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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路美国际租车（Alamo Rent a Car）是无限
免费里程理念的开创者，专注于为家庭和休
闲旅客提供低成本、高价值的汽车租赁服务
体验，是美国最大的度假租赁供应商之一，
同时也是迪士尼认可的唯一官方租车供应商。

AlAmo Rent A CAR
爱路美国际租车

开启你的旅程
自由、探索、冒险，享受奔向未

知与惊喜的自驾之旅。无论梦

想之地，或珍贵记忆所在，一

旦出发行驶在路上，你便能收

获更多。选择全美最优质的自

驾体验，将所有美好的景色、

经历悉数收入囊中。

造访下一个目的地
定制你的自驾之旅，驶向下一

个梦幻目的地：跨越美加边

境，亲邻夏威夷迷人离岛，踏

上北部、南部绵延不绝的美景

海岸，纵贯拉斯维加斯至大峡

谷的千里之行，完成66号公路

朝圣之旅……只要在路上，你

就离目标更近一步。

放飞自我 难忘回忆
或独行，或与家人亲友作伴，

不断累积的里程数，记录你所

走过的那些路，也记录那些难

忘的珍贵回忆。找到陪你上路

的那辆车，发现更多自由、舒

适、充满活力的自驾体验。

最大休闲旅游租车供应商 为全球游客提供最经济舒适的自驾游用车 全中文自助租车机服务(Kiosk)        中文系统GPS导航               接受银联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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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州立公园，圣何塞附近

加利福尼亚州（摄影：David B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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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

WesteRn UsA

加州一号公路, 加利福尼亚

© Paul Giamo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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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利 福 尼 亚 州

美国西部

燃烧你的梦想，来加利福尼亚体验完美冒险。还有什么享
受能比呼吸到新鲜空气更奢侈？还有哪里能找到由沙漠、
山脉、河流、岛屿和太平洋组成的户外运动天堂？从冲浪到
滑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四季无休，这里便是加利福尼亚。

沿海自驾
从圣地亚哥（San Diego）到旧金山的一号高速公路

（Highway One），是自驾加利福尼亚的经典路线，沿海

景观美不胜收。从圣地亚哥迷人的艺术街区出发，在

拉霍亚（La Jolla）海边享受购物、饕餮的乐趣，被成群

海狮围观可不是常有的事。一路向北，在洛杉矶（Los 

Angeles）或周边冲浪小镇，比如雷东多海滩（Redondo 

Beach）稍作停留，漫步码头欣赏壮观落日，划船、冲浪

或骑自行车欣赏沿海风景，都是不可多得的旅行体验。

下一站，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葡萄酒之乡，古典

而优雅。充满地中海风情的赫斯特城堡，出自前出版业

巨头威廉·赫斯特之手。皮斯莫沙滩（Pismo Beach）、

卡梅尔小镇（Carmel）、蒙特利（Monterey）、圣克鲁斯

（Santa Cruz）……精致宁静的海滨城镇，一洗旅途疲

劳。到达旧金山（San Francisco）后，记得乘坐有轨电

车，高低穿行，感受这座文化名城的缤纷色彩。

自然瑰宝
加利福尼亚拥有众多国家公园、纪念碑和古迹，数量

在全美首屈一指。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约塞美蒂国

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深受内华达众山眷顾，

以宏伟瀑布、高耸的红杉树群赢得世界各地游客的喜

爱。沿着土伦河畔（Tuolumne River）花岗岩地貌发展

起来的土伦草甸（Tuolumne Meadows），原始纯净，是

公园内最受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景点之一。各种难易程

度的徒步路线，沿途皆有轰鸣的瀑布、森林美景相伴

左右。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则是另一番天地，莫哈韦沙漠

（Mojave）、科罗拉多沙漠（Colorado）在这里交汇，独

特的地理位置令该地辉煌的落日、星斗满天的夜空震

撼人心，以约书亚树为参照物，静静观察斗转星移，你

会感慨大自然的奇妙与伟大。无论你是登山爱好者，还

是独行背包客，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发现加

利福尼亚的自然瑰宝。

地球美景
从北部白雪皑皑的芒特沙斯塔（Mount Shasta）山巅，

到南部莫哈韦沙漠安博伊火山口（Amboy Crater），加

利福尼亚邀请你前来发现堪称奇观的火山地貌：进入

熔岩隧道，攀登火山口，再泡个纯天然火山温泉。莫

诺湖石灰岩柱州立自然保护区（Mono Lake Tufa State 

Natural Reserve）靠近约塞美蒂国家公园，著名的莫诺

湖已独自存在了千年之久，这里怪石林立，宛若火星地

貌，湖水的咸度比死海高出2.5倍，令人不禁感叹造物

主的神奇。雄壮山脉与广袤沙漠并存，使得内华达山脉

两侧的国家公园成为加利福尼亚最令人惊叹的地球美

景之一。当然，别忘记，加利福尼亚西部还是观看海鸥

及其他海鸟的好去处。

滑雪和冲浪
想象一下，只有在加利福尼亚，你可以在一天时间

里同时享受滑雪和冲浪的乐趣。早晨在大熊湖（Big 

Bear Lake）滑雪、玩滑雪板，位于圣贝纳迪诺山（San 

Bernardino Mountains）的度假酒店离开洛杉矶只有

两小时车程，这处高山枢纽以险峰密林和广阔的湖

泊深受游客喜爱，在温暖的月份，这里又能摇身一变

成为水上活动中心。午餐后，前往威尼斯沙滩（Venice 

Beach）、马里布（Malibu），或洛杉矶附近其他顶级冲

浪地，在那里你还能追赶上落日。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California

1. 约塞美蒂山谷，约塞美
蒂国家公园

2. 圣巴巴拉

3. 温丹希沙滩，圣地亚哥

4. 熊山，大熊湖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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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Jose
圣 何 塞

圣何塞，硅谷大本营，被称为“硅谷首都”
（Capital of Silicon Valley）。虽然各种高新
科技企业林立，比如人人都想参观的谷歌公
司总部，但整个城市给人感觉很亲切。每周
北京和上海都有航班直达这座加利福尼亚
第三大城市的米内塔圣何塞国际机场。

硅谷大本营
硅谷大本营到底有多少新锐高科技公司？苹果、谷歌、

脸书、领英、英特尔、思科、eBay、PayPal……是的，这

些耳熟能详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公司都位于圣何塞，

总数超过6600家！当地博物馆致力于提供更多硅谷科

技体验服务：创新科技博物馆（The Tech Museum of 

Innovation）让你有机会提前体验尚未上市的全新科

技产品和项目，比如自行设计机器人、体验穿戴设备、

通过虚拟现实亲临地震现场。电脑历史博物馆（The 

Computer History Museum）记录了硅谷历史，这里展

示了初代电脑和自动驾驶汽车。英特尔博物馆（The 

Intel Museum）将向你展示高度自动化芯片的运行过

程。苹果、谷歌都有各自的展示空间，与游客零距离互

动。除了科技馆，圣何塞的博物馆、画廊、公园同样是

来访者深爱的景点。

精彩购物
桑塔纳街（Santana Row）、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

是圣何塞著名的高档商业街，街道两边商铺、餐厅林

立，特斯拉在这里开设了西海岸第一家展示大厅。对

面的美丽谷购物中心（Valley Fair Mall）是另一处奢侈

品集中的购物地，囊括了普拉达、博柏利、迪奥、蒂芙

尼、汤丽柏琦、路易威登等大牌，还有鼎泰丰入驻。

美酒品鉴
参加葡萄酒品鉴会是加利福尼亚最受欢迎的娱乐

活动之一，圣何塞位于本州两个最古老的葡萄酒产

区——圣克鲁斯山脉和圣克拉拉山谷之间。这一地区

出品的黑皮诺、起泡酒，被葡萄酒观察家评论为“世界

上最被低估的好酒”。来到硅谷，一定不能错过一场美

酒盛会。

更多详情，请访问：SanJose.org

1. 加州利克天文台

2. Castle Rock州立公园

3. 咆哮营地复古蒸汽火车之旅

4. 加利福尼亚剧院

5. 热闹的圣佩德罗广场

1 2 3

4 5

soUth CoAst PlAzA
南海岸广场

更多详情，请访问：SouthCoastPlaza.com/?lang=zh

2017年南海岸广场50周年庆：领先潮流50年

顶级购物：南加州首屈一指的购物目的地，营造奢华购物体验

饕餮美食：鼎泰丰、Capital Grille美式餐厅、Mastro's Steakhouse牛排馆、

Water Grill美食海鲜餐厅、AnQi Asian Fusion创意菜，一网打尽

五星级设施&服务：尊贵VIP私人套房，

持贵宾护照可享100+家商店、餐厅提供的特别优惠，

多语种礼宾服务，银联卡通用无阻

尽享非凡至佳的购物餐饮体验

更有整年庆典＋精彩展览＋限量版商品＋贴心中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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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华 达 州

