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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迪拜
HUAWEN MAGAZINE        半 月 刊

华 文 迪 拜 是 迪 拜 华 人 的 心 灵 家 园 、 生
活 伴 侣 ， 实 现 商 业 构 想 的 平 台 、 中 阿 文 化
交 流 的 桥 梁 ，涉 及 生 活 、旅 行 、商 业 、教 育 、
文 化 、迪 拜 资 讯 六 大 方 面 ，信 息 覆 盖 面 广 、
发 行 数 量 大 。 杂 志 内 容 与 d i ba i c h i n a 相
辅 相 成 拓 展 延 伸 ， 并 可 在 网 站 下 载 电 子 版
本 。

HUAWEN Magazine is the Chinese spiritual  
home, life partner, perfect platform for realizing 
commercial dreams,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UAE, covering life, commerce, 
education, culture and Dubai information. It 
is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large quantity of 
issuance. The magazine and Dibaichina go hand 
in hand; the magazine as well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website,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it .

، ة لحيا ا لروحية،صديق  ا لمنزل  ا لصيني، ا   االعالم 
ل تصا ا جسر  رية،  لتجا ا أحالم  لتحقيق  األفضل  لمنصة   ا
لتي ا  ، ة لمتحد ا لعربية  ا رات  إلما ا ودولة  لصين  ا  بين 
لمعلومات وا فة  لثقا ا و  ، لتعليم ا و  ، رة لتجا ا  ، ة لحيا ا  تغطي 
مل يتكا  . ر  ا إصد و  لمعلومات  ا من  كبيرة   دبى،كمية 
كذلك لمجلة  ا  . ببعض  بعضهما  لموقع  ا و  لمجلة   ا

لموقع ا من  تحميلها  يمكن  لتي  ا  ، يد لتمد ا

迪 拜 中 华 网 （  w w w. d i ba i c h i n a .
c o m ） 自 2 0 1 0 年 6 月 创 立 以 来 ， 网 站 根
据 不 同 客 户 多 样 性 的 需 求 ， 以 论 坛 为 基 础
的 交 流 方 式 ， 综 合 提 供 个 人 空 间 、 商 业 空
间 、 分 类 便 民 信 息 、 问 答 等 一 系 列 功 能 服
务 版 块 ， 是 集 新 闻 、 生 活 资 讯 、 华 人 服 务
为 一 体 的 大 型 的 华 人 综 合 资 讯 信 息 平 台 !
为 在 迪 拜 的 华 人 搭 建 了 一 个 网 络 沟 通 的 桥
梁 。

  D i b a i c h i n a  b a s e d  o n  t h e  f o r u m ,  i s  a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platform which covers 
news,life information,service for Chinese living in 
UAE ,providing personal and commercial space, 
building a social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Chinese people in UAE.

 dibaichina قائمة على المنتدى ، هى منصة للمعلوملت  الشاملة 
اإلمارات  في  يعيشون  الذين  الصينيين  حياة،  األخبار،  تغطي  التي 
جسر  بناءا  تجارية،  و  الشخصية  توفر،الخدمة  و  المتحدة،  العربية 

االتصال االجتماعي بين الشعب الصيني في االمارات.

: www.dibaichina.com

: weibo.com/yingzhenzhong

: www.facebook.com/zhenzhong.ying

: t.qq.com/dibaiwang

迪 拜 华 文 传 媒

联系我们
Address
P. O. B o x 
Tel(UAE)
Q Q
WeCha t
E - mai l
迪拜地址

: 2601 Naser Square, Deira Tower, Deira Dubai, U.A.E
: 172065,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 00971 50 9527888
: 600001000
: QQ600001000
: 600001000@qq.com

: 迪拜德拉区娜莎广场德拉大厦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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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诊所
医疗服务项目：妇科、伤骨科、内科、性病科、针灸推拿；
有专业性病科和妇科医师坐诊，治疗各种性病及疑难杂症。
中成药批发。静脉点滴。
检查项目：B超，验血，CT.MRI核磁共振。

电话：04-2233220    056-6138233
手机：050-6953385 
地址：娜莎广场科威特大厦302室    

微信：QQ600001000

联系QQ：600001000

QQ：600001000

焦点
Focus

迪拜华人需注意
老外虽健谈 , 有些话题仍需回避 迪拜中华网讯

在迪拜生活的华人，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老外，并与他们交谈。老外向来健谈，然而，即便再健谈，

也有些话题需要回避。因此，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列举几条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政治

每个国家不同，有各种政治观点， 即使你觉

得他们的政治体系远非想象中那么文明。我并不

是说在谈论政治是无法原谅的禁忌，而是奉劝大

家，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强有力的辩论，

那么最好就别开始这个话题。

2. 体重

经常看见胖胖的老外，但是讨论别人的体重

是极其无礼的行为。个人体重属于隐私，对此发

表意见就是不尊重他人。

3. 金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人很喜欢打听别人收

入，不过，心里惦记钱跟讨论话题集中在钱上又

是两码事。如果你谈论别人的薪资或个人财产，

大家会觉得你没礼貌。

4. 宗教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信仰，但老外个人信仰却很少出现在日常对话中。

如果在稍微了解对方一些后，再开始谈论宗教背

景或宗教活动的话题，会比较好。信仰也被视为

个人隐私（尽管信仰在老外的大众生活中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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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房产签证出台
迪拜中华网讯   应震中

迪拜城市广场，又一个商业中心 ?

通过上述材料可得到自己的居住签证和

家属签证。

家属签证含： 

父母、配偶、子女（儿子：18 岁以下 /

女儿年龄无限制，但是必须是单身）

迪拜投资签证期限：

迪拜居住签证两年一次更新，但是不允

许充当工作签证。（有别于工作签证）

居住签证费用：

申 请 迪 拜 投 资 签 证 首 次 收 费

15000AED，更新费用 1500AED

妻子和孩子：每人 5000AED，孩子的数

量不限。

迪拜投资签证持有者可以按程序雇佣保

姆和司机，送孩子上学。

焦点
Focus

迪 拜 城 市 广 场 (Town Square) 大 型 综

合开发项目已经破土动工，首个开发合同由沙

特 本 拉 登 集 团”(Saudi Binladin Group) 负

责 承 建， 据 记 者 本 月 11 日 从 项 目 总 开 发 商

Nshama 获悉。

根据这份合同协议，沙特本拉登集团负责

挖掘和回填区域供冷管网，雨水排水和污水排

放系统以及最近推出的 Zahra 和 Hayat 联排

别墅社区的施工建设，项目工期为 180 天，开

发商 Nshama 称。

迪拜城市广场是一个占地 750 英亩开发区，

主要由一个中心广场和一系列休闲设施组成，

其中包括 Vida 城市广场迪拜酒店，一个 Reel 

Cinemas 电影城以及一个露天电影院。

除了一个占地 250 万平方英尺由超过 600

家门店和餐饮店组成的的零售区，城市广场还

设计有日托设施，游乐场，供所有年龄段群体

娱乐的游乐区，游泳池，健身中心，运动水疗

中心，滑冰公园，运动场，探险区，现代化的

医疗设施和飞溅公园等。

最 近， 开 发 商 Nshama 正 式 对 外 开 始 发

售 Zahra 和 Hayat 联 体 别 墅 以 及 Zahra 公

寓房楼盘，其中 Zahra 公寓房以及 Zahra 和 

Hayat 联体别墅的开盘价分别为 349，988 和

999,988 迪拉姆。

开 发 商 Nshama 首 席 执 行 官 Fred Durie

表示，“根据合同要求，我们致力于按进度按

时交付这些项目。Nshama 公司将采用专业的

项目管理水平打造城市广场项目，通过与经验

丰富的承建商及顾问团队合作努力为客户打造

高品质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

本 拉 登 集 团 技 术 事 务 经 理 Medhat 

Ammari 补充说，“我们有承接大型项目的悠

久历史，并且能够按照合同进度交付使用。由

Nshama 公 司 开 发 的 城 市 广 场 项 目 是 一 个 特

殊的项目，着力为客户打造物有所值的投资，

我们已经开始项目首个合同的施工，预计将于

180 天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城市广场位于新迪拜 Al Barsha 附近，主

要由超过 3，000 联体别墅和超过 18,000 套公

寓房以及大量的零售，酒店和商业空间组成。

大家都在关注迪拜房产投资是否持有投资签

证亦是迪拜居住签证。最新了解的信息，目前申

请迪拜房产签证需要超过价值 100 万迪拉姆的房

源，并全额付款没有按揭且已经拥有房契。

申请迪拜房产签证需要的文件：

1、房契

2、护照复印件，申请者的入境签证

3、如果夫妇共同拥有房产，需要其结婚证

4、土地局和 CID 的证明信（财产所有权证

明和无犯罪证明）

迪拜易达国际旅行社

TEL:04-2948010

Radisson 娜沙广场店       480AED起（含早）

Hyatt  迪拜河店             590AED起Landmark 娜沙广场店       340AED起（含早）

IBIS AL RIGGA,          310AED起（含早）

焦点
Focus

Dubai Trolley beckons tourists to 
DowntownWorld’s first hydrogen-
powered zero-emission street trolley 
tram opens to public

Dubai: Looking for a leisure trip 
around Downtown Dubai? Dubai 
Trolley beckons you.

The  wor ld ’s  f i r s t  hydrogen-
powered, zero-emission street trolley 
tram opened for public service earlier 
this week.

Travelling a distance of a kilometre 
in the f i rst  phase, Dubai Trol ley 
rolls along Mohammad Bin Rashid 
Boulevard, offer ing tourists and 
residents easy access to Dubai Mall, 
Souq Al Bahar and several iconic 
hotels.

迪拜电车吸引旅客到市中心去
迪拜中华网讯   应震中

世界上首辆氢动力，零排放的街头有轨电车

对公众开放

迪拜：还在寻找环迪拜市中心的休闲之旅？

迪拜电车为您服务。

第一个阶段为一公里的旅程，迪拜电车沿着

Mohammad Bin Rashid Boulevard 行驶，为游客

和居民提供通往迪拜购物中心、 Souq Al Bahar

和几个标志性酒店的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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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Focus

阿联酋驾校报名点

联系电话：04-2281239

联系手机：050-7184416

微信号：F0507184416

QQ邮箱：364640080

焦点
Focus

华灯初上  点亮迪拜夜生活
迪拜中华网讯   来源：迪拜旅游局

夕阳西下，仿佛给阿拉伯湾波光粼粼的海面

笼上了一层金纱，此时，这座城市史诗般的建筑

物一片灯火辉煌，依旧充满了活力，但这不同于

白天，您在此将体验一个不一样的迪拜，当然，

这并不仅仅指其世界著名的迪拜之夜。夜幕降临

后的迪拜为您带来诸多欢乐。

位于迪拜市中心的迪拜喷泉从晚上 6 点到 11 

点每半个小时就会表演一次。这第一大音乐喷泉

会喷射 22,000 加仑的水，喷射高度最高的时候相

当于一栋 50 层楼那么高，同时还伴有古典、阿拉

伯和世界音乐，让您陶醉于灯光、美景和游人欢

声笑语交织的世界里。

音乐会爱好者肯定会一探迪拜媒体城 Amphitheatre 的音乐活动列表，因为

这里有 Bruno Mars 和 Alicia Keys 等世界著名的歌手，欣赏他们表演的歌迷多达 

15,000 多人。

该城靠近迪拜湾码头，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迪拜国际电影节、迪拜

爵士音乐节和迪拜味道美食节等其他重大活动的最佳举办地。

如果对运动感兴趣，何不试试迪拜的夜间高

尔夫？阿联酋高尔夫俱乐部 (Emirates Golf Club) 

的 Faldo 球场是迪拜唯一一个灯光照明的 18 洞。

该球场每天晚上照常营业，直到午夜凌晨，对于 

9 洞高尔夫，’最晚开球时间达晚间 7:45 或 9:55，

热衷于高尔夫的当地商界人士工作之余常常光顾

这里。美丹赛马场 (Meydan racecourse) 上的美

丹高尔夫球场 (Meydan Golf ) 赛道晚间亮如白昼，

晚上 11 点之前，您都可以在此尽情挥杆。

夜幕降临后，您可以在城外的流沙间进行一

场激动人心的探险之旅。想不想试一试激动的沙

丘越野？还是骑在骆驼背上？亦或是坐在噼啪燃

烧的篝火旁，思考遥远的银河？

   在更靠近城市的迪拜湾 (Dubai Creek)，

您可以尽情享受海上冲浪的快感，同时，我们还

有一些可以提供各种美食和娱乐的游艇。您还可

以在四面透明的 Bateaux Dubai 或美轮美奂、灯

火通亮而又具有传统阿拉伯风格的 Al Mansour 

Dhow 木船上享受上乘的美味佳肴。这两艘船都

能保证带您领略浪漫而又梦幻的迪拜之夜。

    此外，还有更多古怪离奇的船只等着您

的 到 来， 包 括 迪 拜 码 头 受 蟹 壳 启 发 的 Aprons 

& Hammers，以及迪拜湾俱乐部 (Dubai Creek 

Club) 的 The Boardwalk BBQ Donuts，这其实是

一个可容纳 8 个人且带有自助烧烤架的碰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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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合作受关注 “一带一路”料风口起舞
 迪拜中华网讯    来源：中国证券报 

日前，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

《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分

析人士指出，近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中巴经济走

廊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引发 A 股中“一

带一路”主题投资的热潮。本次伴随着中非合作的

推进，“一带一路”料将持续在风口起舞。

中非合作受关注

4 月 2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

基斯坦的国事访问，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

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4 月 22

日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

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推进亚非合作，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

家 97% 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中国

愿同有关各方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建设

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挥好丝路基金作用。

中国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

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1955 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拉开了南南合作的

序幕。几十年中，亚非国家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趋均衡

的方向发展，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

上发展快车道。

分析人士指出，“一带一路”开拓思维，提出

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五大合作重点。这些领域相辅相成、互

为支撑，将发掘沿线各国深层次的合作潜力和更

广阔的合作空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合作面临

的难题之一是资金不足。为此，中国筹建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目前，亚投行进展

顺利，已确立拥有 57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首发阵

容，“一带一路”将为亚非合作注入新鲜血液。

产业转移显优势

从设计看，“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涉

及人口约 44 亿，占全球的 63%，经济总量约为

22 亿美元，占全球的 30%，沿线以新型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沿线国家已建立起一些合作

机制，并开展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将在已有基础上，

促进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放大合作效

果。近期中国和巴基斯坦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一

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引发 A 股中“一带一路”主

题投资的热潮。本次伴随着中非合作的推进，“一

带一路”料将持续在风口起舞。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正逢其时，将推动亚非合作进入 2.0 时代。

从目前来看，在帮助非洲发展中国家发展方

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

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

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有

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

遇期。这次转移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规模庞大。按照 2014 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

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 1.24 亿人，相当于在

1960 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 12 倍。

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 10 亿人，大量剩余劳动

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

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

非洲方面，已有 2012 年华坚鞋业集团在埃塞俄比

亚投资设厂，当年创造 2000 个就业，使埃塞俄比

亚鞋业出口翻一番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的成功

的案例。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

主，以经贸合作为辅。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

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

一样，它们可以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焦点
Focus

集淮扬精华  汇南北风味
迎四海宾客  享天下美食
四星酒店，环境典雅；合法供酒，酣饮无忧。

中
国
海

迪拜中国海餐厅
电话：04-2959816   传真：04-2959815
手机：050-8822169   050-8899386
地址：马克图姆路钟表楼往西

沙加中国风餐厅
电话：06-5723052   传真：06-5723052
手机：050-2727388
地址：King  Fa i sa l  Road  Shar jah

既豪华又实惠的自助餐厅

每位只需：58DHS

优质服务每一天  用心制作每一餐

致力于中华传统美食的良好传承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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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قرير األمم المتحدة  :  اإلمارات  أسعد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تصدرت اإل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قائمة أكثر شعوب العرب سعادة 
فجاء في المركز 20 عالميا، وعمان 22 و قطر 28 و السعودية 35 

و الكويت 39 والبحرين 49.

وشمل التقرير 158 بلداً، والهدف من إعداده هو التأثير على سياسات 
الحكومات.

الدنماركيين مع  التقرير ان سويسرا هي أسعد تليها أيسلندا و  وقال 
النرويج وفنلندا والسويد أيضا بالقرب من أعلى.المملكة المتحدة هي  
21 باكستان 81، الفلبين 90، لبنان  103،تونس 107 , فلسط ،108 

ايران 110 والعراق 112 والهند 117 و مصر135 

على مستوى اإلمارات ، وقال التقرير، عندما بدأت دبي خطة 2021 
في كانون األول / ديسمبر 2014، صاحب السمو الشيخ محمد بن 

راشد آل مكتوم نائب رئيس الدولة رئيس مجلس الوزراء حاكم دبي، قال: "الهدف 
األول لخطة دبي 2021 هو تحقيق السعادة للشعب ".كما ذكر التقرير بأن الشيخ 
محمد قد كتب رسالة مفتوحة إلى جميع العاملين في الحكومة االتحادية تذكرهم  
المهمة  : تقديم خدمات عالمية المستوى إلى شعب اإلمارات بهدف المساهمة في 

سعادتهم. رسالة  مفتوحة قالت ان   هذا هو التزام قوي  لتحقيق  سعادة الناس .

The UAE ,  which was ranked 20th 

globally, is followed by Oman on 22, Qatar 28, 

Saudi Arabia 35, Kuwait 39 and Bahrain 49

Dubai: The UAE  was ranked the happiest 

Arab country in UN’s third World Happiness 

Report released on Friday. The UAE, which was 

ranked 20th globally,  is followed by Oman on 

22, Qatar 28, Saudi Arabia 35, Kuwait 39 and 

Bahrain 49.

The report said the Swiss are the happiest 

followed by Icelanders and Danes, with Norway, 

Finland and Sweden also near the top. The UK 

is 21st, Pakistan  81, Philippines 90, Lebanon 103, 

Tunisia 107, Palestine 108, Iran 110, Iraq 112, India 

117 and Egypt 135.

The  repo r t  made  a 

special mention of the UAE in 

part for the extent to which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have been made central tenets of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the National Agenda “ … to be 

the happiest of all nations.”

At  the  Em i ra te  l e ve l , 

the report said, when Dubai 

P l a n  2 0 2 1  w a s  l a u n c h e d 

in  December of  2014,  His 

Highness Shaikh Mohammad 

Bin Rashid Al Maktoum, Vic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of the UAE and Ruler of Dubai, 

said, “The first objective for the 

Dubai Plan 2021 is achieving 

people’s happiness.”

