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GRATS & WELCOME！您已经找到了 Rhodes College 的中文页面！

Rhodes College 拥有一个兼容性极强的多元化校园，并积极吸收来自世界各地

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多元的文化氛围中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Rhodes College 欢迎来自中国的优秀学子，为此我们愿意为

您打开 Rhodes 的中文世界，提供实用有效的生活信息。 

 

到达 Rhodes 之前的准备工作 （Life before Rhodes） 

 飞行旅程 

 带什么来？ 

 穿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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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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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 给您的生活 (Life after Rhodes) 

 国际学生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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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Rhodes 之前的准备工作 （Life before Rhodes） 

1. 飞行旅程 

首先，在您熟悉的航班预定网站提前预订好机票。根据经验，（1）预订机票越早

越容易拿到大折扣的票价 （2）转机次数越多的机票越便宜 （3）尽量选择靠过

道的位子，起身走动较为方便 

孟菲斯国际机场开通了多条包括来自阿姆斯特丹在内的直达航线。此外，从中国

进入美国的转机航班，可以选择自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底特律，亚特兰大或

迈阿密等城市入关。 

 

接下来，接机。Rhodes College 会安排人员在孟菲斯国际机场欢迎国际新生到

来，并接送国际新生至 Rhodes College。如果您的航班比适应周（Orientation）

提前一天到达，您需要在预订机票时一并预订好抵孟菲斯当夜住宿的酒店，

Rhodes College 接机人员会护送您到酒店，第二天早晨会接送您到 Rhodes 

College 校园。 

 

Quick notes (注意)： 

 1. 打包行李时请留意拖运行李是否超重（行李超重会受到航空公司罚款！）。具

体事宜查询对应航空公司官方网站 

 2.最好随身携带一个小包，用来存放护照和 I-20 表格等重要文件，因为过关的

时候这些文件会被反复要求出示。小包里面再装一只笔，在入境飞机降落之前会

被要求填报关表格。 

 3.飞机上会提供毯子和小枕头，但如果怕冷请从行李箱子里拿一件大衣出来御



寒备用。 

 4. 抵达孟菲斯之后如果感到口渴，无需寻找商店买水，仅需扭开任意水龙头—

—这里的 tap water 是可以喝的！ 

5.做好准备成为骄傲的 Rhodes 人——第一眼 Rhodes campus:惊艳！ 

 

2. 带什么来 

 

首先，当然是您的护照和 I-20 

 

接下来，一些生活必需品 

枕头（标准），被子，床单（两米乘以一米）  

毛巾 

驱蚊水 

洗漱用品 

衣服 

电脑（请自行决定在国内或者美国购买, 美国购买可剩去电源插头转换事宜） 

转换插座 

自己喜欢的零食（请注意肉类不能带过海关） 

 

Quick notes(请注意)： 

此列表仅供初步参考，许多物品（包括一些以上所列）可以抵达孟菲斯再进行选

购。国际学生到校之后几天以内会有机会乘坐学校安排的巴士去一个大规模并且



比较齐全的超市（Target）买生活用品，那时可以查缺补漏，并且买 laundry bags

和 detergent（美国的洗衣用品）.但洗漱用品建议直接携带过来，因为去超市之

前的几天里您是需要刷牙的。 

 

3.穿什么来？ 

实际上， Rhodes College 很自由, 不存在穿着要求， 

 

在您到达学校时，八月份天气还比较热，阳光会很晴朗。轻便的短袖可以穿一段

时间，然而最好备有几件薄外套，室内的冷气有时会开得比较足。孟菲斯纬度较

低，多为温暖的天气，然而冬天偶尔有几天比较寒冷，所以带一件较保暖的羽绒

服来是很有必要的。 

至少要有一套正装。女生便是连衣裙，不要太随意的样式，但也不要太古板；男

生就是西服。这套衣服在开学之初签署 Honor Code 时要穿，以后若遇到较正式

的场合，正装也是必备的装备。 

 

 

 

 

 

 

Rhodes 的精彩世界（Life in Rhodes） 

 



生活 

 

1.住宿。 

大一大二学生必须住在学校住宿。到校之前您会收到来自学校发给新生有关住宿

信息的邮件，其中包括一个室友选择表格。您会被问及您的性格，习惯以及生活

方式，学校会根据您的信息帮您搭配选择室友。来到学校之后您会发现您的室友，

尽管跟您有着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他/她的某些小习惯会跟您惊人地相似！ 

来到学校之前，您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确定室友的邮件，通知您的寝室号码，

电话号码以及室友的联系方式。这样您便可以提前和室友联系，比如一些生活用

品比如冰箱微波炉可以多人共用, 可以同室友商量哪一方提供什么，避免重复购

买浪费的麻烦。 

 

