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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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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芝加哥南城(即65街以上)是黑人区，治安非常乱，白天也不建议前
往。另外在唐人街，Stewart街与西边的Canal街两条平行线之间的
区域(从23街到26街左右)，是历年来唐人街社区抢劫案频繁发生的
地区。

★ 如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911，如遇到非紧急但须解决情况可拨打
311，例如交通、道路、水电等方面，几乎没有范围限制。311可
以免费拨打，而且也可以受理多个语种的报警求助。为确保安全，
夜间应留在人口密集地区。最好不要去不熟悉的街道和地区，同时
也应避免去黑暗狭窄的小路。

★ 美国人不喜欢和陌生人肢体接触，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在任何地方
借过的话要说Excuse Me，他们会主动让开，在景点照相的时候也
要特别注意，不要硬挤过去甚至推开别人。

★ 芝加哥的天气多变，温差之大也是远近闻名的，冬季气温可能会低
于-30℃，夏季气温也会高过40℃。另外即使是夏季炎热的时候，
很多商店、酒店里的冷气都会开的非常大，建议大家最好带一件薄
外衣。 

★ 在美国，服务业的人员很多时候工资很低，主要靠客人给的小费，所
以记得给小费。例如就餐，如果你对服务满意，正规餐馆无论中午
餐还是晚餐都应支付15%以上的小费。自助餐则只需给1或2美元小
费，快餐店则不需给小费。

作者：大脑袋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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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第三大城市，是美国主要的金
融、文化、制造、期货和商品交易的中心之一。因为位于美国的中
心地带，所以也是美国重要的铁路和航空的枢纽。另外它有着建筑
史上占一席地位的奇丽建筑物，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建筑学者爱好
者前来参观学习。

芝加哥有着全美最高的建筑和观景台，另外它不同于纽约市中心密
集的高层建筑带给人的压迫感，芝加哥的建筑错落有致，是世界上
有名的最美的城市天际线之一。这里也一直是许多蓝调俱乐部和蓝
调乐手聚集的地方，有数不清的蓝调俱乐部，一周可以听到六或者
七个不同乐队的演唱。

The Loop指的是芝加哥的环形市中心，因为其地处高架铁道所围成
的巨型环道之内而得名。Loop的东区有着芝加哥的主要观光景点，
西区则以商业金融和行政中心为主。芝加哥的街道基本上是横平竖
直成棋盘样式，Madison Street街和State Street街基本位于中心
地带。

插座：   电压：120V  频率：60Hz 电话区号：312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11
货币汇率：1美元 ≈ 6.2人民币元(2012年12月) 1英里 ≈1.6公里

当地人的生活
芝加哥是最美国化的一个大都会城市。相比东、西部城市的美国人
来说，中部的人相对更淳朴更友善些，这里的人比较热情好客。这
里的美国老牌贵族更多些，所以这里的人相对来讲更传统些。另外
芝加哥是美国著名的美食圣地，所以芝加哥人的体重也在美国是名
列前茅滴。有意思的是芝加哥有两只非常著名的棒球队，小熊队
(Cubs)和白袜队(White Sox)，北芝加哥人是忠实的小熊队的粉
丝，而南边的芝加哥人则是白袜队的忠实粉丝，一聊到棒球，你就
可以立刻知道他们是南城的还是北城的了。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
http://guide.qyer.com/new-york/
http://guide.qyer.com/new-york/
http://guide.qyer.com/washington-d-c/
http://guide.qyer.com/washington-d-c/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the-usa/
http://guide.qyer.com/toronto/
http://guide.qyer.com/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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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芝加哥水塔游客中心 
Chicago Water Works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163 E. Pearson St.(华丽一英里旁)。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00-19:00，周五8:00-18:00，周六
9:00-18:00，周日10:00-18:00，节日10:00-16:00，感恩节、圣
诞节、新年不开放。

芝加哥文化中心游客中心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Visitors Center
地址：77 E. Randolph St., Chicago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8:00-19:00，周五8:00-18:00，周六
9:00-18:00，周日10:00-18:00，节日10:00-16:00，感恩节、圣
诞节、新年不开放。

★ Tips：芝加哥免费导游 Chicago Greeter
提供几个小时的免费导游，要求提前7-10天以上申请，不能超过6
人，必须有确认好的住宿信息。申请网站：chicagogreeter.com

★ 地图
游客中心和多数酒店都可以免费领取地图。

★ 电话
中国大陆主要是用900Hz的手机，而北美洲使用的是850Hz和
1900Hz的手机。因此你从国内带来的手机，一定要是三频或是四
频的GSM(插卡式的，即可以取下SIM卡的)手机在美国才可以使
用。美国大的GSM手机运营商主要是AT&T和T-Mobile。

费用：直接用中国手机号码国际漫游拨打，价格大致如下：拨打中
国直拨12.99元/分钟，短信1.99元/条，收短信免费，拨打美国国
内电话4.99元/分钟。费用等请提前咨询你的中国运营商。另，可以
选择在美国运营商AT&T或者T-Mobil购买它的预付费的SIM卡，你
可以装在中国带去的上述提到的手机中。大概价格为10美元约可以
打30分钟，25美元打130分钟，50美元打400分钟不等(SIM卡价
格另算)，卡的有效期大概是3个月，在期满前如果你继续充值，如
充值10美元，又可以维持3个月，可以到当地的T-Mobile门店充
值，也可以在网上充值，那些分钟数是指拨打美国国内电话(也包括
打墨西哥和加拿大)。拨打中国价格就要高一些，请在购买卡的时候
咨询清楚。

★ Tips：要在专卖店购买电话卡
另需注意，美国的预付卡不像是在中国随处都可以买到，美国购买
一般是要到专卖店里才有。可到T-Mobile 或AT&T 的门市店或代销
点购买。

AT&T店铺地址可以在此网站查询：www.att.com/maps
T-Mobile店铺地址查询：locator.t-mobile.com

★ 网络
大部分的星巴克和麦当劳及一些咖啡馆都提供免费的Wifi，很多酒店
都是收费的Wifi，所以订酒店的时候最好提前查好。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 货币帮助
兑换
商业中心有很多自动提款机，不过建议大家最好提前换好美元，另
外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能刷卡的时候尽量刷卡，但要备少量现
金及零钱，便于支付小费和在一些小的不收信用卡的店使用。兑换
地点有：

奥黑尔机场(O' Hare Airport)的五号航站楼一层有兑换柜台、二号
航站楼有个小银行(Seaway National Bank)、三号航站楼K11登机
口附近也有兑换点。具体营业时间不同，可提前电话咨询：+ 
1-773-462-9973。

World's Money Exchange Inc. 见地图标识 
地址：市中心 203 N LA Salle St Ste M11, Chicago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8:45-16:45。
电话：+1-312-641-2151
wmeinc.com

银联
多数商店都接受银联卡，凡有银联标志的ATM机都可提取现金。

刷卡
信用卡的使用比较普遍，街上很多店都能刷卡，只有一些小店除
外，最好还是准备一点现金。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国际明信片邮资为1.05美元。

