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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EMORY NEWSLETTER 

欢迎，Emory 2019er 
欢迎来到美国东南部知名私立大学—埃默里大学 

主编语 � 

亲爱的各位埃默里大学家长、同学： 

几年以前，我们的心情与你们一样。心中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向往，

长达半年的假期让我们迫不及待的登上飞机飞往美利坚，然而陌生的环境

总是伴随着无数的问题，许多问题不知从何处得到解答。爱茉莉中文报

（SEN）是一份由埃默里大学媒体委员会监管的学生报纸，我们出版这期

新生特别版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们也“新生”过。 

总编：张自豪 

埃默里一共要求你来之前获得两个证，一个红色的体检证，一个

黄色的疫苗证。这两个证都必须要到最近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办理。 

关于体检，要交三百块钱，带上身份证，和一张白底证件照。早

上起来要空腹。第一项就是检测尿常规，采集尿液。然后是抽两

管子血用来检测血常规和乙肝抗原。接着就是 X-ray，心电图，B
超（如果你是孕妇要提出来喔），普通检查什么的。有些地方当

天下午可以拿到证，有些地方可能要等几天。 

来埃默里之前，你一共需要哪些疫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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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生服务的办公室 

新生招待晚宴由国际事务办公室筹办，具体信息敲定

后我们会通过微信平台和人人主页通知大家。 
往年招待晚宴详情及着装要求，请扫描左边的二维码

或登陆“埃默里新生主页”人人公共主页 
 

国际事务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www.international.emory.edu 

国际学生学者服务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http://www.emory.edu/isss/ 

体检 疫苗   1 
AP学分 商学院 邮箱 2 
大一宿舍介绍             3 
机票 行李 保险  4 

目录 

爱 茉 莉 中 文 报 

关于疫苗，埃默里要求你来之前接种过以下疫苗：1.MMR 麻腮风；2.白喉
破伤风；3.乙肝；4.水痘；5.结核球菌皮试。大家在去之前一定要把小时
候的疫苗本子找到，不然他就给你一针一针挨个打。另外，结核球菌皮试

做完三十分钟内就要打MMR不然就要隔一段时间才能打。MMR。完成之
后，请登陆http://studenthealth.emory.edu/hs/new_students/index.html
并根据上面要求的步骤填写相关表格，由于手续极其复杂，人人公共主页

有详细介绍，请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登陆埃默里新生主页。 

国际学生生活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Life 
http://oisl.emor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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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际生在新学期开始前会接受系统性的

适应训练（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 at 

Emory）。它由两部分组成：国际生

Orientation 和全体学生 Orientation。国际生两

个项目都要参加。 

国际生 Orientation 开始于 8 月 19 日。所以

大家可以在 8 月 19 日晚上八点开始入住，之

前不可以入住。 

对于同行的家长学校也有专门的校园生活介

绍项目，你们可以在 22 日到 24 日间参加

Orientation 办公室组织的各种活动。 

Orientation 办公室会在六月出给大家发送有

关这个项目的邮件。 

爱茉莉中文报联系了 Orientation 办公室的主

任，由于版面有限，具体信息已经发送到微

信，请添加我们的微信 EmoryUniversity 并回

复 Orientation 即可收取。 

国际生适应项目 �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 

官方网站：  
http://www.sinoemory.com 

人人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1325466 

电子邮箱：                
contact@sinoemory.com  

微信平台：                       
EmoryUniversity 

1

在学校，我们基本上是通过电子邮箱与教授、同学沟通的，每天都会收

到很多邮件，学会高效使用十分重要。在介绍之前我向大家区分几个常

弄混的 ID。NetID也就是我们登陆 OPUS、Blackboard和学校各处电
脑的用户名，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和姓的前四个字母组成，后面还会加

上一组数字。Student ID就是进入 OPUS以后，上面显示的七位数字，
它是我们的官方数字编码，代表我们的学号。埃默里的邮箱地址是你的

NetID@emory.edu. 例如我叫张自豪，我的 NetID是 zzhan82，我的邮
箱地址就是 zzhan82@emory.edu. 你也可以去 enid.emory.edu修改你的
密码和域名，例如我可以将我的域名改成 zihao.zhang@emory.edu.  

