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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醉金迷的不夜城

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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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行时间  拉斯维加斯地处美国内华达州

沙漠边陲 , 平均每年有 310 天都是阳光明媚，所

以偶尔会出现极度高温、干燥的天气。尽管如此，

春季和夏季仍然是景致最宜人的时期，属于旅游

的旺季。对周边自然景点没有兴趣的游客也可以

选择冬季出行，那时夜间最冷也不会有低于 2℃

的温度，赌场内更是温暖如春。

穿衣指数  拉斯维加斯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娱乐之

城，大部分餐厅和公共场所都没有着装要求，游

客们可以尽管穿的舒适随意。这里白天通常艳阳

高照，但在晚间会比较凉爽，因此夏季最好也准

备一件薄外套。

消 费 与 汇 率  斯 维 加 斯 使 用 的 货 币 为 美 元

（United States Dollar）， 汇 率 为 1 美 元

=6.22 人民币（2013 年 3 月）。由于拉斯维加

斯的经济主要依靠赌博业和娱乐产业，所以住宿

和餐饮相对来说会比美国其他大中城市低廉一些。

这里最常见的付款方式是 Visa、MasterCard 和

American Express，几乎每个酒店都有 ATM。

时差 拉斯维加斯所在时区为标准时区为西八时

区，比中国北京时间晚 16 个小时；夏时制时，

比北京时间晚 15 个小时。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mafengwo.cn）独立拥有或与本

站注册用户共同拥有本站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未经本公

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非本公司所属服务器上制作

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拉斯维加斯速览
让人目不暇接的主题酒店、灿烂炫目的赌场以及夜夜狂欢的超级巨星秀场表演，这便是拉

斯维加斯——荒凉沙漠中的不夜之城。在这个多元化的城市里，除了小赌一番，你还可以

享受世界上最独具匠心的酒店、在国际级别的自助餐厅大饱口福、到剧场里欣赏全球最受

欢迎的表演，或者干脆就在泳池、SPA、游乐场、高尔夫球场尽情放松。当然，拉斯维加

斯也是出了名的闪婚圣地，这里平均每天要举办 315 场婚礼，近 50 年以来一直被誉为世

界上最受欢迎的婚礼目的地之一。在这个没日没夜的奇幻之地，无论你兴趣在何处，都能

找到让你放弃睡觉时间的事情。

长街（拉斯维加斯大道）：长街是拉斯维加斯最繁荣的街道，这里有最豪华的酒店、赌场、

餐馆和购物场所，是拉斯维加斯的灵魂和象征。

 Apple  拉斯维加斯这座世界娱乐之都不再是“赌城”的代名词。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美食、

艺术、娱乐、找到一个多元化城市的所有要素。所有太累、太辛苦、太烦的事情，都暂停一下。

桃小漾  初到这里是傍晚，一股热浪袭来，夹杂着沙子的味道，这位沙漠里的舞娘用五彩的

霓虹灯装扮着自己，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来掩饰自己的空虚，夜幕初开，经历了一个酷热

的白昼之后，无精打采的舞娘听到了音乐，立刻蒙上面纱，迫不及待地用妖娆的舞姿一步步

地挑逗刚刚就坐的观众一样，你，不得不参与其中。

Introducing Las Vegas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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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来潮的婚礼

心血来潮的婚礼是拉斯维加斯司空见惯的现象，它是注册结婚同时举行婚礼的著名圣地，无

论你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在这里都可以轻松的获得一份符合当地法律的结婚证书。手续

异常方便简单，只要新郎新娘两个人说“我愿意”就可以。据统计，每年有 12 万对新人在

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其中大部分是前去旅游的游客。作为“结婚之城”，在拉斯维加斯的

酒店经常会看到举行结婚仪式的场面。之所以全世界有这么多人跑去拉斯维加斯结婚，是因

为当地的婚庆服务相当完善，无论是简朴的、奢华的、新意的、浪漫的、古典的、宗教的任

何形式的婚礼都能满足，基础费用也不贵。相信喜欢浪漫的新人选择拉斯维加斯举办婚礼一

定会物有所值。

特别推荐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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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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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字塔酒店

18凯撒皇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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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火山喷发
29 威尼斯人酒店大运河购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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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01  长街 The Strip

02  自然历史博物馆 

     Marjorie Barrick

05  老拉斯维加斯摩门堡国家历史公园 

     Old Las Vegas Mormon Fort

住宿
12  威尼斯人度假赌场酒店 

     The Venetian Resort-Hotel-Casino

13  金字塔酒店 Luxor Hotel

14  百乐宫酒店 Bellagio Hotel

15  纽约 - 纽约酒店 

     New York – New York Hotel

16  巴黎酒店 Paris Las Vegas Hotel

17  梦幻金殿酒店 Mirage Hotel

18  凯撒皇宫酒店 Caesars Palace Hotel

19  云霄塔 / 斯卓脱斯非尔高塔酒店 

     Stratosphere Casino Hotel

20  大溪地温泉度假村 

     Tahiti Village Resort and Spa

餐饮

22  Chicago Joe's

娱乐
31  百乐宫音乐喷泉 

     Fountains of Bellagio

32  火山喷发 Volcano

33  弗里蒙特街体验 

     Fremont StreetExperiencec

34  海盗大战 The Sirens of TI

35  亚特兰蒂斯水族馆景下之旅 

      Atlantis Aquarium Below-the-Scenes

36  Bally's Jubilee

37  Bellagio –“O”

38  Le Reve

39  Blue Man Group’s

40  Penn and Teller Theater

41  Rain Las Vegas

42  Tao

43  Coyote Ugly

44  Beauty Bar

45  A Hollywood Wedding Chapel

46  凯撒皇宫婚礼教堂 

     Caesars Palace Wedding Services

47  Canterbury Wedding Chapel & Gardens

48  Chapel at Monte Carlo

49  Chapel Of The Bells

50  小白教堂 

     A Little White Wedding Chapel

实用信息

51  游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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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 一秒钟时空穿越

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去欧洲或非洲，拉斯维加斯可以提前给你一睹为快的

机会。巴黎酒店（Paris Las Vegas Hotel）前建有一个复制的埃菲尔铁

塔（见第 9 页），其高度为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一半，可以搭乘电梯到约

50 层高的铁塔观景平台欣赏拉斯维加斯的全景。环视一周，你可以迅速

从水城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一路浏览到神秘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这样高

效率的微缩版旅行，还不赶快去试试么？

★ 沉迷 M 豆的世界

担心被长街上无数耀眼的霓虹晃瞎了眼？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沉淀下

来，那就是让无数大儿童垂涎欲滴的巧克力工厂（Ethel M Chocolate 

Factory）（见第 6 页）。从原始素材可可豆出发，你可以追随它进化的

脚步一直看到各式精美糖果的成型。有吃、有玩、有知识的收获，这才

是名副其实的寓教于乐胜地。

★ 穿越西方的“火焰山”

如果你认为拉斯维加斯仅仅是个赌徒的天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内

华达州沙漠之城的周边有不少美国西部独特的自然美景，要说最撼人心

扉的，当属火焰谷州立公园（Valley of Fire State Park）（见第 6 页）。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彩色波浪纹的山石 (the wave), 它优雅流畅

的线条会将你带入到一个远离喧嚣的拉斯维加斯。

行色  走近这些彩色山石 , 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艺术殿堂 . 红

色 , 黄色 , 橙色 , 紫色。各种色彩覆盖着这些山石 , 而风、水、化学刻蚀

等又给它们添上了美丽的条纹和奇特的形象。太漂亮了 ! 眼前的一切让我

们惊叹不已。

 行色  具有彩色波浪纹的山石

★ 一睹大名鼎鼎的上空秀

不管是对男士还是女士，在百利斯酒店欣赏拉斯维加斯最为著名的上空

秀（Bally's Jubilee）都将是一次心跳加速的难忘体验（见第 13 页）。

作为每年来自全世界 3000 万游客必须要观赏的一场上空表演，上空秀

会在 90 分钟的演出中让你欣赏到近百位模特身材的世界美女带来的精彩

表演。高档环境的享受加上丰富的视觉刺激，难怪会被评为拉斯维加斯

最受欢迎的表演。

Sights景点
拉斯维加斯景点的呈现方式和一般的城市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偏向物和

事。不管是要来痛痛快快度假还是要按照计划进行一次观光，你都要充分

利用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每一分钟。长街上惊艳的各色酒店群落、风格

迥异的自助餐厅、巨型的现代雕塑和奇怪的博物馆都算得上拉斯维加斯

最独特的景点。另外，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还可以造访西部的红岩

峡谷（Red Rock Canyon）、死谷国家公园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和东部的米德湖（Lake Mead），它们都是美国顶尖的旅游景点。

01   长街 The Strip

长街又称拉斯维加斯大道，是拉斯维加斯最繁荣的街道。这里汇集了豪华

度假酒店、庞大的博彩大厅、丰盛的自助餐以及无数的娱乐活动，是拉

斯维加斯的灵魂与象征。如果按房间数量多少计算，世界排名前二十五

名的酒店中，有十八家在这里。长街上最突出的是几乎每家大型酒店和

赌场都有自己的主题，以地域为主题的酒店将各地的地标建筑造在了这

里。你可以只是坐在电车里就能一口气游览埃及金字塔、巴黎埃菲尔铁塔、

纽约自由女神像以及威尼斯的运河等等。此外，这里也是大批美国人欢

庆新年的所在，他们为拉斯维加斯带来无穷的魅力，这也是长街成为这

座城市的标志的原因。

 桃小漾  拉斯维加斯大道

这货是 Max  白天继续在 strip 上闲晃，穿梭于各大酒店。也就是传说中

的拉斯维加斯酒店游览（Hotel Tour）。这个是一定一定不能少的环节，

不然就白来 LV 了！

02   自然历史博物馆 Marjorie Barrick

这个博物馆可以作为南内华达州自然历史的见证。在数十种展品中，包

括早期栖息动物的标本、活的爬行动物、沙漠蜥蜴和沙漠龟。很大一部

分展品用于纪念 Paiute 和 Hopi 族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在这

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工具、篮子、衣服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其他遗迹。另外，

还有其他互动式展品，比如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用于编织的 Navajo 织布机，

相信这样的自由体验是在别的博物馆无法获得的。

地址：Marjorie Barrick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Paradise, 

Nevada 89119

费用：参观免费，但是有条件的可以给博物馆 2-5 美元的捐款。

网址：http://barrickmuseum.unlv.edu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7:00），周六（12:00-17:00），周日

和节假日闭馆。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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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1-702-8953381

用时参考：2 小时

03   巧克力工厂 Ethel M Chocolate Factory 

相信所有人都吃过 M&M 巧克力，这家巧克力工厂就是由玛氏公司创办

的。在这里你可以在透明的玻璃幕后观看各种糖果的制作全部过程。另外，

在参观完全部展览后，不要忘了到工厂商店购买眼花缭乱的各种糖果，

这里经常会做一些优惠活动回馈给来参观的游客，例如买二赠一。

地址：2 Cactus Garden Drive, Henderson, Nevada

费用：免费

网址：www.ethelm.com/about_us/cactus_garden.aspx

开放时间：每天 8:30-19:00

联系方式：+1-702-4588864

用时参考：2 小时

04   仙人掌植物园 Cactus Gardens

这个植物园就位于巧克力工厂的旁边，在满足了味蕾之后，你可以仔细

研究环绕在工厂周围的这个庞大的仙人掌王国。园中种满数百种各式各

样的仙人掌以及沙漠植物，数量不下五千株。有的仙人掌粗大如柱，有

的仙人掌捆如小草，蔚为奇观。

地址：2 Cactus Garden Drive, Henderson, Nevada

费用：免费

网址：www.ethelm.com/about_us/cactus_garden.aspx

开放时间：每天 8:30-19:00

联系方式：+1-702-4588864 

用时参考：2 小时

05   老拉斯维加斯摩门堡国家历史公园 Old Las Vegas Mormon Fort

这里的旧式摩门砖结构房屋是第一批在拉斯维加斯山谷永久定居的非当

地人的住所。若干年后，这座房屋被遗弃了，但原来房屋的遗迹保留了

下来，现在作为公园里展示并提供历史信息的游客中心。这里夏季期间

会推出多种娱乐互动节目，是全家人一起出游的理想选择。

地址：500 East Washington Avenue, Las Vegas, Nevada 89101

费用：3 美元 / 成人，2 美元 / 儿童

网址：http://parks.nv.gov/olvmf.htm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六（8:00-16:30）

