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f-introduction
主人公自我介绍S

Jianhua
Weiping

Chenchen

【场景介绍】

在旅游观光的各个阶段，都可能遇到需要进行自我介绍的场景：美国使

馆面签、与美国朋友交谈等，因此，提前做些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温馨提示】

在美国自我介绍相对比较简单，不会涉及年龄、职务、工资、资产等个

人隐私方面的问题。而且可以根据与谈话者的熟悉程度、谈话内容的需

要等来决定介绍的长短和具体细节。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旅游篇》IV



Jianhua: Hello, I’m Jianhua Zhang.

  My first name is Jianhua, and my last 
name is Zhang. In China, people call 
me Zhang Jianhua, not Jianhua Zhang.

  I’m a biology teacher at Beijing No. 2 
Middle School.

  My wife and I are planning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ummer with our 
son.

 And this is my wife, Weiping.

Weiping:  Hi, my name is Weiping Li, and I’m his 
wife.

  I work at a real estate agency in Beijing.
 And this is our son, Chenchen.

Chenchen: Hello. I’m Chenchen.
  I’m nine years old and I’m a fourth 

grader at Shijia Primary School.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trip to America.

【中文译文】

建华： 你好。我是张建华。

  我姓张，名建华。在中国，大家叫我张建华，而不是建华张。

 我是北京市第二中学的一名生物老师。

 今年夏天，我和夫人计划带着儿子到美国旅游。

 这是我的夫人卫平。

卫平： 嘿，我叫李卫平，是他的妻子。

 我在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

 这是我们的儿子晨晨。

晨晨： 大家好。我是晨晨。

 我今年9岁了，是史家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我很期待我们的美国之行。

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都

把 姓（last name） 放 在 名 字

（first name）的后面，与中国

的习惯正好相反。在比较正

式的场合都使用全名（即 first 
name+last name），前面还要

加上一个称谓（如：Mr., Mrs., 
Miss, Dr., Professor）。但是，在

家庭成员、朋友或比较熟悉

的人之间，美国人通常直呼

其名（即仅用 first name）。

【温馨提示】

this is so-and-so 是初次相遇介

绍身边熟人（家人）时最常

用的一个句型，中文是“这

是某某人”， 如原文中的句子，

This is my wife, Weiping. 也可以

说，This is Weiping, my wife.

【语言提示】

V主人公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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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使馆面签
Interview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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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介绍】

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和上海、广

州、成都等地总领事馆均设有签证

处。凡是第一次申请赴美旅游观光

签证（B2）的中国公民都要到美

国使馆或总领事馆签证处面签。

【解    说】

面签的具体时间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面签的时间预约后，应携带所需

材料提前30分钟左右抵达美国使馆签证处外面排队等候。美国使馆签证

处的面签一般分为三个步骤：1. 递交材料；2. 留指纹备案；3. 面谈。面

谈结束后，签证官员会直接告知面签的结果。如果通过面签，护照和签

证将寄送至预约面签时选择的指定地点。如果没有通过面签，护照将被当

场退回。

【温馨提示】

美国使馆签证处的网站上有面签所需材料的清单，在去使馆面签前，一定

要反复核对美国使馆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是否齐全。面谈是整个使馆面签

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是与签证官员一对一地谈话，许多人不免

会有些紧张。但是，只要材料真实、齐全，在回答签证官的提问时，先

听清楚问题，然后如实、合理地陈述赴美理由就可以了。

【文化注释】

美国使馆签证处的官员一般都懂中文，在一般情况下也会使用中文提问或

给申请人发指令。但是，对于申请用自由行的方式赴美旅游观光的中国游

客，如果申请人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很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面签的成功

率。因此，这一单元的所有活动仍以英语形式出现，中文译文附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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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Staff 1=S1 Staff 2=S2 Jianhua=J Staff 3=S3 Immigration officer=I
S1: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Now you will b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Please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materials at Window 1 and leave your fingerprints at Window 2.  
Then you will go to the hall on your left and wait for your turn for the 
interview.

(Jianhua and Weiping move on to Window 1.)
S2: Your name, please?
J: Jianhua Zhang.
S2:  Let me see. Mm, your material is complete. Move on to Window 2, please.
J: Thank you.

(Jianhua and Weiping move on to Window 2.)
S3: Your right hand, please. 
 Put your thumb on the screen first.
 Try again. 
 Yes, it’s fine now. 
  Now your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ring finger and little finger.
 Then, your left hand, please. The same order.

(Jianhua and Weiping are now interviewed.)
I: Your name, please.
J: Jianhua Zhang.
I: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J:  I’m planning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ightseeing during the summer. 

