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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tree Hotel El
Paso市区/市中心 

"市中心的双树"

希尔顿逸林酒店总是知道如何以最舒适的方式满足客人的需求，无论您是出
差还是与家人在一起。从高椅子和婴儿床到睡眠面具和耳塞，这个属性确保
一切都足够。所有的套房和客房都以温暖的泥土色调装饰，舒适的床上用品
让您在宁静的环境中休息。为了娱乐，七楼露台游泳池提供了市中心的意见
，它提供了一个凉爽的避难远离烈日。它的位置也是一个好处，因为有像埃
尔帕索艺术博物馆，西南大学公园和亚伯拉罕查韦斯剧院等众多景点。

 doubletree3.hilton.com/en/hotels/texas/doubletree
-by-hilton-hotel-el-paso-downtown-
ELPDWDT/index.html

 600 North El Paso Street, 艾爾帕索 TX

埃尔帕索历史博物馆 

"过去的桥梁"

这个博物馆的重点是在现在被称为西德克萨斯州这个部分的400多年的历史。
它是三个城市管理的博物馆之一，另外两个包括艺术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
永久展品包括展示过去以及城市现在发展的文物和文件。展品摊铺面积超过4
4,000平方米。英尺的空间，因为入场是免费的，它提供了一个廉价，有趣的
教育如何这个西南部分安顿。

 +1 915 351 3588  www.elpasotexas.gov/his
tory/

 cityhistorymuseum@elpaso
texas.gov

 510 North Santa Fe Street,
艾爾帕索 TX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西南大学公园 

"棒球爱好者的中心"

西南大学公园是一个棒球场，是城市体育场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棒球
场设计得非常好，提供了最佳的座位设施，可以欣赏到球场的美景，还可以
欣赏到周围乡村山脉的美景。这个体育场是埃尔帕索奇瓦瓦州的主场，每场
比赛都吸引了当地的支持者。体育场内设有多家快餐店和纪念品商店，还设
有宴会厅和可供出租的活动空间，以举办生日，纪念日和其他派对。

 +1 915 533 2273  www.southwestuniversity
park.com/

 events@epchihuahuas.com  1 Ballpark Plaza, 艾爾帕索
TX

亚伯拉罕查韦斯剧院 

"现场活动无限"

如果你恰好在埃尔帕索，喜欢现场表演和表演艺术，那么就去亚伯拉罕查韦
斯剧院吧。它位于较大的埃尔帕索会议中心附近，建筑类似于一艘太空船。
尽管如此，进入剧院很方便，可容纳约2500人的座位安排，是观看演出的最
佳场所之一。它举办了一些古典音乐会，所以它是音乐爱好者最喜欢的出没
地方，但它也展示了像迪斯尼冰上其他节目。

 +1 915 534 0609  elpasolive.com/venues/abraham_ch
avez_theatre

 1 Civic Center Plaza, 艾爾帕索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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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nick.amoscato   

埃尔帕索动物园 

"看大象！"

埃尔帕索动物园尽管规模和手段不大，但其目的是尽可能地保存和保存尽可
能多的物种。这个占地18英亩的场地拥有数百种不同的类型，从阿穆尔豹，
亚洲大象，苏门答腊猩猩，短吻鳄，还有许多鱼类和鸟类。在早上，小小的
鱼可以遇到海狮，在非洲之星的火车上，孩子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些小动物，
比如非洲刺猬或者负鼠。动物园每年秋天都会举办一个为期两天的大象节。
不要错过！

 +1 915 212 0966  www.elpasozoo.org/  elpasozoo@elpasotexas.go
v

 4001 East Paisano Drive,
艾爾帕索 TX

 by donvikro   

纪念公园 

"自然在城市"

纪念公园是这个城市风景最优美的公园之一，拥有各个年龄段的各种景点。
这个公园宽敞而宽敞，有足够的步道，非常适合散步或跑步。其他功能还包
括完美的照片，网球场，游泳池和玫瑰花园的桥梁。公园还设有举办派对和
婚礼的活动区。这是保持良好，干净，与家人或朋友一个有趣的一天的好地
方。

 +1 915 212 0000  1701 North Copia Street, 艾爾帕索 TX

西部的Playland游乐园 

"在沙漠中的乐趣"

寻找一个有趣的方式来度过这一天？西部的Playland是全家出门在外享受户
外活动的完美方式。有过山车，水上游乐设施，汽车 - 你的名字。如果乘车
不是祖父母的乐趣，桑兰公园赛马场和赌场就在隔壁。查看网站的时间和价
格。停车是免费的。