2.饮食 

学校拥有两个饮食中心：Rat 和 Lynx Lair。另外，图书馆的 Middle Ground

中有一个 24/7 的星巴克，校园各处的自动售卖机提供饮料和小吃。 

 

 

订餐计划 （Meal Plan） 

  您可以选择一周在学校享用每周 15 餐或者 21 餐 (若住在 East Village 可选择

7 餐，EV 为高年级学生寝室)。订餐计划需要在开学前与寝室信息通过网页一并

填好上交。Rat 为自助餐厅，Lair 为点餐餐厅。每次在 Rat 刷一次卡记为 meal 

plan 中的一餐，在 Lair 消费六元以下一次也记为 meal plan 一餐。若一周内不



能完成订餐计划的定额，本周剩余餐费将不予退还，并从下周开始重新计算。此

外，每张学生 ID card 内存有 100 美元”bonus bucks”可以在 Lair 消费，用于购

买订餐计划之外的食物。 

 

 

3.购物 

学校会在一个学期内分多次组织国际学生去综合性超市 Target & Wal-mart 购

买生活以及学习用品。这样的 shopping trip 一般将在小假期之前，比如春假，秋

假等。因为学校在这样的假期期间只提供有限的食物，所以放假之前会带学生出

去买够充足的储备。孟菲斯有一些商场(比如 Wolfchase at Germantown)提供美

国流行品牌服饰，但距离学校较远，出于安全考虑需要大家结伴搭车同去。 

 

4.银行账户和信用卡 

借记卡和信用卡在美国普遍接受。开学之初会有银行代表赴学校，帮助每一个国

际学生办 Suntrust 银行的借记卡并且回答其他相关问题，方便在美国生活出行

使用。校内提供 Suntrust 提款机。  

 

建议在国内申办一张国际信用卡，以便支付大额费用（如回国机票）。 

 

支付学费时可以选择电汇或旅行支票等方式。因为各地电汇汇率和银行政策不同，

请根据自己当地的银行政策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旅行支票（美元）是一种安全

的转帐方式，当持有您本人的护照时，旅行支票几乎可以被所有地方认可。 



 

5.社会安全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个号码不是必需的，但是当您申请并获得了 Rhodes 的 work study 职位时便

需要它了，因为您需要有此号码才能在美国境内合法工作。办理社会安全号需要

护照，I-20 表或 IAP-66 表，I-94 表，并必须获得工作的证明和国际生办公室证

明您是 Rhodes 全日制学生的确认函。不用担心，当您需要办理的时候学校会帮

您准备您需要的文件，您只需要跟从指导一步步完成便可以了。 

 

6．健身 

Rhodes 的露天游泳池和健身中心对 Rhodes 的学生是免费开放的，健身中心的

健身器材齐全，学生可以利用 Rhodes 良好的健身资源加强锻炼。冬天游泳池会

罩上一层黄色的保温布以供暖。 

   

7．交通 

从美国其他各大城市乘公共汽车到孟菲斯市较方便，但所需时间较长，可能是几

个小时或者几天。 

 

8．驾照 

如果持有 F 或 J 的签证，便不需要用社会安全代码去申请驾照。但护照，I-20 是

必须的。在美国申请驾照必须先通过笔试(Knowledge Test) 拿到驾驶学习证

（learner＇s permit）,并在驾驶学习证有效期(一年)内完成路考(Road test)。 

 



9.网络 

校园内由无线网络覆盖，并提供电脑维修服务。 

 

10. Campus Safety 

这是学校里最可爱的一群人。您会经常看到穿着制服的他们开着小车在学校里转

来转去维护治安。您的钥匙丢了，如果您的 RA（后面会讲到）不在，Campus 

Safety 可以用他们的万能钥匙帮您打开门。如果您想要睡觉但您的邻居却在房

间里旁若无人地开 Party，给 Campus Safety 打电话，很快就有一个膀大腰圆的

大叔或者大妈来帮您摆平噪声。当然，如果您喝酒（在美国，21 岁以下引用酒

精饮料是违法的），他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把您抓起来。 

他们的办公室在校外教堂西边。丢失了东西的同学一般可以去挂失或者认领。 

总之，Campus Safety 里的大叔大妈真诚地为我们维护着校园的治安秩序，他们

万能而热心，有事尽管找他们！ 

 

http://www.rhodes.edu/campussafety/ 

 

