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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帝国大厦 

"标志性建筑"

这座102层的摩天大楼高达1454英尺（443.2米），自1931年竣工以来，近40
年来一直被誉为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作为最高商业大楼的记录尽管
被取代，该大厦仍然是美国最著名和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奇迹之一。 大厦的装
饰艺术设计是建筑师威廉F兰姆的作品，他以早期的设计为基础，参考了温斯
顿塞勒姆的雷诺兹大厦，在两周内就完成了设计图纸. 帝国大厦充满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建筑细节最能通过豪华的大厅展示，也是装饰艺术多样性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帝国大厦的亮点是两个观景台，分别位于大厦的86层和102层。
从这里可以看到震慑人心的纽约景观，从白天阳光斑驳的城市美景到夜晚灯
火阑珊的灯海。通常，塔楼的高耸尖顶会被无数种颜色照亮以庆祝一年中的
各种特殊场合和周年纪念日，并伴随着几英里外可见的灯光表演。

 +1 212 736 3100  www.esbnyc.com/  20 West 29th Street, Midtown
Manhattan, 纽约 NY

 by The ed17   

默特尔海滩 

"南方的阳光宝石"

南卡罗来纳州着名的大海滩延绵而起的风景秀丽的中心地带，这个阳光普照
的沿海城市是寒冷的北方家庭在夏季出发的地方。从充满活力的氛围，繁华
的夜生活场所，到一年四季的户外娱乐景观，美特尔海滩以休闲娱乐为特色
，立即将其与南方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它的海岸景观被美丽的国家地理和旅
游+休闲杂志评为美国最好的木板路之一。一个巨大的天轮在码头附近旋转，
被蚀刻成默特尔海滩迷人的海滨地形。在美丽的沙滩之上，美特尔海滩拥有
一个快速发展的购物场所，也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零售目的地之一，其购物
中心和购物中心令人印象深刻。这个城市成功的高尔夫球场是狂热高尔夫爱
好者的主要选择，拥有近百个内陆和大海滩高尔夫球场。

 www.visitmyrtlebeach.com/  info@VisitMyrtleBeach.com  Myrtle Beach, 梅爾特海灘 SC

 by 12019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 

"伟大的自然美景"

作为世界遗产，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位于内华达山脉中心的一个丰富的保护
区，距离旧金山以东仅有40公里（225英里）。巨大的红杉树塔在马里波萨树
丛中令人目眩神迷，而巨大的圆顶的光秃秃的墙壁从山谷的青翠深处上升。
从优胜美地瀑布的雷鸣般的下降到野花盛放的托卢米恩草原，优胜美地国家
公园是一片宏伟壮观的壮观景观，斑斓的原始湖泊和峡谷蚀刻而成，一个坚
硬的花岗岩墙壁迷迷糊糊的瀑布，在凉爽的薄雾中淋漓尽致。在优胜美地国
家公园的不同栖息地繁茂繁茂的各种动植物，包括当地的内华达山脉的大角
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每年都有数千人参观，甚至在最不敬虔的人心中继续
激发着敬畏。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有几个永久露营地和住宿，餐饮场所，游
客中心和众多的远足小径，将文明的特权融入旷野中。

 +1 209 372 0200  www.nps.gov/yose/index.htm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優勝美地 C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2084522@N05/1717892621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5351-纽约帝国大厦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yrtle_Beach_ferris_wheel.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myrtle-beach/388236-默特尔海滩
https://pixabay.com/photos/yosemite-national-park-waterfall-2301047/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yosemite-national-park/388345-约瑟米蒂国家公园


 by TreptowerAlex   

罗马斗兽场 

"罗马的标志"

罗马斗兽场的宏伟规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奇迹。最初设想在公元70年，这座
宏伟的建筑物在公元80年竣工。当时，人们相信这个巨大的圆形场地一次可
以容纳5万名观众。罗马斗兽场被描绘在意大利版的5美分欧元硬币上。斗兽
场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被设计成一个赛马场和动物搏斗和角斗的竞
技场，尽管它在早期也举办过重要的宗教仪式。罗马斗兽场是一个对称的奇
观建筑，镶嵌在罗马市中心的历史景观中。这座庞大的遗址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世界遗产，许多人认为它是意大利的标志性象征。

