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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山 

"历史与社会正义"

这个约翰内斯堡地区充满了混合的主题和充满历史。宪法法院是南非征得自
由之旅的象征，坐落在老堡监狱院内，用于容纳政治犯和普通犯，例如罗伯
特·索布克维，圣雄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等曾被困在这些城墙中，直到这
个曾经的压迫地点已经变成了一个坚持和正义的纪念碑。定期安排导游和互
动式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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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onstitutionhill.or
g.za

 1 Kotze Street, at Queens
Street, 约翰内斯堡

 by Jeppestown   

卡尔顿中心 

"非洲最高的建筑物"

卡尔顿中心高228米，高728英尺，是非洲最高的建筑物，是约翰内斯堡最受
欢迎的地标之一。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该中心自此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一个标
志性建筑，拥有非洲之顶50层，观景台，可欣赏城市全景的附加功能以及地
下购物中心，连接中心到邻近的卡尔顿酒店（目前关闭）。位于约翰内斯堡
中央商务区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便利的地标应该是任何游客行程的一部分
。

 +27 11 308 1331  150 Commissioner Street, 约翰内斯堡

 by br1dotcom   

艺术在主要 

"艺术空间"

艺术主要是一个艺术画廊，展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艺术作品。创意空间不仅
仅是展示艺术作品。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和分享想法，意见和想法，而户
外电影屏幕电影和屋顶酒吧让艺术家和客户放松喝一杯。他们也有阅览室，
美术用品和书店，甚至举办音乐会。请提前了解更多有关艺术家和更多细节
。 Â

 +27 11 334 1054  www.artsonmain.co.za/  artsonmain@gmail.com  245 Main Street,
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动物园 

"奇妙的动物园"

约翰内斯堡动物园拥有类似公园般的环境，提供超过3000种动物的一瞥。此
外，还提供夜间旅游，让人们了解许多居民的夜间行为。 “幕后”之旅提供
了一个亲眼目睹的机会，一个典型的动物园，例如公众很少看到的喂食和清
洁程序。举办儿童生日派对（提前预订），餐厅/茶园在正常的访问时间内开
放。为了查看所有展品，大约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27 11 646 2000  www.jhbzoo.org.za/  info@jhbzoo.org.za  Jan Smuts Avenue, Private
Bag X13, Parkview, Upper
Park Drive, 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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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湖 

"音乐会的开放空间"

动物园湖可能是约翰内斯堡郊区最经常出没的开放式空间区域，拥有餐厅，
桨船设施以及水禽。餐厅位于酒店中心的建筑内，保龄球俱乐部位于酒店右
侧。音乐会经常在这里举行，每年一度的“爵士乐公园”音乐会正在成为一
个公认的事件。 “太阳下的艺术家”是一个经常性的事件，为艺术家们提供
了在湖畔展示作品的机会。周末总是忙碌，每个人和他们的狗似乎都在那里
找到一些娱乐。没有入场费。只在皮带上的狗。充足的停车位。

 +27 11 483 1017  www.jhbcityparks.com/index.php/o
ur-parks-contents-28/find-a-park-
contents-64?task=view&id=53

 Jan Smuts Avenue and Westwold Way,
约翰内斯堡

市场剧院综合体 

"充满活力的剧院和餐厅地点"

顾名思义，市场剧院曾经是一个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建于20世纪初，大
多数原始建筑仍然存在，以及许多原始迹象。除了市场剧院以外，这个庞大
的综合体中还有许多画廊和餐馆。市场上的三家影院分别是Main，Laager和B
arney Simon。这个场地将戏剧，喜剧，音乐，社区，南非和实验剧院的所有
形式生产。国际演员约翰·卡尼是复杂的管理受托人。周二和周三晚通常比
其他晚上便宜。市场剧院内有各种餐饮选择。查看网站，了解更多关于当前
和即将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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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ery@market.theatre.c
o.za

 56 Margaret Mcingana
Street (previously
Wolhuter), 约翰内斯堡

 by CMallwitz (talk)   

金礁城 

"淘金热带给生活"

