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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古代浴场 

"不是你的普通温泉"

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休息一下飞机的生活，而不是沉迷于在温泉几个小时的纯
粹的幸福和放松。画一个罗马风格，豪华的浴缸，让你感觉像皇室！如果这
听起来很有吸引力，那就直奔Aire古浴场所在的TriBeCa。提供这样独特的经
验，这种你不会介意花费额外的钱，这个回收纺织厂转身温泉是一个烛光绿
洲与不同温度的宁静池和大理石蒸汽房。沐浴仪式之后是深层组织按摩，保
证舒缓那些紧张的肌肉，并把你的脚步回弹。在他们的罗马风格的设置下，
他们还提供红葡萄酒仪式，在那里你真正浸泡在一盆红酒，然后用葡萄酒精
油进行四手按摩。

 +1 646 503 1910  beaire.com/en/aire-
ancient-baths-newyork/

 bookingnytribeca@beaire.
com

 88 Franklin Street, 纽约
NY

 by Patrick Tomasso on 
Unsplash   

自由直升机之旅 

"曼哈顿的鸟瞰图"

纽约市空中观光是一种非凡的体验，自由为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该公
司提供三种不同类型的航班，长达15至25分钟，提供帝国大厦或自由女神像
或其他景点的一瞥。要求价格。

 +1 800 542 9933  libertyhelicopter.com  sales@libertyhelicopters
.com

 6 East River Greenway,
Downtown Manhattan
Heliport, 纽约 NY

 by morganjkern   

爵士蓝调Blue Note 

"爵士巨人"

.纽约市的爵士俱乐部一直都很活跃，位于格林威治村的这家俱乐部30多年来
也一直大受欢迎。这家俱乐部会定期邀请一些顶级音乐家和奖项获得者来表
演，比如温顿•马沙利斯、赫比•汉考克、戴夫•布鲁贝克、凯斯•杰瑞特、提
托•普恩特和赛吉•欧曼德斯。他们在早午餐期间进行表演，这里还会支持一
些初出茅庐的年轻音乐人。登录网站查询小费情况，每天的最低消费有所不
同。

 +1 212 475 8592  www.bluenotejazz.com/ne
wyork/index.shtml

 club@bluenote.net  131 West 3rd Street, 纽约
NY

 by David Lee   

韦伯斯特舞厅 

"整夜舞动"

占地四万平方尺，韦伯斯特舞厅是纽约经典的跳舞派对热门地，而且多年来
都经营成功。这里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请致电查询表演日程，因为这里不
时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DJ表演。这里还有现场音乐表演。所以不妨到这
里来体验一下纽约夜生活吧！

 +1 212 353 1600  www.websterhall.com/  info@websterhall.com  125 East 11th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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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tony-22   

总督岛 

"走过历史"

从曼哈顿下城乘渡轮很快就能到达宁静的总督岛，从这里看去城市似乎是一
个遥远的世界。总督岛只有在夏天开放，但如果你已经参观过曼哈顿周围其
他的所有岛屿，这一个还是很值得参观的。事实上，经过200年的秘密军事用
途之后，它只是最近才开始向公众开放的。岛上有一些很迷人的水上景色，
比如红钩区、布鲁克林、韦拉札诺海峡大桥和曼哈顿天际线。由于服务和设
施有限，来这里游玩您需要自行携带用品。在科布尔山附近的布鲁克林还有
另一个入口处可以到达总督岛。

 +1 212 825 3054  govisland.com/  Governor's Island, 纽约 NY

 by kerdkanno   

由布鲁克林的身体 

"在布鲁克林得到美化"

也许事实上，它被安置在一个翻新的巧克力工厂是什么启发了流行的巧克力
按摩。但不管是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布鲁克林身体提供了一些真正令人
愉快的治疗方法，即使是压力最大的人也能保证恢复活力。您可以在十间客
房中的一间享受各种按摩和身体护理。您还可以享受湿的休息室，其瑞典和
俄罗斯的桑拿浴室，土耳其浴室，土耳其浴室，冷水池和热水浴缸的舒适体
验。如果你想在最大的隐私中做到这一切，你可以选择贵宾套房。用休息室
的特色鸡尾酒来完成这一天。

