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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参观游览【 信不信由您 】 奇趣馆。 

       【 信不信由您 】 是一个超过 90 年历史的世界著名旅游博物馆，由罗伯 

       特·里普莱先生创立。罗伯特·里普莱先生是美国 20 世纪著名的漫画家， 

       旅游家，探险家，收藏家，业余人类学家和企业家。他一生走过 201 個国 

       家，遇到不少奇人趣事，他把这些珍贵的资料都存放在【 信不信由您】  

       奇趣馆里。像这样一个博物馆，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您不仅可 

       以看到地球村的历史，人类文化的差异，风土特性的奇妙，您还会看到一 

       个伟大的旅游者，无畏的探险家，用实物和照片去回顾他探索世界 30 年 

       的艰苦历程。不管这些人或者事今天是否依然存在，您会认识了世界，体 

       验了什么叫“ 不可思议” ，明白了什么叫“ 大开眼界” ！ 

 

       我们的奇趣馆分成 8 个展馆，5 个互动区，每个展馆里面也有互动项目。 

       为了方便您的参观，我们为您设计了这个游览精选。 

       如果您想和朋友分享这里的美妙体验的话，欢迎享用我们的免费网络服务： 

           登录选项 ： Ripleys_Guest   登录密码 ： RUSSELLS 

 

来吧！沿着里普莱先生当年的脚印，开始您的美妙奇趣之旅吧！ 

 



 

                        入口 

 
 

1890 年出生於美国加州的罗伯 

特·里普莱先生，是世界著名旅 

游博物馆【 信不信由您 】 的 

创办人。他 20 年代开始旅游，一 

走就是 30 年。坐着摇晃不定的老 

式飞机，登上横跨赤道的蒸汽轮船，他穿越 

了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不管是在何时， 

无论走到何方，历尽艰辛，排除万难，他都 

会想方设法把所到之处的奇人趣事，奇珍异 

宝带回来，与他的读者分享。他的漫画专栏， 

通过 17 种不同的语言，每天都在吸引着全世 

界 8000 万名读者，分享他在旅途中的惊险， 

奇特和快乐。他是当年最伟大的旅游家，探 

险家，一个现代的马可波罗。他到过许多旧 

世界的景点，比坐飞机抵达的游客还要早得 

多。许多 30 年代留下他脚印的地方，现在都 

已经不存在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观光客， 

因为他喜欢的是一般游客不会发现的新奇， 

稀有，不可思议的事物。例如非洲的香肠树； 

日本 40 尺长尾巴的公鸡；一个浮在地下湖 

上的非洲小岛等等。世界之大，人文之差， 

不可思议。但其实最不可思议的还是里普莱 

先生自己。他去过传说中的伊甸园，但并不 

喜欢，因为那里没有无花果叶和苹果。他宁 

愿去挪威一个名叫“ 地狱” 的小镇。 

里普莱一生走遍了世界 201 個国家，最喜欢 

的就是中国。1932 年去的时候还拍下了当地 

人举办丧礼的习俗。沿着高高低低的北京大 

街小巷，他参观了十三陵，游览了天坛，站 

在这个中国人自豪地认为不仅是地球，还是 

整个宇宙中心的地方，里普莱享受着这个东 

方古老文明大国给他带来的独特的神秘感。 

1949 年 5 月 27 日里普莱先生因为心脏病在 

纽约去世，终年 59 岁。 

20 多年来，罗伯特·里普莱先生 

每年都会收到 100 多万封的读者 

来信，据说比美国总统收到的还 

要多。他说自己一生都没有真正 

放过假。他走遍世界 201 個国 

家，包括挪威一个名为“ 地狱”  

的小镇，而他认为最千奇百怪的就是人。 

 

会抽烟的公牛犬 

这是一只会抽烟的波士顿小公 

牛犬。它的主人说它除了会吸 

烟抽烟斗之外，还会计算数字。 

 

信不信由您！ 

美国人约瑟夫不仅用床头 

架，还用缝纫机做成可以 

使用的自行车。 

 

无头鸡 

迈克是一只 1945 年至 1946 年 

间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无 

头鸡，它竟然可以生存了 18 

個月。 

 

