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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汇报之 HS Mannheim 

0. 接站 

 我是在德国时间 9 月 2 日早上 6 点抵达法兰克福的，7 点从法兰机场乘 ICE 到曼海

姆 Hbf 只用了半个小时而已，到火车站就有人接了。来接站的是一个给外办帮忙的德国学

生（一个德国学生要负责接待五六个人）。他会提前从外办得到我们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

式，然后我们通过邮件相互认识，确定接站的时间地点，不过似乎只能接火车，并不提供

接机服务（最多教你怎么从机场到曼海姆来）。他听说中国用 WeChat 就装了一个，然后

到现在都一直用微信跟我联系，也是很贴心的。 

1. 宿舍入住 

 成功跟接头人对上暗号以后，按照学长们的建议应该先去学生处办手续领钥匙，然

后才去宿舍入住，然而此时那德国小哥已经提前替我办好了手续拿到我房间的钥匙了！于

是我没有花任何时间就直接住进去了。 

2. 报到注册 

 成功入住之后紧接着就去学校报到注册了。 

 按理应该先去外办报个到露个脸，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整个外办的各位 Frauen 都分

别跟我就不同事项有过邮件往来，算是已经认识了只是还没见过面而已，但是因为我到的

早她们还没开门接客，德国小哥就领着我先去了财务室交学杂费，不到一分钟交完钱就可

以拿着收据去学生处注册了。 

 注册时遇到的唯一一个小问题是由于我交钱的金额跟一般学生不一样，学生处也不

知道我是否交了正确的金额，需要外办的证明，虽然德国小哥已经提前做了功课，明确知

道我应该交多少钱，但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被打发回了外办等开门。 

 去外办请安之后就拿到了所谓的“证明”，其实就是一小张纸，写着我是双学位所以

只需要交多少多少钱（其实财务室也应该看到这个纸头以后再收钱，不过可能他们比较熟

悉收费标准也比较相信那德国小哥）anyway，之后再去注册就很顺利了，很快就拿到了

注册证明，保险单什么的也帮我填好了装进信封里告诉我随便找个邮筒塞进去就完事了。 

 拿到注册证明就可以去信息中心免费兑换学生证（一卡通）了。从坐下拍照到手里

拿着新鲜热乎的学生卡也就一分钟而已，除了照片拍的太随便以外一切好评。而且当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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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学生卡和银行账号关联，以后就可以轻松充值了，不过可惜当时银行账户还没有激

活。 

以上三项，只用了一个上午，高效，顺利。 

3. 银行开户 

 第二天德国小哥带我去 DB 激活银行账户，同样的顺利高效，很快就办完只需要回

家守着邮箱等信就完事了。 

 此处建议向银行索要自己账户的信息（主要是 Konto-Nummer，IBAN 和 BIC），

只要说你需要账户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工作人员就会打印一张纸头给你。拿到这些信息

就可以填医保扣款授权的表，房租扣款授权的表，以及奖学金也需要这些帐户信息。然后

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银行帐户里的钱就被医保和房租悄悄划走了 T^T…… 不过当然了奖学

金也会悄悄存进去。 

 小插曲，等了很久终于收到银行卡之后发现卡上的名字写错了，少了一个字母，于

是找银行投诉，投诉成功以后又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新的正确署名的卡和新的密码。 

 PS。 DB 的服务很棒，虽然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谨。 

4. 报户口＋延签 

 第三天德国小哥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土耳其人去民政局报户口和延签。这里需要填的

表格以及英德双语的填表攻略在第一天去外办的时候就拿到了，可以慢慢填。很不幸遇上

高峰期人超级多，排号从早上排到了下午，有大把的时间慢慢填表以及和新朋友互动……

一旦叫到号了也办的很快很顺利。报了户口当场就能拿到学期票，155 欧／学期，不过第

一个学期是免费的，拿到以后就可以用了。 

 报完户口以后上二楼去交延签的申请，人就少很多了但还是要等的。这次只能拿到

一个两三周以后（据说也有可能是一两个月以后哦感觉自己运气挺好）的 Termin 而已。

不过拿到 Termin 就成功一大半了，按照 Termin 的要求准备材料，按时赴约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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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程有德国学生陪同帮忙（陪吃陪喝陪聊天以及市内导游）。感觉没有德国学生

其实也可以轻松搞定，有的话就完全不用动脑子了，几乎都不需要自己开口说话，只管

微笑点头填表签字，该掏钱时候掏钱就行了。（这样真的好吗？好吗？） 

延签后续 

 后来的 Termin 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因为觉得并不需要帮忙，反正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把所有文件材料都带去，自己分不清楚就让工作人员自己找，他们的服务态度总是挺好

