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子留学手册
如子留学出国服务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288 号 2304 室

济南：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 8 号绿城-金融中心 803 室

如子-

即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与陪伴，责任与承传

R u z i  S t u d y  A b r o a d  M a n u a l



服务项目
PRAT 1

境外服务
（入境前）

境外服务
（入境后）

总结

CONTENTS

境内服务-留学咨询与分析

协助收集大学申请资料

协助收集入学办理材料

出国前指导

境外机场海关情景模拟

详解留学中遇到的生活问题

详解留学中遇到的学业问题

学生及家长群的建立与使用

境内服务总结

邀请函申请及进度跟进

配备留学“锦囊”-大礼包

引导孩子们互相组队结伴出发

安排舍友，宿舍登记

接机服务

宿舍办理

购置生活用品

办理各种生活用卡

学习各种软件教学与实践

入学手续办理及考试分班

办理各种签证和证明

银行缴费，安排体检

PRAT 2 PRAT 3 PRAT 4

出勤率查询

单词听写

医院就医

重要文件挂失与重建

帮助想租房的孩子们租房

辅助学生冬考夏考，入系考试

与家长互动交流

卢布现金预支                           

疫情期间的特殊服务   



01
服务项目

service items



......引言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沉淀，家长们对如子留学的审视已经从简单的

“能否办理留学”转化到深度衡量“每一届办理的实际效果和对孩子们的后

期服务水平”，空口无凭，因此邀请大家在阅读我们新出版的服务手册的同

时考察我们过去这些年每天境外的动态，每天为孩子们提供的服务和孩子们

身上发生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与服务从开始一直到今日，从未停止，从孩子

们选择我们开始到孩子们成功出国学习，经历了几年的留学生活直到毕业，

一切记忆历历在目，每年我们都会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如子毕业生。

请各位家长、同学仔细认真地考察我们：从最初QQ空间3227554651 的

每日分享（那个年代 QQ 空间更受用户青睐），到后来微（18512585577）

朋友圈的每日动态，再到今日我们官方微博与抖音视频“如子留学”同步推

出的每日留学故事推送，如子一直与时俱进，致力于帮助所有有留学意向的

同学。请大家在选择如子之前一定切实地关注我们，考察我们：关注我们的

服务，考察我们的能力，了解如子留学的理念。

如子-即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与陪伴，责任与承传
如子没有普通服 务，加入如子就是 VIP，我们为孩子提供的服务是站在

孩子们的角度替孩子们 考虑，为孩子们争取。我们一直在坚持，在积累，请

各位家长同学考察和认证。



服务项目/service items

经过多年积累，我们积攒了诸多经验：从大学的申请、到新生的入

境、入学，直到最终进入正常的留学生活，在每一流程的每一环节

都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从而给予我们诸多的办理经验与积累。

服务项目：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一切以孩子为前提，站在孩子的角度替孩子们争取”。

2019 年之前对孩子们的所有服务我们都定义为“VIP”，在往年的

基础上， 我们对 VIP 服务再升级，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公司

基础 VIP-2021 新版的



境内服务-留学咨询与分析/Domestic Service-Study Abroad Consult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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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孩子与家长关于留学的疑问与担忧，让家长和

孩子了解真实的留学情况，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放心确定地选择俄罗斯留学的道路；

2）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放弃俄罗斯留学；

02

03

04

为孩子们分析清楚，什么样的孩子不适合留学，

什么样的情况不适合留学；

根据孩子实际情况制定留学方案，为孩子们分析

俄罗斯留学的难度，在日后俄罗斯留学的学习生

活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介绍真实的物价、治安、大学等信息。



孩子需要向学校提供什么文

件才能被学校录取：因为有

的学校对本科学生的招生还

是有要求的，若是孩子就是

想入这个大学，那么我们就

要跟学校协调并且确认

孩子需要准备什么文件才能

出国，按什么格式要求准备

文件才不会因其文件问题导

致移民局延缓办理从而影响

后期邀请函下发的速度

高二在读的学生，也许因为高考形

势严峻所以不想高考，想利用高三

一年时间提前出来学习俄语”由于

每个省学业水平测试时间不一样，

我们帮助每一位有此意向的孩子明

确是否可行

在专业选择方面，我们会向孩子们

分析俄罗斯留学各专业的难度及难

点：在留学前，学生对于专业的选

择一般比较迷茫，甚至盲从，因此

我们要给孩子提前明确这种专业的

难度让孩子们认清充足的留学难度

例如之前“我们在南京办公室接待过三位孩子和家长，在见面的时候得知孩子本科是学习医学检验方向的专业，孩子很明确研究生也要继续读这个

方向的专业，以后工作要进入医院的检验科，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孩子们明确的说清楚，俄罗斯医学类专业的难度有多大。

要给孩子们分析风险：学不好会有怎样的后果。这一类孩子对留学专业是有要求的，他们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初期暂时选择某一专业进行为期一年

的语言预科教育，一年后如果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驾驭不了该专业接下来的学习内容，那再选择另一个对语言要求相对较低的专业进行学习，因此

对于这种有明确指向性专业选择且选择专业难度较大的的孩子，我们就要认真的给孩子们分析接下来所有的可能性。

详解/Detailed



协助收集大学申请资料/Assist in collecting university application materials

辅助孩子准备大学申请所需要的资料：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资料，应该什么时候把资

