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Raleigh/Durham"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planned cities, Raleigh dominates as the capital of North Carolina. The city of Durham, on the other

hand, is a flourishing college town with a strong focus on music and athletics. Both the cities are renowne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and are a part of the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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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公园 

"历史悠久的公共游乐园"

罗利的主要景点之一是普伦公园。这个翠绿的公园既是宁静的逃生场所，又
是儿童游乐园。旋转木马，乘船游览和餐馆在这里很受欢迎。入场免费，但
公园内的游乐设施和其他设施需要少量费用。

 +1 919 996 6468  raleighnc.gov/places/pullen-park  520 Ashe Avenue, Raleigh NC

 by Chris_Short   

弹珠孩子博物馆 

"玩到学习"

马尔布斯儿童博物馆是一个现代，充满活力的游戏为基础的学习中心，为10
岁以下的儿童设计。该博物馆是罗利最着名的家庭旅游目的地之一，拥有数
十项互动展品，IMAX教育和电影放映以及特别活动。孩子们可以探索园艺和
太阳能的来龙去脉，学习健康的钱习惯，建立简单的机器，并与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学习站互动。鼓励十人以上的团体提前预约。

 +1 919 834 4040  www.marbleskidsmuseum.org/  201 East Hargett Street, Raleigh NC

 by bobistraveling   

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馆 

"领先的艺术博物馆"

美国南部的主要艺术博物馆之一，北卡罗莱纳州艺术博物馆于1956年成立，
是全国第一个使用公共国家基金建立的艺术博物馆。这里有40多家画廊，收
藏着从古代到现代艺术史的永久性的绘画，文物和雕塑作品。参观者可以看
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埃及葬礼文物，当代国际艺术作品等等。一个
露天剧场举办户外表演，一个博物馆公园内有十几个被森林和田野包围的特
定场地的作品。

 +1 919 839 6262  ncartmuseum.org/  2110 Blue Ridge Road, Raleigh NC

 by Mark Turner   

北卡罗来纳自然科学博物馆 

"过去和现在的奇迹"

探索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然奇观，从海洋深处到落基山脉。北卡罗来纳州自然
科学博物馆拥有20英尺（6米）的瀑布。像北卡罗来纳州一样，重建六个史前
生境。这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Acorcanthosaosaurus骨骼和Willo，第一个
发现与化石心脏的恐龙的家。探索室充满互动式展品。寻找完美的礼物？自
然画廊提供原创的自然主题艺术作品。酒店内设有一间餐厅。一般入场是免
费的。特殊展品收取一定的保险费。 13岁以下的儿童必须由成人陪同。探索
室，自然主义中心和生活温室在星期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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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19 707 9800  www.naturalsciences.org/  11 West Jones Street, Raleigh NC

 by Michał Parzuchowski on 
Unsplash   

北卡罗莱纳州历史博物馆 

"探索北卡罗莱纳州的历史"

这个博物馆成立于1902年，致力于探索和保存北卡罗来纳州的历史遗产。这
里的永久展品包括北卡罗莱纳州体育名人堂，国家创作放克音乐的历史，以
及北卡罗来纳州的故事，这是一个从第一批居民时代开始在该州追寻生活的
重要展览到20世纪。博物馆举办各种临时展览，并收藏大量的地区服饰和家
具。

 +1 919 814 7000  www.ncmuseumofhistory.o
rg/

 kerry.burns@ncdcr.gov  5 East Edenton Street,
Raleigh NC

 by Farragutful   

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 

"国家元首"

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是北卡罗莱纳州立法机构的前房，也是州州长办公室
的现址。占据着罗利市中心的中心街区，建于1840年，建于希腊复兴风格。
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基金会提供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导游观光课程，儿童历
史课程，音乐会和展览。

 +1 919 733 4994  www.ncstatecapitol.org/  state.capitol@ncdcr.gov  1 East Edenton Street,
Raleigh NC

 by Gerry Dincher   

威廉B. Umstead国家公园 

"历史公园"

威廉·B·乌姆斯特德州立公园占地5579英亩（2257公顷），距罗利市中心30
分钟车程。该公园提供了由跑步者，远足者，骑马者和骑自行车者使用的多
用途足迹的广泛网络。三个人造湖泊是受欢迎的钓鱼目的地，而最大的湖泊
，被称为“大湖”，提供划艇和独木舟出租。游客可以利用野餐场地，并在
夏季帐篷露营地，原始团体景点，小木屋和历史悠久的枫树山庄住宿过夜。
游客中心设有一系列的互动展品，公园护林员定期安排教育活动。

 +1 919 571 4170  www.ncparks.gov/Visit/p
arks/wium/main.php

 william.umstead@ncmail.n
et

 8801 Glenwood Avenue,
Raleigh NC

 by Ildar Sagdejev
(Specious)   

莎拉体育公园花园 

"公共花园"

莎拉体育公园成立于1934年，在杜克大学中心占地55英亩（22公顷）的世界
级花园。超过五英里（八公里）的路径引导游客步行穿过美丽的园景露台，
花园和植物园的四个部分。公爵花园主办园艺，摄影和自然历史课程，以及
夏季音乐会系列。一个咖啡馆和一个游客中心都在场地上。步行和电车旅游
一周四天;保留建议。

 +1 919 684 3698  gardens.duke.edu/  gardens@duke.edu  420 Anderson Street,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by marticagle   

生命科学博物馆 

"学习圣所"

北卡罗来纳生命科学博物馆提供了一系列适合儿童和成人的互动教育展览。
游客可以穿过龙卷风，把他们的动作变成声音雕塑，并与美国东海岸最大的
蝴蝶温室之一接触。博物馆还有熊，红狼和狐猴庇护所，还有一个森林树木
房子的学习环境，可以欣赏到距离地面20英尺（6米）的景观森林景观。

 +1 919 220 5429  www.lifeandscience.org/  433 West Murray Avenue, Durham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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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_lemay   

杜克大学教堂 

"宏伟的哥特式建筑"

这座教堂建于杜克大学的哥特式大学中心，建于1932年，塔楼高达65英尺（2
10米），它的创始人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认为它的灵感将影响校
园音乐，信仰和学习。精美的装饰，彩色玻璃和四个制作精美的器官，包括F
lentrop或“巴赫器官”，每年都会吸引数千名仰慕者前往教堂。在11a礼拜
之后的每个星期天，教堂都会免费提供导游。

 +1 919 681 1704  www.chapel.duke.edu  chapelwebmaster@duke.edu  401 Chapel Drive,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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