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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新加坡居民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土生华人和欧亚人所组
成。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四种官方语言，几乎所有的
新加坡人都会说至少两种语言。

新加坡人日常都会讲英文，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是新加坡人的
身份标记，它混合了英语、马来语、华语及印度语的词汇。最简单
的例子就是新加坡人喜欢在英文句子后面加“lah”、“loh”等语
助词。新加坡华人都会讲普通话，如果看到对方长着张中国人的
脸，可以大胆用中文交谈，在新加坡不会讲英文没有任何问题。

新加坡的路标、地标都十分清楚，每个路口都有路名。大部分标示
都是英文的，只有在市中心和大部分景点才会用中文标注路名。所
以在游览新加坡的时候，记得要带一张中英对照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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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新加坡天气炎热而潮湿，白天的平均温度为32ºC，而晚上气温会

降至24ºC左右，11月到2月是雨季。

★ 新加坡除了Food Court(食阁)和Hawker Centre(熟食中心)，其
他大部分餐厅酒楼都会收10%服务费和7%消费税。

★ 新加坡的小店铺一般都可以尝试还价，可是几乎都不接受退货。

★ 新加坡有13%的马来人，他们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在马来餐
厅，餐馆或者回教堂时，请尊重伊斯兰教的习俗，如果跟马来人同
桌吃饭，尽量不要在他们面前吃猪肉。

★ 在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几乎所有的Food Court(食阁)和
Hawker Centre(熟食中心)中的华人摊位都会关门过节。

★ 新加坡是个赤道国家，烈日下十分炎热，并且紫外线指数很高，出
门时要注意防晒和及时补充水份。而在雨季时，则要每天带好雨伞。

★ 新加坡很小，很多地图上看上去很远的距离，其实步行很快就到
了，所以在看新加坡地图时，要特别留意上面的比例尺。

★ 在拦计程车时，要先观察一下周围是否有计程车站，绝大部分的
旅游景点、商场都有自己的计程车站。在新加坡，如果周围有计程
车站，特别在市中心，计程车司机就不会沿路停靠。

★ 新加坡大部分的店铺都在11点以后才开门，晚上10点关门。

★ 新加坡的车辆行车方向和驾驶座位置与中国相反，在左边。过马
路时，若看到斑马线，行人可以随时通过，而车辆则会停下来让行人
先行，但是在没有斑马线路口，行人需要按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

★ 新币的最大面值是10000，而在新加坡一般流通使用的最大币值
是50新币(100新币也十分少见)，所以在兑换时，尽量要求换50面
值的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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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

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总面积仅有71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
家之一。尽管面积不大，新加坡却凭其自由贸易经济，高效劳动力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交通网
络非常发达，前往每个景点都非常方便。城中的博物馆，景点古
迹，购物中心和美食距离都非常近，如果你不怕热带的太阳的话，
大部分地方都可以步行到达。

新加坡是个非常适宜居住的城市。干净的街道，清新的空气，诱人
的美食，精彩的夜生活，她值得你停下匆忙的脚步，花上3天时间，
漫无目的游荡在这花园城市，好好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热带生活。

当地人的生活
新加坡人跟所有大城市的人们一样，对陌生游客不太热情，但是大部
分新加坡人为人朴实单纯，对人没有心计，而游客应该尊重当地法
规，不要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抽烟。如果要向当地人问路，不要抱
太大的期望，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的方向感都不太好，特别当你问中
文路名时。所以尽量在问路的时候，使用英文地名或者路名。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7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7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15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15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38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38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4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4


P 2



P 3



P 4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圣陶沙 Sentosa
★ 圣淘沙 见地图A标识 
圣淘沙是有个全方位玩乐休闲的度假胜地，如果时间允许，圣陶沙
值得你花上一天时间，慢慢看慢慢玩，充分享受热带的岛屿所独有
的魅力。岛上共有30多个景点，值得一去的主要景点在下文列出。

圣淘沙捷运(Sentosa Express)：地铁紫线，港湾站(HarbourFront)，
Vivo City Shopping Mall三楼。
圣淘沙栈道(Sen t o s a B r oadwa l k )：地铁紫线，港湾站
(HarbourFront)，步行至Vivo City Shopping Mall一层，Sentosa 
Broadway。Sentosa Broadwalk接受易通卡支付，门票1新币。
缆车(Singapore Cable Car Station)：地铁紫线，港湾站
(HarbourFront)，HarbourFront Tower Two。
缆车到英比奥山顶景区(Imbiah Lookout)：8:30-22:00。单程成人
24新币，小孩(3-12岁)14新币；往返成人26新币，小孩15新币。
开放时间：24小时。
门票：圣淘沙捷运3.5新元(小孩3岁以上与成人票价相同)；圣淘沙
栈道1新元。
电话：(65)1800-736-8672
www.sentosa.com.sg

★ 圣淘沙名胜世界 

Resorts World Sentosa 见地图A标识   
圣淘沙名胜世界是一座热带式超大型度假中心，拥有6间有六家风格
迥异的酒店、购物街、赌场，环球影城(Universa l Stud io 
Singapore)也坐落于此。

★ 西罗索海滩 Siloso Beach
除了沙滩运动，酒吧，人造滑浪区，还能去亚洲大陆的最南端走一走。

★ 英比奥山顶景区 Imbiah Lookout  
这里有多达10个景点和游览点，可以去新加坡万象馆(Images of 
Singapore)了解新加坡的文化历史，或者坐在山顶的咖啡馆里俯瞰
新加坡的海港。

