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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填写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
Online application for a Nonimmigrant Visa DS-160

【解    说】

所有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都需要填写DS-160在线申请表。美国大使馆承

诺，表格中输入的所有信息都将保密。表格中所填信息必须与事实相符，

否则将会被拒签。晓鹏和鹏飞都需要申请签证，但二人的签证类型不同。

晓鹏需要申请学生签证F-1，而鹏飞则需申请旅游签证B-2。申请签证必须

在网络上进行，而且除申请人的中文姓名外，全部的信息必须用英文填

写。我们以晓鹏申请求学签证为例填写签证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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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申请签证前的准备工作：

所有签证必须在网络上申请。全部申请过程大约需要

45分钟。网络申请一旦开始，如果20分钟内没有输入

任何信息，网络系统就会自动关闭。因此申请人在填

写信息之前需要将必要的文件准备好。申请人所需准

备的文件包括：

—护照

—行程

—工作经历

—数码照片（必须是6个月内的近照，51mm*51mm，

正面彩照）

—联系人信息

—国外旅游经历

申请步骤：

Get Started（开始）

1. 进入网络https://ceac.state.gov/genniv/ 

2. 在右上角的语言窗口选择“中文（简体）”

3.  选择申请地（Location）：China, Beijing（中国，

北京）

4.  选择“开始填写申请表格”（START AN APPLICATION）

5. 设置安全问题（Security Question）：

   —What was your favorite teacher’s last name？

   —Wang

Personal（个人信息）

1. Personal Information 1（个人信息 1）

  Surnames（姓氏）：Duan

  Given Names（名字）：Xiaopeng

安全问题用以保证您

已存入的信息不会被

他人接触到。只有能

够回答您个人的安全

问题，才可进入您的

信息。安全问题有很

多。尽量选择那些只

有您个人知道，且容

易记的问题。之后做

出回答。

【温馨提示】

选择中文后，当您将

鼠标停留在英文表格

的每项问题时，表格

会自动显示相应的中

文（简体）译文。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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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Name in Native Alphabet（全名〈请用中文填写〉）：段晓鹏

  Have you ever used other names?（您是否用过其他名字？) ：No（否）

   Do you have a telecode that represents your name?（您的名字有相应的电码

吗？）：Yes（是）2556 7720 3008

2. Sex（性别）：Male

3. Marital Status（婚姻状况）：Single

4. Date and Place of Birth（生日与出生地）：10 Jan 1996

  City（城市）：Xi’an

  State/Province（州/省份）：Shaanxi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

Personal Information 2（个人信息 2）

1.  Country/Region of Origin, Nationality（所属国家/地区，国籍）：China

   Do you hold or have you held any nationality other than the one indicated 

above on nationality?（除了您上面填写的国籍外，您还拥有或曾拥有其他

国籍吗？）：No（否）

2.  Are you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a country/region other than your country/

region of origin (nationality) indicated above?（按上面所示的您的原籍国/地

区〈国籍〉，您现在是其他一个国家/地区的永久居民？）：No （否）

3.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身份证件号码）：110702********0046

4.  US Social Security Number（美国社会安全号）：Does Not Apply （不适用的）

5.  US Taxpayer ID Number（美国纳税人身份号码）：

Does Not Apply（不适用的）

Address and Phone Information（地址和电话信息） 

1. Home Address（家庭地址）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 

  Huahaolidu, Building 2-3-1136

  Street Address (Line 2)（街道地址〈第二行〉）：

  Daqing Ave., Lianghu Distric

  City（城市）：Xi’an

这部分所有的信息都

是虚构的。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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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Province（州/省份）：Shaanxi

  Postal Zone/ZIP Code（邮政区域/邮政编码）：710082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

2. Mailing Address（邮寄地址）

   Is your Mailing Address the same as your Home Address?（您的邮寄地址同于

您的家庭地址吗？）：Yes（是）

3. Phone（电话）

  Primary Phone Number（主要电话号码）：01088623168

  Secondary Phone Number（备用电话号码）：18523619885

  Work Phone Number（工作电话号码）：Does Not Apply（不适用的）

4.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duan_xiaopeng96@126.com

Passport Information（护照信息）

1.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Type（护照/旅行证件种类）：Regular

2.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Number（护照/旅行证件号码）：G30083286

