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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圣玛丽教堂 

"杰作"

历史悠久的圣玛丽教堂是位于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历史悠久的教堂。这座教堂
建于1867年，由建筑师查尔斯·C·尼科尔斯（Charles C.
Nichols）和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k Brown）建造，融合了风格主义
哥特式复兴和意大利罗马式复兴等建筑风格。教堂建筑历史悠久，是今天重
要的建筑杰作，精心策划，细致入微。该建筑于1977年被添加到国家历史景
点注册。

 +1 518 462 4254  www.hist-stmarys.org/  10 Lodge Street,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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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表演艺术中心 

"在帝国的Oviform"

在芝加哥市中心有银色的“云门”之前，又名“The
Bean”，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Wallace Harrison）已经在位于帝国广场
的这座大厦完善了卵形的设计。蛋从1966年到1978年花了12年的时间建成，
与上述的芝加哥结构不同，它可以容纳大量的人。事实上，当你进入，大厅
引导游客到两个剧院。 Lewis A. Swyer剧院和Kitty Carlisle Hart剧院;分
别座位450人和982人。较小的剧院举办各种音乐会，讲座和工作坊，而哈特
则举办音乐剧和戏剧等大型音乐会。尽管表演时间表，人们真的来看看鸡蛋
的内在和外在的奇特形状。这在20世纪的建筑中确实是绝对的奇迹。

 +1 518 473 1845 (Box
Office)

 www.theegg.org/  info@theegg.org  South Mall Arteri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Empire State Plaza,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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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森·洛克菲勒帝国州广场总督 

"宏伟的公共空间"

花上几个小时的好方法是探索帝国州立广场，这是一个在纳尔逊洛克菲勒任
纽约州长期间进行的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这个广场建于1959年到1976年之
间，历经17年，建在纽约州国会大厦周围，现场已经存在。这个广场有许多
特色，包括蛋（表演艺术中心），纽约州博物馆，康宁大厦和观景台，四座
政府大楼，几座纪念碑和一个地下广场。游客将花费几个小时来探索这个不
朽的公共工程项目。

 +1 518 474 2418  empirestateplaza.ny.gov/  100 South Mall Arterial,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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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州广场艺术收藏 

"地下公共艺术品"

帝国广场艺术收藏是一个伟大的现代艺术收藏，不是位于一个花哨的画廊或
博物馆。事实上，这92件作品都位于地下广场，它们是连接98英亩公共空间
的各种政府建筑的主要通道。其中包括Paul Jerkins，Robert
Motherwell，Adolph Gottlieb和Alexander
Calder。由于总督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对光顾艺术的
兴趣，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艺术收藏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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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8 474 2418  empirestateplaza.ny.gov
/art

 plaza.visitor.center@ogs
.ny.gov

 Empire State Plaza,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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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尼中心画廊 

"Artbany"

奥尔巴尼中心画廊展示了莫霍克哈德逊地区（Mohawk Hudson Region）的当
地艺术家的作品，这个地区在大都会区的大半径范围内。这个画廊展示了艺
术家在大范围内的作品，它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当它作为当地农民市场的
区域艺术家出售他们的商品。近四十年来，展品包括混合媒体，摄影，绘画
，雕塑和录像。今天它仍然是奥尔巴尼当地的艺术机构。

 +1 518 462 4775  www.albanycentergallery
.org/

 director@albanycentergal
lery.org

 488 Broadway, Suite 107,
奥尔巴尼 NY

 by UpstateNYer   

宫剧院 

"娱乐中心"

这座前RKO电影院建于1931年，为观众提供了近百年的惊险刺激。它作为一个
电影院运行后，直到2003年经过全面翻新，才陷入失修。它于1979年被列入
“国家历史古迹名录”，今天展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剧，戏剧，经典电影，
喜剧，健康展会和其他社区活动。经过翻新，迷人的古老氛围与现代化的灯
光和音响系统相结合，为每一个表演创造了戏剧性的效果。

