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Greensboro"
Home to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institutions, North Carolina’s Greensboro is quite popular among students. A city

lined with a series of parks, gardens, and sports venues, Greensboro is also big on history,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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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博罗科学中心 

"科学很有趣！"

格林斯伯勒自然科学中心带着参观者前往曾经居住过36-英尺高的霸王龙模型
的恐龙世界，还有像宝石和矿物画廊一样了解自然地球的地方。还有水族实
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宠物，并了解更多有关蛇，两栖动物和其他海洋生物。
这个中心之旅和所有景点绝对是一个经验，任何和所有的家庭成员可以享受
。

 +1 336 288 3769  www.greensboroscience.org/  4301 Lawndale Drive, 格林斯伯勒 NC

 by 
Government+%26+Heritage+Lib
rary%2C+State+Library+of+NC
   

格林斯博罗儿童博物馆 

"互动儿童博物馆"

格林斯博罗儿童博物馆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强调的是，最重要的是来自门
外的孩子们可以体验一些教育性和互动性。为社区的儿童开展外展活动，力
求通过科学活动向青年人提供关于自然的教育。有各种实地考察，包括有趣
的宿醉。

 +1 336 574 2898  www.gcmuseum.com/  info@gcmuseum.com  220 North Church Street,
格林斯伯勒 NC

 by Riokausa   

吉尔福德法院国家军事公园 

"富有历史的公园"

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吉尔福德法院大楼的战斗，纳奈尔·格林（Natha
nael Greene）少将和他的军人试图捍卫这个土地，反对由查尔斯·康沃利斯
勋爵领导的英国和德国的盟友。最终Corwallis和他的部队迫使Greene撤退，
在Corwallis最后自己投降了乔治·华盛顿之前。今天，理由是为了纪念美国
的历史以及整个公园28个纪念碑。

 +1 336 288 1776  www.nps.gov/guco/index.htm  2332 New Garden Road, 格林斯伯勒 NC

 by NYMFan69-86   

丹吉尔家庭二百年花园 

"庆祝我们国家的二百周年"

丹格家庭200周年纪念花园是由格林斯博罗美丽公司与格林斯伯勒公园和休闲
部门共同创建的。格林斯博罗美丽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致力于维护和增强格
林斯博罗的自然美景，并于1976年创建了这个目的的200年纪念花园。历史感
兴趣的雕塑放置在整个公园，开花的树木，郁郁葱葱的绿色，流淌的溪流，
创造了一个浪漫或家庭郊游的田园诗般的设置。这个公共花园每天从黎明开
放，直到黄昏，可用于婚礼。

 +1 336 373 2199  greensborobeautiful.org/gardens/
bicentennial_garden.php

 1105 Hobbs Road, 格林斯伯勒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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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权中心和博物馆 

"民权史"

国际民权中心和博物馆的目标和长期使命是教育子孙后代，也不要让任何人
忘记格林斯博罗和民族的民权斗争。一切始于1960年由四名年轻的北卡罗莱
纳州州立大学学生在伍尔沃斯午餐柜台静坐的抗议活动开始，每一场战争都
在这些墙壁之间进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纪念碑。

 +1 336 274 9199  www.sitinmovement.org/  info@sitinmovement.org  134 South Elm Street,
格林斯伯勒 NC

 by moonlightbulb   

沼泽花园 

"宁静在城市"

位于二百年花园附近的博格花园为游客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高架走
道穿过湿地。游客将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包围 - 从城市的景点和声音欢迎
逃脱。自然保护区包含许多当地的动植物，公园内的着名景点是Joe
Christian宁静博士和Starmount Farms Lake
Overlook。大约一英里的路径穿过公园，严禁自行车。

 +1 336 373 2199  greensborobeautiful.org/gardens/
bog_garden.php

 1101 Hobbs Road, 格林斯伯勒 NC

 by Tamar Hayardeni   

格林斯伯勒历史博物馆 

"格林斯伯勒的根源"

无论是学生，研究人员，还是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格林斯伯勒和吉尔福德郡历
史悠久的格林斯博罗历史博物馆的信息，博物馆所涵盖的着名人物包括前州
长约翰·莫特利·莫尔黑德，欧亨利和戴维·考德威尔。有展品既是永久性
的，也有在这里只有有限的时间。

 +1 336 373 2043  www.greensborohistory.o
rg/

 fred.goss@greensboro-
nc.gov

 130 Summit Avenue,
格林斯伯勒 NC

 by taniadimas   

翡翠Pointe水上公园 

"惊险的水上游乐设施"

卡罗莱纳州（Carolinas）最大的水上乐园Emerald Pointe水上公园是在炎热
夏季期间的最佳去处。把整个家庭带到这里，并利用这里的36个有趣而惊险
的游乐设施。这个公园如此之大，这里的游乐设施和游泳池共有三百万加仑
的水。如果你在水上滑梯上玩得很累，那里有充足的休闲椅和遮阳区，可以
放松身心，远离炎热的阳光。

 +1 336 852 9721  www.emeraldpointe.com  3910 South Holden Road, 格林斯伯勒
NC

 by Ted Partrick   

Weatherspoon艺术博物馆 

"美国现代和当代艺术"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大学的韦瑟斯庞艺术博物馆收集了近6000件现
代和当代艺术作品，被誉为东南部最好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永久收藏的作品
有着名艺术家Andy Warhol，Willem de Kooning，Alexander Calder和Sol
le Witt的作品，但是画廊还定期展出来自新兴艺术家的小型展品。与UNC艺
术部合作，Falk访客艺术家项目每年都会展示嘉宾艺术家的作品。博物馆场
地包括一个雕塑花园，六个画廊，以及一个讲座，表演和电影放映厅。入场
是免费的。提前打电话安排小组参观。

 +1 336 334 5770  weatherspoon.uncg.edu/  weatherspoon@uncg.edu  500 Tate Stree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Greensboro,
格林斯伯勒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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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博罗植物园 

"每个季节的植物"

格林斯博罗植物园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婚礼凉亭，喷泉，乔木和桥梁，虽然
这些功能本身值得一游。什么让植物园特别是它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为景观设
计师或谁只是想要一些想法为他们的花园。该物业占地17英亩（6.88公顷）
被分为12个植物收藏，根据植物大小，物种，最佳生长条件或开花时间分组
在一起。场地还包括一个蝴蝶花园，特殊的玫瑰花园，杜鹃花园和步行道。

 +1 336 373 4334  www.greensborobeautiful
.org/gardens/greensboro_
arboretum.php

 greensborobeautiful@gmai
l.com

 401 Ashland Drive, Lindley
Park, 格林斯伯勒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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