美国西部

Glitz & GlAmoUR
魅惑拉斯维加斯

没有一座美国城市，能像拉斯维加斯这般，被公认
为世界级的娱乐之都。这里有你想不到、不敢想的
精彩，这里是一场巨大而美好的梦境，让你抛却所
有烦恼，快乐近在咫尺。

极致娱乐秀
拉斯维加斯，极尽奢华不夜城，炫酷灯光将这里包裹

得目眩神迷、闪闪发光，娱乐项目之丰富令其他美国城

市望尘莫及。在美丽湖饭店眼花缭乱的音乐喷泉表演

前驻足，亲临一场大牌演出，去世界闻名的娱乐城试

一下运气，都是你在拉斯维加斯绝不容错过的人生体

验。Diva们的精彩演出唾手可得：Celine Dion在凯撒皇

宫大酒店（Caesars Palace）表演，Jennifer Lopez在好莱

坞星球酒店（Planet Hollywood）表演。还有Wynn大酒

店的Le Rêve梦幻表演秀（Le Rêve-The Dream）、综艺

魔术秀佩恩和特勒（Magicians Penn and Teller），都是

拉斯维加斯数一数二的经典节目。

用拉斯维加斯方式享受美食
在拉斯维加斯，美食也是娱乐的一部分，更是尽享极

致的一部分。从美国牛排到日本寿司，老饕们能近距离

欣赏到大厨魔法般精彩的烹饪过程，从侍酒行家手里

太浩湖
太浩湖（Lake Tahoe），湖水蓝如宝石，四周雄伟群山环

绕。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如此评价这里的空气，“如

果想呼吸天使的空气，就来太浩湖吧”。从翡翠湾州立

公园（Emerald Bay State Park）的观景台望去，很容易就

能理解马克·吐温为何会对此地如此神魂颠倒。冬春二

季，可在世界一流的高山度假村赏雪滑雪。夏季可以参

与水上活动，包括帆船、立桨冲浪、划艇，应有尽有。

大盆地国家公园
大盆地国家公园（Great Basin National Park）是唯一全

部位于内达华州境内的国家公园。公园拥有极为多样的

生态环境，有着人类已知最古老的树种之一——狐尾

松，和其他各类动植物。从热带沙漠到寒带草原，从高

山到湖泊再到布满钟乳石的洞穴，丰富的地貌令人叹为

观止。园内著名景点，包括雷曼洞窟（Lehman Caves）、

莱星顿石拱（Lexington Arch）以及丝黛拉湖（Lake 

Stella），值得一访。

拉斯维加斯
路过“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标志牌，便宣告着你已

身临世界娱乐之都。每年有4千万游客拜访这里，理由

很简单，无与伦比的景点、购物、餐饮、游泳池、温泉、

高尔夫、娱乐及火热的夜生活，令人无限愉悦。不管第

几次来到这里，新奇盛景总会令你目不暇接。拉斯维

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上有多家世界知名厨师坐镇

的餐厅、豪华度假村、国际名牌购物中心以及世界级的

太阳马戏表演。当然，还有闻名遐迩的博彩。在108层

Stratosphere酒店尝试自由落体SkyJump，或在鲨鱼礁水

族馆（Shark Reef Aquarium）与鲨鱼一起遨游。在拉斯

维加斯，你可以尝试无数个“人生第一次”。

接过心仪佳酿，各国美食在这里荟萃。热门餐厅、大牌

名厨之外，拉斯维加斯的街头巷尾还有更多小而美的

精品餐厅等着你亲自去发现。

顶级度假酒店
既然来到拉斯维加斯，纵容自己入住一家全美最奢华

的温泉SPA度假酒店，享受酒店提供的各项顶级服务，

无疑是完成了一桩人生梦想。凯撒皇宫大酒店、威尼斯

人大酒店、好莱坞星球酒店的商场、购物中心、艺术品

商店，会让你收获不一样的惊喜。购物行家也不会错过

拉斯维加斯奥特莱斯。

更多户外景点
前往位于“幽灵镇”戈德菲尔德的汽车森林（International 

Car Forest of the Last Church），静静观赏荒漠中略显

古怪，但又独一无二的装置艺术。户外运动爱好者还

可以选择附近的胡佛水坝、大峡谷国家公园，乘坐直

升机俯瞰壮美景色。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Nevada

1. 拉斯维加斯夜景

1. 火焰谷州立公园，内华达州

2.“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标志牌

3. 汽车森林，戈德菲尔德，内华达州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LasVegas

1 1

来到旅行圣地内华达州，你的出游经历
也会跟随它缤纷的脚步精彩起来 ......繁
华大都市、淳朴小村落、公路旅行、徒
步行走，体验西部牛仔文化，感受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内华达州，秀出了一个
多面又多彩的世界，等待属于你的探险。

nevAdA
来到旅行圣地内华达州，你的出游经历
也会跟随它缤纷的脚步精彩起来 ......繁
华大都市、淳朴小村落、公路旅行、徒
步行走，体验西部牛仔文化，感受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内华达州，秀出了一个
多面又多彩的世界，等待属于你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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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湖泊、河流、小溪 ,奔腾流淌1000公里的密西
西比河 ,令明尼苏达州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万湖之地”。 密西西比河

密西西比河源头位于明尼苏达州西北部艾塔斯卡州立

公园（Itasca State Park），从源头至明尼阿波利斯－圣

保罗地区，你可以独享独木舟、皮划艇的乐趣。迷人的

河畔小镇往往集中在南岸，19世纪人们由北向南输送

物资，并随之迁徙定居，形成了如今繁荣的城市，以铭

记这条标志性河流的伟大历史。你可以在密西西比河

国家河流与休闲公园（The Mississippi National River & 

Recreation Area）跟随护林员骑行林间，漫游河道。国家

老鹰中心（The National Eagle Center）是观赏野生老鹰

的好去处，每年春天鹰群会成群结队地从南向北迁徙，

秋天再飞回来，景象极为壮观。位于河流下游的威诺纳

（Winona）是艺术及戏剧爱好者的天堂，海洋艺术博物

馆（Minnesota Marine Art Museum）拥有毕加索、梵高

等大家的原作，也有常年演出莎士比亚经典剧目的顶级

剧院，旧世界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你的到来。

购物天堂
美国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是美国最大的娱乐

购物中心。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机场出发，只需

五分钟便能到达商场。这里汇集了超过520家商铺，包

括Prada、Chanel、Juicy Couture、Coach、Nike等人气品

牌。遍布明尼苏达州各地的奥特莱斯，折扣力度高达

25%－65%。Twin Cities Premium Outlets是名列前茅的

热门购物中心，而在五花八门的精品店，你更有机会发

现独一无二的心水单品。对了，还有一点千万别忘了，明

尼苏达州没有服装税，买得越多省得越多！

森林城市
明尼苏达州的两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

依河而建，以惊人的公园绿化系统而闻名，95%的

居民都居住在离城市公园步行10分钟的距离之内。

乘坐含餐饮的观光游轮欣赏雄伟的密西西比河、

Minnetonka湖无疑是个明智而悠闲的选择，后者是

明尼阿波利斯最大湖。明尼阿波利斯还是摇滚歌手

Prince的故乡，参观其故居及工作室能帮助你更深入

了解这位超级明星的传奇人生。到访过明尼阿波利

斯、圣保罗的游客，都会为其亲近自然的城市氛围而

倾倒，你是否也跃跃欲行了呢？
1. Paul Bunyan自行车之旅，尼斯瓦
2. 快乐购物

3. 圣保罗城市天际线

4. 泛舟边境湖

1. 太空针塔

2. 普吉特海湾渡轮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Minnesota 

更多详情，请访问：VisitSeattle.cn

1

1

4

美国西部

开启你的冒险之旅，来西雅图发现国
家公园、海鲜美食、艺术人文的魅力。

拥有众多国际、国内航线的西雅图，将是你开启美国之旅的重要出

发地之一。西雅图是一座精致宜居的城市，从这里出发，无论飞行

或自驾，都能帮助你方便舒适地直抵美国西海岸各大景点。新鲜

海鲜、农场直供美食、世界级佳酿、手工精酿啤酒、小产量精品烈

酒、现磨当地咖啡，西雅图的美味佳肴值得你花更多时间来体验。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Mt. Rainier）、奥林匹克国家公园（Olympic，