以头代脚之人 

法国巴黎的亚历山大·帕蒂，是 

一名身怀绝技的杂技演员。他不 

仅可以用头代脚下楼梯，还可以 

前行数米远。他还可以把头顶 

在他兄弟的头上拉小提琴，玩 

哑铃球，甚至射击打枪也可以 

像站在地上一样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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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之人 

美国格鲁吉亚州的塞勒先生是里 

普莱先生最喜欢的表演者之一。 

塞勒的拿手好戏就是可以把嘴唇 

盖过鼻子。他常常去【 信不信由 

您】 的芝加哥馆，这是 1934 年他在那里拍下的照片。

来吧，试试看您可以吗？不要忘记拍张照片留念噢！ 

好吃之王 

罗马帝国第三位国王维特里 

乌斯是世界历史上最喜欢吃 

的君王。他每天在食物上的 

开销是$375,000 元，包括 1000 只生蚝，红鹤 

的舌头,孔雀的脑,野鸡,海鱼肝,鳗鱼奶和骆驼掌等等，

尽是无奇不有，闻所未闻的山珍海味。他 1 天分四次

进餐，吃完之后再用催吐剂把食物吐出来，以便可以

不断地享受每一次的豪华盛宴。在他执政短短的 8 个

月之内，购买食物的费用达到了 9000 万元。但您 

相信吗？他竟然活活饿死了自己的母亲，只因为希望

可以兑现他一统天下的预言。 

灯塔人 

古时候一位曾经为美国政要带路的 

中国重庆导游，在头顶插上了蜡烛 

做照明用。好奇的美国海军博士卡 

维尼发现，原来他把头皮割开了一 

道口，然后把融化的蜡烛滴在头骨 

盖的外壳，再把蜡烛插进去固定。 

世界最瘦削单薄之人 

爱德华·哈纳 1892 年出生于美 

国的维吉尼亚州，因为得了脑垂 

体异变疾病，导致营养不良。虽 

然身高 5 尺 7 寸，相当于 1.74 米 

左右，但体重却从未超过 50 磅，还不到 23 

公斤，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瘦削单薄之人。自从 

8 岁得了这个病症之后，他在 62 年当中，体重从来没

有增加过 1 磅。爱德华后来成为了林林兄 

弟马戏团的杂技演员。 

世上最不可思议之人 

1910 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 

尼·埃克是一位发育不全的双胞 

胎，出生时他的双胞胎弟弟健康齐 

全，但他却是一个没有下半身的怪 

胎人，医生曾经怀疑他是否能够活 

下来。上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高年级同学为了争 

着把他抱上大台阶而打起来，他上课的课室窗户也要 

被盖住，以免好奇的同学们来骚扰影响到他的学习。长

大之后他只有 45 公分高。但他不仅是一名荣誉学生，还

成为了艺术家，音乐家，作曲家，摄影师，乐队负责

人，电影演员，木偶剧演员和模型飞机制作专家。 

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和跳水运动员，他用手 

跑步的速度可以和很多人用脚跑得一样快。令人难以信

的是他还是一名魔术师和杂技演员，他可以用手表演走

钢丝和跳舞，这个展览造型就是他的著名动作 - 独 

臂倒立。约翰尼一生多才多艺，精力过人，但因为缺乏 

理财能力，导致在物质生活上并不富裕，甚至 

在最亲近的朋友需要时，他也无法提供财政上 

的帮助。晚年他和双胞胎弟弟回到老家居住。 

1991 年因为心脏病去世，终年 81 岁。他的双 

胞胎弟弟也在 1995 年去世，终年 85 岁。两人 

被合葬在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巴尔的摩的绿山 

墓地。 

送子雕像 

中国传统有送子观音，原来非 

洲也有送子雕像。想要怀孕吗？ 

来摸一下，愿您心想事成！ 

吞蛇人 

约翰是美国加州威尼斯海滩 

的一位杂耍艺人，曾经在里 

普莱先生主持的电视节目表 

演过。他可以让训练过的长 

蛇从他的鼻子爬进去，再从口里爬出来。 

 

恐龙蛋 

这是真正的恐龙蛋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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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眼人 

