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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州议会大厦 

"历史公共建筑"

在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之间有一座古董砖外墙，任何路人都可以从早期的时候
把这座建筑当作一件文物来挑选。现在是波士顿社会管理的博物馆，这个博
物馆历史悠久。波士顿大屠杀是美国革命的催化剂之一，发生在外面。 1776
年7月18日，“独立宣言”首先在波士顿这里读到。这座建筑是1797年以前新
国家的国会大厦。博物馆的展品通过参观者了解革命的故事和参与其中的人
们。检查网站更多。

 +1 617 720 1713  www.bostonhistory.org/?s=osh  206 Washington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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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议院 

"国家傲慢的地标"

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是州首府的着名地标。这个占地6.7英亩（2.7公顷）的
建筑群是马萨诸塞州普通法院和州长办公室的所在地。其建筑的亮点是它的
镀金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圆顶的巅峰是一个松果，提醒了波士顿木材工
业在殖民时期的重要性，缅因州是马萨诸塞州联邦前区。这座建筑的丰富内
涵使其成为旅游行程的重要特征。

 +1 617 635 39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ityofboston.gov/freedomtrai
l/massachusettshouse.asp

 24 Beacon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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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里维尔故居 

"一个革命家"

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是波士顿当地和当地的银匠，因在美国革命中
扮演的角色而闻名于世。
1775年的一个晚上，他离家出走，警告叛军山姆·亚当斯（Sam
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英国军队正前往列克星敦，逮捕
他们。那天晚上，朗费罗的诗“保罗·里维尔的乘驾”不朽。这座房子始建
于1680年，1770年被里维尔收购。当里维尔的后裔在1902年恢复了财产时，
它刚刚逃脱了破坏的球。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地标，是波士顿市中最古老的
建筑之一，让人想起殖民地的美国。它打开了大门，公开观看，并展示了一
个独特的个人物品和纪念品。

 +1 617 523 2338  www.paulreverehouse.org/  19 North Square, 波士顿 MA

 by ROxBo at English
Wikipedia   

公共花园 

"波士顿的中央公园"

就在波士顿公园的查尔斯街对面，公共花园风景优美，有花坛，泻湖，人行
道和雕像，还有乔治·华盛顿的一座着名的纪念碑。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
大多数夏季的周末，作为婚礼照片的夫妇摆姿势。公园东北角有一个流行的
小鸭子雕塑。乘坐着名的天鹅船是游客必备的体验。

 +1 617 723 8144  friendsofthepublicgarde
n.org/our-parks/the-
garden/

 info@friendsofthepublicg
arden.org

 69 Beacon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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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山 

"历史悠久的优雅"

沉浸在历史上，这是波士顿最美丽的社区之一。政治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的家乡，“山”也是国家大厦的地点，这是自由之路的开始。美丽的咖啡馆
和雄伟的褐砂石建筑沿着美国最古老的城市公园 - 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
mon）旁边狭窄的鹅卵石街道排列。在查尔斯街的山脚下，有几家古董店和精
品店可以买到独特的纪念品。这个迷人的街区设法保留了它的历史，而不是
人为的古朴。波士顿另一个重要和最受欢迎的特色是橡树街。这条街被美丽
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屋所包围，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将您带到逝去的时代。

 +1 617 635 3485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oston.gov/neighborhood/beac
on-hill

 Beacon Hill,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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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利广场 

"城市广场"

波士顿有许多重要的街道和广场，其中科普利广场当然值得一提。坐落在繁
忙的后湾城市社区，这个广场是以一个着名和有才华的画家，即约翰辛格尔
顿科普利命名;它也是这个画家的铜像的家园。科普利是由许多旅游景点，包
括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约翰汉考克大厦，博斯蒂克亭，美术博物馆和老南教
堂。然而，像勃朗峰，香奈儿和宝格丽等现代设计师精品店为这个历史悠久
的空间增添了现代气息。从五月到感恩节，它还举办农贸市场。当你在城里
的时候，确实要去参观这个城市广场和附近的地标。

 +1 617 635 3911 (Tourist
Information)

 Arts@cityofboston.gov  Saint James Avenue,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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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塔基特灯船第112号 

"重要的灯塔船"

美国灯塔楠塔基特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标，曾经是同类中最后一个。对于美国
的SS，玛丽皇后和诺曼底的SS等着名的船舶来说，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它从美国东岸港口引导远洋航运长达39年之久。数十年后，需要保存和保存
这艘独特的历史悠久的船只。

 www.nantucketlightshiplv-112.org
/index.htm

 rmmjr2@comcast.net  256 Marginal Street, 波士顿 MA

 by chase_elliott   

Mapparium 

"世界在你的脚"

Mary Baker Eddy图书馆的Mapparium是着名建筑师Chester Lindsay
Churchill的杰作。 Mapparium是一个三层高的彩色玻璃球，并有一座桥，将
您带到“世界的中心”。这辉煌的建筑奇迹给你一个在世界的中间或腹部的
幻想。地球从外面照亮，从而使您能够从内部看到施工的轮廓。 Mapparium
还举办各种声光表演来展示世界的变化。这是一座壮观的现代建筑，肯定值
得一游。

