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管理团队优势：
中方控股，专业投资，精细管理
Advantage of management
All holding by Chinese company,with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nd precision 
management.

1.成熟市场优势：
项目已成功运营五年，位于阿吉曼自由区，拥有投资贸易专享政策.
Advantage of mature market
The project，located in Ajman Free Zone with exclusive investment
policy,has been successfully operated for five years.

2.专业定位优势：
致力打造中东地区首家“一站式”家居建材 集散地批发采购中心
Advantage of professional position
Concentrationg on making the first one stop house hold&building
materials procure ment center in the MiddleEast

3.价格洼地优势：
超低经营成本，升值空间潜力巨大
Adventage of areal price
Super low of operation cost which has agreat value increasing potential

4.面积空间优势：
9米层高，可自由分隔，一层租金，两层使用空间
Advantage of space area
9meter height can be separated freely,One floor rent.Two floors spare

P.O.Box40158，Al Jurf，Ajman，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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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or to wealth

阿吉曼中国城家具建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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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品牌的树立靠的不是石油   而是营销

迪拜公交车奇遇   4 种女人不同表现

阿联酋三大航空公司及海湾航空公司招聘啦

手工小礼品  温暖父亲节

阿联酋土豪办婚礼也欠债

迪拜呼之欲出的 10 项惊人项目

迪拜公园大全

爱上迪拜之肥肥烧烤东北咱家菜

【原创】“大片”精彩美图

旅行前该做的 25 项准备

迪拜沙漠行者  一路向东

访谈迪拜华人律师   阿联酋华人持牌第一人

揭秘喝水的十大恶习，千万别这么喝

景德镇瓷器商人——张同响在迪拜

十二星座女人结婚后弱点

到穆斯林朋友家体验开斋饭

迪拜入幼儿园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我在迪拜考驾照的一些经验

如意金卡  商家联盟

华文迪拜信息专版

迪拜黄页

"أسبوع دبي في الصين" يثير اهتماماً واسعاً في بكين

懒人减肥小妙招  省时一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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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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品牌的树立靠的不是石油　而是营销

迪拜是阿联酋 7 个酋长国之一。虽然面

积只有 3885 平方公里，但迪拜总说，要辐射

欧洲和亚洲 15 亿人口和上千万平方公里的面

积，努力成为新加坡或香港，甚至下一个纽约。

迪拜的岛屿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人工岛。

比如“世界岛”，它包括 300 个不同形状的岛屿，

没有规律地排列在离迪拜陆地 4 公里外的海

面上。每个岛屿之间大约有 50 米至 100 米的

距离。这些岛屿表面看像是自然的，其实它

们是 Nakheel 公司用 30 亿美元、3.2 亿立方

米的沙子、3400 万吨岩石，从 2004 年开始，

花了 4 年时间人工填造的。“世界岛”并没有完

全按照世界地图来命名，有的用国家命名，

有的用城市命名，也有的用地区命名。这其

中就有一座“上海岛”。“世界岛”的交通工具是船、

快艇或者直升机。

迪拜很重视包装和营销。比如其地铁站就面

向全球招商，招商广告的主题是：把你的品牌变

成目的地。广告词是这样写的：你可以把自己的

品牌变成迪拜某个地铁站的站名，或者是某条地

铁线的名称，通过跟你的消费者更直接地接触，

使品牌影响力得到提升，请相信巨大的地铁工程

将拉动迪拜更大的经济增长。从文化角度讲，迪

拜是一个贫瘠的城市，因此它只能靠后天建设和

包装营销。光是一个帆船酒店，就晃着全世界人

民的眼，不知道迪拜在哪里的人，也都知道这里

有个全世界最奢华的酒店。在英国某著名旅游网

站发起的“全球最受旅游者欢迎的景点”评选中，迪

拜帆船酒店仅落后于悉尼歌剧院和巴黎埃菲尔铁

塔，排名第三，排在长城、故宫、金字塔和雅典

卫城之前，其营销攻势可见一斑。

从外形看帆船酒店，跟一般的现代化建筑没

有什么区别，只是建筑在离岸 280 米的海面上，

地基是人工建造的海岛。从里面看，除了用 26 吨

黄金堆砌出来的金碧辉煌，也没有其他更多的特

别。要说迪拜帆船酒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轰动

全球的公关策划。2004 年，他们请来老虎·伍兹

在酒店顶层挥杆，将高尔夫球击入阿拉伯海湾。

2005 年，酒店直升机停机坪被临时改成一个网球

场，费德勒与阿加西在这里进行的表演赛通过电

视传播到全世界。就连当年中国艺人王菲和李亚

鹏的蜜月之行，也被华人媒体放大到无限。营销

的结果是迪拜被赋予了“奢华”的美名，而酒店也成

为迪拜的代言人。

德国海德堡大学地理系教授施密德在长期研

究迪拜之后提出的观点是：“迪拜品牌塑造成功的

关键，在于懂得利用事件、集中焦点包装行销。

这也是迪拜迅速成为全世界焦点的原因之一。”

同样懂得营销的，还有修建了那么多岛的

Nakheel 公司。Nakheel 公司并不急于卖岛卖房子，

而是一轮接一轮地邀请全球顶级媒体来参观，让

记者全面了解迪拜的风土人情，看到迪拜最

光鲜的一面，然后告诉全世界，Nakheel 建

造的是“中东的地标，是新的世界奇迹”。所以

他们的公关策略是不遗余力地捧红迪拜。只

要迪拜轰动，自然有人上门抢着瓜分那些造

价昂贵的人工岛。

在人们的心目中，迪拜的富有主要靠石

油。其实，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迪拜的收入

结构已经成功转型：1975 年，来自石油的收

入占迪拜 GDP 的 70%。2006 年，这一比例

下降到 3%，而现在已经下降到只有 1%。

从迪拜的发展和帆船酒店的成功，可以

给我们诸多启示：一是资源和文化可以成为

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但在一定意义上也会成为

阻碍一个地区创新发展的因素。因为只有缺乏才

会去努力寻求创新之路。二是在注意力经济时代，

无论是对一个城市、还是对一个企业而言，打造

形象和树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有形象、有品牌

就能成功。三是酒店的最高境界是成为旅游吸引

物。酒店不仅仅发挥简单的接待功能，好的酒店

同时应该是一个好的景点，这点在帆船酒店得到

很好的体现。现在国内一些地方号称建设七星级、

六星级以及白金五星级饭店，如果没有旅游吸引

物的理念作先导，恐怕很难达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四是软营销的作用不可忽视。全世界很多人都知

道七星级帆船酒店，有不少人是通过有关材料介

绍而了解的。比如笔者的女儿在上小学二年级的

时候，就多次提到帆船酒店，因为在她的读物和

英语课文中就有专门介绍帆船酒店的文章。从发

展旅游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

个地区的经验如果能成为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的经

典案例，对于促进其发展、提升国际知名度，无

疑也将会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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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迪拜砸下 3.5
亿美元投资各类房产

网曝李晨求婚范冰冰，欲送范冰冰迪拜豪华别墅。

为什么是迪拜的别墅，而不是纽约、东京或是巴黎的别

墅？因为迪拜是真正的土豪之城，更为关键的是，这里

的房价还没有想象的贵。根据官方统计，这两年中国人

至少在迪拜砸下了 3.5 亿美元，投资各类房产。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迪拜 10% 的常住人口是中国人，

迪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目前在阿联酋经营的中

国企业约有 4200 家；在迪拜工商会登记注册的中国企业

超过 3000 家。作为重要枢纽，大量中国人在迪拜做生意

打拼，他们中不少人也在迪拜参与房产投资。根据迪拜

土地局数据显示，2013 年大约有 1000 名中国个人投资者

斥资近 3.53 亿美元投资迪拜的土地、住宅和办公楼，较

前年的投资规模增长了近两倍。

炒房团曾损失惨重

迪拜买房，对温州、台州商人来说并不陌生。在上

一轮经济危机之前，中国投资客、印度投资客曾经汇聚

在这个奢靡之城，大家用击鼓传花的方式，塑造了中东

一大楼市泡沫，有些人挣到了钱，有些人损失惨重。

从阿拉伯湾南岸的一个封闭的小渔村，到享誉全球

的中东金融中心与世界奢华之都，迪拜只用了不到 30 年

的时间。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迪拜政府开始大力发

展房地产业，迪拜海岸线上的棕榈岛、世界群岛、迪拜

塔、商业湾以及迪拜乐园，这些大型项目无一不是世界

商业地产的标杆之作，不仅为迪拜带来了大量的商业机

会，而且为迪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与就业机会。

2002 年开始，迪拜楼市开始向外国人开放，自此房价一

路上涨，2008 年达历史最高水平。在迪拜打拼多年的台

州商人张先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2001 年，当地一

幢独立别墅每平方米只要 8000 元，到金融危机之前，房

价涨至最高峰，每平方米涨到 4 万多元。普通公寓的价

格在最高时也达到了每平方米二三万元人民币。”

“很多人看到暴利，转行专门炒房，包括华商在内，

这个来钱比传统贸易快很多。刚开始一套两套，最后是

大家一起整层买，整幢买。”

张先生称，“全世界的炒

房团都来，印度人最多，

一个印度人买了五十幢别

墅。温州、台州人里面，

只要在那边经商几年的，

没有不买房子的。”

但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让迪拜的楼市泡沫彻底

破灭。迪拜房价开始跳水，房价近乎腰斩。在这其中，

标志性事件是，陷入债务危机的迪拜政府最后不得不向

阿布扎比政府求援，以偿还棕榈岛集团母公司迪拜世界

集团的部分债务。不少在当地炒楼的中国商人、专程赶

到迪拜的炒房团大多被套。面对跳水的楼价，当时大多

数人只能庆幸没有倾家荡产买楼。“很多人被折腾怕了，

即便后来房价上涨也不太敢参与，宁可租房住。”张先生

告诉记者。

政府主动调控炒作

随着金融危机过去，迪拜楼市又开始恢复。自 2012

年 8 月到 2014 年年末，迪拜楼市售价和租金已经分别上

涨 56% 和 41%，房地产价格和租金上涨都居世界前列。

尤其是迪拜拿下 2020 年世博会后，房价直线反弹。但从

绝对值上，依旧没有冲过金融危机前的高点。被房地产

泡沫吓怕的迪拜当地政府也开始担心房价上涨过快，推

出了一系列调控措施。迪拜政府将现房登记费用从交易

价格的 2% 提高到了 4%。由于迪拜没有房产税、流转税、

置业税甚至没有增值税，将房地产登记费用翻倍的做法

成为一项空前严厉的调控政策。

在此之后，阿联酋中央银行针对购房又出台了新的

按揭贷款规定。按照该新政策的规定，若房地产交易价

格低于 500 万迪拉姆，国外购房者能够取得的贷款上限

为该成交价格的 75%，而阿联酋公民取得贷款的比例为

80%。若房地产交易价格超过 500 万迪拉姆，则国外购

房者能够取得的贷款上限为该成交价格的 65%，而本国

公民能够取得 70%。

170 万全家居留签证

去迪拜买房，和中东土豪做邻居，有什么要求？北

青报记者从海外移民中介高女士处了解，目前来看，迪

拜可以投资的房产包括四种：一是经济型房产，旨在获

得居留许可；二是豪华别墅；三是其他仓库、酒店、商

铺等；四是大型投资，整栋房产。投资第一类房产的，

主要是为了获得居留权，金额也较低。根据迪拜的规定，

100 万迪拉姆以上（约合人民币 170 万元以上）的房产，

全家即可申请迪拜长期居留签证。

迪拜达马克地产公司行政总监札伊德表示，迪拜永

久居住，不受签证和签证期的约束，这种权利不仅给予

投资者，还给予投资者未满 18 岁的子女；其次，迪拜税

收少，投资没有所得税、交易税、利得税，甚至是遗产

税，只有一个注册费用，是房产价格的 4%。札伊德表示，

迪拜房产收益稳定变现容易，目前迪拜公寓的均价按使

用面积计算约为每平方米 4000 美元，这一价格只是新加

坡的 1/3，投资年收益率稳定在 6%~8%。由于税收少，

房产变现也很容易；由于阿联酋迪拉姆汇率与美元挂钩，

所以投资者不用担心汇率风险。

迪拜房价到底贵不贵？

因为物业、景观等不同，很难给出一个迪拜房价的

平均数，但可以通过和其它城市的比较，大致反映出迪

拜的房价。根据全球领先的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第一太平

戴维斯报告统计，2014 年香港高端住宅超过 4000 美元

每平方英尺，迪拜为 1000 美元每平方英尺，新加坡为

2000 美元每平方英尺，上海优质楼盘和东京、纽约相当，

约 1500 美元每平方英尺。这样大致折算下来，迪拜的高

端豪宅还不如上海、东京、纽约贵。迪拜租一卧室的公寓，

租金在 7500-17000 迪拉姆，相当于 2040-3540 美元；

同样的公寓，纽约的租金是 1990-3240 美元。同样的公

寓售价，迪拜的中位数也与纽约相当，190 万迪拉姆，约

50 万美元。

在第一太平戴维斯眼中，上海、莫斯科、孟买比做

疯狂过山车，而伦敦、新加坡、香港、巴黎犹如悠悠摩天轮，

纽约、悉尼犹如旋转华尔兹，东京犹如阳光小木马，而

迪拜、里约热内卢起伏如秋千。他们认为迪拜住宅价格

排名居中，但波动剧烈，表现无常。这种判断一方面是

对迪拜投资机会的认可，一方面也是对投资风险的揭示。

迪拜房价飘忽不定

迪拜房产虽然涨幅大，但波动也大。自 2012 年 8

月到 2014 年年末，迪拜楼市售价上涨 56%。但在这个过

程中，随着石油价格波动和旅游者与居民购买力下降，

2014 年下半年，迪拜房地产市场迎来第二次低谷。到

2015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市场依然没有转好的迹象，伴

随着低谷期新建项目在 2015 年逐渐上市，供需平衡进一

步打破，房价变得又不太乐观了。

焦点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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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土豪办婚礼也欠债
 奢靡之风致大龄女青年倍增

 

看惯了迪拜土豪们的豪车豪宅、丛林宠物，大家脑补他们的婚礼场面也一定

是挥金如土、奢华铺张的吧？没错，这个确实有！但如果说阿联酋的很多新

人为了操办婚礼还得借钱贷款，甚至因此而结不起婚，你相信吗？

　　33 岁的塔里克是记者在当地的一个白袍朋友，在迪拜一家大型国有房

地产公司任职项目主管，有着海湾美男标配的英朗相貌。塔里克至今单身，

记者一直认为他是为了追求自由或者眼光太高，应该属于一名标准的“钻石王

老五”。然而有天谈及此事，他居然跟我解释说其实也有心仪对象，只是自己

还没攒够结婚的钱！而且，他还有两个至今未婚的姐姐，其中一个刚刚取消

了订婚，原因是阿布扎比的未婚夫（据说是名陆军少校）支付不起在八星级

酋长国宫酒店举办婚礼的费用！

( 迪拜奢华的婚礼会场布置 )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例。婚礼大操大办一直是阿拉伯海湾地区的传统，

彩礼嫁妆、婚房婚车、钻戒珠宝、婚纱蜜月，几乎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海湾各国石油经济的腾飞，婚庆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

逐渐成为当地很多新人不堪重负的经济负担。

　　那么问题来了，一对普通阿联酋新人的结婚开销究竟要多少？迪拜一家

国际研究机构给出的数字是：30 万迪拉姆（约合 50.7 万元人民币），不过

请注意，这是 2011 年的调查数据！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因素，

当地媒体测算这一平均数已达约 100 万迪拉姆（约合 169 万元人民币）！而

据迪拜海湾婚庆展的统计，阿联酋全国每年婚庆市场的消费总额约为 7 亿美

元（约合 43.5 亿元人民币）。

　　在这笔费用中，彩礼、婚庆等绝大部分开销是新郎负责的，这对于一个

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的确很难承受，即便是在对本国公民工资福利很优厚

的海湾国家。而且阿拉伯家庭往往兄弟姐妹众多，父母不可能兼顾所有子女，

这就造成准新郎们为了筹备一个体面的婚礼，要么苦苦攒钱，要么跟父母亲

戚借钱，或者索性跟银行贷款。

( 迪拜婚庆展 )

　　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阿联酋政府出台了一些福利政策，比如本国公民

登记结婚即可分到一块免费地皮用于兴建别墅，月收入不足 2 万迪拉姆（约

合 3.4 万元人民币）的可以享受一笔 7 万迪拉姆（约合 11.8 万元人民币）的

政府无息贷款，设立婚姻专项基金等等，很多商业银行也有利息极低的婚庆

贷款，但总体上依然不足以解决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新婚夫妇因为

奢华婚礼负债累累，而婚后的经济状况又不如预期，从而导致夫妻争吵甚至

以离婚收场。

       新华国际客户端了解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山姆地区阿拉伯国家

向来以盛产美女著称，而且彩礼等迎娶成本远低于海湾本土姑娘，因此近年

来阿联酋男子的海外通婚率直线上升，甚至有不少来自东欧、非洲的新娘，

有点类似“越南新娘”的情况。实际上，迪拜人口中阿联酋本国公民原本就不

足 20%，激增的涉外婚姻导致本国的民族、文化界限模糊，同时直接造成了

阿联酋国内的大龄剩女越来越多，这已成为当地较为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

　　为此，不少专家学者经常在当地媒体发出移风易俗的倡议，呼吁简朴婚

礼，反对攀比之风。他们指出，相对于为几个小时的浮华派对大把烧钱，远

不如让新人将钱投资于未来家庭建设更加实际，也才真正有利于长久、稳定、

幸福的婚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也开始提倡集体婚礼，鼓励本

国新人们以传统、节俭的方式，共同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迪拜中华网         来源：新华国际客户端（记者李震，编辑贾小华）
扫一扫   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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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锅

营业时间:
10:30 am to 11:00 pm 斋月期间正常营业

始于川菜
 止于火锅
这是对迪拜川味居最好的诠释。这
是在迪拜唯一以川菜为主的中餐厅
，于2013年开门营业。如今已有两
家分店，均以提供正宗巴适川菜和
经典重庆火锅。深受迪拜华人的喜
欢和推崇。整个团队及原料均来自
中国重庆。目的就是希望“川菜迎
君临，火锅生农情。”

火 锅
JLT新店：R-2B Shop, Lake level, Lake Point Tower, Cluster N, Jumeirah Lakes Tower
Deira老店：Shop No.5 Next to the Traffic Light Of Al Maktoum Hospital Road,Deira,Dubai

JLT新店：04 558 7050, 055 7139 529      Deira老店：055 4112 518
味居  J L T
Liu Restaurant

hot pot

川味居 JLT新店
Deira老店

TEL:04-2948010
特 价 机 票 T i c k e t   

电话：0566037355、0564094581

QQ：1958368793、770991682

微信：dubai201488

【特价机票提前预订】

迪拜-长沙                单程    1130AED

迪拜-北京-迪拜        往返    2220AED

迪拜-上海-迪拜        往返    1980AED

迪拜-广州-迪拜        往返    2220AED

迪拜-福州-迪拜        往返    2480AED

迪拜-厦门-迪拜        往返    2480AED

杭州-迪拜-杭州        往返    2100AED

武汉-迪拜-武汉        往返    2220AED

迪拜-伦敦-迪拜        往返    2020AED

迪拜-德黑兰-迪拜     往返    770AED

迪拜-昆明-迪拜  直飞往返   1880AED

迪拜-乌鲁木齐-迪拜  直飞往返 1550AED

另有伊提哈德，国泰，南航，卡塔尔，
阿航等全球各大航空散客，团队，商
务舱特惠票价，可24小时自行出票!
 
特价飞签：   380 AED!

