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F-1 签证实例二百篇（上） 

（通过篇） 

注： 

1. “1000”即“一签”，第一次签证，同理 2000，3000；

2. “水果”即“水过”，水水的通过了签证的意思。

3. VO 即签证官

一、我的面签经过：VO 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十分坐地铁，半个小时后下车，十几分钟后找到美国使馆签证处。排

队，发现人真多，安检，送交 DS 表等材料，领到一个黑白牌，签证厅里黑压压的全是人。

本以为学生占多数的，结果发现大部分都是非学生的探亲、旅游、开会等签证，以探亲的为

主，估计是暑假快到了的原因。排队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们了，分在 3 好窗口，VO

是个美女（美国女性），看起来不是很和善。不过排在我们前面的四个探亲的一家人都过了，

是用中文面试的。然后我前面一个去美国开会的女士面签： 

女士：你好。 

VO：（皱眉）你不会说英语吗？ 

女士：不会。 

VO：（再皱眉）一点都不会吗？ 

女士：对不起，我的英语不太好。 

VO：那你为什么去美国开会呢？ 

女士：是辉瑞公司邀请我去的啊。 

VO：不再说话，拒签。 

当拒签的时候，我盯着 VO 递出的材料看，因为还不知道是不是拒签，结果看到护照被递出

来了才确定。这时，VO 举起了我的 DS 表，由于我正在看那位女士的材料，没有注意到我的

表，然后 VO 把我的材料放平了，我凑近去才确定是叫我了。 

VO：Good morning. 

Me: Good morning, Miss. 

VO: So you are going to study biology at xxxx? 或者：Do you have interest in biology?(没太听清

楚，实话说 VO 的声音很小，我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没听清楚一定要问清问题再回答，否则

答非所问就很不好了。不过幸好我的回答对于上面两个问题都适用。) 

Me：Yes, I have great interest in biology, especially in developmental biology, and most probably, I 

will study retinal regeneration at University of xxx. We will use salamander as the animal model, 

and salamander is a kind of amphibian, it is similar to the lizards, has a long tail and four limbs. 

Salamander has a strong ability of regeneration and that’s why we choose it as the animal model. 

If you cut one of its limbs, it will regenerate a identical one in about 2 months. And we us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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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 technology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VO: gene chip technology? 

Me: (楞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VO：You mean gene chip technology? 

Me: (终于反应过来了) Yes.(忽然意识到可能涉及到敏感专业，是否会 check 呢？) 

VO 不再说话，低头撕绿单给我，而我还傻傻地等着她告诉我要 check。但是她说：It OK now。 

Me：Thank you. 

  

整个过程持续约一分钟，看来算不上秒过。自始至终，VO 没有看我任何材料，除了交上去

的 DS 表，可惜了我准备的大堆材料，准备了足够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 plan 及理由，甚

至背下了学校的 top 20 plan，学校要求要修的课程，美国种族歧视的事件。。。。。 

  

至于目光交流，事实上我也没怎么注意，当然 VO 也是一边听我说一边看 DS 表，没有机会

给我目光交流。 

  

水过了，反而让我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二、 F1 签经分享，预计最好的结果是 check，果然 check 现在已 issue 

个人情况：本人硕士毕业，在外企工作三年，现在博士中，敏感专业，老公在美国读书快毕

业。我在国内无房无车无孩儿没有有效约束力。去年夏天我办旅游签证居然因为专业原因被

check，移民局会重点考察你是否是到美国 45 天之后才有上学打算的，如果不到 45 天就会

被认为是移民倾向。 

申请过程：6.24 号一大早，根据网上看来的男女搭配和族裔心理原则，挑了一个五大三粗的

白男签证官，跟前排了一水的小姑娘。到我的时候，我还想寒暄呢，签证官没接茬，直接要

我的 I20 表格，护照，还点名要了简历，眉眼凶恶，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 

vo：以前来过美国吗（Have you ever been to America?） 

我：twice. Last year Aug. and this year Feb.          

vo：说说都干什么了(What have you done in America?)       

我：last year...          

vo：请说中文！    

我 我：去年待了三周，玩。今年待了 4 个多月 

 (期间因为护照上中国边检盖的回国日期 8 月看着是 9，vo 一口咬定我多呆一个月，我说我

不可能在这事上跟你撒谎呀，然后扯不清了他就在网上查了一下美国的记录我是 8 月底回国。

通过这个小插曲被我看穿他不会主观臆断一下拒了你的本质。) 

vo：重点解释一下这 4 个月你干嘛了 

我：玩。和老公商讨未来，申请学校，blabla~ 

vo：去哪个学校 

我：XXX university, to pursue master degree in XXX program.   

vo：请说中文！             

vo：学习计划          

我：这是个基于课程的项目，包含一些商业管理和沟通技巧的课程，还有一些计算机课程。

我以前做过软件工程师，想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往管理层转     

vo：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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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在读博士，可是后来发现我实在不适合做研究，太难了，而且这个学位也不符合我

家庭的发展规划。   

vo：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 

我：XXX 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工作内容是 XXX（曾是非常有名的美国跨国公司，倒闭了在美

国受认可的程度还是很高，于是签证官根本没再要求看我的财力证明和房产证之类的，其实

要了也没有）   

vo：那你为什么要读这个博士    

我：那时候我有了工作经验并且攒了点钱，就想实现这个理想，后来发现还是太难了。。。 

vo：你老公是作什么的    

我：在美国读书，今年就要毕业了。   

vo：毕业了打算干吗？    

我：回来呀，他有事业规划 

vo 眼睛盯着屏幕，鼻孔看着我轻蔑地哼一声，：你都去了，他还怎么回来呀？     

我：我有证据 blabla~（赶紧递上足以证明老公会回来的证据，vo 看看收下了） 

vo：你们有孩子吗？ 

我：还没有，这个得看老天爷的。（其实我是想放松气氛，结果vo 脸揉成一团惊讶又恶心

的看看我，砸吧砸吧嘴，这个问题过了）         

vo：再说说你那四个月到底干嘛了 

我：……blabla（扯呗，回来总结的时候觉得可能他是怀疑我在那边打黑工了？）      

 vo：那再说说你的专业吧，我们用英语 

(一顿扯，就是这专业是干啥的，我说这是偏技术的管理类，和我背景很合，能对我的事业

转型有帮助。vo 拿着我的课表跑去问技术支持，回来高兴得花枝乱颤，贱贱的问我说这是

金融类课程呀，我搞计算机的跑来学这个不是很不合适吗。我说这正是我选择这里的原因，

因为这个项目的课程设置并不是金融和商科的，是技术管理类，看这里看这里，前面有一些

涉及商科的课程，后面还是计算机技术，是完美结合，和我的需求很 match) 

 vo 说回中文：你的材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审查，我也不知道审查结果，也不知道审查需要

的时间，你接下来需要等待，有消息会通过邮箱或电话联系你。   

三、1000 水果 

本人男，工作了 8 年，31 岁了，读的 MASTER，本人无房无车无存款，资助人是我美国的亲

戚，我本人和我父母的资产证明都没有。托福成绩 49 分，49 分，49 分啊，口语 9 分。没考

G，因为大学没要求。去读大学之前，先进行一个英语 TEST，没过的话还要读语言学校。申

请的大学学校 100 多名开外。我美国的亲戚曾经为我妈妈申请了移民签证，但是没过。本人

还没有结婚，本人没去过美国，也没有其他国家的出国记录。   

轮到我了，我先把 4 件套递给他，我和他同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了：how are you? 我说了：

nice to meet you.我没回答他，直接主动说了下一句，I will go to the XXX university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然后他问我：what's your major？我回答： computer science,and my 

concentration is computer networking.他好像对我的 concentration 没听清楚，我又说了一遍，

computer networking.然后他就拿着护照盯着电脑，过了几秒，对我说一句：you pass。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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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F1 还是很好过的，关键是自己要主动，不要让他牵着鼻子走。一上来我就说了 I will go 

to the XXX university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口语不好，所以

将 108 问自己总结了一下，自己列出问题，然后自己把模板写出来，练了一个星期。要对自

己有信心，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学会自己控制。还有外面那么多人很吵，所以要大

声一点，要不然 VO 会听不清，听不清就会不耐烦，不耐烦，呵呵。不过说的慢不要紧，关

键是说英语的时候要口齿清晰，大声一点，这也是自信的一种表现。 

四、1000 水果 

我七点多就到了，签证在梅龙镇大厦的北面排队。签证只能携带透明的文件袋装材料，不能

带任何电子产品（手表除外）以及各种包包（小钱包除外），梅龙镇大厦北面的马路对面有

个剧院，在剧院的西门口有个可以存包，大包 20，小包 10 块。我先过去存了个包，看在存

包的老奶奶和蔼和亲热情大方，我就不对着 20 块吐槽了。拿了存包的牌子，登记姓名联系

方式证件号码（老奶奶专业啊），存包的钱，取包的时候给。 

    然后去排队，排队的地方是露天的，上午去的话可以不被晒到，下午的话就比较惨了，

请妹子们带好防晒工具。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人排队了。等到了快 7 点半了，穿着红色 T 恤的

工作人员来了。刚开始，工作人员会按批次给发号码牌。先是预约 7 点半的，然后是 8 点的。

不管你排在哪里，只要工作人员叫到你的时间，你就直接过去拿牌子。楼主我预约的是十点

半，难道我要瞎逛到十点才能进去吗，顿时内心悲凉。发号牌的一共有三个点，离排队伍近

的比较挤，其他两个比较空，估计大家不知道前面两个也能办理的吧。快 8 点钟的时候，预

约八点半的在发号牌，可是大家都堵在 3 号点，前面都空着，我就嗖地跑了过去，扑闪着水

汪汪的大眼睛问那个哥哥：十点半的能进吗？结果他们商量了一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

午签证的都可以放行了。好吧，从我开始，队伍就开始凌乱了。看来其他帖子上说的先到先

签就是这个道理。 

    给看了 DS160，拿了号牌以后，直接跑到大厦西侧的门，跟着人流坐电梯到 8 楼（别做

错电梯了）。出电梯口排队，会有小哥哥小姐姐们来看你的 DS160 表格，然后给你的护照上

贴个条形码。然后直接右拐去安检。在门口先把号码牌塞给玻璃里头的大叔，然后进门。把

带的东西给安检大叔，然后过安检门。原本以为要脱鞋，脱皮带，还要扫个全身。谁知道安

检大叔直接让我拿着东西走了，根本就没有鸟我。怎么着也象征性地扫一下金属啊，这可以

和火车站的安检有的一拼啊。哎，楼主长的帅就是没办法啊。      t 

    安检以后排队交材料，并不是最里面的 1 号窗口，就在安检旁边，会有工作人员做指引

的。其实也就是看看签证费和 SEVIS 什么的钱交了没。检查完材料没问题了，会把资料还给

你，然后直接去 2、3、4 号窗口验指纹。（这三个窗口都是一样的）楼主去了 2 号窗口，哇

塞，窗口的姐姐好正点啊，古铜色的皮肤，面带甜甜的笑容，顿时心情大好。轮到你的时候

先把 DS160 拍到玻璃上，姐姐隔着窗户扫描一下。然后就是左右手的四指，再是两个大拇

指一起。大家一定要用点力按一下，扫描才会成功。不然就会想我前面的老婆婆一样不断的

在哪里擦手~~    

    扫描完指纹就直接去排队面签。排队的时候就能偷偷看到各个窗口的签证官，还能隐约

听到说话的内容。我看到 6 号大叔面目慈祥，手舞足蹈，满面春光，好吧，杰尼龟，决定就

是你了！！不过我听到了一个亚裔女签证官在问一对中年夫妇，这语气和询问的详细程度简

直跟询问犯人一样，人家想把辛辛苦苦赚的钱往美帝送，给个笑脸行不。请大家记住一句话：

千万不要去女签证官那里，那怕真要去女的，也死活不要去亚裔女签证官那里，人好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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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啊，何必去找虐呢。   

轮到我的时候，6 号没人排队，维持秩序的大叔就让我去 6 号。正合我意。我把要上交的材

料提了过去。以下是我和 visa officer 的对话 

我：Good morning  

VO：Good morning，have you been to US？ 

我：No.(轻松回答，哈哈) 

VO：No？have you been to US？（我的口语发音不至于这么差吧，囧！）  

我；no。（额头冒汗.......） 

VO：What’s your major?    

我：Electrical Engineering.    

VO：Double E?（大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Yes。 

VO: What’s your research?(大叔又一次露出了隐晦的笑容) 

我：My research area is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VO：%￥#@……&*&……%（我去，没听懂） 

我：............... 

VO：*@$^&%^$#%&^（大叔眨了我两眼） 

我：...............(悲剧了，又没听懂，天呐，没脸去见美帝人民了........) 

VO：个人简历，研究计划。（大叔，你是无力吐槽直接跟我来中文了吗？可是我刚才真的没

有听见 resume 和 research plan 啊） 

我就把 CV，PS 递了过去，木有准备 RP 啊，只好拿 PS 充数了 

VO：我看看....... 

我在原地冒汗啊.....  ⊙﹏⊙ 

VO：@#&%… advisor ￥##%￥…（总算有个单词听懂了） 

我：My advisor is Chi Zhou. He is the professor in IIT.But i don’t take his information. (呵呵，没有

带导师资料啊,而且把老师性别说错了啊，这是要天打雷劈啊)      大叔一脸无奈，继续打

字~~ 

我觉得我要悲剧了，剧了，了........要对不起党和人民了啊~~~~ 

VO: 通过了(我没听错吧！！) Good luck~~        

我：Thank you    

大家要注意的是：   

（1）若 VO 最后退还了你的护照，那么你悲剧了，因为你被拒了~~准备下次再来吧 

（2）若 VO 收下了你的护照，其他什么都没有收走，那么恭喜你，通过了 

（3）若 VO 收下了你的护照，并且扣留了你的一些资料，那么使馆要审核这些财料的真实

性，你被 check 了    

（4）若 VO 收下了你的护照，并且最后给了你一张黄色的 221（g）表格，那么说明你要补

充材料，请将表格上所勾选的材料通过表格下方所选择的方式提交给使馆。（表格有中文看

看就懂了）   

当然了，也许你还会想我一样碰到这样奇葩的事情：   

若像楼主这样，收走了护照，没有扣留其他材料，并且被 good luck，竟然还给了一张 221 

（g）表格，奇葩的是上面什么也没有填写，不知道是否要上交材料还是被 check 的。请通

过以下方式联系大使馆：   

A 打使馆官方网站上的电话。放心吧，肯定不通的。会自动回复你一大串网址，让你有砸

电话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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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官网上填写在线邮件。可能会来理你的，反正没理我。       

C 官方微博：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签证处（加 v 认证的哦）放心吧，同样也不会理你的。 

五、1000 水果 

6 点半就到了，看到已经有人排队了，美使馆周围小吃店很少，加上去得早，好些没营业，

不过有推小车卖早点的。   

7：00 am 草草吃了点去排队，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会问你，预约的几点，一般比预约时间提

前 1 小时是可以允许入场的，否则工作人员会让你在外等候。 

7：30 am 加入了排队入场的家族，进馆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要你的 DS160 表和护照。然后给

你贴个条形识别码在护照上。   

    然后安检，是不允许携带手机，包包进去的。有的话要先放到篮子里。不能带

的东西签证成功确认页上是有详细说明的。 

之后排队去交表格（DS160, I20, 护照）， 排队过程相当漫长，交好后在边上等

待确认。 

    材料确认成功之后排队去按手印，此时的工作人员是外国人了（我的是个美国

妞），不过还是用英文给你交流，按完指纹就排队去面签了，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了。 

8：30 am 面签，11 号美国帅哥。 

VO:good morning. 

Me:good morning.    

VO：have u studied in America before? 

Me:  Not yet    

VO:  Where are you going? 

Me： I’m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o study ....bulabulabula....and then I 

will.....bulabulabula.... 

VO:  Have you worked in China? 

Me: No, I graduated from .........in June this year. 

VO: OK, you should study hard in American, congratulation! 

Me: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VO: Have a good time!    

补充：使馆里 F1 面签就是在大厅里，不知道别的类型的签证是不是， 也就是说 按指纹，

交材料， 审材料 ，排队人群 都是在一个厅活动的，面签场合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独立的

安静舒适的房间之类的。不过 VO 都是有麦的，听得很清晰，而且整个大厅环境还算很安静

的，并不受影响。 

六、2011.6.22 沈阳 visa 签经 

我们的对话：   

（为了方便不重要的部分就直接用中文翻译过来介绍了）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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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哪上大学”    

“。。。。。”    

“现在什么专业”（发现没有，以上这些和我之前的那个男孩问题是一样的，所以等待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听 vo 的提问）    

"biological engineering"（心里合计，完了，人家直接问这么敏感学科，必 check 了）      

“biological what?” (她没听清，同时也是为了更确定下面前此同学的 check 条件) 

“biological engineering” 

“ok，give me your CV, your advisor’s CV， offer letter，AD letter and your study plan”（check 的

必须材料） 

一一上交 

“你有奖学金吗” 

“有的。。。”    

“你在大学有吗？”          

“是的，在大学获得 3 次二等奖学金”（她确实在看我 resume 里面大学经历那部分，其实她

主要想确定我到底是不是一名合格并适合搞科研的学生）   

“你在 council 有奖学金吗”（我记得是这么个音，我很蒙，council 会有 scholarship？） 

“councile？”（没办法只能问问试试）    

“yeah” 

“sorry，I don't” (管她啥意思，反正我除了这俩学校，别人也没给我过奖学金) 

然后就一阵沉默，她一直看我的 resume，然后我赶紧问“do you need my scholarship 

certificate？” 

“en。。。no。。。。。好的，我们需要 3-4 周对你的资料进行审查，10 天后到这个网站查询你的

状态（指蓝色单子），然后拿着这个去对面邮局办理邮寄（指红白条子）“      （此处居然用

标准中文和我说，一下子我还有点不适应） 

”我的航班是在下月末，。。。“（当时很紧张，心想时间太紧，决定争取下，英语说得却有点

语无伦次） 

她听明白了，只是很流利的并且很快速的英文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不可以加急，不好意思“ 

我只能说”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就继续抱着我一堆的材料撤了。 

七、1000 水果---敏感专业 

本科，化学专业，交换生。 

说一下我的过程，虽然很水，但是我自问能准备的问题都准备了，不管 VO 问什么我都可以

回答。   

M：good morning， sir    

V:good morning, your passport and ds2019    

M:ok, here you are. 

V:why go to us     

M:I take part in the school exchange program, i am going to 0000  to study chemistry general 

V:why u choose chmistry?    

M:i wanna be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or，u know the pollution in china now is serious, such as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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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笑。。。oh, really~~~开始在我的表上签字，打电脑。 U are approved 

八、7 月5 号上海签证过程 

9:45 终于轮到我了，我被分到7 号窗口，一个白人GG，先把必交材料给他然后

我：早上好！ 

G：你好 

G：你去那个学校？  

我：xxx University 

G：你本科念的那个学校？ 

我：xxxx University 

G：你读什么专业？ 

我：物理 

G：什么方面的物理？ 

我：理论物理（学物理的都建议说这个不容易被 check） 

G：那是什么？ 

我：就是研究物理理论和概念的（这里挑简单的说） 

G：？？  

我：理论物理（我直接用中文告诉他的） 

 G：啊！！！明白了，你过了！！（中文）Have a nice trip!（这时他会把你的 I-20 和 SEVIS 收据

还给你然后其他材料他收走） 

我：Thank you very much. 

九、2000 过了 

这次我很主动打招呼：Good afternoon,how are you doing today. 

VO;gOOD ,HOW about you.    

我：很好，然后我就主动说我的目的。。。。。。   

VO:为什么换专业？ 

我：我说工商管理跟酒店管理有很多共同点，但工商管理更全面。我的计划是回国开自己的

公司。系统的学习这个专业对我梦想的实现有很大帮助。 

VO；雅思成绩。    

我给他了。。。。。   

VO；为什么 24 岁申请本科，而不是硕士    

我：。。。。。解释了几句。然后 VO 一直在打字，我很害怕说 SORRY,但看他把护照放到架子上，

我就松了口气，然后告诉我 passed。 

十、广州1000 过 

一、广场排队     

 预约时间是 AM.8:00。我 6 点半出发，到林和中路站下公交才 6：55。广场上已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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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四五百人，密密麻麻。赶忙过去看个究竟，大楼门口依次矗立着“移民签证”、“7:00…非

移民签证…请排队等候”、“7：30…非移民签证…请排队等候”等白纸黑字的牌子，除了移民签

证只有十来个人，7 点和 7 点半牌子前都有三绺，一绺约摸五六十人，8 点队伍里只有七八

个人。额的天呐，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我签证的心情是很紧张的，都没顾得上吃早餐，但照这摩肩接踵的情况，寻思不吃早餐

是撑不住的，于是折返公交站买了一杯粥和面包，边吃边等边交流（可惜旁边都是 B1\B2

签证）。看到店面各种闪烁的“物品寄存”，花了 20 元在一楼存了手机。（有人陪同最好不过） 

二、贴条形码进楼 

 7 点刚过，两个学生小 MM（估计是兼职）开始核对 7 点那拨的信息。准备好护照、

预约确认信和 DS-160 表格。这个流程是确认你的预约时间、预约确认信和 DS-160 条形码是

否吻合。当天有一家三口拿着 8 月份的预约信，直接被要求打道回府了：因为 MM 手上有

当天面签的名单，信息核对无误后会在护照后面贴上一个条形码，上面有你的姓名、取件地

址。所以一人一号，童叟无欺。 

    MM 核对的速度不快，1 分钟大概只能放进去 4 个人，像沙漏一样，我引颈等待。（建议

在 DS-160 右上角条形码的空白处全用中文写上姓名、电码、家庭住址。我写了，签完证也

不知道有用没。但事实证明写上没坏处。）8:35，MM 给我护照背面贴上条形码后，我飞快

进入大楼，直奔二楼，在扶梯上成功超越 1 人。二楼也有大大的电子广告牌“物品寄存”，很

多之前没存东西到三楼没过安检又跑到这儿来。（为避免浪费时间，尽早将物品安置好。）很

坑爹的，一二楼都是中介代理，三楼到五楼才是和签证相关的地方。 

三、安检（共三道） 

 上了二楼，扶梯和超市的一样，要上三楼又得跑到扶梯另一头，运动中又超越数人。

到了三楼安检，接着排队，悲催的是，我前面是新东方四十人的高中团，欲哭无泪。不该带

的都别带进去，安检就如形同虚设。三道安检，三道“哔哔门”。通过第一道，在三楼通往四

楼静止的扶梯上随大流排队。由于手机、手表都不允许入内，我们就像监狱里的囚犯，不分

日夜。大约过了半小时，工作人员检查护照和 DS160 后，顺利通过第二道“哔哔门”。接着就

来到五楼，还是一条长龙，申请签证的人在蓝线一侧继续排队(约整个房间宽度的 1/3)，另

一侧，是美国公民的绿色通道(整个房间宽度的 2/3)，看着美国人昂首挺胸招摇过市，百来

中国人民百感交集，都试着用眼神**他们。最后一道“哔哔门”也是最严的一道。脱鞋、卸皮

带，之前若你还能把水混带进来，想通过这里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寄存，It's free！

如果之前电子产品也没检测出来，存这儿也是 free 的！ 

四、面签流程（交表、按指纹、面谈）  

交表（1-6 号窗口） 

    出安检房，沿着走廊往左通往非移民签证，右边是移民签证。非移民签证大厅约有二

三百人，排队排得九曲十八弯，像世博会那样，尽管离签证官只有几米远，你前面可是有两

百多人！只能慢慢地让时间流逝，原以为会像银行有坐的地方，没想到整个签证过程就是练

站姿，可苦了那些满头银发的老人家们。 

    每个分流口都有学生样的工作人员（应该都是兼职吧），她会安排你到那个窗口去交表。

交表窗口基本都是亚裔，说中文。我被分配到一个 MM 窗口。    

     “Hello！”，我主动打招呼，并递上护照和 DS-160。她莞尔一笑，边看资料，边自顾自

地敲键盘，两分钟后，说“到 7-8 窗口打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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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好的，谢谢！”拿着护照和 DS-160 继续排队，等待打指纹。 

打指纹（7、8 号窗口） 

 工作人员让我排 8 号窗口，签证官看着像日裔。我前面是一 MM，抱着一大摞材料，

硕大毕业证尤为显眼，一看就是 F1 签证。她指纹打了半天还是不行，可能是太紧张了，手

心冒汗，只能一遍遍用纸巾擦拭，最终还是成功了。到我时，日裔说“……护照”（普通话），

有点口音，没听清楚，我就把护照递给他。他很无语，又说了一遍“……护照”，我可能太兴

奋了，还是没听清，又想把护照递给他。我后面那哥们儿实在看不下去了，翻译了一下“把

护照背面的条形码贴在玻璃窗上！” 

 我恍然醒悟，哦了一声，忙说“I'm very sorry!” 