11. Residence life 

空调坏了？卫生间的水龙头拧不上？诸如此类的问题，给 residence life 打电话！ 

 

http://www.rhodes.edu/campuslife/1482.asp 

 

 



学习 

 

1. 荣誉守则（Honor Code）  

  “作为 Rhodes 集体的一员，我保证自己将不撒谎，欺骗或者偷窃，并将报告

我可能目击的此类行为。” 

 Honor Code 作为所有 Rhodes 人的生活守则，帮助保证了每个学生的个体诚

实，同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并且诚信道德的学习生活环境。 

 每个学生入校时需要跟随学校安排，着正装在教堂内签署 Honor Code，保证在

Rhodes 学习生活的四年中做到守则要求的三条。 

  

 荣誉守则与您的学习生活 (Honor code and your academic life) [take the 

translation below into a link from here, because the content is too long] 

 

剽窃是很严重的错误行为。它可以是未曾说明想法来源便使用他人的想法或者是

试图使别人的成果被当成是自己的。不要低估了您的教授。他们对于现今的学术

成果非常熟悉并且对于其它以网页和“学习帮助”的形式出现的信息也有所了解。

而且，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教授们会逐渐了解您的写作风格，技巧和写作潜能。

所以他们通常可以判断一篇文章——或者一篇文章的部分——是否为您所写。因

此，您的剽窃行为很有可能被您的教授发现并报告给荣誉委员会。其后果可以严

重至当事人被开除出校。 

 

 



在荣誉委员会的听训中，学生经常辩解说他们并不知道何时必须注明征引的来源

而何时可以简单的直接使用信息。这部分内容讲着重讲述何时需要注明引用而何

时则不必如此。 

1. 勿需征引 

以下的信息在写作时不需要注明来源： 

• 您个人经历或者解读 

• 您的观察所得 

• 可以从多种大众渠道获得的普通知识。（比如，“美国内战是从 1861 年内到 1865

年。”）如果您不能肯定该信息是否“普通”，请咨询您的教授或者提供信息来源。 

2. 需要征引 

很多时候您必须对写作中使用的外来信息注明来源，否则会被视为学术剽窃。不

同的系和学科（比如心理，英文，生物，戏剧等）可能有各自独特的征引规则，

但是最基本的准则都是相同的：大致来说，不管您是在何种语境中读到或听到这

个信息，也不管这个信息的主人是否是您的同屋，某位学者，您的教授，或者任

何作者，只要已经有人说过或者写过这个想法，您都必须注明它的出处。有些时

候，您甚至必须做额外的研究以确定这个信息的原始出处。以下所列可以大致告

诉您何时需要注明来源： 

• 从已出版或者未出版的资料中引用的语句 （比如，学术文章，经典文本，网页） 

• 您所转述的或者阐释的文本和想法，包括文章，书，教授演讲，阅读过的材料，

评论或者摘要的概括或者部分。这些列出来的例子并不能穷尽所有情况。任何时

候，只要您有使用和征引的疑问，都请征询您的教授的意见。 

• 数据资料或者信息。包括数据，图表，投票，和调查结果等。 



关于征引的格式，请参考前一章征引部分或者咨询您的教授。请谨记，任何时候

您有此类疑问，请和教授商量，或者选择稳妥的做法——注明来源。 

学术诚实：何时引用和何时转述 

 

1.引用 

 

2.转述 

一般来说，您只有在需要分析或者强调原句的时候才需要直接引用。如果所引材

料的语言本身并不紧要，您可以转述。 

1. 引用 

具有以下特点的文本需要直接引用而不是间接转述： 

• 语言上具有明显的结构特点（比如，反复，排比） 

• 深奥的或者极有特色的语言和选词 

• 不易被转述的语言 

• 语气上有重点（比如：讽刺，反讽） 

 

2.转述 

如果一个文本或者资源并不具备以上特色，但是您想在自己的文章中加入其中的

信息，这时您可以转述。这是人们常常被发现有问题的地方。任何时候您转述，

您也必须注明出处。 

一般来说，如下情况您应该转述（而不是直接引用）： 

•  所用的信息需要概括。 



• 文本本身的形式（用词，语气，结构）并没有重要影响。 

• 这段材料本身有太多无关的信息。 

关于转述，有很多特别的，被广泛采用的规则。请遵守每步规则，避免与原文段

落过于相似的行文，不然可能遭到剽窃的指控。 

确认这个句子或者段落中哪些是对您的论点有用的重要因素。 

改变用词。 

改变句子结构。比如，改变从句的位置，创建新的排比，或者把句子从被动式转

成主动式。 

保留基本的年代顺序和原文中主要想法 

根据您的教授要求的引用格式来书写 

例子 

 

