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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Apple,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The City of Dreams: this magnetic destination has earned countless nicknames, and t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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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onicaVolpin   

布鲁克林大桥 

"纽约最著名的桥"

布鲁克林大桥横跨东河，是建筑工程的奇观。 连接曼哈顿岛和布鲁克林的大
桥，其哥特式花岗岩桥塔和钢索组成，是纽约标志性建筑，为这座城市独特
的景色增添了不少色彩。这座桥建成于1883年，是悬索桥中最长的，长度约1
600英尺（487.68米）。布鲁克林大桥是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游客
可以在桥上欣赏波光粼粼映衬着的城市景观。

 www.nyc.gov/html/dot/html/bridges/brooklyn_bridge
.shtml

 Brooklyn Bridge, Brooklyn, 纽约 NY

 by Alsandro   

现代艺术博物馆 

"艺术顶尖"

这座现代艺术界的巨擘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它的画廊里挤
满了各种有趣的展品，展示的作品从绘画到印刷和插图。摄影迷们也会在现
代艺术博物馆（MoMA）找到很多喜欢的东西。与博物馆密切相关的经典艺术
品包括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和帕布罗·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
德米塞莱斯》。如果你对食物的胃口开始与你对艺术的品味相竞争，这里有
一家迷人的餐厅，离开的时候还可以到路过的一家礼品店逛逛。

 +1 212 708 9400  www.moma.org/  11 West 53rd Street, Midtown
Manhattan, 纽约 NY

 by Ingfbruno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代遗迹"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处非常受欢迎的景点，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
历史博物馆之一。 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物、展品和模型，所有的陈列品
都是为了揭示这个美丽而神秘的自然世界。 当您走进入大厅里就会看到，参
观活动以大象、恐龙和其他灭绝生物的骨骼和真人大小的模型标本开始。其
他景点还包括人类生物学和进化过程、陨石馆、大量宝石收藏、IMAX巨幕影
院和 罗斯地球和太空研究中心 天文馆展览（需要额外收费），同时也是一
座研究图书馆。博物馆提供许多特别定制的公众和团体参观，还有教育培训
项目和参观，也能让游客学习并了解关于更多展品的故事。

 +1 212 769 5100  www.amnh.org/  200 Central Park West, Theodore
Roosevelt Park,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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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kfeeney   

纽约时代广场 

"世界的十字路口"

比生活更大的广告牌、霓虹灯的集体闪烁、迷人的数字屏幕和有名的大气精
神，概括了熙熙攘攘的时代广场。1924年，纽约时报将其办公室搬到了这里
，从此这个热闹的广场忙碌的氛围深深地呼应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引人注目
的百老汇大帐篷，各种各样的商店，各类型和美国条纹的餐厅，高耸的建筑
物超越了人们的视线。 在游客如海的某处，他们可能正前往标志性的红色台
阶观看这一壮观的全景，一辆深红色的旅游大巴缓缓驶向下一个不朽景点。 
同时，这个地方的长期固定设摆设也为它的传奇地位做出了贡献，从可口可
乐的招牌，巨大的M&Ms 巧克力世界商店和时代广场工作室，变成TKTS展位、
硬石咖啡厅和好莱坞星球。

 +1 212 768 1560  www.timessquarenyc.org/  info@timessquarenyc.org  7th Avenue, 纽约 NY

 by Arch_Sam   

纽约帝国大厦 

"标志性建筑"

这座102层的摩天大楼高达1454英尺（443.2米），自1931年竣工以来，近40
年来一直被誉为世界最高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作为最高商业大楼的记录尽管
被取代，该大厦仍然是美国最著名和最具标志性的现代奇迹之一。 大厦的装
饰艺术设计是建筑师威廉F兰姆的作品，他以早期的设计为基础，参考了温斯
顿塞勒姆的雷诺兹大厦，在两周内就完成了设计图纸. 帝国大厦充满了令人
叹为观止的建筑细节最能通过豪华的大厅展示，也是装饰艺术多样性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帝国大厦的亮点是两个观景台，分别位于大厦的86层和102层。
从这里可以看到震慑人心的纽约景观，从白天阳光斑驳的城市美景到夜晚灯
火阑珊的灯海。通常，塔楼的高耸尖顶会被无数种颜色照亮以庆祝一年中的
各种特殊场合和周年纪念日，并伴随着几英里外可见的灯光表演。