2星 Ibis  Al  Rigga 290AED起（含早）

3星 Landmark Baniyas 280AED起（含早）

5星 Taj  Palace 340AED起（含早）

5星 Radisson Blu 390AED起（含早）

同时提供各大星级酒店订餐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亚特水上乐园+水族馆
288AED/人

YAS水上乐园+法拉利
（单日）260AED/人
（双日）290AED/人

特 价 酒 店  H o t e l     

    另有悍马冲沙，浪漫红纱冲沙，高塔
票，帆船水上乐园，豪华游艇垂钓，夜
海游船，热气球看日出，高空跳伞、等
门票均有销售。

旅游推荐 T o u r    签证 V i s a   

电话：042948010    0558742618   0529684881
邮箱：easygodubai@hotmail .com 
微信：egodubai
地址：Office 409,Near f ish R/A(鱼转盘旁边）
         Deira,Dubai 

    3个月旅游签证，3个月访问签证，3个月多次往返签证特快出签批发销

售中

    另有一个月旅游签证， 1-2天出签外国人去中国签证，伊拉克特价机票、

伊拉克3个月、1年多次往返特价签证，专业办理国际驾照、学历公证认证

以及游迪拜长签去土耳其，卡塔尔，阿曼等阿联酋周边国家签证。

    可办理3年10年国际驾照   

   

6星Atlantis            1300AED起（含早） 5星Anantara    1200AED起（含早）4星 Carlton Tower         300AED起（含早）4星 Star  Metro        320AED起（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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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门 服 务   诚 信 服 务   透 明 收 费
中国人自己的打字社服务于国人

工 作 时 间 ： 8 ： 0 0 — 1 6 ： 0 0

一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经 济 部

二 、迪 拜 法 院

市 政 府
卫生部 体检

阿联酋   ID

土地局 (Ejari)

移民局 (签证)

商 标
打 字

营业执照申请材料打字/公司取名材料打字/EST升级为LLC材料打字/更换抱人及增加或减少股东的
材料打字/更换服务内容，关闭营业执照等材料打字。

1、注册公司及营业至少多需要的公司章程，法院公正材料打字(注：保人与老板、股东间的公正材料打字)
2、各类委托授权公证材料打字指(个人形式、公司形式、部分及GENERAL全部形式委托，境外国家的委托)
申请关于注册营业执照的审批打字。餐厅员工健康证。

24小时取结果510/DHS、48小时取结果410/DHS、7天取结果300/DHS、
当天取结果950/DHS、医疗卡550DHS。
办理身份证：一年——170DHS  二年——270DHS  三年——370DHS

办公室合同、店铺合同以及住房合同审批（Ejari）打字。

关于申请签证（visa）等所有材料打字。

申请注册商标材料打字（协助做CD、样本），注册条形码材料打字。

各类信件打字，不反对函等所有材料打字。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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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公交车奇遇   4 种女人不同表现

从前几日，下班，从公司楼下的公交站点乘

坐公交回家，由于我乘坐的地点离起点站比较近，

所以一上车就有位置可以坐，挺方便的，我自然

的选择了女士车厢的中段靠窗的位置坐下。后来

陆陆续续的上来了一些人，女士车厢的人也开始

多起来，我觉得要把事情的经过介绍清楚还是画

一幅图比较清楚，呵呵。大致位置就如图所示了。

公交车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大型超市门前站点，

也上来了几个人，我听着手机里的音乐，想着赶

紧回去今天晚餐吃什么……慢慢的察觉有点不对，

这一站该下车的人已经下去，该上车的人已经全

部上车了，可是司机没有一点要开走的意思，而

且时间是晚点状态，不是超前状态。原来是前面

停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挡住的公交车的去路，

但是依前面白色小轿车与公交车的距离，公交车

司机车技好一点的话，打左转还是能绕走的，或

者后退一点再左转也是可以的，可是司机貌似要

等前面的白色车开走才肯走。

我心里不停的想着，这白轿车快点开走，这

公交车司机太笨了，可是事情总是朝你想的方向

发展，前面的白色轿车上下来两个年轻的小伙子，

带着鸭舌帽，中东人的模样，走到他们白色的车

前方把引擎盖打开，一看这架势，估计是车子出

了毛病，一时半会是走不了的，两个年轻小伙子

其中一个看见我们公交车貌似在等他们的车先走，

就走过来跟公交车司机说他们的车暂时走不了。

现在前排的女士车厢的这几个女人都把注意

力放到了我们公交车司机的身上。可是这司机不

停的跟对讲机里面汇报着什么，（我离的有点距离，

听不见，其实是英语不好，也听不懂）一会又拿

出耳机讲讲，一会又对着对讲机话筒讲讲。我去，

我心里那个火硬是压不住，这是干什么啊，人家

车坏了，你开你的车就行了，干嘛还汇报这个汇

报那个，一车人都等着你呢。可是我英文不好，

没办法说给司机听，只能一个人自己憋着。

前排的那个黑色皮肤的女性开始跟司机沟通

起来，大概意思是问司机现在什么情况，前面的

车明摆着不能动了，现在这公交车为什么不走。

看着那个司机有点怂气，貌似跟黑皮肤女性说他

们有什么规章制度，要汇报之内的。黑皮肤女性

听了司机的解释声音加大了一个频率，继续和司

机争辩着，说的气不过之时，还朝着她旁边座位

的黑袍子说，黑袍子一直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听

着，可是黑皮肤女性说道动情之处，急切的需要

黑袍子的反应以及帮腔，可是黑袍子还是保持着

沉默的态度，然后报以“真不好意思，我也帮不上

你什么忙”的微笑，那微笑的笑要高清摄像头准备

捕捉估计才能捕捉到，无奈，黑皮肤女性一时找

不到同盟者，嚷嚷几句之后就偃旗息鼓了。

没一会，后面男士车厢的人也注意到了前面

车厢的动向，也听到了黑皮肤女性的声音，有一

个戴眼镜的中东人模样的男士走到前面车厢，靠

近驾驶仓，问司机是什么情况，司机简单的描述

了一下，这位男士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司机还是不

开车，黑皮肤女性这时看见有人开始关注这件事

情了，又开始进入话题了，然后坐在黑袍子旁边

的菲律宾妹子用她细细的声音也跟进了话题，司

机其实是一个半封闭的空间，菲律宾妹子所坐的

位置在司机的正后方，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司机的

背影，菲律宾妹子不像黑皮肤女性一样大嗓门，

以服务员跟顾客耐心服务的声调，不停的说，不

停的说，对着前面的玻璃，真不知道司机能不能

听见。然后那个带眼睛的中东小伙跟司机商量说

可以下车帮司机去后面看一下，司机把车子稍微

往后退一点，然后再左转应该就能绕开。

最后，司机听取了男乘客的意见，公交车再

暂停了 20 分钟之后终于开动了。是 20 分钟之后，

一点不夸张，这中间黑皮肤女性与司机几次交战，

后来菲律宾妹子也弱弱的加入战局，可是她们中

间坐的黑袍子岿然不动，一声不吭，始终以一种

非常平和的状态端坐在自己位置上，让我看的真

是要抱拳跟她说声：“佩服佩服”。

再来说说我吧，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在这场

战局中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姿态，其实我在车上就

假设到我会采取的两种措施：第一种情况如果我

英语够好，我应该会和黑皮肤女性一样据理力争，

先和他摆事实讲道理，后面实在说不通，就把笨

蛋司机不带脏字的痛骂一顿。第二种情况是我在

我现有的英语水平基础上，去和司机理论，我脑

海里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三个单词跟司机说：以 F

开头个，以 S 开头的骂司机的和评价司机 Stupid

（愚蠢的），因为前面等了快 10 分钟，看着司机

那个怂样，太气了。但是由于看了某些新闻，说

迪拜骂人也违法，怕自己逞一时口舌之快，惹来

牢狱之灾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作为一个旁观者沉默着。

再说说车技不好又笨笨的印巴司机，在整个

沟通过程中，有一种不愿听取女性建议的态度，

前面两个女人跟她说了那么多，他都一副置若罔

闻的样子，后来还是带眼睛的中东男上前来说才

听取了中东男的意见。

                                       扫一扫  

                                  参与更多讨论

迪拜中华网   卡卡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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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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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محطة العربية التركيز 
焦点 阿语站  

لواجب والمحظور خالل شهر رمضان الكريم
كيف يمكنك إحياء الشهر الفضيل

يُعّد شهر رمضان الفترة الدينيّة األكثر أهمية 
أنحاء  جميع  في  للمسلمين  بالنسبة  السنة  في 
العالم. ويُخصص هذا الوقت للتأمل، وقضاء 
الوقت مع األحباب والمقّربين، وتكريس وقت 
في  الُمعتنق  الرسمي  الدين  إّن  للعبادة.  أكبر 
الحياة  تتغيّر طبيعة  اإلسالم، وعليه  دبي هو 
دبي  زيارة  تحلو  رمضان.  شهر  خالل  فيها 
خالل هذه الفترة، إذ سيتمتّع الضيوف بتجربة 
ما هو واجب ومحظور  إليك   . ثقافية مميزة 

للتقيّد به خالل هذا الشهر الكريم.

الواجب:

قبول الدعوة إلى وجبة اإلفطار:
إذا دعاك مواطن إماراتي للمشاركة في وجبة 
اإلفطار )الوجبة التي يتناولها الصائمون عند 
في  اليومّي(  صيامهم  لكسر  الشمس،  مغيب 
منزله، فمن الالئق أن تقبل هذه الدعوة. إذ إنّها 
ترتبط  أصيلة  تجربة  الختبار  مثاليّة  فرصة 
من  علبة  شراء  تنَس  ال  اإلماراتية.  بالثقافة 

التمر لتقديمها كهديّة!

ُمشاركة الناس بتحيّة خاصة بشهر رمضان
قُم بتحية الناس باستخدام عبارة خاصة بشهر 

أو  كريم"  "رمضان  غرار  على  رمضان، 
"رمضان مبارك".

إرتِد مالبس محتشمة
في  خاص  وبشكل  المالبس  قواعد  تُحدَّد 
األماكن العامة على غرار المجّمعات التجاريّة 
والمنتزهات. حاول أن تراعي األصول خالل 
تُغطي  واسعة  مالبس  وارتِد  رمضان،  شهر 

الكتفين والركبتين.

ُكن معطاًء
التبرعات  جمع  مناسبات  من  الكثير  تُنظَّم 
والفعاليّات الخيريّة، بما في ذلك تقديم وجبات 

اإلفطار. شاِرك فيها!

تحّل بالصبر وتعامل بإحترام
إّن التعامل باحترام ولطف خالل هذا الشهر، 
ما  الصائمين خالل صيامهم  دعم  في  يُساهم 
التصّرفات.  هذه  تقدير  إلى  بالتالي  سيدفعهم 
عن  التعبير  تجنّب  ذلك،  إلى  باإلضافة 

المشاعر في األماكن العاّمة.

تفقد ساعات العمل
تقوم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طاعم والمتاجر والمؤّسسات 
الحكوميّة باإلعالن عن ساعات العمل خالل 

شهر رمضان، لذلك تفقّدها قبل خروجك من 
المنزل.

المحظور:

األكل أو الشرب في األماكن العامة
الطعام  عن  اإلمتناع  الجميع  من  يُطلب 
العامة.  العلكة في األماكن  والشراب ومضغ 
إذا كنت ترغب في تناول الطعام أو احتساء 
والمقاهي  المطاعم  بعض  تفتح  الشراب، 
أبوابها خالل ساعات النهار، وتُقّدم الطعام في 

مساحات منعزلة للزوار غير الصائمين.

رفع صوت الموسيقى
ال يتّم االستماع للموسيقى خالل شهر رمضان 
في العادة. إذا كنت ترغب في االستماع إلى 
سّماعات  استخدام  على  إحرص  الموسيقى، 

األذن وإبقاء الصوت منخفًضا.

التدخين في األماكن العامة
واحتساء  الطعام  تناول  غرار  على 
المشروبات، يُطلب منك أن تمتنع عن التدخين 
في األماكن العاّمة خالل ساعات النهار طوال 

شهر رمضان الكري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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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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事务和基金会总局（Awqaf ）凭借着

世界最大的捐款收集箱成功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委员会向伊斯兰事务和基金会总

局颁发了证书以及打破世界纪录的大型捐款箱的

会员纪录编码。

设计于安达卢西亚和阿联酋遗产的伊斯兰

建 筑 之 上 的 占 地 156 平 方 米 的 捐 款 箱 与 Aldar 

Properties 一起于星期六在 Yas 购物中心的 Town 

Square 广场正式揭晓。该巨型收集箱是伊斯兰事

务和基金会总局总局使用的捐款箱的加大款。

伊斯兰事务和基金会总局的主席Mohammed 

Mattar Al Kaabi 博士说道 : 这个想法是由 Awqaf 

和其策略伙伴共同得出的，旨在在斋月的慈善月

采取创意性的方案来收集慈善家和善意捐助者的

捐助。

他还说道，还与吉尼斯世界纪录签订了一个

评估，检查捐款箱规格的协议，以确保它是世界

上最大的捐款箱。  

The General Authority of Islamic Affairs and 

Endowments (Awqaf ) has entered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for the largest collection box 

in the world.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presented to the Awqaf a cer tif icate and 

membership number for breaking the world's 

record for the mega donation box.

Designed on the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Andalusia and Emirati heritage, the 156 square 

metre donation box was unveiled on Saturday 

at the Town Square of Yas Mall, in coordination 

with Aldar Properties.The collection box is a 

large model of the actual ones used by the 

Awqaf to collect donations.

Dr. Mohammed Mattar Al Kaabi, Chairman 

of Awqaf, said the idea was inspired by Awqaf in 

coordination with its strategic partners to adopt 

creative initiatives that raise donations from 

philanthropists, good-doers, and businessmen 

during Ramadan, a month for charity and 

generosity.

He added that an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Guinness World Records to assess, check 

and verify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collection 

box and ensure that it i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扫一扫  了解更多

世界最大捐款箱在阿联酋 Yas Mall 揭晓
迪拜中华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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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迪拜民众 Mohammed Masood 最近在一个

炎热的下午去往迪拜医院的路上遭遇了交通拥堵。

交通堵塞是由于一辆故障的卡车引起的，这名民

众称。他可以看到卡车司机在车旁非常的无助，当时

他正从他所乘坐的出租车内向外观察现场的情况。

他还说道 :“那名无助的卡车司机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的车在一个弯上出了故障停了下来，也造成了

交通拥堵。”

突然，一名迪拜警方官员抵达了现场。“他单手

将车推行了一段距离，直到卡车到达附近公交车站的

位置。”这名民众向迪拜警方表示了敬意并说道 :“我一

直都是迪拜警方的‘粉丝‘ 。”

                                 想了解更多资讯，

                                         扫我吧

阿联酋的富人将 47% 的财产投资股票，43%

为现金和存款储蓄，9% 为债券。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

2019 年阿联酋的私有财产预计将以 10.7% 的

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约 1 万亿美元，其中一半

的资产将投资于股票，其它的部门分别为现金、

储蓄存款和债券投资。

在未来的 5 年内，阿联酋投资于股票的私

有财产预计将以 18.5%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而投放于债券、现金以及储蓄的资产将分别以

3.8% 和 6.2% 的速率增长。

这 个 标 题 为 Global Wealth 2015：Winning 

the Growth Game 的调查显示：2014 年阿联酋的

私人经融财富增长了 8.4%，主要是由股票的飚升

驱动的。

2013 至 2014 年间，阿联酋投资于股票的总

资产上升了 13.8%, 而债券上升了 1.6%，现金和储

蓄的上升了 6.9%。基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

阿联酋预计在未来的 5 年会进一步增长，预计的

财产分配状况为，现金和储蓄财产占 43%，债券

9%，股票 47%。

“至于资产分配，阿联酋由超高净值人士所持

有的私有财产（超过 1 亿美元）在 2014 年增长 9%，

主要是由于动态股票市场和经济的增长所驱动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中东分部的合租伙伴与管理部门

的主任 Markus Massi 说道。

150 户的公寓大楼的住户被迫居住在车里，

因为大楼内的空调系统一个星期前崩溃了。

国际城 International City Global Green View 

building 的居民在整栋 9 层大楼的空调系统崩溃

后必须忍受斋月禁食期间的灼热高温。

居民们都在质问他们要如何应对空调系统停

止工作的情况，要如何在斋月禁食期间忍受如此

灼热的高温。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 Mirdif City Centre 度

过。。。我也不煮饭因为那样房子里会更热。斋

月也到来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儿子发烧了，

我的老公也开始因为酷暑头疼了起来。”一名巴

基斯坦籍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Urooj Naveed 告知

Gulf News。大楼的维修公司传奇国际业主协会一

直在保证说他们将会在 48 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 8 天过去了，她说：“我们需要紧急维修不然

就重新安置我们。”Urooj 说道。

住户们称，他们已经向当局投诉过了。“我们

报了警，他们说我们得联系土地局。土地局要求

要有建筑管理公司和维修公司的合约。我们得不

到那份合约，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土地局备案。”

另一名住户 Harsh Vardhan 说道。

为了应对炎热的天气， Harsh Vardhan 购买

了 4 个风扇。他的年迈双亲从印度来看他，也和

他一起遭罪。

一名中国住户 Lin Dhao 说，他们全家人都睡

在客厅，因为卧室太热了。

迪拜中华网

揭露：阿联酋的百万富翁将 1 万亿美元的财产寄存在哪里？

为缓解交通压力  迪拜英勇警察单手将卡车推到路旁
迪拜中华网

迪拜国际城一公寓空调系统崩溃 住户们住在车里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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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黄金市场为吸引更多买家 珠宝商也提供车和机票

随着夏季的来临，人们开始制定斋月

和开斋购物的假期旅行计划，阿联酋的珠

宝零售店为吸引客人也实施了各种促销手

段。从黄金到豪车再到免费的家庭应用，

消费者们在这个季节拥有多样的选择。

“人们度暑假之前都希望有物品的供

应，大部分的人会买金子。最近有许多新

兴的印度珠宝商加入到阿联酋的市场，他

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到买家。虽然

也有一定的顾客限制，但是人们都在冒

险。”迪拜黄金和珠宝团体的总经理 Tomy 

Joseph 说道。

瑞信珠宝商为获奖的 100 队情侣共提

供 1 千克黄金，10 串钻石项链，200 张返

回机票，瑞信珠宝的董事G Rajendran说道，

他还说瑞信珠宝将在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

家的市场开设更多的分店。

  

   亲，扫我吧，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建成首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迪拜水电局已经注册了第一个电工汽车环保

充电站。

这项新的提案是由迪拜酋长，阿联酋

总理、副总统，尊敬的 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阁下发起的 Smart 

Dubai 提案的一个补充，旨在将迪拜转型成

为世界上最智能的城市。

“迪拜水电局在迪拜水电局总部启动了

第一个电动汽车充电站。”

最为一期计划的一部分，今年预计将

建设 100 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其中的 16 个已经准

备动工了。

迪 拜 水 电 局 的 CEO、 总 经 理 Saeed 

Mohammed Al Tayer 说道：“第二阶段，迪拜水

电局将在迪拜建设3个不同类型——快速充电站，

中度充电站和家庭充电站的 84 个充电站。”

    

       亲，扫我吧，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警方逮捕 70 个住“5 星酒店”乞丐

迪拜警方 6 月 7 日开始的的反乞丐行动曝光

了一类新的乞丐，他们通过商务签证进入阿联酋，

驻扎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中，Emarat Al Youm 的

一份报道称。

迪拜警方逮捕了 70 个这样的乞丐，迪拜

刑事调查局旅游安全部门的主任Mohammed 

Rashid Al Muhairi 上校说道。

他们在清真寺、购物中心前乞讨，穿着

破烂的衣服在大街上游走，还根据驻地穿衣

服。

迪拜警方刑事调查科非法入境者和非法

部门的主任 Ali Salem 中校在回忆一起事件时

说道，当时警察准备逮捕一名阿拉伯女性，她祈

求警官不要逮捕她，因为她还有 4 个孩子没有人

照料。警方发现孩子们年龄在 3-9 岁之间，都呆

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中。

她以商务签证进入阿联酋并在酒店进行日租。

警方从她身上没收了 13000 迪拉姆。她声称她的

老公现在正经历艰辛，所以她必须出来乞讨挣钱。

         亲，扫我吧，了解更多资讯

迪拜中华网

迪拜中华网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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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万迪拜的行人因乱穿马路被处罚
一 名 交 警 局 的 高 级 官 员： 今 年 年 初， 约

25000 名迪拜行人因在非指定区域横穿马路被处

罚。

交通巡逻署公共关系部门的领导 Jamal Al 

Ameri 中校参考联邦交通法说道：行人在不符合

规定的地方横穿马路是一种违法行为，交警部门

将对其罚款 200 迪拉姆。

他说：“行人应该从斑马线或者人行天桥过马

路，不然他们就面临罚款。”Al Ameri 说交警部门

加强了道路巡逻，已经对乱穿马路者实施了罚款。

去年，迪拜发生了 333 起步行事故，46 人在

事故中中死亡。Al Ameri 说道：违规的行人会在

现场被罚款 200 迪拉姆。

“交警会要求违规者交出身份证记录下详细信

息，并开出罚单，要求违规人员到交警部门缴纳

罚款。”他补充道。

父亲节，一起感恩父爱。6 月 21 日，在这个

充满亲情与温暖的节日里，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在全园范围内开展了“小小巧手 感恩父亲节”系列

主题活动。让小朋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父母

的养育恩，培育情。

  

现场，小朋友们用卡纸、画笔、胶水、剪刀

等材料制作了领带、画像等送给父亲的小礼物。“老

师，我要在爸爸的画像旁边再画一道彩虹，这样

爸爸看到了就会高兴了。”“老师，我要加一个大大

的爱心在画像旁边。”“老师，我要把送给我爸爸的

领带装饰得漂亮点。”“……小朋友们一边动手制作，

一边构思着再加点什么创意，能够表达自己对爸

爸的爱。

  

活动中，老师对小朋友们做了关于父亲节的

简单介绍 , 引导小朋友感受生活中自己所受的父

爱 , 同时提示大家在享受父爱的时候要懂得感恩。

  

此次活动的开展，受到小朋友和家长们的热

烈欢迎。小朋友用一份礼物，一个微笑，一声祝福，

表达了对爸爸的爱，让孩子亲近了爸爸；同时，

通过这一份小小的礼物，让爸爸加深了对孩子的

手工小礼品 温暖父亲节 

      

               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父亲节活动报道

了解。一份手工小礼品，温暖了父子情，同

时也为彼此留下了更多美好的回忆。

想了解更多资讯，

       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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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Bowling Centre -Alquoz.( CPM)的超市 & 店面出租 
400 - 10000 平方尺大小

Real Estate(L.L.C.) 