★ 海底世界和海豚表演 
Underwater World Singapore and Dolphin Lagoon  
是适合全家一起游玩的景点，可以跟海洋生物亲密接触，如与鲨鱼一
起潜水(Dive with The Sharks，每人120新币)，或与海豚一起游泳
(Swim with the Dolohins，每人170新币)。
开放时间：10:00-19:00
门票：票价含海豚表演，成人25.9新币，小孩(3-12岁)17.6新币。

★ 鱼尾狮 The Merlion  
作为新加坡的标志，鱼尾狮是圣陶沙上最著名的景点，你可以攀上
37米高的鱼尾狮顶，观赏圣陶沙和新加坡南部口岸的全景。
开放时间：10:00-22:00
门票：成人8新币，小孩(3-12岁)5新币。

★ 海之颂 Songs of the Sea
傍晚户外的激光喷泉表演。
开放时间：每天19:40和20:40两场。
门票：普通座10新币，前排15新币。

景点-滨海湾和政府大厦地区
滨海湾和政府大厦 见地图B标识  是新加坡的城市核心地区，同时
也是新加坡的金融、文化、艺术中心。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前卫建
筑，也有英国殖民时期的古老大楼，而入夜后的滨海湾在灯光的装
饰下会让你领略到新加坡的美丽与繁华。区域内的重要游览景点及
建筑在下文列出。

到达方式: 地铁绿线/红线，政府大厦站(City Hall)；地铁黄线，滨海
艺术中心站(Esplanade)或者宝门廊站(Promenade)。
www.marina-bay.sg

★ 莱佛士酒店 Raffles Hotel 见地图B标识  
被誉为新加坡殖民史的缩影，是6星级酒店，于1887年12月1日正
式开业。莱佛士酒店拥有当时新加坡首个公共走廊，酒店的Long 
Bar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新加坡司令鸡尾酒出产地。
地址：1 Beach Road Singapore 189673

★ 圣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s Cathedral 见地图B标识   
圣安德烈教堂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圣公会教堂，于1857年建成，具
有浓厚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
地址：11 St Andrew's Rd Singapore 178959

★ 旧国会大厦/艺术之家 Old Parliament House / The Arts 

House 见地图B标识 
这座四面环绕着白色围栏的宏伟建筑是维多利亚风格，建于1827
年，原为法院大厦，1999年后改成综合艺术中心。
地址：1 Old Parliament Lane Singapore 179429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20:00，周六11:00-20:00，周日闭馆。

★ 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会 

Victoria Theatre and Concert Hall 见地图B标识  
建于1919年，二战时期是一个收容战争受伤者的医院。
地址：11 Empress Pl Singapore 179558

★ 富丽敦酒店 Fullerton Hotel  见地图B标识 
建于1928年的富丽敦酒店大楼曾被用作邮政总局、外汇局、商会和
新加坡俱乐部，是名列2010年《康德纳斯旅行者》金榜的世界顶级
酒店。
地址：1 Fullerton Square Singapore 049178

★ 鱼尾狮公园 Merlion Park 见地图B标识  
鱼尾狮是新加坡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象征，也是新加坡的国
家标志性景点。
地址：One Fullerton Singapore 049178
开放时间：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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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滨海艺术中心 Esplanade 见地图B标识  
        建于2002年，外型奇特如榴莲，这里汇集了餐饮、购物等场

所，还有表演艺术等各种时尚体验。
地址：1 Esplanade Drive Singapore 038981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20:00，周六11:00-20:00，周日关闭。

★ 螺旋桥 Helix Bridge
螺旋桥连接浮动舞台与滨海湾金沙酒店，外型犹如DNA的双螺旋
构造。

★ 滨海湾金沙酒店与金沙空中花园 见地图B标识  
Marina Bay Sands Hotel and Sands Sky Park
新加坡最大的酒店，外型是由三座55层高的塔楼托着的“空中花
园”，三座塔楼呈斜26度角。酒店底层拥有大型购物商场、米其林
餐厅和超级赌场，顶楼还有个无边游泳池。另外，每晚20:00、
21:30(周五、六23:00)在艺术科学博物馆外有喷泉激光表演。

地址：10 Bayfront Avenue Singapore 018956
开放时间：空中花园周一-周四9 : 3 0 - 2 2 : 0 0，周五 -周日
9:30-23:00。
空中花园门票：成人20新币，小孩(2-14岁)6新币，老人(65岁以
上)17新币，住店客人免费。

景点-牛车水 Chinatown
★ 牛车水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这里不仅是吃货们的天堂，还汇集了著
名的宗教地标建筑。你可以沿宝塔街(Pagoda Street)、史密斯街
(Smith Street)到麦士威熟食中心(Maxwell Food Centre)步行游
览。晚上，史密斯街(Smith Street)会禁止车辆通行，变成牛车水
美食街(Chinatown Food Street)。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牛车水站(Chinatown)。

★ 牛车水原貌馆 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 见地图B标识   
体验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
地址：48 Pagoda St Singapore 059207
开放时间：9:00-20:00(最晚入场时间19:00)。
门票：成人10新币，小孩(3-12岁)6新币。

★ 马里安曼兴都庙

Sri Mariamman Temple 见地图B标识 
新加坡最古老的印度兴都庙，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827年。这座庙供
奉着马里安曼女神，其治愈疾病的能力被人们所熟知。
地址：244 South Bridge Rd Singapore 058793(位于宝塔街的尽头)。
门票：免费

★ 詹美回教堂 Jamae Mosque 见地图B标识   
建于1826年，是牛车水最早的清真寺之一，以奇特的建筑风格闻名。
地址：218 South Bridge Rd Singapore 058767 (马里安曼兴都
庙的左边)。
门票：免费

