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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miramontes   

格芬当代 

"在小东京的大博物馆"

由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经营的这个博物馆是小东京的重要地标。这是该
市三个MOCA博物馆之一。宽敞的建筑有一个画廊举办着名艺术家的展览和一
个阅读室放养书籍。它在1963年开放，提供超过40,000平方英尺的展览空间
。

 +1 213 625 4390  www.moca.org/visit/geff
en-contemporary

 info@moca.org  152 North Central Avenue,
洛杉矶 CA

 by RuggyBearLA   

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景观"

自1913年以来，这个博物馆一直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欢欣鼓舞，展示关于我
们这个世界的自然和文化展览。参观世界上最稀有的鲨鱼，一个充满昆虫的
动物园和20个完整的恐龙骨架。全年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展品。

 +1 213 763 3466  nhm.org/  info@nhm.org  900 Exposition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Coolcaesar at English
Wikipedia   

格利菲斯公园 

"洛杉矶的都市公园"

格利菲斯公园位于圣莫尼卡山脉东端，占地4,210英亩(1704公顷)，常被称为
“洛杉矶的中央公园”，尽管苍翠繁茂的森林和野外的魅力都超过了东海岸
的同类公园。格利菲斯公园是北美最大的城市绿地之一，横跨起伏的山峦，
覆盖着橡树和胡桃木林地，海岸鼠尾草灌木，景观公园，和深深的，繁茂的
峡谷。除了格里菲思天文台、洛杉矶动物园、希腊剧院和标志性的好莱坞标
志等著名景点外，还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如徒步旅行、骑马和网球等。位于
景观绿化和崎岖荒野的交汇处，是洛杉矶最珍贵的休闲和避暑胜地。

 +1 323 644 2050 (City Park
Council)

 www.laparks.org/dos/parks/griffi
thPK/

 4730 Crystal Springs Drive, 洛杉矶
CA

 by daryl_mitchell   

拉布雷亚焦油坑的页面博物馆 

"在显示的冰河时代化石"

佩吉博物馆与拉布雷亚焦油坑拥有相同的位置，所以在您目睹过曾经俘获冰
河时代哺乳动物的小坑之后，您可以踏入内部并观看化石遗迹。有庞大的猛
犸象，剑齿猫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狼群。还有昆虫，植物和鸟类的展览。特别
令人着迷的是据说在9000年前居住的La
Brea女人骨骼遗骸的展示。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体验。

 +1 323 857 6300  info@nhm.org  5801 Wilshire Boulevard, La Brea
Tar Pits, 洛杉矶 C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vmiramontes/343571686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346714-格芬当代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uggybear/31904519747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321089-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
https://tools.wmflabs.org/commonshelper/
https://tools.wmflabs.org/commonshelper/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346676-格利菲斯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aryl_mitchell/795877971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48798-拉布雷亚焦油坑的页面博物馆


 by clphotography2013   

好莱坞星光大道 

"再现昔日光华"

好莱坞星光大道是一个星光熠熠的景点，每一颗星都有值得一看的表演者；
人行道上排列着著名的名人。星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好莱坞前市长约翰
尼·格兰特的致敬，他是金丝镇的不懈推动者。 在好莱坞大道上的一段人行
道上，靠近好莱坞和藤街的交叉口，超过2600颗水磨石制成的星形奖章，向
娱乐界的一些最著名的名人致敬，包括电影明星、广播节目主持人、录音艺
术家、电影导演、电视名人和舞台演员。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明星奖章频繁加
入，典礼伴随着许多盛况和表演，创造了好莱坞生机勃勃的，不断演变的编
年史。

 +1 323 469 8311  www.walkoffame.com/  info@hollywoodchamber.ne
t

 Hollywood Boulevard and
Vine Street, 洛杉矶 CA

 by Gunnar Klack   

洛杉矶社区艺术博物馆 

"美国最好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这家博物馆是洛杉矶第二大的博物馆，而这里也是美国最好的艺术博物馆之
一。洛杉矶社区艺术博物馆很著名。这里收藏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大师
的作品。从公元前6000 BCE到温习复兴大师的巨作，还有来自二十世纪末的
摄影和雕塑作品。这里的展览，要花几个星期才能欣赏完。这里还定期放映
电影和免费演唱会。请经常浏览网站。但最好是成为博物馆的成员，这样你
就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展览或活动的资讯。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二都是免费入场
，但对于特别的展览，还需要交付一定的费用。

