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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笑剧剧院 

"在加尔各答默默无闻"

印度哑剧院是一个培训中心，也是印度版哑剧剧院。这个剧院始于1976年，
一直把重点放在促进和发展现在被印度政府认可为独立艺术形式的Mukabhina
ya（Silent Acting）上。印度哑剧院为那些想要学习艺术形式的人举办讲习
班和培训课程。该剧院还举办妇女赋权和提高认识营，社会问题研讨会，失
业青年和妇女培训，儿童和保健营发展方案等。请联系他们了解有关他们的
课程，表演和艺术家的信息。

 +91 33 2329 3236  mimeindia.tripod.com/  secretary@mimeindia.com  20/6 Seal Lane, 加尔各答

印度博物馆 

"最古老的印度博物馆"

印度博物馆位于Jawaharlal Nehru路上，是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于1814年由纳撒尼尔·瓦利克博士（Dr. Nathaniel Wallich）创立，最初位
于亚洲社会。然而，不断增加的文物曲目已经转移到了当前的必要位置。今
天安置印度博物馆的洁白的大厦由建筑师W.L. Granvil，也是加尔各答高等
法院和G.P.O等重要地标背后的名字。馆内有三层，六十个不同的画廊，探索
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技术等领域。博物馆藏
品今天有100多万件展品，您可以在访问期间找到从埃及木乃伊到陨石的任何
东西。画廊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对古代印度艺术有一些罕见的见解。不同
学院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发现博物馆除了大量的文物展示外，还有一个图书馆
和一个书店。印度博物馆全年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偶尔还会举办各种短期
课程和研讨会。面积超过10000平方英尺，最好在这个博物馆度过一整天。

 +91 33 2249 9902  www.indianmuseumkolkata
.org

 imbot@cal2.vsnl.net.in  27 Jawaharlal Nehru Road,
加尔各答

 by Kolkatan   

Rabindranath泰戈尔中心 - ICCR 

"艺术与文化之乡"

作为该市最重要的文化和娱乐中心之一，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中心（ICCR）
是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和展览的场所。该综合建筑于1950年，由艺术画廊，
礼堂，图书馆和会议中心组成。从现代戏剧，文化戏剧，古典音乐会，到令
人敬畏的艺术作品，在这个非凡的文化中心有不止一种的娱乐方式。

 +91 33 22872680  www.tagorecentreiccr.or
g/

 iccrcal@gmail.com  9A Ho Chi Minh Sarani,
加尔各答

尼赫鲁儿童博物馆 

"玩偶嘉豪"

尼赫鲁儿童博物馆于1972年11月14日在领导人的生日当天向公众开放。这个
独特的博物馆致力于在非传统的环境中向儿童传授知识这个想法是通过创造
一个诱人的年轻人的好奇心来激发想象力。四层的太空房，分属于不同民族
和时代的娃娃，小雕像和瓷偶像。它也有画廊，从神话史诗，如摩诃婆罗多
和罗摩衍那再现的场景。除此之外，博物馆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如鼓励儿童
全面发展的比赛，研讨会和研讨会来实现其目标。它还通过组织免费课程和
提供奖学金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检查网站的细节。 Â

http://www.flickr.com/photos/alancleaver/340560814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658440-印度笑剧剧院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5553-印度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olkata_South_Central_CBD_(1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818732-rabindranath泰戈尔中心-iccr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3228-尼赫鲁儿童博物馆


 +91 33 2223 1551  www.nehrumuseum.org/  ncm.va.academy@gmail.com  94/1 Chowringhee Road,
加尔各答

比拉工业科技博物馆（BITM） 

"记录进度"

