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Birmingham"
Born in the cauldrons of its steel mills, this city today is an important financial and business hub. Birmingham's cultural diversity

is reflected in its vibrant neighborhoods, and it features a number of entertainment venues and theaters along with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Several festivals are held here throughout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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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nnon McGee   

橡树山州立公园 

"户外与自然领域"

橡树山州立公园提供9400英亩的美丽阿拉巴马州中部蔓延，是该州山地车最
好的地方。其特点包括18英里的自行车道，20英里的马步道，露营，小木屋
和海滩。还有一个有牲畜和野生动物康复中心的示范农场。高尔夫，划船，
钓鱼，游泳和徒步旅行住宿都可以，野餐区和洗手间位于整个场地。公园离
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

 +1 205 620 2520  www.alapark.com/parks/o
ak-mountain-state-park

 oakmountain.statepark@dc
nr.alabama.gov

 200 Terrace Drive, Pelham
AL

 by Offworlder   

伯明翰植物园 

"令人叹为观止的温室和花园"

伯明翰温暖的气候确保了植物园里一直盛开的东西。享受春天的杜鹃花，夏
天的玫瑰，秋天的树叶和冬季山茶花，因为您参观广泛的理由。或者，步入
东南部最大的晴空玻璃温室，欣赏兰花和其他热带植物。参观日本茶馆和花
园和南方生活花园，加上蔬菜，蕨类植物，鸢尾花等特殊花园。其他景点包
括门楼礼品店，咖啡厅和图书馆。讲座，示威，音乐会等事件几乎每天都在
发生;询问一个时间表。入场是免费的。所有的路径都是轮椅和婴儿车。

 +1 205 414 3950  www.bbgardens.org/  bbsed@aol.com  2612 Lane Park Road,
美國伯明罕 AL

 by ballancio   

伯明翰动物园 

"所有年龄的动物乐趣"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种不同的动物物种，从西伯利亚虎到圣埃斯特万岛chu
ckwalla。当然，还有狮子，老虎和熊，还有长颈鹿，壁虎，白犀牛和大猩猩
。如果你的脚累了，跳上动物园快车。 ZooSnoozes，他们的过夜露营计划，
可预订。另外，请查看动物园的许多课程，适合所有年龄段的游客。

 +1 205 879 0409  www.birminghamzoo.com/  2630 Cahaba Road, 美國伯明罕 AL

 by digitizedchaos   

火神公园和博物馆 

"世界上最高的铸铁雕像"

在古代的神话中，瓦肯人是丑陋的。这么丑陋，他被赶出了他在奥林匹斯山
的家，并被迫成为普通百姓中的一座铁匠火山。但是他最后嫁给了爱与美的
女神维纳斯，所以要么他不是那么丑陋，要么就是有一种幽默感。今天，神
在伯明翰的火神公园和博物馆中心是世界上最高的铸铁雕像，具有教育旅游
和高耸的观景台，俯瞰着城市。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han213/1459256312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pelham-al/274222-橡树山州立公园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27ham_Botanical_Gardens_050.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al/274228-伯明翰植物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llance/625611827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al/273231-伯明翰动物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igitizedchaos/529410432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irmingham-al/273214-火神公园和博物馆


 +1 205 933 1409  www.visitvulcan.com/  info@visitvulcan.com  1701 Valley View Drive,
美國伯明罕 AL

 by Thilo Parg   

焚烧炉 

"工业时代的博物馆"

位于第一大道北和第三十二街，斯洛斯炉实际上是伯明翰市的诞生地。这些
炉子建于1882年，生产钢铁已有90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铁行业促使伯明翰
市围绕它。该网站于1983年恢复。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火炉之外，还有工业
博物馆，雕塑花园和公园。炉子偶尔是音乐会和节日的地点。这是伯明翰最
迷人的地方之一，完全值得一试。

 +1 205 254 2025  www.slossfurnaces.com  info@slossfurnaces.com  20 32nd Street North,
美國伯明罕 AL

 by en:User:Dunncon13   

铁路公园 

"一个宁静的市中心公园"

伯明翰的铁路公园是一个19英亩（7.68公顷）的公园，是在2010年创建的。
公园有水景，小径，还有很多可供玩耍和野餐的草地。公园常常会举办特殊
活动和音乐会全年举办。在这个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之中，这个公园也是一片
欢迎的绿色地带，这个公园也是悠闲散步和慢跑的宁静之地。经常去公园的
夫妇经常在位于公园内的Boxcar咖啡馆里享用美味的小吃。

 +1 205 521 9933  www.railroadpark.org/  info@railroadpark.org  1600 1st Avenue South,
美國伯明罕 AL

 by Chris Pruitt   

McWane科学中心 

"互动博物馆"

McWane科学中心是一个动手科学博物馆，可以让游客测试物理原理，探索水
生栖息地，模拟太空探索等等。互动式展品让您可以制作自己的动画电影，
搭建过山车或沿地面30英尺高的电线骑自行车！还有IMAX影院，礼品店和美
食广场，提供各种快餐和小吃选择。查看网站的活动日历，电影欣赏时间，
入场细节等。

 +1 205 714 8300  www.mcwane.org/  200 19th Street North, 美國伯明罕
AL

 by digitizedchaos   

Ruffner山自然中心 

"自然区域＆野生生物保护区"

这座位于铁矿山遗址的杰出自然中心于20世纪50年代关闭，并于20世纪70年
代重新开放为自然避难所。前往这个中等城市避难所的游客可以探索前采石
场和矿石压碎机，徒步10英里的小径，观看鹰的飞翔，研究岩层，欣赏野花
和野生动物。

 +1 205 833 8264  www.ruffnermountain.org
/

 info@ruffnermountain.org  1214 81st Street South,
美國伯明罕 AL

 by Rob+Briscoe   

红山公园 

"英亩的冒险"

红山公园由1500亩（607.02公顷）组成，充满了户外的乐趣和兴奋。除了公
园内的11条远足径外，还有拉链设施，历史悠久的矿山，三座树屋，Hugh
Kaul
Beanstalk森林和考尔探险塔。该公园是伯明翰最受欢迎的户外冒险之一。

 +1 205 202 6043  www.redmountainpark.org/  2011 Frankfurt Drive, 美國伯明罕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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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erVintageMotorsportsMus
eum   

理发师葡萄酒赛车博物馆 

"摩托车博物馆"

被认为是世界三大赛车博物馆之一，这个结构拥有近600辆摩托车。在里面，
只要眼睛能看见就有摩托车。这个博物馆是“摩托车艺术”展览的最大单一
贷款人，为纽约市和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吸引了人潮。理发师还设有
一个修复店和图书馆。

 +1 205 699 7275  www.barbermuseum.org/  jray@barbermuseum.org  6030 Barber Motorsports
Parkway, Leeds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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