The report also mentioned that Shaikh 

Mohammad has written an open letter to all 

Federal government employees reminding 

them of their core mission: providing world class 

services to the people of UAE with the goal 

of contributing to their happiness. His open 

letter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ong commitment 

demonstrated by the UAE leadership towards 

making happiness a national policy goal, the 

report said.

UAE is the happiest Arab nation: UN report

المحطة العربية التركيز 
焦点 阿语站  

迪拜中华网讯

武汉高三女生考入阿联酋
高校 获 180 万奖学金

武汉外校高三 (9) 班学生姜楠 ( 如图 )，刚刚

收到了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录取通知书，以

及 4 年约 180 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如此天价奖

学金，只因这所学校位于“有钱任性”的阿联酋。

虽然创立至今才 4 年多，但纽约大学阿布扎

比分校甚至比一些美国常青藤名校还难进。比如

该校 2012 年申请成功率仅 0.9%，当年哈佛大学

的录取率则为 7%。姜楠是如何申请成功的呢 ? 她

说要归功于辩论队的经历。

2013 年，姜楠参加了武汉外校辩论队，2014

年她闯进了在京举行的全国中学生学术辩论联赛

总决赛英文组 16 强，并获得“全国高中辩论赛最

佳辩手”称号。“通过英语辩论，口语表达和听力都

得到了很大提高。”不仅参加辩论，2014 年 8 月姜

楠还与 3 名同学一起筹办了武汉中学生学术辩论

赛，吸引了外校、华师一附中等校 60 余名学生参

加。“从发小广告到联系比赛场地、评委，筹措赞

助经费等，都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完成的。”而该项

赛事即将举行第二届比赛。

2015 年 2 月初，姜楠坐飞机到阿布扎比参加

面试。“面试分两次，一次是教授面试，另一次是

招生官面试。面试难度并不大，学校最看重的还

是个人独特的实践经历。”姜楠说，通过辩论赛锻

炼的口语能力和组织赛事的经历为自己加了不少

分。

据悉，约 180 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包括姜楠

未来四年的学费、生活费、交通费、保险等，甚

至还包括零花钱。而她大学期间还将有 2 个学期

在其他国家学习和实践。其实以姜楠的成绩，本

可选择世界排名更靠前的名校。“奖学金并不是选

择该校的全部原因，这所学校的学生 70% 是国际

学生，90% 的学生能至少说两种外语。我喜欢与

不同国家的人交流，骨子里也有点冒险精神。”姜

楠的班主任彭新春告诉记者，姜楠不仅成绩位列

班级前几名，组织能力也非常强，还擅长体育运动。

迪拜中华网论坛新会员注册普及
论坛从 2010 年开始至今一直在不断完善，新

注册会员首先点击网址：www.dibaichina.com 或

百度直接输入中文“迪拜中华网 ”。

点击 www.dibaichina.com 或直接搜索栏输入

中文“迪拜中华网”。

然后点击网页右上角“立即注册”。

跳出一个小窗口，请选择您要输入的用户名

和自己想要的密码，以及自己的 Email 和注册原

因（为了防止恶意注册所以本站开通了人工审核）。

输入框后面会有绿色“打勾”图标，都正确请

点击左下角“提交”即可。

系统自动提示您已经成功注册。

成功注册后多注意右上角“邮件”提醒图标，

您的贴子和回复有人给您解答都会再次体现出来。

恭喜您成功注册为迪拜中华网会员，看帖回

帖比点赞更有效的在精神上鼓励楼主，请遵守言

行一致，网上和线下都是体现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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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5 日—创造丰盛国际研究院

在迪拜朱美拉 creekside 酒店举行发布会，作为有

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身心灵成长体系，创造丰盛先

后走进过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为当地的人们

特别是华人华侨带来灵魂品质的提升和生命中的

快乐幸福，此次创造丰盛也来到了迪拜。

创造丰盛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身心灵成长体系，

与各种宗教融合，与各种身心灵体系融合，由国

际身心灵导师馨月老师创办。馨月老师是在中国

大陆成长起来的国际知名身心灵导师、灵性治疗

师、丰盛心理学创始人。她从 1999 年开始，用 16

年时间专注于身心灵成长研究与实践，创立 < 创

造丰盛 > 体系，先后出版多本专著。著作《创造

丰盛 - 财富篇》中文，中英文对照、中日文对照，

已经出版，并多次再版。著作《创造丰盛 - 关系

篇》、《丰盛的智慧》中文版已出版。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和日语译本将于近期发行。应海外读者

的渴望和要求，去年在中国、日本、韩国、加拿

大和美国开设了主轮课程和体验课。创造丰盛体

系积累了数十万的深度身心灵沟通案例，在全球

培养了几十位身心灵导师，这些导师的人生都发

生神奇改变。创造丰盛是一个理论体系，提供独

特高效的身心灵成长方案，它与所有的宗教融合，

传播是感恩、喜悦和爱的正能量。它运用各种专

业方法，清理人的精神负荷，帮助觉察、面对、

穿越和改自己，以达成学员灵魂品质的提升。这

个体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显化。馨月老师打造的

创造丰盛团队，去年来在全球举行了数百场的公

益体验课，已然让几十万家庭深深触动和受益，

焕发爱和幸福的暖流，生命开始觉醒，开启创造

奇迹之旅。创造丰盛目前在全球三十三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培养的学员遍布全世界，已

经成功帮助了数十万计的人，通过灵性成长和真

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从财富、幸福关系、事业

以及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等方方面面带来真实的改

变和提升，拥有了丰盛幸福的生活。馨月老师有

共振全球 10 亿人、一起富足幸福的大爱宏愿。

16 年来，创造丰盛体系从未有过宣传推广。

一直口碑相传。今年，为了方便服务全球学员，

体系国际网站新近完成名字 GT，golden touch，

点石成金之意，这是个完美支持身心灵成长的网

站，可以千人在线课程，也可以约导师一对一在

线疏导、可以参与推广奉献，有专业的网上办公

室和财务结算系统。

创造丰盛国际研究院不仅在中国国内影响深

远，而且在加拿大、美国、日本都设有创造丰盛

国际研究院，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相应

的工作机构。最近，创造丰盛走进法国、德国等

欧洲国家。年内，创造丰盛将在欧洲开设主轮课

程和体验课，招收国际学员，这也是欧洲人、中

东人的幸福和福利。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导师有：姜笑导师、雨珊

导师、佳琦导师、林迪导师、左安娜导师、瀚文导师。

导师们优雅高贵，智慧包容，是美丽慈爱的天使，

将东方智慧与幸福的思维方式带到中东，将爱与

创造的能量灌溉中东大陆，富而有爱的姿态以及

打动人心的讲解给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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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0971-04-3695261  050-1418616  050-1418520   
               050-1418692
传真：00971-4-3695351     P。O。BOX：77982
E-mai l：zaqaabc@gmai l。com
地址：国际城中国区C-06，S-08

迪拜中阿桥国际商旅竭诚为您提供中阿双边一站式综合商旅服务

中阿桥特色服务
    承办各大中小型中阿文化交流
活动，预定场馆，协调、接洽当地
对口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华侨证、各类公证认证、国际驾
照等、保证全阿联酋最低价

各类资深专业翻译
中英阿资深翻译
英汉翻译     英阿翻译     展会翻译    
法律翻译    同声传译
政府部门资料翻译、工程项目翻译、合同证件
翻译、展会展览翻译、会议翻译、同声传译等。

    中阿桥国际商旅郑重承诺为在阿经济
困难的华人半价翻译

签证：各类迪拜签证、科威特、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沙特
等阿拉伯国家签证及外国人赴华签证（5人以上团队价）

机型：清舱机票免费预订，阿联酋—中国1500AED起，阿联酋  
 中国   阿联酋2000AED起，欢迎抢购。

旅游：冲沙、夜海游船、哈利法塔、法拉利公园、迪拜酋长文化
交流中心、深海垂钓、阿布扎比大清真寺、沙迦伊斯兰博物馆、
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低价促销中……

酒店：2—8*酒店特价预订、帆船、喜来登、鲁塔娜等优惠多多，
数量有限，预订从速 .

中阿桥国际商旅
中阿桥——立足迪拜  服务中阿

阿拉伯语游学
1、两个月速成阿拉伯语
2、教师/阿拉伯外教+华人阿语老师
3、成绩合格者予以颁发当地政府部门指定阿拉伯语培训证书
4、报名时间：随时报名
5、学费（全包）：1500AED、人
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
     加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文化中心对话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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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丰 盛”走 进 迪 拜
迪拜中华网讯  摄影 应震中

   

   虽然阿联酋当地法律明令禁止香烟等类似的促
销广告，拉丝海马警察部门最近收缴一批印有药
物促销广告的体 恤。

   警察在北部酋长国的一些成衣店查获的这些衣
服，目前在和有关部门合作就此次出现的状况进
行更深入的调查。

  拉丝海马警察局禁毒部门领导 Ibrahim Keptin
说： 我们在成衣店里查获的衣服上面印有促销药
物，鼓励青年人吸食药物的标语。类似的物品会
对青年人构成严重威胁，会鼓励青年人尝试吸食
毒品，亦会导致青年人吸食精神成瘾类药物，最
终吸食毒品等。

    目前警方已经和有关部门协调合作，以确保
没有类似物品在市场上流通销售。

    警察说，商店出售这些物品将被起诉。

迪拜人警惕：T恤上的药物“广告”
 迪拜中华网讯   来源 Emirates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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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4 月 23 日，中国卫生巾领导品牌

睿沐七格格在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隆重举办品牌

发布会，来自于中国各省市区域的第一批七格格

总经销商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发布会，受到迪

拜华人媒体的高度重视，迪拜中华网以及当地卫

生厅官员应邀出参加了此次品牌发布会，更加鲜

明的体现出睿沐七格格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以

及宏伟的战略思想。

七格格品牌由中国川田集团董事长，中国大

陆第一条卫生巾生产线引进人，中国大陆第一片

卫生巾的参与制造人周平先生亲自研发生产。睿

沐公司是七格格品牌的全球总经销商，川田十年

战略合作伙伴。川田 18 年的国内外各大品牌卫生

巾代加工经验和睿沐公司强大的品牌打造实战经

验，让七格格品牌一诞生就跻身于国际高端品质

行列。

七 格 格 品

牌的一经诞生面

市，就引领了国

内的高端卫生巾

市场，普及了广

大国内女性的个

人 健 康 护 理 观

念，在国内掀起

了一阵又一阵的

高端品质卫生巾

浪潮，是国内高

端卫生巾的代言

人，更是健康、

安全、舒适卫生

巾的代名词。同

时，七格格品牌也相信能把这种健康、安全、舒

适的卫生巾带给全球的广大女性。

    “让全球人尊重中国制造”是她们的品牌理念，

过去的 30 年中国为世界输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廉

价的商品、却只成为世界人口的老大，习大大上

任后，中国在世界的格局正在变化。从亚投行到

也门撤侨，中国的表现，让世界看到风向的变化，

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未来 30 年，中国必然成

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实现国富民强的同时，推动

文明与进步，做令人尊重的世界老大。睿沐 • 七

格格，抓住机遇，跟着国家未来发展方向，适时

适度让七格格品牌走向世界，让全球人尊重中国

制造。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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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品牌 
——睿沐 • 七格格迪拜发布会

迪拜中华网讯  摄影 应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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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市政厅工程及规划部助理总干事 Abdulla 

Mohammed Rafia 表示：“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项目

的设计理念。它将被打造成另外一个类似于 JBR

的旅游目的地。

迪拜市政厅一高级官员透露，市政厅将在

Deira的Al Mamzar周边开启一个大型滨海项目，

类似 Jumeirah Beach Residence。

市政厅正在与迪拜最大房地产开发商 Emaar 

Properties 紧密合作研究该项目的具体细节。该

公司已经于 2014 年 5 月签署了备忘录（MoU）。

他透露说：“我们计划明年年初破土动工。”

不过他拒绝透露项目的造价。

该 项 目 计 划 在 53 公 顷（131 亩 ） 的 Al 

Mamzar 湖附近，将包括滨海住宅、服务楼、零

售业态、人造瀑布和喷泉，以及水上主题的休闲

设施。

在 2014 年发布的一份声明中，Rafia 表示：“根

据这份备忘录，Emaar 将执行具体的可行性研究

和周边环境勘查，让这个世界级的项目能够与周

边的环境完美融合。我们将对 Emaar 提交的报告

进行评估，选择理想的开发模式，让 Al Mamzar

成为迪拜最受欢迎的休闲目的地之一。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项目增加这一地段的价值，为迪拜的经

济做出贡献。”

     Emaar 董事长 Ahmad Al Matrooshi 也在

一份类似的声明中强调，Al Mamzar 的发展潜力

将成为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发动机”。

迪拜中华网讯

迪拜 Deira 将会被打造为下一个 JBR

迪拜 Shaikh Zayed 路公布种植绿化带

首先请看树木将如何美化高速公路并阻止沙

子入侵

迪拜：迪拜备受瞩目的 Shaikh Zayed 路将成

排种植聚合果属的树木，作为防风屏，阻止砂砾

侵入道路。

沿贯穿迪拜市的高速公路两边将栽种 5000 株

以上树木，直至与阿布扎比接壤的边界。此举还

能美化公路并减小碳排放量。

  这项工程包括在 Shaikh Zayed 路的两边种植

两行树和灌木，全长达 12 千米。

迪拜谢赫扎也路边种植 5000 株树木美化并减少碳排放
迪拜中华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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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谈谈在迪拜生活优势和劣势，迪拜中

华网接到很多即将来迪拜生活工作华人的来信及

信息回复。问题最多的是关于迪拜吃住行。

但是今天发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集思广

益，让大家都来做主人翁，谈一下您在迪拜生活

中碰到和国内生活的一些对比，说说迪拜生活优

与劣，让今天这个帖子更加完善多面化！欢迎不

同观点！

那么先把收集到的较多问题表诉如下：

迪拜生活优与劣饮食对比

迪拜：迪拜位于波斯湾港口，它有着非常丰

富的水产品，比较适合来自中国沿海城市居民，

它的食物非常多元化，全球各大城市的美食都能

在迪拜品尝到，当然在外就餐费用会比较高。食

品安全是所有华人最为关心的事情，这里可以肯

定的说，水产品基本上百分之九十是野生健康食

品，吃得放心。当然也有廉价有特色的食品，如

迪拜萨瓦马鸡肉卷和羊肉卷以及阿拉伯薄饼。

中国：舌尖上的美食，中国是美食大国，吃

得品种繁多这是在迪拜比较难享受到的，虽然迪

拜中餐厅很多，但是毕竟不能把国内各个城市美

食照搬到迪拜。

迪拜生活优与劣住宿对比

迪拜：迪拜住宿是所有来迪拜工作和创业人

士最大的开支之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014

年迪拜租房全线上扬，幅度在 5%-15% 之间。

中国：基本上住宿是不成问题，而且在外务

工租房费用还是属于偏低容易接受范围内。

迪拜生活优与劣租房费用

 迪拜：迪拜租房 2014 年市场行情，一居室

在 3-5 万、一室一厅约 4-8 万（当然好的区域地

段会更高）、二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基本在 8-15 万

之间。以上价格全部是阿联酋货币迪拉姆为单位，

迪拉姆折合人民币 2014 年汇率约 1 比 1.7 左右（具

体牌价每天约有浮动，请按迪拜市场牌价为准）。

中国：国内住房跟房价确实不成比例，再

有国内有房人士还是比较多，基本上创业不会考

虑到自身住宿问题，当然国内房源保持在 500-

2000/ 月人民币比较普遍，各大城市略有不同，

欢迎回复纠错。

迪拜生活优与劣出行对比

迪拜：迪拜地铁是全球先进无人驾驶地铁，

迪拜是阿联酋第一大城市，也是阿联酋的贸易之

都。规划中的迪拜地铁有红、绿、橙、蓝四条线路。

第一期工程包括红线（52 公里）和绿线（23 公里）

两条线路，分别于 2009 年 9 月和 2010 年 3 月建

成运营。至 2014 年 12 月震中发稿起，目前迪拜

还只有两条线路，迪拜地铁红线和绿线，从今年

11 月 11 日开始迪拜地铁价格也上浮到最低消费 3

迪拉姆，迪拜除了地铁和公交车以外最繁忙的就

属迪拜出租车，出租车也从今年 12 月开始涨价，

最低消费在 12 迪拉姆。计时器也从起步 3 迪拉姆

涨到 5 迪拉姆。

中国：中国地大物博，各大城市交通收费不

尽相同，以温州为例，公交车全程 2 人民币，出

租车起步价 11 人民币，基本上还是比较方便。

迪拜生活优与劣制安对比

迪拜生活工作优与劣焦点
Focus

迪拜中华网讯     应震中

迪拜：以前一些久居迪拜的外国务工者认为

迪拜比起自己的国家来是一个多么安全的地方，

随身携带的包不拉链都会平安无事，晚上单身女

人在街上走也不会被抢劫，遭遇车祸的机会则更

小些。但近几年有所下降，《海湾时报》2013 年

的一份问卷调查发现，87% 的参与调查者认为这

个国家的小犯罪事件呈上升趋势，因室内无人遭

遇入室盗窃的报道时有发生，还有些人因贪财相

信白纸可以变成美金而被骗。

虽然迪拜治安情况比起以前有些退步，但

大部分人仍然认为阿联酋是一个适合家庭生活

的好地方。一名在阿联酋生活了一年的印度人

Mohammad Taha 在问到曾经是否是违法行为的

受害者时说，“很幸运，我从来没有，因为这里的

法律很好，虽然报纸上说犯罪行为正在上升，但

是比起我自己的国家还是好多了”。一位名叫 Kai 

Trompeter 的先生表示，他从未意识到任何犯罪

行为，他这边的朋友也感觉迪拜非常安全，他比

喻说，在德国汽车没人看时也要锁的，但在迪拜

你不锁也可以，虽然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但整个国家的系统看起来非常良好。因为这里的