3. Passport Book Number（护照本编号）：Does Not Apply（不适用的）

4.  Country/Authority that Issued Passport/Travel Document（颁发护照/旅行证

件的国家/机构）：China

5. Where was the Passport/Travel Document issued?（护照签发地）

  City（城市）：Xi’an

  State/Province（州/省份）：Shaanxi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

  Issurance Date（签发时期）：25 May 2013

  Expiration Date（失效日期）：24 May 2023

   Have you ever lost a passport or had one stolen?（您的护照是否曾遗失或者

被盗？）：No（否）

Travel Information（旅行信息）

1.  Purpose of Trip to the US（赴美访问目的）：Academic or Language Student

（F）（上学）

2. Specify（具体说明）：Student（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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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ve you made specific travel plans?（您是否已经制

定了具体的旅行计划？）：No（否）

4.  Intended Date of Arrival（计划到达日期）：15 AUG 

2015（2015年8月15日）

5.  Intended Length of Stay in US（计划在美停留时

间）：4 Year(s)（四年）

6.  Address Where You Will Stay in the US（在美停留期

间的地址）：填写美国大学地址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 

235 Lincoln Ave.

  City（城市）：East Egg 

  State（州） ：Pennsylvania

  Zip Code（邮政编码）：16002

7.  Person/Entity Paying for Your Trip（支付您旅行费用

的个人或组织名称）：Other Person

   Surnames of Person Paying for Trip（承担您旅行费

用者的姓氏）：Duan

   Given Names of Person Paying for Trip（承担您旅行

费用者的名字）：Pengfei

   Telephone Number（电话号码）：86-1361282293

   Email Address（电子邮件地址）：dpf2012@sina.

com.cn

   Relationship to You（与您的关系）：Parent

   Is the address of the party paying for your trip the 

same as your Home or Mailing Address?（为您支付

旅行费用的一方，其地址是否与您的家庭地址或邮

寄地址相同？）：Yes（是）

Travel Companions Information（随行人员信息）

1.  Persons Traveling with You（与您同行的人）

   Are there other persons traveling with you?（是否有

美国大学地址的信息

是虚构的。

【温馨提示】

如果已经购买了赴美

机票，便可选“Yes”
（是）。如果选择“是”，

接下的问题是航班时

间等问题。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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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您同行？）：Yes（是）

   Are you traveling as part of a group or organization?（您是否作为一个团队或

组织的成员去旅游？）：No（否）

2.  Surnames of Person Traveling with You（随行人员的姓氏）：Duan

   Given Names of Person Traveling with You（随行人员的名字）：Pengfei

   Relationship with Person（和您的关系）：Parent

Previous US Travel Information（以往赴美旅行信息）

1.  Have you ever been in the US?（您是否曾经在美国停留过？）：按照实际情

况填写

2.  Have you ever been issued a US Visa?（您是否曾经获得过美国签证？）：按

照实际情况填写

3.  Have you ever been refused a US Visa or been refused 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withdrawn you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at the port of entry?（您

被拒签过吗？或在入境口岸被拒入境，或被撤销入境申请？）：按照实际

情况填写

4.  Has anyone ever filed an immigrant petition on your behalf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曾有人在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为

您申请过美国移民吗？）：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US Point of Contact Information（美国联系人信息） 

1.  Contact Person in the US（联系人）：Do Not Know（未知的）

2.  Organization Name in the US（组织名称）：Lakewood State University

3.  Relationship to You（与您的关系）：Other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of Point of Contract（联系

人地址和号码）:填写美国大学地址 

   US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

235 Lincoln Ave.

  City（城市）：East Egg

  State（州）：Pennsylvania

  Zip Code（邮政编码）：PA 16002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8142697040

美国大学地址的

信息是虚构的。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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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ddress（电子邮箱）：Does Not Apply（不适用的）

