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lightful Virtual Excursions Across the Globe"
While it is certainly rewarding to explore spellbinding locales and landmarks in person, it may not always be possible to do so. Even

through it may be through a screen, here are some tourist attrac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Buckingham Palace, Van Gogh Museum

and the Waitomo Glowworm Caves which have chosen to cater to their visitors through a virtual portal to facilitate wider access.

Moreover, you can also treat yourself to the splendid sights of cities like Venice and Jerusalem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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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 

"伦敦最热门的历史旅游景点"

大英博物馆是伦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库。藏
品于1753年遗赠给国家，博物馆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建于19世
纪。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博物馆的藏品大量增加， 藏品主要是英国于18世
纪至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中得来而闻名，至今藏品已超过650万件。这个博物
馆占地约5.5公顷（14英亩），根本不能在一次参观中看完所有藏品。 著名
的罗塞塔石碑、亚述浮雕、帕特农神庙大理石和大量的埃及收藏品是大英博
物馆最著名的几件展品。

 +44 20 7323 8000  www.britishmuseum.org  information@britishmuseu
m.org

 Great Russell Street,
Bloomsbury, 伦敦

 by SAC Matthew 'Gerry'
Gerrard RAF/© MoD Crown
Copyright 2016   

白金汉宫 

"英国皇后的住址"

宏伟庄严的白金汉宫自1837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官方住所。尽管
这座宫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白金汉宫的公爵在这里建造了他的
官邸，现在主要由建筑师建筑师约翰纳什和爱德华布洛尔主持。这座宫殿拥
有775间厅室，由艺术家伦勃朗、维米尔和范戴克等人用塞弗雷斯瓷器和艺术
品把宫殿装饰得十分奢华。从美丽时代的奶油色和金色，到中国皇宫的精致
，每间客房都展示着奢华而雅致的室内设计。大理石楼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
的青铜铸造的作品之一，由蚀刻玻璃圆顶和宫殿的焦点照明，而前院是伦敦
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 ,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每天的举行换岗仪式。皇
家马厩和女王艺苑是这座皇家官邸受欢迎的景点，也向游客开放。 白金汉宫
被周围经过修剪过的草坪和郁郁葱葱的花园所环绕，在夏天盛开着无数的花
朵，描绘出一幅英国王室风格的壮丽美景。

 +44 20 7766 7300  www.rct.uk/visit/the-state-rooms-
buckingham-palace

 Constitution Hill,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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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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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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270 1239  www.toureiffel.paris/fr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Champ de
Mars, 巴黎

 by ToucanWings   

凡尔赛宫 

"太阳神之殿"

凡尔赛宫无可否认是法国皇室的缩影，是最豪华的建筑物之一。1664年，法
国国王路易十三委托建筑师路易·勒沃和朱尔斯·哈杜因在他父亲的狩猎小
屋遗址上建造了凡尔赛宫。 凡尔赛成为欧洲最大的宫殿之一，可容纳20,000
名朝臣。内部装修奢华庄重，包括皇家城堡和举世闻名的镜殿组成。还修建
了大特里亚农宫（1687）和小特里亚农宫（1762 ）。1919年，但是在法国凡
尔赛宫镜殿签署的和平条约，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座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宫殿是法国巴洛克建筑的杰出代表建筑，至今仍
以其富丽堂皇及传奇历史吸引着游客。

 +33 1 3083 7800  en.chateauversailles.fr/  Place d'Armes, Versailles

 by William Warby   

自由女神像 

"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作为自由闪耀的灯塔，自由女神统治着美国的自由岛，这座雕像以金属铸造
，高耸于纽约的海港之上。 法国维权人士埃杜阿尔·雷内·德·拉博拉耶代
表他的国家对美国表示声援，声援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在以后建立一座象征他
们独立的纪念碑。 因此，自由女神像是法国雕塑家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
巴托尔迪和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创作巅峰，成为法国向美国献上的一件光荣
的礼物。 自由女神以罗马女神，利伯塔斯为原型，骄傲地凝视着远方，女神
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同时左手捧着刻有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
。 多年来，这座雕像不仅对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民灌输了一种自豪感，而且也
让成千上万美国的移民感到振奋，他们绘制了对异乡生活的蓝图，对新的生
活充满希望。

 +1 212 363 3200  www.nps.gov/stli/index.
htm

 stli_social_media@nps.go
v

 Liberty Island, 纽约 NY

 by anielbaez0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世界级艺术馆"

任何去纽约的游客都应该到这座大型的博物馆看看。由Richard Morris
Hunt设计，建于1895年，这座博物馆有超过150万平方英尺 (139,355
平方米)的展览面积。这里有很多欧洲艺术品，包括莫内, 德加斯, 梵高,
塞尚, 提香和维梅尔的作品。而这里的埃及艺廊更是绝伦。在这里，你还可
以找到很多亚洲艺术、雕刻、军械和摄影作品等。夏季的时候，这里还有室
外阳台花园展览，展出现代雕刻作品。请浏览网站获取更多有关日程、会员
、完整的游客信息等。

 +1 212 535 7710  www.metmuseum.org/  1000 Fifth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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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ezary p   

白宫 

"总统的家"

美国总统职位的重要基石，白宫是美国总统的正式居所和总部。位于宾夕法
尼亚大道1600号的这座闪闪发光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最初被称为总统府，在西
奥多·罗斯福深情地赐予“白宫”这个名字之前，这个名字将不仅表示物理
结构，由总统及其顾问组成的整个集体单位。当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是这个官邸的第一任主管时，几位领导人在自己的内部加入了自己的元素
，最值得一提的是前肯尼迪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全面重新装
修。今天，白宫的中央大楼由行政公寓组成，而这个庞大的结构其余部分则
由132间客房，35间浴室，网球场，果岭，电影院和保龄球馆组成哈里·S·
杜鲁门

 +1 202 456 1414  www.whitehouse.gov  comments@whitehouse.gov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by blakespot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探索自然"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地下的恐龙骨架肯定会让孩子们满意。但每个人都有一
些东西。着名的希望钻石展览，以及一个活珊瑚礁，步行的矿山和昆虫动物
园与数千活标本。探索室鼓励孩子们触摸，嗅觉和品味展品。如果你的脚需
要休息一下，请坐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塞缪尔·C·约翰逊IMAX影
院内欣赏电影。

 +1 202 633 1000  naturalhistory.si.edu  info@si.edu  10th Street & Constutution
Avenue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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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heta   

巴黎地下墓穴 

"对巴黎死亡的纪念"

隐藏在“光明之城”之下是一个黑暗的黑社会，是六百多万巴黎人的最后安
息之所。巴黎的地下墓穴是由隧道，洞穴和充满遗体的采石场形成的地下墓
穴，这些墓穴是从地板到天花板叠起来的骨头和头骨，现在巴黎的前公民成
为其基础的一部分。随着巴黎成为重要的枢纽，千万人涌向城市。这促使人
们对有限的公墓空间提出了合理的担忧，从而导致1810年在蒙鲁日老石采石
场的地点创建了地下墓穴。虽然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当作骨库使用，
但直到这个时候，地下墓穴才被组织起来。这些骨头按照他们的墓地进行安
排，形成了一个地下的骨骼世界，在1860年，最后一个地方被拆除。在二战
期间，这个画廊网络被用来作为抵抗运动的隐藏处;它的广阔和入口的自由裁
量权确实是伟大的财产。这些由文本说明的神话，营造出令人心寒的气氛，
描述巴黎历史上的一些定义事件，为游客提供冥想的实质。它也偶尔被用作
举办音乐会，派对和其他活动的可怕场所。

 +33 1 4322 4763  www.catacombes.paris.fr
/

 catacombes.info@paris.fr  1 Avenue du Colonel Henri
Rol-Tanguy,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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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hinopias   

蒙特雷湾水族馆 

"世界级的水族馆"

这是设计最好的水族馆之一。一个独特的特点是两层的坦克，海带森林中的
游泳太阳鱼，鲨鱼和偶尔的潜水员负责将藻类从水箱壁上刮下。沙滩上的沙
子被展示在一个非常适合扁平鱼类的架子状的坦克中，一群沙丁鱼在他们的
圆柱形坦克的家里游泳。如果你想和一些水上居民互动，你会被邀请去蝙蝠
射线（奇怪的是天鹅绒般的）。水母展示表明它们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东
西。

 +1 831 648 4800  www.montereybayaquarium
.org/

 equarist@mbayaq.org  886 Cannery Row, Pacific
Grove CA

 by Kevin Verbeem   

圣地亚哥动物园 

"世界着名的原因"

这个世界着名的建筑显然不是普通的动物园。在这个广阔的公园里散步或骑
双层巴士，在美丽的花园里展出超过4000种稀有和奇特的动物。圣地亚哥动
物园也是致力于保护工作的主要研究机构。然而，它巧妙地伪装成一个有趣
的节目和鼓舞人心的展览，如北极熊跳水和河马海滩的公园。

 +1 619 231 1515  sandiegozoowildlifealliance.org  2920 Zoo Drive, Balboa Park,
圣地亚哥 CA

 by BKD   

恶魔岛 

"传说中的岩石岛"

