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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

绵延无尽的拉斯维加斯平卧在沙漠之中，拥有着美国一些最令

人惊叹的建筑。在 1905 年，它还是一座偏远的铁路小镇，而现

今已跃身成为美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也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旅游胜地之一。

翻看拉斯维加斯的历史，它大部分时间都是靠“搬借”其他城市

的建筑来树立自身的城市形象。沿着赌城大道行走，您将观赏

到纽约的帝国大厦、威尼斯的大运河，甚至另一个版本的埃菲尔

铁塔。

这座城市的建筑常会突破人类想象和结构工程的极限。正是这

种持续让事物更大、更好、更高或更长的理念驱动着拉斯维加

斯不断前进，并持续创造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天际线之一。

 

“若遵循‘眼见为实’的信条，你将发

现大部分拉斯维加斯会尽收眼底。”

杰夫·马圭尔 (Jeff Maguire) 



标志牌上单词“欢迎”每个字母周围的白色圆圈 
代表了美元银币。内华达州就以“白银之州”而著称。 

标志牌背后还印有信息：“安全驾驶，望您早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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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标志牌

这块经典的 25 英尺（7.6 米）高的“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标志

牌自 1959 年起就矗立在拉斯维加斯大道 5200 号。该标志牌

由 Betty Willis 设计，她当时打算设计一个在外形、风格和内容

上均独树一帜的路侧标志。Willis 并没有为她的这款标志性作品

申请版权，而是将它作为礼物献给了这座城市。

 
 
 
 

 
 
 

目前 Young Electric Sign Company 拥有该标志牌，并将其租

赁给了克拉克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块标志牌实际上并不在

拉斯维加斯区域内，而位于天堂市辖区内，距离拉斯维加斯南部

边界还有约 4 英里（6.5 公里）。

“拉斯维加斯是唯一个我所知道的 
钱可以讲话的地方——它说，再见！”

法兰克·辛纳屈 (Frank Sinatra)



著名的贝拉吉奥喷泉横跨 1000 多英尺（305 米）， 
喷射高度达 460 英尺（1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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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吉奥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贝拉吉奥大酒店的设计灵感源自意大利贝拉吉奥 (Bellagio) 的
科莫湖镇 (Lake Como town)，是拉斯维加斯大道最大和最优

美的度假胜地之一。这座大酒店于 1998 年完工，耗资 16 亿美

元，拥有 3933 间客房，其中包括 512 间套房，还设有 10 万英

尺2（9290 米2）的赌场。进入大堂的客人会被绚丽夺目的 Fiori 
Di Como（科莫之花）所震撼，它由 2000 多朵悬挂在天花板上

的人工吹制的玻璃花组成。

 
 
 
 
 
 
 
 

贝拉吉奥最具特色的是位于酒店和大道之间的湖泊，面积达 
8 英亩（3.2 公顷）。每天晚上，拉斯维加斯成千上万的游客会聚

集到曼妙壮美的贝拉吉奥喷泉前，欣赏这配合着音乐与灯光翩

翩起舞的喷泉。

  

“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 

德鲁·凯里 (Drew Carey)



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拥有特殊的电梯— 
被称为倾斜电梯，可沿着酒店的斜边行进。

卢克索酒店的狮身人面像高 101 英尺（30.8 米）， 
是古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再创造版， 

但要比原型高出32.9 英尺（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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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

气势雄伟的拉斯维加斯卢克索酒店是一个高  30 层、面积 
120000 英尺2（11000 米2）的大型度假村酒店，其将古埃及的

古迹奇观引入了超现代的拉斯维加斯。该酒店于 1993 年 10 月
开业时，其标志性的金字塔是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最高的建筑，还

可沿“尼罗河”乘船环绕赌场并观赏重新创造的古埃及艺术品。

 
 
 

 
 
 

金字塔的顶部可以发射出世界上最强的激光束，直入云霄，即

著名的卢克索天际光束 (Luxor Sky Beam)。据说，从 275 英里

（443 公里）外洛杉矶机场上空的飞机上都可以看到这束光。



在度假村区域内，永利安可酒店拥有 
一个面积达 60000 英尺2（5574 米2） 

的海滩俱乐部和一个 18 洞的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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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安可酒店