人口少，更易于法律的执行，不像亚洲其他国家。

总体来说迪拜的治安还是非常的好，之前有

报道称迪拜摄像头全球最多，它能将户外违法犯

罪分子作案时间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摄像头找到源

头，也即是犯罪分子的住址，这点震中证实确实有，

之前就帮一位华人朋友担保过，（这位朋友因为

住大家，住大家的意思就是大家合租一个一室一

厅或两室一厅，这在迪拜很普遍，但是因为同租

的几个人在外犯事，是砸汽车玻璃盗窃被警察用

摄像头顺藤摸瓜在住房里逮到，最后当然是同屋

的所有人都要在警局备案，并被扣留了 24 小时以

上，有人担保可提前出来，如果没人担保被审查

的时间会延长。 ）举例是说明摄像头确实比较多，

至于是否全球最多，我想中国现在应该是位居第

一吧。举例 2：震中在迪拜组织了 4 年多大小活动，

出外活动摄影包一直是大家随意堆放，还没有碰

到一例丢失情况。

中国：制安这块近几年明显有好转，但还是

有个别偷摸现象出现，在迪拜待久了的华人回国

特需要注意，不小心容易丢失东西。震中特别喜

欢国内一些小城镇，民风质朴，比较喜欢在这些

城市多看看走走。尤其是喜欢自驾游，随心随意！

迪拜生活优与劣迪拜旅游景点

迪拜：迪拜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地区

的金融中心，从一个地区的金融中心发展为全球

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东、西方各资本市场的桥

梁。迪拜实行自由和稳定的经济政策，入选 2020

世博会后，迪拜在各国之间以及国际工商界赢得

更好良好的声誉，这就鼓励了更多本国资本和外

国资本投资于商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经济领

域。迪拜顶着数个世界第一的光环，如：世界第

一高楼（哈利法大楼），世界上最奢华的酒店（帆

船酒店），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屿（棕榈岛），

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世界上最大的商场，世界

上。。。。。。

   中国：身为龙的传人我们骄傲，中国是世

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距今约 5000 年前，我们

有四大发明、长城、黄河、有着悠久的历史，我

们国家旅游景点写上几个月都写不完，有 56 个民

族，各民族文化还有待开发，西方人评价中国是

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迪拜生活优与劣迪拜华人业余生活

迪拜：十几年来，迪拜华人生活非常枯燥单

调，网络不发达信息闭塞，租房求职需要登报纸

才能沟通，当时迪拜最早的一家报社是“绿洲报”，

迪拜中华网门户网成立以后为迪拜华人改进了业

余生活质量，经过不懈努力，现在迪拜华人沟通

越来越方便，迪拜中华网还在继续每周推出华人

活动，活动内容包含：迪拜沙漠冲沙、夜海游船、

hatta 自驾游、水上乐园、深海钓鱼、真人 CS、

迪拜摄影活动、迪拜奇迹花园采风、游泳烧烤、

阿联酋全酋游、埃及及约旦境外游等等将近 300

多个大小活动。（2014 年 12 月统计数据）

中国：国内地方平台众多，优势活动项目也

相对多，缺点因为平台多所以相对分散，没迪拜

中华网活动集中在一个平台。

迪拜工作优与劣迪拜求职方便吗？

迪拜：迪拜是一个发展中的国际化大都市，

需要输入大量就职人才，就业机会相对国内要大

很多，迪拜当地公司如：迪拜朱美拉集团需要大

量中国职员从事迎宾、吧台、酒店管理；迪拜机

场免税则需要中国店面销售人员；当然还有很多

职位可以选择，当然压力相对比国内要轻很多，

反之创业机会相对高很多。迪拜华人公司如中建

等也需要大量市场人员和建筑工人，以及很多华

人公司都需要翻译及店面销售人员还包括迪拜中

华网需要的计算机专业人员。优势是迪拜中华网

是一个开放招聘求职版块，门槛低，求职方便。

 中国：目前高速发展带来了更大的人才需求，

但是每年大量高速的人才涌入市场也导致国内就

业压力增大，来迪拜就职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孰优孰劣看个人想法和能力。

迪拜工作优与劣生意机会

迪拜生活优与劣迪拜气候

迪拜房产投资优与劣

………………

扫描二维码，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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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经验分享 - 交通
香港驾照换阿联酋驾照

迪拜中华网讯   作者：tonglijun

步骤一： 中国大陆驾照换香港驾照

一、购买换照服务

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晚上登陆国内的某宝网，输入了搜索关键词 - 换

香港驾照，在询了若干店铺，并浏览的店铺评价之后，选定一家细致问了下，

包括价格，申请时间，所需资料（其实，在浏览各个店铺的时候，通过他们

店铺服务描述，已经基本了解了以上信息，再次询问，只是图个心理踏实吧）

确定了一家，拍下了付款，这就成功的购买了中国大陆驾照换香港驾照的服

务。

二、准备资料

中国大陆驾照换香港驾照所需资料：

1. 中国大陆驾照正页副页原件（实习期满）

2. 有效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原件

3. 申请人的住址证明

4. 免试换香港驾照申请表和办理香港驾照授权书（付款之后，店主发电

子版给我）

以上资料中，有效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原件，我使用的是港澳通行证，说

实话，也还是有些小忐忑，怕护照邮寄丢，毕竟港澳通行证在阿联酋不用。

申请人住址证明，我是使用的国内话费账单，上面清楚描述了我的姓名和住

址，只是我使用的是扫描件打印出来的，非原件不是非常清晰，店铺老板表

示过担忧，说有人是因为账单模糊，被拒的，最好使用清晰原件。不过我当

时实在没有，最后还是蛮幸运的，成功通过了。

另外港澳通行证方便些，因为邮寄护照，有些快递公司是要求寄件人写

个声明书，附在邮件里。想想还是有些麻烦。

三、邮寄资料去香港            

我查询了常用的国际快递，最后选定的是 T 某 T, 因为至少从电话咨询来

讲，他提供的报价和邮寄时间，我比较容易接受。快马加鞭地把以上资料准

备齐全了，预约的快递公司上门取件，我的资料就这样上路去香港了。

步骤二： 香港驾照换阿联酋驾照

四、收到香港驾照

从邮寄资料到香港代办网店，到收到香港驾

照大约 10 天左右的时间。我的港澳通行证，大陆

驾照正页副业，也都毫发无损的回归。很是欣慰！

五、准备香港驾照换阿联酋驾照资料

在等待香港驾照的期间，我开始着手准备换

阿联酋驾照资料。我准备的资料包括：

1. 香港驾照原件 + 香港驾照阿拉伯语翻译件

原件

2. 公司不反对函原件（我的是从公司申请的，

语言是英语 + 阿拉伯语）

3.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 护照的基本信息页 + 签证页（原件和复印

件）

5. 阿联酋 ID 原件和复印件

像护照啥的，原件肯定是带着的，复印件也

带着吧，以防到时候需要。

六、香港驾照成功换到阿联酋驾照

一切就绪，很是激动啊，于是早晨请了会儿

假，同事开车载我去的，直奔 Mussafah 警察局，

位于阿联酋驾校后面。

在前厅拿了个号码，把 ID 压在那里，快步往

里走，虽然才早上 8 点半，但是我的号码前面有

7,8 位，等位的清一色男人，想着还得上班，硬着

头皮凑到办理的那个女士前面，没等我开口问能

不能插个队，她摆手表示要我坐下，说着 OK, sit, 

sit. 

坐直，看着电脑上的摄像头照了相。好吧，

特意带的 4 张护照照片没用上。

本以为马上拿到照了，结果她指示我到旁边

坐着，开始打电话，我心里合计，不是有什么问

题的，经过几番电话轮回，中间她还处理了 2 个

申请人。大概 20 分钟后，她说好了，我交了费用，

她很耐心地给我解释说，香港驾照在系统里没有

自动显示，她打电话给上级，修改了，才可以转换。

悬着的心落下了，想着，我周了这么多折，

最后值了。又两分钟后，我从她手里接过了阿联

酋驾照。

七、费用列表：

1. 中 国 大 陆 驾 照 换 香 港 驾 照 服 务 约 785 

Diharm（包括回寄运费）

2. 快递去香港 约 135 Diharm 

3. 香港驾照阿拉伯语翻译 60 Diharm

4. 阿 布 扎 比 Mussafah 警 察 局 换 照 200 

Diharm

声明：本文是笔者自身经历的概述，

所有信息仅供参考，请飘过的童鞋们根

据自己的状况合理选择取得阿联酋驾照

的渠道。

想了解更多或有任何不同建议请扫描二维码

讨论或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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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迪拜中华网建站服务专业网站解决方案

2015年互联网正式进入消费互联网时代。你还在等待什么？
我们可以提供各类型网站解决方案（企业、旅游、酒店、
教育、手机端）。还有国内外服务器以及数据维护等相
关服务。

Designning the website professionally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网站

泰安集团房地产公司

Studio for Rental in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世界最高，至尊享受。哈里发塔第一高楼 各种户型完美出租，studio, 
一房一厅，两房一厅，全套名牌家具，随时入住。尽享独一无二的无
敌景观，全面配套游泳池健身房。
Burj Khalifa                   Free Access to the Swimming Pool, Gym and Facilities
Fully Furnished          BUA: 548 sqft
  

2 Bedroom in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最高楼二室一厅出租。
Burj Khalifa
Fully Furnished
BUA: 1,716 sqft
Free Access to the Swimming Pool, Gym and Facilities

1 Bedroom in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World
最高楼一室一厅出租。
Burj Khalifa
Fully Furnished
BUA:1,103 sqft
Free Access to the Swimming Pool, Gym and Facilities

    Burj Noujoum
    世界第一高楼哈里发塔周边 高档住宅，
   全新出售及出租， 各种户型，配套设施完善
    Vacant Apartment
    High Floor- (Over 25th Floor)
    Series 05 Series

Victory Heights 
别墅专区，运动城维多利亚山庄，紧邻311国道，全高尔夫景大五房豪华

独栋别墅。1200平米福地， 建筑面积500平米， 豪华私人游泳池， 专设

烧烤区域，市场上不可多得的机会，随时看房

B1- Corner Plot        5,170 (BUA)              Full Golf View
5 Bedrooms             12,000 (Plot Area)         
Personal Swimming Pool            Barbeque AreaPersonal Swimming Pool            Barbeque Area
    

Greens  
Greens  一室一厅跑马场景
1 Bedroom 
BUA: 760saft
View: Racecourse View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豪大大鸡排店

阿哥米线

     星 湖
海鲜中餐厅
地址：久美拉湖城HDS大楼7-8号。
地铁37站JLT出口步行三分钟。
电话：04-3699928  052-8976589
微信：STAR043699928
QQ：2471008970

穆海莉 
旅行社

阿联酋最老牌华人旅行社
最专业最资深机票代理
机票价格全阿联酋最优

    阿联酋史上第一家“深海钓鱼+泰国料理”豪华旅游套餐，将深海钓鱼的刺激和舌尖上的
美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价格：200迪/人，天天发团，单人也可出团

上船地点：迪拜渔人港湾     联系人：MIKE

电话：04-2690188     传真：04-2690198
手机：050-5518698   050-6506218   050-5510598
地址：Warba Shopping Center，G07，靠近Al Muraqqabat Poli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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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屋顶游泳池 
迪拜风光尽收眼底
来源迪拜旅游局

    夏天到了，如果想去游泳，迪拜不乏很多度假村游泳池和码

头。还有贴近游泳者、有防护的阿拉伯湾。在迪拜，总有一网

打尽的玩法。不论您是想晒晒日光浴，还是想在广阔的游泳池

边戏水，或是想在炎热的夏季去水里凉快凉快，在迪拜的任一

屋顶游泳池玩上几个小时绝对是值得 的。

迪拜码头阿德里斯饭店

The Address Dubai Marina
     享有码头辖区最大游泳池之一的迪拜码头阿德里斯饭店（Address Dubai Marina），其高层的无限泳池足有 50 米长，环境极致国际化，标志性的、扭曲

的卡延塔（Cayan Tower）和朱美拉海滩的美景尽收眼底。阳光从周围大厦穿透过来，日落时分是最佳的游泳时间，沉浸于下方港口驶过的帆船上的星火灯影，

感受码头多彩夜生活的繁华。

      地址：Dubai Marina  P.O. Box 32923, Dubai, UAE 
      Tel: +971 44367777 
      Fax: +971 4 4367788 
      Email: dubaimarina@theaddress.com
      Web: www.theaddress.com

迪拜康莱德饭店

Conrad Dubai
    度假村遇上康莱德饭店普罗海滩

（Purobeach）城市绿洲的屋顶游泳

池。葱翠的绿色植物和雅致的遮篷让

客人远离了谢赫·扎伊德路（Sheikh 

Zayed Road）的喧嚣，这里的游泳

池是全天休闲和举家同乐的理想之

选。在水边挑选一张您的私人茧床—

但要抢先一步，因为这里的屋顶泳池

非常抢手，备受本地人和游客的青睐。

 地址 : P.O. Box115143; Sheikh Zayed 
Rd, Dubai,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el: +971 4 444 7444
 Fax: +971 4 444 7445
 Email: conrad.dubai_reservations@
conradhotels.com
 Web: http://conraddub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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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棕榈岛

The Palm Jumeirah
    尽管很浅，该泳池可从不可

思议的 43 层高度远眺迷人的城

市海湾景色，足以弥补了深度的

不足。白天，日光休息室供应小

吃，晚上还有别致的酒吧，是期

待在休息日跳舞的常客频繁光顾

的场所。这也是夜猫子们在月光

倾洒之夜的理想去处。泳池和酒

吧一直营业到凌晨 2 点。

地址 : Sheikh ZayedRd P.O. Box 
116162， Dubai
Tel: +971 43230333 
W e b :  h t t p : / / w w w .
fourpointssheikhzayedroad.
com

迪拜莱佛士饭店

Raffles Dubai
    这里是亲朋好友聚会的好去处，孩子们会在池中的喷泉处玩得乐此不彼，而大人们可以闲下来，在留意孩子的同时，还可以手拿一杯混合饮料，享受专属

加热水疗床。由于地处大都市，客人还可眺望迪拜另外一处不太知名的美景，即瓦菲商场（Wafi Mall）的埃及人遇见外星人 (Eygptians-meet-aliens) LCD 灯

光效果现代化金字塔。 

 地址 : SheikhRashid Road, Wafi, Dubai, P.O. Box 121800 
 Tel: 04 324 8888
 Web: http://www.raffles.com/dubai/

索菲特市中心饭店     

Sofitel Downtown
     在遇上“搅局者”的情形下铭记这份美丽吧。要找到比这更好的视角观赏标志性的哈利法塔（Burj Khalifa）可能很难，甚至连见惯不怪的当地人都会驻足于此，

在这个露台上的泳池来一张惊艳的照片。60 米长的无限泳池不仅带给您视觉冲击，还是一个绝佳的休闲好去处。马赛克泳池和休息室早午餐周围摆放了食物车，

供应各种新鲜的国际美食。 

Tel: 800 035 702 749
Web: http://www.sofitel.com/gb/hotel-owntow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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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其貌不扬的迪拜黄金街
                  来头可真不小  

      周五趁着休息日，去了一趟闻名遐迩的迪拜

黄金街。位于迪拜老城区的 GoldSouk 的黄金街，由

三条不长的小街巷汇集，总长度不到一公里，但云集

了上百家黄金珠宝店。出售的首饰款式多、种类全、

价格还可以商量。这其貌不扬的黄金街原来是世界第

三大黄金交易集散地。

迪拜旅游景点推荐
之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中华网  作者：应震中

旅游

迪拜中华网讯

为了遮盖迪拜热情如火的夏日，

政府斥资建造了这条木走廊。

请问上图是世界上最大的
戒指么？呵呵

琳琅满目的金饰，让你三心二意吧。

迪拜世界第一高楼简称哈利法塔，是位于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一栋已经建成的摩天大楼，

有 162 个楼层，总高度 828 米，比台北 101 足足

高出 310 米。迪拜塔由韩国三星公司负责营造，

在 2004 年 9 月 21 日开始动工总耗资约 80 亿美元。

2007 年初开始已有玻璃帷幕安装，金属外墙

于 2007 年 6 月开始施装。2009 年 12 月竣工。

哈利法塔的基座周围采用了富有伊斯兰建筑

风格的几何图形——六瓣的沙漠之花。迪拜塔加

上周边的配套项目，总投资超 70 亿美元。

迪拜塔 37 层以下是一家酒店，45 层至 108

层则作为公寓。第 123 层将是一个观景台，站在

上面可俯瞰整个迪拜市。建筑内有 1000 套

豪华公寓，周边配套项目包括：老城、迪拜

MALL及配套的酒店、住宅、公寓、商务中心等项目。

“迪拜塔”超过 160 层，且拥有 56 部电梯，速

度达每秒 18 米，那将是世界速度最快且运行距离

最长的电梯。艾尔马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纳曼·阿

塔拉说：“这一设计将触及技术所能达到的巅峰，

在此之前没有一座建筑能修那么高。人们不得不

开发能适应这种高度的新型电梯。迪拜塔高度达

到 818 米，可用楼层超过 160 层，为目前世界上

第一高塔，高速电梯 70 秒升至 124 层。

世界第一高楼的观景台在 124 层，有室外阳

台和内部落地玻璃可以鸟瞰全迪拜景点，内有数

码望远镜，还能看到周边国家。

门票价格：提前预定门票成人为 130 迪拉姆，

儿童 4-12 岁为 75 迪拉姆，0-3 岁免费。现场购

买门票为 400 迪拉姆

最佳参观时间：傍晚 17:00 点 以后。观看完

高空美景，就可以观看 18:00 开始的广场音乐喷泉。

哈利法塔

旅游
Travel

去迪拜旅游和购物成为很多追逐时尚的人们的

一种生活习惯，富有中东色彩的阿联酋特产是他们

前往的最大动力。在阿联酋的商业街，随处可见椰

枣、香水、黄金饰品、波斯地毯等等琳琅满目的商品，

会激发起你强烈的购物欲。阿联酋作为北非、南欧、

西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和转口贸易

中心，辐射人口达 14 亿之多。这些地区贫富悬殊，

有西方国家，有中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于中国。因此，阿联

酋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各种档

次的产品均有市场。

一、椰枣 

椰枣茶亦称“里高哈”, 用椰枣精泡制而成。呈纯

白色 , 含糖量高 , 味道甘甜 , 饮后周身冒汗 , 适于冬

季驱寒 , 是海湾地区所特有的饮料 , 为待客的上品。

椰枣是阿拉伯民族早期赖以生存的最原始的食品。

据美国和阿拉伯食品与营养学家用现代科技手段 ,

对阿拉伯椰枣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 , 椰枣具有人体

所需的绝大部分营养 , 括 7 种以上维生素 , 而且具有

抗癌功能。一个人每天食用 6 个椰枣就能生存。

 

