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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传送带 

"穿上孩子们"

旋转木马位于招商广场的中心地带，专门从事童装，从婴幼儿到青少年的各
种尺寸。随着300多个不同的服装标签可供选择，你一定会找到你正在寻找的
物品。无论是新生儿的休闲装，还是青少年的漂亮裙，旋转木马都可以为你
的孩子的衣橱增添一点儿天赋。

 +1 757 229 1710  www.carouselchildrens.c
om/

 info@carouselchildrens.c
om

 420 Duke of Gloucester
Street, 威廉斯堡 VA

 by "Porto Bay Trade"   

林地酒店及套房 

"有趣的家庭度假"

兀兰酒店和套房是一个孩子友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孩子只有'有趣的入住区'
，一个飞溅公园，在那里孩子们可以探索一个海盗船，和大量的其他设施，
将保持小孩娱乐。当然，大人们在留在兀兰时也会有乐趣 - 有游泳池，网球
场和酒吧。这家酒店坐落在威廉拉姆斯堡殖民地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它只
是一个很短的步行到游客中心和许多令人兴奋和迷人的景点威廉斯堡所提供
的。酒店还提供免费班车服务，可以在城镇周围进行，宠物友好，这意味着
你的毛茸茸的朋友可以享受和家人度假一样的乐趣。

 www.colonialwilliamsburghotels.com/  105 Visitor Center Drive, 威廉斯堡 VA

威廉斯堡假日酒店及套房 -
历史性的门户 

"一个酒店品种"

无论您是带着孩子去探索威廉斯堡殖民地的奇迹，还是仅仅在这个美丽的商
业小镇，这家酒店都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建立的24小时商务中心有所有旅
行业务人员可能希望的设施。与此同时，如果您正在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小
镇，您将会很高兴地知道殖民地威廉斯堡这个生机勃勃的博物馆距离酒店只
有很短的步行路程或车程。当你回到酒店，一定要在室内游泳池畅游，并在
现场餐厅吃点东西，在那里孩子们可以免费用餐。

 www.ihg.com/holidayinn/hotels/us/en/williamsburg/
wbgbr/hoteldetail

 515 Bypass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Booking.com 

温德姆爱国者地方度假村 

"主页远离家乡"

温德姆爱国者地方是家庭希望体验历史威廉斯堡奇迹的完美住宿。度假酒店
距离迷人的殖民地威廉斯堡不到1英里，那里是该国最大的生活博物馆，也是
探索迷人的地方。当您不在外面探索的时候，您可以在室外游泳池放松身心
，或在度假村的古朴湖泊旁边享受野餐。度假酒店的每间一室，一室和两室
套房均设有部分厨房以及可在晚上前放松的电视。无论您在秋季树叶变换时
还是游览威廉斯堡，还是在夏日的阳光下漫步，您都一定会喜欢您在古色古
香的温德姆爱国者之地的入住体验。

 www.patriotsplaceresort.com/  220 House of Burgesses Way, 威廉斯堡 VA

https://unsplash.com/photos/x_XipCfA3Qc
https://unsplash.com/photos/x_XipCfA3Qc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by "amboo whoo?"   

海盗的小海湾 

"绿色的航海历险"

探索沉船，徘徊在瀑布之上，寻找金矿 - 所有的高尔夫俱乐部都在手中。海
盗湾提供18洞的海盗为主题的迷你高尔夫，肯定会令所有年龄段的球员感到
高兴。这个赛道通过完美策划的海盗场面，包括一个巨大的海盗船“头顶”
发射大炮。

 +1 757 259 4600  www.piratescove.net/locations/vi
rginia/williamsburg/

 2001 Mooretown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Booking.com 

温德姆金斯盖特度假村 

"美妙的威廉斯堡"

温德姆金斯盖特度假村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虽然您可以
前往该地区探索具有历史意义的威廉斯堡 - 距离酒店不到一英里（1.6公里
），您可能最终只能住在两个游泳池，热水浴池，迷你高尔夫球场和电影院
，而不是在度假胜地。当然，来威廉斯堡的主要原因是体验这个地方的殖民
历史。随着附近的历史战场，各种各样的餐馆样品，和迷人的招商广场探索
，你一定会忙于您的这个古朴的城市之旅。

 www.kingsgateresortwilliamsburg.
com/

 info@kingsgateresortwilliamsburg.
com

 619 Georgetown Crescent, 威廉斯堡
VA

 by Public Domain   

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 

"奇怪＆Odder"

