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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穷游er忠告
★ 拉斯维加斯地处沙漠之中，早晚温差很大，白天艳阳高照，穿短
裤、短袖走在街上都会觉得热，但入夜后气候则比较寒冷，注意增添
衣物。

★ 比起博彩，拉斯维加斯的SHOW更是不容错过的，利用网络订票，
同等价钱下，要比现场买票的座位好一些，有时还会有一些优惠。

★ 拉斯维加斯是地地道道的不夜城，整个娱乐之都的魅力也都体现于
夜晚，早上建议在酒店多休息一会，为晚上的游玩储备一些体力。

★ 内华达州的税并不比加利福尼亚低多少，也在百分之八以上，所以
在此购物并不能便宜多少。

★ 不要在任何Casino中尝试作弊行为，每个Casino都有专门的监控
和保安人员，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  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玩两把体验一下就可以了，切勿沉迷。

★  拉斯维加斯大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需小心驾车，以防事故。

★ 拉斯维加斯总体治安不错，夜晚的拉斯维加斯灯火通明，但入夜后
也应避免走到背街小巷去，尽量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活动。

★ 大峡谷是拉斯维加斯周边最热门的景点，但若当天往返则非常赶，
且在大峡谷停留时间不超过2小时，不如选择去锡安(Zion)国家公园一
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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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生活
在拉斯维加斯很难分清当地人或外地人，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说不同语言，各色各样的人。真正当地人的生活也
都围绕着这座赌城，他们大多是酒店、Casino等各大娱乐场所的服
务或工作人员，他们将美国人的热情友善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享
受一流服务的同时也别吝惜口袋里的小费哦。当然，如果在街上遇到
喝到烂醉如泥的赌徒，还是绕道而行，以免节外生枝。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120V 频率：60Hz
拉斯维加斯(Las Vegas)，一座沙漠中平地而起的娱乐之都，让人又
爱又恨的“Sin City”。也许你已经在好莱坞电影或是美剧中见过它
无数次了，但当真正置身其中时还是会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漫步
在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上，每一座设计感十足的豪华
酒店都是那么吸引眼球，随便走入一间，都可能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徜徉其间。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是这座城市的标签，人类的欲望和
贪婪在此得到空前的满足，夜晚华灯初上的时刻，便是彻夜狂欢的
大幕徐徐拉开之时。这里是天堂，亦或是地狱，就留给自己去体会
和评判吧。

拉斯维加斯是典型的沙漠性气候，早晚温差很大，且较为干燥。全
城人口150万，主要景点主要分布在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上，可步行游览。任何你能想到的娱乐方式，几乎都可以在拉
斯维加斯找到。你可以流连在购物中心或时尚精品店尽情血拼，也
可以在泳池边享受阳光和人造沙滩，然后找一家高档餐厅享用丰盛
的自助餐或是去唐人街选上一家地道的中餐馆子。入夜后，各大
Casino和夜店自不必多说，如果花些时间欣赏拉斯维加斯特有的歌
舞秀也是不错的选择。
  
拉斯维加斯距离美国西部重镇洛杉矶只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对于自
驾旅行者来说，从洛杉矶出发来此非常方便。另外，周边的大峡谷
国家公园(The Grand Canyon)、红岩谷国家公园(Red Rock 
Canyon)和锡安国家公园(Zion National Park)等，也都是值得一
游的景点，驾车均可当日往返。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yellowstone/
http://guide.qyer.com/yellowstone/
http://guide.qyer.com/los-angeles/
http://guide.qyer.com/los-angeles/
http://guide.qyer.com/new-york/
http://guide.qyer.com/new-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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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 - 拉斯维加斯市区
拉斯维加斯的主要景点就是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Strip, Las Vegas 
Blvd)上的各大酒店，酒店里面都有Casino，有的还有商场，可以进
去逛逛。步行或乘坐Las Vegas Deuce公交均可到达。

★ 美丽湖酒店 Bellagio 见地图A标识 
Bellagio也许不是拉斯维加斯最奢华的酒店，但绝对是最优雅的，他
的设计灵感来自意大利的Lake Como Resort of Bellagio，酒店内
的装潢也具有很浓厚的欧式风格。酒店正前方人工湖的音乐喷泉是
拉斯维加斯最著名的室外秀，配合优雅的音乐，水柱翩翩起舞，最
高可以喷到70多米，声如雷鸣，是每天吸引最多游客的地方。酒店
大厅天花板上2000朵人工吹制的玻璃花所组成的玻璃雕塑，让人一
踏入酒店就马上感受到奢华的氛围。太阳马戏团唯一的水上
秀“O”秀长年在此演出，而酒店内的Bellagio Gallery of Fine 
Art精品艺术画廊则展示了当代众多艺术家的经典作品，不容错过。

地址：36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艺术画廊开放时间：10:00-20:00。
画廊门票：16美元。
电话：702-693-7871
www.bellagio.com

★ Tips：音乐喷泉表演时间
周一至周五15:00-19:00，每半小时一次，19:00-24:00，每15分
钟一次；周末及节假日12 : 0 0 - 1 9 : 0 0，每半小时一次， 
19:00-24:00, 每15分钟一次，如果有时间，不妨在湖边等着听一
首最经典的《Time To Say Goodbye》吧。

★ 威尼斯人酒店 The Venetian 见地图A标识 

威尼斯人酒店绝对值得进去逛。它仿造了威尼斯的著名的钟楼、圣马
可广场等，仿造虽然不能以假乱真，但是的确令人惊叹。特别是酒店
内部的人造大运河，室内景色宛如白天。你甚至可以包上一艘平底
船，漫游大运河之中，在欣赏景色的同时，别忘记品尝一下广场小推
车上美味的意大利冰激凌。