二、香水

“香水是属于阿拉伯的”。这并非只是一种故弄

玄虚的香水传说 , 而是这一神秘之地微妙氛围的真

实写照。在阿拉伯人的居室中 , 世代奉行着亘续不

断地焚烧熏香的习俗。檀香木香水还代表着主人对

远道而来的宾客衷心的欢迎 , 尤其是女宾光临或出

行之际 , 都会在香味燃放器前稍稍伫立 , 用罩在衣服

外层的斗篷轻轻撩拨烟雾 , 让香气遍布全身。 

三、黄金饰品 

在阿联酋买黄金制品简直就是超值体验 , 在迪

拜你可以找到许多售卖黄金的店铺 , 黄金的质量有

绝对的保证，同时，其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因为

在阿联酋，黄金只论重量 , 不论手工制作工钱。 

四、阿拉伯银铜制品 

    阿拉伯的银铜制品很显贵气 , 在一些小商店你可

以看到很多漂亮的阿拉伯银铜制品。这些银或铜的

制品样式各异 , 包括阿拉伯样式的匕首、中东样式

的茶壶、波斯风情的刀剑等等 , 有些银铜制品上面

还镶嵌了绚丽夺目的宝石 , 看起来会觉得非常高贵

和典雅。这些工艺品的价钱即使不能说是便宜 , 但

还是物有所值的 , 可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亲人和

好朋友 , 新颖别致又不显俗气。 

五、皮革制品 

皮革制品也是购物的一大选择 , 在大型的购物

商场有各种各样的欧美品牌货 , 全部都是世界顶尖

的品牌 , 价钱与国内相比起来要便宜。还有阿拉伯

样式的皮具制品 , 可以在一些小型的商店找得到 , 但

是这些皮革制品可一点都不比世界知名品牌便宜多

少,是买名牌还是买特色只能靠游客自己去斟酌了。 

六、珍珠 

世界天然珍珠产量总产量不超过 50-100 吨，

其中约 80% 的产量分布在波斯湾，约 10% 集中分

布在中国南部与北部。 

七、波斯地毯

波斯地毯在制作上非常考究 , 制作地毯时既要

考虑地毯的美观 , 也要保证地毯的耐用 , 因此，波斯

地毯在世界上小有名气。波斯地毯充满着异域的风

情 , 实在不失为装饰家居的上等装饰品。迪拜随处

都可以从来自海湾、伊朗、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商

人那里买到地毯。在 Deira Towers 购物商场有一个

地毯市场 , 价格非常低而且可以还价。 

八、名牌时装

阿联酋人都非常有钱，人均年收入每人都在两

万美金以上，这也是世界上这么多顶尖名牌进驻阿

联酋的原因。别看阿联酋的女士平时都是穿着大袍

子，但是大袍子下面件件都是世界知名奢侈品。 

九、茶叶

阿联酋茶叶市场前景可观，当今世界哪个国家

的人饮茶最多 ( 即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大 )? 一般的回

答都是爱尔兰，因为该国人均茶叶消费量长期以来

一直保持 3 公斤以上的高水平，其它国家似乎无出

其右者。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至少是一个

已经过时的概念。根据不完全统计，地处西亚阿拉

伯半岛东部的阿联酋才是世界人均茶叶消费量最大

的国家。

阿联酋九大特产齐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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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视频站
Travel Video

爱上迪拜 之 走进迪拜 Bentoya 日本料理

更多精彩，尽在 [ 原创视频 ] 爱上迪拜：

走进迪拜 Bentoya 日本料理

做为日料发烧友，在迪拜可没少寻觅日料的踪迹，无意间在 Garhoud 

Bridge Rd 上发现这家叫 BENTOYA 的餐厅，瞬间被它的名字吸引， 走进一看，

随处可见的日本元素，两边的书架满满地放着各种日本原版漫画，书店和餐厅

傻傻分不清楚， 不像居酒屋那般紧凑，也没有怀石料理那般高大上，它就是它，

干净，简单，那些恰到好处的细节，倒给它平添了几分小清新感。

迪拜中华网  作者：应震中

扫一扫 看视频

     法国鹅肝寿司，绵密的
口感加上特质酱汁让人欲罢
不能。

美国鱼子酱寿司，入口鱼子酱爆
裂的瞬间，整个口腔被鱼子酱的鲜味
包裹，真想让这一刻停留的久一些。

选择丰富的特质寿司，米饭、三文鱼、蟹肉棒
和奶酪的完美碰撞，令人惊奇。

先食刺身，厚切生鱼片质感十足，挪威
三文鱼油脂分布的刚刚好，一口下去，有说
不出的满足。

大片
Blockbuster
                网友摄影展

     本版摄影作品均选自迪拜中华网 - 行摄天下，或网友投稿。如果您也爱好摄影，有自己满意的原创

摄影“大片”，可以发帖至迪拜中华网 - 行摄天下或者投稿至 600001000@qq.com（注明：“大片”投稿）。我

们将在每期的投稿或摄影贴中选出 4-6 张优秀作品免费刊登在华文迪拜“大片”。

2011 - 无题    热情沙漠

2015 - 每天一张，去看见         Summer~

2
0
1
5

阿
布
扎
比
大
清
真
寺 

王
有
才

2014 - 近距的意境       RCKC

扫一扫 行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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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一个花朵样式的披萨”“我的

披萨要做成心形的”“我的披萨里头要加蘑菇”……4

月 16 日，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首次举行了“Pizza 

Day”的主题活动，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们欢聚一堂，享受着这一快乐的时光。

活动从上午 9：30 开始，当小朋友们拉着家

长的手来到活动室时，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

菜及做披萨、蔬菜汤用的各种工具等，望着琳琅

满目、鲜艳欲滴的各式材料，孩子们忍不住跃跃

欲试。

活动开始后，Sonia 老师详细介绍了制作蔬

菜汤和披萨所需的各种材料以及制作方法。通过

Sonia 的一番介绍，孩子们对蔬菜的认识有了进一

步的加深。在老师和爸爸、妈妈的鼓励下，孩子

们开始动手切蔬菜。别说，这一招一式还真有点“小

当家”的架势。动手期间，孩子们充分发挥了自己

的想象，有的把披萨做成了笑脸，有的做成了花朵，

还有把自己的名字字母裱在了披萨上面。自己的

披萨做好后，还不忘给爸妈、爷爷、奶奶们也做

上一个。当一个个造型可爱的披萨烘焙出炉，幼

儿园内瞬间飘满了披萨饼的香气，在香气的诱惑

下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开心

地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披萨大餐。吃着自己做

的蔬菜汤和披萨，味道真是好极了，一些平时不

太爱吃蔬菜的孩子，今天也能尝试吃起了蔬菜汤，

整个活动在热闹的气氛中持续了 2 个小时。

本次披萨日活动是幼

儿园“有趣的植物”主题学习

活动的拓展。持续二周的主

题学习，不仅有认识植物活

动，还有表现植物的美工、

音乐、故事阅读等，更有种

子发芽实验、制作水果色拉、

自制披萨等动手学习实践的

活动。通过内容丰富的各种

活动，使幼儿能够了解植物

的名称、简单结构，激发了

幼儿对常见植物的好奇好心

和学习兴趣，同时也锻

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

协调能力。

本次活动得到了

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使

得本次主题活动圆满完

成。家长们积极配合幼

儿园准备了丰富多样的

蔬菜、水果，充分反映

了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

注以及对幼儿园教育的

认同。他们在百忙中抽

出时间，参加孩子的制

作日活动，不仅对幼儿园的学习进程有了了解，

更是增进了与幼儿的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学前儿童发展中重要的人际关系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带给幼儿安全感，更

为孩子今后的心理成长奠定基础。有专家研究发

现，家庭教育的作用是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而不断

减弱，而亲子关系的好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

子对父母教育的认同度，因此幼儿园开展亲子活

动，不仅是教育教学的需要，更是为家长提供了

建立良好和谐亲子关系的平台。

活动站  旅游
Travel Activity

精彩回顾  
Wonderful Review  

                                    截至 2015.4.28

Pizza Day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首次主题活动圆满完成

2015 年 4 月 16 日
迪拜中华网讯  文：中国国际双语

旅游 活动站
Travel Activity

迪拜华人美食 DIY 娱乐赛活动

迪拜速度与激情卡丁车活动

【活动类型】：  烹饪大赛 

【活动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3：00 在迪拜中国海集合 

【活动地点】：  迪拜中国海中餐厅

【集合地点】：  迪拜 Baniyas Square 24 超市后面

【交通方式】：  自备

【缴费标准】：  论坛报名费用为：0，观看人员需缴纳 30 迪拉姆报名费：请遵守主办方

赞助方和默默付出劳动的后勤人员，报名后勿放鸽子。       

【报名方式】：  进入迪拜中华网活动板块论坛报名，打电话给震中  050-9527888。

【活动安排】：  2015 年 5 月 8 日前往迪拜中国海中餐厅，下午 3 点正式开始，烹饪比赛规矩，

现场直接现切现做，比赛现场将邀请 3 位迪拜资深吃货达人参与评比，全程公平公开评选

出最佳烹饪达人，前两名将获得精美礼品（暂且保密，哈哈），现场烹饪比赛场地配有电

磁炉和炒菜锅，可同时 8-10 个人比赛，普通搭配食材可供选择，特殊食材和主菜配料请自

备。 备注：一个美食 DIY 可携带一位帮厨，如携带两位多余一人需缴纳报名费 30 迪拉姆。

【主办方】：  迪拜中华网      中阿国旅有限公司     迪拜爱豪旅行社   

【赞助商】：  迪拜中国海餐厅 迪拜豆花香超市  

【温馨提示】：新鲜蔬菜有豆花香超市农场提供，需要蔬菜品种请报名时注明。

【活动类型】：  卡丁车赛事

【活动时间】：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2：40 在鸽子广场集合 

【活动地点】：  迪拜摩托城

【集合地点】：  迪拜 Baniyas Square 24 超市后面

【交通方式】：  巴士接送

【缴费标准】：  论坛报名费用为：30，线下报名费 50 迪拉姆（希望动动手指头注册一下。）：
请遵守主办默默付出劳动的后勤人员，报名后勿放鸽子。

【报名方式】：  进入迪拜中华网活动板块论坛报名，打电话给震中  050-9527888。

【活动安排】：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 点准时出发前往迪拜酋长花园，一起和花园外

满街跑的孔雀合影，历时十五分钟前往第二站：体验迪拜速度与激情卡丁车赛事，4 点 20

分左右到达迪拜摩托城卡丁车基地，等级简单资料后开始进入赛事，为了体现赛事速度与

激情，每一轮我们都会根据大家的最高分最终决出前三名，晚上回来开始聚餐，获得前三

名的优胜者将免 AA 制费用作为好成绩的鼓励！（活动体现重在参与和友谊，希望报名会

员都能接受这一小小规定）

【主办方】：  迪拜中华网      中阿国旅有限公司     迪拜爱豪旅行社   

扫一扫，查看详情
报名活动

扫一扫，查看详情
报名活动

以上活动均由迪拜中华网震中领队并做活动指导。从迪拜中华网开创至今，5 年的时间里，震中组织迪拜华人在
阿联酋参与的活动大大小小超过 300 场，并且还有远赴埃及、约旦的境外游活动，拥有非常丰富的活动经验；可以
让你了解到每一个游玩地真正的精华，享受每一次活动应有的快乐，感受不一样的阿联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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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戴克里先时期，柱顶顶着花形柱头 . 石柱原是萨

拉皮雍神庙的一部分，萨拉皮雍神庙是希腊 - 埃

及神萨拉皮斯最重要的神庙，最初建于托勒密三

世在位时期。神庙仅仅存在很短时间就被毁了，

只有石柱保存下来，成为航海者的航标。巨大的

石柱已经耸立 1600 年 .）晚上，我们来到亚历山

大火车站，第一次看到带有 2 个卧铺的附有埃及

特色的火车包厢。

2 月 1 日经过一夜的休整早上我们来到著名

的埃及卢克索城市（卢克索，埃及古城。位于南

部尼罗河东岸 , 南距阿斯旺约 200 公里。海拔 78

米。因埃及古都底比斯遗址在此而著称，是古底

比斯文物集中地。由于历经兵乱，多已破环湮没。

现在保存较完好的是著名的卢克索神庙，其中尤

以卡尔纳克神庙最完整 , 规模最大。该建筑物修建

于 4000 多年前，完成于新王朝的拉姆西斯二世和

拉姆西斯三世。经过历代修缮扩建，占地达 33 公

顷。 ），第一站前往久负盛名的卢克索帝王谷，

接着参观王后谷，卡尔纳克神庙 此处省略 N 千字，

太多了一下子讲不完。参观好神庙在卢克索一家

王朝中餐馆享受美味中餐，后来了解到这些中餐

馆都是埃及人开的。下午继续卢克索神庙的浏览

后，驱车来到红海 5 星海滨度假屋。

12 月 2 日我们一早浏览红海海滨风光，然后

驱车乘坐红海特色潜水艇（这个是自费项目），

浏览红海珊瑚礁和海洋生物，说实话比我们想象

中要漂亮很多，中午在酒店用过午餐后我们开始

往埃及开罗前进，午餐享受特色的 21 人共用埃及

餐，到达埃及开罗入住 Le meridien5 星酒店，地

理位置非常好，靠近金字塔。

12 月 3 日，一早我们开始参观埃及博物馆，

里面成列着（是由被埃及人称为“埃及博物馆之父”

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玛利埃特于 1863 年在开罗北

部的卜腊设计建造的。埃及博物馆位于尼罗河东

岸，在开罗解放广场靠近 NileHilton 酒店处，是

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埃及博物馆位于埃及

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悠

久历史的古代埃及文明的遗物宝库。这里收藏的

各种文物有 30 多万件，陈列展出的只有 6.3 万件，

约占全部文物的五分之一。因这座博物馆以广为

收藏法老时期的文物为主，埃及人又习惯地称之

为“法老博物馆”。 ）埃及博物馆里面不允许拍照，

我们只能把看到的几千年的文化陪葬品等努力记

忆到脑子里。中午的中餐在王府中餐馆，到达后

看到王府还是 6 年前的样子，不经意说王府偶又

来了。

下 午 开 始 浏 览 埃 及 金 字 塔（ 埃 及 金 字 塔

（Pyramids）建于 4500 年前，是古埃及法老（即

国王）和王后的陵墓。陵墓是用巨大石块修砌成

的方锥形建筑，因形似汉字“金”字，故译作“金字

塔”。埃及迄今已发现大大小小的金字塔 110 座，

大多建于埃及古王朝时期。）以及狮身人面像。

这里注明和提醒一下所有去埃及游玩的旅客，

就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景点，请勿跟人搭讪，

千万别把相机给当地人让他们给你拍照，或者让

你给骆驼或者骑骆驼的人拍照，拍好后他们会索

要小费，带有强制性，包括相机在他们手上，他

们会采用拿掉储存卡等方式强制索要。这是温馨

提示哦。

晚上我们在图山中餐厅用餐后前往埃及开罗

机场！结束了 4 天来难忘的快乐时光。

旅游 活动站 境外游
Travel Activity

迪拜华人赴埃及 4 日游
2012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3 日

迪拜中华网组织活动

迪拜中华网第一次境外游圆满结束，非常感

谢一起参加的会员们，因为有大家的互动才让活

动变得更精彩，活动行程拍的很充实让人留连忘

返，之前也有很多人担心是否会被埃及最近的局

势所影响旅游质量，这里说一下这点不需要担心，

我们几乎没察觉到有这方面困扰。

1 月 29 日我们从迪拜 2 号机场出发前往埃及

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是埃及的最大海港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历史名城，

地中海沿岸的避暑胜地，人口 400 万。位于尼罗

河口以西，距首都开罗 200 多公里，城市东西长

30 多公里，南北最窄处不足 2 公里。面对浩瀚的

大海，背倚波光掩映的迈尔尤特湖。与其他地区

不同的是，亚历山大城冬季凉爽潮湿，夏季受清

新的地中海海风吹拂，气候温和，四季如春。），

到达亚历山大将近 11 点 15 分，我们在 11 点 40 左

右离开机场前往旅馆，入住在美丽的亚历山大港

口 5 星喜来登海景酒店。

11 月 30 日我们正式开始第一天游玩，喜来登

酒店正好挨着夏宫，所以第一站我们前往夏宫（埃

及夏宫，即蒙塔扎宫，坐落在市东部，占地 155.4

公顷，密林环绕，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花园。1952

年前一直是皇室家族的消夏避暑地，现海滨向游

人和垂钓者开放。园内有法鲁克国王行宫（现为

埃及国宾馆）。赫迪夫·阿拔斯二世在世纪之交所

建的这座土耳其 - 佛罗伦萨式的建筑物，是王室

避暑地。王宫不对公众开放，看其外观一定要注

意频频出现的主题字母 F。据说一个报喜人告诉福

阿德王，字母 F 将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从此他

和他的儿子法鲁克给他们的子孙命名都以F开头。

1951 年法鲁克与娜瑞曼结婚，却没有更改她的名

字，1952 年 1 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他为他取名阿

赫迈德·福阿德，字母 F 被放在第二位，6 个月后

法鲁克被废黜。），游玩后夏宫我们来到港口建

有被称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灯塔。1477 年

在倒塌的灯塔的原址上修建的城堡，纳赛尔时期

改为埃及航海博物馆。

 

中午品味亚历山大特色鱼宴，下午参观好亚

历山大图书馆后我们开始驱车前往参观庞贝石柱

（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城徽_庞贝柱（萨瓦里石柱）.庞

贝柱又称骑士之柱，是一根高达 27 米的粉红色亚

斯文花岗岩石柱，建于公元一世纪左右的罗马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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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园艺人员称，奇迹花园每个季节都会展

现不同的风格，因为每一季，花园都会有不同的

主题。他说：“我们希望游客们也能意识到，通过

充分合理利用水资源，采取滴流灌溉，沙漠也可

能变为绿洲。”在欧洲，冬季万物凋零，春夏百花

复苏。我们则完全相反。在沙漠中，冬季是户外

花朵盛开的最佳时机。好似这世间万物的运行一

样。”

