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Baltimore"
Dotted with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historic and cultural landmarks, Baltimore regales with its distinctive aura, charming

neighborhoods and spellbinding museums. The bustling city is also known for its cultural diversity, as well as its cuisine and

picturesque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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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altimore+Heritage   

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伟大的现代艺术收藏"

这个博物馆的灵魂是它的宽敞的翼，致力于现代美国艺术家，如罗斯科，德
库宁，波洛克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该博物馆是安迪·沃霍尔作品的第二大私
人收藏。它还具有海洋和美洲印第安艺术，一个相当大的古代大师收藏和一
个美丽的雕塑花园。
BMA也是Cone收藏馆的所在地，这是早期现代杰作的财宝。

 +1 443 573 1700  www.artbma.org  bma.communications@gmail
.com

 10 Art Museum Drive,
巴尔的摩 MD

 by Jim H.   

堡垒McHenry国家历史文物和历史的
寺庙 

"我们的国旗还在"

美国国旗飞过麦克亨利堡的景象，激发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凯（Francis
Scott Key）笔下的“星条旗”（Star Spangled Banner）。这座堡垒以1812
年战争中的部分而闻名，成功地阻止了英国海军的进攻。当斯科特·基斯在
袭击发生后仍然看到国旗飘扬在堡垒上时，他写下了这首成为国歌的诗。今
天，堡垒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公园。修复后的兵营拥有军事和历史文物展
品，沿着水边有一条保存完好的小径，可以看到进出繁忙海港的船只的壮观
景色。

 +1 410 962 4290  www.nps.gov/fomc  2400 East Fort Avenue, 巴尔的摩 MD

 by Dylan k   

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西方和亚洲艺术"

东在沃尔特斯遇见西方。一方面，它的收藏几乎涵盖了西方艺术的整个历史
。其宽敞的画廊是希腊和罗马雕像，巴洛克式雕刻和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大
集合。另一方面，雅致的黑客之家（Hackerman House
wing）拥有美国最大的亚洲传统艺术藏品之一。

 +1 410 547 9000  www.thewalters.org  info@thewalters.org  600 North Charles Street,
巴尔的摩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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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allstreethotrod (talk)
   

巴尔的摩国家水族馆 

"惊人的水下体验"

这座水族馆也许是巴尔的摩着名的内港的最大魅力。展品从当地水域的海洋
生物样本开始很少，但游客很快发现自己与鲨鱼，rays鱼和其他非常大的生
物有眼睛。模拟的雨林生态系统真是令人敬畏。定期的海豚表演非常受欢迎
，尤其是与孩子们。

 +1 410 576 3800  www.aqua.org  visit@aqua.org  501 East Pratt Street,
巴尔的摩 MD

 by Vox Efx   

美国远见艺术博物馆 

"来自其他世界的艺术"

“有远见”是用来形容那些用普通媒体来表达自己强烈的个人生活观念的人
所创造的艺术。这个博物馆收集了这个非常有远见的艺术。由于有远见的艺
术家通常缺乏正规的培训，并且在既定的艺术传统之外工作，他们的作品如
同产生它们的异象一样大胆，创新和鼓舞人心。四岁以下的儿童免费。

 +1 410 244 1900  www.avam.org  info@avam.org  800 Key Highway, 巴尔的摩
MD

 by G. Edward Johnson
http://EdwardJohnson.com/ 

内港 

"巴尔的摩海滨"

内港是巴尔的摩市中心的港口和街区。尽管巴尔的摩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是
重要的海港，但内港一直对于大型船舶来说太浅，最终成为旅游业的焦点。
内港，除了风景秀丽的港口，还有许多主要景点，包括巴尔的摩水族馆，巴
尔的摩海事博物馆和马里兰科学中心。港口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城市规划的
巨大成功之一。

 +1 877 225 8466  baltimore.org/what-to-do/museums
-attractions/a-tour-of-baltimores-
inner-harbor/

 Inner Harbor, 巴尔的摩 MD

 by Mr. T in DC   

坎登球场的金莺类公园 

"打球！"

这个棒球场于1992年开业，将旧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的RR仓库建筑融入其
不对称的设计中。本垒和右场犯规杆来自旧金山莺纪念体育场。只要没有下
午的游戏，工作日上午就会有90分钟的游览。如果O在城里，一定要抢票，因
为在这里看比赛是一个真正的享受！

 +1 410 685 9800  baltimore.orioles.mlb.c
om/bal/ballpark/index.js
p

 birdmail@orioles.com  333 West Camden Street,
Camden Yards Sports
Complex, 巴尔的摩 MD

 by Fritz Geller-Grimm   

马里兰科学中心 

"儿童互动科学博物馆"

这个内港博物馆的马里兰科学中心展出了以物理学，海洋生物学和天文学为
重点的互动展览。近期最受欢迎的展品包括立体星云模型和主厅天花板上悬
挂的巨型流星。切萨皮克湾的河口展览更具当地的意义，其中展出了几种生
物的坦克。包含IMAX门票的软件包可用。

 +1 410 685 2370  www.mdsci.org  observatory@marylandscie
ncecenter.org

 601 Light Street, 巴尔的摩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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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on Cogswell   

华盛顿纪念碑 

"巴尔的摩的乔治·华盛顿纪念碑"

弗农广场上方是巴尔的摩的华盛顿纪念碑。大理石多立克柱塔顶178英尺高的
乔治·华盛顿雕像。攀登陡峭的228级台阶的奖励是对巴尔的摩的鸟瞰。基地
内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展览纪念碑的建筑和发展，历时近15年（1815-1829）
。

 +1 410 962 5070  mvpconservancy.org/the-monument/  699 North Charles Street, 巴尔的摩
MD

 by 
U.S.+Army+Combat+Capabiliti
es+Development+Command   

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博物馆 

"机车大集合"

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曾经是该国最重要的货运和客运线路之一。博物馆位
于市中心以西一个经过改造的开关场内，是沿着这条铁路行驶的数十个蒸汽
机车和柴油发动机的最终目的地。欢迎游客爬上船，检查巨型机器，其中许
多机器都保存在一座经过修复的房子内，这座房子还拥有丰富的历史展品和
铁路纪念品。提前打电话或查看网站了解更多。

 +1 410 752 2490  www.borail.org  info@borail.org  901 West Pratt Street,
Hollins Market, 巴尔的摩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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