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Dubai"
Dubai is the crown jewel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Bordered by deserts and beaches, Dubai provides fascinating contrasts, offering

glimpses of Arabian culture and heritage, side-by-side with an ultra-modern, high-tech metropolis of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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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塔 

"直插云霄"

哈利法塔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建筑之一，其高度达到了惊人的829.8米（2,722
英尺）。大厦高耸入云，在这座城市里一览众山小，是当代设计之光。这座
摩天大楼于2010年完工，打破了世界纪录并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式建筑
，高于双子塔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等地标建筑。其室外部分观光台位于第124
层，在这里能够欣赏到整座城市壮丽的美景，而位于148层的观景台景色更令
人叹为观止。其位于低层的阿玛尼酒店和122层的At.mosphere餐厅内饰奢华
，为这座建筑增添了更多吸引力。除了这座建筑之外，其附近的地标也是城
市中心值得一去的景观（比如哈利法塔公园和迪拜音乐喷泉）。哈利法塔是
这座城市的代名词，它出现在了无数的纪念品和明信片上。

 +971 4 888 8888  www.burjkhalifa.ae/en/i
ndex.aspx

 Events@burjkhalifa.ae  1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Boulevard, 迪拜

 by Manne1409   

迪拜购物中心 

"宽敞而奢华"

迪拜正飞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游客和当地人的顶尖旅行目的地。迪拜购物中心
的开业场面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近600家零售商店让您能够尽情享受购物。你
可以在前卫时尚的精品店和百货商店中闲逛，也可以在电子商店中尝试最新
的技术。或许你难以决定先做什么，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溜冰场上试试你
的滑冰技术，或参观一下华丽的水族馆。在这里你永远都不会觉得乏味，甚
至会流连忘返，想要再次回到这里体验其他活动！

 +971 8003 8224 6255  www.thedubaimall.com/en  enquiry@thedubaimall.com  Financial Centre Road,
迪拜

 by analogicus   

迪拜码头 

"高端水滨枢纽"

迪拜码头不仅是一个街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码头。该码头建成于2003
年，跨越3公里（2英里）的城市海岸线。该区域位于朱美拉棕榈岛，在杰贝
阿里港与Al Quoz工业区之间。朱美拉海滩别墅和众多豪华酒店（比如阿德里
斯酒店、格罗夫纳屋酒店、迪拜海港万豪套房酒店和哈博托度假大酒店）都
位于此地。迪拜码头购物中心堪称追求奢华体验的购物爱好者的天堂。码头
靠近大海，常有鲨鱼和鲸鱼等海洋野生动物光顾。码头附近其他值得一去的
地方还有Marina Promenade、Al Majara和Park Island。Al Sahab和Marina
Quays也是比较吸引游客和当地人的景点。

 +971 4 366 1600  www.dubai-marina.com/  Al Seyahi Street,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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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rank Seiplax   

迪拜滑雪场 

"沙漠中的雪"

迪拜滑雪场拥有一些非常棒的景点，也提供一系列活动来吸引游客，可谓是
人造奇迹，来此绝对能够拥有难忘的体验。人造雪和滑雪活动是专为游客而
设计的，让人们能够在室内感受冬天的活动！该滑雪场占地22,500平方米（2
42,188平方英尺），可容纳1500人。无论你是持证专家还是初学者，都能够
在这里享受滑雪、滑板滑雪和雪橇运动带来的快乐。这里的冰冻区域中还生
活有一群帝企鹅和巴布亚企鹅，游客可以欣赏它们在饲养员的专业指导下在
雪地公园中穿行。这里也有供个人活动和儿童派对的场地。购物和美食爱好
者也会非常喜欢这里的Snow Pro零售店和两个咖啡馆。在阿联酋沙漠中滑雪
绝对是最独特的体验之一，不容错过。

 +971 80 0386  www.skidxb.com/  skidubaidigital@gmail.co
m

 Sheikh Zayed Road, Mall of
the Emirates, 迪拜

 by Fariz Safarulla   

地球村 

"超乎想象的体验"

地球村是娱乐、餐饮和购物的中心。庞大的娱乐中心设有各种区域，这些区
域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特色，销售地方特色
商品。地球村中经常举办各种特别的活动，比如音乐会和儿童剧院表演，此
外也能享受休闲活动，比如民俗村，还有适合整个家庭的刺激游乐设施。坐
上刺激的游乐设施和过山车，感受传统的娱乐方式。这里是适合团体和家庭
游玩的好地方。