联系方式：+1-702-4863511 

到达交通：乘坐 113 路至 Las Vegas @ Washington (S) 站

用时参考：半天

06   火焰谷州立公园 Valley of Fire State Park

火焰谷州立公园是美国内华达州的第一个州立公园，其最大的特色就是

园内到处都是红色的沙岩，如同火焰燃烧一样。此地曾被当地的原住民

印地安人视为圣地，在红色的砂岩之上，还留有许多的壁画，壁画的内

容忠实呈现了古印地安人的生活及原住民对宇宙星辰变化的记录。在公

园入口处的旅客服务中心放映有多媒体短片，向游客简介壁画的历史，

也一并讲解园内生态环境。

地址： 29450 Valley of Fire Rd. Overton, Nevada 89040

费用：10 美元 / 车

网址：www. parks.nv.gov

开放时间：游客信息服务中心 8:30-16:30

联系方式：+1-702-3972088

用时参考：1 天

07   红岩峡谷 Red Rock Canyon

厌倦了浮华与喧嚣的长街？不如出城到红岩峡谷国家保护区走走吧，只

需不到一小时车程，你就可以观赏满天星斗，呼吸沙漠中清新的空气，

安然地把自己给沉淀下来。拉斯维加斯对自然爱好者和年长的人来说并

不是胜地，只有这里拔地而起的山峰以及山顶上展开的天空，才能让你

体验到真正的自然奇景。这里有旅客服务中心与纪念品店，提供各种公

园相关资料，你可以了解到各种地质的形成。

地址：1000 Scenic Loop Dr, Las Vegas, Nevada 89161

费用：7 美元 / 车，3 美元 / 摩托车 / 自行车 / 人

网址：www.redrockcanyonlv.org

开放时间：每天 6:00-20:00

联系方式：+1-702-5155350

用时参考：1 天

Junjun  离拉斯维加斯半小时车程，是一个适合一家大小的州立公园。

进园每车 7 美元，一天有效。园内有一条单向 one way 的车路让游客达到

每个景点，在游客中心有工作人员解答问题和地图索取。而且游客中心

还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地方，可以让大人和小孩好好上一堂自然生态课。

 junjun  红岩峡谷公园

08   死谷国家公园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死谷位于内华达山脉东麓，是面积非常大的国家公园，号称本土 48 州面

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同样也是世界上最干热的地区。死谷的北部人迹稀疏，

也没有什么公共设施。很长的一段似乎走不到头的公路，一边是黑漆漆

的奇形怪状的山崖，一边是开阔的沙丘地，最佳观赏时间是日出和日落

时。死谷的西部是更多的沙漠地况。死谷的南部是景点比较多的部分，

在 178 和 190 交叉口有饭店，商店，加油站，博物馆，停车场，在游

客中心可以拿到地图。

地址：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Death Valley, CA

费用：10 美元 / 车 , 5 美元 / 人

网址：www.nps.gov/deva

联系方式：+1-760-7863200

用时参考：1-2 天

Junjun  在死谷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水和粮，真是没办法生存。所

以来死谷记得带水和防晒，而且千万不要夏天来，阳光直射下来会高达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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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jun  寸草不生的死亡谷

09   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大峡谷国家公园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西北部。1979

年，这里被认定为世界自然遗产。虽然大峡谷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

但如果论起峡谷的壮阔程度和丰富多彩的景色，这里当仁不让可以称为

世界第一。由于不同时期的岩层风化速度不同，峡谷壁显现出多样的造型，

引得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无不陶醉在这里的壮丽景色中。大峡谷国家公

园分为南峡、北峡、和内峡三部分，各有特色。

地址：Grand Canyon AZ 86023, Arizona

费用：20 美元 / 车

开放时间：游客信息中心（8:00-17:00）

联系方式：+1-928-6387888

用时参考：1 天

赵小鱼要早睡  在拉斯维加斯随便找了家旅行社去大峡谷一日游，135 美

元一人，回来下车的时候可以给司机一些小费，大峡谷车程很长，坐车

很累，要做好准备。风景不错，很壮观。

风行天下  通常都去大峡谷南端， 从 LA 出发沿 40 号公路东行，到 67 号

公路北行即可，这次订酒店是公园内的 Bright angel lodge& cabins （TEL: 

1-928-6382631）虽然小，但对游览大峡谷的人来说，很方便， 房子就

在峡谷边，很干净，$110 一晚，还算合理，方便你观日落和日出。11 年

前来过大峡谷，从 las vegas 坐旅游车 4 小时到，中午匆匆拍照，又坐 4，

5 小时回 las vegas, 感觉很差。 这次住在这里，而且园内有免费 shuttle bus

到南缘各个景点，傍晚拍拍夕阳，半夜看看满天繁星，早上看看日出， 

感觉轻松很多。

 楼兰   航拍科罗拉多大峡谷

10   米德湖 The mead

在拉斯维加斯豪华赌场里的客人，也许以为赌城周围尽是干巴巴的大漠，

却不知道近在眼前，有一个方圆达 63900 公顷的人工大湖，称为米德湖

（Lake Mead）。米德湖上有六个小港码头 (Marinas)，停泊着数以百

计的私人或出租船只。最经济的方式是乘坐“沙漠公主”小游轮。在顽石

城 (Boulder City) 附近，有一个米德湖游轮码头 (Lake Mead Cruises 

Landing)，从早上十点开始，每两小时有一班游轮出发，直到黄昏。船

上供应自费餐饮，还有酒吧和零食店。小游轮从米德码头附近出发，直

扺胡佛水坝，来回约一个半小时，票价为 19 美元。游轮缓缓行驶，你可

以走出甲板观看沙漠中的湖光山景，或与家人好友围坐餐室，一边眺望

窗外移动的景物，一边浅酌深谈，此种闲情逸致在赌场大街上是无法想

象的。

地址：601 National Highway Boulder City, Nevada

费用：5 美元 / 车

网址：www.nps.gov/lake

开放时间：全天，游客信息中心（8:30-16:30）

联系方式：+1-702-2938907

用时参考：1 天

 普罗旺斯的香   胡佛水坝蓄水后形成的米德湖。

11   胡佛水坝 Hoover Dam

胡佛水坝是美国综合开发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水资源的一项关键性工

程，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 (Black Canyon)，从拉

斯维加斯出发向东南方向行驶约 40 公里即可到达。它宛如一条巨龙盘卧

在大地上，显得十分威武。为了更好地参观，建议在下午三点之前到达，

否则无法到达水坝最顶端。另外，胡佛水坝在干燥的沙漠地区，夏天很热，

建议穿薄的衣服，带帽子和太阳镜。一定要带上足够的饮用水。

地址：U.S. 93, Boulder City, Nevada

费用：11 美元 / 成人，9 美元 / 老人 / 儿童，幼儿免费

网址：www.usbr.gov/lc/hooverdam

开放时间：游客信息中心（9:00-17:00）

联系方式：+1-702-4942517

用时参考：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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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威尼斯人度假赌场酒店 The Venetian Resort-Hotel-Casino

威尼斯人大酒店向客人们展现了一个逼真的威尼斯小城，无论是白鸽飞

舞的圣马可广场还是运河上的叹息桥，甚至是一边摇着刚朵拉，一边唱

着意大利歌剧的船夫，都和真实的威尼斯完全一致。酒店中还有一个

500，000 平方英尺的购物广场，漫步其中，就如同置身意大利街头一样。

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 (Madame Tussauds Wax Museum) 在这里也

有一家陈列馆，展出了 100 多个栩栩如生的名人蜡像。

地址：3355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venetian.com

联系方式：+1-702-4141000

参考价格：350 美元

Sunfire  威尼斯大酒店内的人造天空，身处其中一直感觉是万里晴空。

在威尼斯大酒店内还有一条人工河 ~ 湛蓝湛蓝的河水，小船荡漾其中，

很有威尼斯河的感觉 !

这货是 Max  虽然大部分的酒店都搞了假天空，但个人觉着 venetian 的感

觉最好 .. 另外他们家船夫的歌儿唱的真是好 !

 fingerlime 宁  坐船游威尼斯人

13   金字塔酒店 Luxor Hotel

或许没有任何一家酒店能像金字塔酒店那样宏伟而且谜幻。整个酒店由

一座 30 层楼高、黑色玻璃的金字塔和两幢阶梯型高楼组成，门前是一座

巨大的狮身人面像，神秘的古埃及文明与现代建筑工艺完美地融合在一

起。步入大门，可见一个高大的锥形空间，点缀著埃及古代文物的复製物，

包括国王的陵墓、古代的塑像、壁画。酒店有 12 万平方英尺的赌场、高

空游乐场、IMAX 电影院以及二千多个以埃及装饰为主题的客房，可以让

你足不出户也能玩儿的尽兴。

地址：39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19

网址：www.luxor.com

联系方式：+1-702-2624000

参考价格：80-300 美元

背刀猫  金字塔内部是豪华的赌场，真是一进深似海的感觉，高大威猛的

埃及雕塑，各种各样的古埃及装潢，让你完全丧失时间感，好像飞逝的

时光退回到古代。甚至有点深入古墓的错觉。压抑的感觉很明显。一般

赌场为了留住客户，在内部都会营造没有时间空间的感受，让你把全部

的注意放在赌桌上，直到掏光腰包为止。

 程德华 THU   胡佛大坝的上游

Sunfire  《变形金刚》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哟。但同组的朋友说还是不及

中国的都江堰，就更不要说是三峡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水坝，三峡水

坝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老妖  停车场，收停车费 7 美元。 本来可以下到最下面的水坝的心脏部位， 

可以看的到电机房，我们没去，因为整个过程有人带领，有人讲解，费

用每人 30 美元。

 

住宿 Sleep

拉斯维加斯是全世界拥有酒店客房最多的城市。拉斯维加斯的酒店从建

筑设计到配套设施再到室内装修都毫不吝啬，绝对会给你提供一流的硬

件享受。当然拉斯维加斯的酒店软件服务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不管

你要求多严苛或是你有多奇特的想法，他们总是会尽力满足。不管你喜

欢怎么玩儿，这个全世界最独特的酒店和度假城总有适合你的酒店。

拉斯维加斯的住宿价格十分的戏剧化。由于竞争以及空房率的增

加，拉斯维加斯的很多酒店都要比美国其他城市便宜很多，五星

级酒店的起跳价格最低 120$。但如果是周末入住或者在交通方

便的地方，房价则会高很多。市区旅馆通常比长街上的那些酒店

便宜。如果你参考酒店官方网站上的价格，那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你去的时候的实际价格要翻倍。需要注意的是在周末、节假

日或遇大型展会举行的时候，拉斯维加斯的客房相对较难预定，

且价格会成倍上涨。因此在出行前一定要先预定好酒店。

长街 The Strip

拉斯维加斯最繁华的长街 (The Strip) 和市中心一样，它相当于上海的南

京路。它以拥有诸多巨型的高级酒店闻名于世。这条 6 英里的长街浓缩

了全世界的精华，每一间酒店都极力的张扬着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不

要含蓄和低调，只求尽力的金碧辉煌、个性十足。你可以同时欣赏到凯

旋门、艾菲尔铁塔、金字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以及凯撒皇宫里 600 年

的欧洲文明。最重要的是，不要担心你的荷包会因为住在这么奢靡的地

方而被掏空，长街的住宿反而会比其他地方低廉一些。一般 3 到 4 星的

只要 60-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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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刀猫   高大威猛的金字塔酒店。

