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Albuquerque"
Rugged mountains surrounded by high desert and a deep history create a setting for a unique mix of cultures. Ride the world's longest

aerial tram and enjoy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hot air balloon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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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ris English   

印第安普韦布洛文化中心 

"普埃布洛斯部落探索"

印第安普韦布洛文化中心由新墨西哥州19个普韦布洛部落所有和经营。参观
博物馆，美术馆和礼品店，每年有超过30.5万人次的参观者体验普韦布洛生
活的文化，艺术和历史。欢迎孩子们参加普韦布洛之家儿童博物馆的亲身体
验。艺术和手工作坊，各种印度仪式和许多特殊的庆祝活动都是计划在全年
。 Pueblo Harvest
Cafe咖啡厅以合理的价格供应新墨西哥和美国土着美食。

 +1 505 843 7270  www.indianpueblo.org  2401 12th Street Northwe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M+McBey   

桑迪亚山顶缆车 

"世界上最长的空中缆车"

这座电车轨道将您从桑迪亚山脚经过五个自然生活区带到桑迪亚山顶，海拔1
0,000英尺以上。乘客们在崎岖的峡谷和茂密的森林中寻找大角羊和鹿，时间
和地形似乎和谐地移动。电车停靠在High Finance餐厅旁边。这是一个必须
看到的。有了2.7英里的天空旅行，一定要在阿尔伯克基参观这个景点。

 +1 505 856 7325  www.sandiapeak.com/  info@sandiapeak.com  30 Tramway Ropad
Northea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Luigi Novi   

老镇阿尔伯克基 

"历史悠久的老城广场"

在1706年以来一直是社区生活焦点的宁静的区域，漫步在历史悠久的阿尔布
开克中心广场周围。许多原始的土坯房子仍然站在这个十区街区，尽管现在
很多已经转换成了餐厅和商店。前往老城区的游客可以探索迷人地区的历史
建筑和博物馆。锻铁和土坯bancos（长凳）召唤你休息在广场的阴影，看着
人们漫步。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特产品以及那些与西南地区不同的独特产品可
以在100多家商店和精品店中找到。

 +1 505 221 6490  www.albuquerqueoldtown.
com

 info@albuquerqueoldtown.
com

 Old Town Alburquerque,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Samat Jain from New
York City, USA   

刻在岩石上的文字国家纪念碑 

"远足历史的理由"

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15000幅古代岩画中。这个7,100英亩的纪念碑
包含了一些史前艺术品的全国最大的自然展览。阿纳萨齐游牧猎人在里奥格
兰德西部的悬崖上的黑色玄武岩巨石上以及西班牙定居者，将各种图画和信
息蚀刻到700年前。这是一个冒险的教育经验。游客可以采取巡游导游，可以
持续两个小时，也可以自行探索各种路线。

 +1 505 899 0205  www.nps.gov/petr/index.htm  6001 Unser Boulevard Northwe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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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r. T in DC   

新墨西哥自然历史科学博物馆 

"史前和未来主义"

在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从大爆炸到冰河时代，漫步一番。另
外，在观看技术人员在实际化石上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一大批巨大的恐
龙。您还可以体验Dynamax剧院的多层屏幕和超级音响系统。走进时光机，到
洛德星中心（Lode Star
Center）停下来，那里有高科技的175座剧院，望远镜和天文馆。 STARTUP画
廊讲述了阿尔伯克基在电脑发展中的作用。博物馆中的自然工程商店有一个
与恐龙，鸟类以及各种动物和科学工具有关的独特物品清单。

 +1 505 841 2800  www.nmnaturalhistory.org/  1801 Mountain Road Northwe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WT-en) PerryPlanet   

探险 

"所有年龄的游览"

在一个挑战各个年龄段和背景的人挑战，学习和批判性思考的中心学习和玩
耍。探索艺术，科学，技术，文化和乐趣。博物馆收藏了超过250种互动科学
，技术和艺术展品，如实验室，高线自行车和机器人实验室。还提供示范，
戏剧表演和各种节目和活动。博物馆商店提供广泛的双语和教育项目。

 +1 505 224 8300  www.explora.us/  explora@explora.us  1701 Mountain Road
Northwe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AllenS   

国家核科学与历史博物馆 

"核科学与历史"

这个地方被称为美国的核科学和历史的官方博物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
参与核科学发展的人们每小时都会看一部短片。这里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公
共收集核武器。展出的还有军事航空工艺品，机器人和核医学展品。

 +1 505 245 2137  www.nuclearmuseum.org/  sj.atomicstore@yahoo.com  601 Eubank Boulevard
Southea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PerryPlanet at English
Wikipedia   

ABQ生物园水族馆 

"一个大鱼缸"

作为ABQ BioPark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自然奇观编排。时尚优雅的
鲨鱼滑翔在一个285000加仑的气候控制模拟自然栖息地。墨西哥湾的咸水被
包含并封装在这个先进的设施，从异国情调的海洋带来的生活，高沙漠。在
展出的海洋生物中，你会看到黄貂鱼，沙虎，海马和海龙。阿尔伯克基水族
馆绝对是一个必须参观惊叹水生生物！

 +1 505 764 6200  www.cabq.gov/biopark/aq
uarium/

 biopark@cabq.gov  2601 Central Avenue
Northwest, ABQ BioPark,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by en:User:Camerafiend   

ABQ生物园植物园 

"意想不到的花和植物"

对于那些欣赏鲜花和植物生命自然之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目的地。
沙漠馆设有一个超现代的玻璃温室，生产热过滤紫外线，让古老的物种全年
开放。地中海馆拥有芬芳的植物生活和郁郁葱葱的围墙花园。 PNM蝴蝶亭和
蝴蝶蜂鸟园是雄伟的。展品探索光合作用的显着过程，提供一个迷人的万花
筒颜色。

 +1 505 768 2000  www.cabq.gov/biopark/ga
rden/

 biopark@cabq.gov  2601 Central Avenue
Northwest, ABQ BioPark,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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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llusionbreak   

西波拉 

"国家森林"

Cibola是一个国家森林，分布在新墨西哥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
多样的野生动物栖息在森林里。徒步旅行是一项受欢迎的活动，如露营，山
地自行车和骑马。

 +1 505 346 3900  www.fs.usda.gov/cibola  2113 Osuna Road Northeast,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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