    扫描条形码后，接着就按指纹：左四指、右四指、两个大拇指一起。之前看一个签经说

要用力按，结果又被日裔训斥一番：“不要太用力，按坏了！！”（当然没这么严厉：“不要很

用力，稍微按下就可以了。”） 

面签（9-15 号窗口） 

    指纹搞定。非移民等待面签的队伍居然已经排到移民区和非移民区的连接处。移民区

就是不一样，都是有座的！心里痛骂领事馆十八辈祖宗后继续苦逼排队，打量各位 VO： 

     9 号美国小哥（淡淡的忧伤）、10 号亚裔 MM（面无表情）、11 号美国小叔（眉头紧

锁）、12 号山姆大叔（严肃）、13 号黑人 GG（心不在焉）、14 号没开，15 号中美混血（笑

容灿烂）。短短三十分钟，我就见有 6 人被拒。我擦，怎么选了周一呢？！不管了，事已至

此，看命了，这样想居然淡定了很多。 

     15 号水果窗口被新东方占据了，我只能寄希望于 10 号窗口，起码是个亚裔嘛。当我

被分到 9 号时，纠结了一秒钟，当机立断，9 号就 9 号，命中注定！ 

 我堆笑：“Good morning, officer!”顺便把护照和 DS-160 递了进去。 

 VO：“Good morning, your I-20 please!”    

 我堆笑：“OK, here you are.”把 I-20 递给了他，很诚恳地望着他。    

  他看了一下材料，说：“So, you're going to study for a master degre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right?” 

 我继续堆笑：“Yes, you're righ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t XX”    

 VO:“Em, where do you live?”说的很快，他见我迟疑了一瞬，又补充道：“which city?”  我

反应过来了：“XX City, XX Province!”            

 VO:“Ok! Have a nice trip!”然后收起护照，把 I-20 和 DS-160 递回来。 

 我激动地说：“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然后不由自主地像罪犯一样赶紧逃离“犯罪现场”，生怕 VO 反悔。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都没问多长时间能拿到 

十一、上海 1000 过 

VO: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 

me: ...... universith in NYC 

Vo: are you a transfer?         

me: Yes 

VO 一直处于打字状态，沉默中，我顺便观察了会后面的办公室和他的桌子。。。 

VO：这句没听全，就听到了 your parents ... drop in 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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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s, they can also travel in US 

VO: how long? 

me: for about 10 days          

VO:OK, you guys have a nice trip 

me: thank you 

十二、7 月 12 日上海面签机经 

我出国读硕士（MS），签证官是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先生（白人），总的来说很顺利，面

签过程如下： 

Me:Good morning,sir! 

Vo:Hello!      

Me:I'm here for my F1 visa,here's my documents（递上文件袋中材料）.    

Vo:Which university are you going to? 

Me:（告诉他我的学校）. 

Vo:And what's your major? 

Me:（告诉他我的专业）. 

Vo:Have you got the bachelor degree?    

Me:Yes,just this month. 

Vo:Which university? 

Me:（我的大学）,and 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degree? 

Vo:No,thanks.（敲键盘）Your visa's approved,have a nice trip! 

Me:Thank you! 

Vo:再见（汉语）！ 

十三、1000 过 

本人两三年前持 J-1 签证去美国交换。今年秋季将入读美国本科（非语言项目，正常大一）。 

流程简述:先上美国大使馆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onlineapplication.html）填好签证申请，打印出

DS-160 确认页。然后再根据学校发的 I-20 表交纳$200 的 SEVIS FEE，通常录取的大学会详细

地告诉大家如何交纳 SEVIS FEE。如果你之前获得过 F-1 签证，就无需重复交纳 SEVIS FEE 了；

LZ 因为之前是 J-1 签证，所以还要再交 200 美元。 

然后就是在中信银行网上商城交签证费了，不用跑到中信银行网点交了。此外，请大家忘记

“预约面谈电话卡”吧今年 3 月美帝使馆启用签证“新政”后，

http://www.ustraveldocs.com/cn_zh/ 上面注册账号即可预约面谈时间以及签证通过后取护

照的地点。预约面谈时间可免费更改 5 次，取护照的地点可在面谈当时 24：00 前免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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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护照的地点：在中信银行的各个网点，北京的童鞋们面谈注意查看电子邮件，护照可以领

取后使馆会通过电邮通知（通常在 3 个工作日后）。 

签证费用：对于留学生，费用为签证费+SEVIS FEE。美帝使馆取消了电话预约和 EMS 特快专

递的环节，帮大家省了几十元钱~ 

十五、纯语言课程 1000 过 

VO：你去美国干什么？ 

我：我去读 1 年语言然后回……（被打断） 

VO：你几岁？ 

我：28 岁（我心想：啊呀，大龄女青年的悲哀啊）    

VO：噼里啪啦打电脑（这时我心想，我该说点什么吗，还是不该说点什么呢，脑子里在挣

扎，结果就傻等在那里等她打电脑。。。）   

VO：你还去过其他国家吗？ 

我：我去过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 

VO：继续打电脑 

VO：（用中文）你通过 

十六、北京 1000 过 

VO：Good morning！ 

我：Good morning！ 

V：What school will you go to?    

我：   

V：When did you get your bachelor degree?    

我：   

V：What did you do after that?(好像是这个）    

我：（读了个研究生） 

V：You already have a master degree, why do you go abroad to get another one? T 我： 

V：Who will pay for your study?    

我：   

V：What is your father's job?    

我： 

V：Is his own company？    

我： 

然后突然开始用中文    

V：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V：你毕业后做了什么工作？  

我：   

V：你爸爸支持你去读书吗？    

我：........然后说了句我爸爸觉得女孩子时间短，一开始并不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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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笑了）想要你大享青春是吧？ 

我：对 

十七、北京 1000 过 

全英文对白：  

VO：Hello  

me：Hello  

VO：你去美国干嘛？  

me：深造    

VO：去什么学校？    

me：……. 

VO：为什么这所学校？  

me：…….    

VO：你紧张么？    

me：有点紧张，但是你很kind，所以我就放松了    

VO：你参加过TOEFL 考试么？        

me：参加过，XX 分  

然后 VO 开始打字。。。冷场将近半分钟    

紧接着 VO 说：next time  

VO 继续说：下一次 你的托福能考的更好  

卤煮很白痴的说：3Q    

紧接着 VO 问我一个我当时没听懂得问题：大致说你因为什么紧张？ 

me：不好意思再说一遍  

VO：你在美国怕什么？  

（完全计划外的问题。。。）卤煮白痴一样的说：我什么都不怕。 

十八、北京 1000 过 

本人大学后工作三年 然后又申请了一个和大学所学专业，工作（热能工程）完全不相关的

专业数学金融。 

金发美女 VO：Hi 

（看我的 I20.....） 

金发美女 VO：Ok, you are going to the XXX university? 

 me:  Yes    

金发美女 VO：Are you a student now?    

me： No , i have work about two and half years, i work as a junior engineer.金发美女 VO：Oh, 

very good. you work as a engineer, why are you want to study finance now? 

me: When i was young i love math very much. when i attended university, i choose the mayor of 

engineering because it is easily find a job. But now i find i must pursue a job about mathmetical 

finace, which i very interest in.    

金发美女 VO：So you want to begin your fiance career after you study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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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Yeah，you are so clever 

金发美女 VO： Thanks, .......you are approved and you visa is processing now..... 

十九、北京 3000 过了 

本科背景是去读 master 1w 刀奖金 本科大四在读 

vo：Which  school do u want to go?    

我：I am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o continue study major industrial design and get the 

master degree . My purpose is to improve my professional skill in order to find a suitable job 

when I back to china  

Vo 点头很满意我回答 然后说 啊你有过两次拒签呢  

 我说是啊 这是我第三次 

vo:what happened last 2 times 

我：上两个 vo 没说原因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所以没有解释清楚我的专业合我为什么要

去这个学校   

vo 点头后由摇头 我当时吓死了    

然后 vo 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 

我：…… 

然后 vo 又点头看屏幕又摇头 

vo：你什么时候拿到本科学位 

我：下周 我先在是 xxx 大学的大四学生    

vo：等等 我把这些工作做完 

我：问我带了我的 studyplan 你要看吗    

vo 不用    

我：带了作品集你要看吗 

vo；不用    

我当时已经做好悲剧的准备了  

不过我看他在照着我的 i20打字 我就想貌似有希望 然后眼巴巴看着那个粉色的纸条然后他

打完了 把我护照往里面拿了 把我资料飞出来说 u passed 。 

二十、北京 

12 年 12 月份北美海本毕业，4 月中旬回国，纠结于南方一所学校的全奖 PHD 和哥大的自费

硕士，最后还是选择了哥大 

VO: How you doing today?    

me: Good, howU?    

VO: I'm alright.    

VO: So, columbia 

me: Yeah    

VO: What was your major in your previous school?    

me: Computer science     

VO: Do you have your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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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Yeah, here you go.    

VO: Tt seems you get into a pretty good school compare to ur previous one. me: Yeah, 

i'm very happy about that. 

VO: Who is paying ur school? 

me: I'm sorry?    

VO: Who...is...paying...ur...school? 

me: Oh, my parents  

VO: Ok, good luck 

me: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bye. 

二十一、沈阳 1000 过 

本人在沈阳上大学。转学到美国，转学和本科新生差不多。 

我：Morning，sir！（微笑）递上护照，I20，SEVIS fee.    

VO（笑的很灿烂）：morning！How are you?。。。。。我（没想到问候的这么热情）:en....fine.thank 

you.(克制住And you?)       

VO: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我：University of XXX    

VO:What's your high school?       我：XXXX（高中名字）     

VO：what’s your major in university？ 

我（因为我是大学转学，换专业。不明白他问的那个大学）You mean the major in XXX（美

国大学名字）？ 

VO：yes 我：mathematics。 

VO：（点点头）what do your parents do？          我： They‘ve retired and been rehired 

now.My father used to been a XXX,and now he is a XXX,My mother used to be a XXX,and now 

she is still a XXX.Would like to see their certification?(递出父母工作证明)    

VO:yes.（看材料） These are their jobs now?我：yes.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ir payroll 

of retirment? (准备递出)    

VO：No no.(不理我打字中。。。。）    我：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bank deposit cer........ 

VO:（听到 deposit，打断）No ....no    这里我觉得多少证实了一个说法，存款证明力度不如

工作和工资证明。存款证明其实可以用借来的钱，冻结几个月。VO 也不傻的。所以工作证

明一定开好，工资写清楚（样本见附件 2）存款证明当然也要带好，不过是辅助。而且如果

你的工资不高，还有很多存款，也很让人怀疑。 

VO ：打字不理我。。。。我安静了，想要不要说点转学的原因啊，转专业的原因啊之类的。

但是 VO 完全没问我在中国大学的情况。难道是我穿的像高中生，导致他没注意到我是转学

生？这里建议 F1 的穿衣服尽量像学生一点，T 恤牛仔就好了，女生不用化妆。看着越像是

去学习越好。（我被赶出去照相的时候，照相的就说，小姑娘穿的一看就是学习的，这都是

插曲，别紧张能过。）        最后，打完字了，让我摁指纹。  

VO（中文）：你通过了。I20 和 SEVIS fee 拿好，过海关要用的。Have a nice day！。。。（又变的

热情了。。。) 

我:（开心滴） Thank you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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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上海 

背景：LG F1 白本，自费 master；我 F2，04-06 在美国 J1。护照上几个商务签证。    我们

准备了如下东西 

1.护照，结婚证，俩人的 I20，银行签证收据两联，sevis 收据，DS160 确认页     

2.资助人（我爹地）的财产证明，1 年银行流水（我爹地的，还有我们俩的），我爹地的营业

执照，车本。房产证没拿。资助声明。   

3.我家户口本（证明我和我爹关系） 

4.我俩工资证明，工牌    

5.我俩的税单    

6.我 lg 的学校申请材料（作品集，托福，国内学位证，毕业证，成绩单）    

7.AD letter

8.和学校的往来邮件    

9.照片（和家人的，我俩历史照片，婚宴照片）    

10.我的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旧护照。11.身份证，居住证 

1 里的所有材料单独放袋子，俩人的分开放。剩下 2-11 的统统放风琴夹。快递单子提前一

天我 lg 去踩点就拿回来填好了，也和 1 一起放。上海 DS160 确认页上不用手写个人信息，

也不用粘签证收据。 

VO：你好。    

我：你好。 

LG：good afternoon 

VO：Good afternoon    

LG：I'm XXX，you can call me XX (他英文名），this is my wife. I'm going to study XXX in XXX U.   

我：do u need this? (I20) 

VO : OK 然看了一眼就还给我了    

VO：oh, XXX U, so your major is XXX?    

LG : Yes. 

VO: what's your undergraduate major? also XXX?    

LG :no, XXX.    

VO : are you working in XXX now?  

LG : Yes.    

VO : how long you've been working there?    

LG : almost 2 years. I was enrolled in Feb 2011.    

VO : good. that's it.       

我俩：……    

VO：everything's good. （smile）    

我俩：thank you 

二十三、北京 1000 过了 

F1、F2 准备面签资料    

F1 的身份材料      

DS160 表格确认页彩打 

预约确认单只需要打印第一页，后两页给扔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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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  

签证照片工作人员说不需要，让收起来！ 

I-20 表格   

Sevis 费确认单   

签证费收据工作人员说不需要，让收起来！ 

中国身份证和户口  

中国的驾驶证  

独生子女证  

F1 学习计划  

学习和归国计划  

个人简历  

导师简历  

学校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学校网站打印的 

发表的论文  

大学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大学硕士学位证和毕业证  

GRE 和 TOFEL 成绩单网上彩打的 

硕士和本科成绩单  

F1 财力证明  

学院提供奖学金的文件学校网站打印的，不够 cover  F1+F2 的    

定期存款证明金额=（F1+F2 一年总费用 -  奖学金）*2 年 

父母提供资金支持意愿书  

父母工作收入证明 2 年期间的 

父母的房产证  

F2 的身份材料  

DS160 表格确认页彩打 

预约确认单只需要打印第一页，后两页给扔出来了！ 

护照  

签证照片工作人员说不需要，让收起来！    

I-20 表格  

签证费收据工作人员说不需要，让收起来！ 

中国身份证和户口  

独生子女证  

大学学位证  

F2 财力证明   

F2 的银行卡及银行账目流水账单招商银行：2012 年 5 月 1 日~2013 年 5 月 23 日 

    交通银行：2012 年 5 月 1 日~2013 年 5 月 24 日 

信用卡账单 2013 年 1 月~2013 年 5 月    

工作收入证明 2 年期间的 

与单位老板及同事的合影  

北京市社会保障卡  

社会保险缴费凭证 2010 年 12 月~2013 年 4 月    

北京暂住证  

夫妻关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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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婚证  

两人生活照用 DIY 相册做的，**买的 10 寸的    

精心设计了好几天，最后发现塞不进去，貌似也就能同时塞进去 10 张 A4 纸     

婚纱照 8 寸相册 1 本，塞不进去，太厚了 

中国移动电话通话详单 2012 年 11 月 1 日~2013 年 4 月 30 日用两种颜色的银光笔，分别划

出了彼此的通话记录 

网上腾讯 QQ 聊天记录 2008 年 7 月 24 日~2009 年 7 月 5 日 

2011 年 4 月 28 日~2013 年 2 月 28 日       t 

两人同一所学校的毕业证证明是学校认识的 

两人班级期末考试成绩单证明是同班同学   

两人合影大头贴  

刻有彼此名字的结婚对戒购买票据  

F1、F2 分别准备自己的问题及答案    

F1 准备的问题是论坛里找的 F1 签证 108 问    

F2 准备的问题是论坛里找的 F2 签证 50 问 

F1、F2 彼此演练问答 

回答问题要自信   

面签当天 

北京安家楼 5 月 29 日，预约的 11 点 15 的，10 点半到的，先是在使馆外排队，然后在使馆

大门口有工作人员往护照上贴条码，过安检，被分组，录指纹，面签，面签之前的整个过程

用了差不多 50 分钟，排队时我们仔细观察了附近的签证官     

10 号窗口：男，白人，很爱笑，通过了一对抱着五六岁孩子的夫妻，拒了一个年轻健壮的

小伙子   

11 号窗口：女，白人，很严肃，面签每个人的时间都很长    

12 号窗口：女，亚裔，看上比较严肃    

13 号窗口：女，亚裔，长得很面善也很漂亮的年轻 VO，我们就在这里签的，英文说得很清

晰，都能听懂，声音也很温柔 

14 号窗口：没看见         

面签对白：5 分钟    

VO：你们是夫妻？     

F1：YES ，F2：点头 

VO：谁是 F1    

F1：我申请 F1，她是我老婆，申请 F2（英文答） 

VO：（英文对 F2）我们可以用英文交谈吗？ 

F2：愣了一下（心想，是对我说吗？怎么会先问 F2？？）嗯..请问您可以讲中文吗？ 

VO：OH，好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F2：我们是**同学，我带了我们学校的毕业证及成绩单，需要看一下吗？     

VO：不用了，谢谢，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F2：我们是*月*日结婚的，是我们恋爱*周年的纪念日 

VO：今年吗？       

F2：是的，今年*月*日，我带了我们的结婚证，需要看一下吗？ 

VO：（摇头，噼里啪啦敲键盘） 

转向 F1，以下问答全部用英文    

VO: 你是去哪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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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XXX UNIVERSITY    

VO：你是去读 MASTER 吗？ 

F1：不，我是去读 PHD 的。 

VO：请把你的简历给我. 

F1：边塞边说，这是我的简历，请过目    

VO：你是***毕业的？ 

F1：是的    

VO：请把你的学习计划和老师的简历给我    

F1：边塞边说，这是我的学习计划，又翻又塞，这是我老师的简历，请过目 

VO：你是去学什么专业？ 

F1：XXX 

VO：得到了 CSC 的资助了吗？ 

F1：不是，我是得到系里的奖学金    

VO：请把你的 OFFER LETTER 给我。 

F1 把所有的录取和奖学金 LETTER 分别边塞边说，这是**，这是**，这是**，请过目 

VO：奖学金多少钱？    

F1：XX￥    

VO 再次噼里啪啦敲键盘 

F1、F2 紧张 VO：（露出微笑）你们的情侣衫在哪买的（中文）？     

F1：我老婆买的 

VO：我是问在哪里买的呢？ 

F1，F2 异口同声答道：西单！ 

VO 露出洁白的八颗牙齿笑了笑：你们过了    

F1，F2 瞬间喜笑颜开 

F1：再问一个问题？几天能拿到 PASSPORT？    

VO：3-4 天 

F1，F2 感谢过后离去    

PS：我们的情侣衫是买的 情侣屋 的，京剧脸谱的，很可爱。 

二十四、广州 1000 过 

我：Good morning, Officer, I'm here to apply for my student F1 visa    

VO：How are you 

我：Fine...thank you 

VO：You are going to study?          

我：(nodding) yes 

VO：You are a high school student            

我：（心里暗爽了一把），（以下译成中文了）不是，读信息管理研究生 

VO：信息管理是什么 

我：…..    

VO：（点了下头）那以后打算做什么    

我：打算去一家 IT 企业做信息分析员    

VO：信息分析员具体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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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真有点难度）……VO：（算是点了下头）现在大四吧？ 

我：我已经工作了 

VO：（疑惑了下）在哪里工作？我：XX 

VO：为什么不读完书直接读研 

我：想获得一些工作经验.... 

VO 没说什么，大概点了下头，然后放我通过了 

二十五、沈阳 1000 过 

VO: Pass to me your passport, I20 andSEVIS. 

ME: Oh. (Pass to him) 

ME: Good morning! 

VO: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going? 

ME: I will pursue my PhD at *** University. 

VO: Oh, you even have a nice T-shirt ofthat school. (I have been there before, and got one) 

ME: Yes. (Smile) 

VO: Are you a return student? 

ME: No. 

VO: Where did you do your undergraduate? 

ME: I did my undergraduate at **, andmasters at **. 

VO: What research do you like to do? 

ME: Programming Languages. 

VO: Do you have an advisor yet? 

ME: No. Actually there is a professor that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me. But we will see whetherhe will be my advisor or not. 

VO: En. Please give me your resume,research plan and your advisor’s resume. 

ME: (Pass to him). 

VO: So you want to create a new programminglanguage? 

ME: Yes, I just want to help to make theprogramming work easier. 

VO: (Take quite a moment to compare thosematerials. Even ask another staff for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m. And then typewords in his computer). 

VO: So, which research project you wouldlike to work with your advisor? 

ME: (OS: Damn, don’t see clearly whatprojects the advisor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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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Hmm. I just want to maybe add sometechniques to the current programming language 

which blablabla (Not directly answerwhat he asked) 

VO: Did you do any related research duringyour masters? 

ME: No. 

VO: (Return to me my resume, research planand the advisor resume). 

VO: What is your favorite programminglanguage? 

ME: JAVA. 

VO: Did you do any web development before? 

ME: No. (Don’t want to talk with him toomuch about the work). 

VO: 我批准了(Speak not-so-clearChinese) 

ME: Thanks, have a good day! 

VO: You, too. (With so little time here) 

二十六、上海 1000 过 

本人，女，2013Fall 的 Umich 的 PHD，5 月中旬收到学校的 I-20 表格，预约到最近的 5.21 中

午 12:00 的签证面试。 

面试官仔细的看了材料，拿出 I-20 表格，问：So you are going to study engineering, what aspect 

of engineering is it? 

我回答：。。。。（介绍了下我的专业，大约 1 分钟） 

面试官：Do you have resume, study plan or..(后面没有完全听清，大致和 study plan 一个意思) 

我：I take my resume.  I am asked to discuss study plan with my director as soon as I arrived at 

school. (然后递上 resume)     

面试官仔细看了下 resume，没有提问，用中文说：上飞机的时候带着 I-20 表格，可能要用

到。    

我：OK，thanks.    