同时也是一处列入名录的世界自然遗产）、北喀斯喀特山国家公园

（North Cascades），西雅图附近这三座著名的国家公园，是户外探

险不容错过的好去处。其他冒险胜地还包括圣胡安群岛（San Juan 

Islands）、圣海伦火山（Mount St. Helens）。回到西雅图，继续你的

城市之旅，探寻这座文化名城之所以成为音乐、艺术爱好者趋之

若鹜的目的地的原因：Jimi Hendrix、Pearl Jam、Macklemore都是从

西雅图开始了各自的传奇音乐人生；奇胡利玻璃艺术园（Chihuly 

Garden and Glass）、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

奥林匹克雕塑公园（Olympic Sculpture Park）、流行文化博物馆

（Museum of Pop Culture）则是探访西雅图的必游景点。

西 雅 图

明 尼 苏 达 州

minnesotA

se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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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来被爱温暖
2017年是爱在关岛的一年。让人惊叹的美丽海
岛景观、柔软细腻的白色沙滩、壮观的海上日
落——关岛是最适合培养与感受爱意的目的地。

CelebRAte the YeAR of love
爱在关岛——在历史和文化中徜徉
关岛全岛有131个地方列于美国国家史迹名录之中。

这些教堂、堡垒、战场以及建筑群，向世人展示了关

岛超过千年的奋斗努力、休养生息和无数光荣的战

绩。无论是在关岛博物馆，还是在生动有趣的杰夫帕

哥查莫洛村，亦或是在Sagan Kotturan Chamoru，游
客们都可以一窥关岛早期生活的情景。

爱在关岛——感受独特的热带风情

＋冒险体验
关岛令人惊叹的美景和史诗般壮观的日落有口皆碑。

从北端到南部，神秘洞穴、壮观瀑布、洁净沙滩、宁

静的南部村庄，为探索户外提供了许多有趣的机会。

在世界级的潜水浮潜地展开海上摩托艇、冲浪、香蕉

船等各种水上活动。还有徒步、观看海豚、在内河中

划船、飞跃树顶、高空跳伞等户外项目，皆令人兴奋不

已。在关岛，挥杆高尔夫也是如此不同——大片绿地

沿着山丘起伏延绵，热带植物在阳光照耀下投下迷

人阴影，不远处的海浪拍打着珊瑚礁。

爱在关岛——琳琅满目的购物选择
顶级奢侈品和知名设计师品牌在关岛都拥有精品

店。除三个大型购物中心外，岛上还有很多小型商

店和能买到当地艺术工艺品的夜市。每年11月至次

年2月关岛都会举办购物节，通过下载免费APP，顾
客在购物节期间能够得到特殊折扣和优惠。此外，

关岛所有零售商品都是免税的，极具吸引力。水上

乐园、隧道水族馆、晚餐奇幻秀，对想要拥有难忘

回忆的家庭和团队来说，关岛是再合适不过的目的

地。对运动达人来说，关岛国际马拉松和Ko'Ko'道
路赛盛装马拉松，同样不容错过。

爱在关岛——尝遍异域风味的美食
关岛美食丰富，尤其以混合了亚洲、西班牙和太平

洋岛国风味的独特海岛佳肴而闻名。世界闻名的查

莫洛烤肉、红米饭和鸡肉沙拉值得一试。若想要尝

试真正的查莫洛美食，可以参加坐落在阿加尼亚

的查莫洛村聚会，或者探访杜梦湾的Terry's Local 
Comfort Food。关岛还有上百家提供各式美味佳肴

的餐厅，能满足味蕾的特别需求。

爱在关岛——浪漫的所在
说到浪漫，关岛已经收到许多国际殊荣，被评为世

界最浪漫的目的地。热带空气，绝美风光，天然为

浪漫而生。每一年都会有无数爱侣来到关岛举行婚

礼、庆祝蜜月、订婚或是进行周年庆。岛上标志景

点情人崖，有个古老伤感的爱情传说，爱侣们常常

将纪念锁挂在这里，象征永恒的爱。

2017爱在关岛
无论是纪念浪漫爱情，享受亲朋好友的美好时光，

还是寻找探险、美食、美景的乐趣，赶紧打包行李，

2017年，让我们爱在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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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

eAsteRn UsA

亨德森沼泽气垫船之旅，路易斯安那

摄影：Tim Mu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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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拉 巴 马 州

阿拉巴马紧邻纳什维尔、新奥尔良和亚特兰大。
想要深入体验美国南部风情，充满历史文化特
色的阿拉巴马州不会令你失望。

南方美景
在这里，每个城镇都有故事，每一餐都是庆典，每一天都会带

来全新的发现。从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到洁白的沙滩，更有像

伯明翰（Birmingham）和蒙哥马利（Montgomery）这样充满活

力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博物馆就在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

尔（Huntsville），这里还有国际一流的太空营（Space Camp），

为全球太空爱好者全年提供拟真太空培训，包括夏令营、冬

令营等，连特斯拉的创始人Elon Musk都是在这里培训的。

摇滚天堂
老牌摇滚乐团“滚石”吉他手Keith Richards把阿拉巴马州的

马斯尔肖斯尔（Muscle Shoals）称为“摇滚天堂”，只有亲临那

些闻名世界的录音室、舞团，你才能明白这一叹谓的真谛。

拥抱墨西哥湾
漫步于白沙小镇，随时投入墨西哥湾温暖洋流的怀抱，与可

爱聪明的海豚同游。上岸后，更有新鲜直达的海鲜大餐、美味

可口的BBQ静待饕餮。这便是阿拉巴马海岸线及南方佳肴的

魅力所在。

阿拉巴马，汇集了自然美景、运动冒险和历史文化，是你深入美国

南部的最优度假目的地，来这里收获意想不到的美妙假期吧。

美国东部

1.“摇滚天堂”马斯尔肖斯尔

2. 太空营

3. 罗伯特·特伦特·琼斯高
尔夫俱乐部

4. 莫比尔港的海鲜盛宴

1. 密西西比河流过
Hernando DeSoto大桥

2. 精彩的现场演出

3. 街头艺人表演

4.“猫王”孟菲斯优雅庄园

孟菲斯的音乐
作为“蓝调之乡”和“摇滚乐发源地”，充满音乐能

量的孟菲斯激励了许多音乐爱好者。参观太阳录音

室（Sun Studio）、斯塔克斯美国灵魂乐博物馆（Stax 

Museum of American Soul Music）、孟菲斯摇滚灵魂乐

博物馆（Memphis Rock 'n' Soul Museum）、孟菲斯音乐

名人堂（Memphis Music Hall of Fame）和蓝调名人堂

（Blues Hall of Fame），你便会知道孟菲斯是如何改变

着音乐的历史。从露天广场，到充满传奇色彩的Beale

大街上的各色酒吧，在孟菲斯，随处都可以听到当地音

乐人创作的各种音乐。

值得尝试的烧烤
甘甜烟熏的烧烤味充斥着孟菲斯的大街小巷。当地人

有湿烤和干烤两种做法，你可以依口味而定。在Central 

孟菲斯，一座典型的南方城市，活力四射。
音乐是它的灵魂，奇趣无所不在。著名景点
包括“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孟菲斯优
雅庄园、太阳录音室、比尔大街、孟菲斯动物
园、国家民权博物馆，密西西比河的优美风
光和令人垂涎的烧烤……50多处令人期待的
景点，尽在好玩、实惠又方便的孟菲斯。

BBQ、市中心的Bar-B-Q Shop、Corky's、Neely's，或者著名

的Rendezvous餐馆，你都能品尝当地最好的烧烤美味。

南方历史文化
孟菲斯城市巡游同样精彩：租辆自行车，沿着密西西

比河绿化带（Mississippi River Greenbelt）骑行，欣赏

这条美国著名河流的两岸景色。途径国家民权博物馆

（National Civil Rights Museum），了解美国民权运动

历史，民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金1968年在这里被暗

杀。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路过Peabody Ducks酒店一定

要去大堂看看，这里至今保留着一个近百年的有趣传

统：三月皮博德鸭遛堂（Peabody Duck March）。

SM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Alabama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Memphis

1 1

2

2

3

34 4

孟 菲 斯

AlAbAmA
memP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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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密苏里、
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 美国
南部各州仿若一片新大陆 ，以醇厚的历史韵味 、 火热的现场音乐 、 可
口的珍馐美食，孕育出极富特色的热情之地。