料准备齐全，资料缺失应怎样弥补，若大家在某一环节不能顺利提交某项文件的时

候，我们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第一时间跟学校进行沟通交流，争取最优解决方案。

等一切可能出现的的情况，我们将全方位的引导每一位孩子正确有效地准备资料以保证百分之百成功申请。  

Ø 例如：我们的成绩单上没有学分；我没有学位证；

Ø 例如：护照有效期不足2年会有什么隐患； 

Ø 例如：提供的护照不符合要求；

Ø例如：我家孩子的学业水平测试还没考或者分数还没有拿到，
想提前办理留学申请；

Ø例如：我家孩子的学业水平测试没有达到好大学的要求，但
是就是想读这个大学； 

Ø 例如：我们省的学业水平测试只有三门；

Ø例如：我们省没有会考成绩，不能给学校提供这些文件； 

Ø 例如：毕业证丢失怎么办；

Ø 例如：我是中专生，没有会考成绩； 

Ø 例如：我是大专生，没有大学毕业证； 本科毕业读研究生/博士类；

Ø 例如：毕业证上印章不清楚或钢印看不清；

Ø 例如：我的四年成绩单（或者专升本两年本科成绩单）上没
有“论文答辩”字样； 

高
中
毕
业
读
本
科
类



协助收集入学办理材料/Assist in the collection of admission materials

引导孩子们办理体检，签证，公证双认

证，照片以及出国建议办理的跨境免手

续费取现的银行卡等重要事宜

详解：

应该什么时候体检，体检结果有效期多久，需要带着哪些文件，去哪里体检？

签证、公证双认证及体检所产生的费用属于第三方费用，在我们合同中约定的中介费里

不包含这些第三方机构所产生的个人费用，但是我们也不会像其他传统机构那样统一收

取学生资料然后再转手交给其他人代理，以收取中间服务费。 

我们会直接把一手的办理人推荐给大家以便大家自行联系，不经过任何中间商，这样大

家就会得到性价比最高的服务。而我们这里需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办理公证双认证和签证

时，原文件上需要着重注意的细节信息，制件过程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和不符合要求的文

件，并及时帮助大家严格审核。

如果从开始办理就解决了公证双认证的文件问题就不会影响之后入系的材料递交，若入

系时再发现材料问题，重新更改文件就会浪费很多时间，从而入系时间就会变得更紧张。

我们办理过的孩子众多，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在文件方面有充足的经验，我们

要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每一位孩子，让孩子们少走弯路，顺利入系。

详细的解说能够及时制止一些低级错误的出现，帮助孩子们节省留学经费也是我们应该

提供的服务之一。



出国前指导/Guidance before going abroad

出国前给孩子们提供临行前指导，提供经过多年实践孩子们积累下来的物品携带清单；

辅助孩子准备出发前应该准备的资料、购买机票等

哪些文件需要复印？需要复印几份？

购买机票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怎样购买学生打折机票？行李额上会有什么优惠政策？

购买的机票若是有转机环节，那应该注意行李，航站楼等哪些问题？

我们会跟孩子们汇报及商讨出国时莫斯科的“天气情况”、“宿舍安排计划”、“抵

达后几天的行程安排”等。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管理，孩子们若是有特殊要求，我们

可以灵活变通。

详解：

照片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因为报名的时候若是有照片，学校即刻就可以给孩子做

出学生证；有的大学对照片材质有严格的要求，因为印章会直接印在照片上，那

学校就会要求提供防磨材质的照片。国内已经很少用这种材质了，所以若是孩子

们没有条件准备，我们可以提前给孩子们准备好；



我们在机场接机，为孩子配备了俄罗斯电话卡，下了飞机手机开机就能联系到我们，孩子提

取行李出来后我们就能接到，但孩子下飞机在俄罗斯海关外的这部分，很多没出过国的孩子

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会为孩子们讲解飞机抵达后入海关的过程及注意事项，辅助照片

与视频帮助孩子们进行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提前熟悉和了解整个出关入境的过程。

整个过程不是很困难，但对于很多刚高中毕业的小朋友来说，第一次出远门多少会有一些顾

虑，所以我们要打消孩子们的顾虑，帮助孩子们提前熟悉这个过程，人虽未到但已了解到了

全部经验，让孩子们轻松出国。

境外机场海关情景模拟/Overseas airport customs scenario simulation

详解：

ü 入海关的时候，海关会问哪些问题或者海关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ü 入海关之后，提取行李需注意哪些事项？

ü 万一没有找到自己的行李，那应该去什么地方申诉？

ü 推着行李出来后，会经过一个检验的机器，如果箱子里要是装着很多“香肠”“药

品”“腊肉”“中药” 等特殊物品需要注意什么？等等细节问题！



和孩子沟通讲解留学中普

遍会遇到各种生活问题。

详解：

同学们之间相处、寝室舍友之间相处、人

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大家要经历

的要成长的，趁大学期间多多锻炼让自己

变得成熟。我们服务过的孩子很多，在我

们眼里，一个孩子怎么样去做，怎么去锻

炼，就一定能把自己综合能力不知不觉间

提高，总在不忘初心。

除了人际关系上，在治安，物价，文娱，

饮食等问题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会给

大家详细介绍。

详解留学中遇到的生活问题/Explain the lif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studying abroad in detail



从而我们就会了解很多孩子为什么学习遇到了问题，因为自身问

题还是因为班级安排问题？其实关键问题就在于学习态度和学习

习惯，在这里简单阐述一个学生们的通病：很多孩子出国都会把

国外的学习生活想的很简单，总觉得自己能学好，但当真的开课

后，孩子们刚出国玩的心思还没收回来，一个班级就八九个人上

课节奏很快，孩子前期偷懒没有准备好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导致前期放松、拖延，久而久之后期就听不懂课了。

