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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茶室 

"点心沿于1920年"

南华茶室据说是纽约最古老的点心，自1920年以来这家老字号就一直以其美
味的饺子闻名。简单说一下历史，这家餐厅位于血腥一角Bloody Angle，这
个城市最臭名昭著的小巷在整个19世纪许多华人帮派的流血事件。尽管当年
非常混乱，但如今依旧屹立不倒,如今，南华茶室食客们吃着经典 烧麦 
,喝上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就像几百年前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走来。

 +1 212 962 6047  nomwah.com/chinatown/  info@nomwah.com  13 Doyers Street, 纽约 NY

 by Beyond My Ken   

龙巴蒂尔披萨店（Lombardi's） 

"小意大利的优质披萨"

华美的纽约砖炉披萨配上新鲜配料，这个披萨店值得一去。甚至还有人说龙
巴蒂尔的披萨是五个区内最好吃的披萨。自己去亲身尝试一下，也加入纽约
市这场最古老的讨论之中吧。配上新鲜切碎的蛤肉，这里的披萨的确是会让
人流连忘返。龙巴蒂尔从1905年开业，所以放心去尝试吧，试试他们成功的
这个秘诀。

 +1 212 941 7994  www.firstpizza.com/  corporate@lombardisitali
an.com

 32 Spring Street, 纽约 NY

 by Jim.henderson   

格里马尔迪的披萨店 

"布鲁克林里最好吃的披萨"

位于布鲁克林的海滨附近,这家传奇的格里马尔迪的披萨店给顾客提供最美味
的披萨。这里的披萨在砖炉内烤,香脆的披萨皮以及美味的披萨就出炉了。披
萨表面总是有最新鲜的配料，包括美味的香肠,蔬菜和马苏里拉奶酪。这家店
毫无保留地烹饪美味的食物，每天都有大批忠实的客户在外大排长龙。

 +1 718 858 4300  www.grimaldispizzeria.c
om/locations/1-front-
street-brooklyn/

 cwaugh@grimaldispizzeria
.com

 1 Front Street, Brooklyn,
纽约 NY

 by Christian Kaindl on 
Unsplash   

Russ & Daughters犹太餐厅 

"传统的犹太美食"

从其在东休斯顿街的简陋开业,Russ & Daughters犹太餐厅已经成为曼哈顿的
传说。标志性的纽约熟食店如今布满整个城市,吸引大量的食客。Russ &
Daughters位于果园街的咖啡馆就在几个街区之外的original store，所有的
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该咖啡馆提供了传统犹太美食与一些创造性的美食。
熏鱼和百吉饼是必须品尝的菜式,尽管他们加入鱼子酱, 兰姆糕 ,土豆
马铃薯饼
,液态氧、犹太面包球汤以及一些其他熟食都一样美味。尽管变成了现代餐厅
,咖啡馆依旧吸引不少人到来，所出品的产品依旧美味。如果你想尝试除了咖
啡以外的美食，不妨试试鸡蛋奶油。

 +1 212 475 4880  www.russanddaughterscaf
e.com/

 cafe@russanddaughters.co
m

 127 Orchard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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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inladung_zum_Essen   

Jane简美式厨房 

"不是一般的简"

Jane简餐厅菜单上都是熟悉的美国菜式，厨房只用从纽约州当地采购回来的
食材。虽然是熟悉的菜式，但是大多数菜都被赋予了当代的色香味：佛夏卡
梅鹿汁芥末烤有机鸡肉或是西红柿煎虾配蒙托克比目鱼。酒单上的酒配上菜
式，真是绝配。葡萄是根据季节而不是根据地区来采摘的。简餐厅里的水果
马提尼是有季节性的，夏天喝巴特利特梨，冬天喝苹果酒，如此一来每天都
适合光顾简餐厅。

 +1 212 254 7000  janerestaurant.com/  info@janerestaurant.com  100 West Houston Street,
纽约 NY

 by Beyond My Ken   

Katz's熟食三明治店 

"悠久历史的美食店"

 100多年来,这家规模庞大的饭堂式犹太熟食店已经让纽约人赞叹不已，特别
是店里的熏牛肉和三明治和以及美味的“犹太”食物。简约的餐馆,胶木桌子
排成几排,这可能不是理想的约会地(除非你想借此提醒他或她在学校餐厅就
餐),但如果你渴望吃上巨型三明治配上泡菜或犹太热狗,Katz就是最好的地方
了。餐厅设有餐桌服务,但大多数人把票放在门口给柜台服务员下单,在走出
餐厅前付款即可。

