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cks
农场

佃户农场

牵引驳船码头
奶酪工厂

Kettle Corner
信号塔

枫叶大道

校舍

裁缝

Harvest Barn
打印办公室
医师之家与谷仓

家庭活动中心
（七月和八月）

McDiarmid
家
Crysler 礼堂
Ross 农场
阿尔伯特街

急救与安全

皇
后
大
街

家具木工
Willard’s Hotel

普罗维登斯教堂

集市场所
铁匠

面包店

Crysler 商店
Robertson 家

消防车库

牧师之家

鞋匠

教堂大街

白铁匠

扫帚制造者
基督教堂

Cook
客栈

锯木厂

共济会集会处

面粉厂

羊毛制品工厂

牵引驳船码头

运河

码头之光

探索中心

入口

先驱纪念馆

Village Store
礼品店

公共汽车下车处

P
袖珍火车

克莱斯勒农场战斗纪念馆

欢迎来到上加拿大民俗村 (UPPER CANADA VILLAGE)
让我们带您回到 1866 年的上加拿大，您可以在这里的小型河滨社区体验到当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社区内包括历
史农场、水力磨坊和蒸汽磨坊、各行各业、装修完备的房子和花园，以及那个时代的娱乐。
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是 19 世纪英国在北美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位于圣劳伦斯河的上游，该地区的一部分就
是如今的“安大略省”。
从 1954 年到 1958 年，圣劳伦斯航道和发电项目将圣劳伦斯河转变为通商航运的深水航道。Cornwall（康沃尔）
附近修建的水电站坝提升了水位并且使原水岸附近的八个村庄迁移。您今天可以游览到的许多历史建筑和家园都得
到保存并且迁移到上加拿大民俗村。然而，我们无法找到水淹地区的典型 19 世纪村庄的所有组成部分，因此部分
建筑物是从安大略省东部的其他地区运来的或在现场重建的。上加拿大民俗村是加拿大最古老和最全面的现存历史
博物馆，它正式成立于 1961 年。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请遵守下列指南：


请勿摘花、农作物或水果。



请勿爬墙、爬树或攀爬护栏。

允许使用导盲犬和服务性动物。所有其他宠物必须



注意周围的牲畜和动物。请不要给动物喂食。

以皮带拴住并且不得进入建筑物和“探索中心”展区。



请将婴儿车或四轮车停放在装饰布置过的住宅外。



上加拿大民俗村禁止吸烟。



建筑物内不允许进食/喝水。



1-800-437-2233 或 uppercanadavillage.com

面包店
使用磨坊制作的面粉，面
包师揉大量的面团，然后
称重，再将木炭烤箱烤出
的面包用模具分成一条条
面包。面包店依靠旅行者
和移民工人带来兴隆的生
意，因为大多数家庭都自
制面包。
铁匠
铁匠为马打造蹄铁、修补
马车，并且为邻里和本地
商家修理机器。优秀的铁
匠是一个繁荣社区中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
扫帚制造者
扫帚制造者使用进口帚高
粱（高粱）来制作本地销
售的产品。玉米扫帚非常
受欢迎，并且被视为好于
由细枝、细软木条或玉米
苞叶制成的扫帚。
家具木工
家具木工制作定制家具和
其他客户物品。受到大型
机械化家具和椅子工厂的
巨大竞争压力，家具木工
还从事修理工作并装配大
量生产的零件，以维持生
意。
奶酪工厂
到 18 世纪 60 年代，牛奶
产量的增加引发了私有及
合作经营的奶酪工厂的出
现。加拿大切达干酪生产
并出口到英国。
基督教堂
这座雄伟的白色教堂拥有
庄严而正式的礼拜仪式和
本地圣公会集会音乐，圣
公会是上加拿大地区主要
的新教教派之一。
Cook 客栈
客栈老板提供住宿、食物
和饮料。出租行提供马匹
和四轮马车租用服务。楼
上的大房间用于举办本地
会议和晚间娱乐活动。
Crysler 礼堂
这栋建筑物曾经是富裕地
主 John Crysler 的家，目前
用于安置上加拿大民俗村
收藏的展品。
Crysler 商店
这类商店可为社区提供各
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包
括邮政服务。店主从蒙特
利尔的批发商处批发商品，
有时也接受本地制造的物
品来代替现金。
探索中心
互动展品诉说着圣劳伦斯
河沿岸的生活故事，并且
解释了 1812 年发生的克莱
斯勒农场战斗的全国性意
义。
裁缝
裁缝能够为女士们制作伦
敦、纽约或巴黎最新时尚
风格的全套服装。