1. 美特尔沙滩，南卡罗来纳州

2. 卡罗拉奔马，北卡罗来纳州

3. 蓝脊山脉公路

4. 孩子们在Mobile Bay捕蟹，阿

拉巴马州

5.纳什维尔夏夜烟火，田纳西州

6. 美味珍宝蟹配辣椒汁

橡树庄园
在美国南部， 没有哪里能比橡树庄园（ Oak A l ley 

Plantation ）更宏伟 。庄园因门前两排参天 古橡树得名 ，

早 在南北战争 之前 ，就 已 开始见证美国南方的悠久历

史。从表面的富丽堂皇到背后奴隶制的残酷，从它过去

的庄严美丽到内战之后的萧条。 游客 漫步于庄园内， 思

绪 仿佛穿越回了小说《飘》中描述的年代，想象在这片

丰饶的南方土地上曾发生过多少爱恨情仇的故事。橡

树庄园内的 奴隶制与内战展览 ，以及主体建筑“大别

墅”本身，连同种植园 25 英亩的土地和 300 年历史的橡

树大道一起给游客带来了震撼人心的 体验。

美食之路
在南方，美食之路可以帮助你 发掘地方的 独特美味。在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你可 通过美食路线图上

的提示，品尝到风格多样的传统烹饪。 或者让一款这

里特有的美味来满足你的味蕾 ：密西西比湾“海鲜之

路”引领食客来到供应当地蓝蟹、牡蛎、活鱼和鲜虾的

餐馆 ； 路易斯安那“拉法叶凯金之路”为饥肠辘辘的

食客开启别样滋味 ——从市场到家常菜餐馆，将大米、

猪肉、洋葱和灯笼椒融合在一起，加之秘制的酱料便制

成了极具特色的猪血香肠（Boudin ）； 美式烤肉（BBQ）

在南部备受推崇，因此好几个州都精心定制了“烤肉之

路”来突出 这一文火慢熏出的美食，南方美食联盟烤肉

协会将其中最好的餐馆串联起来 。作为收场的甜点，则

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莎摩拉维尔（Moravian）的“饼

美国东部

干之路”，食客在享用著名的薄脆饼干的同时，可感受

糖蜜、生姜和肉桂的完美结合。

音乐之城
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美国南部三座最出色

的城市，有着友善的人民、好客的传统、美味的南方菜

肴、丰富的音乐和醇厚的历史。它们不断输出着完美的

南方滋味：地道的南方文化与魅力，加之世界级的音

乐，构成了在这片土地旅行的独一无二的绝妙体验。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TravelSouth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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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方 旅游联盟

tRAvel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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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弗 吉 尼 亚 州

“山脉之州”西弗吉尼亚不仅只有自然美景。在这里，有更多隐藏于大山
之中的惊喜——美丽幽静的小镇、只属于大山的美食、充满活力的艺术
和音乐，以及悠久的历史。

适合全年游玩
西弗吉尼亚州无愧于“山脉之州”的美誉，这里四季皆

景，适合全年出游。春天激流泛舟，夏天在清凉的山间

湖泊游泳，欣赏萧萧秋木、参加丰收庆典则是秋天的

专利，冬天西弗吉尼亚的高山滑雪道是山中人气最高的

所在。徒步、骑自行车、攀岩、高尔夫……西弗吉尼亚

壮阔的森林、峭岩、湍急组成一个美妙的野外运动场，

等你和亲人挚友前来展开一场难忘的探险。

户外运动圣地
散落西弗吉尼亚各处的国家公园、州立公园、野外营

地，景色如画，朝气蓬勃，适合不同爱好的游客找到各

自的户外体验目的地。如果你想回到大自然呼吸一下

新鲜空气，或正计划安排下一个假期，“山脉之州”的

河流、瀑布会是绝佳的身心栖息地。黑水瀑布州立公园

（Blackwater Falls State Park），莫农加希拉国家森林公

园（Monongahela National Forest），风力充沛的多利草

原荒野（Dolly Sods Wilderness），哈珀斯费里国家历史

公园（Harpers Ferry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绿蔷薇

河步道（Greenbrier State Forest/Greenbrier River Trail），

巴布科克州立公园（Babcock State Park），熊镇州立公园

（Bear Town State Park），新河峡（New River Gorge）等

等，都是西弗吉尼亚州境内大名鼎鼎的热门目的地。

驻足西弗小镇
西弗吉尼亚州小山城有着许多迷人的共通之处：壮观

的自然美景、悠久的历史、热情友好的当地人，以及有

趣难忘的行走回忆。除了世界一流的户外探险经历， 在西弗吉尼亚的小镇，你还能收获有关戏剧、艺术、

音乐的别样体验。位于西弗吉尼亚东南部的路易斯堡

（Lewisburg），精致古典，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小镇之一，

这里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氛围，从战前豪宅、城市绿

地花海，到被涂鸦成艺术作品的消防栓，艺术的美已经

渗透进路易斯堡的日常生活。引人瞩目的卡内基音乐厅

（Carnegie Hall），各种文艺演出，艺术品商店、工坊，古

董精品店，应有尽有。在这座“美国最酷小镇”，你可以

找到原汁原味美国出品的手工艺品。其他值得造访停留

的小镇，还包括Hinton、Buckhannon、Elkins等等。

尝遍当地美食
从传统佳肴，到创新的阿巴拉契亚菜，西弗吉尼亚的美

食自成一派，借着深入大山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隐藏

在起伏山峦间的美食天堂。这里的食物原料大都来自

本地农场，健康环保。很多餐厅在晚餐期间，还会有当

地音乐家演奏助兴，同样是不容错过的旅行体验。

美国东部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WestVirginia1

2

3

4

1. 登上熊岩的情侣，多利草原
2. 高雷河漂流

3. 哈珀斯费里国家历史公园

4. 路易斯堡主街

5. Elk River Inn提供的美食5

West viRGiniA
西 弗 吉 尼 亚 州

“山脉之州”西弗吉尼亚不仅只有自然美景。在这里，有更多隐藏于大山
之中的惊喜——美丽幽静的小镇、只属于大山的美食、充满活力的艺术
和音乐，以及悠久的历史。

West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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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源自欧洲、加拿大法语区、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烹饪、
文化和音乐传统，赋予了路易斯安那州独一无二的魅力。

无处不在的音乐
路易斯安那是美国爵士、卡津、达科音乐的发源地和中

心，爵士乐更是新奥尔良的代名词，可见音乐对路易斯

安那人的重要。人们可以在当地热闹非凡的爵士俱乐

部、博物馆、文化中心探索这种音乐基因的历史与演

变。卡津音乐起源于加拿大法语区民谣，人们于18世纪

末19世纪初定居路易斯安那州；而科达，则是卡津与美

国蓝调混合而来的快活乐种，激发人们时刻舞动。街

角、舞厅、户外节日，这些充斥着城市温度的角落，是

你发现并体会路易斯安那音乐文化的最佳去处。贯穿

整年的大小音乐节更是不容错过的城市狂欢。

美食与美酒
路易斯 安 那 拥 有 两 种 经 典 美 食：其一 是 卡真 菜

（Cajun），从东部移居到路易斯安那西南部沼泽地区

的法裔加拿大人烹制的家常菜；另一种是克里奥尔菜

（Creole），融合了法国殖民地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

南部地区的烹饪文化。口感丰富的路易斯安那美食，包

含了来自墨西哥湾的鲜美海鲜，以及原生态香料及调

味料。这里也是第一款鸡尾酒Sazerac的诞生地。探访

“路易斯安那州啤酒之路”的25家工艺啤酒厂 ，尽享

本地鸡尾酒文化。在葡萄酒庄慢品佳酿，聆听现场音

乐，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4间酿酒厂尝试朗姆酒、伏特

加、苦艾酒的美妙。 

畅享购物
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第一个向国际游客提供退税的

州，近1500家零售店加入了本州的免税购物计划，包括

萨克斯第五大道、梅西百货、西尔斯、沃尔玛、山姆会

员店、百思买、COACH、GAP专卖店等。新奥尔良和巴

吞鲁日地区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热门免税购物地。(www.

louisianataxfree.com/china-refund.html) 

新 奥 尔 良

新奥尔良充满故事，这里因爵士发源地和克里奥尔美
食闻名，也为世界奉献了第一杯鸡尾酒。对于美食、
音乐、天堂和生命的热情构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美
食文化、激动人心的免税购物、无处不在的爵士乐，
是新奥尔良为你送上的一道旅行大餐。

neW oRleAns noRthshoRe st.tAmmAnY

neW oRleAns

loUisiAnA 新 奥 尔 良 北 岸

北岸坐拥两大州立瀑布公园，
32000公顷土地上孕育着无数神奇
的野生物种，精彩丰富的户外项目、
当地美食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
深度尽享这独一无二的南部美景。