游客来这里检查人类提供的最离奇的文物。从缩小的头到奇怪的人的详细复
制品，有一些令人着迷的，并使每个博物馆的顾客吓坏了。许多显示器是交
互式的，而另一些显示器便于声音和视频保持有趣的事物。四维剧场是一个
惊喜，你不会很快忘记。检查网站的更多细节。

 +1 757 220 9220  www.ripleys.com/william
sburg/

 fun@williamsburgripleys.
com

 1735 Richmond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Booking.com 

温德姆总督的绿色度假村 

"公寓在历史的区域"

温德姆总督的绿色度假村提供一个或两个卧室的公寓配备了一切你可能需要
使您在威廉斯堡逗留方便和愉快。度假酒店拥有室内和室外游泳池以及热水
浴池，网球场和日间水疗中心，靠近威廉斯堡所有迷人的景点。历史爱好者
将很高兴知道威廉斯堡殖民地只有2.5英里（4.02公里），而孩子们将乞求前
往布希花园和美国水乡。

 www.extraholidays.com/williamsburg-
virginia/wyndham-governor-green.aspx

 4600 Mooreown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Julian Hochgesang" on 
Unsplash   

历史的Powhatan手段 

"温馨的历史"

隐藏在256英亩的美丽的弗吉尼亚州林地，历史性的波瓦坦度假村肯定会满足
所有年龄段的客人。经过修复的庄园建于1735年，为客人在后院提供了一段
历史。当然，威廉斯堡以其历史而闻名，住在度假村的客人不应该错过探索
城市迷人的景点。希望休闲观光的客人可以使用室内和室外游泳池，热水浴
池以及健身中心和网球场。一定要在度假村的餐厅吃早餐，在那里你可以享
受新鲜的食物，而度假村自己的“玛莎华盛顿”讲述有关周边地区的迷人故
事。

 www.diamondresortsandhotels.com/
Resorts/The-Historic-Powhatan-
Resort?mkc=GOOGLEUS

 TheHistoricPowhatan@diamondresort
s.com

 3601 Ironbound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Booking.com 

国王的小河种植园 

"舒适的小屋"

在迷人的威廉斯堡坐在自己的门廊上享受夜晚的空气。国王溪种植园提供三
种不同类型的小屋，小镇和庄园的私人住宿。所有的住宿是为了看起来好像
它是与其他殖民地威廉斯堡，虽然度假村提供的设施是尽可能现代化。您可
以在室内或室外游泳池畅游，或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国王溪种植园适合任何
规模的团体或家庭。根据派对中的人数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房间的套房。
如果您和孩子一起旅行，一定要花一天的时间去探索水乡国家公园，这里距
离金溪种植园有很短的步行路程。

 www.kingscreekplantation.com/  191 Cottage Cove Lane, 威廉斯堡 VA

 by Public Domain   

总理奥特莱斯威廉斯堡 

"激情购物的力量"

威廉斯堡的Prime Outlets提供高档的折扣店，拥有100个设计师和名牌直销
店。每天节省25％到65％的费用。商店包括阿迪达斯，美国之鹰，香蕉共和
国，巴恩和身体工程，巴宝莉，教练，冷水溪，Crabtree＆伊夫林，埃迪鲍
尔，差距，哈利和大卫，欧舒丹，L.L.豆，林地等等。访问他们的网站优惠
券和商店，销售及活动等的完整列表。

 +1 757 565 0702  www.premiumoutlets.com/
outlet/williamsburg

 kathie.strauss@simon.com  5715-62A Richmond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jarmoluk   

水国家美国 

"超级飞溅"

在这个美丽的水上乐园里，您可以滑动，飞溅，游泳，畅游心灵，为儿童和
家庭提供数英亩的游乐设施。拍下喷射尖叫声，四个扭曲和转向的水槽，以2
5英里每小时415英尺的速度将你送入水池。在Aqua X-treme休息一下，这是
公园的高级潜水和体操表演。或者，也许是漂浮在Aquazoid上，这是世界上
最大的特殊效果的筏子，穿过黑暗的隧道和水幕，带有激光图像和令人毛骨
悚然的声音效果。开放时间季节变化 - 查看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1 757 229 4386  buschgardens.com/williamsburg/wa
ter-country-usa/

 176 Water Country Parkway, 威廉斯堡
VA

 by Patrick Mcgarvey   

布希花园威廉斯堡 

"欧洲冒险逃生"