Family Information: Relatives（家庭信息：亲属）

1. Father’s Full Name and Date of Birth（父亲的全名与出生日期）

  Surnames（姓氏）：Duan

  Given Names（名字）：Pengfei

  Date of Birth（出生日期）：20 Jun 1965

  Is your father in the US?（您父亲是否在美国？）：No（否）

2. Mother’s Full Name and Date of Birth（母亲的全名与出生日期）

  Surnames（姓氏）：Li

  Given Names（名字）：Xiujuan

  Date of Birth（出生日期）：16 Feb 1969

  Is your mother in the US?（您母亲是否在美国？）：No（否）

3.  Do you have any immediate relatives, not including parents, in the US?（除父

母以外，您在美国还有其他直系亲属吗？）：No（否）

4.  Do you have any other relatives in the US?（您在美国还有其他亲属？）：No

（否） 

Present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当前工作/教育/培训信息）

1. Primary Occupation（主要职业）：Student

2.  Present Employer or School Name（当前工作单位或学校信息）：Xi’an High 

School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Fifth Ave. of Fengchen

  City（城市）：Xi’an

  State/Province（州/省份）：Shaanxi

  Zip Code（邮政编码）：710018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02986537091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

   Monthly Income in Local Currency（月收入）：Does Not Apply（不适用的）

  Briefly Describe Your Duties（简要描述您的职责）：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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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以往工

作/教育/培训信息）

1.  Were you previously employed ?（您之前有工作

吗？）：No（否）

2.  Having you attended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 

secondary level or above?（您是否在相当于中学水

平或以上的教育机构中学习过？）：No（否）

Additional Work/Education/Training Information（其他

工作/教育/培训信息）：全部填No（否）

1.  Provide a List of Languages You Speak（列出您所讲

的语言）：Chinese, English（汉语，英语）

Security and Background（安全和背景）

1.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Part 1（安全和背景：第一

部分）：全部填No（否）

2.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Part 2（安全和背景：第二

部分）：全部填No（否） 

3.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Part 3（安全和背景：第三

部分）：全部填No（否） 

4.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Part 4（安全和背景：第四

部分）：填No（否） 

5.  Security and Background: Part 5（安全和背景：第五

部分）：全部填No（否） 

Additional Point of Contact Information（其他联络人信

息）：给出除直系亲属外两个人的联络信息

1. Surnames（姓氏）：Zhang

   Given Names（名字）：Jianzhong

   地址和号码：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255 

Xizongbuhutong

此 项 中 的 信 息 是 虚

构的。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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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城市）：Beijing

   State/Province（州/省份）：Beijing

   Zip Code（邮政编码）：100005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1065265990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

2. Surnames（姓氏）：Chen

   Given Names（名字）：Changli

   地址和号码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

1062 Dong Ave. 

   City（城市）：Xi’an

   State/Province（州/省份）：Shaanxi

   Zip Code（邮政编码）：710015

   Phone Number（电话号码）：02962587991

   Country/Region（国家/地区）：China（中国）

SEVIS Information（SEVIS 信息）

1. SEVIS ID（SEVIS身份证明）

2.  Name of School（学校名称）：Lakewood State 

University

   Course of Study（学习课程）：Actuarial Science

   Street Address (Line 1)（街道地址〈第一行〉）：235 

Lincoln Ave.

   City（城市）：East Egg

   State（州）：Pennsylvania

   Postal Zone/Zip Code（邮政区域/邮政编码）：16002

Upload Your Digital Photo（上传您的数码照片）

Signature（签字）

所有 SEVIS 身份号码

都以字母 N 打头。在

I-20 表格中，号码在

第一页右上角的“学

生副本”之下，数码

条幅之上。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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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面签
Interview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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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介绍】

晓鹏和他父亲已进入美国使馆。来面签之前，他们已准备好所需文件，包

括护照，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银行存款证明，房产证以及鹏飞单位出

具的有关他职位、工龄和工资的证明。】

【解    说】

北京的美国使馆和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总领馆均设有签证处。凡是第

一次申请赴美留学或旅游观光签证的中国公民均需到美国使馆或总领馆签

证处面签。面签的具体时间需要在网上预约，预约成功后，应携带所需材

料提前30分钟左右抵达美国使馆或总领馆签证处并排队等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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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和签证在一周后可以到指

定的地点领取。如果没有通过面签，护照则被当场退回。

美国使馆签证处的网站上有面签需要准备和携带的材料清单。请在去面签

前，一定要反复核对美国使馆要求提供的所有材料，以防遗漏或弄错。面

谈是整个使馆面签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是与签证官员一对一地谈

话，许多人不免会有些紧张。其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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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地陈述赴美的理由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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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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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有中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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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Embassy officer 1=E1 Embassy officer 2=E2 Xiaopeng=X
Embassy officer 3=E3 Pengfei=P Embassy officer 4=E4
Immigration officer=I

E1: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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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peng and his dad approach the first window.)