 +1 718 923 9400  www.bodybybrooklyn.com/  hello@bodybybrooklyn.com  275 Park Avenue, Brooklyn,
纽约 NY

 by Ron Cogswell   

纽约高线公园 

"高雅的空中公园"

高线公园是风景迷人的城市绿洲，坐落在1929年中城西侧改进项目的旧高架
轨上。高架铁轨从第34街到斯普林街原总长13英里(20.92公里),然而在1960
年代由于开发改造原因，最南端的区域被拆除。这条线路主要是连接下西区
（肉类加工区）的货运专线，但由于1950年代汽车时代的到来和西侧越来越
多的线路的出现，高线于1980年功成身退。此后，高线进入失修阶段整座轨
道几乎荒废。还好，还有一线生机，由于一些称为高线之友-明智的捐助者和
城市规划人员建议通过改造整个高线结构而打造成一个公众公园。如今，最
近期的高线公园已经从甘斯沃尔特街延长至第三十街的铁路站。

 +1 212 500 6035  www.thehighline.org/  info@thehighline.org  West 23rd Street, 纽约 NY

欧姆水疗中心 

"第五大道的和平"

欧姆水疗中心是这个城市中心的放松天堂，是一片宁静的绿洲。为了给每一
位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水疗中心只为您选择的领域内最好的治疗师提供
服务。从众多的按摩中选择，只有经过个人咨询后才能评估您的确切需求。
继续皮肤疗法，无论您是想要快速治疗还是彻底清洁毛孔，都可以使用一系
列面部护理来恢复您的皮肤。对待你的身体是一个面膜，会让你的皮肤丝般
光滑，并通过许多指甲治疗之一，结束了一天。也有很多包裹把所有这些治
疗结合成一个彻底清新的体验。

 +1 212 845 9812  www.ohmspa.com/  205 East 16th Street, Suite M2A,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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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ic Domain   

Marquee酒吧 

"顶级狂欢夜"

宽敞明亮、时髦光鲜的夜店和酒吧迎合了纽约时尚精英的需求，其设计更符
合大众的需求。您可在闪闪发光的吊灯下劲舞到天明，而后沿双层楼梯上去
便能看到熟悉的酒吧间。能量级高，音乐畅享，酒水畅饮。献殷勤、邀约，
这是一个搭讪的圣地。模特们个个衣着光鲜，充斥着眼球。

 +1 646 473 0202  taogroup.com/venues/marquee-new-
york/

 289 10th Ave at 27th Street, 纽约
NY

 by andreas160578   

Juvenex温泉 

"振兴Juvenex风格"

在疲惫的一周之后，拜访Juvenex Spa，尽情放松。这个水疗中心提供独特的
身体护理，按摩，面部护理，修脚和修指甲。从亚洲，欧洲和美国的补救措
施中获得灵感，Juvenex的专家提出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您感觉清新。建议妇
女使用招牌的Igloo桑拿疗法，而水疗中心则为夫妇提供特殊套餐。 Juvenex
也方便24小时开放，所以你可以得到养尊处优，而不是他们的时间表。请注
意，Spa只对晚间的夫妇开放，而白天仅限女士。

 +1 646 733 1330  juvenexspanyc.com/  info@juvenexspanyc.com  25 West 32nd Street, 5th
Floor, 纽约 NY

 by flickr4jazz   

伯德兰 

"中城爵士乐"

