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村漫步路线上锻炼。

锻炼您的心灵与身体！

承办：

THE HENRY FORD
®

Presented By 

Presented By 

THE HENRY FORD
®

会员马车乘坐通行证

用一张马车通行票升级 
您的会员资格，让年度会员 
通行票包括的每个人都可以 

享受无限次乘坐。

请在收银处了解详细信息。
 

走进格林菲尔德村（GREENFIELD VILLAGE） 

的大门，犹如时光倒流。村庄里面，在方圆81  
英亩的地方，到处是景观、声音甚至可以体验300
年的美国生活。 莱特兄弟还在这里的工厂内建 

造了具有开创性的飞行器。 这里还有托马斯· 
爱迪生的门洛帕克实验室，亚伯拉罕·林肯首次法

律实践的法院也在这里。您可以亲自尝试吹制玻璃，

或乘坐真正的 Model T。重新发现美国，更加了解

自己。

每天上午 9:30 至下午 5 点开放
访问 TheHenryFord.org

若无其它告示说明，允许拍摄。  

注意：Henry Ford®可能会对游客摄影、拍照、或记录，用于教育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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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临格林菲尔德村

请看为何我们是AmericA’s 
GreATesT HisTory ATTrAcTion

®

（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名胜）

参观我们的其它场所：
Henry Ford museum 
（亨利·福特博物馆）

®

Ford rouge Factory Tour 
（Ford rouge 工厂游）
imAX

®
 Theatre（imAX 剧院）

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Benson Ford 研究中心）

®
 

TheHenryFord.org

自由手工艺品（liBerTy crAFTworks）

公共马车往返

旋转木马伊格尔酒馆（eAGle TAvern）乘坐 model T

草地嬉戏

  托马斯·爱迪生的门洛帕克实验室
（THomAs edison’s menlo  
  pArk lABorATory）

  莱特兄弟之家 
（wriGHT BroTHers’ Home）

  达哥特农舍（dAGGeTT FArmHouse）

赞我们一个。  
分享您的游览

游览很是尽兴？ 浏览并订阅我们
的电子新闻

在内部地图上查看路线。

H e n r y  F o r d （亨利 · 福特）— — 
这一切的幕后缔造者
Henry Ford（亨利·福特）是一位创意大师：他的创意内 

容涵盖汽车、引擎、以及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制造设施。 

他被誉为“20 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他革命性的汽车后被

称为“20 世纪最经典汽车”。

1908 年，Henry Ford（亨利·福特）推出了 Model T  
老爷车——从此世界进入车轮时代。 Model T 老爷车廉价、

高效、可靠，让普罗大众有能力拥有汽车。

有藉于 Model T 老爷车的成功，Henry Ford（亨利·福特）

一举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并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他开始着手收集物品，并且创建了一座博物馆、一座村庄、

一所学校，展示美国的历史、智慧、丰富的资源、 

以及创新。如今，他创始于约 80 年前的机构已发展为五 

处名胜和数以百万计的工艺品，并被称为 The Henry Ford, 
America’s Greatest History Attraction（亨利·福特，美国最伟

大的历史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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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票与会员资格

乘坐票

购物

餐饮

洗手间

自动取款机

信息咨询

特殊物品出租

紧急问题
请联系任意工作人员

健康穿越历史1英里路线

健康穿越历史5英里路线

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

Josephine Ford plaza

约瑟芬·福特广场 
（JosepHine Ford plAzA）
1 售票处
2 格林菲尔德村商店
3 检票处
4 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 
      （Benson Ford 研究中心）®
5 喷泉
6 费尔斯通车站（Firestone station）

工作农场
7 大豆实验室农艺画廊
8 理查特· 瓦贡商店（richart wagon shop）
9 费尔斯通农场（Firestone Farm）
10 苹果汁磨坊（cider mill）
11 威廉·福特粮仓（william Ford Barn）
12 马车棚（carriage Barn）
13 斯通尼·克里克（stony creek）

