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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hrough the Customs I（
（过海关 I）
）

July21’10

A. 不知不觉地，我们“在加学英语”节目已经和大家在一起有四年多时间了，期间我们
一直都得到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和肯定。
V. 这对我们节目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和鞭策，督促我们将节目做得更
好，能继续和大家在英语运用方面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A. 时不时地，会有观众朋友们和我们联系，就英语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希望我们能
就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介绍，对这些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V. 是的，其中一位朋友对我们说，希望能更多地介绍出入境过海关方面的内容和知
识，特别是海关官员可能询问的问题等等。
A.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也非常重要的话题，可以使我们进出海关时更加方便，今天我
们就这方面的内容来进行学习。
V. 而现在正值暑假中间，许多人可能还有外出旅行和度假的计划，希望这方面的内容
能够在大家下次出行的时候有所帮助。
A. 进出海关有许多种不同的情况，而且海关官员所问问题也视情况不同而各不相同，
我们今天的内容从哪开始呢？
V. 问题虽然各不相同，但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共同点的，我们会就这一话题安排一些
对话，从不同情况来了解相关内容。
A. 对话都是发生在游客和机场或海关工作人员之间，首先来看一看第一段对话内容。
Dialogue
O: Hello. May I see your passport and air
ticket, please?

T: Sure. Here you are.

O: Where are you traveling to?

T: San Francisco.

Points
V. 对话第一句是：May I see your passport and
air ticket, please?
A. 可以看你的护照和机票吗？这是在机场
check in 时工作人员常问的话。
V. 这时候乘客应当事先就将这两样东西准备
好，主动递上去，并同时说上 Here you are.
A. 谈到这里的 air ticket（机票），现在很多航
空公司都实行电子机票，也就是 e-ticket，因此
很多时候只要递上护照 passport 即可。
V. 工作人员一般会边看资料边问些问题，对
话中就举出一些例子，例如 Where are you
traveling to?
A. 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对问题一定要如实回
答，简单说出目的地便可，就像对话中的

San Francisco.。
V. 刚才这句话 Where are you traveling to?也有
别的问法，例如：What’s your destination?或者
Where is your destination?
A. 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这些问题都是要进一
步确定你的身份，看看你的回答是否和机票显
示一致。

O: Are you traveling on business or for
pleasure?

V. 这里的 destination 是个非常常见的英语单
词，它的拼法是[ ]。
A. 出游有多种目的，有因公出差、有外出观
光、有探亲访友，一般海关也会询问一下出游
目的。
V. 就像对话中下一句：Are you traveling on
business or for pleasure?
A. 你是去出差还是休闲？这涵盖了出游的两
大目的：公务还是私事。
V. 这里出现了两个短语，on business 就是“出
差”，而 for pleasure 就是“作为消遣、为了休
闲”。
A. Vincent，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什
么问法？
V. 有的，还有一种笼统的问法：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trip?

T: I am visiting my brother there.

A. 这时候也可以用上面出现的两个短语来简
单回答：on business 或者 for pleasure。
V. 当然对话下一句提供了另一种具体情况：I
am visiting my brother there.
A. 我要去那儿探望我的兄弟。这当然是因私
出游的一种具体情况，而因私出游的更多情况
是“观光、游览”。

O: How long will you stay there?

V. 是的，要回答这种具体情况就可以说：for
sightseeing，单词 sightseeing 就是“观光”的意
思，拼法是[ ]。
A. 知道了游客的出行目的，下面一个问题自

然而然地就是：准备呆多长时间？

T: Couple of months.
O: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check in?

V. 也就是对话中的下一句：How long will you
stay there?
A. 回答是：Couple of months.（一两个月）
V. 问完了出行方面的问题，工作人员下面的
问题是有关出行者行李方面。
A. 我们都知道，外出旅游时关于行李托运有
许多注意事项，例如：行李大小、重量、件数
等等。
V. 此外，航空公司还有明文规定，哪些物品
不可以托运和装机，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可能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A.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最好的办法是查看所
乘航空公司的网站，确保万无一失。
V.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学习
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在下次节目中会继
续学习后半段的对话内容。

T: Yes, just this baggage.
O: What’s in the baggage?
T: Just stuff for personal use: clothes,
books and some gifts for my nephew.
O: Did you pack it yourself?
T: Yes, I did.
O: And your baggage has been with you
since you packed it?
T: Yes.
O: Did anybody ask you to take anything
for them?
T: No.
O: Could you open it for me, please?
T: Sure.
O: Ok. You are all set. Here is your
boarding pass. Your departure gate is
B72.
T: Thank you very much.
O: You are welcome. Have a pleasant
f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