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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斯维加斯——是天堂，也是地狱

你一定认为不可能在一天里看完全世界，然而在拉斯维加斯可以做到，一天的时间会让你发现全

世界。 

灯红酒绿就是拉斯维加斯的真面目(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然而拉斯维加斯却是相反，每当夜幕降临，赌城都会迎来它一天中最辉煌的

时刻。除了赌场以外，很多酒店门口都会开始精彩的表演秀，火山爆发、音乐喷泉都是不容错过

的，同时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剧场表演秀：歌舞、脱口秀、杂技、催眠、魔术，精彩的你都不知

道该看哪个。拉斯维加斯虽然位于美国西部荒凉的沙漠腹地，然而却拥有全世界最为奢华的酒店

、赌场和餐厅。走在拉斯的大街上，你会看到各种琳琅满目大牌奢侈品商店，到附近的奥特莱斯

血拼，以超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商品也是不错的选择。

拉斯维加斯的名号个个响亮：世界娱乐之都、罪恶之城、赌城⋯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第一大的赌场

；拉斯维加斯是纸醉金迷的不夜城；拉斯维加斯是沙漠奇迹；拉斯维加斯是天堂也是地狱⋯

最佳旅游时间：

拉斯维加斯地处沙漠之中，气候干燥炎热，6-8月份为全年最热月份，气温可达38℃，早晚温差较

大，但在6月晚上却只有16℃。因此3、4 和10月为最适宜旅游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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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首先需要认真阅读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网站有详细的办理步骤：

A. 购买签证费（到当地中信银行购买）；

B. 电话预约面试时间（电话卡可以在美国使馆网站网银购买或者在中信银行购买，5人以上可以

通过邮件预约）；

C. 准备照片（白底51*51照片一张以及电子版备用，具体参考使馆网站）；

D. 填写DS160表格（使馆网站在线填写）；

E. 准备签证辅助资料（身份证、户口本、在职证明、资产证明、行程安排、机票酒店订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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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根据电话预约时间进行面试；

G. 入通过办理取件自取或快递手续。

   

2、货币兑换

ATM

美国90%的ATM机会接受银联卡取款，国内发卡银行会收取一定手续费，美国当地银行也会收取

一些手续费。

兑换货币

国内各大有外币业务的银行网点均可兑换十分方便。

信用卡

信用卡普及率极高，十分方便，从停车咪表收费到租车预授权、购物均可使用信用卡。 

货币

美元（United States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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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联邦储备银行（U。S Federal Reserve Bank）

代码USD

单位美元（dollar，$），美分（cent，￠） 进位：$1=100￠

纸币$1、$2、$5、$10、$20、$50、$100

硬币1￠、5￠、10￠、25￠、50￠、$1 

   

3、注意事项

折扣券

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前台房间里的宣传刊物、便利店以及当地各大网站经常可以发现您感兴趣的折

扣券，这些折扣卷可用于购物、景点优惠门票、各大酒店餐饮、以及文艺演出等等，

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旅游者，相信这些折扣卷为您节省不菲的旅行开支。

供电

插座：美标、

电压：美国电压为110伏特60赫兹交流电

 网络

很多公共场所均有wifi无线网络，例如机场、星巴克咖啡、苹果店、酒店大堂等，但是很多高档酒

店的网络是要付费的，大约24小时费用在12-20美金。

手机以及资费

中国联通：选择AT&T公司资费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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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选择TMOBILE公司网络价格最低

小费

美国是小费国家，很多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小费的收入占得收入比例几乎和工资相等或者更高。在

刷卡结账的时候甚至在账单上会有小费这一栏，可根据消费情况酌情给予小费。（通常比例5%-1

5%）

卫生间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公共卫生间均为免费，卫生间里有免费的手纸以及马桶坐垫供使用如果自驾

车，美国很少有国内类似的服务区，但是基本每个出入口都有加油站和便利店，那里有免费的公

共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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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备物品

护照、现金、银联卡、信用卡、机票、相机、手机、电源转换器、记事本、笔、常用药品、长袖

衣裤、短袖衣裤（根据当地季节着装）、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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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拉斯维加斯的最棒体验

   

1、沉浸在纸醉金迷的大道上——The Strip

The Strip又称拉斯维加斯大道，是拉斯维加斯最奢华的街道。真正意义上的赌城就是这条大道。

大道长度大约有6英里，在这6英里的街道上，所有的高楼大厦像积木一样堆积在这条街上，有着

世界各地的风格和标志性建筑，从金字塔到自由女神再到埃菲尔铁塔，就连意大利著名的水城威

尼斯都被栩栩如生的移植过来，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拉斯维加斯做不到的！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大道上汇集了世界上三分之二最奢华的酒店，投资商在建设这些酒店时不惜花费数亿甚至数十亿

美元的巨资，打造了一大批奢华、标新立异的主题酒店。每家酒店都拥有自己的赌场、各种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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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以及购物中心。所有的酒店都是可以免费进入参观购物，酒店一楼大多都是赌场（CASINO

），很多著名的酒店大堂都有声光电的精彩免费秀表演用来招揽客人的眼球。 

   

2、疯狂购物在巴斯通奥特莱斯，白菜价买名牌

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有一家大型的奥特莱斯真的不能错过，就是巴斯通奥特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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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里面汇集了很多美国本土品牌和一些世界大牌商品，价格低廉到你必须疯狂的状态。就算你是一

个一到商场就哈气连天的人到了巴斯通相信你也会精神百倍的去血拼的。10美金的CK衬衫不知道

你听说过没有，15美金随便选得NIKE ，100美金4条的理维斯牛仔裤难道不会让你疯狂吗？在中国

这价格也许一条也买不到。除此以外还有超级便宜的COACH，价格从正价变成了奥特莱斯的价

格，然后还可以再享受7折。100美金可以得到一款很不错的包包啊！

买的太多，怕自己的行李箱装不下了？千万不用担心，直接在奥特莱斯买新秀丽吧。曾经在北京

的燕莎友谊商场看见的一套一大一小的拉杆箱标价将近10000人民币了，然而在奥特莱斯150美金

可以轻松地以拿下一个，然后第二件商品还享受半价。

旅人提示：

可以先去奥特莱斯的网站下载折扣卷，首先加入会员，很简单注册一下就可以，然后就可以下载

了。这些折扣卷还会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满100美金再减10美金之类的，如果你同行的人比较多，