迪拜冰咖啡吧 Dubai Time Square

迪拜冰屋酒吧是全球第 9 家分店，酒吧名称

为 Chill Out，座落在谢赫扎伊德路靠近迪拜酋长

商场附近，迪拜冰屋还是中东第一家冰餐厅酒吧， 

酒吧内所有的物品，墙壁、桌椅、杯碟、吧台、灯具、

竹帘、墙上挂着的艺术品以及摆放在室内的雕塑

皆是由冰块构成，迪拜客人们就可以进到店里，

喝上一杯热咖啡饮料，里面温度是零下 6 度，进

去前需穿上一件保暖的皮大衣，戴上毛线手套并

穿上鞋子。在进入大厅前，店主还细心地让客人

们到一间室温在 5 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适应一下

突降的温度。

迪拜跳伞旅体验 SkyDive Dubai

迪拜跳伞是迪拜旅游中比较奢华和具备胆色

相结合的项目，很多迪拜游客本着要赢人先要赢

自己的信念，人总要不断接受挑战，才能突破框

框有进步，那么今天介绍的迪拜跳伞将是练胆色

的最佳迪拜旅游项目之一。

试想一下在世界最著名的迪拜棕榈岛旁的跳

伞基地，坐飞机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一跃而下，那

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跨出这一步啊，而下面映入

眼帘的就是整个迪拜棕榈岛的全貌，无跳伞经验

者没有关系，现场会有教练给予指导，还会有教

练陪着双人跳伞，每个迪拜跳伞游客配有一个户

外专属摄像机，记录整个跳伞过程，迪拜跳伞公

司还会把它制作成光盘赠送给客户。

迪拜直升飞机观光 Dubai Helicopter Tour

玩在迪拜旅游特色之鸟瞰迪拜体验迪拜直升

飞机观光旅行，不管什么样的景致，不同的角度

观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在高空中俯瞰，绝

对能看到平时您仰视或平视看不到的风光！来阿

联酋迪拜旅游体验乘坐直升机飞上蓝天，在空中

鸟瞰阿联酋迪拜全景。

迪拜老市场博物馆 Dubai Old Souq

在迪拜玩需要很多钱，但是对员工而不是旅

游客的心情来说会更喜欢那种又便宜又好玩的地

方。对在 Deira 住的那些朋友来说，这个路途很

容易走到，从迪拜运河码头乘上一个迪拉姆的传

统的水上客船阿布拉 (Abra) 穿河而过，迪拜旧市

场 Dubai old souk 就在河岸另一边。市场两旁一

袋袋敞开的香料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每家店铺的

小哥都热情地与过往的游客打招呼。他们的中文

听起来异常标准，但只限于几个字——你好，请

进来，或是看看不要钱。　

迪拜旧市场，浓缩了这个城市昔日的旧貌与

当下的生活。在这里，你可以嗅到阿拉伯最传统

的香料，摸到阿拉伯妇女最轻薄的沙袍，或是一

尝这里最地道的小吃……

迪拜火烈鸟自然保护湿地 Dubai Flamingo

迪拜湿地位于迪拜阿威尔地区，迪拜自然湿

地有两个可以欣赏火烈鸟的观测点，在迪拜 E66

公路和 E44 公路各有一个观测点，迪拜湿地开发

时间是周六至周四早上 9：00 至下午 4：00，周

五不对外开放，免费开放针对所有迪拜游客。最

佳观测火烈鸟的景点。

迪拜棕榈岛观光电车

迪拜棕榈岛上面有电车观光，可能很多人都

不是很了解这块旅游项目，它是容易被遗忘的景

点之一，在棕榈岛电车观光上能拍到亚特兰蒂斯

的全景，它从迪拜棕榈岛入口处开始出发，目的

地就是棕榈岛的亚特兰蒂斯酒店。

购买车票的时候售票员就会问你购买单程还

是往返，单程的票价 15 迪拉姆，往返则是 30 迪

拉姆。

迪拜地球村

迪拜地球村 (Dubai Global Village) 的开放时

间随着季节变化稍有调整，迪拜地球村在 1996 年

开始一直在迪拜 Festival Centre 位置露天开放，

当时还不过是迪拜河边出售世界各地产品的摊贩

聚集地，现在却已成为最为吸引人流的地方。迪

拜地球村现在是迪拜购物节 (DSF) 的精彩亮点，

露天举行的购物节盛况在 2008 年吸引了 450 万

游客前来观光。

迪拜黄金街 Dubai GoldSouk

旅游 
Travel 迪拜旅游达人带你玩转迪拜

             ——迪拜旅游景点大全

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朱美拉大清真寺、哈

利法塔、帆船酒店这些耳熟能详旅游项目就不说

了，这次主要给大家说说迪拜深入的几个景点，

后需还会继续增加 ing。那么开始迪拜深入游介绍

吧！

迪拜热气球之旅：

迪拜的沙漠风景，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美丽和

壮阔。金色的沙丘绵延在辽阔的蓝天之下，像极

了一副美丽的风景画。

从天空鸟瞰沙漠，更是美得让人惊心动魄！

快坐上热气球吧！它将带你穿越沙漠，从不同的

角度观赏壮阔的自然风光，饱览一个金色的早晨！

迪拜夜海游船

迪拜河夜海游船也是阿拉伯特色古老的迪

拜旅游项目。迪拜河把迪拜分成 DeiraDubai 和

BurDubai 两部分，夜晚，华灯初下时，随着迪拜

特有的木桅船缓缓前行，古老与现代和谐地交织

在一起的美丽画卷将在你眼前慢慢展开。一边是

年轻的 BurDubai，正在蓬勃发展 ; 一边是古老的

Deira，象征着迪拜的历史，年数已久的购物街，

无数清真寺的尖塔仿佛要刺穿天空一样。海湾的

水面上倒影着两岸溢彩流光的璀璨灯火，伴着船

上动听的乐曲，带着你穿梭了历史与现代之间，

感受纸醉金迷的夜迪拜。

迪拜奇迹花园 Dubai Miracle Garden

众所周知迪拜是一个在沙漠上建造的钢筋

混泥土结构城市，迪拜奇迹花园是在这样的一

个城市中诞生群花绽放，迪拜奇迹花园 Miracle 

Garden 的外墙是一周装饰着朵朵鲜花的围墙，这

座奇迹花园动用了 450 万余株各式花朵点缀着草

地和长廊，园内一座一千米布满繁花的长廊创造

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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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迪拜——迪拜中华网华人访谈之董帅

    本期迪拜中华网访谈的嘉宾是刘一手火锅老
板董帅，经营着地道的重庆火锅，如果你是吃货，
你肯定吃过他们家的火锅，如果你不是吃货，那
你也肯定听说过迪拜刘一手火锅，因为刘一手火
锅是在迪拜的华人都很喜欢的一家中餐厅。

记者：在这边经营了多久，是什么初衷让您想在
迪拜开店创业？

董帅：刘一手迪拜店在大家的支持下已经经营 5
年了，经历了风风雨雨才走到了今天，刘一手迪
拜店的创业宗旨是让迪拜的的华人吃到正宗的中
国味，正宗的四川火锅，也希望通过火锅让迪拜
当地的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我们中
国人。

 

记者：刘一手火锅的特色菜品是什么，可以给我
们介绍一下吗？

董帅：我们的特色就是麻辣锅底，是迪拜独一无
二的四川火锅，所有的菜品讲究的是嫩、滑、香。
刘一手既要高举麻辣鲜香大旗，做地道重庆味，
又要不惜工本，用鸡、鸭、猪骨头吊高汤做清汤
火锅，满足各类客人的需求。

   我们刘一手的小料是迪拜种类最全，风味最多
的一家。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店的特色菜，一品嫩
牛肉，精心选用小牛里脊肉，真是一个嫩字了得；
香菜牛肉，香菜的香和嫩牛肉的嫩完美的结合；
嫩牛腩：绝对打破您对牛腩的认知，肥瘦相宜，
一吃忘不掉，所以我们店的菜不仅讲究川菜的麻
辣，更讲究一个“嫩”字

 

记者：您觉得您的店相较于别家有什么优势？

董帅：刘一手店的优势就是在于独特的风味，实
惠的价格，以及优质的服务。我们店的顾客很多
是老顾客，因为觉得好吃，来过一次后面就经常
来还要来。

记者：您今后的目标是什么，及您对您这个行业
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看法？

董帅：今后的目标就是让迪拜每一个区域都有一
家刘一手，让更多的人喜欢刘一手，让更多的人
爱上麻辣的口味。我认为火锅行业在迪拜是最有
发展潜力的，因为在迪拜很多餐厅都是不一样的
餐厅做着同样的菜品，就算你吃不惯也不可能去

换去改，但是火锅不一样，火锅可以充分的发挥
你的任性，要什么味都是自己说的算，而且外国
人也都很喜欢火锅上菜的形式，新鲜，健康。

 

记者：生活在迪拜，让您最舒心的事是什么？

董帅：最舒心的事情就是治安和购物环境。

 

记者：斋月马上就要到来了，斋月期间您怎么应
对？

董帅：斋月期间我们完全遵照阿联酋当地的法律，
给分斋的穆斯林一份尊重和理解。

 

记者：对迪拜申请世博会成功后，怎样看待迪拜
以后的经济，可否简单的说说您的看法？

董帅：我非常高兴迪拜世博会申请成功，证明世
界都很看好迪拜，世博会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华
人和各国的人涌入迪拜，以后迪拜的经济肯定会
越来越好。

迪拜中华网

生活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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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活动站
Travel Activity

  迪拜香料市场迪拜金街迪拜驰名的黄金街并

没有迪拜其它购物场合处所那种超等现代感，它

像一个古色古香的集市。街道两旁都是雕镂着阿

拉伯式斑纹的木梁，上面吊着灯盏。这里有都丽

宽阔的大商铺，也有几近令人难以回身的狭小展

子。黄金市场里有成百上千家店展，全都出售黄

饰物品。因为阿拉伯人对黄金情有独钟，所以这

里的黄金首饰的工艺也出格的精美新颖。并且代

价较着比国内便宜。这里的黄金以 22K 的占多数，

18K 和 24K 也有。还有打磨成粉红、雪白和浅黄

的三色金。并且这儿的饰物工艺，是国内完全没

法比的。所以，这条街便成了来迪拜旅游的密斯

们必来的“淘金”之地。

迪拜博物馆 Dubai Museum

迪 拜 国 家 博 物 馆， 它 的 英 文 名 : Dubai 

Museum 地 址 详 细 名 称 : Al Fihidi Fort, Bur 

Dubai。对外开放时间是每周六至周四早上 8：30

之晚上 8：30，周五是迪拜的公共节假日，开放

时间是下午 2：30 至 8：30. 迪拜文化博物馆（Dubai 

museum）是迪拜少数几个提供当地历史文物的

景点之一，前身是 Al-Faheidi 堡垒，建于 1798 年 , 

1971 年正式成立为迪拜国家博物馆。

阿布扎比法拉利主题公园 Ferrari world

设计把全球娱乐空间设计推向极致。这是一

个户内游乐场，感觉却像是在户外。你完全忘记

自己是在一座建筑物里，不仅屋顶在你头上 50 米，

且没有其它支撑物，除了中间的漏斗和一排圆柱，

还有屋顶有 20 多万平方米。在场馆内，除了可以

看到法拉利各个时期的跑车，赛车外。就连F1车房，

风洞试验室，驾驶模拟器，赛车组装车间都有“复

制品”。娱乐设施更是应有尽有，其中最震撼的当

属世界上最快的云霄飞车，最高时速可达 240 公

里 / 小时。

还想了解更多迪拜深入旅游景点，赶快
拿起手机扫下方的二维码吧！

联系电话：00971-04-3695261  050-1418616  050-1418520   
               050-1418692
传真：00971-4-3695351     P。O。BOX：77982
E-mai l：zaqaabc@gmai l。com
地址：国际城中国区C-06，S-08

迪拜中阿桥国际商旅竭诚为您提供中阿双边一站式综合商旅服务

中阿桥特色服务
    承办各大中小型中阿文化交流
活动，预定场馆，协调、接洽当地
对口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华侨证、各类公证认证、国际驾
照等、保证全阿联酋最低价

各类资深专业翻译
中英阿资深翻译
英汉翻译     英阿翻译     展会翻译    
法律翻译    同声传译
政府部门资料翻译、工程项目翻译、合同证件
翻译、展会展览翻译、会议翻译、同声传译等。

    中阿桥国际商旅郑重承诺为在阿经济
困难的华人半价翻译

签证：各类迪拜签证、科威特、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沙特
等阿拉伯国家签证及外国人赴华签证（5人以上团队价）

机型：清舱机票免费预订，阿联酋—中国1500AED起，阿联酋  
 中国   阿联酋2000AED起，欢迎抢购。

旅游：冲沙、夜海游船、哈利法塔、法拉利公园、迪拜酋长文化
交流中心、深海垂钓、阿布扎比大清真寺、沙迦伊斯兰博物馆、
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帆船酒店预订、直升机观光、豪车自驾游等低价促销中……

酒店：2—8*酒店特价预订、帆船、喜来登、鲁塔娜等优惠多多，
数量有限，预订从速 .

中阿桥国际商旅
中阿桥——立足迪拜  服务中阿

阿拉伯语游学
1、两个月速成阿拉伯语
2、教师/阿拉伯外教+华人阿语老师
3、成绩合格者予以颁发当地政府部门指定阿拉伯语培训证书
4、报名时间：随时报名
5、学费（全包）：1500AED、人
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注：一期不会，二期免费学习。游学活动期间会组织学员参
     加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文化中心对话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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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特价   营养健康

新  鲜  蔬  菜
FRESH VEGETABLES

豆花香农场蔬菜直营店

龙城店电话：04-5547168

龙城店地址：国际城中国区B04

迪拜店电话：04-2294887

迪拜店地址：Deira，中国鞋城对面三岔路口

阿威尔店电话：055-5833587

阿威尔店地址：阿威尔蔬菜市场2区76号后门

十年成熟农场    菜品丰富

全场蔬菜特价销售
每天不同特价菜

生活
Life

迪拜美食
来一场街头巷尾的冒险

迪拜中华网讯   来源：迪拜新视野

三月的某个清晨，迪拜罕见地下着小雨，令

沙漠地区的风也沾染上中国南方春天的味道。六

点半，我打扮妥当，随时准备好出发：适合走路

的球鞋，既能抵御清凉、又能防晒的薄外套，一

大瓶水、轻便的背包……是的，在窗外细雨中摊

开的世界里，一场旅行即将展开。但我并非要去

往某个全然的陌生之地。在接下来的 6 小时 07

分 13 秒里，我将参与“煎锅美食大冒险”(Fry Pan 

Adventure) 组织的本地食物之旅，而我居住了半

年的迪拜， 将向我打开全新的面貌。

繁忙的鱼集市

我们食物之旅的第一站是位于迪拜老城区迪

拉 (Deira)、距离黄金市场步行只需 15 分钟的鱼集

市 (fish marktet) 。“在这里，你能在迪拜以最便

宜的价格买到最新鲜的渔产品。”此次旅行的导游、

同时也是煎锅美食大冒险的创办人阿尔瓦·艾哈迈

德 (Arva Ahmed) 说。

尽管我居住在靠海的中国广东，家里的餐桌

总少不了各种鱼类，鱼集市丰富多样的渔产品还

是令我吃惊。“迪拜居住着大约 200 个国家的人口，

为满足需求，除了本地及附近地区打捞，也从世

界各地进口渔产品。” 在经过一个面积很小，但却

同时兜售着 7、8 种虾类的摊档时，阿尔瓦·艾哈

迈德向我解释。

在拥挤而繁忙的市场，我看见上了年纪的老

人端着一小杯阿拉伯咖啡，悠闲而自得的守着自

己的小摊位。“他们是经验丰富的渔人，以售卖最

新鲜的渔产品而自豪，据说甚至能品尝出鱼是以

何种方式捕捞上岸，在集市里颇受尊敬。” 阿尔瓦·艾

哈迈德指点着说。

香味弥漫的一小时

在柏迪拜 (Bur Dubai) 河畔就着美丽的迪拜

河，以加了本地松露的蛋饼作为早餐后，我们走

去附近的纺织市场 (Textile Souk) 准备搭渡船去河

对岸的香料市场 (Spicy Souk)。纺织市场兜售各种

美丽的织品，附近是印度人聚落。“在这些狭窄的

巷子里，你最能体会到迪拜的开放，” 阿尔瓦·艾

哈迈德边走边告诉我们，“清真寺的后面就是印度

庙，它们和谐共存。”

一元钱的水上渡船 Abra 把我们从迪拜河的

南岸摆渡到河北岸，那里是著名的香料市场。借

助阿尔瓦·艾哈迈德自行开发的“大转盘”(Spingo)

游戏，我们上了一堂香料课：一边听她讲解各种

香料知识，一边在各自的“大转盘”卡上，划下她说

出的香料名词，以最快找到约 15 个名词为胜。奖

品是一枚勋章和一张据阿尔瓦·艾哈迈德说是”能找

到的最好蜂蜜“Balqees 的折扣券。

在一个多钟头的学习后——成果包括但不限

于红色藏红花、黑色的黑种草籽、蓝色的靛蓝球、

透明如水晶的明矾以及香味迷人的青柠干，我们

在香料市场旁一间只有窗户的咖啡店门前品尝伊

朗式样的冰淇淋：一种细粉条加上玫瑰水、柠檬

和牛奶混合而成的甜点。这间小小的咖啡店已经

开了 20 余年，不肯追随饮料界的风云变幻，至今

只卖十余种鲜榨果汁和这种名为 Faluda 的伊朗甜

点。

隐蔽的美味烤肉串

接 着， 我 们 直 奔 位 于 阿 法 迪 历 史 街 区 (Al 

Fahidi District) 的咖啡博物馆。这个由狂热的咖啡

爱好者哈立德 • 阿勒穆拉 (Khalid Al Mulla) 先生费

时 3 年筹备的博物馆，搜集了各种珍贵的咖啡器

具和与咖啡有关的手稿 。

一杯香浓的土耳其咖啡之后，我们驱车前往

迪拜与沙迦交界初，品尝阿尔瓦·艾哈迈德所说的

“迪拜最美味的烤肉串 (Kebab)”。据她介绍，这是

只有真正的食客才懂得光顾的餐馆，每天最繁忙

的时间是夜晚十点到凌晨两点。老饕们驱车前往，

从一言不发的店家手里接过刚从炭火上取下、还

在滋滋作响的肉串。“来不及寒暄、来不及招呼，

来不及提供所谓最一流的服务，因为厨师们知道，

最美味的烤肉串必须马上品尝，一刻也耽搁不了。”

阿尔瓦·艾哈迈德说。

在就着刚出炉的 Lavash 面包（一种软式且扁

平的薄饼）轮番品尝鸡肉、牛肉和羊肉串的间隙，

我们又忙不迭地消耗了一些鹰嘴豆泥、伊朗抓饭，

最后以伊朗甜茶——“品尝的关键在于姿态优雅”，

阿尔瓦·艾哈迈德说——结束了午餐。

末了，我们一行食客在“相聚”车站 (Union 

Station) 挥手告别，并期待在又一个隐世的美味餐

厅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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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四十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孔子说四十不惑，显然有夸张的成份，不过，如果说人过四十应该明白许多道理，还是有道理的。

