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Los Angeles"
Gregarious, scenic and creative, America's La La Land has captured global imagination for decades. It is the home of Hollywood,

whimsical architecture and a cultural powerhouse that dazzles all those who visit.

创建: Cityseeker

10 位置已标记

 by TobiasStage   

比弗利山庄 

"典型的洛杉矶"

提到著名的比弗利山庄联想到洛杉矶。从奢华的豪宅到好莱坞的魅力，比弗
利山庄体现了洛杉矶奇特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很多值得一游的地方，也足以
让你花上一天的时间来这里游览。你还可以从探索比弗利山的著名街区，以
名店购物为主的罗迪欧大道和邻近的街区，街道两侧林立各顶级品牌的旗舰
店。这里还开设艺术画廊，如位于同一地区的高古轩画廊和威廉卡格斯等。
在这里随便找一家休闲的咖啡馆或烘培店吃点小吃，或者去顶级的Spago 餐
厅挥霍一番。几十个一流的水疗服务触手可及。午后漫步于郁郁葱葱的比弗
利山庄，在城市探索的空闲时间，你可以享受到这里的生活节奏变化和大自
然结合。喜欢购物的朋友们不妨来梅尔罗斯大道和罗伯逊大道等购物街探索
。

 +1 310 285 10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everlyhills.org/  Beverly Hills, Beverly Hills CA

 by 12019   

格里菲思天文台 

"令人惊讶的风景和展览"

这座天文台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采用装饰艺术风格，是南加州地标建筑中
的一个亮点。采用最新技术的奥钦天文馆观看令人惊叹的灯光表演。在天文
台外，你会发现附近地区全景风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景色都令人叹为观
止。展品和天文馆展览绝对会吸引许多游客。一些游客可能认识到，天文台
是拍摄无因的反叛电影中高潮部分的拍摄地点。在晴朗的夜晚，不妨试一下
用免费提供的公共望远镜近距离观察万里星空。

 +1 213 473 0800  www.griffithobservatory.org  2800 East Observatory Road,
Griffith Park,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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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盖蒂中心 

"充满艺术世界"

盖蒂中心是你游览洛杉矶途中不可错过的博物馆。高耸的天窗以及原始的建
筑风格，这座博物馆是洛杉矶最一流的博物馆之一。 该中心收藏了许多来自
欧洲和美洲的艺术品、雕塑和照片。你也可以在这里阅读旧手稿手迹和欣赏
装饰艺术品。在过去几年，博物馆多数收藏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手稿和伦勃朗晚期的宗教肖像。 安排一天的时间用来参观这个博物馆，
它是中央花园和热门餐厅，一定会让你为它们的美丽叹为观止。

 +1 310 440 7300  www.getty.edu/museum/  gettymuseum@getty.edu  1200 Getty Center Drive,
洛杉矶 C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nford_%26_Stage_in_Beverly_Hills.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beverly-hills-ca/722060-比弗利山庄
https://pixabay.com/photos/griffith-observatory-astronomy-849639/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8003-格里菲思天文台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oha75/1450159466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322056-洛杉矶盖蒂中心






 by Sharon Vander Kaay   

彼得森汽车博物馆 

"洛杉矶汽车文化的狂欢"

彼得森汽车博物馆占地10万平方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博物馆之一。除
了开发项目，该博物馆最出名的可能是它对车轮的热爱。这个博物馆记录了
当地人与他们的汽车之间融洽的关系，在里面的展厅里陈列着150多个模型，
从经典车型到最受欢的车款。从保时捷(Porsche)到蝙蝠侠(Batman)的蝙蝠车
(Batmobile)，这家博物馆都是为热情的车迷准备的!这里设有儿童探索中心(
Children's Discovery Center)也为家庭举办全年的特别展览，博物馆提供
动手操作的互动展览。游客可以在这里选择各种游览方式。

 +1 323 930 2277  www.petersen.org  info@petersen.org  6060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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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莎夫人蜡像馆 

"最先进的蜡制作品"

这个奢华的名人殿堂是好莱坞最知名的蜡像馆之一。来自伦敦的杜莎夫人蜡
像馆为好莱坞带来了世界级的互动观赏性娱乐，老少皆宜。这座博物馆坐落
在好莱坞大道上，紧挨着格鲁曼的中国剧院，由于其引人注目的露天外观和
一些随意建筑在人行道上的蜡像，非常吸引人注意。不妨寄来看看，在这片
广阔的土地上漫步，这里有富人、名人（也有臭名昭著的明星)，也有美丽而
令人尊金的人。在蜡像馆里一定要拍照。无论是与奥巴马总统握手，还是挽
着梅·韦斯特(Mae West)的胳膊，你都会为这些栩栩如生、生动的人物蜡像
和不停的拍照而兴奋不已。