我们会在开会中给大家列举出了23项学不好俄语的案例给孩子们

分析，提前预警！

详解留学中遇到的学业问题/Explain in detail the academic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studying abroad

分享留学学习不成功案例，让孩子们了解应该怎么正确面对留学。和孩子沟通讲解过去我们办理留学孩子中学习学的不好
的案例，分析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减少孩子出境后犯同样的错误，增强孩子始终保持好的学习态度的意识。

有哪些问题会导致学不好俄语？

有哪些问题会导致最开始的干劲过去后松懈不能坚持？
我们的境外团队和学校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如子的最大优势：由于我们经常去 “打扰” 学校各个部门，孩子们出现问题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找相关部门办公室的

老师去解决，因此我们与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往来极其密切。例如：最经常发生的事情“学校教导处主任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一趟学校（就好像国内高中老

师叫家长一样），到学校后，领导会拿出一个表格，告诉我们我们办理的学生里哪些孩子最近表现不好，翘课、老师反映问题不写作业不背单词等。 因此我

们就会陪孩子去见领导去解释，看是因为班级上课节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配合孩子解决问题。



详解：“每周语音会议”是指报名后，孩子进入学生 QQ 群，我们会定时（一般是每周周六或者周日孩子们有较多课

余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群里语音开会聊天，通过平时的聊天给孩子们慢慢传达一些经验、故事、信息。

“如子”的理念— 把选择我们的每一位孩子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所以在平时开会的时候给孩子们讲故事，分享一些我

们想传达的经验和解答孩子们问题的同时，渐渐地会与孩子们建立起感情，让孩子们养成以后遇到问题就要找我们，养成

把我们作为孩子在国外的依靠，而不是单纯的中介与客户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招生有要求：要对学生进行筛选，这一举措的实施可体现招生筛选学生的重要性：筛选出来的孩子们都

很好相处，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在一个群里一起交流成长，大家出国前就会结交很多朋友，从而出国后就不会感到孤单，

家长们也少一分担心。入群后我们彼此之间，同学们之间都要多认识和了解，彼此培养感情，了解孩子们的性格，生活及

学习上的缺点，这样在后期孩子们入境开学后，可以重点叮嘱孩子减少学习掉队的可能性，

学生及家长群的建立与使用/The establishment and use of student and parent groups

家长群：
给家长提供一个平台，让家长之间相互认识，家长们在一个群里，同时起到对我们的客观监督，最重要的是当孩子开学后，

跟家长分享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积极跟家长汇报留学前和留学后孩子们的情况。

组建当届学生群，让孩子们出国前相互认识，感觉不孤单；组建家长群，随时给家长汇报办理情况以及家长之间的相互认

识与对我们的监督。我们办理留学，每年都有当届孩子们的群和单独的家长群，群里的孩子来自各地，孩子们需加入进来，

我们每周语音开会。 学生群在平时的开会中我们会用聊天的形式给孩子讲解我们境外的实时信息和孩子们遇到的故事，分

享给大家各种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及经验。



孩子们邀请函下发后，就会在群里相约日期一同出发，孩子们从彼此陌生，到在

群里相识，经过几个月里日积月累的感情积累，变成朋友、家人，这就是我们多

年里始终营造的【如子大家庭】，从而真正的达到如子的理念！

整个过程，这么多年的不断的积累，唯一坚守的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如子的理

念”， 在我们的服务中“境内服务”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和孩子们培养感情，在出

国前和孩子们完成朋友、家庭的感情积累，这是如子办学的前提，这是后期管理

孩子们学习、陪伴孩子们留学生活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

境内服务总结/Summary of domestic services

在境内，孩子们出国前我们的所有服务，最终想达到的效果是“出国前的情感、组队、相识、朋友、亲人、如子大家庭的融合感；”大家在看我们每年孩

子们入境拍的视频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之间没有见过，但当大家在机场相遇的时候，其实都已早早认识熟悉，我们曾经说过，孩子们到莫斯科就等于到了

家，我们就是要大家明白“家的感觉”，出国并不孤单，大家是一个整体：团结与互助。

从进群第一天的彼此不认识，相互介绍，到经过几个月的熟悉，再到最后境外莫斯科的相遇，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是始终坚持如子理念为前提的公司多

年办学积累出来的系统化沉淀，独家具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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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服务（入境前）

OVERSEAS SERVICE(BEFORE ENTRY)



邀请函办理被很多人认为很简单，那是因为绝大多数没有一年办理几百份的经历，数量少遇到的情

况少，遇到情况了就会认为是学校的问题，但其实不然。

在办理过上几千名学生的邀请函后，我们设立了一个独家的固定的邀请函申办及审核流程，在邀请

函的办理流程上我们采用“自我复杂化”原则。所谓“复杂化”是指我们对待每一个孩子的邀请函

办理流程上增加了很多道办理审核程序，不会简简单单地写一纸申请就递交给学校，而是会精细到

每一步：系统化编号、固定复查流程，及时审核落实邀请函进程……我们的每一个程序就是一次审

核，经过多道程序就等于经过多次检查从而确保万无一失（每年邀请函和宿舍都是我们办理的重点，

关于邀请函，有太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只要邀请函上存在一处错误，就会导致签证无法办理，请

大家去我们公司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如子留学】”查看我们新发布的关于邀请函的深度解析，看