面试官用中文说：你批准了，谢谢。   

我（开心）：谢谢。 

二十七、广州 1000 过 

officer:早上好.(一下简称 o)  

我:早上好(递表和护照给他) 

o:你是大学生吗?    

我:i graduated a hight school in gz.....(然后就打断我) 

o:所以你是高中学历? 

我:yes,i .....(又打断我) 

o:你可以说中文. 

我:可以说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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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对    

我:然后我就介绍自己的情况,,不过大概我说完一句他就打断我. 

o:你爸爸的公司是什么?    

我:我爸爸是.....我有他的工作证明,你需要看吗? 

o:摇头,然后过了 2.3 秒就问我为什么不在中国读大学. 

我回答完后就静了大概 5 秒我问他需要看我的银行证明这些吗? 

他又摇头,然后我就一直等,大概 30 秒 40 左右,我以为他拒签. 

o 就说:'好了,你的签证被批准了.

二十八、北京 1000 过 

我： Hi 

她：无表情直接问我要 DS160 I20 和护照。然后就问我去美国做什么。 

我：去 UC Berkeley 学习以获得学士学位。 

她：（我以为她是应该按常理来说问我学什么专业）你是转学生么？我去他居然怀疑我不是

大一新生！她就不能好好看看 I20 么！    

我：不是 我是大一新生 （这里后悔没给她看录取信了不然她就不会问下面这个奇葩的问题） 

她：Oh, I see. 你申请的时候写了什么？    

我：I am sorry, you mean what I wrote when I applied to UCB?    

她：嗯哼！   

我：蒙了。怎么还有问当初的 essays 的啊。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反正是说了一

大堆。她好像和没在听似的敲键盘。她：（终于不敲键盘）你有考过 SAT 么？ 

我：有（递给她 SAT 和托福成绩单）。 

她：看看成绩单然后继续敲键盘。之后就把成绩单和 DS160 I20 一股脑的给我扔出来了，只

留下了护照。她给我说要留意护照状态并及时领取护照然后给了一张黄纸就结束了。 

二十九、北京 1000 过 

我：（微笑）Morning sir.(顺便把护照 I20 160 什么的一股脑全塞进去) 

VO：（微笑）Hi（看了下我的资料，以下对白我用中文写吧 英文对白想不起原文了。）    

VO：XX 学校。很好 CS 专业？ 

我：是的 

VO：看来你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我：是的 我已经工作 5 年了。    

VO：很好都在哪工作啊？ 

我：几个小公司。去年我在 HP 工作了一年多。 

VO：很好 CS 专业范围很广，你具体对哪个方向感兴趣啊？    

我：JAVA。J2EE 我就是做这个的。    

VO：很好     

对着电脑打字……两人都没什么话说    

十几秒后   

VO：你觉得 HP 怎么样？ 

我：（迟疑了一下，因为没想过他会问这个问题）Pretty good    

VO：（笑着说）我猜你一定觉得这个公司不够好，否则你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想寻求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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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哈哈哈……    

VO：恭喜你通过了。希望你在美国过的愉快。Have a nice day 

我：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Have nice day 

三十、北京 1000 过 

VO：你好（用中文） 

me：Good mourning，officer 

VO：So..you're going to ...(学校名字她自己看 I20 念出来了) 

Me: Yeah 

VO: Computer science..two years..(自己看着 I20 在那嘟囔，我也就没理她) 

VO: Have you gone to US? 

Me: No 

VO: Okay..so are you a student now? 

Me: No,I graduate from ...,and now I'm working in a company 

VO: It's ...,right? 

Me: Yeah,and I have a work certificate,would you like me to show you? 

VO: No,thanks. 

VO: Do you take a TOEFL test? 

Me: Yes,my TOEFL score is ... and my GRE score is ... 

VO: Great.So,you're gonna take courses or do research? 

Me: I'll take courses only. 

VO: Okay... 

三十一、北京 2000 过 

面试官问题： 

Where do u wanna study？ 

What are u wanna study？ 

Why？ 

When did u gradute？    

And what did u do then？ 

What do u do in your company？    

Do u have the GMAT and TOEFL or IELTS？ 

三十二、语言面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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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大一在校生，打算去美国读语言然后成绩在 B 以上可以直接升本科，求教语言签过程中

签证官可能会问些什么问题？ 

回复： 

为什么去读语言，实话实说。 

学费由谁出的 和你什么关系 他们的收入多少 

语言学校的名称，你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 

为什么不在国内读 

你每周课时多少 

在哪个城市读，为什么   

读完以后有什么好处对你 

以下是我的准备资料，估计是我去面签的那个早上拿的最多的啦。 

资助人信息——父母在职证明、工资或其他账户银行对账单（我都没开存款证明，只是银行

对账单打印，银行柜台盖章） 

自己如工作——离职或者在职证明，工资或其他银行对账单    

个人简历——我简单准备一份    

新旧护照签证、出境记录所对应在每个国家的照片            

与父母家人的合照 

如果父母多次出国或者有美国签证可以提供护照和在相对应国家照的照片   

房产本——自己的、父母的都可以带着，放在所有资料最上面，这样即使没有机会提供给签

证官，他也能看到（网上说的）   

一定要对自己上的课程课时有所了解，内容等等。学校所在城市，所在地区略有所知（我被

问到，你是去芝加哥吗，我说是，在密西根大街上） 

看到你是 F1 签，都会用英文问你，你要是某个问题觉得用英文回答太困难，就直接问我可

以用中文回答这个问题吗，都会让你用中文说的。 

学习及未来计划——我没有写，但是提前想好了，被问为什么去读语言时候，我就回答了学

完语言的计划 

证书——我准备了法律职业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被签证官问为什么读语言，我说

英语不好，想去涉外律所上班，所以过去读语言，可能的话还想念个 LLM，还问我那个大学

毕业，我说需要提供毕业证书吗，他说马上说出大学名字即可。 

三十三、上海物理 1000 过 

VO: 你好。 之前面谈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可能是去旅游或者什么，全程中文，我估计小哥

就……还是一开始都是中文的？Me: 你好。（递材料） 

VO: （看材料）Why are you going to USA? 

Me: ?（我没听清他问的是 why 还是啥）    

VO: (重复问题)    

Me: I'm going to continue my graduate study.   

 VO: （开始敲键盘）Have you ever studied in US before? 

Me: No. 

VO: （继续敲键盘，后面基本上就一直在敲键盘，间隔问我一两句）Have you already started 

your graduate study?    

Me: No. 

VO: You have finished your bachelor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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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Yes. 

VO: When did you finish your bachelor degree? 

ME: Last year.      

VO: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since then?     

ME: I've been preparing for graduate exams in China.    

VO: What is your major? 

ME: Physics.    

VO: What's the specific area are you going to study? 

ME: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VO: Any more specific topic or ...? 

ME: Not yet. 

VO: Not yet. You finished your bachelor study in Bei Da, right? 

ME: Yes. 

VO: OK. Your visa is approved.（递回 I-20） Goodbye!  

ME: （收拾东西）Thank you. Goodbye! 

三十四、上海 1000 过 

me：Good morning（递文件夹+微笑） 

vo：Good morning  

vo：Why go to America  

me：To pursue master degree 

vo：Which university 

me：xxx 

vo：U approved 

me：Thank u，have a nice day 

vo： U 2 

三十五、 敏感专业面签成功 

VO: smile and "你好" (又在 show 中文) 

我：smile and "morning" : VO: hey morning, how are you? 

我：great, how are you?  

VO: good.! 

我：Here are all the documents （把材料一起塞进） 

VO: 用电脑调出我的申请材料. 看了片刻，然后直入主题: 

     What's the specialty of your Ph.D.  

我: (果然想 check 我)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 看上去有些愕然 

我：(赶紧趁热打铁) We use computers to study human languages and make computers process 

languages better.  

VO: ahh. cool. 不过估计还是没听懂，让我等会，然后起身离开 （估计是询问更有经验的人，

看我的专业是否要 check） 

VO: So, it is more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text to tex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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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键问题，如果回答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肯定悲剧）text to text processing 

VO: like siri? (an iphone application)  

我：yeah, like siri, and another example is automatic text translation like google translate 

VO: 翻开我的简历，看看我的论文，然后不说话，开始敲。 

我:  实在有点冷场 就随便问了句 : is it very sensitive?  

VO: 笑了笑， hehe no  

我:  （石头落地） 

VO:   so, your visa is approved. （只留下护照，把其它所有材料推出)  You should get it later 

next week. Have a nice day! 

我：  smile, thanks,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三十六、2013.02.20 上海 F-1 非水过 详细签经 

2013.02.20 晴 

上海 F1 签证    

XXXXX 大学，艺术类专业 

通过 

预约签证时间：8:00 的签证 

本该 6 点起床再检查资料是否准备齐全，洗漱后七点出门。但事实却是三点多醒一次，

四点多又醒一次，熬到五点半实在待不住了，起床洗澡… （因为实在太紧张睡不着觉） 

穿着：浅蓝衬衫、黑色西装、深灰色风衣、黑色裤子、黑皮鞋、深蓝深灰斜纹粗条纹

的细领带。   

（之前听说过美国人平时穿衣很随便，但本着让签证官认识到我对签证的重视，选择了穿正

装。） 

7：30 到梅龙镇广场楼下，有人在发号码牌，取号—写快递单—上楼—排队—安检—检

查签证收据—录入指纹—面试 

（就算是不需要寄快递也要填写单子，只是地址栏不填写任何内容） 

本来是很紧张的，被这样一条龙的流程折腾下来已经不紧张了。我被安排到 4 号窗口，

1、2、3 号都是采集指纹的，4 号是最里面的一个窗口，4 号窗口的签证官长得有点儿凶，

而且签证的人后面还有个人在排队，我就自作主张的移到 5 号窗口，签证官是个一脸胡茬的

白人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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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排队的时候努力听前面签证人的对话，以便一会儿可以顺利的听懂签证官说的英

文。我前面的是个女孩，应该是个空姐，一开始都是在用中文对话，问了些基本信息，然后

问女孩可不可以说英文，然后就用英文对话，貌似不是很顺利。 

（我英语口语还可以，书写太烂，接下来我就只写中文吧） 

VO：你负责从哪里飞到哪里？ 

The girl：沈阳、重庆、北京、上海…… 

VO：什么类型的飞机？ 

（然后她好像没听懂，签证官重复了两遍，差点儿没急死我） 

她听懂了问题，简单回答了之后就通过了，我都替她捏把汗。 

   

下面到我了： 

（英文对话，我拼写出原话太费劲，还是写中文） 

I：早晨好 

VO：早晨好，感觉怎么样? 

I：很好，谢谢 

VO：你要去哪里？ 

I：xxxxxxxxx 大学 

VO：学习什么？ 

I：XX 艺术专业 

VO：你多大年纪？ 

I：27 岁 

（签证官不会问一堆问题都是白痴问题的，就像是其他太傻网上的帖子说的一样，他

们问白痴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想知道我英文水平如何，也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问出一个有水准

的问题，所以当你听到这里就该小心下面的了） 

VO：为什么这么大年纪才去学习？ 

I：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已经工作五年了，但还只是个设计师，所以我想通过我这次

留学积累更多的知识，这是我的事业规划（然后递过去一张我自己画的图，关于事业和回国

计划的）… 

在讲解事业规划图的过程中我被签证官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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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你现在在哪个阶段？（图上面标的很清晰，能明显看到服装设计师的字样，但他

还是问了，他是想知道这张图是不是我自己画的，如果我对这张图不够了解，那我就有嫌疑

了） 

I：我在这里，现在是个服装设计师，但是等我学完之后回国以后，就会有很多的机会

等着我了。 

VO：OK,你为哪家公司工作？ 

I：XXXXXX 

VO：你有工作证吗？ 

I：很抱歉我没有带来，但是我有这个…  （递进去工作证明） 

VO：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类型的设计？ 

I：我公司在去年北京有一场发布会，这里有些关于发布会的照片（一边说一边拿出打

印好的一本秀场照片，签证官只拿在手上两秒钟，又还给我了） 

VO：指给我看，哪些是你设计的？ 

（签证官这时候根本就不想知道我设计的怎么样，只是想看我能不能迅速的指出，并

快速作出决定就不像是作假。由于我对设计的东西印象很深，所以很迅速地就把我东西指给

他看了） 

I：就这些 

VO：恭喜你通过了（就这句是中文） 

I：谢谢 

（刚要走的时候发现他没给我传说中的绿条子，然后转身再问他要） 

I：我可以拿到绿条子吗？ 

VO：这样就可以了，你只需要等两天，这些材料就会都还给你 

I：谢谢 

三十七、CD F-1 PHD FULL FUNDING 1000 通过 

VO: So you are going to ** university to learn economics 

Daniel: Yes.    

VO: Do you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conomics? 

DANIEL: Yes. I have got both my mater’s degree and bachelor’s degree in economics. 

VO: It seems that they are not charging you anything. 

Daniel: Yes. They gave me the full funding. 

VO: Congratulations.     

Daniel: Should I show you the offer letter?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28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VO: NO. That is unnecessary. 

三十八、成都 F1，11.19 最新详细签经，1000 大水果，F1 形势很好 

背景：1.学校不好 SFSU，2.转专业的（英语到会计），3.这是唯一录取楼主的学校 

 Step1：把事先就用夹子夹好的：DS160，i20，护照，照片递给两个在一进门左侧的**mm，

然后她帮你弄好后会给你一个像在银行拿的那种号，叫你到 XX 窗口排队交材料（里面真的

很像银行，只是没银行好，而且挺小的，不过有厕所）。 

    Step2：楼主被分到的一号窗口愣是等了好久都木有工作人员来收材料啊，别的窗口都收

完了才终于到我们，收材料的时候会问下你是去干嘛的，带来的那张 50mm*50mm 的照片

啥时候照的，完了就让大家在那间屋子中间的“空地”上等着叫号按手印，按手印按到一半的

时候终于看到了老外了有木有，VO 准备上岗了（那时候大概是 8 点的样子，3 个都是男的

啊），边按手印的同时就有人被叫去签了，而且签的顺序也不是完全混乱的，他们会把年纪

大的先签完，然后再有规律的签年轻力壮的。 

 Step3：按手印比较简单所以就不详说了。 

   Step4：按完手印就等着被叫号了，过程中看到凡是去访问啦参加会议的都没有被拒，然

后探亲的被拒的最多，截止到楼主走之前大概1/3（据楼主观察探亲签证最重要的是有房子，

有退休金，不要太老），说是去圣诞节 shopping 的那个时髦大姐也被拒了（大姐也真是的，

大减价的时候怎么会放你去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开玩笑滴~~~）。本来是两个 VO 面的，

此时 4 号窗口本来是给人家按手印那个 VO 开始了，一下就叫到了 40 号，楼主瞬间紧张了

有木有！！！ 

 Step5：叫到楼主了，楼主前面探亲的被拒了好紧张有木有，下面就是我跟 vo 的对话 

 M：Morning     

 VO：Morning.(typing...),Where will you go?    

 M: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VO:what will you study? 

 M: Master in accounting 

 VO:how many school you applied for? 

   M:I was planning to apply fpr 3 schools, but I was admitted by SFSU before I started to apply 

for the other two, so, I just applied for this one.    

 VO: where did you studied?    

 M:Fuchow University.    

 VO:what does your father do? 

 M :Middle school Principle(还愣了一下想想这词是不是说对了）    

 VO：what‘s your major before?(楼主还正在懊悔问我爸工作的时候没有递上工资工作证明

==） 

 M：English 

 VO: you are aproved.然后就把 I20 跟蓝条给我递出来了 

 M:thank you  

三十九、成都 11 月 20 日 F-1 1000 过了 

背景： 女，本科，专业生物信息，学校非常一般，08 年的时候去过美国一个月，一堆绿卡

亲戚在美国包括老妈，财产证明方面倒是够，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来源比较杂比较难说，所以

签证前还小小纠结了下到底带多少财产方面的东西 

期待已久的对话如下：（都是英文，但是就用中文打了哈）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29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VO：早上好！    

我：早上好，先生。   

VO：你是去读书对吧？为神马去美国？    

我：。。。（背了一小段之前说去美国读书的原因） 

VO：。。（点头打字微笑加不理我，然后：。。）有什么亲戚在美国吗？ 

我：。。（我开始陈列了一堆亲戚，包括我老妈。。。我就在那里数，，，数到 VO 都笑鸟） 

后面的都无关痛痒了   

最后VO递给我了邮寄的单子就说我过了，带的材料看了存款证明，其他什么都没有看。。。。。 

周五去自取。 

四十、 20 分钟秒杀 F1 签证 

12 月 12 日，出门前拜了拜观世音，祖先，各路神仙。 八点半重南海出发上环城高速 9 点

10 分到达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顺便说一下，领事馆门口貌似不给停车。。。面对领事馆左边

有一个停车场。重头戏来了！！！一开始在门口排队，排一条 10 点的队，我是第一个（ 我这

么早干嘛）然后看到一个商务签证的女士迟到了，中介噼里啪啦一直抱怨，偷听一下原来约

了是 8 点半的（ 还是早点到好）。大概是 9 点半门口吧，进门口前 show 一下护照给工作人

员看看，然后进门上电梯。一直上先是检查护照，登记一下，然后再检查，然后进门右转再

右转，看到一个安检地区。他叫你把手机什么电子产品交出来，然后再过安检门之前把鞋子

皮带钥匙，金属物品都要拿出来过 X 光。搞定完之后进门左转，然后一位年轻漂亮的 MM

会叫你把快递单据和 DS160 表还有那个什么表国防费？！（靠之前都是中介帮我收拾好的哈

啊哈大家见谅）去一个窗口交表，交完表后会叫你到另外一个窗口去按指模，左手四只手指

并拢，右手四只手指并拢，两手大拇指一起。接着排队面签咯 说一下今天特少人，中介让

我看一下签证官，凡是女的尽量少去我是排第二个，第一个不到 10 秒就到她了，然后 3 秒

之后就到我了（ 是不是圣诞节之前签证官的效率特别高，我都还没看清有哪些签证官原本

以为要等一个小时带的那本书白费了）。 我见得签证官是一名光头戴眼镜的中年人（ 虽说不

是高富帅）。 

我：早上好！先生！( 当时现场很少人，也比较安静我嗓门也比较大 签证官懵了一下，笑

了） 签证官：早上好！请把XXXX 给我 ( 哥英语不太好，没听清楚）   

我：什么?!    

签证官：你的 I20，护照还有录取通知书。（ 他说中文中文！这绝对是中文！） 

我：全部? 

签证官点了一下头。（心里想完了） 

我：对不起我很紧张我很抱歉           

签证官：是的，我知道紧张没事的。（ 可我还是紧张） 

签证官看了看资料，再看看电脑。   

签证官：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这是英文，哈哈这问题常练习） 

我：我爸爸是什么什么，我妈妈是什么什么（用英文回答   貌似比较大声）  

签证官：你妈妈的公司名叫什么   

我：XXXXX 公司. 

签证官：在佛山?( 看来佛山挺出名的） 

我：Yep.    

签证官敲一下键盘，大概 10 秒。 

签证官：你的担保金多少？   

我：RMB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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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官：你的学费多少？ 

我：sorry?( 麦克风不好，有沙沙声听不清）    

签证官：我们可以用中文来说你的学费多少？ 

我：大约 xxxdoller.(用英文！ 起码你要让签证官看到你学习的动力吧） 

签证官：你有没有亲戚和朋友在美国？   

我；我有一个朋友在 LA 读书。 

签证官：你现在在 XXX 学院读么？    

我：是的。   

签证官：给我介绍一下这间学院.( 纳尼！这问题貌似没练习过好吧吹牛皮吧）    

我：我喜欢这间学院，这间学院有很多活动，也有很多外教。这间学院的商务英语和计算机

专业挺不错的   

签证官点了下头。然后敲键盘。过了大概十秒。突然转过头面带微笑用迷人的眼光望着我。 

签证官：恭喜你，你通过了签证。欢迎来美国。（ 心脏立马停顿 3 秒） 

我：非常感谢！ 

四十一、10 月 31 日新鲜出炉的 Halloween Day F-1 面经 

一、预约面签   

    这个内容请见我的另一个帖子，这里不啰嗦啦～～地址如下： 

http://www.taisha.org/bbs/viewth ... ;extra=#pid21159589 

二 、 面 签 时 需 要 准 备 的 材 料 （ 参 考 签 证 中 心 网 页 内 容 ：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    

1 美国使馆提醒预约面谈时间的电子邮件： 

    电话预约面签时候，工作人员会提醒你打印签证中心发到邮箱中的入馆单一类的东西。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面签前一天查一下邮箱，没有就不用管了。    

    晕菜！正码字儿的功夫，入馆单的邮件到了～～不知是该嘲笑签证中心的效率低，还是

163 邮箱的不给力啊～～摇头表示无语～～（；￣ェ￣）    

2 符合要求的照片，需要贴在护照封面上：（一张就够，多了撕下带回来，像 lz 一样的威武

潇洒与蛋定(￣^￣)ゞ。11 月 2 日更新：好像连那一张照片都木有用到啊～～原封不动～～

哦～～不对～角落里被折了～～不过还保持着最初的样貌寄回来了～～貌似是不用了～～

求验证～） 

参考签证中心网页：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 ... %20Requirements.pdf    

3 在 线 填 写 的 DS-160 申 请 表 确 认 页 ： 参 考 签 证 中 心 网 页 ：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instructions.html    

     确认页上还是要把姓名代码，中文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地址写上去滴～～中心有

笔和小本本可以查代码～～可为啥亲不在家写好的，对不？？ 

4 中信银行签证费收费单据： 

    费用￥  1024。不是所有中信银行都可以缴费的，具体哪些银行可以，大家参照：

http://www.ecitic.com/bank/personal/chuguo/50.htm。另外，亲们去缴费的时候最好带着护

照，或者复印件，哪怕照片都行。我缴费时候因为忘记带护照或复印件，差点儿没交成，还

好想起来手机里面寸了照片     

  缴 费 后 的 收 据 用 胶 水 或 者 胶 条 粘 贴 在 确 认 页 下 半 页 ， 范 例 见 ：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 ... rmation%20Page2.pdf    

 （通常是粘绿色的第一联，但白色的第二联建议也带着，万一要用，没有就很烦。一张纸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31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http://www.taisha.org/bbs/viewthread.php?tid=16929744&pid=21159589&page=1&extra=%23pid21159589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niv_student.html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china/196482/PDF%20File/DS-160%20Digital%20Photo%20Requirements.pdf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ds160instructions.html
http://www.ecitic.com/bank/personal/chuguo/50.htm
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s/china/196482/PDF%20File/Chensinan%20Confirmation%20Page2.pdf


也不沉是不^ - ^） 

另外，关于购买预约面签的电话卡这里也再提一下： 

    1 ）可代为收取签证费并购买预先付费加密电话卡的中信银行见网址：

http://www.ecitic.com/bank/personal/chuguo/50.htm 

   2 ）预先付费的加密电话卡也可以在 “ 签证信息服务中心 ” 网站购买：

http://www.usavisainformation.com.cn/schi/information.aspx    

    两个我都买过，使用同样方便。  

5 有效护照：应该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lz 备注：之前大家都说护照一定要签字，找了好久都木有找到可以签字的地方～～后想

