个大学对应的 PS 的 doc 版本
（方便修改），pdf 版本（方便上传），CV 的 doc 版本和 pdf 版本。避免张冠李戴。

但也有的大学，不需要上传 PS，而是在特定的文本框内输入 PS，比如：Rutgers
和 MIT，都是需要向给定的文本框中输入 PS。其实，可以在已经写好的 doc 中 ctrl+C，
ctrl+V 完成。以 MIT 为例，PS 的输入界面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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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申请 并提交申请

一般使用 visa 信用卡支付申请费，请提前去银行办理 visa 卡。由于无稳定收入来源
的本科生办理 visa 卡的周期较长（一般为一个多月），建议提早办理银行卡，不要等到需
要的时候才去办理。

（注：在 visa 卡的信用卡服务中可以考虑开启境外无卡支付业务，每次支付前可在线
购买美元，非常方便。）

一般在 Submit 前后会有 Payment 页，用于付费。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接受信用卡支付
申请费的方式，付费时注意正确输入信用卡信息以及保证信用卡额度充足。在付费时不要

多次点击“提交”按钮，否则可能重复扣费。如果出现重复付费也不要惊慌，一般情况下

可以要求学校 repay 多支付的费用。

正如第一章所述，个别申请系统，如 Applytexas 不支持 visa 卡，需要用 master 卡
支付。这时可借用同学的卡支付或找淘宝 master 卡代付均可。

6.3.14 submit 你的申请 后

一般来讲，当时提交完网络申请之后，会收到一封系统邮件，告知你的申请已经完成。

以 Berkeley 的地理系为例，你会收到小秘的如下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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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 submit 后

你可以继续套磁，可以耐心等待，也可以在 submit 之后寄送 official 成绩单或者 GT
成绩，同时一直 check 你的材料的提交状况（比如：推荐信、GT 成绩、纸质 official 成绩
单等）。以 Dartmouth 为例，材料齐全之后，申请页面均会有提示：

6.4 材料寄送

6.4.1 成绩单

â 成绩单的办理流程

去院系的教秘那里打印成绩单，讲明要办多少份，告知这是出国用的 w 教秘会打

印出中英文成绩单 w 教秘签字 w 院长签字w 教秘把这些签过字的成绩单送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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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中心 w 按照教秘告诉你的日期前往学生服务中心领取已经被密封好的你指

定的份数的成绩单，18 元/份。

â 在读证明的办理流程

访问 http://www.teach.ustc.edu.cn/list.asp?column=9&cat=46 w 下载 43 号文档，
在读证明-国外 w 填写好 w 打印出来 w 找教学秘书签字 w 拿着签好字的在读证
明去学生服务中心一楼的办公室盖章，5 元/份。

â 几点注意事项

1. 办理成绩单收费只能是刷校园一卡通，而不可以现金消费。
2. 出国成绩单和奖学金证明、在读证明的办理不是每天都可以的，有特定的工作
日。以 2014 年下半年为例，是每周一的上午、周三的下午、周四的下午。

3. 有的学校要求上传学位证的扫描件。如果还没毕业，则需要在读证明。这种情
况下，才需要办理在读证明。请根据对方的要求选择上传扫描件还是邮寄原件。

6.4.2 寄成绩单

就像前文网络申请中提到的那样，有些学校除了自报的成绩之外，还需要邮递 official
成绩单。

本着省钱的原则，合寄是比较常见的邮递方式。合寄成绩主要分为这么几个流程：

确定自己申请哪些学校需要邮递成绩单；

去 bbs 上发帖招募合寄者或者去合寄的贴子里找已经有招募合寄的帖子，联系发帖
人。

发帖要规范，方便版主整理版、方便合寄者找到有用的信息。以 Rutgers 为例子，规
范发帖如下：

邮递的规范：就是将自己的成绩单或者在读证明放在一个大信封中，密封后，在背面

贴上 Cover page（有的学校有要求，有的学校没有要求，但是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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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写上邮寄的地址和自己的一些基本信息（姓名、生日、申请账号、电子邮箱、电话等），

方便对方将收到的成绩单与你的网申账号匹配。这样可以区分合寄人的材料。最后将所有

人的材料装入快递袋，填好快递单即可。

如果，学校有要求 Cover page，按照要求来；如果没有，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是否
自己做一个，然后贴上。这里给出一个 Cover page 的例子：

组织者最好比当天约定的时间早到 10 分钟左右，合寄者要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然后
清点材料，一起去服务车处称重缴费。当场缴费或者其中一个人缴费，其余人回去之后向

组织者的支付宝内打款。这个可以根据方便和个人喜好来进行。

组织者有义务将快递单号放在合寄贴的回复贴里，当收到邮件已送达的信息后，有义

务告知合寄者邮递的送达情况。

一般合寄使用的快递主要为 DHL，也有 EMS 与 FedEx。

6.5 寄送 GT 成绩

6.5.1 网络送分

以前 GT 送分只有三种：电话送分，传真送分和汇票送分。近几年由于网络的发展，
送分基本上都采用网络送分的方式，快捷、方便、操作性好。据笔者个人的了解，周围的

申请者无一例外都在使用网络送分的方式。下面，笔者将着重介绍一下网络送分的流程。

6.5.2 GRE 送分
网址 My GRE Account：
https://mygre.ets.org/greweb/login/login.jsp
送分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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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曾经注册过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进账户；

进入界面后，点击 send my scores；
先按照要求，Confirm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确认无误后，点击 submit；
Confirm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确认无误后，点击 submit；
之后 Find your score recipient-country，一般都是选择美国，点击 search；
选择美国的一个州，以 California 为例，点击 search；
在美国加州的大学 list 里选择你要送分的学校，可以利用 ctrl+F 快捷键，搜索你已

经知道的学校的代码，以 UC Berkeley 为例，代码为 4833。点击 selelct；
Find your department。有的学校不要求细化到系，此时可直接点击 skip。当学校要

求时可输入系的名字或者 code，以 EE 为例，点击 search；还有一种情况为搜索无结果，
例如在 UCB 中搜索 geography，这是按提示选择“Other Fields-Not Listed“

If the department you are looking for is not listed below, check the spelling, try a
partial name search, or select ”Other Fields - Not Listed.” 选择你要送的成绩。一单中可
同时送 general 和 sub，也可单独送一门，价钱是一样的，都按一单算，因此有些同学如
果早已考掉 GRE，后考 sub，可等 sub 成绩出来后再送分比较划算。然后点击 continue；

如果你还想继续添加送分学校的 recipient，可以点击 add a score recipient，继续重
复上述过程；如果想交钱送分，点击 continue；建议同学们一次最多添加三到四个学校，
否则系统会出现卡顿等情况导致前功尽弃。

之后进入最后的 Riview 界面，在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the policies above. 前面
打钩，然后点击 proceed to checkout；

随后会要求使用信用卡付款，成绩增送费每单 $27；
付款成功后会收到确认邮件，如下：

网络送分完成，可以点击查看自己的 score recipients，随时 check 送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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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分数会在一周内送达。总体而言，GRE 送分要比 TOEFL 快得多。
6.5.3 TOEFL 送分

托福送分网址：http://toefl.etest.net.cn/cn
送分步骤如下：

输入用户名密码，登陆；

先在账户中充入足够送分的钱数。

选择“查看已注册考试”；

选择要送的分数，点击成绩单收件人中的“增送”；

选择要送分的类型，graduate school 和院系代码；
点击确认，送分完毕；

与 GRE 不同的是，TOEFL 送分成功后，不会有确认邮件，也无法 check 是否已经
送到。只能去申请的学校的网申系统上去看是否送到或发邮件请小秘帮忙 check。

注：

托福成绩送分比较慢，最好要提前送好分。即使没有开始网申，也是可以先送分的；

托福成绩增送费每单￥126。

6.6 网申及送分 FAQ

Q：如果我在网申中填错了一些个人信息该怎么办？
A：可以发邮件或打电话给小秘进行修改。

Q：如果导师收不到填写推荐信的连接怎么办？
A：这种情况下先联系推荐自己的导师，请他查看邮箱的垃圾邮件等，如果依然没有，

可以看网申系统是否有 send reminder 或 resend 等功能，如果没有或使用后没用，请发信
给小秘请求其帮助解决，如果对方小秘未回邮件，可以打电话询问，通常这种问题小秘都

会帮助解决的。

Q：所谓 deadline 是指提交网申还是要求邮寄的成绩单、GT 送分都到呢？
A：通常有的学校只给出一个 deadline，那么一般大家都会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保证

自己的所有材料都完成提交包括网申提交、GT 送分已送到、成绩单已寄到。有的学校会
注明者这只是网申完成日期，这样的话只要该日期前提交网申就好；而有的学校会注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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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 all support documents 需要抵达，这就要求所有文件都要抵达，所以大家一定要
提前送分，该日期不是送出分数，而是要让分数低达。有的学校则会给出两个日期，一个

日期注明网申的 deadline，另一个日期注明其他材料的 deadline。

Q：如何知道我的申请材料已齐全抵达对方学校？
A：通常学校会有一个 status 网站，或是在网申网站，或是其通过邮件通知的另一个

网站可以用来查看自己的各个材料的状态。如果送分很久还没有更新状态，可以发邮件和

小秘沟通，注明自己的送分日期，确认是否送分成功。如果学校没有这种查看状态的网站，

可以直接发邮件询问小秘。

Q：TOEFL 有效期 2 年是指从考试之日起到申请之日，还是到入学之日？我的成绩
现在还可以用电话查询，但是到明天入学时候就过期了，我到底还要不要重考？

A：多数人认为是到申请日，但有的学校要求是到入学报道日。所以最好与学校联系
问一下。

Q：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必须让 ETS 送正式的 TG 分？
A：其实很多学校都可以先接受 photocopy，建议已经有成绩的同学在寄材料的时候

附上复印件，并说你的正式成绩也在安排 ETS 寄送。有的学校在拿到复印件后就开始用
来审理了，如果需要正式的，他们会告知你。

Q：如果想让 ETS 再寄一份 GRE 成绩给自己怎么弄？ 
A：给自己重寄需要另外花钱，等于 additional score report

Q：ETS 把我信用卡的钱划了是代表送分成功吗？
A：是的。但是并不表示分数已经成功到了学校。ETS 收到了你的 order，并且开始

送分，但成绩单寄到学校还需要时间。

Q：如果学校网页上没有写代码又不知道该送系里还是研究生院怎么办？
A：写信问小秘。 

Q：如果 score 是寄到比如学校的 Graduate school，或者学校某一个研究生院如
Graduate School of Art and Sciences，在送分的时候要不要 department code？

A：送分时是“学校代码 + 系代码”全部需要。如果送研究生院，系代码 GRE 0000
TOEFL 99。如果送系里，而系代码里没有你要找的，GRE 写 5199。

Q：什么是 DECLINE？大家常说的 DECLINE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欠费吗？
如果保证信用卡里有足够的余额，还会 DECLINE 吗？

A： DECLINE 说白了就是系统从你的信用卡里划钱未遂，从而划账失败。当然
信用卡里要余额充足，但是大多数被拒都是由于 ETS 划钱时，银行系统繁忙或者银
行处于结算时间导致。由于时差的关系，ETS 白天工作划钱的时候，我们中国正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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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所以如果用美国或无时差的地区的信用卡，则较少会被 DECLINE。如果查分
送分被 DECLINE，你的分数会从 ETS 的数据库里隔离，不能访问。也就是大家常说
的“冻结”。你必须按所欠 ETS 的费用补上欠款，方可以继续访问或使用你的分数。
G，T 中如有一个被“冻结”，并不影响另一个。 G 跟 T 是两个不同的 Service 在处理，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你的 T被拒，你的 T成绩处于冷冻状态，而跟你的 G成绩没有关系。 

Q：用哪个银行的信用卡可以避免 DECLINE？
A：不论是交申请费还是 GT 送分，大家要搞清楚一个错误的观点，其实 DECLINE

跟银行卡种没直接关系。所以不需要在讨论哪个银行容易成功之类的问题，没有意义。碰

到 DECLINE 之后，不需要给银行打电话询问为什么“冻结”之类。就算打电话给银行，
他们有可能只能查到：银行收到你的扣钱申请，但还没有真正扣钱，在等待状态。重点还

是要从 ETS 那边解决。那边好了，这边就可以从卡里扣钱了。
 

Q：网申 DECLINE 和 GT 送分 DECLINE 一样吗？ 
A：一般，交申请费是实时划钱，类似于网上购物。他们都是通过代理支付平台交易，

输入信息提交后马上就扣钱。所以，只要在合适的时间 (避开银行结算时间)，并且你的卡
里余额充足，就不会有问题。  而 GT 送分 (在保证信用卡余额充足的情况下)，不是实时
划钱。我们打电话时输入的送分及信用卡信息会存入 ETS 的数据库里，并不是马上处理。
日后才一一处理。那么他们处理的时间就不由我们决定，有可能他们处理你的送分时刚好

碰到你的信用卡银行系统忙或是结算时间 (大部分银行是北京时间凌晨 4、5 点钟)，那么
你就 DECLINE 了。所以跟卡没关系，是他们划钱时间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他们在下午三点钟处理到 A 同学的送分请求，而糟糕的是刚好赶到
A 同学信用卡银行的结算时间。而到他们下午五点钟，处理到 B 同学，B 同学是同样的信
用卡，却成功划了钱，因为银行系统又恢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对 DECLINE
摸不着规律的原因。每个人的遭遇也不尽相同。

Q：马上快到 deadline 了，我送分成功了，钱也扣了，可是成绩还没到学校？怎么办
啊？

A：正式的 GT 成绩是可以晚于 deadline 到的。由于上面问题，寄到学校需要时间，
而且有的学校网页更新速度很慢。所以，可以写信催促小秘让他帮忙查询。 
 

Q：如果送分过程中代码输错了怎么办？ 
A：同样可以打人工电话解决。比如送分的时候输错了学校代码，打这个电话跟接线

生讲，他可以帮你改正 (当然前提是成绩还没送走)。另外，也可以给 ETS 发 email 查询，
但几天后 ETS 才会处理。有钱可考虑直接重新送一遍。

Q：关于 GT 送分，学校未收到，ETS 会免费再送一次么？
A：应该可以的，打人工电话。不过也有的人试了不行。

Q：我在 5 年内考了 2 次 GRE，送分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会送给学校？ 
A：不会。你可以选择送某一次考试的成绩。ETS已明确说明：And with the ScoreSelect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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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decide which test scores to send to the institutions you designate, so you can send
the scores you feel show your personal best, giving you more confidence on test day.

Q：我一次送了 6 所学校，那么是不是每个学校都能看到我还送了哪些学校呢？
A：否。他们看不到你还送了其他哪些学校。

 
Q：如果 SUB 没有与 General 合并，寄 G 成绩时，会不会自动合并呢？
A：不会。如果你 SUB和 General考试填的信息一样，一般 ETS会自动将你的两次成

绩合并。但如果你两次填的个人信息有些不同，或其他原因，可能 ETS会认为不是一个人，
没有把成绩合并，结果寄成绩会单寄 General或 SUB。这个情况的标志为：ETS在送分给学
校的同时，寄给你的 score report上只有 general或 sub的成绩，而实际应该是二者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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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国准备

当你详细阅读本章之时，想必已经拿到了不错的 offer，祝贺你！我们希望，当你走出
科大，依旧怀揣梦想，不断前行。1

7.1 行前准备

7.1.1 学

建议大家在来之前，在国内好好学一下开车，但不一定要拿到驾照。美国车大多是自

动挡，学起来很简单，可以找个会开车的朋友带你学一下就好。拿到美国驾照后，回中国

后只需考取科目一即可快速获取中国驾照。

7.1.2 学

会做一手好菜不仅自己生活滋润，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来美后可能

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学做饭，建议大家在国内的时候好好学学。

7.1.3
â 寻舍友

1. 如果能和师兄、师姐或认识的人一起住当然好。如果只能和在网上认识的人一
起住，大家还是事先多联系了解一下。坑爹室友要你命三千。

2. 2-3 个人一起住比较保险。人多矛盾也会多，共用厨房、厕所也会拥挤。

â 找房屋

国外的住所分为：

1. Apartment：一般是公寓，就是 X 房 X 厅 X 厨 X 卫的那种，一般有 1 到 5 间
卧室，一间或两间卫生间。有的还提供一些基本的家具如床、书桌、沙发等。

2. House：独栋房屋
1本章以赴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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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lla 是别墅，比 house 高级。注意：
(a) 尽量选择名声较好、治安状况良好的地方居住。
(b) 可以通过当地的中国学生或者学校提供的租房信息找房
(c) 谨防网络诈骗! 网络钓鱼者会发布价格低廉而且地段较好的房源信息，“房
东”可以答应你的租房要求而不要求财力证明及信用等级，只要你支付一

笔订金，而一旦你付了钱，到了美国你就房、财两空。如果你不愿意支付，

当你到达美国时，他就会以你没有支付预定费，房屋已被出租等理由而拒

绝你入住。为防止被骗，要让房东出示真实有效的房产证明。最好让当地

的学长或朋友过去看看房子，是否和说的一致，否则极有可能被骗。碰到

任何与法律有关、或者自己不确定的事件，记得找学校的法律援助即 legal
aid office。帮助国际生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平安地好好学习，由他们来帮你
解决各种法律纠纷，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â 签合同

据留学生普遍反映，相当数量的房东、房屋公司有退房时扣留押金的现象。首次入

住，建议用相机全方位记录房屋、家具、设施等基本情况。（具体的注意事项，在网

上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信息）一定要本着谨慎从事的原则，在房东要求房客签一份

租房合同时，仔细看清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如合同中关于房屋设备的描述是否与现

实相符，并与房东一同检查房屋是否安好的情况，以免搬走时承担不该有的赔偿。

最好针对房屋实际情况，在书面合同中罗列出来。对于未满合同期限单方面毁约的

情况，如果提前说明不会影响信用记录，但是合同中会说明毁约的后果：有些会惩

罚一个月的租金，有些说明不能毁约。唯一可以和信用记录扯上关系的是当你以为

你毁约了，房主认为你没毁让你每个月继续交房租，你坚持不交然后房主找到讨债

公司，那就会影响信用记录了。

7.1.4 机

â 航空公司

国际航班有三大联盟，星空联盟（Star Alliance）、天合联盟（Sky Team）和寰宇一
家（One World）。建议三个联盟的里程卡各一张，因为一般选择最便宜的机票，不
一定能固定一个联盟的航班。星空联盟中受学生偏爱的航空公司：国航、美联航、韩

亚航空、全日空、新加坡航空。天合联盟中受学生偏爱的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大

韩航空、东航、南航。寰宇一家中受学生偏爱的航空公司：美航、国泰。

国航的航班主要飞大城市，价格较便宜，但航线少。美联航的航班比较发达，但票

价相对较贵，不过经常有打折扣的限量学生票。韩亚航空和大韩航空均需在汉城/仁
川转机，票价较便宜。全日空服务好，但大多数票价贵、航班时间不太好。美航、达

美比较适合中部学校，其中达美有北京/上海-底特律的直达航班，但是从北京走一
般要经东京或西雅图转机。国泰机票相对便宜，但均需香港转机，注意国泰的新飞

机经济舱座位不能后仰，很不舒服。

里程计划建议：星空联盟选美联航，天合联盟选达美，寰宇一家选美国航空。原因

如下：其一，这几个航空公司里程累积有优势，哪怕你坐别的航空，累积到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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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底下，折算损失也不会太大。第二，国航、南航都是国内大航空，将来在

