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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珀斯克里斯蒂码头 

"水的乐趣"

科珀斯克里斯蒂市中心的其中一个主要景点就是熙熙攘攘的码头。在这里，
您会发现停靠在整齐排列的帆船，雪锥供应商，餐馆和巡游船。白天，你可
以走下码头，找到当地渔民出售当天的渔获量。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尤其是
在木码头上下行走的家庭，尤其是在码头照亮的夜晚，尤其令人惊叹。

 +1 361 826 3980  www.cctexas.com/departm
ents/corpus-christi-
marina

 marina@cctexas.com  400A North Shoreline
Boulevard,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Hans   

K空间当代 

"Kress空间"

该画廊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合作艺术家的工作室，画廊的名字来源于该大
厦的前租客Kress Five and Dime店。今天，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推动和
培养南得克萨斯州的当代艺术。各种各样的特殊展品全年组织，客人将看到
绘画，雕塑和多媒体作品展示，由本地艺术家创造的一切。一定要到礼品店
去买一种独一无二的手工制作的纪念品和小件艺术品。

 +1 361 887 6834  www.kspacecontemporary.
org/

 info@kspacecontemporary.
org

 415 D Starr Street,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User: (WT-shared)

Maekju at wts wikivoyage   

南得克萨斯艺术博物馆 

"艺术与建筑"

这座建筑是由着名的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他
在那里使用了一种叫做“贝壳混凝土”的材料，它是贝壳和混凝土的组合。
三层结构雄伟地由海湾站立，它有一个有趣的永久收藏品以及不断的临时展
览。大多数作品是美国当代艺术作品，包括着名艺术家的作品，如Georgia
O'Keefe和Jackson Pollock。对于小孩，楼下有一个儿童游乐区，如果艺术
让您感到饥饿，您可以步入优雅的多布森咖啡厅享用简单的午餐。

 +1 361 825 3500  www.artmuseumofsouthtex
as.org/

 artmuseum@tamucc.edu  1902 North Shoreline
Boulevard,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accent on eclectic   

港剧场 

"得克萨斯州最长的跑社区剧院"

港湾剧场位于美丽的海湾公园，每年由数百名志愿者和演员组成，每场演出
约四场。自1925年以来，它已经招待了城市居民以及碰巧偶然演出的游客。
一些解释包括当代戏剧，音乐剧和喜剧。此外，该剧院还安排了全年的特别
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年一度的万圣节露天剧场，演员扮成鬼怪和妖精
。

 +1 361 888 7469 (Box
Office)

 www.harborplayhouse.com
/

 harborplayhouse@yahoo.co
m

 1 Bayfront Park,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https://cityseeker.com/zh/corpus-christi/381347-科珀斯克里斯蒂码头
https://pixabay.com/photos/wood-painted-rods-colorful-red-8196/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corpus-christi/381365-k空间当代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outhTX-Art-Museum.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outhTX-Art-Museum.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s://cityseeker.com/zh/corpus-christi/380273-南得克萨斯艺术博物馆
http://www.flickr.com/photos/nakrnsm/434616026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corpus-christi/380329-港剧场


 by Larry D. Moore   

科珀斯克里斯蒂科学历史博物馆 

"Pinta，Niña＆Santa Maria"

如果想与孩子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天，可以参观位于Bayfront Park的科
珀斯克里斯蒂科学历史博物馆。真正吸引游客的是Pinta，Niña和Santa Mari
a的复制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时所乘的船只。这些船只的导游每
小时都有提供，并包含在入场费中。除了这些船，博物馆还有一些展示该地
区的展品。从古生物学，生态学到农学以及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历史，这个博
物馆是该地区名副其实的教育宝库。

 +1 361 826 4667  www.ccmuseum.com/  ccmuseum@cctexas.com  1900 North Chaparral
Street,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LaPrimaDonna   

海豚连接 

"连接海豚"