距旧金山海岸仅1.25英里（2.01公里），恶魔岛拥有一段迷人的历史，远远
超出了1934年至1963年作为联邦监狱的历史；它也是西海岸最古老的在营灯
塔、历史军事要塞遗迹和鸟类保护区的所在地。虽然恶魔岛在旧金山的视线
范围内，恶魔岛与外界隔绝，被海湾冰冷的海水包围，但险恶的水流几乎无
法逃离。这一事实使恶魔岛成为一个合适监狱选择，目的是囚禁一些最臭名
昭著的罪犯，包括阿尔卡彭，罗伯特富兰克林斯特劳德和阿尔文卡尔皮斯。 
1969年是恶魔岛历史上另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印地安人占领做
为发展民族自觉运动的政治据点时长19个月，至今仍能在岛上看到历史的痕
迹。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促使当地动植物繁衍生机勃勃，创造了适合微生
物生活的环境，监狱的遗骸矗立在岩石池塘、崎岖海岸和茂密植物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恶魔岛现在也是一处旅游景点，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有自助导游和旅游团，深入了解整个岛的过去特别是监狱风云故事。

 +1 415 561 4900  www.nps.gov/alca/index.htm  Alcatraz Island, 旧金山 CA

 by Dietmar Rabich   

安妮之家 

"安妮弗兰克家的密道"

安妮之家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故事；安妮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她两年的避难生
活，如今保存在安妮弗兰克故居里。1942年7月6日，德国占领了荷兰，以及
随后对犹太社区的迫害下，安妮和家人一起躲藏在阿姆斯特丹的密室旧址。
在两年的时间里，安妮将惊惶失措的生活点滴全写进日记中，最后由她父亲
付梓出版。 虽然没有太多的纪念物品，电影和其他来源，包括安妮的日记，
呈现了一个当年苦难逃亡的艰苦生活。
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对公众开放，大规模的游客中心建于1980年代

 www.annefrank.org/nl/  services@annefrank.nl  Westermarkt 20,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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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agoria   

卡洛博物馆 

"致敬弗里达"

科约阿坎区的一片绿树成荫的街区，在鲜艳的蓝色墙壁后面，保存着墨西哥
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弗里达·卡罗的遗产。弗里达·卡罗博物馆是神秘
画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诞生地，她和丈夫迭戈·里维拉偶尔也住在这里，被称为 蓝色之家
或蓝宅。这是墨西哥城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从她的个人物品，如珠宝，架子
上未完成的油画，到她的 特古安娜 传统服饰，房子里应有尽有。博物馆被
豪华地分成10个房间，每个房间都能看到艺术家非凡的工作和生活。每个房
间都有一段卡罗与她的艺术家丈夫迭戈·里维埃拉共同经历的、引人入胜的
生活旅程，从曾经为艺术家朋友举办的充满活力的宴会大厅，到仍然摆放着
装点他们家的地方工艺品的房间。其他展品还包括犹大和前西班牙人物品的
纸制骨架，以及卡罗的轮椅，在她曾经经常作画的工作室里展出。房子博物
馆延伸到洒满阳光的庭院，庭院两旁种满了树，耀眼地照亮着该国最聪明、
最有创造力的头脑之一留下的令人鼓舞的遗产。

 +52 55 5554 5999  www.museofridakahlo.org
.mx/

 relacionespublicas@museo
fridakahlo.org.mx

 247 Londres, Colonia del
Carmen, 墨西哥城

 by Diliff   

悉尼歌剧院 

"澳大利亚地标式建筑"

在悉尼港的背景下，悉尼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极具争议性但绝对美丽的
帆船顶在海港上熠熠生辉。历经十四年建筑时间,因为设计师约恩·伍重和澳
大利亚政府之间因为歌剧院的设计引发了争议。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奇迹是
悉尼文化景观的象征。与其他小型场馆一起，包括琼·萨瑟兰剧院、乌松厅
和大音乐厅。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度节目创意灯光节,，多达3000个当代
和古典表演，歌剧院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圣地，可以欣赏剧院，歌剧和芭
蕾表演。在导游的带领下，游客们可以在后台进行参观，发现许多有趣的房
间。

 +61 2 9250 7111  www.sydneyoperahouse.co
m

 infodesk@sydneyoperahous
e.com

 Bennelong Point, 悉尼 NSW

 by Public Domain   

乌菲齐美术馆 

"佛罗伦萨艺术精品地标"

乌菲兹美术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坐落于可以追溯到1581年
的乌菲兹建筑群。18世纪时，梅第奇家族将大部分藏品赠与托斯卡纳州，以
确保意大利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留在意大利，造福于意大利人民。该
画廊由40个房间组成，展示了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包
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卡拉瓦乔，还包括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
生和春日物语。著名的佛兰德、荷兰和德国画家的作品也在这里展出。走廊
和天花板上绘有华丽的壁画，两旁排列着16世纪的罗马雕塑。乌菲齐建筑群
最初是为立法和行政办公室而建，由著名建筑师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设计，美术馆就是一件艺术品。

 +39 055 29 4883  www.uffizi.it/gli-
uffizi

 infouffizi@beniculturali
.it

 Piazzale degli Uffizi 6,
佛罗伦萨

 by User:A,Ocram   

梵高博物馆 

"藏有最多梵高作品的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收藏着世界上最多荷兰著名艺术家文森特·梵高的
作品，从绘画到素描，甚至是信件。博物馆记录了这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从1880年开始在荷兰纽恩生活，一直到1890年在法国去世。梵高的一些最著
名的作品在这里的画廊展出，包括吃土豆的人、向日葵和在阿尔的艺术家卧
室。博物馆还记录了梵高的一些艺术家朋友的作品和灵感，包括与梵高有着
密切友谊的图卢兹·劳特雷克和保罗·高更，以及让·弗朗索瓦·米勒。

 +31 20 570 5200  www.vangoghmuseum.nl/nl  info@vangoghmuseum.nl  Museumplein 6,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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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goldenraven   

怀托摩萤火虫洞 

"萤火虫与黑水"

怀多摩以其萤火虫之洞而著称，这里首先被一个本地的毛利人首领Tane Tino
rau发现。当你乘船进入这个洞穴的时候，很多萤火虫就会在你头上面闪闪发
光。钟乳石洞则更为刺激，这里面还有很多石钟乳。最后一个洞穴钟乳石洞
，你可以在这里的黑水中乘筏和其他崎岖的旅途。这里北面是奇异鸟屋，在
昏暗灯光中欣赏难找到特别的国家象征。

 +64 7 878 8228  www.waitomo.com/glowwor
ms-and-caves/waitomo-
glowworm-caves

 caveinfo@waitomocaves.co
.nz

 39 Waitomo Caves Road,
Waitomo, Waitomo Caves

 by Public Domain   

圣家族大教堂 

"高第的愿景"

圣家族大教堂是一个未完成的宗教图标，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具有无与
伦比的美学特征，同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奇观。1882年，高迪开始致力
于建造这座超现实主义的寺庙，如今这座教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世
界遗产。圣家族大教堂（Basilica de la Sagrada Familia）原本是一座简
陋的新式哥特式教堂，但后来却成了整个巴塞罗那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高迪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摆脱了当时盛行的新哥特式风格，融入自己的建筑设计
风格，给他的建筑注入了象征意义，开创了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复杂
的细节，如棕榈树的柱子，其底座呈海龟形状，醒目的颜色，巴洛克风格的
影响，以及从马赛克瓷砖到一系列石头的材料汇聚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绝对
的杰作。

 +34 932 08 04 14  www.sagradafamilia.org/  informacio@sagradafamili
a.org

 Carrer de Mallorca 401,
巴塞罗那

 by Thomas Wolf, www.foto-
tw.de   

美泉宫 

"皇家的避暑山庄"

目前的美泉宫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周接待数千名游客。这
座巴洛克艺术建筑建于1700年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的统治时期，是由奥地利巴
洛克艺术建筑师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拉赫首先设计一座皇宫。
，玛丽娅·特蕾西娅作为继承人开始了执政生涯，这座宫殿得到了翻新和扩
建的机会，当时建有2000个房间、一个小教堂和私人剧院。和所有与玛丽亚
·特莱西娅有关的帝国建筑一样，美泉宫建筑群如今也被漆成鲜艳的黄色。
拿破仑从1805年到1809年间住在美泉宫，1830年出生的皇帝弗朗西斯·约瑟
夫一世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43 1 811130  www.schoenbrunn.at  reservierung@schoenbrunn
.at

 Schönbrunner Schloß-Straße
47, 维也纳

 by Public Domain   

罗马浴场 

"罗马宗教寺庙"

公元43年，罗马人来到不列颠之后修建了这个罗马浴场。这里有着不列颠唯
一的天然温泉，最开始修建的铺路板至今仍然为游客所使用。浴场位于这个
罗马式城镇的中心地带，这里设施完善，拥有冷水管道、排泄系统、桑拿以
及一个以凯尔特泉水女神命名的寺庙。这里的展览以及罗马人造物品包括著
名的石刻浮雕蛇怪之首、镶嵌画、石棺以及头部镀金的女神萨利丝米涅尔瓦
的塑像。费用：成人8英镑；儿童4.6英镑；六岁以下孩子免费。

