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Jaipur"
Popularly known as the Pink City, Jaipur is the land of palaces, opulent architecture 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It welcomes

everyone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centuries of history, the marvelous havelis, lush gardens, and the by-lanes of the city bazaars.

Introduce yourself to culinary treats, folk tunes and dances, camel rides, and elephant safaris and admire the seamless blend of past

grandeur and present urbanity. In Jaipur, hospitality is not just an industry but a wa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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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皇宫 

"城市中心的皇宫"

城市皇宫几乎与斋浦尔这座城市同时建立。皇宫最初由Sawai Jai Singh II
建造，多年来，他的继任者们为这座建筑增添了更多的元素。这座皇家建筑
由粉色砂岩打造，是这座城市最热门的景点之一，非常受游客和当地人的喜
欢。城市皇宫中有迎宾大厅、议政厅（来宾厅）、Sihel Khana、Chandra
Mahal和Govind Dev Ji寺。如今，这个建筑群中仍然居住着一部分皇室后裔
，有些部分不对外开放。建筑群中还有博物馆、美术馆和商店。美术馆中展
示了油画、陶器及其他艺术品，有些作品可供购买。Diwan-i-
Khas仍在展出中，这只巨大的银制船只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Buggy
Khana、Shiel Khana、武器室和Sabha Niwas仍保留着昔日的辉煌和bygone
Rajput时代的痕迹。

 +91 141 231 5714 (Tourist Information)  Tulsi Marg, Gangori Bazaar, 斋蒲尔

 by Meanest Indian   

斋浦尔艺术中心 

"斋浦尔的文化中心"

斋浦尔艺术中心（JKK）是最著名的文化中心，记载了当地的文化历史。虽然
该中心始建于1986年，却于1991年才完工，并自此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里还设有精美的图书馆、舒适的咖啡厅和小型住宿设施。该中心展出著名
艺术家的作品，并主持大型戏剧演出。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不如来一
探究竟！JKK还展示传统的拉贾斯坦艺术品，让游客了解斋浦尔的生机勃勃的
一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地方。

 +91 141 270 6560  2 Jawahar Lal Nehru Marg, Jhalana Doongri, 斋蒲尔

 by Ketayun, Katz   

安诺其手绘博物馆 

"传统斋浦尔纺织品"

安诺其手绘博物馆是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展示有拉贾斯坦风格的纺织艺术品
。展出的布料都具有精美的设计、图案和印花，让每位游客为之驻足。这里
能够看到传统印度艺术家的手工印刷和版画艺术杰作。博物馆于5月至7月15
日闭馆维护。再次游览斋浦尔时，一定要去参观修复后的独特haveli或珍藏
有独特文物的宫殿。

 +91 141 253 0226  www.anokhi.com/museum  Sahdev Marg, Chanwar Palkiwalon ki
Haveli (Anokhi Haveli), Kheri Gate,
斋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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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大厅博物馆 

"历史性博物馆"

阿尔伯特大厅博物馆绝对称得上是斋浦尔的瑰宝。这座建筑有英式风格，这
在普遍是Rajputana设计的城市中非常少见。这座建筑修建于十九世纪末，是
为了迎接昔日的威尔士王子Albert
Edward的到访而修建的，原本用作市政厅，后来由aharaja Sawai Madho
Singh II改建为博物馆。如今，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展览，包
括陶器、雕塑、乐器、武器和经文。一楼陈列有埃及木乃伊。不仅是展览，
就连入口处墙壁上的画作、主阳台上的微型喷泉和大理石设计都精美无比，
无不散发着来自旧时代的优雅气息。每个展览背后都是悠久的历史，最好是
一边使用语音指南一边参观，售票处有超过五种语言的语音指南可供选择。

 +91 141 257 0099  Museum Road, Kailash Puri- Adarsh Nagar, 斋蒲尔

 by Acred99   

杰伊加尔城堡 

"坚不可摧的堡垒"

杰伊加尔城堡是一种防御性结构建筑，而非用作宫殿。这座城堡修建于山顶
之上，绵延了12公里（七英里），有坚固的军事防御设施，守卫着安梅尔城
邦。曾经还用作炮楼。虽然城堡的主要目的是防御，其华丽的宫殿建筑群也
收获了不少赞誉。其地下水库更是显示出了建筑师的独创性，吸引了许多游
客。带轮子的Jaivan大炮仍是杰伊加尔城堡的一大亮点。其6.15米（20英尺
）长的炮管具有精美的雕刻，射程超过32公里（20英里），是世界上同类武
器中最大的一种。

 +91 141 511 0598 (Tourist
Information)

 tourism.rajasthan.gov.in/jaipur.
html#jaigarh-fort

 Devisinghpura, Off National Highway
8, 斋蒲尔

 by KanikaJSR   

老虎堡 

"狮子之家"