在墨西哥湾温暖的海水中，在自然栖息地迎接并迎接这位壮丽的哺乳动物。
事实上，它是得克萨斯州唯一一个在近距离观看海豚的地方，这使得海豚连
线距离科珀斯克里斯蒂25分钟车程。旅程持续一到两个小时，几乎每次乘车
都能保证看到几只海豚。导游只是喜欢他们所做的事情，并对这些奇妙的生
物充满激情。总而言之，一个难忘的经历。

 +1 361 776 2887  www.dolphinconnectiontexas.com/  1312 Ocean, Ingleside TX

 by israel palacio on 
Unsplash   

瑟琳娜博物馆 

"Tejano超级巨星纪念品"

很有可能是最出名的音乐家出身于科珀斯克里斯蒂，塞伦娜金塔尼利亚在199
5年被自己的歌迷俱乐部的总裁惨遭杀害。她的家人收到球迷的来信，表达他
们对博物馆的兴趣，建立了博物馆，以纪念Tejano歌手。在展会上，你会发
现一些瑟琳娜的舞台服装，其中大部分是她自己设计的，奖项和其他纪念品
。博物馆甚至有塞莱娜的红色保时捷，供游客参观。所有入学收入都由Selen
a基金会负责，帮助有需要的儿童，并为有前途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1 361 289 9013  q-productions.com/  sales@q-productions.com  5410 Leopard Street,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NPS Staff   

帕德里岛国家海滨 

"未触动的风景"

帕德里岛国家海岸位于北帕德里岛，以其原始的海滩，沙丘，海龟，濒危物
种和候鸟而闻名。这个海滨将墨西哥湾从拉古纳马德雷湾分开，并有几个超
级泻湖，这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国家海岸于1962年开放，是肯普雷德利海
龟为数不多的筑巢场所之一，也是观鸟者的天堂。在淡水池塘和泻湖上，一
周中的任何一天都有380多种鸟类。

 +1 361 949 3490  www.nps.gov/pais/index.htm  20420 Park Road 22,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Kyle Glenn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德州海事博物馆 

"嗨！"

得克萨斯州海事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内外水。一些常设展品详
细介绍了勘探和定居，发展，体育和商业捕鱼的时代，以及造船的艺术。有
时候，参观者会发现一次只能持续几周或几天的临时展品，但总是具有挑衅
性。一年四季，博物馆根据季节主持营地，工作坊和其他节目。

 +1 866 729 2469  www.texasmaritimemuseum.org/  1202 Navigation Circle, Rockport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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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arry D. Moore   

富尔顿大厦 

"大规模的豪宅"

这座宏伟的29间房子最初建于1877年，显示了富尔顿家族所居住的富丽堂皇
的气息。这座豪宅经过多年的翻修，周三至周日提供导游服务。当你走过家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建设需要几年完成。棕榈树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门面，很
难想象，房子的最终成本只有维多利亚时代美元55K。这座房子是在得克萨斯
州历史委员会的主持下运行的，如果你喜欢历史，特别是德克萨斯的历史，
那么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1 361 729 0386  www.thc.texas.gov/histo
ric-sites/fulton-mansion-
state-historic-site

 fulton-
mansion@thc.state.tx.us

 317 South Fulton Beach
Road, Rockport,
科珀斯克里斯蒂 TX

 by USFWS+Headquarters   

阿兰萨斯野生动物保护区 

"鸟类保护区及更多"

作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7年设立的工程
进步管理局的一部分，作为候鸟可以繁殖的地方，避难所对于任何想要抛弃
它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避难所。这里的主要景点是观鸟，科珀斯克里斯
蒂地区因其多样性和当地鸟类的数量而闻名。这也是强大的起重机从灭绝的
边缘带回来的避难所。如果小鸟不感兴趣，当你骑自行车或去钓鱼，也许你
会发现一个白尾鹿，犰狳，美国鳄鱼或许多其他的小动物冒险。

 +1 361 286 3559  www.fws.gov/refuge/Aransas/visit
/plan_your_visit.html

 1 Wild Life Circle, Austwell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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