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Las Vegas"
Known the world over as 'Sin City' among other monikers, Las Vegas is regarded as America's entertainment capital. Glittering casinos

line its iconic Strip, whereas parties, concerts and dining experiences abound in corners of this lively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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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水坝 

"现代的奇观"

以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名字命名，这座宏伟的水坝是在大萧条时期花了五年建
成的。为了防止科罗拉多河因暴雨而造成洪涝而建，利用水力发电来满足加
州和西南部地区的电力需求。这座大坝的壮观之处在于能从这个巨大的奇观
中获取能源，为超过两千万人提供电力。这座大坝横跨近1250英尺(381米)的
黑峡，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庞大的胡佛大坝是一个多产的
工程奇观，即使在建成几十年后，仍然是建筑史上最卓越的壮举之一。

 +1 702 494 2517  www.usbr.gov/lc/hooverdam/  Hoover Dam Access Road, Boulder
City NV

 by Mariordo (Mario Roberto
Durán Ortiz)   

云霄塔 

"惊人的景观"

云霄塔是拉斯维加斯最著名的地标之一。这座塔高1149英尺，是美国最高的
塔之一，提供高空弹跳、高空尖叫，跳楼机和直冲云霄等刺激的娱乐项目。
这些游乐设施的名字提供这些刺激的体验。所以，如果你正在玩高空弹跳，
那就准备好从高达1000英尺的平台边缘被甩下去，然后以70度角绕一圈，欣
赏山谷的美丽景色吧。如果你正在高空尖叫，享受在100层高楼边上的跷跷板
在27英尺高空中来回摇摆时，一定会让你的心跳加速。不过，最棒的还是直
冲云霄，一种从160英尺(约合160米)的高度沿着塔尖向下坠落的娱乐项目。
从108层楼跳下的自由落体运动被称为“跳楼机”，这是最新加入的极限冒险
项目。无论你只是想欣赏俯瞰城市的景色，享受游泳池旁的鸡尾酒或沉迷于
刺激的娱乐项目，塔上都会给你一次完美的拉斯维加斯体验。

 +1 702 380 7777  www.thestrat.com/attractions/sky
pod

 2000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The
STRAT - Hotel, Casino & Skypod,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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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博物馆 

"不能拒绝的请求"

黑帮博物馆位于曾经是法院的地方。建于1933年，是全国14个举行基福弗委
员会听证会的法院之一。这使黑帮博物馆拥有完美的背景故事，展示了黑帮
对拉斯维加斯历史的影响。黑帮博物馆从犯罪集团和执法部门的角度讲述了
相关故事。游客可以通过剧场演示和互动环境参与到活动中来。馆里还设游
模拟的汤米枪射击，收看真实的联邦调查局监控录像，参加联邦调查局的武
器训练。博物馆设有私人活动预订。

 +1 702 229 2734  themobmuseum.org/  info@themobmuseum.org  300 Stewart Avenue,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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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博物馆 

"拉斯维加斯的霓虹灯历史"

作为一个灯火通明而闻名的城市，霓虹博物馆的成立是向古老的霓虹灯致敬
。霓虹灯博物馆位于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虽然全天开放，但在晚上观看效果
是最好。看到凯撒皇宫酒店的标志闪耀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并看到从古老
的哈仙达酒店的马和骑士。博物馆经常为收藏品增添新的展品。博物馆门票
只供团体导游团。想要到这里看看，不妨提前购买门票以免出售一空。

 +1 702 387 6366  www.neonmuseum.org/  info@neonmuseum.org  770 Las Vegas Boulevard
North,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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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客摩天轮 

"高空俯瞰拉斯维加斯"

高达550英尺(167.6米)的豪客摩天轮，是世界上最高摩天轮。这个巨大的摩
天轮是一项壮观的工程。设有28个客舱，摩天轮提供了拉斯维加斯的壮丽景
色。犹如凌酷酒店The LINQ的豪华装饰，摩天轮融入了城市的喜庆，形成了
城市绚丽迷人的景色。摩天轮高耸入云，尤其在夜晚灯亮时，更是一幅令人
惊艳的景象。豪客摩天轮是拉斯维加斯活力四射的体现。

 +1 702 322 0593  www.caesars.com/thelinq/high-
roller.html

 3545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The
LINQ Hotel + Experience, 拉斯维加斯
NV

 by david_shane   

百乐宫 音乐喷泉 

"璀璨夺目景点"

