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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co Almbauer   

自由之路 

"走下美国历史"

“自由之路”是一条长达三英里的红色油漆带，连接着波士顿16个最重要的
历史遗迹。大多数游客开始在波士顿公路步道。国家公园服务处提供从波士
顿国家历史公园游客中心开始的90分钟导游服务。一路上都是美国历史上重
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从波士顿茶党到保罗·里维尔的搭车。停止包括老
州议会大厦，法尼尔厅和老北教堂。您还可以发现保罗·里维尔的房子，波
士顿大屠杀的遗址和科普山的墓地。在Charlestown，Bunker
Hill纪念碑和U.S。宪法等着你。

 +1 617 357 8300  www.thefreedomtrail.org
/

 info@thefreedomtrail.org  204 The Freedom Trail
Boston, 波士顿 MA

 by Dariusz Jemielniak
('Pundit')   

波士顿共同 

"第一城市公园"

波士顿公园是美国波士顿市中心最古老的公园之一，提供娱乐的机会，并通
过众多的纪念碑一窥历史。英国士兵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被指定为公共空间
，后来在革命战争时期驻扎在这里。自由之路的一部分，公园毗邻马萨诸塞
州议会大厦和笔架山。最喜欢的地方是青蛙池，双打溜冰场。这个公园是翡
翠项链的开端，这是一个由受欢迎的景观设计师Frederick Law
Olmsted设计的七英里（12公里）的当地公园。

 +1 617 635 4505 (City Park
Council)

 www.boston.gov/parks/boston-
common

 139 Tremont Street, 波士顿 MA

 by BillDamon   

波士顿共同的青蛙池塘 

"在波士顿公共滑冰"

波士顿公共青蛙池在夏季是一个混凝土结构和一个水池，但是在冬季它变成
了一个16000英尺（4876.8米）的户外溜冰场。在波士顿夜晚清脆的夜晚，可
能没有什么比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树下冰层上的旋转和市中心摩天
大楼灯光更好的了。你甚至可能有观众;人群常常聚集在池塘边的铁路上，观
看溜冰者滑行。

 +1 617 635 2120  www.bostonfrogpond.com/  frog.pond@scboston.org  84 Beacon Street, 波士顿
MA

 by Adavyd   

老北教堂 

"革命战争的地标"

老北教堂仍然是一个活跃的圣公会教堂，可能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宗教建筑，
可追溯到1723年。它在美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1775年的一个命运之
夜，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注意到这样一个信号：“如果陆地上有两
个，海上是两个”。教堂塞克斯顿在尖顶上挂了两盏灯笼后，开始了他着名
的午夜骑行，唤醒并警告英国军队的到来。每年四月，殖民地的民兵开始纪
念这个历史事件的彩灯服务。

 +1 617 523 6676  www.oldnorth.com/  congregation@oldnorth.co
m

 193 Salem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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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im Pierce   

波士顿儿童博物馆 

"所有年龄的乐趣"

波士顿儿童博物馆是一个娱乐和教育你的孩子的好地方。互动式展品向艺术
，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介绍好奇的思想。诸如科学游乐场，玩具大厅，游
戏空间，编织和攀岩雕塑等展品是他们教育孩子们关于他们的环境和他们所
居住的世界的特殊能力。这个迷人的博物馆是所有年龄段的乐趣！

 +1 617 426 6500  www.bostonchildrensmuse
um.org/

 info@BostonChildrensMuse
um.org

 308 Congress Street,
波士顿 MA

 by 12019   

公共花园 

"波士顿的中央公园"

就在波士顿公园的查尔斯街对面，公共花园风景优美，有花坛，泻湖，人行
道和雕像，还有乔治·华盛顿的一座着名的纪念碑。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
大多数夏季的周末，作为婚礼照片的夫妇摆姿势。公园东北角有一个流行的
小鸭子雕塑。乘坐着名的天鹅船是游客必备的体验。

