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Johannesburg"
Johannesburg, called by some the 'City of Gold', is one of Africa's key finance hubs. Brimming with modernity, with a skyline full of

concrete and glass buildings, as well as a strong artistic flair, 'Joburg' should not be m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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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山 

"沉浸于历史之中"

约翰内斯堡这个地区拥有许多种风格，历史气息十足。宪法法院坐落于旧堡
监狱建筑旧址之上，是南非走向自由的象征，这里曾用于关押政治罪犯和普
通罪犯。Robert Sobukwe、Mahatma Gandhi和Nelson Mandela等人物曾被囚
禁于此，直至这个地方于1983年关闭。该遗址已被改造成了象征坚韧不拔精
神的纪念碑。这里也提供向导互动导游服务。

 +27 11 375 5555  www.constitutionhill.or
g.za/

 info@constitutionhill.or
g.za

 11 Kotze Road, at Queens
Street, 约翰尼斯堡

 by Francisco Anzola   

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 

"了解种族隔离"

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是了解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历史的最佳地点。在纳尔逊·
曼德拉的有力带领下，南非坚决反对种族歧视现象，而这座博物馆正是记载
着这些事件。22个展区中展示有照片、电影胶片和文物，带你深入了解整个
国家的奋斗历程。如果来到约翰内斯堡，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了解南非历史的
首选地。

 +27 11 309 4700  www.apartheidmuseum.org
/

 info@apartheidmuseum.org  Northern Parkway & Gold
Reef Road, Ormonde,
约翰尼斯堡

 by dungodung   

智慧艺术博物馆 

"藏品丰富"

智慧艺术博物馆本来是用作大学教学辅助的博物馆，开办之初并不知名。Nor
man Herber的慷慨赞助让这座博物馆拥有了更多新作品。1978年，博物馆收
到了一大批古典非洲艺术品，让这里一下变成了热门。如今已是全国最佳非
洲艺术品收藏博物馆之一。藏品包括来自整个非洲的现代艺术和历史艺术，
包罗万象。“Standard Bank African Art
Collection”是该博物馆的亮点。其他著名展出包括“Wits Museum of
Ethnology Collection”、“The Sekoto Collection”和“The Robert
Hodgins Print Archive”。这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筑使用最先进的设施来保
存作品。这里的咖啡馆还提供各类点心。

 +27 11 717 1365  www.wits.ac.za/wam/  info.wam@wits.ac.za  1 Jan Smuts Avenue, Wits
University, 约翰尼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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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ames Cridland   

曼德拉博物馆 

"曼德拉住所"

曼德拉博物馆也被称为曼德拉之家，是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重要纪念馆。博物
馆位于纳尔逊·曼德拉本人的故居内，还介绍了非洲的历史。自1997年开始
营业，该博物馆展示了前任总统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中记载了纳尔逊·曼德
拉与其家人倾尽一生为改变非洲而奋斗的故事。为了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
博物馆于2009年进行了翻新，并被评为非洲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27 11 936 7754  www.mandelahouse.com/  info@mandelahouse.org  8115 Vilakazi Street,
Orlando West, 约翰尼斯堡

 by Janek Szymanowski   

市场综合剧院 

"活力四射的剧院 & 美食地"

市场综合剧院也被称为John Kani剧院，曾是交易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市场。20
世纪初，大多数原始建筑和站牌仍然存在。在这些建筑之中，除了市场综合
剧院之外，还有数家画廊和餐馆。市场中的三家剧院分别是Main、Laager和B
arney Simon。这里的场地会上演戏剧、喜剧、音乐剧、社区剧、南非剧和实
验剧场等。国际演员John
Kani是这里的常务董事。市场综合剧院中还有多种餐厅和饮品店选择。

 +27 11 832 1641  www.markettheatre.co.za
/

 gallery@market.theatre.c
o.za

 56 Margaret Mcingana
Street, 约翰尼斯堡

 by stefano6664   

狮子野生动物园 

"与狮子漫步"

在Broederstroom的狮子野生动物园，你可以看到狮子、羚羊、野狗和鬣狗等
。该动物园的主要特点是这里既有非洲的草食动物，也有食肉动物。这里大
部分区域都是其他动物，而狮子位于安全级别较高的区域。坐上巡游车与稀
有的白狮子、斑鬣狗、野狗、南非猎豹和黑背豺互动吧。此外，你还可以在
严密的保护下拍摄小狮子。

 +27 87 150 0100  lionandsafaripark.com/  info@lionpark.com  R512 Lanseria Road,
Broederstroom

 by Heather Elke   

人类摇篮 

"人类时间的源头"

人类摇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遗址。该遗址占地超过18210.85公顷（45,
000英亩），被列为了世界遗产。这里仿佛石灰岩洞穴的迷宫，科学家们在这
里发现了许多化石，历史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这里还有大量有助于形成洞
穴和化石的白云石（岩层类型）。这里发掘了大量人类进化与生活的迹象。
在超过200个洞穴中，找到了13处拥有大量化石的遗迹。这些发现包括那时候
的人类制作并用过的工具，以及已灭绝动物的遗骸。有些化石大概有300万年
的历史，据说这里还发现了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化石。这里还找到了Ples与T
aung。这两处都是重大的发现，因为从未发现过类似的。

 +27 11 355 1400  www.cradleofhumankind.c
o.za

 cradleofhumankind@gauten
g.gov.za

 Off Route 563, 约翰尼斯堡

 by JMK   

Walter Sisulu国家植物园 

"带现场种植苗圃的植物园"

这是市内最热门的花园之一，位于约翰内斯堡西部，里面有宏伟的瀑布，也
生活着黑鹰。这里的花园非常受植物爱好者和鸟类爱好者的青睐，也有很多
游客来此感受茶园，体验周日野餐音乐会。通过一条郁郁葱葱的环形公路，
步行约一个小时即可到达。还设有能够眺望老鹰的望远镜。苗圃出售各种本
土植物，游客可以在这里野餐放松，孩子们也能在宽阔的草坪上玩耍。

 +27 86 100 1278  www.sanbi.org/gardens/w
alter-sisulu

 sisulugarden@sanbi.org  Malcolm Road, Poortview,
Roodepo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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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JR ZA   

南非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 

"军事文物展览"

南非国家军事历史博物馆拥有与南非在各种武装 冲突 中有关的最全面的藏
品。这里展示有飞机、装甲运输车、火炮、轻武器、制服和军事艺术品，记
载着国家在全世界军事领域中的成绩。博物馆的商店贩售茶点和令人印象深
刻的书籍。周末和公共假期还提供免费视频展览，同时还有儿童娱乐区。这
里还有一个图书馆、会议和功能中心。

 +27 11 646 5513  ditsong.org.za/museum-
of-military-history/

 milmus@icon.co.za  Erlswold Way, Saxonwold,
约翰尼斯堡

 by Propertuity   

马博恩区 

"新文化中心"

马博恩区的名称代表充满光芒的地方，是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东部私人开
发的城市社区。这个地方不仅拥有数个独立的零售、餐厅和娱乐场所，还有
阁楼公寓、办公室、酒店、博物馆和创意工厂空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
中心。

 www.mabonengprecinct.com/  286 Fox Street, 约翰尼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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