那么大家可以一起合并购买，这样更多的实惠就会不断的出现，兴奋地你不断的尖叫。中国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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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材比较娇小，不用担心买不到你号码的衣服，尤其是运动服和户外用品，可以到青少年用

品区域去选购，不但能找到号码，更能发现更多的款式样式。

   

3、心血来潮就去教堂结婚吧

心血来潮的婚礼是拉斯维加斯司空见惯的现象，它是注册结婚同时举行婚礼的著名圣地，无论你

来自哪里，是否有过婚史在这里都可以轻松的获得一份符合当地法律的结婚证书。手续异常方便

简单，只要新郎新娘两个人说“我愿意”就可以。据统计，每年有12万对新人在拉斯维加斯注册

结婚，其中大部分是前去旅游的游客。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作为“结婚之城”，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经常会看到举行结婚仪式的场面。之所以全世界有这么

多人跑去拉斯维加斯结婚，是因为当地的婚庆服务相当完善，无论是简朴的、奢华的、新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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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古典的、宗教的任何形式的婚礼都能满足，基础费用也不贵。相信喜欢浪漫的新人选择

拉斯维加斯举办婚礼一定会物有所值。

想体验外星球式的婚礼，就去las vegas Hilton，那的同心结系法是star

trek风格的你的婚礼见证人可能是天外来客；如果喜欢浪漫的婚礼，可以去著名的little white

wedding chapel，这个教堂接待了成千上万对夫妇，也是名人喜欢的结婚地点。你可以让牧师扮成

小精灵主持婚礼，也可以乘坐热气球或者直升机结婚，想怎样都可以。

旅人提示：

1拉斯维加斯的婚姻登记处每日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新人只需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明，支付5

5美元的登记费便可领取结婚证书。

2拉斯维加斯有很多举办婚礼的小教堂，同时拉斯维加斯的所有酒店都拥有结婚礼堂，可以承办各

种主题的婚礼。

   

4、在赌城体验一下小赌怡情的乐趣

拉斯维加斯不愧为赌城，当你踏出机舱们的那一刹那，赌城的气氛扑面而来，无论是你在机场候

机，还是在行李传送带旁等行李，到处都是一排排的老虎机，甚至你在租车公司等待租车的时间

都可以小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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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拉斯维加斯的每一家酒店的一楼都是赌场，酒店档次的不同，赌场的规格也有所不同。赌场大都

没有窗户，让你一天24小时沉浸其中，分不清白天黑夜。

为了吸引客源，各个赌场都有自己的促销手段，有的酒店只要住店的客人就会发100美金的筹码用

于本赌场的消费，当然这些筹码不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有的赌场在洛杉矶和拉斯的大巴上做文

章，只要你购买30美金的大巴票，赌场就会赠送你60美金的代金券。

每到傍晚你会看到一架架私人直升飞机穿梭于拉斯维加斯上空，飞机主人不乏一些我们熟知的大

亨大鳄。如果你是某一赌场的高级会员，那么你在拉斯赌场的消费都是free。当然如果你输了个精

光，赌场也会给你免费的吃住，同时有专车送你回家。

赌场一般分为两个区域，其中一个区域是老虎机区域，各式各样的老虎机让你目不暇接，一美分

的开始无限下注。老虎机吸引的大多是观光客和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经常一个人玩2、3台机器，

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同时老虎机已经不是20年前一定要付硬币的概念，只要是美元无论面值多少

都可以自动识别。如果你不玩了可以为你打印一张筹码，筹码可以直接兑换现金也可以插到其他

机器继续消费。

另一个区域就是TABLE，也就是与赌场庄家进行较量，三公、三张牌、21点、轮盘赌、梭哈、德

克萨斯扑克都可以找到。上台子之前工作人员会检查你的护照，看你是否够18岁，兑换筹码在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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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就可以。通常一个发牌服务人员会连续工作40分钟，然后休息换人。每一个发牌的工作人员

都十分热情，调动赌桌的气氛，当你赢了庄家钱，他会比你还开心；当你被庄家吃掉他会替你惋

惜。无论是职业的微笑也好，发自内心的微笑也罢，一切的一切会让你在瞬间过完一个漫漫长夜

。

只要你坐在赌桌上，一切消费都是免费的，啤酒、洋酒、各种饮料都有兔女郎为你服务，当然不

要忘记小费，如果你在牌局中出了大牌也不要忘记给发牌的工作人员小费，总之一切的一切是如

此的和谐。小赌怡情，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承受能力范围内小赌一下相信一定会给你的拉斯维加

斯奇妙之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5、大大方方看一场strip show

在拉斯维加斯，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看strip show，因为在这里完全是合法的。每当夜幕降临，拉

斯维加斯将会迎来它一天之中的高潮，在霓虹灯的的光芒下，很多酒店、赌场、夜总会迎来了他

一天之中最忙碌的时候。刺激男人兴奋放松的方式除了赌博、酒精类的饮料，当然就是那些摩登

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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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大道上一到晚上会出现很多超级卡车，卡车上运载的不是货物，不是集装箱，而是一个个巨型的

夜总会广告灯箱。灯箱上有看了会让你全身兴奋地美女，以及优惠打折信息，只需要一个电话就

会有加长卡迪拉克抵达你下榻的酒店的大堂带你去另一个天堂。同时街边会有很多墨西哥裔的人

再向路人散发各式小广告，有卡片的、有印刷精美的画册，内容有的十分含蓄有的十分露骨，会

介绍一些金牌美女的信息。介绍非常详细，无论是年龄人种发型，还是三围发色以及眼睛的颜色

，甚至可以挑选服装、丝袜以及按照你的癖好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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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拉斯维加斯是男人的天堂，他也是女人的天堂，从下飞机，机场就有巨型的《俄罗斯猛