威廉斯堡布希花园是一个获奖的生态友好型冒险乐园，于1975年开始，其中
包括“世界上最美丽的主题公园”，“金票奖”和“鼓掌奖”。这个主题公
园重现了欧洲的村庄，火车，郁金香花园和游乐设施，使其成为寻求刺激的
圣地。如果你足够勇敢，跳上Alpengeist，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倒立杯垫之一
。建造模拟一个阿尔卑斯山滑雪缆车，虽然是一个稍微可怕的版本，它达到
了195英尺（60米）的高度和发展速度每小时67英里（108公里）。您也可以
参加动物之旅，养一两天的狗，参观闹鬼的房子哈尔 - 呐喊，和圣诞节的小
镇欢乐。购买德国咕咕钟，意大利蜡烛，木雕和驯鹿陶器;然后学习在车间制
作自己的工艺品。 Busch Gardens酒店还设有供应正宗英式，爱尔兰，德国
，法国，意大利和苏格兰美食的餐厅。公园的时间安排每周都有变化。完整
的日历可以在公园网站上找到。

 +1 800 343 7946 (Toll Free)  buschgardens.com/williamsburg/  1 Busch Gardens Boulevard, 威廉斯堡
VA



 by Vince Flango   

詹姆斯敦解决 

"回到1607"

作为欧洲最早的欧洲定居点之一，Jamestown解决方案包括船只，建筑物和村
庄的复制品。这个博物馆设有画廊和视频关于生活，因此它设法使成年人和
孩子的历史吸引力。登上三艘从英国出发的帆船。探索波瓦坦村，了解该地
区的美洲原住民，并看到殖民者的堡垒。最重要的是，演员复制了穿着时装
，做家务，像当时殖民者一样行动的殖民者的日常生活。一个真正有趣的方
式来了解历史！

 +1 757 253 4838  www.historyisfun.org/jamestown-
settlement.htm

 Jamestown Rd and Greensprings Rd,
PO Box 1607, 威廉斯堡 VA

 by Elizabeth Rowe   

威廉斯堡植物园 

"风景秀丽的植物园"

威廉斯堡植物园成立于2000年，是一个拥有2000多棵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华丽
植物园。该属性包括灯泡花园中的超过15种水仙花，丁香花和野花，如响尾
蛇大师和毯花。然而，这个绿色覆盖最受欢迎的地方是蝴蝶园，游客可以惊
叹数百蝴蝶。威廉斯堡植物园除了风景秀丽的景观之外，还以其可持续的园
艺实践而闻名，如绿色屋顶凉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自然风光，还可以参加
教育之旅。

 +1 757 561 9444  www.williamsburgbotanic
algarden.org/

 wbggardennews@gmail.com  5537 Centerville Road,
Freedom Park, 威廉斯堡 VA

 by Ajale   

去卡丁车加 

"修改它"

顾名思义，Go-Kart Plus不仅提供赛车和碰碰车，在八号轨道，欧洲轨道或
新秀轨道上烧一些橡胶。对于那些不太喜欢开车的人，可以尝试在冲击波船
上飞溅，在基德过山车上玩，在视频拱廊玩游戏，或者在瀑布迷你高尔夫球
场打高尔夫球。门票价格合理，但一定要留意当地传单和出版物中经常使用
的优惠券。请注意季节性变化。

 +1 757 564 7600  www.gokartsplus.com/  info@gokartsplus.com  6910 Richmond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lori05871   

约克河州立公园 

"河岸撤退"

约克河州立公园宁静的自然美景距离威廉斯堡的小镇生活近在咫尺。咸水和
淡水群众负责公园周围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这是大自然爱好者的
热门目的地。优秀的钓鱼，划船和徒步旅行的机会使这个公园成为当地人和
游客的最爱。该公园是只供白天使用，并没有过夜的野营设施。停车和游船
启动费适用。

 +1 757 566 3036  www.dcr.virginia.gov/state_parks
/yor.shtml

 9801 York River Park Road, 威廉斯堡
VA

 by benuski   

Greensprings Greenway解释性足迹 

"通过历史远足"

3.5英里（5.6公里）的Greensprings Greenway Interpretive Trail通过茂
密的森林，充满鸟类的湿地和勤劳的河狸大坝。一路上，步行者可以阅读讨
论威廉斯堡本地动植物的迹象，以及该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毛茸茸的朋友
也欢迎在诠释路线上，这样全家人都可以享受大自然的下午。

 +1 757 259 5360  3751 John Taylor Memorial Highway, 威廉斯堡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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