 +39 06 699841  parcocolosseo.it/area/colosseo/  Piazza del Colosseo 1, 罗马

 by BS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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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tondodge9   

美国大峡谷 

"惊人的河谷"

层层叠叠的岩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全景，融入了亚利桑那州
广阔的风景。从高处峡谷的最高点开始，壮观的科罗拉多河显得像一条泥泞
的条子，依靠古老的岩层雕刻的水域的动荡自然，并在其周围形成了陡峭的
峡谷。数千年来，河流穿过崎岖的山谷，不断加深和推动峡谷的边缘，忘却
了侵略性的过程，破坏了多年的地质历史。多年来，在西班牙探险家和美国
的传奇人物进入流域之前，峡谷是土着土着部落的家园。今天，大峡谷不断
为人们带来深刻的奇迹和神秘感，这座永恒的赤褐色岩石海洋在雄伟的蓝天
下展开。

 +1 928 638 7888  www.nps.gov/grca/index.htm  Off Highway 89, 科羅拉多大峽谷 AZ

 by mckaysavage   

印加人的圣谷 

"印加仙境"

在乌鲁班巴河旁边，印加人的圣谷从库萨（Pusac）延伸至奥兰太坦波（Olla
ntaytambo），途经库斯科（Cusco）的安第斯地区。大约42公里（26英里）
的山谷曾经是印加人活动的蜂巢，特别是由于玉米丰富，温度相对于周边地
区温暖。无数的废墟散落在山谷中，为早期的印加人提供考古洞察力。事实
上，农民们仍然在皮萨克的废墟上耕种梯田，以继续他们祖先的传统。在库
斯科组织一次风景秀丽的历史性下午，游览山谷及其众多奇观。

 +51 84 26 3176 (Tourist Information)  Sacred Valley of the Incas, 庫斯克

https://pixabay.com/photos/colosseum-rome-italy-romans-1014310/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rome/9454-罗马斗兽场
https://pixabay.com/photos/dubai-desert-burj-kalifa-emirates-2057583/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dubai/388645-哈里发塔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pe_Royal_Sunset.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grand-canyon/340758-美国大峡谷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ckaysavage/1105757838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cusco/356667-印加人的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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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代广场 

"世界的十字路口"

比生活更大的广告牌、霓虹灯的集体闪烁、迷人的数字屏幕和有名的大气精
神，概括了熙熙攘攘的时代广场。1924年，纽约时报将其办公室搬到了这里
，从此这个热闹的广场忙碌的氛围深深地呼应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引人注目
的百老汇大帐篷，各种各样的商店，各类型和美国条纹的餐厅，高耸的建筑
物超越了人们的视线。 在游客如海的某处，他们可能正前往标志性的红色台
阶观看这一壮观的全景，一辆深红色的旅游大巴缓缓驶向下一个不朽景点。 
同时，这个地方的长期固定设摆设也为它的传奇地位做出了贡献，从可口可
乐的招牌，巨大的M&Ms 巧克力世界商店和时代广场工作室，变成TKTS展位、
硬石咖啡厅和好莱坞星球。

 +1 212 768 1560  www.timessquarenyc.org/  info@timessquarenyc.org  7th Avenue, 纽约 NY

 by inanimalis   

大本钟 

"闻名于世的钟"

大本钟指的是著名的钟楼，位于 威斯敏斯特宫最北端, ，伊丽莎白塔或者称
为大本钟，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被认为是19世纪最时尚的计时设备
之一。这座宏伟的纪念碑是1834年威斯敏斯特旧宫被大火烧毁时建造的，这
引发了对新建筑的需求。就在那时，英国建筑师奥古斯都·普金（Augustus 
Pugin）为这座塔所做的设计取得了大众认可，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复兴建筑成
为大英帝国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之一。大本钟高达315英尺（96米），是一个由
沙色的安斯顿石灰岩构成塔的上下半部的混合物，铸铁尖顶让灰白的天空增
添一道绚丽的色彩。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钟楼上的计时装置重量超过5吨，钟
摆每两秒跳动一次，重量达203公斤（447.53磅）。虽然这座雄伟的钟楼可以
在远处被海外游客欣赏，但只有当地的居民才知道塔的内部深度。

 +44 20 7219 4272  Parliament Square, Palace of Westminster, 伦敦

 by Dani Molin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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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tateNYer   

