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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拉蒙工作室 

"娱乐中的大名"

坐在着名的好莱坞标志下是派拉蒙工作室的地段，这里的访问是一个难忘的
经历。利用各种工作室之一的旅游，让好莱坞的魅力擦掉你。场地十分巨大
，梅尔罗斯温莎（Melrose＆Windsor）的铁艺双拱门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奇迹
，开启了好莱坞生产大片的广阔天地。漫步布朗森门，在该地区唯一的大型
电影制片厂内观看放映活动。庞大的图书馆藏有1000多种图书，其中包括许
多奥斯卡奖得主。这个地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如果你确实有兴趣，
请发送你的简历，他们可能会雇用你！无论如何，当在这里收集一点星尘时
，一定要保留一本签名书！旅游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1 323 956 5000  www.paramountstudios.com/  5555 Melrose Avenue, 洛杉矶 CA

 by tkksummers   

拉布雷亚焦油坑 

"冰河时代的化石"

曾几何时，兰乔拉布雷亚或拉布雷亚焦油坑只是墨西哥的土地资助。现在一
个公园，焦油坑是世界上冰河时代化石最丰富的矿藏。 4万多年前，猛犸象
，剑齿虎和狼群自由地在洛杉矶盆地漫游，陷入了焦油坑的天然沥青中。在
夏季，游客可以观察到从坑91进行的挖掘。访问现场的页面博物馆是必须的
。

 +1 323 857 6300  tarpits.org/  info@tarpits.org  5801 Wilshire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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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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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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光 

"当代艺术装置"

从十年前开始，随机收集的古董路灯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地标。克里斯·布登
（Chris Burden）是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的独特装置背后的创造性思想。这
是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超过200个街灯的集合，它是南加利福尼亚
州附近街区的光源。线性对齐和翻新，以保持均匀性，铸铁梁在其基地拥有
复杂的几何图案，并与太阳能灯具地球上冠上。

 +1 323 857 6000  publicinfo@lacma.org  5905 Wilshire Boulevard,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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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市场秋市节 

"适合一家参与的娱乐活动"

每年十月末， 洛杉矶农夫市场都会举行为期一个周末的秋市节。你可以参加
南瓜雕刻比赛、骑草堆、方形舞、现场音乐表演和慕尼黑啤酒节庆祝活动。
这里还有特别适合小孩和动物爱好者的宠物动物园。还有一些儿童手工艺小
摊和展示等。农夫市场秋市节是一家人庆祝金秋到来和丰收的好方法。

 +1 323 933 9211  www.farmersmarketla.com/  6333 West 3rd Street,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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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 

"电影诞生之处"

环球影城是好莱坞的标志性景点，任何喜欢主题公园的刺激人一定要去看看
。环球影城有千变万化的景点，是全家出游的好地方，可以在这里轻轻松松
地度过一整天。在导游的带领游览下，你可以在公园里漫步，在公园周围众
多的餐厅和咖啡馆中寻找美食。还可以观看各种各样的表演，如水世界或特
效表演。其他一些公园景点肯定会让你兴奋不已，包括木乃伊复仇之旅，哈
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各种游乐项目，以及备受赞誉的金刚360-3D虚拟游乐项目
。

 +1 800 864 8377  www.universalstudioshollywood.co
m/

 100 Universal City Plaza,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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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和植物园 

"无价的观光"

亨廷顿是铁路大亨的故居，有很多东西 - 一个装满珍本的大型图书馆，一个
收藏了大量欧洲版画的大型艺术收藏品，几乎无与伦比的辉煌植物园，以及
定期讲座和其他活动的论坛。您还可以在场地上找到一家书店，咖啡厅和茶
室。来吧，漫步在150英亩的五颜六色的花园，百合池塘和美丽的雕塑。图书
馆的珍贵书籍和手稿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版本，牛皮纸上的古腾堡圣经
（Gutenberg Bible）以及乔伊斯（Chaucer）最伟大作品中一本或多本的埃
尔斯米尔（Ellesmere）手稿。请注意，需要预订才能参观，价格因星期几而
异。

 +1 626 405 2100  www.huntington.org/  publicinfo@huntington.or
g

 1151 Oxford Road, San
Marino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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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大道 

"太阳从未设置的地方"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日落大道不仅是与好莱坞写在它的另一个时尚大道
。这是一段39公里长的路段，穿过洛杉矶一些着名的西好莱坞和比佛利山庄
。由于众多的吉他店也被称为吉他排，这个历经数百年在艺术和电影中出现
的永恒和标志性的大道将永远铭刻在洛杉矶人的心中。

 +1 323 467 6412 (Tourist Information)  Sunset Boulevard, 洛杉矶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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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海滩 

"本地风味"

威尼斯海滩沿洛杉矶边缘延伸2.5英里，是城市最知名的海滨房地产之一。沿
着这片辽阔的沙滩，有许多篮球和排球场，以及世界着名的室外举重区肌肉
海滩，在这里，洛杉矶的男子气概集合在公众的视野之下来泵送铁。许多包
含商店和餐馆的摊位沿着漫长的步行道行驶，主人乘坐自行车，滑雪橇和人
行横道。

 +1 310 822 5425  www.laparks.org/venice/  info@venicebeach.com  Ocean Front Walk, 洛杉矶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ayitnophotography/43144247484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ayitnophotography/4314424748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212812-农夫市场秋市节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Universal_archway_2019.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50893-环球影城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cardusa/3881160467/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4450-亨廷顿图书馆-艺术收藏和植物园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unset_Tower,_8358_Sunset_Blvd._West_Hollywood_2370.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671829-日落大道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enice_Beach,_Los_Angeles,_CA_08.JPG
http://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los-angeles/804460-威尼斯海滩


CA

 by Cayambe   

第三街区步行街 

"巨型购物区"

第三街区步行街，顾名思义，位于第三街区中，这里有多个连锁商店、酒吧
、书店、餐厅、电影院和繁华的街头生活。这里有越来越多的高级连锁商店
，但这里也有很多本地精品商店和特产店。街头表演随处可见，让这里更有
休闲气氛。周末到了人群很大。不同的商铺有不同的信用卡使用条款。

 +1 310 393 7593 (Tourist Information)  Third Street Promenade, Santa Monic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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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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anta_Monica_–_Third_Street_Promenade_(a)_06_Sept_2017.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santa-monica-ca/8984-第三街区步行街
https://pixabay.com/photos/santa-monica-pier-people-hurry-1630451/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santa-monica-ca/9660-圣塔莫妮卡码头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