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指南
学 生活
STUDY-LIFE-ENTERTAINMENT-POLICY

指导：
Supervised b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
使馆教育处

Educ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K. 

主编：
Edited by: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

2017 留学

Students Guide 2017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
学 生 学

YIN LUN XUE REN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UK
学者观点 独立思想
Scholar's opinion 

Independent attitude 

学
学

总顾问
Advisor in Chief
王永利 Yongli Wang

策划
Producer

张     岑 Cen Zhang

监制

Supervised by
 王彦村 Yancun Wang     田     波 Bo Tian

编辑
(GLWRU

李东乔 Dongqiao Li 翁苏荣 Surong Weng     郭璐 Lu Guo    应庭萱 Tingxuan Ying

校对
Proofreader

郑高毅 Gaoyi Zheng      杜   桢 Zhen Du

出版
Publisher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

地址
Address

Educ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0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NQ, UK.

Copyright © Educ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您对本刊物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您随时联系我们！
邮箱： contact@cssauk.org.uk

网站：cssauk.org.uk



© Copyright 2017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 版权所有 请勿转载

CSSAUK 2017 Students Guide

剑
桥大学作为全球最知名的学府，一直被全世界学子

所向往。从 1208 年建校至今，剑桥大学以其独特

自由的学术环境，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牛顿、

达尔文、卢瑟福、汤姆逊、麦克斯韦、的布罗意、图灵、

维特根斯坦、培根、罗素、霍金、沃森、拜伦……让剑桥

大学的名字在人类知识的海洋里犹如一枚镶满珍珠的贝壳，

熠熠生辉。而近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是让剑桥大学冠绝

全球大学和研究机构。剑桥大学由三十一的古朴的学员组

成，每个学院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漫步在剑桥小镇上，

穿梭在蕴藏了无尽知识、见证了无数历史的石质建筑之间，

任何人都会沉醉，也许霍金会还与你擦肩而过。

各位留学英国的同学：

  欢迎同学们来英留学。从你们毅然踏上赴英求学之路的一刻

起，也就开启了人生中一段不平凡的旅程。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的开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英国历史悠

久，文化丰富，高水平的英国大学每年都吸引着包括中国学生在

内的大批国际学生，而中国学生友善待人、勤奋好学、成绩骄人，

受到广泛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留学人员是人才

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党和国家关于教育、

人才等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为出国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留学人员成长成才明确了目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更是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提出的更高的需求。 目前在英留学人员

已达17万人。从学历生到留英学者，从公派生到自费生，大家都

是留英学子人才宝库的重要一员。驻英使领馆教育处组一直以 

“留学人员之家”为工作理念，坚持通过各种方式服务广大留英

学子。驻英使馆教育处（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驻

曼城总领馆教育组（www.consulateman.org）和驻贝尔法斯特总

领馆教育组及时发布各类留英学习、生活、安全信息，对留学人

员提供各方面服务和指导；此外，驻英使馆教育处指导的微信号 

“英伦学人”是联系教育处各项信息权威发布的窗口，也请大家

及时关注。希望广大留学生抵英后，及时在网上报到登记，关注“英

公参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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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学人”，以便随时得到各种必要信息和服务。

     驻英使馆教育处每年支持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更新并印制这本《留英生活指南》

发放给留学人员。希望这本《指南》可以对同学们的留学生活有所裨益。

  在此，我衷心祝愿广大留英学子发扬前辈留英学人爱国团结、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

保持进取心态，发扬奉献精神，积极关心并参与各校中国学联工作，互帮互助，共同提高；

珍惜留学机会，努力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主动融入英国社会，为促进中英友好多做

实事，树立中国留学生良好形象，为人生留下一段美好时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公使衔教育参赞

二零一七年八月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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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简介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主要负责中英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和

合作，为中国留英学人提供指导和相关服务。留英学生抵英后，应即

在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组网站上登记注册。驻英使馆教育处网址：	

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

	教育处网站汇集各类与留英学生相关的留学项目申请信息，如：国

家优秀自费生奖学金项目、在海外自费生中选拔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

（2012	年启动）、春晖计划等，鼓励在英符合条件的留学生积极申报；

各教育处、组欢迎广大留学生经常浏览他们的网站，及时获取各种相

关的学习和生活信息。

(图 : 为伦敦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



2

留英生活指南 2017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及领事部（馆） 
联系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EDUCATION SECTION,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地址：50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NQ 
电话：+44 (0)20 7612 0250 
传真：+44 (0)20 7580 4474 
电邮：jiaoyuchu@edu-chineseembassy-uk.org
网站：http://www.edu-chineseembassy-uk.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领事部 
CONSULAR SECTION，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地址：31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QD 
电话：+44 (0)20 7631 1430 
传真：+44 (0)20 7636 9056 
电邮：zj_uk@mfa.gov.cn
网站：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教育组
EDUCATION SECTION CONSULATE GENERAL OF P.R.CHINA 
地址：153 BARLOW MOOR ROAD, WEST DIDSBURY MANCHESTER M20 2YA 
电话：+44 (0) 161 445 4586 
传真：+44 (0) 161 448 9154 
网站：http://www.consulateman.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驻爱丁堡总领事馆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EDINBURGH
地址：55 CORSTORPHINE ROAD,  EDINBURGH EH12 5QG 
电话：+44 (0) 131 337 3220 
传真：+44 (0) 131 337 1790 
网站：http://edinburgh.chineseconsulate.or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馆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ELFAST
地址：MACNEICE HOUSE, 75-77 MALONE ROAD, BELFAST BT9 6SH
电话：+44 (0) 289 068 2499
传真：+44 (0) 289 068 2499
网站：http://belfast.chinese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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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准备
■内衣、袜子（两星期换洗为 适宜）。
■英国的服装搭配选择多样，价格往往比国内还要便宜，因此适量携带喜欢的衣服即可，
日后可以再采购。
■可携带一、两套中国传统（或改良式）服装，在学校举办的国际节或晚宴中穿着。
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可展示中华文化艺术。
■西装和礼服，常使用于学校舞会和一些社会活动。
■英国日夜温差较大，适宜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
■英国降雨频繁且毫无征兆	,	同时会伴有较大的冷风，可根据个人情况携带一件带帽
子的防水户外冲锋衣。雨伞可酌情考虑，因为英国下雨时风一般较大，打雨伞会妨碍
前进，而且多数雨伞都经不起这种“风雨的考验”。

个人衣物

电脑软件及个人电子资料

一般文具用品可在大学内商店、超市和文具店购得，对于专业要求所需的特殊文具用
品可以自行携带。英国文具价钱上下差距较大，一般来说纸制品质量都很好，但是都
较贵，像记事本，活页夹，打印纸之类的应该有计划的节约使用。录音笔也是重要的
辅助工具，如果担心自己英语听力不好，或者是专业知识不熟悉，可以在上课的时候
把老师讲的课录下来，回去后再慢慢研究。英国的老师一般在这方面对于国际学生都
比较宽容。英国面向学生的卖各种学习用具的商店是	Ryman（他们还有发送	DHL	的
服务），此外还有	WHSmith。各大超市也都有自己的文具柜台。像空白光盘（有些
学校可能要求上交一份论文的电子格式，以光盘存储）、U	盘、订书器（staple）、
计算器（calculator）等都可以非常方便的买到。
RYMAN：WWW.RYMAN.CO.UK	
WHSMITH：WWW.WHSMITH.CO.UK

文具用品

电脑在英国大学是普遍使用的学习工具，常用的杀毒软件，操作系统安装盘，专业应
用软件和电脑驱动软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国内购买笔记本电脑带过来，也可以落
地英国后再买英国的笔记本电脑。区别就在于在英国购买的电脑安装的均是英文版本
的操作系统，而且机器型号很多都与国内不同，对电子产品感兴趣或是很有研究的同
学，可以考虑在英国淘这些产品，相对价格公道，质量有保证。如果在这方面不是很
擅长的同学，则 好在出国前准备齐可能会用到的电子设备。同时尽量准备好个人资
料备份，如：写过的文章，重要的电子文档，重要照片和视频等。个人重要资料的备
份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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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个人必需品

日常用品
所有日用品皆可在英国一般商店或者超市买到，有些价钱甚至比国内便宜，因此没有
大量携带的必要，只要带够 初一个星期所需使用的就可以了。如牙刷、牙膏、毛巾等。
想自炊的同学 好准备电饭锅。但如果学校附近有较大的中国城，可以在抵达后至中
国城再买。只不过一般中国城卖的电饭锅价钱稍高，功能较少，只有煮饭和蒸面食。
英国也有很多特殊的烹饪工具，如小型的油炸机，慢炖锅（slow cooker）等，但并不一
定适合中国式烹调使用，要酌情考虑。尤其是	slow cooker，这是一种加热非常缓慢的
锅，炖熟东西通常需要很久，会发生很多电费。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英国人似乎
是不用盆的，一般超市里只卖洗菜用的小盆。所以如果想要洗小件衣物，或者每天睡
前烫个脚的话，就需要去路边印巴人开的小店淘货。英国也没有国内使用的洗衣皂，
勤快喜欢自己动手洗衣服的同学要记得在行李里放上两块。女生的卫生用品可适量携
带，英国同类产品相对粗糙，也没有国内的品牌，如果对这方面有很严格要求的话，
建议多带一些。小饰品也可以带一些，因为英国的审美与国内流行完全不同，而且此
类产品也相对较贵，在没有完全适应英国风格之前，可能完全要靠国内带过来的东西
打扮自己。化妆品和护肤品则没有这些问题，英国的化妆品和护肤品种类繁多，高档
名牌产品往往也比国内便宜。

■照相机、手机、化妆品等。
■ 变压器、转换插头和插线板：英国的标准电源是	240	伏，50	赫兹的交流电，	三相
和两相插座。相应产品可在国内各大超市或电器城购得，只需说明是国标转英标插头
即可。建议选择三相，两相俱备的转换插头，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 护照照片	10	张左右，相关申请所需照片会有要求的变更，10	张照片足够。英国的
大型超市都有自助照相柜，非常方便。
■ 全家福及亲友的照片，以及其它可以增添生活情趣或平常精神寄托的物品。

药品
·因个人健康关系需要定时用药的人，要准备足够的药量，并将医生处方或说明书带在
身上。
· 除非特殊的病例或病情严重，必须医师诊断、并开处方外，一般的药品如消炎药、
止痛药、维他命、感冒药、各种药膏及外伤急救药物可以在一般药店买到，	若有疑问，	
还可请教该店的药剂师。
·自己可准备一些临时应急的胃肠药、感冒药、万金油等。

礼品 
■ 礼品无需贵重，	体现中国特色即可。
例如：中国茶叶、剪纸、邮票、小饰品等，	送朋友、老师和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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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关入境

入关文件是在异国他乡唯一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其重要程度绝不容忽视。
机场海关入境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伦敦 机场都是非常严格的，切勿存
有侥幸心理。文件证明不全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出发前，请确认所
有入境所需文件已办理齐全。

入关文件

■ 已签证的有效护照
■ 赴英机票
■ 体检证明：《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和《国际预防接种证书》（英国机场
海关代理体检服务，如果此项文件实在没有时间办理，可在落地后如实向机场
工作人员反映，他们会安排你去做体检。强烈建议大家做好所有的准备以防
万一。）
■ 学校录取通知书
■ 经济证明文件：银行存款证明、学费已付的证明（如果提前已经交清或部分
交清学费及住宿费）、经济担保信、奖学金证明

初抵英国

Ar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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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过程

入境官员和卫生官员会要求出示以上文件，因此请将其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
中，以方便取出。入境常问问题包括：去哪里读书，就读什么专业。回答问题
时不必紧张，也不要因为担心英语不好无法交流。只需要用 简单的语言把自
己的情况表达清楚即可，过分紧张反而会引起怀疑。此外，请记得填写入境登
记卡。

■ 学位	/	资格证书正本（或者加盖公章的副本）
■ 在英国住宿的相关文件（只是你在英国有地可去的证明。出关时海关会要求你填
写入境登记卡，一般放置在专门位置以供自取。表格上要求填写包括申请人自然信
息，来英目的以及在英地址等。如果此时还没有分配到学校宿舍，或打算到英国之
后再开始找房子，则可以填写你所要就读的学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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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带物品

这是非常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件事，因为私自携带违禁物品，即便是无意的也会
面临非常严重的处罚，很可能令你无法开始在英国的学业。

按照 新英国海关出入境要求，以下物品不准入境。

■ 新鲜、脱水或罐装的肉类、肉制品或奶类制品。
■ 植物种子、蔬菜、蜂蜜、水果及土壤。
■ 昆虫及其它对植物有害之虫类。
■ 非罐装或腌熏鱼类及鱼籽。
■ 野生动物及标本。
■ 毒品及危险药品。
■ 伪造和非法翻印的破坏专利的物品，例如盗印
（无版权）书籍及录音、录影带、计算机存储介质
及其它物品。
■ 彩券。
■ 军火弹药，轻型武器，爆炸物和弹药，包括电子爆破
设备	(	例如	stun	gun) 和煤气罐。
■ 进攻性武器，例如弹簧刀，指节铜套和其他一些 设备。
■ 有淫秽和猥亵内容的物品，包括书，杂志，电影，录像带，激光唱片和软件、
计算机存储介质及其它物品。
■ 珍贵文物及其它禁止出境的文物

■ 伪造的货币或有价证券

此外，建议 好不要携带没有英文说明的可食用
物品，不要携带甜食，因为机场负责巡逻的警犬
对于甜食也很敏感。不要携带各种颜色，特别
是白色的粉末状物品，如藕粉等，这些都会
造成不必要的疑惑。一旦被怀疑贩毒，想解
释清楚非常复杂。

留学生活在英国，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
住宿要求，和各种各样的因素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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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

租房要素

通常租房要考虑的有以下几个要素

价格 
大学宿舍的租金一般在同一城市里面

属于中等偏高。在校外可找到比学校
宿舍更便宜的住处。但如果在校外找

的房子离学校太远，那么有可能要增
加交通费用，或者是每天疲于奔波。

位置
英国大学的学生宿舍大部分就坐落于校园中，或者

在校园附近，步行就能到校园；即便宿舍远离校园，也会有班车或直达的公交。
如果自己在校外租房，那么 好是就在校园附近，要么离地铁火车站很近，或者
是在学校班车的中途停靠站附近，总之交通要方便。

房间质量 
质量不单指房间的大小和方向，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附加内容。英国的房子大
多结构老化，会衍生出不少问题，如漏水等等。无论是学生宿舍还是校外住房，
常有价格一样大小迥异的状况，一定要实地考察后再做决定。

入住时间 
听上去这似乎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不考虑的话，可能会出大问题。英国大学
在给新生发录取通知书时，都会同时寄出入住学校宿舍的申请表；留学生的申请
都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如果中国学生事先申请了学生宿舍，那么到达英国之日就
能入住。如果打算 在校外租房住， 好是
请已在英国同一 城市的朋友帮忙在学
生本人抵英之 前就租好。如果打
算 抵 英 之 后 再 租 房， 一 定 要
事 先 将 旅 馆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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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种类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们建议尽早安排、确定住宿。

以下是几种可供选择的：

学生宿舍 Accommodation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学校就会将学校宿舍的有关信息和申请表寄来，并优先安
排国际学生第一年的住宿。学校宿舍根据地区不同，费用约为每周 80 － 180 英
镑不等，伦敦以及部分地区较贵。

英国大学的宿舍基本为公寓式的，有多间卧室，每室一人自带卫生间，公用厨房
等设施，其方便之处在于水电煤气等都包括在内，并提供上网和内部电话，有些
还会安排专人定期打扫公用地方。入住学校宿舍也有机会接触来自英国及世界各
地的同龄人，是练习口语、结交朋友和了解异国文化的好机会。虽然一些较大型
的学生宿舍带有食堂，但是更多的中国学生还是喜欢自己做饭。住学校宿舍可能
会有一定缺陷，比如遇到喜欢听吵闹音乐或者喜欢在周末开通宵聚会的室友。遇
到这种情况，可以适当地向同学提出意见或者向学校宿舍管理人员反映。
若打算更换宿舍，首先应当检查所签的合约。合约上可能签的是一学期，或是一年。
你可以去找有关的负责人，向他解释你为什么要搬宿舍，及要搬到哪儿，看看他
们怎么说。也许你可以取消合约，那么可能你就拿不回订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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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 Host family or Home stay
寄宿是指留学生租占房东家的一间卧室，是租房中比较贵的一种形式。有的房东
会提供一日三餐，有的就只包早餐，还有不提供饮食的。租这种房子的好处是比
较有家庭氛围，能更好地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英语的听说能力的提
高大有裨益，对于不会或者不善做饭的留学生尤其合适。寄宿的缺点在于需要适
应房东家的生活规律和习惯，不能随便带同学回家等。有时候提供饮食的房东不
允许留学生自己做饭，所以在饮食上可能会有不适应。如果自己烧饭吃，需要考
虑英国人不喜油烟的习惯。如果对寄宿家庭有特别要求，可以提前与学校联系商
量，让其及早安排事宜。

合租住房 Share flats &houses
合租是 常见的住宿方式，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几人合租来节省开支。 难租房子
的时候是八、九月，那时毕业生都涌入市区，因此被人戏称为英国的“找房
节”。在校学生可以和学校的 Accommodation Office 或者国际学生办公室联
系，索要房源清单，其中会注明房子概况。

同时学生还可以从学校的图书馆、布告栏、中国学联和当地报纸找到拟出租房屋
的广告，也可以通过当地房屋中介寻找合适住房，但一般条件较为苛刻并收取一
定中介费。和房屋中介打交道的基本原则：在没有签字成交之前不要付任何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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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住房需要考虑的因素
房东是否可靠可信一

般学校提供的房源名单中
是与学校合作较久的房
东  ,  会相对可靠。

住房环境问题
房 屋 附 近 的 社 区 是 否 安
全，是否有超市或者便利
店，交通是否方便，离学
校远近距离等。以伦敦为
例，房子所在的区域比房
屋质量更为重要，越靠近
市中心越贵。租房时也要
注意避免一些著名的脏乱
差的区域，如伦敦的
ELEPHANT &  CASTLE， 
SEVEN SISTERS，NEW 
CROSS 和 NEW CROSS 
GATE 等。由于是多元文
化的国际大都市，伦敦的
外来移民非常多而且成分
复杂，经过长期冲突和交
流， 已 经 形 成 了 相 对 固
定 的 自 己 的 区 域。 对 于
中 国 人 来 说 购 物、 娱 乐
是 在 市 中 心 的 唐 人 街，
而 居 住 很 多 人 都 愿 意 选
择 CANADA WATER， 这
里 东 亚 人 和 在 CANARY 
WHARF 上班的年轻白领
居多，是相对比较安全和
方便的区域。

供暖设备
是用煤气还是用电“预付插
卡”用电的方式相对较贵。

室内家具情况
尽量寻找基本家具配置齐
全的房子，否则自己购买
新家具会比较贵，且搬家
时还需要处理家具

厨房内的电器
一 般 的 房 子 厨 房 里 都
会提供炉子、烤箱、冰箱、
微波炉等电器，有的甚至提
供电水壶和烤面包机。英
国厨房的排烟扇一般都是
为油烟较少的西餐设计
的，所以炒菜时一定要关好
隔烟门，否则灵敏的火灾
报警系统很有可能引来救
火员，那就会很尴尬了， 
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被罚
款。

