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爱好者们绝对不会错过芬威公园 
(Fenway Park)，自 1912 年以来，这里
一直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该球队在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世界系列赛中勇
夺九冠。在一小时的徒步旅行中，您可
以从著名的 37 英尺高的全垒打墙“绿
色怪兽”(Green Monster) 上俯瞰左边
的田野，感受迷人的开阔美景。聆听经
验丰富的导游为您带来有关体育馆历
史的精彩评说。在距离波士顿西南部仅 
33.8 公里的福克斯伯勒 (Foxborough)
，您可以游览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新
英格兰爱国者队的主场吉列体育场 
(Gillette Stadium)。该体育场不提供游
览项目，但您可以计划秋季前来此地，
观看六次超级碗冠军在主场逐鹿的精
彩赛事。如果您无法获得比赛门票，还
可以尝试另一种美妙的体验，也就是前
往城市中心的 Greatest Bar 酒吧，与当
地人一起在这里尽享精彩的娱乐氛围。
这家娱乐中心在四个楼层设有众多电
视屏幕，游客可以通过这些屏幕体验精
彩刺激的本地赛事。住宿：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

深入探索美国的标志性体育馆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保德信大厦

马萨诸塞州 - 纽约州 - 新泽西州 - 宾夕法尼亚州 - 马里兰州 - 俄亥俄州 - 伊
利诺伊州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探索美国部分闻名遐迩的体育场馆，或许还可以观看一两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即使在没有
安排比赛的日子里，多个棒球场和体育馆还提供激动人心的幕后之旅，其中包括亲密接触
备受青睐的手工艺品，或者踏上运动英雄们竞相逐鹿的赛场，感受这里的鏖战气息。  无论
乘坐火车、汽车还是飞机，您都可以探索这些美国运动历史中的伟大地标。



前往布朗克斯 (Bronx) 的洋基体育场，了解纽约洋基队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棒球发展历程，及其 27 次斩获
世界系列赛冠军的辉煌成就。参加精彩的幕后之旅，观看工艺精巧的棒球手工艺品，了解体育场内历史意义
非凡的活动赛事。知识丰富的导游确保每个人都将获得难以忘怀的出色体验。游览时间约为一小时，您可以
尽情探索纽约洋基队博物馆、教练席以及纪念公园 (Monument Park)。如果您有幸获得比赛门票，请在比赛
开始前 90 分钟在博物馆参加“走进历史”体验。游客可以在这里零距离触摸各种非凡的工艺品，例如贝比·
鲁斯或铃木一朗的比赛用球、米奇·曼托的战衣、各种棒球、世界系列赛的冠军戒指以及来自洋基队过去和现
在传奇球员的其他物品。如果您无法获得比赛门票，但想体验这种精彩氛围，可以前往体育场附近的 Stan’s 
Sports Bar 酒吧。在曼哈顿市中心，参观体育和娱乐圣地麦迪逊广场花园 (Madison Square Garden)。参加
新推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全程之旅 (Madison Square Garden All Access Tour)，享受正统的纽约体验。除了
举办田径、拳击和马术赛事等其他体育活动外，这里也是本市部分最受欢迎的专业球队的主场，包括篮球领
域的纽约尼克斯队和曲棍球领域的纽约游骑兵队。住宿：纽约州，纽约市

除了洋基队之外，纽约还是另一支伟大棒球队纽约大都会队的主场，该队在皇后区的花旗球场打球。在游
览过程中，可以参观大都会队名人堂和博物馆 (Mets Hall of Fame and Museum)、球场和教练席。博物馆
内设互动展览、精彩视频和各种工艺品。纽约还是两支美国专业橄榄球队的主场，即纽约巨人队和纽约喷
气机队，他们都在新泽西州东卢瑟福 (East Rutherford) 附近梅多兰兹体育中心 (Meadowlands Sports 
Complex)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MetLife Stadium) 磨练球技，鏖战逐鹿。通过向导式游览，游客可以在球
场上漫步，感受伟大球队的气息，还可以参观豪华套房和新闻发布厅等区域。住宿：纽约州，纽约市

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到纽约州纽约市

纽约州，纽约市

费城的费城人队两次斩夺世界系列赛冠军，这支球队在南费城体育中心 (South Philadelphia Sports 
Complex) 的市民银行公园 (Citizens Bank Park) 磨练球技，拼搏逐鹿。这座壮观的棒球场于 2004 年开放，
前来这里的游客在参观公园之前，可以在教练席、直播间以及名人堂驻足，通过视听解说感受别样魅力。在
比赛日，您可以在众多美食亭之一品尝奶酪牛肉三明治，这是费城的一种特色美食。费城也是 2018 年超级
碗比赛冠军费城老鹰队的主场。游览球队的林肯金融体育场 (Lincoln Financial Field)，参观球场、更衣室、
赛后采访室、新闻发布厅、直播室和套房。如果您无法获得比赛门票，可以前往富国银行中心 (Wells Fargo 
Center)，在多个餐饮和娱乐场所享受非凡的 Xfinity Live! 美食和趣味体验。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从纽约州纽约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纽约州纽约市洋基体育场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康敦球场的金莺公园

