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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nsign beedrill   

Chickasaw Bricktown棒球场 

"俄克拉何马州RedHawks的家"

在俄克拉荷马城的Redhawks的家乡Chickasaw Bricktown棒球场享受棒球的夜
晚。容量为13,066，拥有独特的座位方案，球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
比赛。球场现代化，拥有顶级的功能，如百万美元的大帐篷，一个最先进的
视频板和整个公园的电视监视器。客人可以在一袋新鲜烤制的花生中咀嚼，
或在俯瞰着田野的餐厅Coach's餐厅享用全餐。

 +1 405 218 1000  www.milb.com/team1/page.jsp?ymd=
20070407&content_id=203603&vkey=t
eam1_t238&fext=.jsp&sid=t238

 2 South Mickey Mantle Drive,
奥柯赫玛城 OK

 by 2246794   

老球公园 

"记得好日子"

对于所有的棒球运动员来说，对于那些你想要的人来说，去看看这个2000平
方英尺，几乎有20年历史的西北部的体育纪念品店。你会发现亲笔签名的球
和交易卡，照片和更尊重你最喜欢的运动英雄。如果你爱运动，但是你的孩
子进入宠物小精灵，你可以在这家商店满足你的激情，同时也为婴儿提供Bea
nies。

 +1 405 949 2255  www.oldballpark.com/  oldballpark@coxinet.net  3114 Northwest 23rd
Street, 奥柯赫玛城 OK

 by Vox Efx   

俄克拉何马州铁路博物馆 

"铁马的乐趣"

Ferroequinology的字面意思是“铁马学习”，对那些爱火车的人来说，OKC
铁路博物馆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在这里，火车爱好者可以看到不合时宜的餐
饮或普尔曼汽车，货车，蒸汽机以及与美国铁路有关的所有事情。从四月到
九月，游客可以从奥克伍德车站乘坐实际的火车到附近的动物园，或者到市
中心，骑车时间通常约35分钟。博物馆还可以作为生日派对和其他主题活动
的场地，特别是在假期，万圣节等。查看网站的详细信息和价格乘坐火车。

 +1 405 424 8222  www.oklahomarailwaymuse
um.org/

 chuck@oklahomarailwaymus
eum.org

 3400 Northeast Grand
Boulevard, 奥柯赫玛城 OK

 by Nietjuh   

乐高商店 

"创意玩具"

自从1932年创立以来，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一直在建设和玩乐高乐。俄克拉何
马城的商店里充满了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乐高乐器组合，从儿童可以放在一起
的模型组合到他们可以用来制作自己喜欢的构建模块的桶中。收藏家也可能
想要拿起一些进入商店的限量版作品。

 +1 405 840 9993  www.lego.com/en-us/stores/store?
store=penn-square-mall

 1901 Northwest Expressway,
奥柯赫玛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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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rian Wright   

威尔罗杰斯公园及花园中心 

"停止和嗅到玫瑰"

威尔罗杰斯公园及花园中心包括Ed Lycan音乐学院，Charles E.
Sparks玫瑰园，Margaret Annis男孩植物园和威尔罗杰斯展览中心。整个公
园是一个真正的景观，它的郁郁葱葱的绿色领域，涵盖了超过130英亩的植物
奇迹遍布各处。游客和居民总是在温暖的夏日晚上观看日落或悠闲漫步。对
于更多的运动活动，公园还包含一个飞盘高尔夫球场，这是俄克拉何马城网
球中心的位置。

 +1 405 943 0827  3400 Northwest 36th Street, 奥柯赫玛城 OK

 by liberalmind1012   

俄克拉何马城动物园 

"狂野的娱乐"

OKC这个动物园一直被评为美国最好的动物园之一，拥有近3000种动物，绝对
是最大的动物园之一。一些特色展品包括猫森林和狮子俯视，在其中你可以
看到狮子，老虎，美洲豹和豹子。 “大逃亡”展示了大猩猩，猩猩，黑猩猩
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生活。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是Aquaticus，这是一
个拥有海豚和海狮奇观的水族馆。动物园在社区也非常活跃，为所有年龄的
人提供自然课程，实验室，旅游和“Zoomobiles”。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客
人通常会在动物园圆形剧场的星空下欣赏秀。

 +1 405 424 3344  www.okczoo.com/  guestrelations@okczoo.co
m

 2000 Remington Place,
奥柯赫玛城 OK

 by JOSHUA COLEMAN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银河家庭娱乐 

"注意游戏玩家"

银河吹捧自己作为一个大孩子的高档玩具店，和男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玩
具来诱惑你。台球桌是这里销售的最受欢迎的项目，有30多种桌子可供选择
，包括汉诺威，帕拉第奥，宾利和齐本德尔。许多配件也在手边，比如有趣
的新奇设计和专业线索。运动爱好者有桌上足球和空气曲棍球台，传统主义
者使用弹球和飞镖，甚至还有像老式自动点唱机和复古可口可乐饮水机那样
的复古作品。

 +1 405 947 6565  www.galaxyhomerecreatio
n.com/

 salesgalaxyokc@coxinet.n
et

 4335 West Reno Avenue,
奥柯赫玛城 OK

 by allisonmeier   

科学博物馆俄克拉荷马州 

"科学，艺术和花园"

科学博物馆俄克拉荷马州是一个天文馆和一个巨大的70英尺直径的圆顶剧场
，除了其他动手，互动画廊学习中心。一些博物馆画廊包括俄克拉荷马州航
空和航天名人堂，柯克帕特里克航空航天博物馆和国际体操名人堂。航空航
天博物馆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航空纪念品收藏品之一。除了展览，博物馆还
可以举办生日派对，公司活动，甚至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全年的几次短途旅行
和日营。检查网站的更多细节和完整的事件日历。

