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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市价要当心

澳大利亚开放边境已有 1 个多
月，随着线下课程的恢复，不少留
学生已陆续返澳完成学业。但在此
其中，一些海外学子却碰到了烦心
事——租房骗局。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澳洲
租房骗局”的帖子并不鲜见，其中的
诈骗套路也大致相似。不法分子先在
租房软件上发布租房信息，房源通常
地处市中心，但租金远低于市场价，
屋内装修时尚宜居，通过“物美价
廉”的房源引诱留学生咨询。之后，

“房东”会非常热情、及时回复所有信

息，但会以“自己不在本地”为由无
法带领学生去实地看房，通常会要求
学生先付款（或付定金），之后再邮寄
房屋钥匙。

骗局并不复杂，不法分子利用留
学生急于找房的心理和缺乏租房经验
的漏洞来实施诈骗。来自蒙纳士大学
本科二年级的中国留学生 Nancy （化
名） 前不久就差点中招。此前，她在
国内上了一整年网课，去年底接到蒙
纳士大学的返澳计划申请后，在今年
2 月中旬到达墨尔本。虽然已经大
二，但这是她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

在当地某APP上找房时，她就遇
到了类似的骗局。“‘房东’让我先转
钱，之后寄给我钥匙，定金是1000澳
元，当时我很喜欢这套房子，差点就
转了。最后之所以没转钱，是因为那
天卡里的钱不够。”

冷静思忖过后，Nancy 心里犯了
嘀咕。“对方说没法先看房，只有照
片。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提出要看房
产证，之后‘房东’就不回复了。”回
看整个过程，她庆幸自己那天“钱不
够”，“不然我就直接转钱了，那间房
子的确看起来干净又温馨，价格又合
适，对于留学生而言是很好的选择。”

实地看房很重要

Nancy 最终识破了骗局，但也有

留学生没那么幸运。一些学生在社交
媒体上留言，讲述自己或同学遭遇租
房诈骗的经历，被骗数额从几百到几
千澳元不等。而绝大多数学生在被骗
后选择“认栽”，“吃一堑长一智，毕
竟还能找回这笔钱款的几率太小了。”
一位中国学生在留学论坛上留言说。

“留学生在海外被骗最多的，恐怕
就是租房了。”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的
谭睿（化名）苦笑说，“有些留学生不
谙世事，加之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也
不了解，就有可能上当被骗。”

周克蕙是美国河滨市的一名资
深地产经纪人。针对美国发生的中国
留学生租房被骗事件，周克蕙认为，
学生希望寻找租金较便宜的房子，但
因着急租房甚至在还未实地看房的情
况下便要做出决定，这就很容易受
骗上当。

“不法分子没有租房钥匙，一般
情况下，只要提出去现场查看租赁住
宅，骗子往往就会借故避开。”周克
蕙说。

“以英国为例，正常情况下，每一
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租房中介，可以提
供相关服务。对留学生来说，租房一
定不要过早给钱，也不要过早地将护
照、学生签等相关信息提供给房东。”
谭睿建议，留学生还是尽量住学校可
以提供的学生公寓，或者在当地正规
的租房网站上寻找房源，寻求专业、
正规的租房中介服务。

让我汗颜的是，接触的外国人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了解的本国文化太
少了。我会的他们也会，我懂的他们也懂，每次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人”
之后，后面便没有了下文。面对我的血脉、我的传承，我竟然讲不出更多
可以介绍的东西，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人在异国他乡，有时反而对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感触更深了。后来我
慢慢明白，很多我习以为常、甚至沉浸其中还未意识到的中国传统、中国
习俗、中国文化，恰恰塑造了我的民族身份。举个简单例子，在国内的时
候我不爱喝茶，觉得过程繁琐，还不如捧一杯奶茶来得快乐。但当后来出
国读书，我同法国朋友在一起喝茶时，我沏茶、奉茶、品茶的全过程都令
他们觉得惊奇而有趣。“这沏茶的艺术太棒了”，法国朋友夸赞道。那时我
有了很强的自豪感——这是一种传承中国文化的自豪。我意识到，留学生
自身原本就是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渠道，我的一举一动，或许也将影响我
周边的外国朋友对中国的印象。