地址：357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贡多拉船营运时间：室内周日-周四10:00-23:00，周五-周六10:00-午
夜；室外11:00-22:00；室内9:30开始售票，室外10:00开始售票。
地点: 威尼斯人饭店二楼，从饭店外的威尼斯钟楼(在拉斯维加斯大
道上就能看到)边上的自动扶梯上到二楼，进入大厅后首先是购物
区，穿过购物区就到了运河终点，贡多拉码头在运河的另一头。
船票：4人座16美元，两人座64美元。
电话：702-414-4300
www.venetian.com 

★ 美高梅大酒店 MGM Grand Las Vegas 见地图A标识 

酒店外的巨大雄狮是美高梅集团的象征，这座高45英尺的铜狮子也
是全美最大的铜塑。酒店内的玻璃狮园是这座酒店最具特色的地
方，每天都有6头雄狮与游客会面。太阳马戏团另一场名秀，以古代
中国故事为背景的“KA”秀也在此长期演出。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地址：3799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891-7777
www.mgmgrand.com

★ 温尼拉斯维加斯酒店 Wynn Las Vegas Hotel 见地图A标识 
2005年才竣工的Wynn Las Vegas Hotels是拉斯维加斯造价最高
的酒店，内部设施异常奢华，酒店入口处大型人造景观引人瞩目，
然而最值得一看的是酒店内的豪华车行，汽车爱好者只要花10美元
的门票，就可在此观赏各种豪车。酒店的主秀是以水为主题的“Le 
Reve”(梦)秀，在一个100万加仑内的大水池中演出，别具一格。

地址：3131 Las Vegas Blvd，Las Vegas，NV
电话：702-770-7000
www.wynnlasvegas.com

★ 纽约-纽约酒店 见地图A标识 
New York-New York Hotel & Casino 
自由女神像、布鲁克林大桥、帝国大厦、洛克菲勒大厦等众多著名
的纽约地标建筑全部以三分之一的比例仿造出来，构成纽约-纽约酒
店，一个小型的曼哈顿。酒店内的主要博彩区则称为中央公园，甚
至还有一个时代广场酒吧。

地址：379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740-6969
www.nynyhotelcasino.com

★ Tips：试试纽约-纽约的过山车吧。 
过山车(Roller Coaster)的轨道穿梭于建筑内外，车厢漆成纽约特有
的黄色出租车样式，乘坐起来仿佛穿梭于整个曼哈顿，相当刺激。

★ 卢克索酒店 Luxor Las Vegas 见地图A标识 
就是著名的金字塔酒店。从南面驶入拉斯维加斯大道，首先看见通
体黑玻璃覆盖的金字塔就是夺人眼目的卢克索酒店。整个酒店以古
埃及为主题装修，到处都可以看到精美的古埃及塑像。到了晚上，
金字塔前的高146米的狮身人面像的头顶会射出一束强光，直上云
霄，是世界上最强的探照灯，在拉斯维加斯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

地址：39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1-877-386-4658
www.luxor.com

★ 曼德雷海湾度假酒店 Mandalay Bay 见地图A标识 

人造沙滩和特色泳池是这座酒店的亮点，曼德雷的泳池曾经连续7年
获得拉斯维加斯最佳泳池奖。另外酒店内还有一个多层水族馆鲨鱼
礁Sherk Reef，只要花上10美元门票，游客就可360度面对面的观
赏鲨鱼，并亲手触摸浅水池中的小型鲨鱼。

地址：395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20-632-7777
www.mandalaybay.com

作者推荐

http://www.mandalaybay.com
http://www.bellagio.com
http://www.bellagio.com
http://www.venetian.com
http://www.venetian.com
http://www.mgmgrand.com
http://www.mgmgrand.com
http://www.wynnlasvegas.com
http://www.wynnlasvegas.com
http://www.nynyhotelcasino.com
http://www.nynyhotelcasino.com
http://www.luxor.com
http://www.luxor.com
http://www.mandalaybay.com
http://www.mandalaybay.com


P 4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 米拉奇酒店 The Mirage 见地图A标识 
        这座酒店又称海市蜃楼，最出名的是酒店内花园中饲养着罕见
的白虎、白狮以及美洲豹、雪豹等珍稀动物。酒店大堂有一座巨型水
箱，有鲨鱼和各种鱼类畅游其中，另有1000多种以上的珊瑚礁，值
得观赏。酒店外的人造火山每天19:00到23:00，每小时喷发一次，
届时拉斯维加斯大道人山人海，在对面的威尼斯人酒店也能看到。

地址：34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791-7111
www.mirage.com

★ 金银岛酒店 Treasure Island 见地图A标识 

米拉奇的姐妹酒店，同属MGM公司，连装修风格都很相似。
Casino内部以巴西里约热内卢为主题，外部采用17世纪的加勒比海
村庄的景观。酒店外的免费室内秀《金银岛女海妖》（The Sirens 
of TI）也是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热门的大型室外秀之一。

Treasure Island的海盗船战和表演：每晚17:30(仅秋、冬季)、
19:00、20:30、22:00、23:30(仅春、夏季)，如遇恶劣天气可能
取消。

地址：33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894-7111
www.tresureisland.com

★ Paris Las Vegas 巴黎酒店 见地图A标识 

巴黎酒店的埃菲尔铁塔是拉斯维加斯的地标性建筑，有着原塔八分
之五的高度，登塔可俯视整个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以巴黎为主
题，还有一座仿制的凯旋门和热气球状的霓虹灯，酒店内的餐厅也
多以法国风味为主。

地址：3655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946-7000
www.parislasvegas.com

★ 凯撒宫酒店 Caesar's Palace Hotel 见地图A标识 

酒店以罗马式风格建造，各种仿造的大理石雕塑在游客眼前呈现出
一个小型罗马，正门精美的喷泉和酒店内的高档购物商城Form 
Shops 则是这座酒店最吸引人的地方。

地址：357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731-7110
www.caesarspalce.com