这座城市围绕皇冠矿的14号井而建，是20世纪初约翰内斯堡真实的复制品。
有配套齐全的矿工房子，包括原始的家具和配件，包括压制天花板。博物馆
展品包括古董服装和儿童玩具，将游客带回100年前的城市。一列火车围着公
园，许多商店提供有趣的古董。您也可以在电梯下降到220米的地方参观原始
金矿。酒店内的赌场每天24小时开放。

 +27 11 248 6800  www.goldreefcity.co.za/  info@goldreefcity.co.za  Northern Parkway, Ormonde,
约翰内斯堡

种族隔离博物馆 

"种族隔离重访"

种族隔离博物馆最能反映南非种族隔离日的肮脏的历史。在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的干练指导下，这个国家强烈地冒着粗暴的种族歧视的
风气，这个博物馆代表着那些可怕的故事和经历。在22个展区展示的照片，
电影和文物，将为人类走上一场民族斗争的史诗之旅。所以，如果你在约翰
内斯堡，而且你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么你错过了一个机会去深入了解南
非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7 11 309 4700  www.apartheidmuseum.org
/

 info@apartheidmuseum.org  Northern Parkway & Gold
Reef Road, Ormonde,
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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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van Bench   

林间穿索桥 

"拉下森林"

从与Acrobranch的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体验森林，这是许多户外探险公园之一
，它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活动，如树冠散步，蹦极跳和拉链线。位于詹姆
斯和埃塞尔灰色公园，这个特殊的设施是非洲最长的拉链线之一，穿过公园
的树冠。通过各种拉链线从树上拉下绳子，或者在各种障碍课程上炫耀您的
攀爬技巧，包括从猴子酒吧到泰山秋千的各种障碍课程。单独的障碍课程也
可供儿童和青少年使用。

 +27 10 593 0493  acrobranch.co.za/outdoor-
activity-parks/johannesburg/

 Melrose Street Extension,
约翰内斯堡

 by Evan Bench   

纳尔逊·曼德拉广场 

"纪念南非民主"

前身为桑顿广场，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城市生活中心于2004年更名为纳尔逊·
曼德拉广场，纪念南非民主诞生十周年。此外，广场改名时纳尔逊·曼德拉
雕像的所在地，这个广场不仅是为了向着名的总统为国家带来和平的历史性
努力致敬，而且还是游客和当地人都可以聚焦的焦点考虑国家动荡的过去。
这是一个意大利风格的广场，遍布世界一流的酒店和城市金融区的商店，餐
馆和画廊，这是任何访问约翰内斯堡的游客必看的地方。

 +27 11 217 6000  nelsonmandelasquare.co.
za/

 info@nelsonmandelasquare
.co.za

 Stella Street & West
Street, 约翰内斯堡

 by Public Domain CC0   

克利普维尔山自然保护区 

"享受自然的环境"

Klipriviersberg自然保护区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官方自然保护区，距离市中
心很短的车程。该地区拥有多种野生动物，包括斑马和黑角马。还有六条徒
步旅行路线难度很大。

 +27 82 458 2816  www.knra.co.za/  info@knra.co.za  Peggy Vera Road at
Sunningdale Drive, Kibler
Park, 约翰内斯堡

 by James Cridland   

纳尔逊·曼德拉国家博物馆 

"曼德拉先生的谦逊的居留权"

纳尔逊·曼德拉国家博物馆通常被称为曼德拉故居，是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重
要国家纪念碑。这座博物馆位于传说中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先前的住所，带您通过非洲的历史。这个博物馆从1997年开始运作，展示
了前非洲总统的几件文物。博物馆告诉你纳尔逊·曼德拉及其家人的人生故
事，以及他为改善非洲而进行的斗争。该博物馆于2009年为方便游客而进行
了翻新，并被列为南非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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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Athanasios希腊东正教 

"精神启示"

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庄严的教堂的一扇窗户里，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都会
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尽管像其他所有的色彩，一致性和结构一样，类似基
督被钉十字架的形象只出现在其中一个窗户上。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化
学或物理的解释，这种现象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污点。窗户上有琥珀色的玻璃
杯，并给予了各种各样场景的清晰画面。访问，打电话和安排细节。

 +27 11 422 4509  Woburn Avenue, Ben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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