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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美术馆 

"校园里的艺术"

耶鲁大学美术馆成立于1832年，拥有超过10万件永久收藏品，是该国历史最
悠久的大学美术馆。画廊提供了一个从古代到现代艺术史的绝佳概览。有一
个精美的美国画集合，并广泛展示20世纪的欧洲绘画。古埃及和中东的经典
物品，以及南太平洋和远东的珍品也在展出。导游，讲座，家庭节目和音乐
会都是可用的。入场是免费的。

 +1 203 432 0600  artgallery.yale.edu/  artgalleryinfo@yale.edu  1111 Chapel Street, Yale
University,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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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英国艺术中心 

"英国以外最大的藏品"

这个博物馆拥有英国以外最全面的英国艺术收藏，包括绘画，雕塑，版画，
绘画和珍贵的书籍，将英国人的生活从伊丽莎白时代纪录到现在。一千五百
幅绘画展示了一些伟大的风景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和特纳（JMW Turner）。该博物馆还举办音乐会，讲座，家庭教
育日和研讨会。礼品店为儿童和成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艺术品复制品
和文学作品。

 +1 203 432 2800  www.yale.edu/ycba  ycba.info@yale.edu  1080 Chapel Street, Yale
University,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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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街公墓 

"美国的古老公墓"

格鲁夫街公墓位于耶鲁大学校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这座公墓
建于1796年，2000年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地标。耶鲁大学和纽黑文的许多着名
的历史人物被埋在这里，其中包括耶鲁大学的14位校长。夏季和冬季期间可
以参观游览，并在这里展示着名人物的墓地。

 +1 203 787 1443  www.grovestreetcemetery
.org/

 office@grovestreetcemete
ry.org

 227 Grove Street, Yale
University,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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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 

"牛头犬的骄傲"

耶鲁大学是世界上最着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自1718年以来一直在纽黑文，尽
管学校成立于1701年。最初，常春藤联盟“校园”位于克林顿，旧塞布鲁克
和韦瑟斯菲尔德，在今天的纽黑文市中心到达新家。许多知名人士称他们的
母校为耶鲁，包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比尔·克林顿和梅丽尔·斯特里
普。在校园内，您可以看到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贝内克珍藏图书馆，乐
器收藏馆，老校区等众多着名景点，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和学生。无论你在校
园的哪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并体验历史！

 +1 203 432 1345  www.yale.edu/  149 Elm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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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教会在绿色 

"国家历史地标"

自从1639年以来，基督教会联合教会就已经站在了纽黑文绿地上。目前的格
鲁吉亚建筑可以追溯到1812年。建筑师伊特尔镇（Ithiel
Town）将大窗户融入设计中，以捕捉阳光，因为没有暖气系统。 1890年安装
的美丽蒂芙尼窗口描绘了牧师约翰达文波特领导新殖民地的第一个服务。这
座历史悠久的地下室内有本笃阿诺德的第一任妻子的遗体。在教堂后面有一
个小小的墓地，那里是殉道者约翰·迪克斯韦尔（John
Dixwell）的休息地。

 +1 203 787 0121  www.centerchurchonthegr
een.org/

 Office@NewHavenCenterChu
rch.org

 250 Temple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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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黑文绿 

"纽黑文的国家历史街区"

纽黑文镇的绿地是新英格兰最古老的地区之一，于1638年建成。格林镇的部
分地区被用作墓地，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当格林人满为患，墓石搬到新
的格罗夫街公墓时，然而，尸体没有挖出来，5000至10000之间依然存在。占
地16英亩的公园是音乐会和野餐的热门场所，也是当地人和游客都喜爱的聚
集地。格林也是阿米斯塔德俘虏纪念碑的所在地。沿着绿色，三座教堂建于1
810年代的中心教堂，联合教堂和三一教堂。

 +1 203 777 855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ewhavengreen.org/  Temple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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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house大道历史的区 

"美国最美丽的街道"

被誉为“美国最美丽的街道”的Hillhouse大道历史街区占地18英亩。有几个
传统的住宅在这里可以追溯到19世纪，该网站还设有一些知名人士的家园。
该网站值得一游，欣赏纽黑文美丽的精英建筑。

 +1 203 777 8550  Hillhouse Avenue & Trumbull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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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儿童博物馆 

"乐趣为孩子"

康涅狄格州儿童博物馆展示了8个不同的主题房间，其中一个被设计成类似于
流行的晚安月亮故事书。理想情况下，来访的孩子是3-10岁，但有传言说，
年仅12岁的孩子喜欢这个教育和娱乐空间。

 +1 203 562 5437  www.childrensbuilding.o
rg/

 info@childrensbuilding.o
rg

 22 Wall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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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黑文博物馆 

"地方史的杂烩"

纽黑文博物馆成立于1862年，是该市最好的景点之一，特别是如果你想了解
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收藏了纽黑文历史上的一系列文物。历史艺术，照片，
时代家具等更是都在这里同一屋檐下。博物馆还举办各种临时展览以及全年
的文化活动。在博物馆内，您还可以参观惠特尼研究图书馆（Whitney
Research Library），该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书籍和超过300种手稿收藏
品以及其他历史记录和元素。纽黑文博物馆每周开放五天，是收集当地历史
知识的绝佳场所。

 +1 203 562 4183  newhavenmuseum.org/  info@newhavenmuseum.org  114 Whitney Avenue,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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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游行的史前史"

冒险进入耶鲁大学令人兴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康涅狄格州唯一的永久
性展示化石恐龙材料的博物馆。普利策奖获得者“爬行动物时代”的壁画（
略显过时，但本身就是一件美丽的艺术作品）描绘了3亿年的史前史。通过在
古埃及，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和大平原上的展品来探索世界的文化和人民，
仅此而已。最好在非上课时间访问。

 +1 203 432 5050  www.yale.edu/peabody/  170 Whitney Avenue, Yale
University,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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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植物园 

"耶鲁花园"

沼泽植物园位于耶鲁大学的区域内。它的名字是向奥斯尼尔·查尔斯·马什
（Othniel Charles
Marsh）致敬，他将这个财产赋予了大学。比阿特丽克斯·法兰德（Beatrix 
Farrand）规划了种植各种植物的花园景观。学院，学生，自然爱好者，研究
人员和许多其他游客前往这个植物园，有四个温室，多年生床，季节性植物
等等。

 + 203 432 6320  marshbotanicalgarden.yale.edu/  227 Mansfield Street, Yale
University,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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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街 

"纽黑文的小意大利"

跟着你的鼻子去纽黑文市区最明显的区域。伍斯特街是纽黑文意大利社区的
中心，在建造I-91和I-95之前，它们穿过街道的中心。今天，伍斯特街是纽
黑文最好，最着名的意大利餐厅，着名的佩佩和萨莉的比萨店的主机。几个
街区是着名的Lucibello的意大利糕点店，在那里你可以品尝所有你最喜欢的
那不勒斯糖果。伍斯特街是镇的最好的部分探索和得到一顿美味的晚餐。

 +1 203 777 8550  Wooster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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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岩公园 

"在城市的荒野"

这个公园距离纽黑文（New Haven）市中心很近，离哈里城（Harried City）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当你沿弯曲的绿树成荫的公路前行时，会看到城市，长
岛峡湾和纽黑文港的壮观景色。有一个珍贵的鸟类保护区，野餐和游乐场设
施，如果你有心情快走，有10英里的远足径。享受在城市的伟大的户外活动
。

 +1 203 946 6086  www.newhavenct.gov/  dbarvir@newhavenct.net  41 Cold Spring Street,
新海文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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