So I’m applying for a B2 visa.
I: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US?
J:  No, but I’ve been to France, Switzerland and Singapore.
I: I see.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he US?
J: About three weeks.
I: Which cities do you intend to visit?
J:  New York, Washington D.C., Orlando and then back to New York, 

basically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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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使馆官员1：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

现在你们会被分成几个小组。请在1号窗口递交您的申请材

料，在2号窗口留下您的指纹，然后，请到左手边的大厅等

候面谈。

 （建华和卫平走到1号窗口。）

使馆官员2： 请问您的姓名是什么？

建华： 张建华。

使馆官员2： 让我看一下。嗯，您的材料齐全，请到2号窗口。

建华： 谢谢。

 （建华和卫平走到2号窗口。）

使馆官员3： 请伸出您的右手。

 请先把大拇指放在指纹识别屏幕上。

 请再试一次。

 好了，这次没问题了。

 您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然后是左手，同样的顺序。

 （建华和卫平现在在面谈。）

移民局官员： 请问您的姓名是什么？

建华： 张建华。

移民局官员： 请问您此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

建华： 今年夏天我想去美国旅游观光，所以，我想申请B2签证。

移民局官员： 您以前去过美国吗？

建华： 没有。但是，我去过法国、瑞士和新加坡。

移民局官员： 好。您准备在美国停留多长时间?

建华： 大概三周左右。

移民局官员： 您准备去哪些城市？

建华：  纽约、华盛顿、奥兰多，然后返回纽约，基本是沿着美国

东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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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签证官非常看重的
一个问题，即保证游客在
旅游观光后不会在美国滞
留。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充分
发挥。通常最有说服力的证
明是：工作稳定、婚姻关系
稳定、在中国置有房产等固
定资产。

如果以前有出国旅游的
经历，这会是一种很有
力的证明，特别是有去
过欧洲、澳大利亚、日
本等签证难度较大的国
家的经历。这一方面说
明 申 请 人 的 经 济 实 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申请人
已 经 历 过 多 国 的 审 查。
有时候签证官会要求提
供在其他国家标志性建
筑前的合影。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

在 H o w  m a n y  f a m i l y 
members will go with you this 
time? 一句中， go with 是“同
行”的意思，如：Will your 
parents go with you this time?
（您的父母这次是否与您
同行？）

Have a nice trip to the US. 是
在美国常听到的一句客套
话，中文是“祝您在美国
旅途愉快”。类似的客套话
有：Have a nice day.  （祝您一
天开心。）Have a nice stay in 
the hotel.  （祝您在我们酒店
住得愉快。） Have a good trip.
（祝您旅途愉快。）

【语言提示】

【语言提示】

I:  How many family members will go with you this time?

J: Two, my wife and our son, who is nine years old.
I:  Can you assure us that you will definitely return to 

China after your visit?

J:  Sure. I have a stable job with a good salary as a 
biology teacher in a high school in Beijing. I’ve 
been teaching there ever since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16 years ago. This is a letter from the 
principal of my high school, which indicates my 
tenure and salary.

 (Handing over the letter)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My wife is working in a 

real estate agency in Beijing. We have a nine-year-
old son. This is our residential certificate. 

 (Handing in the certificate) 
  Both my parents and in-laws are also living in 

Beijing. We have a nice apartment in a good 
neighborhood. We purchased the apartment 
when we got married 11 years ago. And this is 
the property deed. 

 (Handing over the document)
I:  Good. You said you’ve been to France, Switzerland 

and Singapore. Do you have any supporting 
documents?

J:  Yes, of course. This is the passport I used when I 
visited Europe in 2011 and Singapore last summer. 
(Handing in the passport)

I: Very good.
  You may pick up your passport and visa in the 

designated CITIC bank in a week.
 Have a nice trip to the US.
 The next on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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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官员： 这次有几位家庭成员与您同行？

建华： 两位：我的夫人和我们9岁的儿子。

移民局官员： 您能向我们保证您在旅游结束后一定会回到中国吗？

建华：  当然可以。我是北京一所中学的生物老师，工作稳定，工

资待遇不错。16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那里任教。这

是校长证明我的工作年限和工资的信。

  （递上这封信）

  我的家庭生活美满。夫人在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

我们有个9岁的儿子。这是我们的户口本。

  （递上户口本）

  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住在北京。我们在一个很好的小

区有一套住房，是11年前我们结婚时买的。这是我们那

套住房的房产证。

  （递上房产证）

移民局官员： 好。您说您去过法国、瑞士和新加坡，您有证明材料吗？

建华：  当然有。这是我2011年去欧洲，去年夏天去新加坡时使用

的护照。

  （递上护照）

移民局官员：  很好。

 您可以在一周后在指定的中信银行领取您的护照和签证。

 祝您在美国旅途愉快。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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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移民局手续
Going through US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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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介绍】

张建华和家人在纽约的肯尼

迪国际机场的移民局柜台办

理入境手续。

【解    说】

在美国国际机场下飞机后，

首先要在机场的移民局柜台办理入境手续。美国现在的入境手续非常简

单：交验护照，留下指纹。

【温馨提示】

与机场移民局的官员交流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绝大多数移民局官员不

懂中文，因此，要用英文简短地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

【文化注释】

在英语国家，双方谈话时都看着对方的眼睛，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这已

经成为一种习俗。在机场入关时，如果回避移民局官员的眼睛，甚至脸

上出现惊慌的神色，马上会让移民局官员对你的身份和来美国的目的产

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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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Immigration officer=I Jianhua=J
(Jianhua, Weiping and Chenchen are in front of the 
Immigration desk.)