多元文化的交谈

我曾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镌墨留香展厅做过设计，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
之一，灵感来源于碑林石刻的字体。这个设计应用了碑林字体作为符号，
制作的材质为镜面卡纸，这种卡纸在灯光照射下，文字会在墙面和纱面产
生字体剪影的重影以及字形反光，众多字体悬挂其中，光影交错，字晕叠
嶂。字体从平面变得立体，视觉上的光影感受就变得异常丰富。我想通过这
些符号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如果把它们整体比作碑帖历史，我们努力关注
与学习到的也可能只是其中一瞥，要始终保持求知欲，要谦虚，要敬畏。

在国外学习设计，有时会碰到“文化符号”间的差异甚至是冲突。大
家整体上都在努力表达，渴望被认同。不同文化间出现冲突主要是因为误
解、互相不理解，解决误解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还是要用大家都能听得懂
的话来表达。

很多时候文化并非是共通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会使不同的
人对相同的事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甚至误解，这需要从历史、文化、制度等
多方面作出解释。我相信文化是有力量的，设计正是在放大和展示文化本
身的力量，并通过作品让人感受到这种力量，人与人的感受是相通的。

于我而言，设计、文化、艺术都是时代的史官。作为设计师，我们的
工作就是把当下的感受再重组，然后表达出来，把那些我们深刻的、特别
的、喜爱的感受放大，再融入作品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参与者、创造者。或
许，下次我们看见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时，可以暂时停下匆忙的脚
步，做一次和这个时代、和多元文化的交谈。

（作者系法国布鲁高等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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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种类有哪些

汪子琦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建
筑学院攻读高级建筑设计理学硕
士学位，去年她获得了该专业学
术奖励类奖学金。“我的奖学金是
和录取通知书同时发放的。”汪子
琦说，“据我所知，去美国留学，
中国学生可以申请的奖学金有多
种类型。有的奖学金依据学生申
请前的学术表现发放，比如研究
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这些奖
学金不需要同学们再做额外的工
作，可以用来免除部分学费。除
此之外，还有需要完成研究工
作、教辅教学等任务后颁发的助
学金。”

记者梳理信息发现，不少国
外高校的奖学金都通过减免学费
的方式发放给学生。在韩国，就
读于成均馆大学经营专业的刘畅
在这学期拿到了“外国留学生成
绩优异奖学金”，减免了 50%学
费。“中国留学生们在韩国可以申
请多类奖学金。”刘畅说，“第一
种是学校奖学金，包括学术奖励
类和助教工作类奖学金；第二种
是政府奖学金，比如针对硕博留
学生提供中韩两国教育部签约的
国费奖学金，针对艺术院校学生
有特定的奖学金；除此之外还有
韩国财团奖学金，种类繁多，每
个学校情况不一，可以在校内官
网上确认相关信息。”

记者了解到，有的国家院校
还有专门面向中国学生的奖学金
项目。“在爱尔兰，各院校提供的
奖学金丰富，其中爱尔兰爱心奖
学金是专为中国学生设置的。”爱
尔兰教育推广署教育顾问赵晓迪
介绍说，“爱心奖学金是由爱尔兰
教育推广署发起，通过学费减免
的形式提供奖学金。除此之外，
还有爱尔兰政府奖学金、各高校
奖学金等，中国留学生可以直接

联络相关院校或机构，以获得更
详细的资料。”

学术表现是关键

奖学金是对学生优秀表现的
认可，对在校学生而言，学习
成绩是奖学金的重要评定标准。
翟若阳在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
攻读生命科学与健康方向博士，
他拿到了由法国政府发放的奖
学金。

“在参加该项奖学金的名额选
拔时，学生在校分数和研究课题
的影响力是重要参考因素。”翟若
阳在回忆自己的奖学金申请经历
时说，“选拔过程分为档案筛选、
面试及课题答辩环节，对学生成
绩排名有明确要求。”