美丽的水交响乐而编排的音乐给大众提供了一个难忘的视觉效果，欢迎百乐
宫大酒店。喷泉的水流跨度超过1000英尺(304米)，可以喷射到250英尺(76米
)的空中，同时可以随着精心设计的灯光和浪漫的古典音乐翩翩起舞。喷泉壮
观的景象，同时漫步在林荫大道，的确值得欣赏。当夜幕降临时，那喷涌而
出的喷泉是一幅值得一看美景。一定要带着相机，因为这里是拉斯维加斯最
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而且是免费入场! 喷泉晚上8点前每30分钟进行一次，8
点后每15分钟进行一次。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喷泉表演可能会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

 +1 888 987 6667  bellagio.mgmresorts.com/en/enter
tainment/fountains-of-
bellagio.html

 3600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Bellagio Hotel Casino,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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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峡谷国家保护区 

"惊心动魄的全景"

红石峡谷国家保护区位于拉斯维加斯以西几英里处，以3000英尺(914.4米)高
的深红色砂岩悬崖命名，悬崖耸立在尘土飞扬的莫哈维沙漠内。自公元11,00
0年前属印地安部落的保留区，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和多元化的岩壁。使这处保
护区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景点，也让崇拜者了解印地安文化和传统。峡谷的生
态环境适合各种植物群和动物群，如犹他州的沙漠欧芹，莫哈韦丝兰，美国
黄松、沙漠大角羊和濒临灭绝的沙漠龟也是其中一些最著名动植物栖息于此
。

 +1 702 515 5367  www.redrockcanyonlv.org/  1000 Scenic Loop Drive,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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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大道 

"赌场,购物商场还有更多"

拉斯维加斯大道这条狭长街道是拉斯维加斯的代名词，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1941年，一家赌场的兴起为拉斯维加斯大道的埋下了成功的种子，这条大
道后来成为举世无双的拉斯维加斯大道。大道的文化现象吸引了传奇音乐家
、顶级酒店经营者和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交织在这座城市中
。这条南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到处都是豪华酒店、娱乐场所、世界顶级表演场
地和旅游景点，从贝拉吉奥的舞蹈喷泉到弗里蒙特街体验馆的炫目灯光，应
有尽有。在这里，你可以在一天之内欣赏威尼斯运河上的贡多拉，游览亚马
逊森林，埃菲尔铁塔; 拉斯维加斯大道将世界奇迹复制在这一条街上。大道
上的30多家赌场像旋风一样不停地闪着灯光，摇着骰子或转盘就能赢来财富
，而著名的餐馆、购物中心、夜总会和竞技场也在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这是如此壮观的街景，以至于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狭长的大街，闪烁
的外墙、耀眼的灯光和独特的建筑物，完美无瑕。

 +1 702 577 356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lasvegas.com/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From
Russell Road to Sahara Avenue,
拉斯维加斯 NV

 by Jean-Christophe BENOIST
   

锐曼街大体验 

"灯光与音乐秀"

位于拉斯维加斯市中心的弗锐曼街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灯光和音乐秀。高
近百呎天棚，以200万盏灯光和最先进的音响系统覆盖了这条布满赌场的街道
。这个景点在傍晚时分提供表演，是拍摄电影场景的热门场地。除了跨年夜
街舞会外，其余时间免收进场门票。
豪华的声光秀在每天入夜后演出，每一场持续约7分钟。

 +1 702 678 5600  www.vegasexperience.com  contact@vegasexperience.
com

 Fremont Street, 拉斯维加斯
NV

 by User Mikano on
de.wikipedia   

米高梅大酒店 

"全球最大的酒店"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酒店之一，美高梅大酒店与赌场 规模会让你惊叹不已。酒
店的客房可以欣赏到城市的美景。酒店提供多种餐饮选择，包括客家人餐厅H
akkasan Resetaurant、涩谷日料 Shibuya和法式料理餐厅Joël Robuchon等
。在日光泳池看一场演出，并在作为日间活动场所和音乐场所的日光泳池里
乘凉。酒店提供会议室、客房免费上网、机场接驳车服务等诸多便利设施。
酒店提供了从老虎机到桌游、纸牌和体育书等全方位的赌场设施。

 +1 702 891 1111  www.mgmgrand.com/  3799 South Las Vegas Boulevard,
拉斯维加斯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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