I: Your passport, please.

J: Here you are.

I: What’s your purpose of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or leisure?

J: Leisure, sightseeing.

I: How long do you intend to stay?

J: About three weeks.

I: What places are you going to visit?

J: New York, Washington D.C., and Orlando.

I: Now, please put your thumb of your right hand on 
the screen. Then the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ring finger and little finger.
Then, your left hand, please. The same order.
OK.

J: This is my wife, here is her passport.

I: (Pointing to a little screen on the desk)
Please put your thumb of your right hand on 
the screen, ma’am. Then the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ring finger and little finger.
Then, your left hand, please. The same order.
OK. You’re all set.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pe you’ll have 
a good time.

J: Thank you.

这是办理入境手

续中比较关键的

一个问题，因为

在使馆申请签证

时 business 是 B1
签 证， 而 leisure
是 B2 签证。

【温馨提示】

welcome to ... 也

是 一 个 常 用 的

句 型， 大 家 熟

悉 的 Welcome to 
Beijing 正是使用

了这一句型。请

注意介词一定要

用 to。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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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建华、卫平和晨晨在移民局柜台前。）

移民局官员： 请出示您的护照。

建华： 给您。 

移民局官员： 您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商务活动还是旅游？

建华： 旅游观光。

移民局官员： 您准备待多长时间？

建华： 三周左右。

移民局官员： 准备去哪些城市？

建华： 纽约、华盛顿和奥兰多。

移民局官员：  请把您右手的大拇指放在指纹识别屏幕上，然后是食指、中

指、无名指、小指。

 然后换成左手，同样的顺序。

 好了。

建华： 这是我的夫人，这是她的护照。

移民局官员：   （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小屏幕）

  夫人，请把您右手的大拇指放在指纹识别屏幕上，然后是食

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然后换成左手，同样的顺序。

 好，你们的手续已完成。

 欢迎来到美国，祝你们在美国旅途愉快。

建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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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海关手续
Going through US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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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介绍】

办完移民局手续后，张建华和

家人推着行李过海关。

【解    说】

海关是在美国入境的最后一道手

续，安排在移民局手续之后。

每位入境者，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外国旅客，都要在入境前的飞机上填写

一张海关申报单（Customs Declaration Form）。旅游者办妥移民局手续，

在传送带上提取行李后，手持移民局官员盖过章的海关申报单通过美国

海关。

行李是否会被检查，取决于两点。第一，海关申报单中填写的信息（携带

水果、蔬菜、植物、种子、食物、昆虫、肉类制品等，或携带的现金超过

10,000美元，或携带用于推销的样品，或携带总价值超过100美元的免税礼

品等）。第二，“面相”。 美国海关人员有理由相信每一个入关者都可能

携带“违禁”物品。

不过，为了避免机场入境旅客大排长龙的问题，美国政府宣布，从2016年

底开始，搭机抵达美国机场的旅客，不必再填写海关申报单。

【温馨提示】

美国有些机场行李提取处的手推车是要付钱的，且价格不等。另外，在移

民大厅和行李提取处，规定不得使用手机，否则手机就会被没收。

美国海关官员一般表情严肃，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若遇到问题，记住

千万不要与他们争辩，一切按照他们的指令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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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Weiping=W Security officer=S Customs officer 1=C1 
Jianhua=J     Customs officer 2=C2
(Weiping’s cellphone rings, and she automatically picks 
up the phone and is ready to answer.)
W: Hello …
S: Ma’am, you’re not allowed to make phone calls in 

the hall. Turn off your phone or your phone will 
be confiscated.

W: (Putting her phone into her bag)
I’m sorry.

(Jianhua, Weiping and Chenchen move on to the Customs desk.)
C1: Your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please.
J: (Handing over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Here you are. 
C1: (Pointing to a glass-windowed room)

Go to that room.

C2: Open your suitcases, one at a time. 

(Jianhua opens the first suitcase while the customs 
officer closely examines every item in it.)
C2: You can close this one, and open the second one.
(Jianhua opens the second suitcase.)
C2: (Pointing to a plastic bag)

What’s in it?
W: It’s dried beef. 
C2: Food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US.
W: (Throwing the plastic bag into the trash can)

All right.
C2: How much cash are you taking with you?
J: About $10,000.
C2: Do you know you’re supposed to mark on the customs 

form if you bring more than $10,000 into the US?
J: I don’t think we’ve brought more than $10,000.
C2: Show me your money.
(Jianhua takes out an envelop and hands it to the 
customs officer, who will count the money.)
C2: OK. Now, you’re all set to go.