★ Tips: 看电影游拉斯维加斯
以拉斯维加斯为背景的电影不计其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有
《决战21点》、《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十二罗汉》、
《十三罗汉》、《逃离拉斯维加斯》、《007皇家赌场》等，在去
拉斯维加斯之前重温上一两部这样的经典之作，让整个旅行更具想
象空间。

景点 - 拉斯维加斯周边
★ 大峡谷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见地图B标识 
大峡谷，美国的地标之一，不必多说。很多游客在游玩拉斯维加斯
时都会花上一天时间，匆匆一睹大峡谷的风采。当地旅行团一般都
是前往大峡谷西峡(West Rim)及著名的玻璃桥所在地，时间紧张的
旅行者可以参加这种一日团。如果有个两、三天时间，可以前往南
峡(South Rim)和北峡(North Rim)。北峡据说是大峡谷最美、最震
撼的一段。另外乘直升机游峡谷是非常值得体验的，但价钱非常
贵，500美元左右，不差钱的话就去试试吧，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最大限度的领略大峡谷的壮美。

旅行团预约(包括直升机游峡谷)：www.lasvegas.com/tours，价
钱随季节变动。
West Rim：自驾US-93 40mi转Pierce Ferry Road 28mi转
Diamond Bar Road，约4小时，grandcanyonwest.com
South Rim：自驾US-93转I-40转AZ-64，约5小时
North Rim：自驾I-15转UT-9，UT-59，AZ-389转US-89A，转
AZ-67，约6小时。
开放时间：南峡全年全天开放，北峡5月中-10月中，西峡玻璃桥冬
季8:00-16:30，夏季7:00-20:00。
门票：南峡北峡25美元每车7天，门票通用，西峡玻璃桥75美元。
nps.gov/grca (需翻墙)

★ 红石峡谷国家保护区 见地图B标识 
Red Rock Canyon National Conservation area 
从Strip出发，向西自驾29公里即可到达红岩峡谷国家保护区。红岩
峡谷的岩石因为有氧化铁的渗入，加上百年的风化，形成特有的火
红色，绚丽夺目。当地的印第安遗迹也是亮点，并且有看到野生动
物的机会，是拉斯维加斯附近值得一游的好去处，很多在赌城登记
结婚的新人也将此作为婚纱照拍摄场景。

到达方式：自驾由US-159向西约半小时。
开放时间：6:00-黄昏。
门票：每辆车天票7美元。
redrockcayonlv.org

★ 密德湖 Lake Mead 见地图B标识 

& 胡佛水坝Hoover Dam 见地图B标识 
密德湖离拉斯维加斯车程一小时左右，其实是胡佛水坝的水库，同
是也是美国最大的人工湖，上游和下游都是人们进行水上运动的好
去处，也是整个赌城生活用水的命脉。胡佛水坝由总统胡佛命名，
建于1935年，是当时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迹，但也对下游的水量和生
态造成了很大影响。它无数次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在电影《变形
金刚》中就以威震天的存放地出现，整个水坝戒备森严，有警察检
查过往车辆，湖里面和下游的河里面都有坐船的tour。

到达方式：拉斯维加斯沿US-93往东约半小时，往大峡谷会路过。
开放时间：9:00-17:00，除了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关闭。
胡佛水坝门票: 成人11美元，儿童6美元；停车7美元，只收现金。

http://www.mirage.com
http://www.mirage.com
http://www.treasureisland.com/
http://www.treasureisland.com/
http://www.parislasvegas.com
http://www.parislasvegas.com
http://www.caesarspalace.com/casinos/caesars-palace/hotel-casino/property-home.shtml?
http://www.caesarspalace.com/casinos/caesars-palace/hotel-casino/property-home.shtml?
http://www.lasvegas.com/tours
http://www.lasvegas.com/tours
http://grandcanyonwest.com/
http://grandcanyonwest.com/
http://nps.gov/grca/
http://nps.gov/grca/
http://redrockcayonlv.org/
http://redrockcayonl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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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锡安国家公园 

         Zion National Park 见地图B标识 
Zion National Park距离拉斯维加斯约三小时车程，比大峡谷国家
公园距离还近，当天即可往返。这座位于犹他州的国家公园在美国
极富盛名，是经典自驾线路Grand Circle美西南大环线上的一站， 
锡安国家公园是美国最适合徒步旅行的国家公园之一，大小徒步线
路近10条，The Narrows和Angel's Landing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
条徒步路线，前者需要租用特殊装备，在水中行走，往返路程9.4英
里，需要近8小时的时间，而Angel's Landing Trail更是被评为全
美十大徒步路线之一，极富挑战性。

到达方式：由US-15向东北方向，转Hwy-9，约3小时到达。
开放时间：全年全天开放。
门票：每辆车25美元7天。
nps.gov/zion (需翻墙)

★ 死亡谷国家公园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位于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交界处，距拉斯维加斯车程约两小时，
于1933年建立，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国家公园。死谷海拔很低，所以
气候异常炎热，且昼夜温差大，夏季不易前往，冬季是最佳旅行时
间。死亡谷具有非常丰富的地质地貌，其中峡谷、雪山、火山口以

路线
拉斯维加斯二日游：拉斯维加斯城市不大，主要景点都集中在拉斯
维加斯大道Strip上，所以两天时间就可以走遍主要景点，但如果有
大把时间，这座多元化的娱乐之都绝对可以泡上一周。

★ 第一天：美食购物+Strip酒店巡游
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巡游，建议一早先从卢克索酒店开始参观，一
路到MGM，在New York-New York坐过山车，中午去巴黎酒店铁
塔上的法式餐厅边欣赏Bellagio酒店的音乐喷泉边吃饭，或去找一家
自助餐大块朵颐。下午去Strip上的Fashion Show Mall或周边的奥