南部最大啤酒精酿厂
为数众多的啤酒精酿厂 ，是新奥尔良北岸打卡必到的旅游体验之

一。Abita酿酒公司（Abita Brewing Company）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酿酒

厂 ，它以优良的生产设施和生动有趣的品尝室而闻名。在这里，你可

品尝到4盎司的Abita啤酒，各种季节限量的精酿，如草莓口味等。

不容错过的州立公园
北岸独拥两座高人气州立公园：Fonta inebleau和Fai r v iew-

Riverside，值得造访的景点星罗棋布：沙滩、古树群、湖畔小屋、木

材大王留下的19世纪安妮王后风格的建筑，不一而足。你尽可放

慢脚步，乘坐游船、皮划艇，或者换骑脚踏车，甚至选择徒步丈量

北岸的自然景观及历史人文。

湖畔海鲜佳肴
在Pontchartrain湖畔享受一顿路易斯安那州特有的海鲜大餐不失

为一种享受，老饕们绝不会错过奥黛丽鳟鱼嫩煎路易斯安那湖蟹

肉。The Chimes in Covington餐厅为他们的餐桌觅得更多珍馐：生

蚝、秋葵、传统海鲜三明治（po-boys），令人食指大动。当地还有

Frank Wong这样懂得将东西美食完美结合的大厨坐镇。

音乐，音乐，音乐
爵士，美国唯一原产的音乐风格，诞生在新奥尔良。在西班牙、法国、

拉美文化的催化下，这里同时又是节奏蓝调、福音、卡津、科达等多种

乐风的大熔炉，世代继承着新奥尔良宝贵的音乐遗产。音乐对这座城

市而言，是无所不在的快乐。

夜生活，不停歇
新奥尔良的夜晚永远不会结束，酒吧和俱乐部忘记了打烊时间。人们

常说，法国区路灯照射下的新奥尔良，才是这座城市最精彩的一面。

听一场现场演出、来杯鸡尾酒，是你摸到新奥尔良脉搏的最佳捷径。

犒赏你的味蕾
你得在新奥尔良美食上分配足够多的旅行时间，才能充分体验一场饕

餮盛宴：从卡津、克里奥尔美食，到足够惊艳的各式海鲜，以及屡获殊

荣的主厨拿手菜。好好犒劳味蕾和灵魂吧，新奥尔良不会令你失望。

精彩购物
900多家免税商店，完善的退税服务，令国外游客如临购物天堂。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Louisiana 更多详情，请访问：LouisianaNorthshore.com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NewOrleans 

1

2

3

1. Rockin' Dopsie在Rock'n' Bowl
的精彩演出

2. 什里夫波特手工精酿啤酒

3. 新奥尔良女孩们的购物时刻

NEW ORLEANS

Northshore
ST. TAMMANY PARISH

法国区节日，街道上荡漾着律动的音符

奥黛丽鳟鱼嫩煎路易斯安那湖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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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湖岸沙滩
五大湖区5,291公里湖岸线，使得密西根成为世界级

的垂钓乐园。游客们可以尽情畅游于11000个内陆

湖，尽享300多处瀑布美景。从基威诺半岛（Keweenaw 

Peninsula）、海湖边小镇（Beachtowns），到日出海岸

（The Sunrise Coast），密西根州的湖岸沙滩堪称完美。

多元化风景道
五大国家公园、100多座州立公园，是欣赏大自然鬼斧

神工之作的首选旅游目的地。多达575条的风景步道，

位居全美各州之首，串联起密西根诸多湖岸，是徒步探

险上、下半岛的最佳选择。骑行于密林缓山之间，体验

贯穿整个密西根州的自行车路线，2,092公里对你来说

会不会是个充满惊喜的挑战？在这里，迎接你的是盛

开的野花，婆娑树影，和无处不在的温柔湖风。

久负盛名的小镇 
前往密西根州旅行，几座在全美久负盛名的小镇是不

容错过的景点：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的沙滩，总

能留住你多喝上一杯，或多逛上几家有趣的小店。麦

基诺岛（Mackinac Island）被TripAdvisor评为“全美十

佳岛屿”，至今禁止车辆通行，没有连锁酒店，却有成吨

的麦基诺软糖和人文历史等着你亲自体验。

尽享美食购物
从汇聚150家知名品牌的大型百货公司，到散落各处的

精品店、古董店、艺术画廊，密西根州无疑是休闲购物

的好出去。徒步、自驾、骑行，无论以何种方式在这里

旅行，上佳的葡萄酒、精酿啤酒、顶级餐厅都随时等候

你的大驾光临。

近邻五大湖区的密西根州分上下半岛，100多
座州立公园收纳湖泊、瀑布、沿途风景，充满
艺术氛围的葡萄酒庄、美食餐厅都是密西根
州特产。这里还盛产明星，比如传奇盲人歌手
史提夫・旺达（Stevie Wonder）、“坏女孩”麦
当娜（Madonna）。包括克里斯・韦伯（Chris 
Webber）在内的“密西根五虎”、传奇球星“魔术
师”约翰逊，则是NBA历史上的密西根骄傲。 

GReAt lAkes bAY
大 湖 湾 区

穿梭林间、俯瞰大地、踏浪湖畔，密西根大湖湾区充
满想象力的户外项目为你的探险之旅增添无限惊喜。

极致户外体验
夏厄沃西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Shiawasse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拥有超过3965公顷的沼泽湿地、阔叶林和草原，

提供个性有趣的季节性娱乐活动。在这片被称为“密西根

州大沼泽地”的保护区开启个人探险，经验丰富的导游将

为你介绍途中遇到的野生动物，如河狸、鹿、苍鹭、鹅，揭

秘密西根州最大湿地生态系统的奇闻趣事。你还可以选

择自驾，将Wildlife Drive大道沿途的优美风景尽收眼底。

惊艳花艺
每年秋季，陶氏花园（Dow Gardens）会种下超过20,000

株郁金香和水仙花，待来年春天尽情绽放。陶氏花园

于1899年建造，这片乐土处处体现了主人的巧思设计。

Whiting Forest拥有四公里长的多条小径及九米高塔，用来

欣赏覆盖桥梁和池塘的森林美景。陶氏家族创立的基金

仍在维持这座私家园林的运作，花园完全对公众开放。

家庭乐园
庆典广场儿童动物园（Children's Zoo At Celebration Square），

作为密西根唯一获得AZA五大认证的动物园，会让你和孩

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中密西根儿童博物馆（Mid-Michigan 

Children's Museum）、强尼豹冒险之旅（Johnny Panther 

Quest Adventure Tours）都是适合家庭游玩的经典项目。

 © Disney 

美国东部

1. 埃施路沙滩

2. 麦基诺岛

2

1

更多详情，请访问：GoGreat.com greatlakesbay

萨吉诺湾

密 西 根 州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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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

芝 加 哥
芝加哥宛如一座巨大的城市游乐场，众多令人惊
叹的建筑，世界顶级博物馆，米其林餐厅，目不
暇接的剧场、脱口秀演出齐聚于此，尽早制定你
的出行计划吧，芝加哥有太多惊喜等着你来发现。

漫步滨河步道
漫步芝加哥滨河步道，是了解这座活力之城的捷径之

一。穿城而过的蜿蜒步道，被芝加哥楼群包围，成为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景观。欣赏河滨美景的同时，

傍水而行，便能到达另一个美国中西部著名景点，海

军码头（Navy Pier）。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

云门（Cloud Gate，也被昵称为“云豆”）、杰·普利策

克露天音乐厅（Jay Pritzker Pavilion）则是户外休闲

的绝佳去处。

奇妙博物馆
具有权威地位的芝加哥艺术博物馆（The Art Institute）、

世界范围内规模数一数二的博物展所在地菲尔德博物

馆（The Field Museum）、坚持探索宇宙的阿德勒天文

馆（The Adler Planetarium），以及有聪明海豚坐镇的谢

德水族馆（The Shedd Aquarium），都是芝加哥为人津

津乐道的景点。选择看一场室内表演也能帮助你深度

领略芝加哥的文化魅力，托尼奖获奖剧目、脱口秀、音

乐演出都是不错的选择。

精彩购物+夜生活
没有一个游客愿意错过在芝加哥最著名的商业街“壮

丽一英里（The Magnificent Mile）”购物的机会，13个

街区集中了303家不同的品牌店铺，包括充满历史感的

地标性街区水塔广场（Water Tower Place），组成了真

正的购物天堂。在芝加哥，睡觉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后想

做的一件事，夜晚夺目的城市灯光，将吸引你逐一探访

极具个性的酒吧、舞厅。别忘了，22家精酿啤酒厂也是

芝加哥的招牌景点。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Chicago

1. 俯瞰芝加哥

2. 千禧公园

3.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4. 芝加哥深盘披萨

1

2

3 4

美食荟萃
老饕们不会错过芝加哥美食，从名厨出品、地道的各国

美味，到芝加哥风格深盘披萨、米其林餐厅，应有尽有，

摆在你面前的困难只有一个：选择太多，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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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lAnd CoUntY