起来新版护照上面都是有签字的～～～应该就不用了吧～～不知道大家有木有这样的困

惑嘞       

6 填写完整的 SEVIS 表格：即 I-20 表格 

7 SEVIS 费收据 

    一般来说，面签 3 天前把钱交了就可以。如果 I-20 表格到的晚，可以提前和学校联系，

要到 SEVIS 的号码，在网上填一些信息就可以了，比 DS-160 表格容易多了呀亲！！    

8 在中国有牢固约束力的证明：    

签证中心要求：出示经济、社会、家庭或其他方面约束力的文件，以证明您在美国短暂

停留后有意愿返回中国。 

    个人准备情况：这个我就只准备了 study plan，还有一些自己的说法。不过 vo 也没有问，

没用到。大家也可以准备个阖家欢乐照什么的   

9 资金证明： 

签证中心要求：证明您有能力无需工作即可支付在美国停留整个期间的费用。 

    个人准备情况：没有全奖的同学应该需要带这个，我是全奖，所以都没准备。情况也不

太了解哈～～ 

10 研究／学习计划：    

签证中心要求：在美期间计划好的学习或研究工作的详细信息，包括您所在美国大学的

导师和／或系主任的名字及电子邮件地址。范例见：签证需准备材料中“study plan” 

    个人准备情况：偷懒就把申请时候用的 ps 浓缩了一下，差不多 400-500 字，可以啦～～

反正也觉得不会用到  

11 个人简历： 

    签证中心要求：详细描述您过去在学术和工作方面的经历，包括一份所发表文章的清单。

范例见：http://photos.state.gov/librarie ... Sample%20Resume.pdf 

    个人准备情况：犯懒就把申请学校时候用的 cv 打印了一份，另外附上了发表的文章。反

正也觉得不会用到   

12 导师的个人情况介绍：    

    签证中心要求：已经在美国大学离被分配了导师的研究生应当带来导师的个人情况介绍、

简历或网页打印件   

个人准备情况：准备了导师的简单 cv 和学校网站的网页。 

 13 一些重要的学业类材料： 

a. 毕业证、学位证/在学证明；b. 成绩单（开封没开封的 lz 各准备了一份）c. GT 成绩单

（如果没有正式的成绩单，那就把网页打印下来吧～）；d.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4 

身份证： 

    lz 本不打算带，不过看有的帖子里说不带这个不让进还是带上以防万一吧 

材料应该就这些了，希望没有落了什么没写。还请各位提醒 lz，lz 补补齐哈！提前谢过了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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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签    

1 面签前一天的准备工作： 

    1）把所有材料整理好。lz 准备了一个装文件的资料薄，里面有很多塑料页的。材料归类

放到里面的塑料页中，右侧贴上标签，写明每一页装的是什么。这样 vo 需要什么材料再取

出很方便。尤其是材料多时候，如果就用一个资料袋，现场一着急再一紧张，找着找着就乱

了～～以后把这些材料留在家里，需要用的时候爸妈帮忙找也很直观方便不是么亲们？就是

这样的资料薄材料像这样整理，所有材料都可以放进去，很方便很快捷   

 2） 查好路线： 

大家乘 10 号线到亮马桥站，B 出口出来后沿“亮马桥路”一直往前走，到红绿灯处左转走“天

泽路”，然后继续往前走，过一个红绿灯，走几步路左侧看到有一些人在外面排队，就到啦。

如果不确定可以问问。如果找不到路，也可以问路人，那边的人都很熟悉的，而且都很 nice，

嘿嘿   

大家也可以看我这个地图～～（百度地图登不上，只能把自己的打印版拍出来了～～各位凑

合着看哈！）百度地图给的路线太复杂，路盲的童鞋容易迷路滴有木有～（lz 表示为其中一

员～～囧～～）于是就一路打听，找到这么个简单好记的路线～注意第一次转弯那里是一个

红绿灯哦～～转弯后直走过一个红绿灯后才到签证中心哦！ 

2 签证当天：    

终于要开始签证啦！哇卡卡！！由于现在不是留学高峰，也不是旅游旺季，办签证的人不是

很多，没有之前大家面经里那么夸张。lz 预约的 10:15，9 点半左右摸到地方就和大家一起

钻进去鸟～～   

    具体流程如下嘞亲：（其他亲的面经里有签证中心的地图，很详细～～不过对于路盲木有

方向感的 lz 来说还是听工作人员指挥比较好～反正丢不了哈～(￣▽￣)～）    

1）进门：首先有外面站岗的兵哥哥检查护照和 DS-160 的确认页。给他看一下就通过鸟～～ 

2）报到：走到院子里，有个窗口要报到，把护照递到窗口里，告诉他你预约几点的签证。

提醒大家最好把预约签证的号码带着。lz 把时间错记成 10:30，工作人员说没有查到 lz 的信

息。Lz 当即提出出示预约号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Д￣)ﾉ 那妹纸又给楼主查了一下，终

于到了 lz 的信息，lz 就拿着护照屁颠儿到下一步鸟～～ 

3）排队等安检：报到后就到窗口左侧的门外排队等着。过几分钟就有工作人员带着进安检

房间。   

4）安检：把材料和外套放到塑料盒子里，就好像机场安检一样。注意手机、u 盘都不能带

进去的。大家说笔也不能带，lz 就索性只带了自己和材料跑过去了，哈哈！轻装上阵！    

5）交材料：过了安检的小屋子，来到里面的院子。亲们注意哦～一定看好外面的提示标实

哦～～走错地方会被工作人员蜀黍批评哦～lz 就中招喽：看的懂标实么？？（( ′ ▽ ` )ﾉ

whatever~）原本下一步应该是要交材料，因为没有人排队，俺们刚进去的几个就误排到等

待面签的队伍里了～～屋子里工作人员一个劲儿的招手示意俺们进去～～然后～被批

了～～( ′ ▽ ` )ﾉ whatever~ 

好嘞，进了屋子嘞，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到哪个窗口办理下面的手续。上前把 a.护照、b.DS-160

表格确认页（第一页就行，第二页的废话就不用带了，带了也会被扔粗乃～lz 表示再次中招

(>_<)）、c.I－20 表格、d.SEVIS 交费收据送进窗口（记不住哪几个材料？木有关系！！！窗口的

大玻璃上华丽丽的贴着啊有木有！！）。工作人员阿姨说：骚等～就消失鸟～～然后 lz 就和其

他亲在旁边等啊等～～等啊等～～5－6－7－8 分钟以后，工作人员阿姨回来鸟～～把我们

站在一起 3 个人的材料递粗乃，还有一个牌牌说：你们一组喽～然后 lz 就和一个办旅游签

证的导游帅哥（p.s. lz 偷瞄了一眼他的材料，其实比 lz 小哎～(￣▽￣)）还有一个转学去读

本科弟弟就成了一组鸟～～然后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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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手印：从这里开始是美国工作人员鸟～～因为今天万圣节，美国的工作人员都穿着

costume，好好玩儿嗒！给 lz 小组按手印的是一个黑人大妈，打扮成了魔女的样子，戴着大

高帽，看着就有喜感～（剧透一下哈哈！更欢乐的在后面～（≧∇≦））的左手 4 指并拢伸直

印一次，右手 4 指并拢伸直印一次，两手拇指伸直印一次～～（lz 个字矮，印拇指时候居然

还要掂脚尖～lz 表示粉受伤 T^T） 

7）按了手印～～走到刚才我说站错队的院子里排队等面签哈～～排啊排～～等啊等～～

哦～～好嘞～～可以回到刚才按手印的屋子喽～～然后嘞？？接着等啊等～～排啊

排～～～～这个是今天等待时间最长的部分～～～不过因为可以和周围人聊天，也蛮开心的

哈～～只是不知为何，我们的小群体中间被保安一类的大叔警告过一次？难道因为我们声音

大？？不能啊～lz 表示小群体很乖的（＾∇＾）～whatever～～～(￣▽￣)～～～    

排了一个小时不到吧～～踪鱼可以面签鸟啊！！！那个紧张＋激动啊！咦～不大对啊！！传说

的面签大厅呢？？完全不存在啊有木有？？！！只是一个装了窗口的走廊啊有木有？？vo 们

全都被全面封闭的玻璃装在窗口里啊有木有！！号可怜的有木有？！！（；￣ェ￣）外面等面

签的人几个几个放入走廊等着啊有木有？？！！从进签证中心到粗乃都没见过大一点的空

间～～真省地方啊～-_-#～～～ 

8）面签： 

工作人员妹妹指引我们 3 人小组到 18 号窗口面签。挪到 17 号的时候被里面穿着熊猫服装戴

着熊猫帽子的 vo 胖大哥雷了个外焦里嫩啊(((o(*ﾟ▽ﾟ*)o)))好可爱啊好可爱～～还一个劲儿

的卖萌问来签证的素素阿姨：尼闷西欢胸猫吗？搞的素素阿姨简直一愣一愣啊～～素素阿姨

走的时候还来一句：猪尼闷快了～～龟接快了～～万圣节果然欢乐多啊～～欢乐多～～～

(￣▽￣)～～有了这么个随时卖萌的胖哥哥 vo，果然不紧张了啊～～～( ^ω^ )～光顾着看卖

萌者，旁边本科底笛提醒我：咱们的 vo 好帅啊～我说底笛～～你～啊？～姐姐**了小下下

哦！～～(￣▽￣)～～原谅略腐的姐姐哦～～(￣▽￣)～～哈哈哈！不过发现俺们的帅 vo 哥

哥会笑，果然轻松许多啊！！！ 

快到我们时候突然发现每个人 DS-160 表格上有黑色笔写的数字，分别为：1、2、3～～那就

当作我们面签的顺序好了～～～底笛第一个～～可能年纪小，有点紧张，我们帅帅的 vo 问

了他好多问题啊～～～又拿证明，又拿房产证的～～姐姐内心提他捏了一把汗～～～(′･Д

･)」～～中间插播卖萌信息：此时 17 号的胸毛卖萌胖 vo 哥哥突然对后面的申请人提出：不

好意思，请您稍等一下～然后就消失鸟～～～再粗线时候一身西装，脑袋上套了个摔跤手的

面具～～看过 kickass 的童鞋应该都知道那个面具～～～亲～～你又萌到我了～～万圣节果

然欢乐多啊～～欢乐多～～～(￣▽￣)～～    

就在我走神儿的时候，底笛已经拿到了粉色的单单走了粗乃～～恭喜通过了哈！！亲，外面

等姐姐一起去邮局哦～～～ 

然后就到了 lz 的时刻拉！！哦哈哈哈哈！！上前一步： 

LZ: Hello sir! （曾经纠结该如何问好～11 点多这个纠结的时间～good morning 都成了浮

云～～只能 Hello(￣▽￣)～） 

VO：Hi, how are you?（准备多时的第二句话还木有粗口就被 vo 的问好打断鸟～～）    

LZ: I’m here to apply for F-1 visa. Here are some documents. （踪鱼说粗乃鸟～～憋死了(￣Д￣)

ﾉ）（同时递上附照片的护照、DS-160 表格确认页、I－20 表格、SEVIS 交费收据）    

V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the US? 

LZ: I’m going to study for my Ph. D grogram at ***.    

VO: Why are you going there? 

LZ: BLABALBLA~~~（大概内容就是去年参了个会，教授报告精彩被迷晕了神马的～） VO: Do 

you know where this school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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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Yes, **    

VO: What will you study for?    

LZ: You mean my major?    

VO: Yes. 

LZ: My major is Animal Science, and my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Dairy Cow Nutrition. 

VO: Dairy cow? （o(｀ω′ )o 很感兴趣的样子） 

LZ：Yes. 

VO: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LZ: Thank you! （原本一直纠结我滴 accent～突然被夸～～好意外哦～～OHOUHOUHOU~~ 

（≧∇≦））     T

VO: Have you been to other counties? 

LZ: No~    

VO: Did you study in other countries? 

LZ: No~ 

VO: You got both of your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s all in China?? （(｀_′)ゞ很难以相信的

样子～）   

LZ: 嗯哪～    

VO: Really? You English is very good, I’m surprised! （亲～～你是今天中国话说多了，所以碰上

个说英语的很亲切咩～-_-#） 

LZ: Oh, thank you! Hehe ~~（lz 继续内心无比开心中～～（＾ν ）^） 

VO: （噼里啪啦的打了几个字～～然后看了一眼屏幕）So your school is ***, at the~~~（vo 哥

哥卡碟了～=_=）        

LZ: At ** District. （善良的 lz 帮助了他～（≧∇≦）） 

VO: Oh, yes!The northwest! Your hometown is?    

LZ: BLABLA~~ 

VO: Did you just say dairy? （不知道这哥哥怎么又想起来这岔了～～～） t    

LZ: Yes. Do you know dairy cow? （心想，亲你如果不知道的话，我该怎么给你解释这个词啊？？

问你：亲，尼采咱喝的牛奶哪儿来滴？？——答：超市买来滴(°_ °)）      

VO: Yes, sure. Well, you’re approved. Congrats! （撕了个粉色单单，把护照和 DS-160 确认页留

下鸟～～p.s.大家都说撕的是条～～然后我就以为是一条纸～～控诉一下：你家条巴掌大

啊？？！！(￣Д￣)ﾉ巴掌大的那能叫条啊？？！！(￣Д￣)ﾉ～完毕） 

LZ: Oh, thank you!! （还木有聊够～～lz 感觉好突然～不过表示开心～～( ^ω^ )）        VO: 

Remember to study hard, food safety is important. （都是三聚氰胺闹得啊-_-#）     

LZ: Yes I will. （楼主继续开心～～( ^ω^ )）    

VO: Good luck! 

LZ: Thank you! And, happy 万圣节（原谅楼主不会拼这个单词-_-#） 

四十二、11.18 沈阳 F1 签证 社区大学 1000pass 

约了早上 10：45 分，去早了，在车里坐了半个小时，到 10：20 多的时候去排队，说叫到

10：15 分的姓为 Z 打头的了，于是就在那站着等，过了一会就被叫进去了。 

过了铁门先在第一个窗口登记身份证看护照，然后到第二个窗口看签证收据、护照、（貌似

还有 DS 那三张表。。不记得了。。。囧），接着就进领事馆，安检，不准带手机、信封不密封，

都有所准备过了很顺利哈哈~安检两次，一次在进门，接着让你过 2 号门去另一个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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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那个小楼的门之后还要安检一次~之后就进入签证的地方啦~ 

到签证那边先交 DS 表格，SEVIS 费回执、签证收据、I-20 和护照，那边人看了没问题整好会

叫你到 00 柜台把这些交进去，之后没问题领一个号码排队按指纹，话说按指纹真慢，队伍

排的老长老长。。。   

按好指纹就在大厅等着叫号码了，表格和护照按指纹的时候交给她~开始开了两个窗口，一

个是白人女士，有点胖胖的，还有一个是黑人 GG，他问的很细（排队按指纹的时候听到，

因为队伍真的很慢。。。），也比较慢，比较负责任吧，不过拒的也是他手下比较多。。。后来到

中午了外面没有人再进来交表格了就又开了两个窗口，一个金发 mm，一个白人 GG，我就

是他给过的~金发 mm 特别快，应该是最好过的吧~ 

面签过程：   

me：nice to meet you, sir. Here is my AD letter. 

VO：等一下(没接录取信) 

 me 等。。好像系统出问题还是什么，一直在弄电脑。。。莫非在看我的信息。。。比较像系统

出问题。。。 

VO：好了  

我把录取信给他 

VO：为什么要签证（貌似这意思，忘了怎么说的了） 

我懵，说了句 sorry? 然后反应过来他前面说的都是中文，我汗。。。     me：study（坚持

说英文） 

于是他也开始英文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去这个学校，我把 why 听成了 where，回答在旧金山，接着就反应过

来他是问 why，刚想说，他直接来了句：why，为什么。我赶紧 blablabla。。。这个学校转学

率高，接着给他看了我的统计数据，他看了一下。   

然后问了我想转到哪个学校，我说 XXX，问我父母是做什么的，我回答，之后就撕邮寄单了

~我这个鸡冻啊~    

最后他把单子给我，说了什么已经忘了。。。我就很开心的跟他说 thank you sir， have a nice 

day sir。 

四十三、北京 5.11-1000PASS【普渡 MFA 工业设计】 

我录取到普渡大学 MFA 工业设计专业，大概 4 月下旬拿到了普渡寄来的 i20，然后就着手预

约，一个朋友预约到了 5 月 11 号，但是第二天我打电话是只能预约到 5 月 2 号，后来才了

解到是随机放号，有可能同一天不同时段都会不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没有，只能是碰运气

了。。到后来出现了打不进去电话的现象，每次到了继续等待之后，电话被自动挂断。。没办

法网上搜到一个 021 的上海预约电话，在这里说一下，021 那个电话也是可以预约的，流程

跟 400 的完全一样，只是不免长途费，结果就这么顺利的打进电话了，所以电话打不通的童

鞋可以尝试一下 021 的电话。预约只需提供护照、姓名等基本信息，不需要 i20，如果可以

保证签证前 i20 可以寄到，也可以没有 i20 预约。 

 拿到 i20 大家最好认真检查有没有什么错误，我的 i20 有两个地方有问题，由于普渡 MFA

工设是 3 年的 program，但是 i20 竟然是两年的，外加 major 写的是 art/art studies, general，

并不是我的 Industrial Design，所以 email 小秘询问，说是普渡都是给两年的，第三年会续，

专业是因为 us doe（不晓得是神马部门）没有 Industrial Deisgn 这个专业选项，所以选了个

最相近的突然小受打击。。既然只能这样，我就把这个 email 打印了出来，以免 vo 会有疑问，

事后表明，我的做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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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各种材料的准备，尽早交了 sevis 费，不要拖到快面签再交，有个时限要求，记

不太清了，交完记得打印收据。然后就是填写 DS160 表格，中介填的表，我又过了一遍，

并不是很难，有几点要注意的：中文名字要每个字之间空一格，表格要经常保存，否则 20

分钟不操作会被踢出来~据说系统只能保持信息 30 天，所以算好签证的日子再填，填完了可

以导出 ds表，以便以后再申请签证可以直接上传信息，有些信息就不用重新填写了。在DS160

表中填写在美停留时间和专业的地方，我跟 i20 保持了一致，最多用 email 就可以解释了。   

由于我找了中介，所以中介本着越多越全面越保险的原则，要求我准备了很多东西。。结合

我个人在寄托上的了解，清单如下：   

护照、i20、offer 信、sevis 收据、DS160 确认信、签证照、出生公证、无犯罪公证、父母收

入和职位证明、父母的资助担保书、银行存款证明、存折、家里的房本和车本、户口本、学

校集体户口的复印件、毕业证学位证（已毕业的）、study plan、ps、resume、推荐信、成绩

单、学校 program 的介绍、导师介绍或 cv、学校往来邮件、学校的解释性邮件（我的 i20 问

题的解释）、全家福 

我建议大家多上使馆网站看官方的要求，这是最权威的。关于我准备的这些材料，要说明一

下，因为在使馆网站上面，除了要求一些基本材料，其他的材料都被叫做“强有力的约束性

文件”，并没有具体到是什么样的文件，所以每个人对约束的理解不同准备的材料也会不同。

因为我的户籍在学校，没有办法证明与父母的关系，所以我做了一个出生公证，如果本身户

口就在一起，直接拿上户口本就足够了。无犯罪公证个人认为没有用，但是中介非让办所以

就办了。存款证明是我名下的账户，但是我没工作没经济来源，明显是父母资助，所以出了

一个父母的资助担保，写明父母资助我的学习，账户存在了我的名下，然后拿上存折和家里

值钱房本、车本啥的。全家福不要拿一张照相馆照的那种，最好拿生活照，而且多拿几张放

到一个小型的影集册里。study plan 有很多模版，我就分了几项内容写的，有背景介绍、为

啥去美国、为啥去普渡、去学啥（研究方向）、未来的 goal、谁来资助我学习，不过我是按

照我的实际专业 Industrial Design 写的。ps、resume 我用的申请时写的，不过有些表达改了

一下，转换成了签证申请的口吻。成绩单、推荐信也用的申请时的。学校 program 介绍、导

师介绍直接打印学校网页就可以了。DS160 确认页，写好中文信息，贴上签证申请费绿色页，

带好另一张白色的。护照上用透明胶贴一张签证照。i20 上我竟然签字签错行了。。没意识到

签到横线上面，签到了家长那一行，笨。。不过划掉就行了，没有影响，提醒一下大家咯 

这些材料我准备了一个风琴夹，按类分好，做了些标签。另外还有一个档案袋装了一些材料，

记得当时排队的全程就我拿的东西最多。。那么长时间排队就跟锻炼身体一样。。但是我觉得

所有能准备的材料都准备周到后，也会提升自信，不要有所遗憾。在准备签证的心态上，签

证过关率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因为签证完全取决于个人，别人过不过并不能反映我

的情况，要坚信一定能过的，过不了也不是由于所谓的率引起的，只要没有移民倾向、国内

有约束、出去只是为了学习、有足够资金资助就肯定能过。 

下面开始说 11 号当天的情况，我预约的 14：15 的，一点半到了那里开始排队，后来才知道，

再早点也是可以的，一个女生是约的 4 点多的，跟我一起就进去了，只要不跨到上午应该都

行。门口的保安会查看护照、ds160 确认页和两联签证费收据。大概排了办个小时会有一个

窗口来审核预约，把护照给他，告诉他预约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是安检，不让带的东西官

网都有说明，大家也不要带笔，我带了只笔被扣下了。然后进行第二次排队，依旧是在露天

排队，下午人多啊。。大约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能够进入大厅了。结果又是排队。。这个队

快排到的时候，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分配签证者到哪个窗口审核材料，如果是一起的团体可以

要求分到一块。。我分到了 1 号窗口，他会要求给他护照、DS160 确认页、签证费白色那联、

i20 和 sevis 费确认页，事先拿出来节省时间。提醒大家，提前把中文信息写在 DS160 确认页

上面，虽然现在的 DS160 确认页跟官网的 sample 不一样了，但是只要找个空白处写上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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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固定要求，不要写到贴收据那里，他主要是看姓名代码，我当时就没敢写，结果材料给

退了出来，只好穿梭在人群中找到大厅去填写，浪费了时间。。。材料给了他之后还要在那里

等一段时间，他会扫条码，分组神马的，反正学生签证有点慢，我看后面一起交的旅游的那

些人，都在我们之前审完了。。然后他把我和另外三个学生分到了一组，编了号，给了一个

颜色牌。再简短的排一会儿队，就又被分配去后面的窗口按指纹了，按指纹之前把签证页的

编号贴到玻璃窗前，让工作人员看一下。这一步也完了之后，就是签证了，工作人员会指定

你到哪一个窗口去，有些可能就上了二楼了，我们当时分到了一楼的 11 号窗口，是一个左

撇子帅哥，挺面善的。提醒大家，不管前面排队是不是大家聊过来的，到了最后这个签证的

窗口排队，千万要保持安静，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东张西望，我前面是一家三口一起签的，

估计是旅游签，我注意到签证官时不时的向我们后面瞟着看，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观察这些签

证者。所以我也直直的看着他，保持微笑，一直保持到了我签证结束，嘴都快僵了。。。他们

三口人很顺利就过了，然后这个 vo 直接起身离开了，我以为是要换人，等了一会，他又回

来了，看他心情还不错。 

我：Good afternoon! Officer! These are my documents. （听说要主动跟 VO 用英语问好） 

VO: Good afternoon!看了看材料说，你是去读 master？ 

我：是。。Yes！（一紧张竟然冒出个中文。。）    

VO：毕业之后会做什么？    

我：我会回中国工作。。 

VO：What kind of job?（诡异的笑了一下，貌似这个回答他听烂了。。） 

我： 中国的工业设计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需要很多的设计人才来发展，所以我工作机会更

多，blah blah 一堆。。（发现自己所问非所答了）    

VO：我更想知道的是你的职业打算，这样吧，你给我说一下工业设计是干神马的，因为我

并不了解（他也觉得我所问非所答了）   

我：我举了些例子我们会做什么样的设计，我们会做什么样的调研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

满足人们的需求，设计的目标是 make better life。。blah blah。。（这段说的有点激动，一种有

志青年的赶脚，其实是因为已经紧张的不能自己了）      t 

VO：Great（他貌似比较满意，可能这个问题反映出来我是有认知的，有目标的？可能吧） 

     但是你说你的专业是 Industrial Design，你的 i20 上写的是 art/art studies, general，why？ 

我： 我的专业是 Industrial Design，为此我问了普渡，解释是因为 us doe 没有 Industrial Deisgn

这个专业选项，所以他们选了个最相近的，我这里有打印的解释 email，要不要看？ 

VO：不用了。稍等我打点信息。 

我：好 

我就等他在那打字，后来看他撕了那个黄色单子我才放心了。   

VO：Good luck，一些祝贺的词，木有听懂，也无心听了，只等他说完了。。     

我：Thank you 

四十四、7.13 签证 北京 水过 

南佛罗里达大学的 PATHWAY 课程. 