14   百乐宫酒店 Bellagio Hotel

酒店是根据意大利北部 Como Lake 湖旁的贝拉吉欧村庄所盖成，98 年

十月才开放，二十天内吸引了将近一百万的人参观。天黑后大概每隔半

小时有水舞表演，配合着超棒的音响，水柱最高可达 250 英尺，煞是壮观。

地址：36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bellagio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6937111

参考价格：120-300 美元

Sunfire  在百乐宫 (Bellabio) 前，可以体验到结合音乐、水柱、灯光的水

舞。一曲席琳迪翁的《My Heart Will Go On》，婉转悠扬。水面笼罩着

薄薄的水雾，水柱随着旋律悦动。大家都沉醉其中，梦幻一般地 ~

赵小鱼要早睡  在拉斯维加斯一共住了 4 晚，前 2 晚住在 Bellagio，190 美

元一晚，后 2 夜住 Rio，赶上特价，21 美元一晚。Bellagio 地理位置和设

施都不用多说，当然价格也摆在那里，还不送赌资。

15   纽约 - 纽约酒店 New York – New York Hotel

纽约 - 纽约酒店本身就像是一座城市，它把纽约曼哈顿完整地搬到了拉斯

维加斯，帝国大厦、时代广场以及中心公园，每个细节都无可挑剔，还

有一架云霄飞车 - 曼哈顿快车能以 67 英里的时速将客人们送上大苹果娱

乐城。酒店房间的设施不用说，当然也是最奢华的。

地址：379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newyorknewyork.com

联系方式：+1-702-7406969

参考价格：80 美元

赵小鱼要早睡  看起来很有创意，这个酒店还有个过山车，晚上很多人坐。

这货是 Max  NYNY 就像是一包浓缩汤料，模仿 New York 的街景，有

点意思。另外喜欢刺激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他们家的过山车。

16   巴黎酒店 Paris Las Vegas Hotel

在拉斯维加斯也能领略到浪漫之都——巴黎的魅力吗 ? 来到巴黎酒店，

你一定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按原比例缩小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耸立

在酒店门前，让游客们有种时空错位的奇妙感觉。埃菲尔铁塔餐厅可以

说是整个酒店最佳的用餐之地，既能在浪漫的环境中享用地道的法国大

餐，又能在新大街上空饱览拉斯维加斯眩目的夜景，这样一举两得的享

受实在不容错过。

地址：3655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harrahs.com/casinos/paris-las

联系方式：+1-702-9467000

参考价格：100-500 美元

17   梦幻金殿酒店 Mirage Hotel

梦幻金殿酒店坐落在新大街的中心区域，整个酒店具有浓郁的太平洋热

带小岛的风格，高大的棕榈树和香蕉树迎接着每一位贵宾。酒店中还饲

养着两头珍贵的白老虎，供客人免费观赏。每天晚上 6 点直至午夜，酒

店门前的人造火山每隔 15 分钟便会喷发一次。亮黄色的火焰直冲天际，

高达100英尺，将夜空照得通亮。散落下的火焰掉落在火山四周的水池内，

水与火的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很是壮观。

地址：34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mirage.com

联系方式：+1-702-7917111

参考价格：200 美元

Apple  MIRAGE 酒店的外观园林设计也做得很棒哦 ! 梦幻酒店以沙漠中

的海市蜃楼为主题设计，突出体现沙漠中的奇异景象。游客只要一踏入

酒店，立即会被棕榈树、瀑布和泳池所包围，仿如置身绿洲之中，感受

到南美热带雨林的活力与激情。

18   凯撒皇宫酒店 Caesars Palace Hotel

如同其名称一样，整个酒店就像皇宫一样气派不凡。在这里，客人们仿佛

回到了恺撒大帝时代，亲身体验了帝王级的奢华和尊宠。古罗马集市购物

中心汇集了世界顶级品牌，游客在享受购物的乐趣之余，还能静静地坐在

餐厅里，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赏街景，感受时光交替带来的双重享受。

地址：357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caesars.com

联系方式：+1-702-7313311

参考价格：89-490 美元

背刀猫  内部空间非常大，路两侧是有特色的商店，所有店面是罗马式建

筑风格。最为特别的是，里面的天空是 24 小时变化的，而变化的时间刚

好跟正常时段相反，比如外面是白天 8 点，里面则显示的是夜里 20 点的

天空。

弗里蒙特街中心 Fremont St

还是觉得长街的住宿太贵了？你喜欢热闹但又受不了 24 小时无止尽的纷

扰？又或是你本身就是个深度的购物狂？那弗里蒙特街中心（Fremont 

St）再适合不过了。那儿是一个跨越五个街区的购物中心，你能数的出

来的所有品牌都包含在内。周边不乏星级酒店和廉价的汽车旅馆。这里

住宿的地点虽然远不及长街那么眼花缭乱，但是方便的交通、可口的餐

馆、散落四处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一样能满足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所有需求。

汽车旅馆的平均价位在 35 美元左右。

19   云霄塔 / 斯卓脱斯非尔高塔酒店 Stratosphere Casino Hotel

高塔酒店主楼高塔高达 1100 英尺，是密西西比河以北最高的建筑物，

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旋转餐厅、世界上最高的过山车游戏和世界上最高的

蚂蜂窝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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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极游戏。塔顶的“世界之巅”旋转餐厅每 90 分钟旋转一周，用餐的客

人们可以尽情领略窗外每一时刻、每一角度变化的美景。如果你想测试

自己的胆量，可以登上楼顶，来一次“飞椅”体验 ! 你会被系到一把椅子

上，垂直飞向天空，就像是反向蹦极一般。

地址：20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stratospherehotel.com

联系方式：+1-702-3807777

参考价格：30-50 美元

Sunfire  我们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云霄塔大酒店（STRATOSPHERE），

一进门还没等办理入住，赌场就扑面而来了。打算夜游回来小试一下运气。

嘿嘿 ~ 有全拉斯维加斯最高的观光塔，还提供跳楼游戏，100 美元 / 人。

真够刺激的。

斯特里普南 Strip South

位于麦卡伦国际机场和长街的正南方向。这里并不是以各式各样的赌场、

酒吧、商场吸引游客的下塌。住在这里稍显轻松，不像是长街 24 小时无

休无眠的透支喧嚣。酒店大多为度假形式的别墅、套房为主，当然价格

也不菲，一般都要 300—500 美元。

20   大溪地温泉度假村 Tahiti Village Resort and Spa

酒店是标准的情侣度假酒店，以浪漫为主题进行装饰和布置。酒店内还

有网球场和游泳池，这对于想要在拉斯维加斯得到一点安静空间的游客

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72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tahitivillage.com

联系方式：+1-702-4406800

到达交通：乘坐 117 路至 Las Vegas @ Arby (N) 站下车。

参考价格：119 美元

拉斯维加斯北部 North Las Vegas 和东森赛特路 Sunset East

不想总是交替坐在赌场、剧院、酒吧和餐厅的椅子上的话，抽一天时间到

拉斯维加斯北部（North Las Vegas）和东森赛特路（Sunset East）

小住两天，体验一下户外高尔夫的畅快吧。这两个地方云集了众多大大

小小不同尺码的高尔夫球场，酒店也很是经济实惠，不追求奢华的你，

只需要 30-50 美元就可以安逸的享受沙漠绿洲的壮阔了。

21   温德姆亨德森山楂套房酒店 Hawthorn Suites by Wyndham 

Henderson

酒店的性价比超高，它同时拥有低廉的价格和舒适的房间。最重要的是，

酒店所在的地方距离 Heritage 公园不远，非常适合带孩子和老人的家庭。

地址：910 S Boulder Hwy, Henderson, Nevada

联系方式：+1-800-3370202

参考价格：50 美元

餐饮 Eat

拉斯维加斯绝不缺乏令人垂涎的各色美食，从最早期的低廉自助餐，到

最近这几年发展出来的超高档餐馆及明星厨房料理，不论你是找寻低廉

的用餐经验或是终身不忘的用餐经验，你都可以在拉斯维加斯如愿以偿。

餐馆聚集的区域主要有长街和市中心弗里蒙特（Fremont）大街。长街

上以豪华餐馆为主，弗里蒙特大街上有各种价位的自助餐。 

Buffet At Bellagio

拉斯维加斯最奢华的自助餐之一，但是这间自助餐店食物的选择和品质

目前还没有其他自助餐店可以超越。从简单的东南亚菜系到豪华的海鲜

餐上千个品种应有尽有，去了只怕无法尝尽每一个品种。

地址：36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联系方式：+1-702-6937111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早餐（7:00-11:00）、午餐（11:00-16:00）；周六、

周日上午餐（7:00-16:00）；每天晚餐（16:00-22:00）

参考价格：14.95 美元 / 早餐；28 美元 / 上午餐；19.95 美元 / 午餐；

35 美元 / 晚餐。

这货是 Max  个人非常中意 BBQ 排骨 , 三文鱼意面，还有新鲜的草莓以

及各种精致的点心。总之都非常新鲜，你选择一定不会后悔！连税两个

人 43 美元，吃 high 了，走时竟忘了给小费。这儿服务的帅哥真是好，以

至于后来我还良心不安。

Wynn Las Vegas

这是赌城最有气派的自助餐厅之一，自然光线照亮了餐厅四周盛开的花

卉与墨绿的植物。每天有十七个现场的料理站，依客人的喜好现煮现做，

绝对让你物有所值。

地址：3131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wynnlasvegas.com/Restaurants/CasualDining/TheBuffet

联系方式：+1-702-7707000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早餐（8:00-10:300）、午餐（11:00-15:30）；

周六、周日上午餐（8:00-15:30）；每天晚餐（15:30-22:00）

参考价格：17.95 美元 / 早餐；34.95 美元 / 上午餐；21.95 美元 / 午餐；

37 美元 / 晚餐。

MGM Grand Buffet

这里最棒的食物是热蟹腿，其他各种食品的质量也属上乘，环境舒适。

喜欢 Omelette 的一定要尝尝这里现做的，绝对让你惊艳。另外，这里

最大优势是价格低廉，算的上性价比最高的一家自助餐了。

地址：3799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mgmgrand.com/restaurants/mgm-grand-buffet.aspx

联系方式：+1-702-8911111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早餐（7:00-11:00）、午餐（11:00-14:30）；周六、

周日上午餐（10:00-14:30）；每天晚餐（16:30-22:00）

参考价格：13.99 美元 / 早餐；20 美元 / 上午餐；15.49 美元 / 午餐；

27 美元 / 晚餐。

The Buffet at Aria

这家自助餐厅的陈列和食物虽然不如百乐宫的精美，但是总体来说，品

种也足够了。再加上价格便宜不少，所以对于胃口小的女生来说，选择

这家要划算的多。

地址：3730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arialasveg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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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1-702-5907111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早餐（7:00-11:00）、午餐（11:00-16:00）；周六、

周日上午餐（7:00-16:00）；每天晚餐（16:00-22:00）

参考价格：17.99 美元 / 早餐；27.99 美元 / 上午餐；20.99 美元 / 午餐；

31.99 美元 / 晚餐。

Junjun  位于 Aria 内的 Buffet，名字很切题，直接叫 the Buffet，提供早、午、

晚餐，而且不清场，由 7:00am 到 10:00pm。意思就是如果你在 11 点前进

场，你就可以用早餐的价格吃到午餐；同样道理，如果 4 点前入场，就

可以用午餐价格吃到晚餐。The Buffet 的陈设还可以，不过就没有 Wicket 

Spoon 那么精美，种类差不多。

22   Chicago Joe's

很久以来就一直是拉斯维加斯颇受欢迎的餐馆。这个带有饰边窗帘的砖

块建筑是靠近市中心的饕餮之地。在这里就餐，感觉就像是在外婆的房

子里品尝传统的意大利美味。这里美食众多，静候你来分享，价格也很

合理。鸡肉安吉洛鲜嫩爽滑，甚至可以用调羹舀起；意大利面虽然量不多，

却足够丰盛。

地址：820 South 4th Street, Las Vegas, Nevada

网址：http://chicagojoesrestaurant.com

联系方式：+1-702-3825637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五（11:00-22:00），周六（17:00-22:00）。周六、