发现全新的纽约
纽约州，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同时又充满无限惊喜。

从优雅畅快的策马骑行，温柔细腻的长岛沙滩，到宁静

壮美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纽约州正有无数“宝藏”等待

你前来发现。只有在这里，你能翱翔俯瞰位于莱奇沃思

州立公园的东部大峡谷（Grand Canyon of the East）；在

手指湖（The Finger Lakes Region）乘坐热气球，赏鉴全

美排名第三的酒庄出品的年份酒；探索美国大陆最大

的州立公园，或在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感受

大自然的震慑魅力；抑或泛舟乔治湖（Lake George）、

航游于全美最长的运河系统。然后，沿河漫步于友好

而亲切的小镇、古董商店，犒劳自己一顿当地美食。

访问乔治·华盛顿就职典礼地（The Site of George 

Washington's Inauguration）和9.11国家纪念博物馆（The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向美国精神示以敬

意。或驾车行驶于优美如画的哈德逊河谷，历数那些

著名的历史遗产地，如范德比尔特别墅（The Vanderbilt 

Mansion）、富兰克林总统位于海德公园的故居等。纽

约州的行走没有终点，无论你何时何地出发，纽约州总

是令人惊喜而向往。

1. 琼斯沙滩国家公园，旺托

2. 野生中心自然博物园，图柏湖

3. 镜湖，白面山，威明顿
更多详情，请访问：ILove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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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

dUtChess CoUntY

neW YoRk stAte

达 切 斯

洛 克 兰 德

在达切斯（Dutchess County），哈德逊河谷展现其独有
的魅力。从旖旎秀丽的河谷风光，到自成一派的文化、
历史和美食，你将在这里发现绝无仅有的旅行体验。

在达切斯县（Dutchess County）体会哈德逊河谷心脏地带的

独特魅力。回顾历史，了解400年以来流淌在时间长河里的精

彩故事，探访历史名迹，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家（Franklin D. 

Roosevelt Home）、总统图书馆及纪念馆（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从阿巴拉契亚步道、Beacon山山巅，到世界最

长行人桥“哈德逊之路”（The Walkway Over the Hudson），将

河谷优美风光尽收眼底，感受非凡的自然景色带来的出众的

户外体验。达切斯同样是座艺术宝库。18世纪哈德逊河学派

大师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 Church）的油画真迹、雕塑

巨匠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大型现代雕塑作品，都

被珍藏于本地美术馆，如隶属名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age）

的Frances Leham Loeb艺术中心，迪亚：毕肯（Dia:Beacon）美术馆等，值

得艺术爱好者一访。你能在达切斯品尝到一流的美食佳酿。首屈一指的

烹饪学院，美国烹饪学院（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就位于达切

斯。在农场、集市尝试新鲜直供的美味，或选择一家葡萄酒庄、啤酒精

酿厂 、威士忌酒厂 ，喝上一杯好酒，都是轻松惬意的旅行选择。

洛克兰德（Rockland County）距离纽约市不过一小时车程，
这里不仅是旅行爱好者心中理想的目的地，更是纽约后花园，
诸多出色的公立学校及大学，能帮助你提前适应纽约客生活。

徒步天堂
作为美国原住民最早的落脚地，洛克兰德的历史可追溯到几百年以前。

如今1000英亩受保护的土地上，坐落着许多热门徒步旅行目的地，如洛

克兰德州立公园、大熊山州立公园。

河谷小镇
Haverstraw、Nyack、Piermont、Stony Point，这些风景秀丽的美式河谷小

镇是近距离欣赏哈德逊河、拉马波山脉的好去处。喜欢历史的你，还能

在石点战场国家历史遗址（Stony Point Battlefield State Historic Site）、石

点灯塔（Stony Point Lighthouse）、德温特之家（DeWint House）等人文

景点回望洛克兰德往昔岁月。

美食购物
全美最古老的50家餐厅之一，The 76 House，就在洛克兰德，它值得出现

在你的美食攻略上。全美最大的商场之一，The Palisades Center Mall，

也在洛克兰德，它也值得出现在你的购物攻略上。住宿方面，从希尔顿

连锁，到温馨的B&B民宿，洛克兰德提供多样选择。

更多详情，请访问：DutchessTourism.com/China

更多详情，请访问：ExploreRocklandNY.com/China

美女大厨现场教学

洛克兰德州立公园

纽 约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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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灵 顿

首 都 地 区

美国首都地区不止有华盛顿鼓舞人心的纪念碑，非凡卓
越的博物馆群，还可以选择逃离城市，奔向弗吉尼亚和
马里兰，投入自然美景的怀抱，在那些极具文化氛围的
城镇展开全新冒险，体验丰富的夜生活、饕餮美食、尽
情购物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乐趣与惊喜。

自然美景
直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Airport）的航班，

能帮助你更快更方便地开启美国首都地区之旅。租上

一辆电动平衡车(Segway)或自行车，便能轻松参观游览

华府及周边诸多标志性景点。现在，在里士满、弗吉尼

亚的约克镇、安纳波利斯、马里兰的巴尔的摩都能租

到电动平衡车。雪兰多国家公园（Shenandoah National 

Park）位于弗吉尼亚，是离华盛顿最近的大型国家公

园，园区被105英里长的天际线公路（Skyline Drive）贯

穿，沿路可以欣赏到美国东部最壮观的自然景色，包

括数以百计的洞穴、瀑布。卢瑞溶洞 (Luray Caverns)有

10层楼高，教堂规模的巨大洞穴内布满石柱和清澈水

池。阿巴拉契亚国家风景步道（Appalachian National 

Scenic Trail）则是徒步爱好者的圣地。

美酒之旅
葡萄酒爱好者真是来对了，在美国首都地区，诸多精品

酒庄、精心设计的葡萄酒赏鉴之旅为你提供了300多种

选择，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弗吉尼亚最近刚被《葡萄

酒爱好者杂志》评选为十大葡萄酒旅游目的地。蒙蒂

塞洛酒庄之旅（Monticello Wine Trail）会将你带往绿

意浓荫的弗吉尼亚山顶，那里不仅有优质的葡萄园酒

庄，还有历史遗迹可供参观。在距离华盛顿仅一小时

车程的劳登（Loudoun）乡间，则坐落着40多家酒庄，你

尽可以在这里放慢脚步，纵享杯酒人生。要选搭配葡

萄酒的生蚝，当属弗吉尼亚生蚝小径的特色生蚝最为

合适。这条小径一直延伸到弗吉尼亚的低洼海岸，周围

遍布各种美味餐厅、海产公司、生蚝农场以及葡萄酒庄

园等特色游览，游客可以在此体验到弗吉尼亚州生蚝

文化，并可品尝到不同风味的美味生蚝。

阿灵顿国家公墓
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占地

624英亩，是40多万名为国捐躯、退伍军人及其家眷的

最后安息地。无名战士墓（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的换岗仪式，约翰·肯尼迪总统墓前的长明火