 +44 1225 47 7785  www.romanbaths.co.uk  romanbaths_bookings@bath
nes.gov.uk

 Stall Street, 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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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etr Slováček on 
Unsplash   

阿尔罕伯拉宫 

"世界上最浪漫的摩尔人的堡垒"

这里是西班牙境内最令人赞叹最棒的摩尔式建筑，这是一个建筑上的杰作。
因此这里成为这个国家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景观。它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堡垒(
即Alcazaba)，皇宫群(即Alhambra)和一个避暑行宫，还有一个很奢华的大花
园(即Generalife)，该建筑主要建于13世纪到14世纪。13世纪，阿拉伯奈斯
尔王子阿尔-阿摩尔建立了奈斯尔王朝，统治着格拉纳达。这是一个独立的摩
尔人国家。随后，该建筑开始投入修建。以后的历代奈斯尔王朝统治者都不
断地修缮这些皇家宫殿，建造者们用木头，石灰，大理石，转块，陶瓷瓦，
水和光筑成了这个建筑群，在这里您还可以欣赏阿拉伯的书法。你可以在BBV
A银行格拉纳达支行当天买票，格拉纳达支行位于伊莎贝尔. 拉.
卡特里克广场内。

 +34 958 02 7971  www.alhambra-patronato.es  Calle de Real de Alhambra, 格林纳达

 by Chmee2   

巨人之路 

"奇妙的美妙景象"

爱尔兰没有其他自然现象与巨人之路在实体存在方面竞争。这条堤道由4万个
六边形玄武岩柱组成，沿海滨散布在奇异的蜂窝海洋公路上。这个传说是由
火山熔岩创造的，传说中的一个巨人开始建造一条通向苏格兰的捷径，途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遗产的地方拥有独特的景点
，如惊险的牧羊人的台阶;石头许愿椅，由柱子建造的天然宝座;传说中的“
巨人之靴”（Giant's Boot），当然还有大海堤（Grand Causeway）。

 www.giantscausewayofficialguide.com/  44 Causeway Road, Bushmills

 by South African Tourism 

罗本岛 

"一个沉闷的遗产"

在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罗本岛是孤立的代名词，不同地被用作监狱，
麻风病菌和庇护那些社会上不可接受的人。在南非开普敦Bloubergstrand海
岸附近的这个小岛，在其独特的历史过程中，也被用作前往桌湾的邮轮，军
事前哨和港口。然而，这个岛屿最臭名昭着的地方是1961年为了囚禁反种族
隔离革命的领导人而开设的政治犯的最高安全监狱。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前南
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罗本岛度
过了27年的27年徒刑。其他前囚犯包括Kgalema Motlanthe和Jacob Zuma，他
们两人于1990年在种族隔离政体垮台后当选为该国的总统。罗本岛现在是一
个博物馆，保存了该岛丰富而阴郁的遗产。这是民主胜过种族主义，不平等
和歧视的象征。除了最大的安全监狱大厦外，岛上还包括军事要塞，麻疯病
教堂，小灯塔和伊斯兰教朝圣地Hadije Kramat的陵墓。罗本岛是世界遗产，
每年吸引数千游客。由前囚犯带领的导游，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一瞥在罗
本岛监禁的生活的一瞥。

 +27 21 419 5100  www.robben-
island.org.za

 infow@robben-
island.org.za

 Robben Island,
Bloubergstrand, 好望角

 by Pixaline   

布拉格城堡 

"城市之心"

布拉格城堡被巨大的城墙围绕，面积达70,000平方米（750,000平方英尺），
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堡。城堡修建于公元870年，这也是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修建
的时期，已经经历了13个世纪的风雨洗礼。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是波希米亚
国王、罗马皇帝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故居，是人类建造的艺术奇迹，处处
都是历史珍宝。这座城堡融合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每个时代的流
行趋势，代表着悠久的历史。圣维特大教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色彩艳丽的玻
璃窗和内波穆克圣约翰。

 +420 224 371 111  www.hrad.cz/  info@hrad.cz  Hradčanské námesti,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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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zielonamapa.pl   

马丘比丘古城遗址 

"忘记时间"

2007年被命名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是西班牙征服的幸存者
。这是当地人密切关注的一个秘密，直到1911年美国历史学家海拉姆·宾厄
姆（Hiram Bingham）向世界揭示了他的发现。相信是在15世纪建造的，印加
地产坐落在虚张声势的山顶上，陡峭的峡谷，高耸入云的山峰和高耸的山峰
，为这个场景增添了迷人的气息。由于历史学家们正在努力揭开其秘密，所
以马丘比丘的起源在今天依然不清楚，这是一座迷人的宫殿，寺庙和大宅。
马丘·皮丘虽然被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淹没，数以千计的这些雄伟的废墟，但
仍保持了一个神秘和孤立的空气，从现在的城市扩张，一个被及时冻结的城
市，其街道和门面充满了印加帝国的回声。今天，它是这个大陆的考古奇迹
中最为人所知的，在秘鲁库斯科地区茂密的荒野中，有一大片废墟。

 +51 84 22 2032 (Tourist Information)  Carretera Hiram Bingham, Aguas Calientes

 by Verino77   

巨石阵 

"著名史前纪念碑"

这里可能是西方世界最著名的远古石碑，虽然这并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壮观的
石碑，但仍然让无数专家苦思冥想，更有很多书籍是关于这些巨石的含义及
建造的目的。这里白天一般都会比较多人，但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很多工
匠就会回到这里尝试还原当年的古代魔法。大约从五千年前开始，这里的石
块就被更改了好几次。这八十块形成了两个内圆形的石块是从威尔士运过来
的，后来又从威尔特运来了很多大石，最后在这里拼凑。开放时间随季节而
变。请浏览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44 870 333 1181  www.english-heritage.or
g.uk/visit/places/stoneh
enge/

 info@stonehenge.co.uk  3 Stonehenge Road, Off
Highway A303, Amesbury

 by Nicolas Perrault III   

萬里長城 

"世界上最长的围墙"

中国长城从西边做过东边 5000公里多了。公元前七世纪，小王国要防北方游
牧部落的人劫掠所以建筑了强壮障碍。秦始皇帝，中国最先的皇帝，从王国
造的小障碍成更长的障碍。从秦代时间，长城很多次改组大一点。在北方上
的高山脊，看到人的印象深刻的风景，真是人类一个最巨大的建筑物完成。
长城有好多来的地方：八达岭, 慕田峪, 司马台，黄花城。不关在那里看到
长城，注意选好合适的鞋子，爬长城很厉害，可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86 10 6162 6022  Off Mutianyu Road, Huairou District, 北京

 by Ling Tang on Unsplash 

北京故宫（紫禁城） 

"中国最大的皇宫建筑群"

紫禁城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历史遗迹、世界上最规模最大的古建筑之一，也
是北京城最耀眼的明珠。 这座宫殿建筑群的深红色墙壁和装饰性屋顶与筒子
河沿岸的其他城市隔离开来，在现代北京的映衬下拔地而起，宛如一幅来自
中国帝王过去的景象。
这座规模庞大的建筑群于1420年建成，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已有五个多世纪
。 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包括980座令人惊叹的独立建
筑，房间里陈列着跨越时代的无价文物和文物，展示了当地艺术家精湛的技
艺和皇室的奢华品味。 这座庞大的建筑群本身就是中国建筑和景观设计的缩
影，对于故宫而言一切都是美的。故宫宫城分为两部分，内廷是封建帝王与
后妃居住之所，外朝是封建皇帝履行行政职责的地方。 如今故宫被辟为 故
宫博物馆,物华天宝的紫禁城对所有人开放，让游客们参观和体验国家文化遗
产的深度。

 +86 10 8500 7421  www.dpm.org.cn/Home.htm
l

 gugong@dpm.org.cn  4 Jingshan Front Street,
Beijing,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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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古埃及）狮身人面像 

"解开神秘"

在所有埃及的古迹中，没有一个像狮身人面像那样雄伟壮丽。它是由希腊人
命名的，因为它与神话中的狮身和头部吞食路人无法回答她的谜语的生物相
似。阿拉伯人知道它是阿布·厄尔（恐怖之父）。狮身人面像是在吉萨金字
塔前露出的石灰石雕刻而成，高50×20米（165×65英尺）。传统的考古学家
把它的建筑归功于四王朝法老哈夫勒（Khafre），后者建造了三座金字塔之
一，但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更古老。后来相信鼻子和胡子被马姆卢克部队击
中，他们使用狮身人面像进行目标练习。游客不能攀登纪念碑，但有一个观
景台可通过花岗岩太平间寺庙一侧。

 The Sphinx, Giza Necropolis, 开罗

 by Marcin Wichary from San
Francisco, U.S.A.   