四十岁后，我明白的道理越来越多，但是，困惑其实也越来越多。没有经历人生体验的道理，年轻时口头上也会说，但是那说的仍然是人家的道理，

而不是自己的。四十岁之后，我的感悟主要是这些：

四十岁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人一生的命运并不完全是由自己决定的。

四十岁后大致可看到自己的一生究竟会以怎样的

方式终结。年轻时雄心勃勃，以为自己只要奋斗，

就无所不能，其实是一种错觉。人可以追求自己

所想的，却不可以获得自己所要的。人一生中其

实可以奋斗的余地很有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

社会里，从出生的时代、地域、籍贯到家庭出身，

其实你的命脉大致定了，能够改变的只是很小的

空间，只有极少数富有智慧的人能够将这个有限

的空间与时间充分利用。

2. 人不可以将自己与他人相比，只能够与自

己相比。每个人都存在一个最好的自己，因此，

每个人都可以做最好的自己，却很难说他是人群

中最优秀的。理由基于上面的原因。

3. 生命中与生俱来的都是最为珍贵的。不

必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烦恼。年轻时为自己个子

不够高而苦恼，四十岁后发现，矮个子其实最有

利于保护脊椎不受损害，也有利于心脏的健康。

三十岁之前为个子矮小而苦恼，四十岁之后为个

子不高而庆幸。

4. 性福是很重要的幸福之源。然而这必须以

年轻时不纵欲为前提。放纵性与将性做为交换，

人的性福感将会提前结束。四十岁之后还对异性

来电，说明他的生命活力不错。性福取决于质量

而不是数量。学会在年轻时珍藏千金良宵，留待

老年时回忆，这是年轻时需要努力去做的。

5、知识不是越多越好。书也不是读得越多越

好。在这里质量同样重于数量。怎样读远比读什

么重要。运用知识信息的能力，比单纯地记住知

识重要。

6. 能够自己给自己定标准。不再以外在的标

准为自己的标准，更不为别人的脸色而活，而是

按照自己内心的定律与命令去执行。

7. 知道死亡是人生中必须面对的必然事实。

四十岁之后因身体的变化，已经可以触摸到死亡

的影子。父母中已经有人不在人世，从他们的离世，

能够深切体验到生命的历程。

8. 不再忧愁，特别是不为明天的事情而忧愁。

今天的忧愁就今天当。人没有被当天的忧愁与痛

苦而压垮的，人却常常被一个未知的担心而压垮。

许多时候，其实事情发展并不会那样糟糕。回顾

自己四十多年的经历。那些曾经令人痛苦不堪的

事情，其实都如过眼烟云，而且绝大多数并没有

真正发生。原来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9. 虽然出生的时代与家庭常常会在自己的命

运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但是，不必为这些遗憾。

贫穷曲折的人生经历，可能令你的生活更有滋有

味，回味无穷。

10. 时间。年轻时常常不知愁滋味，却常常对

天悲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四十岁之后

才知道，时间其实只有被自己浪费才是真正属于

自己的。做个率性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个时间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只有时间属于你自

己，你才是在做真正的自己。而且只有这样才能

够做出成效来。

11. 金钱。金钱是个好东西。能够更加客观理

性地明白金钱的内涵。然而金钱只有在自己努力

挣来的时候，你才会深刻体验金钱的意义。钱，

只有在被你花掉了的时候，才算是真正属于你的。

除此之外，无论放在股票上、证券上，还是存在

银行里，甚至放在钱包里，都不能够证明这些金

钱就是你的。金钱的良性循环应该是在健康的市

场规则里，而不是在别处。

12. 爱情，可遇不可求。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

非常适合你的，可是，那需要适当的时间与恰当

的地方与时机。四十岁之后会遇到适合你的人，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够相逢只恨未娶（嫁）

时。年轻时有真爱的时候，常常会让人胆怯。因此，

心怡已久的那个人，常常不敢去碰。绝大多数找

到的伴侣，其实都是缺乏真爱的。

13. 家庭。组建家庭，与你相伴的人，学历、

经济状况、高矮胖瘦，甚至美丑都不是最重要的。

再美的人，也经不住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反

复观察。因此，与你相伴的人，一定要在内心里

与你一致。特别是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你一致。心

灵伴侣，才是真正可靠的伴侣。这样的人，能够

贫富相守，风雨同舟。

14. 无论怎样，都要充分接纳自己，原谅自己

的过错。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一点点

自恋，是有自信心的表现。好好爱护自己，才有

能力去爱他人，才能够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15. 幸福与快乐是自己的终极目标。尽量不要

让自己烦心。如果有一些外在因素要让你不高兴，

那么，你就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比如，失败与

成功也是平等的。

16. 四十岁的人，如果还没有体验过思想智慧

的乐趣，那是一种悲哀。因为四十岁是智慧成熟

的季节。学习与思考状态应该是四十岁的常态。

17. 不要急，死亡总有一天会等待到你的。悠

着点。慢慢走，观赏啊，好好体验此时此刻的感受。

四十岁之后，人对时间的感觉常常会发生很大的

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快了。四十岁之后的神态应

该是淡定与宁静。水流深处自然静。

18. 学会向一切优秀人物学习——而不是简单

模仿。学会尊重一个人，包括自己。这是获得他

人尊重的重要前提。对他人尊重，也就是对自己

尊重。也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即使可能真

是好的想法。给他人自由，也就是给自己自由。

但是，如果你意外获得影响力，那应该是你的一

些想法获得了他人的共鸣。

迪拜中华网讯 作者：丑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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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对蜂蜜省去上万元医药费！
——史上最全蜂蜜食用法

生活
Life

一、常见蜂蜜种类

冬蜜：调理肠胃，养气润肺。

桂花蜜：消肿止血，润喉通肠。

龙眼蜜：补脑益智，增强记忆。

柑橘蜜：生津止渴，润肺开胃。

荔枝蜜：安神镇病，活络止血。

党参蜜：养气补血，静心安身。

枸杞蜜：明目清肝，滋阴壮阳。

枣花蜜：补血和脾，养胃疗损。

黄连蜜：清热解毒，消炎祛火，润肠通便。

人参蜜：通经活血，养颜安神。

枇杷蜜：止咳化痰，清肺和胃。

蜂巢蜜：消炎止痛，治疗炎症。

蜂蜜醋：消食除腻，降低血脂。

玫瑰蜜：健脾护肝，理气解毒，适合月经不调，

肝胃气痛。

洋槐蜜：性清凉，有舒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

防止血管硬化、降低血压等作用，临睡前服用能

起到催眠作用，常服本品能改善人的情绪，达到

宁心安神效果。

紫云英蜜：清热解毒、祛风明目、补中润肺、消

肿利尿之特殊功效。对风痰咳嗽、喉痛、火眼痔

疮等有一定的辅助疗效，是虚火旺盛人士之保健

佳品。

益母草蜜：活血去风，滋润养颜。喉痛、声沙可

直接含服，每天两次效果佳。

一、蜂蜜在健康方面的作用

1、恢复疲劳，尤其是熬夜后

在所有天然品中，大脑神经元所需要的能量

在蜂蜜中含量最高。蜂蜜中的果糖、葡萄糖可以

很快被身体吸收利用，改善血液的营养状况。

2、消除大餐后的积食

蜂蜜可以促使胃酸正常分泌，还有增强肠蠕

动的作用，能显著缩短排便时间。

3、润肺

    蜂蜜有消炎、祛痰、润肺、止咳的功效，枇杷

蜜的止咳作用最好。

用法：雪梨一个，切薄片拌蜂蜜吃，每日数次。

4、解酒

蜂蜜成分中含有一种大多数水果没有的果糖，

它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吸收，因此有利于快速醒

酒，并解除饮酒后的头痛感。

用法：饮酒前先吃 50 克蜂蜜户噢几块涂蜂蜜的饼

干面包，酒后饮蜂蜜水。

5、让兴奋的神经安眠

蜂蜜中的葡萄糖、维生素、镁、磷、钙可以

调节神经系统功能，缓解神经紧张，促进睡眠，

而且蜂蜜没有其他药物所具有的压抑、疲惫、分

神等副作用，苹果蜜的镇静功能最为突出。

用法：每晚睡前一匙蜂蜜。

6、治疗偶发伤口

蜂蜜去掉糖分后的酸度等同于醋，可令细菌

在创伤部位不能生存。即使没有病菌，在它的作

用下，伤口的膨胀、疼痛程度都会大大减轻，还

能消除死去的肌肉，加快伤口愈合。

用法：用 10%~15% 的蜜汁洗涤伤口，用纯蜜涂抹

包扎。

7、安抚皮肤

蜂蜜是最理想的护肤品。它能供给皮肤养分

让皮肤具有弹性，能杀灭或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

的细菌，还能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

织再生。

用法：在一匙葡萄汁中加入一匙蜂蜜，加入面粉

均匀后就成为葡萄汁蜂蜜面膜。

8、保护狂野的心

蜂蜜可以营养心肌并改善心肌的代谢功能，

使血红蛋白增加，心血管舒张，防止血液凝集，

保证冠状血管的血液循环正常。

三、喝蜂蜜水的时间

清晨空腹第一杯就饮用蜂蜜水，这种做法是

不适宜的。蜂蜜水中含有相应的糖分，不是以单

纯水的形式存在，饮用后，蜜中果糖要经过人体

代谢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这

样就失去了清晨第一杯水清扫身体内环境的作用。

中医有句话：“朝朝盐水，晚晚蜜汤”。早上

空腹状态下喝蜂蜜水，容易使体内酸性增加，时

间长了就会胃酸过多而得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

不过蜂蜜水具有通便秘，养皮肤的功效，因此，

便秘者可适当饮用蜂蜜水，但不宜长时间饮用。

另外，据分析，蜂蜜含有丰富的镁，能调理

心理，消除紧张，减轻压力，对女性很有帮助；

同时它富含的 B 族维生素，具有舒缓安眠的作用，

因此建议女性可以在晚上睡前饮用蜂蜜水。

当然，睡觉前 30~60 分钟饮用一杯蜂蜜水，

也不是人人适用的。其原因是此时饮用蜂蜜水，

由于饮用后会使血糖迅速提高，夜里细胞本来就

缺水，血液黏度相应较高，在饮用蜂蜜水，血粘

稠度会更高，不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

中老年人，血脂异常者还是选用白开水更为适宜。

四、蜂蜜美容法

蜂蜜内服或外用蜂蜜，可改善营养状况，促

进皮肤新陈代谢，增强皮肤的活力和抗菌力，减

少色素沉着，防止皮肤干燥，是肌肤柔软、洁白、

细腻，并可减少皱纹和防治粉刺等皮肤疾患，起

到理想的养颜美容作用。

直接食用美容法：蜂蜜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每日早、晚各服天然成熟蜂蜜 20~30 克，温开水

冲服，就可增强体质，滋容养颜，使女士们更健

康更美丽。

直接涂抹美容法：把蜂蜜涂抹于皮肤外表，

蜂蜜中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矿物质等直接作用于表皮和真皮，为细胞提供养

分，促使它们分裂、生长，通常涂抹的方法是：

将蜂蜜加 2~3 倍水稀释后，每日涂敷面部，并适

当地进行按摩，也可用纱布浸渍蜂蜜后，轻轻擦脸，

擦到脸部有微热感为止，然后用清水洗净。

蜂蜜面膜美容法

蜂蜜牛奶面膜：取蜂蜜 10 克，鲜牛奶 10 毫

升，蛋黄 1 个搅拌均匀，调制成膏状，洗脸成膏状，

洗脸后涂于面部，20 分钟后洗去，每日一次，此

面膜能营养皮肤，防止面部皱纹，促使皮肤白嫩

五、自然蜂蜜清凉饮料

天然成熟蜂蜜含 70% 以上葡萄糖、果糖、可

不经消化直接被吸收，有迅速消除疲劳和精神紧

张的作用，不同的花种蜜，有不同的天然芳香味，

主要成分大致相同，但各自的特点和风味有一定

差别。配制方法如下：

柠檬蜂蜜饮料：1 杯凉开水加 1 匙柠檬蜜，搅

匀后放入冰箱冷藏，每日饮服 2~3 次，柠檬蜜清

甜微酸，含大量维生素 C 和柠檬酸、苹果酸等有

机酸，有清热解毒、开胃生津、通便止泻之效，

可防止肠胃感染、中暑、恶心呕吐，坚持饮用能

使面容白嫩，防治雀斑。

西西果蜂蜜饮料：西西果又名印度枣，含维

生素 C 是柑桔的 7~10 倍，能健全人体的毛细血管，

防止血管出血，对高血压和血管系统疾病有益，

矿物质如铁、钙含量高，能健脾健胃、治贫血、

虚损。

夏日防晒小贴士（一）

什么是 SFP 及如何根据 SPF 选择适合自己
的防晒品

SPF 即防晒倍数，又称防晒系数，是 SUN　

PROTECTION　FACTOR 的英文缩写，是指化

妆品能延长皮肤受日晒引起皮肤泛红所需的时

间倍数。防晒化妆品的防晒效果的好坏就以 SPF

值的大小来表示。一般低度防晒品的 SPF 值为

2 ～ 6，中度为 6 ～ 10，高度为 10 ～ 15，高强

度为 15 以上。女性一般都不愿意被晒黑，因此，

最好选用既防 UVA 又防 UVB 的全波段防晒产

品。一般类型的皮肤使用 SPF8 ～ 15 的防晒品，

对阳光敏感的人，要选择 SPF 值较高的产品，以

15 ～ 20 为宜。如果在野外作业、旅游及海滨，

要选用 SPF 值较高的产品；在春、夏季要选用

SPF 值大于 12 的产品，为保证更好的抗晒效果，

应选用防水型防晒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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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Life

一口炸鸡，想起了来自星星的你

 -- 迪拜 Kpop 料理 韩国滋味
迪拜中华网讯  作者：热情沙漠

初雪，怎能没有炸鸡和啤酒？

干什么，千颂伊？

我心爱的都敏俊。

干什么？

那些日子，是属于一个爱情故事和炸鸡啤酒的。

这是出自《来自星星的你》的经典台词。

从此，微信上下起了炸鸡和啤酒

这就是韩国料理的味道。

韩国饮食特点十分鲜明，烹调虽多以烧烤为主，但口
味非常讨中国人的喜爱。与中国料理不同的是，韩国料
理比较清淡，少油腻，而且基本上不加味精，蔬菜以生
食为主，用凉拌的方式做成，味道的好坏全掌握在厨师
的手指中。尝过韩式白菜泡菜的客人都对这个韩国饮食
文化中的“国粹”难以忘怀。韩式烤肉以高蛋白，低胆固醇
的牛肉为主。

提起韩国料理，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它的烧烤。在烧
热的厚厚的铁板上刷薄薄的一层油，然后再把牛排、牛舌、
牛腰及海鲜、生鱼片等放在上面，眨眼之间，肉香便会
袅袅飘入你的肺中，再加上肉在上面“滋滋”冒油的声音，
坐在周围的人便已无不口中生津
了。

石锅拌饭是韩国人民非常喜
爱的家常饭之一，把蔬菜与米饭
在石锅中加热后，在“滋滋”做响中，
把营养和美味拌在一起，如果再
加上一个生鸡蛋和一大勺特制拌
饭酱，那真可以说美味不可阻挡
了。多种材料混合在一起的浓浓
香味，即使再挑食的人也吃个锅
底精光。

五颜六色的韩国泡菜是每次
吃韩餐时最大的诱惑，泡菜是韩
国传统美食，代表着韩国的饮食
文化，把韩国比作一个泡菜坛里
泡大的国家也不为过。

韩国泡菜总的来说，是一
种发酵食品。所取的原料都是
新鲜的各种蔬菜，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和钙、磷等无机物，能
给人提供充足的营养，增强人
体的免疫力，还可预防肥胖症、
高血压、糖尿病、消化器官癌
症等各种疾病。所以自古以来，
泡菜成了韩国上至国宴，下至
千家万户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菜
肴。据说韩国人无一例非典病
例与韩国人常年吃泡菜有关。

坐在 KPOP 清新的餐桌前，
听几曲 bigbang 的歌曲，将自
己的心情混在石锅拌饭 和炸鸡
的香气中，这就是幸福的滋味，
来自 KPOP 的韩国味道。

地址：迪拜 JLT F 区 F3 Indigo Icon Tower 大楼，G 层，R4

电话：044340096，0559169363

网址：KPOP-CHICKEN.com

Facebook：facebook.com/kpopchicken.jlt

迪拜如意金卡可享受 10% 优惠哦。

扫一扫 乐享 KPOP

享受品质生活
游艇租赁 深海钓鱼 出海观光

启航热线：055-8816887

--DARES TO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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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alahuddin street 、reef mall斜对面

                    电话：042712000

传承经典文化  演绎食尚美食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生日宴会、喜庆宴会、旅游团餐、商会聚会、公司订餐

西
湖
春
天

营业时间：11：30-凌晨1：00
订餐电话：04-2215111
地址：迪拜娜莎广场姐妹楼旁

营业时间：11：30-凌晨1：00
订餐电话：04-4472519
地址：迪拜国际城中国区B-04首层

营业时间：11：30-凌晨1：00
订餐电话：050-1517228
地址：机场路瓦哈德MALL后门直走330米

营业时间：12：00-凌晨1：00
订餐电话：04-4214650
地址：Marina JBR Royal Oceanic
Oppostio Side of Meridien and Grand
Habtoor Hotel,Dubai,UAE

营业时间：11：00-凌晨2：00
订餐电话：04-2238999
地址：德拉迪拜瑞福商场斜对面

营业时间：11：30-凌晨1：00
订餐电话：052-9102727
地址：巴迪拜电脑城对面肯德基后100米

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餐饮百强           中国绿色餐饮企业           中国名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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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酒店 2011 热情沙漠

迪拜出游安全须知

1. 随身携带护照、酒店名片，记住领队

的联系方式，天黑后不要往偏僻的地方走动。

2. 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横穿马路，不要

强行抢道，注意自身安全。

3. 不要与陌生人搭讪，拒绝陌生人所提

供的服务，以免遭受欺诈被人利用。

4. 有疾病史的游客，务必随身备好药品。

5. 现金、证件及其他贵重物品千万不可

放进托运行李内，一定要贴身携带。

6. 酒店和司机不负责放在客房、巴士中

的贵重物品安全，请不要将其留在酒店房间

或旅游巴士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7. 景区、酒店大堂、商场等游客聚集地

是偷窃行为多发地点，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迪拜出游跟团须知

1. 请听从领队和当地导游安排，不得擅

自离队、凭个人意志办事。

2. 旅游大巴车内禁止吸烟，果皮及其他

包装垃圾请放入垃圾桶，保持车内卫生。

3. 记住导游宣布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所

乘大巴的颜色、牌照号码。

4. 集体活动时要遵守时间，避免因个人

迟到、掉队影响全团的正常行程。

5. 跟团旅游应以团队利益为重，顾全大

局，互敬互谅，需尊重和配合导游、领队的

工作。

6. 在不减少游览景点及保证游览时间的

基础上，导游可对行程游览顺序进行适当调。

迪拜出游常用电话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       00971 2 4434276     