及各式各样的断层和冲积扇平原等都是公园的参观重点。

★ Tips：死亡谷住宿
死谷周边住宿很少并且很贵，若非露营建议当天从拉斯维加斯往
返，第二天也可再行进入游玩。

到达方式：自驾从拉斯维加斯大道出发，沿US-15公路向南开，接
US-160公路转US-127或US-190。
开放时间：8:00-17:00，全年开放。
门票：每车20美元7天。
nps.gov/deva

作者推荐

http://nps.gov/zion/
http://nps.gov/zion/
http://nps.gov/deva/
http://nps.gov/d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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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A标识 

拉斯维加斯游客信息中心 Las Vegas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3150 Paradise Rd，Las Vegas，NV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8:00-17:30；周末关闭。 
电话：702-892-0711 
www.visitlasvegas.com

★ 地图

在游客中心、机场和酒店都可以免费领取Las Vegas的地图，主要

景点都集中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

★ 网络
游客信息中心提供免费上网，星巴克、麦当劳以及酒店大堂一般都有
免费无线网络，酒店房间内上网大多需要另行收费。

★ 货币帮助
兑换
虽然在拉斯维加斯各大Casino酒店都不难找到兑换点，但汇率很
高，很不划算，所以请务必在国内换好美金以后再前往，另外赌桌
上交易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不能刷卡。

银联
酒店内的精品店一般都是不可以用银联卡的，但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奥特莱斯品牌折扣店都是可使用银联卡。几乎所
有ATM机都可以用银联卡取现。

刷卡
除了上赌桌和给小费，其他的消费都建议使用国际信用卡或银联卡。

★ 邮局  见地图A标识 

拉斯维加斯有两个邮局，寄往中国明信片邮资为0.8美金。

地址：3100 S Industrial Rd，Las Vegas，NV 
电话：702-735-8677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拉斯维加斯属于沙漠性气候，夏天白天平均气温都在30度以上，最
高可达40度，夜晚气温在23度左右。冬季白天平均气温15度左
右，但也有可能出现25度以上的高温，夜晚气温则降到0-4度左
右。要特别注意昼夜温差很大的问题，冬季的晚上在户外一定要准
备御寒的外套，另外由于降水量偏低而导致气候干燥，应准备一些
保湿用品。

★ 节日
在节假日，拉斯维加斯会比平时更加忙碌，全美的游客都在此时蜂
拥而至，酒店住宿价格会因此上调20%左右。如果不是喜欢凑热
闹，应尽量避开在美国法定假日前往。

“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 8月底至9月初。
除了美国法定节假日外，内华达州还有一个自己独有的节日“火人
节”是由一个名“Black Rock City，LLC”的组织发起的反传统
狂欢节，持续时间一周左右。1986年开创以来，每年的举办地都
选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盆地。“火人节”以异想天开与荒诞
大战闻名，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汇集到这里，每年都有大量标新
立异的年轻人涌向这里，以求表现。从拉斯维加斯开车约需要12
小时，门票约400美元，必须事先在官网上预订，且票数有限。
www.burningman.com

新年 New Year's Day 1月1日
12月31号这一天会有成千上万人选择在拉斯维加斯跨年，拉斯维
加斯是仅次于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圣地。

马丁·路德·金日 Martin Luther King Day 1月的第3个星期1 
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星期一美国各大城市都会举行追思
仪式，拉斯维加斯也不例外，整个纪念活动从之前的那个周末就会开
始，在Strip大道上这段时间也可能会有机会看到纪念马丁·路德·
金的游行。

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2月14日   
情侣们在这一天情侣互相馈赠礼物，用以表达爱意或友好。西方文
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的拉斯维加斯也到处充满这浪漫的
气息。

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11月最后1周的星期4、星期5   
星期五全美所有城市的商店都会给出一年中最低的折扣，购物圣地
——拉斯维加斯的购物广场在这一天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特莱斯购物，晚上再去中国城吃一顿地道的中餐。入夜后可以
        上高塔酒店俯瞰整个拉斯维加斯的夜景，再沿着Strip往回走，沿
途欣赏各地酒店外免费的室外秀，最后随便进一个Casino试下手气。

★ 第二天：周边景点+看秀

大峡谷国家公园或锡安国家公园一日游，晚上去看一场经典的拉斯
维加斯SHOW，如果去大峡谷的话，很难在晚上六点前赶回拉斯维
加斯，所以需要预定10点的秀，比如《Blue Man Group》。

地址：201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电话：702-382-5779

★ Tips：寄明信片
告知工作人员邮寄目的地，他就会帮你选好合适的邮票。

★ 厕所
有Casino的地方都会有免费的厕所，非常方便。

http://www.visitlasvegas.com
http://www.visitlasvegas.com
http://www.burningman.com
http://www.burningman.com


P 7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城际交通
作为美国的娱乐中心，全美各大城市都有往返与拉斯维加斯的航
班，而对于中国游客来说，从其他西海岸主要旅游城市自驾前往路
途也不遥远，洛杉矶4小时，旧金山10小时，圣地亚哥6小时。 

★ 机场 见地图A标识 

✈ 拉斯维加斯麦卡伦国际机场 Las Vegas McCarran International 
Airport，LAS
拉斯维加斯麦卡伦国际机场距离拉斯维加斯大道1英里远，非常方
便，是美国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之一，拥有93个登机门，每天起降
来自世界各地的700多班飞机。拉斯维加斯机场就可以看到老虎
机，让游客一下飞机就可以感受到赌城的气氛，加油站和便利店也
不例外，都摆有两台以上的老虎机。

Airline Shuttle Corp
运营时间：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营。
票价：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7美元(往返13美元)，城区酒店8.5美元(往
返16美元)。
电话：702-444-1234
www.airlineshuttlecorp.com
www.lasvegaslimo.com

Bell Trans 穿梭巴士
运营时间：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营。
票价：拉斯维加斯大道酒店7美元(往返13美元)，城区酒店8.5美元(往
返16美元)。
电话：702-385-5466
www.bell-trans.com