过之后您就会明白怎么样才能做到百分之百成功收函！

每年管理几百份孩子的邀请函，没有出过一个问题，做到百分百成功的原因是我们的谨慎,认真与

持之以恒。 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帮助很多其他中介的孩子挽救石沉大海的邀请函，由于时间耗

损过度，在临开学之际，无奈的来自其他中介的家长们只能找到我们来寻求帮助。

第一时间提交申请材料并且

及时跟领导确认是否被录取，

录取文件是否签字， 

确定每一位学生的文件学校

是否提交移民局办理。

邀请函申请及进度跟进/Invitation letter application and progress follow-up

详解



勤问 多次重
复确定

灵活性 孩子数量多

若是孩子的文件在学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发

现，最重要的是学校能随时联系到我们，我们每年那么

多学生，和学校领导几乎天天打交道，学校也养成有问

题就会联系我们去处理的习惯，能及时跟学校建立起沟

通也是最关键因素之一。这是一些学生中介、一些对这

个大学没有深入了解的中介做不到的：因为对于学生中

介来说，他们的办事实力薄弱，甚至有些自身学习，考

试都成问题的学生也在从事着留学活动，而对于不了解

大学的中介来说，大学办公室就是办事的场所，没有与

工作人员的人情互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很难第一时

间找到办事员进行解决。

我们的孩子数量多，因此我们孩子的邀请函

办理由学校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所有问题都跟他直接沟通，所以前期我们会

制作如子邀请函办理学生名单，之后直接与

这位工作人员一一对照审核， 按时与其确定

邀请函办理的进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

的实力不再只是体现在能不能办理留学上，

更体现在我们能够在确认领导签字后，进入

大学工作组内部与办公人员直接对接沟通交

涉的能力上。

跟进邀请函进度/Follow up the progress of the invitation letter

跟进校方，重复查看和询问是否提交移民局以及查看邀请函进度



配备留学“锦囊”-大礼包/Equipped with a "tips" for studying abroad-spree

从我们办里的第一批学生开始，我们对孩子们【获取到邀

请函】的仪式感非常重视；就像国内大学发通知书一样，

我们最初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想给我们的孩子最好

的开始。我们是独家，别人看到我们的好，在模仿，这就

是我们开心的事， 说明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获取邀请函

给孩子的礼盒

独家定制行李贴

俄罗斯电话卡

经过一年年的积累至今日，我们给孩子准备的礼盒里

包括很多超高实用性的周边产品： 防丢失的护照皮，

这样护照丢失后，护照皮上印制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拾到者能及时联系到我们，极大减少孩子们护照最终

丢失的可能性

PART 02

独家定制的行李贴，往年经常出现孩子们丢失行李或者拿

错行李的事件，多年积累的经验提示我们，粘贴行李贴可

以防止孩子们下飞机后行李箱错拿或丢失，在我们定制的

行李贴上还有“小心轻放”的标志，以保证行李在搬运过

程中可以得到妥善运输。

PART 03

PART 01

提前办理好的俄罗斯电话卡，这样方便孩子航班抵达

后下飞机第一时间可以联系上家人留学指南里有详细

的专业介绍等等周边产品；详细的周边产品和使用介

绍，如子留学的理念，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收到邀请函的仪式感，因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有最好的开始。 

PART 04



加入我们的孩子们会在一个大群里，大

家来自全国各地，孩子们在群里相互之

间了解认识， 根据在国内临近的省市

相约出发日期，组队一起出发。
 

详解：当孩子们邀请函下发时，邀请函上就明确规定

了允许入境的时间范围，在允许入境的时间里，我们

会给孩子们说在每周里的哪几天大家自由选择出发时

间，这样孩子们会根据机票的价格来选择日期，同时

孩子们之间也会结伴同行，虽然不是从同一城市出发，

但是大家在中转城市或者终点城市会相遇，就像视频

里大家见到后的场景。

引导孩子们相互组队结伴出发/Guide the children to start with each other in teams



在一些环境条件下，我们还是有决定权的，但是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每年学校对宿舍的大环境政策，所谓大

环境政策，就是有宿舍数量充足与否。每个学校宿舍情况又不同，而且每年可能会出现突发状况，例如有

些大学每年都是有宿舍的，而当学校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宿舍装修而导致的房间紧缺，那么宿舍就

会需要等待，所以在这种无法抗拒的大背景下，我们会根据遇到的实际状况站在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角度做

最好的操作安排。

但当每年若是遇到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都会早早知道，因为宿舍是我们办理的重点， 我们也清楚

孩子们的宿舍就是孩子们在国外的家，只有先稳定才能好好学习，所以我们会在孩子入境前就会提前联系

好学校，若是有突发状况，我们也会早早知道并提前做好预案，会及时通知孩子和家长并且汇报我们的解

决方案。若是遇到没有宿舍的情况，我们也会安置好我们的孩子，这就是能力和经验的积累， 有的大学

不缺宿舍，有的大学宿舍不稳定，一年有一年没有，要么就是宿舍需要等，所有环节我们都有足够的经验，

我们经历过各种状况，积累了各种遇到紧急问题时候的处理经验，一切的出发点，以“家的感觉”以“如

子的理念”为所有操作的前提。

安排舍友、宿舍登记/Arrange roommates and dormitory registration

加入我们的孩子们会在一个大群里，大家相互之间了解认识，根据彼此的

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情况来选择适合做自己舍友的伙伴；我们会根据

不同学校的宿舍政策和每一届学校的宿舍规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

孩子们在群里自己选择伙伴做舍友，进行宿舍登记



03
境外服务（入境后）

OVERSEAS SERVICE(AFTER ENTRY)