古时候中国山西有一个叫刘冲的 

人，天生每只眼睛都有两个瞳 

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四眼人。 

虽然和别人不同，他却在公元 

995 年担任了山西总督和地方大臣。后来因为 

与太后私通生下了儿子，还企图夺取王位。 

刘冲的例子非常罕见，但并不是唯一的一宗。 

世界医疗科学记录也有同类个案的记载。里 

普莱先生本人 1931 年在美国肯塔基州的米尔 

斯也亲身遇见过一个名叫亨利翰的四眼人。 

世界最高的人 

 

 

世界最高， 

和他比比！ 

             踩在脚印上 

             他就站起来！ 

罗伯特·瓦德罗是一个 1918 年出生在伊利 

诺伊州的美国人，是有史记录以来最高的人。 

他的家人都是正常的平均高度，出生时他虽 

然个头比较大，但还是属于正常。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的脑垂体出现了异常，荷尔蒙的 

失调令他迅速地长高。在他 22 岁去世时， 

身高已经达到了 2.72 米，重 199 公斤，比 

中国的著名篮球运动员 2.26 米高的姚明还 

要高 46 公分。中学毕业后，瓦德罗曾经报 

考舒特尔夫学院，希望修读法律，但他过高 

的身材，令他走路很不稳，需要拄着拐杖， 

否则他可能会摔倒在地上。他的双脚感觉很 

差，手拿笔写字也不容易。18 岁的时候他跟 

着林林兄弟马戏团去表演，从此成为了名人。 

20 岁的时候，他为一家国际造鞋公司做推广， 

鞋公司免费提供鞋给他作为报酬，这些鞋款 

至今还摆在美国多个地方陈列，包括勒丁顿 

的斯奈德鞋店，马尼斯蒂，密歇根州和奥尔 

顿历史与艺术博物馆。1940 年 7 月 4 日在 

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因为拐杖出事而令他 

的脚腕受伤，伤口后来受到感染，在出事之 

后的第 11 天，也就是 1940 年 7 月 15 日，他 

在睡眠中离世，终年 22 岁。举办丧礼时有 

3 万多人来向他告别。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 

个半吨重的棺木里，上面用混凝土修建了一 

个半圆形的墓穴，以防被人盗墓。他用过的 

物品和收藏品，也被他的家人全部烧毁，以 

免日后被公开展览。 

中式落地灯 

这是里普莱先生摆在纽约豪华公寓 

入口的一对华丽中式落地灯其中的 

一盏。中国是里普莱先生一直最喜 

欢去的国家。在他去世的时候，摆 

设在他纽约三间住所的东方艺术收 

藏品一共超过了 2000 多件。 

玉石千手佛 

这尊精致的玉石千手佛是里普莱先 

生在中国广州买的，重达 300 磅， 

相当于 136 公斤左右，它是里普莱 

先生存放在纽约 10 卧室豪华公寓 

里，数以千计的东方艺术收藏品其中的一件。 

千手佛的每一只手都是精雕细凿，形态各异， 

象征着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 

蓝面人 

古时中国陕西有一个叫符青的人， 

出生时脸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且一 

生都没有改变过。 

蓝皮肤是因为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高铁 

血红蛋白症而导致的。全球最著名的病例是 

1800 年至 1960 年间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富盖 

特家族。第一代从法国移居到美国的孤儿富盖 

特先生在当地结了婚，没想到夫妻两人都是异 

常基因的携带者，7 个孩子当中有 4 个是蓝皮 

肤，这一异常基因一直遗传给了 6 代后人，到 

了 1982 年，他们的皮肤都几乎变成了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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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棺材 