焰，都是值得你驻足沉思的所在。在这片庄严肃穆的

土地上，每一块纪念碑、每一棵树木都在述说着一段

值得被铭记的历史。

1. 雪兰多国家公园落日

2. 林肯纪念馆，华盛顿

3. 卢瑞溶洞溶柱

4. 弗吉尼亚生蚝品鉴之旅

美国东部

首都之心
阿灵顿地理位置优越，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隔岸相望，

早在1791年便被划入10平方英里（10 Miles Square）首

都圈内。从阿灵顿出发，只需几分钟，便能到达华盛顿

各大知名景点，如华盛顿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史

密斯森尼博物馆群（Smithsonian Museums）、国会大厦

（U.S. Capitol）、白宫（White House）等。

住宿购物一站达成
阿灵顿40多家不同档次的酒店，为你提供理想下榻

地，整体价格比华盛顿低20%，性价比极高。Pentagon 

Row、Market Common Clarendon、Ballston Quarter、

The Village at Shirlington等地，集中了170多家优质商

场、迷人古董店、美味餐厅，饕餮美食的同时，你能在

这里放心购买到各种美国名牌，如苹果手机、BOSS、

Coach、Kate Spade、Michael Kors等。 

历史名迹汇集
地铁将阿灵顿主要景点贯穿起来，方便游客轻松走访：

闻名全球的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

阿灵顿舍（Arlington House）、罗伯特李纪念公园（The 

Robert E. Lee Memorial）、911五角大楼纪念馆（The 

National 9/11 Pentagon Memorial）、空军纪念碑（The 

Air Force Memorial）。沿路遍布旅馆、餐厅、商场、剧院

及夜生活精彩去处，全方位满足你的出行需求。

更多详情，请访问：CapitalRegionUSA.cn

更多详情，请访问：StayArling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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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物乐不停

2. 梅西百货

3. Fashion Centre购物中心

CAPitAl ReGion UsA

AR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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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

1

佛罗里达是迪士尼、海洋世界和环球
影城； 佛罗里达是“鳄鱼”、黑豹和温
柔的海牛；佛罗里达是水星号、双子座
（Gemini）、阿波罗号飞船和航天飞机
太空计划；佛罗里达是巴塞尔艺术节和
装饰艺术；佛罗里达是大西洋的日出和
墨西哥湾的日落。

肯尼迪航天中心游览区
没有人能抵挡肯尼迪航天中心的魅力，它凝聚了人类

探索宇宙的无限勇气及智慧。在IMAX 3D影院身临其

境地感受太空漫步时的失重感，与亚特兰蒂斯号面对

面，零距离体验航天中心的日常工作状态，这些精彩

的参观项目定会令你的旅程充满震撼惊喜。有意思的

是，由于肯尼迪航天中心大部分地区不开放，这里同时

还是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佛罗里达乐高乐园
佛罗里达乐高乐园（LEGOLAND Florida）是全世界第

五家乐高主题公园，也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乐园提供50

多个惊险刺激的游玩项目和表演，你可以乘坐游览车

前往恐龙岛，欣赏岛上用乐高搭建的真实比例大小的

恐龙，或者勇敢地搭乘乐高过山车，享受速度带来的

激情。还可以去到迷你世界，在那里有用乐高搭建的惟

妙惟肖的城市。

经典项目推荐
乐高赤马传奇世界

赤马传奇世界是乐高最新的主题专区，设有适合各个

年龄段游客互动娱乐的设施及景点。4D电影体验、角

色见面互动专区，是老少皆宜的游乐选择。

大沼泽公园
大沼泽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大的亚热带湿地保护区，这

是一片非常重要的湿地，它守护着温带、热带植物群

落，海洋及河口环境，为珍稀濒危物种包括木鹳、美洲

鳄提供未受破坏的栖息地。你有很多种方式与大沼泽

地亲密接触：乘船在海湾中找寻海豚、群鸟的身影；

搭乘电车游览鲨鱼谷（Shark Valley），看看是否有足够

的运气撞上鳄鱼和涉水鸟。更能步行、骑行于这片广阔

“草河”，亲自丈量大地神奇的脉动。

寻求CHI水晶

这是一场奇妙的水艇之旅：在整个旅程中，你必须使用高压水炮开启每个场

景中的故事，更有机会与沿线的其他船只来一场水上大战。

仙童热带植物园  
仙童热带植物园以著名植物探险家David Fairchild的名字命名。这座洋溢着神

奇色彩的自然天堂致力于保护、拯救各种濒危热带植物，以确保植物多样性。

植物馆包括蝴蝶坊、下沉式花园、雨林馆、热带水果厅等诸多兼顾了科学知识

普及的景点。新人们更是热爱植物园的浪漫与缤纷，希望在各色花儿的见证下

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刻，这也使植物园成为佛罗里达州婚礼的重要举办地。

高尔夫初学者首选
美国人这么形容TopGolf Tampa，“高尔夫遇上了吉米·巴菲特（Jimmy 

Buffett，摇滚歌手）”，可见这个高尔夫球场和你想象中的传统球场有些不

一样，嗯，是的，它有那么点疯狂。吸引狂热高尔夫爱好者及初学者的，不仅

仅是11种细分的练习级别，帮助你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击球码数，还因为在

TopGolf Tampa，除了高尔夫，你还能打台球、打游戏，欣赏周末DJ演出，甚至

喝上一小杯特调鸡尾酒。

棕榈滩高空跳伞
一跃而下，从空中以“上帝视角”俯瞰棕榈滩、奥基乔比湖的盛大美景，还有

什么游乐项目比高空跳伞更惊心动魄且独一无二呢？随行的专业跳伞教官会

为你保存视频、照片留作纪念。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Florida 2

3

美国东部

5

1. 佛罗里达基斯浮潜 
2. 享受Amelia岛沙滩骑马的乐趣

3. 大沼泽公园 
4. 肯尼迪航天中心

5. 凯西米 
6. 棕榈滩

floRidA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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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沙滩 弗罗斯特科学博物馆 温伍德艺术墙

美国东部

阳光、沙滩、古巴雪茄、鼓点与桑
巴，敞开胸怀拥抱迈阿密，这里
有太多惊喜等着你去一一发现。

迈阿密玩得
1、南海滩：纵情享受迈阿密沙滩的阳光、热情与丰厚历史。

2、艺术设计区：在这里你将感受到迈阿密最顶级的购物体验。

3、小哈瓦那：不要错过小哈瓦那正宗的手卷雪茄。

4、温伍德艺术墙：墙上涂鸦已让温伍德街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涂鸦社区。

5、博物馆公园：位于迈阿密市中心的博物馆，包括Frost Science、Perez Art Museum Miami，是艺

术爱好者的天堂。

6、钟意的下榻地：你总能在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诸多酒店民宿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下榻地。

美国的威尼斯 
温暖湿润的天气、清澈的海滩和宜人的空气是佛罗里达州

罗德岱堡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沙滩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

