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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政厅 

"美国最古老的市政厅"

纽约市政厅仍然是纽约市市长以及纽约市议会的会场,纽约市政厅是美国最老
的仍在使用的市政厅。在市政厅公园位于曼哈顿下城(市中心),市政厅于1812
年竣工并且注册为国家历史地标。如今,由于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和
佐治亚风格室内建筑风格，这座建筑楼仍然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建筑楼。市政
厅周围是美丽的花园和相邻的政府大楼,旅客总是可以在这里找到政客和政府
工作人员在午餐时间互相交流。这座建筑楼也是纽约市各电影和电视节目一
个受欢迎的地标，如电影捉鬼敢死队和电视 政界小人物。

 +1 212 639 9675  www1.nyc.gov/site/designcommissi
on/public-programs/city-
hall/about-city-hall.page

 Broadway & Steve Flanders Square,
纽约 NY

 by gig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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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rdavila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 

"华丽的地标"

原称为自由塔,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屹立在曾经的双子塔旧址。整个建筑为10
4层,高达1776英尺(541.33米),这是美国至今最高的建筑楼!世界贸易中心一
号大楼共花了9年时间完成建设以及现代的外观设计。尽管这座摩天大楼是商
业地产,里面还设有一个天文台观赏城市的壮丽景色和餐馆。除了先进华丽的
建设风格,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同时采用与蒸汽加热环保、自然采光和雨
水回收利用等材料建造而成。

 +1 212 257 6600  onewtc.com/  285 Fulton Street, 纽约 NY

 by James Willamor   

唐人街 

"曼哈顿中的小亚洲"

纽约市的唐人街是融合了古老东方传统的文化天堂，更特别的是，这里有众
多餐厅。这一区特别的繁忙和拥挤。光是在唐人街就聚集了纽约全部华人口
的一半。在这里的士多和水果店中找到很多特别的东西，从外国水果、蔬菜
到活生的蜗牛和虾米都有。这里还有很多出色的泰国、韩国越南餐厅。每到
春节，整条街都会有春节庆祝活动。

 social@nycgo.com  Chinatown,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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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other Believer   

小意大利 

"桑树街的美食盛宴"

这个著名的意大利街区位于桑树街。数年前,绝大多数住在这里的人是意大利
人,但通过唐人街的扩大和意大利社区从郊区迁移高变了整个社区。然而，大
量的咖啡馆、餐厅和面包店还是在街上比比皆是。漫步于小意大利的街区,您
可以闻到新鲜出炉的面包、大蒜香和酱料。来到这里，不妨尝一尝葡萄酒或
在路边咖啡店的提拉米苏蛋糕,又或者尝尝悬挂在商店橱窗的萨拉米香肠。

 www.nycgo.com/boroughs-neighborh
oods/manhattan/little-italy

 social@nycgo.com  Little Italy,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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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 Roeder   

格林尼治村 

"波西米亚风情"

曲折的街道和格林威治村中迷人的泥石房，让这里充满了一种与纽约其他地
方完全不同的休闲气息。很多纽约的同性恋社区和学生社区多位于这里，所
以这里有众多有趣的商铺、酒吧和咖啡厅、爵士或摇滚夜总会、舞厅等。从
二十世纪初期，这里就已经成为了美国激进思想中心。很多著名的改革家、
艺术家和学者都会聚集到这里，时至今天，这里仍然是这群人的聚集地。来
到的时候别忘去看看华盛顿广场公园。这个公园美得可以让你窒息！

 www.nycgo.com/boroughs-neighborh
oods/manhattan/greenwich-village/

 social@nycgo.com  Greenwich Village, 纽约 NY

 by Jean-Christophe BENOIST
   

华盛顿广场 

"格林威治村"

这舒适的格林威治村 总是挤满了学生,居民和游客。它是这区为数不多的绿
色公园，因为在1600年代这个广场是米奈塔溪的旧址。在那个世纪这里只是
农田,后来被纽约州议会买下建成墓地,此后,在1826年纽约市收购了该地并且
用于建设公园。在广场的北侧是著名的拱门,建于1889年的纪念华盛顿的就职
典礼百周年,当时的纽约是美国宪法下的第一首都。拱门是由著名建筑师斯坦
福·怀特设计,在公园里你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历史特色,有些是隐藏起来的
而有些则显而易见。广场附近也是许多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喜爱的广场,包括
亨利·詹姆斯,伊迪丝·华顿和爱德华霍珀经常在附近活动;许多名人住在公
园的北侧一排希腊复兴式风格的建筑物。如今,在这附近的大多数建筑物属纽
约大学拥有。

 www.nycgovparks.org/parks/washington-square-park  5th Avenue & Waverly Place, 纽约 NY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ittle_Italy,_New_York_City_(2014)_-_04.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7305-小意大利
https://pixabay.com/photos/brooklyn-bridge-river-manhattan-nyc-1392285/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5442-布鲁克林大桥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abor-roeder/1453568703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29708-格林尼治村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YC_-_Washington_Square_Park_-_Arch.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5587-华盛顿广场


 by chensiyuan   

联合广场 

"激进的历史时代，摩登现代"

联合广场并不像美国其他的广场一样，这个联合广场并不是取名于劳动活动
或其他联邦州活动，其命名于1815年两大街道的联合。这个广场于十九世纪
进行了几次翻新及改建，在1842年新建了喷泉，并且沃克斯和弗雷德里克·
劳·奥姆斯特德（著名的中央公园的园景建筑师）在1872年改良了公园。这
个广场也因各种集会,示威活动和其他活动,以及自开放以来其他多不胜数的
活动而闻名。此外,联合广场举办街头棋盘,露天市场,还有许多零售商店，是
游客购物的好去处。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Between East 14th Street and East 18th Street, Between
Irving Place and 5th Avenue, 纽约 NY

 by OpenAperture   

熨斗大厦 

"熨斗区的瑰宝"