卫浴设施

如果有 4、5 个甚至更多

的人同住，房屋内有两

个厕所会比较方便。

押金问题

押 金 一 般 为  1 － 2 个

月房租，在退租时是

否可全额退还。

水电、煤气、电话

费、上网费、电视执

照费等

大多数房租不包括这

些费用，要向房东了

解如何分摊这些费

用，费用的起算日等

细节，及与合租的人

商量如何合理分摊费

用以及保持房屋卫生

等问题。

暑期折扣
（Summer Price）

暑假几个月可能会有房
价折扣。

双层玻璃
（Double Glazing）

英国冬天室外温度较低，
双层玻璃保暖性能较好，
而且有更好的隔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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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租房	
Rent	Flat	&	House

如果想要一个人租房子，或是和认
识的朋友一起包一套房子，情况与
合租类似，只是可能面临更多的手
续问题。

寻找房源
可以去一些网站或者路边的房屋中介
查询，通常一些房屋租赁的热点区
域，中介公司林立，你可以慢慢货比
三家。出于吸引客户的考虑，中介往
往打出非常诱人的广告，但当你去询
问的时候，销售人员会告诉你已经没
有了，然后借机向你推销更贵的房
源。你一定要做好预算，咨询 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报出最高值， 要有策略，
不要担心自己的英 语不好。如果发现
心仪的房源，可以与中介预约实地看
房。要注意，无论你打算看多少套房
子，这个过程都是免费的，如果中介
向你收取任何费用，都应立即终止与
他的合作。
当最终确定了最满意的房子之后，通
常情况下要交给中介 100 镑的押金，
作为预订这所房子的证明。一定要求
中介给你开具 收据，用该公司的公文
纸，合法中介 都不会拒绝并会主动完
成这些手 续。此后你应在签署合同前
经常监督中介是否已经把这所房子出
租的广告撤下来，因为很多房东会把
同一所房子放在不同的中介公司，委
托销售，因此一定要确定房子已经被
你预订，不会再转手给别人。一般来
说即使你改变主意，除非有非常合理
的理由说明是中介的问题， 这100 镑
的押金是不会退 还给你的。作为工作
酬 劳，中介会收取一定比例 的中介
费，如有任何不满，中介费可以申诉
退回。

签订协议
在确定入住后，需要和房东或者中介签
订一个协议，并要支付押金。按照英国

法律规定，租房合同必须至少六个
月。六个月内，如果退租，要提前一个
月通知房东。协议中应当包括：租期开
始的日期；房租价格；是否包含各种 bill 
在内，如水、电、煤气、电话、网络
等；
租期到期日期；房客的租期是否固定；
重新审查房租的日期；付款频率（周，
月或年）；房东可提供的相关家具和
服务，例如家电维修等；如果其中一方
要终止合同，需要提前通知的时间周期
等。英国法律要求房东必须于28日内提
供包含以上信息的协议，否则房东就会
面临罚款。如果你在苏格兰，你可以直
接到Sheriff Court终止这份租房合同。
一些私人房东为了省事可能不和你签订
书面合同，这时除了督促他/她及时提

供每月收到房租的收条之外，一定要留
心收好所有的收据，如银行转账的账
单，有你名字的水电煤气等账单以及你
已付款的证明等等，这些都具有法律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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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
由于在英国没有第三方（witness）在
的合同是不生效的，所以中介就起到房
东与房客之间的第三方的作用。通常签
订第一份合同时房东不会出现，特别是
有很多房源的房东。中介会代替房东与
你签订第一份合同，并收取部分房租和
押金。目前英国的房屋租赁市场对于学
生租客要求非常苛刻，除要提供身份、
学籍证明之外，还要求必须一次性缴清
6	个月的房租以及相当于 6-8	周房租的
押金。这项条件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因此在决定租房前，一定要筹备好这笔
钱。当中介确定一切真实可信之后，会

约你签署合同，缴纳费用。检查合同的注
意事项与合租房子相同，只是通常来说租
一整套房子，房东代你交各种 bill	的可能
性非常低，因此要看清包括什么不包括什
么。在正式签字之前，你永远有时间改变
主意，

有

电视执照
(TV	License)

在英国，除了极少数的电视台，如 BBC 的一些台和一些购物频道可以免费观
看外，其他的频道和节目，特别是体育节目，娱乐节目等，观看是需要有执照
的，也就是是需要付费的。电视执照一年一般不超过200	镑，当你搬入新地址，
管理部门会自动将收费账单寄到你的地址，信上还会写明如果不购买执照私自
看电视节目，被查到将会面临巨额罚款，而他们不日会派工作人员入户查访。
设备范围包括电视机、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拥有网络功能和视频播放功能的
电子设备，如 PSP 等。请注意，如果你发现你的房东已经给你提供了电视机，
那么你要跟他核实是否需要你自己来交这个执照费。
如果你有买电视机的打算，那么一般超市里的电器柜台也会代为受理交付电视
执照费的业务。如果你确实没有电视机，也根本不会看那些英国人所谓的热门
节目， 多只是看一下重播的话，你收到那样的账单完全不用慌张，只需要到
他们的网站，申报你根本没有电视节目信号接收设备即可。他们收到申请后几
个工作日内会给你答复，已经备案，不会再寄账单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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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税（Council	Tax）
如果所有合租人都为学
生，可免除。在英国租
房需要向你所在的地
区缴纳家庭税
（Council	Tax），用于地
区的公益事业建设，所以
首先你要了解你是居住在
哪一个地区。如果你是一
个人住，而且是全日制的
学生，每周上课至少 21	
小时，那么你可以申请 
100% 免税。如果你是和
几个朋友一起租房，其
中只有你一个是学生，那
么可以得到 25%	的折
扣。房屋税多少会因所在
地区发达程度，房屋价
值，窗户种类等很多因素
而不同。如果你是从中介
租房，一般中介会直接把
房屋已经由你租下的信息
报告给地区区政府，有关
部门

。这时
你 需要填写有关 申请

表，并到学校开具在读证
明 (Council	Tax 专用，有
固定的法律格式，学校国
际学生办会帮忙办理 )，
然后把这些复印留底，将
原件寄到相应地址。通常
情况下不需要看你的房屋
合同，除非对你的地址产
生怀疑。如果发生纠纷，
而你又没有和房东签署合
同，你有权利不提供证据。
有关部门核实信息之后就
会把已经免税的账单给你
寄回来。不用交税的账单
一定要复印存档，原件也
要妥善保存，因为英国政
府部门工作经常发生混
论，会丢失申请人信息，
如果你要上诉则需要这些
原始证明。请一定看清账
单上的名字，如果是之前
房客没有交清的房屋税，
你只需要向有关部门报告
你不是责任人，你是何时
入住的即可，否则他们会
一直寄账单到你的地址。
身份变更，住客变更，租

期结束都应及时向有关部
门报告备案，以免被追讨
不必要的费用。逃避房屋
税在英国是 为严重的犯
罪之一，涉及刑事，政府
有权向你追缴罚款，没收
财物，扣除工资，减少福
利以至判刑监禁，因此不
要尝试逃避房屋税。如果
你的学生身份结束，但仍
然需要留在英国，请尽快
妥善处理。不过房屋税并
不涉及你的个人信用度，
不会影响你开设银行账
户，签手机合同等。如果
你不交税（可以一次性支
付，也可以分期分款，银
行定期转账），有关部门
会持续向你记账单。通常
三次警告之后会进入法律
程序，你不需要出庭，但
会面临更多的罚款以及至
少 75	镑的法庭使用费。
如果对你的房屋税有异
议，可以找所在区的区议
员申诉，一般各区都有固
定的区议员接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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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
负责任的中介可能会给你一些入住指南。如果房东本身也是公司性质，很快就会
给你发来入住手册，房屋情况检查报告，押金收取情况以及他们的银行账户和
联系方式。你要仔细阅读房屋情况检查报告，看是否与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况相
符，如有任何疑问及时与房东取得联系，如无异议直接签字，保留复印件之后返
还即可。之后要弄清楚这所房子的各种账单交付方式，如果你的合同里面写明
房租内不含各种 bill， 重要的你要知道电和煤气的费用怎么交。一般煤气是由
BritishGas	公司负责，是定期会有人上门查煤气表的，同时他们也代理电的业务。
供电公司通常是 edf，他们会定期寄账单到你的地址，你只需去银行或邮局缴费
即可。另一种形式是插卡式，相当于手机的 pay	as	you	go，一个类似于USB	一
样的东西，找到你电表的插卡槽插进去，按旁边蓝色的方形按钮即可。这种卡
的充值方式是，带着卡带着现金，到你周围的印巴店，或者门口挂着 epay	和
paypoint	标志的商店，告诉店员你要充多少钱，给他钱和卡就可以了。注意定期
查询你的余额，如果不足及时充值。同时 British	Gas	给这种卡的用户提供 5	镑钱
的紧急余额（emergence	credit），帮你度过难关。
无论是 BRITISH	GAS	还是 EDF，收费标准都有高峰期（PEAK	TIME）与非高峰期
（OFF-PEAK	TIME）之分，一般晚 11	点到早 7	点之间属于非高峰期，此时用电
是高峰期价格的三分之一。家电中洗衣机、烤箱都是比较耗电的设备，可以考虑
在非高峰期使用。此外英国房屋的暖气和热水都是独立的，可以自行控制全开还
是定时，分电力和煤气两种，也是非常耗电的设备。
负责供水的公司，特别是伦敦通常是 THAMES	WATER，此前他们曾推出过学生
180	镑包年服务，目前似乎已经终止。水费一般是一次性交清半年或一个季度，
账单同样会寄到你的地址。

 退房
在搬离租房时，应移除私人物品和
垃圾，并按照房东要求将房屋打扫
干净（一般要求达到可直接再出租
的卫生条件），将房间还原到自己
看房时的状态，将应付的水电煤气
等费用付清，以确保押金的退还，
避免被扣除清洁费用。

	领取钥匙
签署合同之后，中介会给你房子的钥匙，
并对钥匙进行登记备案。拿到钥匙后应
尽快确定是否是正确的钥匙，有否损坏
等等。出现问题及时与中介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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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广告和合同时的一些缩写

P/W	每周

P.P.	每人

N/S	OR	NS	不吸烟者

INCL	包括

UNFURN	不含家具

CH	中央暖气

ECH	电式中央暖气

K&B	厨房与卫生间

DG	双层窗户

P/M	每月

M/F	男 / 	女

EXCL	除外

FUM	含家具

DEP.	AND	REF.	押金和推荐信

GCH	煤气中央暖气

W/M	OR	W/MACH	洗衣机

NR.BR	靠近铁路

O.N.O.	可以议价

英国常用的找房网站

WWW.GUMTREE.COM  

WWW.ZOOPLA.CO.UK 

WWW.RIGHTMOVE.CO.UK

临时住宿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如果打算提前到校或到英国后再寻找长
期住所，则需要事先联系临时住所。学
生可以请学校的住宿办公室帮助预订，
也可以联系当地的青年旅馆或酒店。
■ 青年旅馆（Youth	Hostels）
提供短期住宿，租金较便宜。如果打算
出去旅行，青年旅馆是个不错的选择。
青年旅馆住宿费一般为10	－20	英镑（18
岁以上），伦敦则从 18	英镑起。此外，
许多青年旅馆均为大房间，多人共住，
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需获得详细
资料，可以向青年旅馆协会（YOUTH
HOSTEL	ASSOCIATION）查询。
网址为：WWW.YHA.ORG.UK
■ B&B（Bed	&	Breakfast）
对于学生来说是外出旅游或者临时住宿
的 佳选择，费用约为 20	－	30	英镑，
伦敦地区略贵。
各地 B&B	旅馆清单、联系方式及网上订
房，请访问：
WWW.VISITU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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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正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进修、学术访问、攻读学位，连续居留六个月以
上的留学人员，抵达英国并注册成为正式留学人员后，需要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教育处或曼城总领馆教育组在网上登记报到；在学成回国工作时，可以向教育处
（组）提出申请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详见“毕业后——办理《留学回国
人员证明》”章节）。
注册地址： HTTP://SRS.MOE.EDU.CN 

依照英国外籍人员管理规定，所有来自需登记注册国家列表中的国家或地区（此
列表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在内），并打算在英国停留超过六个月的人员，都要在抵
英后七日内向英国当地警察局登记备案。首次注册费用为 34 英镑。

登记前需准备以下材料：
■ 3 张 2 寸照片
■ 护照原件
■ BRP(Biometric Residence Permit)原件
■ 填写完整的“Foreign Nationals Registration”表
■ 地址证明（学校开具的证明信或银行账单等）
伦敦以外地区人员在当地警察局注册。伦敦本地，包括首次进入伦敦的人员
（含首次入境地点非伦敦境内机场的人员）均须到海外游客登记处（Overseas 
Visitor Record Office，简称 OVRO）登记注册。以后每次更改地址可就近在社区
警察局完成。更换新护照，签证条件变更等仍需到 OVRO 备案。 OVERSEAS 
VISITORS REGISTRATION OFFICE
BRANDON HOUSE
180 BOROUGH HIGH STREET
LONDON SE1 1LH
TEL. 020 7230 120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 AM–4 PM
邻近地铁站：NORTHERN LINE（黑线）上的 BOROUGH 地铁站
OVRO 通常十分繁忙，尤其在学生开学的旺季，门口会排起长队，虽然 OVRO目
前承诺将尽最大努力完成每天的份额，而且不欢迎早 9 点以前排队等位，出于对
于英国政府机构工作效率的了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 

四、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留学 报到

五、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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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到，因为他们会限定人数，往往排了几个小时大门近在咫尺，却被告知今天的限
额已满。即便是进到室内也还会等一到几个小时不等，可以携带一些书报杂志或是
娱乐设备，以便消磨时间。请不要带任何可疑物品，因为门口会有保安进行安检和
搜身，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注册资料准备完毕，警察局会签发一份“警察局注册证明”。此证明是个人信息
更新，申请续签的重要文件，请妥善保管。如证明丢失，你可以得到一份替代资料，
此时需要再次补交 34 英镑手续费。
如果任何下边情况有改变，你必须在七天内向警察局报告：
■ 你的住宿地址有改变
■ 你中学 / 学院 / 大学或职业有改变
■ 你的婚姻情况有改变
■ 你的签证有新的限制条件
■ 你的护照有更新
■ 你在英国的续签申请被内务部批准

■ 当你去警察局更改信息时，一定携带“警察局注册证明”。除证明丢失以外，更
改信息是免费的。

■ 如果你的学校统一安排了警察注册时间，参加学校安排的警察注册，无需 前往警
察局。

■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如果你在抵达英国或发生任何
变更 7 天之内不到警察局备案，都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不仅将缺
少有力的身份和地址证明，还将面临罚款，刑拘甚至遣送等严重法律
后果。特别是如果你有申请永居的打算，千万注意随时登记你的个
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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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家庭医师的名单
假如学校已设有健康医疗服务中心，可直接在学校注册，但若因住宿地方较远，
或学校无保健中心，则可在居家附近诊所注册。可以通过询问以下单位获取 GP 
地址信息：宿舍管理办公室、当地保健局、当地社区保健委员会、市民咨询局、
药房、邮局及公立图书馆等，而这些单位的电话可于电话簿找到，或到您住处归
属的市政局查询。也可以通过 NHS 网站查询。
WWW.NHS.UK

六、体检和 NHS 注册

一般在学校体检的时
候，都会向你发放本校
校医的注册方式，要求
你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
点注册你的 GP。什么
是 GP ？ GP 是 general 
practitioners 的缩写。
GP 不同于在医院工作的
医生，他们只负责 基
本的治疗和提供一些日
常保健的建议。但在英
国除非严重受伤、重大
疾病或是分娩，很难见
到医生，GP 负责你日常
所有的看诊要求。当你
到校医院注册的时候，
他们会帮你登记一个
NHS 号码。
英国的国民健保制
度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简称 NHS) 是
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
共医疗制度。由于中国
不是英国所谓“医疗互
惠国”，因此受到一项

限制，即对于来自非英国
的“医疗互惠国”的学生，
NHS 医疗服务适用对象
只限在英学习课程六个
月以上的学生及其眷属。
至于居住不满六个月者，
则须自费就医或购买医
疗保险。
留学生在英国留学，GP 
注册非常重要，因为享受
英国政府的公共医疗保
障，是对人
身健康的保
证。如果你
有不舒服，
或是想要延
迟考试、迟交论文、不上
课的话，需要到校医院开
病假条。但一般校医院都
一条看似很可笑的规定，
就是要提前一到两星期
预约。实际上所有的 GP 
都需要预约，除非是极特
殊情况下。拿到 NHS 注
册号之后要妥善保存，你

所注册的 GP 的姓名和情
况也要有记录，因为日后
如果你毕业转去其他城
市，想要重新注册 GP 服
务的话，工作人员都会想
你查询过往信息。如果信
息遗失也可以重新办理，
但可能会被要求进行必
要的解释。

注：虽然 NHS 看病是免
费的（但一些项目，如
牙科等并不免费），按
处方购买药物还要按照
国家规定的价格自己付
钱。不论药品的实际价
值，药店为每张处方收
取一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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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诊所 (surgery) 看病
/ 请求出诊

(home visits)
去 GP 就诊时， 通常电
话提前预约，但若遇紧
急情况时， 亦可于当日
打电话至诊所柜台表示
情况特殊等理由要求看
诊，有些诊所的政策会
留一时段以供无法预约
却又急需看诊者。GP 看
诊时通常会问及有何问
题、症状何时开始、变化
情形及过去有无类似情
形等，所以前往时，先
整理出与病情可能有关
的讯息，以供 GP 参考，
GP 会视情形开立处方签
(prescription) 或建议，
并提醒您若症状未获改
善的话于多少日内回诊。
一旦因病情无法至诊所
看诊时，您可要求您的
GP 出诊，但 好于早上
十点以前（紧急情况则除
外）通知医师并告知症状
细节；但若非诊疗时间，
有些诊所会有值班人员，
可能就您的病情提出适
当的建议；若病情非常紧
急且需立即处理，则可到
医院看急诊。
NHS 所提供的医疗水准
良莠不齐，所以虽享受免
费的医疗服务，但需有一

文件及办理

护照
入学许可 (offer) 
学校出具的 GP 申请信。

诊所的接待员
(receptionist) 会请您填
写相关表格。接着会安
排由护士来替您做健康
检查，基于防治的观念，
有时护士会建议相关疫
苗的注射等，如果同意，
就会替您填写另一张表
格，届时可持此表至指定
的医院注射；在完成这
些手续后，会在两周内
收到 NHS 医疗卡 (NHS 
medical card)，卡上会
有您的医疗号码、当地
家庭医疗服务局（local 
Family Health Services 
Authority, FHSA）的名
称与地址，卡的背后有
一些重要的信息可供参
考，例如一旦无法找到医
师可注册时，您的 FHSA 
将有义务提供协助。但是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诊所已经登记了注册信
息，不发医疗卡，实际效
果一样，没有什么影响。

定的心理准备，不要期望
接受完美的服务，并在来
英时自备一些常用药品。
NHS 预约期较长，有时
甚至超过一个月，所以一
定要有合理的计划。

急诊情况
遇有重大伤害或立即威
胁生命的状况时，请速拨
999 叫救护车，并报上
姓名、电话及住址。若当
事人仍可自行前往医院
的急诊处，可在急诊服务
处挂号，而急诊先后处理
顺序依病情严重性分类，
由于服务需求量大，不少
人有候诊数小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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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国银行服务概况