CAPITOL
仓库

店面

办公室

公寓

仓库& 展厅

崭新的商场

潮流男装店，潮流女装店，童装店，时尚饰品店，电子产品店，珠宝店，

照相馆，旅行社，钱庄，沙龙，洗衣店，超市，餐馆，商务中心，建材和五金店
可以经营：

展厅和办公室出租(JAQ)

+971 4-3372344, +971 4-3372788 

展厅大小： 4,400 - 8,800 平方尺

4th Int.SZR. Behind DM Pest Control Alquoz Ind-3.
办公室大小： 775 - 3,800 平方尺

3500,  4500,  7000,  10500 平方尺

大量商业仓库

 

适合超市和餐厅的店面
崭新的仓库

仓库出租(JAQ)

阿联酋人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更爱进行娱

乐休闲旅游，但就商务旅行来说，还是西方人占

了主导地位，阿联酋人紧跟其后。

根据针对各国人士做出的预测，阿联酋人每

年进行的休闲旅游次数是最高的（平均每年 4 次），

紧接着的是西方人和阿拉伯移民，他们每年平均

旅游 3 次，接下来是亚洲人，平均每年旅行 2 次。

这项调查是由全球市场调查公司 YouGov 和

在线旅游门户 Expedia 于 2015 年 5 月共同进行的，

调查对象为 1000 多名阿联酋居民。

由于阿联酋人口中，移民人员占了很大的比

重，阿联酋的居民也习惯了经常性的旅游，不管

是度假旅游还是归国的探亲旅游。86%

的阿联酋居民称每年至少要进行 1 次休闲旅游。

国家              提供的假期           占用的天数

澳大利亚             20                        15

香港                    14                         14

印度                    20                         15

日本                    20                         10

马来西亚             14                          10

国家              提供的假期           占用的天数

新西兰                 20                         15

新加坡                  16                        14

韩国                      15                         7

泰国                       11                        10

阿联酋                   30                        30

哪国人最爱度假，  
阿联酋人？亚洲人？
还是西方人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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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东呼吸综合征发病率有所上

升，导致人心惶惶，迪拜协和医院搜集一

些资料让大家了解清楚此种病征，做好防

预工作。

何谓中东呼吸综合征？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由新型冠状病

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引起的病

毒性呼吸道疾病。该病毒于 2012 年首次

在沙特阿拉伯得到确认。冠状病毒为一类

大型家族病毒，可引起从感冒到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等一系列疾病。

正在何处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

以下国家已经报告发生中东呼吸综合征：约

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中东）；法国、德国、希腊、

意大利和英国（欧洲）；突尼斯和埃及（非洲）；

中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菲律宾（亚洲）；

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美洲）。

病例最新情况可见世卫组织疾病暴发新闻

中东呼吸综合征有何症状？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疾病的典型表现为

发热、咳嗽和 / 或气短。肺炎是检查时的常见发现。

腹泻等胃肠症状也有过报告。疾病严重时会引起

呼吸衰竭，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得到人工通气和支

持。有些病人出现过器官衰竭（尤其是肾脏）或

感染性休克。该病毒似在免疫系统功能脆弱人员、

老年人和患有糖尿病、癌症和慢性肺部疾病等慢

性病人员中所造成的疾病更为严重。

人们是否可能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但不生病？

有可能。对某些人而言，病毒感染似没有引

起疾病症状。这些人员之所以被发现就是因为在

对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者的接触者开

展随访研究过程中，对其做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检测。

人们如何染上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依然不十分清楚人们如何染上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是一种人

畜共患病毒，据认为人们可能通过与中东受到感

染的单峰骆驼直接或间接接触而染上病毒。某些

情况下，该病毒似通过没有做出保护的密切接触

从感染者传给他人。这在家庭成员、病人和医务

人员中已经见到。这次流行过程中的大多数病例

都是在卫生保健机构中通过人与人传播方式造成。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是否传染？

有传染性，但明显仅存在有限程度的传播。

除非存在密切接触，比如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向

病人提供治疗，否则该病毒似不易在人际间出现

传播。在医疗保健机构中曾经出现过聚集性病例，

尤其是当感染防控措施不够到位时似乎更有可能

出现人际间传播。迄今为止，尚没有持续性人际

传播情况记录在案。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来源如何——蝙

蝠、骆驼、家畜？

病毒来源方面的整体情况尚不清楚。从埃及、

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骆驼中已经分离到

与人间毒株相匹配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毒

株。这些及其它一些研究都在非洲和中东的单峰

骆驼中发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抗体。人

间和骆驼基因序列数据表明在骆驼中发现的病毒

与在人类中见到的病毒存有密切关联。

有可能存在其它宿主。对山羊、牛、绵羊、水牛、

猪和野生鸟类等其它动物开展了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抗体检测，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在这些动

物中有任何发现。这些研究共同支持

这样一种假设，就是单峰骆驼可能是

人类的一个感染源。

人们是否应当避免与骆驼或骆驼

制品接触？前往农场、市场或者骆驼

集市是否安全？

就一般性防护而言，前去参观有

动物的农场、市场、粮仓或其它地方

的人员应当采取一般性个人卫生措施，

包括接触动物前后定期洗手，并且应

当避免与染病动物接触。

食用奶和肉类等生的或者没有煮熟的动物产

品，面临着较高的可在人间致病的各类生物体感

染危险。食用经过适当烹饪或者巴氏灭菌法处理

的动物产品较为安全，但也应当谨慎操作，避免

与没有烹饪的食物出现交叉污染。骆驼肉或骆驼

奶属于可在经过巴氏消毒法、烹饪或其它加热方

法处理后继续食用的营养产品。

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得到更好认识之

前，糖尿病、肾衰竭、慢性肺部疾病和免疫受损

者被认为属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严重

病症的高危人员。因此，这类人员应当避免与骆

驼接触，避免饮用生鲜骆驼奶或骆驼尿或者食用

未经过适当烹饪的肉类。

骆驼农场和屠宰场工人应当践行良好个人卫

生做法，包括接触动物后经常洗手，在可行情况

下采取面部防护，并穿戴防护服，且这些用品应

在下班后脱掉并每天清洗。工人们还应当避免使

家庭成员接触到脏工作服、鞋子或者可能与骆驼

或者骆驼排泄物存在接触的其它用品。绝不应将

染病动物宰杀后用于食用目的。人们应当避免与

已经确认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动物发

生直接接触。

是否有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疫

苗？有何治疗办法？

目前尚没有疫苗或者特异治疗办法。治疗属

于支持性质，且要根据病人的临床状况进行。

迪拜协和医院为您解答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常见问题
迪拜中华网    供稿：迪拜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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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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
Focus

医务人员是否面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感染危险？

是。在若干国家的卫生机构内出现过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传播情况，包括由病人传给卫

生保健提供者。由于症状和其它临床特征可能没

有特异性，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在早期或者在没有

经过检测的情况下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病人。因此，重要的是医务人员要确保针对所有

病人始终如一地采取标准防护措施。

在这一新型病毒问题上世卫组织是否建议采

取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并不建议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问题上实行任何旅行或贸易限制，或者入境筛

查。

世卫组织在如何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疫情？

世卫组织与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合作，为更好

地了解病毒情况及所致疾病收集和分享科学证据，

并确定疫情应对重点、治疗策略和临床处置方法。

世卫组织正与疫情国家和国际技术合作伙伴

及网络一道，协调开展全球卫生应对，这包括：

提供最新疫情信息；开展风险评估并与国家行政

部门开展联合调查；召集科学会议；以及制定指

南并在中期监测建议、实验室病例检测、感染预

防和控制以及临床管理方面对卫生行政部门和卫

生技术机构开展培训。

针对医务人员

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对于防止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在卫生保健机构的可能蔓延至关重要。

向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疑似或者确诊病人提

供医护的卫生保健机构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减少

感染者将病毒传给其他病人、医务人员和探访者

的危险。应当针对医务人员开展感染防控技能教

育和培训并定期更新知识。

中东呼吸综合征预防措施

既然治疗困难，那预防一定是有意义的。根

据 WHO 及中国卫生计生委对于防控中东呼吸综

合征的建议：

1、预赴中东地区的民众，应注意个人卫生和

手卫生，尽量避免密切接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的

人员，避免接触动物及其排泄物，用一次性纸巾

和洗手，减少与当地人接触，咳嗽讲究礼节，咳

嗽和打喷嚏时，捂鼻捂嘴。

2、自中东地区入境的民众，如出现发热或流

涕、咳嗽、咽痛等呼吸道症状，应主动通报边检

防疫人员，配合接受检疫及后及时就诊。返国 14

天内，如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应佩戴口罩尽

快就医，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应

主动向医护人员告知近期旅游史及当地暴露史，

以便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3..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做

到勤洗手；尽量避免密切接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人员；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在人群密

集的场所长时间停留。

4 尽量避免前往动物饲养、屠宰、生肉制品

交易场所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避免直接接触动

物及动物的排泄物。

5. 在入境时有发热、咳嗽、气促、呼吸困难

等急性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应当主动将患病情况

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配合卫生检疫部

门开展调查及相应医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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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播出的《花儿与少年》节目中恰

逢花少团“暖男”井柏然的 26 岁生日，为了

给井柏然购置生日礼物，大家都利用空闲

时间挑选起了礼物。本周节目中，花少团“暖

心小太阳”陈意涵也默默行动起来为井柏然

挑选起了生日礼物，不过曾有杀价“阴影”的

陈意涵面对迪拜的首次杀价像解一道大难

题，令她为难不已。

陈意涵自曝杀价“阴影” 为井柏然礼物

再变“杀价妹”？

《花少》播出至今，不仅惊险刺激的节目内

容颇受观众追捧，花少团成员之间日渐增长的姐

弟情谊更是羡煞旁人。上期节目中，不仅花少团

迎来了史上最难挑战，深受观众以及队员喜爱的“前

任”导游井柏然也迎来了 26 岁的生日，早已融为

一体的花少姐弟，对于“家人”井柏然的破壳日也纷

纷开始精心准备。而作为花少团“暖心小太阳”的陈

意涵也为了井柏然生日礼物开始了迪拜“黄金集市

之行”。

身处迪拜特色十足的黄金集市之中，琳琅满

目的各式各样的商品让陈意涵大开眼界，但作为

世界闻名的“壕城”，迪拜的物价也是众所周知的高

不可攀。

但为了能够购买到合心意又物美价廉的礼物，

曾经有着杀价“阴影”的陈意涵也不得不尝试杀价。

陈意涵直言，曾经因为杀价太狠而被嫌弃道“不如

去垃圾桶里捡”让她倍感受挫，从此不敢再随意尝

试此项技能。然而这次为给井柏然准备生

日礼物，硬着皮头上的四姐是否成功令人

好奇。

陈意涵“杀价”大猜想 再次尝试能否成

功？

陈意涵在节目中正能量的不断涌现以

及无比清纯可爱的形象，让无数观众为之

折服，网友纷纷表示：面对一双炯炯有神

的大眼睛，以及超级可爱的形象，谁有防

御力？而且陈意涵的形象不仅在中国大获人心，

节目中井柏然也曾调侃陈意涵多次被外国友人搭

讪，也再次证明“小太阳”人见人爱的无限魅力。

                                想了解更多资讯，

                                       扫我吧

阿联酋 3 个航空公司以及海湾航空公司

正在招聘以下几个岗位：飞行员、机长和副

机师。

阿联酋航空

6 月份是本部位于迪拜的阿联酋航空招

聘的月份。航空公司目前正在招聘其空客和

波音飞机的飞行员，本月在全球的许多城市

发布了招聘日期。

阿联酋航空飞行员的薪酬福利条件包括了

现金和非现金的方面。机场的现金薪酬为每月

42015 迪拉姆，副机师的薪酬为 29700 迪拉姆（基

本薪酬加上每月 85 轮档小时的飞行时长）。

此外，还有绩效工资，住房补贴、汇率保护

机制，教育补助津贴、公积金 / 服务酬金。然而，

福利的资格要依据申请者个人的情况而定。

Etihad 阿德哈提航空公司

副机师起薪为 26000 每月年增薪额为 2%。

住房补贴高达每年 16 万迪拉姆，4 个孩子的基础

教育补贴 36000 迪拉姆，中学阶段补贴为 50400

迪拉姆。其他的标准福利也包含在内。

Flydubai 航空公司

飞翔迪拜航空公司也在为其新增的飞机招聘

机长和副机师。福利包括一个非常具有竞争

力的免税薪酬，据航空公司称，还有住房补贴，

医疗保险、教育津贴和几项非现金的福利：

无限制的飞翔迪拜航空公司打折机票，提供

员工折扣以及当地产品及服务。

海湾航空公司

海湾航空公司也在招聘其 A320s 的机

长。航空公司承诺提供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薪

酬福利条件，其中包括免税的年薪以及依据

家庭条件划分的福利，还有飞行补贴。此外，还

包括带有公司资助的收入保护保险的住房和教育

补贴。

                                   想了解更多资讯，

                                         扫我吧

阿联酋三大航空公司及海湾航空公司招聘啦
迪拜中华网

陈意涵迪拜买礼物杀价 被嫌弃 " 不如捡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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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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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4-2286955       传 真：04-2286950
张 先 生：056-1337886      Chris：056-1316900
王 先 生：056-1337885
国内手机  舒  总：15012661842    深先生：13588691728
国内电话  舒先生：0755-26060479
          三  毛：18923461191
          广  州：18927527736          广  州：1892752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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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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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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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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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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useum of the Future
    迪拜王储、迪拜执行委员会主席、

Museum of the Future 董事会主席，尊敬的

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阁下发布了加速博物馆建设计划实施的

指令，因为该博物馆象征着创新灵感的源泉和新

观念、新想法的孵化器。

该项目位于 Emirates Towers 区，靠近

Sheikh Zayed 路，将于 2017 年完工。它将拥有

世界上最好的创新环境，让游客通过尖端模拟和

互动展示感受到未来的景象。

该博物馆建成后将举行科学会议，开展覆盖

最新前沿科学发展、潮流以及实力应用的设计和

创新专业研讨会与精品课程。

2Bluewaters Island
   Bluewaters Island 的迪拜眼首期框架建设工作已

经开始，建成后，它将会成为世界最高的摩天轮。道路交

通局批准了一个投资 4.75 亿迪拉姆的合同，将该项目链

接到大陆地区。

此外，摩天轮项目将划分零售、居住、酒店和娱乐区。

还将建有一栋五星级精品酒店，提供居住选择。该岛的年

接客量预计在 300 万人以上。

投资 60 亿迪拉姆的 Bluewaters Island 定位是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热点地区，位置靠近 Jumeirah Beach 

Residence。Meraas Holdings 是项目的开发商。

迪拜呼之欲出的 10 项惊人项目
目前，迪拜许多主要的旅游和休闲娱乐目的地都已经在建设当中，开发商们还在继续宣布新的项目。

最新宣布的项目是投资 100 亿迪拉姆的 Al Mamzar Beachfront 项目，这极有可能成为迪拜世界中心

的一个大型发展项目。许多投资数十亿的项目，比如 Bluewaters Island, Dubai Creek Harbor, Dubai Water 

Canal 和 Dubai 主题公园项目早就已经开始动工了，laddin City 和 Al Mamzar 项目预计明年开始动工。

大部分的旅游休闲目的地预计在 2020 年之前完工——是年，迪拜将举行 2020 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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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ubai Frame
    迪拜市政当局的目标是让 Dubai Frame 成为全球顶尖的旅游胜地，预计在

2015 年中期建成。

Hussain Nasser Lootah 告知 Emirates 24|7：“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第一的旅

游目的地。”

这个巨大的矩形框建筑的位置在 Zabeel Park，它的选址是考虑到带给游客新老迪

拜交替融合的视觉景象。

该项目包含了一个长 150 米，宽 93 米的类似于巨型画框的建筑，通过这个画框的

一个面可以看到代表现代迪拜的地标性建筑，如双塔酒店和迪拜塔，而通过另一个面，

游客则可以看到迪拜的老城区，比如 Deira, Umm Harare 和 Karama。

4Dubai Creek Harbour
      Emaar Properties 和 Dubai Holding 目前已经开始了项目

的建设，其中包含世界最高的双子塔。

面积是迪拜市中心三倍的开发项目位于 Dubai Creek 河畔，

毗邻 Ras Al Khor。项目将包含 3644 套办公室、800 万平方英尺

的零售空间、39000 套住房和 22 栋拥有 4400 间客房的酒店。

开发商启动了一期项目建设——Dubai Creek Residences，由

6 个塔组成，目前还没有关于双子塔的详细信息。

5Dubai Water Canal
    道路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投资 20

亿迪拉姆的项目的 33% 的水道运河建设工作。

Al Wasl 的立交桥建设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公

用线路的铺设也正在进行中。项目预计 2016 年中

期完工，包括了 Sheikh Zayed 路和 Al Wasl 路以

及 Jumeirah 路的立交桥建设。

目前，运河的三个阶段的工程都已经开工了，

在 Safa Park 公园内运河也开挖了。

发布于 2013 年 10 月的开发项目将延长迪拜

河 3 公里，运河将连接 Business Bay 和 Arabian 

Gulf。该航道全长 3 公里，宽度在 80-120 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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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ubai theme parks
   Dubai Parks and Resorts 表示主题公园目前已经

完工 17%，40% 的游乐设施工程和制造已经完工。

2016 年 开 始 运 营 的 三 个 主 题 公 园 是：Motiongate 

Dubai, Bollywood Parks and Legoland Dubai.

