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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新年前夜观看落球仪式

100 多年来，每逢新年前夜，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向纽

约时代广场，目睹“落球”时刻。在美国人倒数迎新之际，

StudyUSA 留学美国

一个直径 12 英尺、重达 5000 公斤的的沃特福德水晶球，
会从一个时代广场的顶端下落。如果你无法亲自到纽约观
看，从电视上收看也是不错的选择。
12 月和 1 月休假

大多数美国学校和企业会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休假，

这使得可以和家人一起共度时光。对于美国的大学生来说，
假期是指冬季节假日期间，通常是从 12 月中旬到 1 月中

吃南瓜甜点

你可能听过这个说法，“地道美国式的东西（就像苹果

派一样）”。拿南瓜派来做比拟可能更合适些。在美国，农

民每年秋天都会收获南瓜，而面包坊和家庭则会在万圣节和
圣诞节之间将它们加工成各种节日美食。其中最著名的是南

旬。

无论你作为国际学生是首次还是第五次在美国度过节

假日季节，这些传统定会让你领会其中的精髓。节日快乐！

瓜派，这是一种充满香甜馅料的甜点，通常是在感恩节和圣
诞节晚餐后与家人一起享用。今年一起品尝一下吧！
喝 Eggnog

Eggnog（ 蛋 奶 酒） 是 一 种 甜

味的季节性饮料，自殖民时代起就
是美国各地节假日盛行的饮品。这

种饮料由牛奶、奶油、糖、肉桂和

肉豆蔻组成，可以加或不加蛋清和

Study in beautiful Reno, Nevada!
Top rated Truckee Meadows Community College promotes student success,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access to lifelong learning by deliver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services to our diverse communities. We work with each student
one-on-one to ensure achievement of academic and personal goals.

朗姆酒 / 威士忌。虽然这种饮料起
源于英格兰，但它仅是为美国的节

美国节假日传统指南
在美国，我们将 11 月和 12 月称为“节假日季节”，因为这期间将要欢庆从感恩节到元旦的各种重要节假日。美

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沿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节日习俗，同时还发展了一些我们自己的独特习俗。以下是面向在美
国的国际学生去介绍这些传统的便捷指南。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用彩灯装饰房子

人们会在大清早聚集在全国各地的商店，寻找最划算的打

样的东西，从白色彩灯到夸张的装饰品。除了公园和城市

你可能已经在电视上看过：在美国感恩节后的第二天，

折品作为节假日礼物。该活动的名字取自商业中使用的短

语 —— “in the black”（盈利），这意味着公司已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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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而保留的一款甜品。

Why Study at Truckee Meadows Community College
in Reno Nevada?

哑剧演员游行

哑剧演员游行被认为是美国最

古老的民间节日。该游行是宾夕法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30 minutes away

尼亚州费城的一个独特的元旦庆
祝活动，由许多弦乐队组成，他们

演奏音乐时会穿着自制的精美服
装，在新年里焕发神采。

Small class size –
average 20 students

你也许常常会看到，美国各地的房屋外装饰着各式各

广场外，美国各个家庭及邻里经常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屋
装饰，这使人们有自豪和炫耀的理由。

Affordable education, half the cost of most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Transfer agreements with school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Safe, small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260,000 and a low cost
of living
Individualized attention from instructors,
counselor & staff
Free tutoring and writing assistance
TMCC International
Located one half hour from Lake Tahoe
Student services
Hiking, boating, camping, numerous golf
7000 Dandini Blvd., RDMT 114
courses and many student activities and clubs
Reno, Nevada 89512-3999 USA
international.tmcc.edu

four hours from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tmcc.edu
TMCC is an EEO/AA institu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eeo.tmc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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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排名前三位的专培养拥有一些最高职业生涯的毕

业生，其中包括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学科领域包括数学、
软件工程、计算机编程和信息科学。

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国际学生人数：186,003

2

商业与管理

1

工程

排在第一位的是工程学。有许多类型的工程领域，

但最受欢迎的是土木工程、机械、化学和电气。工程
学为毕业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职位。
学习工程的国际学生人数：232,710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商业仍然是国际学生的顶尖

学习领域。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非常具有价值，可以期

待高收入的职位。商业专业可能包括会计、国际商务、
营销、财务、工商管理和供应链管理。学生还可以继
续攻读 MBA 学位。

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美国专业

学习商业与管理的国际学生人数：196,054

根 据 国 际 教 育 协 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 开 放 门 户（Open Doors） 报 告，2018 年 约 有

891,330 名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虽然美国本土的学生最有可能学习人文学科，但国际学生大多专注于 STEM 和商业专
业，而这些专业往往会带来具有高收入的职业生涯。
以下是国际学生中排名前 10 位的美国专业。

10

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学习的是对人类社会、文化和人类经验

6

的研究。人文学科中的学科包括：艺术、历史、宗教、

学和地球物理学、物理学、数学、统计学、气象学等。

学习人文学科的国际学生人数：17,040

强化英语

许多国际学生先在英语强化课程中学习英语，开

学习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国际学生人数：78,700

5

始他们在美国的求学之旅。学生在完成英语学习后通

科学从事定性和定量分析。专业包括新闻学、政治学、

在一起。

学习保健专业的国际学生人数：35,169

7

心理学、社会学、女性研究等等。

保健专业

括物理治疗、营养、职能治疗、运动生理学等）混淆

美术和应用艺术

过去的几年来，在美国选择美术和应用艺术专业

的国际学生逐渐增加。美术和应用艺术专业可能是学

习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音乐、平面设计和城市规划。
学习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国际学生人数：6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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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可能看起来很相似，特别是

另一所大学却归入社会科学学院时。一般而言，社会

学习强化英语的国际学生人数：25,845
不要将物理和生命科学、保健专业的学习领域（包

社会科学

当历史等一些专业在某所大学可以归入人文学院，在

常转入学术课程。
8

物理和生命科学领域有一系列专业，包括各种生

物学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天文学、化学、地质

哲学、语言学和语言。
9

物理学和生命科学

学习社会科学的国际学生人数： 83,708

4

其他研究领域

排在第四位的是全部的其他专业。根据 2016/17

年最新的开放门户（Open Doors）报告，国际学生

学习文科、跨学科研究、公园、娱乐和休闲，以及个

British Council is a proud co-owner of IELTS.

www.chinaielts.org

人和烹饪艺术。

学习其他研究领域的国际学生人数：88,720
American Campus content is copyright 2019 Study in the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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