我们设有接机小队

在往届历史上一天内最高接机人数达到 137 位，对于接机安排经验充足，

经过了那么多年，陪伴了那么多孩子，所谓人多遇到的问题就多，对我们

来说“什么问题没有经历过？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经历过，

因为经历的太多” 每一次的经历都是经验的积累，这些事需要多年的沉

淀和积攒，所谓术业有专攻，如子留学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

接机服务—安排接机/Pick-up service—arrange pick-up



当孩子在海关因为签证或其他问题被海关扣留时，

我们会负责沟通解决。

详解：我们孩子多，所以这种问题对我们来处理过很多次，例如往年孩子的签证上

性别错误，海关就会留住孩子；例如有家长送孩子一起来，孩子是留学签证，家长

是旅游或者商务签证，由于家长是第一次入境加之语言不通，所以经常会在海关处

遇到一些问题；

关于接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都会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当天同时抵达

一百多位孩子，那么孩子选择航班不同，虽然按照前后抵达的航班安排好不同的接

机用车， 但我们会做好航班晚点或者航班提前抵达的准备，因为我们是大部队。

（除了微博，大家可以通过如子留学官网 www.ruziliuxue.com来观看 2019 年 10 月 

3 日大部队的入境盛况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如子留学”进入查看置顶视频，

里面有当天拍摄的视频，也可以通过我们公司的官网。

接机服务—为顺利入关保驾护航/Airport pick-up service-escort for smooth entry



当孩子行李在机场丢失，我们会负责跟机场工作人员联

系，帮助孩子们找到行李

01  

    

02  

 

03      

接机服务—帮助孩子寻回丢失行李/Airport pick-up service-help children find their lost luggage

行李丢失，每届都有，要么是行李丢失、要么就是自己的箱子出来上大

巴车的时候忘在了机场、要么就是随手携带的包包、袋子、随身登机小

箱子或者随手拎的电饭煲遗漏在了机场、要么就是行李箱互相拿错，当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负责在机场帮助孩子们处理解决。

 若是行李箱因为航空公司或者机场问题没有抵达俄罗斯机场，那么我们

会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地址电话要求机场运送到我们指定的地址。

若是孩子自己在机场遗忘了物品，我们会去机场帮助孩子们领取，在俄

罗斯机场， 工作人员会及时拿走并登记所有遗失的物品或无人认领的行

李箱并移送至遗失物品管理处。



宿舍办理/Dormitory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往年发的总结和关于宿舍的文章。因为在我们看来，

宿舍是大家在境外的家，只有自己的小窝稳定了，才能有好的学习。

关于分宿舍，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宿舍不是一分配就要住到最后，住

的不好可以更换， 我们一直在莫斯科，所以大家放心就行。

宿舍一直都是我们办理的重点，在孩子们入境

前，我们已经根据孩子们的意愿做了统计和分

配，在上面“安排舍友，宿舍登记”服务里我

们已经阐明关于入境后宿舍的分配问题。



购置生活用品/Purchase daily necessities

带孩子们赴宜家和超市采购生活所需物品，不仅是带孩子们过去，更多的还是给

孩子们传达一下购物和生活经验，建议买什么，不建议买什么，什么是常用的，

什么是摆设，什么好吃，什么的味道与中国同等商品的味道不一致，哪些是必须

品，哪些可以暂缓。例如：俄罗斯的水不能直接饮用，因此必须购买过滤壶、烧

水壶等，将各种经验分享给大家，并且提供一些商店超市打折卡供大家使用等。

宜家比较远，无论再多的孩子，只要需要我们也会安排孩子去宜家，若是国内大学毕业来读研

究生的孩子们还好，毕竟已经有了四年独自生活的经验，而高中来读本科的孩子，还从没有离

开过父母身边，没有太多的生活经验，所以当孩子们来了，我们就充当家长的角色带孩子们去

熟悉，去购买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

我们想让家长明白的一点是：孩子出国后，我们就是家长的角色，我们之所以敢保证把服务做

到这样，就是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亲自掌控整个过程，而不是外包给其他机构代办，您想想，

有哪个外包合作公司会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大抵也就是办理完入学手续就结束了

服务，所以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上，请您放心，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会护他周全。

详解

采购生活物品



办理交通卡、银行卡、电话卡、必要的打折卡

办理各种生活用卡/Apply for various life cards

和国内一样，俄罗斯也有很多“通讯公司” 

（常用的 4 家），每年都会有新的套餐业务，

我们会根据当时每家公司实际的业务套餐给孩

子们最优惠的推荐，当然都会给孩子们解说，

让孩子们自己选择。

办理好电话卡后，我们会帮助孩子进入手机 

app，帮助并教会孩子确认查看自己的套餐是

否正确，是否有额外扣费业务。

带孩子们办理俄罗斯银行卡，教会孩子们怎么存

取钱，教会怎么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话费充值、银

行转帐等基本操作。

教会孩子们怎么快捷支付（Apple ply）和银行

卡的用途，例如在俄罗斯生活很久的经验（会发

现：）“有的卡在一些商店消费有百分之十的返

现，返现可以直接在其他店消费等生活小技巧。”

带孩子们办理交通卡，给孩子们介绍交通卡的

不同业务；

例如：包月地铁和公交无限次、按次充值收费、

仅公交无限次的业务等，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情

况自由选择。

教会孩子怎样给交通卡充值，给孩子们详解交

通卡使用范围和注意事项；

交通卡 银行卡 电话卡



学习乘坐交通工具，俄罗斯常用手机软件教学与实践
教会孩子们乘坐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熟悉大学周边环境，上课路程，熟悉周边商店、银行、超市、美食等。教会孩子们使用