 +1 323 857 6000  www.lacma.org/  publicinfo@lacma.org  5905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by Thomas Wolf, www.foto-
tw.de   

好莱坞标志牌 

"闪亮的小镇图标"

这一受欢迎的标志牌最初是在1923年建立，目的是作为房地产开发的广告噱
头，但在好莱坞黄金时代之后的岁月里，却成为了传奇一样屹立。在加州的
阳光下，标志牌闪闪发光，从13.4米（44英尺）高的地方可以俯瞰这座城市
，标志牌上的白字非常具有地标性。如今这座标志牌周围设有围栏和路障，
即使还有一些敢于冒险的人尝试踏入保护范围里。作为洛杉矶市乃至整个美
国的经典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标志已经成为好莱坞梦幻王国最具体的体
现之一。

 +1 323 258 4338  www.hollywoodsign.org/  Off Mullholland Highway, Griffith
Park, 洛杉矶 CA

 by jeffgunn   

Runyon峡谷公园 

"自然美"

在Runyon峡谷公园的Santa Monica山脉的东面，可以看到160英亩（65公顷）
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观。这个宠物友好的公园在Mulholland Drive有两个南入
口和一个北入口。去徒步旅行或前往您的孩子可以玩的游乐区。保持你的相
机准备好，名人也知道放松在这里。

 +1 323 644 6661  www.laparks.org/park/runyon-
canyon

 2000 North Fuller Avenue,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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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jron   

比华利山罗迪奥大道 

"高价购物"

说罗迪奥大道是世界上最贵的房地产，这一点都不夸张。记得朱莉娅罗伯斯
在漂亮女人电影中的购物一幕吗？那里正是罗迪奥大道购物区。这里有众多
时装店、餐厅、独特的鞋店，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名人。但要注意的是
，这里有些店铺都是专有的，要过来购物需要提前预约。

 +1 310 855 9595  rodeodrive-bh.com/  info@rodeodrive-bh.com  Rodeo Drive, Beverly Hills
CA

 by Sam Howzit   

洛杉矶盖蒂中心 

"充满艺术世界"

盖蒂中心是你游览洛杉矶途中不可错过的博物馆。高耸的天窗以及原始的建
筑风格，这座博物馆是洛杉矶最一流的博物馆之一。 该中心收藏了许多来自
欧洲和美洲的艺术品、雕塑和照片。你也可以在这里阅读旧手稿手迹和欣赏
装饰艺术品。在过去几年，博物馆多数收藏包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
大利手稿和伦勃朗晚期的宗教肖像。 安排一天的时间用来参观这个博物馆，
它是中央花园和热门餐厅，一定会让你为它们的美丽叹为观止。

 +1 310 440 7300  www.getty.edu/museum/  gettymuseum@getty.edu  1200 Getty Center Drive,
洛杉矶 CA

 by ST33VO   

威尼斯海滩木板路 

"冲浪，沙滩和商店"

威尼斯是知道它的海滩，原始的白色沙滩的光荣伸展，温暖的阳光和棕榈树
为完美的明信片。您不必走上海滩，体验威尼斯充满活力的文化，只要沿着
繁华的木板路漫步，就可以看到当地的风景。观看街头表演者用他们的天赋
迷人的观众，买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在任何木板路的商店，或者赶上肌肉海
滩的吸引力，阿诺德·施瓦辛格崇拜者在那里抽铁，努力看起来像肌肉大和
肌肉一样可能。

 +1 310 396 676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laparks.org/venice/venice.ht
m

 1800 Ocean Front Walk, Venice
Beach, 洛杉矶 CA

 by BKD   

圣塔莫妮卡码头 

"乘船与购物"

坐落在圣莫尼卡的太平洋上，“码头”感觉更像是一个狂欢节，而不是一个
购物的地方.太阳马戏团每年都在这里的海滩上搭起帐篷表演，夏天的周末也
会定时举行音乐会和舞会。除了许多餐厅和纪念品摊位外，还有一个配有过
山车、摩天轮、旋转木马游乐园的综合性游乐场。走到码头的尽头可以看到
洛杉矶最美的日落景观之一。

 +1 310 458 8901  www.santamonicapier.org
/

 info@santamonicapier.org  200 Santa Monica Pier,
Santa Monica State Beach,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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