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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ason Coleman   

坎伯兰公园 

"非凡的东西"

坎伯兰公园的外部可以欺骗你，相信这只是另一个地方公园;但它的几个独特
的功能使得坎伯兰公园不亚于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当天气炎热的时候，这里
是当地人在现场喷洒清凉的地方。孩子们可以看到在水中嬉戏，而成年人需
要时间放松和放松。除了喷泉之外，坎伯兰公园还有一个美妙的绿色迷宫，
孩子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一个攀岩墙和探险者线索也构成了坎伯兰公园的
一部分。

 +1 615 862 8508  www.nashville.gov/Parks-and-Recr
eation/Parks/Cumberland-Park.aspx

 592 South 1st Street, 那什维尔 TN

 by Nashville Children's
Theatre   

纳什维尔儿童剧院 

"儿童剧院制作"

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演员，歌手和音乐家团体一直以流行的制作和原创的
戏剧来娱乐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历史悠久的纳什维尔儿童剧院（Nashville
Children's Theatre）每季都有八部作品，当地学校的学生填补了大部分的
席位。周末的日场表演让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有机会和孩子一起欣赏表演。
剧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们接触到戏剧艺术，同时娱乐他们。机
票价格因表演和座位偏好而异。

 +1 615 254 9103  www.nashvillechildrenst
heatre.org/

 info@nashvillechildrenst
heatre.org

 25 Middleton Street,
那什维尔 TN

 by Denise Rosser   

冒险科学中心 

"探索宇宙的奇迹"

科学发现的快感等着你！来探索超过150个互动展品和方案为儿童和成人。观
看40英尺Sudekum天文馆的天堂。爬上冒险塔顶部的七个互动级别，体验Body
Quest，通过人体的令人兴奋的旅程。周末晚上为高中生提供特别节目。

 +1 615 862 5160  www.adventuresci.com  info@adventuresci.com  800 Fort Negley Boulevard,
那什维尔 TN

 by Public Domain   

童话书店及更多 

"想象远处的地方"

丰富多彩的游戏，益智玩具，各种年龄段的书籍，童话书店和更多是一个异
想天开的精品专为儿童。这个独立的店铺由童话爱好者老板Tammy
Derr精心经营。在她的指导下，Fairytales Bookstore＆More与当地儿童书
籍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举办每周活动。每日的故事发生时间，访问网站的细节
。

 +1 615 915 1960  www.fairytalesbookstore.com  114 South 11th Street, 那什维尔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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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eith Williamson   

哈德森经典爱好 

"老式玩具和模型"

孩子们和狂热的玩具和模型的收藏家会喜欢在这里购物。 Trousdale Drive
的Hudson经典爱好为所有年龄段的孩子们提供了广泛的私人收藏，包括模型
火箭，火车，套件和动作人物。集合中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停产的，并附有一
个附有复古标签的产品。不管是G.I.乔经典版数字或军用枪，宇宙飞船和NAS
CAR从知名品牌塑料模型，这个爱好商店必将带出你的孩子。访问他们的网站
了解更多。

 +1 615 833 8337  www.hudsonclassichobbie
s.com/

 john@hudsonclassichobbie
s.com

 3628-G Trousdale Drive,
那什维尔 TN

 by Peter Meenen   

纳什维尔动物园在格拉斯米尔 

"与动物漫步和交谈"

这个占地200英亩的步行式动物园是珍稀美丽的家园。你会遇到美洲狮，黑熊
，孟加拉虎，斑马，猎豹和好玩的河水獭。孩子们甚至可以在丛林健身场玩
耍。克罗夫特中心，以离开遗产到格拉斯米尔的姐妹们的名字命名，其中包
括看不见的新世界展览和各种爬行动物。还有一个工作农场展览和宠物动物
园。

 +1 615 833 1534  www.nashvillezoo.org/  3777 Nolensville Pike, 那什维尔 TN

 by Public Domain   

波国家 

"湿，野趣"

当水银升起，温度让你在衣领下发出嘶嘶声时，请前往Wave Country。它拥
有许多水上滑梯和一台波浪机，可以创造高达四英尺的冲浪。在炎热的一天
里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冷静。公园还设有野餐区和额外的娱乐空间，供孩子们
在水上乐趣结束时抛掷棒球或飞盘。 13岁以上的入场费为8美元，12岁以下
的入场费为7美元，4岁以下免费。免费停车场。租金浮动$ 4。

 +1 615 885 1052  www.nashville.gov/Parks-and-Recr
eation/Water-Activities/Wave-
Country.aspx

 2320 Two Rivers Parkway, 那什维尔
TN

 by 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Keyser Söze at English
Wikipedia.   

菲利普玩具城 

"学习从未如此好玩！"

许多家长希望让游戏时间更有教育意义。菲利普玩具城了解并提供各种玩具
，鼓励孩子在玩耍时学习。你会发现最好的游戏，拼图，射线枪，悠悠球，
娃娃，和更大的物品，如货车和自行车的选择。行动数字的收藏者将喜欢星
球大战显示，并且训练爱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治疗。幼儿的父母会特别喜欢
适合小小的玩具的大量玩具。

 +1 615 352 5363  www.phillipstoymart.com  info@phillipstoymart.com  5207 Harding Pike,
那什维尔 TN

 by Public Domain   

冬宫道 

"时髦的鞋子和闪亮的车道"

从现场传奇烧烤，惊险刺激的电子游戏和电子记分牌的美味食物，冬宫街道
是一个伟大的地方，以整个家庭。让孩子们在保险杠旁边的车道上练习，而
大人们则用来打击和火鸡。这个有趣的保龄球馆也为孩子们的生日聚会和公
司活动提供了空间，使其成为庆祝和放松的理想场所。

 +1 615 883 8900  www.hermitagelanes.com  3436 Lebanon Road, 那什维尔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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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rkt   

纳什维尔海岸湖畔度假村 

"在太阳和冲浪乐趣"

在纳什维尔最热的水上主题公园冷静下来。骑700英尺的田纳西州Twisters水
滑梯。享受三个游泳池，迷你高尔夫，船和摩托艇出租，野餐区和沙滩。季
节通行证和团体价格可用。一些活动，如迷你高尔夫，小船租赁和露营的额
外费用。

 +1 615 889 7050  www.nashvilleshores.com
/

 info@nashvilleshores.com  4001 Bell Road, 那什维尔
TN

 by allisonmseward12   

剥皮玉米迷宫 

"为整个家庭而欢乐"

Shuckle的玉米迷宫为客人提供一个安全和有趣的户外活动，充满了在一个美
丽的秋季农场的所有乐趣。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从9月28日到11月4日开
放，是家庭共同探索的好地方。团体预订从星期二至星期五。除了占地七英
亩（2.83公顷）的玉米迷宫之外，Shuckle's还为小孩们提供骑马，干草，面
部绘画，农场游戏和游乐区。天黑后，玉米迷宫变得完全黑暗，客人必须携
带手电筒才能在迷宫中行走，因此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团体和夫妇来说，

 +1 615 669 6293  www.shucklescornmaze.com/  Lower Station Camp Creek Road,
Gallatin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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