迈阿密南滩 

"迈阿密的瑰宝"

欢迎来到迈阿密每个人最喜欢的地方。迈阿密南滩指的是这个海滩的地点，
以及海滩地命名。从历史上看，这里20世纪早期迈阿密海滩上第一个全面城
市化的街区，那时你可以看到的绝大多数宏伟的装饰艺术杰作都已经建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迈阿密海滩被选为美国空军的军事中心，却是提
高了它的重要性。如今，迈阿密南滩以其原始的金色沙滩、豪华的海滨度假
胜地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被全世界视为度假天堂。卢姆斯公园、迈阿密高
尔夫俱乐部、迪利多岛和有名的海洋大道也是南迈阿密南滩不容错过的景点
。

https://www.flickr.com/photos/feeney1982/1248267144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5412-纽约时代广场
https://pixabay.com/photos/london-elizabeth-tower-big-ben-2246461/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587-大本钟
https://unsplash.com/@danismo?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as-vegas-nv/361930-拉斯维加斯大道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amiSouthBeachPanorama.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miami-fl/323776-迈阿密南滩


 www.visitflorida.com/en-us/cities/south-
beach.html

 South Beach, Miami Beach FL

 by Jedi94   

华特迪士尼公司 

"魔法世界"

这座华特迪士尼的奇幻世界被赋予了生命，如此庞大的度假胜地是神奇的冒
险公园，一切都有待发生。从充满未来主义色彩的地球飞船地球仪，到迪斯
尼好莱坞工作室的惊险游乐设施，再到法国、日本、德国、摩洛哥和意大利
的展馆，华特迪士尼世界囊括了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以及无边无际的想象
空间。上世纪50年代，迪士尼乐园在南加州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196
5年，华特·迪士尼决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附近购买27443英亩(1106公顷)
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迪士尼帝国。虽然华特迪士尼本人在1966年去世，但
他的梦想却在1972年实现了，当时华特迪士尼世界向全球开放，引起了空前
轰动。自开放以来，迪士尼公园已经扩大到包括四个独立的主题公园——最
初的魔法王国，其标志性的童话城堡，还有爱普卡中心，迪斯尼的好莱坞工
作室和迪斯尼的动物王国。还有几个水上公园、主题酒店、露营地、餐厅、
烟花表演和无穷无尽的娱乐玩乐机会!

 +1 407 939 5277  disneyworld.disney.go.com/  West Buena Vista Drive, World
Drive, 奥兰多 FL

 by nuno_lopes   

埃菲尔铁塔 

"巴黎的标志"

在巴黎的天空下，埃菲尔铁塔捕捉到了法国首都令人耀眼的精神。这座宏伟
的钢架镂空结构的铁塔最初是为了彰显国力，作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入口
而建造的，由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他的灵感来自埃及历史地标
的金字塔。在这座塔楼成为著名的全球标志性建筑之前，这一比较遭到了几
位法国名人的强烈反对。埃菲尔铁塔高达324米（1063英尺），是仅次于米洛
高架桥的第二高独立建筑，是巴黎最高的建筑物。雄伟的外形呈现出三种色
调——最底层最暗，塔顶缓缓向上时与光线形成对比——这是一种虚幻的设
计风格，以配合周围的环境。埃菲尔铁塔是全法国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甚
至在一个多世纪后，人们仍在赞美这座建筑美的不朽象征。

 +33 892 70 12 39  www.toureiffel.paris/fr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Champ de
Mars, 巴黎

 by HarshLight   

迪斯尼乐园 

"原始的魔法王国"

迪斯尼的神奇王国，阿纳海姆迪斯尼乐园是原来的主题公园;这是沃尔特·迪
斯尼（Walt Disney）自己设计的爱情劳动，是直接在他的吉祥关怀下建立起
来的唯一一个专营权。自1955年隆重开幕以来，这个主题公园已经成为梦想
成真的地方，食人魔，龙与巫师漫游，将来的光彩夺目，都被邀请去体验一
个无边无际的想象世界。多年来，这个异想天开的妙境现在包括像Critter
Country和Mickey's Toontown这样八个有趣的主题的土地。在这里，童话公
主和米老鼠欢迎各个时代的游客，欢迎他们进入一个神奇的土地被带到生活
的世界，并有惊险刺激的经验丰富。