贝拉工业科技博物馆成立于1959年，是全国科学博物馆理事会所有科学中心
和博物馆的母体，是全国首个科学工业博物馆。 BITM作为一个核心的博物馆
，记录了通讯，钢铁，大众科学，运输，电子和电视画廊的科学发展史。但
为了跟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科学中心，旨在向参
观者灌输科学的基本原理。 BITM在保留原画廊的同时，还推出了趣味科学展
，科学魔术展，魅力物理展等多种互动展品和教育节目。虽然博物馆内容广
泛，但对于游客，儿童和学生来说，目标受众在这里。科学中心还全年举办
一些活动，包括讲座，研讨会和展览，涵盖重要和相关的主题。查看网站上
的每日节目，学生旅游等的详细信息。

 +91 33 2289 2815  www.bitmcal.org/  bitm@cal2.vsnl.net.in  19A Gurusaday Road,
加尔各答

科学城 

"惊人的科学世界"

在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盲目传统和错误信念依然占优势，教育公民，
树立科学认识和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这个想法，科学城在加尔各
答成立。这里所展示的互动展示，模型和展示，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了科
学的奇迹，海啸和饥荒等灾难的逻辑推理，物理定律和其他概念。隶属于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设有科学中心和会议中心两个科室。科学中心大楼内设
有太空奥德赛，动力学演变主题公园，海事中心和科学园，会议中心设有大
剧院，小型演讲厅，研讨会大厅和广阔的露天场地。它筛选教育和内容丰富
的节目，如“活海”和“光年之外的愿景”。其中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时
间机器（Time Machine），它是一个运动模拟器，支持音视频效果，带您穿
越黑洞，行星，小行星和整个太阳系。您也可以坐缆车，让您可以欣赏到整
个设施的清凉鸟瞰图。所以，带上你的孩子，去这个有趣的城市，有趣地提
出有趣的格式重要的话题。请注意，入场不包括缆车，时光机，剧院和其他
景点;你需要支付一个单独的入场费。有关费率的完整列表，请查看网站。

 +91 33 2285 4343  www.sciencecitykolkata.
org.in/

 sctycal@cal.vsnl.net.in  J.B.S Haldane Avenue,
加尔各答

Alipore动物园 

"巨型动物和稀有品种"

Alipore Zoological Gardens的根源在于19世纪由总督韦尔斯利（Lord Well
esley）所拥有的私人动物园。然而，回到英国只有很多年，在阿里波利建立
了一个正式的“动物园”。 1876年由爱德华七世创立的Alipore Zoological
Gardens是该国首创的，非洲水牛，桑给巴尔羊，四角羊，杂交克什米尔山羊
，印度羚羊，印度羚羊和水鹿鹿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个品种之一。动物园以
安置在2006年死亡的阿尔达布拉巨龟“Adwaita”而闻名，250年后！ 20世纪
20年代，动物园被公认为圈养繁殖的先驱;苏门答腊犀牛是成功的育种项目之
一。然而，多年来，由于动物维护不善和“虎豹杂交计划”（狮虎杂交种）
，受到了很多批评。今天，Alipore动物园或动物园仍然是该城市的主要
景点，房屋种类如孟加拉虎，非洲狮，大印度独角犀牛，网状长颈鹿，单峰
骆驼和印度大象。动物园分布在45英亩的土地上，还设有一个爬虫屋，灵长
类动物屋，豹楼和大象屋。它可能会花费你一小时之间的任何时间去整个动
物园游览;国家图书馆，农业园艺园和Alipore监狱就在附近。收费250卢比后
，客人可以进行摄影。

 +91 33 2479 1150  Belvedere Road, 加尔各答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2230-比拉工业科技博物馆-bitm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6009-科学城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7641-alipore动物园


 by halfrain   

Nicco公园 

"加入兜风"