Bollywood Parks 公园大约 30% 的建设工作已经完成，

Rajmahal Theatre 的建设也在进行中。它将设有 6 万平方

英尺的舞台，能够举行宝莱坞为主题的表演。

乐高乐园的基础建设也已经完成，将建成由 6000 万

个单独砖块组成的 15000 个模型。这个主题公园是 2 岁到

12 岁孩子的乐园。

7Deira Island
    Nakheel 的 Deira Island 项目已经开始建设 , 通过批准和散布基础设

施开发招标。 

目前与西班牙 RIU Hotels & Resorts 合作建设项目中带有 750 间客房

的沙滩休闲度假区，其面积覆盖 1600 公顷，将迪拜海岸线延长超过 40 千米，

其中包括 21 千米的海滨。

有 3 公顷的土地用于建设酒店和度假区，424 公顷的土地用于混合利

用开发。还将建设一个阿拉伯露天市场风格的夜市，其中包括 1400 个零售

商店和拥有众多商店的饭店。

还将建有一个可以容纳 3 万人的露剧场；一个能容纳大型游艇的海湾

码头和一系列附属码头，提供出居住区的系泊设施。

8MBR City - District One
   Meydan Sobha 是 投 资 100 亿 美 元 的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 (MBR) City 一区项目的开发商，将在 2016 年

中期和 2017 年中期交付一期和二期别墅。

包含 8.8 千米自行车道和慢跑道建设在内的垂直构造和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目前 , 有超过 4000 名员工 ,

几个月内预计员工数量将达到 7000 多人。占地 1100 英亩 ,MBR 

City - District One 包括一个 7 千米长的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沙滩

Crystal Lagoons 和 14 千米长的木板栈道。

  Lagoons 的交付与住宅区期房的完成联系在一起 , 整个开发

计划预计到 2020 年完成。



HUAWEN MAGAZINE  26

旅游
Travel 

9 Aladdin City
    迪拜市正在敲定 Aladdin City 的设计顾

问 , 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于阿拉丁和辛巴达的故

事。

迪拜市政当局工程与计划部门的助理主任

Abdulla Mohammed Rafia 告知 Emirates 24|7：”

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有许多东西必须考虑 ,

因此，我们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如迪拜贸易中

心和其他附近区域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市政当局的主任 Hussain Nasser Lootah 告

知本网站：之前，他们正在计划明年开始动工，

项目必要资金的融资已经到位。

该项目发布于 2014 年 4 月，项目包含设有

商务和酒店空间的 3 座塔的建设，将在 Dubai 

Creek 延伸 450 米的距离，它将建有空调桥梁，

其中还配有活动地板可连接塔、车道和停车场。

10Al Mamzar Beachfront

Emaar Properties 和 迪 拜 市 政 将 建 设 Al 

Mamzar 海滨项目，初步投资 100 亿迪拉姆。

该项目占地超过 900 万平方英尺，将建设

4000 套居民住房，300 间酒店客房，250000 平

方米的零售设施空间和 3.5 千米的种植覆盖的人

行走廊。2015 年 4 月报道项目将于明年初开工。

Abdulla Mohammed Rafia ：“我们正在研

究该项目，其概念设计已经得到统一。它将是一

个类似于朱美拉海滩的旅游目的地，可能明年初

开始动工。“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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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阿莱茵
 阿莱茵属于阿布扎比城市，它也是阿布扎

比的后花园，因城市被绿荫环抱故有“沙漠绿洲”

和“花园城市”之美誉。艾恩又是一个著名的考古

点。令人称赞的阿莱茵博物馆的馆址为著名的原 

Al Jahili 堡垒。城市中还有很多吸引孩子的事物。

它跟阿布扎比和迪拜呈三角地带，距离迪拜 120

多公里离首都阿布扎比也有 120 多公里，

阿莱茵动物园和水族馆、黑利娱乐城游乐

园（Hili Fun City amusement park）。Jabel 

Hafit 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那里有很多濒于灭

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如珍贵的阿拉伯塔尔羊。

从山上还可俯瞰壮观的城市风景。

Ain National Museum

阿莱茵国家博物馆 Al Ain National Museum

                               

                                                  

位于阿布扎比酋长国阿莱因的阿莱因国家

博物馆，是阿联酋最古老的博物馆。博物馆分成

民族史和考古史两大部分，可让游客沿着 7500

年前居住在阿联酋这片土地上的遗迹，对阿联酋

的传统和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城堡位于 Al Ain 城中，是阿联酋保留下来

的最大城堡。城堡由 Sheikh Zayed 一世于 1891

年开始兴建，于 1898 年完工，是皇家避暑庄园。

Sheikh Zayed 一世 1909 年去世后，他的长子

Sheikh Khalifa和他的家人继续居住在这个城堡。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当英军进入 Al Ain 时，

征用了该城堡作为英军部队的基地。在城堡周围，

兴建了军营和其他建筑，使城堡扩大了 4-5 倍，

形成现在的规模。城堡为正方形，由老的小方形

城 堡、一个四层同心圆形塔楼及高大城墙组成。

阿莱茵野生动物园 Al Ain Zoo 

 

阿莱茵动物园是阿联酋最大的一个动物园，

比迪拜动物园要大得多，里面的动物，也主要以

沙漠热带动物为主。

在晚上时分，动物园内会有鸟类表演，这

似乎是这个动物园最吸引人的地方，有训鸟师训

练小老鼠和各种鸟类进行表演，也时常会邀请游

客参与活动。

阿莱茵动物园建立于 1968 年，于 1969 年

开始对公众开放，占地 400 公顷，是阿联酋最

大的动物园，各种各样的热带沙漠动物在园中聚

聚。羚羊是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动物，园中有阿

拉伯长角羚、细角瞪羚、大羚羊、阿拉伯瞪羚、

短鼻水羚等，其中，阿拉伯长角羚、细角瞪羚都

是濒于灭绝的野生动物，由于园内工作人员的细

心保护才得以生存下来。

除了羚羊外，园中还有阿拉伯豹，阿拉伯

豹也是属于濒危绝种的野生动物，如今分布在阿

联酋和阿曼的境内。狮子，美洲狮和美洲虎，甚

至几乎绝迹的白狮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除了这

些猫科动物以外，还有各种鸟类、猴子、犀牛、

长颈鹿、大乌龟等各种动物。阿莱茵动物园除了

可爱的动物们外，还有只有在沙漠中才能看到的

热带植物，让游客完全置身于这个纯天然的热带

世界中。

阿莱茵动物园还时不时的开展一些关于保

护动物的宣传教育活动，目的在于提高人们保护

动物的意识，使动物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

哈菲特山 Jabel Hafit 及温泉 Al Ain Park  

     

   

阿莱茵哈菲特山位于阿联酋东侧，靠近阿曼边

界，它有着两个绿洲丰富的水源以及连绵不绝的

山峰，这些山石有着 5000 多年的历史，哈菲特

山脚下有着天然的温泉，在经过当地阿联酋旅游

局的开发，形成规模并成为阿联酋市民以及阿联

酋游客喜爱，周末更是各个酋长国出游家庭必选

景点之一。

旺地水上乐园 Al Ain Wadi Adventure

  

阿联酋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是中东最

大水上户外休闲乐园，在迪拜开斋节来临直接，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引来更多中东游客前来

游玩，旺地冒险还有水上项目共有皮划艇，冲浪，

泛舟，游泳池等项目！

旺地冒险水上乐园有着世界级的和无与伦

比的激流和冲浪的人工设施，给热爱户外运动的

客户提供一个有趣的，安全和舒适的环境。邀请

世界去探索和体验在旺地冒险发现令人难以置信

的设施。享受国际最高标准的质量，服务，冒险

和娱乐。

扫一扫，知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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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飞机            游艇               夜海游船             高楼                法拉利          水上乐园           冲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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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视频站
Travel Video

爱上迪拜 之 肥肥烧烤东北咱家菜

更多精彩，尽在 [ 原创视频 ] 爱上迪拜：

肥肥烧烤美女老板娘带你品尝

迪拜中华网美食栏目有幸受邀到肥肥烧烤家品尝地道东北美食，肥肥烧烤

的老板娘热情招待了我们，老板娘是地道的东北大妞，热情实在，长得非常的

美丽啊，用我同事的话说，就是美的比较有气质。而且小编听说他们店的厨师

曾经可是国内 5 星级酒店的大厨呢。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 看视频

在烤纸上蕉上一些些油，将秘制的牛肉、牛仔骨、培根、大虾等放平在纸上，随温度的升高，纸上的烤肉慢慢出油、变色、卷缩，浸在纸上的油脂将

肉煎得滋滋作响，一股浓厚的肉香味四溢开来，令人胃口大开，垂涎三尺。用纸烤出来的肉能更好地锁住肉汁，口感格外嫩滑，加上独创的蘸料，口感更完美。

【特色咱家菜】锅包肉

【特色菜】烤羊肉串、煎饼果子、石锅拌饭

红烧石斑鱼

煎饼果子外皮用鸡蛋摊成，外微脆里柔软，里面包裹着火腿、新鲜实蔬，

葱花，秘制酱料，食材简单，可是香气扑鼻，味美适口，软嫩鲜香，别

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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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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沙漠

2015 阿布扎比大清真寺 王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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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1 去几天就带几件衣服。这是旅

行携带衣服的基本原则。例如 6 天的行

程，只要带一件外套、两件 T 恤、两条

长裤、一条短裤就够了。上衣和裤子可

以混合搭配，最好不要带连身衣。当然，

还要带至少两套内衣换洗。

2 临行检查三张“卡”。首先是必备

的身份证，最好放在容易拿的位置；其

次是银行卡，如果是信用卡，注意使用

额度是否足够；最后是名片，发生意外

时便于联系。

3提前打印住宿信息。将酒店名称、地址、

联系电话以及乘车路线打印出来，千万别只存在

手机里，以防没电时读不到这些信息。

4 出门戴顶宽沿帽。除了抹防晒霜外，最好

还要戴宽沿帽和穿长袖衣，有助于抵挡紫外线，

预防皮肤癌。如果皮肤被晒得发红，要马上冷敷。

5吃当地人去的饭馆。旅游切忌“饥不择食”。

跟着当地人吃最保险。还可以带些小零食，如饼干、

苹果等。

6 量力而行。有些人行程安排得太满，身体

超负荷，生病几率就会大增。因此，一定要合理

安排游览和休息，如果感觉疲惫，应该马上停下来。

7 只买一件纪念品。如果怕乱买东西，不妨

每个城市只挑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纪念品，但最好

不要买体积过大或难以保存的东西。

8 提前一个月买票。时间宽裕可以坐火车，

既省钱又能欣赏沿途风景。据美国“今日游客”网报道，

国内和国际旅行最佳订票时间分别是提前 21 天和

34 天。

9 晚上热水烫脚。鞋要保证软、轻、合脚、

防滑四大要素。途中休息时，将鞋带松开，促进

血液循环。一天下来，双脚会肿胀酸痛，记得用

热水泡一泡。

10 买份旅游意外险。普通的意外险只针

对人身意外，而旅游意外险可以承担包括航班延

误、行李延误、旅行更改、旅游证件丢失等造成

的损失。

11 多吃大蒜。蒜有良好的杀菌功效。吃

点大蒜可防止腹泻和蚊虫叮咬。

12 坐车带个橘子。旅途颠簸，再加上吃

睡不好很容易晕车。最好至少提前半小时服晕车

药；途中尽量减少头部活动，可将头靠在座椅背上，

闭目养神；头晕时不妨问问橘子的香味。

13 带个充气颈枕。充气颈枕可以对头和

脖子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防止久坐产生的颈部

和背部疼痛不适。

14 每天 1 杯酸奶。旅游时饮食不规律容

易便秘或腹泻。酸奶中的益生菌有助增强消化功

能，保持肠胃健康。

15 保证充足睡眠。当人们感觉疲劳体虚

时，最容易生病。睡好觉是善待自己、保持健康

的最佳方式之一。

16 准备一根针。走路、爬山都易把脚磨

起泡。此时可用针挑破水泡，缓解脚部不适。但

要注意，一定要保证针的洁净，挑破后要涂药膏，

以免感染。

17勤洗手。车厢、机舱空气干燥不流通，

大大增加了患病几率。美国《环境健康

研究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乘飞

机时患感冒的几率比在地面上至少高 5

倍，若是长途飞行，危险可增至 113 倍。

勤洗手可有效降低感染几率，也是预防

肠胃病的重要途径。

18 随身携带雨具。天有不测风

云，随身携带雨具可防止淋雨生病。

19 乘车时多动腿。长时间坐车

或飞机，容易下肢肿胀。应经常变换体

位，隔一段时间起身站立，不时地用手按摩下肢。

20 慎用酒店玻璃杯。酒店玻璃杯可能被

前面入住的人用过，若清洁不彻底，容易传染疾病。

建议使用前彻底洗净，最好用一次性水杯或自带

水杯。

21 多吃果蔬多喝水。旅行途中体力消耗

大、出汗多，最好带一壶淡盐水，防止脱水。另外，

如果无法保证每天吃 5 份果蔬，最好吃点复合维

生素。

22 备好 6 种急用药。长途旅游（特别是

出国游）时，最好随身携带一些急救非处方药物。

必备药物包括：阿司匹林、胃药、止泻药、防过敏药、

1 小管抗生素药膏和一些创可贴等。

23 娱乐项目先问价。如今景区设有许多

特殊景点、感官体验等，参加这些项目时，必须

问清有无附加费、项目都包含哪些内容等，以防

被“宰”。

24 乘坐交通工具别吃太多。由于缺乏运

动，食物的消化过程延长、速度减慢，如果不节

制饮食，必然会增加胃肠的负担，引起积食、肠

胃不适。

25 身上的钱分开放。旅行最让人担忧的

莫过于钱藏哪安全。钱最好分开放，背包、衣兜、

钱包里各放一部分，即使被偷也不至于“走投无路”。

旅行前最该做的 25 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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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类型】：  境外游

【活动时间】：  2015 年 7 月 3 日 - 7 月 4 日 

【活动地点】：  阿曼苏丹国

【集合地点】：  2000 年酒店对面韩亚餐厅旁停车场

【交通方式】：  豪华旅游大巴

【缴费标准】：  论坛报名费用为：1650，持有迪拜“如意金卡”可享受 50 迪拉姆优惠。

【温馨提示】：  需提早 1 周确定，勿因为决定迟影响出境办理。（万一有注册不了请发
邮件 6000010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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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行程及安排请扫描二维码。

【主  办  方】：  迪拜中华网

扫一扫，查看详情
报名活动

每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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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等的境外游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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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类型】：  境外游

【活动时间】：  2015 年 7 月 15 日 --7 月 21 日

7 月 15 日早上 7:00 迪拜 2 号机场出发，21 日下午 2：50 回程。

【活动地点】：  莫斯科

【集合地点】：  迪拜 2 号机场

【交通方式】：  六日游含机票、火车票、住宿等

【缴费标准】：  论坛报名费用为：5500，持有迪拜“如意金卡”可享受 100 迪拉姆优惠。

【温馨提示】：  要办理莫斯科签证，勿因为决定迟影响出境办理。
（万一有注册不了请发邮件 60000100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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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行程及安排请扫描二维码。

【主  办  方】：  迪拜中华网    迪拜优诺国际旅行社

旅游亮点是这个季节在莫斯科能看到白昼，耳畔不时响起熟悉的

旋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旅游 
Travel  Activity

活动站 

迪拜赴阿曼苏丹国 2 日游报名帖

迪拜至莫斯科境外六日游活动报名帖

扫一扫，查看详情
报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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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迪拜中华网、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Ice Land Water Park 联手举办的迪拜华人儿童节活动圆满成功！

为了迎接迪拜华人儿童节，家长们携着孩子一起参加了本次活

动，早上 9 点我们从迪拜出发经过龙城前往拉斯海马水上乐园，一

行 50 余人到达水上乐园已经中午 11 点，办理了本次活动孩子们门

票全免后，我们持有迪拜中华网的“如意金卡”享有 250 套餐（175 门

票 +40 保管箱 +35 汉堡）两个成人入园门票折扣。（本来还以为只

有一个汉堡，后来才发现折扣优惠里含有 2 个汉堡），这里不多说明，

反正持卡入园超级划算。

 

        活动中由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老师为孩子们带来精彩的节

目安排，小朋友们在儿童区滑滑梯、玩水，玩得不亦乐乎，都有种

乐不思蜀的感觉。而家长们更是体验了乐园中成人活动水上设施，

最刺激的当属 25 米高空速降水上滑梯，速度之快，高空速降角度之

大让人感觉犹如在半空急速飘下来，胆大者更是挑战了好几把。

精彩回顾  
Wonderful Review  
                                    截至 2015.6.25

六一儿童节
ICE LAND Water Park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是迪拜华人硬件软件首屈一指

的幼儿园，由来自国内 30 多年幼儿教育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园长，

幼儿园位于德拉迪拜别墅区，靠近迪拜地区棕榈岛及迪拜医院对

面，地理位置具佳。幼儿园采用中文、英语双语教育，中文更是

与国内小学教育接轨，在迪拜学习中文转学至国内也不需担心孩

子是否跟得上语文课程。

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Ice Land Water Park 是阿联酋 5

大水上乐园占地面积最广，水上设施集中，有特色的高空速降水

上滑梯、皮划艇漂流和人体漂流以及跳水、水上 海盗船、水上足

球场等，是水上项目最多的水上乐园，爱好水上游玩者最适合去

体验的好场所。也有着阿联酋最大的儿童水上游玩区域！

迪拜中华网 5 月 29 日活动

旅游
Travel Activity

活动站 

想知道更多具体精

彩内容，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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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Travel 

迪拜沙漠行者   一路向东
迪拜沙漠行者也是越野 e 族中东纵队海外第 7 纵队，自

驾回国筹备了两个月，早前联系老马和阿昌，这俩爷们就一
句话，趁着年轻要的就是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确实为他
们一行人的勇气魄力所钦佩。

迪拜中华网     每日更新报道 

2015 年 6 月 23 日早，迪拜沙漠行者一行 6 人在龙城杭州川流私房菜门

口举行启程仪式。航汀，老马，阿昌，冬子，雷鸣，虎子，小陈。

有人会问，不是说迪拜沙漠行者七剑下天山吗？你咋就说一行 6 人，别急，

小陈因为签证耽搁了，不能随行坐船去伊朗，他是后发先至直接坐飞机到伊

朗集合。迪拜沙漠行者 -- 越野 e 族中东纵队（海外第 7 纵队）自驾一路向东

回国正式启程！

迪拜沙漠行者 7 人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早，沙漠行者七位勇士身穿帅气

草绿色运动队服，将踏上 30 多天一路爬山涉水艰辛万苦自驾回国的旅途，他

们是是迪拜华人的骄傲！

作为队长航汀在沙漠越野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本次自驾游从迪拜出发，经沙迦做轮船合着两辆

越野车一起渡船到伊朗，正式开始从伊朗出发前

往土库曼斯坦，途径哈萨克斯坦三大中亚国家，

再从新疆入境中国，走新藏线入藏，走川藏线出藏，

到成都为终点。初步估计全程约 13700 公里，境

外占了 8000 多公里。

昨天行程是从沙迦港口 Khalid 出发，坐渡船

前往伊朗阿巴斯港，2 辆丰田霸道越野车一起船

运过去。

迪拜沙漠行者短短两年来从 2 人发展到 60

余人，可谓发展迅速，当中做了很多善事，值得

华人学习，这次组织的说走就走远征走的是一条

没人走过的路，此行到底有多艰辛只有他们自己

知道。

感谢刘永生为勇士们赠诗两首，也有很多好

友送上祝福，论坛里，群里，微信里都是各种不舍，

也有人相应想要一起前往，正如老马说的：一念

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不敢拖时间，

怕没了激情走不动了，我们小犬也说：一直听有

人说要怎样怎样，毕竟行动起来的人少。他们居

然做了！我相信小犬也是激情四色的女汉子，去

不了的我们只能祝福吧！

想了解更多路程花絮，
请扫二维码

诗人：刘永生

迪拜冲沙聚群儒 , 浩气凌云荡世俗。

中东纵队思旷逸，金樽共举话宏图。

携手征途万里路，陆巡三驾尽驰骋。

天地精华皆尽揽，盛世清风九华重。

天路云旌驰劲旅，中华儿女代代雄！

河北朋友：帅丙升

中华儿女多豪情，东归何惧万里程。

驱车笑傲天涯路，壮志凌云热血腾。

更有贤儒刘永生，谱写诗篇赞此行。

七贤又创惊人举，一路欢歌至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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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真情流露，
带着爱一起前行吧！

从 迪 拜 坐 车 抵 达 沙 迦
Khalid 港口

车子也顺利进入船舱
谁家媳妇有才，
粽子都备上了

迪拜沙漠行者一路向东自驾回国第一天

第一天 甲板上的合影

迪拜沙漠行者一路向东自驾回国第二天

车子终于出海关了

伊 朗 Abbas 港 至 设 拉 子 Shiraz
沿途风景如画

一路高歌
伊朗货币真不值钱，
加一箱油需要 6 万多 第二天 设拉子旅馆大堂

第二天：015 年 6 月 24 日

昨天晚上 9 点半从沙迦码头连人带车上了轮渡出发，

在经过 12 个小时的漂泊，于伊朗当地时间 9 点半到达伊

朗阿巴斯港口 Bandar Abbas，因为伊朗很蔽塞，这个港

口伊朗人根本没经历过有人从阿联酋渡船到伊朗然后自驾

回中国，在经过各种信息核对，各种等待，人终于出海关

了。（9:30-- 中午 12：00）

但是最让人蛋疼的是——人出了海关，车子还不能

及时办理出关手续，又是漫长的等待（中午 12：00-- 下

午 5：30），阿昌说：“今天必须给航汀和冬哥点个赞，

辛苦奔波了一下午，据说还得到了热心伊朗朋友的帮助”。

伊朗时间 5 点半总算拿到车，坐上车大家悬着的心

总算踏实了好多，真正要出发啦，因为行程安排是在伊朗

Shiraz 设拉子住宿，最终大家一致意见连夜狂奔 547 公里

山路，全速前往（5 点半——12 点到达）洗洗睡了！

期待明天有精彩的一天【明天小陈（龙少）将从迪拜

飞到设拉子和我们汇合，葫芦娃 7 兄弟整齐出发】。

第一天：2015 年 6 月 23 日

从迪拜前往沙迦 Khalid 港口，坐渡船至伊朗阿巴斯港。晚上 9:00 从阿联酋沙迦

开船前往伊朗，坐船 12 小时抵达伊朗阿巴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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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有幸受邀到穆斯林朋友家体验开斋，

