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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下城 

"购物狂的欣喜之地"

曼哈顿下城是游客经常光顾的地区,因为该区有许多购物、餐饮和娱乐选择。
还有可以购买本地产品的Battery Place
Market市场。那些喜爱独家品牌的顾客会发现像Abercrombie &
Fitch和奥尔多Aldo等品牌。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Lower Manhattan, 纽约 NY

 by Jan Ainali   

南街海港 

"曾经的纽约渔市场"

这个海港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在30年前，这里经历了重新装修，自此，这
个历史悠久的海港就被改造成购物商场了。这里可以欣赏到东河和布莱克林
桥的景色。这个商场氛围三个部分，一个是纽约鱼市场的旧址、另外一个是1
7号码头，最后一个就是位于南街附近的富尔顿商场。这里的空间有很多活动
，海事博物馆、餐厅和购物热门地，所以这里绝对是感受纽约城市文化的重
要地方！

 +1 212 732 8257  theseaport.nyc/  info@theseaport.ny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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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L.I.T.   

SoHo区 

"时尚区"

SoHo以休斯顿街南而命名，这样就一定不会忘掉其位置了。曼哈顿是一个富
有历史与事件的区域，从 铸铁区 称为今天众多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在SoHo
走一圈，就会了解到很多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事件。不仅可以欣赏两边的美丽
建筑，还可以到时尚商店中尽情购物，在高级餐厅中开怀享用美食。这里很
多的时装店和餐厅都在SoHo区的北面，距离百老汇、春天大街和王子街都很
近。来到这里不妨到这里来感受一下soho区的文化氛围。

 South of Houston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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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丽塔品牌 

"复古精品及配件"

以意大利角色闻名和命名,诺丽塔附近有很多购物商店。伊丽莎白街,莫特街
和桑树街是最受欢迎的商店，像 西格森莫里森Sigerson Morrison
销售配件和手袋,而像复活商店Resurrection
则销售复古商品著称。附近也有很多餐馆和咖啡馆,你可以从中休息一下。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Nolita,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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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东区 

"历史上的近邻"

作为纽约市最老的邻居，下东区见证了许多种族和商业差异的变化。这个以
工人阶级为主的邻居曾经被移民所占领（犹太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多米
尼加人），该区经历了绅士化运动，但由于这里经常举办临时画展，克林顿
街和柯察街上还有时髦的商店，它现在已经和“时髦”以及“嬉皮士”场景
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你想跟上最新的潮流、不逊色于朋友，还想喝鸡尾酒，
那下东区绝对就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

 Lower Eas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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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ond My Ken   

圣马克街区 

"东村的生活"

圣马克街区以鲍厄里的圣马克教堂命名,是纽约东村的一条街道。沿着这条街
道，您可以找到大量销售复古旧衣店和影片商店以及咖啡馆。这些年来,这条
文化热点街区成为了Yoko Ono, W.H. Auden, Jeff Buckley等名人的舞台。

 St. Mark's Place, Brooklyn NY

 by Gryffindor   

东村 

"朋克摇滚发源地"

东村区是曼哈顿一个生机勃勃、文化多元的邻居。这座城市是许多艺术运动
，包括朋克摇滚的发源地，它以多姿多彩的夜生活以及美景著称。请来东村
区最声名狼藉的街道、圣马可广场进行休闲，或者来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玩耍
吧。如果您还想奢侈一点，那您可以来这里的林荫道，去Amato歌剧院和树荫
诗会。不管你是西藏人还是意大利人、秘鲁人、乌克兰人、古巴人，这个邻
居都会有符合您的口味的餐厅。Â

 East Villag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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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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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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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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stair McMillan   

第五大道与麦迪逊大道 

"世界著名的购物区"

位于曼哈顿的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购物区。第五大道是
一条沿着中央公园旁边的路，而麦迪逊大道则是与之平衡的一条大道。在第
五大道可以找到很多美丽珠宝。像宝格丽、卡地亚、H. Stern, Harry Winst
onn和蒂凡尼.等，即使在最不起眼的店铺中，都可以找到真正的瑰宝。如果
想要买时装的话，在麦迪逊大道上也有巴尼斯'纽约精品店、卡尔文，DKNY，
Dolce & Gabbana，阿尔玛尼，YSL、华伦天奴等品牌。第五大道还有世界上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设计师门店，如普拉达、古驰、芬迪、Coach和路易威登。
或许与这条街最密切相连的是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商场和美国女孩和娃娃商
场，还有著名的玩具王国位于麦迪逊大道上的FAO
Schwartz。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在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上尽情购物。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Fifth Avenue & Madison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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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中城 

"世界文明的购物中心"

在纽约中城您会找到一些主要的旅游景点，指的并不是纽约市的经典，而是
世界闻名的景点，如 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 时代广场以及
克莱斯勒大厦. 第五大道,是世界著名的昂贵购物街，也是坐落于纽约中城，
在这里有许多名师设计的商店。如From 梅西百货 到 布鲁明岱尔, 以及
蒂芙尼. 和 波道夫·古德曼，这些品牌您都可以在纽约中城找到。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Midtown Manhattan,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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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商圈 

"伟大的商圈"

哥伦布商圈，以克里斯佛哥伦布命名，是纽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建于1905
年并在2005年进行翻新，这个交通繁忙的商圈位于百老汇，中央公园 和第八
大道之间。这个有名的地标原本是用来衡量纽约市内的距离。在这座地标周
围有美丽的喷泉，大理石雕像以及木椅环绕，曾多次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

 +1 212 484 1200 (Tourist Information)  Columbus Circl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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