 +971 4 362 4114  globalvillage.ae  info@globalvillage.ae  Sheikh Mohammad Bin Zayed
Road, Exit 37, 迪拜

 by Makalu   

朱美拉清真寺 

"伊斯兰奇迹"

朱美拉清真寺是迪拜最大的神圣建筑之一，也是该市的主要地标。这座清真
寺以中世纪法蒂玛王朝传统风格建造，是这座城市最壮观的建筑奇观之一。
清真寺高耸的尖塔旁边是雕刻精致的圆顶设计，在夜晚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日落时分漫步于这座清真寺中时，建筑优雅的影子就会笼罩着游客。这座
清真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游客来说都非常受欢迎，是热门的摄影地。该
清真寺可供参观，但需要购买门票，而且必须穿着传统服饰，此类服饰可以
在游客中心租借。

 +971 4 353 6666  www.jumeirahmosque.ae/  smccu@cultures.ae  Jumeirah Beach Road,
Jumeirah 1, 迪拜

 by Dan Heap   

迪拜喷泉 

"迪拜的跳舞喷泉"

迪拜喷泉由总部位于美国的WET Designs设计，该公司因设计了拉斯维加斯的
标志性百乐宫音乐喷泉而闻名。该喷泉位于哈利法塔湖之上，占地12.14公顷
（30英亩）。该喷泉的投影仪可显示20余种颜色和6,500多种灯光，被认为是
世界上设计最精致的喷泉之一。音乐喷泉能够向空中喷射约500英尺（152.4
米）高的水柱，全天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暮色降临时，大量灯光的启动让氛
围变得十分奇妙，整个区域都闪耀着光芒。据说喷泉明亮的光束甚至能够从
太空中看到。无论是否能够从太空中看到灯光，迪拜喷泉的奇幻照明系统、
编舞和音乐绝对能够让你感觉身处异世界！

 +971 4 362 7500  www.visitdubai.com/en/p
laces-to-visit/the-dubai-
fountain

 info@thedubaimall.com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Boulevard,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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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e-sa   

朱美拉海滩 

"沙滩与三明治"

朱美拉大道沿线拥有数个迪拜最美的海滩。这片长长的海滩种满了棕榈树，
也有很多当班的救生员。这片海滩尤其受女性的欢迎，她们会随时来此享受
日光浴。沙滩旁边是朱美拉公园，这里有树荫地，是享用午餐和与朋友聚会
的好去处。此外，这里也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在海水中畅游，尽情享受迪拜
吧。

 Al Athar Street, 迪拜

 by riyazSHERIFF   

迪拜奇迹花园 

"园艺新奇迹"

迪拜以非凡的建筑而闻名，而迪拜奇迹花园更是让这座城市的独特园艺设计
得以被欣赏。花园里拥有超过1.5亿种花卉，均以特定的巨大形状为设计，比
如风车、蝴蝶、天鹅和花朵等。花园中还有很多以五彩花卉装饰的立体设计
，比如心形拱廊、小屋、塔楼、金字塔、蝴蝶、老式汽车和墙壁。这个令人
叹为观止的花园还打破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最大的立体花园。
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是百合花灯、花船、蘑菇村、食用植物园和动物区等。
雨伞小路和花心小路等步行道非常适合漫步和拍照。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色
彩设计，这座花园还收获了“伊甸园一角”的美称！

 +971 4 422 8902  www.dubaimiraclegarden.
com/

 info@dubaimiraclegarden.
com

 Al Barsha South 3,
Dubailand, 迪拜

 by Member of the
Expedition 22 crew.   

朱美拉棕榈岛 

"庞大的奇迹"

朱美拉棕榈岛非常独特而奇妙，可谓迪拜的象征。这座风景优美的岛屿通过
细长的道路与迪拜陆地相连接，设计十分独特。该岛以填海造地的技术修建
，形状设计为棕榈树，因此而得名。该岛屿由16条类似树叶叶脉的道路组成
，由字母命名，周围有一圈环形防波岛。建设开工于2001年，耗时5年建成。
2006年底，这个奇妙的地标终于开放用于商业和旅游活动。拜访迪拜就一定
要去一趟棕榈岛。

 +971 4 390 3333  www.visitdubai.com/en/places-to-
visit/palm-jumeirah-2

 Palm Jumeirah,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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