 +1 212 736 3100  www.esbnyc.com/  20 West 29th Street, Midtown
Manhattan, 纽约 NY

 by 12019   

中央公园 

"不仅仅是一个公园"

中央公园，坐落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心，是纽约都市中的休闲之地，从市
中心一直延伸到哈莱姆区。1857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两
位风景园林设计师在曼哈顿中心建成了此公园。占地843英亩（341.15公顷）
，这座纽约“后花园” 生机勃勃的绿意葱葱与钢筋水泥的灰黄的世界形成强
烈的对比。公园的21个游乐区点缀着华丽的喷泉、雕塑、无数的桥梁和拱门
，共同构成了很有城市规划感的休闲娱乐区，不乏有人从嚣闹的城市生活中
逃离到此为心灵寻一处归所的。 公园内的景点包括
贝塞斯达喷泉，温室花园, 贝尔维德城堡，还有中央公园动物园。

 +1 212 310 6600  www.centralparknyc.org/  social@centralparknyc.or
g

 Central Park West, 纽约 NY

 by lklatt   

洛克菲勒中心 

"曼哈顿市中心"

作为国家历史悠久的地标，洛克菲勒中心位于曼哈顿市中心，占地22英亩(8.
90公顷)。洛克菲勒中心命名，是纪念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中心的老板小约翰·
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D.Rockef ellerJr.）的，使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私
人拥有的建筑群。该建筑群由14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组
成，另有5座于1947年完工，另外4座是按国际风格建造的。这些历史建筑的
辉煌设计与一系列壮观的景点相匹配，包括楼顶上是著名的观景平台，可以
鸟瞰曼哈顿全景，还有无线电音乐厅，国家广播公司NBC，几家商店和餐馆。
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华丽地装饰着装饰艺术(Art
Deco)的细节，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历史瑰宝。

 +1 212 588 8601  www.rockefellercenter.com/  45 Rockefeller Plaza,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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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i Brinker   

911国家纪念馆 

"怀缅英雄"

国家911纪念馆是一座令人惊叹的纪念馆，为了纪念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
击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民而建造的。纪念馆由两个水池和一个美丽的广场组
成。所有遇难者的姓名被刻在环绕两个巨型水池的墙体上。游客还可以探索9
11纪念馆 ，那里展出有关该事件的资料和故事。这个地下博物馆展出的各种
展品提醒人们反思这里曾经失去的存在。

 +1 212 312 8800  www.911memorial.org/  reservations@911memorial
.org

 180 Greenwich Street, 纽约
NY

 by William Warby   

自由女神像 

"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作为自由闪耀的灯塔，自由女神统治着美国的自由岛，这座雕像以金属铸造
，高耸于纽约的海港之上。 法国维权人士埃杜阿尔·雷内·德·拉博拉耶代
表他的国家对美国表示声援，声援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在以后建立一座象征他
们独立的纪念碑。 因此，自由女神像是法国雕塑家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
巴托尔迪和古斯塔夫·埃菲尔的创作巅峰，成为法国向美国献上的一件光荣
的礼物。 自由女神以罗马女神，利伯塔斯为原型，骄傲地凝视着远方，女神
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同时左手捧着刻有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
。 多年来，这座雕像不仅对世世代代的美国人民灌输了一种自豪感，而且也
让成千上万美国的移民感到振奋，他们绘制了对异乡生活的蓝图，对新的生
活充满希望。

 +1 212 363 3200  www.nps.gov/stli/index.
htm

 stli_social_media@nps.go
v

 Liberty Island, 纽约 NY

 by Miltiadis Fragkidis on 
Unsplash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纽约天主教的中心"

这座巨大的教堂，坐落在洛克菲勒中心 对面第五大道上，被认为是美国最大
的天主教堂。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有两个330英尺高的尖顶，也是该市最壮观的
建筑景观之一。新哥特式建筑始于1850年，于1878年竣工。教堂里有许多的
祭坛和彩色玻璃窗，还有一座巨大有7300多条管子组成的管风琴 。教堂常年
开放，许多本地人在他们原本忙碌的生活中在这里停留片刻，享受宁静。

 +1 212 753 2261  www.saintpatrickscathedral.org/  5th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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