安南·塞迪是非洲国家加纳首都 

阿克拉的一位棺材制造商。他有 

30 多种不同款式的棺材给客人挑 

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房车和货 

车。所有定制的棺木款式都是反 

映了死者生前的职业与社会地位，每年制成棺 

材大概是 100 副，而奔驰车是最多人定制的款 

式。定制棺木最低价格从 400 元起，相当于当 

年加纳人一年的平均收入。安南·塞迪的梦幻 

棺材系列在全球多个艺术馆都有展出，其中包 

括十几个【 信不信由您】 的博物馆。 

互动区 –  海盗之歌 

喂，过来！要不要听我讲故事或 

者听我唱歌？ 

我呢因为犯了海盗罪，所以被关 

在这里。哎，不说啦！您就按着 

绿—红—蓝—黄的顺序拉不同颜 

色的链子吧，看看有什么惊喜！ 

不幸之轮 

这是 1550 年至 1750 年间 

德国使用的行刑工具。犯 

人被绑在上面从山上推到山下直到死亡为止。 

德国早期的国王文策尔非常好奇被处死犯人的 

心态，总是自己亲手执行。遇到因为胆怯而失 

败的行刑者，一律都会被他斩首。 

加瓦罗人缩头术 

加瓦罗是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印第 

安人部落，曾经以缩头术而著称。 

他们杀死敌军的俘虏之后，将头 

颅进行加工，经过去骨肉，填充缝 

合，加热干燥等繁琐的处理，最后把它变成 

一个微型头颅。尽管今天这种习俗已经废除， 

但这个部落依然存在，它就在南美洲的东部， 

比瑞士的国土面积还要大。 

弗拉德三世 (1430 – 1476) 

是英国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塑 

造的著名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创 

作原型。他是 15 世纪中期统治巴 

尔干地区的一名暴君。早年为了 

与国力强盛的邻国结盟，他被父亲送到土耳 

其做人质。在父亲和兄长被暗杀后，他返回 

公国平定内乱，杀死了大批不服的诸侯伯爵。 

他的残暴令人发指。在一次晚宴的聚会，他 

就烧死了公国内所有的乞丐。严酷的串刺之 

刑将 1 万名土耳其战俘活活刺死。在他短暂 

的 46 年一生中，被他杀死的人数超过 10 万 

人。虽然他赢取过无数场战役，但还是敌不 

过强大的土耳其，最后公国沦陷，他本人也 

被俘虏及斩首，从而结束了颠沛流离，充满 

战争与仇恨的一生。 

巴东女人 

缅甸有一个巴东族部落，女人以长 

脖子为美。女孩从 5-6 岁起，便开 

始套上铜颈圈，一年套一个，令脖 

子越拉越长，最长的脖子达到了 

70 公分，颈圈加到 25 个为止。洗 

澡的时候，她们只能把稻草塞进铜 

圈内像拉锯一样的擦洗。为了生活，她们套上 

了一副沉重的枷锁，向世界展示着残酷的美。 

 

           互动区 

      拿一下看看有多重！ 

 

 

         互动区 

      摸一下它的脸！ 

 

 
 

         互动区 

    摸摸屏幕看有什么！  

 

 

       互动区 

    幻彩旋转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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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棉画艺术 