E2: (Asking Xiaopeng)
 Your name, please?
X: Xiaopeng Duan.
E3: (Asking Pengfei)
 And your name?
P: Pengfei Duan.
E3:  Your materials are complete, so move on to Window 2, 

please.

(Both Xiaopeng and Pengfei approach the second window.) 

E4:  (Speaking to Xiao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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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fei goes through the same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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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使馆官员1：  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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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递上你们的申请材料，在

2号窗口留下你们的指纹，然后，请到左手边的大厅等候轮流

面谈。

 （晓鹏和他父亲走到第一个窗口。）

使馆官员2： （问晓鹏）

 姓名？

晓鹏： 段晓鹏。

使馆官员3： （问鹏飞）

 姓名？

鹏飞： 段鹏飞。

使馆官员3： 你们的材料齐全，请到2号窗口。

 （晓鹏和鹏飞走到第二个窗口。）

使馆官员4： （对晓鹏）

 请伸出您的右手。请先把大拇指放在屏幕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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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飞通过了同样的指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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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y come to the third window.) 

I: (Asking Xiaopeng)
 Your name, please.
X: Xiaopeng Duan.
I: So, you’re going to study in the US?
X:  Yes, I’ve been accepted by Lakewood State 

University in Pennsylvania, and I’m going 
to study actuarial science. So, I’m applying 
for F-1 Visa. 

I: I see.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US?

X: No.

I:  How are you going to finance your study in 

the US?

X:  My parents will support me. Here is the bank 
statement of my parents.

I:  (Reviewing the bank statement that Xiaopeng 
hands in)
What is your plan when you graduate?

X: Not sure, yet. Maybe I’ll pursue a graduate study. 

I:  OK. Your visa is approved. You may pick 
up your passport and visa in the designated 
CITIC bank in a week.

X: Thank you.

finance 在 这 里 用

作动词，是“在经

济上给予资助”的

意思。

【语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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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来到第三个窗口前。）

移民局官员： （问晓鹏）

 您的姓名？

晓鹏： 段晓鹏。

移民局官员： 您要去美国上大学？

晓鹏：  是的，我已被宾夕法尼亚州的雷克伍德州立大学录取，我的专

业是精算学。因此我需要申请F-1签证。

移民局官员： 明白了。您以前去过美国吗？

晓鹏： 没有。

移民局官员： 您准备如何支付在美国的学习费用？

晓鹏： 我父母供养我。这是我父母的银行存款证明。

移民局官员：（检查晓鹏递上的证明）

 您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晓鹏： 我还没想好。有可能读研。

移民局官员：  您的签证批准了。您可以在一周后在指定的中信银行领取您的

护照和签证。

晓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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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sking Pengfei)
Your name, please?

P: Pengfei Duan.

I: So,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to the US?

P:  I’m accompanying my son to his university to 
help him with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stay in the US?

P:  About two weeks. I’ll be back when he 
completes his registration at the university.

I:  How can you guarantee that you’re going to 
come back when your visit is complete?

P:  I have a stable and well-paid job. Here is 
a letter from my employer, indicating my 
position and salary. I also own an apartment, 
and here is my property deed. 

I:  So, you’re the guarantor of your son’s finance in 
the US?

P:  Both me and my wife; she also has a stable 
job as a school teacher. Here is our marriage 
certificate and a letter from her employer. 

I:  OK. You’re all set. Hope you have a nice trip 
to the States, and good luck for your son.

P: Thanks. 

