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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沃尔特文森特·史密斯艺术博物
馆 

"在石膏雕刻的杰作"

乔治·沃尔特·文森特·史密斯艺术博物馆（George Walter Vincent Smith
Art Museum）建于1895年，以意大利别墅的风格建造，收藏了来自古罗马，
希腊，埃及和中国的各种文物，还有艺术品，中国陶瓷，日本装甲和欧洲主
要雕塑的石膏模型。这个艺术博物馆是参观斯普林菲尔德博物馆的各个年龄
段的艺术爱好者的必看景点，特别是通过孩之宝游戏艺术探索中心，鼓励孩
子们通过互动展示和活动来了解艺术和历史。

 +1 800 625 7738  info@springfieldmuseums.org  21 Edwards Street, 斯普林菲尔德 MA

斯普林菲尔德科学博物馆和西摩天文
馆 

"星星，恐龙和登上非洲野生动物"

斯普林菲尔德科学博物馆和西摩天文馆致力于在新英格兰发现的自然科学和
文物。孩子们可以探索和了解亚马逊热带雨林，非洲大草原，珊瑚礁或新英
格兰沿海地区的栖息地。如果一段时间的旅行更是他们的事情，那么恐龙馆
就是霸王龙的复制品，还有一些康涅狄格河谷原生的恐龙。西摩天文馆（全
国最古老）的门票可以单独购买，所以请坐下来查看7000多颗太阳系。

 +1 413 263-6800  info@springfieldmuseums.org  21 Edwards Street,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mhowry   

苏斯国家纪念雕塑园博士 

"在一个可爱的花园里你最喜欢的苏伊士角色"

苏斯博士国家雕塑公园是苏格兰最独特的公共空间之一，拥有苏斯博士最受
喜爱的人物的五个不同雕像和雕塑。一个十英尺高的霍顿，再加上罗拉克斯
，乌龟和帽子里的猫，都是在这个俏皮的花园里生活的一些卡通动物。最大
的雕塑是一个巨大的复制品哦，你会去的地方，还有一个苏斯博士坐在他的
写字台的雕像。每天免费开放，花园是任何人和所有热爱苏斯博士的人的绝
佳去处。

 +1 800 625 7738  www.seussinspringfield.
org/

 info@springfieldmuseums.
org

 21 Edwards Street,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Booking.com 

拉金塔酒店及套房斯普林菲尔德酒店
 

"家庭友好的酒店"

拉昆塔酒店及套房斯普林菲尔德酒店地理位置便利，位于斯普林菲尔德市中
心，是一家欢快的宠物友好型酒店。客人可以享用酒店的免费早餐开始新的
一天，或在室内温水游泳池游泳几圈。舒适的客房配有WiFi，微波炉和冰箱
等现代化设施。

 www.wyndhamhotels.com/laquinta/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la-quinta-springfield-ma/overview

 100 Congress Street, 斯普林菲尔德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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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森林公园的动物园 

"这是一个丛林"

森林公园内的动物园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00种动物。从骆驼到狐猴和豹子，
森林公园的动物园是与家人度过愉快的一天的好地方。除了所有有趣的动物
，动物园还有一个丙烷驱动的火车，让客人可以在动物园玩得开心，关于森
林公园动物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采用动物计划，在那里你可以赞助动
物，并获得关于你的动物的信息，免费的动物园通行证和你的名字纪念你的
动物的支持纪念品。营业时间根据一年中的时间和天气而变化。

 +1 413 733 2251  www.forestparkzoo.org/  293 Main Greeting Road,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Boston Public Library 

Storrowton村庄 

"新英格兰的生活"

Storrowton村是位于东部国家博览会展览场地的一个生活史博物馆。十九世
纪期间，展览场内迷你小镇周围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再现了新英格兰的小镇。
这个村庄主要在夏季开放，在大展会期间获得最多的参观者。参观一下，并
有一个打扮的志愿者讲解员回答你关于Storrowton
Village的问题，或者在Storrowton酒馆享用美食。

 +1 413 205-5051  www.storrowtonvillage.com/  1305 Memorial Avenue,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Rusty Clark   

森林公园 

"数百英亩的乐趣"

森林公园是纯粹的户外乐趣785亩。随着各种娱乐活动，包括动物园，皮划艇
，网球场，地掷球，游乐场和远足径，森林公园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
在冬季，公园是雪橇和雪地行走的理想地点。无论是夏季，春季，冬季还是
秋季，森林公园已经掌握了一切。

 +1 413 787-6440  Main Greeting Road, Off 83,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Porto Bay Trade   

号角酒店 

"孩子和方便"

Clarion
Hotel酒店位置便利，靠近该地区许多着名的景点。对于家庭来说，Clarion 
Hotel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带台球桌的游戏室，一个游泳
池，漩涡浴池和任天堂游戏系统，更不用说爆米花机！对于商务旅客，号角
还设有一些设施，所以你可以在路上工作。

 www.choicehotels.com/en-ca/massachusetts/west-
springfield/clarion-hotels/ma172

 1080 Riverdale Street, 斯普林菲尔德 MA

 by milst1   

六旗新英格兰与飓风港 

"过山车Galore"