不用油彩！不用涂料！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残疾癌症康复者海蒂·胡珀创作的 

这幅音乐家雷·查尔斯的美妙肖像，用的全是干衣机留下的皮棉，100% 的回收材料 

艺术品。 

大师之作 

伊丽莎白·泰勒的埃及艳后扮相，鲍里斯卡洛夫的科学怪物和杰克·尼科尔森的 

“ 闪灵” 模样 –  全部都画在了这细小的鹌鹑蛋壳上。 

最后的晚餐 

日本京都艺术家忠彦小川擅长用面包去复制世界名画。这是他 1985 年完成 

的达芬奇名作“ 最后的晚餐” ，一共享了 280 块烤过的普通白面包，也是 

他 40 多幅名画复制品系列其中的一幅。 

画家的外套 

一件柔软，陈旧还带有油漆的旧外套，您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吧！其实这是一件全 

新的皮外套，从来都没有穿过，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皮做的，不信吗？您摸摸看！ 

是不是很硬？没错！它是用一整块硬木雕出来的，包括拉链，纽扣还有衣架。整 

件作品由美国弗罗里达州的艺术家费沙·史密夫创作而成，耗时 100 天，重达 40 

磅，等于差不多 20 公斤。 

奥黛丽·赫本 

奥黛丽·赫本是历史公认的好莱坞大美人之一，她在 1961 年奥斯卡获奖影片“ 蒂 

凡尼的早餐” 中扮演的角色，被公认是她的经典形象。这是富有创意的美国佐治 

亚州艺术家爱莉卡·西蒙斯在她称为“ 魔鬼机器” 的创作系列中，用电影胶卷创 

作的明星肖像画其中的一张。爱莉卡还用录音带创作了其他音乐家的肖像画。 

澳洲贵妇人 

由澳洲著名演员巴里·汉弗莱斯男扮女装塑造的贵妇人形象家喻户晓。一头紫 

银发，一副猫眼镜，珠光宝气，富贵逼人，他是澳洲大名鼎鼎的喜剧明星。这 

是家住黄金海岸罗宾纳区的艺术家伊万专门为我们奇趣馆创作的作品。除了这 

尊贵妇人的半身像，还有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的肖像，每个作品都需要耗费 

几公里长的铁丝才能完成。 

火柴模型大教堂 

这个用火柴砌成的教堂是新西兰基督城大教堂的翻版模型，由昆士兰州阳 

光海岸玛鲁奇镇的“ 火柴奇神” 艺术家莱恩·休斯设计创作，历经一年才 

完成，造工细腻，连玻璃窗上的花纹也清晰可见。真实版的基督城大教堂在 1864 年动

工，17 年后开放，再过了 23 年也就是 1904 年才全部完成。不幸的是后来受到了多次地震的影响， 

尤其是 2011 年 2 月的大地震令教堂损坏严重，需要大整修之后才能重新恢复使用。 

                                 互动区 

                        单击按钮，看看有趣的自己！ 

  放映区：如果说展品和实物只是展示了里普莱先生的收藏品，那么影片就是里普莱当年 

          的真实体验记录。20 分钟的影片欣赏，会令您感到不可思议！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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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先生 