的再点一个赞。完了之后，一样的要回家等信，说是三周之内，也就等了两周多一点点的

样子就收到信通知我随时（当然是在人家的工作时间内）可以去取 Aufenthaltstitel，于是

也很轻松就 get 了。 

此处有吐槽：延签的时候出示奖学金证明可以免手续费，但是，因为我手头唯一一张奖学

金合约并没有写清楚期限和金额，人家不接受噢非要我交手续费，但是！！！她给我开的

那张收费单上写着 100 欧！100 欧！而且看上去就像是把 120 欧涂成了 100 欧！最后我

软磨硬泡人家终于松口同意说你下次来取 Aufenthaltstitel 的时候把写清楚期限和金额的奖

学金证明补给我，或者那时候再去交费。好吧。先是问了曾经因为怕麻烦而选择交钱的土

豪学长，得知手续费最多只要十几欧…而已… 所以跟我要 100 欧是今年涨价了吗还是看

我小姑娘孤身一人好骗好欺负啊？！而且后来虽然从外办那里很轻松容易就搞到了奖学金

证明，去取 Aufenthaltstitel 的时候根本没人问我要就顺利拿到了，而我还老老实实给人家

送过去，可是人家根本就想不起来我要干嘛，一直听我解释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说噢谢谢你

哦还把这个送过来！所以其实，我深切感受到给我办延签那人估计是想让我知难而退乖乖

去交钱，还给我开了个天价，简直神坑！差评！ 

5. 语言班 

 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说有语言班，但是学长说是有的，于是自己在学校网站上

找到了相关信息，赶在开班头一天晚上给负责人发了邮件说虽然错过了分班考试但是自认

为水平还可以想要参加 Brückkurz 2（可选的最高级别），被同意了。第二天去上课才发

现其实不是多数学校提供的那种 interkulturelle 的语言班，而是 DSH 的辅导班，班上的同

学几乎都是在 HS Mannheim 从零开始学德语学了一两年从初级班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我

这个班上的同学就是马上要考 DSH 的那一波了，学习的重点完全就是如何应考，不过比

国内的德福辅导班还是要有趣一些的，课上会有互动还会聊到各种话题。班上的同学他们

在一起上课一两年彼此之间都熟了，和老师也熟了，而我作为一个插班生这么突兀地插进

去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好在同学老师们倒也都很 nett，慢慢也就融入进去了，所以在正

式开学上课之前的这两周时间里既能巩固德语也能交到一些国际生朋友，还是值得去凑个

热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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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课和上课 

 这里没有所谓的选课系统，几乎是不需要选课的，总之选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期

末考试的 Anmeldung，但是目前还没体验过，无法测评。 

 课程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两门课的学习，具体情况如下： 

- WI-Seminar（8 学分）：六月底七月初收到外办的邮件提醒我这门课的 Anmeldung 开

始了该联系教授了，几乎同一时间也收到了教授的邮件。这门课就是从教授那里的十几

个题目里选一个，然后写一篇论文，开学前就要交，一般就是 9 月 1 日交吧。开学以后

的某一天（具体根据教授给的 Termin），写同一个题目的几个人作为一个小组，做一

个 Presentation（当然是要提前准备的），就这样，over。 

- USP（6 学分）：同样要提前发邮件给教授 anmelden，外办会及时提醒的，教授也很

nett，可能会主动联系。之后有一些资料是开课前要自学的，第一节课一开始就是十分

钟的 Eingangtest，30 个是非题基于自学的那些内容。这门课就和国内大三上学期周春

燕老师上的生产与物流那门课最后几周玩的那个 ERP 沙盘极其类似，但要复杂专业得

多。简单说就是三四个人一组模拟运营一个公司，每一期有一张决策表要填写，Plan 的

内容很多很复杂，两天一次，按时提交以后由教授汇总所有数据在一个电脑程序上运行

出结果然后把结果反馈到每个组，我们再根据得到的结果做出下一期的 Plan。这门课

一个难点在于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因为完全是课余时间在做，每个人的决策思路和风

格也会不一样，很多方面需要协调；另一个难点在于，做分析决策真的很难啊，单是上

一期的报表和市场分析就有起码上千个数据要看，还有很多需要计算、预算和验算的地

方，总之很难很复杂，几乎综合了之前三年学过甚至没学过的一切专业知识。几乎每天

课余时间都在小组讨论，很专注的话一不小心就进行到很晚，真的是能废寝忘食的程

度。这门课就是这样很热血的集中火力搞两个多星期，其中有一半人要在中期做一个

presentation，另一半人在末期做，要做的像股东大会一样，然后还有一个 Klausur，

over。试卷交上去紧接着教授就会宣布哪个组赢了整个这次游戏，还准备了香槟给庆

祝，关键是，赢的人最后绩点能有 0.3 的额外奖励。 

 搞定了以上两门课以后，就只剩下两个 Vorlesungen 了（4 学分的

Automatisierungstechnik——电工和自控的混合版，期末考可以带两张 A4 纸小抄，和

6 学分的 Betriebliche Standardsoftware——教你怎么用 SAP 软件），这个时候课表就

进入做三休四甚至有时候做二休五、做一休六的空闲模式了。另外还有一个 7 学分的

Studienarbeit 是不要上课的，有 9 周时间在课余写一篇论文，要自己提前找好带论文的

教授，我很顺利的只发了两封邮件就搞定了，教授人也很 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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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别的我们中徳计划外的课当然也是可以去上的咯，主要是语言课和体育课