出租车
机场-拉斯维加斯大道南端约为8-9美元。
机场-拉斯维加斯大道北端约为9.5-12美元。
机场-拉斯维加斯旧城约为9.5-12美元。

租车
机场自驾很方便，可以免费乘坐写着Rent-A-Car的大巴往返于机场
和租车中心。 提前在网站上预定要比机场现租便宜的多，到旺季几
乎所有大公司都只接受预定，所以务必在提前在网上订好。取车时
车有多少油，还车时也要有多少油，并不是所有车都是加满的，取
车时仔细看一下，以防万一。详情参见美国自驾穷游锦囊。

★ Tips：租车公司的选择和停车问题
切勿因为贪图便宜选择不知名的小公司，小公司服务差且不正规，
看似便宜但实际上损失更多，因尽量选择知名租车公司，如
Enterprice、Alamo、Avis、Hertz等。预定方法可以先用
www.priceline.com或www.kayak.com等第三方网站对比价钱，选
定公司后对比租车公司官网，就可以拿到最低价了。

拉斯维加斯不用担心停车问题，所有酒店都有免费代客泊车的服
务，停多久都是免费，只要别忘记在离开的时候给工作人员1美金小
费即可。

市内交通 
拉斯维加斯市内交通主要有RTC System市内交通系统(包括双层穿
梭巴士Las Vegas Deuce)、轻轨Monorail、出租车。需要注意的
是之前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绿色无轨电车Las Vegas Trolley已经
不再服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双层巴士Las Vegas Deuce穿梭于
Strip之上。

★ RTC System 市内公交系统
整个RTC有379辆大巴，共53条线路，几乎可到达赌城每个角落。
票价：单程票2美元，2小时通票5美元，24小时通票15美元，3天
通票20美元，30天通票65美元。

★ 双层巴士 Las Vegas Deuce
全天24小时服务的Las Vegas Deuce可以说是穿行于拉斯维加斯大
道上最便宜且最方便交通工具了，大道上所有的酒店都会停靠，基
本上每四分之一英里就会有一站，如果用一天时间玩参观拉斯维加
斯大道上的酒店，24小时Day Pass是最好的选择。
票价：没有单程票，2小时通票6美元，24小时通票8美元，3天通
票20美元，30天通票65美元。自动售票机不找零。

★ 轻轨 Monorail
拉斯维加斯拥有自己的轻轨，2004年通车，全程4英里，从MGM酒
店启驶，停靠大多酒店，全程行车14分钟左右，车厢可容纳152人。
目前有单程、双程、十次、一天通票和三天通票供游客选择。
票价：单程票5美元，1天通票24美元，3天通票30美元。

★ Tips: Monorail 并不很方便
该单轨电车的所有的车站都位于赌城的后街，车站距离拉斯维加斯
大道都还有一段距离，而且并不能直达国际机场。

★ 出租车
起步价第一英里为3.30美元，以后每英里为1.80美元，红灯等候每
分钟收35美分(价格可随油价等变动)。

★ Tips：方便的出租车
拉斯维加斯打车是非常方便的，不像洛杉矶等城市需要上网预定，即
使凌晨3、4点街上也有很多出租车，因为景点间距离不远，所以价
格也不会太贵。如果需要订车前往机场，告知酒店前台便可预定。

★ 长途汽车站 

Greyhound 灰狗汽车公司总站 见地图A标识 
从拉斯维加斯每日都有往返于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亚哥的班车。
洛杉矶6小时(36-42美元)，圣地亚哥8小时(36-48美元)，旧金山
15小时(45-75美元)。可以在官网上预订。
地址：200 S Main St，Las Vegas，NV
电话：702-384-9561
www.greyhound.com

★ Tips：周末价钱偏贵
周末价钱偏贵一些，车上都有WI-FI，长途车程不再无聊。

         圣诞节 Christmas Day 12月25日 
      圣诞节假期往往持续10天之久，全家团聚出游，拉斯维加斯
在这一天会有各种圣诞主题的演出和派对，气氛浓厚。

http://www.airlineshuttlecorp.com/
http://www.airlineshuttlecorp.com/
http://www.lasvegaslimo.com/
http://www.lasvegaslimo.com/
http://www.bell-trans.com/
http://www.bell-trans.com/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www.priceline.com
http://www.priceline.com
http://www.kayak.com
http://www.kayak.com
http://www.greyhound.com
http://www.greyh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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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 百老汇歌舞秀
在美国看百老汇歌舞秀不一定要到纽约，在拉斯维加斯同样可以看
到正宗的百老汇表演，各大酒店都有自己的招牌演出，有的表演甚
至比纽约还好，如Be l l ag i o太阳马戏团的“O”秀，MGM
的“KA”秀，《BLUE MAN GROUP》等，都是拉斯维加斯的经
典招牌秀。拉斯维加斯的秀一般每晚都上演两场，19:00和22:00各
一场，不推荐在一个晚上看两场秀，信息量太大容易产生审美疲
劳，如果两天的话最好一天看一场，因为好的表演也是需要时间消
化的。另外，著名的《歌剧魅影》(Phantom-Las Vegas)表演已经
没有了。

★ 太阳马戏团“KA”秀
Ka秀是太阳马戏团有史以来制作成本最高的秀。讲述的是一对双胞
胎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旅途去完成自己所背负的天命的故事。表演融
合了中国杂技和武术，整部剧的视觉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凌空旋
转的移动舞台堪称经典。

地址：MGM酒店 3799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开放时间：周二-周六 9:00、21:30。

网上订票： www.mgmgrand.com
票价：69美元、99美元、130美元、150美元。
着装要求：衬衫和鞋子。

★ 太阳马戏团“O”秀
在Bellagio上演的“O”秀是拉斯维加斯最著名的秀。这是一部永恒
的经典大作，太阳马戏团的导演以水为主题，从水不可琢磨的韵律
中得到灵感，整个秀表演人员包括专业杂技演员、花样游泳运动员
以及跳水运动员，以惊人的动作动水中、水面和水上呈现处立体表
演，是水上秀的绝对经典。

