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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精彩不在其繁华，
而在其多元。曼哈顿岛闪烁着层出不穷的熠熠光芒，
本来就要把“新”挂在名字里的“超级城市”又怎会令你失望？

无纽约总有说不完的故
事，几乎每个街头转角
都有充满故事感的画面。
（左页图）在充满钢筋水
泥的丛林之中，还有很
多温情脉脉的一面。

纽约康莱德酒店（Conrad New York ●）新天新

固有的繁文缛节，一人一个比萨，餐后再来杯柠檬酒，

地的下城区早已成为纽约客的新宠，2015 年在河边开

怎么舒服怎么来。纽约罗杰史密斯酒店（Roger Smith

幕的康莱德就是这一区的精神核心。以更适合当代生活

Hotel l ●）还是喜欢热闹的城中区？那就选一家位置

习惯而设计的标准套房在曼哈顿岛上略显奢侈 ：即便是

优越、用心讲究的精品酒店，比如罗杰史密斯。从这里

最基本的房间，也包含了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公寓

走去时代广场不过 10 分钟，却巧妙地避开了凌乱和嘈

式”格局，即使是迷你厨房，独立的水槽和简单的厨具

杂。能让你以帝国大厦为背景拍照的屋顶酒吧真正提供

都会带来家居生活的暖意，独立宽敞的客厅空间将动静

了“大隐隐于市”的优越感。除此之外，也许由于主人

分区做得恰到好处，整洁的先进景观卧室带来更安心的

是艺术家，你还会在短暂的停留期间不中断文学艺术给

睡眠。主打意大利菜的餐厅彻底摆脱掉了五星级酒店

予的滋养。房间里的主人藏书可以带走，别太贪心就好。

看得见风景的酒店
● 新开的
● 古典的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街区

下城区 Lower Manhattan

中城区 Midtown Manhattan

超级城市提供超级多的住

由一号观景台、布鲁克菲

中城区的光芒就像一种恒

宿选择，无论你是五星级

尔德广场、韦斯特菲尔德

久 闪 烁 的 荣 耀， 老 归 老，

城市代表美国，那一定是纽约。华尔街上的金融精英、时代广场上昼夜不歇的灯光秀、隐秘温柔的屋顶酒吧、麦迪逊大道上的顶级奢华、

酒店常客、精品设计酒店

广场组合而成的下城区提

你还是会爱上这经典持久

充满烟雾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大街小巷、摩天大厦��即使对于不能久居其中的过客来说，它也有千般面孔，景点有成为景点的理由，小

控还是喜欢住进当地人家

供了你想要的一切——历

的好。第一次来纽约或是

径有小径的清幽，你大可以放下偏见，随心所欲地去看看它。

里的“爱彼迎粉”
（airbnb）
，

史混合着文化、设计糅合

喜欢传统，无心潮流，就

提前做好功课，选择适合

着创意，如果你不喜欢太

找个闹中取静的房间，以

自己的街区是第一步。

旧的环境，这里适合你。

此为基地探索纽约之心。

纽约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我指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它的日新月异和层出不穷总会让人在每天充满活力的人流里卸下防备，想要变
成一块海绵，尽情地吸收它的养分。电影电视里的它和真实版别无二致，全世界的人都能闭眼想象出一个关于它的大致模样。如果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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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style 是一条隐藏在
地铁站内的美食街，如
果你恰巧在市中心奔波
中转，又想大快朵颐，
这里肯定是最佳选择。

BROOKYN
BOTANIC GARDEN

世贸中心韦斯特菲尔德广场
（Westfield WTC）位于世贸中心交通
枢纽，由西班牙设计师圣地亚哥 · 卡拉
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为纪念“9 · 11
事件”的遇难者设计，经过精心测算的
轴线和光照角度，会在每天 10 ：28 将洁
白的商场大堂一分为二，那正是第二栋

离开曼哈顿

世贸大楼倒塌的时间。布鲁克菲尔德广
场 Brookfield Place 位于附近，在最短的时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