00971 2 4765525 

中国驻迪拜领事馆          00971 4 3944733

中国南航驻阿联酋办事处00971 6 5684029

迪拜酋长办公室           00971 4 3533333

迪拜警察总局           00971 4 2692222

迪拜市政府           00971 4 2215555

迪拜一号机场           00971 4 2245555

迪拜二号机场           00971 4 6035408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00971 4 3321000

急救中心                                    998 / 999

信息咨询台                                 100

查号台                                                 180

报时台                                                 140

障碍台                                                 170

匪警                                                999

火警                                                997

迪拜旅游小贴士

更多迪拜旅游咨询，请访问迪拜中华网 www.dibaichina.com
迪拜中华网，迪拜华人最大网络咨询平台。

 小贴士 便民
Facilitate Tips

DUBAI
UAE

奢华尽
享.为您

带来更
好体验中阿旅
行社

中阿旅
行社

中阿旅
行社

中阿旅
行社

中阿旅
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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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 问知站
Facilitate Ask to know

 问知站  便民
Facilitate Ask to know

迪拜考驾照的那些人那些事
震中

迪拜考驾照那点事儿没大家说的那么可怕，震中经常碰到很多人询问，考驾照
有十几次不能过的吗？是否很难考？教官是否会故意刁难？英语不好能考出来吗？等
等很多五花八门问题，这里说说迪拜考驾照的那些事那些人。

谨记迪拜路考注意事项，以下这
些都是考官必须考核的：

1、车辆检查：上车时请确认好车门是否关

好、确认安全带、调整座椅和后视镜，如果都

不需要调整也要故意做好需要调整的标准动作。

2、适应车子：检查刹车和油门灵敏程度，

避免考试的时候发生急走急停，无法很好控制

车子。

3、汽车变道：先看中间后视镜再打转向灯、

然后看左右反光镜、再回头确认，变道后还需

要再看一次中间后视镜镜。

4、汽车转弯：路口转弯一定要注意让行，

礼让主车道车辆及礼让行人，左转时打开转向

灯先看右反光镜再左右查看确认。

5、控制车速：迪拜道路比较发达，在限速

80 的道路上最佳行驶速度控制在 65-80 之间，

速度不宜过快或过慢（交通拥堵情况例外），

考试车不允许超速。

6、路口转盘：进出转盘需要注意转盘中车

辆，转盘中行驶的车辆优先，在确认安全的情

况下，进入转盘速度不低于 40，注意进出转盘

路线。

路考挂科的五大项，错一不可：

1、闯红灯：闯红灯或在十字路口红灯时，

没有及时停车，或者没有刹死，车子还在溜动

没安全停下来，刹车前须有看中间后视镜的动

作。

2、发生事故：在路考时教官帮你踩刹车或

你在考试是发生刮擦事故。

3、争抢车道：行驶中发生路口没避让车辆

及跟主车道车子抢道情况发生，造成危险驾驶。

4、车辆控制：对车辆控制不当发生刹车油

门错误操作个别情况。

5、违反交通法规：不遵守迪拜交通标志行

驶，发生逆向行驶等情况。（极个别情况有发

生考官故意发出错误指令前面停车，需要学员

熟悉交通法规，灵活应对按照可停地方临时靠

边停靠，需打双闪警告灯）

扫一扫
参与更多互动

阿雾同学  技术要领：只要用心靠驾照
非难事

迪拜考驾照并非难事，只要自己用心，按

照教练说的去做，考试时不紧张，一定可以一

到两次就拿到驾照。 下面给大家说说自己在迪

拜 EDI 上课及考试的流程及遇到的一些情况。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顺利通过考试拿到驾照。

本人于六月中旬在迪拜中华网报名，因为

自己时间紧张想尽快拿到驾照，就报了 Shift 自

由行课程。（就是上课时间按照自己的要求时

间来定，虽然需要多交一些钱但是课程可以由

自己安排。如果自己有时间那么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内（20 天左右）上完所有的课程，大大节

省了时间。每次去上课需要前一天给教练打电

话预约课程，一般情况下第二天教练就可以给

你安排课程。一天最多可以上四节驾驶课程。

一节课半个小时。

现在说说报名注册和理论课程。我在版主

震中那里报的名，第二天他就带我们去 EDI 注

册了，注册很快很顺利，不需要排队等候。（如

果自己去报名需要排队等很久）。接下来是眼

睛测试和办理学员卡，领取理论书籍，总共加

起来 10 分钟左右。这些完成了如果你还有时间

就可以直接去上理论课啦。一共有八节理论课，

要在课程表上查看当天有哪几节课，分别在哪

个时间段和那个教室。我们去注册当天就直接

上了四节理论课。理论课必须认真听，当时有

位中国学员在课里睡觉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被

要求重新上一次那节课。

大约一周的时间，上完了所有的理论课，（如

果自己有时间可以一边上理论一边上车学习驾

驶，前提是针对 shift 自由的学员。

接下来就是报名理论考试了，一般会在一

周后安排理论考试，这段时间内可以继续自己

的驾驶课程，认真复习理论书籍上的内容，观

看 CD 上的动画演示，题目，路标等。英语不

好的同学驾校在你报考理论是问你要不要翻译，

需要多交 150DHS 的费用。

如果觉得自己理论知识复习好了，可以申

请免费的模拟理论考试，在电脑机房进行模拟

测试。

理论考试很简单，一般都会一次性通过。

在上完一定的驾驶课程后，教练会要求你去申

请停车考试。申请完成后一般两三天后会安排

停车考试，由 EDI 教练监考。停车考试一共有

五个项目。只要在上课时认真学习，多加练习，

一定可以全部通过。

考完停车就是一节又一节的驾驶课程了。

EDI 的教练都很负责任，在驾驶训练时一定要

按照教练说的去做，多看镜子，变道时的顺序，

一定要多看路标，用俗话说就是要多动自己的

脑袋。不论你之前有多少年的驾驶经验，或者

你认为教练要求的东西很无聊没有什么用。这

些都不能体现在驾驶训练里。要把自己当成一

个新的学员，因为现在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拿

到驾照。（有很多有驾驶经验的学员考了好几

次都没有通过，原因就是把平时开车的习惯带

到了驾驶训练里，认为教练说的没有什么作用。

直到考试时这些习惯都没有改掉导致最后没有

通过考试。）驾驶课程还剩八节课时教练会要

求你申请模拟路考。模拟路考都是 EDI 的教练

监考。有的考官对模拟路考要求严格，这也是

对学员的负责。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考官

一般都会让你通过。如果考官不让你通过需要

交费后再上八节驾驶课程。

模拟考试通过就可以报名参加路考了，一

般会在一周后安排路考。（遇到斋月或者节假

日会在 10-15 天后安排路考。）路考前一两天

向教练预约自己的最后八节课：夜间驾驶和高

速驾驶。

有的同学会问为什么要在路考前一两天预

约课程，早早上完所有课程直接考试不好吗？

因为路考会在一周后进行，这段时间如果

没有接触驾驶，考试时会对驾驶生疏，忘记一

些学过的东西。

终于到最后的路考了，需考前 30 分钟到考

场，本地考官（也就是 RTA 的考官）会进行路

考。一般会让三个学员一起考。如果你是第一

个千万不要紧张。 一般一次考试 5-10 分钟，当

然如果你犯了大的错误，可能当时考官就会让

你停车换人。有些考官很严格，不许你犯一点

小的错误，甚至有时候会误导你，比如不能停

车的地方他让你停车或者只能左拐的路让你右

拐，如果你没有向他提出质疑而按照他的要求

去做的话那么会直接给你 FAIL。这也需要点自

己的运气看看遇到什么样的考官了。

总之，细节很重要，一定要把学过的东西

用在考试里，记住要领，不紧张。一定会通过。

如果没有通过也不要气馁，认真上完增加的课

程，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通过。本人也是第二次

才通过，第一次因为自己犯了几个小错误，再

加上遇到了严格的考官就没有给过。第二次虽

然停车时停歪了，但是考官还是给了个大大的

PASS。得知自己通过的那一刻真是太兴奋了。

这几十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接下来就去柜台经过确认，签字。大概半

个小时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迪拜驾照可以换国内驾照，只需要在国内

翻译和认证，然后通过理论考试就 OK 了。

最后希望正在驾校学习的还有即将报考驾

照的所有同学都能顺利通过考试拿到迪拜驾照。

张维峰同学   20 节课时 18 年拿到驾
照  技术要领：熟悉技术保持心态轻
松过关

张维峰是参加迪拜驾驶学习到拿到驾照只

有花了 18 天，因为有了 5 年以上的国内驾驶证，

所以给他按学校规定安排了20节课程的学习。

（注明他报名的是最普通报名方式，不是商务

和 VIP 报名方式哦！）

第二天去驾校，也迪拜中华网因为跟阿联

酋驾校磨合的越来越好，所以报名手续都是开

绿灯，拿到学员证当天就开始被安排理论学习。

阿联酋驾校也特意为我们迪拜中华网的学员安

排一个 3 人服务团队，任何问题都有一位服务

人员帮忙解答和安排课程，包括考试时间安排。

没想到学车考试这么顺利，短短 18 天就拿到

驾驶证，都是比十几次不过的传说吓怕了，要

不早就来报考驾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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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 问知站
Facilitate Ask to know

 问知站  便民
Facilitate Ask to know

小孔同学   技术要领：不紧张是关键！

本人在 9 月初在迪拜中华网报名学车，报

的是 shift 课程，第一天给震中提供了相关资料，

第二天震中就直接带我去驾校报名，速度很快

哦！估计十几分钟注册成功，领了相关书籍以

及理论课程表。

理论一共 8 节课，可惜报名当天没有课程，

三天后，我一口气花了两天时间上完理论课（一

天最多 5 节课，上课完全听不懂，又不允许玩

手机开小差，老师也很严苛，所以真的很难熬！）

       

理论课过后，驾校给我安排一次小小的驾

驶测试，（因为我国内有满 3 年的驾照，所以

测试下我开车的水平）这个测试仅仅只是看看

你开车的水平，无关成绩！大家可以放心！

        

之后就马上帮我安排驾驶课程了，因为是

女士，学车的人相对比男士少很多，所以安排

的时间也很紧凑。我是 30 节课，一天可以上 4

节课，基本上除了周末，我都会连着去上课，

这样我的学车时间大大提前了。

前面 4 节课都在校内转悠，那速度不是一

般的慢， 一般开几圈后都能掌握要领，千万不

要担心跟教练沟通有障碍，因为学车沟通的那

几句英文太简单，人人都会！

第五节课开始，不管你会开不会开，教练

都会带你去外面大马路转悠了，也千万不要紧

张害怕，你开的再差，副驾驶有刹车呢！ 再接

下来教练就接着教停车了，其实跟着教练的方

法，每次停车都能停进去，真的很简单！

16 节课后教练就帮我安排考停车和理论考

试了，早上 7:30 考停车五项，pass ！ 9:30 考

理论，pass ！（理论完全不要担心，另交 150

迪拉姆请位中国翻译，必过！）

        

接着又学了 12 节课（天天都在大马路上开）

教练就给我安排模拟路考，由 edi 考官监考！

主要由和蔼可亲的教练换成了严肃苛刻的考官，

自己在心理上就开始紧张了，本来平时开得很

好，也变得不好了！ so，没通过！ 再上 8 节课，

交了 720 迪拉姆（8 节课的学费）+200（补考费）   

8 节课两天就上完了，第三天就补考模拟路考

了，同样的问题，又没过！

当时心情真的很沮丧，教练也问我为什

么没过，平时都开得很好， 又是 8 节课加

920 迪拉姆～  又是两天课，第三天补考，估

计脸皮厚，也不紧张了，so，pass ！（个人

觉得考试紧张不紧张是关键）

       

模拟路考过后，我还剩 2 节课，教练安

排我上高速课。上高速那个紧张害怕呀！在

100-110 迈的速度下变道换来换去，差点吓尿

了。不过这样也锻炼了我的胆量。

       

高速课结束后，本来可以安排正式路考

的，但是遇上 EID 节放假 6 天！ EID 节加上

周末，我差不多 10 天没碰车，教练让我再补

4 节课，怕我生疏，又交了 360 迪拉姆，上了

两天课，第三天就正式路考了。

     

正式路考是由 RTA 考官监考，考试当天

我第一批第一个考试，那个紧张的心脏都要跳

出来！之前听别人说 RTA 考官各种凶，各种

严格，当考官叫到我名字让我第一个考的时候，

我心想这下完了（听好多人说第一个考试的基

本都不会过） 这下心都凉了，就想着肯定不

会过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

事实上，我的这个考官很和蔼，一上车

一发动，她问我听得懂英语吗？我说简单的

都懂，然后路上也跟我开开玩笑，这样瞬间

就不紧张了！这只要不紧张，开车就轻松，

教练教的内容都能正确的做到位！ so，路考

pass ！！ 接着马上拿驾照！

粗略一算抛开节假日 估计就20多天学车，

速度还算快！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祝各位

学员好运！

小梁同学   技术要领：没经验没关
系，认真一样一次过

很多人会想，他们都是之前有驾驶经验的，

我从没开过车怎么办？ 18 岁的小梁同学就以成

功经验告诉大家，认真上课一样可以一次过。

对于很多老驾驶员来说，重新考证反而会

出现多次不过的情况，因为已经养成了很多不

规范的小动作和习惯，很难纠正。

所以，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都应该抱着

初学者的态度去学，注意正式考试要谦虚、礼

貌但又不失自信，一次过也不是难题！

另外，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最后一次学车

和正式路考时间间隔较久，容易生疏，小梁同

学是怎么做的呢？他提前一天借用家人的车在

考试场地进行了练习，可供参考。

钟先生报考的 30 节课程，一次
性通过    技术要领：该做的动作用做
出来，勤看反光镜

钟先生因为国内驾照没满 5 年只能报了

30 节课的，在他看来，考试时只要不出现很明

显的错误考官都会给过，

不知道这是不是有运气成分在呢 ~ 钟先生

说考试时你整个人展现的状态也很重要，要让

考官觉得你很自信，自信但是还是要礼貌，因

为这里考试不像国内是算公里数的，给考官一

个好印象他可能会少让你开点，虽说有点投机

取巧但也是个战略。

正所谓做得多不如做得巧，该做的动作要

做出来，勤看反光镜，该转向的时候不要忘记

打转向，该做的都做到了，就等着 1 小时后拿

本吧。

陈小姐报考的 40 节课程，一次通
过。技术要领：担心考不出还不如踏
实学习

对于陈小姐来说作为初学者，又是女生，

刚开始也是抱着一颗忐忑的心。

陈小姐属于勤奋型的，上理论课时每节

都比较认真，考试前自己又把书看了两遍，结

果自然是顺利通过。

回忆起来，她说：“其实理论考的东西也

都是比较基本的，稍微认真一点都可以过，只

不过自己第一次考心里没底所以想踏实点。”

建议初学者的话还是踏踏实实多用功点的

好。路考前，熟悉地形很重要，所以一定要重

视模拟，注意最后考试都是在总校考的。

正式考试的话累计满 12 个小错或者一个大

错都宣告不及格，所以需要细致，这就体现在

平时的练习上了，面对很多学员说碰到有些考

官没错也会找写错出来，陈小姐表示有时间担

心这些还不如踏实学好应该学的，做好自己该

做的，这不就通过了嘛。

正所谓做得多不如做得巧，该做的动作要

做出来，勤看反光镜，该转向的时候不要忘记

打转向，该做的都做到了，就等着 1 小时后拿

本吧。

张先生报考的是 20 节课，仅用
20 天就考出了驾照    技术要领：不
要紧张，多注意容易出错细节。

驾驶是个熟练活，我们发现大多数一次过

的学员在国内都有驾驶经验。

PS: 如果你在国内的驾照满 5 年的话就可

以报 20 节课，2 至 3 年可以报 30 节课，初学

者必须报 40 节课。报名所需材料和具体课程

价位请参考：阿联酋驾校携手迪拜中华网推出

网上申请报名。

张先生因为在国内是个“老驾驶员”所以报

的 20 节课，他每周会约两节课，虽说是老驾

驶员但是他的态度还是很谦虚的，毕竟给教练

留个好印象很重要。

对于理论考方面，他说都是些常识类的东

西，就算自己看书学也可以通过，最大的问题

就是语言的障碍，不过理论考之前可以申请中

国翻译，考试时就没问题了。

真正路面学习时，他特别提了几点，算是

技巧性的东西，教官在教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

侧方停车时注意反光镜和参照物；直角倒库也

是比较容易挂的项目，模拟的时候自己给自己

找个参照，方便找准距离；考试的时候，看到

STOP 一定要停，这些都是容易出错的地方。

另外，考前不要过度紧张，有时间还不如回忆

一下整个考试流程和容易出错的细节。

最后，张先生说整体还是比较顺利和简单

的，考官也很 NICE，各位学员要有信心。短

短 18 天就拿到驾驶证，都是比十几次不过的

传说吓怕了，要不早就来报考驾校了。

小范同学    技术要领：四步看镜
子并线，谨记教练说的细节，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

很多人会想，他们都是之前有驾驶经验的，

我从理论完全不用担心，

正式 RTA 的考试，稍慢点就好，就听白袍

的，其实没有很难。对于一次过，一方面我在

国内有 8 年的驾龄了，也有初级赛车准驾证书，

在来迪拜前从事的工作也是和汽车有关的，所

以一次过关我认为也没什么。

再有就是迪拜驾驶和中国驾驶习惯的不同

的那几点注意切实领悟就好：四步看镜子并线。

另外就是教练说的细节要记住，

语言也可能是一个原因，说点简单的阿语

也好用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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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cky Card” from Dibaichina is a discount card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public expectation. Only 
consume in the “ lucky card discount union” with this card , can you enjoy the  VIP discount  .

Please scan the code in the right side , and check the application and operating instructions of the “lucky 
card”.