★ 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 见地图B标识  
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 Museum 
寺中供奉着佛教的圣物——佛牙舍利。
开放时间: 观看佛牙9:00-18:00；佛教文化博物馆与文物馆
8:00-18:00；著名僧伽纪念馆7:00-19:00。
地址：288 South Bridge Rd Singapore 058840 (马里安曼兴都
庙的右边)。
门票：免费

景点-其他
★ 夜间动物园 Night Safari 见地图A标识   
世界上少有的夜间动物园。可以乘坐小火车游览，整个车程大约45
分钟，有英语解说；也可以步行游览。每晚19:30、20:30、21:30
及周五周六或公共节日前夜的22:30都有精彩的动物表演。

地址：80 Mandai Lake Road Singapore729826
到达方式：往返免费接驳巴士，从市中心、圣陶沙和飞禽公园
(Jurong Bird Park)出发(具体时间表请参见官方网站)。
开放时间：19:30-24:00。
门票：票价包含小火车，成人32新币，小孩(3-12岁)21新币。
电话：(65)6269 3411
www.nightsafari.com.sg

★ 小印度 Little India 见地图B标识 
在新加坡也能体验地道的印度文化，小印度的路边、小巷和后街散
布着许多古旧商店，有香料店、餐厅、背包旅馆、艺廊、纱丽店以
及贩卖宝莱坞音像制品的音像店。拉玛卡里雅曼兴都庙(Sr 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也是小印度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
这座兴都庙专门供奉卡里(Kali)女神。来到小印度一定要体验一下印
度纹身(Henna)，你可以随意找个小店，让店员用Henna树做成的
颜料在身上纹上具有印度特色的花纹，可以保留一个星期。

小印度的主要街道为实笼岗路(Serangoon Road)及其路内的小
巷，如甘贝尔巷(Campbell Lane)、南洛街(Dunlop Street)和欣登
路(Hindoo Road)。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小印度站(Little India)。
开放时间: 最好是晚上去，但是要注意避开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因为
那两天是当地的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男人聚集的时间。

★ 克拉码头 Clarke Quay 见地图B标识    
位于新加坡河沿岸，是餐厅、酒吧和舞厅聚集区，也是体验新加坡
夜生活的最佳地点，喜欢喝一杯的同学们一定要去走一圈。如果你
的心脏够强，还可以尝试一下入口处的两个G-MAX Reverse 
Bungee(逆转蹦极跳)。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克拉码头站(Clarke Quay)。
逆转蹦极跳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四14:00-次日1:00，周五14：00-
次日3:00，周六13:00-次日3:00；周日13:00-次日1:00。
门票：G-MAX逆转蹦极跳45新币，MAX组合(G-MAX和G-5)60
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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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线
★ 新加坡三日游
第1天：户外活动日
圣陶沙-小印度/克拉码头
用一天的时间在圣陶沙体验这座世界顶级度假村，玩遍环球影城，
去赌场试试运气，下午在罗索海滩感受一下热带海滩的气息，然后
参观海底世界、鱼尾狮，漫步圣陶沙来一次小小丛林探险，在离开
之前欣赏一出“海之颂”的演出。晚上可以选择去小印度感受一下
地道的印度文化或者去克拉码头享受新加坡精彩的夜生活。

第2天：美食+购物+夜间动物园
牛车水-乌节路-夜间动物园
在牛车水来一份新加坡人传统的早餐，接着步行感受一下当地华人
的文化，参观三个种族所信仰的不同宗教的寺庙：马里安曼兴都
庙、詹美回教堂和佛牙寺，中午去著名的麦士威美食中心享受一顿
属于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美食。然后坐地铁来到闻名亚洲的购物天堂
乌节路，体验购物的乐趣，或是找个街边的咖啡店，近距离观察这
个时尚之都。晚上，从乌节路直接坐免费巴士到夜间动物园，亲近
野生动物。

第3天：文化之旅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市政大厦-滨海湾-新加坡摩天轮
最后一天好好逛一下新加坡市中心吧。喜欢博物馆可以去参观新加坡国
家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接着步行前往莱佛士酒店、圣安德烈教堂、旧
国会大厦、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会、富丽敦酒店，走过白色的大桥就可
以到达滨海湾，游览鱼尾狮公园、滨海艺术中心，最后穿过螺旋桥走进
滨海湾金沙酒店与金沙空中花园。晚上，乘坐新加坡摩天轮欣赏最美丽
的夜景。最后回到金沙观看喷泉激光表演，结束完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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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B标识 

新加坡设有专门的旅游热线，新加坡旅游局还设立了5个游客中心，

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旅游热线

1800 736 2000(新加坡免费电话)
(65)6736 2000(海外拨打)

服务时间：周一-周五9:00-18:00(公共假期除外)

游客中心 Singapore Visitors Centre

机场游客中心

提供游客咨询、酒店预订等服务。

地址：樟宜机场第一、二、三航站楼入境厅内(Changi Terminal 

1，2 and 3 Arrival Hall)。

开放时间：6:00-24:00。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樟宜机场站(Changi Airport)。

乌节路游客中心

提供游客咨询、酒店预订、旅游团预订等服务，也出售景点门票，

还可以上网。

地址：经禧路与乌节路交汇处(Junction of Cairnhill Road and 

Orchard Road)，大华银行，UOB旁。

开放时间：9:30-22:30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索美塞站(Somerset)。

ION Orchard商场游客中心

地址：ION Orchard商场一层门房服务处(ION Orchard Level 1 

Concierge)
开放时间：10:00-22:00。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乌节站(Orchard)。