 +1 518 465 3335  www.palacealbany.org/  info@palacealbany.org  19 Clinton Avenue,
奥尔巴尼 NY

 by Denaliano at English
Wikipedia   

Erastus康宁塔＆观察台 

"顶部的视图"

Erastus Corning Tower是纽约州以外纽约州最高的建筑。这是一个巨大的政
府大楼，有42层的办公室，但真正吸引游客的是观景台。高速电梯在30秒内
将您推升，然后您完全被封闭在顶层，阿迪朗达克和佛蒙特州的绿山景观非
常出色。从甲板上，你也可以看到整个奥尔巴尼市和强大的哈德森。为了进
入，去看安全打印一个徽章，然后去另一边的电梯。

 +1 518 474 2418  empirestateplaza.ny.gov/corning-
tower-observation-deck

 5 Empire State Plaza,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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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尼历史艺术学院 

"家具，绘画，雕塑及更多"

奥尔巴尼历史与艺术学院致力于保护上哈得逊河流域的历史。展品种类繁多
，从本地工艺到哈德逊河谷流派的创作人Thomas Cole走在前列。除了当地的
作品，印象派艺术除了当代艺术外，都被封闭在纽约州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当然，像许多博物馆一样，展品，展览和展览总是在变化，但是大部分的永
久收藏品都是从17世纪到现在的作品。

 +1 518 463 4478  www.albanyinstitute.org
/

 information@albanyinstit
ute.org

 125 Washington Avenue,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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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博物馆 

"纽约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个博物馆致力于通过展示其文化和自然历史的各种各样的收藏和展品致力
于这个伟大的东北部国家的历史。该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于1976年完工
，这座未来派的10层建筑包含帝国州几乎每个角落的信息。其中的一些亮点
包括Herschell-Spillman旋转木马，大艺术系列和纽约大会堂的原住民。除
了精彩的展品外，博物馆还全年为学童提供教育活动和活动。

 +1 518 474 5877  www.nysm.nysed.gov/  nysmweb@nysed.gov  222 Madison Avenue,
Governor Nelson A.
Rockefeller Empire State
Plaza,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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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Broeck大厦 

"范伦斯勒遗产"

来自荷兰的范伦斯勒家族在奥尔巴尼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历史悠久。这所房
子是在1797年为她的叔叔所拥有的许多地产之一伊丽莎白·范伦斯勒尔建造
的。在伊丽莎白的丈夫之后，它被命名为十Broeck，直到50年后奥尔科特家
族购买它为止。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奥尔科茨一直留在家中
，直到1948年被出售给奥尔巴尼县历史协会。从那时起，它成为博物馆和历
史资料库，展示过去两个世纪的文物和家具。游客可以在山坡上游览家园和
花园，也可以回到庄园内的联邦 - 殖民地时代。这座豪宅也像爵士音乐或现
场剧院一样举办全年的活动，如果您有意出租房屋，那也是可以的。

 +1 518 436 9826  www.tenbroeckmansion.or
g/

 info@tenbroeckmansion.or
g

 9 Ten Broeck Place,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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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S Slater 

"驱逐舰护送"

USS Slater是一艘二战驱逐舰，停靠在奥尔巴尼的哈德逊河上。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它被用来打击北大西洋的纳粹U艇，也是这些驱逐舰仍然在美国水域
中唯一的一艘护卫舰。经过15年的修复，船已经完全恢复到原来的辉煌。游
客可以看到水手们在哪里居住，并以惊人的信息导游之一检查了这艘船的每
一个角落。甲板之旅特别受欢迎，并提供一个互动的经验，这一定会令所有
年龄段的刺激。除了导游之外，博物馆还提供独特的夜间露营活动，让游客
像海军水手一样生活。