原文 

 “剽窃的种类”  学习中心，2007 年 8 月 17 日最后登入 

www.plagiarism.org/learning_center/types_of_plagiarism.html 

“任何一个写过或者批阅过论文的人都知道剽窃很多时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

题。剽窃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有的时候并不清晰。学着认识剽窃的众多种类，

特别是那些模棱两可的情况，是帮助我们有效杜绝此类行为的重要一步。很多人

认为剽窃是‘复制’或者‘借用’他人的作品或者是他人首创的想法。但是像‘复制’和

‘借用’这样的词汇常常掩盖了此类错误行为的严重性。”（剽窃的种类） 

 

一个很好的转述 

http://www.plagiarism.org/learning_center/types_of_plagiarism.html


根据 plagiarism.org 的说法，写作论文的学生和教授们都明白剽窃也具有灰色地

带。很多时候很难决定在什么时候研究实际上已经构成剽窃。如果您能对剽窃可

能有的广泛形态有所认识，您就可以更好的防止此类问题。很多人认为借用或者

复制他人的语句或者想法是构成剽窃的。不能正确认识到这种剽窃行为是更大的

问题。（剽窃的种类） 

一个合格的转述 

因为剽窃的情况很多，常常不仅仅是借用或者复制，所以学生应该使他们自己对

于学术研究和剽窃的规定更加熟悉以避免此类错误。（剽窃的种类） 

不合“任何一个写过论文的学生或者批阅过论文的教授都知道剽窃很多时候不是

一个非此即彼的情况。剽窃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有的时候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

么清晰。学着认识剽窃的不同种类，特别是那些模棱两可的情况，是帮助我们有

效杜绝此类行为的很好一步。很多人认为剽窃是‘复制’或者‘借用’别人的文本或者

是他人的想法。这样的词汇常常会混淆此类错误行为的严重性。”（剽窃的种类） 

格的转述=剽窃 

请谨记，即使在一次不合格的转述后您注明了材料来源也不一定可以使您逃脱违

反荣誉守则的指控。您不可以将引用和转述穿插使用：您必须或者选择合格的转

述或者选择引用，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您都必须注明您的资料来源。 

 

2. 选课 

做好咨询辅导员(academic advisor)的准备: 

做一个学习的规划 

Rhodes 开设 1000 余种的课程,您将选择其中 32 门课以满足毕业的学分要求. 



课程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您需要让您的每一个选择都体现其价值. 在与辅导员

就关于秋季选课事宜见面之前的准备过程中,试着列出 5-7 门您想在秋季上的课. 

可以先从熟悉基础课和不同专业的要求开始.当您阅读并考虑选择哪门课时,时刻

记住您的优势,兴趣与目标所在. 这些因素应该主导您的选课. 记住不要只是为

了满足要求而去选课. 研究表明那些只是为选课而选课的学生更容易在学业上

挣扎,并且与那些因为兴趣选课的学生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学业表现没有那么满意. 

所以用心选课.如果您还不确定专业,不要担心.很多学生在必须要确定专业也就

是大二之前都没有确定他们的专业. 还有,多数学生都会在本科阶段转换专业.当

您选择课程的时候, 专于两到三门您认为以后会成为您专业的课程会有帮助. 阅

读那些专业的简介和要求并对照自己的兴趣. 记住有少数专业,像化学,音乐和物

理,如果大一不上相关的课,很难在四年之内完成其专业的要求.如果您想选择, 

请务必在这个秋季注册相关课程. 而其他的多数专业都可以等到大学二年级. 

 

当您阅读基础课与专业课要求时,请记住以下几条: 

1. 您的兴趣所在 

2. 您在学习方面的优势与弱势(比如研究,写作,阅读,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您自学的经验( 如果您在这方面的能力并不强,您可能希望每学期结合您短

期与长期的学习目标来选择一到两门课来保持您高昂的学习状态并找到您所

上课程与您本身的联系). 

4. 课程所要求的预备课程或要求同时一起上的课程. 

5. 课程的背景知识. 