国内飞也不会浪费。第三，达美是全世界航线里程与客运机队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

跟荷兰皇家航空的共享计划会让你大学期间去欧洲旅游非常方便。

注：大件行李较多的同学，建议选国航或者国泰。自 2011 年 7 月起，很多航空
公司国际航班的托运规定由原来两件免费变成了一件免费，第二件托运行李收取

$70 $100 运费。目前国航、美航允许免费托运两件行李，国泰允许免费托运三件行
李。规格仍是长宽高之和不大于 158cm，单件不超过 23kg，但国航不能网上值机。
行李问题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国航、东航等国内航空公司虽然允许两件，但如果你

在美国还要转机的话，要考虑美国段是否可以沿用国际段标准。美航是唯一允许两

件行李的美国大航空公司。现在手提行李的要求都更严格，每人只能携带最多两件

手提行李，包和登机箱重量没有限制，具体请参考航空公司网站。

â 订票网站

1. 航空公司网站订票：
航空公司网站订票不划算。一是网站系统更新不是很快，你拿到的不是最低扣

价。二是航空公司网屏蔽了一些同联盟共享代码航班。

2. 第三方网站，如：
http://www.qunar.com/
http://www.17u.cn/
http://flights.ctrip.com/
www.expedia.com
www.kayak.com
www.studentuniverse.com
www.iflychina.com
前三个网站的信誉度高，可以保证出票。通常用他们的价格作为参考。

Student Universe 专为学生设计，注册需经过验证，要向网站提供录取/在读证
明（用本校提供的 edu 后缀的邮箱发送 Acceptance Letter 扫描件）才能享受
学生优惠。折扣据说不错，但师兄师姐反映“坑爹”之事颇多，各位还是要慎

重考虑。

iflyChina 是一个类似于 qunar 网的机票查询网站，“Email 查询机票价格”服
务比较实用，在你注册为会员，填写你需要的航程始发地和目的地后，它会将

不同代理的报价通过邮件发给你，你货比三家后即可直接联系合适的代理购买。

但请注意代理的信誉度，尤其是价位过低时。

3. 去旅行社订票现在旅行社都提供订票，他们能拿到一些折扣票，加上手续费，
还是比官网直接订票便宜。在旅行社有熟人还能拿到内部价格票。

注意：

(a) 有说 3 月买票便宜，也有说 4,5,7 月，建议有一心理价位，差不多就买买
买。

(b) 加入里程累积计划。在航空公司主页申请一个账号，他们会发邮件告诉你
一个号码。订票时输入你的号码。通过代理买，告诉代理你的号码。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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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航空公司的账号的话，只有买那个公司机票才能积里程。一定里程可兑

换免费回国机票。

(c) 打算寒假回家可以订往返票，比单程票贵出 $200 300。如果到时要修改返
程日期，要加 $200 左右改票费补差价。

(d) iflychina 上的 email 查机票得到的价格并非你能拿到的价格，要联系客服
确认这有票。票价是波动的，网站价格有延时，差几百很正常。

(e) 通过代理买票时询问退改签情况，一般只能通过代理改。代理省事，但退
票换票很麻烦，有些出的还是别人里程兑换的票，不能积里程。

(f) 机票最好过几天再次确认没有问题。

â 选择航班和中转站

中转要选择同一航空公司或联盟，且所有中转机票要通过同一个方式订购。分开订

票，美国国内航班会忽略你的国际航班，收取高额行李费。尽量不要换航空公司，因

为一旦第一个航班晚点，第二个航班可能会不等你。

机场入境转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转机时，换航站楼可能要重新安检，多留些时间

确保能赶上飞机。万一赶不上，一般可免费改签下一班。注意洛杉矶机场由于设计

问题，所有航站楼间不连通，如果不是同一家公司的航班，就有换航站楼的问题，得

推着托运箱走出航站楼，到下一个航站楼重新 check in。

7.1.5 包 邮

书等行李携带不便时就要考虑包裹邮递。分为：海运，空运，空运水陆路 (SAL)。海
运便宜，一般要两个月才能到美国。空运在海运费用的基础上，每 10G 增加一块钱的航
空附加费，一周多就到。

价格参考：中国邮政官网。

â 经验

1. 在邮局买箱子的话，尽可能买大的。可以在箱子底和封口处垫塑料袋防潮。保
价超过 800 元要给入关费。

2. 收件人地址要填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那张单子，一个是箱子的侧面，另外还可
在箱子的上面写地址，留下美国住址的电话。

3. 装好后别马上封箱，先称重，可根据重量增减，用最少的钱装最多的东西。
4. 东西带到邮局装的，邮局要检查。东西多还要办手续，最好找人帮忙。
5. 最好托运重的东西，书衣服袜子等软的东西主要是用来塞空隙处的。

7.1.6 签证

具体流程参考“护照与签证”一章。一定要办的噢！

7.2 赴美途中

7.2.1 文件

重要证件如护照、I-20 等，最好放进容易取用的袋中。为防遗失，可留影印本给家人，
另放一份影本在托运行李中。万一遗失，有影印本容易申请补发。

上机须携带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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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20, DS-2019 或 I-797 表
2. 护照
3. 机票
4. 接种疫苗证明、医生处方
5. 本科成绩单、学位证等
6. 亲友、学校、同学会及接机人的地址及电话

7.2.2
â 携带金额

全奖。奖学金一般要 2 个月时间才发放。租房子，办手机卡，都要钱，一般要几百
美元。有些学校可能还需要全奖的学生交杂费或者部分学费，可能还要自己买医保。

还有刚来的时候要买一堆东西，大致需要 $3k+。

自费。刚来就需要一次性交给学校一个学期 (Quarter or Semeste) 的学费 (Tuition)
和杂费 (Fees)，然后还需要买医疗保险再加后面的生活费，这种情况需要带的钱就
会比较多了。

根据外汇管理局和海关总署的有关规定，境内居民个人一般不得携带 $5k 以上外币
现钞出境。所以现钞不要带太多，最好分开放，一般海关不查。按照美国法律，若

携带现金入境超过 $10k，要向海关申报，否则海关可以没收财产。

â 带钱方法

现金。带上护照（签证）还有身份证就可以去中行等任何外汇兑换点兑换美元了。

兑换时不要只兑本杰明 • 富兰克林，百元纸币在美国很少见（有些地方甚至不接受
100 notes），兑换一些 $10/$20 的比较好。

信用卡。也就是由 VISA /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结算
的由国内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一般我们在交申请费的时候已经办了一张信用卡。一

般在美国，POS 机消费用这张卡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网购的时候这张卡不太好用。
此处推荐招行的信用卡还有建行的信用卡。

旅行支票（极少用）中国银行可办理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具体参考中行网页：

http://www.bankofchina.com/pbservice/pb4/200806/t20080626_763.html?keywords=
%C2%C3%D0%D0%D6%A7%C6%B1

7.2.3 行李

根据自身情况，酌情携带行李。物品清单可以参考本章附录一。

â 托运行李不得超重

搭乘国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每人限托运两件行李，每件不得超出 23 公斤。

选用牢固的行李箱或纸箱，备妥封箱塑胶带或包装绳以便通关后打包。纸箱打包必

须以包装绳绑牢，保护行李同时可用来系行李牌。且箱子内外需用签字笔写清楚本

人的姓名、地址。这样万一行李牌遗失，也能寄达收件处。

http://www.bankofchina.com/pbservice/pb4/200806/t20080626_763.html?keywords=%C2%C3%D0%D0%D6%A7%C6%B1
http://www.bankofchina.com/pbservice/pb4/200806/t20080626_763.html?keywords=%C2%C3%D0%D0%D6%A7%C6%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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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随身行李中的物品

随身行李没有重量限制，大小为三边之和不超过 45inches（158cm），具体可向航空
公司查询。登机建议随身携带：

1. 零钱，以便打电话、付车资及小费。
2. 个人备用药品，针对旅途中有需求的同学。
3. 薄外套。起飞后冷气越来越强，机上有毛毯也照样冻死你。
4. 随身不能携带液体、膏状物。如果携带，每个小包装不能超过 100ml。所有的
东西要放在一个 quarter 的塑料袋里面。注：这些东西可以托运，不限重。

â 注意事项

1. 锋利物品及液体请放于托运行李中。
2. 托运行李不要锁死，海关抽查时会强行开箱。有 TSA 海关密码锁的箱子没事
3. 携带数量超出限额的物品入境必须缴纳逾额的关税。入境携带物品不必与本人
同时到达，可预先或日后运来。若物品先到，须在领取时付税。不过，等你向

当地海关申请之后，已交税款会予以退还，付税时请索取正确申请表格，保留

机票或抵达日期证明。

4. 给自己的行李箱做好标记，以便寻找行李。留下个人信息牌，以防丢失。

7.2.4 出关 机

â check in 行李并划位

1. 带着你的行李到该航空公司 check in 柜台排队等候。
2. 等候时可至柜台拿行李挂单或标签，填写好后可挂贴于每件行李上。
3. check in 时，将机票及护照交给服务员。你可以要求服务员为你划一个你较喜
欢的位子，如你偏爱靠窗或走道、吸烟区或禁烟区。

4. 如行李超重，机场人员会要求你取出部分行李自理，或就超重部分索价。如果
有随行同伴，而对方的行李没超重，可以取出一部分行李与对方的合并计重。

5. 服务员将登机牌、护照及行李注册存根给你，行李过安检后便可出发滚了。

â 出境

带着随身行李、机票、证件和出境单进入出境室，办出境手续，安检。

â 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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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飞行途中

â 排遣时间

1. 机上有电影、音乐及杂志，可以自己带点书，也可和邻座吹牛。
2. 途中会有五小时的熄灯时间。机上有枕头、毛毯。注意调整时差。

â 饮食

1. 机上餐饮通常有二、三种选择，座位前有菜单，不妨先研究一下。
2. 高空飞行干燥，多喝水，少喝酒。

â 填写 I-94 Form 及 6059B Form

在入境美国之前，空服员会在机上发给非美国公民乘客 I-94 和 6059B 表格。两张表
应在飞机着陆之前填好。凡是从香港或台湾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面多半有中国空服，

会帮你解答填写表格所发生的问题。所携带的物品及现金据实填报。

免税携入的物品：

1. 酒类上限 1Gal。
2. 香烟 1 条为限，雪茄 100 支为限。
3. 日常用品及自用品。个人使用的衣服、化妆品、珠宝、相机、电脑、书等。
4. 礼物。每件少于 $100 的少数礼物。

7.2.6 入境

进入美国，须在最先着陆的机场办理入境，接受检验。

â 入境检查手续

1. 旅客被引导到入境检查室，按照入境签证的不同，排队等候检查。
2. 受检时，将护照、I-20 或 IAP-66、报关单一并交给移民官查验。
3. 从容回答移民局官员的问题，主要是来美后住所、目的、携带财物等。
4. 移民官会在 I-20 或 IAP-66 上盖章注明入境日期，签证身份及入境的期限。
注：如果你持 F-1 签证，美国将允许你在美停留至学业完成的必要年限。
如果你持交换学者 J-1 签证，美国只允许你在特定时间内停留，并必须攻读
IAP-66 上所指明的课程以维持交换学者的身份。
无论你持 F-1 或 J-1 签证，注意入境时护照的有效期必须始终保持比预定在美
停留期限多出六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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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 领行李、缴交报关单及验关

1. 到 Terminal 领行李处，依告示牌找到自己班次的行李招领台。领取自己的行
李，核对行李号码。

2. 找不到行李别紧张，持登机证上的行李注册存根向航空公司查询，万一找不回
来，须填写报失单，并记下机场服务人员的姓名及电话，以备日后询问。

3. 机场备有手推车。行李搬运不便也可以找 porter 代劳，小费一件一刀。
4. 排队验关时，不要左顾右盼，临时换行，可能因行迹可疑而遭受仔细盘查。面
带笑容，态度诚恳，有问必答，但不要多话，以免自己作死。

5. 检查行李时要递上证件，如海关要求开箱检查，立刻打开受检，不要迟疑。如
果验关人员示意通过，也不要怀疑，迅速通过即可。行李中有禁带物品，当场

没收，但有时运气好，也能快速通关。

6. 携带入境的金额超过一万美元，应主动向海关申报，并填报 4790 表。换机入
境后要换机得估计好时间，尽早到要转换的航空公司机场柜台去报到。

7.2.7 接机

将自己的航班信息通知同学会，请求协助接机。最好附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及素颜照，

以便接机辨认。接机时，可挂名牌一枚，最好也让接机人准备标示牌，容易认领。没有当

地同学会，可与学校外籍学生顾问联系，要求其协调接机事宜，或向系里求助。

万一未见到接机人，可使用公用电话。话机上均标有本机号码。本地拨号两毛五，外

埠拨号价更高。外州和国际电话是计时的，接通后有三分钟时限。当你在话筒中听到“嘟

嘟”声，你得长话短说，否则须迅速投入硬币以免中断。如果没钱，可打由对方付费的

电话 (collect call)。只须拿起话筒，按“0”钮，就会有 Operator 答话，然后你告知：“I’
d like to make a collect call, to(区号) 233-3333.”电话接通时，征得对方同意帮你付费后，
即可通话。记得还钱。

如果没有接机人，可打的或租旅行车抵达你的暂时住所。计程车适合短程，上车时告

诉司机要去的地点，口吃请将地名写在纸上交给司机，问清价钱再上车。下车给 15% 的
小费。若有两、三小时车程，租旅行车更便宜。旅行车 (Airport Shuttle/Limousine) 类似
于机场大巴，提前付费。www.shuttlefare.com 这是一个第三方网站，把几家比较大的公
司 Super Shuttle, Go Airport 都囊括其中。此外，也可以直接进入公司网站选择，例如
www.supershuttle.com。每个公司都有折扣券，在网上搜 SuperShuttle promotion code 可
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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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入美后

7.3.1 入学 到

1. 新生入学报到包括两个部分：向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报到；以及向系里报到，即告诉秘书和导师你已经过来了。国际学生办
公室的 advisor 会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尤其是关于 F-1 身份的一些规定，比如每学期
必须修够几学分的课，同时那里也会提供针对国际学生的服务。有奖学金的同学还要到

payroll office 去填写很多表格；没有奖学金的也可以询问相关教授和工作人员，争取机会。
2. 报到的同时，还要办理学校的学生卡，图书馆卡，购买医疗保险，办理免学费的手

续；自费的同学还要交学杂费。

3. Orientation。一般会有两种 orientation，分别由国际学生办公室和所在院系组织。
国际办公室会针对学生的生活，而系里则会介绍相关的 program 以及学位要求。另外如
果是 TA 的话，系里或学校还会有针对 TA 的 Orientation，介绍关于 Teaching 的经验。
这些 orientation 都比较重要，尽量参加。

4. 见老板。虽然有的同学第一年没有老板，但还是应该尽量去认识一下系里的老板，
亲身体验一下他们的为人，了解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一种礼节。

5. 选课。具体选课很有讲究。如果是 RA 的话，选课要经过老板同意；不是 RA 的
话系里一般会安排一个 academic advisor，关于课程可以向他们询问，关于学位要求，还
可以多找找秘书了解细节。有师兄师姐的话最好了，都是过来人。

7.3.2 申请 会安全

尽快申请社会安全卡 (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它在找工读、存款、申请信用
卡等场合用得着，和你在美国的一切，息息相关。九位数字可以记下来，它是个人隐私的

一部分，若有人盗用，应向社会安全局查询。

申请流程：首先找到你最方便能到达的 SSA(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不一
定是所在州，方便到达即可；然后到那里填 Form SS-5，也可以在 SSA 的官网上下载，填
好打印出来再去，别忘了带上护照、I-94、I-20；此外，还要有你的工作证明，包括：（1）
国际学生办公室开的证明你 status 的 letter；（2）雇主写的证明你工作的 letter；（3）你
已经接受工作的证明或工资单存根（Pay Stub）。如果遇到过于严格的 office 说你的材料
不充分，可以考虑换个 office 继续申请。

7.3.3 信用

美国信用卡发卡组织有四个，即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 和 Discover.
正确的策略可以带来更多优惠，具体使用细则请咨询开卡银行并听取学长建议。一个良好

的信用记录十分重要，请注意信用卡的使用规则，努力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

7.3.4 手机

美国的手机运营商主要有：

AT&T www.att.com/
Verizon www.verizon.com/
Sprint www.sprint.com/
用户一般直接向运营商购买手机及通讯服务，请根据学校所在地情况自行选择。

手机资费模式大致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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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id Plan: 也就是预付。不需要 SSN 即可申请，无月租，手机需要自己买。
Individual Plan: 个人套餐。一般申请需 SSN，有月租，手机很便宜或者免费。
Family Plan: 家庭套餐。可以多人共享，资费更低。

7.3.5 学习 境的 应与融入

初抵美国，除面对异地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克服在学业上

的种种挑战。以下专就学业方面可能遭遇的问题提供一些建议。

â 初期适应

1. 提前一、两周到校，适应环境，解决银行开户、生活用品等事宜。
2. 与国际学生办公室取得联系并办理报到手续，建立自己在美的档案，获得各方
资讯，如：学习语言、生活及心理辅导，买卖家俱、征求室友等。

3. 拜访系所办公室。取得课程表、新生训练时间、系所的选课要求及规定等，约
定时间与系上行政助理人员谈话，请教应注意事项及选课、系上教授的情形。

4. 了解学校图书馆、电脑中心等各项设施及服务，逛校园，压马路。
5. 与同学会联络、认识学长并讨教课程经验及注意事项。

â《课堂真经》

前排早到要预习，积极提问善笔记。分工合作多探讨，酌情退课求自保。

â 小论文及 Presentation

1. 忌抄袭，莫作死
2. 善于利用学校为外籍学生专设的 writing center，克服写作困难。
3. 写之前，参考正确的报告格式，引用一定要标注。
4. 写长篇报告需设定期限，随时发现问题。有困难，找教授，有印象分。
5. 写完后，找美国同学修改，事先说好是否需要付费，以免伤感情。
6. 控制报告时间，留下时间提问，答问态度谦虚诚恳。
7. 语言困难可借助视听补助教材，或将报告内容写在投影片上。当然别忘了将内
容影印出来发给每个人一份，免得大眼瞪小眼。

8. 报告就是登台作秀，胆大皮厚勤练习呀嘛勤练习。

â 选指导教授

1. 选教授可以向学长们讨教，先摸清楚系上教授们的 reputation，例如给学生的
时间是否充裕，与学生的交往情形，对外籍学生是否友善。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该教授的学术地位，是否和其他教授树敌等。

2. 大牛可能对就业有帮助，但见一面可能很难，脾气好的教授可能不认真。年轻
教授要求多，老教授可能有健康问题。另外教授的签约年限，是否有 tenure，
都要考虑。对理工科的学生，教授是否有 grants or projects，也很重要。