J: Thank you.

one at a time 是
“一个一个地”的
意 思， 如：Come 
into the room, one 
at a time，（进来，
一个一个来）。

【语言提示】

be (not) allowed to
表示“（不）允许
做……”的意思。
这个句型的口气
比较生硬，常常
用于官员对百姓、
上级对下级、老
师对学生、长辈
对晚辈的指令中。
在朋友之间、同
辈人之间一般不
用口气如此生硬
的句型，可以采
用 please do not 或
would you mind 
not doing等句型。

【语言提示】

be all set to 是“准
备就绪”的意思，
后面使用动词原
形。

【语言提示】

do you know you’re 
supposed to ... 也

是一个口气比较

生硬的句型，常

用于上面提到的

几种场合，意思

是“你知道你应

该……吗？”其中

be supposed to 表示 
“应该”，也是口气

比较生硬的句型。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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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卫平的手机响了，她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准备接电话。）

卫平： 喂……  

保安人员：  女士，您不能在这个大厅里打手机，关闭手机，不然您的手机

会被没收的。

卫平：  （把手机放入包中）

 对不起。

（建华、卫平和晨晨走到海关柜台前。）

海关官员1： 请出示您的报关单。

建华：  （递上报关单）

 在这里。

海关官员1：  （指着一个玻璃房间）

 到那间房间去。

海关官员2： 把箱子打开，一个一个来。

（建华打开第一个箱子，海关官员仔细检查里面的每一件物品。）

海关官员2： 您可以关上这个箱子，把第二个打开。

（建华打开第二个箱子。）

海关官员 2： （指着一个塑料袋）

 里边是什么？

卫平： 牛肉干。

海关官员2： 食品是不准带进美国的。

卫平： （把塑料袋扔进垃圾箱）

 好。

海关官员2： 您携带了多少现金？

建华： 大约1万美元。

海关官员2：  您知道如果您携带了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需要在报关单上注明吗？

建华： 我想我们的现金没有超过1万美元。

海关官员2： 把钱给我检查一下。

（建华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海关官员，官员检查钱数。）

海关官员2： 可以了。你们可以走了。

建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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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酒店
Going to the hotel



1704 前往酒店

【场景介绍】

通过美国海关后，张建华面临前

往预订酒店的交通问题。

【解    说】

在异国他乡一个完全陌生的文

化和语言环境中，安排交通不能照搬国内大城市的模式。如果预订的是机

场周边的连锁酒店，很多酒店都提供机场至酒店的免费穿梭巴士服务。但

是，如果是城市其他地段的酒店，可能没有机场至酒店的免费穿梭巴士服

务，您就需要搭乘出租车或城市轨道交通了。

【温馨提示】

虽然，美国的机场都有出租车服务，但是，由于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私

家车，许多美国城市的出租车就不那么普遍，也不可能随叫随到，同时价

格（里程表上显示的价格加上小费）也比较高。相比之下，机场穿梭巴

士比较经济实惠，而且能提供往返服务，缺点就是路上的时间会比较

长，因为每辆巴士都会搭载多位旅客，司机会按照酒店的远近，将旅客

逐一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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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Jianhua=J Airport staff=A1 
Airport shuttle bus staff=A
J: Excuse me,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the airport shuttle bus?
A1: The airport shuttle is near Gate 34. Go straight 

ahead and then turn right. Follow the sign “Ground 
Transportation”, and you’ll find the airport shuttle 
bus counter by the side of Gate 34 on your left.

J: Thank you very much.
A1: You’re welcome.

J: Hi. Is this the airport shuttle bus counter?
A: Yes,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J: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e airport shuttle bus to 

InterContinental New York Times Square. The 
hotel address is 300 West 44th Street.

A: How many passengers?
J: Three, two adults and one child.
A: Eighty dollars for the round trip.

The earliest bus leaves in 15 minutes.
Call this number if you need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your return trip to the airport.

J: Can I make the reservation with you now, 
because our next flight has already been booked?

A: Oh, no, you can’t. You’ll have to call this number 
at least 24 hours in advance to arrange your trip 
back to the airport.

J: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us to get to the hotel?

A: It all depends, because the bus may have to make 
a few stops to drop some guests before it reaches 
your hotel.

J: Thank you again.
A: My pleasure.

make a reservation 
for 是“预订”

的意思，常用于

机票、酒店房间

预订，高档餐馆

订桌等场景。

【语言提示】

Could you tell me ...?
是“请问……？”的

意思，是 一 个 在

日常生活中很常

用的句型，特别

是 在 问 路 或 其

他 需 要 得 到 别

人 帮 助 的 场 景

中。 这 个 句 型

比 Can you tell  
me ... 更为客气，

表 达 的 意 思 与

Would you mind 
telling me ... 基本

相同，但是后者

显得更为正式。

【语言提示】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us to get to 
the hotel? （我们大

概要多长时间才

能到达酒店 ?）“需

要多少时间”常

用这一句型来表

达，比如：机场至

市中心大约要走

45 分钟。(It takes 
about 45 minutes 
to get to the center 
of the city from the 
airport.)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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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建华： 请问机场穿梭巴士在什么地方？