TicketCube

提供综合票务服务，将新加坡所有艺术与娱乐活动一网打尽，可随

时了解最新的活动与演出，并且能现场购票。

地址：位于乌节路中心地段，在威士马广场与义安城之间。

营业时间：周日-周四10:30-21:00，周五、周六及公共假日

10:30-21:30。

★ 电话

新加坡的国际区号是65，三大运营商Singtel(新电信)、StarHub(星

和)和M1都有各自的SIM卡(包括黑莓手机)出售，SIM卡一般都是

3G，自带一定的上网流量，免费短消息和通话时间(不同的公司有不

同优惠项目，游客可以仔细询问售卖者或者阅读说明)，在机场或者
路边的便利店都可以买到(购买时需要护照注册)。

星和SIM卡 

每张15新币，里面含有18块话费。打长途到中国或其他地方，只要

在号码前加018，就只收取本地通话费；还有30MB的3G流量，可

以根据需要增加流量，详情可查看官网。

www.starhub.com/visitsg

★ 网络
除了一些饭店或咖啡厅，新加坡的公共场合一般都没有免费无线网
络，绝大部分酒店的无线网络也是收费的。

如果购买了新加坡当地手机号码，可以上网开通wireless@sg的账号
(任选以下任何一个运营商)，在许多商场和公共区域就能免费上网了。
在樟宜机场，游客可以去服务台索取4小时的免费wireless@sg临时账
号。
login.icellwireless.net/regterms.html
myad1.singnet.com.sg/wireless@sg_signup
onlineapplication.jsp?apptype=was&id=
wsg.m1net.com.sg/wTerms.aspx

★ 货币帮助
兑换

新加坡使用的货币为新加坡元(货币符号S$)，对人民币基本维持在

1:5的汇率。在新加坡樟宜机场，市内的“Money Exchange”商

铺都可以兑换货币。“Money Exchange”的汇率一般比机场和国

内都要高些，而且可以还价，所以一定要货比三家。

珍珠大厦 People's Park Centre 见地图B标识 

是“Money Exchange”的聚集地，位于牛车水地铁站D出口。

地址：101 Upper Cross St Singapore 058357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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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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热带国家，只有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雨季为每
年11月-次年2月，在这段时间，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天气凉
爽，日平均气温在28℃左右。而在旱季，新加坡会非常炎热。

新加坡全年都非常适合旅游。喜欢购物的同学们可以选择年中6月来
新加坡，那是新加坡大热卖的日子，整个新加坡的商场都在打折。
而害怕太阳、讨厌流汗的同学们则可以在圣诞节时游览新加坡，体
验一下热带圣诞节的感觉，同时又不会错过打折的季节，只是出门
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伞哦。

★ 节日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一年之中新加坡人会庆祝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的节日。

农历新年 农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
每逢华人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其
中的重头戏是妆艺大游行，在这个类似于大型狂欢节的街头游行
中，可以观赏到花团锦簇的花车，以及吞火表演等惊险刺激的活
动，还有魔术和火辣的舞蹈。

         刷卡/银联

         在新加坡，绝大部分的大商场都接受银联信用卡，也可以选

择使用其他主流信用卡，如维萨卡、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等进行消

费。不过为了避免汇率损失，建议尽量带上足够的现金，直接用新

币消费。

游客也可以使用自动取款机(ATM)用信用卡或者借记卡直接提取新

币，新加坡ATM接受包括银联、维萨卡、万事达卡和美国运通等绝

大多数主流信用卡。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新加坡邮局(Singapore Post)内的明
信片售价在1-2新币之间。一般航空平
信寄回中国需要6-8个工作日，每张邮
资0.65新币。

乌节路邮局 ION Orchard
地址：2 Orchard Turn #B2 -62 ION Orchard Singapore 238801
营业时间：11:00-21:00

樟宜机场邮局
第二航站楼出境大厅 #026-39
营业时间：8:00-21:30

第一、二和三航站楼转机大厅
营业时间：6:00-22:30

第三航站楼转机大厅
营业时间：6:00-24:00

卫塞节 Vesak Day 农历四月十五
佛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和圆寂的节日。
在卫塞节期间，大多数佛像都要重新装饰一番，信徒会前往莲山双
林寺(Lian Shan Shuang Lin Temple)和佛牙寺龙花院(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打坐、冥想和庆祝。庆祝活动的压轴大戏是
在街道上进行的烛光游行。

中元节 每年8月
在此期间，新加坡的华人都会拜祭亡魂。根据传统道教说法，多数
华人都相信“鬼门关”会在这个月份打开，让放出来的孤魂野鬼到
人间闲逛。华人信奉以歌舞形式款待亡魂，因此这时候，在空旷处
会到各式各样临时搭起的帐篷，一到入夜时分，人们就以活泼布袋
戏、现场劲歌热舞等歌台表演来酬神祭鬼。

开斋节 Hari Raya Puasa 2012年8月19日
伊斯兰教节日，经过了斋月30天从黎明到黄昏的斋戒后，穆斯林们
将热烈庆祝开斋节的头三天。游客可以前往芽笼士乃的马来文化村
(Malay Village in Geylang Serai)，或到昔日马来皇族居住的甘榜
格南(Kampong Glam)去感受开斋节的气氛，那里除了耀眼的街头
灯饰与传统装饰外，街头摊档也会从下午一直营业至深夜，售卖各
类传统美食、服装、布织品与手工艺品，包括全手工缝制的传统马
来服装马来套装和手编精致坐垫，还有物美价廉的波斯地毯和漂亮
插花摆设。