3. 与教授谈话前，应弄清楚教授的 office hour，提前预约，并做好准备工作。端
正仪表，准备好自我介绍和问题。语言流畅，以免留下不好印象。

4. 定期与老板沟通汇报，节日时别忘了问候一声。



7.3 入美后 121

â 师生相处之道

留学生与其教授之间的关系关乎奖助学金、研究工作。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隔阂

难免，要主动与教授沟通，破除障碍。需注意：

1. 课上要主动、积极的表现。
2. 课下，与教授相处要态度诚恳，交谈的话题最好也应与所学相关，彼此的关系
最好经常保持在 Professional Level。逢年过节则可送些中国风味的小礼物。

3. 写论文时，更要与教授密切联系，随时向教授报告思路及进度。
4. 在课堂成绩或奖学金申请等方面，若遭教授施予和其他同学不同之待遇时，可
以到 Dean of Student Affair 处申诉。千万不要扯不下脸而吃闷亏。

7.3.6 强 言能力

1. 要想英文好，随时开囗讲。参加 ISO 举办的语言交流活动，Host Family Program，
还有各种趴，借此增加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

2. 多读书多看报。看电视时跟着节目的会话重复练习，囗语也会加强。看报时做笔
记，则写作的能力也会有所增长。

3. 有钱又有闲，可上英文课程，尤其是写作班，有助于写报告。
7.3.7 书

图书馆除借书外，还包括 Inter library-loan 及 on-line service，前者可向别的图书馆
调阅本馆所没有的书，后者则提供不同学业领域的人查询相关领域内所出版的杂志书刊等

的摘要。馆内专业职员可以回答有关学科方面的藏书问题，为学生订购书籍，负责服务项

目。建议不懂就问。

7.3.8
美国部分学校是为全奖研究生提供牙险的，美国的牙医的水平普遍要好于国内，建议

大家充分利用。根据海外校友反映，合肥境内的牙医水平普遍不佳，如果有需要可以到美

国来看牙。一般的牙险是可以包括一年两到四次免费的牙检（口腔清洁）的，拔牙修补

蛀牙等，牙险可能会承担绝大部分，个人承担大约 $100 左右；植牙，牙险一般会承担一
半左右，加上优惠，一般需要自付 $1k 上下。但是牙险一般是不包括 Gum Treatment 的
（一般在 $1k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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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行李物品参考清单

â 建议带

1. 书籍资料：
课本。不同学校不同教授用的课本不一样。一般说来，就算教授指定的课本很烂也得买，

因为作业和考试都要用。建议大家提前上网查一查是哪个教授上课，用的什么课本，或者

给在美国的师哥师姐发信咨询。

参考书。因为大家所学专业不同，用到的参考书当然也不同。最后做论文一般都限制在一

个很窄的范围里，用的都是专业的书。譬如物理专业的同学，四大力学、数理方法等书目

应该带上，这些在研究生基础课程都会用到。数学手册。一定要有，建议下载电子版。

硬盘。装一切电子资源（包括亲人的相片）

2. 衣物，一至两套衬衫、夹克、休闲裤、鞋及西服、内衣等。美国日常着装好看又便宜，穿
衣风格也与国内不同，没必要带很多。具体请查询当地气候后决定，体型小只可酌情增量。

3. 床上用品，刚来可带一薄毛毯，不过也可以来了买。
4. 备用眼镜及眼药水，验光很贵。
5. 文具，价格较贵，不过有些系里可以随意拿。
6. 网线音频线等各种电子线材。美国要几块到十几美金一根，建议国内买带过去。
7. 药品，美国海关禁止某些药品进口，请查询后再决定。常用药可带一点。
8. 给导师、友人的小礼物。
9. 女生用品。具体请咨询师姐。

â 可以带

1. 调料、咸菜、酱可以带，不过很容易洒。中国超市都有，不建议带。
2. 刀可以托运。可以带个大菜刀来。磨刀石美国有。
3. 没气的打火机可以放在手提行李中。
4. 陶器瓷器都是可以的，不过美国政府提醒大家有一些中国的陶器瓷器没有经过检验，
含铅量严重超标，如果是餐具可能引起中毒。

5. 金子，有钱，可以任性。
6. 自用电子产品及小家电，可带，都免税，不用报关。注意美国市电是 110V 的。
7. 笔记本，不建议带，也不建议大家用中文版的 windows。如果一定要带的话，记得电脑
的插头一定是要那种 2 相扁头的，不能是 3 相或 2 相的圆棍头的，这些美国都用不了。
可以去电子市场配一个 2 相扁头那种。
8. 免税商品是指商品在中国免税，而不是你飞来美国以后免税。里面如果不是自用的商
品，还是要上税的。

â 不能带

1. 水果蔬菜、植物、肉类、未加工的动物毛皮、牛、马或家禽及其制品
2. 盗印（无版权）书籍及录音、录影带和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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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一个大学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忠告

来美将近三十年，当了几年的留学生，又教了二十多年的书，带过不少美国及各国的

研究生，最近几年又兼行政工作。在这多年之中，有些所见所闻，想借本文传达给年轻的

留学生们。笔者以系主任的身份，除了了解系务之外，每天都需要接触全系的教授及研究

生，所以有机会知道一些琐事，本文提出下列几点以供参考。

一、英文写作及会话的能力是念研究所的最基本条件，发音不正确或习惯用语应用不

妥当，常常引人会错意或无法了解。虽然 GRE 及 TOEFL 分数均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
但是亚洲学生的英文程度仍然是教授常感困扰的一件事。例如发言或写报告，词不达意或

往往答非所问，很容易在囗试中被当掉。此外，很多教授得花很长的时间修改论文，甚至

需要比别人修改更多次，以致有些教授不很愿意收亚洲来的学生；但是亚洲学生比本国学

生认真勤快，数学程度高，所以他们仍然愿意给研究奖学金，到最后写研究总报告时，往

往出现“你做我写”的现象。由于语言能力的关系，很多系或学校，原则上尽量不采用外

国学生当助教，因此拿助教奖学金的机会就越来越小。尤其最近几年，美国就业市场不景

气，美国学生毕业后又回来念研究所的很多，这些学生常被优先考虑给任何种类的奖学

金。综合上述的原因或现象，外国留学生往往抱怨美国一些教授歧视留学生。这种事各持

其是，学生得不到奖学金，但教授也有他们的苦衷。

二、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常常认为礼多人不怪，所以一到美国来，常常送教授或指

导教授见面礼。有些学生在博士资格考试或论文答辩等场合，准备咖啡冷饮及饼干供委员

会委员使用，虽然出于诚意而绝无贿赂之心，但容易置教授于不安之地，其实事后开个简

单的庆功会反而比较恰当些。

三、系里或自己的研究小组有时举办交际性的野餐或自备餐等，中国留学生并不踊跃

参加。这是一个认识其他研究生及教授的好机会，在这种场合，可以学习不少美国的规矩、

习惯，同时也显示你个人具有亲和性、合群性及参与性，间接地也可以锻炼自己的社交能

力。此外，凡是接到邀请，不管是否参加，礼貌上应该答复，让主人容易准备，也让人家

知道你心领诚意。与研究小组的其他研究生深交，毕业后，师兄师弟的关系将得到不少方

便。美国教授有时批评亚洲学生常常只跟亚洲学生聚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语言不进步的

一个原因，尤其有外国人在场的公共场合，切忌以国语交谈，这是很不礼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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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护照

护照1（passport）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由本国发
给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护照一词在英文中是口岸、通行证的意思。

也就是说，护照是公民旅行通过各国国际口岸的一种通行证明。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通

常也会颁发代替护照的通行证件。

8.1.1 要材料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以及二者的复印件（正反面在同一页纸上）；在居民身份

证领取、换领、补领期间，可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

填写完整的《中国公民因私出国 (境) 申请表》
8.1.2 理流

1. 户籍不在学校的同学直接凭身份证、户口本和上述必需材料去户籍所在地的出入境
管理局办理。

2. 户籍在学校的同学
(a) 准备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在同一张纸上）
(b) 到老图书馆四楼 406 室领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办理护照（港澳通行
证）申请表》（二联表）

(c) 填写该申请表, 其中需要班主任、院系党委书记签署意见，然后交回到最初领
表的办公室盖章

(d) 携带申请表第二联和身份证到科大户籍办公室（学生服务中心 107 室）由户籍
管理办公室出具介绍信到有关派出所开户籍证明

(e) 携带上述资料，前往合肥市政务区户籍管理中心（在政务区正门下，沿着右侧
路途径武警办公室、法院即可到达）领号办理（提醒：办理港澳通行证时还需

1注：护照有效期，中国的因私普通护照，未满 16 周岁人员有效期为 5 年，16 周岁以上为 10 年；《护照
法》取消了延期规定，护照到期后直接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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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拍照）

(f) 携带盖过章的证明及所需相关证件到合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霍邱路与六
安路交叉口）（从芜湖路派出所打的费约 7 元，或 10 路车到“长江饭店”下车，
然后穿过长江路右拐，直到六安路路口，沿着六安路走，直到霍邱路丁字路口，

途经中信银行）（建议早上 8 点左右就到出入境管理局，办理过程耗时较长）
(g) 直接上出入境管理局 6 楼，之后的基本流程如下：咨询、领表—-填表、照相
（费用 35 元）—- 领号（填好表后一定要记得在咨询处领号）—- 等待叫号—-交
表、户籍证明、身份证复印件、护照照片，验身份证，对着摄像头拍照—-缴费
（200 元）—- 领护照（申请护照正常时间为 15 个工作日后，户口迁到合肥未满
十年者，公安局会发函至原户籍所在地，耗时约 5 个工作日）。

8.1.3 证 理

这个也要看自己考虑，有很多人说没必要，各个学校要求也不同。

一般常做的几种公证是：

1. 出生公证
2. 亲属关系公证 (父母探亲的时候要用)

â 出生公证

概述：出生公证，是指具有涉外公证业务权的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当

事人出生的法律事实给予证明的活动。出生公证主要用于当事人办理移民、出国求

学、谋职、继承财产、办理入籍手续等。

当事人办理出生公证，应向其住所地或出生地的涉外公证处申请。已在国外的当事

人，应向其在华最后住所地公证处提出申请。

需要材料：

1. 身份证、户口簿。
2. 出生证或医院根据出生档案记载出具的证明。
3. 在校学生，由其所在学校出具证明（参考办理流程 d）。
4. 一式 2-3 份的近期正面免冠照片（建议直接用在出入境管理局所拍照片）

注：《出生公证书》的内容上证明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与地点、父母姓名

等，出国出境入员办理出生证明书的公证，须向公证处提供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

证或其他身份证、本人的出生证原件、若无出生证的话，须向公证处提供工作单位

或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学校）出具的证明，证明要详细写明其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日、出生地点、生父母姓名和现在住址。提供了以上证件材料后，申请人

须按要求填写由公证机关制发的公证书申请表，回答经办人对有关问题的询问。公

证处经审核，确认申请人所提供的种种材料没有疑误，便出具出生公证书。涉外出

生公证书用中文写，附外文翻译件（大多是英文翻译件，有些需翻译成所赴国家的

文字）、两件都须有公证处的钢印，中文件上须有公证员的签名并加盖公证处公章。

â 亲属关系公证概述：亲属关系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定程

序证明当事人与关系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真实的活动。亲属关系公证书主要用于我国

公民到国外定居、探亲、留学、继承遗产、领取抚恤赔偿金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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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材料：

1. 当事人的身份证及复印件（即你和你父母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
2. 如果户口在学校，这个证明由学校相关部门出具，内容就是证明你是 XXX 和

XXX 的孩子。若在老家，则需本人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盖有人事、劳资、
组织专用章的证明材料。

3. 当事人的亲属在境外，则还需提供境外亲属的来信。证明信参考样本中“域外
亲属关系”一栏要求开具（不牵涉到境外问题可忽略此条）。

4. 如果委托他人代办，受托人还要提供当事人的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及复印
件。（自己去办可忽略此条）

注：

1. 公证书中关于亲属之间的称谓，应使用我国法定的和习惯上的统一称谓，不得
使用地方方言。

2. 有的国家要求赴该国自费留学的我国公民提供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公
证的除外。

8.1.4 体 与

体

体检是国家对所有出国人员的要求，去出入境体检后会获得一个小本本，作为健康证

明。海关会随机抽查小本本的。（该证明有效期是一年）

打疫苗是学校与州法律的要求，一般每个学校都有相应的表格，需要下载下来，所以

在没有拿到纸质 I-202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体检与打疫苗。打完疫苗将表给医生填写，会有

费用。（关于打疫苗，医生的说法是难免有副作用，所以能不打就不打。大家看看学校表

格上哪些可以 waiver 的尽量不打，一般只要把必须的解决掉就可以了）

地点时间

以上所有的体检、打针均可在安徽出入境检疫局完成。

地点：芜湖路气象局对面（离稻香楼不远）

电话：62856539
时间:
体检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8：00 ～ 11：00，体检结果于第三个工作日领取。
如果要做 ppd(结核菌素试验)，那么只能在周一、二、五测试。

体 前的注意事项

1. 空腹，也不要喝水
2. 携带 5 张两寸近期照片（如果体检，只需要两张，但外加疫苗就需要再加 2-3 张，建
议直接洗一版两寸照片即可）

3. 携带身份证（不需要护照）
2注：I-20 表格：申请美国留学的同学在拿到学校录取通知书时会连带收到 I-20 表格，I-20 表格是每位去

美国读书的同学（F-1 签证持有者）入学和签证面试时的必备文件，用于申请赴美签证，证明申请者的学生
身份、入学资格、以及学生合法工作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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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的表格，交钱的时候要拿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填写，或者指导填写。
5. 费用：397（体检）+ 100 ～ 400 （疫苗）元
6. 之前注射疫苗的本子，如果没有也可以重新办理，但有会省去很多事情，因为可以
直接根据本子把已经注射过的疫苗进行登记

7. 带上吃的过去，或者在检疫局后边的小巷子就有很多早点，抽完血赶紧吃点东西，打
疫苗一般不能空腹（具体的请咨询医生）。

时的注意事项

1. 打疫苗不能生病，所以要挑身体好的时候去
2. 如果学校要求打乙肝疫苗，但是自己又没有打过的相关证明，需要在体检时加测乙
肝五项，看看是否有抗体。如果没有抗体，需要打疫苗。

3. 为避免或减少预防接种反应的发生，每种疫苗均规定了哪种人不能接种（疫苗的禁
忌症）。在接种前接种医生有责任向你告知疫苗的禁忌症，可能出现的反应以及注意

事项等。所以大家要关注。

4. 女生例假期只会对尿检有影响，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告诉医生就可以了。

简单流

体检很快，最耗时间的是排队交费，因为每个人都要登记个人信息，所以大家尽量 8
点之前就到，不然排队很纠结。

1. 大厅排队，把 2 张照片、身份证、学校表格给工作人员，然后旁边交费。
2. 体检，整个过程比较快，也比较简单，建议穿容易脱的上衣和鞋子。左边的楼是体
检的，一楼是 X 光，二楼是验血等。

3. 体检完交表，然后到咨询台把学校的疫苗表给工作人员，在她们的指导下选择需要
打的疫苗，然后填表、签字，付费等。

4. 打疫苗：不同学校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是大致区别不大，同学们最好拿着打印好的
表格去咨询台问一下，服务人员都非常的 nice。
注：

(a) 以伊利诺伊州为例，UIUC 要求有 MMR （麻风腮），Td 、Tdap、TD、DT、
DTP、Tdap（百白破）；而西北要求麻风腮，百白破以及 chiken pox （水痘）。
如果有打过的小本本（但也需要 10 年内接种记录，并且需要登记费用），可以
省去一些接种费用。MMR 是大多数都需要的，体检之后吃过早餐，即可接种
MMR。MMR、chiken pox 需要在一个月后接种第二次。

(b) 大部分地方也需要百白破，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服务人员告诉我们，中国目前
只有上海有成人百白破疫苗，并且需要 1k, 如果办理了，必然是造假，所以建
议我们到国外再接种，据说会便宜 60%。所以请各位联系自己学校的 health
center 来咨询具体如何处理。

(c) 各种相关表格基本包括：immunization history、Tuberculosis(TB) Screening（结
核）、Medical History。去的时候可以全部带上，但是其实只有 immunization
history 是由他们填写的（医师填写的表都留有他们的签名地方，自己观察一
下就发现了），填表需要另外缴费, 可以在第二次接种疫苗时带上所有体检信息
（比如检测乙肝两对半）来进行统一填写，这样体检时就不需要填任何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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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力证明

自费留学需要家里提供资金，提交申请的时候或录取之后，以及签证之前，都有可能

被要求提交一份财力证明，也就是 Affidavit of Support，也叫 Financial / Bank Statement
/ Certificate；

用于申请的 力证明

提交申请的时候，绝大多数学校的财力证明都可以不交，如果被要求提交，可以明确

告诉对方，在录取之后、学校给你 I-20 表格之前，你会补交，这样一般就没事了。如果学
校里的工作人员还要求的话，为了省事，你就交了吧。

办理的过程如下：

1. 国内的银行，都有统一的格式办理留学财力证明，一般是中英文都办理在一张纸上，
并且银行工作人员都是很严格地只提供本行的模板。3

2. 有些小地方的工作人员可能没办理过，或者新人不熟悉业务流程，所以你要盯着点，
确认对方把该填写的中英文内容都填写对了。

3. 财力证明里可以出示人民币数额，这个不是问题。
4. 钱在谁的名下，谁就去银行开证明，开完之后，把下面这几行字打印出来：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s Rong Huang’s father, I will pay all the tuitions and fees
for her graduate study starting from fall 2010 semester at your university. I
attach a Bank Statement of $70000 for your review.
Thanks!
Signature: XXX
Print Name: Yaoshi Huang
Date: 12/01/2010
Rong Huang’s personal information:
Gender: Female
Date of Birth: 01/01/1970
Signature: XXX
Date: 12/01/2010

5. 出示给学校的财力证明不必非得是父母或者亲戚才能开，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
只要他/她有钱就可以。要是邮寄给学校的财力证明，无论是申请前还是录取后提
交，学校都会妥善保存；确切地说，财力证明的数额，你只需要开学校要求的费用

数目就可以了，尤其是在录取之后确定要去这个学校的话；如果不确定去哪里，也

就是说不知道费用是多少，你可以取所有要申请学校费用的上限，一般情况下，4-5
万美元上限足够了。至于冻结多长时间，建议大体上至少得撑到来年 4-5 月比较稳
妥，也就是说，学校给你办理 I-20 表格的时候，你的财力证明依然有效。实际过程
中，很多学校可能 3-4 月就给你录取通知，与此同时，自动给你开始办理 I-20。

3有些学校会要求你填写他们自己定义的财力证明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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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签证的 力证明

前面说了，邮寄给学校的财力证明，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开，但是签证时候的财力证明，

是给签证官看的，就不能这么随意了。

首先，家里的钱不要乱动，有历史的“老钱”或者不动产之类的东西最有用，说明你

的钱不是临时拼凑的，因此，最好至少提前半年到一年，要留足够的钱不要乱挪动。

其次，财力证明来自越亲近的人越好。签证的财力证明数目，建议按照学校要求的第

一年数目乘以 2，也就是按照两年最稳妥，免得签证官问你第二年费用咋办你空口无凭；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读完你的 program 实际需要的时间和费用来算。有些人只出示第一
年的财力证明，也顺利拿到了签证。