6. 课业负担的适度(考虑每门课的阅读,写作和分析要求,并把所有课程综合起来



考虑). 

7. 您对课程要求与学习方式的熟悉 

8. 您的未来计划 

9. 额外的时间保障(比如模拟联合国, 校内工作,体育;这些会如何影响到您的课

业的顺利完成) 

10. AP 和 IB 学分(2009 年的 AP 考试直到夏季末才有,但您可能已经有以前获得

的学分或者估计的成绩. 所以尽量用上那些信息,但记住一旦您获得了某门课

的学分,您可以在 8 月份到学校更改您的选课. 

记住, 您所拟出的课程并不是最终的课程表. 辅导员会在这个夏季到学校时跟您

确定您的选课安排. 

 

阅 读 Rhodes 的 选 课 简 介 , 基 础 课 程 , 专 业 要 求 和 选 课 安 排 可 以 访 问 : 

Rhodes.edu/oradvising. 

 

 

社交 

 

PA 

Peer Tutor 是在开学适应周时负责带领学生熟悉学校以及周边环境的高年级学

生。他们负责带领学生参加适应周的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果相处得好，在日

后的学习生活中也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RA 



Resident Assistant 是分配在每个寝室楼层的高年级学生，负责帮助学生享受有

序的寝室生活，主持楼层会议并说明住宿需要遵循的要求和寝室提供的各项条件。

如果您没带钥匙，您的 RA 会存有您房间的钥匙帮您打开房门，但不要麻烦他/她

太多次哦~ 

 

S．O．S． 

是由多元文化办公室（Multicultural Affair Office）协助的组织，帮助一年级的国

际学生适应美国大学的校园生活。一年级学生可以申请得到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顾

问，帮助自己度过学术和社交方面的过渡期，找到在 Rhodes 的归属感。 

 

S.O.S.的目标 

促进国际新生对校园生活的适应 

减少国际学生在校园整体中的孤立 

帮助国际学生对自己校园生活的掌控能力 

增加国际学生的毕业率 

 

S．O．S.的结构 

每四个国际学生两个学生顾问 

鼓励文化间互动，交流与理解 

校教职员工每月组织专题讨论活动（workshop） 

校友提供有助职业发展的机会，促进专题讨论活动以及提供经济支持 

 



各种校内组织及活动 

Rhodes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组织各类活动的平台，学生可自由组织或参加活动，

培养人际能力。 

 

http://www.rhodes.edu/campuslife/646.asp 

 

 

资源 

 

国际学生办公室 

Barron Boyd 和 Erin Hillis 是国际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负责国际学生的事宜. 在

校学生 Synica Li (RSA) 和其他的 IPA（International Peer Assistant）会协助他

们更好地为国际生服务。我们希望给国际生在 Rhodes 的四年本科学习提供一切

可能的帮助。 

 

Barron：boydb@rhodes.edu 

Erin: hillise@rhodes.edu  

 

 

Life after Rhodes 

 

国际学生毕业了怎么办 

mailto:boydb@rhodes.edu
mailto:hillise@rhodes.edu


 

毕业之后，您可能会决定：1）回到自己的祖国；2）在美国工作；3）继续攻读

下一个学位 

 

1）如果您决定回归祖国，您可以从 I20 文件上的设定日期起在美国境内多逗留

60 天。 

 

2）如果您决定留下来，您可以通过选择性实践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以下简称 OPT）来实现自己的目标。OPT 是一个给予 F-1 学生的暂时性工作许可，

以帮助他们在校外的工作实践中学会应用在校内得到的理论知识。OPT 的总时

长为 12 个月，您可以选择在学习中分别应用这 12 个月的时间，或等到毕业后

一次应用。OPT 的授权是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ICIS，其前身为美国移民

归化局 INS）提供的，一般需要 90 到 120 天来获得。在情况允许的最早时间内

申请获得 OPT 非常重要。 

 

如果您要完成 OPT，您必须保持自己的 F-1 学生身份（OPT 本身即不是也不属

于 F-1 学生身份）。这可能会引起困惑，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参加 OPT 的学

生在其学位上已经毕业了。得到预先选择性实践训练（毕业前的工作许可）的学

生必须要持有一个有效的未过期的 I20 文件。 

 

3）如果您决定继续读书，就向适当的学术机构申请下一个学位的入学许可。一

旦被录取，F-1 学生就需要决定自己开始课程的时间。这个日期一般取决于录取



您的机构的日历安排。申请学生与各学术机构负责人员之间的沟通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