转介至专科医师 (Specialist)
由于 GP 是第一线医师，任何的转介均
须从 GP 开始，若 GP 认为患者情况超
出其诊治范围时，会将患者转至相关医
院，待一切手续排定后，医院会寄给您
一张通知单、相关的细节及预约时间。
当您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检查，但 GP 却
不认为如此时，可以努力说服 GP。从
家庭医师转诊到专科医师，等候时间
(Waiting list) 很长。

英国银行主要有 
Barclays Bank,
Bank of Scotland,
Royal Bank of Scotland, 
HSBC
Lloyds TSB  Bank
National Westminster (Nat West)
Clydesdale Bank
Ulster Bank

Isle of Man Bank, Coutts, 
Northern Bank, National Irish Bank, 
Bank of Ireland, 
Abbey National, 
Santander, 
Citi Bank
Metro Bank 
Halifax 

口译者 (Interpreter) 的需求
若就诊时，遇上语言沟通有困难且确需
人协助翻译，可向 GP 或专科医师提出
此需求，该位口译者的一切费用会由
NHS 支付，由于英国是一个多元民族
与文化的国家，因此在一些 NHS 的地
区健康医疗机构，也招募并训练这些口
译员，而他们具有替求诊者保密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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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账户种类
大致可分活期存款账户(current 
account) 和定期存款账户 (saving 
account)两种。活存账户存款利率低，
但可随时开支票或提领现金。定存账户
一般定有条款，有 低金额限制，有的
提供和活期存款一样的转账、支票簿项
目。若要提款则需提前九十天或三十天
告知 (亦有随时可以提款的 instant 
access)，否则要罚款，但利率较高。
活期与定期账户之间可以自由进行转
账。通常来说，一般的银行都会为
国际留学生开设国际学生账户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COUNT)，属活存账户的一种，一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Bank Holiday 除外）
 9：00 am 至 17：00 pm
（具体时间请参照各银行）

般只有全时生 (FULL-TIME STUDENT) 
有资格申请。这种账户目前限制较多，
以 BARCLAYS 为例，会定期收取额外
的管理费，无法开设定期存款账户，
如果没有网络银行要，申请修改任何
个人信息都需要以书面形式上报他们

在 KNIGHTS BRIDGE 的有关部门，很
多更改都无法在营业网点进行等等。
但目前作为国际学生要想在英国开设
银行账户，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其
它活存账户还有支票账户 (CHEQUE 
ACCOUNT)、现金提款卡账户、电话
存款账户 (TELEPHONE BANKING) 和
邮政存款账户 (POSTAL ACCOUNT) 等
等。

开户注意事项
银行开户 好通过网上查询和请教一
些已在英国呆过一段时间的中国留学
生，以获得一些信息作为选择标准。
以分行多少为例，在英格兰 Nat West 
和 Barclays 分行较多，在苏格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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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ank of Scotland 
与 Royal Bank of 
Scotland 为主。方便办
理日常存取业务是选择
银行的
重要条件。
另外也要考虑 利率 ，
每家银行提供的各式账
户、利率条件均不同，
可参 个人需要。除此
之外，对学生提供的相
关服务也很重要，有的
银行在某一范围内，
自动给予学生免利
息的透支额度；有
的银行申请信用
卡较易，比如 Nat 
West，这些都是申
请时必须一并加以考
虑的。
除此之外，部分银行的
新规定也是同学要注意
的，以 HSBC 而言，如
同学若是无法证明自己
的修读课程超过两年或
是两年以上，或是同学
已在其它银行开户者，
通常无法在该行开户；
Barclays 银行目前会
向海外学生账户定期收
取每月 5 镑左右的管理
费。有必要说明的是，
不同银行在英国的公众
信用度不同，因此你手
中持有的银行卡，在某
些情况下很可能代表着

你的个人信用度，比如
签订手机合同等，建议
将这一点列入考虑范围。
通常来说 Barclays 的银
行卡信用度相对 高，
Llyods TSB 的信息保密
工作更完善，Nat West 
则因为 容易为学生开
设信用卡，因此相对信用
度 较

低，可能会影响到你签
订手机合同，当然这并
不是绝对的。总体而言，
英国银行存款利率较低，
所以国内存款得利息的
方式并不是很适用。但
是目前各家银行也在不
断提供名目不同的让利
活动，且变动较快，建
议亲自去各银行咨询并
随时关注各家银行的官
方网站。对于开设学生
账户 重要的材料就是
你所在的学校开具的银

行信（Bank Letter）和
有足够资金的证明。银
行信在你学校的国际学
生办或是学生会的有关
办公室都可以很轻松地
得到，这项服务是完全
免费的。你可以同时申
请几个银行，因为目前
开设国际学生账户的难
度越来越大，申请很有
可能被拒绝，你不妨多
拿几封信在手里备用。

当然也不必过多，要
有选择和针对性。办
理银行信的时候，你
需要向有关人员提供
你的入学证明（或是
有效的学生证号码）、

居住地址（如果没有
变更的话，这个通常在

报到注册的时候学校已
有备案）以及你想要开
户的银行名称。工作人
员在核对信息准确无误
之后，就会为你出具一
份用学校公文纸打印的，
带有学校公章的正式证
明信。如果你确定信息
无误，就可以带着它去
预约你心仪的银行了。
资金证明则通常是汇票
或现金。以 Barclays 而
言，目前对于开设国际
学生账户的 低金额要
求是 5000 英镑。也就是
说你在和银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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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开户的时候，要能够
提供确实的证明表示你至
少拥有这笔资金。此外还
需要你的护照、签证、警
察局注册信等常备的身份
证明。鉴于开设国际学生
账户的难度与日俱增，请
大家珍惜面谈的机会，谨

慎准备材料，不要因为一
点儿小失误而丧失宝贵机
会，浪费宝贵时间。一般

而言，目前学生开户后， 
Nat West 一至二周内可领
取到一种 三合一 卡，即

提款卡 (cash card)、转账卡 
(debit card) 和支票保证
卡，外加支票簿 (cheque 

book) 及存款簿 (pay-in 
book)，以及到提款机领钱
所必须的个人密码 (PIN)。
而如Barclays 等其他银行则
只提供一张 Visa Debit 卡，
也就是说你只能消费你自

己拥有的钱，无法透支，
好处就是不易被盗用，一
些网络交易和转账不需要
手续费。通常情况下银行
会选择将你的银行卡、密
码（PIN)、网络 / 手机银
行会员卡（Barclays 等）等
重要信息分期分批寄到你
申报的地址。多数银行并
不受理上门自取业务，包
括日后的很多服务像信息
更改、申请新密码、申

请银行账单等同样都不受
理自取业务。因为英国的
银行会认为既然你提供了
这个地址，就说明这个地
址真实有效且具有法律效
应，邮寄的同时也是对地
址真实度的检测。不过一
些银行，如 Nat West 在一
些地区也受理预约自取服
务，因为留学生开设银行
账户的高峰期都在开学
初，所以一些临近大学校
区的网点可能会组织同一
时间受理领取业务。领取
前银行会寄信到你所提供
的地址，凭信领取。近来
有同学首次开户后提款卡
及私人密码数据中途被他
人截收，而遭存款被盗领
之不幸事件。还有一种情
况就是因为出现在银行信
上的名字都是汉语拼音缩
写，所以在极个别的情况
下，尤其是住在学校宿舍
楼，会出现汉字虽然不同
但英文缩写非常或完全一
样，导致银行工作人员出
现失误错寄信息。此时请
不要慌张，应及时联系银
行挂失你的卡，他们会自
动重新邮寄一份。同其他
很多事情类似，在英国开
办银行账户需要提前预
约。以BARCLAYS 银行为
例，

你可能需要亲自去某个支
行，或者致电客户服务中
心，提出你的申请，他们会
安排专项负责海外学生账户
的工作人员和你商定面谈的
时间。

 银行账户被盗
当你发现账户被盗后，第一
个要去的地方，不是警察
局，而是银行。去你账户所
在银行，告诉 banker，让 
banker 给你进行 account 
details 检查，他会把你账户
交易记录全部打印出来，然
后你把不是你的交易记录画
出来，然后 banker 会在你所
钩画的那几笔交易记录旁
边，写一些东西，证明这个
交易是属于fraud。 之后，
带着这份单子去警察局，简
单描述下情况，然后把这份
单子给他，警察就会立刻帮
你立案。
当拿到警察局的 Report 后，
首先记得检查：

■警察局的电话；

■警察局的地址；

■Reference Number。然

后，再把这份 Report给银

行，银行会把你的资料、问

题、Report 一起发给 Hea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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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购买手机通常分
为：
■ SIM only（ 只 有 手 机
卡）
■ 手机以及 SIM 卡（合
同制 Pay
Monthly）
■ Pay as You Go（无合
同，充值型）
■ 商店签手机
如果是去店里签手机，可
以选择各公司自己的门
店，也可以是大的超市
像 Tesco，或者手机的综
合零售店（比较常见的有
Carphone Warehouse
和 Phones4U）， 他 们
代理各大公司的手机合
同，具体条款和信用度要
求可能略有不同。
商店里签手机需要材料：
a. 银行卡（任选其一）
■ 英 国 本 地 信 用 卡
（Visa/Mastercard）
■ 银行卡（Debit Card )
注： 如果没有银行卡，
一般商家要求你提供押
金。
押金视你个人信用程度
会被扣留不同的时间，如
三个月等。之后你可以选
择直接退回或抵消你的
手机账单。

b. 地址证明（任选其一）
■ 账单（水，电，煤气，
固定电话单）
■ Bank Statement
■ 英国驾照（Provisional
License 也行）
■ Council Tax 账单
注：以上资料日期在三个
月之内
签 手 机 合 同 的 过 程 通
常 由 个 人 信 用 度 评 测
（credit check）开始。
店员会要求你提供姓名，
在英（学生或其他）身份，
银行卡，住址（有时不需
要证明，但是不得少于三
年，否则成功率会降低）
等信息。
很多因素都有可能降低
你签订手机合同的成功
率，如来英（在英剩余
时间）时间较短，身份
（学生不及工作身份），
银行信用度，本人是否
有拖欠任何账单或所居
住的地址之前是否有人
拖欠过账单，要签的手
机等级，合同期长短等
等，非常多样。如果新生
想 要 签 诸 如 IPHONE、
BLACKBERRY 等高端智
能手机，首次可能很难
成功。这时不妨先签一
款比较低端的手机的短

八、通讯

期合同，只要按时缴费，
不随便到银行撤销定期
转 账（DIRECT DEBIT）
三个月后信用度自然就
会上升。

 手机网络
■ Vodafone
■ O2
■ 3
■ EE
■ Talkmobile
■ Giffgaff 等

 电话号码分类
手机电话公司收费的标
准主要由你拨打的电话
号码所决定。英国的电话
号码分为几类：1，座机

（landline） 2，手机（按
照不同网络区分）3，特
别号码：0870（10p/ 分
钟），0800（25p/ 分钟，
通常这个号码对座机免
费，所以建议尽量用座机
拨 打），0900（1 英 镑
/ 分钟，通常是聊天号码
或者是使馆预约电话）。
■
手机收费分类
包月方案 (Pay Monthly)
每月交纳一定费用，电话
公司则提供一定量的免
费通话时间，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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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face time）， 短
信（text）数量以及手机
移动网络（3G）流量等。
具体服务项目和收费情
况视条款（tariff）而定。
超出部分按通话量计费。
英国的电讯商开始实行
包月制度较早，已形成
一个完善的体系，各大
服务商之间的竞争也是
非常激烈的，每家都会
提供有特色的优惠服务，
而且每家的特点也不同，
你可以视自己的喜好而
定。目前英国手机公司
提供的服务非常多样化，
无论你是喜欢煲电话粥、
键盘一族还是喜欢用智
能手机下载游戏、电影，
你都可以找到 适合你
的一款合约。如果是含手
机在内的包月服务，那

么合同签订后你会拿到
一部手机，你所付的钱
实际包括了手机本身的
价值和使用服务的费用。
你签订的手机越高端，合
同期也就越长，通常为
12 个月、18 个月到 24 
个月不等。同样，你一次
性支付的手机本身的费
用越高，你每月合同需
付款就越少，反之亦然。
SIM 卡 ONLY 的合同相
对简单，也分为长期和短
期多种。短期为一个月性
质的合同，你随时可以提
出终止，如果你不提出，
电话公司则默认为你同
意自动延期。
■ 
取消手机合同
如果在购买手机后的 14 
天内你想取消手机合同， 

你可以直接去店里取消
（如果你在店里买的），
或者把手机邮寄回去（如
果你在网上买的）。14 
天以后合同期满以前，你
可以打电话 ( 在英国 ) 取
消手机合同，但是根据
合同，你必须付清尾款。
有人建议说可以直接取
消你签手机的银行帐户 
（direct debt）， 但 是
以后这个公司的手机你
再也签不出来，如果你将
来想要移民或者申请永
居，对你的信用非常不
好。
如果你合同将要或者已
经结束，你可以写信或
者打电话给运营商会要
求在英国取消手机合同。
不过你必须在期望合同
结束时间前，至少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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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天通知运营商，这样
才能不收取任何额外费
用而取消手机合同。另
外，如果是写信取消的，
请一定打电话确认；打电
话取消的，记得问一下
对方的姓名 / 工号，以防
万一。取消信的内容一般
要包括：姓名、地址、手
机号码、取消日期、取消
原因。通常合同期满之前
不能自行终止手机合同，
但是可以升级（update）
你的合同。不同公司有不
同的要求，以 O2 为例，
18 个月以内的合同可提
前一个月提出变更，24 
个月的合同则可放宽到 3 
个月。
■ 即付即打 (Pay As You
Go)
你不用交纳任何费用，
向电话公司买个手机卡
(Sim 卡 ) 之后充值完就
可以使用。在打电话之
前， 你必须先向你的电
话账号内存钱，可以通过
购买电话公司的电话卡
(Voucher) 或通过现金卡
转账。这种服务没有时间
限制。自动取款机、超市
以及路边的印巴店都提
供这种服务。

■ 保险
手机保险费一般是每个
月大概 5 英镑 , 保险公司
承担你手机的保险 , 包括
被抢 , 被盗 , 意外等等 ,
请大家注意参看详细的
合同清单 , 因为有些不良
保险公司会故意出一些
噱头 , 真正到有问题的时

候找借口推托。
有时候签了包月合同就
可以得到免费的英国手
机保险，时间为 1-3 个
月，可以提前一个月写信
或者打电话去保险公司
要求满 1-3 个月那天取
消这个英国手机保险。
如果你忘了，可以在 第
一 个 direct debit date 
的前一两天 cancel 掉。 
同 时 把 银 行 的 direct 
debit 取消。地址和电话
请查看英国手机保险公
司给你的 welcome 包里
的保险说明。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多

数的保险对于你的丢失
是不会赔偿的 , 因为他们
认为 , 投保人有义务小心
谨慎的保管自己的手机 . 
例如 , 你在大街上逛街的
时候 , 手机在皮包或者口
袋里丢了 , 这是不属于保
险范围的 . 通常他们认定
的是那些不可抗力而产

生的损失才属于被保
险范围 , 如 盗 , 抢 , 地
震 , 火灾等等。
■ 
手机打中国
英国境内电话无长途，
市内之分，通常情况
下收费标准一致，但
仍需具体参考电话号
码种类。如需拨打偏

远地区或苏格兰，北爱尔
兰等地，收费标准可能有
所差别，请向当地电话公
司查询。
Vodafone, T-mobile， 
Virgin 等网络，可以发
短信购买国际长途信用
值。
首先，使用手机发送短
信 “1PCALL”给 83006 
( 充 值 3 英 镑 )， 或 给
80550（充值 5 英镑）。
之后会收到两个确认短
信，提示已经从您的短信
业务中收取了 3 或 5 英
镑，可以使用你拥有的 3 
或 5 英镑的信用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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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可以用这个手机拨
打 号 码 0207 － 124 － 
6666( 此号码任何公司
签约手机都可以用免费
时间拨打 , 不额外收费 , 
只扣免费时间 ), 拨通后
会有提示音告知你的余
额 , 然后直接拨国家码 + 
长途区号 + 电话号码就
可以了。
这种充值方法不会产生
PIN 码， 所以只能用注
册的手机（ 即发送短信
的手机） 拨打国际长途。
对于用 PAY AS YOU GO 
的人， 也可以使用此方
法。
注：此类方式可能在本
指南发布之时有所变
化，仅供参考。

网络电话
目前的各款即时通讯
软件都支持成员之间
的语音对话功能，例
如 QQ、Skype 等。
网络电话是国际互联
网上的新科技 , 它使
人们通过网络拨打电
话成为现实。同时 , 
利用 Skype 等工具，
也可以充值付费后通
过互联网直接拨打对
方电话。

新兴手机公司
如  L e b a r a ， L e c a ，
Giffgaff 等 新 兴 手 机 公
司，对于使用客户较多，
如中国等国家，这些公
司的网络价格非常低廉，
通常为 1P（onepence）
一分钟。而且这种公司
的手机卡使用非常简单，
即插即用，无任何合同，
密码，验证等要求。你可
以随时在网店，甚至是街
边小店中花 5 镑钱买一
张电话卡，插在你的手机
里（只要你的手机可以使
用国际卡），就可以和你

在国内的家人，朋友联
系，非常便捷。
这些公司电话卡的通话
质量往往有限，你必须有
所取舍。在你没有签英
国的手机合同，未获得
免费通话时间的情况下，
这些公司的长途电话卡
会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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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期间 
During the Stay

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 英国是比较安全的国家。当地的生活便利，居民热情
友好。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一些特定区域有偶发事件。安全问题可分为两类，
居家安全和户外安全。根据驻英使馆中国公民领事协助在英须知，以下问题
请多加注意。

一、安全及防范措施

注意防盗、防骗、防诈、防抢、防打

■ 在住处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 出门时尽量不要随身携带贵重物品或
大量现金，也不要在居住地存放大量现
金
■ 不要在私车的明处摆放贵重物品，如
车胎被扎，修车时务必要先锁好车门
■ 不要将文件、钱包、护照等重要物品
放在易被利器划开的塑料袋中
■ 不要在黑暗处招呼出租车
■ 避免夜间单独出行，尽量避免穿越无
人的街道
■ 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您的车
■ 不要和陌生人一起行走
■在公共场合要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
话，避免突出自己
■ 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

■ 避免与酗酒的人发生争执
■ 不要在街上乱捡东西，以防被敲诈
■ 不要在黑市上换汇
■ 如警察检查您的护照等证件，应先请
他出示证件，记下他的警牌号、警车号
■ 交罚款时不要当街交给警察，而要凭
罚款单交到银行等指定地点
■ 交友要慎重，要有自我保护意识，请
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财产情况、
人际关系等
如发生被抢、被盗、被骗或被打事件，
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要求其出具
报警证明，以便日后办理保险理赔、证
件补发等手续。将护照、银行卡和支票
号码进行备份，以便在遗失后可以及时、
准确地挂失、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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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

租房

■ 驾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请勿夜间长途驾车、酒后驾车 疲劳驾车。
■ 当穿越马路时，要特别小心，因为英国的机动车都是靠左行驶的。要切记，
穿越主要路口，需留意地面上“注意左边和注意右边”的提示。有些主要路
口有人行横道指示灯控制按钮，过马路时按此装置可出现提示，示意过往车
辆停车等候。
■ 特别提醒各位同学，近年来在英留学生已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酿成了不可
挽回的悲剧，希望引起各位同学的重视。