地址：Bellagio酒店 3600 Las Vegas Blvd S， Las Vegas， NV
开放时间： 周三-周日19:30、22:00各一场，周一、二无演出。
售票时间：周三-周日10:00-22:30，周一和周二10:00-18:00。
电话：702-693-8866
网上订票：www.bellagio.com
票价：98.5美元(视线受遮挡，只在售票处和电话订票中心出售)、
109美元、130美元、155美元。

★ Le Reve梦秀
Le Reve是法语中是“梦”的意思，这部和“O”秀出自同一导演的
大作，是今年来的后起之秀，广受观众好评。整个秀以人的梦境为背
景，略带神话和虚幻的色彩，将人一生的经历以梦境的形式表现出
来。和“O”秀相同，剧中演出中包括了杂技、体操、跳水和戏剧，
并融合大量光影变化，其舞台是一个大的圆形蓄水池，所有表演在之
中完成，独具特色。

地址：Wynn酒店 3131 Las Vegas Blvd，Las Vegas，NV
开放时间：周五-周二每晚19:00、21:30各一场，周三、周四没有
演出。
网上订票：www.wynnlasvegas.com
票价：105美元、129美元、155美元、195美元。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 Jubilee Show 法国红磨坊上空秀 见地图A标识 
Jubilee show已有25年的历史，近百位清一色的模特身材的世界美
女在90分钟的演出中让您目不暇接，高档的享受，视觉的刺激，被
评为拉斯维加斯必需观赏的表演。多达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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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众化的秀。

地址：Bally's酒店 3645 S Las Vegas Blvd，Las Vegas，NV
开放时间：21:30、22:30各一场，周五无演出。
网上订票：www.ballyslasvegas.com
票价：57.5美元、77.5美元、97.5美元、117.5美元。

★ Blue Man Group 蓝人 见地图A标识 
如果你只有一晚的时间，请毫不犹豫的选择Blue Man吧！最经典的
拉斯维加斯SHOW之一，三位演员戴着蓝色的头套，身着黑衣，以
pvc的管道做为打击乐器，将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带给观众前所
未有的感官体验。值得注意的是Blue Man的表演地已经从威尼斯人
酒店迁出换做Monte Carlo Hotel。

地址：377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
开放时间：19:00、22:00。
网上订票：www.montecarlo.com
票价：64.9美元、115.50美元、139.7美元、236.5美元。

★ Tips：用Lasvegas.com订票
www.Lasvegas.com有着全赌城最全的娱乐信息，所有酒店的
SHOW用这个网站都可以预定，而且网站会放出很多优惠，花同样
价钱也许就可比当场买票拿到更好的座位，不用再到酒店官网查找。

★ 博彩
虽然现今来拉斯维加斯的游客之中，大多的目的以购物和美食为主，
真正的为博彩专程而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这里毕竟是世界上博彩
业最发达的地方，不亲自体验一下博彩所带来的刺激感怎么能行呢？
大多数游客一般只是尝试一下老虎机，操作简单，赢输全凭运气。但
如果可以上桌体验一下各种博彩游戏，则更加有趣刺激。如果你是新
手，庄家大多会热情地讲解规则。但是在牌桌上千万要适可而止。

★ Tips：牌桌上的自制力
为防止上桌自制力不够，可以事先给自己一个定额，输光之后绝不追加。

21点  Black Jack
21点是最简单普及的博彩游戏，非常适合新手上桌体验。庄家和玩
家同时拿牌，21点内拥有最高点数的玩家获胜，超过21点的玩家称
为爆牌。2点至10点的牌以牌面的点数计算，J、Q、K 每张为10
点。A可记为1点或为11点，若玩家会因A而爆牌则A可算为1点。两
张牌点数相加为21点称为“Black Jack”并自动取胜，赢得下注金
额的1.5倍。以下为21点常用术语：

HIT：继续发牌——用食指和中指轻敲桌面。
STAND：停止发牌——手掌保持水平方向，摆手。
SPLIT：分牌——玩家再下一注与原赌注相等的赌金，并将前两张牌
分为两副单独的牌。这两张牌的点数必须相同。　　
DOUBLE：双倍下注——玩家在拿到前两张牌之后，可以再下一注
与原赌注相等的赌金，然后只可再拿一张牌，一般在拿到10点或11
点后可以选择Double。

作者推荐

http://www.mgmgrand.com
http://www.mgmgr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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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9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INSURANCE：保险——如果庄家牌面朝上的牌是A，玩家可
       以买保险，也就是相当于原下下注额一半的额外赌金。如果玩
家确信庄家下一张是10点牌，则可以买保险，输的话只赔一半。

德州扑克 Texas Poker
德州扑克是一种玩家对玩家的牌类游戏，技巧性更强，比较适合中级
玩家。台面上少则2人，多则可以容纳22人，而一般是由2到10人参
加。共有52张牌，去掉大小王。每个玩家分两张牌作为“底牌”，
五张由庄家陆续朝上发出的公共牌。在牌局开始的时候，每个玩家都
会发得两张面朝下的底牌。在经过所有的押注圈以后，若仍不能分出
胜负，游戏则会进入摊牌阶段，所剩的玩家亮出各自的底牌后，持大
牌者获胜。

★ Tips：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低下注金额
上桌玩21点或是德州扑克前，都要看好每个赌台的最低下注金额，
比如高档酒店Casino，21点最低金额一般在25美金左右，中低档酒
店赌城有10美元的赌台，另外白天都比晚上最低下注金额低5-10美
元左右。

★ 结婚 见地图A标识 
是的，你没有听错，结婚！每年都有数十万对新人在此结为夫妇，起
初只是因为拉斯维加斯的婚姻登记处(Marriage Bureau)手续非常简
单，当天就可拿到证书，大家图个方便，但后来则慢慢演变成一种文
化和潮流。位于Clark街上的结婚登记处，可是比很多Casino都来得
热闹！