登陆邮箱的地址是 email.emory.edu，为了方便我们可以在电脑或者手
机上设置收发邮件。埃默里的邮箱是支持Microsoft Exchange的，所以
Iphone可以直接设置如下： 

Email: XXXXXX@emory.edu, Server: ch1prd0510.outlook.com, 
Username: OPUS ID@emory.edu Password: hahaha. 

关于怎么在电脑上以及用 Gmail收发埃默里邮箱邮件，请访问此日志：
http://page.renren.com/601325466/note/865527211 或者扫描二维
码。 

如何高效利用埃默里的邮箱？ � 

想要 AP 换学分？进商学院？ � 

不幸的告诉大家，埃默里从 2013 年开始

学分系统改革，原来基本上每门课都是

四学分，现在有的改成了三分，有的变

成了五分。AP 换分自然也随之改变了。

凡是 AP 考到四分及以上的，皆可换到

学分，有问题可以联系给你发 I20 的

人。微积分 BC 可以换到 6 学分，其他

的都是换 3 学分。AP 成绩单必须在第一

学期末之前寄到学校。 

如果你想要进入商学院，那么在申请商

学院之前你要有 60 学分并且完成以下课

程： 

Math 111 (Calculus I) 或者 AP 微积分 

Bus 201 或者 Econ 101 Econ112 或者 AP 

微观宏观经济 

Bus 350 或者 AP 统计学 

Bus 210 财务会计 

一门写作课 

如果你犹豫是否要换 AP 并且担心跳过

基础课会影响成绩的话，我建议你相信

自己，既然能考过 AP 就不需要再上一

遍学过的内容。 

爱茉莉中文报征稿及招聘

启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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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茉莉中文报自创刊以来共出版

六期月刊和两期特别刊，总印量

逾 3000 份。如今报社编辑部共

有编辑 44 位，有 Freshmen，

Sophomore，Junior，Senior 还有

Graduate Student，新学期希望有

更多对学生媒体有兴趣的同学加

入我们！现在我们招募的职位

有：                                             

文字部：定期投稿，人物采访、

新闻报道、专题文字、翻译、审

稿 

设计部：版面设计、海报设计、

排版、摄影 

宣传部：活动宣传、报纸分发、

读者关系、编辑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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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监管、记录社团开销和

年度预算计划 

只要你可以完成以上任何职

责，请联系我们。 

申请表：sinoemory.com/join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也可直接

给我们发邮件 

contact@sinoemory.com 

 



 

 