新个案：一中介公司强行拉一所大学新近抵英的中国留学生集体看房，之后，
在未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中介公司擅自记录同学们的银行信息，迫使他
们签署租房合同，但结果所租房屋与之前考察的住房完全不符，造成法律纠
纷和直接经济损失。
特别提醒来英中国留学生，谨防不法机构或个人借租房之机非法行骗。请同
学们在租房前，仔细了解英国当地出租和租住房屋的相关法律规定，查询大
学推荐的租房信息等，也可通过各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了解当地租房
情况，务必要通过合法渠道租房；签署住房合同一定要慎重，并注意保护好
个人银行信息等。如不慎受骗，请及时向当地警方和所在大学报案，寻求帮助，
并向驻英使馆、所在大学中国学联等机构通报情况。

其他

■ 平日留意当地报纸、电视等媒体信息，
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与邻
为善，入乡随俗，尽快适应当地生活，
融入当地社会。
■ 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循正当
途径解决，不要采取贿赂等不合法方式，
以免问题复杂化。
■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注意在外饮食健
康。
■ 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等与家人或朋友
保持正常联络，以免亲友担忧。
■ 在发生冲突或紧急事件的时候，及时

寻求帮助。学校国际办公室会为国际
学生提供一些帮助。
■ 英国报警电话： 999
■ 中国驻英使馆的领事保护热线
● 0207 299 4049（值班电话）
● 0207 631 1430
（工作时间咨询电话）
● 0755 143 6721
（非工作时间紧急领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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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英国留学，签证始终是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从在中国成功获得英国签证
得以登陆英国留学，到在英国转学，升学，家长来访，甚至毕业就业，和英
国当地人结为伴侣都需
要重新获得新的有效的签证来合法居留在英国。根据英国边境管理局（UK 
Border Agency）2012 年 9 月的 新移民管理条例，整理汇总了以下留学
生朋友会遇到的签证方面的政策。

目前英国政府对于临时移民，其中就包括了在英的留学生，实施的计分制签
证管理制度，分为 5 个级别。
■ 第一级 高价值的移民 Tier 1 High-value Migrants
其中包括企业家，投资移民，杰出人
才，以及目前已经关闭的毕业生工作签
以及高技术移民签证等细分类别。
■ 第二级 技术工作者 Tier 2 Skilled Workers
其中包括一般工作签证，公司内部调
动，运动员及神职人员等。
■ 第三级 低技能工作者 Tier 3 Low Skilled Workers
目前暂不实施。
■ 第四级 学生 Tier 4 Student
分一般学生签证和儿童学生签证。
■ 第五级 青年流动计划及临时工作者 Tier 5 Youth mobility & Temporary
Workers
其中第一级，第二级以及达到一定条件的第四级签证的持有人可以为配偶或
是未成年子女申请陪伴签证（POINT-BASED DEPENDENT）共同在英国生活。
除了计分制签证外，对于和英国居民或是其他欧盟国家公民组织家庭的人士，
需要通过申请英国居民的配偶签证（Spouse Visa）或是欧盟公民家庭成员
居留证（EEA Family Member Residence Card）。以上长期签证之外，其
他像是家长来访，短期语言或培训类课程等都属于访问性质（Visitor）的签证。

二、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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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下留学生 主要遇到的就是
学生类签证，主要包括上面提到的计分
制下第四级签证或是短期课程的学生访
问签证。
■ 第四级学生签证 Tier 4 Student 学
生签证从 2009 年 3 月 31 日起改为积
分制，对学校要求也严格了。2012年
4 月起招生院校必须是获得“高信誉度 
的 担 保 机 构 ”(Highly Trusted 

Sponsor)，并在 2012 年年 前得到法
定教育监察机构的认证。学生签证包括
两大类： 成年学生（18 岁和以上）和未
成年学生（4 – 17 岁）。满分为 40 分，其
中学校提供录取担保证书（CAS）30
分，足够的资金证明占 10 分。
对资金担保的数额，移民法确立了明确
的标准，不再根据学校的建议费用来计
算。伦敦地区采取 1 年学费加每月1265
英镑的生活费，非伦敦地区为 1 年学费
加每月1015 英镑的生活费（根据2017
年更新的标准）。如果超过 1 年的学习
计划，担保金 低标准为具备 1 年的学
费及 1 年生活费。对担保金的存放时间
要求，在申请之前，这些资金必须在银
行账户上存放至少 28 天。只承认现金
存款， 而国债、股票、基金、分 保
险等投资类存款将不被认可。
学生要是在签证有效期间，中途换学校，
需要重新申请签证。如在同校转换就读
课程，则要向 UKBA 报告。
对于前往英国学习 NQF6 或以上（即本
科或以上）课程的学生，其英语必须达
到欧洲语言教学评估共同纲领（CEFR） 

B2( 相当于雅思听说读写每门不低于
5.5) 水平。 

学生类签证

如果学生将在英国学习 NQF3-5 的课
程，包括衔接课程，申请人必须通过强
制性安全英语语言测试证明其英语达
到 B1( 相当于雅思听说读写每门不低于
4.0) 水平。该要求同样适用于预科学位
课程，学位课程之前的预备课程，以及
在第四级下课程水平达到 B2 的英语语
言课程。

在英国大学和公立教育学院学习的学
生，可继续在课余时间打工。其中就读
本科及以上课程的，课余时间允许每周
工作 20 小时，就读本科以下课程每周
10 小时。禁止其他类别学生打工，并
限制非大学学生的实习资格。自 2012 
年 4 月起，年满 18 岁申请本科以下课
程的，只能获得累计不超过 3 年的签证
时间。申请本科及以上课程（包括硕士）
只能获得累计不超过 5 年的签证时间。
就读博士课程以及建筑，医药，牙科，
法律，兽医药学以及音乐方面新的专业
性质的课程不受此限制，但是完成一个
博士课程的申请人只能获得累计不超过 
8 年的学生签证时间。

关于Tier 4签证事宜，请以i英国边境管
理局官方信息为准：https://
www.gov.uk/government/
publications/guidance-on-application-
for-uk-visa-as-tier-4-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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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定居类

对于即将毕业的留学生
朋友，更多的会考虑毕业
后的去向，在此介绍一下
留学生可以考虑转换的
签证类型。

■ 第一级 Tier 1 杰出
人才（Exceptional

Talent）
此 类 签 证 是 政 府 为 了
吸 引 在 科 学 和 艺 术 领
域 在 世 界 上 享 有 盛 誉
的 杰 出 领 袖 人 才 在 英
国 工 作 而 设 置 的。 如
果 获 得 Royal Society, 
Arts Council England, 
B r i t i s h  A c a d e m y , 
Roya 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其 中 一 间
机构的认可并获得确认
证明，就可以获得 75 分
进而获得此签证。今年此
签证的名额是 1000 个。
只 有 持 有 Tier 2 
（General）一般工作签
证和 Tier 5 短期国家学
者科研交换签证的持有
者可以在英国境内申请
转换此类签证，其他的任
何情况都需要回到原籍
国家提出申请。首次签
证长度为3 年零4 个月，
续签长度为 2 年，合法

住满 5 年可以申请英国
的永久居留。

■ 企业家移民
（Entrepreneur）

此类签证针对有一定资
本并愿意在英国创业的
人士所准备。首次签证申
请的条件是名下有不少于
20 万英镑供申请人全数
支配，并可转移至英国的
资金；申请人个人拥有不
低于欧洲语言教学评估
共同纲领（CEFR）C1 的
英语水平（相当于雅思单
项不低于 7. 0，获得被认
可的英语教学并相当于
英国本科或以上学位的
可免除英文测试），并持
有一定金额的个人生活
保障金（申请前 3 个月
内，如在英国申请为不低
于 900 镑，如在海外申
请为不低于 3100 英镑），
就可以成功获得 95 分，
进而获得签证。
如果申请人能够通过金
种子或同类的创业大赛
获得英国承认的风投或
天使基金的投资，投资额
下降到 5 万英镑。另外，
自 2012 年 4 月 开 始，
对于已经在英国毕业获得

Tier 1 PSW 的同学，如
果能在此期间成功创造
有价值，高技能的企业，
在准备 5 万镑后续投资
资金的条件下也可以申
请获得此类签证。
获得此类签证之后，申请
人需要在半年内在英国
设立企业（如果申请时没
有创业的话），或是投资
加入一家已有企业。在
获得签证后的 3 年内为
自己的企业投入累计 20 
万镑（如果申请是基于
5 万镑的话则只需 5 万
镑）；为英国本地居民（包
括英国公民，英国永居持
有者，欧盟公民）创造 2
个全职就业岗位满 1 年；
并且企业继续运作的话，
可以获得 2 年的续签，
在合法居住满 5 年后可
申请英国的永久居留。
持有此类签证只能为自
己的企业工作，而不能作
为其他企业的员工。特别
提示广大同学，英国还有
一种叫做自雇的工作经
营形式是符合此类签证
的。自雇大部分是针对合
同工，或是转包等方式的
商业形式，自雇人和用工
单位没有法律上的雇佣
关系而只是劳务服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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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新政策下，如果申请人

3 年内企业累计盈利 500 
万英镑，或是为本地居
民创造出 10 个全职就业
岗位满一年，则可以在
3 年到期时直接申请英国
的永久居留。 新政策
下，此签证的移民监时限
为任意 12 个月内离境时
间不超过 180 天。
此类签证可以是由 2 个
申请人组队申请，2 个申
请人须拥有同样的权限
支配投资资金。此类签
证持有人可以于日后在
英国境内申请转换 Tier 2 
工作签证。

■ 投资移民（Investor）
此类签证旨在吸引财富
人群来英国定居。申请
人需要持有 100 万英镑
的现金资金或是以个人
超过 200 万英镑的净资
产担保向英国银行申请
100 万英镑的现金贷款
来获得所需的 75 分，进
而获得签证。此类签证没
有任何语言，或是生活保
障方面的额外要求。英国
投资移民可以自由选择
主申请人，夫妻间资产可
以共享，子女也可接受父
母的资产馈赠。如果申请
人的投资资金已持有超过

3 个月，甚至不需要提供
资金来源，比其他移民国
家的要求要低很多。
获得签证后的3 个月内，
申请人需要登陆英国并将
100 万英镑中的 75 万镑
投资在英国的国债，英国
运营公司的股票或公司
债券上。剩余的 25 万镑
可用来购置房产。在获
得签证的 3 年内保证投
资金额不缩水的情况下，
可获得额外的2 年签证，
在合法定居满 5 年后，
可以申请英国的永久居
留。

新政策下，如果申请人
投资额达到500 万英镑，
可以在 3 年到期时直接
申请英国的永久居留，如
果申请人的投资额达到
1000 万英镑，则可以在
2 年后申请英国的永久居
留。 新政策下，此签证
的移民监时限为任意 12 
个月内离境时间不超过
180 天。

■ 毕业生企业
家（Graduate

Entrepreneur）
此签证是在 Tier 1 PSW 
毕业工作签证取消后设
立的，为一部分毕业后
有好的创业项目的毕业

生提供创业机会的签证。
申请此签证需要留学生
在英国高校期间的创业
项目获得其高校的认可
证明。今年全英国所有
高校共同平分 1000 个名
额。此签证为期 1 年，
1 年内如果项目还能继续
获得高校的认可证明，可
以申请延期 1 年。在持
此签证期间，如果项目能
够正式商业运作，并获
得5 万英镑的投资资金，
可 以 申 请 转 换 为 Tier 1 
Entrepreneur 企 业 家 移
民签证。

■ 第二级 Tier 2
Tier2（general）签证是
对以前的工作签证的一
种新转换，就是新 Tier2 
出台以后，原来的工作
许 可 就 被 取 代， 也 是
记点积分制。需要有雇
主，且雇主有雇佣外国
人的资格（Sponsorship 
License）， 雇 主 还 必
须证明其不能从本地招
聘到所需要的技术性雇
员，而且此职位空缺已
经在英国做过招聘广告，
才能为申请人办法担保
证 书（Certificate of 
Sponsorship, CoS）。
对于某些已被承认存在
技术空缺的职业，不需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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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再做英国招聘。此类
签证 多给 3 年，可以
续签，积累 5 年也可以
申请永居 , 国内的人也可
以申请。对申请人的学
历、专业、职业、工作经
验、资产尤其是英语能
力方面分别进行了评分
规定。申请者须通过 UK 
Border Agency 站上提
供的评分系统来对自己
的各项条件进行对照打
分，达到 低分数标准
者，方可申请英国签证。
而在英语能力方面，申
请者必须通过指定考试
方可申请签证。如申请
者的英语未能达到要求，

计分制陪读签证 （PBS Dependant）
    

英
英 主

  学 英
学

不能通过指定的考试，则
即使总分能够达到 低
标准也仍不能申请签证。
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
一年内从境外申请 Tier 2
（General）签证配额为
20,700      

       
  

英

  

  
英     

   

的个别工作岗位，只有
达到 NQF Level 6 技能
标准的岗位 主

    
 

超
英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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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签证 (Visitor) 

上诉（Appeal） 

英
学 学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注：所有关于签证的信息，请以英国边境管理局的官网信息为准：
https://www.gov.uk/browse/visas-immigration

感谢英国思佳移民事务所协助法律部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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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所持有的因私护照到期前 6 个月内可到中国使（领）馆领事部（签证组）
办理新护照。所需的材料为：
■ 护照
■在读证明（学校出具的证明）

联系地址如下：
■ London
31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N 3AH
Tel: 020-7631 1430 或 020-7299 8426
Fax: 020-7636 9756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 12：00 办公
■ Manchester
Denison House, 71 Denison Road,
Rusholome, Manchester M14 5RX
Tel: 0161 224 8672（每周一至周五 14:00 至 16:30 人工接听，节假日除外）
Fax: 0161 257 2672
■ Edinburgh
Chinese Consulate-General in Edinburgh
55 Corstorphine Road
Edinburgh EH12 5QG
Tel: 0044 (0) 131-3373220
Fax: 0044 (0) 131-3371790

留学生护照丢失、被盗、被抢事件时有发
生，这就需要到中国使（领）馆领事部（签证组）办理护照补发手续。需要
准备以下材料：
■ 当地警察局出具的报案证明
■ 当地报纸刊登的护照作废声明
■ 3 张照片
■ 好提供原护照复印件到使馆填写有关补发护照表格后等待使馆通知。一
般需要 1 － 2 个月的时间。

三、护照延期

、护照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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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

After Graduation

留学人员抵英后，须在驻英使馆教育处办理报到注册登记手续（http://
srs.moe.edu.cn），在完成学业回国时，可按规定向教育处提交有关材料，申办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该证明一式三联。第一、二联交由留学人员本人，待回
国后办理相关手续时备用；第三联由我驻英使馆教育处存查。

　　驻英使馆教育处为留学人员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是一项免费服务业
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特别告诫广大留英学子无需支付费用委托任何中介机
构或个人代办。教育处亦不受理任何通过中介代办的申请。

　　有关办理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如下：

（一）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须符合如下条件之一：

持有效的学生签证（STUDENT），在英全日制高校攻读本科（含本科）以上
学位的中国留英学生；
　　持学术访问签证（ACADEMIC VISITOR），在英国高校进修或持WORK 
PERMIT （工作许可）签证，在英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在英国停留须满6个月以上。

　　上述人员就读的大学应为列入中英两国政府学位证书互认框架协议所包括的
高等教育机构名单之内（有关名单的详细信息查询：中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
信息网”站）

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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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需要提供的材料

1．留学人员报到登记表，可不贴照片（使用您的注册账号登录报到登记系统
后，即可打印登记表）。
　　2．同意驻英使馆教育处向你原就读院校核实情况的授权信（须本人签名，请
见模板样式）。
　　3．凡攻读学位的留学人员，需提供本人已获得学位证书的复印件。如尚未领
取学位证书，请提供学校出具的毕业证明信原件（注明申请人已毕业或已完成
（has completed）学位课程，已取得获得学位的资格，以及即将颁发学位证书的时
间。同时还需注明所获得的学位，所在专业、院校，以及留学的起止时间，由相
关负责人签字并留有联系方式。 一般学校会有注册办公室或学籍办公室
（Registrar's Office），专门负责学生在校记录、学籍与档案等信息。申请人可向学
校该类部门提出申请。毕业证明信样例附后。
　　凡访问学者、博士后人员，需提供进修或科研工作单位出具的进修或科研工
作证明信原件（需注明从何时至何时在何单位做何科研工作；签发证明信人员的
联系电话、传真和邮件地址）。

　　4．护照身份页、抵英签证页复印件；
　　上述要求仅适用于自费、单位派出的留学人员，国家及中国科学院公派留学
人员申办《留学人员回国证明》提交材料参见教育处网站关于公派留学生办理回
国手续要求。

（三）关于邮寄服务，留学人员可自愿选择平信邮寄或快递服务。

　　如选择平信邮寄服务，请贴足英国邮资并写清楚回邮地址的中号（A4纸的一
半）回邮信封。具体要求是：请按照英文信封的书信格式填写，请用中、英文准
确、详细地写明收信人姓名、回邮地址及邮编，并确保回邮地址在3个月内有效。
关于邮资，寄往英国境内的信件，请贴First Class邮资；如寄往中国，应贴不低于
2.5英镑的英国邮票。有关邮资价格，因常有变化，请注意浏览英国皇家邮政局网
站查询详细信息（http://www.royalmail.com/price-finder) 。鉴于近年来邮寄件丢
失，或因地址有误等原因造成退件情况时有发生，建议广大留学人员通过可追踪
方式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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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时，请将上述申请材料，邮寄给相关管片的负
责老师（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字样）。请切勿邮寄毕
业证书原件等材料，申请材料恕不退还。邮寄地址：Education Section， Chinese
Embassy，50 Portland Place，London, W1B 1NQ.