常用手机应用软件“银行、公交、地铁、taxi、外卖、网购”等。

学习各种软件教学与实践/Learn all kinds of software teaching and practice

这个孩子们学的最快，教会

孩子们订餐。

教会孩子们打车，这个简单，由于有

的孩子喜欢把银行卡与出租软件绑定，

那么下车后软件会自动利用绑定的银

行卡结算，但是有的司机在孩子下车

后忘记点击行程结束。

教会孩子们怎么乘坐地铁，辨别方向，

怎么转线换乘和介绍主要前往站名，

孩子学会后，孩子要带着我们坐到我

们指定的一站作为考核，考核的目标

站就是红场站。

给孩子们介绍公交常用软件及教会孩

子怎么利用软件查看公交路线，教孩

子们认识学校、宿舍等经常前往的车

站名称，分清站名，防止坐过站；

公交

地铁

“taxi”出租

外卖软件



带孩子们办理入学，在领导一对一面对面

收取孩子入学资料时，我们按照孩子的求

学诉求跟领导沟通，准确表达孩子的入学

诉求，帮助孩子们回答一些问题、递交材

料、选专业、签署合同

我们来帮助孩子们解决，分班排课结果出来后，学校会

通知我们，我们接到通知后会立刻通知孩子们按时到校

上课；每年学校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学校会

忘记或遗漏某些孩子的排课通知， 或者就是有的孩子选

的专业人数不够或者老师原因迟迟没有开课，有的孩子

等了一个星期多都还没通知上课，等待时间过长，当遇

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负责向学校提出疑问和查询，

直到孩子们顺利入班级上课。

入学手续办理及考试分班/Enrollment procedures and exam placement

学校办理入学程序和排课是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负责人，

完成入学报名程序后我们带领孩子去排课，上交排课文

件，登记学校所需要的孩子们的信息（电话、宿舍房间

号、邮箱等），如遇到特殊问题（专业方向不明确性、

专升本学制问题，毕业证和成绩单等问题）

考试分班

办理入学签署合同时，每位孩子要坐在领导对面进行入

学登记；领导要登记孩子上一级学历、专业、专业方向

等，会询问毕业证、公证、照片、体检报告等是否齐全， 

会问你想读哪个系，会不会俄语，若是会俄语学了多久，

在哪里学的等问题。

办理入学



办理延续签证、落地签、医疗保险、

开具学生证明

详解：这些是流程上必须要办理的，但是我们要给孩子们分析每个文件的用途，

每一步是怎么办理的，哪些手续和文件是每次当孩子回国放假返回学校时需要

重新办理的；

例如“落地签”只要出境离开俄罗斯，那么返回俄罗斯后一定要在规定的几个

工作日里重新办理，办理部门，流程和各文件的用途都会给孩子们详细说明。

这些是要正确的传达给孩子们的，避免孩子们犯错误，因为有的文件要是延期

不办理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禁止进入俄罗斯。

办理各种签证及证明/Apply for various visas and certificates



在学校办理完所有入学手续，最后带领孩子们赴银行缴纳学

费及医疗保险、延续签证的费用。

缴纳学费、医疗保险费、延续签证费后的银行回执，我们会

分别送到各个办公室，从而尽快要求学校给孩子们安排体检

和办理延续签证及开具学生证明。

银行缴费，安排体检/Bank payment, arrange physical examination



出勤率查询/Attendance rate query

从 2016 年开始，2016 年春季，2016 年秋季， 2017 

春季、2017 秋季、2018 春季、2018 秋季、2019 春季、

2019 秋季、2020 届，

这九届的孩子，我们就开始大范围的查询孩子

每一节课是 2 个课时，第一学期一天 3 节课一共 6 课时，每天都有记录，孩子们若是请假请

先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给学校负责检查记录的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如果学生自己请假，学校

会要求提供证明（若是生病需要医院证明等）通过我们请假我们能跟学校说清楚，一旦孩子有

翘课的情况，我们都会联系家长



孩子留学，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是前三个月的学习，前期好了之后都会很顺利，前期不好那么之

后步步都不稳定，而语言学习单词量很重要，而想了解孩子有没有好好学习，可以通过每个孩

子的单词听写能看出来，我们要抽查，单词听写的要求范围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1-8 课，

第二阶段 9-15 课；每天抽查人数 25 ～35 位孩子，之所以查单词是因为词汇量是学好俄语

的前提，也是能检验孩子是否处在正常学习节奏的必要检查；

大家可以看过去我们这些年的动态，这是必要的环节，不是每个孩子都要听写，有的孩子学习

态度很好，这类孩子可以免查或者少查。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严格管理每一个孩子的学

习情况，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届，我们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因为真的有孩子刚来不学习，一

旦最开始不学习，后期肯定就掉队跟不上，那上课就变成了听天书一样的折磨。

单词听写/Word dictation



带孩子看医生，“没有固定给孩子们看病的次数，只要孩子们需要，我们都在”

因为身体是最重要的问题，当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说明是真的遇到了问题。

 