自由手工艺品
14 洛兰格磨坊（loranger Gristmill）
15 编织商店
16 陶器商店
17 斯通尼·克里克锯木厂 
       （stony creek sawmill) 
18 特里普锯木厂（Tripp sawmill）
19 斯波福德锯木厂（spofford sawmill）
20 斯通尼·克里克磨坊池塘 
       （stony creek mill pond）
21 印刷办公室与罐头商店 
       （printing office & Tin shop）
22 刚森里·卡丁磨坊 
       （Gunsolly carding mill）
23 玻璃制品商店（Glass shop）
24 吉尔德·贝尔大厅（Guild Beer Hall）
25 阿明顿与西姆斯机械商店 
       （Armington & sims machine shop ）
26 汉克斯·希尔克磨坊（Hanks silk mill）
27 桑树林（mulberry Grove）
28 自由工艺品商店 
       （liberty craftworks store）

亨利·福特的 model T 
（Henry Ford’s model T）
29 福特之家（Ford Home）
30 亨利·福特剧场（Henry Ford Theater）
31 巴格利大街工场（Bagley Avenue workshop）
32 福特马达公司（Ford motor company）
33 猫头鹰之夜午餐车（owl night lunch wagon）
34 磨坊主学校（miller school）
35 model T 装卸码头

铁路枢纽
36 底特律、托莱多与密尔沃基机车库 
       （detroit, Toledo & milwaukee roundhouse）
37 铁路转车台
38 爱迪生照明公司车站 A
39 史密斯·克里克补给站

主街
40 村庄凉亭（village pavilion）
41 J.r. 琼斯杂货店（J.r. Jones General store）
42 伊格尔酒馆
43 历史回味餐厅（A Taste of History® restaurant）
44 马大-玛丽礼拜堂（martha-mary chapel）
45 膨松之心公园（Garden of the leavened Heart）
46 乡村草坪
47 苏万尼登陆处(suwanee landing）
48 苏万尼咸水湖（suwanee lagoon）
49 苏万尼岛（suwanee island）
50 苏格兰安置学校（scotch settlement school）
51 洛根郡法院（logan county courthouse）
52 霍华德医生办公室（dr. Howard’s office）
53 霍华德医生公园（dr. Howard’s Garden）
54 市政厅
55 菲尼克斯维莱邮局（phoenixville post office）
56 蛋奶冻（Frozen custard）
57 活动处（Activities Building）
58 旋转木马
59 旋转木马甜点
60 约翰·贝内特先生甜点店 
       （sir John Bennett sweet shop）

61 斯泰特大街午餐摊铺 
      （state street lunch stand）
62 格林珠宝店（Grimm Jewelry store）
63 海因兹豪斯（Heinz House）
64 科恩女帽装饰（cohen millinery）
65 灵车棚（Hearse shed）
66A 莱特自行车店（wright cycle shop）
66B 主街商场（main street emporium）
67 莱特之家（wright Home）
68 格林菲尔德村锡纸照相工作室 
       （Greenfield village Tintype studio）

爱迪生在工作	
（edison AT work）
69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雕像 
       （Thomas Alva edison statue）
70 托马斯·爱迪生门洛帕克综合建筑 
       （Thomas edison’s menlo park complex）
71 莎拉·乔丹公寓 
       （sarah Jordan Boarding House）
72 托马斯·爱迪生的梅耶堡实验室 
       （Thomas edison’s Fort myers laboratory）

门廊与客厅
73 罗克斯村托尔豪斯 
       （rocks village Toll House）
74 卢瑟·伯班克公园办公室 
       （luther Burbank Garden office）
75 舞台
76 阿克利池塘（Ackley pond）
77 阿克利棚桥（Ackley covered Bridge）
78 费舍尔女士的南方烹饪店 
       （mrs. Fisher’s southern cooking）
79 沙士魁海纳河车站（susquehanna station）
80 沙士魁海纳河农园 
       （susquehanna plantation）