（五）审理所需时间

　　教育处收到以上材料后，将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的审核办理结果会在报到登记系统里显示，请申请人员通过留学人员报到登
记系统查询办理状态，我处不受理相关问题的电话及邮件咨询。如遇申办人数猛
增的情况，办理时间则相应推迟，望予谅解。

（六）驻英使馆教育处根据留学人员提供的材料，只能开具一次《留学回国人员
证明》。如留学人员曾获得两个或以上学位或具有两次以上不同的学习经历（含
在不同馆区的学习经历），驻英使馆教育处将依据其在英国所获得的最终学历，
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留学人员之前所获得的学位及学习经历，可在注册
登记表中的“备注”栏中标明。这一备注的内容将直接打印在《留学回国人员证
明》中，留学人员无需重复办理证明。

（七）教育处经审核通过后，所有信息将被锁定，不能进行任何修改或删除。因
此，请留学人员在网上登记注册时，仔细审核信息，确认准确无误后提交。

　　有关办理证明的其他详细信息，请阅读教育处网站上有关办理《留学回国人
员证明》的常见问题解答。

温馨提示：由于近年来英国留学人数的上升，每年毕业季使馆教育处都会收到海
量关于办理《证明》的申请。许多同学都会急切地打来电话问询，但也甚至出现
了收费代办手续的中介。请大家一方面注意谨防收费代办里面的欺骗行为，因为
本服务为使馆教育处为留学人员提供的无偿服务；另一方面也请同学们理解教育
处老师们面对海量集中申请加班加点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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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精彩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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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Shopping

■ Selfridge
号称可以买到世界上任何
的东西，据说如果你问店
员是否有卖大象，店员不
仅不会惊讶，反而会很淡
定地问是要亚洲象还是非
洲象。虽然没有那么夸
张，但是大量世界名包、
化妆品、手表、男女装等
都像摆地摊一样出现在你
眼前确是事实。是英国
知名，也曾经是 大的百
货公司。
■ Harrods
出名是因为戴安娜王妃的
缘故。店内也是国际知名
品牌林立，装潢也很有特
色，有一侧的楼梯被称为
“埃及阶梯”，是因为画
满了埃及风格的壁画。这
里是英国人用来显示身份
的地方。

英国是购物的天堂，虽然听起来购物是女生的专利，但在英国你可以找到适合任
何年龄层，任何性别，任何爱好所需要的东西。

大型购物广场（Shopping Mall）

购物街

■ Bicester Village
经常有遊客光顾的扫货
宝地。位于伦敦郊外的
Oxfordshire，可以坐火
车，也可以乘坐直达专
车。以卖打折的大牌设计
师作品出名，往往价格非
常诱人。如果想要好好逛
一圈，至少需要一天的时
间。

■ 牛 津 街（Oxford
Street）伦敦市中心 繁
华的 High Street，拥有
几乎所有知名品牌的门
店，也有很多大众化的店
铺。除服装、首饰、化妆
品外，这里还有 F1 专卖
店，苹果专卖店，国家
地理专卖店等等。总之，
来到牛津街，你可以找

到关于衣食住行的一切。
非常临近唐人街，可以
在周末学习之余，抽出
一天的时间，邀三五好
友一起去购物，顺便到
唐人街改善伙食。
■ 摄 政 街（Regent
Street）与牛津街毗邻，
通常在这一区域购物，
往往分不清身在何处。
■ 邦 德 街（Bond
Street）去往 Selfridges
的路上，还有很多其他
的商城。

综合性连锁商店
■ Debenhams 分 布 广
泛，价格中档，货品质量
基本尽如人意。
■ Marks&Spencer 既是
超市、餐厅也是综合性的
商城，属于英国大众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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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比较高档的购物地点。
价格较贵但同样物品质
量较好。
■ Primark 分布广泛，价
格相对较低，自然商品质
量也就是差强人意，可以
买到一些名牌设计的山
寨货。

玩具店
■ 哈 姆 莱 斯 玩 具 店
（Hamleys） 世 界 上
大的玩具店，位于牛津
街，也是英国 老的玩具
店，已有接近 130 年的
历史。进入店内仿佛置身
于童话世界中，店员都十
分和蔼可亲。在这里你会
忘记年龄，忘却烦恼。

模型店
■ Model Zone（模型地
带）是一家专营模型及电
动玩具的连锁店，出售各
种车、船、飞机、火车模
型及制作工具和遥控玩
具。

电子产品
■ CURRYS 经营各种小

件家电，以电脑、电视机、
平板电脑为主。
■ Maplin 经营各种电器
零配件，小型存储设备，
U 盘、移动硬盘和电子
维修工具等。
■ PCworld 经营各类电
脑及相关类的周边产品
和耗材

音像制品
■ HMV 出售各种DVD、
VCD，是英国 大的音
像制品连锁店。
■ GAME 出售各种全新
和折旧 PC、PSP 系列、
Xbox360、Wii 等 的 游
戏光盘、点卡、附件以
及游戏机本身。可以将
用旧的或是过时的游戏
光盘和游戏机卖到这里，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折成
现金购买其他产品。也接
受热门游戏，如：刺客信
条、使命召唤、寂静岭等，
和 新款游戏机的预定。

药品及保健品店
■ Boots 开放柜台上经营
各种非处方药、保健品、
护肤品、化妆品、香水等
等，并且拥有自己的药剂
师专柜，可以在这里购买
处方药。比较大的分店也
卖三明治、速食水果以及
饮料等。
■ Holland&Barrett 专
营各种营养品和保健品，
如果想买维他命或是各
种健康食品，可以来这
里。

化妆品及护肤品
■ Lush 英国自己的护肤
品品牌。经营各种纯手
工制作的纯天然化妆品、
洗漱用品和护肤品等。产
品外形可爱，店员和蔼可
亲，而且每家店铺都香气
扑鼻，让你决对不会错过
她。
■ The Body Shop 一款
国人比较熟知的英国护
肤品品牌。分布广泛，几
乎各大商场、购物街均有
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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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

Food

饮食文化

	 	 	 	除了英国本土食物：fish and chips, 
cream tea, jacket potato, cheese 
cake, traditional English breakfast	 以
外，还有各色土耳其烤肉、意大利面食、
墨西哥馅饼、西班牙肉菜饭以及印度咖
喱等可供选择。大型超级市场供应来自
世界各地的蔬菜、水果、调料，而社区
小商店则出售各国特色食品。
				在餐馆吃饭花费较高，人们更多的选
择自己在家开火做饭，卫生又省钱。随

英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你不仅可以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人，也可以享
受各地美食。

着人们对食品及烹饪的兴
趣越来越大，烹饪节目也
越来越受欢迎，厨师也已
成为社会名人。其中许多
人，例如 Jamie	Oliver	已
经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
物，并在电视上主持自己
的烹饪节目，普及新的菜
肴。众多不同文化和不同
少数民族的节日活动也促
进了诸如加勒比、西非等
不同烹饪风格的流行，例
如伦敦 South	Bank	会不
定期举办特色美食节。
在英国，上班族的午饭时
间前后只有一个小时，而

在学校，尤其是大学在排课表时，更是
很少把午饭时间考虑在内，一节课也许
是从上午 11	时上到下午 1	时，也许是
从中午 12	时上到下午 2	时。因此，英
国人的午饭也是 简单的，往往是一个
超市买的冷三明治解决问题。刚来英国
的留学生很难适应，抱怨也由此而来。
也有人说是英国传统的早餐比较丰盛，
因此到了中午不需要吃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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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et Potato
简单地说就是特大号烤土豆（当然你也可以叫它烤特大号土豆），这也
是英国特色食物之一，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烤红薯。一个特大号的土豆洗
干净，整个连皮一起放进烤箱里烤，烤到“皮开肉绽”后，浇上各种酱或
是肉末之类的，就可以食用了。不过一般来说，对于中国人的胃，这道
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你可以考虑和朋友一起点一个 Jacket	Potato	
来分享。

炸鱼和薯条	(Fish	&	Chips）
这个我们肯定在英语课本里都学到过。作为英国的国菜，英国人对于它的热爱难
以用语言形容。这种食物并不是简单的油炸，用来包裹鱼的面糊有着很大的学问，
地道的英式炸鱼薯条，面糊是用啤酒调出来的，所以吃起来口感香脆又不会特别
油腻。每一家都有自己做炸鱼薯条的秘方。作为炸鱼的好基友，薯条自然是必不
可少的，这样经典的搭配，连垄断奥运
期间场馆附近薯条专卖权的麦当劳，也
不敢轻易拆散。对于英国人来说，炸鱼
和薯条简直就像是左眼和右眼，哪个也
不能舍弃。说到薯条，中文看起来似乎
都一样，那么炸鱼薯条里的薯条，和麦
当劳卖的薯条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
看英文，就会发现，炸鱼薯条里面的薯
条叫做	Chips，而麦当劳卖的薯条叫做
French	Fries，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一种是英式的做法，一种是法式的做
法，英式的比较粗而法式的比较细。如果是吃 french	fries，一般会沾蕃茄酱，而
chips	就必须是 salt	和 vinegar 了。英国作为土豆的王国，确实名不虚传，超市
里出售各种被命名的土豆，有些甚至是用国王的名字来命名的，像 King	Edward	
Potato。英国的土豆也确实非常美味，淀粉质很高，适宜做薯条或者土豆泥，但
不适宜做中式的炒土豆丝。总之，来到英国，一定要尝一下炸鱼和薯条，配上豆
子酱，否则怎么算是来过英国呢。

Cottage	Pie
一种铺着厚厚奶油土豆泥的肉末
饼。

英国特色食品介绍



46

留英生活指南 2017

英式下午茶
英国可能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 爱饮茶的国度之一，以至于其他欧洲国家的人
都嘲笑英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人”。英国人确实全天都在喝茶，而且每个时段
喝的茶种类不同，早晨有早餐茶（	Breakfast	Tea），下午有下午茶（Afternoon	
Tea), 晚上睡觉前有人也会喝一杯安神的茶，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会有佐餐的茶。
在英国寒冷的冬天，捧一杯热茶在手，实在是很美好的享受。英国人以喝红茶
（Black	Tea)	 为 主 , 著 名 的 有 Earl	Gray，
Lady	Gray， 台 湾 的正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 印 度 的大吉岭（Darjeeling），
锡 兰 红 茶 (Ceylon)	 等。随着外来人口增多，
英国人也逐渐适应了 绿茶、白茶、乌龙茶、
花草茶等等，但是 爱的还是红茶。
英国人喝红茶的时 候，很喜欢放牛奶和白
糖，刚开始你可能会 不适应，慢慢地就会喜
欢上这种饮茶方式， 这主要也是因为英式的
红茶味道比较重，水 质又不好，所以必须加
一些东西才不会让茶 味道过于生涩。由于英
国人饭食简单，午饭 一般都被省略掉，早晚
饭间隔比较长，这期 间找不到东西吃会很令
人抓狂。维多利亚时代，贝德芙公爵夫人安娜女士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产生了
英式下午茶习俗。英式下午茶有High	Tea	和 Low	Tea	之分，选用的茶以大吉岭
为主，也可以是锡兰红茶等等。下午茶的主角其实是各种点心和小食。 正式的
英式下午茶关键在于点心盘。这种三层点心盘第一层放一些迷你三明治，第二层
是英式传统点心 Scone，第三层则是 Tart	和小块蛋糕。吃的时候从下到上依次而
食，scone	则应该先抹果酱再抹奶油，吃一口抹一次。英国很多酒店、公园和旅
游景点都提供下午茶业务，一些需要预订，且每家对于着装的要求也不一样，去
之前应该看清楚是否有着装要求，如果是要求正装而穿了日常的衣服，会被拒之
门外。

英式早餐 （English Breakfast)
英国人一天中 重要的一餐不是午餐，也不是晚餐，而恰恰是早餐。一顿丰盛的

英式早餐包括烤番茄（番茄底划十字口，入
烤箱）、炒蛋、香肠、培根、麦片（搭配牛
奶或酸奶）、焗豆、蘑菇诸种菜点。主食的
选择，吐司（搭配牛油与果酱）之外，可颂、
丹麦卷等诸种欧陆特产亦可纳入。饮料以橙
汁为代表。
咖啡与茶亦有供应。典型的‘英式早餐茶’是多
种红茶的混合茶，茶浓而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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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Transportation

英国的公共交通十分发
达，对大部分人来说，
自己驾车并不是必需的。
在英国境内旅行可以有
多种选择。飞机航班快捷
但昂贵，长途汽车便宜但
花时间太多，所以大多数
人选择铁路。

乘飞机旅行
英国伦敦的五个国际机
场
■ 希斯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 机 场 代 码
LHR，位于伦敦城西部，
距离市中心 15	英里，是
欧洲 大的机场。
希 斯 罗 特 快 列 车
Heathrow	Express 每 15
分钟从 Paddington	车站
发车，15	分钟就可到。
地铁可乘PiccadillyLine，
到市区要 50	分钟。此外
还有机场 AIRBUS	 到市
区。牛津可乘长途车
The	Oxford	Express，70
分钟时间。
W W W .
HEATHROWAIRPORT.
COM

■ 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
Airport， 机 场 代 码
LGW，在伦敦城南 28	英
里，可乘从 Victoria	车站
出 发 的 GatwickExpress
火车前往机场。此外连接
Gatwick	与 Heathrow	的
汽车有 Speedlink，约 60
分钟，费用 17	英镑。
h t t p : / / w w w .
gatwickairport.com/
■ 伦 敦 城 市 机 场
(London	City	Airport)，
机场代码 LCY，距离市中
心 6	英里。在 Liverpool
Street	车站有前往机场的
公共汽车。
W W W .
LONDONCITYAIRPORT.
COM
■ 伦 敦 斯 坦 斯 特 机
场 (London	 Stansted
Airport)， 机 场 代 码
STN， 在 伦 敦 城 东 北
34	 英 里。 在 Liverpool
Street	火车站乘Stansted
Express 专线火车可前往
机场；在 Victoria	Coach
Station	乘 Jetline	长途车
可前往机场。

W W W .
STANSTEDA IRPORT.
COM
■ 伦 敦 卢 顿 (London
Luton	Airport)， 机 场
代码 LTN，位于伦敦城
北部。是英国 Easyjet，
Monarch	 和 Britannia
航空公司的基地，有飞
往英国主要城市及欧洲
度假城市的航班。可在
King’s	cross	 火 车 站 乘
Thameslink	 火车前往机
场，需要 30	分钟，费用
10	 英镑；或在 Victoria
Coach	Station	 乘 Green
Line	长途车前往机场。
W W W . L O N D O N -
LUTON.CO.UK
■ 英国主要国际机场
卡地夫 (Cardiff )、
爱丁堡 (Edinburgh)、
格拉斯哥 (Glasgow)、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曼彻斯特(Manchester)、
伯明翰 (Birmingham)	和
阿伯丁 (Aberdeen)。
以上所有英国机场彼此
之间开有航班。随着廉
价航空公司的兴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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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火车传统的高票价
相比，英国境内的短途
飞机航班票价有时甚至
更低。但廉价航空公司
通常使用较偏远的机场，
飞有限的城市，航线较
少。主要的廉价航空公
司 有 EASYJET,FLYBE	 和
RYANAIR,	通常可以直接
在公司的网站上购买到
价格便宜的机票，或季节
性的打折机票。
航班上不提供免费的酒
水点心，如有需要也可以
在机上购买。另外，乘客
也不会被安排到固定的
座位，要想坐个好座位就
需要尽早到达登机口排
队。
部分航空公司网站
WWW.EASYJET.COM
WWW.RYANAIR.COM
WWW.FLYBE.COM
WWW.STARTRAVEL .
CO.UK
购买旅游套餐（机票及酒
店），可参考
WWW.LASTMINUTE.
COM
WWW.EBOOKER.COM
WWW.EXPEDIA.CO.UK

■ 铁路旅行
在英国，火车是 快捷、
舒适的交通工具。英国的
铁轨由 Rail	Track	公司拥
有，而铁路服务分给几十
家公司，所以你住在英国
的不同地方，坐的火车都
不同，但他们有统一的运

作规范，火车票也是全国
统一样式。
如果经常坐火车，就一
定要买一张青年火车
证 (YOUNG	PERSON	
RAIL	CARD)，有效期是
一年 价格是

 30 70 ，网上
购 买 有 折 扣 WWW.16- 
25RAILCARD.CO.UK。 持
有这张火车证，可以在购
买车票时节省 1/3	的票
价。
注：每年随着英国物价上
涨，青年火车证会有 1	镑
的涨幅。
工作日的早上  9	点之前
坐火车都会比平时贵很
多且不可用火车证。要是
没有急事，尽量避免在工
作日的 9	点前坐火车。英
国的火车票价都分单程
(Single) 和 往 返 (Return)	
两种，往返又分为非高峰
期（Off	Peak）和任何时
间（Anytime），当天往
返（Day	Return）等。而
往返车票比单程车票只
贵一点。所以除非知道自
己不回来，买往返票是合
适的选择。有些较长的旅
行还有  5	日往返票和20
日往返票可供选择。如果
确定了行程， 好可以在
出发两周前购买车票，
这样通常可以享受不少的
折扣，并且买得越早价格
越便宜。此外，四个人以
上一起乘坐火车还可以
购买团体票 (Group
ticket)，这样四个人只需
要付两人的票价。

如 果 你 使 用 了 Young	
Person	Card 的优惠价格
订票，那么乘车时一定要
随身携带这张卡，很有可
能会被检查。如果被查冒
用或伪造，将面临高额罚
金和不良记录。如果确实
只是忘带了，一定要和工
作人员说明，并主动要求
改日到火车站办公室提
交证明。Off	peak	 时间
段的火车票只能在非高
峰期使用，如果车站是电
子检票器，那么你的车票
将不被接受。如果站台
无人查票你侥幸上了车，
却在车上被乘务员查到，
也将面临高额罚款。
如果你是去其他城市旅
游，在订火车票的时候
可以考虑加一些钱，升
级成为公交通用的车票，
这样你在该城市就可以
随意乘坐公共汽车了。这
样可以大大节省开销，因
为其他城市的公交车车
票很可能比伦敦还要贵。

网上查询火车时间以及
预订火车票网址
WWW.NATIONALRAIL.
COM
WWW.NATIONALRAIL.
CO.UK
WWW.THETRAINLINE.
COM

■ 长途汽车
英国的公路网发达完善，
长途汽车的覆盖面大大
超过铁路系统，价格相对
便宜很多，但舒适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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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如果你要去的地方
较偏僻又不是太赶时间，
可以搭长途汽车。
National	Express	是英国
较大的长途汽车公司。近
年兴起的廉价长途汽车
公司Mega	Bus	只跑有限
几个大城市之间的长途，
但价格非常便宜，需要在
其网站上订票才能上车。
近开通的 Mega	Train	

服 务， 类 似 于 Mega	
Bus，价格非常便宜，非
常适合喜欢乘火车旅行
的朋友，但通常需要提前
很长时间预定。
网上查询长途汽车时间
以及预订汽车票网址
UK.MEGABUS.COM
WWW.
NATIONALEXPRESS.
COM

■ 骑自行车
如果你打算在英国骑自
行车，可能的话可以参加
“熟悉在英骑车情况的课
程”。
这些课程有时由地方当
局提供。他们将告诉你如
何安全的骑自行车，因为
在英国大部分城市没有
自行车专用道。此外在英
国骑自行车，你可能会被
要求穿戴全套的防护用
具，包括骑行服、头盔、
照明灯等等。这对于已有
多年骑自行车经验的你
来说似乎有些可笑，但请
注意，千万不要存在侥幸

心理，一旦被交警发现你
的设备不符合规定，特
别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
你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
的处罚。
为迎接 2012 年伦敦奥运
会，伦敦市政府推出了
租赁自行车的服务。你可
以在伦敦交通网www.tfl.
gov.uk	上查询各租赁网
点以及相关政策。

■ 步行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和北爱尔兰的各个景点
和国家公园是步行赏景、
健身的理想之地。你可以
闲庭信步间尽览英国的
优美风景 .