男秀》广告牌。一个个魁梧的俄罗斯美男穿着笔挺的西裤，赤裸着健壮的上身，带着十分绅士的

领结，相信每一个过往的女性朋友都会偷偷的多看这个广告牌几眼。甚至会悄悄的记录下这个俱

乐部的地址与电话。

旅人提示：

Gentleman club在拉斯维加斯是吸引很多男性的夜总会，这里不但有灯红酒绿，还有的就是摩登女

郎表演的脱衣舞，钢管舞表演。不要以找不到作为不去的理由，只需要你在酒店大堂和门童说一

下，甚至只需要眨一下眼睛，一辆加长卡迪拉克礼宾车就会停到你的身旁。千万不要回头看是哪

个大牌明星或者亿万富豪要上车，对，没错就是你，请放松，绅士的上车，从容的给开门的门童

小费，车上有的只是一个身着制服的司机，当然车上一切酒水饮料都可以免费享用。抵达后只需

要每人购买20美金的门票，就可以进入，同时会拥有一杯免费的酒水。演员会轮番出场，有时会

走下表演台在你的卡座上为你单独表演，当然是要付小费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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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奇体验——拉斯维加斯的“全裸男女橱窗”

在拉斯维加斯2011年最新落成的豪华酒店Cosmopolitan的大堂里，有个奇妙的玻璃橱窗。里面男女

模特都有些虚幻，裸人是动态的，他们距离越远就越虚，如果贴在玻璃上就是清晰的。橱窗里不

但有男女裸人，也有反射在玻璃上的外面世界。橱窗是高调白色的，人体是暗的，只有在人体上

才能反映外面的世界，而白色背景是单纯干净的。如果你来到这里，请在橱窗前站一会儿，纯洁

的窗户里的人体和多彩外界形成很奇妙的世界。设计师的创意真的太绝妙了，来赌城不能不来这

里，不收门票的哦。 

(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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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体验地点：Cosmopolitan酒店大堂

   

7、亲临现场去看大型秀，震撼你身上的每个细胞

Las Vegas的每个show都有不同的主题，而且分布在不同的著名的酒店中，其中大多是不需要花钱

的。这也是Las Vegas的一个特点，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的地方有如此多如此集中的最高级

的酒店，但是一定不会像这里一样，每个酒店都有一个主题，每个酒店也都有自己的独特show。 

其中，最著名的是bellagio酒店的大型水上表演O，一直很受欢迎，创新的地方就是O show的舞台

设在水中，时而升上水面，时而没入水中，加上极具现代感的舞美灯光，使人耳目一新。但是票

价绝对不菲，票价在99-150美元之间。

   

8、

                                               20 / 53



�������

拉斯维加斯攻略
乘坐直升飞机，探访科罗拉多大峡谷——仿佛只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美国作家约翰�缪尔(John Muir)1890年游历了大峡谷后写道，“不管你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名

山大川，你都会觉得大峡谷仿佛只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此言不虚。科罗拉多大

峡谷大约3公里，只有从高空俯瞰，才有可能完整地欣赏这条大地的裂缝。当你乘坐直升飞机，俯

瞰大峡谷，你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抑或是人类在大自然造物主面前的渺小。站在峡谷边缘，

你会惊异这片土地怎么就被鬼斧神工地掰开在你面前，露出里面斑斓的层层断面。峭壁下的深渊

深不可测，尽管有护栏围着，但是来自那深渊的魔力仍然让人胆寒，不敢正视。你会疑心自己到

了地狱门口，或者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孤单单地被整个世界抛在了身后。它带给你一种难以

名状的震慑，所谓人类的历史，时间的流逝，在这道鸿沟面前似乎也只能归于一粒沙尘。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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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网上预订或者酒店折扣卷可以享受一定折扣，比直接到景区门口买便宜。

从拉斯维加斯前往大峡谷的方式有：报名参加当地组织的旅行团、自驾车、乘坐私人飞机前往，

大峡谷分为南峡和西峡，西峡是印第安纳部落自行修建的，距离拉斯维加斯比较近，因此西峡十

分一日自驾前往，然而南峡比较远，自驾车或者报团需要两天时间。

直升飞机可以称作5-7名乘客。女孩子如果体重在50公斤以下可以享受坐在前排的优待，会在手上

盖一个坐在前排的章。整个直升飞机的时间大约20多分钟，从机场起飞绕峡谷一圈然后停在谷底

的一个临时起降平台，游客下飞机换游船，然后再乘飞机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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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1、免费秀

Bellagio 的音乐喷泉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喷泉表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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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

3:00PM—8:00PM， 整点及30分每半小时一次;

8:00PM—12:00AM， 整点， 15分， 30分， 45分每15分钟一次;

周六至周日:

12:00PM—8:00PM， 整点及30分每半小时一次;

8:00PM—12:00AM， 整点， 15分， 30分， 45分每15分钟一次;

音乐各不相同，轮换播出。 从巴黎铁塔上看喷泉有不同的感觉

Mirage 的火山喷发

每天8PM—12AM， 每小时整点喷发一次， 如遇风力过大或恶劣天气可能取消。

Treasure Island 的海盗船战和表演

7PM—11:30PM， 每90分钟

Downtown Fremont 街的Light and Music Show，整点开始。

在约100多米长的街道上， 2 million的霓虹灯， 配上音乐， 在加以精确设计和控制。

声光秀持续时间: 每次6分钟。

地点: 弗莱芒特街， 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及第四街中间。

   

2、几个知名的收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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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y’s Jubilee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最传统经典的维加斯成人秀。 TOPLESS，票价不贵。 价钱从50-90刀。这是赌城的招牌秀，多达10

0人的歌星、舞者身着豪华服饰，头戴价值五千美元以上的头饰，百老汇式的歌舞表演，值得初次

到赌城者一看。此节目阵容庞大，历久不衰，演出相当具有震撼力。但此节目带有

showgirl性质的上空秀 （Top Show），用它的广告词来说就是“25 years of nothing to hide”。

Bellagio 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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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新型维加斯秀。每周5天， 每天上演2场， 周一周二休演，最低99刀。

Wynn 的 La Reve

新型维加斯秀的后起之秀，票价连年上涨，与”O”出自同一设计师。以跳水为主，配以技巧，

杂技，小丑，加特制音乐，眼花缭乱的造型，特制的演出场地。

David Copperfield

世界知名的魔术，价格大概100刀。

订票网站：www.vegas.com/shows/

   

3、不夜城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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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斯维加斯的夜晚除了赌场、购物中心以及丰富多彩的各种秀之外，还有很多神秘的活动场所

哦，比如夜店、酒吧、还有嘛就是⋯你懂得。

(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以STRIP中心地段为基准， 向大家推荐三家不同风格的夜总会：

摇滚屋酒吧及夜总会(ROCKHOUSE BAR & NIGHTCLUB)