哈芝节 Hari Raya Haji 2012年10月26日
哈芝节为期三天，又称宰牲节，是全球伊斯兰教徒普天同庆的大节
日。根据回历希吉拉(Hijrah)，哈芝节从朝圣月(DhuI Hijja)的第10
日、斋戒月后的第70天正式开始，虔诚的穆斯林将此吉日称为“哈
吉”，即一年一度麦加朝圣之旅的结束。在新加坡男性回教徒都会
一早就自发前往回教堂进行早祈祷，并对所宣读的经文进行自省训
诫。当仪式结束后，他们会宰杀牛羊，献祭给真主。然后屠宰后的
牛羊肉就会被分装包好，分发给回教社群家庭，尤其是较为贫困弱
势者，以示分享。如果正好在哈芝节前后到访新加坡，不妨到芽笼
士乃及甘榜格南的佳节市集去凑凑热闹。

屠妖节 Deepavali 2012年11月13日
Deepavali意指“万灯”，是印度教教徒最为看重的节日，相当于新
年。屠妖节是印度教教徒庆祝正义击败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日
子。在迎来屠妖节之前，小印度的大街小巷都会张灯结彩，竖立起
艳丽闪亮的弧形拱门，还有各类文化活动，如印度文物及工艺品，
街头游行，跨年音乐会等等。

圣诞节 12月24日-12月25日
在这个热带小岛上，圣诞节节庆活动可历时长达一个月，整个城市
的各大角落都会披上圣诞装饰。届时，大商场纷纷打折促销，各路
街头卖艺人集中在乌节路上为路人表演，节目有高空跳跃和挑战重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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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交通
新加坡是个三面环海的小岛，所以从海陆空进出都十分方便。

★ 机场 见地图标识 

✈ 樟宜机场 Changi Airport，SIN

樟宜机场共有三个主航站楼和一个廉价航空航站楼。三个主航站楼
之间由小火车和免费接驳巴士连接，廉价航站楼主要用于迎接廉价

航空的旅客，但是它会在2012年9月关闭，并建造新的航站楼。樟

宜机场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舒适的机场之一。

地铁：地铁绿线。地铁站位于2号和3号航站楼的地下室，可通过扶

手或直达电梯从出入境大厅到达，单程票价不到3新币(包含1新币的

押金，可退还)，到市中心的时间约为 27 分钟。

机场巴士：可把游客送到新加坡市区大多数酒店。有意预定机场巴

士服务需要联系位于入境大厅的接驳交通柜台。票价成人每位9新
币，儿童(12岁以下)每位6新币；预定电话 (65)62413818。

巴士：36号公共巴士路线可通往市区。运营时间为6:00-24:00。单

程票价不超过2新币，时间约为1小时。巴士站点位于1号、2号和3

号航站楼地下室的巴士停车场。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出租车：每个航站楼的入口处都有出租车停靠点。前往市区的费用

在18-38新币之间，大约需要30分钟。除了打表计价，所有从机场

出发的行程还需支付额外费用：5元机场费用(17:00-24:00)，3元

机场费用(其他时间)；午夜需加收乘车总费用的50% (24:00-次日

6:00)，早晚时段加收乘车费的25%(6:00-9:30，18:00-24:00)；
如果通过公路自动收费闸口(ERP)，还需加付过路费。

★ 火车 见地图A标识 

Woodland Train Checkpoint(兀兰火车关卡)是新加坡唯一的火车
站，从这里能够坐火车前往马来西亚。KTMB是这条线路的唯一经
营公司，通过他们的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和订购火车票。一般从新加
坡出发的车票都比较贵，如果先从Woodland坐公交车到马来西亚
的Johor Bahru，再换乘火车，票价会便宜一半。(查看火车时刻表)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兀兰站(Woodland)。
网上订票：intranet.ktmb.com.my/e-ticket/login.aspx

★ 长途客车
新加坡没有统一的长途客车站，每个客车运营公司上车的地方都不
一样。新加坡绝大部分的长途客车都是往返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的，可以通过easibook或者Express Bus Travel Guide网站购买
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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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app.itsc.cuhk.edu.hk/e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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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交通 
新加坡市内交通非常发达，乘坐巴士、地铁就可到达大部分热门
景点。

★ 公共交通卡
易通卡 EZ-Link
易通卡是新加坡市内通用的交通卡，卡本身售价5新币，不可退还，
为卡充值后就可以在公交车和地铁上使用，不过出租车除外。易通
卡在地铁站、7-11便利店和邮局都有出售。

★ 地铁
新加坡一共有四条地铁线：东西线，即地铁绿线，
通樟宜机场；南北线，即地铁红线；东北线，即地
铁紫线；环线，即地铁黄线。票价根据乘车路程计
算，在1-3新币之间。首班车大都在5:30前后，末
班车在24:00左右。

★ 公交车
新加坡新捷运公司(SBS Transit)和新加坡地铁(SMRT)是新加坡的
两大巴士运营商，巴士路线遍及全新加坡。巴士只接受易通卡和现
金支付车费，用易通卡支付比较便宜，并且乘坐不同的巴士都可以
累计旅程。

新加坡的巴士都没有报站服务。每个公交站顶部侧面都标有的站
名，而站牌上会显示编号，可以在出发前从Google Map、
gothere.sg或streetdirectory查询车站的名字和编号。如果实在不
放心，可以上车后告诉司机你要在哪个车站下，让他到了通知你一
下，大部分新加坡司机都很友好的。另外，在网站sbstransit或
smrtbuses都可以查找公交出行的路线。

★ 出租车
在新加坡大部分地区的路边都可以拦到出租车，但是路上有双黄线
或锯齿线的地方是不准停车的。在市中心如乌节路都设有出租车站
点。新加坡的出租车跟国内相比要贵很多，一般情况下司机都不会
绕路。出租车起步费在2.8-5新币之间，10公里内每400米0.22新
币，10公里以上每300米0.22新币。乘坐出租车有时还需要支付附
加费，详见前文机场交通的出租车部分。