永利安可酒店于  20 0 8  年底建成，耗资  23  亿美元，其

原本被看作韦恩拉斯维加斯酒店  (Wynn Las Vegas) 的
扩展 部分，后 独 立 发 展 成 为一 个 完全 成 熟 的度 假 酒

店。这座  631英尺（192  米）高、93  英尺（28  米）宽的

建筑拥有  2034 个酒店房间、一个面积达  74000 英尺2 
（6900 米 2）的赌场和  27000 英尺2（2500 米 2）的会场。 
 
 
 
 
 
 
 

尽管该建筑声称 63 层，但其内部实际只有 48 层，这是因为一

些特定的楼层号已被弃用。在各种传统的西方文化中，13 普遍

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而在诸多亚洲文化中，4 被迷信地看作不

吉祥的数字。

“即使游览这座城市的一丁点儿，

也需要走很久” 

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 (Hunter S. Thompson)



这座高塔于 1992 年 2 月动工， 
1996 年 4 月落成，耗资 3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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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温层酒店

同温层酒店高 1149 英尺（350 米），是美国最高的独立式观光

塔，也是拉斯维加斯最高的建筑物，拥有全城最壮美的景观之一。

该酒店拥有两个观景台、一家旋转餐厅，以及4 项惊险刺激的机

动游戏，游客可以在城市上方 855 英尺（261 米）的高处体验

刺激的摆荡、旋转和快速落下。

同温层酒店的前拥有者及企业家波比·史杜帕克 (Bob Stupak) 
兴建了这座塔形建筑，并声称该塔“对于拉斯维加斯的意义堪

比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

“拉斯维加斯是一座充满希望和梦想

的城市，还带有一点疯狂。”

迈克尔·麦克唐纳 (Michael McDonald) 



这个悬挂在弗里蒙特街上方的炫目电子天幕 
是世界上最大的，它包含 1250 万个 LED 灯。 

 
由于弗里蒙特街上无数的多彩霓虹灯标志， 

其还被称为“金沟银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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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蒙特街

众所周知，弗里蒙特街是今天的拉斯维加斯城的起源地，其实原

赌城大道也源自于此。此外，城市的首条街道在 1925 年铺设于

此，并且首个交通灯也于 1931 年在这里竖起。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弗里蒙特街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去处，拥有拉斯维加斯的传奇

艺人、最有名的赌场，以及标志性的霓虹灯标志。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拉斯维加斯大道新赌场的蓬勃发展和扩张，弗里蒙

特街及其附近区域感受到激烈的竞争压力。

 
 
 
 
 

作为应对，弗里蒙特街通过开发弗里蒙特街体验而重现生机，其

将五个街区打造成为了灯光璀璨的娱乐区。弗里蒙特街体验的

中心装饰是一个 1500 英尺（457 米）长、90 英尺（27.4 米）宽

的宽屏电子天幕，悬挂在步行街上方 90 英尺（27.4 米）的高处，

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精彩绝伦的声光秀。

“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激情涌动的娱乐

中心，就像煮沸了水的锅一样。”

唐·里克斯 (Don Ri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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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建筑—您喜欢吗？

乐高®集团期待您就所购买的新产品发表看法。您的反馈将有助于

我们在今后改进本系列产品。请访问：

LEGO.com/productfeedback

完成我们简短的反馈调查，即可自动进入抽奖环节，赢取乐高®

奖品。

适用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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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建筑

乐高®建筑系列创意性地捕捉了众多世界标志性地标建筑的神

韵，同时还为您带来了欢乐有趣的乐高拼搭体验。

无论您钟情于旅行、设计、历史，还是建筑，这些套装均可作

为美好的纪念品，以怀念一次超棒的国外旅行、一座您所熟知

的著名建筑，或者一座您十分向往的城市。

 
 
 
 
 
 

每款乐高建筑套装都适合展示。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一座建

筑，或将模型摆放到办公桌上、书柜里或者架子上，每当您欣

赏它们时，都会令您身临其境、如醉如痴。

敬请关注我们

亚当·里德·塔克 (Adam Reed Tucker) 是乐高®建筑产品线的合

作开发者。



21019
埃菲尔铁塔

21028 
纽约

21030  
美国国会大厦

纵览世界著名建筑，集齐所有乐高®建筑系列模型 

21032 
悉尼

21033 
芝加哥

21034
伦敦天际线

21036
凯旋门

21035
古根海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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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Service
Kundenservice
Service Consommateurs
Servicio Al Consumidor

LEGO.com/service or dial

00800 5346 5555 :
1-800-422-5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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