VO：Why do u want to U.S.? 

VO:  Why changed ur major? 

VO:  What did ur parents do? 

四十五、20127.17 沈阳 ms-ee 2000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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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约了中午 11:30。在此之前，把签证问题归为三类，留学目的、资金支持、归国计划，

然后每一类都按照自己情况准备了很多问题和答案。在二签前一天，找了个老外做了模拟面

签，整个过程还很顺利，老外给我一顿打气，说这次一定没问题的。这次模拟面签最大的益

处就是，让我心理上一定的放松，而且刚进领事馆的时候，精神一振。 

但是真排号叫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心跳有点加速，在往窗口走的过程做了几次深呼吸。 

   

me：Good afternoon, sir. 

VO: Good afternoon. 开始扫条码    

me: It's my second time here, last time i was too nervous to explain my situation well, this time i 

will be better. 

vo: (眼神从材料回到我身上)ok，（为方便，全部写中文）你要去哪个学校？ 

me: XXX 

vo:专业？    

me:我本科专业是通信工程，现在打算接着学习 EE（本想说下关系，被打断） 

vo：这两个专业有什么联系？ 

me: 通信是 EE 的一个分支。我研究生学习的具体方向要到校之后才能决定，这对我来说很

棒，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方向。 

vo：你之前工作过？ 

me:是的。我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公司是主攻软件外包的，而我只是网络编辑的助理，

整理文件或者帮帮忙。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我在毕业时就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份

工作比较轻松，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学英语，而且我个人比较独立，工资足够支持我的简单生

活。    

vo：了解了。你在毕业后开始准备 TG？ 

me：是的。T 准备了四个月，G 准备了 5 个月。请问您需要看下 TG 成绩吗？ 

vo:好的。给我你的本科成绩单。你是个不错的学生，为什么要选择 XXX 学校，而不是在国

内读研，中国有许多大学有 不错的 program?       

me:因为我有一点野心，我想在 XXX 读完两年课程后回国到一家外资企业工作。这就需要我

有 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language skills，而留学后回国，这将成为我的优势。

相比于一直在国内的求职者，我想我有更多的机会。   

vo：（点头）你爸妈是做什么的？    

me：我的资助人是我的继父...(被打断)    

vo：继父？    

me:是的，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超过 12 年，而且我也在我十五岁的时候随了他的姓。 

vo：好吧，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me： 在 XXX 公司做总工程师，年薪 XXX，我不用担心我家里的经济问题     

vo：我知道这个公司。你妈妈呢？    

me:她退休了，曾经是 XXX 

vo：你的 program 要做 research？ 

me: 只是基于课程。 

vo：你只申请了 XXX 学校？    

me：不，申请了五所，他们是 XXXXX，只有 XXX 拒了我。 

vo：整个过程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me：是的，如果连申请过程都要别人代劳，以后出去上学会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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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点头，不再说话，开始打字）          

me:心里紧张，怕又悲剧了，又问了下要不要我爸的工资证明，说不用了    

vo：（把 I20 退出来）这个还给你，（邮寄单）拿着这个去 XXX 办手续，会把你的护照寄给你    

me:喜形于色，说了声谢谢，心里开心的简直开花了。都走到门口取回身份证还觉得不真实。 

四十六、20128 月 13 沈阳签证，水果，同志们 加油吧 

简短而又明媚的清晨，加上排队时间，我的整个签证过程不超过一个小时。传言的排队就要

三小时，我都没赶上， 

   准备了三十多份各式各样的材料都没用到，材料都没看，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签

证官笑了用说，你已经通过了。计划了各种意外，都没发生。    

第一个问题：“你去哪个学校？”     

第二个问题：“读什么专业？” 

第三个问题：“父母的工作是什么？”    

最后签证官把护照留下来 给我 ems 邮单，告诉我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邮到。 

出来以后心情现在还没平复呢。 

四十七、20126 月 7 号非牛人水果一枚 

今天都 8 号了，才来写点东西，有点违背时效性的感觉。其实昨天刚签完就想写了，一个是

难以掩饰心里的激动，一个确实要感谢太傻的各位前辈们！真的，不是各位的积极解答我的

疑惑，昨天怎么能如此顺利。我一个 DIY 从头到尾的人一直担心会在最后一环出问题，结果，

上天还是眷顾我的，兴奋啊兴奋。。。先上过程，再废话两句。 

VO: how are you doing?    

Me: Fine.（停顿，一想，没对啊，签经告诉我们要抓住机会展示自己，何况我一个毫不客气

的 fine 就打发了人家，于是……）I'm applying for...(打断) 

VO: Where are you going?    

Me: (其实我真的挺紧张的，因为号数在我这里正好跳了一下，有点没有准备的感觉；想了

一下)America（停顿，这不是等于木有回答吗，不行，再水就要悲剧咯）I'll study Architecture 

at XXX College, XXX University.（一紧张说得飞快，这个是因为我还是有一定和老外交流的经

验，我情不自禁的去模仿他们的语速，快完了才反应过来，你说快了签证官也会说快可能导

致听不懂，在最后 university 我才故意放慢了速度） 

VO: 打字 。。。You are so good! 

Me: 傻！停顿良久 Thank you.    

VO: you are transferring... 

Me: Yeah   

VO: how many credits are transferred? 

Me: 想了一下 By the end of this term, I'll receive xx credits, and xx are transferrable. Since 

educational system is so different in America and in China, the credits will be transferred on a 1/4 

to 1/8（停顿，想了下分数表述法）scale. And, er, I'll get the results on my Orientation which will 

take place on Aug. 31st.（这个语速也一样的快，因为这是我准备过的东西，这个回答我自己

感觉应该是关键，所有相关的细节全部都包含了，说明我是很认真的对待转学这件事，也是

自己弄的） 

VO: What's your father's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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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He's XXX of XXX Company... in XXX where I live. 

VO: 打字。。。blblbl, have a nice day. 

Me: Thank you. 

四十八、20127.19 Beijing F1 Transfer 详细签经 

本人在美国读了两年的大学，然后转到了另一所学校马上读大三。 

具体签证过程如下： 

我预约的是 7 点半，6 点半左右就到了美国大使馆，外面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是一个人来

的，就先把手包存到了对面的某个存包处，然后开始排队，一点点往里挪。   

签证大厅很小，加上人多，显得特别拥挤。交材料，按指纹，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流程，不过

确实也挺花时间的。折腾完之后，每三个人一组，就依次排队去签证了。我们这组第一个是

化学的 J1，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个去读高中的小 MM。    

签证官是个白人男性，看上去有点严肃，感觉平均 interview 的时间也比两边的窗口要长。

我前面那个访问学者就被盘问了差不多有五分钟，最后还是被 check 了。接下来就听到 VO

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下一位”，之后对话如下： 

VO: Hi~    

Me: Good morning, how are u?     

VO: Good, how are u?    

Me: I am good.    

VO: Why do you choose business?    

Me: Because I believe...(被打断 TOT） 

VO: Oh you are a transfer student, I only need your transcript. I don't need to know your major 

bla bla bla.. 

Me: （拿出 official transcript) Here you go. 

VO: (一边看一边问) Why XXX University? 

Me: Well, it has prestigiou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nd this year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再次被打断 TOT)    

VO: Uh-huh, XXX is a great place. 

Me: I know, ......(简单说了下对于这个城市的了解，说的过程中他转过头对着电脑打字)  VO: 

(送出小蓝条) Good luck. 

Me: Thank you and have a nice day! 

VO: You too. 

四十九、20120621 北京安家楼 F1。不水果！大量内容！华裔黑发美女 VO.内容详细申精！ 

面试开始了，以下是全部内容： 

我：GOOD AFTERNOON, OFFICER. IM HERE FOR MY F1 VISA. 

她不看我，不鸟我。看材料，打字。 

 她：so u will go to america? 

我：yes, im going to XXXXX for my master degree （准备好的） 

她：....major.....? （就是问我专业啦） 

我：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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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do you have an adviser? （这个问题我之前特地准备过，因为我没有联系什么教授，我

上完课，修到学分，写了论文就能毕业）   

我：no.because my program is class-method.    

她：what's class-method? 

我：that means all i have to do are getting all my credits and finish the paper, then i can graduate. 

她： u need to write a thesis?    

我：yes.i need to .    

接下来她问了我关于我会上什么课程，对什么感兴趣。我根据准备好的一一作答了，这段要

打出来的话也有好几行好吗！ 

她：will u do a research? 

我听完有点傻，因为没准备过。然后开始紧张了，就说我会根据课程的安排来决定，之后我

说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方向，以后想在那个方向取得一些进展。   

她：那是什么方向，干嘛的？（英语问的,因为我实在没听懂她说的什么，就问她about courses?

她说 YES.我就大概猜的)    

我又没准备过！！！好吧，我开始鬼扯了 1 分钟左右，反正她也不懂。就说集成电路什么什么

的，看着她秀美的死鱼脸不断的在敲电脑好像没在听我啊！！ 

 她：do u have a GRE score?    

我：of course. do u want to see score report?    

她：不用了，你直接这么说就行了！我（诚惶诚恐的英语回答）：3XX+3 

她又开始狂敲电脑。不鸟我。 

她：may i see your resume?    

我：sure. 然后给她了。然后她开始仔细看。    

她：房产证给我看下   

我（诚惶诚恐的英语回答）：here u r.....递进去房产证。 

她：who is your sponsor? 

我：my parents.    

她：what do they do ? 

我：my father is an...........and my mother is an ....................... 

她：do u have a bank statement? 

我就给她了，还用英文告诉她，上面那张是原始的存单。 

她：may i see ur parents' income certifications? 

我：sure.诚惶诚恐的递进去。 

她仔细看我爸名片。问：is this ur father's company?    

我：yes.    

然后她开始收拾东西，规整起来，问：你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和课程在跟我说一遍我：integrated 

circuits，集成电路（我中文重复了一遍）.   我这里感觉她是想 CHECK 我，但是没有找到什

么敏感词。死鱼脸又开始敲电脑。然后低头撕蓝条（看到的时候我都不敢表现出任何喜悦啊）。。

撕好夹在护照里，把所有的资料丢出来，说了句 CONGRATULATIONS.头也不抬！！眼皮都没

抬！！看都没看我！！就是在敲电脑！！ 

我拿着东西还是笑嘻嘻的说了 THANK U 。HAVE A NICE DAY. 

五十、2011 6.22 成都签证过程, 惊险+幸运 

ME: HI (WITH BIG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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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HOW ARE YOU, SO YOU ARE GO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 YEAH (STILL SIMLE) 

VO: 你是川大的学生(说了 sichuan university 还说了个川大, cute!!!~~~), 几年级的呀???(用

的好像是 which year, 我都没听懂..我以为他问我是不是川大的.) 

ME: YEAH (傻呵呵的..) 

VO: WHICH YEAR?    

ME: (疑惑的表情, 然后他把麦克风声音调大, 好 SWEET) SECOND YEAR. 

VO: SO YOU GONNA TRANSFER TO THE UNIVERSITY OF PITT?    

ME: YEAH  

VO: 你在匹兹堡大学和你现在的转移一样么? 

ME: yes, it's the same major(其实有点点区别, 不过不是很大, 而且我看他也不像要查的样子,

我就懒得解释了.)     

VO: 你转了多少学分?    

ME: 我现在还不知道(其实我还想说我看了我的 credit transfer report 上面嘛也没有, 情急之

下说不出来..可是我BF上的就有!!!~而且他在我后面一个签证, 还说自己转了多少多少学分...

我估计 VO 要后悔了...)    

VO: WHO WILL SUPPORT YOU?    

ME: MY PARRENTS.    

VO: WHAT DO THEY DO? 

ME: MY FATHER IS A XXXX, MY MOTHER IS A XXXXX 

VO: 你父亲的收入    

ME: BLABLABLA... 

VO: 你家有多少套房?    

ME: X 套 

VO: 在成都吗?    

ME: 不是, 在重庆    

VO: 市区里?    

ME: yeah~~~~it's in the city(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那个忐忑啊..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 都是等

VO 问话, 自己说得太少了..!!!!~)    

他不停在敲键盘, 然后撕条(我竟然都没反应过来他撕的什么颜色的!!!), 然后递给我一张单

子(就是去邮寄的单子), 我就不懂了....很迷惑...他就说 don't worry , you've passed!!!!矮油我

当时那个心情好的啊!!!!~连说了几个 thank you...然后一路出使馆碰人就说 thank you. 

五十一、20127.6 北京 F1 签证 大水果 

我预约的是 3：00p.m.，发现他们根本不按入馆单上的时间来，来了直接进去排队，去的早

就签的早。   

进去面试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到 20 号窗口，去了发现是一亚裔女性，表情极为抑郁和纠结，

一语不发的看着那位的资料，隔壁的都签了好几位了，于是溜到了隔壁，是个年轻的白人男

子，人很 nice，全程笑容。    

（全程英文） 

me：（把一堆资料塞进窗口太难，于是一张一张塞，同时以此跟 vo 调侃，对方大笑，气氛

还行）   

vo：你要去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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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是啊。。。参加 UCLA 一个项目。。。（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前背好多遍了，语速较快，给

了 vo 我口语很好的假象）    

vo：woo，你英语很好嘛    

me：thank u    

vo：你现在是学生吗     

me：是***的研究生在读 

vo：是嘛~我有一个朋友也在你们学校，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me：。。。。。。 

vo：第一次出国吗？（一边说一边翻我空白的护照，然后就开始撕条了~~）    

me：是的（看到开始撕条了，知道没问题了） 

vo：旅程愉快，你通过了 

五十二、2012.06.26 北京安家楼路 F1 签证详细经验 

本人山东大学数学系统计专业学生，今年 6 月刚毕业。今年 fall 准备去普度大学统计专业读

研，方向是 computational finance。 

我在 4 月 10 日的时候收到了普度统计系的录取，但是这是 recommended admission，还需要

等研究生院的正式录取。我以为收到 recommended admission 之后很快会收到 I-20 form，因

此预约了 5 月 29 日的签证，以为时间会非常充足。没想到普度处理录取的效率比较低，而

中间我的成绩单又出了点问题需要重寄，导致我 5 月 16 日才收到研究生院的正式录取信。

接受正式录取之后，需要填一个 NOI form，填完大概两周学校会发邮件让交邮寄费，交完邮

寄费大概一周学校会开始邮寄 I-20 form，收到 I-20 form 大概还需要 3-5 天的时间。按这个

时间预算，5 月 29 日肯定来不及了，于是我提前三天取消了之前的预约。就这样，我 6 月 7

日才收到普度的 I-20 form，收到 I-20 form 时再预约签证，最早只能约到 6 月 26 日的了。 

6 月 26 日还不算晚，而且还能有比较充足的准备时间，我安慰自己，这样倒也不错。第一

个星期，我基本上都用来准备材料了。我把材料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是必要材料，包括护照，签证照片，中信银行的签证费收据两联，DS160 确认页，I-20

表，SEVIS 费收据。DS160 表上有些问题可能不大确定，我请教了一些之前填过的同学。填

完 DS160 表之后，我检查了 3 遍以上才提交，不过听说填错了也没有关系，之后还可以再

修改的。SEVIS 费提交时会要求选择通过普通邮寄还是快递邮寄收据，我选择的 30 刀的快递，

图个踏实嘛。 

第二类是个人背景类，包括密封的成绩单和在读证明，拆封的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学生证，

GRE 成绩单，TOEFL 成绩单，CV，PS，推荐信。我签证的时候还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于是带着在读证明和学生证。我没收到 GRE 官方成绩单，于是从 my GRE account 里打印出

来电子成绩单。我考了 3 次 TOEFL，3 次的成绩单我都带着了。PS 和推荐信一般是用不到，

但是保险起见，我还是带着了。 

 第三类是学习计划类。包括普度的录取信，study plan，项目主任的 CV 和项目介绍，申请

时的 application form，以及其他学校的录取信和拒信。phd 一定要带着导师的 CV，但是我

去读 master，没有分配导师，因此我带了我们那个项目的 director 的 CV。申请时的 application 

form 一般也用不到。其他学校的录取信和拒信，我没带全，因为有些学校是 email 通知的。

在这里插一句，签证 108 问里有一问是“你总共申请了几所学校，几所录取了你”。网上有讨

论过是如实说比较好，还是说 5-6 所比较好。我的意见是，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情况下一定

要如实说，与其编造谎言欺骗签证官，不如多花点时间想想怎么解释你的劣势。 

第四类是财产证明和固定约束力证明。包括银行的存款证明，存折原件，父母的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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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工资单原件，房产证，户口本，全家福。财产方面存款证明和父母工作收入证明比较

重要，存折原件和工资单原件作为补充材料，一般用不到。我的存款证明是 50 万，其中 25

万是去年 7 月卖了一套房所得，在同一天存入银行的，签证之前我才想起忘记拿卖房合同了，

一直担心怎么解释这笔钱的来源，结果签证的时候 VO 也没有问到。我感觉 VO 第一在意的

是你的 I-20 上的资金是否足够 cover 第一年的费用，第二在意的是你的父母有没有稳定的收

入，一般情况下不会问得很细。但是保险起见，自己还是要准备好每笔资金来源的解释。 

   t 

第二个星期，我基本上用来准备签证 108 问了，网上有些签证 108 问整理得非常好，答案提

示和参考模板都有，大家可以多上网百度一下。准备签证问题的时候，不要拘泥于 108 问，

首先一定要认真准备最重要的几个问题，比如去哪里读书，学什么专业，现在在哪里读书，

资助人和财产证明问题，study plan 和 career plan 等。这些基本的问题准备好之后，要根据

自身特点，准备针对自己的问题。比如敏感专业的同学，着重准备 study plan，将研究方向

转到不敏感的领域去；转专业的同学，着重解释为什么转专业；毕业后有 gap year 的同学，

着重准备 gap year 期间做哪些事情；财产一次性存入的同学，着重解释资金来源等。准备财

产证明方面的问题时，我纠结过各种小问题，诸如家乡位于小城市，父母工资不是特别高，

父亲的公务员职位是否敏感，甚至父母的工作收入证明上只有财务章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字等

问题，现在看来，当时有点紧张过度了。   

我的签证预约的 13:15 入场，之前听同学说，只要是当天的就可以，不必按照预约的时间入

场。但是我签证的时候，可能是政策变了，只有预约的时间之前的半小时之内才可以进场，

否则你只能在外面等着。所以大家不必提前太久来，免得要不必要得浪费时间。来到大使馆

之后，第一步是向外门口的保安出示护照、中信银行的两联签证费收据和 DS-160，排队进

场。第二步是向里门口的工作人员出示护照，查看你的预约时间，排队进场。第三步是在进

门之后接受安检，门口有提示很多东西不能带进去，可以把不能带入的东西交给同来的朋友

保管，或者存到寄包处。第四步是排队交材料。第五步是排队取指纹。这两步都有工作人员

引导，排队时间大概 1 小时左右。第六步是排队面签，排队时间大概 2 小时左右。排队交材

料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把每三人分成一组，这三人就一起交材料，一起取指纹，一起面签。

排队的时候可以和旁边的人说说话，聊聊天，缓解缓解压力。   

面签其实很简单。面签我的是一位白人 MM，大概 25-35 岁之间。她问了我四个问题，第一

个是到哪里读书，我回答“I will go to Purdue University to pursue my master's degree in 

statistics”。第二个是读什么专业，我回答“Statistics”，具体什么方向，我回答“computational 

finance”。第三个是现在在哪里读书，我回答“I am a senior student in Shandong University now, 

I will graduate and get my bachelor's degree on June 30th this year”。第四个是父母的工作，我

回答“My father is a ..., my mother is a ...”。之后 VO 很开心地用中文说“恭喜你，你通过了”，

我说“Thank you very much”，她说“Bye”。 

五十三、沈阳 2012.6.29 F1 1000 水过，筒子们不用担心，形势一片大好 

3 号是个有点胖胖，短发，看起来呆呆的长的很 Q 的白人小哥，问我四个问题。。这里说下，

这四个问题也是现在沈阳除了大妈之外其他签证官的统一问题，基本上这四个问题问完也就

过了，非常的形式化，非常的水。。非常的不过瘾 

我把塑料袋的材料递过去 

me： Good morning, sir, I'M applying for F1 visa. 

vo: ok, so which school will you go. 

me: U of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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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what will you study?'  

me: I will pursue mater degre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o: what field?7 G  ?. d4 ?2 } 

me: Sorry, As a master student, the department has not assign me a advisor and the field. 

VO: what's your parents do?  

ME: my father is ........My mother is.... 

整个过程 VO 一直是天然呆的表情，一直在看电脑打字，我回答的问题很长，也没打断我，

就是在那打字，我话音刚落，直接给 EMS，I20， 我就 Thank you ,sir 就跑了。 

五十四、20120703 广州签证面经——环境工程专业 

早上 8 点 20，到达签证馆门口。不到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已经排起了很长很长的队

伍。我当时就估计要搞到 10 点去了。 

    接着，有工作人员过来验身份证。然后，人将会被一批一批地放进大楼。这个时

候，你需要准备你的护照，使馆工作人员会核对你的预约情况，然后会发给你一张卡片。拿

了之后，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往里面走，坐扶梯上楼。 

     到 3 楼的时候，会过第一次安检。6d 的书包打开后，早餐被查出来，结果，活生

生地被丢了！所以，早餐不能带进去的，要提前吃好！ 

    接下来，继续坐扶梯上楼。到了签证厅了，这里是不允许打手机的，关机！接下

来，又一次安检。（我真心不明白为啥这么多安检！）这次安检很严格，要脱鞋、脱皮带，

电子产品全部要掏出来。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相机、电脑等。我连移动硬盘都被他们掏出

来了！可见安检之严格！这里插一句，男士千万不要穿太松的裤子去，要不然，你脱了皮带，

就要提着裤子过安检门啦！老实说，我真感觉这安检太不文明了！ 

     再接下来，就进入签证大厅了。整个签证分 3 步：第一，收材料；第二，按指模；

第三，面谈。跟着人流，你会开始排队，有工作人员会帮你检查你的资料（必要：护照，I-20，

SEVIS 回执，签证费收据，EMS 邮寄单）。接着，你就会进入收材料的窗口，交进去，他们

会处理一下，然后，把一些资料给回你。然后，收集指模：左手四个、右手四个、两只手的

大拇指，OK。有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会“八卦”问你一些问题。像 6D 就被问到了，详细对

话如下： 

Officer: Which school are u going to? 