周一不营业。

参考价格：11-30 美元

到达交通：乘坐 108 路公车至 Gass @ Las Vegas (W) 站下车。

购物 Shopping

如果对赌博没有兴趣、对各种文艺秀没有感觉，那么有购物天堂之称的

拉斯维加斯一定会让你痴狂，这里汇集了众多世界奢侈品牌和价格低廉

的名牌大卖场。长街上的美丽湖饭店、永利饭店、威尼斯人饭店、凯撒

购物中心等这些高档酒店里也遍布着很多高档奢侈品商店，只要你用心

发现总会有收获。

长街

一些名店沿拉斯维加斯长街而设。香奈儿、卡地亚、蒂凡尼、White 

House/Black Market 等等都在等候顾客的光临。无论你决定入住哪家

酒店，去疯狂购物都只需数分钟的路程。而且，酒店规划者们在赌场周

围并不是仅开设商店而已。你在购物时还能享受他们所创造的各种精彩

体验：观看免费表演；被真人雕塑欺骗眼睛；体验一次雷暴；在人造天

空下的长凳上休息，一个小时内即可经历从薄暮到黎明的过程。

25   古董街

古董街从 Charleston 向下延伸 10 个街区至 Maryland 公园大道，那

里到处散落着小房屋和成群的店铺，出售形形色色的收藏品。20 世纪

40、50 年代的人造珠宝、赌场筹码、家具、亚麻布艺以及餐具等等，你

甚至还可以找到已停产的酒店银器及餐盘。

地址：1109 Western Ave Las Vegas, Nevada 89102

26   唐人街广场 Chinatown Plaza

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以西仅 1.6km 处。这家购物中心内有多家亚洲商家和

亚洲餐馆，还有一家亚洲超市。这里的特色店铺销售玉石珠宝、辛香调料、

茶叶、艺术品以及新奇商品等。它是美国第一家经过精心规划的唐人街，

其中的建筑模仿唐朝样式，独具特色。

地址：4255 Spring Mountain 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lvchinatown.com

联系方式：+1-702-2218448

到达交通：乘坐 104 路至 Twain @ Wynn (E) 站下车。

27   Stratosphere Tower

Stratosphere Tower 商店在 Stratosphere 酒店的顶层，它们沿着走

廊曲折而设，一直通到著名的“太空椅”。这些商店多为家庭小店，间

或有几家服务配套店，如 Roni Josef Spa 和 Salon。去逛这些店铺需要

跋涉一番，但尽头的景色是极为赏心悦目的。在此消磨一个下午，还能

赶上欣赏西边群山中的日落，堪称疯狂购物之后的完美享受。

地址：2000 South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联系方式：+1-702-3807777

到达交通：乘坐 109 路至 Main @ Las Vegas (N) 站下车。

Showcase Mall

位于米高梅饭店北面，长街上可以搭绿线公车前往。对于住在长街南面

赌场饭店的游客比较方便，这里有 M&M 巧克力专卖店、可口可乐馆、

电影院、便利店和众多快餐店。娱乐购物两不误。

地址：3785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vegas.com/shopping/showcase.html

联系方式：+1-702-5973117

到达交通：乘坐 The Deuce on The Strip Northbound 至 Las Vegas 

@ MGM/Showcase (N) 站下车。

28   Fashion Show Mall

购物中心与金银岛饭店和永利饭店隔街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方便。除了

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外，这里还有当地特色的电器商店、美容店、宝店

及众多咖啡店餐厅等。

地址：3200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thefashionshow.com

联系方式：+1-702-3698382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10:00-21:00），周日（11:00-19:00）

到达交通：乘坐 Deuce buses 至 Fashion Show 站下车。

29   威尼斯人酒店大运河购物区 Grand Canal Shoppes

威尼斯人酒店大运河购物区有 80 家世界顶级商店坐落在独具特色的意大

利风格的走廊上。商店之间的人工运河上时不时会有“威尼斯”船夫划

着“刚朵拉”，载着情侣们，唱着意大利民歌经过。如果你不想买东西，

只是浏览橱窗里的商品，也不会有人打扰，是一个绝好的休闲散步场所。

地址：3355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联系方式：+1-702-4144500

营业时间：周日到周四（10:00-23:00）；周五至周六（10:00-24:00）

30   奇迹哩购物区 Miracle Mile Shops

奇迹哩购物区位于星球好莱坞大酒店（Planet Hollywood Resort & 

Casino）内，是环绕赌场的一条长长的环形街道。商场提供超过 170 个

零售商，称得上是世界级的零售及餐饮区。为了让购物者有沉浸在异国

市场的感觉，沙漠走廊购物区的商店都嵌入 8 层楼高的假山边上，还有

一个取悦众人的室内雷阵雨秀，你可以在购物之余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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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3667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miraclemileshopslv.com

联系方式：+1-702-8660703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10:00-23:00）；周五至周六（10:00-24:00）

拉斯维加斯奥特莱斯全攻略

对于购物习惯一站到位的蜂蜂来说，奥特莱斯（Outlets）简直是省时省

力的好地方，既能一次解决多种需求，又能享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满载而归”的快感。如果赶上每年的“黑色星期五”，那更要让荷包和

体力充分准备，囤货的时间就要到啦！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有两个：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North（北店）和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South（南店）。两个

奥莱虽然品牌差不多，但无论从规模、设施还是人气上，南店都不如北店，

所以如果时间不多，建议大家先去北店。

23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North（北店）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North 离市中心很近，十几分钟的车程

就到。这里一共有 150 个品牌，包括一线品牌 Armani，Bubbery，

Dolce & Gabbana，Salvatore Ferrogamo 等， 二 线 品 牌 如 7 for 

all mankind，Diesel，Kate Spade，Michael Kors，theory，Tory 

Burch 等。除了衣服鞋履外，还有顶级音响品牌 Bose，瑞士巧克力

Godiva 和 Swarovski 等品牌的打折店。打折店的商品价格本身就已经

便宜很多，碰到节假日的时候更是会有折上折，折扣力度大到让人心花

怒放。

地址：875 South Grand Central Parkway, Las Vegas, NV 89106

电话：702-474-7500

网址：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58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South（南店）

这里总共有 140 余家商铺，主要品牌包括 Adidas，Anna Taylor，

Banana Republic，Bose，Coach，Converse，Levi’s，Michael 

Kors，Nine West，Timberland，Tommy Hilfiger 等。一线品牌不多，

但有很多受欢迎的二线品牌。

南店整体规模不如北店大，但折扣力度不亚于北店。而且节假日，特别

是黑色星期五期间北店人通常较多，不想排队的蜂蜂可以先逛这里。

可以到信息台（Information Center）拿上一本地图，地图上

面十分清楚的表明了各个牌子的位置和号码，方便寻找。另外，

出发之前可以先在 Premium outlet 的官网上注册，打印优惠券

（coupon），到达之后再去 Information Center 换取真正的

coupon。

地址：7400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Las Vegas, NV 89123 

电话：702-896-5599

网址：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61 

到达交通：

自驾路线一：从市中心上 I-15，往南约 3.1mile 从 34 出口下，右拐至

S Las Vegas Blvd，约 10 分钟车程。

自驾路线二：从市中心沿着 S Las Vegas Blvd 往南开大约 4.3mile，约

15 分钟车程。

公共交通：在市中心搭乘公交车 SDX (Strip & Downtown Express)

直达 Outlet 门口。SDX 每 15 分钟一趟，有两种车票，$6 的 2 小时有

效车票和 $8 的 24 小时有效车票。 

24  Fashion Outlet of Las Vegas

跟前两个大型奥特莱斯相比，Fashion Outlet of Las Vegas 离市中心

比较远，品牌也比较少，不过它的网站却是最便利的，提供中文页面，只

要点击首页的“中文”，就会看到关于 Fashion Outlet of Las Vegas

的非常详细的中文介绍，包括行车路线、营业时间等。

Fashion Out let  of  Las Vegas 同 样 提 供 婴 儿 推

车 和 轮 椅 租 赁， 并 有 双 语 服 务 人 员 和 翻 译 服 务。

这 里 有 超 过 100 个 设 计 师 品 牌， 除 了 服 饰 品 牌 Amercian 

Eagle，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Coach，Crocs，

Fossil，Guess，Gap，Hugo Boss，Juicy Couture，

Lacoste, Miss Sixty，Ralph Lauren 等， 还 有 Le Cruset，

Williams- Sonoma 等 厨 具 折 扣 店， 以 及 知 名 百 货 Neiman 

Marcus 的打折店 Last Call by Neiman Marcus。

地址：32100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Primm, NV 89019

电话：702-874-1400

网址：http://www.fashionoutletlasvegas.com/ 

到达交通：驾车从市中心上 I-15，往南行驶约 38mile，从 1 号出口

下； 选 择 公 共 交 通 的 话， 从 Las Vegas Blvd 乘 坐 Fashion Outlet 

of Las Vegas 的 专 属 Shuttle， 出 发 站 有 The MGM Grand Hotel 

and Casino，Miracle Mile Shops at Planet Hollywood，以及 The 

Fashion Show。往返车票每张 $15，并附送优惠卷一本。

建议拨打 702-874-1400 转 7073 或者 888-424-6898（美国境内）

提前预定 shuttle 车票

拉斯维加斯奥特莱斯榜单图文由 北美省钱快报 提供，特此感谢！

http://www.mafengwo.cn/u/712644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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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Entertainment

说到拉斯维加斯的娱乐项目，赌博当然首当其冲。不管是去大型的赌场

彻底沉迷还是小打小闹式的碰碰运气，你都能在心跳的起起落落中玩得

尽兴。当然，除了小赌一番，来到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个重点便是观看各

式的表演。大型的饭店均有免费表演、夜总会、晚餐秀等等项目，有些

赌场也兼营表演秀或以知名艺人为号召。在这样一个充满欢声笑语、放

纵玩乐的不夜城，你是不是也荷尔蒙激增，想要和身边的她/他疯狂一回？

拉斯维加斯上百家教堂 24 小时营业并且没有繁文缛节的程式，提供给你

一个经济实惠又特别的难忘婚礼。

免费秀

31   百乐宫音乐喷泉 Fountains of Bellagio

百乐宫喷泉伴随着背景音乐开始喷水，1,200 个喷嘴和 4,500 盏灯与包

括弗兰克辛纳屈的“Fly Me To The Moon”在内的音乐保持同步。如

果你是一位电影爱好者，会发现该喷泉曾在乔治 • 克鲁尼、布拉德 •

皮特和朱莉娅 • 罗伯茨共同主演的电影《十一罗汉》结尾出现过。

地址：60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bellagio.com/attractions/fountains-of-bellagio.aspx

联系方式：+1-702-6937111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15:00-19:00）每隔 30 分钟表演一次；周一到

周五（19:00-24:00）每隔 15 分钟一次；周六、周日（12:00-19:00）

每隔 30 分钟表演一次，（19:00-24:00）每隔 15 分钟表演一次。

到达交通：乘坐公交 202 路至 Flamingo @ Las Vegas (E) 站下车。

风行天下  BELLAGIO 前的水幕表演是很不错的免费秀，半小时一场。你

也可以在 BELLAGIO 里的 OLIVE 餐厅吃饭，正好在水池边，边吃边欣赏

水幕表演，感觉不错。

32   火山喷发 Volcano

这是由 3000 多盏电脑控制的灯模拟岩浆流动的壮观场面，当火山喷发

时，可以在水面上看到 100 多英尺高的火焰，每每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已成为拉斯维加斯的必游景点之一。演出视天气情况而定，如果风速超