地址：201 Clark Ave，Las Vegas，NV
开放时间：每天8:00-24:00。
证书费：60美元，刷卡另加5美元。

★ 高塔游乐园 Stratosphere Tower 见地图A标识 
位于拉斯维加斯最北端的高塔酒店，又叫同温层酒店，是拉斯维加斯
最高的建筑物，也是俯瞰整个拉斯维加斯夜景的好去处，但这里更为
著名的就是高塔上的游乐设施，建于高塔最顶层的游乐场有这全世界
最刺激的高飞机(Skyjump)，塔顶的过山车也曾入选是全球十大惊险
过山车之一。

地址：20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开放时间：周日-周四10:00-凌晨1:00，周五-周六10:00-凌晨
2:00。
电话：702-380-7777
门票：登台门票成人18美元，儿童10美元，高飞机109美元/人，过
山车15美元/人。
www.stratospherehotel.com

★ 老城区灯光秀 见地图A标识 
Fremont Street Experience
大多数游客把重点放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而没有时间到老城区
(Downtown)走走看，这家位于主街和拉斯维加斯大道的商场包括四
条步行街，其顶部精彩绝伦的天幕灯光秀绝对是另人难以忘怀的。

地址：Fremont St，Las Vegas，NV
开放时间：每晚19:00-次日1:00，每小时一场。
门票：免费。

www.vegasexperience.com
★ 直升机游赌城 Las Vegas City Light
乘坐直升机俯瞰整个拉斯维加斯，美轮美奂，令人眩晕的夜景绝对是
最难忘的回忆，带好相机，在高空感受罪恶之城的繁华吧。

地址：Las Vegas Strip，预定后酒店接送。
票价：104美元。
飞行时间：12-15分钟。
www.lasvegas.com/mytrip

★ Circus Circus 看马戏 见地图A标识 
Circus Circus酒店的马戏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马戏，不同与太阳马
戏团的歌舞秀，而是以动物、杂技、魔术等传统马戏表演项目为主，
非常适合亲子游。

地址：288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开放时间：11:00开始。
门票：免费。
www.circuscircus.com

★ 夜生活
除了看秀和博彩，不夜城的夜生活怎能错过。美国法定饮酒年龄是
21岁，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都会在这一晚彻夜狂欢并喝个酩酊大
醉，而拉斯维加斯就是最好的目的地，Strip随处可见衣着光鲜的俊
男靓女，夜店人声鼎沸。毫无疑问，在美国没有另一座城市可以更好
的感受美国人热情奔放的夜生活了。

TAO
位于威尼斯人酒店内亚洲主题夜店TAO，是近几年来名气最大也最
受欢迎的夜店，客人也多为美国的亚裔，有各种风格的舞蹈表演，穿
着清凉的领舞在舞台上表演，DJ炒热现场气氛的手段一流，如有只
有一晚感受赌城的夜生活，必选此地。

地址：3355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夜店营业时间：周四、五、六22:00-凌晨5:00。
服务费：20-30美元。
电话：702-388-8588
www.taolasvegas.com

Pure
拉斯维加斯最奢侈的一家夜总会，位于凯撒宫酒店内，正如它的名
字“纯”一般，在这里可以感受罪恶之城极尽奢华的一面 。

地址：Caesars Place，357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营业时间：周四-周日、周二22:00-凌晨。
服务费：20美元。
电话：702-731-7973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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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说起拉斯维加斯的美食，脑子便会立刻浮现出应有尽有，包罗万象
的海鲜自助大餐，这好像成了拉斯维加斯美食的象征。但如果只是
来吃几顿自助餐，那可就大大的失误了，因为在这里你同样可以品
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像一些中国餐厅，其口味简直可以和国内
的一流餐厅媲美。

The Buffet at Bellgio
是拉斯维加斯最出名的Buffet！各色美食取之不尽，每天中餐和晚
餐时段都人满为患，不早点去的话可是要等好一阵子。
地址：Bellgio，3600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人均消费：早餐16.99，午餐19.99美元，晚餐29.99美元。
电话：702-693-7111

★ Tips：Bellgio 中更好的选择
Bellgio的自助餐其实已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了，但因为名气过
大，还是有很多游客前来，其实如果愿意多花20美元左右，正对面
(穿过Casino)的餐厅中的自助餐则要精致很多，更重要的是就在人
造湖边，可以边用餐边欣赏喷泉。

The Buffet at Wynn
“The Best Buffet in Las Vegas”的名号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
美国旅游协会最新投票选出的，整个餐厅和Wynn酒店一样给人一种
奢华高雅的感觉，无需预约。
地址：3131 Las Vegas Blvd，Las Vegas，NV
营业时间：早午餐8:00-15:00，晚餐15:00-22:00。
人均消费：35-45美元。
电话：888-320-7110

Bally's Steakhouse 见地图A标识 
在彻夜狂欢后第二天难免要补个觉，这里有赌城最好的早午餐，再
适合不过了，牛排、海鲜和各种寿司等美味供你随意挑选。
地址：Bally's 3645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人均消费：50美元。
电话：702-967-7999

Todai 见地图A标识 
亚洲主题的自助餐，有中、韩、日、泰各种亚洲美食，其中现场制
作的铁扳烧更是一大卖点。
地址：Miracle Mile Shops，3663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营业时间：周日-周四11:30-凌晨2:30，17:30-21:30，周五、周
六晚餐时段延长至22:00。
人均消费：午餐20美元，晚餐30美元。
电话：702-892-0021