家庭活动中心
（于七月和八月开放）
参观者可以亲自尝试 18
世纪 60 年代的消遣活动、
流行的桌面游戏和手工艺、
装扮及户外娱乐活动。

Robertson 家
Robertson 家展现出一个
兴旺的中产家庭，其忠诚
分子的根基明显体现在家
具以及房屋的 19 世纪建
筑风格中。

消防车库
这座建筑物内安置这民俗
村内手泵抽运的消防车
Queen。由于火灾可能为其
生意带来的损失，磨坊厂
主经常在为其所在社区获
取灭火设备方面发挥着核
心作用。

Ross 农场
马力拖曳锯在庭院内切木
柴，而包括缝补之类的家
务活则在室内完成。一捆
捆木柴售往大干线铁路，
这条铁路将汽船、本地居
民和附近的磨粉机都运送
出去。

面粉厂
这座大型的自动化面粉厂
利用水力或蒸汽，使用大
磨石来磨面粉。面粉装在
由附近制桶工场制作的木
桶内运送。

锯木厂
锯木厂利用水力直锯为本
地客户切割木材。锯木厂
在严重依赖木材制造房屋
的社会是很常见及不可获
取的组成部分。

Harvest Barn丰收谷仓
这家现代的自助餐厅风格
的餐厅为游客提供热食、
冷食和饮料。

校舍
公立学校面向所有想要学
习的人开放，虽然学校并
不强制要求出勤率。学生
在举止、道德、阅读、写
作和算术方面都得到训练。

Kettle Corner
游客可以在这家小货摊购
买饮料和点心。
Loucks 农场
Loucks 家族农场实践“混
合型”农业，并展现优良
品种、马力和早期机械化
对当时已经建立的发展中
农场的影响力。食物在冬
季于木材炉中备制，在夏
季于夏季厨房备制。
共济会礼堂
18 世纪 60 年代的社区通
常有一个或更多的兄弟协
会，例如共济会。他们致
力于慈善以及公众和私人
道德的提升。
McDiarmid 家
织工在这里纺线并在织布
机旁工作，以制作布匹和
其他纺织品。这些产品是
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
牧师之家
当地的路德教会信徒为其
牧师建造了这座舒适的房
子，牧师的宗教和道德教
义对该地区的很多德国新
教徒来说非常重要。
医师之家与谷仓
医生利用科学和药物领域
的最新进展来治疗病人。
然而也有许多人继续依赖
不太科学的治疗方法、助
产士和顺势疗法医师。
打印办公室
排字工人、印刷工人和校
对员制作周报，内含本地
故事、广告、文艺专栏、
农业建议和国际新闻。其
他打印工作，例如海报制
作，帮助维持生意。
摄理教会小教堂
这座小教堂是循道宗信徒
的集会场地，用于教授主
日学校课程、举办慈善音
乐会和节欲集会。循道宗
信徒是 18 世纪 60 年代人
数最多的新教教派。

鞋匠
1鞋匠使用手工具和名为
“鞋楦”的木质模板来制作
并修补各种皮靴和鞋子。
信号塔
在莫尔斯电码和电报出现
前，这类信号塔在 1812 年
的战争中使用，使用球和
三角旗型系统沿前线传递
海军代码。游客可以爬到
塔顶，欣赏美丽的民俗村
全景。
佃户农场
佃农租用其房屋和土地，
并且依赖于牛和简单的手
工具来耕作。平炉用于烹
饪和取暖。
白铁匠
白铁匠制作马口铁器皿，
以供家庭和农场使用。其
明亮、轻质而又价格低廉
的产品是白蜡、木材和陶
器的流行替代品。
牵引驳船码头
游客可以搭乘马拉船舶从
一个码头行驶到另一个码
头。18世纪 60 年代，牵引
驳船主要用于在河上，以
及通过圣劳伦斯河及里多
运河运输散装货。
Willard's Hotel
这家餐厅能够为上加拿大
民俗村的游客提供购买由
穿着当年服饰的工作人员
备制的 18 世纪 60 年代至
典型餐食的机会。
羊毛制品工厂
这家羊毛制品工厂采用令
人印象深刻的 1860 年代的
机器将原毛转化为纱线和
织物毯。这家工厂为纺纱
工人和织工提供定制服务，
并且代表了全新机械化工
厂系统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