Cardiss Collins Post Office
地址：433 W. Harrison St. 
电话：+1-312-983-8130 

Fort Dearborn Post Office
地址：540 N. Dearborn St. 
电话：+1-312-644-3919 

Loop Post Office
地址：211 S. Clark St.
电话：+1-312-427-0016 

Ontario Street Postal Store
地址：227 E. Ohio St.
电话：+1-312-527-0674 

城际交通
★ 机场
✈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Chicago O' 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RD
奥黑尔国际机场位于市区西北方向20多英里(32公里)处，是全美最
繁忙的机场。

http://www.att.com/maps/store-locator.html#fbid=XG2OjO4iQ-c
http://www.att.com/maps/store-locator.html#fbid=XG2OjO4iQ-c
http://locator.t-mobile.com/
http://locator.t-mobile.com/
http://wmeinc.com
http://wmeinc.com
http://67.192.36.100/scripts/ntlinktrack.exe?http://usps.whitepages.com/service/post_office/727?p=1&service_name=post_office&z=60607
http://67.192.36.100/scripts/ntlinktrack.exe?http://usps.whitepages.com/service/post_office/727?p=1&service_name=post_office&z=60607
http://67.192.36.100/scripts/ntlinktrack.exe?http://usps.whitepages.com/service/post_office/65503?p=3&service_name=post_office&z=60607
http://67.192.36.100/scripts/ntlinktrack.exe?http://usps.whitepages.com/service/post_office/65503?p=3&service_name=post_office&z=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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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场一共有四个航站楼(1、2、3、5)，5号是国际航站楼。每    
      个航站楼之间有小火车连接，可以乘坐转换，一两分钟即可到
达另一个航站楼。目前，从中国10大城市可乘坐全日空航空公司(All 
Nippon Airways)的航班，经由东京去往芝加哥。

★ Tips：注意到达和离开的航站楼会有所不同
国际到达是在5号航站楼，但国际离境不一定在5号航站楼，而是在
航空公司所在的航站楼。例如，乘坐美联航从国外飞往芝加哥，到
达是在5号航站楼，但是如果你乘坐美联航飞往其它国家，则会在美
联航所在的1号航站楼出发。

CTA
在机场可以乘坐CTA Blue线到达市中心(24小时营运)。CTA车站位
于停车场的底层，从1、2、3号航站楼的人行隧道可以到达。因为要
途经很多站，所以到达城里约50分钟左右。票价为2.25美元，转车时
要另付25美分。需要在机场站台的自动售票机买乘车卡方可乘车。

机场穿梭巴士 Continental Airport Express
芝加哥的机场巴士类似于拼车到市区的方式，巴士公司提供的车型
都是小型车辆。每10分钟左右发一次车，可在5号国际航站楼外的
售票处和1、2、3号航站楼的底层行李提取处对面柜台买票，票价
约30多美元。www.airportexpress.com

出租车
航站楼外有排队等候的出租车，都是打表的，进城价格在45美元左
右。要注意的是，出租车分进城的和出城的车，如果你要进城，记得
提前说，否则，你坐上一个出城的出租车进城，要交1.5倍的费用。
同样，要出城，却坐上了城里的车，也是要交1.5倍的城外交通费。

租车
所有大型租车公司都在奥黑尔机场都设有取车点。在奥黑尔国际机
场，1、2、3号航站楼的行李领取大厅内都有客户服务柜台。穿梭
巴士直接停在行李领取大厅外，可将游客免费送往场外停车场，车
程仅五分钟左右。

✈ 中途机场 Midway Airport，MDW
距市区西南10英里(16公里)左右，这里主要是美国国内相对较小的
航空公司的航班。芝加哥中途机场有三个航站楼，分别是A、B、C
航站楼。

CTA 
在机场可以乘坐CTA Orange线到达市中心。车站位于机场右侧。
到达城里约30分钟左右，票价为2.25美元。如果拿着很多行李的话
不是很方便。

机场穿梭巴士 Continental Airport Express
每15分钟左右发一次车。这样是和别人拼车，路上可能要经停其它
坐车人的地点，而不是一下直接到达你所在的地方。相比CTA更方
便些，但是价格也要高些，最低价格在14美金左右。
www.airportexpress.com

出租车
航站楼外有排队等候的出租车，都是打表，不同出租车公司价格略
有差异，价格一般都会贴在车上，到达市区约26-33美金左右。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er，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 火车站 

芝加哥联合车站 Chicago Union Station 见地图标识 
是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大型火车站，从这里坐火车基本上可到达美国
所有主要城市。这里有24条铁轨从南北两个方向过来。单数是北向
列车，双数主要是南向列车。售票处在中央大厅。

地址：位于市中心西Canal街和Adams街之间。
到达方式：CTA Brown线、Orange线、Pink线、Purple线在
Quincy站下，顺Adams街向西行三个街口可到。Bus 1、7、60、
151路在Quincy站下。
www.chicagounionstation.com

★ 长途汽车站 

灰狗巴士 Greyhound 见地图标识 
美国最干净快捷的旅行巴士，几乎覆盖了全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
车上提供插头以及免费Wi-Fi。建议提前在网上订票，可享受一定价
格的优惠。

地址：Chicago Greyhound Sta 630 w Harrison St Chicago, 
IL 60607
电话：＋1-312-408-5821
www.greyhound.com

Megabus 
相对灰狗来说这是更便宜的巴士。
us.megabus.com

市内交通
★ CTA
芝加哥市有一个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由芝加哥交
通局(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负责运营，简
称CTA。包括高架电车(Train)和公共汽车(Bus)。
www.transitchicago.com 

高架 Elevated
其中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般被简称为“L”(Elevated的缩写)的
轨道交通系统，“L”的绝大部分都为高架或地面线路，只有市中心
的少部分线路是从地下穿过。位于市中心的环线(Loop)是整个系统
的核心。它并不属于任何一条特定的线路，而是由多条不同颜色的
线路共用的环型轨道。因此，无论你在芝加哥的什么位置，只要你
找到附近的“L”车站，就一定可以到达市中心，或在环线上换乘其
他线路，到达你想到达的地方。如果问路的话，就问“L”或者CTA
的站在哪里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用Train这个词，因为芝加哥还有一
种往返郊区的火车Metra(下面会介绍到)也叫Train。

L的八条线分别是：蓝线(Blue)、红线(Red)、棕线(Brown)、绿线
(Green)、橘线(Orange)、黄线(Yellow)、粉线(Pink)、紫线
(Purple)。

巴士 Buses
芝加哥市区有上百条公共汽车线路。搭乘公交车也可以到达很多景
点，但是尽量避免早晚高峰时段，容易拥堵。

http://www.airportexpress.com
http://www.airportexpress.com
http://www.airportexpress.com
http://www.airportexpress.com
http://www.chicagounionstation.com
http://www.chicagounionstation.com
http://www.greyhound.com
http://www.greyhound.com
http://us.megabus.com
http://us.megabus.com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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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芝加哥全景观赏地 Museum Campus 见地图标识   
位于芝加哥博物馆区的湖边，是可以拍摄芝加哥全景照片的好地
方。几乎任何时候去都能看到有新人们在这里拍摄婚纱照。这里还
紧邻赛德水族馆(Shedd Aquarium)见地图标识 ，里面的海洋
馆有白鲸展厅和鲨鱼展厅。阿德勒天文馆(Adler Planetarium)见