佳饮

生活

旅游

Enjoy Drink

Enjoy Life

Enjoy Travel

如意金卡

Lucky Card

  如意在手，福禄永久！

凡是持有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到以
下金卡加盟商处消费的顾客即可享受金
卡折扣优惠，您将体验到很多实惠，享
受到不一样的 Vip 待遇，省钱即是赚钱。               扫一扫 查看金卡联盟

scan to view more

美食
Enjoy Food

迪拜星湖海鲜中餐厅
-- Star Lake Restaurant

 20% off  except drink

迪拜 KPOP 韩国料理
-- Kpop Corean Caution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肥肥烧烤店
-- Grill Room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高丽饭店
-- Holiday Inn Restaurant

 10% off  except drink

迪拜好粥道餐厅
-- AL HAMRA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刘一手火锅店
-- Liuyishou Hot Pot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面点王中餐厅
-- Mian Dian Wang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新疆阿里巴巴餐厅
-- Alibaba Resaurant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御花园中餐厅
-- Imperial Garden Chinese Restaurant

 10% off except drink/live seafood/smoke  

  乌姆盖万 Barracuda 酒窖
  -- Barracuda Cheteau

 10% off wine   5% off beer/
liquor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12% off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
-- Wadi Adventure

buy one get one free

Osteria 意大利餐连锁店
-- Osteria Italy Restaurant

 20% off 

迪拜 2Sisters 精品蛋糕定制
-- 2Sisters Cake

 10% off  More than 50AED

迪拜藏疗足浴保健中心
-- Queen Foot Spa

 30% off

迪拜中国海中餐厅
-- China Sea Restaurant

 10% off  except cooked wheaten food
                            except drink

大唐渔宴中餐厅
-- Tang Palace Restaurant

 10% off except drink/live seafood

迪拜奶茶店之夏末奶茶
-- Late Summer

 20% off

迪拜电脑维修之星宇电脑
-- Space Star Computer Services

 20% off

迪拜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 AL RAHMA

 40% off  except bargain

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 Ice Land Park

buy one get one free 

迪拜全聚德中餐厅
-- QUANJUDE Restaurant

 15% off 

迪拜小尾羊火锅店
-- Little Lamb Hot Pot Restaurant

 10% off  

迪拜豪大大鸡排店
-- HaoDaDa Chicken Steak Restaurant

 12% off  

迪拜星期八奶茶店甜品店
-- Friendship Cafe

 12% off  except bargain

迪拜美皇后女子沙龙
-- Beauty Queen Ladies Salon

20% off more than 5 people 40% off

迪拜春天里的春天美容中心
-- Spring World Ladies Salon

 20% off  

Helidubai 迪拜直升飞机观光
-- Helidubai Helicopter Ride

 18% off  need Reservation

迪拜 hobbies 马场
-- Hobbies Club

 25% off

迪拜弁当屋日本料理
-- BENTOYA Japanese Restaurant

 20% off  

迪拜青海湖中餐厅
-- Qinghaihu Muslim Restaurant

 10% off except cooked wheaten food
                            except drink

迪拜遇见凉茶
-- Meet Herbal Tea

 12% off  

迪拜经典奢侈品皮具护理
-- CLASSIC Leather Care

15% off

迪拜城市桌球网吧
-- City Billiards Internet bar

 10% off   except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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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站 便民
Facilitate Public transport

6
6

7
7

What are the stations and 
what zones are they in?

Step 2

7

Find the nearest station 
to the start and end  
of your journey

Step 1

Planning Your Journey

扫一扫
下载迪拜最全交通手册
《迪拜地铁袖珍手册》

Metro Taxis 267 32 22

National Taxis 600 54 3322

Arabia Taxis 285 51 11

Cars Taxis 269 29 00

Ladies Taxis 208 08 08

 [ 招聘 ] 迪拜房地产招贤纳士
 
 1：房地产销售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6921698

 [ 招聘 ] 某旅游公司招聘旅游操作，业务员，财务
 
 1：大量招聘业务员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7551712

 [ 求职 ] 人在迪拜，欲在迪拜 deira 附近做销售
 
 女性 21 岁
 希望最好在那撒广场附近有销售一职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9690013

 [ 求职 ] 求职一份收银员或服务员工作，有经验
 五星酒店中餐 vip 服务员和会务工作经验
 形象佳，做事踏实仔细，乐观
 英语会基础口语
 爱笑的人一般运气不会太差
 联系方式： QQ : 461965048

 [ 招聘 ] 央企中东分公司招聘工程类人员
 1：经市政局认证的土建工程师 1 名
 2：有经验的各类施工技术人员 2 名
 3：文员 1 名
 
 联系方式： 邮箱 : coolbyby@qq.com

 [ 招聘 ] 迪拜中华网
 1：网站程序员数名
 2：新闻记者数名
 3：摄像兼影视后期制作
 ( 还有更多职位 )
 联系方式： QQ : 600001000

 [ 招聘 ] 深圳科诺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店面经理
 2：销售员 / 销售助理
 3：会计 / 会计助理 ( 女性 )
 ( 还有更多职位 )
 联系方式： QQ : 2076565050

便民 信息站
Facilitate Employ

 
        华文迪拜信息专版，综合迪拜中华网几大便民板块，提供最快最广的迪拜华人求职、招聘、二手买卖、房屋
   租赁类信息发布及获取渠道。
          因信息量太大，我们会随机选取若干半月内信息免费刊登在华文迪拜，扫描右方二维码可获取更多信息。
          简单注册一个帐号，迪拜中华网就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迪拜生活。 扫一扫

进入招聘专版
扫一扫

进入二手专版
扫一扫

进入租赁专版

 
  招聘    求职

                                            发布消息截止至 4.25

 
  二手    租赁

                                            发布消息截止至 4.25

 [ 招聘 ] 青岛高鼎机械迪拜分公司
 
 1：常驻迪拜销售
 

 联系方式： QQ : 504988817

 [ 招聘 ] 欧米旅行社高薪招聘中国团队操作
 
 1：中国团队操作

 联系方式： QQ : 29017178757

 [ 求职 ] 短期兼职 女
 女，诚实勤奋，在迪拜有 5 年工作经验
 熟悉英语和一些日常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
 现有 2-5 个月不定期的空档
 寻求相关贸易，翻译，销售工作
 联系方式：电话 : 056 2054342

 [ 求职 ] 英文听说读写流利，真心求职
 本人女，来迪拜已经八个月
 英文听说读写流利，交流良好
 熟悉办公软件，Excel 和 Word 文档
 求职一份外贸业务员工作或办公室工作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8675818 

 [ 二手 ] 全新未拆封！华为 G7 售价 780 迪拉姆
 
 全新华为 G7 手机，仅售价 780 迪拉姆
 未开封，一年保修，3 月 20 号购机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2554911

 [ 二手 ] 收购跑步机，新一轮减肥梦想
 
 求购 2 手跑步机一台哦
 回收各种 2 手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1410321

 [ 二手 ] 家具转让
 单人床 (350 迪 ) 一张
 中高电冰箱 (500 迪 ) 一台
 洗衣机 (400 迪 ) 一台
 （还有更多）
 联系方式： QQ : 693243213

 [ 二手 ]2007 款大众途锐因买新车低价转让 41000DHS
 2007 年大众途锐，蓝宝石色
 280 马力 V6，3.6L 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23 万公里，内饰干净，车况良好
 全车无事故，原厂保养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6253745

 [ 二手 ]14 年 2 月份购入丰田海耶斯大小各一辆，出售
 丰田海耶斯大小各一辆
 14 年 2 月份 21.9 万购入
 8 成新，都不到 2 万公里
 保养良好，价格合适则约谈看车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8798143

 [ 二手 ] 现有办公桌椅转让，需要请联系
 办公座椅，用的时间不长
 保存完好，现在低价出售
 一个老板桌 , 一个办工桌
 2 个档案柜 , 还有几把椅子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 4045910

 [ 租赁 ]EMIRATES 机场对面，别墅单间出租
 3 号机场正对面，地铁 Emirates 站
 在机场，Emirates 工作 , 门前有专门班车
 楼上主卧 40 平方，2-3 人合租
 家里住的全部是 EMIRATES 上班的女生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6780177

 [ 租赁 ] 中国区两室一厅 /STUDIO/CBD 大一室一厅
 中国区两室一厅 / 一室一厅 /STUDIO
 CBD 大一室一厅 出租
 希腊区一室一厅 出售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2391984

 [ 租赁 ] 中国区 A11 大 STUDIO 带阳台出租
 中国区 A11 大 STUID
 带阳台出租，面积在 55 平方米
 靠近龙城，适合上班族
 现在是空房，随时可看房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6522668

 [ 租赁 ] 迪拜娜莎广场附近求单间
 娜莎广场求一间单间
 要干净一点，女生住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7713626

 [ 租赁 ] 求租龙城一期店面
 求租龙城一期店面
 大店面小店面都可
 主通道次通道也可
 
 联系方式： QQ : 602934933

 [ 租赁 ] 床位出租，1100/ 月，三人一间
 Bur Dubai 迪拜博物馆对面
 床位出租，1100DHS, 包水电网，非中介
 楼下有三家超市，以及肯德基，家乐福等
 地铁站 5 分钟，到 Burjuman 只有一个站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6290284

 [ 招聘 ] 中资企业高新诚聘优秀全职财务经理
 
 1：全职财务经理
 
 
 联系方式： QQ : 504988817 

 [ 求职 ] 肯吃苦耐劳，供吃住即可
 25 岁在国内
 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旅游行业，团队操作，经理助理，同业批发
 也短暂的从事过房产中介
 联系方式： QQ : 904398950

 [ 二手 ] 2011 款白色丰田凯美瑞转让
 白色 2011 款丰田凯美瑞转让
 7 万公里，家庭用车
 车况良好，不久前刚刚做过保养
 看车地点在国际城
 联系方式： QQ : 1470472580

 [ 求职 ] 老板包签证和吃住，免费工作一个月
 
 大学刚刚毕业
 只要能留在迪拜，对工作没有特别的要求
 
 联系方式： 微信 : 286940706

 [ 二手 ] 大众途观 2.0
 大众途观 2.0 排量
 2010 年份的车子 , 已经开 16 万公里
 车子性能优越。价格：38000DHS
 欢迎看车，车在鱼市场附近
 联系方式： QQ: 2543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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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脑时刻
Burning Brain

1 3 4 9

7 4

8 2

9 7 2 1 5

1 7 9 3 2

3 5

9 6

6 9 7 5

     轻松数独（难度 4）：

    数独是一种运用纸、笔进行演算的逻辑游戏。玩家需要根据 9×9 盘面上的已知数字，
推理出所有剩余空格的数字，并满足每一行、每一列、每一个粗线宫内的数字均含 1-9，
不重复。

     数独盘面是个九宫，每一宫又分为九个小格。在这八十一格中给出一定的已知数字
和解题条件，利用逻辑和推理，在其他的空格上填入 1-9 的数字。使 1-9 每个数字在
每一行、每一列和每一宫中都只出现一次，所以又称“九宫格”。

     当然，本版如果只是简单的数独，怎能称烧脑？小编任性的不直接给出任何一期数
独答案，欲知本期答案，必须解密“加密答案”。

     加密答案（简单版）：

     这是一个加密 9×9+1 阵列。 

Body：前 N 个数字隐藏着某一行“轻松数独”的答案 ( 该
行所缺数字为 N)；
L：隐藏着该行答案对应的数独行数；
MP：隐藏着下一行的 Key；
P：解密当前行所需要的 Key。

加密方式：整个阵列中，以行为单位，
第一个数字的值为：该数字的明文 +Key；
之后的每一个数字的值为：该数字的明文 + 上一个数字的
明文 +Key。

     若要解开整个加密方阵，就需要每一行的 Key，而 Key
又隐藏在上一行中被加密，所以必须需要获得第一行的
Key，然后以此解开第一行的所有密文、行号并且得到第
二行的 Key。依次将整个阵列解开。

    当然，小编依然任性，要获得第一行的 Key 也很简单，
完成下面这个简单的“找茬得密钥”吧！

     

     找茬得密钥：

     相信这个游戏不用介绍了
吧。

     睁大你的眼睛，仔细找找
图中有几处不一样哦。这个
数字就是“加密答案”的 Key 哦。

     （本题答案？下期你便知）

上期答案：找茬得密钥：5（不要忽略了水印上的号码哦）
   加密答案（简单版）：P：5，7，2，9，5，2，4，1，0

本期依然只是简单版，由于小编的失误，上一期的二维码竟然没有放上！小编自罚面壁 2 秒钟。。。

如果你已经解开了所有答案，你就可以扫描右方二维码，并将本页答案拍照回复给小编，如果全部正确，小编这里有大把的金币发给
你哦，至于金币有什么用？这可是可以兑换事物的“真金”哦。连“迪拜中华网如意金卡”都是可以兑换的！

燃烧吧大脑。如果你觉得难度不够，小编这里还有高级版、变态版的数独解密，或者你有更好玩的游戏，回复小编，或许下一期你会
将脑子烧坏！

body L M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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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黄页
Yellow Pages

迪拜接地社
Dubai Travel Agency

中阿国旅有限公司
04 2281239

中迪旅游
04 2561795

迪拜餐厅
Dubai Restaurant

大唐渔宴
04 3266888

高丽饭店
04 3831623

迪拜韩国料理“金膳阁”
04 2778022

山图美食
04 4474430

迪拜星湖海鲜中餐厅
04 3699928

迪拜御花园中餐厅
04 3450315

小尾羊火锅
04 2215111

迪拜刘一手火锅
04 2293380

迪拜好粥道餐厅
050 9193329

银都三鲜饺子

远征汽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阿布扎比茶庄超市 中国南方航空银都三鲜饺子

银都 KTV

玉淑女子沙龙

三和广告公司

迪拜华人二手车行

一品饺子美食馆

宝石花旅行社

2000 年中餐厅

A.R.N 律师事务所

中国东方航空

2000 年中餐厅

TCC 粤式餐厅

中洲国际旅行社

全聚德中餐厅

小红牛火锅

新疆阿里巴巴餐厅

LAMESA 餐厅

小肥羊火锅

中国诚信汽修

AL MAIDOOR 律师事务所

国泰航空

玉流馆朝鲜餐厅

海洋国际旅游

面点王中餐厅

Nexus 保险顾问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

皇朝中餐厅

筋头巴脑餐厅

易达国际旅游

唐人街中餐厅

东北人餐厅

兰桂坊港式中餐厅

回家餐厅

新时代中餐厅

仁和汽修

天山新疆餐厅

波斯湾国际旅游

贵宾楼中餐厅

HOMEY 餐厅

香格里拉香宫餐厅

山图海鲜餐厅

塞上人家餐厅

东方肥牛王火锅

055 9268248

04 3403820

04 3804141

02 6507998 04 2218888055 9268248

055 8457579

04 4572164

056 1701086

04 4340415

052 7462402

04 4214085

04 2712000

04 4472020

04 3217890

04 2712000

04 2057333

04 2233118

050 5511508

04 3353680

04 2233184

04 6082160

04 4327211

050 6389981

04 3348481

04 2042777

04 2981589

04 2735582

056 1757999

056 7731929

04 2718555

04 3545543

04 4432518

04 2948010

050 5866381

04 4329618

04 3353680

04 4203692

04 2501888

050 9614802

050 8428045

04 2226060

04 2945360

04 4317106

04 4052703

04 4276055

050 8878521

04 5538689

迪拜物流
Dubai Logistics

迪拜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04 2286955

迪拜联博瑞祥物流公司
04 2951381

迪拜超市
Dubai Supermarket

温州超市
050 2032168

迪拜豆花香超市
04 9527888

香港明星综合超市
04 3262009

迪拜注册公司
Dubai Company Incorporated

迪拜达泰公司 DATACALL

050 4352888
盛世太平集团 MILLENNIUM

050 9194462
阿西姆马克注册公司

04 3705787

迪拜华人公寓
Dubai Chinese Apartment

迪拜阿拉巴沙别墅公寓
055 2091854

DAMAC 酒店公寓
04 3763600

明俊别墅公寓
QQ 号码：142367583

迪拜新侨商务酒店
056 7545442

迪拜龙城名典公寓
050 5566336

迪拜撒哈拉公寓
050 5276157

迪拜冠军公寓
050 3407158

迪拜新感觉公寓
050 1995831

白云 ( 国际 ) 酒店式公寓
050 7516988

迪拜泰和公寓
050 7750216

保险与法律
Insurance & Guarantee

Nexus 保险经纪公司
050 9919638

迪拜新一代商务法律
04 4329234

阿联酋籍华人担保
04 2960066

alraya 律师事务所
050 4352888

华晨保险
050 4824628

迪拜服饰
Dubai Clothes & Accessories

迪拜安踏体育
04 3809700

迪拜广告公司
Dubai Advertising Company

玛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04 4340415

迪拜汽车
Dubai Car

阿联酋驾校
04 2281239

迪拜投资
Dubai Investment

迪拜 DAMAC 公司
04 3763600

迪拜休闲
Dubai Leisure Time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052 9838726

Helidubai 直升机观光
04 2081455

中华网络休闲会所
055 6023392

中华会馆
009 2249318

阳光语言教育培训学院
050 9215818

迪拜医院
Dubai Hospital

迪拜协和医院
04 4233055

迪拜装潢
Dubai Decoration

协和装饰工程公司
04 4571113

迪拜生活

迪拜教育

迪拜航空

Dubai Life

Dubai Education

Dubai Airline

星宇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04 4542191

RAAD 语言文化教学中心
04 3529188

关于迪拜华人黄页的资料五花八门，迪拜中华网为了方便更多在阿联酋以及迪拜的华人搜索资料，最近加强力度搜集关于迪拜华人以及在阿华

人商家的资料，所有在迪拜的商家都可以免费入驻迪拜中华网黄页！我们致力于整合一个更加全面的真正属于阿联酋华人的黄页，让生活变得更加

的简便。

免费入驻迪拜中华网黄页：微信：QQ600001000；QQ：600001000。

有您的加入，让我们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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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

各类证件公证、移民局、劳动部PRO服务
01*沙特特价签证办理中；
02*伊拉克一年多次往返签证特价中专线：055-5561908；
03*伊拉克特价机票，伊拉克签证体检贴花协助办理；
04*最新资讯境内费钱特快办理中...
05*商务服务：国际驾照（三年、五年、十年），外国人去中国签证；

住酒店，找中太，
豪华酒店便宜卖！！

机票\酒店\旅游\豪华游艇\夜海游船 豪华度假酒店350AED/晚/间 起

免费热线：800 111 888

中豫商业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Email： jianuae@gmail.com      地址：迪拜国际城 CBD21 oFFice:03
联系电话：052 9100010, 052 9100011, 04 5586118    传真：04 5586119

SINO YU  COMMERCIAL BROKERS L.L.C

仓库租赁 
提供整柜、整层出租、
零散货、价格优惠。

Lease Bussiness Travel

*收购、销售、寄售
*过户、上牌、评估

二手车交易      旅游

特价机票、签证酒店预定、冲沙、
夜海游船、高塔门票、酒店订餐。

提供商务办公室出租，有大量房源、
店面信息，包含各种STUDIO、一室
、两室、三室等。

房屋租赁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位于（DUBAI
  HOSPITAL)旁，是UAE教育局正式批
准成立的学前教育机构，招收2——6岁幼
儿。园内总的实用面积有1000多平方，园
内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教学设备先进，并
安装有全方位摄像监控设备，可随时观看幼
儿在园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表现。为了方儿在园的生活、学习等方面的表现。为了方
便家长接送，幼儿园有提供校车接送。
热线电话：056-1818798    050-4492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