 +1 714 781 4636  disneyland.disney.go.com/destina
tions/disneyland/

 1313 Disneyland Drive, Disneyland
Resort, Anaheim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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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 

"不仅仅是一个公园"

中央公园，坐落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心，是纽约都市中的休闲之地，从市
中心一直延伸到哈莱姆区。1857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两
位风景园林设计师在曼哈顿中心建成了此公园。占地843英亩（341.15公顷）
，这座纽约“后花园” 生机勃勃的绿意葱葱与钢筋水泥的灰黄的世界形成强
烈的对比。公园的21个游乐区点缀着华丽的喷泉、雕塑、无数的桥梁和拱门
，共同构成了很有城市规划感的休闲娱乐区，不乏有人从嚣闹的城市生活中
逃离到此为心灵寻一处归所的。 公园内的景点包括
贝塞斯达喷泉，温室花园, 贝尔维德城堡，还有中央公园动物园。

 +1 212 310 6600  www.centralparknyc.org/  social@centralparknyc.or
g

 Central Park Wes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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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乐园 

"东京的魔法王国"

在1983年开业，东京迪士尼乐园是第一座建于美国之外的迪士尼主题公园。
乐园以灰姑娘城堡为中心，占地80公顷，共有47个不同的主题区，包括世界
市集、冒险乐园、西部乐园、动物城、幻想乐园、卡通城和明日乐园。这里
还有53紧挨食肆和60间不同的商铺。超过26人已经到过东京迪士尼乐园游玩
。在这里，你还可以与米老鼠和其他可爱的迪士尼卡通人物亲密接触。

 +81 45 683 3333  www.tokyodisneyresort.jp/en/tdl/  1-1 Maihama, Tokyo Disney Resort,
Uray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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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 

"蒙娜丽莎之家"

卢浮宫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收藏最多
的艺术品和古董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位于卢浮宫内，卢浮宫是菲利普二世在12世纪建造的城垒。 路易十四
之后，他决定将他的宫廷迁至凡尔赛宫，内部陈设和装潢富于艺术魅力。
1793年，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 卢浮宫博物馆分为
若干部分，包括手稿、绘画和雕塑，收藏了来自埃及、罗马、希腊和其他几
种艺术文化的古董。
参观博物馆的游客可以探索博物馆的艺术品，并观看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如
《蒙娜丽莎》油画 , 《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 还有《自由引导人民》油画
.

 +33 1 40 20 50 50  www.louvre.fr/en  info@louvre.fr  Rue de Rivoli, Place du
Carrousel,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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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大桥 

"纽约最著名的桥"

布鲁克林大桥横跨东河，是建筑工程的奇观。 连接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的大
桥，其哥特式花岗岩桥塔和钢索组成，是纽约标志性建筑，为这座城市独特
的景色增添了不少色彩。这座桥建成于1883年，是悬索桥中最长的，长度约1
600英尺（487.68米）。布鲁克林大桥是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游客
可以在桥上欣赏波光粼粼映衬着的城市景观。

 www.nyc.gov/html/dot/html/bridges/brooklyn_bridge
.shtml

 Brooklyn Bridge, Brooklyn, 纽约 NY

 by Free-Photos   

伦敦眼 

"21世纪的地标"

这座位于南岸137米（450英尺）的巨大摩天轮被称为“伦敦眼”或“千禧轮
”，在那里可以鸟瞰伦敦的美景。在晴朗的天气里，从山顶向四面八方延伸4
0公里（25英里）的壮观景色包括温莎的景色。它在21世纪之交诞生，被授予
“千年轮”的称号，象征着迄今取得的进步和美好未来的希望。伦敦眼从此
成为城市的标志，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悬臂梁支撑和城市最高的景点之一。
“伦敦眼”每一个玻璃包裹的吊舱都能以一种悠闲的速度围绕其直径120米（
394英尺）可容纳多达25名乘客，一圈需时30分钟。在整个摩天轮旅程中，俯
瞰方圆25英里范围内的壮丽景色，其间还可以听到解说一一介绍进入视野的
主要地标。

 +44 870 990 8883  www.londoneye.com/  Westminster Bridge Road, Riverside
Building, County Hall,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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