听说下午 7 点 10 分就开始开斋了，怕去晚了，所

以提前下午 6 点多钟就到了，由于昨天又是中国

的端午节，就带了蜜饯粽子作为伴手礼，朋友非

常高兴。

    对于全体穆斯林来说，他们把斋月看做是

一年之中最为尊贵的月份，也是全体穆斯林一次

精神上的洗礼。

    在这一个月里，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穆斯

林们会禁止饮食，除了需要斋戒，他们还会花大

量的时间祷告与背诵古兰经。斋月期间，所有穆

斯林从每天的日出到日落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吸

烟和娱乐活动，并多行善事，以净化心灵。通常，

人们在天亮前吃“封斋饭”(suhour)，在日落时以食

物或饮料开斋，即“开斋饭”(iftar)。一天的斋戒结束后，

亲朋好友会在一起共享丰盛的晚餐。

 

 暮色降临，清真寺宣布斋戒结束的宣礼声响

起，祷告声通过扬声器传遍各个角落。朋友家的

开斋饭也摆上了桌。

        

满满一桌，非常丰盛，朋友告诉我，开斋饭

第一个先吃的就是椰枣了，穆斯林将椰枣作为开

斋食品定为“圣行”，因为先知就只这样行的。其实

先吃椰枣也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椰枣能缓解并

镇定饥饿者对食欲的强烈欲望，从而解决了空腹

暴饮暴食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先吃些含糖量高

的椰枣，可使一些不习惯把斋的人尽快消除因把

斋而产生的头晕和虚脱等症状，也易于人体吸收。

朋友告诉我穆斯林斋月不仅仅是口中不进食

物，封斋者在斋戒中，可以体验到饥饿之苦，从

而培养他对世界各地遭受饥饿之苦人的同情怜悯

之心。

     

这个就是酸奶了，还没开始吃正餐之前，朋

友家人就直接这样吃，然后配着椰枣，我尝了一

口，酸奶是没错，可是是没有糖的，酸味比较浓厚，

跟我们国内吃的甜甜的酸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两碗就是豆子和羊肉炖的汤了，上面铺满

了炸土豆条，味道还不错，我喜欢用这个伴着米

饭吃，感觉像汤饭一样，里面的羊肉炖的很软，

跟中国菜的口味比较像。

       

米饭，这米饭是长长的颗粒，颗颗分明，下

面的是白米饭，上面的黄色米饭是经过藏红花浸

泡过的，所以颜色变成黄色，那一颗颗鲜艳的红

色忘记是什么了，像石榴粒，吃起来酸酸的。

   

左边这个看起来像蒸鸡蛋，呵呵，其实是牛

奶布丁，这个比较好吃。右边这个也是一种布丁，

吃起来像果冻一样，酸酸甜甜的，小孩子比较喜

欢吃。其实挺佩服的，穆斯林朋友把菜做的这样

讲究，这样精致，摆盘这么漂亮。

     

饭后水果，相当丰盛，肚子已经吃很撑了，

穆斯林朋友还是非常热情的让我多吃一点，再多

吃一点。这次体验非常榜，饭菜味道不错，用餐

的气氛也很好，大家有说有笑，是一次放松的享受，

不过这顿饭吃下来，每个人都用 3—4 个碗盘，吃

布丁的碗，吃酸奶的碗，吃米饭的碗盘……女主人

可有得收拾了。

                                      扫一扫，

                                  参与更多讨论

到穆斯林朋友家体验开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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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和大众都倾心的好滋味......

带您走进品味与休闲的世界......

阿布扎比皇室谢赫 那赫杨家族的

公主购买过定制的生日蛋糕，

中央电视台做过采访和台湾联合

时报做过采访报道

台湾蛋糕

地址：国际城中国区F05-shop03, 迪拜全程派送
电话：0527381888
微信：hcl 0527381888

广而告之
Advertim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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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是我们离不开的！但是你真

的会喝水吗 ? 别看喝水是件小事，喝不对也会带

来大麻烦。这十大夺命喝水恶习，你必须知道！

▋坏习惯一：自来水一烧开就喝

喝白开水是种好习惯，但是你知道吗？水不

能一烧开就喝。因为我们的自来水都经过氯化消

毒，其中氯与水中残留的有机物结合，会产生卤

代烃、氯仿等多种致癌化合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姜微波建议，烧水时，不妨采取三步走：首先将

自来水接出来后先放置一会再烧；水快开时把壶

盖打开；最后，水开后等 3 分钟再熄火，就能让

水里的氯含量降至安全饮用标准，是真正的“开水”。

▋坏习惯二：饮水机从不洗

桶装水和饮水机无论在家庭还是办公、公共

场所都已非常普遍，你有没有想过，用的饮水机

自从放在那儿就再也没“洗过澡”。

饮水机看似让人喝上好品质的水，实则“二次

污染”很严重。每当打开饮水机龙头时，听到“咕噜”

的声音，桶里翻出一串气泡，这就是有空气进入，

灰尘及微生物就会被带入。

据国家环境卫生监测部门检测数据显示，桶

装饮水机内的冷热水胆 3 个月不洗就会大量繁殖

细菌，如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所以，最好一

月清洁一次，夏天两周清洁一次。办公室的饮水

机因为使用频繁，更得勤加清洗。

▋坏习惯三：爱喝瓶装水

携带方便、开盖能喝，在中国，瓶装水消费

正在以每年 30% 的速度递增。国际食品包装协会

常务副会长董金狮却指出，瓶装水所使用的聚酯

瓶往往含有可能导致人体慢性中毒的物质，尤其

是当瓶子在高温环境中，或

开启后没及时喝掉，有害物

质会渗入水中，危害健康。

因此，瓶装水一定不能

受热或暴晒。“很多人喜欢

在车里放一箱水，这是不对

的。尤其夏天，后备箱温度

非常高，容易让有害物质进

入水中。”董金狮建议，最

好的办法是买个质量好的水

壶自己带水，安全又环保。

▋坏习惯四：喝千滚水

“现在用电热水壶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多人烧

的水一次喝不完，过一会儿又重复烧开。这种千

滚水最好别喝。”赵飞虹说，水烧开尽量当次喝完，

别反复加热。

很多人担忧饮水机中的水是不是千滚水，因

材料限制，饮水机中水的最高温度一般为九十摄

氏度左右，达不到沸腾的状态，不是千滚水。“但

桶装水的最佳饮用时间是出厂后 1—15 天，一旦

超过 15 天，水中的细菌过多，就不宜再饮用。”

▋坏习惯五：不渴不喝水

国内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七成人都是发觉渴

了才喝水。殊不知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你的身

体至少已经流失了 1% 的水分。

喝水不是为了解渴，而是让其参与新陈代谢，

被人体吸收，长时间缺水会增加血液的黏稠度，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同时，越不注意喝水，喝水

的欲望就会越低，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干旱”。

　　所以，不管渴不渴都要及时补水。外出

时手里带上一瓶水，随时喝一口；办公室或家里

多放上几个水杯，见缝插针，有机会就喝。

▋坏习惯六：每天喝不够 6 杯水

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生活的、轻体力活动的成

年人，建议每天最少饮水 1200 毫升，大约 6 杯的

量。如果活动量大，出汗多，则相应增加喝水量，

及时补水。

有人会问，之前一直说每天喝水不少于 2000

毫升也就是 8 杯水，为什么现在只有 1200 毫升 ?

其实，2000 毫升是指人一天需要的水分总量，果

蔬里含有大量水分，连主食、肉里都有，人体需

要的水，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食物中。

6 杯是最低限的量，有些人则需要喝得更多。

比如烦躁的人多喝水能舒缓心情，肥胖的人多喝

水能保持体重，运动后、洗澡后也都要及时补充

水分。

▋坏习惯七：不按体质喝水、饮料代水

“白开水没味，还是喝饮料吧。”很多孩子每

天可乐、果味饮料不离手，用饮料代水，无异于

花钱买身病。“不但起不到给身体补水的作用，还

会降低食欲，影响消化和吸收。”赵飞虹说。

如果一定要喝有味儿的水，也要根据自身体

质，适当改善。比如——便秘的人可以喝点蜂蜜

水或者果蔬汁，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 胃寒的人要少

喝性寒的绿茶、凉茶、果汁，多喝暖胃的红茶、

姜糖水。

▋坏习惯八：晨起不喝水，到老都后悔

人体经过一夜代谢之后，身体的所有垃圾都

需要洗刷一下。饮用一杯水可降低血液黏度，增

加循环血容量。

早晨这杯水最好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清澈

的水，白开水、矿泉水皆可，能够降低人体血液

黏稠度。第二种是淡柠檬水，柠檬酸能够提升早

晨的食欲。第三种是温的淡盐水，它对便秘的人

非常有益。

▋坏习惯九：吃咸了不马上补水

吃太咸会导致高血压，也可导致唾液分泌减

少、口腔黏膜水肿等。

如果吃咸了，首先要做的就是多喝水，最好

是纯水和柠檬水，尽量不要喝含糖饮料和酸奶，

因为过量的糖分也会加重口渴的感觉。

淡豆浆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其中 90% 以上

都是水分，而且还含有较多的钾，可以促进钠的

排出，且口感比较清甜。　

▋坏习惯十：睡前不喝水

睡前不宜喝太多水，但可以稍微抿上两口，

尤其是老人。当人熟睡时，由于体内水分丢失，

造成血液中的水分减少，血液黏稠度会变高。

临睡前适当喝点水，可以减少血液黏稠度，

从而降低脑血栓风险。此外，在干燥的秋冬季节，

水还可以滋润呼吸道，帮助人更好地入睡。

揭秘喝水的十大恶习，千万别这么喝！



迪拜店电话：04-2294887
迪拜店地址：Deira Du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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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城店电话：04-5547168
龙城店地址：国际城中国区B04

全 场 蔬 菜 特 价 销 售
每 天 不 同 特 价 菜

豆花香农场蔬菜直营店

看得见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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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商人
——张同响在迪拜

景德镇素有 " 瓷都 " 之称，这里
千年窑火不断，其瓷器以 " 白如玉，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 " 的独特
风格蜚声海内外。

记者：您平时就在这桌子上喝茶？（记者心底

暗暗生出：真够霸气的，这一整套的坐凳可是正宗

景德镇的瓷器啊）

张同响：是啊，闲下来的时候就坐这喝点茶，

听说现在是斋月，白天不能在外面喝茶喝水，所以

只能等到晚上开斋之后了。 记者：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来迪拜的？是什

么原因让您决定把景德镇瓷器带到迪拜来？

张同响：我是今年 4 月份来迪拜考察，6

月 8 日阿吉曼中国城展厅正式开业，可以说是

非常迅速的。我是江西景德镇人，做瓷器这一

行已经将近 20 年，2003 年以前都是在国内做，

03 年后先后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印度尼西亚等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到迪拜

来，主要是考虑到迪拜作为世界的一个中转站，

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商品批发市

场非常活跃，我们的景德镇瓷器除供应阿联酋

国内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瓷器希望能够转口至

伊朗、沙特、阿曼、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以

及印巴次大陆、东非地区甚至远东和欧洲地区

等，所以迪拜可以为我们景德镇瓷器打开了一

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来迪拜的？是什

么原因让您决定把景德镇瓷器带到迪拜来？

张同响：我是今年 4 月份来迪拜考察，6

月 8 日阿吉曼中国城展厅正式开业，可以说是

非常迅速的。我是江西景德镇人，做瓷器这一

行已经将近 20 年，2003 年以前都是在国内做，

03 年后先后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

南、印度尼西亚等等一些东南亚国家，到迪拜来，

主要是考虑到迪拜作为世界的一个中转站，中

东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商品批发市场

非常活跃，我们的景德镇瓷器除供应阿联酋国

内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瓷器希望能够转口至伊

朗、沙特、阿曼、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

印巴次大陆、东非地区甚至远东和欧洲地区等，

所以迪拜可以为我们景德镇瓷器打开了一个更

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您做了 20 年的景德镇瓷器，中途有

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张同响：那是，刚开始进入这一行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资金，没有人脉，不过年

纪轻，也不怕吃苦，就一个人在我们景德镇的

瓷器市场上占一个一平方米的摊位，每天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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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给我们说说你们展厅的镇店之

宝吗？

张同响：可以呀，先给你说说这个薄胎

碗，它“薄如纸，声如磬”，你看它这么大的尺寸，

可是碗壁却非常非常的薄，用手指弹一下，

声音如古乐器“磬”。薄胎瓷制作工序非常复杂，

特别是修坯，全靠纯熟的技巧，经过百余次

的反复，将二、三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那

么薄，在关键时刻，少一刀嫌厚，多一刀则

坯破功败，稍不留神，就会导致前功尽弃。

并且是我们景德镇的从事传统粉彩的陶瓷艺

术的大家黄华珍为此碗进行的彩绘，笔触细

腻，功底深厚，非常具有收藏价值。这个鸳

鸯情长花瓶，是我们景德镇高级工艺美术师

俞金喜的作品，粉彩瓷……

说起我们展厅的宝贝，真的如数家珍，

我再给你说一个家珍，鸡翅木沙发，你看它

的纹理清晰流畅，展现的是材质的原始美感， 

榫卯结构，整套沙发没有用一颗螺丝钉，但

是坚实、耐用，雕刻的花纹也是精细入微，

图案栩栩如生。

记者：您刚刚

给我们介绍的肯定

都价值不菲，我们

这样的穷屌丝肯定

买不起您展厅里的

东西。

张同响：你错

了，我们展厅可不

是只有高大上的宝

贝，我们还有日用

的杯盘碗碟，虽谈

不上名贵，可货真

价实是景德镇出产

的，看看这个吃饭用的碗，你猜猜多少钱？

1 块 5 迪拉姆！

记者：您没有说错吧，1 块 5 迪拉姆，

这碗底可是有景德镇的“字”呀，从国内运过

来运费都不是这个价格，我之前在迪拜的一

家中国超市买了一个瓷碗（还不知道来源

的），花了 8 迪拉姆，而且那个碗装热米饭

的时候，碗底烫手。

张同响：我们的碗底都有加高处理，绝

不烫手，价格就是 1 块 5 迪拉姆。你再看看

这套景德镇的茶具，卖给客户也就80迪拉姆。

记者：才 80 迪拉姆，如果迪拜华人，

想送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给老外作为见面

礼，送这一套茶具就非常棒，既能让老外多

多了解我们传统文化，送出去绝对非常自豪，

而且还不用费心费力的从国内带过来，还有

价格真的很实惠呀，我估计回国跑到景德镇

去用这个价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张同响：确实是的，其实我们展厅瓷

器的价格并不高，都是批发价，一方面是想

快速打开迪拜市场，不是货在国内，天天想

着打开国外市场，而是把货运到迪拜，直接

打开国外市场，客户在迪拜就能直接提货走

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资金，

想以迪拜作为一个支点，发散全球，后面我

还想把我们景德镇的瓷器带到美国，让美国

佬也瞧一瞧。 China 可翻译“瓷器”，还有一

种说法是景德镇“昌南”与“China”发音相似，

后人就把随着丝绸之路出去的景德镇瓷器叫

“China”，久而久之，瓷器就代表了中国，外

国人谈起中国时就叫成了“China”。虽然这只

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可是我心底里还是觉得

景德镇的瓷器能代表中国，也希望我们景德

镇的瓷器走向世界。

着那个小摊，有一次实在没有生意熬不住，

把摊收了，去给人打工打了一个月，可是给

人打工更难受，后来回去继续摆摊。我觉得

我的生命中就流淌着景德镇瓷器的血，我这

辈子就要干瓷器这一行。

记者：您说您之前是在国内，后来又到

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现在来到迪拜，能给我

们说说在国内做生意和在国外做生意有什么

不同？

张同响：在国内做瓷器生意在于精，时

间周期长，对一样瓷器客户会反复咨询，反

复考证，待到客户完全明白，确认这个瓷器

确实有价值，才会出手。在国外就不同，客

户的需求就非常庞杂，所以我们展厅里的东

西也比较全面，既有唐宋元明清的古瓷器、

老物件，又有日用的杯盘碗碟，既有居家风

水、招财的摆件，又有高级木质的雕花沙发。

老外看着喜欢，看着这个东西稀奇，看着这

个有中国特色他就会入手。

鸳鸯情长花瓶

景德镇陶瓷展厅

地址：

阿吉曼中国城 Da03O

联系电话：

05613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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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中华网：您好，李峰律师！听说你在华

人律师这一行好多年且非常资深？能说说从事律

师行业多久了呢？

李律师：首先，谢谢迪拜中华网的采访。我

从事法律工作近 20 年，在国内某知名律所做专职

律师 5 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律师、中东

北非区法务主管 10 年，2012 底在迪拜设立了盈科

（阿联酋）事务所，这应该是迄今唯一的由阿联

酋司法部门予以核准的由中国人作为所有人的律

师咨询机构，在整个中东应该也是第一张由中国

人持有律所牌照的律师所。法律是一个非常专业

的领域，律师从业资质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比如

说在美国本科阶段是没有法律专业的，只有硕士

阶段才有法律专业。根据阿联酋相关法律规定，

从事律师业务必须由阿联酋司法部门核准。

迪拜中华网：在迪拜法律方面主要是哪些纠

纷、案件和咨询比较多？

李律师：有不少的阿联酋的华人朋友以为外

国人不能在阿联酋做律师，这是完全误解的，在

阿联酋有 100 多家国际律师，世界上所有知名律

所都在阿联酋有分所，我们也是其中一家，其实，

就我了解，所有大的商业交易案件也基本是国际

律师承接。

迪拜中华网：作为资深律师，有什么要提醒

广大迪拜华人注意阿联酋法律法规？

李律师：我们现在处理的偏多是商业类案件，

如：担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法律、投资及商务

调研；各类法律文件起草、审查、谈判以及交易

框架设计；公司设立（包括离岸公司）；民事、

商事及刑事诉讼：商业回款和股东权益纠纷；商

事仲裁等

迪拜中华网：对迪拜未来发展方向和说说迪

拜适合居住的优与劣？

迪拜作为中东的金融、贸易、旅游和商业中心，

在未来可以预期的时间内，这个优势还是持续的。

中国战略  “一带一路”也恰好与中东国家发展新思

路相契合，中东国家的转型发展，如国企改革、

金融市场开放等，都需要中国这个庞大市场”, 同时，

亚投行的成立也必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

成功实施。

迪拜中华网：能跟我们说说平时的兴趣爱好，

也希望给迪拜中华网一些建议，让我们做的更好！

李律师：迪拜中华网现在确实是越办越好，

现在迪拜华人应该都知道了。我希望将来我们有

更多机会合作，如一起组织商务论坛、到周边其

它国家作商务考察、对华人群体的各项专业知识

的培训，以及给外国人介绍我们中国文化类的活

动。

                             

                                  扫一扫，了解更多

访谈迪拜华人律师 
阿联酋华人持牌第一人

迪拜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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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儿媳妇住院，公公去探望，

问啥病？媳妇不好意思，递上诊断

书。公公把“子宫糜烂”看成子宫磨烂，

扭头给了儿子一巴掌，“俺和你妈一

辈子都没磨烂，你狗日的使多大劲

呀！”

2、二蛋子上歌厅，点名某小

姐陪宿，小姐要三百他给一千，小姐觉得遇到贵

人；次晚，二蛋子又点该小姐，小姐更卖劲，又

得一千；第三晚再点，小姐说：“从没遇过你这样

的好人，你是哪里的？”二蛋子说：“* 南 * 县。”小

姐欢呼：“我们是同乡耶！你出来做啥？二蛋子说：

“出差。你妈托我捎三千块钱给你！”' 

3、 村里闹旱灾，农夫找到了法师求雨！

农夫问：“何时才能有雨啊！”

法师递给了农夫一个纸条，并吩咐道：“天机

不可泄漏，只有下雨那天才能打开看！”

不久，果然下雨了！

农夫连忙兴奋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道：“今

日有雨。”

