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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是新加坡最迷人的种族特色聚居地之
一!这里犹如新德里和孟买的街头缩影!咖喱粉的
香味"熏香和香水味道洋溢在空气之中# 小印度分
布着众多餐馆食廊"背包旅馆"艺廊"纱丽店以及
贩售宝莱坞影片音乐的音像店!琳琅满目!或看"

或听"或闻!都可在此体验到来自新加坡的地道印
度文化$

笼罩在香料和鲜花沁入心脾的芳香中的是实
笼岗路!这里是小印度区的中轴线!可以在此留意
一下出售印度阿育吠陀精油%黄金"熏香和各种质
地的织物的摊位$ 通宵营业的慕达发中心!一定要
去$ 尽管外表毫不起眼!慕达发中心却是一个百货
宝库!出售家庭摆设"食品作料"印度香料"服装布
匹"电子产品等!并且都以新加坡最实惠的价格出
售$

!"#$

%&!新加坡地铁!"#东北线&小印度'$%&站
出站!便进入小印度区$ 同新加坡绝大地区一样!

小印度只需步行便可尽兴地参观$

'(!在小印度区时!千万别忘了前往 '()*+*

,-++*.%阿波罗蕉叶等著名餐馆一尝美味!体验别具
一格的南亚热辣印度菜$ 在竹脚市场和美食中心!

还可以尝到新加坡最美味的印度小吃! 如印度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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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是新加坡的三个种族特色聚居地之
一!至今依然保留着不少过去的风采$ 在店屋林
立的街道上!人们熙来攘往!传统与百年历史习
俗薪火相传$ 美食%特色景象%充满活力的气息和
丰富的文化遗产!使牛车水成为新加坡最多人观
光的地区之一$

牛车水中心地区的街道上一片繁华之象(((

新旧店铺相映成趣! 从家庭经营的金饰铺到药材
行!从古雅的布料店到点心食阁!应有尽有# 桥南

路上的东兴饼店%硕莪街上的 '/(01 2340茶坊!以
及客纳街上的众多美食摊和时尚酒吧都汇集在这
一区域! 让牛车水成为一个集各家特色之大成的
中心地带#

!")$

%& ! 新加坡地铁5"#东北线 &牛车水'

$%6站出站!便进入牛车水#

*(!除了牛车水大厦和麦士威美食中心!美
食爱好者们还可以前往牛车水主要街道之一的史
密斯街# 每当暮色降临!这里便成为车辆禁行的牛
车水美食街! 露天经营的各式美食可让您大饱口
福#

!NOPQ!RSTUVWXYZ[\]

甘榜格南是根据一种桉树而命名的# 从前!这
里是马来贵族的村落# 甘榜格南至今仍然是新加
坡的马来族和回教徒聚集的中心! 是游客了解新
加坡马来族群的最佳地点#

甘榜格南的地标建筑(((苏丹回教堂坐落于
地区核心!面向所有游客开放# 区内的大街小巷都
充满了本地风情与独特气息(((香料铺子% 藤艺
家具店以及精油香水铺都能让游客获得别致的旅
游体验#

巴梭拉街上分布着众多咖啡馆%餐馆以及露天
小摊# 阿拉伯街上的一些小店同样会让您流连忘
返!波斯地毯%饰带%蜡染布以及各种工艺品必将
让您爱不释手#

!")$

+,!新加坡地铁5"#东西线&武吉士'%789

站:出口出站!沿维多利亚街前行!在莱福士医院
处右转!便可进入甘榜格南#

*( ! 对于美食爱好者而言 !7*;(01 $*.-

<*;-*)*0以及著名的 =*) =*) "4.>*?;*0>等! 都是
不可错过的美食餐馆#

阿拉伯街上的清真瑞典咖啡屋(((@-A*也值
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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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是一座小岛!由一座堤道跨海大桥
与新加坡本岛连接起来#&圣淘沙'在马来文里
的意思是&和平安宁'# 如今!圣淘沙已拥有鱼
尾狮塔% 新加坡海底世界%-@+B新加坡%#-14;摩
天塔%6C魔幻剧院等DE多个游乐项目!被誉为
&亚洲最备受喜爱的乐园'#

去年年底! 圣淘沙名胜世界正式开幕!这
里有东南亚首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世界尊尚
品牌的购物体验%现已开幕的四家奢华酒店以
及被新加坡称之为&娱乐场'的赌场# 在环球影
城中!太空堡垒双轨过山车%木乃伊复仇记室
内过山车%未来水世界%史瑞克6C电影是必玩
的项目#

6")$

+,!进岛!有6种方式可供选择)第一!

步行圣淘沙跨海步行道!收费每人8新元$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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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乘坐圣
淘沙捷运!在怡丰城$

.'789':;

%三楼的捷运站
换乘!来回每人D新元*第三!乘坐巴士!乘坐
公车并在怡丰城下车! 再搭乘"7FG公车前
往!来回每人9新元*第四!乘坐缆车!缆车进
入圣淘沙有两个站!一个在花芭山!另外一个
在怡丰城旁边的缆车中心!成人来回9H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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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摩天观景轮是全球最大的摩天观
景轮!这个摩天轮有8HI米高!相等于69层楼高
的建筑物!比著名的&伦敦眼'摩天轮高出DE

米$ 搭乘这个耗资9J6亿新元的观景轮能带给
游客独特的体验!不容错过$当观景轮转动时!

游客能够全方位DHE!观赏到滨海湾" 新加坡
河"莱佛士坊"鱼尾狮公园等$

6")$

+&! 只需步行I分钟就能轻松地从宝龙
坊地铁站+环线!226,到达新加坡观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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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为夜间活动的动物
而建造的动物园$ 当夜幕低垂!这个世界首创
的夜间野生动物园内的8EEE多只夜行动物们
陆续登场!迎接又一个夜晚的到来$ 在这里!游
客可观赏动物们在展区内嬉戏"进餐或猎食等
生活习性$

6")$

+&!在宏茂桥地铁KF8H站!转乘8DG号
巴士* 或在蔡厝港地铁KF6站! 转乘L9M号巴
士!均可抵达新加坡夜间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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