地图标识 也在旁边。如果有时间可以顺路去看看。

地址：1000-1300 S. Lake Shore Dr. 在赛德水族馆和阿德勒天文
馆之间。
到达方式：Bus146在Museum Campus站下车。
赛德水族馆信息查询：www.sheddaquarium.org
阿德勒天文馆信息查询：www.adlerplanetarium.org

★ 威利斯大厦 Willis Tower 见地图标识 
这座原名希尔斯(Sears)的110层摩天大楼，一直是20世纪末之前世
界上最高的建筑，直到1996年吉隆坡的双子塔落成。但是为了维护
威利斯大厦“自尊心”，人们马上指出双子塔把塔尖的高度也算在
内了，根据高楼与都市住宅委员会目前所使用的四分类建筑物高度
判断法，加上楼顶天线后总高527.3米的威利斯大厦至今仍拥有四类
最高头衔中“含天线总高”的世界纪录头衔。虽然“世界最高”的
荣誉早已远去，但它仍是西半球最高的建筑。这里有芝加哥最快的
电梯之一，70秒就可到达103层的摩天台。 喜欢刺激的朋友，这里
的“玻璃阳台”底层是玻璃，三面是玻璃墙，突出悬在空中，置身
其中仿佛在高空漂浮，相当惊险刺激。

地址：233 S. Wacker Dr. Chicago, IL 60606
到达方式：高架Brown线,、Orange线、Purple线在Quincy站下
车，向西走一个街口；公交车7、126、129、151和156路
Quincy站下车。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4月至9月9:00-22:00，10月至次年3月
10:00-20:00(关门前半小时停止售票)。
门票：12岁以上17.5美元；3-11岁11美元；3岁以下免票。
www.theskydeck.com

★ 千禧公园 Millennium Park 见地图标识  
这个市中心的公园不大，里面最有名的是一个110吨重的不锈
钢“云门”(Cloud Gate)，因为形状如一个大豆子，故得一小
名“豆豆”(Bean)。云门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滴大水银一样，因为它
采用抛光不锈钢制成，所以城市的全貌全都映入其中。几年前它一
向公众展示后立刻就成为了芝加哥新的城市地标之一。准备好你的
相机，站在云门前，拍下镜面中无数个的自己和融合在一起的芝加
哥景色吧。千禧公园里还有一个15米高的喷泉，路边的行人很可能
被拍下，投射到高高的喷泉画幕上，喷泉就是从画幕上行人的嘴里
吐出来的哦。公园到了夏天还常常举行免费音乐会。

地址：201 E. Randolph St.(在Michigan Ave.街和Columbus 
Ave.街之间)。
到达方式：地铁Red线在Lake或Monroe街站下车；高架Brown
线、Green线、Orange线、Purple线在Madison或Wabash街站下
车；公交车 151、20、56、147在Madison或Wabash街站下车。

请不要购买任何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鱼翅、珊瑚、海龟制品、蛇皮、象牙、犀牛角、沙图什等等。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CTA票价
         单程：成人2.25美元；7-11岁1美元；7岁以下免费。
CTA卡：一日5.75美元，三日14美元，七日23美元。芝加哥各
大售票地点、部分博物馆、旅游景点、奥黑尔机场和中途机场均可
购买。
www.transitchicago.com/fares

★ Tips：上车购票
无论是“L”或者Bus均无人售票，车内没有乘务员，只有司机，现
金乘车者需要向投币箱内投掷正好的费用，车内不设找赎。所有的
上车门的位置都会写有“Exact fare is required, driver doesn't 
have exchange ”来提醒你。

★ 免费电车
在海军码头(Navy Pier)、博物馆区(Museum Campus)、林肯公园
动物园(Lincoln Park Zoon)、密歇根大道(Michigan Avenue)和斯
戴特大街(State Street)等热门地点都能看到供游客乘坐的免费电
车。一般在5月下旬至9月初和圣诞节期间提供服务。

★ Tips：公共交通图
可以从EL站、图书馆、访问中心拿到免费公共交通图。

★ 水上出租 Water Taxi
芝加哥水上出租即是交通工具也是游览芝加哥的独特体验。芝加哥水
上出租每年的春、夏、秋三季运营，大约10-15分钟一班。沿着芝加
哥河停靠4站：Michigan Ave.、LaSalle/Clark、Madison 
Street、Chinatown。

票价：最低票价3美元；Michigan Ave.- Chinatown5美元。一日票
7美元；10次票16美元；月票45美元。
运营及发船时间可查询官网：www.chicagowatertaxi.com/
SitePages/Home.aspx

另外还可以乘坐Shoreline公司的水上出租，在每年5月至9月运营，
早晚高峰还承担了芝加哥上班族的通勤交通的功能。Shoreline水上
出租会经过几个重要景点，还是很方便快捷的：湖上出租(Lake 
Taxi)可以从海军码头到达博物馆区；河上出租(River Taxi)则停泊海
军码头、密歇根大道桥和威利斯大厦。

票价：单程最低3美元，最高8美元。另有一日票和两日票，具体可
查询官网：shorelinesightseeing.com/watertaxis

★ 通勤火车 Metra Rail
这是到达芝加哥郊区的最好交通工具。是服务于芝加哥地区Cook、
DuPage、Will、Lake、Kane、McHenry六县常年往返乘客的铁路
机构。列车从芝加哥市中心的车站出发达分布在100多个社区的200
多个车站。按距离收费，单程费用从2.75美元-9.25 美元不等。
metrarail.com/metra/en/home.html

http://metrarail.com/metra/en/home.html
http://www.sheddaquarium.org
http://www.sheddaquarium.org
http://www.adlerplanetarium.org
http://www.adlerplanetarium.org
http://www.theskydeck.com
http://www.theskydeck.com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fares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fares
http://www.chicagowatertaxi.com/SitePages/Home.aspx
http://www.chicagowatertaxi.com/SitePages/Home.aspx
http://www.chicagowatertaxi.com/SitePages/Home.aspx
http://www.chicagowatertaxi.com/SitePages/Home.aspx
http://shorelinesightseeing.com/watertaxis
http://shorelinesightseeing.com/watertaxis
http://metrarail.com/metra/en/home.html
http://metrarail.com/metra/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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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6:00-23:00
         门票：免费。
电话：+1-312-742-1168
explorechicago.org/city/en/millennium.html 

★ 白金汉喷泉 Buckingham Fountain 见地图标识 
位于芝加哥格兰特公园(Grant Park)内的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喷泉之
一，是芝加哥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它拥有5600多立方米的蓄水量，
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雕刻喷泉，也是世界第一大照明喷泉。中央的
主体有三圈水池，象征着旁边的密歇根密歇根密歇根密歇根湖，四
周的海马象征着周边的四个州。喷水时间是4月中旬至10月中旬
9:00-23:00。晚上喷泉的时候配有彩灯和音乐。