3 

新生特别版，二〇一五年五月 � 

1

Turman 

PO 主大一住在 Turman，那就和学弟学妹们介绍一下这个宿舍。Turman 在

大一的新生宿舍群中算是比较老的，大概 08 年左右建的，不过放心，设

施神马还是很新的，不过相比起对面 Hamilton，LSM 和 14 年新建的

Raoul，还是显得朴素了点（LSM 一楼的华丽大堂和真的可以烧的壁炉，

哎）。朴素归朴素，房间内部大小布局还是和其他几个宿舍都差不多，床

会矮一些，不过这个其实无所谓啦，除非你很害怕摔下来。Turman 有五

层楼，除了一楼全是女生其他都是男女混住，不过会以每层的 lobby 为界

男生女生各占一边，每层一半是单间。每一层都有四个卫生间，房间里面

不带独立卫生间，其中两个是 community bathroom，另外两个是 private，

进去锁上门就只有你一个人用，不过千万记得锁门哈哈。对于有没有独立

卫生间我觉得对于 po 主这种糙汉子是无所谓，不过如果你有洁癖，可能

就比较蛋疼。洗衣房，厨房都在一楼，另外 Turman 离 DUC 很近，后门出

去右拐就到食堂了，吃饭超方便有木有，减肥人士慎入啊。Turman 的

theme 是 community and service，所以住在这里的美国小伙伴们都还是非常

靠谱，热爱生活，比如今年住我们一层的一个美国女生隔三差五做蛋糕给

大家吃哈哈。周末热爱出去 party 的人也不多，可能就那么几个吧，所以

一般平时也很安静，是一个适合生活，同时也是个可以交到不错的美国小

伙伴的地方。总而言之，住在 Turman 不会有非常疯狂的生活，但是平时

也不会孤单无聊，欢迎学弟学妹住 Turman！ 

Fevans 

Fevans 是大一唯一一个绿色宿舍，太阳能发电雨水循环冲厕所。是所有

Freshman Dorm 里比较新的一个，由 Few 跟 Evans 两栋楼组成。每一栋楼

有 5 层，有很多单人间。洗衣房跟厨房在一楼，虽然有电梯，但是 Fevans 

Staff 还是鼓励大家多走楼梯。每层除了有两个 Common Bathrooms 以外还

有两个 Private 厕所，门一锁就跟在自己家的差不多了。宿舍宽敞明亮，

干净整洁，唯一的缺点是它的位置。它坐落于校园边界，虽然距离体育馆

跟饭堂非常近，但同时跟联谊会的 Theme Houses 和铁轨也很近。平时能

听到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而到了周末 Fraternity & Sorority 的 Party 更是

震耳欲聋。每一栋宿舍都有利有弊，如果你很环保，喜欢私人空间，那

Fevans 是你最好的选择。在填 Living Environment Survey 的时候强调节能，

就基本能保证你住进 Fevans 大家庭。 

Dobbs 

Dobbs 位于 DUC 的对面，处于校园的正中心。它的地理位置很好，所以

到哪里都很方便。出门右转就是 WOODPEC，左转走两步就能到大家经常

上课的 white hall 和 anthropology building 等。不同于其他的宿舍，Dobbs 的

建筑风格比较古老，外观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跟新修建的那些 freshmen 

dorm 长的很不一样。只可惜 Dobbs 属于大一宿舍里比较小的 dorm，内部

装修和房间结构自然没有 Hamilton 和 LSM 那么高大上，走廊看起来也没

有他们那么霸气，但是正因为 Dobbs 比较小，住在一栋楼的小朋友互相都

会很快混的很熟。Dobbs 的 parlor 大家公认的好地方，里面有一个

fireplace，看起来很漂亮。Dobbs 的主题是 leadership，RHD 在每学期都会

举办 leadership dinner，邀请 doblins（Dobbs 的住户的名称） 参加与学校高

端人士的 network 活动。更重要的是 Dobbs 是 songfest 比赛中比较厉害的

一个 dorm，虽然去年的 songfest 我们只拿到了第二，但是我相信 2019er 一

定会让 Dobbs 拿到第一的！Dobbs or Die！ 

Longstreet Means 

大一宿舍中，Longstreet Means Hall 是中国人住得最多的 dorm 了，原因可

2

能是因为很多人在选宿舍的时候，选了”global culture” 那一栏。因此 LSM

的国际生会比较多，住 LSM 找小伙伴们玩也很方便你一定不会孤单！我个

人非常喜欢 LSM，因为它的环境优美而且宿舍比较新。宿舍后面还有一片

小草地，平常会在那有许多活动。LSM 共有 5 层，每层都有男生和女生宿

舍，房间也特别多。宿舍有带洗手间的套间 suite 和不带洗手间的两种。如

果是 suite,则是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共用的洗手间。而对于那些没有洗手间

