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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恐龍谷世界

祿豐世界恐龍谷來原：從 1938 年
至今，在祿豐境內發現有恐龍化
石遺跡，經過幾十年的發掘，較為
完整出土的恐龍化石個體 120 餘
具。中外專家認為，祿豐是迄今世
界上出土恐龍化石最豐富、最完
整、最古老、最原始的地區之一，
是中國恐龍的原鄉；其年代長、個
體數量多、種屬豐富、保存完整、
埋藏區域集中，舉世罕見。 2004
年祿豐被公佈為第三批國家地質
公園。

個世界級的恐龍掩埋區及發掘原
址現場上面。這是一條高 15 米、
寬 40 米、長 83 米的 1.6 億年前的
地質坡面。坡面上已發掘的 380
平方米剖面裸露出 20 餘具恐龍
化石。據科考表明，地下仍然埋藏
著 400 餘具恐龍化石。另外，大廳
內還集中展出了 60 多具祿豐恐
龍化石骨架，氣勢不凡，令人震
撼。參觀者可以從一具具恐龍化
石的腳邊穿梭，抬頭觀望時，可以
一覽無餘望著恐龍錯落有致的胸
腹骨骼。如此難得的，如此近距離
的，如此規模的恐龍化石展覽，確
實不容錯過。有一 6 米至 10 米較
小的恐龍，在玻璃櫃展示著，那是
最完整的一具。恐龍谷的恐龍有
三爪和五爪，有頭大和頭小的。
基層還有研究人員默默不停的工
作。

Serving Since 1992

恐龍谷，恐龍谷地處昆楚高速公
路旁，距楚雄市 68 公里。世界恐
龍穀不只是一個集遺址保護區，
也是教育性、娛樂性的觀光休閒
文化旅遊主題公園。

恐龍谷於 2008 年 4 月 18 日正式開
始迎賓。適合老少咸宜全家出動
參觀的恐龍谷公園分為兩大“恐
龍遺址科考觀光區”和“侏羅紀世
界旅遊區”區域。除了中國祿豐恐
龍大遺址，恐龍大本營之外 ，還
有侏羅記嘉年華和時光飛 船 參
觀。

祿豐恐龍谷也是目前最具恐龍知
識展示，具專業、具地方特色、具
有科技含量，互動性最強的恐龍
科普館。「隕石坑」3D 銀幕雖然暗
了一點，遊客可親身體驗，火山爆
發，山搖地動，恐龍滅絕的恐怖情
景。祿豐恐龍谷還具有各種遊樂
設施以供年輕人娛樂。

一直存在的謎：6500 年前到底是
什麼原因，祿豐的恐龍聚集會在
一剎那被滅絕？而且大部分恐龍
面對著東方！據說當年是從天而
到了恐龍谷，從遊覽巴士下來，進 落的隕石降落使恐龍滅絕！據說
場抬頭就看到極大的場地和四根 當今的鳥類由恐龍變化！不過只
高 達 28 米 的 擎 天 柱：漢 白 玉 柱 是「
據說」
而已。
基，銅黃色柱身，每個柱身和柱基
上面雕刻著 60 條恐龍，各種類型 在侏羅紀時，地球上的氣候溫暖
栩栩如生的恐龍，共 240 條，氣勢 而潮濕，到處都有豐富的植物，給
不凡，更為你帶來對侏羅紀時代 素 食 性 恐 龍 帶 來 了 吃 不 盡 的 食
的好奇心，更想趕緊了觧謎一般 物。素食性恐龍，腸大較容易消化
的「
恐龍」
神秘世界！
食物，而有長長的脖子，大大的寬
嘴會咬下滿不同的植物；而窄嘴
的恐龍，則只可挑選特定的植物。
另一種長頸的素食恐龍長得高，
所以能吃到樹梢的嫩枝。
所有草食恐龍都具備防能力，以
對抗獸腳類的攻擊。大型草食性
恐龍多會集體行動，一旦受到威
脅，就會集體反擊。

為了還原史前時代恐龍的生活景
象，除恐龍大遺址外，旅遊區內還
修建了“侏羅紀樂園”
，利用自然
環境，仿了大量的古樹名木營造
出來的植物景觀，人工的河流、瀑
布、湖泊、木橋，真實再演繹了侏
羅紀時代恐龍王國的生活場景。

肉食性恐龍大部份都具有銳利的
牙齒和爪子，獵殺肉食用以刺穿
對方堅韌鱗片的皮膚。肉食性恐
龍是由兩隻腳路的，用後腿站立，
有一條尾巴，以臀部支持身體的
平衡。牠們以草食性恐龍和其他
動物為食物。所以大型恐龍會潛
近草食性恐龍身旁，然後獵殺一
隻落後的恐龍。小型的肉食性恐
龍會獵食小型的草食性恐龍和一
些細小的動物，還有小蜥蜴、大昆
蟲等。唉！弱肉強食嘛！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祿豐世界恐龍谷位於楚雄州祿豐
縣城以南 23 公里，處川街鄉阿納
村恐龍山，從昆明西苑汽車客運
站有開往祿豐的班車，到達祿豐
後，再轉乘專線車直達祿豐世界

祿豐恐龍大遺址保護大廳建在一

親愛的讀者：為了讓這份社區報紙內容更好更豐富,請您告訴商家,您的資訊來自亞特蘭大新聞,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謝謝您!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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