如何， 力证明不用 证

切记，任何银行的财力证明，都不需要公证！已经是银行正式文件了，美国驻华大使

馆要查可以随时查。

8.2 签证

8.2.1 何为签证

1. 签证（visa），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机关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
上的签注、盖印，以表示允许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经过国境的手续，也可以说是颁

发给他们的一项签注式的证明。概括地说，签证是一个国家的出入境管理机构（例

如移民局或其驻外使领馆），对外国公民表示批准入境所签发的一种文件。

2. 护照是持有者的国籍和身份证明，签证则是主权国家准许外国公民或者本国公民出
入境或者经过国境的许可证明。

3. 签证一般都签注在护照上，也有的签注在代替护照的其他旅行证件上，有的还颁发
另纸签证。如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签证是一张 A4 大的纸张，新加坡对外国人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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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另纸签证，签证一般来说须与护照同时使用，方有效力。

8.2.2 签证 理流

接 offer， I-20

耐心等待 I-20 表格，里面有关于时间，资金，专业信息和 SEVIS ID 的重要信息，是
获得美国签证的重要凭证。

在线填写 DS-160 表

DS-160 表格是阐述个人信息、赴美目的、时间、人数、资金来源等情况的在线填写
表格。

填写的网络地址：http://ceac.state.gov/genniv/
申请过程：

1. 在表格开始的第一页，请在右上角的语言窗口选择“中文”。这样，当你将鼠标停留
在英文表格的每项问题时，表格会自动显示相应的中文译文。

2. 当您点击“开始申请”键进入下一页时，请选择“北京，中国”或“上海，中国”等
为您的申请地。

3. 请注意：在填写过程中除名字可以用中文填写，其余所有内容必须用英文完整填写。
4. 在填写表格时请注意保存。
5. 如果您曾经使用过其它名字，在回答“您曾用过其它名字吗？”这一问题时，请选择
“是”，然后输入您的姓及名字。如果您的名字由两个汉字组成，两字之间必须空格。

6. 在选择旅行目的一项时，我们学生应当选择 F-1 类（即进入合法学校全日制学习的
学生）

7. 如果您以前去过美国，请在指定地方填写您以前的签证号码（以前签证右下方，红
色的 8 位数字）。
注：

(a) 填写的最后一步需要在线上传 51mm×51mm 白底正面登记照。
(b) 填写倒数第三步“SEVIS Information”中的 SEVIS ID 是学校寄给你的 I-20
表格右上角的条码（以字母 N 开头，后接 10 位数字）。

(c) 填写完后要将确认页打印出来，要确认条码清晰可扫描。

交签证

签证费是 160 刀，是交给美领馆的，交签证费时需要 SEVIS ID（I-20 表格上有印），
所以要等到 I-20 表格后才能交签证费，签证费凭条日后面签要用。

交费网：http://www.ustraveldocs.com/cn_zh/index.html?firstTime=No
交费流程：http://www.ustraveldocs.com/cn_zh/cn-niv-paymentinfo.asp
科大学生可以使用借记卡在学校附近的中信银行 ATM 机交款。

签证

填写完 DS-160，交了签证费，就可以预约签证了（预约确认信日后面签要用）。面签
的时间一般是 5,6,7 这三个月，六月份最多。

预约网址：http://www.ustraveldocs.com/
按照网站要求在线填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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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SEVIS

SEVIS 全称为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s Information System，是指学生及交流
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 负责储存并报告 F、J、M 非移民的信息。

SEVIS 费用是 200 刀，是通过美领馆的网站在线支付的（这笔钱是交给美国移民局，
用于数据库的日常维护），交这个费用也需要 SEVIS ID，所以也需在收到 I-20 表格后办
理。缴费确认页也需要打印出来用于日后面签。

缴费网址：http://www.fmjfee.com

按照网页的提醒填写即可。注意选择签证类型：F-1。

面签

1. 需要准备的材料打印好的 DS-160 确认表（含有条形码的那张），彩色黑白都可以，
要在空白处写上自己名字（含电报码，可以网上查询），家庭、工作地址、联系电话

和邮箱；打印好的面签信息确认单；有效期至少一年的个人护照；Offer letter （打
印的也可以）；I-20 表格；签证费凭条，SEVIS 费缴费确认页；身份证、学生证；学
历学位证书（中英文）；成绩单（中英文）；在读证明（中英文）；个人简历（CV）；
学习计划（study plan）；导师的个人简历（advisor‘s CV）或者导师的网页打印版
（webpage）；语言成绩单 TOEFL、GRE；能够负担所有学费和生活费的资金证明及
银行存款证明，存期最好有半年以上。（资金证明要与定期存折对应好，如果学校提

供奖学金除外）；

对于申请博士的同学，请一定认真准备以下三个文件，个人简历（CV）；学习计划
（Study Plan）；导师的个人简历（Advisor’s CV）或者导师的网页打印版（Webpage），
这是因为签证官要通过你的个人简历和导师的有关信息来确定你的研究是否会涉及

美国国防科技方面的重要研究内容。其中，Study Plan 和个人 CV 在美国签证官网
上都有模板，请一定按照模板的要求来写。具体网址是：

http://www.ustraveldocs.com/cn/cn-niv-typefandm.asp
â推荐携带，非必须：

一些活期存折；父母的工作收入证明、名片；父母工作单位介绍（册子，如果有）；

父母工资单和税单，如果有，要提供；如果父母是法人的，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如

果父母是股东，提供公司的章程或其他股份证明；

2. 面签地点：
一般选择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上海南京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8 楼
当然也可以去北京美国驻华使馆办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 55 号
此外广州，成都，沈阳也开放签证，地址具体不赘述。

3. 面签流程
(a) 到达相应的使领馆后请先在外面排队，在预约时间之前等候大约 30 分钟。
(b) 接受安全检查。不要随身携带任何电子产品，包括手机。也不要携带背包、手
提箱、公文包或手推童车等。申请人只能携带跟签证申请有关的文件，装在透

明的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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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到指定窗口递交签证申请表和材料，之后等待指纹扫描和签证面谈。等候时间
大约为 3 个小时左右。

(d) 面签后，如果您的签证申请得到批准，护照将在面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邮寄到
个人指定的中信银行。某些特殊情况，如申请需要进行行政审理、需补充支持

材料或需要进行打假调查等可能会影响签证申请的审理速度并推迟签发签证的

时间。

(e) 签证退还所需时间指签证官决定签发签证后，将护照和签证退回申请人所需要
的工作日天数。但很多申请需要进行额外审理（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即
Check），申请人可能需要等待数周至数月。因此申请人需提前做好准备，尽早
申请签证。对于申请博士的同学，一定要做好被进行行政处理的心理准备，特

别是一些敏感专业，被 Check 的几率很高。
4. 面签可能遇到的问题

• What will you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 What is your major? In what aspect of your major will you study?
• What will you do in USA?
• Are you going to study in USA?
• When/where did you get your BS/MS?
• What/where are you studying now?
• How long will you study in USA?
• Have you any scholarship?
• What do you want to study in USA?
• What do you do with your work for BS/MS/PhD?
• What is your purpose for the visa?
• What is your academic background?
• How do you know this Univ.?
• What is your plan? What will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 Give me three reasons that you will come back to China?
• Can you explain why 90% Chinese students didn’t come back?
• Why do you choose this Univ.?
• Why do you like your major?
• 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in USA?
• Why do you want to pursue a doctor’s degree?
• Why do you receive financial aid from this Univ.?
• What is the difficult class do you have?
•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major now and major in USA?

5. 面签注意事项
注意几个原则：东西不要带太多；面试时回答要简洁明了，不要说太多；要自信，回

答要大声。还有一点要注意，签证时 VO 假定我们是去骗他们的，所以要态度诚恳。
“自信、真实、合理、具体”，是美国签证哲学的四项基本原则。

另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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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申请者在与考官交谈过程中，要随着谈话内容的需要适时出示相应证明材料，
不要等到考官质疑询问后才有所反应，造成双方之间尴尬。

(b) 毋庸置疑，与申请院校在语言要求上设有门槛相似，面签时考官要考察申请者
灵活运用外语的能力，因此，已经通过语言成绩要求的申请者，只要在面签时

保持清醒头脑、以自信平和的心态与考官对答如流，相信这道语言关并不是难

事。

(c) 面签考官除了检验申请者的语言水平，还要多方面考察申请者，以此来确认其
是否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胜任国外学习生活。

(d) 申请院校或考官，尤其是“学校的评审委员”希望招收对于学校能有贡献的学
生。因此申请人在面签过程中，应尽量表明自己的特质与潜力能够为学校带来

一定贡献。

(e) 在专业选择及涉及就业方面，学习目的要单纯并具有合理性。没有移民倾向并
且计划学成回国，是能够保障获得美国面签的条件之一。

(f) 在面签中, 尽量拉近与考官之间的距离，让你们的交流氛围变得轻松、欢愉。但
是切忌一点，不要开考官的玩笑。



9. 国外的学习与生活

9.1 美国学习与生活概况

（赵晗，0700，UIUC）

遥遥领先的出国率始终是科大的一张名片；海外学术界、工业界、金融界、商界中强

大的校友阵容，也是科大历来极为重要的资源。

说起美国的学习与生活，不同的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异，不仅仅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三

个小时的时差，也不单单是阿拉斯加的皑皑雪峰到佛罗里达的阳光沙滩：虽然作为世界上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美国依然有着极为明显的城乡差别。于此同时，不同的大学

也因为传统、地域等各种因素在学制、生活等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就时

效性、针对性、实用性来讲，获取当地学习与生活信息最有效的途径是各地高校 CSSA(中
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的新生手册以及 BBS，而不是国内高校的飞跃指南。所以凡是这些新
生手册涉及的主要话题，如信用卡的办理、租房的信息、车辆购置等，本章节都不会深入

涉及。

我们编写本章节的目的，只是希望能从科大校友的角度，来提供一些新生手册无法

涉及但是大家却又比较关心的信息：如果本章的题目叫做《USTCer 国外学习与生活特别
篇》或许会更加的合适。

9.1.1 有 ，找学 （学 ）

等到了国外之后，大家会逐渐发现，我们令来自其他高校同学最为羡慕的一大优势就

是 USTCer 强大的海外校友人脉资源。科大校友不仅仅有着传说中的“华尔街华人第一
大势力”；在很多地区、高校、行业，科大校友都有着完善的校友组织，如：中国科大大纽

约地区校友会、硅谷校友会、北卡校友会。

绝大多数高校、地区的科大校友组织，每年都会组织一系列的迎新活动，如聚会、聚

餐、BBQ 以及知名校友讲座等等。而这些活动，也为师弟师妹们了解当地的学习生活，建
立校友人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所以，作为当初的受益者，我的第一个建议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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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找学长（学姐）。出国之前，首先和当地的科大校友组织取得联系（如加入邮件

组、QQ 群等）；学弟学妹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建议直接向海外的学长学姐请教，他们一般
情况下都会热心地解答你们的疑惑。顺带，借本话题的机会，向大家补充一些迎新手册可

能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1. 租房。很多新来美国的同学会在 4.15 前后开始找房，而实际上相当数量高性价比的
房源可能早在前一年的 9、10 月份已经被签约预定一空。这样一来，大家能选择的
大多是价格偏高，或者有缺陷的房子（如附近治安欠佳、噪音偏大、交通不便、房

租公司声誉不佳等）。在美国租房可以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房租便宜，一定是

有便宜的原因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租房的时候，最好向当地的师兄师姐征求意见，

在可行的情况下请他们帮助实地看房。

2. 手机。新生初到美国，由于没有 SSN。办理合约手机一般要先付 500 美金左右的押
金，节省这 500 美金押金的最为简单的方式就是加入户主开户时有 SSN 的 Family
Plan 或者 Share Plan。由于老生毕业等原因，很多师兄师姐的 Plan 并非满员。所
以在办理手机之前，可以向师兄师姐询问，看是否可以加入他们的 Plan。此外，绝
大多数科大同学的奖学金是学校的 TA 或者 RA，这样就属于学校的雇员，美国主
流电信运营商如 AT&T、Verizon、T-Mobile 以及 Sprint 等对绝大多数大学的雇员
都有专项的优惠，师弟师妹们在开户时不要忘记向运营商询问有关的优惠情况。

3. 银行开户。Chase 等大银行，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多的营业网点，但就当地来讲
未必十分方便；相比之下，一些 Local 的银行不仅可能会更加的便捷，而且能给出
更多的优惠，如支票免费、跨行取款免手续费等。由于绝大多数同学没有美国的信

用记录，银行开户还需要考虑第一张信用卡的申请问题。这些问题最好都能先向当

地的师兄师姐咨询。美国银行普遍都会给 refer 同事、朋友来开户的人一定的奖励，
一般在 50 美金到 150 美金每人之间，被 refer 的人（也就是你自己）也会得到相应
的开户奖励，所以还是有问题，找学长（学姐）。

4. 邮寄教材等。由于课本等纸质书籍一般都是奇重无比，如果数量较多，最省钱省事
的方式就是通过海运先邮寄到美国，而非随身携带。海运一般耗时一到两个月的时

间，如果不是急需的教材，一般出发前一个月内邮寄到自己在美国的住址即可。如

果需要提前寄送，可以和当地的师兄师姐联系，先将包裹寄送给他们，到达美国后

再去他们那里提取。

科大校友总会为大家收集了国内外部分校友组织的联系方式，稍后会在各位毕业之前

将制作好的通讯录发给大家，还望大家能妥善保管。在北美、英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地，

科大校友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和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关系部（Division of Alumni Relations,
USTC Alumni Foundation）驻当地的志愿者代表联系，作为师兄师姐，他们会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帮助你们解决遇到的问题。

9.1.2 美国的 行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美国不是去非洲的某些欠发达地区，所以没有什

么好担心的。绝大多数国内的蔬菜、调味料、日用品在美国都是可以买到的。去哪里买，

请参考当地 CSSA 的新生手册或直接向当地的师兄师姐咨询，这样会更有针对性。
衣——对于男生，美国的品牌服装（如 CK、Tommy Hilfiger）的价格一般比国内要

便宜很多，特别是换季打折的时候，一些衣服打到两折也是比较常见的。并且 Mac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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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ner’s 这些大型商场都可以在网上打印 Coupon，一般都是在店里优惠的基础上再打
7 到 9 折。但是，如果你的身高偏低，又不生活在大城市，且不喜欢网上购衣，那么你合
身的衣服可能会挺难买的，除了童装。对于女装，请找师姐咨询。

食——0719 的张洁同学已经主动请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食物。所以这个话题
我只废话三点：

1. 很多国内不会做菜的同学出国门不久都成了大厨，所以请“爸爸妈妈们”不要担心；
2. 在家有机会跟着爸妈好好练一练刀功，我看很多师弟师妹们切菜的姿势都很吓人；
3. 对于喜欢在外面吃饭的同学，最大的遗憾是花旗银行（Citi）的 Forward 神卡已经
成为了历史，老卡依旧可以使用（不分季度全年吃饭、看电影、Amazon 购物等返
5 点的积分，大约相当于 5% 的返现），但是不再接受新的申请。然而吃饭全年返
3% 的卡还是蛮多的。另外一个不错的卡就是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 Blue
Cash Preferred，虽然有年费，但是超市（买菜）6%，商场、加油 3%，其他消费 1%
的返现，加上其他种种的 Bonus, 如果偏好自己买菜做饭，此卡还是蛮实惠的。

Amazon Smile——上面提到了 Amazon，打一下叉。Amazon 的广告就不帮他家打了，但
是 Amazon 这些大公司的客服做的确实不错，商品的价格也很有优势，至于详情，请去
Google。下面向各位师弟师妹们转载一则广告，在 Amazon Smile 中符合条件的消费可以
为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赢得来自 Amazon 0.5% 的捐款。发广告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动师弟
师妹们去 Amazon 无目的的消费；只是，既然 Amazon 能让利捐出 0.5% 的营业额，我们
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更何况最终受益的是我们的母校——中国科大。

住——这个……请参考各地 CSSA 的新生手册及当地师兄师姐的意见。
行——除了在少数的大城市，美国的城市公交系统并不发达，至少是比合肥落后。合

肥的情况想必大家都比较的了解——呵呵；就像在美国你会怀念被我们骂了四年的科大

食堂一样，合肥的公交——同理。美国是地地道道车轮上的国家，如果没车，在很多地方

去买个菜都困难。关于买车，很多地方的信息都建议先买二手车，但是根据在我身边同

学的经历，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美国 midsize car 中比较流行的 Ford
Fusion, Toyota Camry 新车底配在有促销优惠时一般在 2W 刀左右（比国内便宜多了），

Compact car, 如 Ford Focus 在 1.6W 刀左右。由于是学校的雇员，绝大多数学校的同学
还能拿到福特的 X Plan 价格，通用、克莱斯勒等也都有相应的雇员优惠，此外还有学生
优惠，毕业生优惠等等，各种优惠综合起来，有些情况下购买新车的价格可能比同款低年

限、低里程的二手车还要便宜。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建议直接买一辆一般的新车，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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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原因就是新车不怕坏，修车费时费力又费钱。二手车看似便宜了不少，但是买后

又花上数千刀修车的案例比比皆是。我的一位同学（当然也是科大的）曾花了 8000 多刀
买了一辆还算比较新的 Accord，一年之内仅修车就花了 6000 多刀，当时如果稍微加点钱
其实也就买辆新车了。

9.1.3 美国的物

美国物价，总体概括起来就这么一句话——国内便宜东西在美国卖的贵，美国便宜的

东西在国内卖的贵。只要不是美国国内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产品，比如从国内进口的家用电

器，从埃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进口的纯绵制品（比如浴巾、毛巾、衣服等），从

东南亚进口的海鲜……价格一般都比国内的要便宜不少。

美国的蔬菜价格比国内的要贵上一些，农药超标蔬菜估计是很难见到的。由于与国际

接轨的趋势，据说国内的蔬菜价格现在是一天一个价；美国的蔬菜价格根据季节会有一定

浮动，总体价格是国内的两三倍的样子。美国超市（如 Walmart、Meijer 等）卖的蔬菜与
国内有些不同：各种叶子的 Lettuce、各种颜色的土豆、稀奇古怪的各式辣椒、大大小小
的不同种茄子……种类很多。我们村里的 Meijer 是有卖中国蔬菜的，如冬瓜、上海青、长
豆角、剑兰、木耳菜、苦瓜等等，价格比美式蔬菜略贵。中国超市里面的中国蔬菜种类要

全一些，国内有的基本上都能买到，价格比美国超市要便宜一些。我们村中国超市的蔬菜

价格与纽约、芝加哥、罗利这些大城市的相比要贵上不少，毕竟小地方的运输成本要高一

些且基本上都是垄断经营。美国的肉蛋奶制品比国内要便宜，如果对瘦肉精猪肉、牛肉心

存芥蒂的话，可以去买 Organic。总体来说美国吃的并不贵，如果每顿饭都自己下厨来做
的话，一个月的伙食材料花费是很难超过 200 刀的。大家最关心的可能也就是吃了，其他
的自己来美后逛一次超市、商场，心中也就大致有数了。