“答辩对科研口语的要求较
高，还考察同学们对课题的掌握
程度。这就要求申请学生的理论
知识足够扎实。”翟若阳表示，留
学生平日里可以多训练自己的讲
解能力，尽量做到深入浅出。“科
学研究很重要的一步是如何让大
众了解你的课题，同时，对于中
国留学生而言，科研外语的表达
能力是需要提升的。”

汪子琦能在研究生录取时拿
到奖学金，离不开她本科期间优
异的学术表现。“我在收到录取通
知书和奖学金之后，再次收到了
系主任的视频会议邀请。”汪子琦
说，“系主任告诉我，他们对我本
科期间的项目印象深刻，认为很
多想法十分有趣。我想，拥有具
备竞争力的学术能力是他们给我
奖学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留学期间如何取得优异
的学习成绩，刘畅深有感触。“课
堂表现很重要，上课时要积极和
教授互动，很多教授都欣赏热
情、认真的留学生。另外，我在
平时的小组作业中和韩国同学们
合作完成任务，也能够学到新的

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这也帮助
了我适应国外学习环境。努力是
必不可少的，付出的多少最终都
会体现在成绩单上。”

综合实力不可缺

除了优异的学术表现，奖学
金还需要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
包括校内外活动、实习、比赛，
等等。想要获得奖学金的同学，
不仅需要在学习上发力，也要注
重提升综合素养。

“在申请研究生时，我的课外
经历也对拿到奖学金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课外经历能让学校
更加全面地了解申请学生，本科
阶段，我在完成学校日常课业的
同时，还参加了不少课外竞赛，
积累了工作实习经验，并获得了
相关奖项。”汪子琦说。

除了丰富的课外经历，汪子
琦补充道，申请入学奖学金时一
份好的文书也不可或缺。“申请文

书既是学生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规
划，也是学校考量学生是否符合
项目期望的参考。申请时，学校
会问我为什么想申请这个项目、
进入这个项目后的具体打算，而
这些在文书中也会有体现。”汪子
琦建议，文书中要清晰、明确地
体现自己的目标，并通过事例展
现学生较强的行动力，这对获得
学校的认可更具说服力和竞争力。

“我想提升综合竞争力，在明
年春季申请更多类别的校外奖学
金。”因此在这个学期，刘畅参加
了更多校园活动。“比如加入社
团、学生会，在活动的过程中既
收获了乐趣，也丰富了经验。既
然来到国外留学，就要尽可能多
去接触当地文化，和同学多多交
流，利用好学校的资源。”

“‘守得云开见月明’，有时
短期努力或许不见成果，但不要
气馁，也不要放弃，付出终会有
回报的。祝愿每一个留学生既有
梦想成真的幸福，也有不期而遇
的美好。”汪子琦说。

留学时，奖学金不仅
可 以 减 轻 家 庭 的 财 务
负担，也能为同学们的
履历增光添彩。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求
学时有哪些奖学金可以申
请，需要达到什么条件？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获
得奖学金的同学，一起来
听听他们的经历和体会。

留学逐留学逐梦梦，，
奖学金攻略请查收奖学金攻略请查收

本报记者 周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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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的迷惑

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在大学期间就曾尝试做设计，学业深造时仍
继续选择了设计这条路。设计做得还不错，就有了成就感，有成就感就会
喜欢上设计，喜欢上了便能继续做下去，仿佛自己冥冥之中就该如此。

初来法国时，这里的一些人与事多少打破了我之前的幻想，如同患上
了“巴黎综合症”。但渐渐地，当我了解到一些法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后，我同样感到意外——原来我们相隔的不仅仅是十多个小时的航程，还
有滞留在思想深处中的一些词汇变成现实的距离，这多少让我感到一些冲
击。随着语言逐渐适应，我意识到，直接有效的表达非常珍贵，对于彼此
间交流和相互理解尤为重要，这也在之后贯穿于我的设计理念之中。

相信对于所有留学生来说，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都会有适应阶段。
“我是中国人”“我和法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的区别在哪里？”这些
看似简单的问题，我竟然给不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

陈伟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镌墨留香展厅设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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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在成均馆大学校庆
活动中。

▶汪子琦在康奈尔大学校
园内。

留学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