在康敦球场 (Camden Yards) 探索金莺公园 (Oriole Park)，这是世界系列赛三届冠军巴尔的摩金莺队的主
场。这座现代体育场于 1992 年在历史街区的中心地带开业，保留了浓郁的传统风格。与这座球场相距两个
街区的贝比·鲁斯诞生地博物馆 (Babe Ruth Birthplace) 讲述了纽约洋基队传奇球员的故事。这位球员的
原宅邸现在是金莺公园的中场位置。在游览金莺公园 时，您可以在豪华套房、记分板控制室以及教练席感受
到这座棒球场的非凡魅力。巴尔的摩的专业球队还有巴尔的摩乌鸦队，这支球队两次夺得美式橄榄球超级
碗比赛冠军。球队在 M&T Stadium 体育场磨练球技，竞技逐鹿，这座体育场就位于康敦球场的金莺公园
附近。游览过程中可以参观更衣室和球场。在比赛日，大家趋之若鹜的地方是康敦球场对面的 Pickles Pub 
酒吧。住宿：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到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华盛顿国民队于 2008 年开始在他们的新体育场国民体育场 (Nationals Park) 比赛。毗邻海军船坞 (Navy 
Yard)，它是国会河滨区的中心地带。游客通过游览，有机会在候补队员区感受投球的快意，体验豪华套房的
魅力，还能够参观教练席。这座美国首府城市也是橄榄球队华盛顿红人队的主场，他们曾三次赢得超级碗
比赛冠军。该球队在马里兰州的联邦快递球场 (FedEx Field) 磨练球技，逐鹿鏖战，球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以东约 8 公里处。游客在行程中可以参观这座棒球场和音乐会场地，但在规划行程时要查看是否有演
出。Penn’s Quarter Sports Bar 酒吧是通过电视观看比赛的好去处，第一资本球馆 (Capital One Arena) 
与该酒吧相距三个街区，曲棍球队华盛顿国民队和篮球队华盛顿奇才队在这里逐鹿竞技。住宿：华盛顿哥伦
比亚特区

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特区



匹兹堡海盗队五次斩获世界系列赛冠军，球队在 PNC 球场的棒球比赛中逐鹿，球场于 2001 年开放，位于北
岸河滨公园 (North Shore Riverfront Park) 附近的阿勒格尼河 (Allegheny River) 沿岸。这是海盗队在 115 
年的发展历程中拥有的第五个主场。在 90 分钟的体育场游览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匹兹堡天际线的壮观
景色外，还可以参观教练席、击球网、对决、击球笼、Pop’s Plaza 和 Legacy Theater。匹兹堡也是美国橄榄
球联盟历史最为悠久的球队之一 - 钢人队的主场。钢人队在海因斯体育场 (Heinz Field) 竞技逐鹿，该体育
场毗邻 PNC 球场。通过该体育场的夏季游览，游客可以参观联邦快递礼堂 (FedEx Great Hall)，这里陈列有
各种纪念品以及设有钢人队名人堂 (Steelers Hall of Honor)。欣赏前三河体育场 (Three Rivers Stadium) 
保留下来的储物柜和看台，细细观看钢人队的六届超级碗冠军奖杯复制品，游览教练席以及广阔的赛场。住
宿：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从华盛顿特区到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进步球场

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Cleveland Indians) 两次斩获世界系列赛桂冠，球队在克利夫兰市中心门廊体育娱乐
综合场馆 (Gateway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omplex) 的进步球场竞技鏖战。无论晴雨，都可以参加夏季
的幕后之旅，游客可以游览参观教练席、击球网、FanCave、The Corner Bar 酒吧和新闻发布厅。美式橄榄球
队克利夫兰布朗队在伊利湖畔第一能源体育场 (FirstEnergy Stadium) 进行主场比赛。目前这里不提供旅游
服务，但您可以巧妙安排行程，抓住机会观看精彩的主场比赛；提前三个小时抵达，在 Dawg Pound Drive 区
域参加精彩活动，享受美好的家庭时光。住宿：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到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如需更多全美旅行攻略和旅行创意，请访问：VisitTheUSA.com

在联合中心球馆 (United Center)，观看芝加哥公牛队在篮球场上激战。在户外，欣赏名人堂球员迈克尔·
乔丹的雕像，在 1991 年至 1998 年间，他带领这支球队六次斩获锦标赛桂冠。公牛队与曲棍球队芝加哥
黑鹰队共享同一个主场。除小熊队外，芝加哥白袜队主场也在芝加哥，这支球队在城市南部的保证率球场 
(Guaranteed Rate Field) 掀起棒球比赛的风浪。芝加哥也以运动酒吧而闻名。Old Town Pour House 酒吧
设有多台电视，提供 90 多种啤酒选择，还有 DJ 播放美妙的视频和音乐，因此是观看电视比赛的绝佳去处。
住宿：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历史悠久的瑞格利球场 (Wrigley Field) 自 1914 年以来一直是棒球队芝加哥小熊队 (Chicago Cubs) 的主
场，这里是芝加哥北部不容错过的精彩景点。游客可以参观小熊队的教练席和场地；在没有比赛的日子，可
以在棒球场著名的常青藤墙前来张精彩的美照。穿过城镇，美式橄榄球队芝加哥熊队在密西根湖畔湖滨大
道 (Lake Shore Drive) 上的军人球场 (Solider Field) 掀起主场比赛的厮杀热浪。游客可以通过 VIP 之旅游
览这座历史悠久的体育场，除了欣赏 The Doughboy 雕像、以及 1924 年以来的衣帽间和柱廊之外，还可以
感受独特的赛场体验。住宿：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瑞格利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