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 Things To Do in Wichita"
The 'Air Capital of the World' as it is frequently dubbed, Wichita is a rich tapestry of art museums, concert venues, performing

arts, parks and cultural landmarks. The industrial and trade hub is home to several iconic attractions, and also incorporates

aircraft manufacturing as a major industr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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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威克县动物园 

"吸引所有年龄"

塞奇威克县动物园是该州最大的动物园之一。这个动物园是一个主要的旅游
景点，拥有约500种不同物种的2500多种动物。除了可观赏动物的区域之外，
酒店还设有儿童游乐区，小吃店，乘船游览和电车。在企鹅湾，老虎迷航和
唐宁大猩猩森林之间，足以看到你想在这里度过一整天。

 +1 316 660 9453  www.scz.org/  ask@scz.org  5555 West Zoo Boulevard,
Wichita KS

 by UNOBUDO   

老牛镇博物馆 

"旅行到19世纪"

感觉你已经回到了这个博物馆，在那里被打扮的演员重现了19世纪70年代一
个牛镇的生活方式。这个庞大的博物馆被设计成一个工作小镇，有一个住宅
，一个工业区，一个农场和其他各种元素，包括当天的小镇。精心设计的日
常生活场景让孩子们以及成人都倍感兴趣。猎人区，Drovers营，DeVore农场
和工业区是博物馆的一些突出的生活展览。除此之外，帝国大厅展示了大量
的历史文物。酒店内的礼品店提供独特的纪念品和旅游服务。

 +1 316 219 1871  www.oldcowtown.org/  1865 West Museum Boulevard, Wichita
KS

 by Thcipriani   

平原广场的守护者 

"对美洲原住民部落的颂歌"

在阿肯色州大小河流交汇处，是由美洲印第安人雕塑家黑熊波森（Blackbear
Bosin）制作的风化钢雕像。平原的守护者于1974年安装，以庆祝国家的二百
周年。它站在高达44英尺（13.41米）的高地上，被美洲土着部落视为神圣的
地方。包围它是一个有很多展览的广场，描述住在这里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生
活。有步行桥进入该地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雕塑的灯光下吹起虚张声势
的鼓声，给周围的环境带来戏剧性的效果。

 +1 316 350 3340  www.visitwichita.com/listing/kee
per-of-the-plains-plaza/28029/

 650 North Seneca Street, Wichita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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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威奇托花园 

"一个美丽的植物园"

这些花园于1987年开放，是威奇托地区花园委员会和威奇托市的合作项目。
它们包括水族馆，蝴蝶园，蝴蝶屋，热带植物温室，岩石花园，玫瑰花园，
感官花园，莎士比亚花园等等。他们在2011年开设了一个儿童花园，为孩子
们设有几个主题区域。

 +1 316 264 0448  www.botanica.org/  701 Amidon Street, Wichita KS

 by Wildcat313   

世界珍宝博物馆 

"全球历史博物馆"

世界珍宝博物馆于2001年由Lorna和John Kardatzke博士创立，是一个非营利
组织，与美国博物馆联盟有联系。它被称为堪萨斯州最好的全球历史博物馆
之一。前往三层画廊，展示逼真的恐龙模型，古代文明，埃及木乃伊，战争
，杰出人物等等。世界珍宝博物馆还举办私人活动和会议。还有什么地方举
办你的主题婚礼或生日派对？

 +1 316 263 1311  www.worldtreasures.org/  835 East 1st Street North, Wichita
KS

 by StarksWinter   

探索地点 

"科学是乐趣"

Exploration Place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和成年人都了解有趣的科学。展品具有
创造性和互动性，就像大嘴巴，在那里你可以走到一个巨大的解剖学正确的
人口复制品，了解牙齿，牙龈和良好的口腔卫生。这里有充足的租赁空间可
用于会议或特殊活动。事实上，孩子们在这里喜欢生日派对！

 +1 316 660 0600  www.exploration.org/  Discover@Exploration.org  300 North McLean
Boulevard, Wichita KS

 by FUBAR007   

威奇托美术馆 

"膨胀博物馆"

威奇托美术馆是堪萨斯州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它成立于1935年，拥有一
系列美国艺术品。大约7000件作品跨越三个世纪的艺术收藏包括雕塑，绘画
和装饰艺术。它拥有杰出的艺术家的作品，如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等等。这个博物馆建于1935年，
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叫“客厅”，游客可以尝试创作自己的艺术品。博物馆还
设有一个咖啡馆和一个由当地艺术家制作礼品的商店。

 +1 316 268 4921  wichitaartmuseum.org/  info@wichitaartmuseum.or
g

 1400 West Museum
Boulevard, Wichita KS

 by Ty Nigh   

旧城威奇托 

"文化中心"

威奇托老城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个历史悠久的地区现在排满了餐
馆，购物场所，夜生活场所，博物馆等等。游客通过城镇时，有许多很棒的
酒店，它已经成为一个豪华的地区，如果你想要感受这个城市，威奇托老城
是不容错过的。

 +1 316 262 3555  www.oldtownwichita.com/  Old Town Wichita, Wichita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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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艾伦·兰贝
故居 

"草原风格的家"

Allen-Lambe
House建于1915年，由着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
ight）建造，是他设计的最后一个草原风格房屋之一。最初是为政治家亨利
·J·艾伦（Henry J. Allen）和他的妻子设计的，后来被卖给了艾伦 -
兰姆之家基金会（Allen-Lambe House Foundation）这座建筑现在是一个博
物馆，为游客进行游览。草原风格的建筑的一些最好的例子，以及弗兰克·
劳埃德自己独特的室内设计风格可以在这个房子看到。他自己承认这是他设
计的最好的房子之一。查看网站了解更多旅游信息。

 +1 316 687 1027  www.allenlambe.org/  allenlambehouse@sbcgloba
l.net

 255 North Roosevelt
Street, Wichita KS

 by christinejwarner   

大平原自然中心 

"了解自然"

了解大平原自然中心的当地植物和野生动物。在内部，像堪萨斯野生动物和
世界草原展览是为孩子和成人的教育。在外面，小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查看你在里面学到的一些动植物。在这里记得你的旅行与礼品店的东
西 - 它提供了各种书籍，玩具，和其他有趣的纪念品。

 +1 316 683 5499  www.gpnc.org/  6232 East 29th Street North,
Wichita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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