81 普林普顿宅第（plympton Family Home）
82 法里斯风车（Farris windmill）
83 达哥特农舍（daggett Farmhouse）
84 科茨沃尔德铁工厂（cotswold Forge）
85  科茨沃尔德农舍（cotswold cottage）  

& 科茨沃尔德茶舍（Tea at cotswold）
86 吉丁斯宅第（Giddings Family Home）
87 诺亚·韦伯斯特之家 
       （noah webster Home）
88 罗伯特·佛罗斯特之家 
        （robert Frost Home）
89 瑞士木屋（swiss chalet）
90 爱迪生家园（edison Homestead）
91 卢瑟·伯班克诞生地 
       （luther Burbank Birthplace）
92 赫米塔河奴隶村 
       （Hermitage slave Quarters）
93 马托克斯宅第（mattox Family Home）
94 威廉·霍姆斯·麦克格非学校 
       （william Holmes mcGuffey school）
95 威廉·霍姆斯·麦克格非诞生地 
       （william Holmes mcGuffey Birthplace）
96 乔治·华盛顿·卡佛小屋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cabin）
97 查普曼宅第 
      （chapman Family Home）
98 亚当斯宅第（Adams Family Home）
99 查尔斯·斯坦梅兹小屋 
       （charles steinmetz cabin）
100 美国之音画廊 

       （sounds of America Gallery）

桃林（wAlnuT Grove）
101 亨利·福特学院 
       （Henry Ford Academy®）乡村校园
102 核桃林地（walnut Grove Field）
103 山楂沼泽地（Hawthorn Glade）

交通

 维泽铁路火车站 
              （weiser railroad  
 Train station）每人$5 

 公共马车往返站
 (仅限马车通行票）

 乘坐 model T 每人 $5

 公共汽车站 每次乘坐 $.50

 旋转木马 每人 $2

	 				购物
格林菲尔德村商店 
我们的旗舰店拥有大量美国精品：  
由我们村庄工匠制作的玻璃和陶器， 
每种只有一个的珠宝，古典儿童游戏， 
纪念品，书籍 - 甚至还有手工帽子。
不需要村庄入场券。  

营业时间： 上午9:30-下午5:30 

自由工艺品商店 
我们的商店拥有无以伦比的吹制玻璃品、 
精巧的瓷器、精致的织物等等 -  
一切都由手工艺术家完成并在美国制造。
营业时间： 上午10点-下午5点

最新！ 主街商场 
灵感来自于小镇杂货店，我们这家全 
新的商场拥有适合每个人的商品。 
您可以在这里闲逛，浏览我们精选的历 
史玩具、游戏、陀螺、小玩意、小吃等等！ 
营业时间： 上午9:30-下午5点

	 				餐饮
伊格尔酒馆* 
起源于美国，建立于19世纪， 
这家旅馆为本地居民提供灵感 
来自于19世纪50年代食谱的时令餐饮。
营业时间： 上午11点-下午4点

十一月： 周五、周六与周日，上午11点-下午4点

历史回味餐厅* 
菜单充满了乐趣，拥有美国经典佳肴，
例如自制 mac ’n’ 苹果奶酪，迪尔伯恩
（Dearborn）香肠热狗，格林菲尔德村 
特有香肠以及我们老字号每月一次提供的 
特色菜肴。您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所有口味
的佳肴，不论轻重。
营业时间： 上午9:30-下午5点

十一月： 周五、周六与周日， 

上午9:30点-下午5点

约翰·贝内特先生甜点店* 
这里有丰富的古典甜点，例如糖果、 
巧克力、烘培食品和饮料等。
营业时间： 上午11点-下午4 点
九月至十一月： 周五、周六与周日， 

上午11点-下午4点

* 菜单和开放时间可能依季节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