9.1.4 美国的大学学习

给科大的同学谈学习？！这个艰巨的话题，还是留给 0913 许久大神吧，所以大家请向
后翻直接看“久神”的终极建议吧。

其他的话题，如就医、保险等相关信息，一般当地 CSSA 以及 ISSS 的新生手册都会
有详细的涉及，网络上亦广为流传着大量的经历帖（如怎么看牙医、怎么生孩子（不要笑）

等），介于篇幅这里就不再敷述。

祝各位飞跃的师弟师妹们旅途顺利，记得有困难找学长（学姐）。最后再次感谢各位

海外校友对《飞跃手册》的支持和科大校友基金会秘书处张玮秘书长、刘多女士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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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如何处理与导师的关系

（霍鹏，0804，Stony Brook）

大部分来到美国的科大同学基本上都是申请的 PhD 项目，漫漫五年学术路，和你相
处时间最长的很可能不是你的男（女）朋友，而是你的老板。因此处理好与老板的关系，

是博士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能够让彼此的学术交流更加

顺畅，更能够在毕业后和导师建立很好的友谊。而导师不仅能在学术方面给我们高瞻远瞩

的指导，更能给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和日后的职业/科研生涯以很大的帮助。那么就让我们
在本文谈谈如何与导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些是笔者自己的体会，一些是从周围同学的事

例中得到的感悟，这仅仅是一家之言，难免会有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仅供大家参考

指正。

在没出国前的几个月，很多同学往往会比较担心各种东西如签证、机票、赴美后的住

宿、银行卡、买车……但大家通常都对未来的学术生活充满了自信而且干劲十足，可能觉

得未来会一帆风顺，但是来了美国后，虽然大部分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有很少

的人博士几年总感觉自己没有动力，最后黯然毕业。这其中既有个人际遇或运气的缘故，

有时候也可能与导师有关，开句玩笑话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我认为与老板保持好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就是：“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选

择你所爱的”，有人喜欢大牛，也有人喜欢 AP（助理教授），有人喜欢外国老板，也有人
喜欢中国老板，有人喜欢为人 nice 的老板，也有人喜欢自我加压专挑 push 的老板，不管
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对老板的研究方向有兴趣，这样才能在长期的科研生活中保持动力和

激情。“爱你所选择的”，无非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找的老

板，但是如果找了老板，就请认真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科研界里绝大部分的导师应该都

是友善、通情达理的，把自己定位为导师而不是真正的“boss”，所以一般而言，只要我们
自己努力学习搞好科研，和导师以及组友之间都会很愉快的合作，paper 多多，顺利毕业。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一些方面加以注意，以免不小心导致芥蒂。

1. 选课方面。一旦有了老板，老板有时候会根据研究方向，让研究生去修某些课程，不
仅有本系的，有时候也有外系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美国上课是按学分

收费的，以我们学校为例，每学期系里会替你支付 18 学分课程的学费，超出的学分
就要自己出钱。有时候可能碰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刚来就找老板的同学，选完老板

交代要上哪几门课，已经没有免费的学分或精力去选其他感兴趣或觉得重要的课程

了，这时候不免感到一种冲突、求知欲受到压抑。这时候，我身边的大部分同学都

选择了听从老板的建议，毕竟一般来说老板的要求是合理的。我有一位同学，研一

上学期选了 A 课程，研二时那门课是她教科水平极高，贵为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的老板教，结果被老板要求又去旁听了一学期，理由是学习自己的授课技巧，这样

她以后才能成为一名好的 faculty，虽然她刚开始觉得不开心，但是想通了后也很快
乐的度过了那个学期。如果觉得导师要求的课程不太合理或者学习欲望强烈的同学，

也可以与导师协商更改课程表，但我觉得沟通的顺序是一定要先听导师的想法，然

后考虑自己的计划是否合理，再和导师提出来比较合适，以免导师比较被动。

2. 工作时间。研究生头一或两年上完课后，就要开始 full-time 的 research 了，按时上
班是最基本的事情，如果可以，最好能够比导师来的早，走的晚，工作时间之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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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实验室，这样保证导师在学校随时可以找到你 talk，也很有助于给导师留下很好
的印象。但是在美国的节奏有时候往往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是通宵学术赶 deadline，
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开 party 过了头。不管怎样，规划好自己的时间，避免那种夜里
一熬好几点，第二天起不来，或者起来后在实验室昏昏沉沉，一天效率低下的情形。

按时上班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养成习惯后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上班期间也要

注意不要无故消失。笔者认识一位同学，他导师对自己的学生属于放养型，给了一

个 idea，让学生自己去做，有时候几天才去找他 talk 一次，所以他的工作时间就变
得很丰富了，有时候会在下午三四点工作时间跑去学校的琴房练上一小时笛子。也

有比较 mean 的导师，我认识工科某系的一位导师，一个人项目多，手下带了 10 来
个学生，为了便于管理，只能要求学生每天 X 点前上班，而且签到，X 点后就收签
到表，这种情况，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游戏规则了。研究生时，有时候总有琐事，或

者同学聚会或旅游，总需要 10 来天连续的假期，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攒着假期，等到
组里不太忙的时候去和老板提出，这样比较好一些。

3. 和老板建立私人友谊。笔者认为是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当学业上的关系处理
得很好时，自然也能建立起私人友谊，而且很多导师也是很注意培养这一点的。譬如

我们组里聚餐，导师往往会在在 email 里告诉大家可以带上自己重要的另一半，有
时候也会带上自己的家人孩子，这是学术以外私人交流的好机会。活泼的同学也可

以主动组织实验室参加一些本地的活动，譬如天气很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烧烤。如

果导师和你有同样的体育爱好，那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一起活动。有时候我们去参

加一些会议，会议可能会组织大家在某一个下午进行远足等活动，这也是和导师在

一起拓展关系的好机会。当我们有时间回国时，可以给导师带些中国特色的小礼物，

不一定要价格昂贵，国内的丝绸，茶叶都是很好的选择，虽然礼轻但是情谊重。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毕竟大部分时间大家都是比较忙于学术，也没有太多需

要在意的地方，和导师的关系一般都是非常的好。可是俗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果和导师相处的不太愉快怎么办？

首先希望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如果发生了，而且导师在其他人那里口碑不算坏，

我们首先要自省。有些时候很可能是自己丧失动力了，或者做了一阵子对研究方向丧失兴

趣了，又或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枯燥，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继而产生了懈怠，工作上

不努力了，慢慢的导师对自己也不满意了。其实这种思想很容易产生，尤其是理科生，上

课时候书本里都是精华，每天都感觉学到了新的东西开拓思路，非常享受。转到做研究后，

尤其是实验方向，实验有时候都不是一次成功的，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忙了一个

星期，发现又回到了原点，或者 research 做了几个月，才发现此路不通，很容易对自己工
作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是研究生活的一种常态，如果一个实验一做一个准，一个 idea 一
提出来就能做出来而且是正确能发表的，那么大家的工作效率恐怕会高的吓人。所以面对

这种情况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不要让这种心态使自己产生错误的判断。

如果你自己的确做得很不错，不巧倒霉，碰到了一个很多地方合不来的老板，正常的

工作已经不能流畅进行甚至顺利毕业不能得到保障时，我觉得可以考虑换老板。也有一些

同学比较牛，quit 掉了 PhD，拿了 master 学位毕业找到了工作，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科大
校友，这也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最惨的情况是，碰到了公认比较“极品”的导

师，可以毫不犹豫得早点换掉，以免耽误自己也耽误导师，毕竟总有和他/她合的来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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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虽然我们都不是。

还有，有时对老板有些想法怎么办？

情形 1、为什么 A 同学是 RA（助研），我却是 TA（助教）。我觉得自己即使不比他
好，也不比他差啊。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但我觉得导师评价每个人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自己不能很豁达地面对，最好找导师谈谈，看看是因为经费紧张导师

准备让大家轮流当 TA/RA，还是真的对你的工作有点看法。及早把问题解决掉，而不是
憋在心里不开心。

情形 2、这个方向我不想干了，我觉得不明朗。的确是，有时候导师也是有一些 idea，
自己也不知道 project 做下去会怎么样，交给研究生的工作都是试探性的带着失败的风险，
有同学就不太开心了：唉，做了好几个月了，什么都没有，看看组里的小 A，他的 porject
都结束发 paper 了。没办法，不可能每个人每次干的都是非常有前途的项目，而且你也不
会总是那么倒霉，往往能从失败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且行且珍惜吧。

情形 3、别人组里都出去开会，羡慕死了，为啥我就待在实验室。这个真的依赖导师
的风格，有时候从导师的角度看，并不是总跑出去开会就能学到很多，一些大会会覆盖很

多方向，首先要有一个雄厚的积累才能明白领域内各个方向的报告是什么意思，与其跑出

去一周，不如坐在办公室里读读那些报告者的论文，反倒能明白他们干的什么。我们组里

的高年级同学有时候开会，有时候都是部分参加自己有关的几天就回来了。

情形 4、需要注意的是，譬如我们这种公立穷校，部分系可能经济比较紧张，只提供
第一到二年的 TA（助教），后面几年就必须由导师从自己的研究经费里面出钱提供 RA
（助研），如果读着读着老板没钱了，就比较悲剧。所以一定要确认导师能够供你到毕业，

要不然最后很可能会不愉快。

最后，我们来谈谈和导师相处的大忌（个人观点）。有的同学来了美国后觉得其他专

业轻松易读就业好打算转系，或者觉得当前的学校不够理想，把导师这里作为一个缓冲区

或者跳板，也有的同学想在读 PhD 的同时辅修一个 master 的双学位，以便日后在 job
market 上增加分量。这时候大家很可能会私下地做一些自己的安排，譬如有人利用系里
支付的学费选上几门 CS 的课，以便日后转到计算机系念 master 节约一年；也有的人一
边跟着导师，一边私下里找着更想去的老板。这些事情往往风险比较大，如果失败被导师

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大约相当于谈恋爱时候劈腿吧，还是尽量不要

去做。要做，也最好试着和导师沟通，我周围就有一个韩国同学，和导师沟通后转成了硕

士，自己后来也去了一个 top 的牛校。
总之，和导师相处并没有那么复杂，要考虑那么多条条框框，过程其实是比较轻松自

然的。5 年后，你不仅会在学业上成熟，也会在毕业时收获一份和导师一生的友谊。在这
里也祝各位 flyers offers 多多，在美国生活学习顺利，天天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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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美国研究生生活与科大生活比较

（许久，0913，UIUC）

自己刚来美国不到一年就要给师弟师妹写经验心得不免惭愧。本文主要比较一下科大

本科生生活与美国研究生生活，并给了一些自己拙劣的见解，泛泛而谈，并不适合所有特

例。

大路通

身在科大，难免容易陷入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研/出国高”的价值观狂欢之中。
当我们跳出这个圈子，重新面对大千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科研作为一份工作并不比

其他工作崇高，博士也仅仅是一个花费更多时间所获得的学位，出国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条

件也会带来更大的苦痛，科技创新的梦想并不比其他梦想更为闪亮。

价值观多元化的转变往往是在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有人放

弃公司高管职位回学校读博士，也有人并不在乎课程一心要创业，有人可以不眠不休做实

验真心热爱科研，也有人靠着家族的荫蔽不需花太多力气就能比其他人过得更好。这是一

个无论性格、收入、体重都标准差更大的国度。不同的人生样本以更大的密度聚集在大学

里，意味着不同观念对自己价值观的冲击，也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与改变。

学科的多元化也是学校生活的一大转变。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学科都比科大齐全得多，

我们也要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是数理化。在美国研究东亚文学也可以为人类的知识添砖加

瓦。学科交叉更是当今科研的潮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能迸发出更多新奇的灵感，“一

心只读圣贤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大学往往是这种融合的浓缩体现。学生老师来自全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文化的多元化映射在每个独立个体上就展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面对多元文化

的冲击，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不仅仅是平等自由的理念，更重要的

是意识到君子和而不同。

对于科大人来说，我们习惯了自己的坚守清高，常常蔑视看不惯的人和事，我们习惯

了自己埋头耕耘，常常忽略了其他可能的道路。也许比起壁立千仞，我们更难做到的是海

纳百川。

你不说我怎么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与人交流是是生存的基本技能。随着年岁见长，走出了科大的

象牙塔，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互动和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个人做学生以及带本科生实验的经历来看，由于非形式主义的教学反馈评估和高昂

学费的存在，老师和学生的心态与国内并不太一样，老师更为在意学生学习的感受，而学

生学的不好也会更理直气壮地认为老师教学不够到位。所以，与科大众多学霸认真听课加

自习的模式不同，美国所谓先进的教学体系，一门课有作业、讨论班、小测验、答疑、课

程项目，名目繁多，要求复杂。而其中最大的不同，个人认为，就是与任课老师甚至助教

的交流变得十分重要。例如我有一门计算方向的课程，没有书面作业和期末考试，一个学

期总要交是个编程报告。因为讲课在网上都有视频，所以不到课也完全没有关系。这门课

安排了大量的答疑时间，学生可以去找教授或者助教，他们会一行行地帮你的程序查错，

最后交程序结果报告即可。在缺了大半学期课的情况下，我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答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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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获得的。简单说来，这就是小学时候学的“不懂就问”的道理。

作为研究生，与导师的交流往往更为重要。一般而言，每周课题组会有组会，负责的

导师也会与每个研究生有单独的会面。除了个别丧心病狂的之外，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比较

宽松，更多地是导师引导学生的研究方向并且帮助学生遇到的困难。有一种心态是“躲着

不见导师，闷头自己做科研，等搞了一个大新闻再汇报”，这其实很不可取。项目进展过

程中的弯路是难免的，不合理的结果和疑问都要定期与导师交流，频繁的讨论可以激发灵

感，也可以避免小小的错误浪费大量的时间。

生活中，更多的可能还是最普通的人际交往。科大“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早已传遍世

界各地，科大师兄师姐无疑是每个新生一开始最可靠的人，这一点可以说是在国外生活与

在科大生活最相似的地方。不论是学术上请教问题还是一起出去玩扩大交际圈，保持科大

人乐观积极与诚恳踏实，摈弃一些由于本科性别失衡学科单调所产生的奇怪心理，我们就

能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拓展自己的人脉。

本

大多数人出国的原因就是国外大学优越的环境与硬件条件，因此身边的各种资源不利

用不免可惜，我们也许无法去挖资本主义墙角，薅薅资本主义羊毛总是可以的。

对于热爱运动的同学，美国大学的体育设施比起国内大学可谓豪华。各式运动在美国

校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比课程学术所来的低，这从美国学生对橄榄球篮球的狂热中可

见一斑。研究生尤其是是博士更多比拼的是毅力和体力而不是脑力，因此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毋庸置疑。即使对运动并不感冒，培养一下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也有助于丰富生活、广交

朋友。

像科大这样的纯理工科大学在美国非常罕见，因此有很大的机率我们在出国以后可以

受到更多的文学艺术熏陶。各种音乐会美术展都有廉价的学生票，可以为理工科学生的业

余生活添加一抹亮色。就算抛开什么陶冶情操不谈，对于科大男生来说，接触些文学艺术

也能增加接触异性的可能，带女生音乐会总比“一起去自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科大图书馆数据库在最新的科技文献方面已经接近于世界一流，但往往大家本科阶段

并没有好好利用。研究生大多数知识的获得应该来自查阅文献而不是课堂所学。美国研究

型大学的图书馆一般通宵开放并且信息化程度很高，除了通过文献了解学科前沿，大多数

研究性大学都会邀请教授互相访问交流学术界最新进展，我所在的系是强制要求每学期出

席四次以上的研讨会 (seminar)。由此可见学校对研究生参加研讨会的重视程度。研讨会、
讲座、学术会议不仅仅是接触一流成果的渠道，更是同行交流的平台。博士学位意味着你

对人类的知识圈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倘若三五年中连最前沿的内容都未曾接触，创新又何

从谈起。

美国大学发展得比较完善而国内尚未健全的一部分服务是心理咨询、职业咨询、理财

咨询、创业咨询等等。很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实用技能，例如写简历，财务管理，缓解压

力等等都可以通过学校服务部门得到帮助和指导。我曾经拿着自己以为精心改过的简历去

职业发展中心寻求建议，发现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来自己写的内容还是过于幼稚，没有站

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然美国学校崇尚“服务性管理”，利用这些免费的咨询服务何

乐而不为？



9.3 美国研究生生活与科大生活比较 143

是一个人的

出国，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出国，必定意味着长时间的独立生活。与从高中在家到大学

住宿的过渡类似，这是一个从集体生活向独立生活的过渡，告别了科大拥挤却温馨的四人

宿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却觉得落寞；从前觉得班级的集体活动组织得不好，现在却感

叹“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甚至在体会过什么真正叫做难吃的快餐之后，开始怀

念美广和西苑哪怕并不可口的饭菜。

于是临行之前问一下自己，可以长时间独处么？需要很多感情支持么？能够以一台电

脑/一座实验台/一间房间为支点撑起整个生活么？若是身处大农村能忍受荒凉么？自己的
二十多岁的黄金年华真的要就要献给学术了么？

当然，这些问题也可能是永远难解的纠结，怕只怕到头来熬出来了，自问一句“那又

怎样”，把之前的所有努力付之一炬。所以，不仅仅是开车、理财、做饭这些独立生活技

能必须要掌握，更重要的是淬炼出一颗坚强的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愿每个飘洋过海的科大人都能走自己的路，敞开心怀，尽自己所能，活出精彩，做一

个不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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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美国生活中的吃

（张洁，0719）

很多人会吐槽美国生活艰苦，没有国内生活丰富多彩，特别是在吃的方面。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一定的，校门口没有 XX 烧烤，XX 烧烤，以及 XX 烧烤，麦当劳不会 24 小时
营业，里面卖的东西甚至都没有国内好吃……不过呢，中餐馆还是遍布全美的，如果愿意

自己动手的话更是健康美味一个都不能少。作为一个热爱做饭的师姐，这里主要跟大家简

要介绍一下美国超市比较常见的食物，原材料和半原材料居多。

9.4.1
大部分蔬菜在美国超市是可以找到的，小部分可能只有亚洲超市有，只有少数比较特

别的蔬菜可能不那么容易找到。

这种小青椒比较辣，还有各种颜色的甜椒。

Leek, “韭葱”，韭菜叫做 Chinese leek，可以用来做韭菜盒子包饺子什么的。

左到右依次是 parsnip (欧洲萝卜), 生姜，黄瓜，茄子，不过这种黄瓜感觉跟国内的不太一
样，不怎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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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小萝卜，下面是甘蓝右图：从左到右依次是 asparagus (GRE 明星单词)，squash
(胡瓜？)，黄瓜。

这两种长得特别像，也都是用作调味的：前者是 coriander，也就是香菜 (芫荽)，后者是
parsley，中文叫做欧芹。

左图地瓜，右图第一排分别是 butternut 南瓜和 squash 南瓜，下面貌似是国内的香瓜？窝
在右边是便宜又大包的美国人民特别热爱的土豆君。南瓜种类很多，土豆也有好多种。