位于帝国宫酒店边上， 在上面四。5提到的麦当劳就能看到。

 入场费:

 周一~周三: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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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周日: 9:00-12:00PM: $10; 12:00PM后: $20;

 饮料消费: 大约$5+;

 特点: 随意， 非常热闹的酒吧&夜总会。

 

纯(PURE)

位于凯萨宫一楼。

入场费:

周二， 周五~周日: $20;

周一， 周三~周四: 不营业。

饮料消费: 大约$10+;

特点: 被美国在线等媒体评为拉斯维加斯当地及全美顶尖夜总会，被美国E娱乐评为全美第一夜总

会。请提早入场，避免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排队等候。 国内游客带上护照， 有机会不用排队。

 

蓝宝石(SAPPHIRE)

位于工业路(INDUSTRIAL RD)上的一家知名成人夜总会。

入场费:

6:00AM-6:00PM: 免费(如乘坐出租车前往，可能收取$10-$20);

6:00PM-6:00AM: $30;

  饮料消费: 大约$5+;

其他消费: 大约$20+;

从wynn饭店对面的时尚秀商场(FASHION SHOW MALL)沿着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BLVD)向北走， 在星尘路(STARDUST

RD)左拐(向西)，向右拐上工业路(向北)再往前走一百米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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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拉斯维加斯周边走走

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

(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亚利桑那州北边，占地1904平方英哩，成立于1919年。大峡谷在1979年纳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名单。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西部亚利桑那州凯

巴布高原。面积2724。7平方千米。又称“科罗拉多大峡谷”。它大体呈呈东西走向，全长350千

米，平均谷深1600米。峡谷顶宽6～30千米，峡谷往下收缩成V字形。两岸北高南低，最大谷深150

0多米。谷底宽度不足1000米，最窄处仅120米，科罗拉多河从谷底流过。

门票：25美元

地址：2 Albright Ave， GRAND CANYON，AZ

电话：1 928-638-7888

官方网站：nps.gov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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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峡谷分为西峡和南峡，西峡自驾一日可以往返，南峡比较远，需要两天往返，自驾同学要小心

亚利桑那警察，对于超速他们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火焰谷州立公园

(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火焰谷州立公园（Valley of Fire State Park）位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东北52英里处，是美国内华达州的

第一个州立公园，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园内到处都是红色的沙岩，如同火焰燃烧一样。这些沙岩数

百万年以来遭受风雨侵蚀，形成独特的奇形怪状，还有很清晰的纹理。日间，蓝天白云之下的沙

岩熠熠生辉；傍晚，金色的光线照在山峰上，产生迷人的色彩。

门票：6美元

地址：Overton.29450 Valley of Fire Rd.Overton.Nevada，

电话：1 702-397-2088

官方网站：parks.nv.gov

米德湖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东距拉斯维加斯40公里(25哩)。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水

坝拦蓄而成。从空中鸟瞰米德湖，1985年11月 1964年米德湖国家休闲区（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成立，并全年提供服务。区内开发了包括划船、钓鱼、水橇、游泳、日光浴等多

种旅游休闲项目，同时湖岸边多石的峭壁、沙滩等奇特的地貌也成为了探险的好去处。湖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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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小岛屿，其中甚至有人开创了小型植物园。

门票：免费

胡佛水坝

胡佛水坝(Hoover Dam)是美国综合开发科罗拉多河(Colorado)水资源的一项关键性工程，位于内华

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Black

Canyon)，具有防洪、灌溉、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

门票：11美元  

地址：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美国

电话：7024942517

开放时间：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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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拉斯维加斯美食

在拉斯维加斯一共有1345间快餐餐厅、而正统餐厅则有一共722家。所以在拉斯维加斯汇聚了全世

界的精品美食，每家酒店都有招牌餐厅，自助餐是当地的特色，很多知名的餐厅要提前几周去预

定才能有位子。 

餐厅推荐：

Aladdin

24.99美元一位，有大片盖在上面的生鱼片，有皇帝蟹，对半劈开的，比较方便吃，不过这些都是

冷的，吃不了太多，如果有折扣卷的话可以买一送一的。沙拉，水果什么的很多种。比较新鲜，

供应也足。赶在早饭最后时间去，可能是10点半或11点，用早饭的钱吃午饭，再用2 in 1

coupon还是很划算的，大概14刀俩人。

Bayside buffet

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南端的Mandalay Bay的自助餐厅叫做Bayside buffet，这个酒店虽然离目前的stri

p中心较远，但是这个buffet可是不容错过的，这里的最大特色是没有特别突出好的，也绝没有特

别突出差的，服务员的态度也相当不错；另外，这里的蟹腿有热的。 

La village buffet

  Paris的La village buffet，午餐是$18一个人，如果有coupon就是$13一个人。几种海鲜做得尤其好

，特别是mussel，又嫩又鲜。甜点的品种也很多，最受欢迎的是厨师现作的creme

brulee，看着他拿着火炬呲啦一烧，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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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illage

这里比较出色的是有些法国菜式在其他的buffet里面比较少见到，另外就是点心做的不错，环境嘛

，仁者见仁，有人说这里有法国调调。主要是视角很好，找一个临窗临街的位置。 

 MGM Grand Buffet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像Bayside Buffet一样，这里有热的蟹腿，各种食品的质量也属上乘，环境

亦不错，喜欢Omelette的这里有现做的Omelette。

这里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不错，20刀左右，属于性价比很高的一家buffet。

Mirage

这里的环境不错，服务很好，非常体贴，动作也迅速，让你觉得殷勤但是不难受。价格25刀左右

，属于价廉物美。

Monte Carlo

虽然是有buffet的，不过水平和前面提到的Excalibur是不相上下，这家酒店也有不少年头了，无论

房间还是赌场，还是餐厅，设备都陈旧了。

中国之星自助餐

位于拉斯维加斯市区，但是不在大道上，是一家华人餐厅，菜品有螃蟹、大虾、鸡肉、各种炒菜

，味道十分正宗，价位9美金一个人。很多老外，墨西哥人光顾。缺点是接待中国旅游团队，有时

候来团队比较乱。

旅人提示：

在拉斯韦加斯吃的注意事项：

不必去点菜

对新来乍到的人，不建议上去就找要点菜的餐厅。原因很简单，因为菜单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图片