 +1 323 798 1670  www.madametussauds.com/
hollywood/

 info@madametussaudshw.co
m

 6933 Hollywood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CrispyCream27   

环球影城 

"电影诞生之处"

环球影城是好莱坞的标志性景点，任何喜欢主题公园的刺激人一定要去看看
。环球影城有千变万化的景点，是全家出游的好地方，可以在这里轻轻松松
地度过一整天。在导游的带领游览下，你可以在公园里漫步，在公园周围众
多的餐厅和咖啡馆中寻找美食。还可以观看各种各样的表演，如水世界或特
效表演。其他一些公园景点肯定会让你兴奋不已，包括木乃伊复仇之旅，哈
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各种游乐项目，以及备受赞誉的金刚360-3D虚拟游乐项目
。

 +1 800 864 8377  www.universalstudioshollywood.co
m/

 100 Universal City Plaza,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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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菲斯公园 

"洛杉矶的都市公园"

格利菲斯公园位于圣莫尼卡山脉东端，占地4,210英亩(1704公顷)，常被称为
“洛杉矶的中央公园”，尽管苍翠繁茂的森林和野外的魅力都超过了东海岸
的同类公园。格利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城市绿地之一，横跨起伏的山峦，
覆盖着橡树和胡桃木林地，海岸鼠尾草灌木，景观公园，和深深的，繁茂的
峡谷。除了格里菲思天文台、洛杉矶动物园、希腊剧院和标志性的好莱坞标
志等著名景点外，还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如徒步旅行、骑马和网球等。位于
景观绿化和崎岖荒野的交汇处，是洛杉矶最珍贵的休闲和避暑胜地。

 +1 323 644 2050 (City Park
Council)

 www.laparks.org/dos/parks/griffi
thPK/

 4730 Crystal Springs Drive,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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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星光大道 

"再现昔日光华"

好莱坞星光大道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景点，每一颗星都有值得一看的表演者；
人行道上排列着著名的名人。星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好莱坞前市长约翰
尼·格兰特的致敬，他是金丝镇的不懈推动者。 在好莱坞大道上的一段人行
道上，靠近好莱坞和藤街的交叉口，超过2600颗水磨石制成的星形奖章，向
娱乐界的一些最著名的名人致敬，包括电影明星、广播节目主持人、录音艺
术家、电影导演、电视名人和舞台演员。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明星奖章频繁加
入，典礼伴随着许多盛况和表演，创造了好莱坞生机勃勃的，不断演变的编
年史。

 +1 323 469 8311  www.walkoffame.com/  info@hollywoodchamber.ne
t

 Hollywood Boulevard and
Vine Street, 洛杉矶 CA

 by Thomas Wolf, www.f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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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标志牌 

"闪亮的小镇图标"

这一受欢迎的标志牌最初是在1923年建立，目的是作为房地产开发的广告噱
头，但在好莱坞黄金时代之后的岁月里，却成为了传奇一样屹立。在加州的
阳光下，标志牌闪闪发光，从13.4米（44英尺）高的地方可以俯瞰这座城市
，标志牌上的白字非常具有地标性。如今这座标志牌周围设有围栏和路障，
即使还有一些敢于冒险的人尝试踏入保护范围里。作为洛杉矶市乃至整个美
国的经典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标志已经成为好莱坞梦幻王国最具体的体
现之一。

 +1 323 258 4338  www.hollywoodsign.org/  Off Mullholland Highway, Griffith
Park,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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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塔莫妮卡码头 

"乘船与购物"

坐落在圣莫尼卡的太平洋上，“码头”感觉更像是一个狂欢节，而不是一个
购物的地方.太阳马戏团每年都在这里的海滩上搭起帐篷表演，夏天的周末也
会定时举行音乐会和舞会。除了许多餐厅和纪念品摊位外，还有一个配有过
山车、摩天轮、旋转木马游乐园的综合性游乐场。走到码头的尽头可以看到
洛杉矶最美的日落景观之一。

 +1 310 458 8901  www.santamonicapier.org
/

 info@santamonicapier.org  200 Santa Monica Pier,
Santa Monica State Beach,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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