机场工作人员：  机场穿梭巴士在34号门附近。直走，然后右拐。跟

着“地面交通”的标识走，34号门旁您左手边就是

机场穿梭巴士的柜台。

建华： 非常感谢。

机场工作人员： 不客气。

建华： 请问，这是机场穿梭巴士柜台吗？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是的，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建华：  我们想乘坐机场穿梭巴士去纽约时代广场的洲际酒

店。酒店的地址是：西44街300号。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你们有几位？

建华： 三位：两个大人，一个孩子。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往返票一共是80美元。

 最近的一趟巴士15分钟后开车。

  如果你要预约到机场的回程巴士，可以拨打这个

电话号码。

建华：  我能现在就和您预约吗？因为我们下一个航班的机

票已经预订好了。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哦，不行。您必须提前24小时打这个电话号码来安

排回程巴士。

建华： 我们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酒店？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这个很难说，因为巴士在到达您的酒店之前，可能

要停靠几次，让其他乘客下车。

建华： 再次感谢。

机场穿梭巴士工作人员：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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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入住
Checking in at the front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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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酒店入住

【场景介绍】

到达预订的酒店后，张建华首先

要在酒店的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解    说】

酒店的入住手续比较简单：出示

护照以证明预订人的身份，在登

记表上签字以认可预订时的收费标准，刷信用卡以便结账时支付在酒店的

所有消费，领取房卡。

【温馨提示】

国内自由行的游客一般都会提前在网上预订自己心仪的酒店，常用的订房网

站有www.booking.com和www.expedia.com，后一个网站最好直接进入其美

国的网站，而不是www.expedia.com.hk。虽然也可以通过国内的携程网预订美

国的酒店，但是，以上两个国外网站均可以以美元结算。在网上订房时要准确

输入准备入住的人数（许多酒店加床是要另外收费的），在选择所选房型的价

格时要注意是否能满足你的需要（如是否含有早餐）。对于特价房型，要注意

有些特价房是un-refundable，即更改或无法按期入住时将无法退款。在网上完成

订房后，一定要打印出预订确认单，以便在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时使用。

【文化注释】

美国社会比较讲究诚信。个人的签字代表了你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所签文

件，因此，签字前应该阅读登记表中的主要内容，如房价、有无早餐等规定。

美国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主要有两种：Continental breakfast 和American 

breakfast。第一种特别简单，仅有咖啡、牛奶、麦片、切片面包等。第二

种就比较齐全，有美式炒鸡蛋、香肠、培根、法式吐司、各式面包、蛋

糕、果汁饮料、牛奶、咖啡、茶等。如果你的房费中没有包含自助早餐，

你可以选择从菜单上点餐或自助早餐，记入你的房账。

在美国，lobby level指酒店大堂所在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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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Front desk staff=F Jianhua=J 

F: Good afternoon, sir. Can I help you?

J: Yes, I have a reservation.

F: What’s your last name, please?

J: My last name is Zhang. Here’s my passport.

F: Let me see. Yes, you’ve booked a king 
executive non-smoking room for three 
nights.

J: That’s right. We’re checking out on Friday.

F: We have a room ready on the 14th floor. 
Would it be all right?

J: I prefer a room on a higher floor. Do you 
have any?

F: We have another room on the 16th floor. The  
guest has just checked out and the room will 
be ready in about half an hour. Would that 
be all right?

J: That’s fine. 

F: Could I have your credit card, please?

J: What for? Our room has been prepaid.

美国的星级酒店比较
关注客房设施的实用
性和舒适性，在美国
大城市中，像国内和
东南亚地区那种客房
装 修 超 级 豪 华 的 酒
店 不 太 常 见。 美 国
酒 店 的 客 房 基 本 上
分 为：standard（ 标 准
房），deluxe（豪华房），
executive（行政客房）
和 suite（套房）等几大
类，前三类又进一步
分 为 one king bed（ 一
张大床）和 two double 
beds（两张双人床）两
种。各个酒店对于客
房的称谓也是五花八
门，如：行政也可以用
club 或 business 来表示，
因此，就有以下房型：
double beds standard（双
床 标 准 间 ）、king bed 
deluxe（豪华大床房）、
king bed executive（行
政 大 床 房 ）、king bed 
business（行政商务房）、
club premier （行政豪华
房 ）、superior suite（ 高
级套房）等。

【温馨提示】

Can I help you? 可 能
是美国服务行业（酒
店、餐饮、游乐场所、
零售业等）工作人员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中文意思是“我能帮
你做点什么？”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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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前台工作人员： 先生，下午好。有什么能帮您的？

建华： 我有预订。

前台工作人员： 请问您姓什么？

建华： 我姓张。这是我的护照。

前台工作人员：  我来看一下。是的，您预订了一间行政大床无烟房。一共住

三晚。

建华： 是的，我们周五退房。

前台工作人员： 我们为您准备了14层的一间大床房，您看可以吗？

建华： 我喜欢楼层更高一些的房间，有吗？

前台工作人员：  我们在16层还有一间大床房。前一位客人刚刚退房，大约半

个小时之后才能打扫完毕。您看可以吗？

建华： 没问题。

前台工作人员： 请把您的信用卡给我。

建华： 为什么？我的房费已经预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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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Yes, your room has been prepaid, and we 
have complimentary coffee in your room. 
But there are other items in your room’s 
mini bar that are charged. So I need your 
credit card in case you use them or you have 
other expenses in the hotel.