。

另外一个就是点菜的费用通常较高，而且对老美的上菜分量、“肉”的震撼没有过感性认识，纯

粹是浪费。通常如果点菜夫妻两个合吃一份足够了。

不要忘了付小费

在美国，有的服务员对亚洲人很感冒，其实主要是亚洲人没有付小费的习惯，所以要么付的太少

，要么干脆不付。讲起来很让人没有面子，通常要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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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醉生梦死在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

在这条6英里的strip上，浓缩了全世界的精华，所有的酒店都张扬的展示自己的独特魅力，没有含

蓄、没有谦虚，拥有的就是金碧辉煌、个性十足。你可以来到凯旋门再登上艾菲尔铁塔，探究埃

及法老的神秘，感受东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凯撒皇宫里去读懂600年的欧洲文明，威尼斯圣马可

广场（Saint Macro Square）除了那几万只广场和平鸽没有飞过来，其他的全都移民到了拉斯维加

斯，在威尼斯人酒店内聆听着贡多拉船夫悠扬的歌声，欣赏着琳琅满目的欧洲精品雕塑，你会忘

自己正处于沙漠中的腹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空间。

   

1、威尼斯人酒店Venetian——惊叹

威尼斯人于一九九九年四月正式开幕，总投资近18亿美元(约147亿元人民币)，堪称全球投资最大

含赌场、综合娱乐设施的酒店。建成后直到2007年前一直是全球投资最庞大的酒店、赌场综合娱

乐设施。威尼斯人占地63英亩，这同早前开幕的新翼部分，总投资近18亿美元，酒店的本部大楼

规模庞大，房间有3036间，连同新酒店大楼威尼斯大楼(Venezia)有4049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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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紫色韵味 提供)

酒店以水城威尼斯的风光为主题，移植了叹息桥，圣马可广场，钟楼，还有贡多拉。整个里有一

条精品街，并由运河贯穿其中，20分钟变化一次的人造天空，分不清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旅客

可乘坐威尼斯传统狭长的小船，饱览沿岸景色。该酒店更复制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St.Mark's

Square)，云集世界各地名店和一流餐厅。

地址：3355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V 89109

电话：1-866-834-2320

   

2、巴黎酒店Paris——浪漫

巴黎大酒店 (Paris Las Vegas )建于1999年，造价近8亿美元。酒店前耸立着高达165米、比例为埃菲

尔铁塔一半的仿制铁塔，是维加斯繁华地带最显眼的建筑。室内也是华灯初上的巴黎街头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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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上淡淡的白云会随着你的步履飘动。以法国 hotel de ville 饭店为标本建成。赌场天花板上写有

40 英尺长的巴黎天空，走道均以鹅卵石铺成，铁塔的 3

个脚却伸入饭店建筑。这家赌场的送酒水的MM感觉是最漂亮的穿着也是最少的。

地址：3655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V 89109

电话：400-601-0727

   

3、Wynn——高雅

WYNN是拉斯维加斯最新最豪华的顶级酒店，斥资27亿美元，啡铜色的酒店，微呈弧度，流线的

造型高贵而简洁，内有高尔夫球场，种满松树的人造假山、瀑布和一座“梦想之湖”。赌场中心

，空间高阔明亮，装饰华贵气派，地上铺着绘有大红花卉的东方地毯，具有一种古典的东方韵味

。 

(图片由网友 @一微风儿轻吹 提供)

由酒店大亨STEVE WYNN亲自设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酒店，感觉整个酒店装饰和布置都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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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雅和艺术，据说有梵高和毕加索真迹的艺术画廊。白天的酒店外观，啡铜色的玻璃幕墙，流

线的造型高贵而简洁。

地址：3131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Las Vegas, NV 89109

电话： (702) 770-7000

   

4、凯撒皇宫赌场酒店(Caesars Palace Hotel)——文明

古罗马文明为主题的酒店。同样也是拉斯维加斯最奢华最有气势的酒店之一，金碧辉煌，非常气

派。酒店右侧配楼的Forum Shop购物中心，拥有上百家专卖店，同样拥有的人造天空，可以变幻

一日的昼夜更替，模拟蓝天白云和夜晚星辰。

酒店位于大道心脏地带，建于1966年，拥有设计辉煌的喷泉、数家各式风味的餐厅、2家赌场、健

身中心、温泉spa、购物中心、网球场、4个娱乐中心与表演厅。占地4。5英亩，设有3座游泳池。

在电动人行步道的入口处，圆形大厅是罗马古城的缩影，重现这个文明古城两千年前的风貌。战

士惊驭四匹马古战车的雕塑守护着北方，并迎接光临赌场的贵客们。

地址：357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V 89109

   

5、纽约纽约New York New York——大都市

纽约纽约赌场饭店(New York New York)于1997年开幕，可说是纽约市的缩影，共有2034间房间。

最高的客房有47层。她把纽约曼哈顿完整地搬到了拉斯维加斯，纽约最闻名的建筑物和地标都在

赌城完完全全的被复制；比方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楼等。另外在面积84，000平方

英呎的赌场中，也以纽约市的知名地点来命名，以作为区域划分：如公园大道、中央公园和时代

广场。另外，在饭店游乐场中的云霄飞车，也被命名为“曼哈顿特快车”（Manhattan

Ex-press）。饭店透过走道与石中剑赌场饭店和米高梅赌场饭店相连。饭店距离曼达利湾的冲浪池

1.6 公里，紧邻米高梅赌场饭店的狮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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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打怪兽 提供)

地址：3790 Las Vegas Boulevard South, Las Vegas, NV 89109

电话：8668154365

   

6、米高梅MGM——昔日的辉煌

不得不提的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酒店，拥有5000间客房，然而时过境迁，这家酒店仍然不觉得陈旧

，一幕幕历史画面展现在你的眼前。一进入大门，就看见采自意大利的大理石衬托着各种光怪陆

奇的装饰，耀眼夺目、极尽奢华。它保留着开发西部时代的粗犷和热情，它的魅力在于使人回想

到拓荒时代的西部：赌场的老板就是国王，华都美女金钱都由他掌握，整个世界上，它大概是最

接近于无结构社会的社会。酒店门口伫立着一只巨大的被喷泉围绕的金色狮子，酒店也正如屹立

于门前的雄师一样，傲视群雄，独占鳌头，无愧于“娱乐之都”的美誉。

地址：3799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V 89109

电话：1-877-880-0880

旅人提示：

 预定酒店可以参考以下网站：

www.tripadvis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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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oda.com.cn

www.boo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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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拉斯维加斯之购物