农夫感叹：“真 TMD 准啊！”

4. 派出所院子里跑进来一只小猪，把民警种

的菜给吃了，所长让把小猪抓住先关起来，再找

猪的主人，把吃了的菜给赔了，可找了两天没找着。

所长怕小猪饿死主人找来不好说，就让喂起来了！

这一喂就到年底了，猪长大了还没见人来认领，

所里研究后决定杀了分给大家过年！猪刚杀好正

准备分肉，派出所旁边一老乡来到院子对所长说：

你看我家的猪犯了错，你抓也抓了，关也关了，

判也判了，而且执行的是死刑，现在总能让我收

个尸了吧！…[ 偷笑 ][ 偷笑 ][ 偷笑 ] 太搞笑了 逗死

我了

　

5.　某男，因女友一次交通意外，曾大量输

血给女友。后俩人闹翻，男硬要讨回血债。女友

气愤之下扯出一块卫生巾砸在他脸上，怒吼：“这

是首付，以后会每个月按揭还你！”

6. 一女对有外遇的老公说：你如果

敢离婚娶那个年轻的妖精，我就嫁给妖

精她爹，从此以后，儿子管你叫姐夫，

你得喊我妈！ 老公当场晕倒，从此规规

矩矩。

　

7.　酒鬼到酒公司应聘，品酒十几

种，酒鬼均说出了酒的年份、度数等，考官们无

不震惊。经理向女秘书使眼色，女秘书接了杯尿

递上，酒鬼品后说：女，23 岁，有身孕 2 月！顿

时全场鸦雀无声。酒鬼以为应聘失败，怒道：如

果不把这份工作给我，我就把孩子他爹说出来！

在场的几位领导异口同声道：“你被录取了！ .... 笑

的我肚子疼！

             想知道更多幽默笑话，

                     请扫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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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女人有点像畅销书，但往往因流行而品

味不高，过目不久即被忘却，成为旧挂历。

丑陋的女人未必就是工具书，只要她内涵丰

富，常常让人觉得开卷有益，大家也都愿意同她

接触。

  

最可卑的女人是那种浓妆艳抹出言粗俗的，

简直象一本外面装祯华丽可内文却错字连篇的盗

版书，让人感到是走在遍布垃圾的胡同。

最可敬的女人是善解人意又心智成熟，无论

她年轻或衰老，都象启迪人心的名著，读者过目

不忘，以致忽略其包装究竟是堂皇抑或简朴，这

种女人堪称书中圣经，人中圣母。

好的女人就是一本好书，一本好书就是一位

良师益友，是一座好的学校。

爱书不仅在于欣赏，更重要的还在于读懂她。

尽管书的封面是会发黄发旧的，而书的内容

却是不断翻新的，不要只读她的封面，而要读懂

她的内容。

在她豆蔻年华时当诗歌读，在她年轻俏丽时

当散文读，在她进入盛壮年时当小说读，在她步

入老年时当论文读。

读女人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进行心灵的交流，

不然，会越读越无味，越读越疏远。

女人是一本书，
但并不是每一本
书都那么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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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羊座  

麻辣女王褪变成没主见的小绵羊。冲劲十足

的白羊女在结婚之后她们的配合度会变高、心态

上也有闲散的倾向，例如与另一半发生冲突时，

白羊座女生就有一种“懒得理你，我闪”的想法，如

果少说几句能让争执尽快调和，那么她们是愿意

息事宁人，尤其是对方很有主见、很有本事，白

羊座女生会非常乐意当个百依百顺没主见的小女

人。

   金牛座    

患得患失，烦你烦到死。金牛座女生属于得

失心重的类型，一旦她们决定嫁人，她们会把全

副心思放在对方的身上，因此她们容易变得黏人、

爱吃醋，另一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嫉妒心与占有

欲，老公几天没有说甜言蜜语，金牛座女生就会

有种受到忽略的失落，而且她们的性格带有“话不

说不明”的习惯，又不会说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

又要摆张臭脸让对方知道她心里不爽，有时候常

让另一半觉得难以招架。

    双子座    

过度慷慨，让对方得寸进尺。双子座的女人

喜欢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通常她们感兴趣的是

对方的人格、品德，或者看待事物的眼界、体验

生活的阅历，只要另一半也很忠于承诺、乐在其中，

那么双子座女生满愿意给对方充足的自由空间，

她们欣赏有智慧、有见地的人，为了讨好另一半

的想法，会对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有时候

太过谅解、极度慷慨的结果，就是让对方有得寸

进尺的余地。

    巨蟹座  

做牛做马，把自己累到死。巨蟹座的女人很

重视责任感，通常她们要的是实质性的保障，比

如说另一半有自己的抱负、名气、经济基础，或

者对方性格好、老成稳重的，至少要让巨蟹座女

生觉得可靠，对于终生大事，往往她们是非常谨

慎地考虑、相当认真地规划，并且有些巨蟹座女

生会显得比较实事求是、平时也不大注重造型装

扮，给另一半的感觉多少就有些无趣，到最后可

能做牛做马、克勤克俭，对方还不见得感谢她们

的付出。

     狮子座    

看我七十二变只为你。狮子座女人可以为了

另一半做出意想不到的改变，比方说从高调到低

调、由华丽至寻常，她们在婚后会专注于两人的

共同理想，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有时候

她们会流露出冷静、理智的特质，加上狮子座女

生并不善于处理婚姻问题，也许外表上看来高不

可攀，但其实私底下她们是不知所措，就算内心

很动荡不安、期待有人能了解，会为对方做不少

妥协。

    处女座    

做梦做得偏离现实。婚后的处女座女生的情

况分两种，一种是要求很高、什么都想要追求尽

善尽美的境界，对于婚姻的憧憬非常梦幻、近乎

苛刻的极致，永远都像是童话中的王子与公主，

随时都具备浪漫的情怀、梦幻的气息，其他人看

来自然就有点不切实际的倾向。另一种是很容易

因为同情或者惜才而忽视对方其他的问题，盲目

的栽进去，很有可能为自己的将来带来麻烦。

    天秤座     

淑女变身傻大姐。天秤座的女生平时在人前

都表现得很淑女，也很聪明很有见解的样子，但

是一旦遇上了对的人，那么天秤座女生平时那种

维持良好社交形象的思维就会放松，显露出自己

的本性，在对方面前会表现出直来直往、快人快

语的作风，言行举止也就毫不掩饰，或者会讨厌

装模作样、忸怩作态的风格，你会突然发现原来

她们完全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聪明，根本就是个

傻大姐。

    天蝎座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婚后的天蝎座女生而

言，老公就是她们的一切，但是她们除了对老公

很死心塌地、也常会钻牛角尖，有些天蝎座女生

满讲究实际、在一些事物上会存在个人的坚持，

比如家里的窗帘要用什么颜色啊？你平时几点应

该回家了？我们的周末假期应该怎么安排？如果

另一半抵触了她们的想法，一旦天蝎座女生执拗

起来，不达目的绝不善罢甘休。

     射手座    

不是围着你打转，就是懒得理你。射手座的

女生对婚姻生活的态度，其实蛮两极化的，要么

就是兴致勃勃的要做个贤妻良母，想法常绕着另

一半打转，如何让两人的关系更融洽、更愉悦，

如何尽量去制造新奇有趣的话题，或者如何改善

沟通的能力、增进聊天的气氛……要么就顺其自然，

懒得干涉另一半的事情，也很希望自己保有相当

的自由度，只要彼此做好协议、达成共识，其它

的事情就可以存在弹性空间、不用总是过问对方

的大小事。

    摩羯座     

女强人变身管家婆。摩羯座的女生是很能干

很能吃苦的，结婚之前她们的性格可能有点骄纵、

说起话来也相当直率，一旦嫁作人妻之后，摩羯

座女生便开始学习做家事、设法当个称职的女主

人，努力让自己变得比较亲切、柔和，让自己做

个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甚至她们还有可能把另

一半当成小孩一样宠爱，习惯叮咛这个、嘱咐那个，

深怕冷落了对方，变成整天围着另一半转的管家

婆。

   水瓶座     

最单纯最好哄的小女人。水瓶座女生看起来

比较独立，有点强势，但实际上她们对于婚姻往

往抱持单纯的心思，通常另一半就是她们崇拜的

偶像、关注的焦点，而且水瓶座女生其实很容易

讨好的，因为她们的性格有很孩子气的一面，她

们不喜欢麻烦的安排、复杂的人事，有时候简单、

纯粹的快乐就能打动水瓶座女生的，只要另一半

稍微安抚一下，水瓶座女生就乖乖听话了。

    双鱼座     

挑三拣四的唠叨婆。双鱼座女生有种求好心

切、挑三拣四的倾向，她们平时想东西就想得很多，

也很在意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只要另一半的习

惯让她们有看不顺眼的地方，那么双鱼座女生可

以囉唆个没完、唠叨个不停，知道对方她们想法

做事为止，在她们的心中会认为一切都是为对方

着想、希望能够获得改进。

十二星座女人结婚后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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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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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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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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 便民
Facilitate Tips

首先说，我来迪拜之前，从未考过驾照，也

从未学过开车。

在迪拜学车，我使用的是英语。

由于有好多驾驶的英语词汇不知道，再加上

是第一次学车，学之前我把学车的书里面所有不

认识的英语单词都给查了一遍，然后又把发的光

盘仔仔细细看了两遍。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将

来路考不过的话，首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没

学过车，一个是我英语磕磕绊绊不能深刻领会教

官说的开车要点。

开始上课了。正常学，学完了就是驾校内的

各种考试，理论、停车入库等，还有 assessment 

test。我第一次 assessment test 没过，确实是开

得不熟练。第二次，其实也不算好。但是驾校的

考官挺好，给过了，还告诉我哪里错了：我左转

弯和右转弯时车的位置不对，我没有频频的看后

视镜。她告诉我，真正 RTA 的路考，考官最看重

你看不看后视镜。

随后上完了高速路的课（女学员只上高速，

没有夜驾），我就考 RTA 路考。

第一次没过，原因是行车途中路边有一辆车

突然倒车出库，我吓得忘了减速，也没按喇叭，

考官上脚踩刹车了。还有，考官叫 lane change

的时候，从后视镜中看到后面远远的有辆车要过

来，好久它才上来，等它过去了，我急忙做 lane 

change，车子很不稳，考官上手拽方向盘了。挂

了以后我一看单子，N 多没看后视镜。RTA 的考

官果然是很重视你看没看后视镜！

第二次，还是同一个考官，还是第一次的时间，

八点半，还是三个考生我第三的顺序。第一个考

生阿拉伯国家的，戴个墨镜也不摘，一上车就跟

考官套近乎，考试一路上都在说话，还挺兴奋的，

在我看来开得没什么问题。第二个考生使英语，

没什么话，稳稳的，我也没看出来她开得有什么

毛病。到了我，其实这次我已是信心满满了。但

是路上遇到情况了：我在主路行驶经过丁字路口，

一辆从辅路上来的车没管我，直接进主路。这回

我倒是反应过来了，但是反应错了。本来应该踩

刹车，按喇叭，点双闪，我呢，转方向

盘想从他后面开过去，就寻思这样不也

能安全过去嘛，还省事。但是，考官只

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还有一处错的导致

考官上手了：那就是转弯的时候骑到了

黄线上，这个一定是不行的，因为如果

另一侧道上有车的话，就蹭到了。结果

就是，我第二次又挂掉了！当我查看考

试单子的时候，发现还是 N 多没看后视镜。我就

纳闷了，我明明在行车过程中频频看了后视镜了

啊？！我猜前两个也是因为看后视镜看少了，所

以她们也挂了，而且第一个考生，我觉得她还有

两个毛病，就是戴墨镜考试和考试说话。

第三次，正好是拉马丹月。本来我以为拉马

丹月考官白天都不吃饭，心情肯定低落，过的几

率不会大的。但是有人说，恰恰相反，拉马丹月

穆斯林想着做善事，做好事，考官也会大发慈悲的。

抱着怀疑的态度我报了拉马丹月的考试。

还是像第二次考前一样，我把补上的第二次

课放在考试前一天来上。一直以来我都是同一个

教官，因为有经验的人说每个教官风格都不一样，

最好始终跟同一个教官。但是没办法，考试前一

天我这个考官她的课都满了。于是无奈我就换了

一个考官。这回我换了一种方式，不再想用一出

错教官马上纠错的这种方式了，这样会形成依赖

性，导致你考试的时候依赖考官。考官是可以依

赖的吗？绝对不是！依赖考官说明你要失败！于

是我和这个教官商量着：你假装考官，我就是考生。

我们每十分钟考试结束总结错误，在我考试的途

中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她答应了，于是我开始假

装测试了。我假装第一个考生，考了三个十分钟

才过。我假装第二个考试，考了两个十分钟过了。

我假装第三个考生，一个十分钟就过了。这个教

练在每一次总结的时候，都说，你要看后视镜，

看后视镜，她特别强调：你在发出任何动作之前、

之后都要看一眼后视镜。所以我终于悟出来了这

个道理：考官说”向左转“，你的第一个动作并不是

拨左转向灯，而是看中间的后视镜，转完了你还

要看一下后视镜。考官说”向右变道“，你的第一个

动作不是拨右转向灯，而是看中间的后视镜，确

定了后面的车不打算也向右变道的时候，你再拨

你的右转向灯。为了让我记住看后视镜的重要性，

这个教官指着中间的后视镜说，你看，这个就是

你的 license，你看了它你就有 license，不看它，

你就没有 license，它就是你的 license。

第三次考试，不一样的考官、比前两回晚半

个小时的开考时间。相同的是，三个考生我还是

第三。因为阿拉伯考官说的英语你得适应，听到

了前面两个或者一个考生考试时考官发出的英语

命令，会帮助你适应的。当然不排除前面两个都

是用的阿拉伯语，但是有用英语的，那不更好？

这回第一个考生阿语，也戴墨镜，也套近乎。不

同的是，启动车子前她把墨镜摘掉了，真正开在

路上她就不说话了，结果她就过了。第二个英语，

一看就特别紧张，因为考官召集我们时喊她名字

喊了好几声她才有反应。果然，一临到她考试就

出问题了。刚一开动，车子就不停地响，这个响

声我很熟悉，是手刹没扳到位的报警声。考官不

告诉她原因，也示意我们不要声张。这个时候车

子开在路中间，本来这个考生想不管它，响就响，

但是考官让她找原因，她就把车子停在路中间，

找原因。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无辜地看

着考官，希望考官能帮她。考官不是教练啊，你

在向考官求助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况且，你还

把车子停在路中间！哪怕你把车子开回路边再向

考官求助也不至于挂得那么惨吧！再说我，由于

吸取了前面一共三次（加上 assessment test）的

失败经验，我技术也熟练了，自信心也上涨了，

这次开得就很好，一些突发情况也知道怎么正确

处理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考官前后问了我两

遍你这是第几次路考，我说第三次。总之，我过了。

我想，除了我确实长进了，这其中也有”拉马丹月

考官会大发慈悲“这个原因吧。

不过，考到了驾照，你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等以后自己开了车子，你还要继续练习

车子的控制能力，尤其是目测距离的能力。更何

况还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比如迪拜的路，一会变

三道，一会变两道；roundabout 特别多，一不留

神走错路；下高速搞不拎清出口，反方向多行好

几个小时才找到家，等等。

我在迪拜考驾照的一些经验
迪拜中华网讯：文 / 小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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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 问知站
Facilitate Ask to know

我们家的结构很简单，爸爸上班、妈妈管家，

5 个孩子们该上学的上学，不到学龄的在家暂时

由妈妈教。没有老人帮忙，关于的教育大方向全

由父母两个人商量后决定。

迪拜早已是一个外来人口多于本国国民的地

方了，所以相对应的学校也各种各样，学校与学

校之间大家互相看似差不多，其实由于体制不同

而各有千秋。你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那种家庭式

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老师是到你家里来给孩子上

学了，这些孩子学的东西是按个人需求和特长特

殊制定的，比如说你一个中国孩子才到迪拜可能

根本根不上全英文制的教学方法，那么，这样的

家庭式学校就会是个很好的选择，老师给孩子做

一个测试，以确定这个孩子在哪方面需要加大功

夫，哪些方面已不用太花力气，比如说这个孩子

的数学可能已经学得比同年级的孩子还要深入了，

可英文却不行。

那么家庭老师可能就更多的给孩子补英文，

却不会把太多时间花在数学上。这一点当然要比

起同学校里 40 个学生同时上同样的课程来得更有

效和快捷，是提高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跳跃式

发展方法。可能一年后，这个中国孩子就可以跟

上大家去普通的学校里体验学校生活了，当然你

还可以以这种学习方式一直学下去，毕业证书一

样是全球承认的。

因为每个国家的人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不一样

的要求，所以这里的学校也有各种不同的侧重点。

家长们择校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个学校的综合评价

外，当然也不会忽略学校的各种特殊性。比如说

我家是伊斯兰教，但又有一个中国妈妈，我们关

注孩子们在宗教方面的知识成长，同时又希望孩

子可以与世界接轨，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所英制的

伊斯兰学校。

孩子们不旦要学各种知识，宗教和阿拉伯语

更是学校的教学重点！学校里宗教和阿文这两门

课程的老师几乎都不太会说英文，而数学、英语、

科学这些课程又都不是阿拉伯老师教的，从这一

点上逼着那些以阿文为母语的孩子学好了英文。

可是这样的学校体制对一个父母都是中国非穆斯

林的中国学生来说，就真的很不合适，因为他们

可能并不需要太深入的了解关于宗教的知识，也

并不需要学会太深的阿拉伯语。虽然在这个国家

阿拉伯语和宗教是学校的必修课，但学的课本并

不一样。有很多学校，把孩子们分成两种班级，

阿拉伯孩子和非阿拉伯的孩子，阿拉伯孩子上的

阿文课与宗教课和非阿拉伯孩子学的根本不一样，

课本、老师都不一样。考试的时候当然也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的多元化教学方式。

大致上这里的学校分两种制度：政府学制与

英美学制。这两种学校不旦入学年龄不同，甚至

每个年级的叫法都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孩子们

是三周岁到四周岁的时候开始入学，但这里其实

并没有强迫规定几岁的孩子必须入学什么的，所

以有的时候其实是家长自己决定的。就拿我家孩

子的班级来说，小三是三周岁时入的 KG1，当时

他是班级里相对比较小的孩子，同班同学里还有

五周岁的孩子。

可到了老四到三周岁的时候，学校的制度又

改了，必须四周岁才可以上 KG1，就这样老四就

足足又多上了一年预备班（PRE KG）。而老五因

为是十月份生的，所以按这样的规定，在他四周

岁满了可上 KG1（相当于国内幼儿园中班）的时候，

他的实际年龄已经到了四周岁又十一个月！因为

出生在小月，老五将是我家最小的一个正式上学

的孩子。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上他哥哥们学校，

找一个三周岁就可以上 KG1 的学校，这又是另一

种选择。

除了年龄限制，学校费用在不同程度上也差

别很大，一般说一年级的学生便宜的一万多（迪

拉姆），贵的六万多的都有（迪拉姆），随着学

级的增长，学费越来越贵，到了大学阶段可以达

到一个月一万迪的平均水平。所以在这里上私立

学校对很多父母来说应该算是一个重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什么学校，入学前，学校都会给孩子

做一个小测试，有的是书面的，有的是口头的，

学校主要看孩子的基本技能和创造性、灵活性的

个人性格水平，在上学前班的时候，老师也会特

别注意这个孩子的自理能力，老四三岁到幼儿园

的时候，第一次去学校，我在和老师谈的时候，

孩子自己在房间里的桌子上拿起了积木开始玩，

老师放了音乐，他会高兴的跟着扭动，通过对这

些小细节的观察学校很欢迎老四的入校。

到了小学阶段孩子们也会被问到关于兴趣爱

好的方面，万幸的是事，这里对孩子的要求比国

内低很多，孩子们完全不会因为没有上过才艺班，

不会任何乐器而感到沮丧。到了学校之后，学校

会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给孩子们选择，上不上也

都随便你们。除了正常的教学，学校同时为孩子

们准备了很多很多，除了兴趣班的选择，各种开

放日、体育日、比赛季把孩子们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平时按要求必须完成的手工劳动也要给孩子们的

阶段性学习画上一个个有趣的句号。

迪拜入幼儿园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迪拜文学版块：老妖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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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知站  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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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迪拜Tecom区Pacific Building 
          1楼靠近家乐福超市  