自然与植物

文化与艺术

户外与摄影

咖啡与简餐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间里，你可以逛遍纽约人的心水好店。

隐隐觉得只待在曼哈顿岛

想走奢华路线？去麦迪逊大道（Madison

上还不是完整的纽约体

布鲁克林植物园
Brooklyn Botanic Garden

布鲁克林博物馆
Brooklyn Museum

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小小咖啡馆
Le Petit Cafe

Avenue）吧！你可以从纽约最高冷的巴尼

验？找一天去看看布鲁克

去布鲁克林植物园过一个

因为布鲁克林的自由，很

布鲁克林大桥应该是影视

相比曼哈顿的逼仄，布鲁

斯百货公司 Barney's 出发，沿着这条“黄

林吧！它的独立气质会令

没有压力的上午，热爱园

多以独立精神著称的美

迷与拍照控最该去的地方。

克林更善于提供花香鸟语

金大道”一路逛去，刷新你的时尚等级。

你惊喜。

艺与植物的布鲁克林人会

国 艺 术 家 和 策 展 人， 如

离开曼哈顿岛的方式有很

的广阔空间。来 Le Petit Café

告 诉 你， 他 们 怎 样 利 用

Georgia O’Keeffe 都曾将自

多种，你不妨从这座被取

享受早餐或下午茶，卡罗

自 然 调 剂 生 活。 全 新 开

己的重要展览多次选在这

景不计其数的地标步行或

尔花园里的甜香氛围可以

幕的黄玉兰咖啡厅 Yellow

里，因为他们相信，能来

骑自行车穿行而过，找一

帮你疲惫的身心快速充电。

Magnolia Cafe 给你机会品尝

布鲁克林看展的人才是真

找电影和 MV 里的后现代

散漫的一个清晨或下午，

来自植物园的有机蔬果。

正的同道中人。

迷幻感觉。

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奢侈。

美食

纽约 Bateaux 游轮晚宴 Dinner Cruise
of Bateaux New York 将曼哈顿岛和自
由女神贪婪地尽收眼底。哈德逊河上的
月色化解了都市森林的忙碌，换上一副
温柔模样。船上的绅士乐队和爵士女伶
唱尽了属于纽约的美丽与哀愁，经过自
由女神像的时候，甲板上的人们眼中充
满热望，真实感人。下城区时尚购物新
地标布鲁克菲尔德广场里的西班牙餐厅
Amada 好看好吃，浓郁的西班牙风情，
混合了无国界的纽约风格，是在下城区
畅享美味的好选择。
娱乐

像当地人一样
在纽约享受生活

登高

布鲁克林植物园能看到东方园
艺的完美复刻。
（左图）作为美
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艺
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
馆收藏有丰富的古埃及艺术品。

巴士剧场“THE RIDE”将美国流行
文化和纽约地标妙趣横生地结合
在一起，做了一场流动的街头表演。巴

有时像游客，有时像当地人。按照自己的兴趣找家

很多人觉得来登高是件“没创意”的

士剧场内的主持人和巴士剧场外的“街

博物馆逛逛或是登顶摩天大楼，然后吃着游轮晚宴

事儿，不过，除了那些影视剧，帝国

头艺人”巧妙配合，所到之处的路人也

看自由女神，下船后时间还够你去爵士吧听第二场

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 ）情结依然是很

被拉进来成为互动的一部分，每天都有

音乐会，再晚一点，还有全世界最强的酒吧在等待

多人心中挥不去的“纽约梦”写照。除

即兴故事，让你在巴士和大街上更懂这

你一一光顾。

此之外，下城区建于世贸中心遗址上的
一号观景台（One World Observatory）目
前已成为西半球最高的建筑，为了悼念

爱好者所好，
你可以在出演过《绯闻女孩》

在“9 · 11 事件”中无辜牺牲的生命，你

的专业演员带领下走去那些“曼哈顿白

不妨去那里感受一番，无与伦比的希望
在无可忘却的伤痛之上前行。

也许不需要我们来告诉你，纽约向来是当之

台空间，每当夜幕降临，层层叠叠的高楼广厦摇身

座城市。相比之下，纽约市电影电视之

无愧的“酒吧首都”
。除了霸气如“死兔子”
（The

变成盗梦空间。下城区康莱德酒店的 The Loopy

旅 NYC TV & Movie Tour 更投那些资深影视

Dead Rabbit ）击退了众多伦敦名店成为“世界最

Doopy 是欣赏宁静的下城区和哈德逊河的绝景屋

佳酒吧前 50”的榜首，遍布在后街角落里和屋顶

顶。每当夏季来临，与 People's pops 合作推出的

富美”家门口，在《老友记》里老伙计

上的大小空间丰富如另一个独立世界。最具纽约城

多款水果口味的冰棒鸡尾酒都会让充满商务气氛的

们的公寓和咖啡馆前圆梦。

市特色的“屋顶酒吧”占据着每一处可以利用的露

下城区夜晚立刻增添顽皮活泼的童趣。

午夜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