的房间，每层楼必定配有几个相对应的洗手间并且离房间很近。LSM 有两

个厨房，两个洗衣房都在一楼。LSM 的房间相对也比较大比较新。非常此

外，LSM 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餐饮，交通，学习环境都非常有优势。就

餐的话，不管去 DUC, Zaya 或者是 Woodruff Residential Center,都很便利。同

时，LSM 离乘坐 Shuttle 的中心 Woodruff Circle 走路也只要几分钟。此外，

由于 LSM 的 lounge 很多并且宿舍条件、环境比较好，在 lounge 学习也很舒

适。不仅如此，LSM 旁边还有一个相对人少的 health library，所以，即使

final 期间，你也不必挤破头去满是人的 woodruff library 抢座位。总的来说，

Longstreet 拥有酒店级的环境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大一的同学们选

它一定不后悔啊。 

Hamilton Holmes 

Hamilton 真是学姐在 Emory 住过的最好的宿舍，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能在夜半

落下泪来。遥想那个 2012 年夏天刚刚建成的崭新宿舍，所有设施都是完整

的处子状态，等待我的第一次品尝，真是想想就让人心驰荡漾。哈哈开玩笑

啦，不过 Hamilton 确实有三宝，高档安静位置好。Hamilton 几乎全是 suite，

想当年 Dobbs 的小伙伴们来参观时都感慨似乎进了 hotel 一般，啊哈哈哈真

是很满足虚荣心。Hamilton 很小，每层楼不过 10 个房间左右，很小的

community，真的是超安静。学姐不爱去图书馆的习惯就是被这栋宿舍惯出

来的，study lounge 离房间只有几步路，又不吵，真是实在不想背一大箩筐

的东西去图书馆，半夜还要在寒风中一个人孤寂地走回来。Hamilton 当时是

最新的宿舍，那些洁白的没人用过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们，真是用的非常爽，

不过现在也是二手的啦，像学姐一样有 XX 情怀的学弟学妹们可以选 2014

年夏天新建的新宿舍，想必一样过瘾。Hamilton 第三宝是位置绝佳，除了商

学院旁边的 Complex 无人能比，不过 Complex 的好处只有到了大二进了商学

院才能慢慢体会，暂时就不与大一的小伙伴们分享了。Hamilton 离大一食堂

主根据地 DUC 只有 1 分钟之遥，离 woodpec 的篮球场、游泳馆和 gym 不过

2 分钟而已。楼主大一选了一门天文，在学校最遥远的 Math&Science 

Buidling 上，即使这样，以楼主凌波微步的缓慢步伐，从出门到进教室也只

要不过 7 分钟。这样的便利真是此生再没有享受过第二回，失去才懂珍惜。 

Raoul 

在 2014 年刚刚建成的 Raoul，是 the newest first-year residence hall。作为第一

批入住 Raoul 的 freshman，感觉还是很幸运的。 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厨房

洗衣房也都非常干净，其实和住宾馆差不太多吧。而且比起 fevans，还有一

个好处就是每层楼都有接水的地方，不需要每次都跑到 ground floor 去接

水，这个对我这种喜欢喝水的还比较重要，节省时间又不会缺水。Raoul 总

共有 5 层楼。 大概每层楼都是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寝室。 每层楼都至少有 4

个 lounges 还有宽敞的 lobby，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学习。除了公共的 women/ 

men restroom 之外，每层楼也有两个独立的 restrooms，所以即使没住 suite，

也同样方便。相比 dobbs 和 longstreet 有点古典式的内部设计，Raoul 可能就

没有那么特别了，完全非常的现代化。地理位置的话，Raoul 环草坪畔 zaya

绕 duc 和 gym。 吃多了的话可以马上去健身房，抵抗 freshman 15。但是

Raoul 离 Math and Science Building 和 Business School 会稍微远一点， 走路大

概要 10 分钟左右。Raoul 的 theme 是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每个月基本上都