地址：301 E Columbus Dr &, 500 S Congress Pkwy Chicago, 
IL 6060(在湖边Congress Parkway和Columbus Drive之间)。
到达方式：CTA Bus146、147在Congress站下，再步行到达。

★ 海军码头 Navy Pier 见地图标识  
位于密歇根湖畔的800多米的海军码头，一直是芝加哥的地标之
一。1916年建成的市立码头，现在则是娱乐休闲场所。里面有摩天
轮，影院，各种店铺和餐馆。码头上还有各种游船，水上出租车
(Water Taxi)等。这里还经常举行露天啤酒节，夏日周末也可以在
这里看烟火。

地址：600 E.Grand Ave., Chicago
交通：CTA Bus 29、65、66、124 在Navy Pier站下车。
开放时间：外部可随时游览；内部10:00开门，结束营业时间会有变
化，请提前在官网查询。 
门票：无需门票，各项游玩项目价格不同。
电话：+1-312-595-7437，+1-800-595-7437。
navypier.com

★ 华丽一英里 The Magnificent Mile 见地图标识 
位于芝加哥河(Chicago River)以北的北密歇根大道(N.Michigan 
Ave.)，是一条繁华的，有着无数高档商店和摩天大楼的壮丽大道
区。从芝加哥河沿着密歇根大道向北走，除了两边各色的高档商店
吸引人们的眼球和腰包外，还可以看到一些著名的摩天大厦。如紧
邻芝加哥河的大道西边的莱格立大厦(Wrigley Building)，它是世界
著名的箭牌口香糖的总部大楼。大厦巨大的钟楼是其最大的特色之
一，夜晚的的灯光也是著名的灯景之一。马路对面的论坛大楼
(Tribune Tower)是代表芝加哥的美国三大报社之一《芝加哥论坛
报》(Chicago Tribune)的总部大楼。除了大厦自身的建筑风格外，
这栋建筑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外部墙体上镶嵌了130多块来
自世界各地的建筑碎片。例如中国的长城和故宫的砖块、泰国泰姬
陵、埃及金字塔的石块、911事件中倒塌的世贸中心的残骸等等。
此外，论坛报大厦的一扇橱窗内还展示着阿波罗15号飞船从月球带
回的岩石。继续向北穿过各式高档商店，你会见到路西一个高高的
水塔(Water Tower)，它可是1871年著名的芝加哥大火后市中心唯
一幸存的建筑。再向北行路东是芝加哥的第三高建筑约翰·汉考克
中心(John Hancock Center)，底层有芝加哥最有名的芝士蛋糕餐
厅(Cheese Cake Factory)，而94层处有一个观景台，95层与96
层处则是云霄全景餐厅。

地址：N. Michigan Ave. 
到达方式：CTA Bus3、26、143、147、151、157在Wacker 
Dr. 到Oak Street之间的任何站下都可。
商店营业时间：一般在10:00-19:00。
themagnificentmile.com

★ Tips：观赏芝加哥全景的好地方
约翰·汉考克中心95层是需要预定的正式餐厅，到96层则只需要买
一杯饮料(6-12美元左右)即可观赏芝加哥全景。

★ 芝加哥美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见地图标识 
这里收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瑰宝和杰作，有着大量印象派和后印
象派的作品以及美国的艺术品，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修拉、梵高
等的作品。

地址：111 S. Michigan Ave., Chicago, IL 60603
交通：高架Brown线、Green线、Orange线、Pink线、Purple线在 
Adams/Wabash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10:30-17:00，周四至周五10:30-20:00，周
六至周日10:00-17:00。
门票：成人18美元；64岁以上12美元；14岁以下免费；周四
17:00-20:00免费。
电话：+1-312-443-3600
www.artic.edu/visit

★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The Field Museum 见地图标识 
创立于1906年的菲尔德博物馆收藏了超过2100万件的标本，从甲
虫、木乃伊到猿猴标本，还有宝石矿石样样俱全。另外世界上现存
最大最完整的恐龙化石“苏”(Sue)也收藏于此地。还有1898年建
筑肯尼亚-乌干达铁路期间杀害了135人的察沃河食人狮的标本。

地址：1400 S Lake Shore Dr Chicago, IL 60603
到达方式：高架Brown线、Green线、Orange线、Pink线、
Purple线在Adams / Wabash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三10:30-17:00，周四至周五10:30-20:00，
周六至周日10:00-17:00。
门票：成人15美元；儿童(3-11岁)10美元。
电话：1-312- 922-9410
fieldmuseum.org

★ Tips：坐落在市中心的监狱
在游览市中心的时候如果你见到个窗户超级窄小的三角楼就知道它
是干什么的了，它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监狱The 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er(MCC)，座落在芝加哥的市中心。这里面关
押着800多名犯人，据说曾经有两个犯人浑身抹了油后从窗户里逃
出，一个半年后被抓获，另一个再也没有找到。

地址：71 West Van Buren Street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http://explorechicago.org/city/en/millennium.html
http://explorechicago.org/city/en/millennium.html
http://navypier.com
http://navypier.com
http://zh.wikipedia.org/zh-sg/%E9%95%BF%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zh-sg/%E9%95%BF%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zh-sg/%E5%9F%83%E5%8F%8A%E9%87%91%E5%AD%97%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zh-sg/%E5%9F%83%E5%8F%8A%E9%87%91%E5%AD%97%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zh-sg/9%C2%B711%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zh-sg/9%C2%B711%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zh-sg/%E4%B8%96%E8%B4%B8%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zh-sg/%E4%B8%96%E8%B4%B8%E4%B8%AD%E5%BF%83
http://zh.wikipedia.org/zh-sg/%E9%98%BF%E6%B3%A2%E7%BD%9715%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zh-sg/%E9%98%BF%E6%B3%A2%E7%BD%9715%E5%8F%B7
http://themagnificentmile.com
http://themagnificentmile.com
http://www.artic.edu/visit
http://www.artic.edu/visit
http://fieldmuseum.org
http://fieldmuseum.org


P 8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李的习惯。在任何公共场所，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 芝加哥湖边沙滩 Beach
        湖边有很多沙滩，因沙滩的开放时间会根据每年的季节变化而
有所不同，所以各湖滩的开放时间请参照：www.cfmstage.com/
beach-report/beach-report-list.cfm 

第12街湖滩 12th Street Beach 见地图标识 
第12街湖滩邻近天文馆，是在沙滩上散步、游泳同时观赏美丽的城
市天际线的好地方。
地址：1200 S. Linn White Drive

橡树街湖滩 Oak Street Beach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欣赏北密歇根大道的绝佳位置。
地址：1000 N. Lake Shore Drive

俄亥俄街湖滩 Ohio Street Beach 见地图标识 
这个悠闲沙滩是在密歇根湖中遨游的最佳选择，或是沿着湖滨小径
漫步。
地址：400 N. Lake Shore Drive

第57街湖滩 57th Street Beach
这座湖滩邻近海德公园内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公园南部的湖岬区
域湖水较深，可供尽情游泳，此外还能观赏到美丽的城市天际线。
地址：5700 N. Lake Shore Drive