6D: Ah?（没听清…囧…） 

Officer: Which school are u going to? 

6D: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 

Officer: what’s ur major? 

6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不敢说 Chemical Engineering，太敏感了…） 

Officer: Are u really interested in it? 

6D: Yes, of course. 

Officer: OK. 

6D: Thank u. 

Officer: Welcome. 

     当时，我还纳闷，莫非取指模跟面签合到一步了？也没想太多，就进入第三步，

面谈。6d 去了最靠左边的窗口（忘记几号了），是一个亚裔姐姐。本来还想是那个金发帅

锅的，唉，结果搞了个“黑面神”姐姐。我本来还想着会“水过”的，难知道，“黑面神”姐姐开

始发问了，详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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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Which school are u going to? 

6D：Ah？（再次没听清！！） 

VO：Which school are u going to? 

6D：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 Do u want to have a look at my admission letter? 

VO：Sure. 

（码字 ing…） 

VO：What are u going to study? 

6D：Ah…Sorry？！（还是没听清！！！我有时候真怀疑我是不是耳朵有问题！！） 

VO：what’s ur major? 

6D：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What kind of Environmental Study? 

6D：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ybe I will learn to develop som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struments,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VO：What kinds of instrument? 

6D：Ah？！（没太理解她啥意思~） 

VO：I mean, what does the instrument monitor? Water or air? 

6D：Ok, mostly are air. Monitoring the particle.（差点口快快，把 aerosol 说出来了~） 

VO：Do u have any introduction of ur teacher? 

6D：I haven’t been assigned to any professor since I am a Master. 

VO：How long are u going to stay in USA? 

6D：1 year. 

VO：Only 1 year？ 

6D：Yes. That’s program last for 1 year. 

VO：Are u going to apply for PHD? 

6D：I haven’t decided yet… 

VO：Can I have ur study plan? 

6D：Sure. Here u are. （递上 study plan） 

VO 翻看着，然后，码字… 

2min 后，VO 把我的资料给回我：OK. 

6D：Is it approved? 

VO：Yes. 

6D：Thanks very much. 

VO：Ur welcome. 

五十五、2012.6.29 北京亮马桥美国签证 1000 水果 与大家分享经验 

到了我的时候，我提起一口气说：“good afternoon”（幸好没一激动说成 good morning

啊！） 

VO：“hello” 

VO:"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 

me:"excuse me?"（其实我大约听见了但是为什么要问呢？我也不理解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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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声音大了一些重复 

然后我就回答了 

然后 VO 不说话了 

然后我想这不行啊虽然昨晚上背的都忘了但还是记得一点的，于是我主动出击！ 

me:"i just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vo（本来在电脑上敲什么东西，听我说话了才问）:"which high school?" 

我回答了，还不忘加了个 KEY 作定语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VO 小姐开始撕绿条，我估计我当时笑的跟朵牡丹花似的

（就是这样→） 

我大声说：“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DAY” 

五十六、2012F1 半水果，6 月 29，北京安家楼签证的一点小经验 

我是预约的 7 点 15 的 visa，于是乎从 6 点 15 到哪儿到结束 9 点，一用了 3 小时。我建

议大家尽量早到，准备东西尽量齐全，你可能觉得我说的是废话，但是等你真的到了大使馆

才会发现很多人这个没有弄好，那个没有弄好，很多人都在一旁现弄东西。。。不但麻烦而

且扫兴 

准备的东西不用说了，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需要把中信银行的收据（厚的那张）

贴在 DS160 上，而且要在 DS160 上写上你的中文姓名，姓名电码，家庭地址，工作单位，

以及你去的美国的学校（后 2 项貌似不用写，但是保险起见。。。）其次，关于在护照上贴

照片的事情，有兴趣的可以去贴下，不过我就是没贴，而且到最后都没有上交签证照片，我

问工作人员他们竟说不用上交了。。。于是乎我就走了。。。最后，建议大家的 DS160 用

激光打印机打印，以防万一。 

我估计以上 3 点是大家比较容易遗漏的了，我在大使馆看见好多人都因为这个废了好

多事儿。 

还有大使馆不让带各种电子设备，包括 u 盘，手机等等，笔呀，甚至是不能收缩的伞

都不让带。。。更不用说吃的了。。于是我等待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在扔东西。。 

下面说说的的签证过程。。。 

我是我们的第 3 个（一共 3 人一组），第一个就是水果，第二个就比较墨迹了，问到

了导师和研究领域。到了我也问了这些。。只不过我说了我到了学校再定。。。。（下面是

我的面试过程，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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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好 

VO：好。。。 

Vo：你去哪个大学 

我：（我没听清）您的意思是我去哪个大学么，我去 SBU 

VO：你专业什么？ 

我：ME 

VO：本科专业呢？ 

我：工业设计 

Vo：有导师么 

我：没有，但是我下载了一个教授的 CV 你看么？？ 

Vo：不看。。。也就是说你没有导师是么？你什么时候定导师？ 

我：到了再定。。 

VO：你研究方面是什么？ 

我：我没有研究方面，到学校才定，不过我想研究机电一体化。。。（被打断了） 

Vo：去几年？ 

我：2 

VO；开始撕条了，祝你旅行愉快 

我：谢了 

五十七、20126.27 上海签证 1000 水果 

vo： Why do you like xxx？    

wo：当场楞了（还没从刚才的瞬间紧张中走出来），因为垮专业，想从之前专业入手，刚开

口就被打断了 

vo： Why do you like xxx？ 

wo：马上换个方面入手，于是介绍工作情况，也没开几口。又被 vo 断了。    

vo：这次又说了一遍，vo 还急了来了句中文，为什么喜欢 xxx?    

wo：。。。(顿时懵了，心想估计没戏了，然后紧张下瞬间反应)赶紧用最简单的话说 it can be 

used in my work？   

vo：略带疑惑的说了句 it can used in your work! what's your work？    

wo：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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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bout what aspect？ 

wo：赶紧回，electrical engineer（之前干过这个工程师，但是不带这么说的，那个时候一紧

张就这么说的） 

vo:大概问了下你工作是干嘛的，（因为已经觉得结果是被拒的，所以后面现在都空白了） 

wo：I design the low-voltage distribute system？（发现漏了单词，比较关键的，一口气说完

了，没敢往里加，本人英语烂）   

等着被拒的时候，vo 突然说了，通过了。把我吓坏了 

五十八、20126 月 21 日广州签证经历，非牛校 MS，自费，水果程度俺都不好意思了 

面签，排队是观察，避开看起来很严的签证官，然后到一个戴眼镜白人大叔前：   

 Vo: ugoing to study in US? 

 我：yes 

 Vo(接过 I20, 护照，确认页)：so you study in xxx university, what software u develop?（I20

上 major 是写 computer software engineering） 

     我有点懵， 没想到他会问这个，这个问题没答好，直接说工作时开发的软件，被 vo

打断（如果各位觉得问题不好答或没听清楚时，最好问问再回答，别自顾自地就说开了）。 

 vo: whatu focus on？ 

    我开始说专业信息，什么这个学校的专业不错，某个研究方向很吸引我，和教授交流

过，然后又被打断，这时感觉不妙。   t 

 vo 开始敲电脑，我相当紧张。    

 突然 vo 转过来说： ur visa is approved. 

 我都懵了，自费的 ms，连录取信都没掏，vo 就看了张 I20，然后过了。走开后才发现

邮寄单都没给，跑回去递给 vo，vo 欢快地说：oh, u forget this, ok, bye. 

五十九、20126. 20 号上海面签，好像也不怎么算水果。分享一下 

19 号中午到了上海，地铁二号线到静安寺下车，不知道是不是下晚了或下早了，反正

走了很长的路，问了人，在南京西路一个路口左拐，再左拐，就看见长长的队伍。找了几个

同样出去读研究生或博士的问了一下该带的东西，觉得差不多就好了。这样子大概认了一下

路，就去找订的酒店了。（面试的前一天中午会往邮箱里发一个入馆单，不用打印，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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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约的是八点半的面试，六点五十起床，吃了点第一天买的东西，洗洗就出发

了，7:30 到了梅龙镇广场，底下排队不是很长，以为今天人少呢！包在对面存了以后（存包

20 块钱），出示 DS160 确认表，领邮寄单，填好，很快就上楼了（八楼），这里要注意的

是：上楼的时候人家会问你预约时间，面试时间很晚的话是不会放进去的，所以也不必太提

前去，我进去的时候是只放 9:00 的面试时间以前的人进去。出电梯一看，好家伙，全在这

儿排着呢！大概排了半个多小时，队伍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很快，就进了一个很小的大厅。

比想象中要小，差银行大厅远了。过了安检以后，去递交那五份必须的材料，工作人员会将

其排好放到一个透明的夹子里，告给你去哪个窗口按指纹。之后就是面试了，和以往有点不

一样的地方就是大家先排队，每个窗口前排两个人，一个面试，另一个在后边等待，等前面

的人面试完以后后面的就补上去，然后队伍里边再补到刚才等待的那个人的位置，和以前在

论坛里看到的分小组去面试有点不一样。轮到我了，面试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白人，（那天

不知道怎么的面试的基本上都是白人男性）。前面的哥们不知道紧张怎么的，面试不是很顺

利，反而面试官一直在问，旁边走了一个又一个，我还是在这里等的。前面的兄弟最终还是

被拒了，他还想和面试官说点什么，但是人家耸了一下肩就不说话了。于是我走上去，把握

精心准备的一大堆材料一放，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人的对话： 

Me: Morning, Sir! 

VO: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Me: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O: I am fine, thanks! So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e USA? 

Me: I am pursuing my Ph.D. degree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University of *****, and now I 

am a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VO: So you are a master, which school are you studying in? 

Me: ***** University. 

VO: I see. Can you talk about some details your program? 

Me: OK, my research is focused on structural mechanic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of 

composite structures……….（说了一堆，他开始在那里默默的点头。） 

VO: Ahh, structural mechanics!（开始打字） 

（我一看没声音了，赶紧把提前补充的说了一下） 

Me: The composite structures have wide applications in the civil structures and bridges, 

especially in China. 

（点了点头，又没音了，我又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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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Do you want any documents about me? 

VO: No, thank you. 

（又打字，我也没话题了。突然他很高兴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见，然后直接中文跟

我说：） 

VO: *****（学校的地名）是我的家乡. 

（太突然了，也没准备啊！） 

Me: Oh.（只能这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VO: that’s a beautiful place, it’s really beautiful……（说了好几遍）] 

Me: Yeah, I heard that. 

（开始笑了，我以为差不多了，结果又开始发问） 

VO: Why do you choose this university? 

Me: （幸好有准备）I choose this university because I choose Professor *******, his 

research and projects are well-matched with what I am doing now. 

VO: OK! Have a nice trip! 

（把 I20 和 SEVIS fee 收据给我，原来听说要发什么黄条的，什么也没给我，我顿了一

下） 

Me: So I am approved? 

VO: Yes, you did a pretty good job! 

Me:（大喜）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六十、20126.21 上海 1000，无奖超级大水果 

LZ：hi，professor（紧张了啊...）    

VO:去美国干什么（英文）    

LZ：去 binghamton 读研    

VO：在中国读的大学（中文...估计 LZ 的英文比较坑爹，被 VO 鄙视了...） 

LZ：yes    

VO：谁是你的赞助人（依旧中文，LZ 快哭了...）    

LZ：my mother    

VO：你可以走了（甩给 LZ，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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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一愣：am I approved（没说完） 

VO：对，你通过了。 

六十一、2012 沈阳 6.20  

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爸妈干什么的？ 

六十二、20126 月 1 日 上海 1000 三十秒水果 

VO: Why are you go to US? 

Me: To pursue my master degree of XX in XX. And I have got my scholarship. 

VO: What you will do after graduation? 

Me: I will do my best to apply for my PhD education and then come back to China to XXXX. 

VO: 你通过了。（是用中文说的） 

六十三、20120611 上海 F1 签证详细过程 1K 水果 

5 月中下旬约的上海 611 早上第一波 7:45 签，随即预定了美琪大戏院客房部的房间（美琪

大戏院客房部就在美国驻上海大使馆的马路对面，从住的房间到排队的地方 2min 即可。房

型也比较多，普通单人，豪华单人，普通双人，豪华双人，三人间。普通和豪华的区别应该

就是有窗无窗，有窗才房间可以看到签证排队的队伍哦~总体环境还不错，价格也还算公道。

我住的是普通双人，230RMB/天）。     

611 具体行程 

   

6:30 起床 早饭 

7:10 就只带签证材料下楼排队（因为不能带包包和手机神马的进签证大楼）。当时已经有很

多人排队了！目测 150~200，排了两队，7:45 一队 8:30 一队，8:30 的必须等 7:45 的进完了

才放行，浑水摸鱼是不行的，放行前会核对预约时间，所以也不用去很早~约了几点，就提

早半小时去就好~听说有 6:00 多就去的。。实在也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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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填邮寄护照的 EMS 单子。排队登记 DS160 确认单，确认的确是预约该批次的人，并得

到预约号码（不是预约的时候接线员说的一串数字，是根据姓名拼音重新编的），凭预约号

码拿到一个号码牌，凭号码牌进楼排队，进楼前会有人提醒你检查是否带了手机等不允许带

入的物品。 

7:30 进楼。上八楼排队。（有些电梯是只到 7 楼的，有些是到 8 楼及以上的，进电梯的时候

注意看） 

7:45 放行。进去安检（安检的时候要脱皮鞋，解皮带）。按要求整理好必须的材料，排队确

认材料，此时收掉 EMS 单及 sevis fee 收据的绿色联。确认材料之后，排另一个队，扫 DS160

确认单的条码并扫描指纹，先左手除大拇指以外的四指，再右手除大拇指以外的四指，最后

是两个大拇指（扫描指纹的白人老太太居然会说中文！）。扫完指纹再排一个队，这个队就是

VO 面谈的队。    

8:20 排到我了。具体与 VO 的对话如下：    

VO:Morning!    

ME:Morning, Sir!(递进材料) 

VO:(看了一眼材料，收下护照和 DS160 确认单，看了一眼 I20，随即退给我)So, Ugoing to XX 

University?    

ME:Yes. 

VO:Your major is Chemistry?    

ME:Yes, Chemistry, General. 

VO:(猛点鼠标)Do you have any working experience?    

ME:No, I am a senior student and I will get my bachelor's degree this July. 

VO:(一直看电脑，猛点鼠标)通过了！（说的是中文！）    

ME:Thank you very much! 

六十四、2012 年 5 月 29 日 北京 F1 1000 水果 

所需材料清单：   

A 类别  必须用到的 

1. 护照   护照封面贴上 51*51 的照片 护照尾页签名处签上自己的姓名

2. DS-160 表格 表格右侧空白处写上中文名字，名字电码，中文地址，单位和电话号码    表

格下方空白处贴上签证申请费的绿色收据单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54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3. I-20 表格，记得在签字处签名和日期

4. Offer Letter

5.中信银行美国签证申请费的收据 白色那联 要盖章的 绿色的粘在 DS-160 表格上 

6. SEVIS FEE Receipt

B 类别  非常有可能会用到的 

1. Introduction to the University

2. Introduction to the Department, courses and major

3. Official transcript 【两个成绩单，一个封口盖章的，一个拆开的】

4. Certificate of Study

5. Bank Deposit Certificate

6. Affidavit of Support from Parents

7. Work and Income Certificate of Parents

8. Introduction to Parent's company

9. GRE and TOEFL Score Report

10Resume    

11Study and Career  Plan 

12Certificate of Scholarship and Honors during Undergraduate study 

13Emails with University's Assistant    

14Personal Statement    

C 类别  最好还是带着吧 

1. Family Photoes

2. 户口本，爸妈结婚证，房产证，妈妈独生子女证

3. 家里的存折 还有存折的小账单目录

4. Recommendation Letters 申请时候用的就行

别管有用没用，反正我是都带着了。。即使没用到，心里也更加自信了，有底了。。。 

2012 年 5 月 29 日 14 点 15 北京 F1 1000 具体过程： 

总结的话就是一个字：累。。。从 10 点半家里出发，12 点半才到了美国大使馆。 地铁 10 号

线亮马桥下 从 B 口出来 向直走 200M 左转弯就行了。。可以问问周围的警察，在德国大使

馆周围   

STEP1： 排队进大门口 有个警察 只要 DS160 表格和护照。。看看是不是本人就行了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55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STEP2： 只要护照，检查是否预约里面有你的名字 

STEP3： 护照，I-20，DS-160，签证申请费的收据白色联，要盖章的【绿色的贴在 DS-160 上】 

STEP4：收回刚才的材料，分组，按手纹 

STEP5： 排队 等面签吧。。。 

【TIP】不要带水，笔，P4 手机之类的    大使馆对面旁边小店有寄存的 20 块貌似 

12 好窗口 是个白人阿姨 40 岁左右。。前面 4 个估计商务的弄了 30 分钟 过了。。2 个旅游

的 也过了。。。挺仔细的。。。但是我材料都准备了，所以仔细点也好。。 

ME：hello，Madam, Nice to Meet you, I am applying for F-1 VISA, these are my document.    

VO: 拿到 材料后开始向电脑打字。。。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udy?     

ME: I will pursue my MS Degree in......in.....University. 

VO: 继续打字，why choose this University? 

ME: Because ...is among the tops in the USA in the program of...., and it has a good reputation in 

China, this will be beneficail for my future career in China. And, the major is same to my major 

now in ....Univeristy, I think this will be good for me to study there. 

VO:继续打字，do you have taken GRE or GMAT or.... 

ME: YEAH, I have taken GRE and TOEFL exam 

VO:where are you studying now? 

ME: I am now studying in ..... for my Bachelor Degree. 

VO:when will your graduate?    

ME: In the next month.    

VO: who will support you during graduate study? 

ME: My parent will pay the tuitions and fees for my study in..... 

VO: what are your parents Job? 

ME:MY fathers is ......And my mother......And do you want see the bank deposite certificate? 

Vo:YEAR, OK    

ME: This is the bank deposite certificate. And this is the statement of my parents. And this is my 

father's work certificate. And this is【被打断了】    

VO：打断了我，我本来还想给她爸爸公司的介绍呢。。。。看了一眼银行冻结证明，爸爸工作

和收入证明。。向电脑打字。。【我知道 我能过了吧】   

VO：中文说的： 你-通-过-了。撕白条【29 号过的是白条，有看到有人出来拿的粉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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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 CHECK 还是 REJECT】 

ME：Thank you. 

六十五、201112.1 F1 广州 1000pass 超级大水果 

LZ:morning~~~~ 

VO 理都不理我 

好吧..你不理就不理呗 楼主把之前的 SEVIS 费 DS160 确认 中信确认和邮寄单给了他 

(对话为英语..因为不记得 VO 确切是怎么问的了..so....) 

VO：你去美国干嘛？    

LZ：上学 

VO 准备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房间里有个告诉别人要交什么表的工作人员正好开始拿大喇

叭喊话 

直接导致VO 连续问了5 遍LZ 问题 LZ 都没听清 一直要求VO 重复       

VO 也很无奈 把麦克调到最大..大到整个房间都能听到.. 

VO:哪所学校? 

LZ:XXX 

VO:你为什么选这所学校？    

LZ：其实这是一个我所在大学与 XX 合作的一个本科项目,我老师有写一封信关于这个项目的

详细详细，你需要看吗？ 

VO：不用... 

然后 VO 一阵敲键盘... 

然后...然后就拿了张绿条给我..告诉我过了... 

六十六、20126.15 上海 F-1 面签(返签)，Chem Master 顺利通过 

本人 10 年广州第一签，专业 MS in biochem，当时是顺利通过(不算水果)。之后 11 年转学，

专业 MS in General chem，然后今年回来返签。 

预约的时间是 8:30，我大约 7:50 左右到场，看到那外面排的长队啊...不过有入馆单的话在

预约时间之前的半小时内根本不用去排，直接走到队伍的最前列找保安说是几点入场的，保

安就会先让你填快递单，然后发牌子给你，拿到牌子后左转入场(馆内是没有存东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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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馆外有个地方可以存包，忘记叫什么了，因为我除了材料啥都没带直接进场了)。    

上到 8 楼，其实排队的人不算太多，没有广州那么夸张，等了大概不到 20 分钟就进门安检

了，脱鞋解腰带，反正差不多就是 JFK 机场安检的那一套。在门外排队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发

文件夹，把护照，DS-160 确认页，签证费收据第一张，快递单，I-20 表和 SEVIS FEE 收据放

进去。进门以后先在左手边检查材料，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去 1 号还是 2 号窗口，有些人可能

会被抽查就会被送到 1 号窗口，没有被抽查的就直接去 2 号窗口 ten print(以前打过也必须

再打一次)，之后进入签证队列。离打指模区域最近的是 4 号窗口，里面坐着个看上去就很

慵懒的白人女性，完全是传说中的大水，我在排队 ten print 快排到窗口的时候留意了一下，

那窗口过去了三个签 F-1 的，第一个问了 how old are you 之后就给过了，第二个问了去哪个

学校以后给过了，第三个看了 I-20 表直接啥都没问就给过了...速度简直比打指模的队伍还快。

我当时就想要是能在这个窗口签估计就有不被 check 的希望了，结果经过了大约 20 分钟的

排队，我还真就被分到这个窗口了，人品啊。。。以下签经： 

VO: Hello.    

我: Hello officer, how are you? 

VO: I'm fine, thanks. Why are you going to US? 

我: To continue my study in XXX university.     

VO: Are you studing in BS? 

我: No, MS.    

VO: OK. May I see your research plan and resume? 

我: (心想估计要被 check 了，拿出 CV 和 plan) Sure. 

VO: (阅读中，貌似没看懂) Can you explain your research to me?     

我: OK, BLABLABLA...(大概解释了下我的 research 都干了些啥，有啥用) 

VO: OK.(开始敲键盘，大约半分钟后，把 CV 和 plan 还给我) 

VO: Your visa is gonna approve. Have a nice day. 

我: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六十七、20126.14 上海 1000 热热闹闹的水果 

V: 你好 

我： 你好，我在下面等太久了，有点喉咙痛，可能声音会不太清楚（这是真的） 

V： 没关系，你几点钟来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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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9:00 

V：哦，那是挺久的了，你去 XXX 读 XXX？ 

我：是的   

V： 你现在还在工作吗？ 

我：我的实习期到 XXXX 

v：（看了看表），哦，那已经结束了啊 

我：是的   

V：恭喜你，你通过了（这里来了句标准的中文） 

六十八、20125.29 成都 1000 过 

我：How are you?（vo 不甩我。。。顾自己看电脑。）    

vo：cool，××1（我要去的学校名字）！Why don't you go to ××2(瞬间感觉这个 vo 忽然自嗨，

后来想起来好像是我寄送 GRE 成绩单学校中的一所，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没想到这一出慌乱之下）I like ××（我要去的学校).. 

vo: if ××2 admit you, will you go? 