Birdland是一个受欢迎的爵士乐俱乐部，致力于绰号Bird的着名爵士音乐家C
harlie Parker。位于西44街，这个地方是所有关于深情的爵士音乐。传播简
单的装饰，这里的食物通常是辛辣的南方烹饪。带肉汁的牛腩牛排和绿色的
猪肉大餐很值得尝试。像John Coltrane，Dizzy Gillespie，Miles
Davis，当然还有Charlie Parker等音乐巨星都曾在这里演出过。总而言之，
伯德兰是爵士音乐的好去处。通过他们的网站浏览，看看谁在玩什么时候。

 +1 212 581 3080  www.birdlandjazz.com  315 West 44th Street, Suite 5402,
纽约 NY

 by Joseph Bylund   

布鲁克林植物园 

"盆景富源"

这个精致但美丽的植物园以日式花园为特色，
同时还有格兰弗德玫瑰园，草本植物花园，儿童花园，
斯坦哈德暖房（Steinhard Conservatory）的大量室内花朵和植物。这个植
物园总占地面积52英亩以及有超过12，000植物品种，品种范围从小盆栽到橡
树。植物园提供自由行，私人课程以及证书课程。学生仅需提供有效身份证
就可享受优惠。

 +1 718 623 7200  www.bbg.org/  greenbridge@bbg.org  990 Washington Avenue,
纽约 NY

 by Daniel: haha figured

shes not here thankfully   

文华东方酒店的Spa 

"普通话中的小乐趣"

如果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活动给你带来了损失，那就去文华东方酒店，在那里
你会发现一个世界级的水疗中心，坐落在酒店的35楼。除了豪华的身体和按
摩治疗之外，孕妇也有特别的治疗方法。三个小时的阿育吠陀体验就像你曾
经经历的任何事情，放松和净化身体，心灵和灵魂。为了保留您刚刚在水疗
中心获得的最新光彩，请带上一些出售的水疗产品。

 +1 212 805 8880  www.mandarinoriental.co
m/new-york/manhattan/lux
ury-spa

 monyc-spa@mohg.com  80 Columbus Circle,
Mandarin Oriental,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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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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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4aks   

烟爵士乐和晚餐俱乐部 

"葡萄酒，用餐和梦幻般的音乐"

大约在1999年，当Augie的爵士酒吧关门时，Smoke Jazz和Supper Club就是
对前者的赞扬。这个地方最初只是作为一个好的爵士乐的场地而开始，现在
也成立了一个很好的餐厅。顾客不仅可以享受美妙的音乐，还可以享受美食
。重视每位与会者的个人注意力，这个地方的能力只有五十多个。柔和的氛
围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1 212 846 6662  www.smokejazz.com/  info@smokejazz.com  2751 Broadway, 纽约 NY

 by nnoeki   

Argana天温泉 

"摩洛哥奇迹"

在Argana日间水疗中心，您有机会通过在土耳其浴室休息一段时间来恢复自
己传统的摩洛哥方式。当您享受个人蒸气时，治疗师用有机肥皂清洁您的身
体，然后去除角质并使用传统的Rhassoul泥面膜。有许多个人和夫妇按摩，
这是为了完全解除压力。许多面部可用排毒和去角质你的皮肤，让它看起来
容光焕发。想要彻底放松一天，请在这个日间水疗中心预约您的预约。

 +1 718 833 4433  arganadayspa.com/  arganadayspa@gmail.com  7712 13th Avenue,
Brooklyn, 纽约 NY

 by Laura271   

纽约中国学者的花园 

"中国奥德赛"

这个花园位于斯塔滕岛植物园，由中国园林设计公司设计，拥有美丽的凉亭
，人行道和庭院。学者园林是近二百年前后明清时期独有的一个概念。属于
皇室的学者或管理者将设计这些封闭的花园。在这些花园里，景色变化非常
美丽，给人留下了惊人的戏剧性的影响。导游在周末进行，请检查网站的具
体时间。

 +1 718 448 2500  snug-harbor.org/botanic
al-garden/new-york-chine
se-scholars-garden/

 info@snug-harbor.org  1000 Richmond Terrace,
Staten Island,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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