过每小时 12 英里，一盏红灯便会显示出火山不会爆发。要观看水面上方

高达 30 米的橙色火焰，最佳地点是站在水池靠近长街的一侧，还应该提

前 10 分钟到达以保证有观看位置。

地址：3400 South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mirage.com

联系方式：+1-702-7917111

营业时间：每天 18:00-24:00，每小时表演一次。如遇风力过大或恶劣

天气可能取消。

到达交通：乘坐 The Deuce on The Strip 在 Las Vegas @ Mirage (S)

站下车。

Sunfire  米拉其（Mirage) 宾馆前有一座高 17 米的“火山”，火山每天

晚上 6：00 定时喷发，喷出的红色“岩浆”，滚滚流入旁侧的湖中，晚

间广场前总是人满为患。虽然一切都是人工打造，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也

是一种鬼斧神工，同样让人赞叹。

 nic-cat   Mirage 的火山，每晚按点儿爆发。

33   弗里蒙特街体验 Fremont StreetExperiencec

弗里蒙特街体验在拉斯维加斯的心脏地区展示令人惊悚的五个街区。这

个星球上最大的大屏幕，在头顶上 90 英尺高的地方，每晚展现令你眼花

缭乱的最先进的声光表演。在约 100 多米长的街道上，无数的霓虹灯配

上音乐，再加以精确设计和控制，让你仿佛置身一个迷幻的世界。

地址：425 Fremont Street,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vegasexperience.com

联系方式：+1-702-6785777

营业时间：每天天黑至 24:00

到达交通：乘坐 215 路至 4th @ Fremont (N) 站下车。

RiverWhale's  老区的灯光秀一条街同样很 high，整夜 high。天蓬上播

放摇滚乐，街上的人都跟着吼唱，还有每个街口的 freelive 乐队演唱，这

个时候就算是我也觉得 high 不过那些欧美人。

34   海盗大战 The Sirens of TI

一群性感妖艳的女海盗的战船，与一群背叛了同行的南海盗的战船隔桥

对峙，双方相互谩骂，一言不和，便开炮射击，于是大战开始。一时间

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不时有水手落水，最后女海盗们击沉了对方的战船，

便载歌载舞，庆功欢呼。幽默的情节加上绚丽的舞台灯光，绝对称得上

是拉斯维加斯最精彩的免费表演。

 nic-cat   火爆的海盗大战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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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330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89109

联系方式：+1-702-8947111

营业时间：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每天 20:30 和 22:00 有表演，秋冬季

节会在每天 17:30 加演，春夏季节会在 23:30 加演。

35   亚特兰蒂斯水族馆景下之旅 Atlantis Aquarium Below-

the-Scenes

水族馆是一个五万加仑的咸水水箱，养有大约 500 种鱼类，包括鲨鱼。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一次真正免费的“景下”之旅，你将会被带到水箱下面，

并经过过滤系统、厨房、鲨鱼池以及鱼适应化区，了解真正的幕后故事。

地址：350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89109

联系方式：+1-702-8933807

收费秀

歌舞、杂技、魔术表演或是狂欢盛宴，拉斯维加斯的秀可以涵盖全部的

内容。大部分的表演历时九十分钟，而且必须预约。详细的表演时间、

预约事项、最低消费可以向饭店或赌场洽询。有时候下榻饭店的名气是

能不能进入秀场观看表演的一项重要因素。门票代售处在秀场终年有预

约席，透过他们购票也是一种方式，可以在电话簿里寻找。到了秀场，

给带路的服务生 5 美元 -10 美元的小费较容易坐到好位置。

36   Bally's Jubilee

这是赌城的招牌上空秀之一，此节目上演至今经久不衰，用它的广告词

来说就是“25 years of nothing to hide”。多达 100 人的歌星、舞

者身着豪华服饰，头戴价值五千美元以上的头饰，百老汇式的歌舞表演，

值得初次到赌城者一看。节目的最后，演出豪华邮轮铁达尼号沉没，达

到高潮。这个秀是带有 showgirl 性质的招牌上空秀 (Top Show)，里面

的女演员跳舞的时候都是上身无遮，不过这个招牌上空秀已经演了 25 年，

赤裸而不色情，非常好看。

地址：3645 South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ballys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7394111

营业时间：周六至周四（19:30-22:30）

参考价格：68-110 美元

37   Bellagio –“O”

加拿大马戏团 Cirque du Soleil 的最新巨作 , 率先尝试水上剧场。表演

涵盖有 81 位跨国艺人的强大阵容，在 150 万加仑的池水中以及池水表

面和上方演出，场面壮观且富有创意。据说光是舞台道具各种设备总共

花了九千两百万美元，绝对称得上是豪华的秀场。

地址：36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联系方式：+1-702-6937111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日（19:30-22:30）

参考价格：99-150 美元

38   Le Reve

它 是 新 型 维 加 斯 表 演 界 的 后 起 之 秀， 票 价 连 年 上 涨， 与 Bellagio 

–“O”出自同一设计师。演出内容以跳水为主，配以技巧，杂技，小丑，

加特制音乐，眼花缭乱的造型加上特制的演出场地，欣赏价值绝不逊色

于百老汇。

地址：3131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wynnlasvegas.com/Shows

联系方式：+1-702-7707000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和周日（19:00和21:30），周五20:30，周六（20:00

和 22:30）

参考价格：99-159 美元

尘缘（Y 哥）  这是酒店上演的一场表演秀，名字叫“LE REVE”，演出

开始后就不能拍照。当中是个大水池，表演结合了舞蹈，芭蕾，高台跳水，

杂技，既有很强的观赏性又具有娱乐性，100 美元还是物有所值的。据说

最牛的表演是一个叫“O”的水上演出，可是门票十天后都没有了。只好

选择第二位了。

39   Blue Man Group’s

他们在威尼斯人酒店里演出，酒店专门为其耗资数百万美元专门建造了

剧场。这是一场色彩丰富的互动性的演出，在美国家喻户晓，模仿他们

的也不计其数。但是由于表演形式比较小众，你可以先在网上搜索一下

他们表演的片段，如果觉得感兴趣再决定观看。

地址：3770 Las Vegas Blvd S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blueman.com

联系方式：+1-702-4141000

营业时间：一般为 19:00 和 21:30，具体场次请参考官方网站。

参考价格：70-121 美元

地杰星  BLUE MAN GROUP 以 PVC 材质的大大小小粗粗细细长长短短

的无数水管当打击乐器，把默剧、杂耍、多媒体装置乃至于行动艺术，

张罗成一场颇具达达主义色彩和地下前位剧场气氛，却充满动感与娱乐

效果的综合奇观，”但主要是演奏音乐为主，其它为辅。现场气氛极其

热闹，（坐前边的还要发雨衣，呵呵，准备被恶搞）惊喜不断，不看现场，

咋讲也是无力的。

40   Penn and Teller Theater

魔术界有个规矩，就是不要告诉观众魔术后面的秘密。但在这里，Penn

和 Teller 却往往会把一些秘密演示给观众，而另一些又会让观众百思

不得其解。所以他们的魔术又被称作“坏男孩的魔法（Bad Boys of 

Magic）”。他们的表演把喜剧和魔术融合在了一起，曾获得两次拉斯

维加斯年度最佳魔术师奖 （Las Vegas Magicians of the Year）。整

个演出时间为 90 分钟。

地址：3700 West Flamingo Roa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pennandteller.com

联系方式：+1-702-7777776

营业时间：周六至周日 21:00

到达交通：乘坐公车 202 路至 Flamingo @ Hotel Rio (W) 站下车。

参考价格：75-85 美元

博彩

“赌”是拉斯维加斯的标志，到这里的游客，除了小孩之外，没有不去

赌博的。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集中于长街与市区 (downtown)。长街的赌

场以观光客为主，拥有主题乐园及华丽的旅馆，气氛较为轻松。而市区

(downtown) 的赌场则是以赌博为主，除了一般游客外，许多当地人也

会小玩几把。既然被誉为“赌城”，自然有其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说，机场、

饭店、商场的角落、甚至厕所外都有老虎机。赌场是 24 小时营业，终年

无休，方便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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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得满 21 岁法定年龄，才允许赌博。赌场工作人员有权

检查你的证件，所以一定随身携带任何有照片之有效证件，如驾

照，护照。

●  内华达州州政府规定，赢额超过 1200 美元，均必须交税，所

交税务分现场税 ( 外国游客 ) 及申报税 ( 美国居民 )，税率则高达

30%.

●  多数赌场有免费课程，教你怎样玩各种游戏。具体时间和地

点请查看免费赌博游戏课程。具体的课程时间安排请参阅网站

http://vegas1688.com/games/free_class.php

角子机 SLOT MACHINE

又称老虎机，就象老虎嘴，吞噬着赌客腰包内的金钱。它是拉斯维加斯

里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赌法，因此只要你进入拉斯维加斯的势力范围，

无论是机场、加油站、各式商店、快餐店或者超市，它们可谓无所不在。

老虎机是玩家输得最多的赌场游戏，一般长街上豪华赌场饭店内的角子

机都是 25 分起投，拉一下货币孔边上的手闸或按一下机械台面上的按钮

便可，如遇一样的图形，便可得奖。也有几美分的机械，那的确是消磨

时间的好办法。

不过老虎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玩之前要先认清眼前的机器，是

不是自己要玩的。首先要看机器的最小下注额，它们分别为 1 分，5 分，

25 分，1 元，5 元，25 元， 100 元等不同的层次。下注方面则可分 1

倍，2 倍及 3 倍等任选其一。然后要看中奖的组合方式，和下注 1 倍，2

倍和 3 倍所赢数目的不同。

21 点 Blackjack

顾名思义，就是争夺拿到 21 点。据称，21 点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扑克游戏，