         ★ 轮渡码头 见地图A标识 

        HarbourFront和Tanah Merah是新加坡两个主要的轮渡码头。

Tanah Merah
主要运营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巴淡岛和民丹岛的航线，以及从
新加坡前往马来西亚丹戎本哥利的航线。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丹那美拉站(Tanah Merah)。

HarbourFront
同时拥有渡船和邮轮码头。渡船主要是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巴
淡岛和丹绒巴莱的线路。
邮轮中心目前则提供超过25条的邮轮线路。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港湾站(HarbourFront)。
www.singaporecruise.com.sg

活动 
★ 新加坡热卖会 Great Singapore Sale  

新加坡热卖会通常于每年5月下旬开始的，无论是黄金购物地段还是

小区购物广场，几乎处处都有高达70%以上的诱人折扣。这时候，

无论是新加坡品牌，或是国际精品，都会纷纷打折，是一年一度的

狂购盛会。

地址：乌节路各大商场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乌节站(Orchard)。

开放时间：10:00-22:00

www.greatsingaporesale.com.sg

★ F1新加坡站 Formula 1 Singapore Grand Prix 

每年9月(2012年9月21日到2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F1是唯一一站在

夜晚举行的比赛，可以同时欣赏到世界上最快的赛车比赛和新加坡

美丽的夜景。

地址：滨海湾和政府大厦

到达方式: 地铁绿线，政府大厦站(Cityhall)；地铁黄线，滨海艺术中

心站(Esplanade)、宝门廊站(Promenade)。

www.singaporegp.sg

★ 新加坡美食节 Singapore Food Festival

新加坡美食节从1994年开始，在每年7月举办，如今已成为新加坡

吸引游客的一大卖点。在美食节期间，不仅能品尝到中国、马来西

亚、印度及土生华人的传统地道美食，还能从美食中了解不同的种

族文化。
http://singaporefoodfestival.com.sg/2012/

★ 夜间娱乐

新加坡是个夜生活非常精彩的城市，很多酒吧或夜店都会邀请知名

DJ或者Live Band驻场表演。

滨海艺术中心外的户外剧场
在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外有个可以容纳近1000人的户外剧

场，每到周末傍晚，这里都会有一些免费的现场表演。

地址：1 Esplanade Drive Singapore 038981

Zouk 见地图B标识 

如果你在新加坡只能前往一间夜间娱乐场所，Zouk必然是首选。作
为新加坡的国际知名夜店，Zouk也是这城市年轻人的第一选择。

Zouk由三厅与一间葡萄酒吧组成，主厅以科技乐与浩室音乐

(House Music)为主；Velvet Underground 更为轻松与高级，而

Phuture多了许多随意与动感。Zouk吸引了很多世界顶尖DJ的驻场

表演，如Carl Cox、Paul Oakenfold、Chemical Brothers以及

Primal Scream。每周三Zouk都会有著名的Mambo Jambo复古

之夜。

地址：17 Jiak Kim St Singapore 169420

到达方式: 地铁绿线，中峇鲁站(Tiong Bahru)，再转公交车195。

www.zouk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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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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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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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使其成为了各种风味美食的汇集之地，在这里能
尝到中餐、马来餐、印度餐、土生华人餐、泰国菜，越南菜等等不
同的菜式。当地常见的代表性美食有：

辣椒螃蟹 
作为新加坡最伟大的美食发明之一，辣椒螃蟹绝对是不能错过的。

House of Seafood 螃蟹之家 见地图A标识 
除了辣椒螃蟹，螃蟹之家的黑胡椒螃蟹也非常有名。
地址：36 Yio Chu Kang Rd，Singapore 545553(在实笼岗体育
场停车场入口对面)。
到达方式: 地铁紫线，实笼岗站(Serangoon)，从C出口沿Upper 
Serangoon Road向前步行至Yio Chu Kang Rd左转。
价位：人均50新币。
电话：65-6285 9711
www.houseofseafood.com.sg

海南鸡饭
新加坡最受欢迎的美食。

天天海南鸡饭 见地图B标识 
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鸡饭摊贩之一，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天天
海南鸡饭的米饭松软可口，不用配菜，单吃便已美味之极，再加上
口感极佳的自制辣椒酱，使得天天可以在众多海南鸡饭餐厅中脱颖
而出。
地址：麦士威美食中心 #01-10，Singapore 069120
到达方式: 地铁紫线，牛车水站(Chinatown)，从A出口沿宝塔街向
前走到底至South Bridge Road，转右，步行大约500米。

咖喱鱼头
咖喱鱼头是新加坡的印度、中华和马来文化互相融合的美食产物。

Ocean Curry Fish Head 见地图B标识 
除了咖喱鱼头，这家的Otah也很好吃。
地址：181 Telok Ayer Street(McCallum St.)，Singapore 068529
到达方式: 地铁绿线，丹戎巴葛站(Tanjong Pagar)，从G出口沿
Telok Ayer Street向前步行至McCallum St.路口。
价位：人均15-20新币。

肉骨茶
用猪骨和一些常用的中药，配以家传香料偏方，如丁香、肉桂、八
角、茴香以及香菜等一起熬制而成的汤，肉骨茶过去为苦力劳工在膳
食营养不足的情况下提供进补，如今是在新马一带备受欢迎的美食。

松发肉骨茶 

Song Fa Day & Night Bak Kut Teh 见地图B标识  
这家的肉骨茶没有药材味道，而是有胡椒味道的猪骨汤，汤汁鲜美
入味，可以再配上一份新加坡人吃肉骨茶时喜欢搭配的咸菜。另外
这家的红烧猪脚也值得一试。
地址：11 New Bridge Rd，Singapore 059383
电话：6533 6128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克拉码头站(Clarke Quay)，E出口，过马路
即到。
价位：人均15-20新币。