南非的波比·布莱克先生合法地买了一副鳄鱼牙

给自己装上了假牙。他说牙齿 

非常锋利，可以轻松地咬烂最难嚼的鳄 

鱼肉，而波比最喜欢吃的正是鳄鱼肉！ 

总督汤姆·唐姆博 

查尔斯·舍伍德斯特拉顿 1838 

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 

木匠的家庭，身材只有 3’4”高， 

相当于 1 米多一点。5 岁的时候被著名艺人经纪 

人巴纳姆看中开始合作，以总督汤姆·唐姆博作 

为艺名在美国做第一次巡回演出，表演以扮演 

名人政要为主,演出非常成功。随着年龄增长， 

他的表演更加丰富，除了歌舞，滑稽戏，还有 

杂耍，让他成为了当年最著名的侏儒明星。 

除了拥有豪华游艇，赛马和摆满迷你古董家具 

的豪宅之外，他还受到了英国，法国，西 

班牙和比利时皇室的接见，名副其实的名 

利双收。他所到之处都被狂热的粉丝包围， 

三年之中被超过 300 万名女粉丝亲吻过。 

1863 年 2 月 10 日 25 岁的总督汤姆和另外一位 

女侏儒拉维妮娅结婚，这就是当年他们的结婚 

照。婚礼在纽约市的格蕾斯圣公会教堂举行， 

并在大都会酒店办了婚宴，出席的人数达到了 

5000 人。1883 年总督汤姆突然去世，终年 45 

岁，由于当年医疗技术水准有限，人们无法确 

定导致总督汤姆突然去世的原因。丧礼举 

办的时候，有 2 万多人前来参加。他的经 

纪人巴纳姆买了一尊和总督汤姆真人一般 

大小的石雕作为他的墓碑。 

三寸金莲 

古时中国的富裕人家女孩，3 岁开始就要

扎脚，脚型以不超过 3 寸长，外貌像莲花

为最美，所以有 3 寸金莲之称。 

莎拉唇碟 

非洲国家乍得有一个莎拉族部落，女人们

很小就会在嘴唇上打一个洞，随着年龄增

长以后，就会把一个木碟塞进洞里，目的是为了减低女孩 

的相貌吸引力，以免受到骚扰和袭击。 

卫生纸婚纱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婚礼主办公司 Cheap 

Chic Weddings 每年都会主办一个卫生纸婚纱

比赛，由百年字號卫生纸制造商 Charmin 提供

赞助。参赛者只能用卫生纸，胶水或胶纸，设计出如同王

薇薇 品牌般的个人婚纱作品。这是来自加拿大安大 

略省凯瑟琳的参赛作品，并获得 2009 年第 4 届比 

赛的第 4 名。 

驴面女士 

格蕾丝·麦可丹尼尔斯是 1888 年出生 

在爱荷华州的美国人，她是一位活跃的 

公众人物，但她常常抱怨被人称为世界 

上长得最丑的女人。不过她出现的时候，确是把 

人吓了一跳。虽然她的相貌古怪，但有不少人向 

她求婚。后来她结婚还生了一个儿子。成年后她 

的儿子还成了她的经纪人，陪伴她到处去演讲， 

直至 1958 年她去世为止。去世后她被安葬在居住 

地弗罗里达州，她的墓地也成为了弗罗里达州的 

一个地标建筑物。 

核桃壳雕刻微型马桶 

美国俄亥俄州的比尔先生 

在妻子去世后，便爱上了 

雕刻，开始是用木雕，后 

来喜欢用果壳雕。这是他 

用普通的削笔刀完成的作品。他还写过一 

本书叫“ 壳雕艺术” 与读者分享几十种不 

同的壳雕方法和作品，而他本人最喜欢的 

就是核桃壳雕刻。 

 

          互动区 

       穿越镭射区！        

 

一针穿 136 条线 

信不信由您！华盛顿市的查理斯·维斯

先生，没有使用眼镜或任何的放大仪器，便把 136

条线穿进了这一个针眼。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CN&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au&sl=en&u=https://en.wikipedia.org/wiki/Bridgeport,_Connecticut&usg=ALkJrhhpnccG5oM_PRt2sXhxc2tpISd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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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艺术 

信不信由您！这幅图画是艺术家布迪尼克

全部用手动打字机创作出来的！ 

天皇巨星 (1958 – 2009) 