 +1 617 635 4505 (City Park
Council)

 www.boston.gov/parks/public-
garden

 4 Charles Street, 波士顿 MA

 by Smart Destinations   

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 

"探索前沿"

ICA（当代艺术学院）自1936年开始服务于社区，是首批在毕加索向沃霍尔展
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家的作品。自从2006年搬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新港口
，博物馆继续展示了波士顿当代艺术最前沿的展品。该设施现在拥有一个令
人惊叹的永久收藏品，有绘画和录像装置，以及展示来自世界各地最热门人
才的巡回展览。 ICA还设有全年的舞蹈，戏剧和电影节目，并且还赞助整个
社区的教育节目和非现场艺术装置和活动。

 +1 617 478 3100  www.icaboston.org/  info@icaboston.org  100 Northern Avenue,
波士顿 MA

 by Mysekurity   

科学博物馆 

"教育和愉快"

科学博物馆拥有天文馆，IMAX电影院和能够产生250万伏电力的两层Van de G
raaf发电机，令人印象深刻。孩子们喜欢交互式的发现中心，活动的动物展
览，以及具有化石和真人大小的模型的恐龙展览。这些和其他数百个展品使
得这个博物馆成为波士顿最着名的景点之一。这个教育和娱乐博物馆是完整
的家庭。

 +1 617 723 2500  www.mos.org/  information@mos.org  1 Science Park, 波士顿 MA

 by InSapphoWeTrust   

芬威公园 

"去红袜队"

自1912年开业以来，这个举世闻名的棒球场一直是波士顿娱乐场所的主食。
钻石的左侧是绿色怪兽（Green Monster），一个标志性的37英尺（11.28米
）的场地墙，手动操作记分牌。芬威公园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美国职业棒球大
联盟场馆之一，也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观众可容纳三万七千余人，体育
场馆在激烈的节奏中澎湃起伏，当地球迷为主队骄傲地欢呼起来！在您下次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尝试着抓住一场比赛。

 +1 617 267 9440  www.mlb.com/redsox/ballpark  4 Jersey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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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eyond My Ken   

美术博物馆 

"他们在哪里保持塞尚"

波士顿美术馆（MFA）建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美国最大和最好的艺术博物
馆之一。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博物馆收藏是巨大的，并展示了莫奈和约翰·
辛格·萨金特等大师的作品。印度外交部还拥有杰出的印象派艺术，美国早
期艺术和文物，以及亚洲和埃及艺术收藏。博物馆定期举办讲座，音乐表演
和电影。在博物馆内的一家咖啡馆和餐厅用清爽的咖啡或餐点结束您的访问
。检查网站更多。

 +1 617 267 9300  www.mfa.org/  groups@mfa.org  465 Huntington Avenue,
Avenue of the Arts, 波士顿
MA

 by Chris+Dignes   

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
 

"威尼斯式的宫殿"

20世纪初，女继承人和慈善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建造了一座仿照15世纪威尼斯宫殿建造的住宅。园丁是着
名艺术家如詹姆斯·惠斯勒和约翰·辛格·萨金特的伟大赞助人。她还获得
了欧洲的杰作，她的宫殿现在是一个充满了提香，马蒂斯，伦勃朗和拉斐尔
的作品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庭院是一个郁郁葱葱的绿洲，充满了美丽的植物
和花卉。

 +1 617 566 1401  www.gardnermuseum.org/  information@isgm.org  280 The Fenway, 波士顿 MA

 by ButteBag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柯莱特重游"

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记忆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是神圣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图
书馆和博物馆是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裴培铭设计的一个玻璃展厅。游客被运回
冷战最黑暗的日子。一部短片以自己的话讲述了肯尼迪的行为，而真实的照
片和展品唤起了怀旧美国人称为“卡米洛特时代”的白宫历史短暂时期。

 +1 617 514 1600  www.jfklibrary.org/  kennedy@jfklfoundation.o
rg

 Columbia Poin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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