埃菲尔铁塔餐厅 Eiffel Tower Restaurant
位于巴黎饭店埃菲尔铁塔十一层，能俯瞰STRIP及欣赏对面美丽湖
饭店傍晚壮丽的音乐喷泉表演，虽然很多人说这里的菜很一般，但
独一无二的VIEW绝对值得推荐。
地址：3655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人均消费：午餐30美元，晚餐40美元。
电话：702-698-6937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Joel Robuchon
米其林三星餐厅，餐厅位于MGM酒店内，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米其林
主厨的Joel Robuchon旗下的餐厅，奢华精致的法式餐厅，所有在
这儿预订用餐的客人，餐厅都会派加长林肯免费接送。
地址：3799 Las Vegas Blvd S，Las Vegas，NV
营业时间：周五、六17:30-22:30，周四-周日17:30-22:00。
人均消费：120美元。
电话：702-891-7025

★ Tips：预订餐厅
位于酒店内的米其林餐厅，通过酒店官网即可预定。

Hot & Juice Crawfish 美式麻辣小龙虾
很受欢迎的美式海鲜餐厅，风格有点像Red Lobster，两家餐厅都
位于中国城内，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地址：4810 Spring Mountain Rd，Las Vegas，NV; 
         3863 Spring Mountain Rd，Las Vegas， NV
营业时间：周一-周四，周日12:00-22:00，周五、六12:00-23:00
人均消费：40美元。
电话：702-891-8899，702-750-2428

Booming Spot 旺点小火锅
位于中国城内，Las Vegas第一家小火锅，对于在旅行中厌倦西式
餐点的朋友一顿正宗的中式火锅是怎么样的诱惑？每个锅底汤料都
是精心配制而成，吃好、吃饱、服务好是他们的宗旨。
地址：3466 S Decatur Blvd. St E Las Vegas，NV
营业时间：11:00-12:30。
人均消费：20美元。
电话：702-294-0008

★ Tips：活用Yelp.com，美国的大众点评网
拉斯维加斯的餐馆数以千计，选择一家就像是大海捞针，建议下载
一个Yelp的手机APP或登录Yelp.com，参考其他游客的评论，可以
轻易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餐厅。

作者推荐

住宿 
拉斯维加斯也许是世界上酒店房间最多的城市了，从经济型酒店到
超五星的豪华宾馆，每个档次都有多种选择，美国法定假日和中国
春节酒店价格都会上浮。在预定上应把握在Strip上这个大原则，比
住在老城区方便和安全许多。经济型酒店价位40-60美元，中档酒
店价位70-160美元，高档酒店160美元起。

★ 推荐住宿
全部都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上。
经济
Bill's Gamblin'Hall & Saloon 百利酒店 www.billslasvegas.com
Flamingo 火烈鸟酒店 www.flamingolasvegas.com
Circus Circus 马戏团酒店 www.circuscircus.com

中档
Luxor 卢克索酒店 www.luxor.com
Paris-Las Vegas 巴黎酒店 www.parislasvegas.com
Mandalay Bay 曼德雷海湾度假酒店 www.mandalaybay.com

http://www.yelp.com
http://www.yelp.com
http://www.yelp.com
http://www.yelp.com
http://www.billslasvegas.com
http://www.billslasvegas.com
http://www.flamingolasvegas.com
http://www.flamingolasvegas.com
http://www.circuscircus.com
http://www.circuscircus.com
http://www.luxor.com
http://www.luxor.com
http://www.parislasvegas.com
http://www.parislasvegas.com
http://www.mandalaybay.com
http://www.mandalaybay.com


P 11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购物 
★ Fashion Show Mall 见地图A标识 
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最大，品牌最齐全的购物广场，很多大牌不定期
有促销活动。但整体东西并不比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便宜多少。

地址：3200 Las Vegas Blvd S，NV
到达方式：步行，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上，Wynn酒店对面。
公共交通：双层巴士Deuce，在Fashion Show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21:00，周日11:00-19:00。
 www.thefashionshow.com

★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 见地图A标识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购物中心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这
里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大品牌，价格更是比国内低廉的多，来
这里花上一整天或更多的游客比比皆是，在拉斯维加斯购物，只去
这么一家店就足够了，绝对实惠的购物体验。

地址：875 South Grand Central Parkway Las Vegas，NV
自驾：距离拉斯维加斯大道2英里左右，沿I-15向南约10分钟车程。
公共交通：在拉斯维加斯上乘双层巴士Deuce，在George 
Crockett下车再往南步行15分钟。
出租车：从拉斯维加斯大道出发约20美元。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10:00-21:00， 周日10:00-20:00。
www.premiumoutlets.com

安全
急救电话：911
匪警：911
火警：911

★ 治安
拉斯维加斯的治安不错，主要旅游区拉斯维加斯大道很安全，即使
凌晨行走在街上也没问题，但老城区路段就显得比较破旧，人也少
很多。入夜后，尽量避免晚上在市区东面的Fremont St一带游荡。

         高档
            Bellagio 美丽湖大酒店  www.bellagio.com

Venetian 威尼斯人酒店  www.venetian.com
Wynn Las Vegas 温尼拉斯维加斯酒店 www.wynnlasvegas.com

★ Tips：酒店预定问题
先利用www.priceline.com，www.booking.com等第三方网站查
找对比价钱，选定酒店后上酒店官网预定，一般就可以订到最低价
钱，有时候酒店官网还会有一些优惠活动。www.vegas.com上的信
息很全，用来预定酒店购买表演门票等也不错，经常会有一些打包
的优惠活动。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洛杉矶中国领事馆 
地址：443 Shatto Place，Los Angeles，CA 90020 
工作时间：证件组每周一-星期五9:00-14:00，连续办公；其他组每
周一-周五9:00-12:00，1:30-17:00。
电话：213-807-8088
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Desert Spring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地址：2075 East Flamingo Road，Las Vegas，NV
电话：702-733-8800

Mountainview Hospital
地址：3100 North Tenaya Way，Las Vegas，NV
电话：702 255-5000

Southern Hills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
地址：9300 West Sunset Road，Las Vegas，NV
电话：702 880-2100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特别感谢： elcy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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