也是所有赌桌游戏中玩家最有可能公允取胜的赌法。在准备玩 21 点游戏

之前，首先要看清牌桌的最少下注额，把下注的筹码放到正对你的圆圈

或方格里。21 点一般用 1 副到 8 副牌。庄家给每个玩家发两张牌，牌面

朝上；给自己发两张牌，一张牌面朝上，一张牌面朝下。赌场为了防止

作弊，要求玩家不要用手动自己的牌。

常见术语：

拿牌 (HIT)：再拿一张牌。

停牌 (STAND)：不再拿牌。

分牌 (SPLIT)：玩家再下一注与原赌注相等的赌金，并将前两张牌分为两

副单独的牌。这两张牌的点数必须相同。分成两副牌之后，一张 A 牌和

一张 10 点牌只能算作 21 点，不能算作黑杰克。

双倍下注 (DOUBLE)：玩家在拿到前两张牌之后，可以再下一注与原赌

注相等的赌金（如果觉得少可以加倍），然后只能再拿一张牌。如果拿

到黑杰克，则不许双倍下注。

保险 (INSURANCE)：如果庄家牌面朝上的牌是 A，玩家可以买保险，

也就是相当于原赌注一半的额外赌金。如果玩家确信庄家下一张是 10 点

牌，则可以买保险。如果庄家确实有黑杰克，玩家将赢得 2 倍的保险赌金；

如果庄家没有黑杰克，玩家将输掉保险赌金，游戏照常继续。黑杰克要

大于其他总点数为 21 点的牌。

 Apple  赌球、赌马、各种赌。

轮盘 Roulette

轮盘是一种十分刺激的游戏。它由一个轮盘、一个象牙制小球以及一张

赌桌构成。轮盘以转轴为中心转动，并且分成 38 个细长沟道。36 个沟

道分别编号为 1 至 36，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黑色。另外两个绿色沟道分别

标为 0 和 00。玩家按照赌桌上的赌区下注。一旦赌桌上的赌注总额超过

最小赌注，小球就会被掷进轮盘。小球进入任何一个沟道并停止滚动之后，

输赢即确定下来。无论哪一轮游戏，玩家所下的赌注均不能超过最大赌

注。乍看轮盘上数字的排列是完全随机的，较明显是红色和黑色单双数

的比例是不同的，其实数字的分布排列是经过小心处理的，而轮盘上每

一格的光滑度及大小都是一样的，多数一对的数字都有另一个数字相隔，

这对数字总和是 37 或 39。

七张 Pai Gow Poker

七张是一种节奏比较慢的游戏，规则也简单易学。七张使用每副纸牌中

的五十三张牌：标准的五十二张牌加上一张鬼牌。下完赌金后，庄家发

给玩家七张明牌（面朝上），发给自己七张暗牌（面朝下）。玩家必须

将这七张牌分为两墩牌。第一墩牌称为高手 (highest hand)，由五张牌

组成。第二墩牌成为低手 (second highest)，由两张牌组成。五张牌这

一墩的等级一定要高过两张牌的一墩，否则叫“死墩”或“犯规”，算

自动输。

夜生活

在拉斯维加斯的夜晚，你到任何地方都能发现丰富的活动。有吸引大批

人群的宽敞舞池，有天才调酒师帅气的将调酒杯在空中抛来抛去，在这

种夜生活的氛围中，每种精彩娱乐都会令人兴奋不已。你可以选择去一

些大名鼎鼎的后现代极乐夜总会，在那里可以看到众多名人，顶尖 DJ 们

播放着音乐，人们跳舞直至凌晨。再或者，你也不妨“不走寻常路”去

一些偏僻点儿、本地人常去之处。

41   Rain Las Vegas

Rain Las Vegas 夜总会位于 Mobil 三星级的 Palms Casino Resort 内，

它会让客人走过一条未来派风格的隧道，走出隧道就会踏入由最先进灯光

系统照亮的舞池。这里的音响系统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刺激感，你可以在这

里跳舞直至天明或者通过面向长街的一面玻璃墙欣赏耀眼的霓虹风景。

地址：4321 West Flamingo Road, Las Vegas, Nevada

http://www.mafengwo.cn/i/779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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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rainlv.com 

联系方式：+1-702-9426832

营业时间：周五、周六（23:00- 凌晨）

参考价格：30 美元

42   Tao

这里最近刚刚成为知名去处的俱乐部之一，它位于 Mobil 四星级的

Venetian 内。去这家巨穴般的俱乐部的舞池中狂舞之前，最好先去相邻

的餐厅吃点东西，俱乐部里面很难得到可口的食物。

地址：3355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http://tao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4141000

营业时间：周四 - 周六（22:00-5:30）

参考价格：20-30 美元

43   Coyote Ugly

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热舞天堂，舞台上每天都有身材火辣的 dancer 热

舞带动现场气氛。舞池内更是年轻人释放的理想之地。这里没有陌生人、

没有国籍、没有语言障碍，尽管用身体去交流吧。

地址：3790 S Las Vegas Blv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coyoteuglysaloon.com/vegas

联系方式：+1-702-7406969

营业时间：每天 18:00-3:00

参考价格：10 美元

44   Beauty Bar

酒吧采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容沙龙式装修，带有酷酷的时尚怀旧色彩。

这家面积 195 平方米的酒吧每晚都会随现场 DJ 的音乐而跳动，每个月

的第一个周五，这里还会举办 Funky 和 Soul 音乐派对。

地址：517 Fremont Street, Las Vegas, Nevada

网址：http://thebeautybar.com/las_vegas

联系方式：+1-702-5981965

营业时间：每天 21:00-2:00

婚礼

拉斯维加斯可说是一个为新婚蜜月打造的城市，不论是以传统、别出心

裁或与众不同的方式完成婚礼，同样都是手续简易且收费公道。传统上

最热门的结婚日期是 2 月 14 日情人节，数以千计的爱侣选择这个“爱

之日”结婚并作为其结婚纪念日。其次热门的结婚日期则是每年的新年

前夜。这个州的婚姻法与众不同，大大小小的教堂里，离婚和结婚同样

的容易，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等待的时间，也不要身份证明和健康检查，

就连没有婚姻约束的性行为也可以在那里大张旗鼓。

心血来潮的婚礼是拉斯维加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里可是注册结婚同时

举行婚礼的著名圣地。无论你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在这里都可以

轻松的获得一份符合当地法律的结婚证书。手续异常方便简单，只要新

郎新娘两个人说“我愿意”就可以。据统计，每年有 12 万对新人在拉斯

维加斯注册结婚，其中大部分是前去旅游的游客。作为“结婚之城”，

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经常会看到举行结婚仪式的场面。传统上最热门的

结婚日期是 2 月 14 日情人节，数以千计的爱侣选择这个“爱之日”结

婚并作为其结婚纪念日。其次热门的结婚日期则是每年的新年前夜。这

个州的婚姻法与众不同，大大小小的教堂里，离婚和结婚同样的容易，

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等待的时间，也不要身份证明和健康检查。

教堂推荐

拉斯维加斯的婚礼教堂众多，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特色之处，无论是简

朴的、奢华的、新意的、浪漫的、古典的或是宗教的任何形式和风格的

婚礼都能满足。

45   好莱坞婚礼教堂 A Hollywood Wedding Chapel

这家教堂距离长街有一段距离，相对来说是个清静的选择。小教堂周边

很空旷，完全可以来点儿别出心裁的仪式。最低的婚礼套餐在 300-500

美元。

地址：2207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4

网址：www.ahollywoodweddingchapel

联系方式：+1-702-7310678

46   凯撒皇宫婚礼教堂 Caesars Palace Wedding Services

凯撒皇宫婚礼教堂的陈设处处彰显着古典、优雅的气质。所有的布置都

已米色、浅蓝色和奶油灰为主色调，室内可容纳196名客人同时观看仪式，

是大型婚礼的最佳选择。

地址：357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caesarspalace.com/weddings/caesars-palace

联系方式：+1-702-7317422

47   Canterbury Wedding Chapel & Gardens

教堂位于一个小山丘的顶部，让人颇有身处童话故事里的感觉。不过，

在这家策划一个完整的婚礼费用可不低，至少要上千美元。

地址：385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excalibur.com/weddings

联系方式：+1-702-5977260

48   Chapel at Monte Carlo

教堂提供各种礼仪形式的婚礼，包括宗教式的。这里有一个以维多利亚

为主题的法国风格教堂，最多可容纳 100 人，非常漂亮。

地址：377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9

网址：www.montecarlo.com/pool-amenities/weddings.aspx

联系方式：+1-702-7307575

49   Chapel Of The Bells

教堂没有什么多于的装饰，简洁、质朴，适合想要一个温馨小型婚礼的情侣。

地址：2233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evada 89104

网址：www.chapelofthebells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7356803

50   小白教堂 A Little White Wedding Chapel

拉斯维加斯小白教堂是一座著名的婚礼教堂，很多明星都曾在此举办过

婚礼，Britney Spears, Bruce Willis, Demi More 等。教堂门口高高竖

立的牌子上有两颗巨大的红心，被一支丘比特的箭射穿，非常引人注目。

这里有 5 个婚礼小礼堂和一个方便快捷的免下车 drive through 婚礼小

隧道。5 个小礼堂和一个免下车婚礼小隧道是。选择在这里结婚，你大可

以拿着这里的照片回去跟朋友们炫耀，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过有名了。

地址：1301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alittlewhitechapel.com

联系方式：+ 1-702-382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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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教堂 Chapel of the Flowers

花儿教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路超越小白教堂和 Viva 教堂，成为了

目前拉斯维加斯最受欢迎的婚礼胜地。这里有三个室内小礼堂和室外玻

璃花园，高雅圣洁是它 60 多年来一直努力呈现的体验感受。除了定制版

的仪式内容，花儿的摄影师绝对也是吸引无数情侣至此的原因之一。这

里的摄影师获过无数大奖，摄影的场地也很多变，可以是花儿小教堂装

修华丽的室内，也可以是建造的罗曼蒂克的室外，甚至可以是到旅游胜

地大峡谷 (Grand Canyon) 或火谷 (Valley of Fire)。

网址：http://www.littlechapel.com/

西部小教堂 The Little Church Of The West

西部小教堂位于世界着名的“Welcome to Las Vegas”标志之间，地

理位置非常优越方便。这里同时展现了典雅、浪漫和深厚的历史，是一

个不可多得的婚礼理想之地。

Viva Las Vegas Wedding Chapel

这里是拉斯维加斯条幅大道上最大的一家婚礼教堂，连续四年被《内华达》

杂志和《Review》杂志评选为“最佳结婚地点”。在这里举办一场婚礼

要花费 300 美元以上。如果荷包充足，不妨来这里给你最美的新娘定制

一场个性化婚礼，比如猫王、海盗、吸血鬼等等主题。

网址：http://www.vivalasvegasweddings.com/

结婚流程

申请结婚

拉斯维加斯属于克拉克县 (Clark County)，在这里领的结婚证都是克拉

克县颁发的。首先去克拉克县的行政办公处（地址：201 E Clark Ave, 

Las Vegas, NV）进行结婚申请，这里是每天早上 8 点到夜里 12 点办

公的，全年无休，随去随时可以申请。申请后你会得到一个结婚许可证，

一年内有效。

举办婚礼

有了结婚许可后，接下来就应该是去找一个具备在内华达州支持婚礼资

格的人为你主婚，或者在克拉克县的民事婚姻长官办公室来进行征婚（在

结婚许可申请的地方会有克拉克县的民事婚姻长官办公室的地址和预约

电话）。婚礼完成后，主婚人会将结婚许可证（Marriage license）收走，

并且登记见证人的全名。

领取结婚证书

拉斯维加斯结婚的最后一步就是领取真正有法律意义的结婚证书。你可以

选择在网上申领，以邮寄的方式获取。网址为：http://ClarkCountyNV.

gov/recorder

Tours线路推荐
游览拉斯维加斯的线路既可以安排得满满当当，不错过每一分每一秒，

也可以悠闲地一天只做一件事情，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兴趣所在。不过既

然来了，就不能免俗的要在长街上多花些时间，就算只是走马观花，也

会有不凡的收货。

拉斯维加斯长街地标一日游

线路特色

游览拉斯维加斯最繁荣的街道及这里的特色赌场、豪华酒店。

线路设计

神秘园与海豚馆（Secret Gardens & Dolphin Habitat）——威尼斯人

饭店 (The Venetian)——巴黎饭店（Paris Las Vegas）——美丽湖饭

店（Bellagio）——海盗船及女妖大战——海市蜃楼的火山喷发——费蒙

街（Fremont St）

线路详情

早上搭乘双层巴士前往海市蜃楼饭店 (Mirage) 内的神秘园和海豚

馆参观游览，离开海市蜃楼饭店，步行到对面的威尼斯人饭店 (The 

Venetian)，参观工艺品商店，到圣马可广场乘坐刚多拉。然后前往巴黎

饭店，在巴黎饭店的埃菲尔铁塔观赏赌城街景。下午在对面的美丽湖饭

店观看音乐喷泉表演。晚上可在美丽湖饭店的自助餐厅享用晚餐。之后

搭乘双层巴士至金银岛饭店，观看的海盗船及女妖大战，表演结束后，

向南步行至海市蜃楼饭店，稍后片刻欣赏饭店门前的火山喷发，离开海

市蜃楼饭店，搭乘双层巴士前往市中心费蒙街，游览观赏声光秀。

拉斯维加斯艺术与文化 1 日游

线路特色

探索拉斯维加斯不为人知的安静面。

线路设计

Bellagio 艺术画廊——泰坦尼克物品展——黎柏拉奇博物馆（Liberace 

Museum）

线路详情

上午在 Bellagio 艺术画廊尽览美国的所有秀丽山川和风物人文。然后登

上甲板，了解沉入大西洋底的那艘历史上最著名的远洋游轮。下午参观

“泰坦尼克物品展”，这是 The Tropicana 大酒店长期保留的经典展示，

2,323 平方米的展区收集了大量物品，如手提箱、圆顶毡帽、船上的汽

笛，还有一大部分船体本身。你还可以走过完美复制的一等舱和三等舱，

感受当时人们的心情。晚间，拜访黎柏拉奇博物馆，漫步于拉斯维加斯

的往日时光。他天才般的钢琴演奏曾经令人痴狂，他珠光宝气的演出服

饰本身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拉斯维加斯购物两日游

线路特色

辗转拉斯维加斯最棒的购物中心，扫货的手软。

线路设计

Via Bellagio——Bass Pro Shops——斯维加斯名品直销购物中心（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古董街

