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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操场 

"创造性的免费体验"

想象操场是因为柯达剧院的戴维•罗克韦尔的革命性理念形成的一个空间。这
个互动式娱乐场所能推动孩子的全方位发展和成长所需的“自由玩耍”这个
重要哲学理念。这里安全的高墙结构的特点是随机放置了很多物品，比如海
绵胶块、布、硬纸板、手推车和沙子，这些看起来没用的物品能给孩子创造
条件建立他们自己的游戏和玩具，以便激发他们的创意思维。对当地人和游
客来说，这是布尔林斯利普城镇的一片文娱绿洲。

 +1 212 504 411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ycgovparks.org/parks/imagin
ation-playground

 John Street, Between South Street
and Front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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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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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an-Christophe BENOIST
   

布莱恩特公园 

"图书馆后的公园"

纽约人非常喜欢这个位于市中心的小公园。布莱恩特公园里有法国式的长凳
，有遍布各色花朵的园子，有绿莹莹的草地，还有大量文化项目，这里宁静
悠然，适合静坐着看看这个匆匆的世界。这个公园以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
特的名字来命名，如今这个公园在纽约市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政府把这里改
建成一个公共公园之后，布莱恩特公园时来运转。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重
建之后，这个地方变成了今天的美丽舒适模样。公园每个月开放的时间都不
一样，所以在去之前要注意上该馆网址查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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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2 768 4242  bryantpark.org/  info@bryantpark.org  42nd Street and Sixth
Avenue, 纽约 NY

 by eliotc   

展望公园 

"布鲁克林最大的公园"

这美丽的布鲁克林公园是由中央公园建筑师负责建造。展望公园并不像在曼
哈顿更有名的中央公园一样,展望公园位于主要居民区并不是由摩天大楼包围
。许多奥姆斯特德迷认为这歌526英亩(212.87公顷)的公园是他的最高成就。
这个公园以骑马,滑冰、网球、桨船和旋转木马,以及 展望野生动物园中心为
特色。公园里还有一个露天舞台供演唱会使用,展望湖通常满是鸭子,鹅,和天
鹅等。

 +1 718 965 8951  www.nycgovparks.org/par
ks/B073/

 info@prospectpark.org  Prospect Park SouthWest,
Brooklyn, 纽约 NY

 by edenpictures   

赫克歇尔游乐场 

"面积庞大的游乐场"

位于中央公园 的赫克歇尔游乐场是最古老以及占地面积最大的公园，占地约
1.8英亩(0.73公顷)。游乐场上有标准的设施,如秋千、滑梯、跷跷板,还有很
大的草地和六个球场。游乐场的其他亮点包括混凝土建成的山丘与一系列的
梯子和隧道和以及水池供孩子们玩耍。游乐场上的赫克歇尔建筑楼设有卫生
间和小吃摊位。

 +1 212 310 6600  www.centralparknyc.org/locations
/heckscher-playground

 Between 61st and 63rd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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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Jet   

阿斯托里亚公园游泳池 

"纽约的水上珍宝"

阿斯托里亚公园游泳池是纽约市最大的游泳池，是纽约真正的珍宝。这个游
泳池有330尺大（100米），可以容纳3000人。在这里可以看到地平面上大桥
的绝美景色，再也想象不出比这里风景更好的公共游泳池了。在纽约灼热的
夏日，你很难找到比这里更理想的去处了。

 +1 718 626 8620  www.nycgovparks.org/parks/astori
a-park/facilities/outdoor-
pools/astoria-pool/

 19th Street and 23rd Drive, Astoria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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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Richmond 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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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arden/new-york-chine
se-scholars-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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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ejandrocard96   

史泰登岛动物园 

"小动物园,大品种"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孩子的地方。这是一个小型动物园但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
最大的爬行动物园之一。动物园也设有一个孩子们喜爱的宠物动物园
。史泰登岛动物园是只收取现金。

 +1 718 442 3100  www.statenislandzoo.org  614 Broadway, Staten Island, 纽约
NY

 by JonathanRe (original
uploader); Van helsing and
DarkEvil (later versions) 

法拉盛草原可乐娜公园 

"皇后区旗舰公园"

法拉盛草原可乐娜公园占地超过1200平方英亩,是皇后区最大的公园。这个公
园是两届前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点,分别在1939年和在1964年这两届,以及最
著名的1964年世界博览会标志:硕大的地球仪。公园里还包括 谢亚球场
(纽约的棒球大都会球队比赛场地），国家网球中心，三个湖，
纽约科学馆，the 皇后区美术馆, 一个高尔夫球场和溜冰场。公园里经常举
办各种活动。有关更多最新信息,请浏览该馆网站。

 +1 718 760 6565  www.nycgovparks.org/parks/flushi
ng-meadows-corona-park

 Grand Central Parkway, 纽约 NY

 by David Shankbone   

科尼岛 

"布鲁克林海滩度假村"

继科尼岛的引入和布鲁克林有轨电车线路的开通，布鲁克林的康尼岛在19世
纪末和20世纪初成为城市休闲的热点之一。自那以后,该地区布满了度假村和
旅游景点。该乐园在二次大战后开始衰退，并持续荒废了许久,该地区已经回
复生机和以及是月神公园, 水族馆 ，当然还有海滩的主场地。三英里长的木
板道沿着科尼岛延伸到布莱顿海滩。您会偶尔看到马戏团,但也会有些奇怪的
东西观赏。同时,不要让阳光普照的气候季节阻止您到科尼岛的玩乐;拥挤的
人群更少,还有不少商店开放。

 www.nycgo.com/attractions/coney-
island

 social@nycgo.com  Coney Island, 纽约 NY

 by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from USA   

洛克威海滩 

"海边美景"

虽然洛克威海滩在50和60年代作为夏季旅游胜地的时期早已过去，但是只要
人们去过一次，领略过它真正的美，就会再前往一次。洛克威海滩位于皇后
区洛克威海滩的长岛南海岸，在纽约搭乘地铁就可以到。无论你是想游泳、
冲浪、钓鱼、打排球还是只是想在海边漫步，洛克威海滩都是你的理想去处
。别忘了去一趟建于1908年的圣玫瑰利玛教堂，去欣赏一下洛克威地铁站的
经典建筑。

 +1 718 318 4000  www.nycgovparks.org/parks/rockaw
aybeach

 Rockaway Freeway, Queens,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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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avid Berkowitz   

纽约梦幻花园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位于占地28公顷的美丽花园和森林中，这个非营利性的文化组织鸟瞰着哈德
孙河。在波浪小丘上，感受到人类与大自然的互动。这里有四座历史悠久的
建筑，还有五间温室，更有屡获殊荣的花园。这里的艺术计划展现了很多现
代艺术家和园艺专家的作品。该花园时不时举办教育、园艺和艺术文化。来
到纽约不妨来享受自然的盛宴。

 +1 718 549 3200  www.wavehill.org  information@wavehill.org  4900 Independence Avenue,
Bronx, New York City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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