蒜和洋葱

还有一些蔬菜国内不是特别常见的，比如 artichoke 跟 brussels sp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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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这些比较不熟的蔬菜还是存有敌意，总觉得不太好吃，不过说不定你们会相见恨晚

哈。Brussels sprout 长得有点像小白菜，The Big Bang Theory 里面有一集 Sheldon 好像
吃这个拉肚子了。最右我也不知道是啥……

此外豆芽，包菜，各种蘑菇，各种硬度的豆腐，鸡腿菇，甚至芋头什么的都可以找到，

所以在美国保留中国胃是完全可行的。说道这里，突然想到美国人民吃蔬菜的方法大部分

都是生吃，美其名曰沙拉，然后拌各种沙拉酱。所以超市里随处可见这种 ready to eat 的
蔬菜盒子:

9.4.2

水果的话，就贴图好啦，价格浮动较大，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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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中西部小村子里，香蕉常年都是最便宜的水果，不太明白为什么。

还有葡萄，草莓，树莓，蓝莓，黑莓等都是常见的基本上全年都有的水果。

除了这些之外，有的时候运气好可以看到柿子啊，杨桃啊，樱桃什么的。这里的樱桃

都是这样的，鲜”赤”欲滴，特别好吃，不过红颜薄命，一年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可以买到。

刚好看到绣球花，就拍了一下，很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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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类

首先，生肉类主要是鸡肉、牛肉、猪肉，羊肉也有，不过不是很常见。不过仅仅是这

三种肉衍生出的产品就有很多，因为各个部位通常是分开卖的…鸡肉有鸡胸、鸡腿、鸡翅

中、鸡翅根、鸡全翅，牛肉有 rib eye，chunk-eye, sirloin，还有 corned(类似腌渍的处理)
beef，猪肉主要是 roast 跟 rib，还经常被加工成 ham，bacon 之类的半成品。价格上大
致是牛肉 > 鸡肉 猪肉，不过牛肉各个部位价格迥异，从 $3/lb 到 $20/lb 的都有 (1lb =
454g)。此外，猪肉牛肉都有被打成泥的版本，ground pork/beef，理性分析一下可能不太
会是很好的部位的肉，不过用来做包子饺子还是很方便啦。

半成品和熟食的肉主要有 bacon，各种香肠 (sausage)，放好调料的鸡块，ground beef 做
的牛肉饼，切成薄片的鸡肉、火鸡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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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类主要有 catfish，tilapia，pollock，跟国内常见的淡水鱼比如说鲤鱼，鲫鱼不
太一样，用来做干烧鱼片，水煮鱼之类的还是不错的。在淡水海水都会生活一段时间的洄

游鱼类 trout(鳟鱼)，salmon(三文鱼) 亲缘关系很近，长得很像，味道也差不太多。身处内
地，海水鱼主要就是 tuna(金枪鱼)，cod(鳕鱼)，别的水产品还有 shrimp(对虾? 基围虾?),
lobster，螃蟹腿什么的，大多是冷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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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品

液体的奶制品主要就是牛奶，不过还是分为 whole milk (全脂奶，脂肪含量大约 3.5%)，
2% fat milk, 1% fat milk, fat free milk(美国人民真的不嫌麻烦)。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
被称为 milk 的饮料，比如 soy milk，almond milk，coconut milk，rice milk 等等。酸奶
的种类有很多，一个新鲜的名字是 greek yogurt，比较浓稠比较酸，感觉好像跟国内的老
酸奶差不多，不知道制作过程是不是类似。

美国人民对奶制品的热爱是无止境的，所以各种牛奶的衍生产品也是层出不穷，深

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主要是 cheese 和 butter。Cheese 如果细分的话，可以有几百甚
至几千种。比较亲民的 cheese 主要有 cheddar, mozzarella, pepper jack, american cheese,
cream cheese, sour cream, cottage cheese 等等。其中 cheddar，mozzarella，pepper jack
可以直接吃，mozzarella 是制作 pizza 最常用的，american cheese 主要夹在 sandwic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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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r 里面，cream cheese 和 sour cream 通常用来做 cheesecake，cottage cheese 可以直
接吃或者拌蔬菜。Butter(黄油) 就是牛奶里的脂肪，分为 salted(加盐) 和 unsalted(不加
盐)，可以跟普通食用油一样用来煎东西，也可以直接配面包吃，不过最常用的可能还是
在做面包和饼干的时候用。另外还有 margarine(人造黄油) 和模仿 butter 口味的别的油
脂混合产品 (比如 I can’t believe it’s not butter).

9.4.5
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淀粉类食物总是在餐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才被叫

做？“主”食嘛。美国的主食也不外乎是米和面类，其中米饭被称作是亚洲人的标志性食

物。

美国超市里的米经常是按照长径比来分的，通常来讲，米粒的长度与宽度比越小煮出

来就越糯。我们中国人比较追求糯和粘的口感，但是美国常见的 long grain rice 就是比较
细长的米粒，煮出来比较散，用来做炒饭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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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面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bread flour (高筋面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适合用来做馒头和面包
2. all-purpose flour (中筋面粉)，顾名思义，比较百搭，如果嫌麻烦的话只要需要用

面粉就用它就可以了

3. cake flour (低筋面粉)，比较适合做蛋糕之类口感细滑的甜点
4. whole wheat flour (全麦面粉)，口感比较粗糙，但是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可以

跟别的面粉掺在一起用

5. self-rising flour (自发面粉)，就是 all-purpose flour 和泡打粉的混合物 (有些人要
不要这么懒 o(���)o)

喜欢吃面条的人肯定大有人在，我们最爱的中国面条在亚洲超市可以买到，美国人自

己的面条基本上就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意大利面了，总称 pasta，每种形状一个名字哦：
Short pasta：

Long pasta：

Minute p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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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a 吃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当然它的灵魂是要有好吃的酱来配，另外就是太小的可
能不大好捞…

面包也是很多人日常生活居家旅行之必备，种类更多，味道更多变，看个人口味了。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东西就是 tortilla，就是一种薄饼，里面包上蔬菜肉类和酱料就
是墨西哥人的 taco。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是墨西哥人的 taco 相当于美国人的 hamburger，
这个 tortilla 呢就相当于 hamburger 里面的面包了。我的独家吃法是在锅上热一热，打个
鸡蛋上去就是好吃的鸡蛋煎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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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品

方便食品这个类别是可以包罗万象的，从早餐麦片，到冷冻 pizza，再到各种罐头食
品。不过在国内欣欣向荣的泡面业在这里就乏善可陈了，除了亚洲超市的多种选择，美国

超市似乎只有一种叫做 raman 的方便面，很便宜，没有那么多口味，也只有调味粉包。

早餐麦片有各种品牌和口味，记得 The Big Bang Theory 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
Sheldon 是把麦片按照纤维含量排列的，心情好的时候吃纤维含量比较低的，心情不好的
时候吃纤维含量高的。

初到美国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就是美国人民对于方便食品的热爱，尤其是各种冷冻

食物和罐头食物的存在。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买到冷冻的自己回去稍微加工一下，也几

乎所有的东西可以被做成罐头，而且还不是易拉罐，都是需要开罐器的那种，跟美国人民

广泛使用的窗式空调差不多一样古老…

膨化食品各种零食就不用说了，选择很多，便宜又大包，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多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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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食物能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不一而足。一不小心拿这些不健康食品做了结

尾，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吃新鲜健康的食物，营养均衡，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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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附：世界学习生活万花筒

我们在手册编写的过程中收到了诸多校友介绍自己所在学校学习，生活情况的相关稿

件。我们限于篇幅，在这里只摘录了部分。本小节文风各异，管中窥豹，还望读者见谅。

附 1 PI
（顾家华，0702，先后在加拿大 PI 和美国 Umich 就读）

PI 的硕士项目叫做 Perimeter Scholars International (PSI)，为期十个月，比较适合
那些想一年后再申请的学生。PI 申请截止比较晚，一般到二月份，而且还是免申请费，所
以喜欢理论物理的同学可以考虑作为备胎后备选项使用。由于 PI 是专门做理论物理的研
究所，甚至做凝聚态解析理论方面研究的教授都说那里非常理论（不是一般地理论），所

以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也会很在意学生是不是理论背景很好，做过理论方面的“研究”。当

然在 PS 中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自己对理论物理的浓厚兴趣更是必不可少（而不是泛泛地
说喜欢）。

PSI 项目一般每年招收二三十人左右，跟一般美国大学的招生规模相当。我当时
（2011 年秋入学）是第三届学生，也是那里的第一个科大学生。那时候科大学生不了解
PI，PI 也不了解科大，所以稀里糊涂把我招进去了，其实我 GPA 很一般（申请的时候是
3.66，专业课 3.8+）。最近招收的科大师弟师妹们就非常厉害了，甚至有后来从 PSI 毕业
后申请到普林的。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多同学从 PSI 毕业之后申到了六大。当然他们本科
就已经很牛了，有些是国际奥赛拿过奖的，也有本科就发很不错的 paper 的，还有他们本
科以及后来在 PI 的牛推。因为 PI 经常会有各大名校的教授来访问，而且有些会呆上好
几个月，所以甚至有同学跟他们做研究，对于以后再申请也是大有帮助。

至于学校的生活嘛，PSI 项目的小秘会帮你买机票、书、电脑，安排机场接送和住宿，
甚至吃饭都是包的（直接在研究所里的餐厅用餐），PI 里的餐厅每天都会换菜单，当然都
是西餐，即使在特殊节日（比如春节）换了中国菜单依然不是正宗的中国菜。PI 里的教
授、研究员和学生们没有什么隔阂，不像一般大学里分得很清，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吃饭

（因为毕竟研究所内部只有一个 Bistro 可以用餐）。记不清具体时间了，但是每周都会有特
定的一天晚餐很特殊，会有内部“音乐会”。会拉小提琴或者弹钢琴的同学可以在这个时

候一显身手，会唱歌的也行。所以氛围很融洽，学生老师打成一片，这在一般大学里不是

很常见。虽然 Waterloo 的冬天会很冷，但是小秘甚至会帮忙照料你的生活，当初小秘就
带我们一起去买衣服，如果南方的同学感觉宿舍被子太薄太冷，还可以跟小秘说让她帮忙

换个厚点的。总之真是衣食无忧，另外每月补助 400 加元左右（2011 年）。不用像大学里
TA 才能有工资，那里的纯粹是 fellowship，可惜这种幸福生活只有 PSI 项目这 10 个月。

正如上面所说的，学生老师交流很频繁，每天吃饭都在一个餐厅，每周又有固定的时

间参加活动（类似于 party），也会有其他欧美名校的教授访问期间遇到这种活动，所以可
以趁这个机会和想跟的教授套套近乎。我比较关注凝聚态理论方向，其他方向的大牛认识

的不多，至少在凝聚态理论方向，Sachdev、Xiao-Gang Wen 等等都是 PI 的常客（那时
候 Xiao-Gang 还不是 PI 的 Newton chair）。因为研究所 conference 很多，比一般大学频
繁得多，所以各种大牛也会去参加 conference。跟研究所里的教授做科研完全没有方向限
制的，如果有时间可以同时跟好几个不同方向的教授，可以是凝聚态和弦论，甚至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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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粒子物理、宇宙学和凝聚态这种看上去基本没什么联系的。总之如果确定了以后做理论

物理，那里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可以接触到理论物理的各个方向，也可以随时随地跟

理论物理任何方向的教授讨论问题。

附 2 Umich
(顾家华，0702)

关于申请：相信关于 umich 这种老牌学校的申请应该有不少总结，我想说的是物理方
面最近这几年 Finn Larsen 作为招生方面负责人之后，很投入时间和精力。他每年都会面
试很多学生，我当时甚至被他面了两次，第一次说网络不好，听不清，然后约我一个月后

再面。第二次由于我口语不好（或许还因为 GPA 不高），所以放到了 waiting list 上。但
是在我拿到 PSI 的 offer 之后，马上发邮件给 Finn 问他能不能把我的申请材料留着，从
PSI 一年硕士毕业后我还想继续申请 umich，但是那时候人在加拿大，跟国内要各种材料
会很不方便。Finn 很 nice，每封邮件必回，而且非常及时。同学们可以抓住这一点，在申
请最后阶段向他再次展示之前在 PS 里没有提到的亮点。比如说当时我就在邮件里跟他分
析了利弊，说我一年后会变得多 eligible，于是他就说服 committee 给了我 offer，让我毕
业后不需要再申请，可以直接来密大。很多学校的 committee 成员是不会像他这么积极考
虑你的邮件的，甚至有些学校在收到你的申请材料之后就再也不理你了，发邮件不回复，

让人很着急。所以密大这一点很人性化，让本来很难进来的人也有了机会。Umich 物理每
年招生也是 30 人左右，一般每年都会有两个到四个科大物理的过来，有的年份累计 offer
会有十个左右，当然有很多大牛不来。

关于生活：由于我第一年去了 PSI，所以以为帝国主义国家都这么好，把所有的衣食
住行都帮忙安排好。但是真正来到美帝之后发现并不是这样，机票自己买、从机场自己找

人送到安娜堡，到了安娜堡自己找地方住，总之一切都是自己安排，那段时间感觉事情很

多很累，瞬间感觉从天堂掉进了炼狱。这就是我对美帝的第一印象。经过一番磨练，终于

对安娜堡的租房有所了解，可以参考 AABBS，在那里会有 sublease，也有个安娜堡境内
的 apartment list（以及接机、跳骚市场等等其他信息）。校内住房 northwood 只有四和
五是研究生的，刚过来的话感觉比较方便，因为你只需要交房租就好，水电网都包了。这

边基本上所有房子都是没有家具的，有家具的很贵，一般研究生会租没有家具的，然后在

AABBS 上买二手家具或者组团到 IKEA 买新的。住房方面 northwood 价格还算合理，可
以参考官网:

http://www.housing.umich.edu/billing/2013-2014-grad-rates
如果还是感觉太贵的话，可以租一个 2 bedroom 有 study room 的，这样可以住三个

人，每人四百左右。如果只想两个人一起住，对于 Umich中区的学生来说，我能找到的既便
宜又方便的就是在 washtenaw上的 arbor woods(http://www.slavikmanagement.com/our-
communities/ann-arbor-woods/)和在 1550－ 1552 Plymouth Road的 arbor valley (http://metro-
propertyservices.squarespace.com/2-bedrooms-ann-arbor/)，前者坐四路车更方便宜点，后
者坐 2 路车 A、B、C 都能到。不过最方便的还是 northwood，不仅包水电网，刚过来不
用那么费事去办，还有好多校车。最重要的是周末校车也很方便，最慢十五分钟就一班，

而市内公交车则是周末和晚上基本都是一个小时才一班。总之中校的学生我比较推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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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三个小区。而北校的，综合价格和方便程度，首先推荐 northwood 四和五，然后是
willowtree apartment。如果这几个都注满了，就按照 AABBS 上的 list 和所有自己能找到
的小区名字一个个用 google 地图搜索公交方便程度，找最适合自己的吧（我找房子就是
这么做的）。

另外安娜堡像 Waterloo 一样，冬天很冷，会有一个多月处于每天零下十几度左右，
虽然这里有暖气，但是还是建议带点厚衣服过来，关于这点已经有很多经验贴，我就不多

说了。

学术环境：像六大那样的学校会有很多一心学术的，而一百名开外的学校基本上都是

希望在 industry 找到一份工作的，而密大这种中间的学校就比较 diverse。作为公立学校，
本身就很大，拥有好几万学生，可以说形形色色的学生都有。而 PhD 和研究生也是这样，
有些很专注学术，有些则希望走出物理，有些还在徘徊，所以什么样的人都能找到志同道

合的好友。而教授，则不像在 PI 那样经常跟学生一起吃饭一起参加活动，这里是个大学
城，城里有很多饭馆，很难说恰好在哪里能碰上哪个教授。学生在这里会更独立，不仅在

生活上，还有学术上，甚至有时候导师都会刻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Conference 也会
有，但是没有研究所多。时不时还会有讲座告诉物理系学生怎么走出学术界，怎么挣更多

钱。所以在这里体会到的更多是 real life，真实的花花世界，既有学术型的人，又能认识
希望从政或者从商的人，而不是 PI 那种单纯的理论物理，好像其他的一切都是异类。当
然，这里的教授也是很 nice，只是客观上由于活动空间比一个研究所大，学生也太多，所
以很少有机会跟某一个学生聊太多（不过如果你想跟哪个教授，主动点还是肯定会聊的很

好的）。密大物理的传统强项是粒子物理（理论 + 实验）和光学凝聚态实验，而凝聚态理
论在 2012 年 Kai Sun, Xiaoming Mao 和 Emanuel Gull 来之前则几乎没有。现在算是密
大凝聚态理论刚开始起步。

这边的学术氛围还是挺自由的，比如说被物理系录取的学生可以在任何专业选择导

师，只要导师认为你能够胜任，就会 support 你。一般想进工业界的物理系 PhD 会去工
程学院找导师，也有去化学系、CS 专业的。另外,umich 的 PhD 可以免费拿一个其他专
业的 master，所以很多物理系的人选择拿一个统计的 master，以便以后找工作。我选择
了数学 master，因为比较希望能继续做学术，或许数学能够对我有所帮助。

另外在密大读 master 的人也不要羡慕那些可以拿工资的 PhD，其实如果你联系小
秘，就有很大机会找到助教的工作，最后不仅能省下学费，还能挣出生活费。总而言之，

umich 就像个万花筒，各式各样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未来，平台有了，全看自己希望把自己
打造成什么样的人。

附 3 KAUST
(马春，0902)

KAUST几乎跟科大一样只有理工科，是沙特为了振兴科技而巨资建立的大学。KAUST
是一个 diversity 非常高的学校，不管是老板还是学生。这里对中国人尤其的友善，一个
非官方的统计，中国的 graduate student 占了招生人数的 13% － 15%（25 人左右），就
连沙特本地也只有 20%。加上大量的 postdoc，这里的中国人非常多。由于大家都有学校
分配的大 house，所以聚会也是几乎每周都有的。而在中国人中，科大学生和 postdoc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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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多的。KAUST 是个不折不扣的名校控，我所认识的人基本都来自 C9，所以科大的
身份在申请中还是很有优势的。

KAUST 的内部就是一个背靠沙漠，红海边上的一个豪华度假村。海滨游泳池、健
身房、足球网球篮球场都是免费的。保龄、高尔夫、浮潜、帆船、海钓也仅仅象征性地

charge 一点点钱，比如保龄 5RMB 一局。学校里的食品价格比国内也低不少，但蔬菜水
果很贵。商品大部分来自中国，不算贵，但是对比起中国的淘宝、快递，这边的网购的商

品就没那么丰富了，超市的东西也不算丰富。沙特这边的医疗也是免费的，每年还能报

销 1000RMB 左右的眼镜和洗牙费用。还有每年 11600+RMB 的旅行费用也是按时入卡
的（回国往返 5000rmb）。

KAUST 的合作项目很多，比如跟 Cambridge，Stanford，Toronto，EPFL，都是大
把的砸钱跟大牛合作。如果导师允许，学生出去交流机会也是很多的。但需要注意的是