这 是 签 证 官 非 常

看重的一个问题，

目 的 是 核 实 访 美

的 外 国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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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



1902 使馆面签

移民局官员：（问鹏飞）

 您的姓名？

鹏飞： 段鹏飞。

移民局官员： 您美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

鹏飞： 我陪儿子去他所要上的大学，帮他在校注册。

移民局官员： 您准备在美国停留多长时间？

鹏飞： 大概两周左右。他注册完我就返回。

移民局官员： 您如何确保您在旅行结束后一定会回到中国？

鹏飞：  我有一份稳定工作，工资待遇不错。这是我工作单位的介绍

信，说明我的职位和工资。我也有房产，这是我的房产证。

移民局官员： 您为您儿子在美国的学习提供经济保证，对吗？

鹏飞：  我和我太太两人为他提供经济保证。我太太是一位中学教师，

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结婚证书和她单位开的介

绍信。

移民局官员：  很好。您的签证批准了。祝您在美国旅游愉快，并祝您儿子

好运。

鹏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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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手续
Going through the US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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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移民局手续

【场景介绍】

鹏飞和儿子晓鹏在纽约国际机场的移民局柜台办理入境手续。

【解    说】

在美国口岸城市的国际机场下飞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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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机场移民局的官员交流时，要直视对方的眼睛。在英语国家，双方谈话

时都直视对方的眼睛，以表示对谈话对方的尊重，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在机场入关时，如果你回避移民局官员的眼睛，甚至在脸上出现惊慌的神

色，移民局官员马上会对你的身份和来美国的目的产生怀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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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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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Immigration officer=I Xiaopeng=X 

(Xiaopeng and Pengfei are in front of the 
Immigration Desk.)

I: Your passport, please.

X: Here you are.

I: What’s your purpose of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X: I’ve come to study and my father has 
accompanied me to help with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I: How long does your father intend to stay?

X: About two weeks.

I: What places are you going to visit?

X: We’ll go directly to East Egg, Pennsylvania.

I: (Pointing to a little screen on the desk)
Now, please put your thumb on the screen. 
Then the index finger, middle finger, ring 
finger and little finger.
Then, your left hand, please. The same order.
OK.

X: This is my father, and here is his passport.

I: Please put your thumb on the screen,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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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Thank you.

在 英 语 中 Here  
is ... 是个常用的句

型，用来表达“这

是……”的意思，

与 This is ... 相同。

【语言提示】



2303 移民局手续

【中文译文】

 （晓鹏和鹏飞站在移民局柜台前。）

移民局官员： 请出示您的护照。

晓鹏： 给您。 

移民局官员： 您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晓鹏： 我是来读书的，我父亲陪同前来帮我办理注册手续。

移民局官员： 您父亲准备待多长时间？

晓鹏： 两周左右。

移民局官员： 你们准备去哪些地方？

晓鹏： 我们直接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宜斯特爱格。

移民局官员： （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小屏幕）

  请把大拇指放在屏幕上，然后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

 现在请换成左手，同样的顺序。

 好了。

晓鹏：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他的护照。

移民局官员： （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小屏幕）

  先生，请把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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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换成左手，同样的顺序。

 好了，你们的手续办好了。

 欢迎来到美国，祝你们在美国旅行愉快。

晓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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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手续
Going through the US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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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4 海关手续

【场景介绍】

办完移民局手续后，晓鹏和鹏飞推着行李过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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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禽畜肉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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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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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aopeng=X Pengfei=P Security officer=S 
Customs officer 1=C1 Customs officer 2=C2

(Xiaopeng’s cell phone rings, and he automatically 
picks up the phone and is ready to answer.)

X: Hello, …

S:  You’re not allowed to make phone cal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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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Putting his phone into his pocket)
I’m sorry.

(Xiaopeng and Pengfei approach the Customs 
Desk.)

C1: Your customs form, please.

X: (Handing over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Here you are. 

C1: (Pointing to a glass-windowed room)
Go to that room.

C1: Open your suitcases, one at a time. 

�(Xiaopeng�opens�the�first�suitcase,�and�the�
customs�officer�closely�examines�every�item�
in it.)
�You�can�close�this�one,�and�open�the�second�
one.
(Xiaopeng�opens�the�second�suitcase.)

