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San Antonio"
San Antonio is the center of history and tourism in Texas. Home to the Alamo, the River Walk, the Mission Trail, the Spurs, and

scores of other attractions, San Antonio welcomes thousands of visitors ever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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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桥洞穴 

"得克萨斯州最大的洞穴系统"

圣安东尼奥东北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是一个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地质
奇观。被指定为美国自然地标以及德州历史遗址的天然桥洞穴包含了该国一
些最为惊人的洞穴形态。巨大的类似巨大的吊灯和钟形石笋的钟乳石看起来
像煎蛋，只是这个活石洞中一万多个地层中的一小部分。洞穴不适合轮椅使
用者。特惠价格适用于25人以上的团体。

 +1 830 438 7400  www.naturalbridgecavern
s.com

 tickets@naturalbridgecav
erns.com

 26495 Natural Bridge
Caverns Road, 圣安东尼 TX

 by SoonerGirl318   

河步行 

"圣安东尼奥的本质"

当你想起圣安东尼奥时，阿拉莫和河畔步行会自动浮现出两样东西。河漫步
是在1929年构思的。市中心有严重的洪水问题，罗伯特·哈格曼（RobertHug
man）建议把圣安东尼奥河变成一种资产而不是阻碍。 Hugman的心智从此成
为这个城市的精髓。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常常挤满了孩子，派对的游
客，游客和当地人。在河边散步的中心是一个充满餐厅，商店和夜总会的地
方，周围是喷泉和高耸的柏树。在嘉年华期间，River Walk特别疯狂。

 +1 210 227 4262  thesanantonioriverwalk.
com

 askpaseo@paseodelrio.com  849 East Commerce Street,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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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莫 

"德克萨斯州独立的历史靖国神社"

阿拉莫原本是圣安东尼奥·德·瓦莱罗的使命，是迄今为止德克萨斯州最着
名的历史遗址，在德克萨斯州从墨西哥寻求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威
廉·特拉维斯上校的指挥下，189名德克萨斯士兵勇敢地为这座堡垒守卫了13
天，直到1836年初圣安娜巨大的墨西哥军队终于屈服了。教堂和长兵营都留
在堡垒里。德克萨斯共和国的女儿们从平民的冷漠中解脱出来，现在的使命
是一个包含这个时代遗迹的博物馆。有记录的游览可用。

 +1 210 225 1391  www.thealamo.org  bwinders@thealamo.org  300 Alamo Plaza,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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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何塞与游客中心 

"女王的使命"

这个任务位于圣安东尼奥任务国家历史公园，由安东尼奥·马吉尔·德耶索
斯神父在1720年成立。这是最大的使命和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主要中心。因此
被称为“女王的使命”。多年来教堂的很大一部分被毁坏了。现有的玫瑰窗
是属于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建筑细部之一。一些残余的遗迹包括曾经为传教士
提供庇护的拱门，修道院区域和大院外可见的一部分灌渠。教堂仍然运作，
游客被允许参加星期天的大众。

 www.nps.gov/saan/planyourvisit/sanjo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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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 San Jose Drive,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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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奥宣教国家历史公园 

"殖民地西班牙使命"

现在被称为圣安东尼奥和南德克萨斯州的旷野主要由西班牙天主教神父定居
。而且显然是建筑风格精致的司铎。使命康塞普西翁，圣何塞使命，圣胡安
使命和埃斯帕达使命，这四个历史使命构成了所谓的使命之路，在设计和施
工中都具有非常独特和美丽的细节。每个背后的历史都很有趣。就景点而言
，这绝对是一个“必看”。入场是免费的。

 +1 210 534 0749  www.nps.gov/saan/  6701 San Jose Drive,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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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奥植物园 

"室外花园展览与温室"

圣安东尼奥植物园有40英亩（4046平方米）郁郁葱葱的树叶和五颜六色的鲜
花。一个经常被游客忽略的奇妙的景点，花园是一年四季精美，总是盛开的
东西。一个温室，正式的花园，“老式”花园和本地植物提供了各种利益。
对于植物学专家和花园种植者来说，这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在春季访
问，不要忘记你的抗组胺剂。花园中心设有午餐咖啡厅，礼品店，导游，成
人和儿童班。它也可用于私人派对。

 +1 210 536 1400  www.sabot.org  555 Funston Place, 圣安东尼 TX

 by Michael Barera   

圣费尔南多大教堂 

"美国最古老的大教堂保护区"

虽然建筑工程直到1749年才开始建造，但这座大教堂于1731年由加那利群岛/
西班牙岛民建立，他们试图建造自己的礼拜场所。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大教堂
避难所。着名的阿拉莫后卫詹姆斯·鲍伊（James
Bowie）在这里结婚，在阿拉莫（Alamo）的围困期间，圣安娜（Santa Anna
）用它作为观察站。着名的历史人物鲍伊，威廉·特拉维斯和戴维·克罗克
特都埋在这里。大教堂仍然吸引大量的人群，并欢迎游客。

 +1 210 227 1297  www.catholicearth.com/beta/profi
le/691san-fernando-cathedral

 115 Main Plaza, Plaza de Las Islas
Canarias,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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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奥动物园 

"动物园有区别"

这座动物园位于圣安东尼奥河沿岸，毗邻布拉肯里奇公园，被认为是美国最
好的动物园之一，拥有超过3500种动物，代表700多种。新近装修的大型猫展
览吸引了大量的人群，鸟类收藏也是美国最大的之一。让时间四处游荡，探
索这个动物园所提供的一切。圣安东尼奥动物园每周提供教育课程，也可用
于私人活动。

 +1 210 734 7184  www.sazoo-aq.org  information@sazoo-aq.org  3903 North Saint Mary's
Street,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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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集市广场（El Mercado） 

"大型户外市场"

广场是墨西哥文化的历史中心和中心，是墨西哥境外最大的墨西哥市场。在
这里，您可以在几家咖啡馆之一的墨西哥餐厅用餐，欣赏墨西哥流浪乐队的
热闹声音，购买精美的毛毯，衣服，皮革和金属制品等等，从边界南部进口
。这个广场一年四季都举办了许多文化活动和展览，包括四月的Fiesta del
Mercado（市场派对）和十一月的Dia De Los Muertos（死亡日）。

 +1 210 207 8600  www.marketsquaresa.com/  marketsquare@sanantonio.
gov

 514 West Commerce Street,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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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之塔 

"大塔俯瞰市中心"

看到玻璃幕墙的电梯在观景台上升起500英尺（152.4米），看到城市的全景
。塔楼高达750米（228.6米），为1968年的世界博览会HemisFair建造，象征
着西半球人民的进步。美洲之塔是您在圣安东尼奥之旅中一定不能错过的地
标之一。这座塔从上午10点开始向公众开放。

 +1 210 223 3101  www.toweroftheamericas.
com/

 tamebanquet@ldry.com  739 East Cesar Chavez,
圣安东尼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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