会有各种不同领域的 faculty 或者是 student 来分享一些关于 business 或者

internship 之类的经验或信息。我个人觉得 Raoul 的气氛还算比较 positive

的。可能是因为整个 hall 的大小适中，不会觉得太难认识 neighbors，到周四

周五也不会因为各种 parties 而变得很吵，对学习生活睡眠都不会有影响。 

作者：陈思源，朱菁，贺雪吟，胡怡盈，程柯，朱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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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见这篇⽂文章时,恭喜你已经收到了 
Admission Office 的包裹,恭喜你离美国,离 Emory 
University 更近了⼀一步。但是喜悦过后,是不是⼀一
堆烦⼼心事就浮上⼼心头了呢,例如保险,⾏行李,选课等
等。不⽤用担⼼心,当你继续阅读 完这篇⽂文章之后,⼀一
个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保险  

第⼆二头疼的问题就是保险。根据联邦法 规,每⼀一个
留学⽣生都必须要有保险。因此, 学校给⼤大家提供了
⼀一种保险。如果你打算选 择学校的保险,你不需要
做任何额外的事 情,只需要按照 opus 上的 balance 
交钱就 OK 啦。但是有些同学觉得⾃自⼰己⾝身强⼒力壮,
学校 的保险太贵(⼀一年⼤大约 2000 ⼑刀),想⾃自⼰己找⼀一 
个便宜的保险。这样当然也是可以的。你要 做的
便是⾃自⼰己搜索好合格的保险(要满⾜足学校 的保额要
求),然后在 opus 上提交 Insurance Waiver 的表格
等待学校审核即可。(参考保险 isog.org 上的 
compass gold 项⽬目,费⽤用是每⽉月 41 ⼑刀,2012 及 2013 
年学校审核通过) 当然保 险这类⼤大事还是和⽗父母
商量为好,毕竟在美 国没有保险看病是⾮非常贵的。  

⾏行李  

应该带什么?⼩小编觉得最应该带的东西 是⼀一到美
国最需要⽤用到的和买不到的。⼀一到宿舍就要铺床
睡觉,因此被⼦子、被套、枕头 就是必不可少的。宿
舍床的尺⼨寸是加长单⼈人床-X-Long Twin-39*80英⼨寸
（99*203公分）。带电脑的同学需要注意, 因为美
国插头制式和中国不⼀一样,为了能使 你的电脑正常
⼯工作,⼀一个转换插头(以及⼀一个 接线板)也是不能忘

有限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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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不过对于其他电器,⼤大家就不⽤用考虑的,
美国的电压⽐比中国低,即使插了电源也可能⽆无
法⼯工作。对于⾐衣服⽽而⾔言,⼩小编觉得适量就好,不
需要⼤大包⼩小包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搬到美国来,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物美价廉(价廉
是真,物美额....这个还真的有点难说了....)。⼩小
编不建议⼤大家在第⼀一学期带教科书(虽然这⾥里
的教科 书真是贵的丧尽天良),⼤大⼀一的选课充满
了未知与挑战,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知道⾃自⼰己
能 选到什么课,也许你带的书最后就成了沉重 
的包袱。爱吃的同学可以考虑带些零⾷食来这 
⾥里。初来乍到难免思乡情切,⼀一包⼩小⼩小的零 ⾷食
虽然不能把你带回家,但也可以纾解⼀一丝乡愁
吧。  

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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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站已经罗列出 Fall 2015 将 会提供的所
有课程,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利 ⽤用假期好好研
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网页左 侧的菜单栏的最
后⼀一项,有”View For First Year Students”,学校
已经把适合⼤大⼀一学⽣生的 课程全部罗列了出来,
可以供⼤大家只是参 考。对于担⼼心任课⽼老师难
易程度及⼜⼝口碑的同 学,可以选择参考 
http://www.ratemyprofessors.com/ 这⾥里可以找 
到不少同学们对于 Emory ⽼老师的评价,当然 请
教学长学姐也是不错的选择。 

添加我们的微信回复“选课”即可收取学长学姐
的选课推荐。  

  

 
图为本报记者张喆采访校长万格纳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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