Nicco Park坐落在盐湖城或Bidhannagar的Nalban Boating Complex旁边，恰
好是印度最大的游乐园之一，也是印度东部地区最早的游乐园之一。 Nicco
Park通俗地称为Jheel Meel，于1991年开放，拥有数个最高级奖项，被誉为
亚洲最大的木制过山车，印度首个4D影院体验，并在全球率先获得ISO
9002认证。除了飞碟，Cave Ride和Moonraker等冒险游乐设施外，40英亩的
建筑还包括一个美丽的玫瑰花园和一个供应各种美食的开放式美食广场。
Nicco Park内的水上乐园“Wet-O-Wild Beach Tropicana”拥有巨大的人造
沙滩，瀑布，波浪跑步者，游戏池和许多有趣的游乐设施。随着所有这些行
动的参与，在这个专门的娱乐区，没有任何沉闷的时刻。为了保持能量流动
，请访问其中一个战略分散的食品售货亭。
Nicco超级碗就在隔壁，但也许你应该再计划一天！

 +91 33 2357 6052  Jheel Meel, Sector IV, 加尔各答

贝拉艺术与文化学院 

"探索艺术"

当你站在大楼前时，你一定会想知道为什么学院需要这样一个高层建筑来操
作。但是，一旦你走进这些问题，任何这样的问题都是正确的，审美的，奠
定了休息。 Birla艺术与文化学院成立于1967年，一直是加尔各答艺术的坚
定支持者。学院内的博物馆有许多藏品，包括印度，国际和当代绘画以及雕
塑。然而，十一层的大部分通常都是有趣的临时展览和展览。图书馆配备了
各种形式的艺术文化资源。除此之外，学院还经常组织文化活动以及教育讲
座，研讨会和暑期课程。每年举办一次名为Kala Mela的活动旨在展示即将到
来的本地艺术家。位于毗邻卡利巴里湖，你总是会发现一些令你感兴趣的东
西在这个艺术中心！

 +91 9339503280  www.birlaart.com/  biswas_t@birlaart.com  109 Southern Avenue,
加尔各答

 by Librarygroover   

菜类 

"水上天才"

Aquatica，盐湖城的水上公园受到当地人和游客的一致好评。为孩子们和成
年人提供了很棒的滑梯，让游客可以长时间高温湿润的加尔各答（Kolkata）
气候呼吸。如果你是一个冒险的游戏，那么白水漂流和旋转一定会保持你的
肾上腺素抽水。流经整个公园的人造河流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散步的好地
方。一个迷人的波浪池不断变化的波浪模式是一个伟大的人群抽屉，除了水
上舞蹈 - 独一无二的池迪斯科舞厅。在这里组织的年度时装表演和丹迪亚庆
典是一个愤怒，公园还拥有一个伟大的素食咖啡馆。
Aquatica保证每个人的东西，你一定要离开这里要求更多。

 +91 33 3200 7947  Thakdari Panchayat Road, Kochpukur, Hathgachchia,
加尔各答

 by Kolkatan   

拉宾德拉Tirtha 

"保持泰戈尔的回忆录活着"

Rabindra Tirtha由西孟加拉邦住房基础设施发展公司（WBHIDCO）建成并于2
012年开业。这个文化综合体和研究所是印度着名儿子Rabindranath Tagore
的颂歌，印度着名儿子之一，他的文学和创作灵感来自世界各地。汀尼克坦
。这个中心让人想起了他的教堂，它质朴地吸引了它，并且分布在1.98公顷
（4.89英亩）的土地上。它包括艺术画廊，迷你电影院，音乐室，礼堂，图
书馆，咖啡馆，纪念品商店和两个展厅，一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肖像，另
一个是他的绘画和档案馆。它也有研究人员的宿舍和别墅。你可以在电影院
里看到这位杰出的作家或纪录片启发下的所有电影。泰戈尔的粉丝们也将在
音乐室里欣赏他的歌曲。

 rabindratirtha-wbhidcoltd.co.in/  Service Road, Action Area I, 加尔各答

加入我们:

http://www.flickr.com/photos/halfrain/892213858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6007-nicco公园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401273-贝拉艺术与文化学院
http://www.flickr.com/photos/librarygroover/572072054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738918-菜类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olkata_South_Central_CBD_(11).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kolkata/844051-拉宾德拉tir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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