 +1 212 254 2246  katzsdelicatessen.com/  205 East Houston Street, 纽约 NY

 by goodiesfirst   

蓝山 

"农场的新鲜食材"

美食鉴赏家认为一顿美食的质量取决于食材。带着这样的理念,蓝山组成了一
群在纽约志同道合的餐馆,他们坚持在挑选食材中使用最优质的来烹煮美食。
丹,大卫和劳润巴贝尔采取他们家族在马萨诸塞州农场为灵感。其吸引人的历
史造就了他们在格林威治村的这座地标,也是这家餐厅的选址原因。餐厅还设
有创意菜单，如腌甜菜沙拉,伯克希尔哈撒韦猪腩,鹿肉肝酱,烤芹菜根意大利
饭和哈德逊谷鸡。美食家可以在这优雅的餐厅用餐，并体验其五道季节品尝
菜单以及他们的精酿葡萄酒。

 +1 212 539 1776  www.bluehillfarm.com/  reservationsnyc@bluehill
farm.com

 75 Washington Place, 纽约
NY

 by fietzfotos   

第二大道熟食餐厅 

"犹太式熟食"

自1954年首次开放以来,第二大道熟食餐厅已经成为曼哈顿犹太熟食店最著名
的名字。菜单里最受欢迎的是咸
牛肉三明治,犹太面包球汤,和熏牛肉
，您可以选择在装饰着意第绪语纪念品的餐厅进食。虽然原本在第二街的位
置于2006年关闭,后来在第33街上重新开店，因此店里依旧使用原来的菜单。
来到这家餐厅，您绝对不会后悔。

 +1 212 689 9000  www.2ndavedeli.com/  162 East 33rd Street, 纽约 NY

The Halal Guys清真餐厅 

"街边地标"

十多年前清真人从一家卑微的食品车起家，如今已成为曼哈顿都市里的一处
街边食物图标了。清真人最初的目标客户群体是夜间出来活动的人和工人，
这些人在晚间寻找实惠的食物，现在清真人靠它永不过时的鸡肉和独特的辣
汁米饭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纽约人。菜式为数不多的菜单上还有豆香煎饼、皮
塔饼和皮塔三明治。就像餐厅的名字一样，这家餐厅里的食物都是清真的。
虽然清真人只在傍晚和夜间营业，但还是成功地在第53街和第六大道的十字
路口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食物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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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7 527 1505  thehalalguys.com/locati
ons/west-53rd-street-new-
york/

 info@thehalalguysny.com  75 West 53rd Street, 纽约
NY

 by  anjeeta nayar 

格林格拉斯餐厅 

"美味海鲜"

纽
约是
最伟大的
城市之一的原因是
格林格拉斯餐厅。这家由熏鱼和鱼子
酱 
组成的纽约熟食店,在五个区中被称为“鲟鱼之王”。除了鱼子,你可以找到
白鱼沙拉、洋葱和鸡蛋,三明治,沙拉和百吉饼。来到这里不妨试试腌鲱鱼,紫
貂鲤鱼,烤鲑鱼。如果你不能到纽约,他们也有送货上门的邮购目录供您选择
。自1908年以来,格林格拉斯餐厅把旧世界的美食呈现给在曼哈顿的当地人和
游客,希望在往后的100年他们能继续这样下去。

 +1 212 724 4707  www.barneygreengrass.co
m

 100years@barneygreengras
s.com

 541 Amsterdam Avenue, 纽约
NY

 by bwats2   

驰名南森热狗店（Nathan's
Famous） 

"最好吃的热狗"

作为著名的7月4日吃热狗大赛的发源地，驰名南森从1916年起就开始在科尼
岛这个地标式的地方售卖令人垂涎的热狗。从一家镍热狗摊起家，驰名南森
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全国特许经营店，但是热狗迷们发誓说，再也没有热狗能
比得上以前南森的热狗了！也许是因为海上的空气或是岛上老派的氛围；没
人能确切知道，但只要咬一口这种香脆全牛热狗，你就会知道那些怀疑者大
言不惭的行径。炸薯条（加或者不加芝士块或辣椒）让人魂牵梦绕。

 +1 718 333 2202  www.nathansfamous.com/  1310 Surf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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