J: I see. Here’s my credit card.

F: I need your initials here and here, and you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How many keys would you like to have?

J: Two, please.

F: Breakfast is served in the café on the lobby 
level,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room.

J: What type of breakfast do you serve?

F: The standard American breakfast: juice,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 and toast.
You may also order from the menu at the 
café. You’ll have to pay extra, of course. 

J: Thank you. We’ll have a drink at the café 
while waiting for the room.

F: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 room is ready. 
You may leave your luggage at the Bell desk 
and I’ll ask the porter to take them to your 
room.
Have a nice stay in the hotel.

J: Thank you.

【中文译文】

initials 是指用姓和名
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
签名，可以根据中文
的 习 惯 把 姓 放 在 首
位，也可以根据英语
国家的习惯把名字放
在首位。对此酒店不
会有任何硬性要求，
因 为 他 们 需 要 确 认
的 仅 是 客 人 本 人 的
签名。

【语言提示】

complimentary 是“免

费赠送的”的意思，

美国酒店免费赠送的

咖啡、瓶装水、洗漱

用 品 都 会 标 上 这 个

词。如果没有这个词

的 话， 肯 定 是 收 费

的，应该标有具体的

收费标准。

【语言提示】

let you know 是“通知
你”的意思，如：I’ll 
let you know when your 
package arrives. ( 你 的
包裹送到时，我会通
知你的。)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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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工作人员：  是的，您的房费在预订时已经扣除了。我们在房间里有免费

的咖啡。但是，房间小吧台的有些物品不是免费的。因此，

我需要您的信用卡，以便用于支付您使用这些物品的费用或

在酒店的其他消费。

建华： 我明白了。这是我的信用卡。

前台工作人员：  我需要您在这里和这里签上您姓名的首字母，在下方签上您

的全名。

 您需要几张房卡？

建华： 请给我两张。

前台工作人员： 早餐在一层咖啡厅，已包括在房费之中了。

建华： 你们提供的是哪一种早餐？

前台工作人员：  就是常见的美式早餐：果汁、炒鸡蛋、培根、香肠和吐

司。您也可以在咖啡厅从菜单上点餐，当然，那是要另外

收费的。

建华： 谢谢。我们会在咖啡厅边喝咖啡边等我们的房间。

前台工作人员： 房间一收拾完毕，我会马上通知您的。

  您可以把行李留在行李柜台，我会通知他们直接送到您

的房间。

 祝您在我们酒店住得愉快。

建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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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求助
Asking for help at th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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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前台求助

【场景介绍】

张建华用房间的电话向酒店前台求助。

【解    说】

在酒店客房里，遇到问题一般都可以拨打房间电话机上的快捷键“前台”

（Front desk），或通过总机转“前台”。美国的酒店比较强调各部门的服

务功能，而酒店的前台常常是酒店服务的中枢，前台的工作人员很乐意为

所有的宾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解决他们在入住酒店期间遇到的问题。

【温馨提示】

美国酒店一般不为宾客提供免费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因此，赴美的中国游

客一定要自备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等洗漱用品。美国酒店卫生间水

管中的水是饮用水，房间里也不提供免费的瓶装水。美国人会直接饮用水

管中的水，甚至还加上酒店各楼层自动售货机旁提供的免费冰块。国内的

游客对此很不习惯，常常向酒店借用烧热水用的电热壶，但是，这种要求

很难得到满足。

美国使用的电压是110伏，现代的大部分电器产品已有110伏和220伏电压

之间的自动转换功能。但是，美国的插座不同于国内的两相或三相插座，

是两个垂直片状加一个圆柱状的三相插座，因此，赴美的中国游客需准备

一个转换插头，方便连接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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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Front desk staff=F Jianhua=J
F: Front desk. Can I help you?
J: Hello, this is Room 1628. We checked in about 

one hour ago.
F: Yes, Mr. Zhang. What can we do for you?
J: I’m wondering if I could borrow an electric kettle for 

boiling water from the hotel. I know the tap water is 
drinkable in the hotel, but I’m still used to hot water.

F: I’m sorry, sir. Quite a few guests from Asian 
countries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before, but we 
don’t have any special device to boil water. The 
only solution I have at hand is to use the coffee 
machine in your room.

J: The coffee machine?
F: Yes, the coffee machine. Just follow the steps 

printed on the top of the machine, but don’t 
insert the coffee bag in the filter. Then, the hot 
water will drip from the machine instead of coffee.