 +1 405 602 6664  www.sciencemuseumok.org
/

 jtabor@sciencemuseumok.o
rg

 2020 Remington Pl,
奥柯赫玛城 OK

俄克拉荷马城西Residence Inn酒店 

"生活套房"

入住这里后，你不会想回家。就像在家一样，你将有一个完整的厨房，你需
要修理晚餐的一切，但你有人愿意跑到杂货店吗？在家里你有自己的卧室，
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洗衣服吗？在这里，你呢。所有客房均
设有设备齐全的厨房，豪华床单和拉出式沙发床。

 www.sonesta.com/us/oklahoma/oklahoma-city/sonesta-  4361 West Reno Avenue, 奥柯赫玛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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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orto Bay Trade   

塔酒店俄克拉何马城 

"西北高速公路上的优雅"

这家酒店位于西北高速公路旁，靠近I-44，Hefner Parkway大道，百老汇大
街和I-35公路。凭借优良的商业设施和服务，这是商人留下来的好地方。每
个房间都优雅，但舒适的装饰，并配备了所有现代化的便利。您可以在酒店
内的餐厅和酒吧闲逛，这是当地人热门的聚会场所。

 3233 Northwest Expressway, 奥柯赫玛城 OK

 by MIKI Yoshihito.   

学习树 

"学习盛世"

玩具狂热正在Nichols Hills这个大型的高档玩具店里。两位老板都是蒙台梭
利教师，专门教育年轻人，他们选择的产品反映了这一点。你不会在这里发
现任何令人不快的麻烦，只是伟大的玩具来激发你的孩子的想象力。忠诚的
客户喜欢这个商店按年龄组织的方式，他们喜欢他们在这里找到的不同寻常
的品牌。从工艺品到拼图和游戏，从科学和自然产品到玩偶和木偶，这家商
店全都拥有这一切。

 +1 405 848 1415  7646 North Western Avenue, 奥柯赫玛城 OK

 by kristina sohappy   

Earlywine公园 

"在户外活动的一天"

在Earlywine公园体验俄克拉何马州美好的天气。家庭可以在午后野餐，在游
乐场玩耍。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备受好评的高尔夫球场是一个值得欢迎的
挑战。此外，场地内还设有一个网球中心和一个足球和垒球场。如果你喜欢
单独的活动，可以在公园一英里的路上慢跑。如果锻炼不在你的脑海中，只
需舒舒服服地享受西南部的日落。孩子们将可以享受位于公园内的Earlywine
游泳池和水上乐园。

 +1 405 691 5430  3101 Southwest 119 Street, 奥柯赫玛城 OK

 by natalie419   

边境城市主题公园 

"在边疆"

在这个西方主题的游乐园里，有全家的游乐设施和景点。从惊险游乐设施到
水上滑梯，演出，游戏和音乐会，这个公园并没有留下任何乐趣。让小朋友
们玩保罗·本·尼安（Paul Bunyan）的“小小的木材小镇”（Tiny Timber 
Town），大人们在四个过山车中的其中一个上狂野，或者全家一起下来“叛
徒之流”（Renegade Rapids）。查看网站，了解谁在每个夏季都有传奇艺术
家和其他季节性活动的户外音乐会系列。

 +1 405 478 2140  www.sixflags.com/frontiercity  11501 N I-35 Service Road,
奥柯赫玛城 OK

 by dbking   

66号公园 

"得到您的踢"

66号公园坐落在美丽的Lake Overholser湖畔，其主要特色是三层赛勒斯埃弗
里观景塔，俯瞰着风景秀丽的湖泊。这个公园是这个城市公园系统中最大的
一个，为全家人提供了很多有趣的活动。除了上述塔之外，还有一个小露天
剧场，步道，池塘和滑板公园。不要忘了在访问前后在广场看看“母亲之路
”的历史地图，它显示了伊利诺伊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34个地标。

 +1 405 297 2211  9901 Northwest 23rd Street, 奥柯赫玛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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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are_SMC   

马丁公园自然中心 

"远足！"

马丁公园为俄克拉荷马城的居民提供了一点自然的喘息之地，其中有近3英里
的足迹遍布厚厚的树叶和大量的当地动物。游客可以预定描述该地区自然历
史的自然导游，也可以独自前来享受宁静。无论是哪种选择，公园都有告诉
你关于本土植物和动物的信息。其他一些轻松的活动包括在淡水池喂养乌龟
，或花点时间观鸟。孩子们的亮点包括“草原犬城”和“松鼠天文台”，都
是信息和乐趣。无论您是单身还是与家人在一起，漫步在公园的下午是放松
的好方法。入场是免费的。

 +1 405 755 0676  www.okc.gov/departments/parks-re
creation/martin-park-nature-
center

 5000 West Memorial Road, 奥柯赫玛城
OK

 by Public Domain   

快速牧场克莱兹代尔中心 

"优秀的马"

很少有动物比克莱德代尔马更宏伟。现在，您可以在新的快速牧场与这些生
物亲密接触。在这里，14 Clydesdales住在一个翻新的谷仓，可以追溯到大
萧条时代。这个传统的西方家园也为游客提供了该国品种及其历史的历史背
景。在礼品店陈列的是手工制作的皮带，用于展示Clydesdales。拿到纪念品
，当你在那里，这是一定要做一个难忘的礼物。入场是免费的。

 +1 405 350 6404  www.expressclydesdales.com/  12701 West Wilshire Boulevard,
Yuk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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