★ 城北部
离开市中心驱车往北到达老城区，这里有方圆1200亩的林肯公园
(Lincoln Park)和林肯动物园(Lincoln Park Zoo)。动物园不是美国最
大的，但物种却不少，包括了北极熊、企鹅、猴子等1250多种动物。

继续北上，穿过一片富人别墅区，可以到达著名的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进行参观。再往北开两三分钟，就会见
到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巴哈伊教灵曦堂(Bahai Temple)。白色圆顶塔
式的建筑被美丽的花园环绕，独特的建筑造型，优雅宁静的周边环
境，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庄重肃穆的印象，是难得的建筑范例。巴哈
伊教源自伊斯兰教派，但由于教义发展脱离了伊斯兰教的观点，而
形成自己的一个新的宗教(也被称为大同教)。巴哈伊教沒有专门的神
职人员和地方教堂，也不做礼拜。

巴哈伊教灵曦堂地址：100 linden Ave. Wilmette, IL 60091

★ 城南部
紧邻市中心南部(18街到26街之间)的是全美第三大的中国城，这里
有各式面包房、正宗的中餐馆和各种小店。

继续驱车往南就来到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Un i ve r s i t y o f 
Chicago)，在50多街到65街之间。这所古色古香的学校共有过80
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核时代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有时间的话，可
以在校园的56街和57街看看核能雕塑。出于安全考虑，再往南就建
议大家一定不要去了。

路线
★ 走马观花一日游
从芝加哥全景观赏地(Museum Campus)开始，不要吝惜你的相
机，对着芝加哥的城市天际线狠狠地拍吧。如果对博物馆感兴趣且
时间充裕，可以在这里到此一游一下赛德水族馆 ( S h e d d 
Aquar ium)和紧邻着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 ie ld 
Museum)。之后沿着湖边小道向北走约20分钟，来到白金汉喷泉
(Buckingham Founta in)。逗留片刻后继续向北，沿着S. 
Columbus Dr.前行，可以在E. Monroe St.左转，或下一个路口E. 
Randolph St.左转，就可到达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在千禧
公园和“豆豆”亲密接触后，继续沿N. Michigan Ave.向北，约十
分钟左右到达芝加哥河和密歇根大道交汇处。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坐
Wendella Boat游船游览芝加哥河，欣赏和拍下周边美丽的建筑，
也可以在此选择坐Shoreline公司的Water Taxi(水上出租)前往海军
码头(Navy Pier)进行游玩或者就餐。离开海军码头，沿路返回到N. 
Michigan Ave, 沿着密歇根大道向北沿着华丽一英里溜达。逛够了
商店，那么就继续从N. Michigan Ave.和芝加哥河交界处乘Water 
Taxi去威利斯大厦(Willis Tower)参观吧。。

★ 三日游
第一天：路线基本与一日游相同，但不用安排那么紧密，比如购物
可以安排在第三天完成，把第一天的晚上用来享受游船之旅吧。

第二天：你可以离开市中心驱车往北到达老城区，先到林肯公园和
林肯动物园，来个与大自然和小动物的亲密接触，然后继续北上，
到达著名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进行参观。再往北
开两三分钟，就会见到另一个著名的巴哈伊教灵曦堂(Baha i 
Temple)。相信这个与众不同的场所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天：可以前往城南部的芝加哥大学参观，中午在中国城用餐，
下午回到市区到华丽一英里购物。当然，喜欢购物的朋友，这天也
可以安排奥特莱斯血拼。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芝加哥冬天很冷，风大，而夏季温度又很高。最好的旅行季节则是
每年的五月、六月、九月和十月。

★ 节日
圣帕特里克节游行 St. Patrick's Day Parade 3月17日
圣帕特里克节，以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芝加哥每年在3
月17日前后的一个周六会把芝加哥河的一段染成翠绿色，成为一大
景观。另外还会举行游行，人们穿戴绿色的衣服狂欢庆祝。

http://www.cfmstage.com/beach-report/beach-report-list.cfm
http://www.cfmstage.com/beach-report/beach-report-list.cfm
http://www.cfmstage.com/beach-report/beach-report-list.cfm
http://www.cfmstage.com/beach-report/beach-report-list.cfm


P 9 旅行中去体验新的东西，探索未知。它让我们更丰富，更懂得，更开阔。

         芝加哥蓝调音乐节 Blue Festival Chicago 6月
        每年的6月份，芝加哥都会在湖边的Grant Park举行三天的免
费蓝调音乐节，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免费蓝调音乐盛典。
www.chicagobluesguide.com

芝加哥美食节 Taste of Chicago 6月底至7月初
每年的6月底至7月初，芝加哥都会在湖边的Grant Park举行为期
10天左右的芝加哥美食节，很多餐馆都会参加。个人认为价格太
高，再赶上高温天气，不值得去。

水上航空秀 Air and Water Show 8月第三个周末
每年8月第三个周末，芝加哥都会举行为期两天的水上航空表演，
美国空军飞行队将表演气势恢宏的特技飞行，这已有50多年历史。
地点：North Avenue Beach，做好准备当天你有可能花上一个小
时去寻找一个停车位的哦，所以最好提前找好位置。

活动
★ 体育比赛

篮球 
提到芝加哥，必然会第一个想到芝加哥公牛队，“飞人”乔丹时代的
芝加哥公牛队和永远的23号更是深入人心。虽然乔丹退役后公牛队
也曾低迷，但始终不减的是球迷的热情，每场比赛，现场都异常火
爆，呐喊助威声恨不得在整个芝加哥都能听到。如今德里克·罗斯是
公牛队的灵魂人物。2011年，芝加哥公牛队主场力克新泽西，成为
年度联盟战绩第一的球队。也是这一年，公牛队创下继乔丹之后表现
最好的季赛及季后赛战绩。2012年公牛队和马刺队以50胜16负的
战绩并列全联盟第一。如果你是篮球迷，就不要错过去观看一场无与
伦比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除了队员的高超球技让你惊叹，相信现场
气氛更是让你欲罢不能！——这就是美职篮的魅力所在！

芝加哥公牛队的主场地在联合中心(United Center)，迈克尔·乔丹的
雕像就位于体育馆的东面。这里同时也是芝加哥冰上曲棍球队的主
场，同时还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等。

地址：1901 W.Madison st.
到达方式：高架Orange线、Green线或者Purple线到Madison下。
售票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18:00，夏季周六不营业，有比赛日
11:00-比赛半场结束。
电话：+1-866-229-7424
票价：一般大家会购买五、六十美元的票，但是如果是热门比赛，
低价位的票几乎是买不到的。
可在网上购票：ticketmaster.com or stubhub.com。也可请参考
网站www.unitedcenter.com查看是否有满意的座位。

★ Tips：观赛注意
有比赛时体育馆里面有快餐，但是价格极高，一小片披萨就可能要
十几美元。另外，需注意观赛时不可以录像，照相不可以使用闪光
灯；入口可能被要求查包。

棒球
棒球是美国最有历史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项目，而芝加哥就有两只
非常有名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小熊队(Cubs)和白袜队
(White Sox)队。