吧。语言课除了可以继续学德语以为也可以学别的语言啊，体育课是在 Uni 上的，大多数

课都是免费的，大多数也都不需要 Anmeldung，按照公开的 Zeitplan 自己去就行了，去

一次去一百次都无所谓高兴就好。别的课暂时没研究过。 

7. 吃喝玩乐（衣食住行） 

 这个话题好大啊，好难…囧 

 首先...衣。反正像 ZARA，H&M，C&A 这些国内常见的店这里也都有的咯，价格也

差不多，再高档点的当然也不少哦，更廉价的我反正没有探索过。然后据说冬天能到零下

15 度但是极少下雪，就算下雪也是雨夹雪反正堆不起来，最近在 10 度上下对我这个很怕

冷的人来说也还能接受所以... 衣应该不是问题。 

 吃。学校的 Mensa 只供应午饭，Cafeteria 供应可以充当早中晚饭的各种面包三明

治咖啡蛋糕饮料。建议会做饭的还是尽量自己做吧，我反正对德国人超大份和重口味的食

物表示接受无能，虽然有些还是好吃的啦，可毕竟不如自己做的。 

 喝。公认的自来水可以直接喝。同样公认的喝自来水掉头发掉的特别厉害。反正我

下血本买了滤水器和烧水壶。牛奶，品质保障，便宜又好喝，酸奶和果汁也都很棒。咖

啡… 反正除了 Frühstückpause 和 Mittagpause 以外的一切 Pause 都叫做 Cafepause，自

己体会吧。最后是酒。作为资深酒鬼，建议想喝啤酒的还是去拜仁吧＝ ＝！起码离啤酒

节近。至今心目中的第一和唯一仍然是比利时啤酒，并且对德国同学的品味表示接受无

能，他们推荐的几款酒都简直难喝。巴符这边毕竟是出名的葡萄酒产地，当地产的葡萄酒

廉价又好喝，最近一个多月尝了十多款葡萄酒简直越来越爱，强烈推荐！ 

 住。我住的 Speyerer Straße 离学校最近，早上八点上课经常是睡到七点半才起

来。两室一厨一卫无客厅的双人 WG，室友是一个俄罗斯妹子。水电暖气宽带各种全都含

着房租里一个月 290 欧。算是比较贵的一处了吧，比较适合我这样喜欢独处的生活。喜欢

群居的推荐那种七八个人 share 一层楼的那种学生公寓，一人一个房间然后共用厕所浴室

和厨房，我最爱他们那个超大还有烤箱微波炉的厨房，但是有的邻居们经常会很吵是我不

能接受的。 

 行。曼海姆很小，又平，市内主要公共交通是 Tram，挺方便的，而且喜欢走路的

人其实三五个站的路随便走走也就到了。Bus 也有，几乎都用不上，就不说了。学期票前

面提到过了，范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到不了法兰到不了斯图，但是范围内还是有不少名

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值得细细玩味的，看个人喜好吧。比较有名的就是海德堡了，可以算是

我们的后花园，三天两头没事就去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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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乐。在“行”的基础上可以每个周末去不同的地方玩嘛，德国反正那么小，出国玩

也就是说走就走的事情，只要预算足够。除此以外大概只有市集和 Party 了... 夜店我是拒

绝的，酒吧暂时也没兴趣… Party 其实也玩不出多少花样，关键还是看人，所以朋友圈很

重要。最厉害的 Party 就是一年一度的 Schloss Fest 了，是整个曼海姆的大趴，目前觉得

只有这个值得期待。市集么就是买买买咯，能看到一些当地特色的东西。 

PS。 给 HS MA 的外办点赞 

 从 4 月开始申学校就相继收到 HS MA 外办不同的 Frau 发来的邮件，她们每个人负

责的方面都不一样，一个人专门管报到注册学习一类的，一个专门管奖学金，一个专门管

住宿，还有一个是经济工程学院外办的 Frau Onigbanjo，就是我们专业里专门负责我的。

在初期的邮件联络阶段就感受到了她们的热情友好和细致体贴，这一点和亚琛那边无人问

津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到德国以后跟外办各位 Frau 打过几次交道也都是很令人

愉快的，办事效率很高，又热情，感觉每次去外办都能把正能量加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