叻沙
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娘惹菜，它的发展也受到了各地区的影响。椰
浆叻沙(Laksa lemak)以丰富奶香的椰汁为原料，是仅在新加坡流行
的一种独特制法。

328 Katong Laksa 见地图A标识 
走进这家装修简单的餐厅，可以看到墙上贴满了老板与明星的合
照。加东叻沙的特点是粗米粉被捣碎了，可以直接用勺子吃，另
外，这家的Otah也很好吃，再叫上一杯薏米水(Bali)就十分完美了。
地址：51 East Coast Rd(靠近东海岸)。
到达方式：从市中心坐12、14或32路公车到East Coast Road，
Opp Roxy Square。
消费水平：人均10新币。

炒粿条
新加坡的又一经典美食，将扁平的米粉面条与生抽及老抽、虾酱、
罗望子汁、豆芽、韭黄、腊肠以及鸟蛤一起翻炒而成。最初，炒粿
条由渔民或农民用剩饭剩菜加工而成，在夜间售卖以增加收入，因
此炒粿条的制法有许多种。

阿波罗炒粿条
加东拉沙往海边走两条街就到了，在马林百列熟食中心里面，每天
都有很多人排队，不过老板脸很臭。每周四休息。
地址：Marine Parade Food Centre #01-174，Block 84 
Marine Parade Central，Singapore 440084
到达方式：从市中心坐36、196或197号到Marine Parade 
Road，Opp Parkway Parade，过天桥后，往Marine Parade 
Centre里面步行20米。
价位：人均5新币。

福建炒虾面
炒虾面是新加坡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由战后中国南部的福建水手
发明。每当工厂下班，他们便会聚集在梧槽路(Rocher Road)上用
煤炉煎炒面厂里多余的面条。如今的做法则是使用旺火爆炒，再搭
配洋葱、鸡蛋、酱油、黄面、米粉、豆芽、虾和鱿鱼。在标准做法
中，做好的福建面要搭配叁峇辣椒(Sambal Chilli)和酸橙，以保证
味浓爽口。

南星福建面  见地图A标识 
是新加坡福建面的传奇。
地址：Old Airport Road Food Centre #01-32 Singapore 390051
到达方式：地铁黄线，蒙巴登站(Mountbatten)，沿着Old Airport 
Road步行100米。
消费水平：人均5新币。

        圣詹姆斯发电厂 St. James Power Station 见地图A标识 
        这座俱乐部坐落在一间于1927年修建的老式发电厂里，是新

加坡规模最大的夜间娱乐场所。圣詹姆士发电厂拥有十个各不相同又

相互联系的场地，如卡拉OK(Mono)、爵士(The Bellini Room)、华

语流行(Dragonfly)、电子音乐(Power House)以及疯客音乐等。

地址：3 Sentosa Gateway Singapore 098544

到达方式: 地铁紫线，港湾站(HarbourFront)。

www.stjamespowerstation.com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http://www.stjamespowerstation.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0
http://www.houseofseafood.com.sg
http://www.houseofseafood.com.sg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5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2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1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19
http://www.stjamespowerstation.com
http://www.stjamespowerstation.com


P 11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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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寸土寸金，酒店价格在世界名列前茅，在东
南亚地区则是最贵的。在新加坡，酒店可以分为奢华、高档、中
档、经济和Guest House五种类型。绝大部分中档以下的酒店房间
面积都非常小，特别是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每年的农历春节、6月(新加坡大热卖)、9月(F1)以及12月底到次年
1月初(圣诞节和新年)都是新加坡旅游旺季，相对的酒店价格也会上
涨，特别是在9月和12月的时候。以全年来看，第一季度的酒店价
格是最低的，而第三季度则是最高的。2011年，房间的全年均价大
致为奢华酒店每晚400新币，高档酒店每晚290新币，中档酒店每
晚190新币，经济酒店每晚110新币，而Guest House价格差异和
浮动较大，但基本维持在每晚50新币以下。

大部分奢华高档酒店都聚集在市中心滨海湾、乌节路一代，而经济
酒店或Guest House则多在牛车水、小印度和芽笼等地。

购物 
新加坡是个购物天堂，由于新加坡的入口关税较低，所以在新加坡
购买各种世界名牌商品都会比较划算，如化妆品、手表、首饰甚至
苹果产品。

★ 百货公司
乌节路上的各大商场：诗家董百货公司(Tangs)，ION Orchard 购
物中心，威势马(Wisma Atria)，义安城(Ngee Ann City)，百丽宫
(Paragon)，文华购物廊(Mandarin Gal lery)和乌节中央城
(Orchard Central)等等。这里还有Abercrombie & Fitch的旗舰
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门口可是有猛男露着八块腹肌迎
宾且欢迎合照的哟。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乌节站(Orchard)、索美塞站(Somerset)。
营业时间：10:00-22:00。

★ 纪念品、小店

武吉士街 见地图B标识 
20 世纪 50 年代，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风月场所，而今天，武吉士街
已经成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购物街，有 800 多家店铺在此经营。这
里的商品从时尚新潮的服装和配饰到精美纪念品都应有尽有。
地址：4 New Bugis Road，Singapore 188868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武吉士站(Bugis)。
营业时间：11:00-22:00。

小印度
小印度的街边小店可以找到具有印度特色的纪念品、香料、宝莱坞
的唱片影片、Henna颜料、布料等商品，甚至还有印度服装或纺织
品，都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实笼岗路(Serangoon Road)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小印度地铁站(Little India)。