小熊队主场 Wrigley Field 
地址：1060 W. Addison St.
到达方式：高架Red线到Addison，或者Purple线到Sheridan站。
chicago.cubs.mlb.com/chc/ticketing/seating.jsp

白袜队主场 US Cellular Field
地址：333 W. 35th St.
到达方式：高架Red线到Sox35街。
chicago.whitesox.mlb.com/cws/ballpark/index.jsp

橄榄球 
芝加哥熊队主场 Soldier Field
美国人最喜欢的球类就是美式橄榄球了。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
是世界最大的职业美式橄榄球联盟，如同我们爱看的NBA一样，它
每年也都会有常规赛。到了决赛日，也就是超级碗(super bowl)冠
军赛则是全美最大的盛会，当天比赛的时间段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看比赛。

地址：1410 Museum Campus Dr.
到达方式：CTA Bus 146在Museum Campus站下。
www.soldierfield.net/content/stadium-seating-suites 

★ Tips：购票方式及票价
观看棒球和橄榄球比赛，建议提前在网上购票，可以使用
www.stubhub.com或者www.ticketmaster.com，这两家是最大
的且有保障的购票网站购买。票价根据座位价格从十几美元到几百美
元不等。请参考网站，价格后都配有座位号，点击座位地图就可以知
道是否有你满意的位置了。

★ 芝加哥建筑一览游船 Architecture Boat Tour
芝加哥以建筑著称，所以来芝加哥一定要看看它的建筑。芝加哥河
(Chicago River)贯穿整个芝加哥市。它本来是流入密歇根湖，同时
也将芝加哥的城市污水注入湖中。但后来为了解决城市污水对密歇
根湖的污染，芝加哥通过修建一些水闸，倒转了芝加哥河的流向。
河水从本来流入密歇根湖，改为流出，向西南方向通过新建的水
道，并入伊利诺河，并最终汇入密西西比河。坐游船(河湖一起游)从
密歇根湖到芝加哥河是要在一个闸门口等待，等它把水位(让湖水高
于河水)调整好后，闸才打开，船才可以通过。沿着河游船，可以看
到很多经典的建筑，也可以看到中国城旁边美丽的小花园。冬季不
开放。游船公司有好几个，时间长度也不同。

下面介绍两家比较老牌的游船公司：

http://www.chicagobluesguide.com
http://www.chicagobluesguide.com
http://www.unitedcenter.com
http://www.unitedcenter.com
http://chicago.cubs.mlb.com/chc/ticketing/seating.jsp
http://chicago.cubs.mlb.com/chc/ticketing/seating.jsp
http://chicago.whitesox.mlb.com/cws/ballpark/index.jsp
http://chicago.whitesox.mlb.com/cws/ballpark/index.jsp
http://www.soldierfield.net/content/stadium-seating-suites
http://www.soldierfield.net/content/stadium-seating-suites
http://www.Stubhub.com
http://www.Stubhub.com
http://www.ticketmaster.com
http://www.ticketmaster.com


P 10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Wendella游船公司 见地图标识 
       芝加哥第一家游船观光公司，有77年的历史。Wendella公司
的船长都拥有美国海岸警卫队颁发的证书，为游客提供专业的、安
全的服务。乘坐Wendella公司的游船可以畅游芝加哥河和密歇根
湖。除了日落之旅、烟花之旅外，最具特色的还有：

联合湖泊和河流之旅：是观赏芝加哥全貌的好方式，全程90分钟。
有导游会随船介绍芝加哥的历史和风貌。
芝加哥河建筑之旅：由一名建筑专家带领游客游览芝加哥著名建
筑，是爱好建筑的朋友不能错过的选择。全程75分钟。

地址：400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11
到达方式：CTA Bus 2、10、26、66、143、144、145、
148、151、157在Michigan Hubbard (Wrigley Bldg.)站下车。
票价：联合湖泊和河流之旅成人27美元，老人25美元，儿童13美元。
芝加哥河建筑之旅成人26美元，老人25美元，儿童13美元。
电话：312-337-1446
www.wendellaboats.com/about/chinese.aspx 

Shoreline游船公司 见地图标识 
Shoreline游船公司有70多年的历史，提供密歇根湖游船和芝加哥
建筑一览游船，另外还有11个水上出租，是芝加哥的水上出租的先
驱。乘坐游船，可以在非常专业且幽默的导游带领下畅游芝加哥
河，欣赏著名的建筑，或者游览密歇根湖，看烟花，看日落。

地址：海军码头。
到达方式：CTA Bus 29、65、66、124路在Navy Pier站下。

游览项目票价：

游船项目 票价 游览时间

冬季不
开放 

建筑一览游
成人29.50美元；儿童

15.50美元；
老人26.50美元。

60分钟

冬季不
开放 

天际线游
成人16美元；儿童7美
元；老人14美元。

30分钟 冬季不
开放 

建筑/烟花游
成人32.5美元；儿童

16.5美元；
老人29.5美元。

75分钟

冬季不
开放 

密歇根湖落日游
成人16美元；儿童7美
元；老人14美元。

45分钟

冬季不
开放 

水上出租票价：单程成人5-8美元不等，儿童3-5美元不等。1日票，
成人23美元，儿童11美元。2日票，成人29美元，儿童14美元。
电话：+1-312-222-9328
shorelinesightseeing.com/dockmap-and-boardinglocations

★ 芝加哥观光巴士 Chicago Hop On Hop Off Tour
如果在芝加哥不想走路游览或自驾车，那么参加芝加哥观光巴士的3
日游线路也是不错的选择，既包括市内主要景点，又涵盖中国城、
林肯公园等稍远的地方，还有芝加哥夜景游。每车都有导游沿途讲
解，在停靠点下车游玩后可以凭票搭乘下一趟车到下一景点。

3日游线路包括：S igna t u r e Tou r ( 14个市中心景点)、
Neighborhoods Tour 和City Lights Night。

Signature Tour(全程2小时): 千禧公园、密歇根大道桥、Garrett 
Popcorn、艺术博物馆、Hi l ton Chicago、战士博物馆、
Sheraton Hotel、海军码头、华丽一英里、水塔、约翰汉考克大
楼、Hard Rock、威利斯大厦、Chicago Theatre。

Neighborhoods Tour(全程2小时): 西Neighborhoods从千禧公
园开始经过中国城、小意大利、希腊城；北neighborhoods从千禧
公园开始到林肯动物园、Blue Man Group、Wrigley Field；南
Neighborhoods从千禧公园开始到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运营时间：9:00-22:00，约每十分钟一趟(冬季等待时间会长一些)。
感恩节、圣诞前夜、圣诞节停止运营。Neighborhoods Tour一般
在5月至10月之间运营，每年运营时间会有所不同，请查询官网。
价格：成人35美元，65岁以上25美元，3-12岁儿童17美元。网上
购票有优惠。
买票地点：14个经典路线经停地均可购买。
www.coachusa.com/chicagotrolley/chicagos-best-tour/
ticket-locations.asp