J: All right, I’ll try it.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 By the way, if you don’t fancy the taste of coffee, 
you may have to wash the coffee machine 
thoroughly before you use it.
What else can we do for you, sir?

J: Yes, one more favor I would like to ask.
I forgot to bring my universal adaptor, so I’m not 
able to charge for my iPhone or iPad.

F: I see. I’ll send someone with an adaptor right away.
By the way, it’s complimentary, that is, you may keep it.

J: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F: You are welcome.

Have a nice day.
J: You, too.

I’m wondering if ... 
是请求得到他人

帮助时很得体的

一个句型，在 if
引导的从句中往

往使用 could，如：

I’m wondering if I 
could ask you a favor. 
( 我想知道是否能

请你帮个忙。)

【语言提示】

be used to 表 示

“习惯于某一事

情或动作”，如：

I’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 我习

惯 早 起。) 请 注

意 区 分 be used 
to + 名 词 与 used  
to + 动词原形，后

者表示“过去常

做的一个动作”，

如：I used to smoke 
a lot. ( 我过去吸烟

很厉害。)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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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前台工作人员： 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建华：  喂，这是1628房间。我们大约一个小时前刚刚办理了入住

手续。

前台工作人员： 哦，张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建华：  我想问一下能否向酒店借一个烧开水用的电热水壶？我知道

酒店水管中的水是饮用水，但是，我习惯喝热水。

前台工作人员：  先生，对不起。以前不少亚洲来的客人都提过相同的要求，

但是，酒店里没有任何烧开水用的设备。我现在能想到的唯

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房间里的咖啡机。

建华： 咖啡机？

前台工作人员：  是的，就是咖啡机。按照咖啡机上标明的步骤，但是，不要

把咖啡包塞进咖啡滤网。然后，咖啡机里流出来的就是热

水了。

建华： 好的，我试试看。

 谢谢你的帮助。

前台工作人员：  顺便提醒一下，如果您不喜欢咖啡的味道，您可能要在烧水

前把咖啡机好好清洗一下。

 先生，还有什么事情能帮上您？

建华： 是的，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我忘记带我的全球通用转换器了，所以无法给我的苹果手机

或平板电脑充电。

前台工作人员： 哦，我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给您送一个转换器。

  顺便说一下，这个转换器是免费的。也就是说，您可以带走。

建华：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前台工作人员： 不用客气。

 祝您愉快。

建华： 也祝你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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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酒店投诉

【场景介绍】

张建华用房间电话向酒店前台投诉。

【解    说】 

与中国的酒店相同，在美国酒店的公共场所有一系列规章制度需要全体宾

客共同来遵守。如果发现有个别客人违反了这些规定，或者觉得有人干扰

了你的休息，可以向酒店前台投诉，由酒店来出面解决。

【文化注释】

在美国，一般的民众有很强的法制观念。他们知道在公共场所每个人都必

须遵纪守法，不影响或妨碍他人。遇到有破坏公共秩序的情况出现，他们

知道应该向执法部门报告，而不是个人出面来解决问题，以免引发争吵，

造成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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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Front desk staff=F Jianhua=J
F: Front desk. Can I help you?
J: This is Room 1628. I’m calling to complain about 

some guests on the 16th floor.
F: I’m sorry to hear this, Mr. Zhang.

Could you let me know what has happened?
J: Yes, of course. I believe my next door guests have 

been holding a party since about eight o’clock this 
evening and have had quite a few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which I can understand. 
But, it’s almost 11 o’clock now and loud noise can 
still be heard.

I’m wondering if the hotel can ask them to keep 
their voices down, so that the other people could 
go to sleep.

F: I’m terribly sorry, Mr. Zhang. I’ll send someone up 
immediately.
You said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Is it Room 1626 
or Room 1630?

J: I believe it’s Room 1630.
F: I see. It’s a shame we did not notice this 

disturbance earlie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tting us know. 

Good night, Mr. Zhang.
J: Good night.

在美国，晚上 11
点至第二天上午

8 点常常被看作

是私人休息时间。

如果没有特殊情

况，一般不会打

电话或上门拜访，

更不用说在酒店

等公共场所或居

民区大声喧哗了，

因为这样做常常

会遭到投诉。

【温馨提示】

I’m calling to + 动
词原形表示“我打

电话是为了……”

的 意 思， 如：I’m 
calling to cancel 
my reservation in 
your hotel next 
week.（我打电话

是想取消下周在

你 们 酒 店 的 预

订。）

【语言提示】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tting 
us know.（谢谢你

能把这个情况告

诉 我 们。） 其 中

for 后面要用动名

词，即“动词 + 
ing”， 如：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elping me.（谢谢

你帮忙。）

【语言提示】



3307 酒店投诉

【中文译文】

前台工作人员： 前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建华： 这是1628房间。我打电话是想投诉16层的某些宾客。