66号公路 

"美国的历史母亲之路"

66号公路于1926年投入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原有高速公路的
部分路段仍然存在，但恢复和维持这条历史性路段的趋势很大。在阿尔伯克
基，一个时代的残余依然在现在的中央大街上徘徊。在这里，您会看到66号
晚餐餐厅，Duran药店以及新近修复的KiMo剧院。

 www.nps.gov/subjects/travelroute66/index.htm  US Route 66,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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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rgo   

特奥蒂瓦坎 

"上帝之城"

特奥蒂瓦坎拥有雄伟的金字塔结构，仪式古迹，令人回味的象形文字和神圣
的祭坛，是一个神秘的光环。这个都市前的中心在哥伦布时代的辉煌中保存
完好无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建立了一座失落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峰顶被认
为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面积达21平方公里，离墨西哥城不远。虽然没有人
知道是谁建造了这座城市，但是有一种理论认为，火山爆发之后的一场外流
将几个玛雅人带到建造现代特奥蒂瓦坎的特奥蒂瓦坎山谷。死者大道是古代
城市的主要通道，拥有一些最大的建筑物，从太阳和月亮的金字塔等祭祀表
，以及羽蛇神殿等等。特奥蒂瓦坎被阿兹特克人发现，被奉为“上帝之城”
。

 +52 55 5278 42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eotihuacan.inah.gob.mx/  Ecatepec-Piramides Highway, San
Juan Teotihua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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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unshinecity   

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 

"艺术世界"

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拥有整个国家最多的当代艺术收藏品。不仅有来自Pablo
Picasso、Gustav Klimt和Salvador
Dali等名家的杰作，也有来自普通以色列艺术家（比如Yehudit
Sasportas、Igael Tumarkin和Raffi Lavie）的有趣作品。在相对比较明亮
的环境中还永久展出着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品和荷兰画家的
肖像。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塑花园镶有意大利马赛克地板，风景如画，让人过
目不忘。

 +972 3 607 7020  www.tamuseum.org.il/he/  info@tamuseum.com  27 Sderot Sha'ul HaMelech
Boulevard, The Golda Meir
Cultural and Art Centre,
特拉维夫市

 by Ken Lund   

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 

"一个炽热的风景"

很少有地球的自然过程与火山的力量相匹配，这些火山喷涌而出的熔融地球
和液体火焰喷涌而来，从海上冲上山脉，一次又一次地回溯海岸和淹没岛屿
。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亲眼目睹这种剧烈的雄伟现
象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两座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 - 冒纳罗亚（Mauna
Loa）和基拉韦厄火山（Kilauea） - 这些火山坐标的巨大喷涌而出的火山熔
岩喷涌而出的喧嚣爆发是定期活动。冒纳罗亚（Mauna Loa）也被誉为世界上
最大的山峰，其顶峰位于海底56000英尺（17000米）的高处。发光的余烬火
山沙漠，蒸腾的火山口，熔岩管和繁茂的森林充满生机，讲述了夏威夷群岛
的故事，它们的起源，自然遗产和人类祖先。

 +1 808 985 6000  www.nps.gov/havo/index.
htm

 HAVO_Information@nps.gov  1 Crater Rim Drive, Hilo
HI

 by Following Hadrian   

雅典卫城 

"世界上最伟大的遗迹"

雅典卫城坐落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古希腊景观，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建筑群之一。在这座古老城堡的中心是雅典娜女
神的住所，这个宏伟的 帕特农神庙Parthenon, 成为希腊古典建筑的典范。
散布在传说中的宗教建筑群的其余部分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的其他一些
纪念性遗迹，这是由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精心规划和建造的历史建筑的海洋
。The 神殿入口 Propylaea 形成了通往雅典卫城的一个吸引人的大门，而
伊瑞克提翁神殿 Temple of Erechtheion
向波塞冬（Poseidon）和雅典娜（Athena）致敬。这座
雅典娜胜利神庙(Temple of Athena Nike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南边，可追溯到
公元前420年。这座寺庙象征着坚忍的胜利，是通往古代世界的珍贵纽带。

 +30 21 0331 2002 (Tourist
Information)

 odysseus.culture.gr/h/3/eh355.js
p?obj_id=2384

 Theorias, 雅典

 by Public Domain   

尼亚加拉大瀑布 

"壮观的自然奇观"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鸣般的水域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高度达到51米（167英
尺），平均集体宽度约为1204米（3950英尺）。世界上第二大瀑布由马蹄瀑
布，新娘面纱瀑布和美国瀑布组成，每秒钟超过6万立方米（20万立方英尺）
的水流以惊人的速度冲过边缘。每个瀑布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提供世界上最
受欢迎的自然奇观之一的壮观景观。冬天的节日来临之际，秋天的灯光在冬
季灯光节目中亮相。

 +1 905 356 606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iagarafallstourism.com/  Niagara Parkway, Niagara Fall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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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肯霍夫公园 

"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园"

从3月到5月的每年春天，库肯霍夫花园都以一种色彩迸发，铺着红色，粉红
色，深红色和黄色的地毯。蔓延超过32公顷（72英亩），花园百花齐放700多
万种和色调。每年参观者都会到这里来观赏国花 - 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有着
特殊地位的郁金香。在荷兰黄金时代，郁金香疯狂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惊
人的速度出售花，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经济泡沫。 Keukenhof
酒店拥有园景花园，展览和年度活动，距离阿姆斯特丹不远，是受欢迎的度
假胜地。

 www.keukenhof.nl  info@keukenhof.nl  Stationsweg 166 A, Lisse

 by archer10 (Dennis)   

红堡 

"莫卧儿帝国的骄傲"

红堡是Shah Jahan皇帝的故居，如今是一个雄伟的景点，充满了莫卧儿帝国
的艺术、建筑和历史气息。这座雄壮的红堡以红砂岩修建于1648年，坐落于
亚穆纳河岸边，其防御城墙横跨2.41公里（1.5英里）。1857年前，该堡垒自
身就是一个小型城市，是几个贵族和战士的住所。如今，红堡是这座城市的
象征性瑰宝，其褪色的猩红色外墙非常独特。堡垒仅向公众开放一部分，其
余部分仅供印度军队使用。暮色降临，这座堡垒就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建筑奇
观，生动的灯光和音效仿佛一场独特的演出，而画外音更是向人们述说着这
座堡垒中曾经的故事。堡垒融合了莫卧儿、波斯和帖木儿建筑的风格，四周
围绕着青翠的草地。雄伟的Lahori门可直通红堡，这里有许多极具历史意义
的遗迹，比如公众厅、私人会客厅、神秘的梯井、Hamma-e-Lal
Qila、庞大的 Hayat Baksh Bagh、Shahi Burj塔、Rang Mahal、Lal
Mahal和Moti Masjid。

 Off Mahatma Gandhi Marg, Chandni Chowk, 新德里

 by DXR   

奥赛博物馆 

"艺术爱好者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

每年有近百万游客前来参观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法国艺术品。这座建筑本
身被称为奥赛赛马会，于1900年建成火车站；底层的走廊全长138米（453英
尺），高32米（105英尺），是对这座建筑历史的回忆。画廊有许多杰作的作
品，包括居斯塔夫·库尔的丑角和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小巷等。印象派的
爱好者应该直接前往五楼，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一流派最伟大的大师作品。

 +33 1 4049 4814  www.musee-orsay.fr  1 Rue de la Légion d'Honneur, 巴黎

 by  Bertrand
GRONDIN  → (Talk)   

达利博物馆 

"达利设计"

19世纪达利剧院博物馆的美丽之处部分在于它是由达利亲自设计的。这座博
物馆建于西班牙内战的废墟上，是菲格雷斯河畔小镇的一座建筑瑰宝，也恰
好是达利的出生地。这座建筑是大理丰富的想象力的体现，红色城堡像巨型
鸡蛋雕塑和小雕像一样，由一个测地圆顶加冠，至少是超现实的。达利的表
演风格在这里展现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风宫殿，梅西房间和风宫。 DalíJo
ies珠宝系列，由超现实主义大师自己设计的，由工艺大师创作的作品，是非
常特殊的，也是对他的才华的敬意。达利本人被埋葬在博物馆的地方，这个
标志性的艺术家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34 972 67 7500  www.salvador-dali.org/e
n/museums/dali-theatre-
museum-in-figueres/

 reserves@fundaciodali.or
g

 Plaza Gala-Salvador Dalí
5, Figu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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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rtur Staszewski   

老魁北克 

"城市的历史心脏"

魁北克旧城区或魁北克旧城区毗邻圣劳伦斯河，是现代魁北克市的历史中心
。这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上城镇和下城分为两个不同的部
分，是进入该省历史的门户。上城镇位于Cap Diamant之上，是该市历史悠久
的行政和军事中心。它的最具标志性的地标，城堡与星形设计是一个逮捕的
大厦，而丰坦纳克城堡是一个迷人的维多利亚宏伟的愿景。上城也是魁北克
狂欢节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冬季节日之一。位于山脚下的下城，是一个繁华
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老港口，两者相得益彰。在成百上千的历史建筑中，旅
游景点，酒吧和餐馆分布着数十家精品店，画廊，纪念品商店和其他独特的
场所。魁北克圣母教堂是魁北克老城众多珍品之一。

 +1 418 641 6290 (Tourist Information)  Old Quebec, 魁北克 QC

 by ewen and donabel   

国家棒球名人堂和博物馆 

"棒球狂热"