我：yes， its rank is higher. (前后矛盾了......结果 vo 很赞同地点点头，难道他觉得识时务者

为俊杰么……) 

vo: what job can you find after graduation? 

我：I can work in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um...actually I plan to work in ×× university in my 

hometown.blabla..My dad studied there and he has many friends in that school. 

vo: Does your father work in that university?    

我：No, he studied there. Some of his classmates work in that school.    

vo: What's your father's job? 

我：blabla.. 

vo: What's your mother's job? 

我：blabla..    

vo:Good luck! 

六十九、20126.4 日上海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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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Which University will you attend? 

ME:  I'm going to U of ****, **** (学校名字还没念完，她就 ok 了一下，问下一个问题了) 

VO: OK, your major? 

ME: Computer Science. 

VO: OK, focus on..(问具体研究方向) 

ME: Graphic technology, Computer Graphics...(正欲展开讨论，美女发话说我通过了) 

VO: 通过了！(超级标准的中文！) 

七十、2012612 上海 F1 签证 1000 通过 

VO：Hello. 

Me: Hi, nice to meet you. 

VO: which school do you plan to go?    

Me: I am going to XXX.    

VO: what degree?    

Me: I am going to pursue Master degree there.    

VO: where did you get your last degree? 

Me: I got my Bachelor degree in XXX, wuhan. 

VO: Your hometown is Liaoning, you study in wuhan, So why do you go to Shanghai for visa? I 

mean, you can go to beijing, or guangzhou. 

Me: Because I am an intern in a company in SH. Do you need to see my working card?     

VO: no. 

VO: what your parents do? 

Me: They both XXXX.    

VO: which area do you plan to study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Me: Power electronics. 

VO: Do  you have a research plan?    

Me: Yes! Here.    

VO 关了麦克风跟旁边的一个女的研究了半天，还表情比较夸张的读我的 study plan，我听不

到他们说什么，但是从表情我总感觉不妙的样子。大概把我晾在一边 1 分钟左右，他又重新

打开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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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K，you passed. 还给我 I20 和 sevis 收据。 

Me: 愣了 2 秒钟，thank you very much！ 

七十一、20126 月 3+1 日北京 1000 大水过 

到我了，VO 换了几个问题： 

what are u going to study in NYU?    -***** 

What is your undergrad school?    -*****   

Do you take the GRE?   -Yes, u want to see my score report? 

No☺, what's your score?   -****    

Oh, that's good! (撕条 ing)    

Have a nice trip!   -Thank you! 

七十二、20125/31 北京秀水水果全过程及使馆评价 

me: Good morning, sir :) 

vo: Good morning mam. thank u for ur patience: D （这叔笑起来巨像费翔！！！后来知道真相我

妈妈要哭了~）Could u plz ur left 4 fingers on it?(10prints: 左 4-右 4-双拇指）然后他开始敲字。 

vo：So... U go to Univ. of XXX, right? LOL(这叔一直在笑...好囧）I got my master degree there: D 

me：really?!!!（居然碰见学长!) such a small world! 

vo: hah yeah. So what's ur major? 

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fairs.    

vo: Trust me, it's not easy:)    

me: hah I will be fine.      

vo: ok. So did u get any scholarship or financial aid?    

me: （你终于让我说了，你自 high 了好久啊亲！囧)yes sir. I got a merit scholarship with a 

fellowship. And I also enrolled in Honor Program & Pioneer Leadership Program.    

vo: Proud of u:) do u have relatives in the US?     

me: Not at all:)    

vo: ok, ur visa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Have a nice day:D 

me: thank u sir. U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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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20125.31 成都领事馆水果经历,communication 专业 

LZ：Good afternoon, sir! （lz 最近一直看 the game of thrones，自认为这句话还是说得有腔有

调，颗粒饱满滴！）    

胡子叔：（面无表情）good afternoon. Your major in university was communication, why did u 

choose this major ? 

LZ：（继续微笑）Because in 2008, the earthquake struck our city seriously, and during that time i 

saw how media helped my hometown to get timely aids and i started to realize the power of 

media. And then, i decided to study communication in university because i want to help more 

people by the power of media. 

 胡子叔：（开始刁钻第二问了！）but currentl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of chinese media and 

which one do u think is the worst aspect? 

LZ: （从容应对——其实紧张得开始出汗了= =）I think the censorship of chinese media is too 

strict  currently. But the circumstance is changing now, and according to my internship experienc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media industry in China has a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简要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国内媒体的审查制度太严厉了，但是这种情况正在转变。通过我实

习的经历我也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媒体产业将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此我深信不疑。)    

   胡子叔：（第三问追击）100 years ago, chinese media were honest and brave, they would 

publish everything; now, however they dare not to speak of anything. 

（然后他就用深邃的目光凝望的 lz，一切尽在不言中，意思是：你怎么看？？？） 

  LZ：（再次舒展微笑表达自信！！）as i mentioned before, i believe this situation is changing and 

will be better and better time after time.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whole world 

keeps changing, and i think soon we can talk and share our ideas freely again.      

  胡子叔终于词穷了！淡淡微笑了一下用键盘录入信息，说了句“ anyway”，给我了绿色的

小条~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thank u 之后就奔了。 

七十四、2012 被签证官调戏，其实签证很轻松，大家放松心态 6 月 1 

到我的时候，签证官面色惆怅，所以我就让自己尽力的笑，果然签证官听了我那句，happy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后，也开心的笑了，还调侃我，说虽然不小了，但是有颗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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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给我你的护照    

ME。我由于有些紧张直接把四个公文包全塞给她了，让她自己找

VO，（翻到了我的 resume 发现我去过澳洲读高中，）问我在澳洲为什么回来    

ME。告诉她美国商科好，一系列官方的话。 

高潮来了。。。。。。 

VO，给我说一个你最喜欢的悉尼海滩（满脸都是笑），，应该是想考察我是否真的去过澳洲。。 

ME，bondy joncation. have you been there?    

VO, yes ,    

ME, but , i havent seen you    

VO., o,i were a red bikini. 

七十五、201261 儿童节北京新馆，一签，算是水过吧 

时间：6.1 预约的 8 点 45，实际出门 6:30，到邮局恰好 10 点    

地点：安家楼，使馆新馆 

背景：去年去过一次美国交流   

过程：（全程是英文，但是有的单词不会拼，所以……）     

VO：Hi 

我：Hi        t 

VO：给我你的材料（貌似是，我没大听清楚……）    

我：给了 DS160，护照，SEVIS FEE，还有 I20 

VO：So 你是去 XXX 学校学习 MASTER OF SOCIAL WORK? 

我：是的    

VO：介绍一下 social work 

我：（又没大听清）介绍 social work?    

VO:是的     

我：（我在家看了一眼维基百科，但是，忘记了）他是关于帮助穷苦人们，儿童和妇女的（家

庭暴力什么的不会说）   

VO：你主要研究什么？ 

我：职业病   

VO：什么是职业病？ 

我：人们在工作中得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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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你觉得中国职业病普遍么？    

我：（异常坚定的）YES!（本来想介绍王克勤的大爱清尘，不会说，又想说你天天站，估计

腰啊手啊什么的会有职业病的，但是没好意思说，于是就只有个异常坚定的 yse) 

VO:（鼓捣了好长一阵子电脑）你去年去美国 XX 大学了？ 

我：是的，去年。    

VO：你通过了，enjoy your study in America.    

我：谢谢 

七十六、20125.25 上海超级无敌大水果 

LZ 排的是 10 号窗口的一个白人小姑娘，看上去老严肃的，在我之前面试的那个人，只是去

旅游，被反反复复问了好久，搞得 LZ 都紧张死了，结果……    

问：你去哪个学校啊？ 

答：XXYYZZ    

问：是 master 吗？    

答：Yes    

问：是 XXX master 吗？         

答：Yes    

问：你上次交流是去 XXX 学校吗？（LZ 曾经有在米国交流的经历） 

答：Yes，上次去了一个学期（LZ 当时就觉得，要是再只说 yes 就太夸张了，所以又加了一

句话……） 

"OK, you've been approved." 

七十七、20125.22 sh 差点跪了的感觉 

VO:你好。。。你今天为什么来这 

I：我想去美国 xx 大学读本科所以来申请 visa    

VO:oh 为什么是 xx 大学？ 

一下子被问懵了。。。纠结了一会只能说 我认为 XX 大学的 accounting 还不错。 

VO：给我你的成绩单。    

我资料拿了太多又有点紧张找了半天，以至于那个台面上都是我的材料- -然后就给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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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你父母在哪里工作 

一边找一边回答的- -当时还给了很多材料给她，她都不要、、、    

VO：xx 大学在哪里？ 

I:xx,NY 

VO：在东南西北哪个部分- -擦了。。。 

I:西北。。。结果搞错了。。应该是东北    

VO:怎么可能。。然后再手里比划了下-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然后她用中文说 东南西北 应

该是东部、、、 

I:im so sorry im very nervous！blablabla    

VO:ok 打字。。接着问我学习计划    

I:读本科然后想考 cpa    

VO:cpa 很难的！    

I:我有信心~ 

VO 皱着眉头打了会字。。然后问我你的意思是毕业了要在美国工作吗？表情有点 sigh 

我心领神会- -连忙解释 我想考完 cpa就回国工作 流利的英语和美国文凭能让我更有竞争力 

我看见 VO 删了点字又打了上去，然后就和我说 youve passed – 

七十八、20125.22 北京秀水东街签证处 1000 半水果详细经历 

面试我的 VO 是个看上去很 nice 的白人男子，左边还有一个白人女和拉丁裔女，右边还有一

个白人男 VO    

建议女生还是找男 VO 吧..毕竟异性可能好说话...    

到面试官窗口先让你按指纹，然后问了大概如下几个问题，当然是英文对话，我就打中文了 

VO:你去过别的国家吗？ 

我: 2010 年去马代旅游 

VO：那你会游泳吗 

我:(笑)当然啊         (我觉得气氛挺重要的，当他问出这么可爱的问题时我觉得差不多就没什

么问题了)、     

VO:(看了我的 I20 后)你是要去 XXXX U？    

我:是的 

VO:你是转学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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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啊   

VO:你现在在哪个大学？ 

我：Beijing XXX U...... 

VO：学分能转多少？    

我：评估学分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们告诉我要花一两个月时间评估学分   

VO:你的托福分数多少(还是问我成绩单？实在有点听不清...隔着银行一样的大玻璃，而且 VO

说话也是平常音量，要特别仔细听才能听清) 

我边递给他 TOEFL 成绩单边说 101 

VO：挺高的分数嘛    

我：谢谢 (心想比我高的多的是啊。。。)    

VO：你考了几次？    

我：两次   

VO:第一次多少分？ 

我：98    

VO: 你觉得经济学会不会很难？ 

我：应该一般吧。。因为我还没学过经济学（跨专业 transfer） 

VO:(调侃语气)你真的喜欢经济学吗？ 

我：（无语）是啊    

VO 之后好像就没再说什么，气氛也一直很和谐~然后就给我开小红条了    

我：Thank u so much 

七十九、20125 月 17 日 秀水东路 2 号 1000 水果 

本人第二次赴美签证，上一次是 09 年硕士签 

下面是对话记录，都是英文问答。写成中文，这样简单。 

 ME:早上好。    

VO：好。    

递东西，她看到是 GMU，有点小激动，笑。 

VO：你要去 GMU 啊，我知道这个学校…… 

ME：对，靠 DC 很近。 

这些 VO 不管是来自哪里，大概都会在华盛顿培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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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给我描述一下你去读这个 PHD 时的情况，是上课，写论文，还是教课之类  

ME:我大概头两年会先上课，然后参加资格考试，通过了后会开始写论文。同时，学校给了

我一个助教职位，我会教两个 COM 基础课。 

VO：我看到你是个英文老师？   

ME：对。    

VO：而且你以前在某某某国际学校工作过？你教什么？ 

ME：对，我是中文老师，教学前到五年级的中文。 

VO：你最喜欢哪个年级？    

ME：我特别喜欢带学前班。 

说完我又忍不住八卦了一下 

ME：美国大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    

她笑着点头，表示知道。我没有提她在我的中文班过。但是当时有点后悔说这个事情，她一

直在打字，我就一直想是不是我太八卦了。   

VO：你以前在美国读过书？    

ME：对，在维吉尼亚某某大学，COM 硕士。    

VO：嗯。你喜欢篮球吗？    

我知道她已经问完该问的了。 

ME：喜欢。     

VO：GMU 的篮球挺不错，你可以看看。去年他们不好，但是今年还不错。 

ME：是吗？    

VO：嗯。你通过了。    

ME：多谢。 

八十、09 年 4 月 24 日下午，北京 1000 小水果 

F1，G.A 职位（95%奖），有一个姐姐在美国（绿卡），Liberty University（只申请了这一个），

读研。三年工作经验（比较知名的国际学校）。 

硬伤：家人在美；只申请了一个学校；稍微转了专业（大学学教育，工作也是教育，申请的

专业是 communication studies)    

签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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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前：    

因为平时上班，住在青岛，预约了周五下午的。周四下班后坐火车，T26，硬座，9 个小时，

晚上 8 点半发车，早上 5 点半到了，很久没坐火车了，痛苦。    

没事干，就在火车站候车厅待到八点，吃了碗泡面。把准备的材料看了一遍，材料准备得相

当充分（用了一个 40 页的文件夹，分类放在里面），连我自己都被说服了 。以前在北京读

书，但又三年没回来了。只知道大使馆在亮马桥那，办过奥运后，北京的地铁线路很发达，

而且只要 2 元，随便换乘，预计 1 个小时能到，结果半个小时就到了。    

如果有从北京站去的人，可以坐 2 号线，然后转 1 号线，再转 10 号线就好了，具体怎么转，

到时候一看地铁线路就明白。 

   从亮马桥出来就是使馆区了，问一下路就找得到，走 5 分钟左右到美国大使馆。外

面有很多人在等的地方，就是签证处了。右边的门进，左边的门处，马路对面有个签证什么

服务的地方二楼就是办邮递护照的地方。   

 到的时候差不多 10 点。就站到人堆里观察，大部分是旅游和商务。有一两个家长在等孩子

办留学签。   

从我看到的情况，情况大好。现在学生签证少，不敢说学生的好签，但商务和旅游的确实通

过率挺高的。10 个出来的人中有 8 个左右都拿到黄单了（办邮寄的单子）。看了一个半小时，

就去附近吃饭了。   

 附近吃饭的地方很多，有一个酒吧一条街，里面也有中餐厅，还有一个女人街，里面小吃

特别多。为了省钱，我就去了个小餐馆，吃了一碗面。 

   酒吧一条街里面有个公共厕所，不是好找，但一问都知道。      然后就在附近溜达了

一下。 

签证中 

我的是 2 点半，所以在 1 点的时候就过去了，问了一下门口的**，说可以进，然后就进去了。

所以签证预约的时间只是大概的时间，一个时间段里面的人可以早进。进的时候给**看一下

护照。    t 进去后再门廊那有三个队，左边移民签证，中间美国公民服务，右边就是非移

民签证。     门口有个人一批批地放人。       放进去之后有两个人坐在那签到，给她看

护照和 156 表，对名字。她的表上有名字，名字后面还有别的信息，预约时间，预约号码啥

的，但预约号码没用上。之后就是安检，没有之前了解的那么严格，只有电子设备不让带进

去，手机、USB 啥的都要拿出来，放一个小格子篮里面，给你一个排，出乎意外的是，这个

服务也没收费。         安检的时候也不需要解下皮带和鞋子。钱包别的东西都可以装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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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带了一个背包，直接过了安检，就可以背过去，不影响。安检后经过一个长廊，走过

一个小院，就到了面谈大厅。大厅就像银行那样，十几个窗口，但是厅很小，所以很挤。 

进去后就在一楼，到最右边的三个窗口任何一个把所需的材料都交了，交给一个窗口就好，

包括护照，I-20，156，157，158 表，SEVIS FEE 收据和中信银行的收据（一个贴在 156 表上，

一个自己的也要给她，盖一个章后还给你。）交好东西后，就会收到一个颜色牌。除了自己

的那个收据，别的东西就都交上去了。        我收到的是苹果绿，然后就去找到右边找自

己的队伍（一样颜色的）。      等着服务人员领一个颜色的队去按指印。摁指印有两个窗

口，靠着交材料的窗口，所有窗口都一样的布置，除了这 5 个窗口，剩下的左边的窗口就都

是面谈的窗口了。 

   一会我们的队就被带到一个窗口摁指引，要弄三次，先是左手四个手指，右手四个，然后

两个拇指，窗口旁边坐了一个工作人员帮助。 

  弄完指印就到大厅的左边的那些队伍里找自己颜色的队，再等就是面谈了。     同样，

工作人员会喊什么颜色，然后那个颜色的一条队伍就被带到一个窗口，所有这个队伍的就都

在这个窗口面谈。    当时好像有 6 个签证官，由于我不是很清楚谁是谁，所以不知道他们

在网上被称为什么。    有两个东亚裔女的，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MM（给我签的），一个

印度裔的，还有一个不清楚。 现在学生签证真的是很少，整个大厅没看到几个学生模样的，

大部分是老人，商务。      我前面有三个大哥，一个公司的，还有一个女士，也是商务，

后面也有一个商务女士。 

没等很久就被叫到，领到那个白人 MM 那。 

她态度很好，三个商务大哥一起先到窗口，她可能说一个一个来，商务大哥说我们是一起的，

她就笑了。之后谈话时也经常笑，半分钟不到就都签过了。 

之后是前面的商务女士，好像缺了什么东西，说了一会，也过了。（都是用中文）。 

然后就是我，因为有一些硬伤，也没指望能秒过。但整个过程还挺快的。 

   面谈流程（全部用英语）   

MM：Hi. 

wo : Good afternoon! 

MM(Smile): You are a teacher? 

wo: Yes, and I am also doing Chinese Coordinator(国际学校中文部主管） 

    MM: Why go to Liberty? 

wo: Because it is the biggest Christain school in the world and the largest private school in VA. 

And it also offers me a G.A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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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Nod):I see you have a sister in U.S.    

wo: Yes, she is in U.S.    

MM: What does she do?    

wo: She is a housewife, she has three babies. 

MM(suprise,smile):So what does her husband do? 

wo: He is a teacher in a school. 

MM: Are they holding green card or American citizen?    

wo: My sister holds green card, my brother-in-law is American citizen.    

MM:Can I see you acceptance letter. 

wo: Here you are.     

MM(Nod, smile,holding my I-20): Here says, the school pays part of the tuition, and you pay part 

of . 

wo: Yes, the school pays most of it.    

MM(Nod): How long will you study in U.S.     

wo: 3 years, 36 months, it's on the I-20.    

MM(Nod,smile)撕条。    

wo: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MM(smile). 

八十一、北京签证路线及使馆内外手绘地图,补充详细个人面签经历,N 多细节,非水 check 

VO：next~    

Me：Good afternoon, I'm coming for my student visa   

然后把 DS160 护照，I20，service 费收据递过去     

VO;:读 phd？ 

me：是，在 XXX 大学物理系    

（有感觉好像她一听到 physics 这个词就决定 check 我了）    

VO：去过美国吗 

Me；没，第一次去    

Vo：啥时候毕业？ 

Me；今年六月从 XXX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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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有学习计划吗    

ME：有，给（一股脑把offer letter 等全给了）     

Vo：导师有吗？     

Me：没，因为 XXXX 

Vo：所以你第二年才会有导师 

ME：对 

VO 埋头打字中……    

Me，对了，我这还有详细的学习计划，给你    

（边给边说：我又很多课要学啊） 

VO 笑，然后递给我张邮寄白条    

Vo： so， 你的东西要 3 weeks 再寄给你 

ME：（知道是 check 了）ok， thank you very much。 

八十二、20125 月 15 日上海签证全经历 

OV：where are you going?     

Me：I am going to Texas A&M University.    

那哥们开始打字。。。一会儿，   

OV：OK，What will you study? 

Me：Well, my major is civil engineering and I will join the materials group.    

又开始敲键盘。。。 

OV：And you are now at school?    

Me：Yes, I am a senior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Nanjing. 

OV：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USA?    

Me：Well, TAMU gives me 3 years to finish my study, but I think 2 years is enough.    

OV：Yes，2 years for master. 

笑了笑继续敲键盘。。我也笑了笑，心里期待着快通过。。。 

OV：What’s your plan? 

Me：Well, I will come back to my motherland and find a job here, I want to be a professor actually. 

敲键盘。。。我想，该结束了吧，哥。。 

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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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So, your parents will pay the money?    

Me：Yes, yes, my parents will be my sponsors. 

敲了一分钟的键盘，我知道该结束了。   

果然，   

OV：You are approved,so you can ……（太激动了，没听懂)    

Me：Thanks! 

OV 会把 I20 给你，其他基本材料都会收走，好了，可以走人了，等三天之后寄护照回来吧！

（I20 一定要拿回来，这个以后入关还要用） 

八十三、20125 月 11 号新鲜签经 

ME：Hi 递材料，必须的那些。 

VO: Hi, 看材料 which school will you go? 

ME: （愣了一秒：school 是啥意思？）Univ of……  

VO：That’s a good university.举着我的 I-20： For PHD? 

ME: Yeah. (难道不像嘛。。。) 

VO：Do you have your advisor’s CV?  

ME: I don’t have an advisor because…（被打断） 

VO：You don’t have an advisor so you don’t have advisor’s information, huh? (笑) what will you 

do for the research? 

Me: I don’t have a specific research area because my advisor is not assigned. The area will be 

chosen ……(我直接乱了，当时说的还不如这个好呢，直接就是%￥&*+@#……，平时练的词儿

全跑西天玩儿去了)  

VO: 点头，do you have a CV or resume?!  

ME: 终于问到我了。 Yes. Here 

VO: 不理我了，看了一眼我的 CV，开始狂敲键盘。。。 

ME：do you wanna see my study plan? 

VO: yes.  

ME: here. 

VO: 看了一眼 study plan，开始狂敲键盘。。。 

ME：干等着，又说：do you wanna se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gram?  

VO: good if you have one. 

M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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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看了一眼 introduction of the program，开始狂敲键盘 

ME: 干等着，反正我也没啥要展示的了，就这样儿了。我就盯着 VO 的手和键盘看。。。 

过了一会儿。 

VO：you are approved. 撕条儿，把材料还我。 

ME: 收材料，想：啥？不要 check？啥？approved？慌了，问：Am I checked?  

VO: no, no, no. everything is right. 

ME: thanks, have a nice day!.  

VO: you, too. 

ME: 颠儿颠儿的走了。 

八十四、20125 月 7 日 F1 上海 签经 

问 去美国干什么   

答 去 XX 大学读 XX。 

问 what is the degree? 