技术上来说，六旗游乐队是历史最悠久的游乐场，1996年游乐园巨人购买了
前河滨游乐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公园的游乐设施，其中
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木制过山车之一。该公园还设有飓风港水上乐园，许多游
乐设施和指定给小孩的地区。参观万圣节前往遇到新英格兰最可怕的景点之
一，因为六旗放在其一年一度的惊天巨星。公园的时间每天都在变化，所以
一定要在参观之前在网上查询。

 +1 413 786 9300  www.sixflags.com/newEngland/  1623 Main Street, Agawam MA

https://pixabay.com/photos/fuchs-wildpark-poing-animal-nature-13108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springfield-ma/382248-森林公园的动物园
http://www.flickr.com/photos/boston_public_library/238168950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springfield-ma/381952-storrowton村庄
http://www.flickr.com/photos/rusty_clark/593768680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springfield-ma/382251-森林公园
http://www.flickr.com/photos/portobaytrade/462545553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
https://cityseeker.com/zh/springfield-ma/382223-号角酒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ilst1/26311123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pringfield-ma/380084-六旗新英格兰与飓风港


 by _Alicja_   

阿米莉亚公园儿童博物馆 

"动手博物馆"

让你的孩子的想象力在阿米莉亚公园儿童博物馆翱翔。这个友好的博物馆非
常适合年轻的孩子，因为他们会喜欢所有的互动展品。你的孩子可以假装成
为太空探索展览中的宇航员，或者在银行展览上扮演一个出纳员的角色。也
有每天活动和特殊事件，如工艺小时和科学示范。这个博物馆让学习更有趣
！

 +1 413 572 4014  www.ameliaparkmuseum.or
g/

 fun@ameliaparkmuseum.org  29 South Broad Street,
Westfield MA

 by kareni   

麦克雷的农场 

"户外乐趣"

在麦克雷农场停下来和你的孩子们一起玩乐。这个农场拥有户外家庭友好的
娱乐设施，包括一个宠物动物园和迷你高尔夫球场。在万圣节期间，请确保
在万圣节附近访问McCray的农场，并且可以挑选自己的南瓜。你甚至可能想
把这些小家伙留在家里，并在十月份天黑后去农场主办怪异的怪兽饲料公园
。

 +1 413 533 0775  mccrays-farm.com/  55 Alvord Street, South Hadley MA

 by Booking.com 

D.酒店及套房 

"宽敞的套房"

D.酒店及套房将使您感到宾至如归，友好的服务和舒适的现代装饰混合。入
住其中一间舒适的客房或选择包括小厨房的宽敞套房。豪华套房与小型公寓
相似，配有完整的厨房和独立的卧室，如果您与家人一起旅行或长期入住商
务，这是完美之选。在室内温水游泳池中畅游一圈，或在健身中心锻炼身体
。客人还会喜欢酒店的免费早餐。

 stayatthed.com/  D.HotelAndSuites@Logcabin-
Delaney.com

 1 Country Club Road, Holyoke MA

 by John Phelan   

埃里克·卡尔博物馆图画书艺术 

"为我们所有的孩子的艺术"

埃里克·卡尔（Eric Carle）是该地区最出色的儿童书籍作者之一，他是“
非常饥饿的卡特彼勒”的作者和艺术家。埃里克·卡尔（Eric Carle）绘本
艺术博物馆由三个画廊艺术画廊和儿童书籍组成。博物馆还设有阅览室，艺
术中心和咖啡厅。埃里克·卡尔博物馆是通过他们喜爱的图片和故事书向
孩子介绍艺术的好地方。

 +1 413 658 1100  www.carlemuseum.org/  info@carlemuseum.org  125 West Bay Road, Amherst
MA

 by Josh McGinn   

三县集市场 

"美国最古老的博览会"

三县游乐场的精彩活动正在等待着您。为了在英联邦推广农业，农业教育和
农业科学，三县展览场馆有成人，小孩，甚至老年人。对于初学者来说，您
可以通过现场“纯种赛车”享受一些乐趣。还有一个年度展会，你可以享受
旋转木马。在这里有一些你最喜欢的食物，并与人群交流。你永远不知道，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可以让你的一天成为一个难忘的！

 +1 413 584 2237  www.3countyfair.com  info@3countyfair.com  54 Fair Street,
Northamp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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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User:Magicpiano   

弗兰克·纽荷尔看纪念公园 

"大型乐园"

弗兰克·纽荷尔看纪念公园，经常简单地称为看公园，是一个美丽的大型公
园，是全家人的完美。这个公园有广泛的活动。只需支付一小笔费用，乘坐
蒸汽火车，在公园四周骑行一下，然后舀出所有有趣的事情。在夏季，您可
以乘坐碰碰船，乘坐划船或在喷水公园冷静下来。访问免费的克里斯滕森动
物园，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小鹿，红尾鹰，孔雀，等等。还有一个迷你高尔夫
球场，多个游乐场，季节性网球场和风景优美的步行道。无论你想放松或玩
，这个公园是为你！

 +1 413 584 5457  www.lookpark.org/  info@lookpark.org  300 North Main Street,
Florence, Northamp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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