KAUST 教授的水平良莠不齐，有一些完全是混日子的，选老板套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
个老板组里面的人发文章情况。有的组某中国博士四年发了 3 篇 nature family ＋ PRL，
而有的组可能四年都发不出一篇文章。所有学生不管博士硕士都是有 fellowship 的，博
士免税 8W 刀（其中包括学费的 3.5W，医疗保险＋住房＋旅游补助 2.5W）所以到手的
stipend 3W 刀，另外送 MacBook 送书开会的补助这些是跟老板有关的。学生还可以申请
TA，但是由于学校没有本科生，所以 TA 机会是很少的，一个学期大概 5k 刀。总之就是
KAUST 一定要选好老板再来，这里有 JACS，ACS AMI 编辑，也有 nature 专业户，但
还有一定数量的渣老板。

这里的药品、仪器运送比较慢，太年轻的组要慎选，你有可能要到处去借用仪器药品。

3 年以上的组基本药品囤积的也差不多了。毕业时间完全看老板，一般 3.5-5 年，没怎么
听说过延期，因为延期老板要出很多钱养人，只听说过一个在 Revise Naturenano 的学长
被延了半年发文章。

硕士在 KAUST 的待遇是免税 7W 刀，到手 stipend 2W。有 course － base，thesis
－ base 两种，快的一年，写论文的两年。硕士找实习要靠能力，基本就是去石油石化公
司。找工作也是要靠个人能力和运气，去年毕业的中国硕士都没留下来，但之前每一届都

有那么几个留下来到 Aramco、SABIC 工作，工资硕士 6W 刀，博士最高的认识有 11W
刀的，当然都是免税的。

再说跨专业，可以跨专业申请，有国内读生物的、金融的过来读计算机的，也有读物

理的搞地球的。也有来了之后材料转 EE 的。所以 KAUST 作为一个转专业，跳板的话还
是很值得硕士来的，混文凭别来，文凭不值钱。另，CS 上课很苦，曾经有届中国人集体
退学，今年也退了俩。

最后，对科大学弟（妹）们一点建议，这里男女比例比科大还严重，而且都是适婚年

龄，还有一些阿拉伯妹子碰不得，男生极有可能会单身到 27-8 岁去，甚至有女朋友的也
异地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妹子愿意跟着你过来，这边家属的工作工资很高（比博士工资

高不少），不难找（比如实验室小秘，采购秘书，finance，library），这里简直天堂 ˜ 如果
是学妹，选好老板来吧，难说还能收获个男朋友.. 不止有中国人追 ˆ_ˆ

KAUST 比较特殊，政策会变，比如老国王去世后会不会有啥影响，来之前一定要联
系一个组的前人了解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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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肖逊，0700，CityU）

我 11 年从科大毕业，因为自己的原因，北美申请全军覆没，幸好凭借着一些机缘巧
合，颇有些狼狈地逃至香港城市大学的系统工程和工程管理学系，到现在已有两年半了。

现在看来，可以算是自我感觉良好，有很多收获，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想在这里，分享

一点自己的经历。

要不要来香港？之前已经说到，对我来讲，城市大学的 offer 如同救命稻草，我是没
的选择地，如同丧家之犬一样来到了香港。对大多数准备飞跃的同学来说，可选择的余地

就要大很多了，在心中难免纠结。来这边之后，也接触了一些有意来香港的师弟师妹，其

中有不少最终也来到了这里（和我联系的我都会请吃饭的 ˆoˆ）。相比去美帝欧洲，乃至近
一点的新加坡日本之类的国家，香港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和深圳一衣带水，随时都可以回

到社会主义的怀抱，每逢佳节都不用忍受倍思亲的伤感，半日就可以回家对于恋家的同学

应该是最大的福音了。不过，香港总的学术水平高于大陆但逊于美帝，志于科研道路的大

神可以不用来抢我等学弱的 offer 咯，横扫北美六大才是你们的使命。对于痴心学术但是
背景一般的同学来说，来香港之后积攒科研经历争取去其他地方的机会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这一切需要与导师有良好的沟通。此外相比北美，香港学校的申请难度也不算太大，

双飞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就算在不同的学校，也比分列大洋两岸好很多吧。

香港共有 7所受政府资助的大学，分别是香港大学 (HKU)，香港科技大学 (HKUST)，
香港中文大学 (CUHK)，香港城市大学 (CityU)，香港理工大学 (PolyU)，香港浸会大学
(BUHK) 和岭南大学 (LNU)。从整体的水平和声誉来看，前三所港中科在一个水平线上，
城大理工浸会在一个水平线上，略弱于港中科，岭大则排名最后。不过具体选择学校还要

考虑到院系与导师的水平，对于博士生而言最重要的是导师的水平与为人而非学校的名

号，比如城大商学院的管理科学系水平就非常高，有几个很 nice 的科大校友在那里任教。
总的来说香港的七所学校整体的水平都是有保障的。申请香港学校，陶瓷还是非常重要

的，老师意见和推荐在审阅材料的时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一个师弟，就是在大三

的时候开始和我的导师陶瓷，早早地锁定了一个 offer。部分学校是入学之后选导师，但如
果你在入学之前有过陶瓷的话，可以更早地和老师进行联系并展开科研工作。港校有许多

院系对科大学生非常友好，因为之前的师兄师姐的表现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比如中文大学

的 SEEM 系，有许多科大的同学拿到过他们系的 offer。
香港的研究生学位共有 3 种：Doctor of Philosophy，Master of Philosophy 与 Master

by Taught。所有的学位都分 part time 和 full time，但只有香港居民可以申请 part time，
大陆学生只能申请 full time。理论上，拥有硕士学位的同学攻读 PhD 学位学制为 3 年，
没有硕士学位的同学则为 4 年，当然，这一切都是由导师说了算的 TAT，与导师良好的
沟通会为你节约下许多时间。前两者只要得到 offer 就会有每月 14000 港币左右的奖学金，
但是每个月要交 3500 元左右的学费，Master by Taught 基本没有奖学金，还需要缴纳高
昂的学费（两倍于前者）。三者的申请难度如下排列：MPhil >PhD ≫ Master by Taught。
相比于 PhD，MPhil 的招生名额很少，所以申请的难度更大，对于科大学生来说，Master
by taught 则没有任何申请难度，个人认为相当于花钱换学位与留港工作的机会，对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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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很轻松的选择，学制也比较灵活，一般上一年的课就可以毕业，愿意的话，也可以修

读两年，但是含金量比起美国的硕士而言就要低不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来到香港或者去

别处工作的跳板。

如果能够顺利地获得 offer，并将各种手续办妥（主要是港澳通行证、香港签注、内地
签注，虽然护照不是必须的，但也请一起办好，以后出国开会访问玩都会很方便），就可

以坐飞机或者火车来香港啦，一般可以选择先到深圳或者直接到香港，后者花费会高一

点。这边的环境和气候都是很不错的，过冬的衣服带一两套就足够了，一年也只有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比较冷，只是温度太高，自然就看不到结冰下雪之类的了，在北方长大的孩子

难免会有一点点寂寞。来了之后可以去下载香港天文台的 app，实时掌控本港的各种突发
天气，飓风暴雨都不在话下。如果先到达香港机场，可以从机场坐 bus 去各个学校（来城
大的话请认准 E22），机场快线（轻轨）与香港的计程车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土豪请随意，
ignore me plz）！从深圳过来的话，过了罗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在香港叫落马洲），就可
以直接乘港铁（请务必下载港铁官方 app：MTR Mobile，不知道 windows phone 现在有
没有官方版了，没有的话可以下载 Hong Kong MTR）去各个学校了，中大（最近！大学
站）、城大（九龙塘站）、浸会（九龙塘站）、理工（红磡站）都可以不换乘直达。港大、科

大、岭南则要折腾一点，要几番换乘，之后转乘 bus 才能顺利到达。去学校报到再去宿舍
或者租住的地方安顿下来之后，需要办理一系列证件：香港身份证、学生八达通、电话卡

等等，按部就班的话，2˜3 天就可以搞定啦。八达通类似于科大的一卡通，主要用来乘地
铁（学生卡半价），乘巴士，在食堂、便利店、超市等地方消费。在香港，作为一个穷学

生，交通是高度依赖地铁和巴士，开车就别想了，应该只有北美的同学有这种刚性需求。

宿舍算是在香港求学的时候性价比最高的住宿。据我到现在的观察，中文大学和城市

大学的同学，基本都是可以申请到宿舍的，住宿费在每个月 2000 到 3000 之间，有单人
间和双人间。港大的话，宿舍就比较难申请了，运气不好的话就需要出去租房住，不过也

还算方便，只是同等价位下条件会差一些。科大则是保证非本地生前两年的宿舍。总之，

一定要申请一下学校的宿舍，比租房还是方便很多的。宿舍一般都是需要一年一申请的，

请务必注意申请的时间，不要错过申请的 deadline，要不然就要像我这样，今年 8 月就要
被赶出宿舍一段时间了。租房的话，我表示自己完全不懂，城大旁边没有太多可以租宿的

地方，一般要到一两个地铁站之外的沙田、红磡、深水埗等地寻租。中大也要去地铁沿线

（沙田等地）寻住处。港大则可以在附近租住，离学校不远，是比较方便的。

作为一个朴素的 PhD，我的大部分衣服是从合肥带过去的，剩下的都是在优衣库买
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据我目测，学校的宿舍是不提供除了床垫之外的任何床上用品的，

所以可以自己带些基本的枕头床单空调被，也可以来到香港之后去宜家或日本城购买。在

香港的第一个晚上，我是盖着浴巾枕着书包躺在床垫上度过了难眠的一夜。对于想刷街买

衣服的同学来说，香港号称购物天堂，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城市大学浸会大学靠着购物

广场又一城，理工大学去尖沙咀九龙塘都非常方便，中文大学乘两站港铁就到了有好几家

购物商场的沙田。乘着港铁，你可以尽情地穿梭于新界、九龙和港岛，从中环扫货一直扫

到湾仔尖沙咀九龙塘沙田都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你的工资可能会不够。旺角有女人街

（仅供参考，我没去过 TAT）、波鞋街（卖运动鞋的）、信和中心（游戏玩家宅文化基地），
还有数不尽的甜品店、药店、莎莎，还有无数躲在居民楼中的小书店，总之如果你愿意深

入一个个街巷的话，所得到的惊喜一定是物超所值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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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生活了 2 年半，最深的感触就是每个学校的食堂都太难吃了，和科大的食堂完
全没法比。不过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里藏着不少不错的小店，在一个逼仄的小角落里面发现

一家很不错的甜品店还是颇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我个人以及身边同学的观点，粤式菜不是

很合内地学生的口味，不是偏甜就是偏淡，所以在香港发掘对自己胃口的好吃的也是一门

学问，不过两广的同学会更加适应这边的饮食吧。城大附近有一个点心店——添好运，非

常赞！有同学过来的话，欢迎来找我，我带你们去吃点心。再比如港大旁边有一家叫做巴

依新疆的新疆菜馆，有很好吃的大盘鸡，就是有点贵。来之前请务必下载一个 Openrice
的 app 到你的手机上以搜索香港各地的美食哦。发现这一切都需要非凡探险精神，这座城
市有无数神秘的角落值得探索（当然有朋友带的话就更轻松了）！最后我想说，就算你吃

腻了学校周边各种无聊的吃食，也不用担心，乘上港铁一路到罗湖关口，你就可以去社会

主义的深圳享受舌尖上的中国啦，请自备大众点评的 app！自己做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作为一个只能负责拎菜洗碗的存在比较没发言权，就不赘述了。

如果亲友前来，难免要安排住宿，对于在九龙的同学，请认准位于深水埗的美荷楼青

年旅舍，去年底刚刚开张，条件灰常不错，交通也非常方便 准备一张青旅社的会员卡，能

帮你省上不少支出。其他在香港的青旅地理位置都非常偏僻，不是很推荐。中文大学宿舍

监管不严，人少其实也可以留宿在宿舍。城大的话就不大可能了。在太子旺角也有很多日

租房或者小旅馆，价格更加便宜，可以在网上先联系预定，到时候入住。

作为一个单调到快收敛了的人，在香港我近一半的时间在办公室度过，还有 1/3 应该
是在寝室睡觉了，虽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但是我也充分地利用了起来，主要是在办公室旁

边的小公园跑步 TAT。下载一个 Nike+ Running 的 app 在手机中，配合臂带，可以全程
记录跑步里程，看着它慢慢累积，仿佛触摸到自己成长的痕迹。如果在香港理工大学，可

以从红磡站出来吹着微腥的海风沿着星光大道跑过维港的夜景，除了地面有点硬之外，这

里可以算是梦幻跑道了吧，不过要注意避开晚上的人流高峰哦。香港的各个社区都有运动

场、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如果能找到组织的话，你可以随队踢遍全香港，

还有联赛可以参加。顺便吐个槽，城大理工浸会共享一个联校体育中心，只有一个足球场，

弱爆了。中大和科大就没有这方面的忧虑了，本校的体育设施就绰绰有余，我就经常去中

大找以前的同学踢球。

除此之外，去行山（hiking）算是平淡生活的另外一大乐趣，在香港的数年间，没有
走完麦理浩径可谓是我的一大遗憾。麦理浩径第一段环绕万宜水库，尽头是美不胜收的浪

茄湾，而且几乎全程都是平地，走起来轻松无比，就算你再讨厌走路爬山，也请务必挑一

个晴朗的天气，约上朋友走上一遭，走完之后去西贡海边 BBQ 绝对是人生最惬意的享受
之一。个人感觉 10 月份、11 月份是最适合出行的时间，那时候天气不算热，而且每天都
是清澈极了的晴天。除了去爬山，午后到尖沙咀乘天星小轮到中环码头，再坐上船去长洲

岛，看看海连天碧，坐在礁石上看看书，晚上在长洲街市食海鲜，还能顺便欣赏一下日落，

满足从吃货到文艺青年等等各种生物的需求。

现在因为自由行的开放，内地旅客和香港本地居民的矛盾显得愈来愈激化，我也遇到

过几次不友好的事件。但对我这样一个在这边长久居住学习的学生而言，这个城市和他的

居民带给我的、留在我心中的，更多的是彬彬有礼的招待和恰到好处的温暖。或许我并不

能融入这个城市，连粤语都懒得修习，到现在只会说一句早桑（早上好），但在最初的不

适应消失之后，我依然不可逆转地喜欢上了这里。从灯红酒绿的兰桂坊（我在路口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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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只在旁边吃过饭真心伤不起），到星光灿烂的维港，再到我现在待的小的可爱的大
学城大，在这里的岁月恰好赶上了自己黄金时代的尾巴。虽然时常感觉日历满满的，未来

一片空白，但是也发觉这里并不像很多文章里面说的那样紧张和压抑，在这座城市里面，

你看不到像美洲那样不尽的旷野，也嗅不到欧洲那快凝结起来的历史气息，但你会看到一

个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的、小小的、精致的世界。敢竭鄙怀，恭疏短引。我的文字

只能轻轻地掀开几个小角落，最美的时光还在等待师弟师妹你们亲自来嗅探。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10. 海外实习与就业

10.1 导言

本章邀请已经进入工作岗位的各位校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不同行业的现状。下面的三

篇文章分别对应 CS，量化金融与石油工业三个方向。感谢三位校友百忙之中抽空为大家
带来第一手资料，更要特别感谢 98 级校友徐赤诚对本次手册修订工作的大力支持。

10.2 CS Master 在美国找工作

（周喆吾，0700，Yale）

现阶段正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好时期，留学生毕业后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这一点从今年

H1B 的抽签就可以看出。美国移民局 (USCIS)4 月 10 日发布消息，宣布 2015 财年工作
签证 (H1B) 申请件数将达到 17.25 万件，其中有 2 万个豁免名额给与持有美国 Master 及
以上学位的申请者，再将未中签的高学历申请者与一般申请者的申请件混合，从中抽取

6.5 万个名额。今年的抽签人数比去年的 12.4 万有大幅增长，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在扩
大招聘，并且对外国国籍持有者敞开大门。这其中，尤其以 CS 专业最为火爆。不论是硅
谷/西雅图还是华尔街，软件、互联网、金融公司给 CS 专业毕业生的薪资水平连续两年
超过 10% 的增长，加上灵活的工作签证和绿卡制度，吸引着许多同学转专业学 CS，加入
到求职大军中来。

一般来说，大家欲通过面试进入科技公司，需要先投简历拿到电话/校园面试。一到三
轮电话/校园面试之后表现合格的，公司会买机票邀请到总部进行 Onsite 面试，再进行四
到七轮面对面的厮杀之后，就有机会拿到 Offer。第一步拿到面试，需要有比较过硬的简
历，并且找到和自己的背景对口的职位，如果有相关实习经历会非常有帮助。我们科大校

友力量很强大，大家可以在 LinkedIn 上加一些师兄师姐，很多人都乐于帮助，提供内推。
另外在美国的学校里一般设有 Career Center，以及每年举行的 Career Fair，也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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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面试之后，就要想办法通过搞定面试官了。一般来说面试内容分三类：个人背景

（之前的项目经验和专长）、知识题和代码题。Master 的同学们会有更多的代码题，PhD
同学们会被问到比较多的科研内容。

个人背景的提问很好准备，根据自己之前的经历，画出四乘四的表格，写出简历上的

三到四个项目（实习、科研、大研等），在表格中填好每段经历的四个问题：“遇到了什么

困难，怎样克服”、“最有趣、最闪光的点”、“掌握了什么技术”以及“如何体现了团队精

神”，把这个表格牢记在心即可。

知识题一般是考察我们对基本概念的熟悉程度和 CS 背景是否扎实，金融公司最喜欢
问一些 C++ 相关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会问一些大规模/多用户应用相关的。

代码题是最后决定性的一环，需要花一些时间好好准备，熟悉常见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一般来说，45 分钟的面试，要在白板或者在线文档里写出两道中等难度的算法题，做出
最低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没有 Bug，就算合格。《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算
法导论》和 leetcode.com 都会很有帮助。有了足够的练习，先问清楚题目，然后向面试官
简单描述自己的解法，如果对方觉得可行，就高速高质地把 code 写好，边写边和面试官
交流，最后把结果做出来。现在 CS 专业最火热的公司是 FLGT、Facebook、LinkedIn、
Google 和 Twitter，给硕士毕业生的年薪大约是税前 15 万美金，给博士毕业生的会更多
一些。我们科大在这些公司里都有不少校友，欢迎大家加入。

10.3 量化金融

（Zhang Yi, 0300, Rutgers Univ.）

什么是量化金融?