棒球名人堂博物馆藏有一些游戏中最珍贵的藏品。看数以千计的棒球文物和
照片讲述棒球的历史故事。还有一个研究图书馆，爱好者可以阅读美国对这
项运动持久爱的历史和未来。参观博物馆商店，从展示的各种帽子，衬衫，
手套和杯子中挑选。

 +1 607 547 7200  baseballhall.org/  info@baseballhall.org  25 Main Street,
Cooperstown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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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Schd   

巴特罗之家 

"奇妙的灵感建筑"

作为高迪的杰作，巴特罗之家是有史以来最独特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住宅建筑
之一。其正面装饰着彩虹色的瓷砖，门厅的位置，唤起了人们在水下逗留的
感觉，里面有波浪状的墙壁、海龟形状的天窗和屋顶的设计被比喻成是龙或
恐龙的背脊。上层的主厅贵族楼层（Noble Floor)
的窗户打开到格拉西亚大道Passeig de Gracia，自然光撒向室内，和连接的
室外天井是一个玻璃和瓷砖制的万花筒色调。从阳台上看，很容易理解为什
么这座房子在当地被称为“龙之屋”，因为屋顶的瓦片很像桑特·乔迪(Sant
Jordi)的龙。巴特罗之家是创造力和建筑智慧的表现，是高迪称为鬼才的证
明。

 +34 93 216 0306  www.casabatllo.es/  info@casabatllo.cat  Passeig de Gràcia 43,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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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cosanti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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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 5317  www.louvre.fr/en  info@louvre.fr  Rue de Rivoli, 巴黎

 by Yufei Yuan,
User:Jadecolour   

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 

"二叠纪洞穴系统"

奇瓦汗沙漠干燥贫瘠的地貌消失在地下洞穴中，这里有一些最壮丽的地质构
造。几千年前的内陆水域现在被蒸发的水域雕刻而成，瓜达卢佩山（Guadalu
pe Mountain）拥有多达119处秘密洞穴。崎岖的地层，每一个都以其独特的
形式迷人地停留在洞穴的屋顶，石灰岩的岩溶残留物被硫酸溶解了很多年。
卡尔斯巴德洞穴公园（Carlsbad Caverns Park）拥有各种不同的图案，从40
00米（1220米）长的房间“大房间”到蝙蝠洞（Bat
Cave），这里是大部分洞穴的鸟粪走廊蝙蝠人口。 Lechuguilla洞穴可能是
最令人着迷的，传说中被称为美国第二深石灰石洞穴的复杂轮廓的钟乳石，
紧贴屋顶。

 +1 505 785 2232  www.nps.gov/cave/  3225 National Parks Highway,
Carlsbad NM

 by Wayne McLean (Jgritz) 

耶路撒冷 

"一个重要的城市"

耶路撒冷的魅力与其丰富的精神历史和古代交织在一起。这座城市是基督教
徒，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神圣城市，是由其动荡的过去所形成的。老城是世界
遗产，这个城市的基础遗留下来，虽然它占有一个小面积，但它是许多重要
的宗教场所的基地。有争议的东耶路撒冷是圣殿山的地点，在那里圣经亚伯
拉罕牺牲了他的儿子，另一方面，古代伊斯兰建筑的壮观例子是可见的。这
个大都市的现在的结构是在1967年以后形成的，这个城市被宣布为以色列的
首都和巴勒斯坦国。在Givat Ram的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有许多考古珍宝，圣
墓教堂受到尊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圣经土地博物馆，耶路撒冷圣
经动物园，弹药山（Givat Ha Tahmoshet），圣母玛利亚墓，西部墙壁隧道
和金圆顶的阿克萨清真寺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www.jerusalem.muni.il/  Jerusalem, 耶路撒冷

 by Dan Freeman on Unsplash
   

悉尼 

"海港城"

悉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海港的栖息地，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莽撞，大胆
而令人惊叹的州府。尽管这个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被当地人部落居住，
但直到1788年，英国探险家才第一次驶入杰克逊港，在悉尼天际线现在腾
飞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流放的殖民地。悉尼拥有繁荣而又典型的悠闲气息，拥
有欣欣向荣的艺术和烹饪场景，美丽的海滩以及除了标志性的歌剧院之外的
当代建筑的精彩表演。悉尼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也是最适宜居住的
城市之一，拥有髋关节的飞地和不断发展的文化。不断有新的餐馆，酒吧和
夜总会一起尝试旁边经过时间考验的主食。另一方面，城市的城市景观是绿
意盎然的，充满了本土野生动植物的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经常发现鹦鹉，狐
蝠和负鼠混合在一起，与城市丛林中的居民混合在一起，而塔龙加公园动物
园的考拉随时准备拥抱。从悉尼海港大桥漫步，悉尼塔美景，到邦迪海滩的
冲浪者天堂，以及皇家植物园翠绿夺目的美景，悉尼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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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

 www.sydney.com/  council@cityofsydney.nsw.gov.au  Sydney, 悉尼 NSW

 by Martin Falbisoner   

威尼斯 

"运河"

威尼斯建在一个泻湖上，收集了超过100个小岛，是一个非凡的美丽城市。城
市的风景运河作为主要通道，反映周围的青色水域的人和地方，当缆车滑过
日落的粉红色的历史门面。大运河构成了城市的主要水道，两旁排列着文艺
复兴时期和哥特式的豪宅，在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高高耸立，
在那里同名的大教堂激发了人们的敬畏。在拜占庭马赛克中，大教堂只是这
个城市众多艺术珍品之一，而另一些则在狭窄的小巷和鹅卵石街道上等候着
。每天早晨，这座城市都会在船夫的呼唤下活跃起来，而到了晚上，威尼斯
酒吧就会满载着渴望品尝异国风味小吃的食客。泻湖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东
西，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并以人造的方式维持着。除了威尼斯市之外，还有
几个小城镇占据了岛屿。

 www.visitvenezia.eu/en  info@turismovenezia.it  Venice,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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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loic   

约旦佩特拉古城 

"揭开过去的奥秘"

雕刻在约旦西南部的沙漠峡谷和山腰的砂岩峭壁上，史前城市佩特拉从西方
世界的范围内隐藏了数百年。画在波浪起伏的景观的充满活力的色彩，乍一
看，你所看到的只是悬崖本身，在这个城市开始出现在条纹岩石的生动背景
下。这个世界遗产被命名为2007年世界新奇点之一，这是罕见的岩石建筑宝
石，也是纳巴泰人智慧的证据。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6年间的纳巴泰帝国
的首都，佩特拉的寺庙和墓葬被直接雕刻在岩石之中，在悬崖峭壁和贫瘠的
沟壑中，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贸易和商业中心。罗马征服纳巴泰帝国标志着
佩特拉衰落的开始，但由于希腊，拜占庭和纳巴泰时期的独特风格，罗马人
所增加的证据仍然在这一天成立。一个庞大的废墟，被揭露的东西占了这个
大都市的15％，其余的都被隐藏起来，被元素所掩埋，随时间流逝。

 +962 3 215 7093  www.visitpetra.jo/  info@visitpetra.jo  Off Tourism Street, Wadi
M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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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erniedup   

克鲁格国家公园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模式"

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是非洲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
一，其漫长的延伸横跨南非东北部19,485平方公里（7,523平方英里）。广大
的自然保护区是“五大”和一群濒危的非洲野狗以及其他140多种大型哺乳动
物的栖息地。远远超过非洲其他储备。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和两栖类动物也
在公园漫游，河流充满了鱼类，500多种鸟类统治着天空。克林格尔国家公园
由林波波河北边，南面的普马兰加省和西边的利邦博山边界组成，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地形以本地草原和草原为特色。公园的丰富多样性
只是它的魅力之一，而其考古遗址和本土部落则保存着南非的人类遗产。克
鲁格国家公园是非洲最重要的野生动物之一。每天只有有限数量的车辆进入
，以保护栖息地的自由诱惑和野性魅力。

 +27 13 735 4000  www.sanparks.org/parks/kruger/  Kruger National Park, Skukuza

 by Public Domain   

Marina Bay Sands 

"赌场与奢华酒店"

这里是奢华与舒适的代名词。这家酒店拥有商铺、餐厅、赌场、游泳池、剧
院等。标准客房就拥有各种设施，最适合商务人士与休闲游客。不妨到这里
享受水疗，或者到赌场去小试身手，又或者是到剧院欣赏百老汇演出。

 +65 6688 8868  www.marinabaysands.com/  inquiries@marinabaysands
.com

 10 Bayfront Avenue, 新加坡

 by steven_yu   

外滩 

"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建筑"

上海外滩位于黄浦江畔，混凝土而成的人行道形成一个河畔弯道，矗立着标
志性的外滩，点缀着上海，是上海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也是上海地标。 从罗
马式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到新古典主义和装饰艺术风格，外滩矗立着52幢风
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素有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保护着滨河地区远
离城市的喧嚣，几乎就像一个由历史、文化和商业相交织在一起的露天建筑
群。 受1846年上海成为贸易港之前曾经有过短暂殖民时代的影响，建筑物出
现了许多贸易公司、银行甚至领事馆。 沿江风景如画的一些最著名的建筑物
包括汇丰银行大楼，曾经是这家同名银行的上海总部所在地，中俄银行大楼
，亚洲大楼，中国银行大楼和古茨拉夫信号塔。有些建筑物甚至在今天依然
是单位机构征用，也有一些建筑被整修开发为高档消闲购物娱乐场所。

