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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上两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的都是一段外出旅行过海关的对话，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能完成所有的对话内容。
V.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继续学习对话，继续来了解机场工作人员还可能问些什么
问题。
A. 在第一次的节目中，工作人员主要就外出旅游的情况问了些问题，例如去哪里、住
多长时间、出行目的等等。
V. 而第二次的节目主要就围绕着行李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check in?，另一个是：What’s in the baggage?
A. 第一个问题是问游客有没有行李要登记、托运，第二个问题是问行李中有些什么。
V. 在今天最后一段对话中，工作人员继续就行李问了更多问题
A. 询问行李除了问有几件行李以及行李里面的内容，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
O: Did you pack it yourself?

V. 工作人员的下一个问题是：Did you pack in
yourself?
A. 意思是“你是自己打包的吗？”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问题呢？

T: Yes, I did.

O: And your baggage has been with you
since you packed it?

V. 之所以这么问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
如果是别人打包的，那可能证明你自己并不清
楚里面是否有违禁品。
A. 所以一般情况下应当自己进行打包，并且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干脆了当地回答：Yes, I
did.
V. 接着看下一个问题：And your baggage has
been with you since you packed it?
A. 你的行李自从打包之后一直没有离开你
吗？回答是肯定的，在打包之后行李一直在自
己身边。
V. 这一问题也是出于安全原因，因为如果行
李离开过你，那就存在着被人偷放东西的危
险。

T: Yes.

O: Did anybody ask you to take anything
for them?

A. 谈到行李，有时候可能会有朋友托自己带
东西，机场和海关工作人员对此也会提出问题
的。
V. 就像对话中的下一句：Did anybody ask you
to take anything for them?
A. 有没有人请你给他们带东西？看来给别人
带东西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V. 是的，帮忙是没错，不过如果不清楚别人
所要托带的东西就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A. 特别是如果是不太熟悉的人托带东西，一
定要更加小心，以防自己的热心被别人有意无
意地利用。

T: No.
O: Could you open it for me, please?

V. 一般在问完上面问题之后，工作人员会决
定要不要打开行李进行检查，就像对话中的下
一句：Could you open it for me, please?
A. 请你为我打开可以吗？遇到这样的问题和
要求时一定要立即开箱受检，不要迟疑。
V. 谈到开箱检查，一般来说工作人员无权私
自打开你的行李，但是如果他们要求你打开，
你拒绝，他们就有权打开你的行李。
A. 另外在检查之后，工作人员并没有责任和
义务对行李中的物品进行整理，因此你自己可
能需要花些时间来整理。
V. 很多人外出旅游都会将行李塞得满满的，
这样万一遇到开箱检查，再整理时可能会很难
复原，甚至可能连行李拉链都拉不上了。
A. 因此建议在准备行李时尽量不要将任何空
间都塞满东西，还有，要尽量提前到达机场，
这样万一遇到类似开箱检查的事，就不至于因
为需要重新整理行李而耽误行程。

T: Sure.
O: Ok. You are all set. Here is your
boarding pass. Your departure gate is
B72.

V. 一般在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工作人员就会
跟你说一切 OK，就像对话中的下一句：You
are all set.

A. You are all set.意思就是“你可以了、你没问
题了”，这里的 all set 表示“一切就绪、准备好
了”。
V. 这是英语口语中常用的表达，前面主语可
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
一个例子是：
John is all set to start his new position.
A. John 已经准备就绪要开始新的职位。这里
的主语是人，用的结构是 all set to do
something。
V.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The cake is made. The
food is prepared. The music is on. We are all set
for some fun.
A. 蛋糕做好了、食物准备好的、音乐响起
了，我们一切就绪快乐一场。这里主语还是
人，用的结构是 all set for something。
V. 再来看第三个例子：The room is all set.
Let’s just wait for the guests to arrive.
A. 房屋都准备好了，我们就等客人到来吧。
这里的主语就是事物 the room。
V. 查看完证件、询问完旅行情况、检查完行
李，可以说 everything is all set，工作人员说
道：Here is your boarding pass. Your departure
gate is B72.
A. 这是你的登机卡，登机口是 B72，这里出
现两个旅行时会碰到的词组：boarding pass（登
机卡）、departure gate（登机口）。
T: Thank you very much.
O: You are welcome. Have a pleasant
flight.

V. 对话最后一句也是工作人员所说：Have a
pleasant flight. 祝飞行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