详解：孩子病了父母肯定最担心，孩子病了，我们不能不管，这就是如子的理

念“如子即把孩子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其实带孩子看病真的很麻

烦：

ü 例如看牙，要反复定期去医院；

ü 例如有的孩子突然在洗澡的时候晕倒，我们就要赶到现场；

ü 例如曾经有孩子急性阑尾炎，手术后期的照顾等等。

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平时发的留学故事，每十篇文章里有五篇都是带孩子看病，

看病的几率太高了，而我们没有规定给孩子看病的服务次数，也没有规定服务

的时间限制，无论是多老的老生，我们一直都在服务，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自

始至终都是我们自己办理，不假手他人，不是委托别人来办理，所以我们能对

我们的孩子负责而并不是花钱找他人代办，所以就不会像其他一些机构去规定

看病的次数或者服务一次收取多少钱的模式。

在看病的问题上，要多说一些，因为看病是孩子们经常遇到的事情，也是

不能避免的事，比较复杂，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对于孩子们经常生的病

都有处理的经验，但有时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时比较麻烦，例如有的孩子在

国内就需要定期做身体检查，例如有的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不能压力过大，

有时候遇到孩子难受，但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哪里难受，就要去做检查，而俄

罗斯医院大部分公立是分科，骨科医院、脑科医院等，无从下手，若是叫救

护车也没有必要，毕竟不是出现突发状况。

我们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选择，有些病不建议去公立医院，例如“发烧或

普通感冒” 医院会让孩子住院 3 天抽血化验，而且要走太多程序，会耽误

孩子的学习。还有一些过敏、水痘等状况，还需要进行隔离，私立医院会更

快捷的治疗，不耽误课程，在俄罗斯看病和国内不一样，排队等流程会导致

生病的孩子更难受。 而有些病会直接给孩子叫救护车，例如“浴室洗澡的

时候突然晕倒，晕倒之后造成磕碰流血缝针”等情况。我们相信，作为家长，

孩子生病是大事，减少孩子看病的“折腾”“难受”是最重要的。

医院就医/See a doctor at the hospital



重要文件挂失与重建/Report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丢失护照、移民卡丢失、落

地签丢失等重要问题的补办

善后处理

详解：孩子们一定要佩戴上我们配发的护照夹，

我们那么多孩子，丢护照的情况是肯定会有的，

毕竟丢东西也是生活里普遍会发生的事，但事

实证明，凡是佩戴上我们配发的护照夹的孩子，

护照丢失后找回的几率很大，基本都可以找回，

若是真正丢失，我们将陪同孩子们去警察局和

移民局大使馆补办相关文件；



帮助想租房的孩子们租房/Help children who want to rent a house to rent

我们的孩子，如果不想住宿舍想租房，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根据孩子们的要

求，帮助孩子们寻找房源，陪孩子们看房，陪孩子们现场签署租房合同，同

时现场会帮孩子们检查水电表的数字写入合同以及询问一些细节问题。

我们新生和老生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新生是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而老生语 言已经很好了，小事基本自己解决，当找我们的时候就是大事，对

新生来说，在语言学习上还不熟练，当遇到一些特殊问题时无法与房东正常

表达时（例如：在孩子们生活中若是租的房子遇到问题需要找房东），孩子

们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帮助孩子向房东阐明问题，总之就是把孩子们的

事当作我们自己的事去对待。

但希望孩子们要遵守租房合同规定，注意卫生、减少嘈杂吵闹影响邻舍生活

等现象的发生。



ü 孩子们的学习，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就会抓得很紧，会给孩子们说明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应

该注意什么，大家可以去翻看我们每年在 1 月 20 号前后的动态，每年 1 月 20 号左右是

孩子们的冬考，我们会提前两个月帮助孩子们复习，给孩子们提供考试题目训练。

ü 大家去看 2019 年 11 月 1 号的动态，也就是说，孩子们考试前已经把考试题目发给大家，

大家提前写好考试答案背的滚瓜烂熟，轻松面对考试。（为了避免答案一致，我们仅给 

VVIP 的孩子提供针对每个孩子写的考试答案）

ü 在冬考过程中，万一孩子出现失误没有通过，那么理论上就不能获得学习签证的延期，就

要回国，我们会找学校帮助孩子留下继续学习。

ü 在入系帮助上，预科结束，我们会辅助孩子们入系，引导分析每个系的实际情况，好不好

入系，竞争压力，毕业压力等以及往年相关的入系考试题目发给大家，帮助孩子们成功入

系。（包入系）

考试上的辅助/Exam assistance

预科冬考，夏季入系考试上的辅助



与家长互动交流/Interact with parents

01
有的孩子不适合言辞，很内向，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平时生活中我们要给孩

子提供一些机会帮助孩子锻炼一下自己的性格，男生若是太内向，就会很

吃亏，以后找工作面对好工作的竞争，竞争不过别人，太内向也不好找到

好的女朋友；

02 有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弱，家长一定要及时跟我们沟通，毕竟在境外，如果

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么孩子吃饭、寝室舍友关系等都会受到影响；

03
有的孩子学习俄语，也努力了，就是学不好，那么我们就要去找原因，若

是需要给孩子找补习老师，那么我们就要给孩子去联系老师，和补习老师

商谈针对孩子情况去做一个针对性的学习计划

孩子父母一定要保证其中一位能随时跟我们联系上，平时家

长多给我们说说关于孩子的性格、脾气、优点、缺点



卢布现金预支/Cash advance in rubles

机场接到孩子们后，若是孩子身上没有卢布

现金，就不方便买水或者超市买东西等， 我

们会给孩子预支卢布使用

孩子入境，很多没有携带卢布现金，

所以我们给予预支 这是我们历届的惯例，为什么要给孩子预支卢布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