★ 蓝调音乐
芝加哥是个永远都不会缺少音乐的城市，从大街小巷到餐馆酒吧，
因为这里可是布鲁斯音乐的发源地哦，喜爱蓝调音乐的朋友完全可
以在这里好好地过把瘾，充分享受音乐的快乐。芝加哥有很多著名
的蓝调音乐酒吧和餐馆。

Buddy Guy's Legends 见地图标识   
以芝加哥蓝调音乐的代表人物Buddy Guy的名字命名的蓝调音乐餐
吧。蓝调乐迷都知道，芝加哥只有一个地方能一周七天不间断提供
最好的蓝调和南部特色食物，还有大量的蓝调音乐历史档案。这就
是Buddy Guy's Legends。它曾多次被Living Blues杂志，
Citysearch，AOL评为最佳蓝调酒吧，事实上Legends一直是作为
蓝调圣地存在的。
地址：700 S. Wabash, Chicago, IL, 60605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二17:00-次日2:00，周三至周五11:00-次日
2:00，周六12:00-次日3:00，周日12:00-次日2:00。
票价：演出内容和时间不同，票价也有差别。1月演出票价大概为
55美元-65美元。可在官网预定。
电话： +1- 312-427-1190
www.buddyguy.com

House of Blues Chicago 见地图标识 
House of Blues 位于芝加哥河畔，外形仿造布拉格Estavovski歌
剧院建造。这里也是在芝加哥欣赏蓝调音乐的热门之选，经常会有
著名音乐人的演出。另外，这里的餐食也非常不错，可以选择晚餐
时间来这里，即可以享受美食又能欣赏音乐。
地址：329 N. Dearborn Chicago, IL 60654 
营业时间：午餐 周一至周六11:30-16:00；晚餐 周日至周四
16:00-22:00，周五至周六16:00-23:00。音乐表演每天21:00开始。
票价：根据表演不同票价也不同，可在官网订票。
电话: +1- 312-923–2000
www.houseofblues.com/venues/clubvenues/chicago

http://www.wendellaboats.com/about/chinese.aspx
http://www.wendellaboats.com/about/chinese.aspx
http://shorelinesightseeing.com/dockmap-and-boardinglocations/
http://shorelinesightseeing.com/dockmap-and-boardinglocations/
http://www.coachusa.com/chicagotrolley/chicagos-best-tour/ticket-locations.asp
http://www.coachusa.com/chicagotrolley/chicagos-best-tour/ticket-locations.asp
http://www.coachusa.com/chicagotrolley/chicagos-best-tour/ticket-locations.asp
http://www.coachusa.com/chicagotrolley/chicagos-best-tour/ticket-locations.asp
http://www.buddyguy.com
http://www.buddyguy.com
http://www.houseofblues.com/venues/clubvenues/chicago/
http://www.houseofblues.com/venues/clubvenues/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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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芝加哥的饮食非常多元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热狗、厚盘皮萨和牛排。

★ 热狗连锁店

芝加哥的热狗非常有名，号称是热狗之王。它不仅仅是热狗，是各
种配料味觉的一个完美融合。它是面包里面加上慢火蒸出来的牛肉
肉肠，淋上黄色的芥末酱，碎末青西红柿，加上洋葱，西红柿圈，
腌黄瓜片，青辣椒。记住，所有这些是一定要按照上面的顺序依次
加在肉肠上面(不是抹在面包上哦)。之后您就可以享受芝加哥式的热
狗咯。

Vienna Beef Factory Store
地址：2501 N Damen St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5:00，周六10:00-15:00。
电话：+1-773-278-7800

Portillo's Hot Dogs 见地图标识 
地址：100 W.Ontario Ave.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30-21:00，周六周日11:00-21:00。
电话：+1-312-587-8910

★ 披萨连锁店
在芝加哥你就一定要尝尝著名的芝加哥式披萨(Chicago Style 
Pizza)。提到披萨，大家基本上吃到的都是薄薄的一片，而芝加哥式
披萨的特点就是厚厚的一层，又叫厚片披萨(Deep-dish Pizza)。它
有很高的披萨边，里面有大量的奶酪和番茄酱，厚厚滴，既来之，
则尝之吧。

Pizzeria Uno 见地图标识 
地址：29 E. Ohio St., Chicago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次日1:00，周五周六11:00-次日
2:00，周日11:00-23:00。
电话：+1-312-321-1000

Gino's East分店一 见地图标识 
地址：162 E. Superior St. 
电话：+1-312-266-333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周日11 : 0 0 - 2 2 : 0 0，周五周六
11:00-23:00。 

Gino's East分店二 见地图标识 
地址：633 N. Wells, Chicago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周日11 : 0 0 - 2 2 : 0 0，周五周六
11:00-23:00。
电话：+1-312-988-4200

Giordano's分店一 见地图标识 
地址：730 N. Rush St.
营业时间：11:00-次日00:00。 
电话：+1-312-951-0747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Giordano's分店二 见地图标识 
地址：223 W. Jackson Blvd.
营业时间：11:00-次日00:00。 
电话： +1-312-583-9400

Giordano's分店三 见地图标识 
地址：135 E. Lake St.
营业时间：11:00-次日00:00。 
电话：+1-312-616-1200

Lou Malnati's 9分店一 见地图标识 
地址：439 N. Wells St.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23:00，周五周六11:00-次日
00:00，周日12:00-21:00。
电话：+1-312-828-9800

Lou Malnati's 9分店二 见地图标识 
地址：805 S.State St.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23:00，周五周六11:00-次日
00:00，周日12:00-21:00。
电话：+1-312-786-1000

★ 牛排店
另外提到芝加哥的美食，大家一定会说是牛排。下面介绍两家美食
杂志评出来的芝加哥数一数二的牛排店。

Chicago Chop House 见地图标识 
如果你想感受老芝加哥，那你可以考虑来这里。馆子不大却温暖，
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随着柔和的爵士味道的钢琴声，吃一大块牛
排，品上一杯小酒，让自己放松一下吧。
地址：60 W. Ontario Street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7:00-23:00，周五17:00-23:30，周六
16:00-23:30，周日16:00-23:00。
钢琴吧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7:00-23:00，周六16:00-23:30，
周日16:00-23:00。
电话：+1-312-787-7100

Harry Caray's 见地图标识 
意式牛排馆，干净宽敞，墙上挂满了体育方面的新闻和照片，也是
个观看重要体育比赛不错的地方。
地址：33 West Kinzie Street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30-22:30，周五周六11:30-23:00，周
日11:30-22:00。
电话：+1-312-828-0966

★ 当地特色 

The Signature Room on the 95th餐厅 见地图标识 
位于芝加哥第四高高楼上的餐厅。94层有观光台，95层是餐厅，
96层是酒吧。95层是吃正餐的地方，最好提前预订，另不能穿牛仔
服和运动鞋。女士记得一定要去趟卫生间，因为这里是可以看芝加
哥全景最好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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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95层，875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餐厅营业时间：午餐周一至周六11:00-14:30，周日10:00
-14:00；晚餐周日至周四17:00-22:00，周五周六17:00-23:00。
酒吧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11:00-次日0:30，周五周六11:00-次日
1:30。
着装要求：午餐不允许穿沙滩装，男士不能穿无袖上衣；晚餐不能穿
短裤、运动服，有洞洞的那种牛仔裤也是不行滴。酒吧着装无限制。