Nahargarh的大致意思是“狮子之家”，这座堡垒与安梅尔城堡和杰伊加尔城
堡是一个城堡群。这座城堡与其他城堡一样，也有着关于自己的神话和传说
，据说这座城堡的名称源自一位名叫Nahar Singh的王子曾在这里出没。除此
之外，老虎堡的历史可以从拉其普特时代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Sawai Jai
Singh II于公元1734年下令建造该堡垒，随后为几个妻子建造了房间。主宫M
adhavendra Bhawan的墙壁上有一些精美的壁画和绘画，并使用了植物染料。
现在堡垒的大部分都正在修复中，游客仍可登上其中一座堡垒，一览“粉色
之城”的壮丽风光。

 +91 141 511 0598 (Tourist Information)  Krishna Nagar, Brahampuri, 斋蒲尔

 by Srshiva2   

阿米尔堡 

"Kachwaha Rajputs的骄傲"

琥珀堡最初由Raja Man Singh I于1592年修建，并在随后150年的发展中由Ka
chwaha人扩建。这个Rajput堡垒坐落于Aravali山脉的两侧，能够仰望斋格尔
堡，陪伴着毛塔湖环绕的古老阿米尔镇。堡垒内部氛围四个区域，每个区域
都有单独的庭院和富丽堂皇的飞地。不仅有Shilla神庙，还有镜之宫，这座
堡垒魅力非凡。琥珀堡是比利时的绘画和玻璃杰作，生动的壁画、华丽无比
的浮雕，这座由砂岩和大理石凿成的宫殿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整座堡垒
有许多坡道，这些坡道是为了小型四驱车的行驶，因为女王沉重的服装和珠
宝导致行走困难，所以经常需要使用这些坡道。

 +91 141 253 6264 (Tourist Information)  Off National Highway 8, Devisinghpura, 斋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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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hriar Amin Fahim247 

风之宫殿 

"建筑奇观"

风之宫殿数百年来一直是斋浦尔的建筑典范。风之宫殿由Maharaja Sawai
Pratap Singh设计于1799年，其目的是让受保护的皇室妇女在不违背当时的
深闺制度的前提下，能够瞥见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Mahal总共有953个由砂
岩制成的窗户，构成了独特的蜂窝状外墙。独特的金字塔结构是后来在原始
宫殿建筑群的基础上添加的。风之宫殿有五层，与其他宫殿一样，也有中心
庭院。风之宫殿是典型的华丽拉其普特风格建筑，述说着这座城市的贵族昔
日的有趣故事。

 +91 141 511 0598 (Tourist Information)  Tripolia Bazaar Road, Badi Choupad, 斋蒲尔

 by China Crisis   

猴庙 

"环境安宁"

历史悠久的猴庙离市中心较远，过去曾遭遇干旱灾难。几个世纪以前，一位
名叫Galav的苦行僧为了安抚众神，进行了一百余年的冥想，随后众神感动于
他的诚心，给当地人带来了天然泉水。为了纪念圣徒的无私努力，这座寺庙
于18世纪修建完成。猴庙所在地点这片区域有众多寺庙。寺庙的粉色砂岩外
墙和壮观的建筑外观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宫殿。该庙位于山顶之上，是献给太
阳神的神殿，也是这里所有的神殿中最神圣的一座。良辰吉日时，信徒会在
圣洁的天然泉水中清洗自己，并向上帝祈祷。积极虔诚的赞美诗和城市的美
丽风光为这座神圣的庙宇带来了宁静氛围。

 +91 141 515 5137 (Tourist Information)  Jaipur Agra Highway, 斋蒲尔

 by Knowledge Seeker   

古天文台 

"二十四小时运转"

古天文台是由斋浦尔的伟大统治者Jai Singh II修建的天文仪器观察点。德
里成功建造古天文台之后，王公就在斋浦尔建造了该天文台，这也是印度最
大的天文台。1901年，这些设备用大理石和白色砂岩进行了修复，以便更好
地体现时间。Jantar和Mantar分别表示仪器和计算。斋普尔的天文台拥有16
种几何仪器，可测量各种维度的时间，包括纬度、经度、太阳位置、行星的
倾角和偏角。这些仪器有小型日规、指南针、Jai Prakash
Yantra（仪器）、Nadivalaya （北半球和南半球）、Yantra
Raj、Rashivalaya Yantra（太阳星座仪器）、Rama Yantra、Digmasa
Yantra和Chakra Yantra，它们都能记录准确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日规
盘高44米，是该天文台的亮点。参观此处时最好预订一名向导，以便详细了
解该天文台。对于历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数学家来说，这个古天文台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也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具交易意义。

 +91 141 261 0494  Hawa Mahal Road, J.D.A. Market, Gangori Bazaar, 斋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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