      满 100DHS

送 30DHS优惠券热线 Free line : 04 5538689

环境清爽干净，星级标准

 5 种口味的锅底供你选择，满足吃货的各种口味要求

打造超值的、最受客户喜爱的时尚火锅，引领火锅潮流

比如说，当老三学到一节关于外星太空的英

语课文的时候，学校要求孩子开展自己的想象力

做一个关于外太空的劳作。请相信，同学们的想

象力，我们看到的是用各式材料做出来的，有平面、

有立体的各种模型，孩子们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家长们有兴趣可以去参观他们的这些劳作，那是

另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世界！

高年级的学生还有学校组织的寒假，有去瑞

士滑雪、有去迪斯尼的、近一点的也会去周边的

国家渡假。而学习好的同学，这时就可以得到很

好的福利了，比如说全年级第一名，这一次去迪

斯尼费用可以全免，第二名可以享受交八折的福

利等等，其它的孩子，自然就是要去的交全款啦！

老实说，我是提倡孩子三周岁就应该去幼儿

园体验集体生活了，一来是为了孩子的性格与处

事发展，二来也是为了自己，当一个全职主妇一

年 365 天的照顾着一个孩子，没有自己空间的时

候，学校无疑是让妈妈们喘口气的地方。每天早

上妈妈们把孩子们送到学校，然后逃也似的找回

属于自己的几个小时，直到中午孩子放学的这段

时间里，她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点点时间。这一点，

我想每一个全职妈妈都会感同身受，给自己几个

小时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奢侈。

可是，我老公并不赞成孩子太早上学的观念，

对于他来说，幼儿园就是个妈妈们逃避责任的地

方，可上可不上，这个完全就是观念观点上的不同，

所以每个孩子要入学前，都是我和阿拉伯老公据

理力争的一个过程，每一个都是，累却不得不！

但我们必须看到孩子们上学后的不同，这一点又

是他不得不承认的好处。对外嫁来说这又是另一

个文化的冲突和考验！  

                                   想了解更多，

                                   亲，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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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是全球关注

焦点大都市，什么迪

拜土豪、迪拜豪车、

迪拜惊世设计等，迪

拜就像天皇巨星所有

亮点集一身，它太光

鲜亮丽，以至于越来

越多人蜂拥来迪拜淘

金。其实它并不像大

众普通认为的是一个

牛逼的城市！世界第

一高楼 800 多米的哈

利法塔，迪拜购物中

心，七星级帆船酒店，

八星级酋长宫殿，还

有世界最大人工岛棕

榈岛，它那堵车就是车展，全球富豪的聚集地！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二大商业大都市，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阿联酋面积约

83，6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700 多万，外来人口

占本地人口百分之 80%，而在阿联酋华人约有近

30 万，阿联酋首都是阿布扎比，面积约占整个阿

联酋百分之九十左右。

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由 7 个酋长国组成：

阿 布 扎 比    Abu Dhabi（ 首 都）、 迪 拜  

Dubai、沙迦   SHARJAH、阿基曼  AJMAN、乌

姆盖万  Umm al Quwain、哈伊马角 ( 拉斯海马 )  

Ras al Khaimah、富查伊拉 ( 富吉拉 )   FUJARAH

迪拜到底是怎么一个城市？

迪拜一年分两季，是一个夏天和秋天各半

的城市，迪拜旅游景点大都是人造景点，大部分

生活用品依赖进口，来这里注册公司需要迪拜本

地人当保人，最新的政策，迪拜增加自贸区实现

100% 控股。迪拜石油资源丰富，且人口较少，故

人均收入极高。迪拜更有世界避税天堂之称，故

吸引了世界富豪的投资，迪拜依赖石油起步，在

阿联酋副总理迪拜酋长的带领下，迪拜贸易和旅

游业逐步上升。也吸引更多人才涌入迪拜！

迪拜薪资到底怎样？

网络上宣传迪拜是遍地黄金的城市，不会英

语的中国人都能拿到 2 万的月薪，到底是真的吗？

在迪拜打拼的华人应该能给你明确答案，前几天

网上炒得很火的迪拜华人被抢劫杀害小伙月薪

3500 人民币，网上炒得不是被杀害，而是把焦点

放在 3500 人民币的月薪上面，什么迪拜怎么可能

月薪会有 3500 人民币的待遇，早几个月更是炒起

“北漂”不如“迪漂”，那么迪拜薪资真实是多少呢？

迪拜老城区和迪拜龙城务工人员多为中小私

企、仓管、餐厅服务员、商店看店翻译，商店配

送人员等、工资在 3500 人民币 -5500 人民币还

是比较多的，迪拜收入可高可低，与自己能力成

正比，很多人认不清自己的实力。好高骛远奔着

来迪拜捡黄金的心态，导致心理落差很大，那么

国企，外企大公司工薪待遇约为 8000 人民币以上

甚至 1-2 万，当然也有迪拜大型酒店招聘服务员、

免税区，工资也在 3000-5000 人民币左右（2000

多也有），外加小费还需要流利英语。真正待遇

提升也是在工作 1-2 年后才加薪。

迪拜在低层务工的当属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的，做清清洁工的比较多。 每个月能赚 800-900

迪拉姆（约合人民币 1350-1500 元），他们会将

其中 500 迪拉姆（约合人民币 850 元）寄回家，

剩下的作为自己的日常花销。菲律宾的稍高一些，

1200-1800 比较常见，佣人和公司客服职位居多。

迪拜租房每月开支需要多少？

迪拜租房花费具体还要根据地理位置区分价

格，在迪拜老商业区鞋城附近，

带卫生间的单间一般都要 5100

人民币,不带的也要4200左右，

租床位男女分开的房间是 1300

人民币 + 一张床，男女混住的

一般是 1000 人民币 +，有的地

方上下铺价格不同下铺略贵。

一间房间里面的人数多少也会

影响价格。租房是迪拜支出最

大的开销。

迪拜物价及迪拜日常开销

费用如何？

迪 拜 一 个 国 际 化 的 大 都

市，大部分日用品靠进口，因

为是免税天堂，所以很多生活用品比国内还便宜，

更有一些迪拜华人做起了微信代购，迪拜鸡鸭鱼

肉价格相对便宜，蔬菜价格稍高，总体来说迪拜

鱼市场与超市物价相对较低，出外消费则高很多。

螃蟹普通 20-25 迪拉姆一公斤，鱼虾 20-30 迪

拉姆左右一公斤，在迪拜买羊肉牛肉比较合算，

20-30 迪拉姆一公斤。

迪拜交通费用如何？

迪拜公交车：迪拜的多数公交为梅塞德斯奔

驰，有 51 个座位和 10 个站位，均有空调。市内

普通线路票价 dhs1.50。到郊区的公交按照路程远

近，为 dhs2-dhs7 不等。

迪拜计程车：迪拜出租车起步价早3.5迪拉姆，

计程费用不足 10 迪拉姆内按 12 迪拉姆收费 (2014

年底开始调整到 12 迪拉姆 )，每 155 米收费 0.25

迪拉姆，迪拜机场内部打的多一个 20 迪拉姆起步

费用，每班次有 10 分钟免费等待时间，（红灯、

路阻）超过 10 分钟每分钟收费 0.5DHS. 迪拜出租

车分普通的四人座轿车（Car）和家庭厢式车 6-7

座（Van），从迪拜机场到亚特兰蒂斯差不多 70

迪拉姆，到迪拜贸约 50 迪拉姆，如不乘坐机场内

部出租车费用省 20 迪拉姆。

     

     想继续了解更多内容， 扫我吧                                                              

 来迪拜工作你准备好了吗？ （上）



HUAWEN MAGAZINE  54HUAWEN MAGAZINE  54

 问知站  便民
Facilitate Ask to know

王惠民

迪拜房产高租金  
       投资房产找惠民

   迪拜DAMAC达马克房地产开发公司
是在伦敦证交所、迪拜证交所上市的
公司。公司强大的实力给予投资者以
满满的信心。

两房别墅116万迪拉姆  
       三房别墅131万迪拉姆

高尔夫景观酒店公寓
可自住，尽享绿色生活
可托管，不在迪拜也放心

迪拜达马克房地产开发公司

地址：迪拜金融中心DAMAC大厦

电话：04-3763600转Huimin Wang

Huimin.Wang@damacgroup.com

www.damacgroup.com  

050-5918638

1、如果你想了解斋月禁忌，可以去 Sheikh 

Mohammed Centre fo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这个免费的中心还有专家讲解斋月传统，还有

其禁忌，网上报名预定位置。

www.cultures.ae (04 353 6666).

2、 伊顿学院斋戒礼仪研讨会

了解伊斯兰教历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网上报

名参加。

Free. Mon June 15, 5pm-7pm. Block 1, 

Conference Centre, Dubai Knowledge Village, 

www.etoninstitute.com/ae 

3、 在伊顿学院免费阿拉伯语

如果你想学习阿语，那就从这个月开始吧。

伊顿学院提供免费的阿拉伯语入门课程，和

中东文化风俗课。

Free. June 20, 27 and July 4, 10am-1pm. 

E t o n  I n s t i t u t e , 

Dubai Knowledge 

V i l l a g e ,  w w w .

etoninstitute.com/

ae (800 3866). 

4、斋月夜市

两 周 时 间 内，

你可以在夜市选购

到各种品牌，品种

多样的打折商品，

你可以淘选到礼物，

衣服，首饰，香水，

甚至汽车。免费入内

Free entry. Daily Thu July 2-11, 8pm-2am. 

Sheikh Rashid Hall, Dubai World Trade Centre, 

Sheikh Zayed Road, www.ramadannightmarket.

com (04 388 5191).

你应该了解迪拜斋月期间的免费活动！
迪拜中华网

想了解更多资讯，扫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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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已有数起中国公民持香港特区

政府颁发的“签证身份书”入境迪拜受阻的情况发

生。　　

中国驻迪拜总领馆在此援引香港贸发局驻

迪拜办事处网站消息提醒来阿中国公民：阿联

酋驻香港总领事馆曾于 2005 年 1 月 27 日发布

通告，阿联酋不承认香港“签证身份书”为有效旅

行证件。　　

既然阿联酋方面不承认“签证身份书”作为有

效旅行证件，持有者为什么还能获发迪拜入境

签证呢？我们发现，有个别迪拜签证代理机构

因不知情或抱着侥幸心理为“签证身份书”持有者

代办签证，迪拜移民部门具体工作人员很难在

海量的申请材料中发现问题。但机场边检既要

查验入境签证，也要核对旅行证件的有效性，

因此造成入境受阻。

　　

鉴此，请持香港“签证身份书”的中国公民勿

再凭此类证件申请入境迪拜签证。同时，提醒

在迪拜的中资旅行社不要受理香港“签证身份书”

持有者来迪拜签证的申请，以免给申请者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　　

有关进一步详情，可登录香港特区入境事

务处网站查询，网址为：http://www.gov.hk/sc/

residents 或 http://www.immd.gov.hk/, 或 拨 打

查询电话：（852）28246111。

香港“签证身份书”在阿联酋“行不通”
迪拜中华网讯：来源驻迪拜总领馆

懒人减肥妙招：省时一样高效！

现代人都比较忙碌，没时间成了不少人不运

动的借口。研究证明，短时间中高强度的运动减

肥法，燃脂功效也非常高。

“勿以时间短、运动小而不为”打破一定要连

续运动 30 分钟以上的迷思，10-15 分钟的运动坚

持下去就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很多人认为运动一

定要 30 分钟以上才能达到瘦身效果，但是现在研

究发现，只要每天坚持抽空 10 ～ 15 分钟就能达

到瘦身效果。

原理

10分钟的小运动激发持续1小时的代谢变化。

10 分钟健身法与一次 30-40 分钟的集中锻炼法相

比，能多减掉 30% 的脂肪，同时还可有效增强心

血管的耐力。研究还显示女性年只要能坚持每天

步行 10 分钟，就能比只做集中锻炼的女性多减掉

两倍的腹部脂肪。并且，根据国外媒体报道，仅

仅进行 10 分钟的锻炼，就能让身体产生长达 1 小

时的新陈代谢变化。在跑步机上运动 10 分钟后开

始的一些代谢改变在人们休息 60 分钟后仍能检测

到。通常，停止运动后人们的心率会在 10 分钟左

右快速降到正常水平。

                          1. 私人时间可进行的短时间中高  

                             强度间歇运动

户外上坡快走 10 到 15 分钟

户外行走或奔跑比你在跑步机上跑步燃烧的

卡路里要多出百分之十。在户外，相对崎岖的路

面会产生更大的摩擦力，受自然风的影响，运动

的身体会受到更大的阻力。另外，上坡、下坡的

变换也使得户外运动能够不停地变换节奏。

选择较重的哑铃

使用较重的哑铃 ( 比如你之前举 10 磅的哑铃

10 次的话，现在举 20 磅的哑铃 5 次 )，这样会让

你在举哑铃的运动中多燃烧 25% 的热量。因为重

物打破了更多的肌肉蛋白质，所以你的身体必须

使用更多的能量来恢复，这样体内的热量消耗就

更大了。

跳绳

有测试显示，跳 5 分钟，每分钟跳 140 次的

运动效果就相当于慢跑半小时。跳绳不但可以帮

你减肥瘦身，还可以让全身肌肉匀称有力，同是

会让你的呼吸系统、心脏、心血管系统得到充分

的锻炼。这种减肥瘦身方法简单，有趣，不受气

候的影响，而且是一种男女老少皆宜的运动，只

需要一根绳子就可以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而且

对女性尤为适宜。

2. 上班时间可进行的低强度活动

腹式呼吸

吸气时放松腹肌，呼气时收缩腹肌，如此反

复做 3 分钟。可起到增加肠胃蠕动、促进机体新

陈代谢、减肥美体的作用。

放松腿部

坐在椅子上，抬起脚尖，同时用力收缩小腿

及大腿肌肉，然后用力抬起脚跟，小腿及大腿肌

肉保持收缩 15 秒，然后放松。如此反复做 5 分钟，

可以改善腿及脚部的血液循环状况。

椅上转身式

不要把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要坐到椅

子的 1/2 处就可以了，然后以基本的坐姿做好，

腰背挺直，右手置于椅背，左手置于右椅侧，上

半身向左扭转。做完之后，然后换手做同样的动作。

重复做上五次即可。这个椅上转身的动作可以帮

助有小肚子的人减掉这个地方的赘肉，在转动的

过程中还能缓和颈肩及背部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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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数独（难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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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答案（简单版）：P：5，5，4，7，9，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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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 12 17 19 15 16 14 10

12 21 16 9 13 16 13 14 11

12 18 14 12 14 12 17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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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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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金卡商家联盟
阿联酋最大的折扣联盟

新晋成员

迪拜天意超市（迪拜店）
优惠 5%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
预定后可买一送一

天意超市位于DUBAI TOWER 大楼一楼，为华人提供丰富的日常用品，
新鲜时蔬和水果， 供应早餐。立足迪拜，服务大众。

Tianyi supermarket is located in the first floor of DUBAI TOWER 
providing daily necessities for the Chinese 。

消费超过 50 迪拉姆开始享受优惠。

You can enjoy the discount if your consumption is more than 50 
dirhams。

旺地冒险有着世界级的和无与伦比的激流和冲浪的人工设施，同时也是最大的户外拓展基地。给热爱户外运动的客户提供
一个有趣的，安全和舒适的环境。里面的项目分为攀爬项目，和水上运动项目。

主要项目：空中冒险，攀岩，漂流，单人皮划艇，冲浪，游泳，空中秋千，过滑索。

主要活动：勇士通关，女王之夜。

持有如意金卡可以享受的套餐优惠：空中冒险，过滑索，空中秋千，漂流，游泳。

套餐票价 195AED （包含进门票） 进门票（可以享受游泳）50AED

里面还有家庭，儿童区，安全舒适。

美味早餐 新鲜蔬菜 中国调料 中国零食 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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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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餐

美食 - 火锅

Enjoy Chinese Food

Enjoy Hot Pot

迪拜星湖海鲜中餐厅
-- Star Lake Restaurant

迪拜肥肥烧烤店
-- Grill Room Restaurant

迪拜高丽饭店
-- Holiday Inn Restaurant

迪拜好粥道餐厅
-- AL HAMRA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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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面点王中餐厅
-- Mian Dian Wang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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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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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中国海中餐厅
-- China Sea Restaurant

迪拜东方肥牛王火锅
-- Beef King Chinese Restaurant

大唐渔宴中餐厅
-- Tang Palace Restaurant

迪拜全聚德中餐厅
-- QUANJUDE Restaurant

迪拜新时代餐饮
-- Dubai New Times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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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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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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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0%

 10%

 10%

 12%

 10%

 10%

 10%

 12% 12%

 12%  15%

 12%  10%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off

off off

off off

迪拜川味居中餐厅
-- Dubai Liu Restaurants

迪拜西湖春天
-- West Lake Restaurants 

 10%  10%
off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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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奶茶店之夏末奶茶
-- Late Summer

  乌姆盖万 Barracuda 酒窖
  -- Barracuda Cheteau

迪拜 2Sisters 精品蛋糕定制
-- 2Sisters Cake

迪拜星期 8 奶茶店甜品店
-- Friendship Cafe

迪拜遇见凉茶
-- Meet Herbal Tea

20% 5% 20% 20%

 10%

offoff off off

off

美食 - 西餐 生活 - 超市
Enjoy Western Food Enjoy 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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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天意超市（迪拜店）
-- TianYi Chinese Supermarket

20%
off

美食 - 亚洲餐厅
Enjoy Asia Restaurant

迪拜 KPOP 韩国料理
-- Kpop Corean Caution Restaurant

Al Makan 餐厅
-- Al Makan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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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Zaman 高端西餐厅
-- Kan Zaman Restaurant

20%

20%20%

 10%

off

offoff

off
柠檬草泰国餐厅 
-- LemonGrass Thai Restaurant

 10%
off

更多商家
 加盟中……

美食 - 阿拉伯餐厅
Enjoy Arab Restaurant

佳饮
Enjoy Drink

Al Bandar 古董餐厅
-- Al Bandar Restaurant

20%
off

5%

More Than
50 AE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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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如意金卡”是迪拜中华网推出的一张重量级打折优惠卡。只要持有此卡以及注册证件到金卡联盟商家处消费，便可享受贵

宾级优惠。

申请金卡所需材料：个人数码照片一张，姓名，生日，ID 号码或护照号码以及个人联系方式。

扫一扫右方二维码，查看更多如意金卡申请和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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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formation for applying the “Lucky Card” : digital photo, name, birthday, ID number and mobil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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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游玩

Enjoy Life

Enjoy Travel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阿莱茵旺地冒险水上乐园
-- Wadi Adventure

迪拜藏疗足浴保健中心
-- Queen Foot Spa

沙漠太阳美容美发沙龙
-- Desert Sun 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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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 AL RAHMA

拉斯海马水上乐园
-- Ice Lan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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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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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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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 hobbies 马场
-- Hobbies Club

迪拜经典奢侈品皮具护理
-- CLASSIC Leathe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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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

40%

20%

 15%  10%

20%

40%

30%

 10%

 18% 25%

BUY 
ONE GET NOE

FREE

BUY 
ONE GET NOE

FREE

off

off

More Than
5 People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off

扫一扫
申请如意金卡

      打开金卡联盟网页，
可以查看商家详细信息，
更可以点击“MAP”直接
定位导航哦！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会迷路了！

休闲
Enjoy Leisure

扫一扫 查看金卡联盟
scan to view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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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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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招聘 ] 迪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人力资源部经理
 2：设备部经理
 3：IT 系统管理部经理
 ( 还有更多职位 )
 联系方式： 电话 : 04 8811999

 [ 招聘 ] 招 临时工 数名，视工作状况办长签
 
 1：弱电系统临时工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5515228

 [ 求职 ] 求职阿布扎比会计，女，大专，会计专业
 本人女朋友会计专业，大专毕业
 一年多销售经验
 求职一份阿布扎比会计工作
 将办理旅游签来阿布扎比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8728269

 [ 求职 ] 兼职工作 本人持阿联酋驾照 自带车
 本人业余时间很闲
 兼职工作
 有阿联酋驾照 自带车
 
 联系方式： 微信：554222525

 [ 招聘 ] 招聘进出口专员、财务人员，会法语者优先
 
 1：会计助理
 2：进出口专员

 联系方式： 邮箱 : hr@sinocreative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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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行社招聘 [ 旅游操作 ]、[ 行政 ]、[ 机票操作 ]
 1：旅游部操作 一名
 2：机票部操作 一名
 3：旅游部行政 一名 
 