(not)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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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对小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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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t a time：一个

一个地。

【语言提示】



2704 海关手续

【中文译文】

 （晓鹏的手机响了，他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准备接听电话。）

晓鹏： 喂，……

保安人员：  您不能在这个大厅里使用手机，请关机；不然您的手机会被

没收的。

晓鹏： （把手机放入口袋中）

 对不起。

 （晓鹏和鹏飞走到海关柜台前。）

海关官员1： 您的海关申报单？

晓鹏： （递上海关申报单）

 给您。

海关官员1： （指着一个有玻璃窗户的房间）

 到那间房间去。

海关官员1： 把箱子打开，一个一个来。

 （晓鹏打开第一个箱子，官员仔细检查其中的每一件物品。）

 您可以关上这个箱子，把第二个打开。

 （晓鹏打开第二个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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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Pointing�to�a�plastic�bag)
What’s in it?

X: It’s�dried�beef.�

C2: Food�is�not�allowed�to�enter�the�US.

X: (Throwing�the�plastic�bag�into�the�trash�
can)
All�right.

C1: You indicated in the form that you’ve 
brought more than ﹩10,000 with you. How 
much cash do you have with you?

P: About $60,000.

C1: Why do you bring so much cash with you?

P: To pay for my son’s tuition and other 
university fees.

C1: I see.
You’re OK. Now, you’re all set to go.

X: Thank you.

to be all set to：准

备就绪（后面使用

原型动词）。

【语言提示】



2904 海关手续

海关官员2： （指着一个塑料袋）

 这里面是什么？

晓鹏： 牛肉干。

海关官员2： 食品是不准带进美国的。

晓鹏： （把塑料袋扔进垃圾箱）

 好。

海关官员1：  您在申报单中提到，您携带的现金超过1万美元。您一共带了多

少现金？

鹏飞： 大约6万美元。

海关官员1： 为什么带这么多现金？

鹏飞： 为我儿子交大学学费和其他杂费。

海关官员1： 明白了。

 可以了。你们可以走了。

晓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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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航班转机信息
Asking about a fligh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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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咨询航班转机信息

【场景介绍】

鹏飞和晓鹏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后，需要转乘美国国内航班去匹兹堡。父子二人已经办完入关手续，他

们的行李也过了海关，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找到下一个航班——美

国航空公司（American�Airlines）——的值机柜台，以便办理登机和行李

托运手续。

【解    说】

美国许多大城市机场的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往往安排在不同的航站楼。纽

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情况有些特殊，各个航空公司有独自的航站楼，即使

同一航空公司的国际和国内航班也安排在同一航站楼的不同区域。这是因

为国际航班需要安排旅客的进关或出关等海关手续，所以不可能与国内航

班使用同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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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Pengfei=P Airport worker=A

P: (Stopping�an�airport�worker)
Excuse me!

A: Y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P:  We’ve just arrived in New York. And now we 
need to take on American Airlines 3618 to 
Pittsburgh.
 Can you direct us to the transfer counter of 
the American Airlines? We’re in a kind of 
hurry, because we have less than two hours 
between the two flights.

A:  This is Terminal 1 and you need to go to 
Terminal 8 to find American Airlines. 
(Pointing at Gate E)
 Just go to Gate E and follow the sign to the 
AirTrain. Then get on the AirTrain, and then 

get off at Terminal 8; it’ll take you about six 
to seven minutes.You’ll find the American 
Airlines there.

P:  So, go to Gate E and get on the AirTrain. 
Then get off at Terminal 8.

A: That’s correct. By the way, the ride is free.
You’ll make it.

P: Thank you so much.

A: You’re welcome.

