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概览
波士顿区北部拥有埃塞克斯县
(Essex County) 的 34 个城镇；
每个镇均各具特色和魅力。
此地距罗根国际机场 (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波士顿
市区仅几分钟车程，拥有
5000 多家客房，200 英里长的
海岸线，众多餐厅、景点、文化
古迹、演艺场所以及更多好玩的
地方！从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海滩到有历史意义的塞勒姆
(Salem)，从格洛斯特
(Gloucester) 的岩石海岸到工业
城市劳伦斯 (Lawrence)，
等待您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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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服务
包括帮助规划行程、家庭旅游
(FAM)，以及为所有国内和国际
团体旅游组织会议和特殊活动。
《波士顿北部目的地计划》
是用于团体旅游规划的在线浏览
的年度刊物，申请即可获得。

更多信息

居住设施
热情好客、服务周到是波士顿北部
的生活特点。享受大酒店的历史性
氛围，在水上公园感受家庭乐趣，
或者在舒适诱人的床上休息，享用
早餐，以及在海边旅馆放松身心。
这里有 5000 多个房间，您离开家
来此地游玩，肯定会找到宾至如
归的住所。

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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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来波士顿北部游玩时，一定要品
尝此处的珍馐美味。在此地，您可
以尽享美味的海鲜杂烩浓汤，肥美
的龙虾和贝类海鲜。沿着波士顿北
部海鲜之路前行，每天品尝新鲜
烹制、备受赞誉的海鲜大餐。在艾
塞克斯的樵夫 (Woodman’s of Essex)
领略历史遗迹，炒蛤蜊就是此地的
原创美味。
对于热爱土地的人们，波士顿北部
地区到处硕果累累，这里的许多农
场获得大丰收。驻足参观汉密尔顿
(Hamilton) 的绿色牧场 (Green

Meadows Farm)，品尝当季的新鲜
农产品，或者参观罗利 (Rowley)
的密尔河酒厂 (Mill River Winery)，
享用当地的美酒。是否想稍微放
纵一下？在塞勒姆的港口糖果厂
(Harbor Sweets) 观看如何制造糖
果（别忘了品尝著名的甜蜜帆船
(Sweet Sloops) 糖果！）

购物者的天堂
在波士顿北部地区购物是不容错过
的体验。古雅的海边小镇拥有精品
礼物和特产的宝藏。沿着风景秀丽
的 1A 和 133 路线游览时，路旁的
古董店、二手书店和跳蚤市场等会
让您有穿越历史之感。
想要寻找最佳的礼品销售地？
全新的林菲尔德商场 (MarketStree
Lynnfield) 是北海岸最大的露天购
物中心，各类商品应有尽有，琳琅
满目。尽情装饰您的家，丰富您的
衣橱，或者尽享各种甜蜜美食。
无论您的品味或风格如何，都会喜
欢在波士顿北部购物！n

文化与历史珍宝

扬帆起航，开始探险之旅

绝佳的户外环境

在塞勒姆的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Peabody Essex Museum)，您可以欣
赏一件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迷人艺术品和
文化珍品。在温汉姆博物馆 (Wenham
Museum)，您可以参观布娃娃、火车
和玩具等特色藏品。格洛斯特
(Gloucester) 洛基峡口艺术中心 (Rocky
Neck Art Colony) 是美国最古老且一直
在运营的艺术中心之一，您可以在这里
的画廊和商店中轻松漫步。

登上驶往大西洋的帆船。在艾塞克斯河
巡航之旅中参观好莱坞电影的取景地，
如炼狱 (The Crucible) 和东镇女巫 (The
Witches of Eastwick)。参观国家地理频
道热播电视节目“安妮马丽娜海角的邪
恶金枪鱼 (Wicked Tuna at the Cape
Ann Marina)”中的船只。

当您来到波士顿北部地区时，可以呼吸
到新鲜的空气，享受未受污染的大自
然。无论在什么季节，您都可以尽情参
加种类繁多的娱乐活动。

让我们回到过去，领略此地众多的历史
古迹。走在塞勒姆的街道上。博波尔
(Beauport) 的建筑、格洛斯特的 SleeperMcCann 房屋令人惊叹。参观塞勒姆女
巫博物馆 (Salem Witch Museum) 或女巫
地牢博物馆 (Witch Dungeon Museum)，
您将解开 1692 年塞勒姆女巫审判的
谜团。您可以在北岸歌剧院 (North Shore
Music Theatre) 或格洛斯特舞台公司
(Gloucester Stage Company) 观看演出，
尽享晚间娱乐。音乐爱好者可以在刘沙林
表演中心 (Shalin Liu Performance Center)
的罗克波特剧院 (Rockport Music) 欣赏
古典音乐演出。

当您在赏鲸之旅或者帆船上近距离观看
座头鲸、露脊鲸和大西洋白海豚时，
别忘了带上相机，捕捉瞬间精彩。
在埃姆斯伯里 (Amesbury) 的洛厄尔船
店 (Lowell’s Boat Shop)，您可以参观如
何制造船只，这里是平底渔船的诞生
地。在海关海事博物馆 (Custom House
Maritime Museum) 或者格洛斯特海港
(Maritime Gloucester)（这是美国最古
老的海港，在塞勒姆是开展中国贸易的
中心），您可以了解波士顿北部纽伯里
波特 (Newburyport) 丰富的航海历史，
这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故乡。

租一个独木舟，欣赏梅里马克河沿岸
(Merrimack River) 的优美风光。在风景
如画的海滩放松身心，沐浴阳光。在绵
延起伏的山丘和小径上骑自行车或徒步
旅行。带上您的望远镜，直奔纽伯里波
特的梅花岛 (Plum Island)，这里有各种
各样的鸟类供您探索。
秋季是在波士顿北部度假的最佳时节。
您可以欣赏到树叶变色时千变万化的
颜色。在当地农场采摘南瓜，或品尝苹
果甜甜圈。在美国最古老的农产品集
市 — 托普斯菲尔德集市 (Topsfield Fair)
上购物。冬季时，在乡村绿地上为冬
季假期欢畅颂歌。玩越野滑雪、滑雪
橇或滑冰。n

区域活动
二月
塞勒姆甜巧克力和冰雕节
梅里马克河金鹰艺术节，纽伯里波特
三月
塞勒姆电影节
四月
纽伯里波特文学节
五月
主题 #1 天，罗克波特 (Rockport)
艾塞克斯河比赛
六月
罗克波特室内乐音乐节
圣彼得节，格洛斯特
贝弗利 (Beverly) 艺术节
七月
古老的伊普斯威奇参观日
纽伯里波特美国佬回故乡
(Newburyport Yankee Homecoming)
Misselwood Concours d’Elegance — 贝弗利
(Beverly) 恩迪科特大学 (Endicott College)
八月
塞勒姆遗产日
格洛斯特滨水节

游览各处盛景
大约英里数和分钟数
波士顿到塞勒姆
15.2 英里/45 分钟
塞勒姆到格洛斯特
16.6 英里/33 分钟
林恩到纽伯里波特
28.5 英里/43 分钟
劳伦斯到索尔兹伯里
24 英里/32 分钟

九月
面包与玫瑰节，劳伦斯 (Lawrence)
徒步和航行，艾塞克斯县活动
水上庆祝 (River Ruckus)，
黑弗里尔 (Haverhill)
十月
鬼节 (Haunted Happenings)，塞勒姆
托普斯菲尔德集市
十一月
树节，曼斯温 (Methuen)
海洋树节，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十二月
圣诞节步行，马布尔黑德 (Marblehead)
新年的罗克波特除夕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