★ Tips：94层观景台美景
如果你没有时间登威利斯大厦，那么你可以到这里的94层观景台参观。
www.jhochicago.com/region/cn

芝士蛋糕餐厅 The Cheesecake Factory 见地图标识 
这里的菜肴和芝士蛋糕都超级有名。有时间的话，如果不怕排大
队，可以到这里尝尝。当然也有不就餐，直接排队买外卖蛋糕的。
连走廊的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在等候。
地址：875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1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1:00-23:30，周五11:00-次日0:30，周六
10:30-次日0:30，周日10:00-23:00。
电话：+1-312-337-1101

★ 世界美食
希腊城
希腊城位于市中心的西边，主要餐厅和商店在S. Halsted St.和W. 
Adams St.交叉口附近几个街区。 看到餐馆上写着希腊字母你就找
对地方了。选择一家人最多的进去品尝一下相对地道的希腊餐吧。

★ 中餐
中国城分老城(台湾人广东人为主)和新城。新城里有老四川餐厅，老
上海餐厅，老北京餐厅，老北京餐厅对面有一家越南风味的店，门
口总排着一二十人买各种口味的奶茶，它家的大碗面也很有特色，
是脸盆大小的大碗。如果是周末，那么名轩和万寿宫(Phoenix)两家
的早茶则是最好的了。老北京旁边有很好的茶餐厅-圣安娜，它的各
式糕点都非常好吃，可以买些带走。老城里粤菜馆很多，而环境较
好的算是翠亨村了。总之看到哪家坐了最多的华人，就进去哪家，
一般都错不了。

老四川餐厅
爱吃辣的朋友，自然要到中国城名气很大的老四川尝尝了，虽比不上
国内或者加州的一些中餐馆正宗，但也算是芝加哥最好的一个选择
了。水煮牛、夫妻肺片、麻辣鸭舌、孜然羊、熘肝尖等等都还好。
地址：2172 S.Archer Ave, Chicago 
营业时间：10:30-次日00:00。
电话： +1-312-326-5040 

老北京餐厅
要吃比较正宗的北方菜，老北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有砂锅酸
菜，红烧肉，饺子等。
地址：2138 S.Archer Ave, Chicago 
营业时间：9:30-23:00
电话：+1-312-881-0168

万寿宫 Phoenix
要想吃港式早茶，万寿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唯一的缺点就是周末
早茶可能排队要排40多分钟到一个多小时。正餐的话，这里主营
业粤菜：葱姜焗龙虾、豉汁炒花蚬、XO酱牛柳丝、上汤金银蛋灼
菜苗等。
地址：2131 S.Archer Ave, Chicago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四11:00-22:00， 周五周六11:00-22:30。
电话：+1-312-328-0848

翠亨村
在老中国城里这家相对面积大一点，经营粤菜。如果人多的话，可
以选择套餐，价格相对好一些。
地址：2411 S. Wentworth Ave, Chicago 
营业时间：11:00-23:00
电话：+1- 312-225-8898

住宿
芝加哥市中心酒店非常多，如果是短期旅游，最方便的就是住在“华
丽一英里”附近，离大部分景点都近，交通也方便，而且热闹的地方
晚上走在路上也比较安全，但是价格都非常昂贵。如果要节约开支可
以选择城北边的一些酒店，虽然区比较老，但是还比较安全，交通也
还好。南边就一定不要去，非常不安全。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住在机
场附近，只是虽然价格便宜很多但是离景点都非常远，但是如果你租
车了，这就是相对比较省钱的一个方法了。青年旅舍、Hostel和汽车
旅馆大多需要上网预先订好，床位是非常紧张的。

除了使用Priceline等查询酒店信息，还可以使用以下两个网站查询
芝加哥住宿信息：
www.hotrooms.com
chicago-bed-breakfast.com

购物
★ 购物街

“华丽一英里”是最好的Window Shopping的地点，大道两旁全
是名牌店，不差钱的同学可以尽情购物。Oak Street也是著名的精
品店汇集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知名品牌。

★ 大型购物城
Woodfield Mall
是位于芝加哥西北郊区的一座美国中西部最大的购物商城。
地址：5 Woodfield Shopping Center, Schaumburg, IL 60173

★ Outlets
芝加哥郊区有3家主要的Outlets，可以根据喜欢的品牌去相应的地
点，具体售卖品牌请参考官网。

Chicago Premium Outlet
地址：1650 Premium Outlets Blvd., Aurora, IL 60502
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63

http://chicago-bed-breakfast.com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63
http://www.jhochicago.com/region/cn
http://www.jhochicago.com/region/cn
http://www.hotrooms.com
http://www.hotrooms.com
http://chicago-bed-breakfast.com
http://chicago-bed-breakfast.com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63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outlet.asp?id=63


P 13 请记得爱护自然，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用品。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Pleasant Prairie Premium Outlet
    地址：11211 120th Ave.(I-94 & HWY 165), Pleasant 
Prairie, WI 53158(已进入威斯康星州)
www.premiumoutlets.com/outlets/store_listing.asp?id=90

Gurnee Mills Mall
地址：6170 Grand Ave., Gurnee, IL 60031 
www.simon.com/mall/directory.aspx?ID=1251

★ Tips：血拼购物需要开车前往
大型购物中心及Outlets都需要开车前往，车程在1小时左右。

★ 纪念品
博物馆都有纪念品商店，也可以购买明信片。但相对于其它城市，
芝加哥旅游区的小摊贩很少，如果想要购买纪念品明信片，海军码
头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了。但是邮票可能还是要去邮局购买，纪念
品店一般没有，有的话也都是美国国内邮资的邮票。

安全
急救电话、匪警、火警：911

★ 治安
芝加哥南城(即65街以上)是很差的黑人区，治安非常乱，白天也不
要去。另外在唐人街，Stewart街与西边的Canal街两条平行线之间
的区域(从23街到26街左右)，是历年来唐人街社区抢劫案频繁发生
的地区。

★ 中国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PRC in Chicago 见地图标识 
地址：100 west Erie Street, Chicago,IL60654
电话：312-803-0095
传真：312-803-0110
电子邮箱: chinaconsul_chi_us@mfa.gov.cn

签证组(办理签证、护照、公证、认证业务)
地址：1 East Erie Street,Suite 500, Chicago, IL 60611
电话：312-453-0210
传真：312-453-0211
邮箱: chinavisachicago@gmail.com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2:00，13:00- 14:30

★ 医疗应急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在大型公立医院看急诊(记住是急诊)，不管你是否
有医疗保险是否有钱，医院应该是必须收诊救人的。

Cook County Hospital
这家医院很平民化，所以急诊可能要排大队。有免费翻译服务可以
要求中文翻译。夏天去记得多穿点，里面空调很冷。要带护照。
地址：1969 West Ogden Avenue, Chicago, IL 60612

如果只需要自己买些药的话，可以到以下连锁店购买：

Walgreens
地址：757 N. Michigan Ave.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有错误，请发送邮件
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
穷游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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