买方和卖方需要区分开来说。

传统的卖方 quant 指投行里的 pricing quant，给各种金融衍生品做定价的。不赌方
向，定价在 risk-neutral measure，所有的 risk 要么找别的客户反方向卖掉或者对冲掉，赚
钱靠手续费。

买方 quant 一般用统计等工具来预测股票涨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的 fund 预测苹果股票会涨，买看涨期权，有的 fund 预测苹果

股票会跌，买看跌期权。作为卖方，银行只是在中间做个中介，赚点手续费，不在乎股票

究竟是涨是跌。而 buy side quant fund 需要用统计来预测方向。卖方就是一个开赌场的，
提供各种服务，而买方则是赌场里的赌客。

面试的技 准备

因为需要的技能不同，所以买方和卖方面试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因为卖方 quant 是做 option pricing 的，而 pricing 的 framework 基于 Stochastic
Calculus，pricing 的 analytic library 由于历史原因都是 C++ 写的，所以卖方的面试侧重
在 C++、概率题和 Stochastic Calculus/Option Pricing。有的公司也会问智力题，但智力
题难度一般会比买方低一个档次。

卖方都是银行，面试风格非常接近。至于买方面试风格，各家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是智

力题，概率题，统计题（大数定理、实际处理数据的能力和 linear / lasso / rigid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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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非常熟, 有的公司还会额外问 time series / machine learning）和编程（有的公司要
求很低，有的公司要求非常高）

â Option Pricing textbook:

1. John Hull,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2. Shreve ,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volume II

â Interview books:

1. 绿皮书: A Practical Guide To Quantitative Finance Interviews - by Xinfeng
Zhou

2. 红皮书: Quant Job Interview Questions And Answers - by Mark Joshi, Nick
Denson, and Andrew Downes

3. heard on the street. 这本书太老了，感觉现在用处不大了。

关于 到面试

Top 10 学校的学生，只要好好准备刷题，拿到一家银行的 pricing quant 的 offer，肯
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也只能去银行，进不了 top 的 quant hedge fund/prop shop.

普通学校的学生，能拿到 IB 的面试的概率都会小很多，可能只有两三个面试，如果
之前没有准备好，机会浪费了就没有机会了。名校的学生面试多，面银行的时候可以边面

边学。所以如果学校不是特别 top 的，面试最好好好准备，抓住了机会就不要放过。
面试就跟谈恋爱一样，多谈谈就有经验了。所以对于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说，尽早申请

做 quant 实习就额外重要，今年挂了，明年还有机会再来一次。不然等到毕业时，才开始
准备，很有可能就悲剧了，仅有的 2 个面试说不定连自己的经历都英文说不利索。

普通学校学生的另外一种选择，是去 CMU/NYU/Baruch 念个金融工程的硕士。这
些学校的 program 有专门的 career service 去帮学生要面试。这几年 job market 不好，市
场严重 over supply，这些 program 毕业生就业也不如以前耀眼了。

行业

2008 年以后，金融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监管越来越严。投行的 CEO 操心的，不是多赚点钱，而是少被政府罚点钱。

金融业务的创新完全被监管扼杀。所以现在鲜有奇怪的 trade 需要 pricing quant 帮忙研
究如何定价和 hedge。大部分 pricing quant 都是做些 maintenance 的工作，和应付公司
内部的 model review/model validation。工作不再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但另一方面，
监管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银行纷纷扩张 risk quant team，为了让 regulator happy。
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以后，市场上的 quant job 大头将是银行的 risk quant position,
model review, counter party risk, CCAR, etc.

由于 Volcker Rule, 银行不能做 prop trading。大部分银行已经关掉了 prop trading¸
剩下的几家银行的 prop trading也都摇身一变，藏到了 market making下面。但 Booksize
和薪水很难像 2008 年以前那样了。

至于买方，quant trading 竞争越来越激烈。10 年前大家只是赚大钱赚小钱的区别。
现在做的公司太多了，做的好的公司还能稳定的赚很多钱，但做的普通的公司慢慢会被淘

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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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的重要

高考是最简单的，因为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但来到美国以后，很多东西都是 open
question，需要自己去找解决方案，答案并不唯一。条条大路通罗马，离开学校以后，情
商远比做题重要。如何利用身边的资源做到事半功倍是门艺术。

Information 是有 barrier 的。在科大申请出国是很容易的，因为什么时间考 G/T，什
么时间寄申请材料，只要看看身边同学就知道了。但来了美国以后，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做

正确的事情，更多的需要靠自己 figure out 了。一般来说，向学长或者行业内的工作的人
请教，是比较快捷有效的方式。

科大的本科教育，并没有包括如何推销自己，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如何在众多信

息中去伪存真。说不定科大现在还在流传做吉米多维奇可以学好数分，精算师年薪百万，

CFA 年薪百万的谬论。
能去 top university，一定要去，因为有 alumni connection。去不了名校，差不多的

学校的话，可以考虑去大城市，这样消息更灵通，有助于开拓思维。在金融行业，纽约和

芝加哥是 2 个核心城市。
作为找工作的学生，如果你是名校学生，你需要设法弄清楚各个 hedge fund 的招人

风格，来量身定做准备面试，争取进去 top hedge fund。如果你是普通学校学生，需要通
过 networking 来拿到更多银行的面试。

作为工作的人，如果你在卖方，银行里充斥了各种政治斗争。特别在目前的监管风

格下，拿钱多的唯一途径就是走仕途了，爬 corporate ladder 对情商要求不低。而且现在
sell side 不景气，很多 quant MD 的收入都没有 1 million。跳槽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信
息，才能避免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如果你在买方，平时要避免被老板 abuse 你的
心理来 underpay 你，跳槽的时候保护好自己避免像 Kang Gao 一样被公司杀鸡给猴看。

一些科大学生，有的过于木讷，而有的则过于势利，不知道感恩，过河拆桥。其实这

些都不利于他们以后自身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小的领域，和更多的圈内同行保持一个长期

的 connection，才能知道更多的信息，增加自己更多的选择。

和机

由于历史原因，银行里面的有很多数学物理专业的，所以也有很多科大校友。但这些

年来比例越来越低。在买方, 科大的比例一直不占什么优势。所以以后科大学生进入这个
行业会越来越难。有不少科大学生，刷题不够扎实 (面试做题不如别的学校的)，人又不
够灵活 (在学校待太久，跟社会严重脱节)，所以在目前 competitive 的竞争中不能 stand
out，即使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也会慢慢被淘汰。小伙伴们，hard skill 和 soft skill 同时都
需要要加强啊!

美国金融市场非常发达，机会还是很多的。只要是 young talents，持之以恒，总是有
机会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行业里俄国人和中国人都不少，通过扩大 connection，结交圈
内人拿到面试拿到 offer 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如何认识重要的人，impress him/her and
make a solid contact，也是需要在实践中慢慢揣摩总结。很多科大校友都是愿意帮助提携
年轻的校友的。

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这个行业，结交工作多年的前辈，as a student,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等工作了以后，机会成本就大多了。比如说可以通过科大校友，也可以通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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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物理系以前的毕业生。我听说最近有个” 琪石职业发展俱乐部” 就办的很红火，
组织 quant 工作内推。等等，核心思想就是要广开门路，开拓思维。

总之，希望科大年轻学子们，如果最终的目标是进入工业界，就早日开始准备，早做

实习 (第一年暑假就可以开始做实习了 ˆ_ˆ)，开拓思维，多扩大你感兴趣行业的人脉。

10.4 石油工业

(徐赤城, 9804)

(作者 2002 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S 学位，2004 年获香港中文大学 MPHIL 学位，
曾在油服巨头斯伦贝谢北京地球物理中心任职 4 年有余。作者本科和硕士 GPA 均只在
3.2 左右，GRE 写作也只 3.5 分，最终凭借独到的套瓷方式和申请文书于 2008 年 11 月
成功申请到美国排名第一的石油工程专业 –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石油工程系的全奖。博
士期间，发表论文近 20 篇，曾多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和评委，并借此成功申请通过美国
移民局杰出人才（EB1A）绿卡计划。先后就职于国际石油能源巨头 BP 和矿业巨头 BHP
Billiton。)

在美留学生群体里有两大知名工种，即加州的码工和德州的油工，两者均以薪酬福利

待遇之高、从业人数之众而著称。网上也经常出现类似“码工油工孰优”的辩论，油工的

幸福指数常随油价的起伏而波动，而码工的前途命运也会随着创业公司 (startup) 的成败
而增添许多变数。德州休斯顿作为全球的能源中心，汇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石油和相关产

业的企业。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在校生来到休斯顿石油企业做暑期实习，也有相当数量的应

届毕业生进入各大企业开始全职工作。笔者曾经误打误撞进入全球知名的油服老大斯伦贝

谢北京地球物理中心搞软件开发，工作四年有余辞职来美，又历尽艰辛在德州奥斯汀分校

石油工程系读完博士，读博期间和巨头油企 BP 有过三次实习经历，每次经历都有跌宕起
伏的故事，最后成功的锁定 BP 岩石物理学家 (petrophysicist) 的全职工作。工作一年有
余，感觉巨头油企里的节奏太慢，挑战性不够，在 14 年底油价全面下滑之前成功跳槽，
转到澳大利亚矿业巨头 BHP Billiton 继续从事岩石物理研究和支持工作，将自己的博士
科研成果全面应用到各大类型的油田，包括墨西哥深海油田和美国陆上非常规页岩油气。

本文中，笔者就油气工业的实习和全职工作做一些基本的介绍，给有志参与油气工业的同

学们一点参考。

所在专业问

是不是一定要是石油工程或者地球科学类的专业才能就职于油气工业呢？答案是 No。
油气工业产业链从上至下涉及面很广，可以说基本上什么专业的人都有用武之地。除了石

油工程和石油地科这些和勘探生产技术相关的专业外，中国留学生普遍就读的数学物理化

学计算机以及各大工程分支和经济管理金融会计等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职位。学计算数学的

可以从事优化建模统计分析类的工作，学物理的稍微一转就可以就挂上岩石物理或者地球

物理，化学或者化工的可以从事下游的炼油和石化类的职位，学计算机的可以找到编程或

IT 的工作。每个公司也都有很多的行政管理会计金融类的岗位，学金融的经常可以找到
油气交易类甚至石油投资的工作。总之一句话，只要你有才有门路有恒心，精心准备和包

装自己的简历，油气工业的大门一定会为你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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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学可能虽然不在石油地科专业，但研究课题已经和油气项目挂钩了，那这就是

个很好的基础，可以为后续的职业发展作为铺垫，建议多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联系。有

些同学可能觉得自己现在专业就业面窄，或者跟导师相处不融洽，想换石油工程希望以后

能找到好工作，这样的案例也很多。建议和相关专业的师兄师姐实现联系一下，以了解各

院系的招生情况及导师人品和水平，再做决定。

暑期实习

就读石油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每年暑假都会争取机会去工业界实习，好在以后争取全职

机会的时候多一些竞争力。实习这一块，其他非石油地科专业的国际留学生相对来说机会

要少点，主要因为这些公司的非石油技术类的实习岗位一般只对公民和绿卡开放，而且招

聘的学校网点也比较固定，这跟各大公司高管来自哪些学校很有关联，另外招聘活动地域

性很强，这涉及到招人的差旅费用问题。休斯顿周边的大学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排名

不是很靠前的休斯顿大学各大理工系的国际留学生在行情好的时候都可以轻松找到不错

的实习。但也不是说不在德州，不读石油地科的留学生就没有实习机会了。全球油企老

大 ExxonMobil 的 Upstream Research Center 每年都会招一定比例的来自各大名校各个
专业的国际留学生，他们看重的是这些学生的潜力和创新能力，来为他们的科研机构注

入新鲜活力。但是实习归实习，ExxonMobil 的实习生之后转正的比例之低那是“臭名昭
著”的，即便 return offer 的机会也不是很常见。如果作为国际学生在实习之后有幸拿到
return offer 或者 full time，那么恭喜你，你是强者中的强者。作为非石油地科类的理工科
学生，其实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各大石油技术服务类公司 (业界称为 service company)，如
四大服务公司斯伦贝谢，哈里伯顿，贝克休斯（已和哈里伯顿合并），威德福，还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技术服务公司，他们对技术类人才的渴求程度远远超过石油公司（业界称为

operator）。我建议大家把自己的简历好好更新，加入一些服务公司常见的技术关键词，然
后上载到各大服务公司的人才库里，说不定就有惊喜。我就听说过好几个没有申请就接到

服务公司邀请面试并最后拿到 offer 的案例。
那么如果你通过某种渠道进入到油气公司做实习，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当然

是展示你的技术实力，把所分配的项目课题出色的完成，证明你的教育背景和项目经验兼

备。第二，你需要尽可能的找机会以合适的方式广播你的项目进度和一些有创意的思路，

不要太过低调，埋头干活。一般公司会安排你做几次项目汇报，好机会要抓住了。第三，

尽可能多的接触上上下下的各级员工甚至管理层，口语平时要多练，美国文化也要多了

解，这样好在喝酒喝咖啡聊天的时候有一定的话题可以唠嗑，别以为闲聊不重要，这是最

好的加深了解的方式。第四，在工作中（全职也一样），要做到以下几个 P，即”Passion,
persistence, positive, professional, and partnership”，下面详细解释一下：

Passion: 充满激情地开始每一天，做好每一件上级交给的任务，哪怕是一些琐碎的活。
Persistence: 项目中遇到困难，不要放弃，多交流多请教，难题总会解决的。
Positive: 公司不管大小都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是体制，或者是人员，遇到不顺心的

别四处抱怨，抱着理解万岁的态度，正面积极的迎接挑战。

Professional: 职业素养当然不能缺，从着装到言谈举止，到项目进度报告，一切都要
做到尽善尽美，不要把自己当学生。

Partnership: 项目不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是一个团队的项目，你或许只是其中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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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所以要上下沟通，建立自己的人脉，适当时候要舍得分享自己的 credit。
如果你在实习中做到了以上几点，给公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那么来年回来做实习或

者申请全职的机会会大增。

全 工作

在美国全职工作要比暑期实习要正式的多，公司也会更 seriously 地对待，毕竟这是
一个长期的契约，还有诸多劳工和移民法律的制约。话说咱们辛辛苦苦地读完本科又读完

了研究生，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最后还是要找一个单位就业啊，不管是在学校做教职，

还是去工业界做职员。那么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更好地

胜出呢？我个人认为，你所在的圈子很重要。别的圈子我不了解，但石油地科这一块圈子

就是那么点大，要想融入石油工业界，尽早接触行业人士和专家，多方交流，保持紧密联

系是最好的方式，因为首先你要知道哪里有适合你的空缺，才能有的放矢地去申请这些职

位。油气公司招人面试不是看你 GPA 有多高，文章发了多少，很多时候就是看你是不是
适合公司的文化，是不是善于交流，公司会认为自己内部的员工推荐的人会更好的符合这

些标准，所以内部 refer 是个很好的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social network 的重
要性。透露一下，我当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拿了物理硕士学位回北京找工作，也是经历了一

段时间的痛苦北漂，摸不到门路，最后还是通过好几层网络关系拿到了斯伦贝谢北京地球

物理中心的面试机会，当然我也没有让我的推荐人失望，成功锁定了职位并且做得很好，

并于 2006 年底曾被评为公司十大最佳员工。
全职工作有时候可能不能一步到位，大公司的职位就那么多，留给国际学生的就更少

了，可以先在一些中小型的技术服务型公司落下脚，然后积极的申请绿卡，解决身份问题。

一边积极的参与各种职业人士社交活动，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开辟新的天地。

最后我衷心希望每一位在外留学的科大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理想的发挥本领的舞台，成

为学术界或工业界的顶尖人才，真正做到“明日科大以我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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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实用网站链接

这些网站是经由手册编委推荐，结合 BBS 置顶帖整合而成，可能存在疏漏，欢迎指
正。

11.1.1 申请

http://www.1point3acres.com/bbs/
一亩三分地论坛——内容：留学生申请细节、在美国的生活工作情况；包含各个学校

的师兄师姐写的一些学校情况，大家在网申中的问题也会在上面发帖讨论，还有申请的结

果汇报。特点：种类多信息全。

https://www.applysquare.com/zh-cn/home/ （提供排名及录取要求查询）

http://www.thegradcafe.com/ （可以查到什么时候发了什么 offer）
http://www.chasedream.com/ （这个主要是商学院）

http://www.dongxuexidu.com/ （东学西读）

以上网站提供申请与 offer 查询。

www.usnews.com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这个网站每年 8 月份左右会给出一个全美大学排名，很详细

也很有影响力，基本上申请者都会参考这个网站的排名。

申请过程中各大学校的官方网站也是很重要的资源，大家要多多关注；申请过程中各

大学校官方网站很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要再次强调一下：申请过程中各大学校官方网

站要多多留意。

此外瀚海星云 BBS 以及清北复交南等各大高校 BBS 也是出国过程中不错的经验交
流网站。还有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可以参考，例如如下几个微博账号：“无老师”“美国大学

百科”“TOEFL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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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http://bbs.gter.net/ （寄托天下留学论坛）

http://www.gter.net/ （寄托天下网，上面有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帖挺不错的）

http://www.sharewithu.com/ （尚友留学）

http://kecheng.xiaoma.com/ （小马留学课程）

http://www.taisha.org/?source=baidupinzhuan （太傻网留学 DIY 社区）
以上这些网站主要是可以在准备托福和 GRE的时候使用，上面有很多英语学习资源。

11.1.3 国外生活

https://www.craigslist.org/about/sites
Craigslist——美国的大型分类广告网站，包括租房、找工作、二手交易等。由于该网

站鱼龙混杂，交易时需谨慎。

http://cn.dealmoon.com/
Dealmoon——北美省钱快报，搜集的折扣信息比较全面，但是信息里常玩文字游戏，

下手前需三思。如果经济拮据，等有好的折扣时再买衣服包包、加油卡时还是能省不少钱

的，申请好的信用卡时开卡 bonus、cashback 和偶尔推出的各种 deal 也相当可观。
各个学校的 CSSA 新生手册也是获得相关信息的一个方法。手册每年均会更新，搜索

获取时请注意最后修订的年份。

11.1.4 申请 有用的网站

http://www.abcdv.net （德国留学及生活）

http://bbs.xineurope.com （战斗在法国）

http://bbs.gogodutch.com （战斗在荷兰）

http://www.kina.cc （欧中家-欧洲华人及中国留学生之家）
http://bbs.nju.edu.cn/file/S/superphoenix/LSFF.htm （百合飞跃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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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科大各地校友会通讯录

为保护校友隐私，请发送姓名、学号、院系、留学学校至 fly.ustcaf@gmail.com 索取
所需校友会的通讯方式。

» 目前设有校友会的地方，可能包括但不仅限于：

â 中国：

香港 天津 安徽 北京 重庆

福建 广东 广西 贵州 河北河南

湖北 吉林 江苏 内蒙 四川

上海 山西 陕西 广东深圳 安徽芜湖

广东珠海 辽宁沈阳 山东济南 辽宁大连 江苏常州

江苏苏州 江苏无锡 浙江杭州 福建厦门

â 美国：

南加州 北卡罗莱纳州 大底特律地区

费城 明尼苏达 犹他

大圣路易斯地区 波士顿地区 匹兹堡地区校友会

华盛顿校友会 硅谷校友会 休斯顿校友会

达拉斯校友会邮件组 南加州校友会邮件组

奥斯汀校友会邮件组 马里兰和华盛顿特区校友会邮件组

亚特兰大校友会邮件组 芝加哥校友会邮件组金融界校友会邮件组暨华尔街校友会邮件组

纽约校友会 石溪分校校友会 伊利诺伊大学校友会

普渡大学校友会 耶鲁大学校友会 克莱梅森大学校友会

康奈尔大学校友会 威斯康星大学校友会

â 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滑铁卢

â 欧洲：CERN 等

â 日本校友会

â 非洲

â 新加坡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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