 +1 575 589 3410  www.westernplayland.com/  1249 Futurity Drive, Sunland Park
NM

 by Mark Fischer   

Bob-O的趣味中心 

"家庭出游"

Bob-O的娱乐中心拥有一切你需要一个有趣的家庭郊游。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孩
子们，并有一些景点和设施，包括推车，激光标签，戏剧竞技场，迷你高尔
夫球场，街机游戏，碰碰船和击球笼。这也是举办一个孩子聚会的好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孩子会离开这里失望。酒店内的小吃店供应美味的比萨
，鸡翅和其他小吃，还设有苏打水自动售货机。

 +1 915 587 6070  bobosfun.com/  bobosfamilyfun@yahoo.com  3851 Constitution Drive,
艾爾帕索 TX

 by Public Domain CC0   

白色踢马刺公园 

"孩子们会喜欢它"

有一堆充电的孩子需要释放一些能量？去白刺马公园。这个公园位于埃尔帕
索的扎克怀特区，是孩子们最好的地区之一。游乐场周围散落着一片宽敞的
跑步区，一个覆盖着木屑而不是沙子的小型游乐区，一些乐器，秋千，滑梯
和其他许多类型的设备。父母有很多阴凉的地方，还有很多座位。该公园维
护得很好，干净，是一个家庭乐趣一天的好地方。

 +1 915 212 0092  4800 Love Road, 艾爾帕索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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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帕索北烛木套房酒店 

"东北埃尔帕索舒适"

Candlewood Suites El Paso酒店靠近机场，距离埃尔帕索市中心约有30分钟
车程。酒店提供许多不同的住宿，房间都具有无线能力，套房配有设备齐全
的小厨房和餐具。这对商务或家庭来说很好，虽然他们没有游泳池，但是房
间里的DVD播放器会让孩子们玩得尽兴。健身俱乐部和免费洗衣机/烘干机是
一个很好的补充，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需要留在机场附近
或市中心以外。

 4631 Cohen Avenue, 艾爾帕索 TX

埃尔帕索西快捷假日套房酒店 

"Express表示这一切"

无论您是来埃尔帕索出差还是旅游，这个Holiday Inn Express都能满足您的
需求。入住和退房总是很容易，开始新的一天，这家酒店提供免费早餐，其
中包括麦片和您选择的糕点，水果等，如果你决定出去，带回剩菜，每个房
间都有迷你冰箱保持新鲜。其他一些房间设施包括平面电视，工作区和沙发
床。由于酒店靠近迷你高尔夫球场，卡丁车和拱廊等众多景点，因此该酒店
也非常适合家庭入住。此外，室内游泳池，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和长期停留的
现场洗衣服只会为Express品牌的服务增添更多的光彩。

 www.ihg.com/holidayinnexpress/hotels/us/en/el-
paso/elpac/hoteldetail

 7935 Artcraft Road, 艾爾帕索 TX

 by Roller Coaster
Philosophy   

湿'N'野生水世界 

"H20乐趣"

没有什么比在炎热的夏天完全浸透的更加令人满足的了，在Wet'N“Wild，整
个家庭都可以参与其中，不仅有游泳池，还有许多游乐设施带着喜悦，滑下
这个世界上的异形漩涡，从亚马逊河上方50英尺的高处跳入一个游泳池，
或者在火山泻湖的Toddlers Cove对待小孩和小伙子，享受适合年龄的乐趣。

 +1 915 886 2222  wetnwildwaterworld.com/  wetnwild@whc.net  8804 South Desert
Boulevard, Anthony TX

 by ReinhardThrainer   

丽康乳业 

"Azadero的家"

丽康乳业在这一领域以其美味的Azadero芝士闻名于世。这种奶酪已经让成千
上万的人感到满意，咸咸的奶油味。在这里，除了其他乳制品外，你还可以
购买一些批发商。除了运作良好的农场和奶牛场，Licon还提供免费的宠物动
物园。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喂牛，羊，羊，鹦鹉，鸵鸟和许多动物。如果你想
钓鱼，你可以使用他们的钓鱼池象征性的费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教小孩
如何卷入他们的。

 +1 915 851-2705  www.licondairy.com/abou
t.html

 licondairyazaderos@yahoo
.com

 11951 Glorietta Road, San
Elizario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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