前台工作人员： 张先生，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

 您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建华：  当然。我想我的邻居从今晚8点就开始搞一个派对，有不少

人来来往往，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已经快11点钟了，还可以听到很大的噪音。

  我想知道酒店是否能让他们小声点，这样，其他客人就可以

安然入睡了。

前台工作人员： 非常抱歉，张先生。我马上派人上去。

 您说是您的邻居，是1626房间还是1630房间呢？

建华： 我想应该是1630房间。

前台工作人员： 知道了。很抱歉我们没有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

 谢谢您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晚安，张先生。

建华：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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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8 客房清理

【场景介绍】

美国酒店的客房每天都会彻底清理一次，一般都趁客人外出的时间进行。

【解    说】

如果外出或下楼用餐，并希望在此期间打扫房间，出门前应挂出“清扫”

（Clean the room）的牌子，或将客房内的“清扫”键按亮。如果没有“清

扫”牌子或按键，要取下“请勿打扰”（Do not disturb）的牌子或取消

“请勿打扰”键。

在美国酒店里，客房清理由“客房部”（Housekeeping）来负责。该部门

同时还负责收取需要干洗或湿洗的衣物，需要擦的皮鞋等。如果需要立即

打扫房间，可以直接给“客房部”打电话，对房间清理的特殊要求，也可

以向该部门提出来。

【温馨提示】

根据美国的惯例，酒店的客人每天都会在床头柜上留下两到三美元作为小

费给客房清扫人员。有的酒店会在房间里准备一个装小费的专用信封，以

便客人把小费放在信封内，留在房间里。听说个别酒店曾出现过因为没留

小费，服务水平稍有下降的情况。然而，尊重这一当地的习俗有助于改善

客人与酒店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则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注释】

在美国文化中，有支付小费的习惯。美国人支付小费的理由是：向为我提

供服务的人表示感谢。一般需要支付小费的人群包括酒店的行李员、客房

清扫人员、客房送餐人员、穿梭巴士司机（帮助拿行李）、出租车司机、

餐厅服务员、咖啡馆及酒吧服务员。这些服务人员的工资比较低，因此小

费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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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Housekeeping staff=H Jianhua=J Housekeeper=H1
H: Housekeeping. Can I help you?
J: Hi, this is Room 1628. We’re going out for 

lunch. If it’s convenient, you may send someone 
to clean our room now.

H: All right, I’ll let them know.
J:  By the way, we also have some laundry and a 

pair of shoes. If your staff are on our floor, I’d 
like to talk to them personally.

H:  Yes, three people are cleaning rooms on your 
floor. I’ll ask one of them to come to your room 
right away.

J: Thank you very much.

H1: Housekeeping.
J: I’m coming.

Hi, this is our laundry bag and this pair of shoes 
needs to be shined.
By the way, could we have three towels every 
day, because we have a child?

H1: Three big ones?
J: Three big ones, three medium ones and three 

small ones, please.
H1: I see.
J: Thank you. We’re going out now and you may 

clean the room.
H1: I finish 1624, then come.

J: Take your time. Thanks.

酒店的房间里有
洗衣袋，要事先
填写洗衣单，并
把需要湿洗或干
洗的衣服和洗衣
单一起放入袋中。
洗衣袋可以挂在
门 外 的 门 把 上，
或通知客房部派
人来取。一般上
午 10 点或 11 点前
交洗的衣服，当天
晚上可以送回房
间。需要加急的衣
服会收加急费。酒
店客房的毛巾一般
是两条浴巾、两条
洗脸毛巾、两块小
方巾。也可以请客
房部更换或增加毛
巾数量。

【温馨提示】

美国大部分酒店
清扫房间的服务
人员基本上都是
移民，绝大多数
人的英文表达能
力有限，因此要
尽量使用简单句。

【温馨提示】

I’m coming. 常用

于听见敲门声向

门口走去的时候

说的话，意思是

“来了”，“稍等”。

【语言提示】

Take your time. 是
“不着急”、“慢

慢来”的意思。

【语言提示】



3708 客房清理

【中文译文】

客房部工作人员： 客房部。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建华：  你好，这是1628房间。我们要出去吃午饭，如果方便的

话，你们现在可以派人来打扫房间。

客房部工作人员： 好的，我告诉他们。

建华：  顺便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些衣服要洗，一双皮鞋要擦一

下。如果你们有清扫人员在我们这一层，我想当面跟他们

交代一下。

客房部工作人员：  好的，三位清扫人员正好在您的楼层。我让他们之中的一

位马上去您的房间。

建华： 非常感谢。

清扫员： 客房部。

建华： 来了。

 你好。这是我们的洗衣袋，还有这双鞋要擦一下。

 另外，我们能不能每天要三条毛巾？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

清扫员： 三条大毛巾？

建华： 大中小各三条。

清扫员： 我懂了。

建华： 谢谢。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可以打扫房间了。

清扫员： 我先打扫完1624房间，然后过来。

建华： 不着急，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