线路详情

上午在四星级 Bellagio 大酒店的 Via Bellagio 商场购物，这些高档商

店簇拥在 Bellagio 湖周围，这里的喷泉是一大景观。连锁的 Bass Pro 

Shops 旗舰店也在这里，它本身也已成为大家竞相造访的热点。中午你

可以在这里任何一家高级餐厅享用午餐，然后慢慢鉴赏蒂凡尼的珠宝首

饰，或者挑选一款香奈尔手包。下午乘车前往拉斯维加斯名品直销购物

中心，这里有超过 120 家直销店，折扣最高为正常零售价格的 65%，

是真正扫货的重点。对古董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从 Charleston 向下延伸

10 个街区走走，那里簇拥着许多古董店，专门经营各种收藏品，如服装、

家具、珠宝、餐具和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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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浪漫两日游

线路特色

无论是情侣想约定终身幸福还是已婚爱人盼望重温新婚的浪漫，拉斯维

加斯这个奢华浪漫之都一定让你徜徉在蜜月的幸福时光里完成这段难忘

的旅行。

线路设计

D1：小白教堂 (Little White Chapel)——长街 (The Strip)

D2：大峡谷 (Grand Canyon N)——拉斯维加斯名品直销购物中心（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线路详情

D1: 浪漫的主题便是彰显和爱人间的幸福，那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

教堂里许下爱的诺言。这座小白教堂非常知名，很多名人也选择在这里

完成婚礼。教堂内温馨的装饰烘托出浓浓的爱意，办理结婚的手续也相

当简便。情侣在这里约定幸福，又或是已婚夫妇也可以在这里再举行一

次仪式以重温美好的新婚浪漫，都将会是彼此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如

果你想拥有更特别的婚礼，也可以租一架直升飞机或是一只热气球带着

牧师飞到大峡谷上空宣誓结婚。晚饭过后，可以和爱侣来到长街上，享

受拉斯维加斯的“不夜城”风采，这里是拉斯维加斯最繁荣的街道，灯

光璀璨，汇集了最豪华的酒店、赌场、餐馆与购物场所，而要品味的精

彩之处就分布在各个酒店。比如海市蜃楼饭店的神秘园与海豚馆或者是

威尼斯人酒店拥有贡多拉小船的人工运河。来到了世界知名的“赌城”，

不试一试运气总会遗憾，无论你是一掷千金，还是小试身手，感受一下

那里独特的气氛也是很有意思的。

D2：上午从拉斯维加斯出发，驱车前往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峡谷国家

公园，峡谷的壮阔和丰富多彩的景色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嶙峋的岩层，

随着阳光的映像，以及云彩的追逐，让峡谷的颜色千变万化，构成迷幻

般的奇景，这是大峡谷最迷人的地方。又由于是国家公园，峡谷内环境

和动物的保护做的相当出色，你可以尽情亲近这片大自然风光。热爱探

险的人必定会爱上这里，除了峡谷景观本身给人带来的神秘色彩，著名

的“天空步道”景观也是大峡谷观光的亮点。在这里你可俯瞰脚下一千

多公尺的深谷，享受一种独特的惊险乐趣。如果时间充裕，最好到谷底

走一走，会有别样的感受。

拉斯维加斯经典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长街（The Strip）

D2：大峡谷（Grand Canyon N ）—— 胡佛水坝（Hoover Dam）

D3：主题酒店

线路详情

D1：到达拉斯维加斯。不论白天晚上都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傍晚可以漫

步在著名的长街 The Strip，尽情欣赏金殿的“人造火山爆发”，凯撒宫

的“雕像秀”，还有赌城中最神秘的百乐宫，其壮观迷人的“芭蕾水舞”，

绝对让你一饱眼福。还有旧城的大型“天幕秀”，五彩缤纷的街景尽入眼帘，

精彩刺激，让人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无限的欢乐与喜悦。

D2：早上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在号称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的胡佛水坝

停留拍照留念，经过变化万端的摩哈比大沙漠，进入瓦拉派印第安人保

留区。搭乘直升飞机从峡谷顶到峡谷底降落于科罗拉多河河畔。在谷底

搭乘游船飘荡在河上，仰望那永生难忘的风光。搭乘直升机飞回谷顶。

在海拔四千八百英尺的蝙蝠岩上瞭望科罗拉多河。

D3：首先在饭店内吃顿绝对丰盛的自助式早餐，接着开始漫游主题饭店。

饭店之间相隔并不近，其中米高梅饭店，纽约纽约饭店、神剑饭店、金

字塔饭店是最值得推荐的地点。晚上在自助餐厅填满肚子之后，就到了

重头戏了，拉斯维加斯最有特色的赌场、华丽的秀场表演及刺激的赌场

风云，你可以尽情放纵，一整晚都可以不回酒店。

 Festivals节庆
拉斯维加斯在节假日会比平时更加忙碌，全美的游客都在此时蜂拥而至，

酒店住宿价格会因此上调 20% 左右。如果不是喜欢凑热闹，应尽量避开

在美国法定假日前往。

新年 New Year's Day

12 月 31 日这一天会有成千上万人选择在拉斯维加斯跨年，拉斯维加斯

是仅次于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圣地。

马丁·路德·金日 Martin Luther King Day

1 月的第 3 个星期一是马丁 • 路德 • 金博士的生日。星期一会举行追

思仪式，拉斯维加斯也不例外，整个纪念活动从之前的那个周末就会开始，

在长街上这段时间也可能会有机会看到纪念马丁 • 路德 • 金的游行。

圣诞节 Christmas Day

12 月 25 日圣诞节假期往往要持续 10 天之久，此时正是全家团聚出游

的好时机。拉斯维加斯在这期间会有各种圣诞主题的演出和派对，气氛

浓厚。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游客信息中心

51  拉斯维加斯游客信息中心 (Las Vegas Visitor Information)

地址：3150 Paradise Rd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visit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8920711

营业时间：7:00-17:00

语言

拉斯维加斯使用标准语言为英语，既然是赌城，那掌握一点儿相关的英

文也是必要的，最代表性的赌博为：

二十一点 (Black Jack)

梭哈 (Poker)

百家乐 (Baccarat)

轮盘赌 (Roulette)

角子老虎机 (Slots)

幸运轮 (Wheel of Fortune)

骰子 (Craps)

宾果 (Bingo)

基诺 (K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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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比赛 (Race and Sport Book)

推荐旅行翻译官

银行

拉斯维加斯最不缺少的就是银行和 ATM，几乎所有的酒店、娱乐场所都

可以看到各个银行的标志，大不必担心没有地方取钱。

邮局

拉斯维加斯有两个邮局，寄往中国明信片邮资为 0.8 美元。购买后告知

工作人员邮寄目的地，他就会帮你选好合适的邮票。

地址：3100 S Industrial Rd，Las Vegas， Nevada

联系方式：+1-702-7358677

地址：201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 Nevada

联系方式：+1-702-3825779

电话

急救电话：911

匪警：911

火警：911

网络

拉斯维加斯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均有wifi，例如机场、星巴克咖啡、苹果店、

酒店大堂等，不过一部分的高档酒店的网络需要付费，大约 24 小时费用

在 12-20 美元。

医院

拉斯维加斯急诊都是先救人后收费，不过费用很高，感冒发烧动辄诊费

上千美元，如果需要动手术缝针就要数万美元，所以来旅游之前最好先

买好旅游保险。有慢性病的朋友请带好自己的药物，因为那里购买处方

药一定要有本国医生的处方才能购买到。

Southern Hills Hospital

地址：9300 W Sunset Rd, Las Vegas, Nevada 89148

联系方式：+1 702 8802100

Desert Springs Hospital

地址：2075 E. Flamingo Rd, Las Vegas, Nevada 89119

联系方式：+1 702 7338800

North Vista Hospital

地址：1409E.Lake Mead Blvd N, Las Vegas, Nevada 89030

联系方式：+1 702 6497711

保险

保险推荐：

1、美亚“万国游踪”国际旅游保障计划钻石计划。

2、安联国际旅行保险尊悦计划。

3、华泰“安达天下”国际旅游保障计划至尊款。

旅行安全

拉斯维加斯市中心人流密集区很安全，不必担心安全得不到保证。但游

客还需要有谨慎的态度，尽量待在灯光明亮之处，也不要离开饭店和赌

场太远。此外，这个城市是有宵禁的。午夜十二点至凌晨五点，十八岁

以下者若没有成人陪伴，禁止在公共场合出没。十四岁以下者晚上十点

以后便不能单独在外游荡。周末、周日时，十八岁以下者在无成人的陪

伴之下，晚上九点以后禁止在拉斯维加斯大道或其他执行宵禁的地方出

现。要对周围的环境保持敏感，在遇到危险时学会躲避。如果在赌场，

请注意钱包。如果出现安全问题，警察会及时赶到，安全部门的效率值

得信赖。另外还要注意那些直接上前推销的人，他们会经常塞给你一些

广告页和宣传单，虽然对安全并无妨碍，但是可能会令人感到厌烦，特

别是在你不希望被打扰时。

Entry-Exit出入境

护照

入境美国的护照有效期要在 6 个月以上，出发前一定要多准备几张护照

和身份证的复印件，放在不同的地方，一旦护照丢失，可以拿着复印件

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求助。

签证

申请美国签证步骤

• 支付签证申请费（1024RMB）

• 准备一张符合要求的照片

• 在线填写 DS-160 签证申请表

• 预约签证面谈时间及签证预约平均等候时间

• 准备签证申请所需材料

• 来使馆进行签证面谈

• 通过中国邮政办理签证 / 护照返还手续

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请查询网站：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index.html

面谈所需材料

•DS-160 表格确认页。请在上面注明你的中文姓名、你中文姓名的电

报码、中文家庭地址、公司名字 , 地址及电子邮件地址。

• 于 6 个月内拍摄的 2 英寸 x2 英寸（51 毫米 x51 毫米）正方形白色

背景的彩色正面照一张。用透明胶带将你的照片贴在护照封面上。

• 中信银行开具的两联收据须和其它申请材料一起递交 。

• 有效护照。护照有效期必须比你计划在美停留时间至少长出六个月。

• 含有以前赴美签证的护照，包括已失效的护照。

• 支持性文件，象英文简历等。

签证信息话务中心

中国大陆地区：4008-872-333 或 021-38814611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7:00-19:00，周六 8:00-17:00( 每周七天 24 小

时提供录音电话签证信息 )

美国驻华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路 55 号，邮编：100600

电话：010-85313000

传真：010-85313333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7:00( 必须提前预约面谈时间 )

美国驻华使领馆签证信息服务中心

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 7:15-16:40

签证话务中心：010-4008872333，010-38814611

传真：010-85313333

美国领事馆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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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领事馆路 4 号，邮编：610041

电话：028-85583992

传真：028-85583520

E-mail：consularchengdu@state.gov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7:00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通讯地址：广州市沙面南街一号，邮编：510133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林和中路 136-142 号天誉花园二期五楼

电话：020-85187605

传真：020-38844410

E-mail：GuangzhouACS@state.gov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8:30-11:00，13:00-15:00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和平区十四纬路 52 号，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21198