■ 伦敦地铁
伦敦地铁历史悠久，网络
发达。但车况较差，而
且经常出现晚点、延迟、
撤销或员工罢工等现象。
出行前一定要查询所需
乘坐线路状况，如果出现
部分路段关闭，自己的目
的地是否在其中等等。
伦敦地铁线路分为地下
铁（Underground）、
城 市 有 轨 电 车
（Overground） 和 道
克 兰 轻 轨（DLR）。
Underground 的 车
车门是自动开启的，
overground 和 DLR 上下
车时都需要手动按开门
钮。伦敦地铁和公车一
样，有高峰时段和非高峰

时段，票价会有所不同。
由于车厢十分狭小，因
此在像上下班高峰期会
非常拥挤，如果你不赶
时间，可以尽量避免这
些时段。伦敦市分为 1到
6区（zone	1-zone	6），
这不仅是决定房租价格
的因素，也是影响地铁车
票价格的因素。一般地
铁可达1到4区（zone	1-	
zone	4），伦敦城内火
车则可以走得更远。
如果你是在伦敦长期居
住，那么应该购买一张乘
车 卡（Oyster	Card），
是一张蓝色的塑料质地
的卡，有时在一些重大节
庆活动期间也会推出相
关主题的纪念限量版，如
女王的登基钻禧和威廉
王子的大婚等等，很有收
藏价值。Oyster	Card	可
以网上申请，开通账户后
也可以网上充值，还可以
直接到地铁站售票处领
取免费表格，填写并办理
相关手续即可。卡本身会
收取 5 镑的押金，有些
地方会要求你首次至少
充值 10 镑。在你离开英
国的时候可以将卡退回，
押金会返还给你。Oyster	
Card相当于一张打折卡，
使用这张卡乘坐地铁或
者公车都要比单独买单
程票便宜很多。
如果你购买了 YOUNG	
PERSON	CARD， 可 以
到地铁站售票处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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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申请将其与你的
OYSTER	CARD 绑定，这
样你每天在一定范围内
无论乘坐多少次公车或
地铁， 高花费额度不
会超过 6镑 30 便士（相
当于一张 2 区范围内的
当日有效乘车卡	DAY	
TRAVEL，价格随时会有
变动，以官方网站为准）。
如果你是 18 岁以上成年
全日制学生，可以到伦敦
交通网（www.tfl.gov.uk	
）注册申请有相片的乘车
卡（18+	Photo	Card），
输入你的学校名称，如果
在范围内，则可以申请，
上传你的照片，学生卡号
码，用银行卡网上缴费即
可。交通部门会与你的学
校核对你的信息，资料属
实的话便会将你的卡寄
到你的地址。除非你全部
缴纳学费，一般这张卡不
会涵盖你整个就学的阶
段，你需要定期更新学籍
信息。在临近过期前，交
通部门会发电子邮件到
你注册用的邮箱，提醒你
更新（renew）你的信息。
信息更新是免费的，如果
你错过更新时间，就要
重新申请，这是收费的。
有了这张卡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购买周票（weekly	
pass）或者月票（monthly	
pass）甚至年票（annually	
pass），可以享受三分之
一的折扣，如果只是简单
的充值（top-up	pay	as	
you	go）或是买当天有

效的票（day	travel）则
没有优惠。如果使用这种
卡，请记得一定要同时携
带学生证，因为可能面临
抽检，如果不能出示也会
面临罚款和不良记录。
目前伦敦的地铁票分为
单程进入一区（single	to	
zone	1），一区往返（zone	
1	return），一二区范围
内日卡 / 周卡 / 月卡 / 年
卡，一至四区范围内日
卡 / 周卡 / 月卡 / 年卡，
三四区范围内日卡 /周卡
/ 月卡 / 年卡等等，你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
选择。通常月卡等于四个
周卡的累加，而年卡等于
十二个月卡的累加，并不
是多买多优惠，所以除非
知道自己会忘记充值，否
则没必要一次性买长期。
在地铁站买的票同样可
以在公车上使用，反之则
不可以。
Oyster	Card 可以在国内
任何地铁站，轻轨站，有
轨电车站及很多路边印
巴店充值。在地铁站你
可以看到至少一个像取
款机一样的机器，用卡
接触上面圆形黄色部分，
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充
值界面，你可以查询余额
及使用历史，买票，充值
等等。充值可使用现金和
银行卡，但一定要看清机
器上的说明，有些只收现
金，有些只接受银行卡，
而有些则不设找零。一般
这种机器都不接受 50 镑

的纸币和 10 便士以下的
硬币。充值结束后记得再
次接触黄色部分，直到
出现提示说充值过程完
成为止，否则充值无效。
在印巴店则直接用现金，
告诉店员要充多少即可，
但这样充值的卡只能在
公共汽车上使用，不能
在地铁上使用。Oyster	
Card 单次可以透支，既
如果你本次旅程余额不
足，地铁站的自动检票机
可能会同意你登出，但你
必须在下次旅程前充值，
余额为负值不能上车。如
果登出不成功，可能有很
多种原因，机器上会显示
代码并提醒你找工作人
员寻求帮助。
无论使用OYSTER	CARD
还是纸质车票，都不要超
过乘坐范围，例如你购买
的是在一到二区内通用
的票，那你就不能坐到
三区的车站再下车，自
动检票机不会让你登出，
而你也将面临处罚。
如 果 你 是 用 OYSTER	
CARD 购买日票、周票、
月票或者年票，那么它
的过期时间是截止日期
的凌晨 4：00AM以前。
也就是说，你买了 DAY	
TRAVEL	CARD，那么这
张票的过期时间是第二
天凌晨的4:00AM以前，
而不是当天晚上的 12：
00PM以前，所以如果恰
巧出门晚了也不要紧。
在乘坐地铁时经常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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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播系统里说“MIND	
THE	 GAP	 BETWEEN	
T R A I N 	 A N D 	 T H E	
PLATFORM”。这是因为
伦敦地铁由于建筑原因，
很多地方会出现大的拐
弯甚至上下坡，而站台
当然是笔直的，所以一
些地方会出现缝隙，有
时确实会是非常大的缝
隙，足可以掉进一个人。
因此当听到这样的提示
时，上下车一定要小心。

 伦敦公共汽车
一提到伦敦的公共汽车，
大家都会一下子在脑海
中回忆起小时候玩儿的
那种红色的双层巴士。
事实上伦敦到现在仍在
使用这种公交车，她已
和大本钟、塔桥、红色
电话亭以及黑色出租车
一道，成为了伦敦 具
标志性的象征。在英国
只有伦敦及附属的郊区
使用这种公共汽车，因
此当你在旅行中看到这
种红色公车时，就表示
你已经在伦敦的范围内
了。
伦 敦 有 多 达 700 条 以
上的公交线路，系统十
分发达和芜杂。除简单
的数字排序外，一些伦
敦公交车还有特殊代
码， 如 RV1	 代 表 River	
View，主要走沿泰晤士
河的线路，沿途经过很
多著名景点，是不错的
观光选择。对于喜欢夜
生活，或者需要早起赶

去学校上课的同学来说，
伦敦公交系统非常人性
化，很多线路是 24 小时
的，有些线路则有专门的
夜班车 (Night	Bus)。这
些标志在公车站牌上会
标注的非常明显，24 小
时的线路会写着 24H，
夜班车则写着N。
24 小时公交的线路全天
经过的路线是不变的，
而有早晚班区别的线路，
夜班很可能与早班不同，
上车前请注意查看公交
站牌。
Oyster	Card 当然也可以
在公车上使用。如果是普
通的双层巴士，你要在前
门上车，在靠近司机的的
位置有一个和地铁里面
用来充值的一样的黄色
机器，只需要拿你的卡接
触它即可，显示屏上会显
示卡的种类，本次花费多
少（目前公车单程直接
买票 2镑 35 便士，刷卡
只要 1 镑 30 便士），余
额多少。下车则从后门。
如果是一些比较长的车
型，类似于国内的那种大
通道，则是在中门上车，
前后门下车，这种就是要
自觉刷卡，当然司机是会
监控的，所以不要尝试逃
票。另外一种是很小的单
层公车，这种只有一个车
门，前门上车前门下车，
刷卡即可。
伦敦的公交有个特点，就
是往返的车站有可能并
不是正好在路两面，一
些站反方向上车地点可

能是在很远的地方，公
交车站都会有附近各车
站的位置，要注意看地

图。如果你没有OYSTER	
CARD，就需要买公车票。
在什么地方买票取决于
你乘坐的线路，一些线路
是要在上车前自己在自
动售票机上买票的，另一
些可以上车后向司机购
买，这些会在公交站牌上
写得很清楚，一定要注意
查看，否则一些认真的司
机会请你下车，买票后等
下一班。站台上的自动售
票机只接受硬币，不设找
零，买之前请准备好足够
的零钱。
由于伦敦的公车上是没
有售票员的，报站完全
靠电子设备，因此如果
是初来乍到不熟悉地理，
一定要注意看电子屏幕。
通常情况下会有语音报
站，不过有时候也会出现
设备故障。需要下车的
时候，只要按扶手上的
红色按钮提示司机就好，
否则司机是不会停车的。
如果需要上车也是一样，
假如站台上只有你一个
人，你一定要招手示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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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停车，否则除非正好也
有人要在这一站下车，否
则司机也是不会停车的。
伦敦的公交站牌很小，
基本上除了比较大的车
站之外，不会把全程的
所有站名都写出来，但
是却会很清楚地写出每
一班车到该站的大致时
间，你可以用这个来安
排你的行程。
伦敦的夜班车虽然非常
发达，但是都是每隔半
小时才有一班，特别是在
周末，从酒吧晚归的酒鬼
很多，很容易挤不上车，
要注意安排自己的行程。
此外，如果是在其他的城
市，乘坐公车下车时一定
要和司机说谢谢，否则会
被视为非常没有礼貌，在
伦敦则无所谓。同样的，
在其他城市在站台上等
公车也一定要排很整齐
的队，否则也是无礼的行
为，在伦敦就不必顾忌，
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地方
的英国人认为伦敦处在
外星球。

泰 晤 士 快 艇 Thames	
Clipper
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
线，沿途景点众多。如
果想尝试别样的出行经
历，可以考虑偶尔乘
坐一次泰晤士快艇，
线 路 从 Waterloo 到
Greenwich，穿越市中心，
用时短，不堵车，但是
费用较高，通用 Oyster	

Card。
伦 敦 公 交 实 用 网 站 :	
WWW.TFL.GOV.UK
伦敦政府开设的公交网
站，在这里你可以充值，
可以查询 新的交通信
息， 重要的是，如果你
不知道应该怎么坐车，可
以在查询系统里输入你
所在地和目的地的邮编，
地名或者大致的街道名
称，以及你大概准备出发
的时间，系统就会自动
为你设计出多条可行的
线路，包括公车、地铁、
火车、轻轨、渡轮甚至步
行等等，同时会告诉你如
果需要换乘要在什么地
方，大概全程用时等等，
非常方便和实用。

自驾车
在英国驾车必须备有以
下材料 :	 驾照、保险、
MOT:	 即每年必须的年
检、路税 (Road	Tax):	 可
在邮局购买。

驾照
持中国驾驶执照者，如果
满足以下条件准备，可以
在到达英国国境第一天
起的 12	个月内驾驶小型
机动车：
■准备在英国就读时间不
超过 12	个月
■ 拥有中国的有效驾照
或者国际驾照
■ 在英国期间你的驾驶
执照尚未过期
如果你将在英国学习超过

12	个月并打算在 12	个月
后继续驾驶机动车，你应
该在这 12	个月内申请英
国的临时驾驶执照并通
过考试。

买车
买卖汽车 好的方法
是 找 可 靠 的 经 销 商
（Dealer），当然其价格
也比从私人处购买贵一
些。如果你已经有车并想
换车，在经销商那可以用
Part	Exchange	的方式购
买，即将车卖给经销商，
然后同时购入他们的车。
不过，如果要自行处理，
不妨参看报纸的小广告，
或 同 刊 的 Exchange	&	
Mart 一栏。另外，www.
autotrader.co.uk	也是很
受欢迎的一个买卖车辆
的网站。买车之前应弄清
楚车辆MOT	何时到期以
及是否拥有 Full	Service	
History。有时车的售价
虽低，如存在隐患，等车
子过户之后，可能在将
来要付不少的维修费用。
另外，在电话联系好看车
时， 好能同时约好具
有机械与汽车维修常识
的友人陪伴同行，以帮
助察看并判断汽车性能，
提供宝贵意见。
交易之前， 好在网上对
车进行HPI	CHECK,	以确
保此车辆不是被盗车辆，
无事故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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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

Postal Service

在英国，递送邮件有四种方式
■ 一等邮件 (1st	class	mail)
一等邮件的标准重量为 100	克以内。在
英国国内递送的邮件，费用为 46	便士，
第二天到达收件人手中。
■ 二等邮件 (2nd	class	mail)
标准重量以内（100	克）的二等邮件费
用为 36	便士，通常是在 3	天左右到达
收件人手中。
■ 挂号信 (Recorded	Delivery)
适用于寄送重要文件，发件人可以根据
提供的查询号码到邮局或者 Royal	Mail	
的网站查询邮件投递情况，费用为 77	
便士起。
■ 特快专递 (Special	Delivery)
适用于寄送重要文件，可保证第二天送
达。通常在确保9AM	之前到达的 ,15.25	
英镑起；确保在第二天到达的 ,5.45	英
镑起。如出现邮件丢失，可以索赔 多
2500	英镑。
通常发往国外的信件和包裹需要到邮
局亲自办理，主要为航空邮件（AIR	
MAIL），其费用从 68 便士起。另外为

英国的邮政系统非常发达且完善，几乎所有的文件、银行账单、支票，甚至信用卡、
护照都是通过邮局来邮寄的。

了保险起见，航空邮件可在另外付费后
升级为航空挂号信与加急挂号信，费用
分别从 4.96	英镑与 5.98	英镑起，根据
不同的区域和邮件的重量费用不同。
详细信息请参考：	WWW.ROYALMAIL.
COM 如果想要寄送比较大件的包
裹，ROYAL	MAIL	 因为收费贵，速度
慢，并不是 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
PARCELFORCE，DHL，DPD,	UPS	这些
专门的
快 递 公 司。	PARCELFORCE	 是 从
ROYAL	MAIL	中分出来的，专门从事包
裹投递业务的公司，其他则都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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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这其中 DHL,UPS	由于是其他国
家的公司，所以收费比较昂贵，但是运
送速度较快，
保险系数高。服务 为周到的是
DPD，会通知你非常详细的送达时间。
PARCELFORCE	与 ROYAL	MAIL	一样，
每一个地区的投递时间都是相对固定
的，摸清楚规律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安排
时间，以免错过包裹。
如果错过了你的包裹也不需要担心，邮
局和所有的快递公司都会给你留下一张
卡片，告诉你当日几时他们曾经尝试
往你的地址投递包裹没有成功，他们
会在什么时间自动再送一次，或是让
你上网预约再次投递的时间。再次投递
（Redelivery）的时限根据包裹种类有
所不同。
Royal	Mail	普通包裹会要求你等待至少
48	小时，签收包裹是 24	小时，special	
delivery	则在 7	天后自动退回给寄件
人。
他们会给你留一张红色的“sorry，you	
were	out	card”，上面有你的姓名，地址，
投递时间，包裹种类（大件、小件、急
件、挂号件、包裹等等），包裹查询号
码（如果是需要签收的包裹），未能妥
投原因（太大信箱放不下，没有签收人
无法签字等等），你可以要求再次投递
的时间以及邮递员的工号。拿到这张卡
后，你可以登陆 Royal	Mail	的网站，选
择重寄业务，按照卡上所写填好有关信
息，然后选择择日重投同一地址，重投
其他地址，自取或者留在附近邮局。你
只要选择你方便的服务种类，重投需要
填写重投日期，如果是 special	delivery	
则不能投递其他地址。

留在附近邮局需要额外收费，但是非常
便宜。你提交了这些信息之后，系统会
发给你一封确认电子邮件，邮局也会在
你选择的日期再次投递你的包裹。
如果你想自取，则要考量存放站
（DEPORT）离你住地的远近，是否方
便到达等。ROYAL	MAIL	 要求所有自
取的人都必须带上“SORRY	YOU	WERE	
OUT	CARD”，否则即便你有全部身份
证明，他们也不会为你办理的。
邮票、信封、信纸、包包裹需要的牛皮纸、
泡泡塑料布（BUBBLE	WRAP）都可以
从邮局、超市、报刊亭、自动售票机或
其它商店购买。如果对于邮寄的东西有
特殊要求，还可以选择购买不可折叠信
封，光盘专用信封，小件物品专用信封
等等，但是邮局工作人员可能会因此而
对所寄物品收取额外的保险费。另外，
哈利波特的姨夫说过，周日是一星期中
好的一天，因为邮局不工作。所以邮

局开门的时间：周一至周五：9.00AM-

5.30PM；周六：9.00AM-12.30PM。只
有非常少的部分邮局周日也会短时间营
业。
WWW.ROYAL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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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说到英国旅游不得不先说下英国的组成部分，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些附属岛屿一起组成的，
所以也称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是英格兰首府也是英国首府，爱
丁堡是苏格兰首府，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首府分别是 和卡迪夫。四个
不同的地方有着虽然相似各有特色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这也反应到了建筑文
化上面来。
如果你喜欢电影，那么也可以从旅游中寻
找那些电影中的经典画面，比如牛津拍摄
的《哈利波特》，Lincoln	Cathedral 拍 摄
的《达芬奇密码》，Chatsworth	House 拍
摄的《傲慢与偏见》，湖区拍摄的《波特
小姐》，Lancashire 拍摄的《相见恨晚》，
Westminster	Abbey 拍摄的《皇上无话说》。
对于城堡有浓厚兴趣的朋友更可以在英国一
探各类城堡的故事。英国有着各种特色的古堡，比如 The	Tower	of	 London 中
千年历史的神秘洞穴，皇家里路（Royal	Mile）直通的爱丁堡城堡，充满中世纪
魅力的卡迪夫城堡，人迹罕至的 Dunstanburgh 城堡，在英国 美的天空岛上的
Eilean	Donan	古堡，充满恐怖故事，令人毛骨悚然的 Glamis 古堡，如果想留宿古
堡也可以尝试去 Thornbury 古堡和 Studley 古堡。
对了，如果有小朋友一行的话可以考虑去 Warwick	Castle 或者 Leed’s	Royal
Armouries，互动性较强，可以让孩子们一睹古堡中的故事。
电影和城堡之外，您还可以游览一下英国各种庄园，比如 Chatsworth	House，温
斯顿丘吉尔的出生地 - 丘吉尔庄园，Longleat 野生动物园，Knebworth	House 的
音乐也是很值得欣赏的。

一、英国境内旅游



56

留英生活指南 2017

如果你对航海感兴趣，那可以参观一下英国的一些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船只，
比如在布里斯托（Bristol）的大不列颠号（SS	Great	Britain），朴茨茅斯（Portmouth）
的皇家海军胜利号，伦敦的卡蒂萨克号，苏格兰爱丁堡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艇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肯辛顿宫	
(Kensington	Palace)

温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巴尔莫拉城堡
	(Balmoral	Castle)

桑德琳汉姆庄园 (Sandringham	House	and	Estate)
圣十字架宫

	(Palace	of	Holyroodhouse)
汉普顿宫	

(Hampton	Court	Palace)
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
伦敦塔	

				(Tower	of	London)

（Royal	Yacht	Britannia）， 皇家贝尔法斯特号，重新登上这些历史名船，相
信能让你感受到那些海上的生活，以及英国曾凭借这些战船来赢得的海上霸主的
地位和日不落帝国昔日的光辉。
英国境内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各种文化古迹应有尽有。你可以查询英国国家文
化协会National	Trust	的网站，会找到大量的有关信息。以下还分类列举一些供参
考的景点：

十大皇家旅游景点

文化名人故居

莎士比亚故居
达尔文故居
邱吉尔庄园

勃朗特姐妹故居
舍伍德森林
披头士纪念馆

街 221	号 B 	福尔摩
斯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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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城
伦敦

爱丁堡
卡迪夫

贝尔法斯特
约克
曼彻斯特
牛津
剑桥
巴斯
利物浦

格拉斯哥
伯明翰

 自然风光
苏格兰高地	
Highland
湖区

Lake	District
峰区

Peak	District
 

Corn all Coast	
怀特岛	

Isle	of	Wight
伯恩茅斯	

Bournemouth
朴茨茅斯	
Portsmouth	
侏罗纪海岸	
Jurassic	Coast

泽西岛	
Jersey
天空岛	

Isle	of	Skye
巨人之路

Giant's	Causeway

大型主题乐园	
Thrope	Park
Alton	Tower

Chessington
Drayton	
Manor
Legoland.