牛车水
街边的小店铺里面除了具有华人特色的商品外，还有许多的新加坡
纪念品。
地址：宝塔街(Pagoda Street)，史密斯街(Smith Street)。
到达方式：地铁紫线，牛车水站(Chinatown)A出口。

         炒萝卜糕
      萝卜糕是新加坡潮汕裔居民喜爱的一种常见美食，也称作“菜
头粿”，将蒸米粉与白萝卜裹成块，与鸡蛋一同煎至金黄色，随后
撒上洋葱花即成。萝卜糕可分为“白萝卜糕”(原味)与“黑萝卜
糕”(翻炒时加甜酱油)。

Heng 炸萝卜 见地图B标识 
这家店历史悠久，萝卜糕现场蒸煮，近看还会发现萝卜丝，口感独特。
地址：500 Clemenceau Avenue North #01-28，Singapore 
229495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纽顿站(Newton)，从B出口向后步行至主干
道Clemenceau Avenue，穿过马路即到。
价位：人均5新币。

印度煎饼 Roti Prata
印度煎饼由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传统煎饼改进而成，是全新加坡人都
爱的美食，吃Roti Prata时你完全不需要刀叉或筷子，只需用手指
将煎饼蘸上够味的咖喱酱(通常是羊肉或鱼肉基料)就可以啦。

A.L-Ameen Eating House(Bukit Timah) 
见地图A标识 
24小时营业达排挡式餐厅，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这里除了
印度菜、拉茶，还可以尝到很好吃的马来美食和很有特色的饮品。
地址：2，3，4 Cheong Chin Nam Road
价位：人均10新币。

马来菜饭 Nasi Padang
Nasi Padan起源于印度苏门答腊西海岸的巴东，是用白饭上搭配各
种马来风味的肉类和蔬菜如咖喱鸡，马铃薯饼，炒蔬菜以及蔬菜
汤，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搭配以上所提到任何菜式，而
价格则根据你所选择的菜式的数量和品种来决定，一般肉类和海鲜
类的价格是蔬菜类的两倍。

Hajjah Maimunah Restaurant 见地图B标识 
新加坡最受欢迎的Nasi Padang店，推荐Rendang Daging(咖喱牛
肉)，Ayam Bakar(烤鸡)和Tahu Telur(炸豆腐)。
地址：51 Bencoolen Street #01-06 Somerset Bencoolen. 
Singapore 189630(这家是位置最好的分店)。
电话：6338 5684
价位：人均10新币。

豆花
也有人叫布丁豆花，近年才开始在新加坡流行起来，不同于传统新
加坡豆花，需要淋上糖浆。布丁豆花丝滑如布丁，入口即化。

老伴豆花 
几乎每次都要排队20分钟以上才能买到，卖完就关门了。在麦士威
美食中心的摊位每天在中午就会售完。
地址1：51 Old Airport Road #01-127 Old Airport Road 
Food Centre
营业时间：周二-周六11:30–20:00，周日13:00–20:00，周一休息。
地址2：Maxwell Road #01-91 Maxwell Food Centre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1:30–16:00，周日休息。
价位：人均1.50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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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2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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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急救电话：995/1777
匪警：999
火警：995
有任何紧急事情都可以拨打999

★ 治安
新加坡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一般没有小偷和骗子。不过买
东西的时候，要仔细辨别东西的价值，无良商家还是都到处有的。

新加坡是个Fine City(罚款城市)，严禁携带口香糖、酒或者一包以
上的香烟入境。新加坡境内，如果你吃口香糖，在非吸烟区吸烟(包
括车站、餐厅、小贩中心、商场和大厦5米以内的地方等)，随地吐
痰、丢垃圾、扔烟头，在地铁里喝饮料或吃东西，都会被控上法庭
处以罚款甚至坐牢。

★ 中国使领馆 China Embassy 见地图标识 

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
Embassy of the P. R. China in Singapore
地址：东陵路150号，新加坡247969邮区(150 Tanglin Road，
Singapore 247969)
电话：64712117(领事部)
Email：chinaemb_sg@mfa.gov.cn
www.chinaembassy.org.sg/chn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作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医疗水平，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
都有医疗保险，政府还提供医疗的补贴。但是对于没有任何保险的
外国人来说，在新加坡的医疗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因此，如果只是
想买一般的感冒药、过敏药等药品可以直接去屈臣氏的医务柜台，
那里会有专业药剂师按照你的需要开药，常用药品的售价在10-20
新币之间。

如果需要求助医生，一般私人诊所(Family Clinic)的就诊费用
(Consultation Fee)在15-40新币之间，而在政府综合诊疗所
(Polyclinic)，外国人须支付$37.5-49.3新币的就诊费，以上费用都
不包括药品费、其他医疗费用和消费税。如需要紧急医疗救助，可
以前往以下综合医院(就诊费至少80新币)：

          ★ 退税销售
        在购买商品时，如果店外贴有“Tax Refund”(退税)标识，
在同一家店消费满100新元以上就可以问商家索取退税表格，退税
表格都是英文的，如果在填写时有任何困难，可以请商家帮助。表
格填妥就可以在离境时获得退税，在机场设有退税柜台。

樟宜机场退税柜台在过海关前后各有一个。在退税时，工作人员有
权利核查你退税所购买的东西，所以需要托运的东西，一定要先退
税，再去办理托运手续，手提行李则可以在过海关后去退税。

新加坡中央医院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地址：Outram Rd，Singapore 169608
电话：6222 3322

Mount Elizabeth(私人医院)
地址：3 Mount Elizabeth，Singapore 228510
电话：6737 2666、6250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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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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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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