传真：024-23222374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南京西路 1038 号梅龙镇广场 8 楼

电话：021-64336880

联系时间：非移民签证处只对已经进行签证面谈预约的公众开放，节假

日期间闭馆。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地址：武汉汉口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I 座 47 层，邮编：

430022

电话：027-85557791

传真：027-85557761

E-mail：chenZ@state.gov

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中环花园道 26 号

电话：852-25239011

传真：852-28451598

E-mail：information_resource_center_hk@yahoo.com 

签证询问处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 15:00-16:00

海关申报

如果你携带了美国严禁入境的物品，提前必须申报，如不申报后果很严重。

被发现，需要缴纳罚款 300 美元，并记录。如果以后再犯那就严重了，

罚款 500 美元还不完，需要没收全部违禁物品。

禁止或限制入境的物品 

1、生物制品。

2、书籍、音像资料、电脑程序和磁带。（盗版书籍、电脑程序及音像制

品不得进入美国 , 盗版制品会被没收销毁）

3、水果、蔬菜和植物。

4、肉类、牲畜和禽类。

5、打猎所得。

6、货币。（携带入境的货币金额超过一万美元，应填妥美国海关 4790 表 ,

主动向海关申报）

7、宠物。

8、鱼和野生动植物。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飞机

麦卡伦国际机场 (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机场代码：LAS）

麦卡伦国际机场位于长街南端，是全世界最繁忙的12座机场之一。同时，

它是一个超现代化的机场，甚至还提供吃角子老虎机和视频扑克机。但

是当你赢钱时，不会听到从机器里吐出来硬币的叮当作响声。机场里安

装的是无纸投币机，你付钱给收银员，她会给你一个小纸条，可以非常

安静地滑入机器中。麦凯伦国际机场与全美125座城市有直航航班连接，

目前运营中国到拉斯维加斯航班的航空公司有大韩航空，加拿大航空，

美国航空等。

地址：5757 Wayne Newton Boulevard Las Vegas, Nevada 89119

网址：www.mccarran.com

联系方式：机场问讯电话：+1 702 2615211

航班信息：+1 702 2614636

停车信息：+1 702 2615121

失物招领：+1 702 2615134

机场到市区的交通

1、出租车：从机场出发，乘出租车抵达长街南端需要 8-9.50 美元，到

长街中心需要 9.5-12 美元，到 Stratosphere 大酒店需要 13 美元，到

达拉斯维加斯市中心需要 15-17 美元。

2、在机场到达大厅的左手，有 SHUTTLES/LIMOUSINE 标识。麦卡伦

国际机场共有灰线 (GRAYLINE) 等 6 家公司经营往来机场及各大酒店的

巴士及专车服务。

运营时间：一般从早上 6-7 点至午夜最后航班到达。前往 The Strip 上

各酒店的车费：最低 5 美元 / 单程，最低 9.5 美元 / 双程。

Ambassador/Ritz

网址：www.shuttle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8894242

营业时间：7:00-24:00

Bell Trans

网址：www.bell-trans.com 

联系方式：+1-702-7397990

营业时间：7:45-24:00

C.L.S.

网址：www.cls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7404050 

Executive Las Vegas

网址：http://executivelasvegas.com

联系方式：+1-702-6464661

营业时间：每天 6:00- 最后一趟航班

Grayline/Coach USA 

网址：www.coachusa.com

营业时间：7:00-1:30

联系方式：+1-702-7395700 

Showtime 

网址：www.showtimetoursl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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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7:00- 22:30

联系方式：+1-702-2616101 

火车

没有直接到拉斯维加斯的火车，可以通过 Amtrak 铁路公司的火车到加

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州 (Arizona)，再乘 Greyhound bus 到拉斯维加斯。

belleza 拉斯韦加斯的停车场基本上是免费的 , 比起在美国的纽约 , 美元

每小时支付几美元真是超爽。

长途汽车

美国灰狗公司汽车公司有从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发出的班车，主要往返

于洛杉矶（Los Angeles）、圣地牙哥 (San Diego) 及旧金山（San 

Francisco）。

Greyhound USA

地址：200 S Main St, Las Vegas, Nevada

网址：www.greyhound.com

联系方式：+1 702 3839792

自驾车

拉斯维加斯的主要公路是 15 号州际公路，它与长街平行，供加利福尼亚、

犹他州和北内华达的居民进出拉斯维加斯城。US95 号公路与 15 号州际

公路在长街的起点处交汇，是峡谷东西部居民的主要通道。

最新加入到该峡谷道路体系的是 215 号州际环城公路，它环城而建，减

轻了进出城市的交通压力。不过随着拉斯维加斯的飞速发展，驾车游览

者需要特别注意避开这里的交通高峰时段。

高峰时段通常在 6:30-10:00 以及 15:00-16:30 之间。在这些时段里，

15 号州际公路和 US95 号公路会塞满各个方向的通行者。特别是在米德

湖与 Jones 大道之间称为彩虹弯（Rainbow Curve）的这段 US95 公

路，南北双向行驶的车辆会将这里变成一个大停车场，15 号州际公路与

US95 公路交汇处的意大利面碗（Spaghetti Bowl）也是如此。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出租车

出租车在大道上不停车，需要到酒店门口排队候车。在进车厢之前，请

检查一下乘客数，最多不能超过五人。

参考价格：起步 3.3 美元，1/8 英里之后计价器即开始起跳，每 1/8 英

里 0.25 美元，等候费用 22 美元 / 小时。除此之外，你还可以付给司机

一些小费，如果车费在 10 美元以下，这通常为 1 到 2 美元。如果车费

较高或者司机非常友善并帮你搬运行李，那么可以考虑另付车费的 15%

到 20% 为小费。

观光巴士

这是专门为游客服务的巴士，几乎可以到达所有观光和购物的地点。

总共有三条环线在为游客服务，具体的地图和线路可参考网站 www.

lasvegasstriptrolley.com

赌场街环线（Strip Loop)

营业时间：8:30-24:00，每 20 分钟一班

老城区环线（Downtown Loop）

营业时间：8:30-24:00，每 30 分钟一班

南赌场街环线（South Loop）

营业时间：8:30-24:00，每 20-30 分钟一班 ,

无轨电车

拉斯维加斯长街电车是游览拉斯维加斯大道的理想交通工具，它每天从

上午 9:30 运营到第二天凌晨 1:30。电车的北环可抵达主要的长街酒店，

南环通向南岸酒店和赌场。无轨电车分为红线、绿线、橙线和蓝线。

网站：www.lasvegasstriptrolley.com

参考价格：2.5 美元 / 单程，6.5 美元 / 全日通票。

单轨列车 (Monorail)

拉斯维加斯的单轨列车 (Monorail) 沿着拉斯维加斯大道的东侧运行，共

有三条单轨列车道，它们分别运行在撒哈拉（Claremont Hotel）和米

高梅（MGM Grand）之间，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幻像（Mirage）

之间，石中剑（Excalibur）和曼德拉湾 (Mandalay Bay) 之间。

网址：www.lvmonorail.com

营业时间：每周 7 天运营，周一至周四的运营时间为 7:00-2:00，周五

至周日的运营时间为 7:00-3:00。

参考价格：单程 5 美元，一次上车，可以在中途任何车站下车。全天通票，

每人 12 美元，从第一次上车的时间开始，24 小时之内有效。三天通票，

每人 28 美元，从第一次上车的时间开始，72 小时之内有效。五天通票，

每人 43 美元，从第一次上车的时间开始，120 小时之内有效。五岁和

五岁以下儿童免费。

双层汽车（Deuce）

拉斯维加斯的双层汽车主要也是为游客服务的，它属于拉斯维加斯的公

交系统 CAT（Citizens Area Transit）。宽大舒适的双层汽车不仅是交

通工具，也可更好的欣赏世界著名的拉斯维加斯赌场街的景色。双层汽

车的上层有 53 个座位，下层有 27 个座位和两个为轮椅提供的位置。

网站：www.cattransit.com/about_welcome.php

营业时间：双层汽车是每天 24 小时运营，9：00-24:00 点之间的等车

时间为大约 7-10 分钟，其他时段的等车时间大约 12-17 分钟。

参考价格：单程 2 美元，24 小时通票 5 美元，6 岁以下儿童免费。车票

可以在车上买，也可以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买。

自行车

如果你是骑行爱好者，那么会很快找到各种自行车服务。你可以在长街

上租到自行车、电动摩托、电动踏板车和滑板车。不过，由于拥挤的便道、

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疾驶的出租车，这些交通工具并不是非常适合。

此外，如果你偶然发现一个更好的去处，那里可能没有地方供你停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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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实际上，你在长街上唯一能看到的骑车者是拉斯维加斯的警察在

巡逻。虽然许多居民区都有自行车道，但多数自行车爱好者会远离城市，

来到独特、凉爽的山间，那里有专门的自行车道。

租车

如果想轻松游历这座城市，尤其是不想跟随导游而独自到国家公园等其

他地方看看，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租辆车。在这里不用担心无处停车，

因为所有酒店都提供了租车停放区域。

一些主要的租车公司都在麦卡伦机场的行李领取区设有服务站。各家租

车公司的往返接送车就在行李领取区外面，可将你直接带到停车场。租

车费用从 18 美元的小型汽车到 100 美元的豪华 SUV 不等。使用行李

领取区附近的免费电话还可以联系机场外的租车公司。

另外，距离机场 3 英里的麦卡伦租车中心也是不错的选择，机场和租车

中心之间有每五分钟一趟的免费班车，那里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

麦卡伦租车中心 (McCarran Rent-A-Car Center)

地址：7135 Gilespie St, Las Vegas, Nevada89119

联系方式：+1-702-2616001 

租车需要证件：

护照、( 国际 ) 驾照、信用卡。保险也一定要买。租金各公司有所差异，

估计在每天 25 到 30 美元之间。在美国可以直接拿中国驾照租车，所以

不要相信什么国际驾照之类的话。

自驾提示：

租一个 SUV 太有用了，标准的 SUV 一周 7 天的价格大约 400 美元含一

箱汽油，坐在里面那叫一个爽。通常刚下飞机就要租车自驾，但是一定

要注意第一天的公里数，因为时差的原因会让你很痛苦，可以买一些红

牛或者维他命力保健之类的的饮料提神，高速限速大约 75 英里每小时数，

大部分车都基本保持在 80-90 英里每小时巡航，很好的路况开到 100，

如果你开的慢会发现老美超车过来都回头异样的看你，那咋办，超速吧！

拉斯到洛杉矶的路上有两个服务区，可以休息上厕所，服务区无人服务，

买吃喝都是自动售货。GPS 很有用，不用担心错过出口，因为一旦错过，

很快会有下一个路口，如果下一个路口再错过了就麻烦点了，要绕路。

推荐用佳明或者 tomtom 的 GPS，很准确很好用。

停车：

拉斯维加斯所有的酒店都有免费停车楼，但是距离酒店大堂有一定的距

离，当然你有钱可以选择代客泊车，只需要支付小费就可以。

旅行路上 Travel on the road

《一代情枭 Bugsy》

电影里从来就少不了拉斯维加斯的身影，胶片承载了这座神奇城市的生

动与繁华、黑暗与罪恶。在电影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坏的、快

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拉斯维加斯的故事依旧在上演。其中最为推荐的，

自然是由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代情枭 Bugsy》：稍微了解一些历史，玩

起来会更有感觉。

《Heaven or Las Vegas》

这是 Cocteau Twins 在 4AD 公司最后的一张专辑，给人的感觉是从“仙

乐”回到了“凡人音乐”。专辑的标题意为“是天堂，还是拉斯维加斯”，

答案是拉斯维加斯，因为这不是天堂的仙乐，这是凡人的音乐，描绘拉

斯维加斯市的温馨夜景。有人会说赌场是罪恶的，但它同样是一个不错

的社交场所，各种娱乐活动让人们的心暖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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