AirTrain 是纽约肯

尼 迪 国 际 机 场 内

各 航 站 楼 之 间 最

快捷的交通工具。

【温馨提示】



3305 咨询航班转机信息

【中文译文】

鹏飞： （拦住一位机场工作人员）

 打扰一下！

机场工作人员： 什么事？

 我能为您做什么？

鹏飞：  我们刚刚抵达纽约。现在我们要乘坐美国航空公司3618航

班去匹兹堡。

  请问您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美国航空公司的转机柜

台吗？我们有点着急，因为两个航班的间隔不到两个小时。

机场工作人员：  这里是1号航站楼，您需要到8号航站楼找到美国航空公司。

（手指E号门）

  您到E号门，跟随标识走到“空铁”的站台。乘坐“空铁”

六七分钟，在8号航站楼下车。美国航空公司就在8号航

站楼。

鹏飞： 到E号门，乘坐“空铁”到8号航站楼。

机场工作人员： 完全正确。顺便提一下，“空铁”是免费的。您不会晚的。

鹏飞： 非常感谢。

机场工作人员：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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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登机
Checking in at the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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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6 办理登机

【场景介绍】

鹏飞和晓鹏因为是转机，因此不需要在候机楼外办理登机手续。由于已经

办理了入境和海关手续，他们还需要在相应的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办理

登机和行李托运手续。

【解    说】

在美国机场换乘国内航班（domestic�airlines）也需要重新办理登机手续。

与中国国内机场不同，美国机场的国内航班有两种办理登机手续的方式：

在航站楼内航空公司柜台办理，或者就在航站楼外相应航空公司的马路边

上办理（常被称作curbside�check-in）。在航站楼内办理登机手续时，一般

都使用计算机自助办理：扫描护照，然后按照屏幕显示进行操作。在计算

机上可以打印登机牌、交付托运行李费用、打印行李标签。然后，再去行

李交运柜台称重，并交付行李。有特殊情况的乘客会到人工办理柜台办理

登机手续。在航站楼外办理登机手续时，可以由路边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帮你打印登机牌，支付行李托运费用，但是，要向路边的工作人员支付一

定数额的小费。对于托运行李较多的旅客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比较省事的

做法，因为在美国有些机场使用一辆机场手推车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这很

可能与小费的数额相当。

【温馨提示】

据说在航站楼外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对于行李的重量并不十分在

意，当然，这只是指超重几磅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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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对话

American Airlines worker=A Xiaopeng=X

A: (Talking�to�people�standing�in�line)
Who is next, please?
Come over here, sir. Please use this machine.

X: (Moving forward with passports in hand)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American Airlines 3618 for Pittsburgh.
I’ve never used such a machine before. Could you help me?

A: Certainly. It’s quite simple, actually.
Scan your passport here.
(Xiaopeng scans their passports on the machine.)
Now you see your flight information on the screen.
Two people: Xiaopeng Duan and Pengfei Duan.

X: Yes, these are the seats we’ve reserved: 16A and 16B.

A: How many pieces of baggage would you like to check in?

X: (Pointing at the baggage behind him)
Two.

A: Then the charge is ﹩50.
Scan your credit card here.
(Pengfei scans his credit card.)
And now press the button to print out your boarding passes 
and baggage tags.

X: (Getting the boarding passes, baggage receipts and baggage tags)
What else should I do now?

A: Now take your baggage and baggage tags to the Baggage Drop 
Desk.

X: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A: The security check is on your right and your boarding gate is B23.

X: Thank you again.

A: You’re�welcome.
Have a nice trip.



3706 办理登机

【中文译文】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面对排队的旅客）

 请问谁是下一位？

 先生，请过来。请用这台机器。

晓鹏： （拿着护照走上前来）

 我预订了美国航空公司3618的航班飞匹兹堡。

 我从未使用过这种机器，您能帮我吗？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没问题。其实使用这种机器挺简单的。

 在这里扫描您的护照。

 （晓鹏在机器上扫描他的护照。）

 现在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您的航班信息了。

 两位客人：段晓鹏和段鹏飞。

晓鹏： 是。这是我们预订的座位：16A，16B。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您有几件行李准备托运？

晓鹏： （指着身后的行李）

 两件。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行李收费50美元。

 在这里刷一下您的信用卡。

 （鹏飞刷信用卡。）

 现在按这个键打印你们的登机牌和行李标签。

晓鹏： （接住登机牌、托运行李收据和行李标签）

 还有其他手续吗？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现在请把您的行李和行李标签送到行李落台。

晓鹏：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安全检查处在您的右侧，登机口是B23。

晓鹏： 再次表示感谢。

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人员： 不用客气。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