如果对赌博没有兴趣、对各种文艺秀没有感觉，那么购物天堂的拉斯维加斯一定会让你痴狂，这

里汇集了众多世界奢侈品牌和价格低廉的名牌大卖场。现在，就以大道STRIP为中心带你小逛一

下拉斯维加斯。

   

1、购物推荐：高端奢侈品

美丽湖饭店、永利饭店、威尼斯人饭店、凯萨宫购物中心等这些高档酒店里遍布着很多高档奢侈

品商店，只要你用心发现总会有收获，总结如下: 乔治-阿曼尼(GIORGIO ARMANI)、香奈尔(CH

ANEL)、迪奥(DIOR)芬迪(FENDI)、古奇(GUCCI)、爱马士(HERMES)、蒂芬妮(TIFFANY&CO)、

范思哲(GIANNI VERSACE)、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萨尔瓦多-费拉加莫(SALVATORE

FERRAGAMO)、迪奥(DIOR)、宝嘉丽(BVLGARI)等。 

(图片由网友 @我要飞 提供)

                                               40 / 5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873&do=album&picid=46295


�������

拉斯维加斯攻略

   

2、购物地点推荐

FASHION SHOW MALL

位于春山街(SPRING MOUNTAIN RD)与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BLVD)交口，

与金银岛饭店和永利饭店隔街相望。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有电器商店， 美容店，

珠宝店及众多咖啡店餐厅等。

SHOWCASE MALL 

位于米高梅饭店北面，

STRIP上可以搭绿线公车前往。对于住在STRIP南面赌场饭店的游客比较方便，

有M&M巧克力专卖店， 可口可乐馆， 电影院， 便利店， 众多快餐店等， 娱乐等成分大于购物;

 

LAS VEGAS CENTER 

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南端，温泉路(WARM SPRINGS RD)交口，

是拉斯维加斯最好最大的名牌折扣大卖场。

主要品牌店有:雅狮威(ASHWORTH)凯文(CALVIN

KLEIN)乔奇(JOCKY)李维思/道克思大卖场(LEVI’S/DOCKERS

OUTLET诺帝卡(NAUTICA)耐克直营店(NIKE FACTORY STORE)托米(TOMMY

HILFIGER)阿迪达斯(ADIDAS)乐步(ROCKPORT)锐步(REEBOK)其乐(CLARK)等

旅人提示：

在STRIP中心， 搭上拉斯维加斯大道无轨电车绿线， 在终点站曼德拉湾饭店转乘蓝线即可。或者

，在STRIP上搭乘双层巴士(DEUCE)往南到终点站SSTT下，

然后转乘购物环线的另一辆双层巴士(往南)， 即可到名牌中心。出租车:

                                               41 / 53



�������

拉斯维加斯攻略
从STRIP中心区域前往名牌中心: 大约$20。众多大众一线名品直营店和折扣店， 价格低廉，

经常有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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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拉斯维加斯之交通

1.飞机

麦卡伦国际机场（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机场代码：LAS）

全世界最繁忙的12座机场之一，平均每天有1100个航班在此起降。共计有40多家航空公司有航班

飞往拉斯维加斯。麦凯伦国际机场与全美125座城市有直航航班连接。目前运营中国到拉斯维加斯

航班的航空公司有大韩航空，加拿大航空，美国航空等。

麦卡伦国际机场网站：http://www.mccarran.com/

2.机场到市区交通

穿梭巴士：麦卡伦国际机场共有灰线(GRAYLINE)等6家公司经营往来机场及各大酒店的巴士及专

车服务。

乘车地点：在机场到达大厅的左手，有SHUTTLES/LIMOUSINE标识。

车费: 前往大道上各酒店大约5美金

3.巴士

公共巴士交通巴士由Citizens Area Transit（CAT）公司运营，有很多公交线路，单程的费用是2美

金，其他线路的费用要略低于2美金。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公交巴士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营。

网站：http://www.cattransit.com/about_welcome.php

4.出租车

拉斯维加斯在大道上出租车不停车，需要到酒店门口排队候车。车费：起步3.3美金，

1/8英里之后计价器即开始起跳，每1/8英里0.25美金， 等候费用22美金/小时。

5.轨道交通

单轨列车（Monorai l）

拉斯维加斯的单轨列车（Monorai l）沿着拉斯维加斯大道的东侧运行，每周7天、每天早7点至凌

晨2点运营，周一至周四的运营时间会到凌晨3点。

乘坐单次：5美金，乘坐2次：9美金，乘坐10次：35美金，一天之内不限次：15美金，3天之内不

限次：40美金

网站：http://www.lvmonorail.com/

无轨电车

无轨电车分为红线、绿线、橙线和蓝线 车费: 2.5美金/单程， 6.5美金/全日通票。

网站：http://www.lasvegasstriptrol ley.com

6.汽车租赁

拉斯维加斯旅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租车，可以前往加州的洛杉矶市游览，也可以前往亚利桑那州

的大峡谷参观。

旅人提示：

租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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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护照、驾照、信用卡，保险一定要买。租金各公司有所差异，估计在每天25到30美元之间。