 ZhongShan Dong Yi Lu, 上海

 by sharonang   

吴哥窟 

"壮观的高棉寺庙"

这个古老的建筑群占地广阔，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建筑群之一。吴哥窟的建筑
风格具有传统的华丽古典设计。这座寺庙拥有五座美丽的莲花形圆顶塔楼，
均以apsaras的模型雕刻而成。这座寺庙也叫做首都庙，供奉印度教神毗湿奴
。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景点就非常值得一游。游览这
座寺庙能在宁静的氛围中放松身心。清晨5点打包野餐来这座神庙欣赏壮观的
日出之景吧。

 Charles De Gaulle, Angkor Thom, Angkor Archeological Park, 暹粒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erniedup/3094199401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kukuza/407625-克鲁格国家公园
https://pixabay.com/en/singapore-hotel-marina-bay-sands-1536870/
https://pixabay.com/en/singapore-hotel-marina-bay-sands-1536870/
https://cityseeker.com/zh/singapore/651688-marina-bay-sands
https://pixabay.com/photos/shanghai-bund-china-city-1484452/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hanghai/652758-外滩
https://pixabay.com/photos/angkor-wat-temple-amazing-934094/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iem-reap/677502-吴哥窟


 by spaceodissey   

Valle dei Templi 

"寺庙谷"

Valle dei Templi或寺庙谷实际上是指位于公路和城市之间的山脊的许多寺
庙。古罗马时代以来，这些庙宇应该是起源于此。围观在山脊上的高大的立
体结构令旁观者惊叹不已。除了寺庙之外，还有几个博物馆提供这些寺庙的
信息。不同的寺庙和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按照他们的时
间在不同的庙宇之间洗牌。要了解这里的导游，请查看网站。

 +39 922 49 7221  www.lavalledeitempli.it
/en/

 info@valleyofthetemples.
com

 Via Passeggiata
Archeologica 40, Agrigento

 by rmac8oppo   

泰姬陵 

"爱之杰作"

宏伟、壮丽、极具魅力、绝妙……没有言辞能够形容这座矗立于亚穆纳河南
岸的建筑，这座融入了爱情的杰作。泰姬陵是莫卧尔建筑中最惊艳的作品之
一，全部用象牙白大理石建造，是一座精致且高雅的对称建筑。皇帝Shah Ja
han为纪念他心爱妃子的去世而在阿格拉建造了泰姬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座庞大的建筑其实是一座陵墓，里面有两个坟墓。这座标志性建筑完全由
大理石建造而成，并用宝石和半宝石镶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美丽的拱
形大门上，刻着《古兰经》经文。建筑两侧的四座塔对称性极佳，从每个侧
面看都是一样的。纪念碑的正中央是Mumtaz
Mahal的墓葬，旁边是后来增加的皇帝Shah Jahan的墓葬。该建筑于1983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迹之一。

 +91 562 222 643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ajmahal.gov.in/  Info@tajmahal.gov.in  Taj Road, 阿格拉

 by Bjørn Christian
Tørrissen   

莫赫悬崖 

"海遇见天空"

在大西洋的蓝色海域上升高达390英尺（120米）的莫赫悬崖（或马海毛）真
是雄伟壮观。垂直的悬崖由砂岩雕刻而成，悬浮在海洋与天空之间，捕捉着
大自然的原始能量和野蛮精神。以曾经站在悬崖南端的莫赫尔古堡命名，这
个古老的岩石表面俯瞰着十二个针脚和Maumturks山脉，戈尔韦湾点缀着阿兰
群岛和Loop Head。沿着狂放的大西洋之路，海洋在下面坠落，鸟类在上面呼
啸而过，很容易相信莫赫悬崖在世界末日。

 +353 65 708 6141  www.cliffsofmoher.ie  info@cliffsofmoher.ie  Cliffs of Moher, Liscannor

 by w_lemay   

古埃及金字塔 

"最后幸存的古代奇迹"

吉萨大金字塔是人类努力和典范古代建筑的永恒象征，是世界七大奇迹中历
史最悠久，最完整的一员。每当尼罗河大洪水泛滥埃及的金色土壤时，法老
胡夫雇佣了几名失业的平民为这个神秘结构的建设作出贡献，这是一个持续
了近二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座巨大的金字塔似乎在崇拜强大的天空，
从地面升起，达到147米（481英尺）的顶点，被认为是人类建造的世界上最
高的建筑物。金字塔是由三个已知的商会组成的，原本是为了作为皇帝的坟
墓。大金字塔继续在炽热的阳光釉下神秘地闪耀，这是一个由三百万块石灰
石砌成的光荣形态，以及数年的辛劳。

 Al Haram, Nazlet El-Semman, 开罗

http://www.flickr.com/photos/spaceodissey/11078008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agrigento-/678738-valle-dei-templi
https://pixabay.com/photos/taj-mahal-ivory-white-marble-agra-3132348/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agra/678770-泰姬陵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liffs-Of-Moher-OBriens-From-South.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liffs-Of-Moher-OBriens-From-South.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galway/681061-莫赫悬崖
https://www.flickr.com/photos/warrenlemay/4711324975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
https://cityseeker.com/zh/cairo/796181-古埃及金字塔


 by King of Hearts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石头森林"

在布莱斯峡谷中，一望无际的赭色和红色的支柱就像眼睛一样。被称为不祥
之物，这些支柱是由风和水的侵蚀形成的有趣的形状，违抗逻辑。最壮观的
编队位于布莱斯露天剧场;它的城堡，陡峭的粉红色悬崖和高耸的柱子，表现
了大自然的美丽。在黎明和日落时，圆形剧场充满了温暖的色调。灵感点，
日出点和布莱斯点是一个摄影师的喜悦，有希望的激动人心的远景，舒缓精
神，激发想象力。

 +1 435 834 5322  www.nps.gov/brca/index.
htm

 brca_information@nps.gov  Highway 63, Bryce Canyon
City UT

 by Dubhe   

基奈峡湾国家公园 

"山在哪里见到海洋"

基奈峡湾国家公园成立于1980年，保护阿拉斯加南部基奈半岛海岸669,984英
亩（271,133公顷）。这个偏僻的，基本上无法进入的荒野保留了阿拉斯加最
壮观的大片土地之一，白雪皑皑的山脉下降到野生动植物茂密的森林。超过4
0个冰川从美国最大的之一的哈丁冰原（Harding Icefield）流出，将海岸雕
刻成一系列波光粼粼的峡湾;蜿蜒曲折的天蓝色的水，由陡峭的悬崖所构成，
并与无数的绿色和蓝色的冰山斑点。熊，土狼和山羊在这片土地上漫游，而
天空是超过191种鸟类的领域。它的水域也拥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包括海
狮，水獭和鲸鱼。退出冰川是公园中唯一可以通过公路进入的公园，而经验
丰富的徒步旅行者则可以通过经验丰富的导游进入冰原。然而，大多数游客
选择乘坐游船或捕鱼包船游览海岸。

 +1 907 422 0500  www.nps.gov/kefj/index.htm  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Seward
AK

 by Donatas Dabravolskas   

里约热内卢基督像 

"令人惊叹的地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饱受“无神论”之苦，当时把基督救赎者或
基督救赎者，建在 科科瓦多山山顶之上。雕像矗立山上的基座里，深情地俯
瞰山下里约热内卢市的美丽全景，预示着博爱的精神和对独立的赞许。这座
雕像是海托·达·席尔瓦·科斯卡和法国纪念碑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设计
的创意之作，包括底座在内，雕像高度高达38米(125英尺)，高高耸立在里约
热内卢之中。这座宏伟的雕像由钢筋混凝土和滑石制成，基座上建有一座小
教堂。基督像张开双臂，象征着对基督的古老描绘(象征十字架)和更现代的
解释，不少人认为这座雕像是和平的象征。

 +55 21 2492 2252  faleconosco@cristoredentoroficial
.com.br

 Estrada do Corcovado, Corcovado
Mountain, Tijuca National Park,
里约热内卢

 by Ilya Katsnelson   

雷德伍德国家公园 

"自然漫步"

雄伟的红木，红木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的奇妙境界包括广阔的老龄森林;一个
人类被古老的树木矮化的地方，这个古老的树木飙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一
个茂密的树叶，崎岖的海岸和郁郁葱葱的草原梦幻般的景观，公园充满了麋
鹿和黑熊，而天空是濒临灭绝的棕色鹈鹕的领域。站在红杉林中几乎是属于
精神的体验，他们的叶子头伸向天空，似乎试图在地平线本身。经过时间的
考验，这些原始森林的几片树林早在罗马帝国早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使这些
世界上最古老，最高的树木。在远足径和小镇斑斑斑斓的情况下，红木国家
公园和国家公园一起组成了国际生物圈保护区，被公认为世界遗产。

