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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汉美术馆 

"曼哈顿的现代艺术"

古根汉美术馆的建筑结构与艺术收藏收到了公众的认同。这座建筑物是由著
名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所设计。明亮的白色外墙与玻璃圆顶的室内设
计，让博物馆增添了几分现代感。这是一座属于众多收藏家,策展人,来自世
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的博物馆。探寻发人深省的现代和当代艺术展览以及一
系列文化活动和演示。这里更有印象艺术家毕加索的作品展览。

 +1 212 423 3500  www.guggenheim.org/  visitorinfo@guggenheim.o
rg

 1071 Fifth Avenue, 纽约 NY

 by opsa   

圣巴西尔大教堂 

"红场的著名地标"

圣巴西尔大教堂位于红场的南端，色彩极其丰富，圆顶图案更是异常醒目，
是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建筑。大教堂于1555年至1561年间兴建，是为了
纪念伊凡四世打败鞑靼人而建造的。教堂原本全是白色的，圆屋顶都是镀金
的，17世纪的重建才添加了生动的色彩图案。这座宏伟建筑的建筑师鲜为人
知，据说是因为伊凡四世弄瞎了建筑师的眼睛，以防他们为其他人设计同样
壮观的建筑。大教堂原本拥有九间礼拜堂，几年后又在圣巴西尔墓地增加了
一间礼拜堂。虽然正式名称为“the Cathedral of the Intercession”，但
这个历史悠久的瑰宝的常用名称或许就是来源于此。如今，圣巴西尔大教堂
每年都要接待成千上万游客，给每个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7 495 698 3304  shm.ru/museum/hvb/  Red Square, 莫斯科

 by Taguelmoust   

跳舞的房子（Tančícídům） 

"Fred＆Ginger建筑"

后现代舞蹈之家可能是造成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争议的原因，描绘了一个探
戈情侣舞蹈。位于伏尔塔瓦河河畔的美国弗兰克·盖里和弗拉多·米伦尼克
建造的弗雷德和金格大厦，包括几个办公室，一个街道水平酒吧和顶级法国
餐厅。这座建筑是布拉格各种建筑景观中最不寻常的建筑景观之一 -
去评判自己的优点。

 +420 2 2171 4444  www.prague.net/dancing-house  Rašínovo nábřeží 80, 布拉格

 by Carol M. Highsmith   

落水 

"惊人的建筑！"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建筑杰作“落水”（Falli
ngwater）或考夫曼（Kaufmann）住宅自1939年以来一直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
的遗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标，向公众开放，并由专业口译员提供整个建
筑的导游。游客也可以选择自助游;然而，仅限于从外面看房子。他们提供特
殊的旅游套餐，并在选定的周末，以吸引人的价格景观上涨。特别是在大型
团体旅行时，建议提前购票。游客中心配有咖啡厅和公共洗手间。 Fallingw
ater还有一个谷仓，可租用各种活动。有关旅游和活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他们的网站。

 +1 724 329 8501  fallingwater@paconserve.  1491 Mill Run Road,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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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qbanez   

Krzywy Domek 

"弯曲的房子"

Krzywy Domek（Crooked House）是Rezydent购物中心的一部分，是一座设计
独特的建筑。它由Szotyńscy和Zaleski的建筑公司设计，他从Jan Marcin Sz
ancer的图纸中得到启发。这个场地是几家餐馆，商店和公司办公室。这座童
话灵感的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43055平方英尺），也被提名为三城七景之
一。对于所有游览索波特的游客来说，Krzywy
Domek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景点。

 +48 8 8362 6555  krzywydomek.info/  dawid@yonekawa.pl  Haffnera 6, Sopot

 by trioptikmal   

Casa Milà (La Pedrera) 

"世界上最大的抽象式建筑"

安东尼奥·高弟建造了这座加泰罗尼亚现代派建筑中的瑰宝。这里充满着他
对于设计所带有的浪漫而反传统的想法。这里是在1906年至1910年间为米拉
家庭而建的。但当时米拉家庭和公众都不太重视这座建筑，甚至有人挖走这
里的石头来讽刺他。直到1984年，联合国科文教组织将这里列为世界遗产后
，这里才获得人们重视。米拉之家是高弟建筑生涯全盛时期的作品。建筑具
有美感，有趣且独特，而且非常实用。

 www.lapedrera.com/es  Carrer Provença 261-265, 巴塞罗那

 by Frédérique Voisin-
Demery   

邮递员Cheval的理想的宫殿 

"劳动和努力的一个例子"