 +1 617 450 7000  www.marybakereddylibrary.org/pro
ject/mapparium/

 200 Massachusetts Avenue, Mary
Baker Eddy Library,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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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湾湾 

"城市绿洲"

藏在美术馆后面蜿蜒曲折的道路上，是修剪整齐的草坪，桥梁，池塘和花坛
的美丽公园。在夏天，门卫玫瑰园爆炸成粉红色，白色，黄色和红色。胜利
花园（Victory Gardens）是一个有数百个精心策划的社区花园，可以找到更
多不同的园艺。穿过几座桥，你会发现跑道，篮球场和垒球场。波士顿没有
绿色空间比后湾有更多的和平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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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17 635 39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ityofboston.gov/pa
rks/emerald/Back_Bay_Fen
s.asp

 Arts@cityofboston.gov  Emerald Necklace, 波士顿
MA

 by InSapphoWeTrust   

芬威公园 

"去红袜队"

自1912年开业以来，这个举世闻名的棒球场一直是波士顿娱乐场所的主食。
钻石的左侧是绿色怪兽（Green Monster），一个标志性的37英尺（11.28米
）的场地墙，手动操作记分牌。芬威公园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美国职业棒球大
联盟场馆之一，也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观众可容纳三万七千余人，体育
场馆在激烈的节奏中澎湃起伏，当地球迷为主队骄傲地欢呼起来！在您下次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尝试着抓住一场比赛。

 +1 877 733 7699  boston.redsox.mlb.com/bos/ballpa
rk/index.jsp

 4 Yawkey Way,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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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港 

"河口和港口"

波士顿港是马萨诸塞湾的天然港湾。 1614年，约翰·史密斯上尉发现了这个
港口，很快成为美国重要的港口，成为从英国到新大陆的大部分货物的重要
来源。正是由于这个两大洲贸易中的这个重要角色，1773年它被选为臭名昭
着的波士顿茶党的所在地，这是直接导致美国革命的关键事件之一。港口是
波士顿海港群岛国家游乐区的所在地。

 +1 617 536 4100 (Tourist Information)  Boston Harbor,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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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鲁斯特岛 

"感受冒险"

布鲁斯特岛是一个三英亩的土地，是一个海岸警卫队的导航援助。爬上76个
楼梯和两个梯子，到达该国最古老的灯塔岛上的波士顿之光顶端。游览这个
岛屿进行一些冒险，但要确保你不要把你的宠物一起，因为他们不允许在这
里。

 +1 617 223 8666  www.nps.gov/boha/historyculture/
facts-libr.htm

 Boston Harbor Islands National
Recreational Area, 波士顿 MA

 by w:User:Daderot   

列克星敦战斗绿色 

"在战斗绿血流血"

据说这是在十八世纪美国革命时期的第一支血统。列克星敦战役绿色是这个
历史事件的开幕镜头的网站。位于市中心的“战斗绿”每年都会举办重演。
这是当地人和游客都喜爱的景点。

 +1 339 223 5623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ourlexington.us/hi
storic.html#1

 info@libertyride.us  Massachusetts Avenue,
Bedford Street, Lexingto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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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邮局 - 塞勒姆主要 

"萨利姆的主邮局"

美国邮政局 - 塞勒姆主要位于Margin街，建于1932年。灵感来源于殖民地复
兴风格的建筑，它的特色还有装饰艺术风格和新艺术主义风格。由建筑师哈
德利·史密斯（Hadley Smith）和罗伯特·沃克（Robert
Walker）设计，美丽的结构于1986年加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古迹。

 +1 978 744 4671  2 Margin Street, Salem M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kinnylawyer/718636547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boston-ma/324475-芬威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unneralan/9430173553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oston-ma/894023-波士顿港
http://www.flickr.com/photos/docsearls/462761541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oston-ma/325200-小布鲁斯特岛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inute_Man_Statue_Lexington_Massachusetts.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s://cityseeker.com/zh/boston-ma/812437-列克星敦战斗绿色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US_Post_Office_-_Salem_Main.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oston-ma/824959-美国邮局-塞勒姆主要


 by Daderot at en.wikipedia
   

七个山墙的房子 

"霍桑的灵感"

七山墙的房子是一个17世纪的塞勒姆豪宅，甚至激发了着名的小说家纳撒尼
尔霍桑在她的同名作品。也被称为特纳 - 英格索尔豪宅，七高墙是指其屋顶
线上方的七个三角形点。这栋房屋建于1688年，位于塞勒姆港，设有一个隐
藏的楼梯。霍桑出生的房子已经搬到这个属性，也可以看到。

 +1 978 744 0991  www.7gables.org/  info@7gables.org  115 Derby Street, Salem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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