 联系方式： 邮箱 : onlinebusiness@dubai66.com 

扫一扫
进入招聘专版

扫一扫
注册新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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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二手    租赁

                                            发布消息截止至 6.25

 [ 招聘 ] 迪拜五金市场店面招聘销售人员
 
 1：女销售人员一名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7562888

 [ 招聘 ] 东石国际物流 ( 迪拜），聘请业务精英

 1：销售主管：1 名
 2：销售代表：多名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7855595

 [ 求职 ] 求迪拜各大 MALL 销售工作
 三个女生。目前人都在迪拜
 性格开朗大方，英语流利
 都有迪拜和中国的销售工作经验，英语流利
 做事认真，很有亲和力
 联系方式：电话 : 052 7270185

 [ 求职 ] 求迪拜工作一份
 之前在 AZ LOGISTIC 公司上班
 主要负责跟进中国的客户
 在姆斯巴扎市场收集客户资料以及跟进客户
 求一份迪拜工作
 联系方式： QQ : 840397341

 [ 二手 ] 出售 2 张床

 1.5--1.8 床 260   
 1.8--2 床 320
 
 联系方式： QQ : 174723162

 [ 二手 ]2010 高配置 altima 出售、价钱绝对好
 altiama 车况相当好、2010 款
 bose 音响、巡航定速、倒车雷达
 炫光后视镜、车况绝对没得说、蓝牙电话
 32000 价格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1722853

 [ 二手 ] # 出售 # 丰田卡罗拉 2013 款
 丰田卡罗拉 2013 年 5 月 /XLi
 1.8VVTI 发动机中配 / 超级白
 自动挡 /35000 公里
大保养 4S 原厂保养、无大事故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8788677

 [ 二手 ] 惠普一体机电脑、打印机低价出售
 现低价出售一些办公用品
 有多款彩色激光打印机 A4，A3 都有
 惠普一体机台式电脑
 都折价出售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7921668

 [ 二手 ] 20 寸液晶电视和一套 playstation2 电玩转让
 20 寸液晶电视
 一套 playstation2 电玩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5479332

 [ 二手 ] 特价出售法拉利公园门票 200 迪拉姆一张 
 特价出售法拉利公园门票  原价 250 迪拉姆
 现低价转让 200 迪拉姆每张
 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中旬
 长期有效，量大从优，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7780856

 [ 租赁 ] 国际城 CBD34 Studio 出租
 带家具，阳台，独立厨房
 双人床，桌椅，小书架，电视
 冰箱，洗衣机，微波炉
 拎包即可入住，阳台很大，带独立厨房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4135135

 [ 租赁 ] 娜沙广场干净女生床位出租 , 独立单人床衣柜
 娜沙广场附近干净女生床位出租
 独立单人床 , 独立衣柜
 一屋只住三人 , 现已有一女生
 另两女生床位招租 .6 月底可入住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4605770

 [ 租赁 ] 抓紧：UNION 地铁站附近女生床位（即空即住）
 四室两厅公寓内 隔间女生床位 1 个
 仅 2 女生，现另一女生为 MALL 里上班靓女
 人好、安静好相处！
 位置好（靠近 Union）、交通便利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9184829

 [ 租赁 ]UNION 附近别墅单间出租
 单间带独立卫生间和衣帽间，包水电网
 带高档床彩电衣柜桌椅等家具
 Union 地铁站附近，慕斯酒吧后面别墅
 因本人刚住不久，房东不让搬，原租金租出
 联系方式： 电话 : 052 8582926

 [ 租赁 ] union 单间出租
 union 地铁站附近，原莲花酒店旁边
 离 union 5 分钟，al rigga 5 分钟
 通往迪拜各大购物商场班车
 单间宽敞舒适，水电网全包。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3939642

 [ 租赁 ] CBD6 两室一厅，已经隔好
 CBD06 现有一两室一厅
 已经隔成三室
 8.8 万两次付款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 5375773

 [ 招聘 ] 招聘店长，起薪 2500DHS，工作地点沙迦
  
 1：招聘店长 1 名
 
 
 联系方式： 电话 : 050 3683928

 [ 求职 ] 有迪拜驾照，自带车，英语流利，求兼职工作
 本人迪拜 4 年工作经验
 自带车，有驾照
 英语流利可翻译
 诚心求一份兼职工作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7758329

 [ 二手 ] 8 成新苹果 6（4.7）出售 
 10 月份买的
 摔过一次
 
 
 联系方式： 电话 : 055 2620887

 [ 求职 ] 诚意求职一份财务类工作
 本人女，目前人在国内
 就职于 4A 跨国广告公司
 10 年财务工作经验，英语日常交流良好
 熟练 office 操作和财务软件
 联系方式： QQ: 1300796811

 [ 二手 ] 福特 Figo 低价转让，经济适用高性价比！
 2011 款 白色福特 Figo
 差不多 7 万多公里
 绝对没有事故，4S 店全程保养记录
 友情转让价只要 2.1 万
 联系方式： 电话 : 056 6472365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

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扫一扫详情

华文迪拜信息专版
Informatio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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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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i Companies
To book：

Dubai Transport 208 08 08
(Including Spe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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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黄页
Yellow Pages

中阿国旅有限公司

迪拜易达国际旅行社
中迪国际旅游

中阿桥国际商旅
穆海莉旅行社
自由祥和国际旅游
优诺国际旅行社
中太国旅

04 2281239

04 2948010
04 2561795

04 3695261
04 2690188
04 2621899
04 2280488

800 111 888

迪拜餐厅

迪拜服饰

迪拜休闲

迪拜广告公司

迪拜汽车

迪拜药店 / 医院

Dubai Restaurant

Dubai Clothes & Accessories

Dubai Leisure Time

Dubai Advertising Company

Dubai Car

Dubai Pharmacy/Hospital

远征汽修

绿洲医药

海洋之星广告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兰天物流

儒家客栈

山东鲁能装修公司

宏全装饰

有间客栈

生活城国际装饰

子木装饰设计

平安隔层

鹏程装饰

518 商务酒店

凯捷装潢装修

竞梦针灸推拿

龙城老高旅馆

百达建筑装潢

伊斯曼设计装修公司

金鑫装潢

嘉和装饰

日升旅馆

福耀装修公司

明阳装修

0086 公寓

寒原室内设计

金鼎建筑装饰

宏图装饰

飞跃装饰

长运国际物流

石狮货代

捷力国际货运

迪拜星洋物流

海荣国际物流

清馨公寓

迪拜三福装潢

鞋城附近按摩院

天捷物流

帝都物流 DDU

亦邦国际货运

碧湾快递

阿布扎比茶庄超市

龙城天意超市

完美无限休闲按摩中心

藏疗足浴保健按摩

厦门时代蔬菜食品批发

动感沙龙

伯爵会所

好日子超市

安琪儿沙龙

缪斯 MUSECLUB

新思路广告

好迪汽车维修厂

古都斯牙科医疗中心

银都 KTV

银庄 KTV

玉淑女子沙龙

聚富圣会

中联广告

神华汽车

三和广告公司

迪拜华人二手车行

御泰堂大药房

海湾汽车租赁

鞋城宝芝林

金点广告

宝石花旅行社

新世纪国际商旅

A.R.N 律师事务所

卡纳利快递公司

如家酒店公寓

中意装饰装修

良志针灸推拿

名媛衫庄潮流女装店

美丽不打烊

萨玛雅服饰

好运超市 乐佳佳超市

天使美容美发集团公司

民茶坊奶茶店

长城传媒

中国春城汽车维修厂

中国鞋城超市

美皇后女子沙龙

遇见奶茶

利群超市

金海岸女子养生中心

星期八奶茶店

百客食品批发

爱丽丝女子沙龙

茉莉奶茶

联华超市

名姿沙龙

一米阳光咖啡厅

中洲国际旅行社

樱花假日旅行社

中国中东医院

花媒广告

AL MAIDOOR 律师事务所

金桥物流

哆来咪公寓

神六隔层

鑫达装潢

丝路客栈

上海建筑装潢

阿明建筑

阳光海景公寓

三江专修

金色生活装饰

海洋之星

双龙装饰

新大陆物流

亿利通货运

阳光货运

龙城国际物流

合晟物流

东方之星

赛拾货运

迪拜日升国际货运

海翔物流国际有限公司

德科物流

大中华物流

四季货运

兄弟货运

IMEX 每刻快递

海洋国际旅游

未来国际旅行社

阿联酋沙漠旅游

中国国际旅游货运

Nexus 保险顾问公司

迪拜一立快递

唐朝酒店公寓

世纪皇朝建筑装修公司

发舞台

诚信商务服务公司 ABC 打印商务中心

EasyWay WARQA 专业注册公司

盈科法律咨询

Al Najah 注册公司

CAA 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思游国际旅行社

今日旅游

德科旅行社

迪拜天方旅游

时尚旅游国际旅行社

夏日之城国际旅游

华夏国际旅行社

和睦旅游

迈斯百特旅行社

阿布扎比凤凰旅行社

锦程商旅

西湖国际旅游

盛龙世纪旅行社

金凤凰旅游

迪拜彩霞旅行社

博乐国际商务中心 尚略国际商旅咨询

仁和汽修

三九大药房

新华广告

波斯湾国际旅游

金太平洋旅行社

爱特卡国际旅游

天马国际商旅

海外旅游

迪拜特可诺旅游

海岸线旅行社

印象国际旅游

运河国际旅行社

阿布扎比太平洋旅行社

豪景国际旅行社

LINNA 专业注册 Parker Randall 审计事务所

华美专业注册 勉金龙法律翻译事务所

Swift 商务中心

04 3403820

052 9435581

050 9939780

04 3804141

04 2551385

055 2151952

050 3548979

050 7156298

056 7187555

04 2277708

04 4516220

050 9550856

052 8158172

052 7678898

050 3268133

055 7198967

052 6651709

04 2289687

055 6480888

050 3647281

052 7785992

050 3973857

050 5981019

050 8495898

055 1360086

04 4327525

04 4508216

056 6786754

050 6752268

04 3868658

04 2280198

04 2736228

04 3576660

04 2273235

050 1688090

050 4280518

055 1358973

04 3939298

04 3885328

04 3861616

04 2736670

02 6507998

04 4548688

04 4327354

04 2349736

055 5276882

04 2293571

052 8396666

04 2210886

050 2477121

055 3978888

052 7468791

052 9318643

050 5050297

055 8457579

055 3579888

04 4572164

055 7328073

050 2176188

052 8454234

056 1701086

04 4340415

04 2215899

04 2691204

056 6528833

04 2285145

04 4214085

04 2261672

04 4472020

04 2276862

050 7516988

0567827336

055 7624005

055 8962886

055 1435027

055 2323777

04 4296068 04 3687236

055 9129975

050 7249180

04 2566208

06 5354139

052 8230988

04 2522518

052 7648222

04 2295611

04 4282281

04 4541161

050 8755188

055 9120138

052 7464127

04 4422178

056 2106688

042775731

04 2233118

04 2983655

04 2552024

04 2385058

04 3348481

04 3547884

056 3989006

050 2955035

050 7361086

055 1706005

04 2581866

050 3404209

056 1645771

050 5837665

04 2281486

04 2503128

050 9347169

04 2354809

04 2268178

04 2347761

04 3519880

04 3967858

04 3403801

050 7851238

04 2396285

04 3933708

04 2293188

055 6855956

04 2236180

04 2202674

050 1586616

04 2735582

04 3741641

04 2566671

04 2281239

056 7731929

04 2340588

056 7743567

04 4238088

055 4302954

04 2352768 050 6880428

04 2955018 04 2948015

04 4343840

04 2595931

052 8612467

04 4565257

04 3448882

04 2293188

04 2958898

04 2957707

04 2503229

04 2291228

04 2292138

04 4253337

02 6229068

04 5516022

04 2385960

050 5718734

04 2732338

04 2958590

04 2364535 050 9184218

050 9614802

04 4275088

04 2364598

04 2226060

04 4542088

04 2218868

04 2948103

04 2222031

04 2288886

04 2767636

04 2594116

04 2956267

050 6141598

04 2767437

04 2347088 055 2256245

04 2566105 04 4214551

04 4322483

迪拜超市

迪拜装潢

商标注册 / 保险 / 法律

迪拜公寓

Dubai Supermarket

Dubai Decoration

Company Incorporated & Insurance & Guarantee

Dubai Apartment

迪拜接地社
Dubai Travel Agency

大唐鱼宴

温州超市

迪拜达泰公司 DATACALL

小尾羊火锅

迪拜星湖海鲜中餐厅

阿联酋籍华人担保

alraya 律师事务所
中国海餐厅

迪拜新感觉公寓

迪拜泰和公寓

刘一手火锅

香港明星综合超市

阿西姆马克注册公司
迪拜韩国料理“金膳阁”

迪拜新一代商务法律

中豫商业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西湖春天

DAMAC 酒店公寓

迪拜新侨商务酒店

新时代中餐厅

迪拜撒哈拉公寓

泰安集团房地产公司

山图美食

迪拜豆花香超市

盛世太平集团 MILLENNIUM

迪拜豪大大鸡排店

迪拜阿拉巴沙别墅公寓

明俊别墅公寓

迪拜好粥道餐厅

华晨保险

东源企业事务服务公司

高丽饭店

Nexus 保险经纪公司

川味居

迪拜龙城名典公寓

迪拜冠军公寓

迪拜御花苑中餐厅

2000 年中餐厅

白云 ( 国际 ) 酒店式公寓

DAMAC 王惠民

04 3266888

050 2032168

050 4352888

04 2215111

04 3699928

04 2960066

050 4352888
04 2959816

050 1995831

050 7750216

04 2293380

04 3262009

04 3705787
04 2778022

04 4329234

052 910001004 2289883

04 3763600

056 7545442

04 2501888

050 5276157

04 4227589

04 4474430

04 2294887

050 9194462

050 8589865

055 2091854

QQ：142367583

050 9193329

050 4824628

050 5587891

04 3831623

050 9919638

055 7139529

050 5566336

050 3407158

04 3450315

04 2712000

050 7516988

050 5918638

银都三鲜饺子

一品饺子美食馆 TCC 粤式餐厅

全聚德中餐厅

迪拜东方肥牛火锅

小红牛火锅

新疆阿里巴巴餐厅

LAMESA 餐厅

Osteria 意大利餐连锁店

玉流馆朝鲜餐厅

面点王中餐厅

Al Bandar 古董餐厅

迪拜弁当屋日本料理

皇朝中餐厅

筋头巴脑餐厅

锦菲茶餐厅

沙迦中国风餐厅

中华餐厅

韩城馆

兰州拉面

阿布扎比乾州火锅

新疆天山餐厅

阿布扎比北京楼中餐厅

喜羊羊火锅

阿布扎比城宫食府

渗渗泉新疆风味餐厅

唐人街中餐厅

东北人餐厅

肥肥烧烤吧

玉流宫

兰桂坊港式中餐厅

回家餐厅

江淮美食

艳霜火锅

Al Makan 餐厅

天山新疆餐厅

贵宾楼中餐厅

Kan Zaman 高端西餐厅

HOMEY 餐厅

香格里拉香宫餐厅

中华美食馆

六合宴

沙迦金海饭店

浙江面馆

阿布扎比红房子中餐厅

山图海鲜餐厅

塞上人家餐厅

四海一家

潇湘馆

LAMESA 五星自助餐厅

新疆风味餐厅

大清花中餐厅

熊猫餐厅

沙迦鸿运楼

回家餐厅

阿布扎比中华餐厅

阿布扎比汇友楼

来一锅筋头巴脑

黄金烧腊餐厅

055 9268248

052 7462402 04 2057333

050 5511508

04 5538689

04 3353680

04 2233184

04 6082160

04 3514411

04 2981589

056 1757999

04 3939001

04 2369666

04 3545543

04 4432518

055 1095968

050 2727388

04 2281043

04 2299620

04 4309308

02 6747677

050 5511508

02 6337284

04 2954552

02 6262762

04 4226833

050 5866381

04 4329618

055 3126744

04 2981589

04 3353680

04 4203692

050 1159513

056 7986623

04 3686593

050 8428045

04 2945360

04 3939913

04 4317106

04 4052703

04 2368817

04 4221258

06 5738312

050 9617015

02 6334199

04 4276055

050 8878521

050 1199137

04 2227277

04 6082160

04 4226833

04 2248035

04 4475445

06 5720898

04 4203692

02 6592973

02 6289586

055 9324081

04 7033349

迪拜物流
Dubai Logistics

迪拜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GATEWAY HOTEL MASSAGE CENTER

迪拜安踏体育04 2286955

052 9838726

04 3809700
迪拜联博瑞祥物流公司

中华网络休闲会所

迅捷速运

中华会馆
Helidubai 直升机观光
游艇租赁

04 2951381

055 6023392

04 4531191

09 2249318
04 2081455

055 8816887

玛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阿联酋驾校
中国诚信汽车专业维修中心

迪拜协和医院
北京中医药诊所

迪拜 DAMAC 公司

协和装饰工程公司

04 4340415

04 2281239
055 1063888

04 4233055
04 2233220

04 3763600

04 4571113

圣基茨投资服务 055 8800168

迪拜投资
Dubai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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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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入驻申请资料：公司中英文名

称，公司地址，联系电话，公司 logo，

负责人电话（用于公司人员变更资料核

实）。

有您的加入，让我们更完美。

迪拜航空
Dubai Airline

中国城商务中心

寒原空调制冷

迪拜卧龙岗大学 招生留学

龙生汇款

三菱制冷维修公司

少林武官

邦林汇款

三和家电制冷维修

中国南方家电制冷维修

三联监控 QQ 电脑维修

你好语言学校

鑫源汇款

上海手机店

易亨网络

中国东方航空

华人幼儿园

中捷汇款

蟑螂臭虫杀手

迪拜美国大学

星星科技 智锋办公

方舟电脑

国泰航空

兴元英语培训

中迪汇款

红灯笼鲜花气球礼品店

温州中商电脑

中国国际航空

04 2693636

04 4327525

050 7240980

052 2568789

04 2523188

052 6265816

052 6928666

050 5028108

050 6975238

052 6296511 04 4479795

04 4570385

04 2594568

050 3764388

050 3528195

04 3217890

04 4421757

04 2298987

050  5456436

050 8872376

052 8662889 055 6680918

055 8866790

04 2042777

04 2346337

052 9375577

050 4610992

04 2946496

04 2718555

迪拜生活服务

加入华文迪拜黄页

迪拜教育

迪拜汇款

Dubai Life Service

Dubai Education

Dubai Remittance

以上信息来源于网络、杂志。若有信

息错误，请及时联系《华文迪拜》杂志，

我们将及时更新修正。

电话号码：04 - 2281239。

星宇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迪拜中国国际双语幼儿园

迪拜菲佣市场

阳光语言教育培训学院
RAAD 语言文化教学中心

中国南方航空

04 4542191

04 2693636

QQ : 600001000

050 9215818
04 3529188

04 22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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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
Facilitate

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维修，专业维
修汽车电路空调，空调欧美原厂电
脑检修，疑难故障诊断维修，机械
增压改装。
欧美品牌轮胎，四轮定位，汽车美
容装饰，保险事故维修理赔，专业
钣金修复、烤漆，保险代理，汽车钣金修复、烤漆，保险代理，汽车
买卖，24小时救援拖车。

服务项目：

业务电话：0551063888    维修电话：0506389981   电话/传真：065340577    地址：沙迦17号工业区2号街
邮箱：851855736@qq.com   Head Office in 17th Industrial Area UAE,P.O.Box:6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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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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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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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证件公证、移民局、劳动部PRO服务

机票\酒店\旅游\豪华游艇\夜海游船

豪华度假酒店350AED/晚/间 起

7月2日斯里兰卡系列团首发，
特惠团 3900AED/人

7月31日Yas岛特惠套餐，750AED/晚/间(如意金卡享受
695AED的折扣)，含法拉利门票，Yas水上乐园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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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炎 暑 假 孩 子 们 怎 么 过 ？ 看 电 视 还 是 玩 I Pad ？ 不 如 参 加 兴 趣 班 ！

      迪 拜 中 国 国 际 双 语 幼 儿 园 兴 趣 班 ， 从 中 文 篇 到 英 文 篇 ， 从 艺 术 篇 到 体 育 篇 ， 总 有 一 门 适

合 Ta !  爸 爸 妈 妈 们 快 快 领 Ta 来 吧 ！

      迪 拜 中 国 国 际 双 语 幼 儿 园 ， 位 于 （ DUBAI  HOSP 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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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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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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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2693636     055  663  9762

课 程 安 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