孩子出国，行李大包小包比较多，而我们建议的是孩子出国前把自己

携带的现金收藏好，不拿出来，因为家长担心孩子携带的钱丢失，而

我们也担心孩子东西多，若是拿出钱包容易弄丢东西，所以孩子们抵

达后我们不让孩子动自己的钱，而是顾好自己的行李，包包，我们给

每个孩子预支卢布，等孩子们稳定后再返还给我们即可。

其次大部分孩子出国前没有兑换卢布，绝大部分学生携带的都是美金，

如果需要购买物品，还需要跑去兑换点兑换卢布，机场的汇率很低，

不建议孩子们在机场临时换汇。再者孩子们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基本都

是在下午或者晚上了，饥饿或是口渴的孩子们身上没有卢布非常不方

便，所以我们都会给孩子们预支卢布供孩子们先行使用； 

详解



我们的服务，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办理，不假手他人，不像其他机构以类似旅游团对接似的服

务，所以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能根据实时的需要而改变。

详解：疫情当下，很多孩子和家长担心网课学习的效果，会纠结怎么选择，很多家长选择错了，左图是我们一位选在

在国内读预科的孩子家长的反馈，其实很不建议在国内读预科，利益的勾连，要是想真正的学好，还是走学校正常的

预科，而以前对2021 届的孩子来说肯定会过去，但对我们来说同样要做好一切所有的准备。

针对疫情期间的学习，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 “家长专栏”

（https://www.ruziliuxue.com/Parentcolumn.html） 里看我们

配合家长们为孩子做到的，保证孩子们学好的的措施。

疫情总会过去，也许 2021 届秋季的孩子们正常入系，但我们同样

要做到一切准备，包括入境前后辅助孩子们做到哪些体检和引导，

即使疫情过去，我们也会帮助孩子们做必要的措施，总之，我们会

帮助孩子们临时增加具有针对性孩子们最需要的服务。

疫情期间的特殊服务/Spe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epidemic



以前当别人问我们都有哪些服务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给出一个文案，因为写

不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孩子会突然遇到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每一位

孩子后期都有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打车的时候，孩子的打车软件

是绑定银行卡的，孩子下车后本应该司机结算，但是出租车司机一直在开没

有结算，那么我们就要帮助孩子们找出租车公司索要： 

ü 例如 孩子银行卡盗刷了，我们就要去找银行把孩子的钱找回；

ü 例如孩子舍友闹矛盾，我们就要负责协调，调换宿舍等，

ü 例如孩子遇到心理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孩子做思想工作，

ü 例如孩子租房子，遇到警察去家里查询护照的时候，我们就要负责跟警察

通话等等等等。

疫情期间的特殊服务/Spe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epidemic

入系前

入系时

入系后

预科期间的冬考、夏考我们会帮助孩子们，大家可以看 2019 

年 11 月份我们的动态， 我们给孩子们培训考试题目；

入系考试的时候，我们会帮助孩子做正确的引导，辅助孩子们报选 

3-4 个系，做到有备无患，给孩子们提供往年真题；

入系后的孩子们和预科不一样了，预科是一个办公室管全部人，我

们来配合， 入系之后每个系的外办就不一样了，在孩子们入系后

和外办之间若是遇到问题，我们也会帮助孩子们解决和协调，

孩子们预科一年的学习过程中面临的三次大考试：冬考、夏考、入系考



疫情期间的特殊服务/Spe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epidemic

家长方面：语言文字列举出的服务项目少于我们做到的，因为我们说过，若孩子需要，我们一直

都在，没有时间期限，没有次数规定，我们说过，孩子到了莫斯科，就等于回到了家，在境外孩

子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全力去帮助和解决，这就是如子理念，如子大家庭。

家长在一个家长群里，我们要定期给家长汇报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情况，家长们相互之间也有沟通和交流，可以相互比较

每个孩子在境外的开销等情况；经过了那么多年，有无数个

例子，学校和我们已经有了磨合，当我们的孩子有事的时候，

学校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在境外充当着孩子们家长的角

色，当孩子不听话翘课过多的时候，学校就会给我们打电话

叫过去带着孩子跟学校解释，但我们要如实跟家长汇报。

为什么我们要筛选孩子，就是因为我们想办理懂事的孩子，

有些事是感情上的付出，不是法律义务上的付出，我们和孩

子以后相处比较多，如果遇到了比较难相处的孩子，办事会

很心寒，所以请加入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过去，

一定要经过我们的审核。我们说的“加入如子，本身就是 

VIP 的服务”我们有太多的例证，而不仅仅只是说说， 支撑

我们的是企业文化如子理念，不是广告招生宣传，一切在于

真实，更在于您的发现与验证，考核我们的全部付出与上述

服务内容的一致性。



04
总结

SUMMANRIZE



总结/Summarize

如子是公司，但如子是有情感有理念的公司，是孩子们在境外的依托，是孩子们在境外的家长，

办公室就是孩子们的家，所以请家长们轻松前来，来与我们聊天，来聊关于留学的一切。

以上基础 VIP 版服务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做的。所以我们说，加入如子就是 VIP。

去年团队推出了两个新的业务，主要是针对孩子们平时学习上增加了保障的两个业务：

VVIP 和 VVIP+，今年在每版的基础上又分别增加了新的服务。

我们不是外包公司，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办理

从往年办理的大量学生中积攒了诸多经验我们的优势

我们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同步，即时了解，真实了

解，并不是依托其他合作机构获取滞后的信息



如子留学出国服务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288号2304室

济南：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8号绿城-金融中心803室

咨询服务

025-86405866（南京总部）（0531）86105866（济南分部）

境外老师微信 如子留学官方抖音 如子留学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