熨斗大厦建于1902年，它是由Daniel H. Burnham设计的，被认为是最古老的
、也许还是纽约最著名的摩天大楼之一。这座建筑很好辨认，大楼混合采用
了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其特殊的楔形（像老式熨斗的形状）
使它成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建筑。该地区的熨斗区就是以这个历史悠久的纽约
标志性建筑来命名的。

 175 Fifth Avenue at East 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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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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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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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iguel Mendez   

麦迪逊广场花园 

"纽约最大的娱乐场所"

谈到在纽约市的娱乐场所，能容纳18,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无疑是当中的
佼佼者。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过各大活动集会，如音乐表演、体育、戏剧等
等数不胜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毗邻的剧院同时有固定的文化活动安排，广
场花园与圣诞颂歌
的活动是每年的固定节目。麦迪逊广场花园是全美篮球协会NBA的纽约尼克斯
队，美国女子篮球联盟WNBA纽约自由人和NHL的纽约游骑兵队的球队主场。这
座标志性的娱乐殿堂有着丰富的历史,也是纽约各大球类赛事的举办场馆。

 +1 212 465 6741  www.msg.com/madison-square-
garden

 4 Pennsylvania Plaza, 纽约 NY

 by melanzane1013   

纽约公共图书馆 

"石狮守卫"

坐落于光辉璀璨的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有两头著名的石狮守卫,名
叫耐心和毅力。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图书馆是一座宝库。馆里的许多图书大厅
包含数以百万计的书卷,成千上万的当前期刊和馆内有大量工作人员在必要时
刻给读者提供帮助。纽约公共图书馆于1897年开始建造,图书馆直到1911年才
竣工。图书馆无论建筑结构的内外都是纽约市的一个经典。图书馆偶尔提供
免费的艺术展览。

 +1 917 275 6975  www.nypl.org/  5th Avenue at 42nd Street, 纽约 NY

 by Allie_Caulfield   

克莱斯勒大厦 

"摩天大楼"

克莱斯勒大厦于1930年竣工,这座高耸的大厦曾是第一个比埃菲尔铁塔还高的
建设项目。当然这也是短暂的,1048英尺高的帝国大厦仅建于克莱斯勒大厦竣
工几个月后。克莱斯勒大厦在文化和建筑上依然吸引不少民众的参观。沃尔
特克莱斯勒委托建筑团队建造克莱斯勒大厦，作为他显赫的汽车制造帝国的
标记,这点深深地反应其华丽的装饰艺术风格。如大楼的内部刻有各种汽车相
关的雕刻。

 405 Lexington Avenue, At 42nd Street, 纽约 NY

 by Fcb981 ; Eric Baetscher
(attribution required)   

纽约中央车站 

"火车站中的瑰宝"

建于1913年，很多纽约人都对中央火车站印象深刻，尤其是大型大厅以及大
厅中教堂式的圆顶天花板。这里还有很多新开的时尚商店、美食中心，让这
里更有城市的感觉。这里每周都接待超过50万乘客，这对一般的火车站还说
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如果你饿了,这里还有不错的就餐选择。随着常规路线
,火车站的服务随着地铁北线向纽约市郊发展。

 +1 212 340 2583  www.grandcentraltermina
l.com/

 info@grandcentraltermina
l.com

 89 East 42nd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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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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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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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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uca Bravo lucabravo on
Unsplash   

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 

"火箭女郎之乡"

作为火箭女郎之乡的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是美国规模最大最著名表演场地
。位于纽约市中心也使其成为文化的中心，特别是在圣诞节期间更是热闹非
凡。该音乐厅于1932年开放，称为“人民的殿堂”，电城音乐厅修葺于1980
年。许多著名的演员曾在这个音乐厅进行表演，其中浮现脑海的歌手明星如
纽约传奇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艾拉费兹杰拉（Ella
Fitzgerald ）以及小萨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等-
如今这个舞台仍然屈指可数是娱乐名城。

 +1 212 247 4777  www.msg.com/radio-city-
music-
hall?cmp=van_radiocity

 feedbackradiocity@msg.co
m

 1260 6th Avenue, 纽约 NY

 by Daniele Levis Pelusi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林肯表演艺术中心 

"全世界最好的表演中心之一"

说到现场表演，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绝对是最大的艺术会场。在林肯中心户外
中心，总会找到每个人的心水：国际认可的舞蹈，高水平的表演，各种特别
活动及爵士表演。还有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现场表演，其管弦乐队及艺人表
演尤其著名。林肯中心每年平均举行400多场现场表演，表演项目有经典到现
代等项目。看完上述的表演，如您觉得不过瘾, 林肯中心也举办多场由
林肯中心电影会举办的活动.
林肯中心设有不同的演出日程，让旅客尽情探索世界闻名的大都会歌剧院,
艾弗里费雪厅Avery Fisher Hall, 纽约州立剧院the New York State
Theater ( 纽约市歌剧New York City Opera之乡) 以及波蒙特剧场 （the
Vivian Beaumont Theater）。

 +1 212 875 5456  www.lincolncenter.org/  10 Lincoln Center Plaza, West 62nd
& 65th Streets,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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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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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