答 degree 全称。 

问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答 父母的工作单位。（然后转头准备拿工作证明，VO 示意不

用） 问 父母职位？        

答 职位。   

 VO 一直在快速的打字，然后我就等。然后 VO 又打字好一会儿，然后再打，，，，，，，终于，

递回 I-20 和 SEVIS 收据，用中文告诉我：好了，你通过了。我说“谢谢”。 

八十五、2012 5.8 日北京签证正常通过经验分享 

我：Hello,nice to meet u. 

VO(还在没有缓过神的笑容中)：oh~~so~~you are student? 

  我:yes, i will go to university of alb, and my major is computer science.（边说边把护照，DS160，

I20 都给他） 

  VO(一边看我的资料一边说)：Oh, it's cool. So you are go for master degree, right?  R 我：（没

听清，以为他说我是 master）no, my degree was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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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h, I said you will have. (边说边指指 I20 材料) 

  我：Oh,yes,yes, it's a master degree program. sorry, i'm a little nervous.(如果答错什么，说这

句是很管用的) 

 VO：（很大方的摆摆手笑着说）That's fine, i can understand. hmm, so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fter graduate? 

 我: I hope to work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network and cloud computing, it's a new technology 

and have a large market...    

   VO(在我还没说完时点头，然后插话)：Ah，yes,it's cool,it's really good. Hmm, so, what kind 

of firm do you like? a big one or some small... 

  我(在他配合着肢体动作陈述问题时，我就打断他了，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准备了很多遍的，

比较鸡冻)：Oh, my favorite company is BAIDU in Beijing, do you know it? it's top-ranked.    (其

实我不是真的很喜欢，只是这个有代表性，国产的，你懂得！) 

VO：（很配合我的点头）yes，baidu,i know it. oh, it's good. Hmm...(又开始看资料) so,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我:(一边翻我的文件夹，准备拿单位的收入和工作证明，一边说)They are both working in 

******. 

VO(摆手，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no, you could just talk. Oh, your parents must be proud of 

you.    

我：Thank you.    

VO:(又看资料) Hmm, your mother will pay the money? 

  我：Yes,she is my sponsor and she has already prepared enough money for my graduate study. I 

have bank...(我又要拿资产证明了) 

VO（比上次更激烈的摆摆手）：it's ok, no need, you could just talk. Hmm,(开始写些什么) how 

long do you wait outside? 

我: more than three hours.    

  VO：(做出一个理解的无奈的表情) although it's worth, it's really too long. Anyway, enjoy your 

trip. (递给我白条) 

我：thank you very much. 

八十六、20120509 北京 F1 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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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基本按顺序来吧， 

她：“你好。”    

我：“Nice to meet you,madam."然后就把刚才交材料用到的那些基本材料递过去。    

她问去美国干什么，我说上学。她问以前去过美国没，我说没去过。 

她问我要 admission letter，我就递进去了，但是她没有立即看。 

这时她在研究我的 I-20，也往电脑里打字，可能是查学校的信息。然后也问我学什么专业，

又问我在中国学什么专业。我说，你指的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我在中国有硕士学位。然后我

就说了本科和研究生的不同专业，还说了我在美国转了专业。 

然后她问我本科哪个学校毕业，我说了，然后也说了研究生哪个学校的。   

她可能看到了我的 DS-160 的工作经历，问，你工作的学校是 XXX school？我说，是的。然

后问我为什么 quit job？我说，因为教书过程中觉得要 enhance my teaching ability，将来回国

拿到更好的职位。 

她问，Do you have any friend there?我有点错误理解了，我以为是问美国有没有朋友，（后来

才知道她问的是在要去的美国学校有没有朋友）就说，有个高中同学，也在美国念书。   

她问到了学费谁付，这个地方很丢人，因为她问了第一遍，我说，what？她第二遍，我，sorry……

第三遍我才听懂……然后说，我自己付，因为工作了三年。然后问我，do you have any savings?

我就拿存款证明。因为我的存款证明有很多笔，她没看懂，她指着我的 I-20 上面的数字说，

你的存款不够……我说，呃，you should add them together.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挺慌的，因为她

说钱不够的时候很严肃，而且我发现我不会说”很多笔钱“的”笔“……只能说，add them 

together……还好她懂了，就笑了笑。我才不那么紧张了。可见任何时候都不能慌啊。她一边

打字，一边还随意地问，毕业以后做什么呀？我当然说，回来继续教书呀，我工作的学校的

校长很欢迎我回来呢。   

然后她就打算撕条了，这时还继续随意地问我，你的朋友在美国学什么专业？我说，nonprofit 

management。她说，你会和她一起住吗？我说，不会啊，她在 Chicago，她疑惑地说，really？

我这才明白，原来刚才那个问题不是问你有没有朋友在美国，而是问有没有朋友在你那个学

校啊……她又问，那你的学校在哪儿，我说，Schenectady，她才说，I see.      t 

这时听到了最好听的中文”你通过了“。赶快说，Thank you,have a nice day.估计这句话她听到

耳朵都起茧子了。建议后面的童鞋想一想换一句吧，真的。当然她态度还是很好，you 

too.    

后来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排在后面的男生已经来面谈了。因为刚才我们聊天时候他一直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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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别紧张，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走了。然后我没和签证官道别就要走，我真的以为 have 

a nice day 就是告别啊，可我听到窗口飘出一句，Byebye,thank you.我赶快回一句，byebye 

八十七、20124.24 沈阳全奖 F1 小签经一枚 

我约的是 4.24 早 8 点半，全奖 EE 非名校 PhD 一枚，办 F1 签证，没有水过也没有杯具，和

大多 F1PhD 一样被 check。单纯的提供下信息回报太傻，希望对没签过的童鞋有点帮助。      

关于人数：虽然应该没到旺季，不过领事馆门外还是人山人海，顿生这么多人都要去美国之

感。领事馆对面有咨询中心，有什么小问题可以免费过去问一下。像我当时 DS-160 是黑白

打印的，一看前面有人是彩打的就毛了，去问了下告诉我没关系。。。   

关于排队：8 点多一点的时候（没带手机没看表，大约这个时间吧。。）进去的，沈阳是保安

叫号，叫一批进去一批。这一点没签过的童鞋注意了哈，在北京是早去早排，你约几点都可

以去排着，但沈阳是按照预约批次叫号的，去太早了也没用~       r 

关于住宿：我住的是格林豪泰宾馆，网上可以预定，房间原价是 189，但如果在网上免费注

册会员可以享受一次的 99.8（也得在网上订，当场付费）。所以我 99.8 住的，感觉颇为划算。

离领事馆大概不到 10 分钟脚程，不能算非常近，不过我感觉也不错。附近有个大楼叫格林

豪森，一字之差，我当时打车的时候就找错了，从沈阳站打车过去大概 10 块钱左右，不远，

打车的同学可以说在水利厅对面会好找些（我怎么成做广告的了呃）   

关于叫号：一个人一个号，像银行一样坐在那等，这点比北京强，北京得一直站着等，听说

还是一组一个号还是神马的。   

关于财产证明：最近挺多全奖 F1 童鞋问的，我当时也问来着，没得到明确答复。不过我同

学告诉我他很确定绝对不用，所以我关于钱的什么都没办，什么收入证明在职证明存款证明

房本车本的，统统没有！反正时间也来不及。。。怀着忐忑的心就去了，事实证明人家确实不

看。。。反正我得没看，我 bf 的没看，我同学的也没看，我认识的连我在内的 3 个全奖 PHD

都不看。 

关于面签：这个大家最关心。我之前看了各种签经看的心里都毛了，有的说要主动多说，有

的又说多说多错，问什么答什么别被人揪出毛病最后圆不上了。不过真签的时候感觉还是因

地制宜具体分析，看 VO 有没有兴趣搭理你。。要是没兴趣我感觉还是少说话，一直保持微

笑得了。。签我的是个金发圆脸 GG，态度很一般，我刚过去就看到他对前面的大姐说了句 I'm 

sorry，然后发了张橘色的拒签单（扫盲：白色是 pass,橘色是拒签，蓝色是 check）。到我的

时候，他基本不怎么看我，一直对着电脑打字，问了下去哪个学校？我答了，他打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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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么？我递进去，打字。。有学习计划么？递进去，打字。。有导师资料么？递进去，打字。。

然后就直接给了我张蓝条，我心满意足的千恩万谢就走了。。之前准备的各种回国论都荒废

了。。。 

关于 check：我刚出领事馆就接到了领事馆的电话，让我提供 admission letter 和导师网站信

息，给他们邮箱发过去。于是乎我仔细看了下蓝条上的内容，说发的时候要提供批号。我一

看批号就傻脸了，批号是金发 GG 手写的，那两笔字啊真是不忍卒读，而且由于不知道格式

也不敢乱猜。给领事馆打回去变成热线了，好像还要电话卡才能接人工服务。。因为不确定

批号，刚出来就跟同学玩了一天半把这事搁置了没发，今天一早就又接到了领事馆催促的电

话，真是负责啊。。。我正好问了下，她语音又告诉了我一遍。所以接到 check 的同学要注意

批号，如果当时没看懂可以问下。。虽然后来发现领事馆网站上能查到格式，不过我在这还

是说一下，批号都是数字，格式是 xx-xxx-xxx-x。 

八十八、4.24 上海 F1 1K 

ME：Good Afternoon, Sir! 

VO：Good Afternoon. 

 Why you want to study in the US? 

ME:  .................. 

VO: Good.     \ 

Who's gonna pay? 

ME: ..................（这时候应该主动出示银行证明，不过我忘了。。。） 

VO: Ok.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ME: ..................（这时候应该主动出示父母工作证明，不过我又忘了。。。） 

VO: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ME: .................. 

然后他开始看我的资料，看的把我都忘了，我被晾了好几分钟。我以为他看了资料准备接着

问，结果他直接来了句 Good luck with your program，have a nice day. 

八十九、我的 2000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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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ello，my name isXXX,nice to meet you .. 

VO:nice to meet you too...    

打字。。不理我。。半分钟后才讲话……全程英文的。。但是忘记他怎么问的了，。。我就用中文

代替。。   

vo：为什么选择西雅图？    

me：因为学习环境很好。 

vo：哪里好了？（我懵了一下。。没准备这个……）    

然后我就很镇定的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说因为那里很安静，很多学生都喜欢那里。 

VO：是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在那里你才选择的吗？ 

me：当然不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我不仅仅能学到理论知识。。还能

学到不同的国家的文化……     

vo 点头。。继续打字。。。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 

vo：so，你要先去学语言吗？（因为 I20 是我没语言成绩的时候发的。双录取。。）    

me：现在有了，还没有达到成绩，你要看成绩单吗？     

vo：不需要 

再问：你平时都做什么运动？ 

我汗颜，怎么问到我兴趣爱好上了……然后就说：游泳        

vo：多久一次？ 

me：夏天就一个星期两次吧。 

VO：冬天呢？（晕死，怎么那么多问题……）    

me：冬天喜欢 running（其实想说 jogging 的，一紧张说错了……） 

VO 愣了一下，貌似是在问喜欢在哪里 running……    

me：soryy，我太紧张了，应付是 jogging……我和我妈妈每天早上都去 jogging 锻炼身体的。。。  

VO 笑了，继续问：你妈妈几岁？ 

我一时紧张，把我自己的年龄报了出去…… 

vo 大声笑了。。你妈妈跟你一样大？？    

唉，当时我才意识到我自己说错了。。然后我说，sorry，我又紧张了。。我妈妈是 XX 岁。。。 

vo：that’s all right ,you are so cute..... 

愣了……他继续打字。。然后把我的资料夹在护照上面，甩给我一张绿单子…… 

me：thank you very much sir,have a good day...    

vo 跟旁边走来的聊天去了~~没理我。。。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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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不到 30 秒的签证，花了我将近 1000RMB 

ME: HOW ARE U?    

VO: GOOD, HOW ARE YOU? 

ME: FINE, THANKS! 

ME: I20，成绩单递入...HERE IS MY TRANSCRIPT...... 

VO:看了下我护照 

ME: I TRANSFER TO A NEW UNIVERSITY ALREADY. 

VO:继续看护照，电脑打字， I-20 和成绩单扔出， 绿色单子扔出.  GOOD LUCK! 

ME:傻了......THANKS! 

九十一、2011 年 12 月 8 日 上海 1000  

我：NICE TO MEET U 

然后管理秩序的大叔（有点凶），上来把之前那个男生的材料理掉   

VO 说：NICE TO MEET U,TOO（我还没听到 TOO 的时候我以为他跟我打招呼我就又说了句 NICE 

TO MEET YOU，傻死了= =） 

然后我把那个文件袋塞给他 

VO：WHAT'SXXXXXX    

太轻了听不清   

我就说：SORRY,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事实证明一定要告诉他，不然他会以为

你英语不好）   

VO（响了些，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你去美国干嘛（我用中文写，英语太烦了）    

我：我转学到 OSU，完成我的本科学习 

VO：OH！我也是这个学校的，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学校    

我（又惊又喜）：why？ 

VO:blahblah，（其实我没挺清楚，假装听清） 

VO:I am kidding! 

我：哈哈哈（捧场的笑，其实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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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告诉我些这个学校的信息    

我：它是个公立大学，历史长，几几年成立的，我想去的商学院多好。   

VO:oh~你想去 fisher 啊？    

我：是的~ 

VO：恩~你觉得这个学校跟 oregan SU 比呢（也许不是这个大学= =紧张下忘了）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另外的这个 OSU 啊！）:I think they are。。。。(脑子飞闪，表情尴尬) 

VO：哈哈，I M KIDDING 

我：= =。。。。（谢谢您替我解围啊）        

VO：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没有，我是独生女，所以我一定会回国，因为我要照顾我的父母（表情真挚，我也真的

是真心的） 

VO：欧~我能理解（表情同真挚）你有 XX 吗？（我没听清） 

我：execuse me？？    

VO：XXX（换种说法）    

我还是没听懂，也没听清：I AM SORRY？    

VO：（开中文了）录取通知 

我：OH OH,THIS IS MY OFFER 

VO：okay（表情欣慰，我觉得他欣慰的是我至少知道录取通知的一种说法= =）    

然后他啪嗒啪嗒打字，席间我一直纠结要不要自己再说点什么，因为我除了 offer 什么材料

都没给他看！但是他啪嗒啪嗒我又不敢打扰。   

VO:XXXXXXX，（两边的 VO 讲话不是一般想，我的 VO 讲话不是一般轻）    

我只听到“have A good day，祝你在那过得好，恭喜”，我就跳起来，我就说谢谢你谢谢你，

然后挥手说 byebye 

九十二、2011/11/10，沈阳，三签。PASS！ 

我：nice to meet you！（原谅我只会这一句打招呼的话吧。。）    

VO：你好。          

我：。。 

VO：为啥去美国读书啊？（没想到他还问这个问题了，原以为不会问，会问一些难度高一

些的问题，毕竟杯具了那么多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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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说因为我想转专业，在国内转专业太难了。（本来最开始的版本还还合计说“美国教育

好啊”这类的话的。。结果回答 VO 的时候忽然觉得爱咋咋地吧。俺就是因为想转专业才去美

国的。） 

VO：哦。那你在国内上的啥学校啊？ 

我：XXXXXXXX。。（我又加了几句）我去了之后要去学室内建筑设计，在 I20 上面写的是 art，

但是第一年我会学一些 basic programs，第二年就会学指定的专业课程了。    

VO：啊。谁给你交学费啊？ 

我：我爸妈啊。   

VO：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我：开始说职位，和工作地点。（其中工作地点用英文说的不是很流利。） 

VO：用他那拐的乱七八糟的中文说：“你说中文啊”。      

我：（居然顺着他那拐的乱七八糟的语调用中文说俺爹妈的工作地点。。这个汗。。= =）   VO：。。

被俺逗笑了。。 

我也愣一下。。呵呵两下。。 

VO：你考过雅思啥的么？ 

我：我考过 toefl，都考过 3 次了。因为之前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学了，然后考了 3 次。（拿

成绩单） 

VO：最后这一次是最好的成绩么？        

我：嗯。   

VO：开始打字。。（我以为我又要杯具呢。就在那等着。也想开了。杯具就杯具吧。大不了

再签，或者换别的国家呗）   

  VO：恭喜你啊。你通过啦。你学习那么努力，都考了 3 次托福啦。去美国继续好好学习

啊。。啦啦啦啦啦啦的。。 

我：当时光顾着高兴了。。就说了几句 thank you 

九十三、201110.21——沈阳 F1——1000PASS 

我走到 5 号窗口，一看是一个大约 40 多岁左右寸头很高的男签证官，我说了一句 Good 

morning sir，他回答说 good morning howu？ME：fine。一共问了五个问题左右，我觉得不

算少了，VO：r u going to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ME：yes。VO：why do u want to study in 

this school？ME：。。。VO：让我看一下你的雅思成绩单。me：。。VO：让我看一下你的大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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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单 ME：。。VO：你到学校谁去接你 ME：。。VO：你认为你能学好这个专业么？ME。。   VO:

恭喜你，你过了。  

九十四、2011.Aug. 新加坡返签经验 pass 

下面是签证官问的问题： 

Are you a new student or continuing student? 

Why don't you apply in China but Singapore? 

What field are you studying?    

Can you explain more specifically？ 

九十五、 广州 F1 面谈加急 4000 过 

me: howu?    

vo: fine thanks. 

递材料 。。。   

vo：读什么 degree？ 

me：master 

vo: 你去什么学校？      

me: FSU    

vo：你读什么专业？     

me：sm 

vo：。。。     

me：不好意思，没听清楚。 

vo：你在哪个学校毕业的，本科？ 

me：XXXX 

vo：什么专业？ 

me：SM（正奇怪怎么又问，突然反应过来她问的是本科专业）。oh 我是读 XX 在国内。 

vo 小惊讶 笑着反问：怎么是完全不相关的专业？ 

me：（解释了几句）XXXX。我有奖状你看吗？    

vo：不用。你之前悲剧过，那时你申的专业是？ 

me：economics     

vo：hehe，学了 XX，又申 econ，现在却是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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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can explain。。。blabla。。。 

vo 转过头去跟旁边的vo 讲话，回头对着电脑狂敲键盘。。等的我紧张s T.T    

vo：谁资助你？    

me：我爸。（递存款证明和存折，存款是 09 年签证时候放到现在的，有两年+了，40w。vo

很认真地在看）存折上第三笔钱。 

vo 点点头。。继续敲键盘，这样子的等待太熟悉也太难熬了，我真不知道她会给我过还是不

过。。。   

vo 开始收拾我的材料，伸手拿旁边的小蓝纸。说：恭喜你你可以去美国了。 

me：thank you！thank you！bye bye see u （有点兴奋过头了我） 

vo：good luck in FSU 

九十六、2011 理工科 1000 水果 成都 

Me：Good morning,officer.O(∩_∩)O~     

Officer：Hi. So what are yougoing to study?    

Me: I will pursue my master’s degree in ChemcialEngineering in XXX university, But My interesting 

sub-area is blabla…..smilingO(∩_∩)O~    

Officer: Ok. So who will ……(原文不记得了，大致意思就是谁会给你出你在美国的各种费用) 

Me： 正要回答……    

Officer: Oh, you’ve got a scholarship that almostcover all your fee!!! 露出赞叹的表情。 

Me: yeah, thank you. Smiling O(∩_∩)O~    

Officer: 开始撕一张蓝色的条子，把 i-20 丢给我。 

Me: 激动了…. Am I approved?    

Officer: yes! 

在遇到敏感专业的时候，有几个万金油招数， 

第一， 

强调我感兴趣的 sub area 跟敏感没有关系。例如，你可以说我将来想要做 production 

management 的工作，我喜欢当一个公司的CEO，我喜欢生产出很家用的产品等等。这个应

该跟你的 study plan 配套使用。      

第二，   

在面前的时候最好不要 officer 问一句你答一句，答案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两句到三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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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如，问道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的时候，你可以将自己的（不要扯学校排名有多好多

好等等这些网页上查得到的资料）答案说完以后，再微微的提到你的归国计划，如，我想创

业，我想到哪个公司上班等等。 

第三，   

不用过于殷勤或者主动。所谓言多必失，所以如果 study plan officer 没管你要大可不必主动

献出，但是如果 officer 管你要了，你可以大致讲一下你的归国计划。 

第四，   

有没有 advisor 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好像大家都把“我们还没有定”这个理由用烂了，所以

现在这个理由似乎已经不成立了（我那个姐妹儿就被 check 了），我建议大家最好把 program 

director 以及自己比较喜欢（最好是系上最最偏民用的，最少理工科专业词汇）的导师的

profile 准备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九十七、8.1GZ F1F2 携签 1000 水果 

Me: Good morning, madam. We are together. （指了指我 LG）    

VO:Morning.(面带微笑) （英语）去哪里？  

Me: XXX，XXX 专业 PHD  

VO:我也是那个州的！    

Me:Really? (露出惊喜)  

VO:是的。你会滑雪吗？  

Me:不会，不过我听朋友说那里很漂亮，滑雪很好玩，我一定会去学。 

VO:是的。你朋友是美国的？    

Me:bla bla bla.  

VO:你学什么专业？    

Me:bla bla bla.  

VO 看着电脑边点头边打字。转向我 LG。    

VO：（中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LG：Blablabla. 一分钟的沉默。递蓝条！！！说:在那边生活愉快！  

Me:Thank you very much!!!!! 结束。 

九十八、2011 年 5 月 16 号 3000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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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了，我看那人不想理人就打了招呼，然后等着。 

1 分钟后，问我的 major     

我答曰 ：。。。。。。 

又问，你喜欢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些领域？ 

答曰：computer network  and programming 

问：你去这个大学后上什么课啊？ 

我说，要等 ao（UWS 的一个项目）以后才知道     

又问：跟我说下你爸爸的公司   

答曰：bla bla           

大约敲击键盘一分钟后  给我撕了绿色条子。 

九十九、20117 月 20 号，北京 1000pass 

me：很高兴见到你 

VO：稍等我一下 

ME：.......（过了 3，4 分钟） 

VO：你去哪里上学？ 

ME：AAU    

VO：它在哪里？ 

ME：旧金山 

VO：你现在在哪上学？   

ME：沈阳音乐学院    

VO：给我看看你的银行存款    

ME：（递给了他）    

VO：（他看的很仔细）  

VO：（把存款证明换给了我）你会演奏什么乐器？ 

ME：钢琴，电管风琴，电吉他    

VO：关于电吉他的音乐你都喜欢谁的，最喜欢的 

ME：我很喜欢林肯公园，绿日乐队     

VO：（微微笑了一下）开始撕条.... 

VO：ok，祝你在美国愉快~ 

ME：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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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F1 1000 上海 MS  

我：早上好（递材料） 

VO：嗯，早上好 

我：（从纸袋里拿出分好页的 3 大包文件夹，一一平放在台子上，一包个人信息，一包学术

信息，一包资金文件）  

VO：（拿材料，看电脑） 

VO：（拿起 I-20）哦，USC 

我：嗯，准备去 USC 读 IE 的 MS 

VO：上次在上交的 USC 迎新晚宴你去吃了没？  

我：我本来要去的，但是老的 I-20 上有错误，我前天才拿到新的 I-20，所以没赶上 

VO：哦，悲剧的娃儿，那可真是一场梦幻般的聚会啊  我：嗯，我也听说了，挺遗憾的 

VO:（换中文）好了，你过了 

我：啊？真的？非常感谢！ 

VO：不用谢，GO GO GO， hav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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