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El Paso"
El Paso is referred to as the Boot Capital of the World, where Texas, New Mexico and Mexico converge into a wonderful trifecta of

culture, diversity and fun. Whether you come for desert vistas or Old West history, one is sure to enjoy this town on the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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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onitza Marie   

广场剧院表演艺术中心 

"西南的秀场"

广场剧院自1930年开始运营，是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剧场之一。它举办舞台
表演，也屏幕电影，但大多数人来的是宏伟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和设计惊叹
。广场在1986年几乎被拆除，但是一个慈善的社区协会介入保存它。今天，
客人可以在舞台上看到许多不同的表演，从流行的音乐剧“泽西男孩”到站
立式喜剧和Pink Floyd激光灯表演。检查网站的完整日历和更多细节。

 +1 800 653 8000  elpasolive.com/venues/plaza_thea
tre

 125 Pioneer Plaza, 艾爾帕索 TX

 by Shannon   

埃尔帕索任务线索 

"历史的足迹"

以埃尔帕索使命步道来看看这个牛镇的前沿过去。这个9英里（14.5公里）的
路段有San Elizario Presidio和Chapel等着名的任务Ysleta和Socorro。这
条小道起源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之间。事实上，这些教会是这个国家最古
老的教会之一。看看那个臭名昭着的“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或1877
年盐战展上的先驱县监狱。提图阿（Tigua）文化中心记载了五个世纪的历史
，从印度起源到西班牙征服。这些历史保护区中的每一个都将把您带到一个
不同的时代。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埃尔帕索，那么这条路线是一个有趣的地
方开始。

 +1 915 851 9997  visitelpasomissiontrail
.com/

 info@elpasomissiontrail.
com

 9065 Alameda Avenue,
艾爾帕索 TX

 by VisitElPaso   

埃尔帕索艺术博物馆（EPMA） 

"埃尔帕索Des Colores"

自1959年以来，EPMA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为城市和周边地区提供了无数
的美学乐趣。每年大约有10万名游客通过博物馆的门进入展馆，参观设计精
美的大厅和画廊里的许多临时展品，以及5000多件永久性的艺术品。大部分
的艺术主要集中在美国原住民，墨西哥和欧洲的作品。有关展览和时事的完
整列表，请查看网站。

 +1 915 532 1707  www.elpasoartmuseum.org
/

 Arts@elpasotexas.gov  1 Arts Festival Plaza,
艾爾帕索 TX

 by Brian Stansberry   

Hueco坦克州立公园＆历史遗址 

"保留历史"

Hueco Tanks是一个奇特的自然美景区域，将艾尔帕索独有的景观分开。在得
克萨斯州州立公园委员会的保护和保护下，这个沙漠盆地（huecos）群集是
历史上重要的美洲原住民岩石艺术的所在地。公园还拥有大量的冒险攀岩，
远足和其他活动。

 +1 915 857 1135  www.tpwd.state.tx.us/spdest/find
adest/parks/hueco_tanks/

 6900 Hueco Tanks Road No 1,
艾爾帕索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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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onathan mcintosh   

国家边境巡逻博物馆 

"英雄与传奇"

边境巡逻博物馆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同类博物馆，在这个军事分支上有比你想
象的更加迷人的文物和展品。从照片到文件，枪支，车辆，博物馆是丰富的
爱国纪念品。入场是免费的，但捐款很乐意接受。博物馆根据先进的要求提
供导游。

 +1 877 276 8738  www.borderpatrolmuseum.
com/

 nbpm@borderpatrolmuseum.
com

 4315 Woodrow Bean
Transmountain Drive,
艾爾帕索 TX

 by Larry D. Moore   

Magoffin家国家历史遗址 

"Magoffin集合"

历史悠久的马格芬之家（Magoffin Home）今天收藏了十九世纪末期使用的大
量马格芬（Magoffin）家族文物。展出的客人会发现这个重要的埃尔帕索（E
l Pasoan）氏族的家具，装饰艺术和其他有趣的历史资源。建于1875年，该
网站仍然保留了德州古老的魅力，其时代的家具和绘画。该网站已经成为这
个城市丰富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在“国家史迹名录”上列出的地
标。目前，德克萨斯州历史委员会管理该网站，并拥有内部的财物。

 +1 915 533 5147  www.visitmagoffinhome.c
om/index.aspx?page=13

 magoffin-
home@thc.state.tx.us

 1120 Magoffin Avenue,
艾爾帕索 TX

 by VisitElPaso   

埃尔帕索大屠杀博物馆和研究中心 

"大屠杀提醒"

埃尔帕索大屠杀博物馆和研究中心是1994年由大屠杀幸存者亨利·凯伦创立
的。这是数百万人死亡和忍受浩劫的人的颂歌。这个博物馆介绍了二战结束
时所犯下的暴力暴行，这是对仇恨和偏见的严酷提醒。游客可以通过多媒体
报道来了解当时的情况，包括第三帝国之前的生活，纳粹政权，集中营，隔
离区等的崛起。虽然捐款是受欢迎的，但免费入场。

 +1 915 351 0048  www.elpasoholocaustmuseum.org/  715 North Oregon Street, 艾爾帕索
TX

 by Larry D. Moore   

富兰克林山国家公园 

"粗糙它"

大自然爱好者以及城市居民将喜欢富兰克林山脉，这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州
立公园之一，它提供了壮丽的景色和许多户外活动。一些活动包括露营，徒
步旅行，野餐和山地自行车的快速小径旁边的刺激。公园收取象征性的野营
和/或停车的费用。

 +1 915 566 6441  www.tpwd.state.tx.us/spdest/find
adest/parks/franklin/

 1331 McKelligon Canyon Road,
艾爾帕索 TX

 by nick.amoscato   

埃尔帕索动物园 

"看大象！"

埃尔帕索动物园尽管规模和手段不大，但其目的是尽可能地保存和保存尽可
能多的物种。这个占地18英亩的场地拥有数百种不同的类型，从阿穆尔豹，
亚洲大象，苏门答腊猩猩，短吻鳄，还有许多鱼类和鸟类。在早上，小小的
鱼可以遇到海狮，在非洲之星的火车上，孩子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些小动物，
比如非洲刺猬或者负鼠。动物园每年秋天都会举办一个为期两天的大象节。
不要错过！

 +1 915 212 0966  www.elpasozoo.org/  elpasozoo@elpasotexas.go
v

 4001 East Paisano Drive,
艾爾帕索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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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inerunner (talk)   

康科迪亚公墓 

"折衷情节"

康科迪亚公墓是一个充满各种历史人物的休息场所，从墨西哥总统和将军到
内战兽医，甚至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人。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
中国埋葬在这里的劳动者，他们低调地凸显了美国铁路工作人员的骚动。确
实，一个非常有趣的墓地，客人还会发现布法罗士兵，枪手，退伍军人的坟
墓和在万圣节期间，不要忘记赶上死亡日的节日。

 +1 915 842 8200  www.concordiacemetery.org/  3700 Yandell Street, 艾爾帕索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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