法国邮递员Ferdinand Cheval修建的Le PalaisIdéaldu Facteur Cheval是一
座非常壮观的建筑。一个有说服力的结构，这个全长26米。覆盖着剧本，海
上通道，像阿基米德这样的着名人物，用来制作这个杰作的工具以及许多其
他装饰艺术。随着它的日益流行，PalaisIdéaldu Facteur Cheval现在已经
成为霍特里夫国家纪念碑和标志性的游客现场。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聚集在
一起，见证这个奇妙的奇迹。这个地方也是举办活动，展览和文化活动的场
所。还有一个卖纪念品的现场商店，被那些想要带回这座宏伟纪念碑的人所
喜爱。访问时间每月不同，请提前打电话或查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33 4 7568 8119  www.facteurcheval.com/  facteur-
cheval@ladrome.fr

 8 rue du palais, Off D538,
Hauterives

 by Thomas Ledl   

格拉茨美术馆 

"建筑上的迷人"

由建筑师彼得·库克（Peter Cook）和科林·富尼耶（Colin
Fournier）设计的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是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
博物馆。外形像一架外来的飞机，是一个必须看到的地方，亲切地命名为当
地人的“友好的外星人”。博物馆展示着名艺术家的展品。你会看到摄影，
美术，互动艺术等等的集合。格拉茨美术馆也被用作几个活动的活动空间。
如果您正在探索这座城市，请确保您参观博物馆，以了解一些有趣的艺术作
品。

 +43 316 8017 9200  www.museum-joanneum.at/
de/kunsthaus

 kunsthausgraz@museum-
joanneum.at

 Lendkai 1, Universalmuseum
Joanneum, 格拉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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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uissgirl   

百水之家 

"嬉皮士的疯狂的住所"

喜欢他或者讨厌他，明亮的色彩，远离中心 ，环境转变的第三街区因为奥地
利嬉皮士艺术家百水就像霍夫堡皇宫和圣史蒂芬大教堂一样吸引了许多游客
关注的眼光。通过直接的宣战和发誓为自然讨回公道，昏达瓦舍改革了chequ
erboard 上的样子，加入了洋葱形的屋顶和陶瓷覆层，以及在屋顶了种植了
草地和树。内部，地面被设计成了波浪形的陶瓦地板一样特别的样子。不要
错过了附近维也纳美术馆，另一昏达瓦舍改革成果，也是他艺术作品的永久
收藏。

 www.hundertwasserhaus.info/  info@hundertwasserhaus.at  Kegelgasse 34, 维也纳

 by 
%u6E96%u5EFA%u7BC9%u4EBA%u6
24B%u672D%u7DB2%u7AD9
Forgemind ArchiMedia   

栖息地67 

"模型社区"

人居67以其卓越的建筑而闻名，并在世博会67期间作为住宅。这个住宅区体
现了现代化的设计方法，并且仍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146个相同的
块状房屋，结构类似于一个巨大的乐高大厦，这也是其最着名的特点之一。
该结构还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邻里景观，并提供了摄影的最佳观点之一。

 +1 514 866 5971  max.lortie@habitat67.com  2600 avenue Pierre-Dupuy, 蒙特利尔
QC

 by u07ch   

新葡京酒店 

"五星级酒店"

期待已久的新葡京娱乐场及酒店于2008年开张.Host Stanley Ho的最新创意
旨在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赌博目的地。金莲花形的58层楼塔永远改变了澳门
的天际线。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内部和外部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大厅，赌场和
客房吊灯上闪烁着超过580,000 Swarkovski水晶。国际米其林评级餐厅弥补
了这里的餐饮选择。赌场占地六层，在澳门拥有最广泛的老虎机和餐桌。酒
店拥有65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提供意见，豪华的设施和更多。

 www.grandlisboa.com/  No. 2-4 Avenida de Lisboa, 澳门

 by Peter23   

国家体育场 

"鸟瞰图"

正因为外形像鸟巢，所有才有了这个名字，这个建筑奇迹是为2008年夏季奥
运会所建的。座位可容纳91,000名观众，这个中心现在举办着各种各样的娱
乐活动，艺术表演、音乐会和体育比赛等。这个广阔的舞台已经迅速成为了
北京迈入现代化的象征。

 +86 10 8437 3100  www.n-s.cn/  Guo Jia Ti Yu Chang, Chaoyang Qu,
Olympic Gree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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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adl   

区供热厂Spittelau 

"神话般的建筑"

建筑师Friedensreich Dunkelbunt Hundertwasser在游客中非常熟悉他在Löw
engasse建造的市政住宅。他的风格呈现出色彩，自然，以及任何事物都不应
该是平等的信念！维也纳对于邻近供热厂烟囱的装饰的适用性是讨论的主题
。最后，植物的屋顶上戴着一顶大帽子，典型的是洪德特瓦瑟的作品。这是
一个非常明亮，色彩缤纷的建筑 - 非常值得一看。

 +43 1 21 1140 (tourist board)  Heiligenstädter Lände,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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