 +1 518 431 1943  www.ussslater.org/  info@ussslater.org  141 Broadway, 奥尔巴尼 NY

 by This image or media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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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mage is prot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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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勒大厦 

"奥尔巴尼的伟大的大厦之一"

这座1762年的舒格勒家族格鲁吉亚豪宅俯瞰着哈得逊河，是奥尔巴尼最着名
的家庭之一。 Philip J. Schuyler是一位革命战争将军，参议员和商人，家
里是几个“革命战争室”会议的地点，还有舒勒女儿的结婚地点，也是第一
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全年的家庭是开放的，但时间表根据季节而有所不同。

 +1 518 434 0834  parks.ny.gov/historic-
sites/schuylermansion

 32 Catherine Street,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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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公园 

"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华盛顿公园是整个美国最古老的公园之一。它在1686年被城市宪章指定为公
园，今天仍然是奥尔巴尼充满活力的一部分。由建筑师约翰·鲍嘉（John
Bogart）和约翰·库勒（John Cuyler）设计的公园，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坪，
蚀刻走道和五颜六色的鲜花是市中心宁静的绿洲。这个公园也是一个娱乐场
所，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如花节，音乐会，募捐活动，民族节日等等。

 +1 518 434 4524  35 Willett Street,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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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樱桃小山 

"阴谋之地"

这是贵族范伦斯勒（Van Rensselaers）的故居，这个家族源于荷兰。这座房
屋始建于1787年，从那时起，五代人一直住在家中，直到1963年Putnam Rank
in家庭终于放弃。家庭在当地捐助者的帮助下不久就变成了博物馆。大部分
展品展示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一些文物包括手稿，书籍，照片和文
件以及家具和家居用品。然而，与当地人最显着的事实是，这是1827年约翰
·惠普尔谋杀案的臭名昭着的地方。他被爱人Whipple的妻子Elsie的爱人Jes
se Strang杀害，由于这个可怕的故事，有人说这个地方闹鬼。

 +1 518 434 4791  www.historiccherryhill.
org/

 info@historiccherryhill.
org

 523 South Pearl Street,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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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巴尼松树布什蜜饯 

"其中的一种"

奥尔巴尼松林保护区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内陆松树林之一。这是真正的自然
的工作，由最后的冰川流动所创造的，这个生态系统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动植
物。在保护区，奥尔巴尼和斯克内克塔迪县已经建立了一个自然中心，让年
轻人和老人都可以发现这个宝藏。有许多休闲活动，如骑自行车，徒步旅行
，越野滑雪和慢跑，使其成为一年中任何时候访问的好地方。

 +1 518 456 0655  www.albanypinebush.org  info@albanypinebush.org  195 New Karner Road,
奥尔巴尼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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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历史街区 

"萨拉托加温泉的主要阻力"

萨拉托加温泉历史悠久的地区有两个不同的部分，最南端的是历史悠久的市
政建筑，北面则是整个首都地区的一些最宏伟的维多利亚式房屋。在整个地
区，游客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小镇被认为是一个矿泉天堂的实际原因。有水
疗，酒店，花园，邮局和赛马场，都是从一个古老的时代呈现。该市的委员
会致力于保存所有建筑物的历史外貌，并于1979年在“国家史迹名录”上登
记。

 +1 518 587 3550  www.saratoga-springs.org/267/His
toric-Districts

 Broadway, Saratoga Springs NY

 by weskaniaphotography   

Kaaterskill瀑布 

"纽约州最大的瀑布"

长期以来，作为作家和画家的一个主题，Kaaterskill瀑布无疑是自然界的奇
迹。它位于卡茨基尔森林保护区内，是纽约州最高的瀑布 -
正好是在约260英尺（79米）高的地方，它比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
s）高，尽管远不如此强大。在19世纪中叶，瀑布深受美国画家哈得逊河流派
的影响，今天在天气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在附近地区和瀑布下享受休闲
活动。

 Off Route 23A, Haines Falls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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