温暖的气候，阳光下的海水，奇异的大沼泽，艺术与
娱乐，时尚的夜生活和音乐现场，还有疯狂购物——
在罗德岱堡，你能体验轻松愉悦而充满活力的旅程。

foRt lAUdeRdAle
罗 德 岱 堡

6

更多详情，请访问：GoUSA.cn/Miami 

动和节目表演。这个城市还有300英里长的水路航道，因

此也被称作“美国的威尼斯”。你可以在当地居民的指引

下租上一艘船驶入沼泽浅滩，沿途观赏珍稀的鸟类。

美食美酒天堂
罗德岱堡堪称美食美酒的天堂。极具地方风味的可口菜

肴会让你的眼睛和味蕾都得到极大的满足。该市有许多酒吧和俱乐部，派对气

氛很浓，也吸引了众多的啤酒爱好者。Funky Buddha、Riverside Market以特色

啤酒、不拘一格的菜单和海滨风格的装饰而闻名。酒足饭饱之后，你还可以享

受一个水疗来更好地放松自己。

亲近自然
Bonnet House博物馆和花园可以观赏到天鹅、猴子、兰花和各种异国植物。

Hugh Taylor Birch和Von D. Mizell-Eula Johnson两座州立公园则为罗德岱堡的海

滩体验增添了一份世外桃源般的乐趣。你还可以参加深海钓鱼的行程和学习水

肺潜水，与迷人的海洋生物亲密接触；或是乘船游览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沿河

风光；更可以去博物馆转转，参观世界级的蝴蝶花园和蜂鸟饲养中心。

欢乐购物
说起在罗德岱堡购物，那一定要去Sawgrass Mills购物中心，这是世界上名列

前茅的设计师品牌奥特莱斯。高档的Galleria购物中心和拉斯欧莱斯大道（Las 

Olas Boulevard）上的电子产品精品店，也都值得一逛。

更多详情，请访问：Sunny.org/China

骑行于A1A海滨公路，罗德岱堡沙滩

更多详情，请访问：Fla-Keys.com

floRidA keYs & keY West
佛罗里达群岛与基韦斯特

美国“加勒比” 
佛罗里达群岛位于蓝天碧水间，由大约1700座岛屿组成，长长的跨

海高速公路连接着各个岛屿和城镇。这处“美国的加勒比”，是垂

钓、潜水、帆船和海上拖曳伞等水上运动的天堂。基韦斯特位于佛

罗里达群岛最西端，也是美国最南端，是群岛中人气最旺的岛屿。热

闹的杜瓦尔街头拥有许多俱乐部、酒吧和餐厅，适合租辆自行车骑

行畅游。1931年至1939年，著名作家海明威就曾居住在这座岛上专

心创作，他在怀特海德街的住所现已改造成博物馆。海明威经常光

顾的Sloppy Joe's 酒吧，由作家亲自取名。这里有一款与海明威同名

的鸡尾酒，甜度和水果味道恰到好处，足以满足人们的期待。 

色彩斑斓的珊瑚礁  
下群岛（Lower Keys）是佛罗里达群岛中开发痕迹最少的岛屿，以原

生态的秀美自然风光著称。浮潜和潜水爱好者特别喜欢来这儿享

受亲水的乐趣。巨大的卢港岛珊瑚礁（Looe Key Reef）非常壮观。

岩石上覆盖着或坚硬或柔软的珊瑚，色彩艳丽夺目的热带鱼类穿梭

其间，令人心旷神怡。你还可以在卢港岛珊瑚礁潜水探索沉船的奥

秘。Adolphus Busch 爵士号轮船于1998年在此地沉没。现在，这艘

船静静地躺在海底，成为许多海洋生物的家园。 

精彩水上活动
基拉戈（Key Largo）是当之无愧的潜水胜地，被称为“国家公园系列

皇冠上的明珠”——约翰潘纳坎谱珊瑚州立公园（John Pennekamp 

很多人都将佛罗里达群岛与基韦斯特视作他们假期旅行的不二之选。平静、
安逸、悠闲都可以成为这个地方的独特标签，和家人一起划船、钓鱼、潜水、
浮潜，或只是享受阳光的温度，都可以成为美妙假期的一个环节。

Coral Reef State Park）就在这里，你可以在水下景点、皮划艇和自然

小径中重新找回绝美风景。其他热门岛屿，如马拉松（Marathon）则

坐拥风光旎旎的著名景点七哩桥（Seven Mile Bridge）。位于岛上的

海豚研究中心（Dolphin Research Center），成立于1984年，这家非盈

利机构旨在通过教育、研究和援救，推广和海洋生物共享美好地球

的环保理念。马拉松海龟医院（The Turtle Hospital）已饲育、治疗了

众多生病海龟，参观这家独一无二的医院，看望住院“病人”，将是

一份难忘的惊喜与感动。

垂钓天堂
佛罗里达群岛是垂钓天堂，让所有钓鱼爱好者都乐此不疲的是垂

钓大海鲢。虽然在这片水域全年皆可钓到海鲢，但最佳垂钓时间是

在3月至7月。整个群岛都可以租到垂钓船。富有经验的导游知道在

哪里可以尽情爽钓这种水中“怪物”。伊斯拉摩拉达（Islamorada）是

世界级的海钓胜地，当地码头鱼舍可以直接把刚钓上来的海鲜加工

成美味佳肴，滨水咖啡馆、岛屿小酒馆同样是饕餮美食、歇脚休闲的

好去处，而前往画廊感受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定能令你流连忘返。

1

2

迈 阿 密

1. 巴伊亚皮划艇

2. 沙滩帐篷适宜举家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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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梦想的神奇旅行地 ,以充满想象力的景
点和创意无限的体验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
客。你可以在全球最大的主题乐园里冒险和游
乐 ,也可以在形形色色的商场里尽情购物 ,或是
在屡获大奖的餐厅内饕餮美食。

集聚七大世界顶级主题公园，令奥兰多成为家庭度假的首选目的地。作为

主题乐园之都，奥兰多枚不胜数的必到景点：环球影城冒险岛®（Universal 

Studio's Island of Adventure®）的“金刚：回归（The Colossal return of King 

Kong）”，未来世界®冰雪奇缘（Epcot's® Frozen Ever After）的“与Elsa

女王同游（A voyage with Queen Elsa of Arendelle）”，奥兰多海洋世界®

（SeaWorld® Orlando）最近推出的最高、最快、最长过山车“Mako”，令全

球游客流连忘返。王牌主题公园，世界一流的水上公园、娱乐场所，屡获殊

荣的美食，丰富的购物、运动和夜生活选择，如此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游

乐体验，时刻编织着珍贵而欢乐的旅行回忆。从奢华度假村，到定制主题

酒店，位于奥兰多的450家下榻地，则为你提供更多样的住宿选择。

更多详情，请访问：VisitOrlando.com/China

探访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体验四大神奇主题公园、两大水上

乐园、20多家迪士尼度假区酒店和重新设计的购物区。在神奇

王国（Magic Kingdom Park），从海盗航行到公主传说，公园中上

演着各种迪士尼故事。在迪士尼好莱坞影城（Disney's Hollywood 

Studios），与你最喜爱的星球大战（Star Wars™）角色面对面相

遇。在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Disney's Animal Kingdom 

Theme Park），沉浸在狩猎远行中。在艾波卡特（Epcot），探索

11个国家的文化和美食，然后在夜间的烟火和激光表演中度过

美好夜晚。在水上乐园的“Splashtacular”玩个浑身湿透。节省

些时间在Disney Springs餐饮娱乐购物区享受购物、用餐和休闲

娱乐活动。想要体验所有项目的最好方法就是住在迪士尼度

假区酒店，置身于魔法中央。

神 奇 时 刻
探索四大主题公园，还有更多体验

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

常年来，凯西米如有魔法般，吸引着大量游客到访。舒适
丰富的度假选择让人们在这里总能留下美好愉悦的出游
记忆，亦是家庭出行佛罗里达的首选度假地。

汇聚人气景点
奥兰多环球影城（Universal Orlando®Resort）、奥兰多迪士尼乐园（Walt 

Disney World®）、奥兰多海洋世界（Sea World®Orlando）、佛罗里达乐高

乐园（LEGOLAND®Florida）、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 

Visitor Complex）、布希公园（Busch Gardens®），这些令人一游难忘的人气

景点皆在凯西米周边，轻松车行可达。

自然美景零距离
尝试林间索道、气垫船，走进农场，来凯西米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野外索

道探险公园（Forever Florida Ziplines & Adventures in the Wild）、奥兰多林

间徒步（Orlando Tree Trek）都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户外项目，值得一试。

住宿购物便捷多样
奢华酒店、著名连锁品牌、度假屋、经济旅店、露营地，凯西米集中了

50,000＋酒店供游客自由选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理想住宿地。The 

Loop、The Loop West作为凯西米购物休闲大本营，以舒适友好的气氛吸

引人们的到访。还可以在奥特莱斯、珠宝店、佛罗里达商场（The Florida 

Mall）发现更多你所熟悉的品牌。

更多详情，请访问：ExperienceKissimmee.com

美国东部

圣彼得斯堡/清水湾

落日拥抱墨西哥湾，沿着圣彼得斯
堡／清水湾的海岸线勾勒出别样美
景。充满阳光的离岛、悠闲小镇，
坦帕湾的海滩度假令人心驰神往。

选择清水湾的     大理由
1、顶级沙滩

在TripAdvisor的评选中，清水湾沙滩当选2016年美国排名第一的沙

滩。岛上常年艳阳灿烂，纯白沙滩延绵6公里，成为国内外游客海滨度

假的首选目的地。

2、海景酒店

欧泊金沙酒店（Opal Sands），拥有230间奢华海景房，以全景视野收

纳清水湾海天一色的美景。

3、街头壁画

超过70幅壁画星罗点缀于圣彼得斯堡市中心的街头巷尾，以艺术的方

st. PeteRsbURG / CleARWAteR

式浪漫讲述城市故事，令徜徉其间的人们第一时间感受到圣彼得

斯堡的活力气息。

4、希腊风情

漫步于小镇Tarpon Springs，即刻享受纯正希腊风情。这里因传统

海绵捕捞业而闻名，从食物、语言，到下海体验海绵采摘，一切都

那么“希腊”。

5、清水湾海洋水族馆

在这座专门救助、治疗海洋动物的医院里，住着被人类救助的海

豚温特（Winter）。电影《海豚传说》（Dolphin Tale）及它的续集就

取材于发生在它身上的真实故事。

更多详情，请访问：VisitStPeteClearwater.com

5

1. 神奇王国

2. 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

3.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1

2 3

体验单人皮划艇的乐趣

清水湾沙滩，欧泊金沙酒店

快乐游园的情侣 美年购物中心 冰雪奇缘®

凯 西 米奥 兰 多

©Disney

©Disney © & TM Lucasfilm Ltd.

更多详情，请访问：Disneyworld.com; GoUSA.cn/Disney

oRlAndo kissim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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