 +1 707 464 6101  www.nps.gov/redw/index.
htm

 redw_social_media@nps.go
v

 1111 Second Street,
Crescent City, Redwood
National Park C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nspiration_Point_Bryce_Canyon_November_2018_panorama.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bryce-canyon-city/814377-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1055_-_exit_glacier.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5
https://cityseeker.com/zh/seward-ak/814530-基奈峡湾国家公园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Unique_Moment_with_the_Moon_and_Christ_the_Redeemer_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rio-de-janeiro/816854-里约热内卢基督像
http://www.flickr.com/photos/ilya_ktsn/591386529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redwood-national-park/822212-雷德伍德国家公园


 by Jan Alonzo   

婆罗浮屠寺 

"古建筑奇迹"

多年来，在爪哇中部的马格朗一片郁郁葱葱的广阔地带，婆罗浮屠寺的非凡
巢穴笼罩在火山灰和植被地毯的碎片下。这座9世纪的寺庙，比柬埔寨神圣的
吴哥窟还要古老，于1814年由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
）的世俗遗物中发掘出来，并被列为20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从
那时起，这座恒星石佛塔一直是所有参观热带风情居住的人的敬畏之源。在
一个巨大的清理中，这座寺庙坐落在由六个正方形和三个圆形基地组成的九
层平台上，其中心是一个中央圆顶。从空中的角度来看，这座寺庙类似于一
朵盛开的莲花，精巧的分层平台象征着从渴望到涅的精神旅程。然而，这座
寺庙最多产的特点是围绕中央穹顶的72个佛塔的惊人安排，每座佛塔都穿插
着菱形穿孔，通过这座佛像可以看到难以捉摸的佛像。

 +62 274 49 6402 (Tourist
Information)

 borobudurpark.com/templ
e/borobudur/

 info@borobudurpark.co.id  Jalan Badrawati, Magelang

 by Mferbfriske   

黄石国家公园 

"奇妙的国家公园遗址"

黄石国家公园的空灵之美一次展现了一幅全景 - 有时是在原始的，崎岖的高
山景观的视野中，在其他时候，在温和的喷泉和间歇泉喷发的浓烟滚滚的柔
和的景观。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让任何人走过这个200万英亩公园的
边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深处是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的
故乡，有着惊人的一千一百年的历史，在山顶男人和捕猎者抬高了悬崖，进
行有组织的探索之前。它从怀俄明州延伸出来，溢出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的
边界，这是其深刻蔓延的地理证明。老忠实，锥形gesyer，是公园的主要景
点之一，而黄石湖延伸超过火山的破火山口。斑斓的瀑布，地热斑点，雄伟
的拱形悬崖，引人注目的轮廓和一系列自然生动的色彩斑斓，公园是一个未
受污染的地面景观。

 +1 307 344 7381  www.nps.gov/yell/index.htm  Grand Loop Road,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WY

 by Public Domain   

圣士三位一体修道院 

"历史世界遗产站点"

位于历史名城Sergiyev Posad的圣士三位一体修道院是一座宏伟的修道院，
也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遗产。它成立于1345年，由俄罗斯的一位守护圣人，
即Radonezh的Sergius，今天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主要中心，有300多名僧侣
居住在这里。它分布广泛，包括许多教堂和塔楼，拥有令人惊叹的新古典主
义俄罗斯建筑，白色水洗墙壁，蓝色和金色的圆顶，精致的室内装饰以大吊
灯，精美的壁画和精美的雕刻石雕。这是莫斯科周围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
一，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和历史爱好者，绝对值得从这个城市漫长的旅程。

 +7 496 540 5942  www.stsl.ru/  lavra.2012@yandex.ru  Ilyinskaya Street,
Sergiyev Posad

 by Public Domain   

伊瓜苏大瀑布 

"就像水中的若虫"

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系统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国家相遇的地
方。传说呢，很久以前，一个美女和一个漂亮的女人被一个独木舟和她的情
人一起逃走时，愤怒地得到了胜利。神只切断了河流，阻止了他们的逃跑，
创造了瀑布，并谴责爱人永恒的沉入。上伊瓜苏河冲下恶魔之喉的陡峭面孔
，这是一片狭窄的岩石裂缝，在一系列的白内障中坠落，数百人跌倒。其中
最高的是从大约82米（269英尺）的高度落入下面的峡谷。一阵隆隆的喧哗声
和咆哮弥漫在沉寂中，河水冲下来，空气中弥漫着彩虹般的喷雾。伊瓜苏瀑
布是一个巨大美丽的景象，是对自然力量的一种雄伟的展示;一个令人敬畏的
景象，吸引成千上万的这个巨大的水幕之中。

 +54 3757 49 1469  iguazuargentina.com/es/
index

 info@iguazuargentina.com  Iguazú Falls, Parque
Nacional Iguazú, Puerto
Iguaz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malonzo/1414995364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magelang/823854-婆罗浮屠寺
https://www.flickr.com/photos/23255550@N08/1633646123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yellowstone-national-park/825532-黄石国家公园
https://pixabay.com/en/book-bible-christianity-christian-308648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moscow/883811-圣士三位一体修道院
https://pixabay.com/en/iguazu-falls-cataracts-brazil-45561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puerto-iguazao/885521-伊瓜苏大瀑布


 by Dimitry B   

冰川国家公园 

"阿根廷的钻石色的奇迹"

侧面是阿根廷圣克鲁斯省南方安第斯山脉的山峰，冰川峡谷国家公园于1981
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国家公园覆盖了7,769平方公里（2,80
7平方英里）的壮观冰川，冰川和融水湖，其中许多是由南巴塔哥尼亚冰原喂
养。崎岖的山峰从一片雪地上升起，只有冰川从冰山中产生的独特的，雷鸣
般的冰山裂缝才能打破寂静。冰雪景观，壮观的白色，细腻的细腻，玻璃般
的尖塔和蓝色和绿色的冰冻波浪，让这个荒凉的景观有些放松。在其他地方
，场面像柔软的棉质绒毛毯一样被软雪覆盖着。虽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公园
被冰覆盖，其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是Glaciar Perito Moreno，这是一个由Lago
Argentino钢铁水面向前的令人生畏的蓝色墙壁。美洲狮，美洲狮和南美灰狐
只是漫游在荒凉而神奇的冰川国家公园的动物中的一小部分。

 www.losglaciares.com/en/parque/  Off Ruta Provincial 11, El Calafate

 by reggiepen   

富士山 

"日本的神山"

火山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峰顶高达3776.24米（12,389英尺）。这种空灵的
美是日本自然文化遗产的象征，根据神道信仰而被尊崇甚至认为是神圣的。
近乎完美的圆锥形山已经激发了数以千计的绘画，诗歌和其他艺术品，它的
巅峰穿着一年中近五个月的积雪。这座活火山的斜坡上分布着神社，寺庙和
寺院，湖面，森林和原始花园沿着朝圣者穿过的路线而行。富士山也是登山
者的热门目的地，每年都有数次登顶火山的尝试。最近一次爆发是在1707年
前的两个世纪以前，然而灾难的威胁却一直存在。但是，常常披上一层披风
，在日落时沐浴在金色的色调中，富士山的另一个世界视野并没有被这个胆
大妄为的一面所左右。

 +81 555 22 7000  www.fujisan-climb.jp  Off Japan National Route 152,
Fujinomiya

 by Sean   

大堡礁 

"珊瑚礁皇冠之宝"

有时称为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的项链，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由超过3
000个不同的珊瑚礁和岛屿舰队的集合，由雄伟的珊瑚海的绿松石水域保护。
1981年，大堡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大部分礁石都是浅水区
域，为礁石深达2000米（6,561英尺）深度之前的水上探险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这里的潜水和浮潜就像被运送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旋转的彩虹色
的珊瑚为这么多的鱼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背景。你永远不会忘记大堡礁迷人
的水域。

 +61 7 4721 366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gbrmpa.gov.au/  info@gbrmpa.gov.au  Great Barrier Reef,
Townsville QLD

 by Gunkarta (talk)   

普兰巴南神庙 

"印度尼西亚最伟大的寺庙"

位于爪哇中部的普兰巴南寺（Candi Prambanan）是印度尼西亚最着名的宗教
遗址之一。高耸入云的尖塔上，缀满了复杂的尖顶，丰富的雕刻和雕像，寺
庙的复杂性和宏大的比例惊人。在9世纪的某个时候建立起来，对这个不朽的
印度教寺庙的早期历史知之甚少，尽管相信它的建筑跨越了Rakai
Pikatan和Rakai Balitungn的统治时期。该建筑群包括244座庙宇遗留下来的
整洁外墙，中央庭院则由八座主庙和八座小庙组成。中央神殿高约47米（154
.19英尺），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寺庙，也是南亚最好的寺庙之一。致力于Br
amha（造物主），Vishnu（维护者）和Mahesh（驱逐舰），在印度教传统统
称为Trimurti，Prambanan寺庙装饰华丽的石雕，雕塑和浮雕，从印度史诗罗
摩衍那。经过多年的精心修复，主神殿的内部再次可以进入。该化合物于199
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borobudurpark.com/temple/prambanan/  Bokoharjo, Prambanan, Yogyakart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u_boff/875415291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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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ityseeker.com/zh/tokyo/888804-富士山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ownsvilleCBD.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s://cityseeker.com/zh/townsville/889134-大堡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Plaosan_Temple_Guardian.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yogyakarta/889619-普兰巴南神庙


 by Turquoisekestrel   

乌鲁鲁加她茱达国家公园 

"红色摇滚宝石"