 名胜古迹
巨石阵
伦敦塔桥
大本钟

西敏寺大教堂
惠特比大教堂

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
约克敏斯特大教堂

其他人文景观
杜莎夫人蜡像馆

伦敦眼
沙德塔

伦敦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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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的理想之地，既方便又便宜。你可以乘坐飞机、渡轮或
通过海底隧道的火车前往欧洲大陆。学生能获得多种折价优惠票，本地学生会可
以提供有关学生特价票的情况。例如，一个很受欢迎的环游欧洲方式是一张铁路
通用卡。持有该卡，你就可以按固定票价一个月之内旅行二十四个国家。英吉利
海底隧道使你可以乘火车前往巴黎和布鲁塞尔。

二、境外旅游

申根旅游签证

欧洲申根签证（EUROPEAN SCHENGEN VISA），源于 1985 年 6 月
41 日在卢森堡申根城签署的一份国际公约。随着欧盟国家一体化进
程的发展，申根协议国也不断增加。目前申根协议国的范围，覆盖
了西欧、中欧、北欧和南欧等 25 个国家（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
卢森堡、意大利、奥地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
芬兰、冰岛、瑞士等）。持申根签证可以在欧洲任意申根国家短暂停留。
最长可停留期限为 90 天。

从英国签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还是比较容易的，可以直接去各个国家
驻英国大使馆的网页上查询，上面有最新最权威的资料与信息，照
着要求做就不会出现问题。各个国家对申根签证的要求和手续有一
些细微的差别，但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材料：
申请表格、护照、照片、有效期 3 个月以上的英国签证、银行存款证明、
旅行计划、往返机票或车票、旅馆预订确认信或亲友邀请信（亲友
在当地警察局领取表格，填写完成后盖章寄给你）、保险、签证费。 

■去一国旅游：只需前往该国使馆申请‘single entry’，滞留周期取
决于旅游行程或邀请信。
■去多国旅游：需前往第一入境国使馆申请‘multi-entry’，滞留周
期取决于旅游行程（至少 3 国以上）或邀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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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Recreation

在英国的深度旅游更不能错过了那些拥有着无数精彩故事的博物馆，以下对英国
那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展览做了简单的介绍

一、博物馆

■ 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伦敦 著名的景点之一。馆里珍
藏着大量昔日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以各种手段征集
来的文物，其中以希腊、罗马和埃及的藏品价值 高。
也藏有大量国宝级中国文物，如《女史箴图》的原件
等等。据说目前展出的展品不及馆藏的一成。围绕大
英博物馆有很多灵异故事，更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 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
位于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附近。于 1753 年修成，
占地面积 4万多平方米，收藏了 7000 万件标本。大
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同时是欧洲 大的自然历史博物
馆。
■ 国家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
位于伦敦，这是一座世界历史上 为悠久的科技博
物馆，所陈列展示的内容包括气象，物理，化学，
农业，材料等等等等各个领域，同时也展示了各个
领域内 先进的一些设备，实验仪器模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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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以维多利亚女王及丈夫阿尔伯特命名的博物馆，
以展出世界顶级设计师的作品闻名于世。据说拥
有的印度文物世界 多。热爱设计和艺术品的同
学不容错过。
■ 英国国家美术馆	（The	National	Gallery）
位于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
梵高的《向日葵》，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与马
尔斯》等世界级名画的真迹都在其中，学习美术
以及想要了解欧洲艺术文化史的同学的首选。旁
边是英国国家肖像画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 泰特不列颠（Tate	Britain）
位于伦敦，收藏了自公元 1500 年至今的各种美
术品，艺术馆的建立是由 Henry	Tate 在 1897
主持修建，以展览现当代艺术家作品闻名。泰
特不列颠包含四个美术馆：泰特不列颠 (Tate
Britain)，	泰特现代艺术馆 (Tate	Modern)，	泰特
利物浦 (Tate	Liverpool) 和泰特圣艾夫斯 (Tate	St
Ives)。
■ 大英铁路博物馆	(National	Railway	Museum)
本馆位于约克郡，展示了英国铁路的发展历史，
内容涵盖了铁路产业以及铁路对于英国社会和其
他工业的影响，所陈列的物品都是英国非常有
名的铁路客车以及一些原型车等，还附有一些文
字记录和路线相片等等。大英铁路博物馆曾获得
2001 年欧洲 佳博物馆奖。
■ 格林威治海军博物馆（Greenwich	Maritime
Museum）
展览英国海军历史文物以及其他航海相关的展品。
参观同时还可以去旁边的“茶船”Cutty	Sark	观光。
附近的皇家海军学院，皇后屋以及格林尼治天文台

都是值得参观的地方。在天文台可以看到世界标准时间格林威治时间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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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打算继续深造的话，	可以考
虑参加这样的展览。
■ 伦敦书展

每 年 四 月 在
Earl 's	 Cour t	
举行的图书版
权交易展览，
是接触知名畅
销书，体验异
国文化的好机
会。
■ 宠物展
如果是喜欢动
物，或是有打
算在英国购买
宠物的同学，

可以关注由英国犬类协会和英国猫类协
会不定期举办的宠物猫狗展览。

■ 画展 /	艺术品展
除英国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美术馆之
外，很多由私人或企业赞助的画廊也会
不定期举办画
展，艺术品展。
这其中包括古
典艺术、，现
代艺术，先锋
派艺术等等，
值得学美术或
对美术感兴趣
的同学关注。
■ 大学展
每年春秋两季
入学前期，都
会有大型的大学
展，跟国内非常类似。这是一个直接面
对各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的大好机会。

二、展览 Fair

■ 国家足球博物馆	（The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位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以保存和收藏足球相关
纪念品为主的博物馆。本博物馆于 2012 年从
Preston 迁往曼彻斯特，曾四次代表英格兰参加
世界杯并夺得冠军的的博比• 查尔顿

■ 英国军事博物馆（National	War	Museum）
军事爱好者的天堂。展览以英国战争史（也可以
说是对外侵略史）	为主线的博物馆，其中包括
各种武器、作战设备、军事模型等，是研究英国
武器装备和战争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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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ough	Market：
非常著名的维多利亚式集市，以出售各类美食著称。
■ Portobello	古董市场：
世界上 著名，	恐怕也是 大的古董街。位于伦
敦西南部的诺丁山，就是电影《诺丁山》故事发生
的地方。平时只有店铺和坐商经营，大型的露天古
董市场则在每周六开放一天。
■ Covent	Garden：
以拥有大量街头艺人而闻名，是英国典型的集市风
格。拥有各种店铺、咖啡厅、餐馆，周末会有小型
的世界美食节。很多著名的老店铺都在这一带。
■ Camden	Town：
综合性市场，以朋克、嬉皮士风格著称。可以淘到
很多很有创意的小东西。
■ Antique	Market：
不定期在不同地点开放的露天古董市场。说是古董，
其实通常以卖 vintage	风格的东西为主，	一般不超
过五十年的历史，不过比较有英国特色，值得收藏。
■ Car	Boot：
一种营销形式。就是人们定期看着自家的小货车，
聚在一起，把要卖的东西放在汽车后备箱。到了指
定地点，打开后备箱，就可以开始交易了。非常自
由的交易方式，虽然都是卖旧货，如果淘到风格独
特的东西，也是一次不
错的经历。

三、自由市场

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市场非常有特色。作为以港口和贸易为支柱的城市，伦敦遍
布大小市场，一些市场以卖单一产品出名，另一些则是综合性的，吃喝玩乐应有
尽有， 主要的是可以淘到很多具有英国特色的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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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艺术的王国，伦敦是戏剧的殿堂。在伦敦大小剧院鳞次栉比，数量恐怕接
近于商店。这里常年上演各大经典剧目，	如各种莎翁剧、雨中曲、悲惨世界、绿
野仙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战马等等。如果想要体验纯正的英国上流社会文化，
不如去看一次戏剧。普通的演出没有太多的着装要求，但应尽量穿正装，不要穿
T-shirt、牛仔裤和凉鞋。伦敦剧院的票通常较贵，所以看戏是上流社会的享受，
因此也非常注重礼仪。如果能够赶上学生专场，价钱上会有不少的折扣。也可以
到一些订票网站，	如	www.lastminute.com	去淘的票。
英国 有名的音乐厅恐怕就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这里的
门槛非常高，非世界顶级歌唱家或演奏家，不能进入这座音乐圣殿，因此完全不
用担心演出质量的问题。

■ Odeon	英国 大的连锁电影院，环境优雅，设备先进。购买它的会员卡，在消
费时可以积分用来换取电影票或者饮料、爆米花等。
■ Cineworld	也是英国比较大的连锁电影院。有时会推出低价的包月票，如果正
好赶上像暑期档，这样大片云集的时期就很划算。
■ VUE	英国大型电影院连锁集团
另外很多电影的首发仪式（PREMIUM）都会在市中心唐人街所在的 LEICESTER
SQUARE	进行，是近距离接触明星的好机会。参加活动需要预定位置。

四、音乐会与戏剧

五、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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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酒吧（pub）是一种介于餐厅和bar	之间的社交场所，是英国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酒吧的概念古已有之，英文中的“pub”, 其实就是“public	house”的缩写，后者在几
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都乐意到酒吧坐一坐，喝几
杯酒，邂逅一些人。有时凭着一股酒劲甚至可以敞开胸怀，大方地向陌生人吐露
自己的生平际遇。即使没有倾听者，至少也可以找酒保吐一吐槽。现在的酒吧在
学生中间非常流行，大部分人 要把一天中的六个小时都奉献
给酒吧。在这里，酒尽愁销，
抛到脑后。更重要的是，几
人都瞬间变得“充满魅力”。

作业学习的压力都可以暂
时杯龙舌兰下肚之后，周围
的了解酒吧文化是融入英

国生活
■ 要喝就要一轮一轮
地喝
按常理来说，每个人在酒
吧都应该独立点单，要喝什
么，喝多少，都是自己决定，
自己买单，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酒吧都是
这样。但英国人觉得这样的喝法未免太
无聊，太愚蠢。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新
的喝法——一轮（rounds）接一轮地
喝 :	每个人轮流给所有的同伴每人买一
杯酒。这种喝法的好处就在于尽情尽兴，
一轮轮下来，每个人都能灌下十几品脱
的啤酒（英国人喜欢用品脱 pint 做单
位，大概也是要和 litres	or	bottles 这

一、初探英国的酒吧文化

种愚蠢的美帝说法划清
界限吧）。 后实在扛不

住了，只能小侃一波，再塞
下几粒花生，草草收尾。那这

种喝法的坏处呢？也许就是第二天早上
起来，你会发现自己赖在床上，用枕头
蒙住头，心里抱怨要上的课，嘴上傲娇
地说“不想起～不想起～”。怪谁呢？都
怪万恶的“轮喝制”！

■ 要点就要点地方特产的啤酒
设想你现在要给自己和另外 5 个朋友
点一轮酒。可是要点什么呢？你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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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吧台，嗯，柜台上有很多知名品
牌的啤酒：Carlsberg,	Heineken,	Stella	
Artois。你也许会想：“点名牌，没错
的！”——打住，你差点就犯了大忌。
英国的酒友可不会这么点。他们喜欢点
地方特产的麦芽酒 (ale)——一种不含
碳酸的啤酒。这种啤酒貌不惊人，浑浑
的，看起来就像存在木桶里的脏水。但
由于是本土特产，而且大多有着很神奇
的名字，比如“女巫的脚”，“獾尾”等等，

所以格外受英国人的欢迎。所以入乡随
俗吧，别点一杯嘶嘶冒泡的外国啤酒招
人嫌，不如点一杯“乡村特饮”，无论味
道如何，“强颜欢笑”，干了吧。
■ 要买单一定要用现金
很多酒吧都有 低的刷卡消费额度，一
般以 10 英镑为底线。如果你只想花 60
分买一包薯片，那么当你把卡交给酒保
的时候，他会友情提醒，你必须再买上
9镑40分的酒，才能刷卡付钱。所以，
如果你不想每买一包零食就要顺上三杯

伏特加，就一定要记得带上现金！信用
卡借记卡神马的闲着没事就通通收起来
吧。
■ 要吃就吃酒吧经典小吃
如果不小心“纵欲”过度，喝了太多的酒，
需要一点食物调和肠胃，或者看别人胡
吃海塞，自己也有点蠢蠢欲动，那么就
点点东西吃吧。酒吧的食物一般都很贵，
但是量很足。内行的建议是，尽量点经
典的、正常的酒吧食物，比如汉堡，牛

排什么的。千万别点太有“异域风情”的，
不然你的胃会失控的。你懂的。
■ 要玩就玩酒吧小测验
对于酒吧娱乐，英国人 期待的或许
就是每周进行的“智力小测验“（quiz）
了，测验的内容丰富多彩，从昆虫交配
的习惯到明星喜欢的食物，无奇不有。
测验的优胜者大多是喝了三个小时还能
清醒地写出答案不手抖的大牛。而奖品
嘛——也许有点讽刺——是 50 英镑的
啤酒代价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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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听过有英国留学经历的同学都在抱怨英国的食物如何令人反胃。英国确实
没有像法国一样的高级料理；厨子也不如意大利厨师一样玉树临风；印度浓郁丰
富的香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而英国也没有灼热得可以把肉烤熟的天气。

但是，英国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饮食传统——正式晚宴。食物也许
算不上山珍海味，但餐具摆放得就像是要接受检阅的军队。饮品可能都得进口，
但至少知道应该用哪只手把饮料倒出来（当然啦，不是你倒，是侍应倒）。今天
咱们就通过英式晚宴来欣赏一下英国饮食文化中美好的一面！

■ 食物和饮品
一般来说，晚餐越正式，菜的数量和样
式就越多。一餐至少会有前菜、主菜和
布丁三道。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往上
添加别的菜式。比如餐后甜点经常会加
上咖啡和‘petit-fours’（译者注：法语词，
意为在饭后享用的花式小点心）。在主
菜（肉类）和前菜之间可能会上一盘鱼。
在两道菜之间，可能会上一杯果汁冰糕
来净化你的味蕾。不同的菜都搭配有固
定的酒：一般来说，白葡萄酒配鱼和鸡；
而红酒则用来搭配红肉（译者注：红肉
指的是猪肉、牛肉等肉类）。有时也可
能品尝到甜甜的餐后酒。优质的服务是
晚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需要自己
倒水，剩下的就全部交给侍应了，用餐
者什么都不用做哦！这么高大上的服务
当然会让有些人浑身不自在，但在日常
生活中，这样的美事可不会经常发生。
所以在此时此刻就尽情地享受吧！

■ 用餐的礼仪
入座之后，你会发现面前摆放了一大堆
刀叉勺子，几乎可以给一大家子用了。

二、如何优雅地搞定高大上的英式晚宴

但可不要因此上当，这全部都是供你一
人使用的。每一道菜都有专属的餐具。
举个例子来说，吃一盘鱼就要用到一把
短短胖胖的鱼刀。菜单上有汤吗？有的
话就少不了汤勺了。基本规则是，从离
盘子 远的餐具开始往里面用。如果你
发现切牛肉的时候用的是甜点勺，那你
肯定在某个环节用错餐具了。

■ 着装的礼仪
晚宴上不同的着装要求（dress	code）
有相应的专用词汇。通常来说，简单的
‘formal	wear’指的就是职业装。但事实
上，正式的晚宴上几乎没人会穿成职场
人士。‘Black	tie’（晚礼服）才是 常用
的。男士需要穿无尾礼服，配上白色衬
衫和领结。如果不知道怎么穿看看詹姆
士 •邦德就懂了吧？但对于女士就没有
特定的要求了。通常女士们会穿高档的
裙子——这次可别朝邦女郎看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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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举止
正式晚宴的礼节复杂到像迷宫一样让人琢磨不透，要是走错了道就处境难堪了。
好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四个字：有样学样。主人通常会先开始吃，在比较隆重

的场合还有“上座”（top	tables），“上座”的宾客会先吃，所以你照着他们的样子
做就好了。牛津和剑桥的正式晚宴（formal）就有“上座”的传统。在其他的情况下，
敲打木槌时各位嘉宾就可以入席了。通常木槌会敲两次：第一次的目的是让大家
站起来祈祷（用拉丁文祷告），第二次是在晚餐结束的时候。随着晚餐进展，大
家开始喝醉的时候，气氛就变得轻松了。虽说如此，跳到桌上跳舞总是不太合适。

■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和穿着一样，晚宴上说的话应该简单、高雅。以前，要是有人把宗教、政治和两
性的话题搬上餐桌，那就等着被赶下桌吧。虽说那是历史，但时至今日，这三个
话题仍然是禁区。不清楚的话就随着周围的话题聊吧，或者谈谈天气。在英国，
正式晚宴可是一件繁琐的事。这让人犯晕的传统不过是转移注意力，防止我们咬
着难吃的食物不放。我倒觉得，这些传统可以提升我们的用餐体验，让一顿简简
单单的晚餐堪比女王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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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英式下午茶的构成
传统的英式下午茶一般包括三部分。
首先是手指三明治，一种很小的方形
三明治，吃起来可以非常优雅，几口
就能解决。它们的馅料通常比较清淡
但口感很棒，比如三文鱼或者奶油芝
士。下一道就是思康饼（scone），
这是一种口感介于蛋糕与面包之间的
甜点，很难具体描述。事实上，它
们的发音也很困难：一些英国人会
把 scone 的韵尾发成“gone”，而另一
些人会发成“loan”，不过在辅料上，
大家都一致认为，搭配奶油和果酱是
棒的。 后一道毫无疑问就是蛋糕

啦。美食配着热茶，美好的下午茶时
光啊！

■ 下午茶的历史
说到下午茶的历史，就不得不说提它
的发明者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贝
德福公爵夫人 , 安娜。这位夫人每到
下午就感到低迷、无聊，于是想出了
下午小吃一餐的办法。很快 , 下午茶
就在整个维多利亚社会风靡开来。那
些贵族阶级，整天也没个正事儿，早
餐吃得又晚，所以每每到了午饭的饭
点都不觉得饿，但是一到下午四点左
右，就会因为血糖降低而产生晕眩的
感觉，下午茶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每到下午四点左右，你会不会经常有种特别低落的感觉？百无聊赖、无精打采，
似乎所有的能量都被耗尽，而且肚子还不争气地咕咕叫 ?	