驾照要求：在美国可以直接拿中国驾照租车，所以不要相信什么国际驾照之类的话。

拉斯机场租车流程：

下飞机后取行李，在十号门出去就能看见去租车中心的班车了，所有的租车公司都在一个地方，

统一坐班车前往。抵达后去相应公司的柜台，办理手续，出示驾照和护照以及预订单，然后就可

以取车了，整个停车场就一个人，他会告诉你哪个区域是你要租的车，自行前往，在几十辆车里

挑一辆你喜欢的就可以了，车钥匙就插在车门上，自己着车就走，到了停车楼出口在出示一下提

车手续就ok了，一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自驾提示

租一个SUV太有用了， 标准的SUV一周7天的价格大约400美金含一箱汽油，坐在里面那叫一个爽

。通常刚下飞机就要租车自驾，但是一定要注意第一天的公里数，因为时差的原因会让你很痛苦

，可以买一些红牛或者维他命力保健之类的的饮料提神，高速限速大约75英里每小时数，大部分

车都基本保持在80-90英里每小时巡航，很好的路况开到100，如果你开的慢会发现老美超车过来

都回头异样的看你，那咋办，超速吧！拉斯到洛杉矶的路上有两个服务区，可以休息上厕所，服

务区无人服务，买吃喝都是自动售货。GPS很有用，不用担心错过出口，因为一旦错过，很快会

有下一个路口，如果下一个路口再错过了就麻烦点了，要绕路。推荐用佳明或者tomtom的GPS，

很准确很好用。

旅人提示：

美国常用租车公司的网址：

http://www.avis.com

http://www.budget.com

http://www.enterprise.com

http://www.nationalcar.com

http://www.dollar.com

http://www.thrifty.com

加油

美国的汽油分为Regular， Plus和Premium，一般租车就加Regular就行，大概相当于国内的93号汽油

吧，价格比国内便宜，基本在2.7-3.1刀/加仑（3.785升），差不多5元左右/升。美国很少有过路费

，所以整体上来说，美国开车的成本是很低的，相比欧洲动辄10多元的汽油费，美国就是开车旅

游的天堂。

停车

拉斯维加斯所有的酒店都有免费停车楼，但是距离酒店大堂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你有钱可以选择

代客泊车，只需要支付小费就可以。

最后总结

美国租车、开车真的很容易，但是安全一定要重视，我们下了飞机都有时差，而且时差不是一两

天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人开长途绝对不可取。

1、防御性开车，宁让不赶；

 2、车让人， 保持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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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见到STOP标示一定要停，不管有没有人或车；

 4、车让school bus（黄色的）据说和坦克一样结实；

 5、路上会有限速标示，如60MPH，尽量不要超过。不然容易吃罚单，一张200；

 6、高速上的道路在转弯时也会有限速标示，如20MPH，一定不要超过。这点不像国内（标40

，开到60还没什么问题转弯）

 7、上高速的匝道时，一定要看清方向，不然上到逆行（或反向）的匝道上，容易出大事故。

 8、这里加油都是自助加油。

 9、在路上，按指定的车道及车速行驶，变道超车结束后，尽量让开最里面的快车道。

 10、城里的道路在地图上标识为大马路，但有可能只是条小马路（两根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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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行程

拉斯维加斯一日游

线路特色： 游览拉斯维加斯最繁荣的街道及这里的特色豪华酒店。

线路设计：

D1 神秘园与海豚馆 → 人工运河及刚多拉 → 巴黎饭店的埃菲尔铁塔 → 美丽湖饭店的音乐喷泉 →

海盗船及女妖大战 → 海市蜃楼的火山喷发 → 费蒙街

早餐后搭乘双层巴士前往海市蜃楼饭店内的神秘园和海豚馆参观游览，离开海市蜃楼饭店，步行

到对面的威尼斯人饭店，参观工艺品商店，圣马可广场，然后乘坐刚多拉。然后乘坐双层巴士前

往巴黎饭店，在巴黎饭店的埃菲尔铁塔观赏赌城街景。下午在对面的美丽湖饭店观看音乐喷泉表

演。晚上可在美丽湖饭店的自助餐厅享用晚餐。

18:30左右，搭乘双层巴士至金银岛饭店，观看7:00PM的海盗船及女妖大战，表演结束后，向南步

行至海市蜃楼饭店，稍后片刻欣赏饭店门前8:00PM的火山喷发，离开海市蜃楼饭店，搭乘双层巴

士前往市中心费蒙街，游览观赏声光秀。

拉斯维加斯两日游

如果在拉斯维加斯有2-3天的行程的话，那么大峡谷是不容从过的，通常来说白天的拉斯维加斯比

较寂静，我们就可以利用白天时间自驾或者报团前往大峡谷国家公园。

D1拉斯维加斯

抵达拉斯维加斯后，可以游览拉斯夜景：拉斯维加斯大道，以两侧分布着诸多巨型的高级酒店而

闻名于世。世界上十家最大型的度假酒店在拉斯维加斯就有九间，“金银岛”酒店观看海盗船表

演、“百乐宫”酒店的音乐喷泉，“海市蜃楼”酒店精彩的火山喷发表演，总投资近18亿美元的

威尼斯人酒店，酒店大楼设计典雅，以现代手法表现了威尼斯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式风格，并充份

展现了水城风光，酒店范围内到处都是充满威尼斯特色拱桥、小运河及石板路，该酒店更复制威

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St.Mark's

Square)，云集世界各地名店和一流餐厅，还可以观看拉斯维加斯独特的表演秀。

D2科罗拉多大峡谷

前往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它位于亚利桑那州，分为南北两部分，是美国自

然景色的代表、世界上罕见的自然奇观。据说，这个大峡谷是在太空中俯瞰地球时唯一可见的自

然景观，已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拉斯维加斯三日游

线路特色： 游玩赌博两不误。

线路设计： D1 长街The Strip D2 大峡谷Grand Canyon N → 胡佛水坝Hoover Dam

D1：拉斯维加斯

到达拉斯维加斯。白天最好找时间休息一下，因为晚上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傍晚可以漫步在著

名的长街The Strip，不论是金殿的“人造火山爆发”，凯撒宫的“雕像秀”，还有赌城中最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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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乐宫，其壮观迷人的“芭蕾水舞”，都会一饱眼福；还有旧城的大型“天幕秀”，五彩缤纷

的街景尽入眼帘，精彩刺激，让人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无限的欢乐与喜悦。

D2：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印第安保留区海陆空一日游

搭乘旅游巴士从拉斯维加斯出发，在号称世界七大人工奇景之一的胡佛水坝停留拍照留念，经过

变化万端的摩哈比大沙漠 ，进入瓦拉派印第安人保留区。整个大峡谷大约有277英里长，其中有10

8英里是属于瓦拉派印第安人的。搭乘直升飞机从峡谷顶到峡谷底降落 4,000英尺于科罗拉多河河

畔。在谷底搭乘游船飘荡在河上，仰望那永生难忘的风光。搭乘直升机飞回谷顶。在海拔四千八

百英尺上的蝙蝠岩上瞭望北美第二长的大河～ 科罗拉多河 。

D3：自助早餐—购物中心或游乐设施—主题餐厅内吃午餐—漫游主题饭店—自助式晚餐—赌城

首先在饭店内简单吃顿自助式早餐，然后到购物中心购物或游乐设施游玩。接着找一家主题餐厅

用过午餐后，开始漫游，主题饭店。饭店之间相隔并不近，最好事先想好顺路，其中米高梅饭店

，纽约纽约饭店、神剑饭店、金字塔饭店是最值得推荐的地点。晚上在自助餐厅填满肚子之后，

就到了晚上的重头戏了，赌场是拉斯维加斯最有特色的地方，每个人一到这里会立即被这里的气

氛感染，华丽的秀场表演及刺激的赌场风云，可能要好几个晚上才能玩得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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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行关键词