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也被称为艾尔斯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遗产，因其红砂岩巨石而闻名。高达348米（1,142英尺）的巨大标志性
塔楼，以及来自该地区原住民祖先的许多铭文。该网站由澳大利亚政府和当
地的阿南古部落双重管理。一定要参观文化中心，了解这个标志性的巨石的
历史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称之为家的人们的历史。您也可以在这个令人叹为
观止的场地丛林漫步，观鸟，并捕捉难以置信的日落。爬上乌鲁鲁是允许的
，但该地区的原住民监督员气馁。

 +61 2 6274 2220  www.parksaustralia.gov.
au/uluru/

 parksonlinefeedback@envi
ronment.gov.au

 Lasseter Highway, Yulara
NT

 by Daniel Oberhaus   

肯尼迪航天中心 

"Space Explorers"

Spread across 144,000 acres of land, John F. Kennedy Space Center
(KSC) is the official working facility for spacecraft launches at
Florida. Due to its sensitive work operations and critical data
storage, the center is not entirely available to access for tours.
A visitors’ complex on the center grounds serves for tourist
information and operate bus tours through all the accessible
facilities and some educational programs. Apart from the visitors’
complex, the center houses a spacecraft factory, an assembly
building, spacecraft launch control center, astronauts dormitories,
and a spacecraft landing facility.

 +1 855 433 4210  www.nasa.gov/centers/ke
nnedy/home/index.html

 ksc-public-
inquiries@mail.nasa.gov

 Kennedy Space Center, Cape
Canaveral FL

 by ninara   

桑布鲁国家保护区 

"肯尼亚野生动物栖息地"

桑布鲁国家自然保护区横跨布法罗斯普林斯国家保护区一侧，另一侧则是埃
瓦索·恩吉罗河。这个国家保护区是肯尼亚56个保护区之一，拥有诸如Geren
uk，Gravy's斑马，羚羊属和网状长颈鹿等多种野生动物。此外，还可以在这
里找到马赛狮子，还有坦桑尼亚的猎豹和一个以采用羚羊犊而闻名的母狮卡
姆尼亚克（Kamunyak）。这个公园除了动物，还有超过450种土着鸟类，爬行
动物和水生物种的栖息地。

 +254 65 2283 (City Park Council)  samburucouncil.com/reserves.htm  Samburu National Reserve, Off
Highway A2, Samburu

 by Dennis Jarvis   

蒂卡尔 

"危地马拉的玛雅宝石"

蒂卡尔国家公园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环绕，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在玛雅时代
建立的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上发现了蒂卡尔国家公园。该遗址早在公元六世纪
就已经被占领了，历史地标是保存完好的宫殿和庙宇的遗址，还有分散在广
阔乡村的古民居遗址。国家公园还包括巨大的玛雅生物圈保护区，这个保护
区是为保护Peten的绿色环境而建立的。蒂卡尔国家公园（Tikal National P
ark）为许多野生动物种类提供了一个繁荣的栖息地，包括火鸡嘴，龙骨嘴巨
嘴鸟，吼猴和美洲虎。当地导游可以帮助游客探索这个令人惊叹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各个领域。

 whc.unesco.org/en/list/64  Off Route 3, F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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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jo, en:Jojo_1,
pl:Jojo   

Domica洞穴 

"Cavernous Enchantment"

Permeated with a primeval aura, the enchanting Domica Cav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Slovak Karst
National Park. Studded along the frontiers of the Silicka planina
Plateau, this cave is one of the finest representations of a
crisscrossing cave nexus which is unique to the Košice Region.
Steeped in great historical, g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ignificance, this cave is where jet-black bats hover over
seemingly stacked-up stalagmites, and past needle-like stalactites.
Further on, the cave is home to some enigmatic rock formations
which lie nestled along sinuous limestone passages carved out by
underground streams. Having been home to numerous scientific and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the cave also harbors traces and
remnants of human settlement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Paleolithic
and Neolithic ages. Having been inscrib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due to its unrivaled geological beauty, this cave
shelters a sepulchral room in its underbelly, an expanse which once
served as the ground of several ceremonial gatherings. As if this
was not enough to render the cave a sheer marvel, it also shelters
naturally-formed pools of transparent waters which lie stacked atop
each other, resembling a pre-historic bathhouse. Rich with gaping
mesmerism, the Domica Cave complex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
natural landmarks of Slovakia.

 Domica Cave, Rimavská Sobota

 by Allie Caulfield.   

云雾森林 

"新加坡热带山"

一个人造的奇迹等着你到达着名的滨海湾花园。适当地称为云雾森林，这个
美妙的景点有一个环境，运输到热带森林。这里的凉爽气温是用空调控制的
，人为地定期喷雾，造成云层中的幻想。这座山高达40多米（131英尺），里
面放置了一个电梯，供游客调整巨大的结构。一个瀑布从超过30米（98英尺
）的高处涌出。站在扩展的观察台上的观众可以感受到瀑布的洒落，同时呼
吸着人工种植的许多蕨类植物的热带气息。

 +65 6420 6848  www.gardensbythebay.com
.sg/en/attractions/cloud
-forest/visitor-
information.html

 feedback@gardensbythebay
.com.sg

 18 Marina Gardens Drive,
Gardens by the Bay, 新加坡

 by freeaussiestock.com   

汉密尔顿岛 

"水上运动及更多"

哈密尔顿岛是昆士兰最大的岛屿之一，拥有一个专门的商业机场，是一个
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全年举办各种有竞争力的帆船比赛，比赛和节日。这
里是一系列风景秀丽的白色沙滩，这是一个热带天堂，让游客休息一段时间
，度过一段宁静的生活。也是一个受欢迎的婚礼场地，岛上提供了一些最令
人惊叹的地点，作为你的誓言。

 +61 1800 370 800 (Toll
Free)

 www.hamiltonisland.com.
au/

 vacation@hamiltonisland.
com.au

 Hamilton Island,
Whitsunday Islands,
Hamilton Island Q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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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级"

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覆盖的皇冠跨越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边界，
这座高达八百八十八米（29,029英尺）高的山顶无可匹敌。雄伟壮观的山峰
，是当地人所崇敬的，是一道难以逃脱的美景，尤其是被夕阳的余辉和黎明
柔和的金色光芒所点燃。世界最高峰山顶的道路充满了障碍和挑战，一场令
人望而生畏的旅程充满了深深的裂缝，难以预料的天气，以及雪崩，高原反
应和冻伤的危险。 Tenzing Norgay和Edmund Hillary拥有第一个正式登顶珠
穆朗玛峰的荣誉，直到那时，甚至连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登山者都没有幸免。
自那以后，许多人成功地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甚至失败了。珠穆朗玛峰是
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它是由辉煌的悲剧故事和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所
环绕，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巅峰，也是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象征。

 Mount Everest, Mount Everest

 by PaulBalfe   

维多利亚瀑布 

"最大的水幕"

在陡峭的玄武岩悬崖的边缘，凶猛地翻腾，维多利亚瀑布震耳欲聋，遍布整
个荒野。瀑布直落在深不可测的深处，与下面的峡谷相遇，这个峡谷是一个
被野生的赞比西河雕刻的深深的峡谷。在高季风期间溢出多达500万立方米的
水，瀑布奇迹般地将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国家的面纱闪闪发光。当地的Kololo
部落将瀑布描述为“Mosi-oa-Tunya”，这个名字可以翻译成“雷击的烟雾”
。虽然瀑布的高度和宽度与阿根廷和巴西的伊瓜苏瀑布相当，但维多利亚瀑
布被列为最大的瀑布，跨度宽度达1,708米（5,604英尺）。这就是瀑布的绝
对力量，瀑布对面的热带雨林掩映的玄武岩悬崖常年在瀑布的雾中喷淋。

 + 263 77 343 022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zambiatourism.com/destinatio
ns/waterfalls/victoria-falls/

 Victoria Falls, Livingstone

 by Jakub Hałun   

桂林 

"历史文化名胜"

桂林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拥有众多历史文化瑰宝，遍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它植根于历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崎fields不平的田野和翠
绿的山峦绵延不远，城市的挂毯上布满了风景如画的地标，例如具有文化意
义的象鼻山和靖江王子城。游客还可以参观令人敬畏的洞穴，如芦笛洞，或
漫步在宁静宁静的阳朔县，其高耸的峭壁和壮丽的洞穴描绘出自然的生动景
象。其他受欢迎的景点包括风景如画的漓江，七星公园和龙胜梯田。

 Guilin, 桂林

 by Anders Jildén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 

 Zhangjiajie Grand Canyon Glass Bridge, Zhangjia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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