三、为什么英国人爱喝下午茶

题。而对于那些每天早起去工厂、田间
工作的农民来说，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许
可以帮他们撑过中午，但绝对挨不到晚
饭，所以，尽管他们没法像贵族那么讲究，
但下午茶的习俗还是慢慢在平民百姓中
间流行起来。

■ 现代的下午茶
现代的就餐习惯已经威胁到了传统的英
式早餐和下午茶。它俩是紧密搭配的：
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免去午餐的必要性，
但需要一份下午茶来补充能量。但由于
现在很少有家庭会吃传统英式早餐（现
在谁在上班前还有时间和精力吃一顿丰
盛的高能量的早餐呢？），下午茶也慢
慢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现在一般只在
特殊的宴请和闲散的周末才能见到英国
人喝下午茶。虽然大多宾馆仍然供应传
统的下午茶，但简单的饼干和茶水已经
取代了传统的下午茶三部曲（三明治，
思康和茶）。不过尽管下午茶的菜单被
简化了，它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退。毕竟，
在一个像英国这样湿冷的国度，我们总
需要给百无聊啦的下午一些刺激和抚慰，
而下午茶就是维持我们高涨情绪的一股
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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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说英国人不爱流露情感，事实的确如此。至少在没喝醉时，英国人总是扭
扭捏捏，不习惯向亲友表达爱意，经常回避直白露骨的抒情。相反，英国人倾向
于用一种外人觉得奇怪的方式来释放被克制的情感——他们喜欢用没有恶意的责
骂来表达爱意。
	如果你听到英国人用一些攻击性词汇“骂”自己的家人朋友爱人，别吃惊，这些词
汇其实是他们表达喜爱与亲昵的独特方式。下面是五个看起来在“骂人”，但其实是
表示友好的常用词汇，不是英国人（即便能说英语）绝对听不出里面的玄机！

■ SILLY-BILLY
“Billy”是男名“William”的常见缩写，历史上比较出名的“William”有 19 世纪的威廉
四世国王，他经常制造一些毫无意义的扯淡演讲和愚蠢举止，因此被人们嘲笑为
“Silly-Billy”。这个短语因为朗朗上口而流传了下来。现在，当某人犯糊涂时，他就
会得到一句亲切的“Silly-Billy”。比如：“离论文截止只剩一个小时了，他才开始赶
论文？！真是个 Silly-billy ！”

■ CHUMP
这是我 喜欢的一个词，因为我爸在我和我哥哥小的时候总对我们说。如果有人
没仔细思考就做了傻事，你就可以这么骂他。比如：“你又把作业丢进洗衣机了？！
你这个Chump！”。显然，“chump”可以看做是“chunk”（大块）和“lump”（笨拙）
的合体。所以“Chump”大概就是那种笨拙愚钝的感觉。

■ TWIT
根据“在线语源词典”，“twit”曾经是个动词，意识是批评和指责。后来演变为一个名词，
指的是某些非得骂上一番的蠢人。英国有一本著名的儿童读物叫《The	Twits》，
讲述了一对顽皮的老夫妇成天在对方身上搞恶作剧。也许是这本书让带动了这个
名词的普及，不过日常应用中，Twits 还是一个满怀爱意的词，用来形容那些无比
亲近却又像那对老夫妇一样让人烦恼的人。

■ NUMPTY
2007 年的一次投票结果显示，“numpty”是苏格兰人 喜欢的词，不过它在整个英
国也被广泛使用。据推测，它应该源于一个已经过时的词“numps”，意思是愚蠢。
“numpty”的意思就是有点白痴：“她走了三英里去还书结果发现书忘在家啦？真是

四、五个无伤大雅的英式吐槽：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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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大礼帽，遍地开花的酒吧，这些都是英国的标签。但大英帝国还有一个重
要的文化象征，那是一项神秘的传统，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对，我指的就是滚奶酪。

■ 滚奶酪是什么
五百多年来，人们每年都会聚集在格罗斯特附近的库珀山，从山上扔一块巨大的
圆形奶酪，奶酪沿着山坡滚啊滚，人们也跟着奶酪摸爬滚打连冲带撞地滚下山。

按照官方说法，这算是一项
比赛，而且获胜者的确有奖
品——没错，就是那块奶酪。
不过，围观群众大可心安理
得地吐槽：“喂！参赛运动员
们都是刚刚从精神病院逃出
来的吧！”

■ 它是如何起源的
关于滚奶酪的起源有好几种

说法，有人认为它与公共用地上的放牧权有关，也有人认为这是异教徒庆祝新年
的一种仪式。一些怀疑论者甚至声称：“这不过是英国人蠢到家的又一个证明罢了！”
无论它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滚奶酪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项世界性运动。每年“吉
时一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共享盛举”，一同体验英国文化搞怪的一面。
为了一块格罗斯特双料硬干酪，各色人种在库珀山挥洒汗水，尽情释放压抑（以
及双脚和地面的联系），光是看着就觉得很有意思呢！

numpty ！”

■ WALLY
如果说一个人“wally”，就是在说他有点愚钝，没把事情仔细思考清楚。这个单词
背后的故事不太明确，但是有个都市传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次音乐节上，
一个叫Wally的乐迷（也有版本说是乐迷的狗）走丢了。人们花了一整个周末去找他，
后所有的观众都在叫着“Wally！Wally！”。这场闹剧肯定持续了很久。有趣的是，

美国的一本谜语书《Waldo 在哪？》在英国被叫做《Wally 在哪？》，很可能是因
为Wally 这个词有着“傻”的含义，就像这本书一样。

五、不知道滚奶酪运动？别说你真的懂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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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c	Relief
俗称 Red	Nose	Day，红鼻子小丑节。源自于喜剧演员的节日。英国是一个热爱慈
善事业的国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慈善事业，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早的红鼻子节是两个喜剧演员的“疯狂”决定，他们向人们宣称，只要捐钱，他们

可以做任何形式的表演。此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大胆的创意，将这个节日保留
了下来。现在到了每年三月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周五，人们就会带起小丑的红鼻子，
来参与这个节日，表示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 Remembrance	Day
又叫 Poppy	Day，罂粟花日。这可不是庆祝毒品种植的节日，而是用来纪念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保卫英国而牺牲或伤残的士兵的日子。 初，国王乔治五世
钦定 1919 年 11 月 7 日为首个纪念日。之后每年的 11 月 11 日 11 时，全英国甚至整
个英联邦地区都要集体默哀两分钟。之所以选用 poppy 罂粟花作为象征，是出自
著名的《弗兰德斯战场》叙事诗。弗兰德斯战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伤亡
为惨烈的地方，而红色的罂粟花成片开放，仿佛血流满地，让人们永远记住战争
的伤痛，捍卫和平。虽然历史上英国军人与中国的关系不提也罢，但是入乡随俗，
你也可以考虑在进入 11 月后，佩戴罂粟花的纪念章。那段时期英国大街小巷到处
都有销售，所得全部捐给军人福利院。
■ Shrove	Tuesday
赦免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Pancake	Day，煎饼日。这是一个与宗教结合的非常
紧密的节日。与 Easter 相邻，很像伊斯兰教的斋月，具体日期要根据那一段时间
月亮运行轨迹而定，可以是 2月 3日到 3月 9日之间任何的一个星期二。只在讲
英语的国家流行，之所以叫 pancake	day，是因为紧接着要进入斋戒，所以在这
之前要吃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而人们通常选择 pancake。现在这个节日则成为
了与 pancake 有关的各种娱乐活动。

六、英国特色节假日

■ 英国的“国民运动”
滚奶酪是一项可以定义英国国民精神的运动！它和大不列颠一样，有着绵长而绚
烂的历史！它把各地群落的精神融合在了一起！ 重要的是，它让英国人深深地
感受到自己的独一无二！除了英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发明出像滚奶
酪一样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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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work	Day
烟火节，也就是 Bon ire	Night 或者 Guy	Fawkes	Day。简单说就是为了纪念作为
新教徒的英国人通过点燃篝火，成功阻止了天主教徒的逆袭。不过现在已经演变
成了单纯的燃放烟火的节日。在每年的 11 月 5 日或前后，此前各大超市都会有出
售烟花的柜台，当然规模与国内过年放炮不可同日而语。
■ The	Queen（King）'s	Official	Birthday
换言之就是国家为女王或是国王规定的生日。因为英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庆日，女
王（国王）的这个生日在很多场合下就相当于国庆日。英国人也是很喜欢搞面子
工程的，他们认为如果女王（国王）的生日如果是在英国阴森寒冷又多雨的秋冬
季节，似乎不利于世界仰慕大英帝国的威严，所以就规定了六月第一或第二个（很
少情况下也可能是第三个）星期六为君主的法定生日，因为这段时间通常天气晴朗，
气候宜人。这一天 有名的活动就是女王的阅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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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及特色活动

CSSAUK

一、学联

大家可能已经听过“学联”这个词，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呢？“学联” 全 称 为“ 中 国 学 生 学 者 联 谊 会”， 英 文 CSSA（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中国学联是在英中国留学生学者自己组

织运作的服务性组织，负责在能力范围内为中国留英学生学者排忧解难，目前已经

广泛分布与绝大多数英国高校和地区。所以，同学们可以经常听到“某某（大学名

称）学联”或“全英学联”。有关全英中国学联的简介请参见本册最后一部分或登

陆全英学联的官方网站：http://cssauk.org.uk；所有正式在驻英使馆教育处注册

的学联名称和联系方式请以全英学联官网上公布的学联列表为准（http://

cssauk.org.uk/全英学联成员名单）。

温馨提示： 近年来多次遇到个人或组织进行假冒中国学联的名号进行收费式的服

务，不明真相的学生常常受骗。在这里提醒大家，除去如春晚等收取门票的活动，

学联的活动一般是不收取费用的，即学联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所以请同学们确认

各地学联官网及正品活动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二、特色活动

学联每年都会举办许多有特色的活动，这些大家都可以浏览全英中国学联和所在高

校或地区学联的网站查看过往的活动新闻，因为这些活动如迎新、春晚等一般每年

都会定期举办。当然也别忘了留意各个学联的活动宣传。下面就以全英中国学联为

例，给大家呈现一些在群英范围内富有特色和口碑的品牌活动。这些活动的过往新

闻和图片大家可以在网上轻松搜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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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博士论坛是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支持下，由全英中国学联主办、各地 
方学联承办的高层次人才学术交流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本届博士论坛 
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关注于应用科学。涉及学科覆盖:计算机，材料，能源， 
信息工程，生命与医学，人文与社科等多个专业。演讲嘉宾与观众共同探讨 
在“一带一路”战略开创的新形势下，其研究内容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联系，以及 
如何用相关成果来推动和助力“一带一路”战略。

2017年6月10日，由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和奥斯特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承办的“第六届全英博士论坛 
——北爱尔兰分论坛”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成功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贝尔 
法斯特总领事馆李长华领事、赵深成领事，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张岑，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李慷教授等嘉宾出席了本次论坛并致辞。来自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奥斯特大学的师生近百人济济一堂，共话“一带一路”。

全英学联将继续在其它地区举办全英博士论坛分论坛，共话“一带一路”。我们欢 
迎广大留英学生关注我们的活动预告，在学术的盛宴中和嘉宾进行思想的碰撞。 
此外，许多地方学联也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学术性讲座活动，请大家留意活动预
告。

第六届全英博士论坛 ——北爱尔兰分论坛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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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春晚、元宵晚会

身在异国他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全英中国学联将在每年春节前后举办大家熟悉 
的“春晚”。全英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是在英华人举办的晚会中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力最强的节日庆典活动之一，由全英中国学联主办。这两台晚会旨在为广 
大留英学生学者提供实现艺术梦想的舞台，丰富大家传统节日的文化生活，传播优 
秀中华文化，促进中英文化交流与了解。全英春节晚会和元宵晚会最大特色在于汇 
聚了全英最杰出的留英艺术家和留英学生学者，强大的演员阵容不仅保障了晚会风 
格、特点与品味，更使学生学者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示。 

2017年，由全英学联主办的 
“金鸡报晓——2017年全英
春晚”在伦敦举办，驻英国 
大使刘晓明、驻英使馆教育
处公使衔参赞王永利与在英
留学生、学者、华人华侨等 
各界嘉宾共聚春晚现场，欢
度佳节。全英春晚会有孔子
学院，华人华侨组织，港澳
台同胞以及国际友人加入演
出的队 伍，也将从全英各个
地区选拔优秀的节目，在此
特别提醒有才艺的同学届时
踊跃报 名参加节目的海选，
让你的才华在全英最高的舞
台上展示给全体留英学子吧!
总之，请大家积极关注2018
年全英春晚，我们期待在伦
敦和你共同庆祝这个属于中
国人的重要节日。

温馨提示:除了全英学联举办
的全英春晚，一些高校或者
同一地之，总之，高校的
地方学联也会在每年的春节
前后举办自己的春晚。

刘晓明大使出席2017年全英学联春晚并发表讲话
（2017年1月23日,伦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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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全英创业大赛”）是英国华人历史上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最专业的创新创业类赛事，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的指导和中
国教育部、中国科学院、欧美同学会等机构的支持下，距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
历届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都吸引了一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项目到全国各
地的园区进行考察和对接，大批项目已成功落户在全国各省市的多个园区。
■ “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春晖杯”）是由教育部和科技部
主办、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海外人才与国内单位
开展技术交流、项目对接的重要平台。自2006年起，“春晖杯”已成功举办了11届，
并有300多个项目在国内落地孵化，取得了积极效果，形成了品牌效应。
■ 今年，全英学联迎来了第十届全英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同时，第十二届“春晖
杯”大赛将与全英创业大赛相结合，首次在英国设立分赛区。顺利进入本届创业大
赛初选的优秀创业项目，将被推荐报名至“春晖杯”大赛，与来自国内及各海外分赛
场的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参加本届创业大赛的团队，将有机会与这两大赛事的
合作园区及投资方进行接洽，极大地增加创业和对接的成功率，而这种比赛形式在
全英历史上，尚属首次！
■ 第十届全英创业大赛暨第十二届”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于2017年4月10
日开始征集项目，开幕式在2017年6月17日于剑桥大学成功召开，2017年6月25日
报名阶段结束。报名参与本届大赛的团队和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创下历史新高。



附录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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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 机票 :
可以在 High	Street 上的旅行社订 , 也可以在网上订。

■ 网址 :
http://www.expedia.co.uk
http://www.opodo.co.uk
http://www.ebookers.com
http://www.statravel.co.uk
https://www.flightcentre.co.uk/flights
http://www.airline-network.co.uk
http://www.dialaflight.com/
http://www.deckchair.com
http://www.majortravel.co.uk/
http://www.travelmood.com
http://www.jet2.com

■ 短途航班 :
http://www.ryanair.com/
http://www.easyjet.co.uk
http://www.flybe.com

■ 火车 :
http://www.virgintrains.co.uk
http://www.qjump.co.uk
http://www.thetrainline.com

■ 大巴（coach）:
http://www.nationalexpress.com/
http://www.megabus.com/
http://www.citylin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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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
电影
英国几乎每个城镇都有电影院 ,	连锁电影院有ODEON,	UGC,	CINEWORLD,VUE,
SHOWCASE等，	可以通过相应的网站，查询当地电影院地址，和目前放映的电影。

戏剧、歌剧音乐等
http://www.whatsonstage.com/
http://www.uktw.co.uk/
http://www.londontheatre.co.uk/

体育娱乐类订票的网站有如：
http://www.ticketmaster.co.uk/
http://www.seetickets.com/see/index.asp

■ 英国主要网络及移动通讯公司
O2:	www.o2.co.uk/broadband
Vodafone：www.vodafone.co.uk
Virgin:	www.virginmedia.com
EE:	http://shop.ee.co.uk/
3：www.3g.co.uk
BT:	www.bt.com
Talktalk:	www.talktal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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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电话号码
■ 紧急服务：999
用于报警、火警和急救。告诉接线员你在哪里、电话号码及你需要何种服务。英
国警方规定在犯罪正在发生，可疑人员近在咫尺，或有人员严重受伤或遭到恐吓，
处于危险状态时才可拨打 999。为应对非紧急情况，英国警方近期开通了新的报
警号码 101。当犯罪已经发生，并非危急情况，或你想要报告手机、财务被盗，房
屋财产受损，花园被人闯入，小型交通事故或你范围内的可以潜在威胁因素等不
需要紧急出警的情况，可以拨打 101。
■ 接线生：100
可以用于拨打英国境内的对方付费电话，或在对方有人接听时才开始计费。
■ 国际长途接线生：155
可以拨打对方付费的国际长途，或在对方有人接听时才开始计费。但某些国家没
有这种服务。
■ UK国内查号：192（BT 电话亭里免费）
■ 国际查号：153
■ 免费健康服务热线：0800	665544
■ 受害者支援服务热线：0845	303	0900	或	0845	603	9213
■ 希思罗机场电话：020	8759	4321
■ 伦敦出租车（24小时预定热线）：020	7272	0272
关于出租车，英国分为 TAXI 和 CAB 两种。TAXI 在马路上随时可以招手停车。
CAB 则需要打电话到相应的公司预订。建议在确定居住地址后，查询英国警察局
相关网站，通过手机短信，发送你的邮编到指定号码，你就会收到来自警察局的
你所在区域，拥有执照的注册出租车公司联系方式。这些公司虽然收费较贵，但
绝对安全。
■ 地铁查询电话	：020	7222	1234
■ 国家铁路：0345	48	49	50
■ Gatwick 机场查询：01293	535353
■ 欧洲之星查询电话	：0990	300	003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
联谊会简介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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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英文全称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K，简
称全英学联（英文简称CSSA UK），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指导
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学生学者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也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华人
社团之一。

全英学联自1988年成立至今，已历经二十九届，目前拥有以中国学生学者群体为主
的成员已达17万人，教育背景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全英学联作为在英
中国学生学者的联谊和服务性团体，拥有超过100个地方学联会员单位，分布在伦
敦、南部、北部、中部、大曼彻斯特和北爱尔兰等六个地区，涵盖英国全境。通过
长期沟通与合作，现已形成了成熟且高效的联通网络，确保了成员之前信息交流互
换渠道畅通。同时，全英学联因其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成为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
人员联谊会等国家级团体的海外理事单位。

全英学联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精神，以维护祖国利益，保障在英中国留
学生学者权益为最高宗旨。全英学联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留学生服务的原则，并为
保护学生学者人身，财产安全，丰富学生学者业余文化生活，解决学生学者在英生
活期间所遇困难，搭建学生学者之间交流平台，增进中英两国学术交流，推广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学生学者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而不懈努力。全英学联现已
基本实现了为中国留英学生学者服务一体化和发展全面化。从确定留学，到离境前
准备工作，入境通关，在英学习，学术交流，就业实习，再到归国创业，学生学者
均可在全英学联官方网站及发行刊物《英伦学人》，《留英手册》中找到相关帮助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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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代表中国在英学生学者的团体，全英学联与英国其他地方华人社团建立并
保持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基础。通过多年的积累与发展，全英学联与英国政府、
苏格兰地方政府、大伦敦区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开展了长期的交流与
合作。同时全英学联与英国众多科技、教育及商贸机构，著名企业保持密切联
络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英国商贸与投资部、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署、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学会、英中贸易协会、48家集团、英国华人金融协会、旅英中国
工程师协会、英国华人生命科学学会等。此外，全英学联与多家中国驻海外机
构，世界知名中资企业及其在英办事处，如中国银行、中国银联等也有着高层
次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中国国力稳步提升，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才建设成为决定未来发展和进
步的关键。与时俱进，用科技推动革新，用改革促动发展，用人才实现进步，
也成为全英学联信守的人才战略。全英学联作为一个载体，促进人才和科技交
流，促进高端人才创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过去的工作中，全英学
联在驻英使馆教育处的大力支持下，为响应国家千人计划发展战略的实施，与
湖北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无锡市、青岛市、淄博市、湖州市等省市
成功举办回国创业人才交流会，得到来自全英各地知名学府的优秀人才的积极
参与，很多先进的技术专利和创业构想得到肯定和赞赏，并达成共识，相继实
施。

未来，我们会因为曾经的梦想得以实现而深感自豪，也会因为昨天精彩的生活
而铭记在心。全英学联集合全英优秀的青年才俊携诚相聚，共促发展，凭借才
智与信念，将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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