《攻陷拉斯维加斯》 

剧情简介：

这是一个将智慧奉为美德的故事，围绕着6名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展开，改编自一个真实

的事件：这6位学生在一位数学教授的指导下，跑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通过21点牌技卷走了接近

于天文数字的数百万美金，从而也让自己身陷在了危机当中。

出行之前可以看看这个电影，领略一下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风采，然后再去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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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中国出境须知

出境及搭机的注意事项：

一、旅行证件：

为便于出入境时各地海关查阅，请将护照、机票、入境函等各种证件随身携带，切勿放于拖运行

李箱内。

二、行李：

1、 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规格不得超过20厘米ⅹ40厘米ⅹ55厘米；托运行李美国每人限2件，重

量每件不得超过23公斤。行李应由本人搬运，不要用他人姓名托运行李；国外机场、饭店使用搬

运员由本人支付小费，一般为2美金/次。

请特别注意：自2007年5月1日起，乘坐国际航班的旅客在首都机场接受安全检查时，只可以在手

提行李中携带少量液态物品，旅客如需随身携带以下物品，须将物品放置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的

容器内，再将容器放在可重复密封的透明袋中（机场可免费提供透明袋）。

100毫升物品可携带：胶状物品（发胶、洗澡液等）、压缩泡沫及喷雾（防晒泡沫、剃须泡沫）、

乳液及液体（防晒霜、须后水等）、食品（清水、汽水等）、膏状物（牙膏、凡士林等）、液态

化妆品（粉底液、睫毛膏等）

下飞机取到行李后，务必不要拆掉行李条，待全体团员全部取到行李后方可拆除。

2、 在机场看管好自己的行李，小心扒手。

3、 随身的行李里不要放尖锐或大件金属物品，酒及其它液体物品等。

4、 托运行李全程不能上锁，可使用行李带绑扎需要托运的行李。请勿将贵重物品放于托运行李

中。

5、 前往美国航班禁止携带打火机，请吸烟的团员自备火柴，在美国购买的ZIPPO打火机请不要

罐汽，放在托运行李里。由于美国境内飞行时托运行李要经过超强X光检查，因此请您不要将有

磁性的物品放在托运的行李中，包括胶卷，磁盘，磁卡等以免消磁或暴光。

三、海关：

中国出境每人可携带人民币20000元或美金5000元，两条烟（200支）和两瓶酒，贵重物品如超过50

00元的专业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等需向海关申报。

美国入境海关检查严格，严禁携带新鲜水果、肉类和违禁品、动植物；携带超过货币1万美元以上

必须申报；人民币不可在美国兑换美元。

四、边检：

对于中国边检所提问题，请按照要求。按顺序办理通关

手续，不得大声喧哗、大声讲话，礼貌回答。

五、美国的入境口岸

1、进入美国海关，须填两份表格，一份是美国海关申报单，一份是美国出入境卡（I—94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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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卡的填写内容请参照您的护照，旅美目的可填“商务考察”，在美居住地址可填美国第一

站酒店地址。

2、美国移民局及海关官员会检查这两份表格，一份是美国海关申报单，一份是美国出入境卡（I

—94卡），尤其在临时离开美国的时候，否则无法再度返回。

3、美国海关检查非常严格，严禁携带新鲜水果、肉类和违禁品、动植物；携带超额货币一万美元

以上必须申报，美国是无外汇管制国，人民币不可在美国兑换美元。

美国入境程序

入境美国时，需先后通过美国移民局和海关；在移民局，您要出示：

有效护照、签证；

机上填准确的出入境卡（I—94卡）； 

机上填写的海关申报单；

出入美国的往返程机票；

美国邀请单位的邀请函 。

☆请特别注意：

以上证件须随身携带，不能放在托运行李中

旅行须知

必备药物：

请自备普通感冒、晕机、肠胃药。

购物：

一般游客到美国主要购买保健品和药品，例如：羊胎素、卵磷脂、维生素片、善存片等，价格比

在中国买便宜，在洛杉矶开往拉斯韦加斯路上的大型购物中心是美国当地品牌比较集中的地方，

买东西时请各位看好价格及质量。

紧急电话（救生、消防、警察、医院）：911

各位贵宾请遵纪守法，尊重所在国当地的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维护祖国尊严，严格按照约定

的集合时间上车，全体团友互相帮助爱护，保证全团旅游行程的顺利完成。

拨打电话

饭店客房以及公用电话均可直拨国内，但客房电话费较贵，最好能买电话磁卡；打电话回国时，

您先拨 01186，然后拨您通话对象所在城市的区号（不带0）以及对方电话号码即可。

（例如：01186 10 电话号码）全球通三频支持GSM1900手机在美国可使用。

中国与美国若干文化差异

1、关于城乡文化差异

在美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除， 城市规模较大，

居住区较分散。市中心仅指商业办公为主的一小块区域， 居民一般都不在此居住， 团队安排在高

速公路旁边也属正常。例如：洛杉矶市由80多个小镇（区）组成，之间全由高速公路连接，市中

心的概念已经变化。

2、关于酒店文化差异

在美国，地域面积十分宽松，所以酒店一般不必盖高层，十层以下非常普遍。周边有大的购物中

心的酒店就算好位置，一般不超过10层， 且因酒店历史很长，设施显得有些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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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房间较大是一个明显特点。

3、关于车辆文化差异

受签证限制，全世界少有大型团队访美， 加之美国禁止进口大型旅游车，故旅游用车发展受限，

多是小型7座、15座人与行李混装旅游车，即使大型旅游车也多为福特等老款（后开门放置行李）

。

4、关于餐饮文化差异

美国餐馆一般收拾得很干净，但规模不大，品种不多。在美国城乡，咖啡店、麦当劳店比比皆是

，自助餐馆对于不识英语或有口味要求的游客不失为最佳选择。在美国加拿大，最好的中餐馆是

中国人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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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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