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an Diego"
San Diego, with a strong Spanish influence, is a vacationer's paradise. Sun, sand, beaches, mountains, and lakes are all at your

doorstep. Known as a world-class destination, it's no wonder they call it "the birthplace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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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海事博物馆 

"水的历史博物馆"

这个水上博物馆是成人和儿童的乐趣，也是圣地亚哥历史悠久的Embarcadero
长廊的焦点。由几艘精心修复的历史船只组成，这是对航海时代的赞扬。其
中一艘在圣地亚哥海事博物馆展出的船只是印度之星（1863年），这个壮观
的景象使得海岸线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活跃的方形帆船。

 +1 619 234 9153  www.sdmaritime.com  info@sdmaritime.org  1492 North Harbor Drive,
圣地亚哥 CA

 by Lance Cpl. Lisa M.
Tourtelot   

鲁本H舰队科学中心和空间剧院 

"动手博物馆和剧院"

这些亲身实践的科技展品展示了未来。采取多感官模拟太空任务，遇到一个
流氓彗星。同时在现场，世界上第一个Omnimax剧院是比典型的电影屏幕大10
倍的圆顶。如果所有这些活动和教育都让你感到饥饿，那么跳进博物馆的伽
利略咖啡馆吃点心或三明治。

 +1 619 238 1233  www.rhfleet.org/  clientservices@rhfleet.o
rg

 1875 El Prado, Balboa
Park, 圣地亚哥 CA

 by Rhododendrites   

圣地亚哥人的博物馆 

"人类学博物馆，建筑奇迹"

圣地亚哥唯一的人类学博物馆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7万件文物，民间艺术和考
古发现。凭借木乃伊和古代雕刻的纪念碑，圣地亚哥人文博物馆内的宝藏非
常丰富，但建筑本身也是圣地亚哥的宝藏和城市的象征。加利福尼亚大厦及
其砖瓦大楼于1915年由Bertram G. Goodhue设计，反映了一种异想天开的“
加利福尼亚州使命”建筑风格。展品内部探索古伊文，马普切，玛雅人等古
代文明的文化和生活。

 +1 619 232 7931  www.museumofman.org/  mail@museumofman.org  1350 El Prado, Balboa
Park, 圣地亚哥 CA

 by Kevin Verbeem   

圣地亚哥动物园 

"世界着名的原因"

这个世界着名的建筑显然不是普通的动物园。在这个广阔的公园里散步或骑
双层巴士，在美丽的花园里展出超过4000种稀有和奇特的动物。圣地亚哥动
物园也是致力于保护工作的主要研究机构。然而，它巧妙地伪装成一个有趣
的节目和鼓舞人心的展览，如北极熊跳水和河马海滩的公园。

 +1 619 231 1515  www.sandiegozoo.org/  2920 Zoo Drive, Balboa Park,
圣地亚哥 C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rofindia.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diego/20536-圣地亚哥海事博物馆
http://www.marines.mil/unit/mcasmiramar/PublishingImages/110310-M-2306T-%20037.jpg
http://www.marines.mil/unit/mcasmiramar/PublishingImages/110310-M-2306T-%20037.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mark/1.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diego/20541-鲁本h舰队科学中心和空间剧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n_Diego_Museum_of_Man_2.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diego/20560-圣地亚哥人的博物馆
https://www.flickr.com/photos/kevinverbeem/3398160010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diego/20561-圣地亚哥动物园


 by Bernard Gagnon   

巴尔波亚公园 

"广阔的文化中心"

美国最大的城市文化公园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博物馆，娱乐场所
，植物园和建筑地标琳琅满目。世界着名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就在这个面积达1
,200英亩（490公顷）的公园内，坐落在众多的宝藏之中，早在1835年就被预
留为公共使用。1915-16年巴拿马 - 加利福尼亚世博会和1935 - 1936年的加
利福尼亚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留下了大量的建筑珠宝，包括在西班牙殖民教堂
的典型设计，现在圣地亚哥人类博物馆的典型设计的加州大厦。 15个博物馆
，屡获殊荣的剧院，古董旋转木马，微型铁路和西班牙乡村艺术中心共同在
巴尔博亚公园庆祝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和鼓舞人心的自然景观。

 +1 619 239 0512  www.balboapark.org/  info@balboapark.org  1549 El Prado, 圣地亚哥 CA

 by VSmithUK   

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你的自然连接"

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是加州第二古老的科学机构;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三
分之一处。双国博物馆的任务是通过研究，教育和展览来解读自然界。博物
馆致力于促进对南加利福尼亚州和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发展和多样性的理解
，以激发所有对自然和环境的尊重。在恐龙和北极之间的展品中，猛犸象和
泰坦尼克号之间，这个博物馆肯定会感兴趣的是老年人，年轻人以及他们之
间的一切。

 +1 619 232 3821  www.sdnhm.org/  customerservice@sdnhm.or
g

 1788 El Prado, 圣地亚哥 CA

 by Zhengyu.J   

老镇 

"加利福尼亚出生的地方"

历史，美食和乐趣都在步行距离之内的老城区。塞拉神父在225多年前在这里
建立了第一个使命。 Kit Carson在1846年帮助筹建了第一面美国国旗。现在
有37家餐馆，娱乐设施丰富，包括工匠，舞蹈家，画廊，酒店，马里奇奇，
专业剧院和商店。大多数餐馆和商店接受主要的信用卡。你可以从5号州际公
路进入这个区域，从老城大道出口出来，向东行驶，在圣地亚哥大道左转。

 +1 619 291 4903  www.oldtownsandiego.org  otsd@aol.com  San Diego Avenue, 圣地亚哥
CA

 by Bernard Gagnon   

PETCO公园 

"音乐会和棒球"

圣地牙哥教士队的所在地，这个最先进的棒球场是世界级的设施之一，拥有4
2,000名球迷的城市美景和舒适的座位。除了棒球之外，Petco公园还被用于
许多公民活动，如烟花，野餐和音乐会。

 +1 619 795 5000  sandiego.padres.mlb.com
/sd/ballpark/index.jsp

 events@padres.com  100 Park Boulevard,
圣地亚哥 CA

 by MattCC716   

USS中途博物馆 

"圣地亚哥的航空母舰博物馆"

寻找教育和娱乐的一天？走上历史悠久的USS中途岛，现在是一个向公众开放
的博物馆。探索这个航空母舰，学习互动展品，自导音频导览和飞行模拟器
。博物馆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海军码头旁边。

 +1 619 544 9600  www.midway.org/  910 North Harbor Drive, Navy Pier,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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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D Dirk   

点洛马，圣地亚哥 

"在半岛的悬崖"

洛马角被誉为加州首批欧洲旅行者的港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圣地亚哥
的这个海滨社区经常被形容为加利福尼亚州开始的地方，俯瞰着圣地亚哥的
北部，南部的太平洋和东部的老城区。今天，洛马角拥有两座重要的军事基
地，一座大学和一座国家公墓。靠近海湾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者，运动
钓鱼者和游艇。

 +1 619 557 5450  www.sandiego.org/what-to-
do/beaches/point-loma.aspx

 Point Loma, 圣地亚哥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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