这幅独特的天皇巨星肖像是美 

国俄亥俄州艺术教授费朗兹的 

杰作，名为“ 狂人” 。费朗兹 

先用电脑设计，再把 10 种不同 

颜色的 12784 粒口香糖放进塑料管，然后再把 

这些塑料管排列成为这幅图画。这张图在 2009 

年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不久首次亮相。费朗兹还为 

许多名人做过类似的肖像画，包括美国奥斯卡获奖 

男星约翰韦恩，奥巴马总统，还有里普莱先生本人。 

鲸鱼椎骨 

这是里普莱先生 1937 年在阿拉斯 

加买的一块座头鲸鱼大椎骨。在寒冷的北

极地区，木材非常稀有，生活在阿拉斯加地区的因 

特纽人都是用鲸鱼的肋骨做栏栅柱，鲸鱼的颚骨做门

框，鲸鱼的椎骨做凳椅。一条成年的鲸鱼，一口就可以

吞下两部货车那么多的食物。 

口吞 27 剑铜像 

这是澳洲穆维伦巴小镇艺术家布雷 

特·威廉斯创作的一尊铜像，呈现 

的是有“ 太空牛仔” 之称的澳洲特 

技人车尼·侯根 2008 年在都柏林和爱尔兰表演口吞 

27 剑的惊人场面！车尼利用冥想和内功结合的方法去

完成了这一壮举，并打破了他自己原来创下的 18 

的世界纪录。车尼·侯根 1978 年出生在靠近黄金海岸南

边的著名旅游小镇拜伦湾，以杂耍，表演绝技和 

怪人秀而著称，是澳洲著名的街头表演艺术家。 

他曾经获得多个街头表演世界冠军，是 38 项 

健力士世界记录的创造者，也是澳洲最多世界 

记录的打破者。 

世界最古老的啤酒厂 

这里展示的是德国维森啤酒瓶和瓶 

垫。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维森 

啤酒厂是世界当今最古老的啤酒厂。啤酒厂从 

1040 年开始，至今还在继续生产。除了保留 

沿用千年流传的酿制方法之外，工厂也加进了 

现代化的生产环节，以便提高效率。 

早在公元 768 年，啤酒厂所在的天主教修道院 

就已经和附近一家啤酒花种植园开始合作酿制 

啤酒。他们坚持纯净的酿制理念，就是只用大 

麦，啤酒花和水去酿造，令他们盛名远扬。后 

来巴伐利亚酿酒学院搬进了唯森，还并入了慕 

尼克大学，让唯森成为了世界酿酒业高手的诞 

生地。现在唯森啤酒厂使用的徽标就是当初巴 

伐利亚王国的国徽，说明了唯森在当时啤酒界 

所占的绝对主导地位。 

超级胖子 

1944 年出生的美国纽约沃尔特· 

哈德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超级胖 

子。他平均一天要吃 2 盒香肠， 

半公斤熏肉，12 只鸡蛋，1 条面包，4 个巨无霸，4 个

芝士汉堡，8 大盒薯条，3 块火腿牛排或者是 2 只鸡，

4 个烤土豆，4 个红薯，4 个西兰花，还要喝将近 

6 公升的苏打饮料。1987 年的时候，他的体重是 

1400 磅，相当于 635 公斤，腰围是 302 公分宽。 

在卧室度过的 27 年时间里，他减掉过 600 磅， 

但在 1991 年去世时，他的体重依然达到 1025 磅， 

将近 465 公斤。他去世后，纽约消防队要在他卧室 

的墙上凿开一个 1.8 米乘 1.2 米的大口，才能把他 

的遗体搬出去。他是世界医疗史上第六最肥胖之人,，

也是世界最大腰围的健力士保持者。 

狼面人 

出生在俄罗斯的乔乔，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

基因疾病，全身长满了柔软的毛发，脸上的

毛甚至超过 18 公分长。多年来他都是跟随

着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到处去巡回演出。 

瓷拖鞋 

在世界很多地方，上完厕所之后洗脚和

洗手是同样的必要，尤其是使用蹲的厕

所。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日本北方和中

国一些地方，便设计了这一种可以保持双脚 

干净的蹲厕。 



 

           互动区                      出口 

           互动区 

      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巨型水牛角 

周游列国去寻珍探宝是里普莱先生 

毕生的爱好。这是 1933 年他在南非 

购买的一对巨型水牛角。 

           互动区 

       坐在大王的旁边! 

      

太阳花 

咋眼一看，是不是有点像莫 

奈大师的油画？其实这是一 

幅完全没有使用油彩和涂料 

的图画。家住美国迈阿密的 

费德里科·乌里韦是一位哥伦比亚的

世界著名画家，他利用削尖的儿童画笔和蜡 

笔，根据不同的角度拼插成了这幅 【 人在 

太阳花丛】 的图画。这是他在世界各大艺 

术馆展出的著名作品系列其中的一幅。除了 

用画笔蜡笔之外，他还用彩色鞋带，别针和 

电线等材料去组画。 

          互动区 

看看箱里有什么! 

 

          互动区 

  神秘之门: 能打开吗？ 

  好像很难，其实很容易！ 

  

         互动区  

         射击台 :  

   澳币 1 元/盘 = 25 发 

 

     知道水是如何倒流吗?  

            想一想! 

互动区 – 梦幻舞蹈室  

 

这是一个互动视频，它 

利用了最先进的摄影技 

术，电脑图像处理和投 

影系统，把您所做的各 

种动作变为一幅 1600 

万种不同颜色的巨型动画。 

来吧！为自己创作一幅值得留念的艺术品吧！ 

蜥蜴人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埃里 

克·斯普拉格用了 14 年 

的时间，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蜥蜴人。他把身体从头

到脚都纹上了绿色的鳞片，在前额植入了填充物，还

改成了獠牙和分叉舌头。除了异常的外表之外，埃里 

克也具有特异的表演功能。他可以用胸肌和 

腹股沟夹着铁锤打碎水泥板，还可以把开瓶 

器从鼻子塞进去，再从口里拉出来等等，他 

在很多电视台表演过节目，是一个很受欢迎 

的著名杂耍艺人。 

 

世界之大，万物之多，有许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存在，有许多不可思议的 

人与我们生活共存。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地球村的文化，让我们相互了解，彼此包 

容。人类是独特的，世界是共享的，直到永恒！ 

 

                     感谢您参观游览【 信不信由您】 奇趣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