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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盛顿地区和西部地区

1、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简称华盛顿

或特区（ＤＣ），美国的首都和政

治中心，是大多数美国联邦政府机

关与各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

也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拥有为数众多的

博物馆与文化史迹。

风景名胜：华盛顿有众多的人文景观，如美国华盛顿国

家广场（National Mall）、美国国会大厦(US Capitol)、白

宫(the White House)、华盛顿纪

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

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

杰斐逊纪念堂（Jefferson Memori

al）、一战纪念碑、二战纪念碑、朝鲜战争纪念碑、越南战

争纪念碑、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碑、马丁·路德·金纪念

碑、爱因斯坦纪念碑等。华盛顿还拥有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群

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包括航空航天

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美国历史博物

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自然历史博

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美国艺术

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非洲艺术博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56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939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2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4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1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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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等 16 个博物馆。

特区内的博物馆大多免费开放。华盛顿纪念碑可乘电梯到

顶，俯瞰特区的景色。其他人文景观包括：老邮局大楼、美

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国家动物园等。

安全提醒：华盛顿特区治安状况良好，但东北区犯罪率

较其他区较高，提请中国公民选择饭店入住或外出游玩时注

意个人人身和财物安全，不要前往治安较差的地方；外出期

间请保存好旅游团导游、饭店的联系方式，以免人多走失。

２、弗吉尼亚州(Virginia)：弗吉尼亚州紧邻华盛顿，

许多联邦机构座落其中，包括著名

的 国 防 部 （ 五 角 大 楼 ,the

Pentagon）、中央情报局(CIA)等。

弗州旅游业发达，有华盛顿故

居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硫

磺岛纪念碑(US Marine Corps War

Memorial) 、 阿 灵 顿 国 家 公 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威廉斯堡古镇(Williamsburg)、亚

历山大里亚古镇(Alexandria)等著名的人文景点，还有景色

秀丽、绚烂多彩的谢南多国家公园(Shenandoah National

Park)等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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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醒：

弗吉尼亚州社会治安较好，但交通执法严格，请中国公

民在弗州驾驶时严格遵守交规；

弗吉尼亚旅游资源丰富，包括游泳、漂流、冲浪、划皮

划艇、攀岩、登山等户外活动项目较多，中国公民在弗吉尼

亚旅游期间请尽量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活动。如参加请在行

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配备相应专业装备，参加相应的专业

培训。

３、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该州是密西西比河

以东地势最高的一个州，全州都在阿

帕拉契亚山系境内，无平原，75%的

土地被森林覆盖，因而有“山岳之州”

之称。西弗吉尼亚州拥有34座州立公

园与9处州立森林区。该州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黑水瀑布

公园（Blackwater Falls State Park）、新河峡国家公园（New

River Gorge National Park）和

全美第一高、世界第二高的公路

桥新河峡大桥（New River Gorge

Bridge）。

安全提醒：西弗吉尼亚山地

较多，提醒中国公民在本州驾驶时注意限速，尤其是在冬天

http://baike.baidu.com/view/5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0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1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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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天气要注意车辆防滑；该州户外活动项目中部分有危险

性，请谨慎参与。

4、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北卡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丰富，有60几处州立公园、

森林、以及历史纪念区。著名的风

景名胜有：蓝岭公路（Blue Ridge

Parkway）、海特瑞斯角国家海岸

（Cape Hatteras National Seashore）、眺望角国家海岸

（Cape Outlook National Seashore）。该州其他值得一游

的地方还有：位于 Asheville 附近的巴尔的摩庄园

（Baltimore Estate）、位於教堂山（Chapel Hill）的北卡

罗来纳植物园、以及位于 Ashboro 附近的北卡罗来纳动物园。

该州的博物馆有：洛丽（Raleigh）的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

馆及北卡罗来纳历史博物馆、夏洛特（Charlotte）的敏特

艺术博物馆(Mint Museum of Art)及夏洛特自然博物馆、布

佛特（Beaufort）的北卡罗来纳海事博物馆。

●蓝岭公路(Blue Ridge Parkway)蓝岭公路北起弗吉尼

亚，南至田纳西，在阿帕拉契亚山

脉中绵延755公里，双向车道。北

与谢南多国家公园相连，南接大烟

山国家公园，位列全美国家公园访

问人数最多的 Top 10 List。这条路沿着山峦环绕，风景优

http://www.baidu.com/s?wd=巴尔的摩&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自然博物馆&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place.qyer.com/great-smoky-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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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路曲折蜿蜒，穿越山川、河流、沼泽、平原，风景一

路不同。在这条路上开车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享受，

真正成了旅行的一部分。

官方网站：www.blueridgeparkway.org/

５、肯塔基州（Kentucky）：位于美国中南部的一个内陆

州，为阿巴拉契亚高地５州之一。

名称来自印第安语，意即“平坦

的地面”。位于州中部拉鲁县的霍

金维尔（Hodgenville）是林肯总

统的出生地。州内有３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林肯诞生地国家

纪念公园、马默斯溶洞国家公园（Mammoth Cave National

Park）和坎伯兰山口国家公园（Cumberland Gap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肯塔基州以盛产

赛马和威士忌酒而享誉世界。位于

Corbin 市的 Colonel Sanders Cafe

则是世界知名的肯德基炸鸡连锁店

的发源地，炸鸡店的创办人 Colonel

Harland Sanders 的博物馆则位于路易斯维尔市的肯德基炸

鸡总部。

●猛犸洞国家公园（Mammoth Cave National Park）是

世界上最大的由石灰石构成的天然洞穴群和地下长廊。公园

占地 207 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地下溶洞长达５００公里，地

http://www.blueridgeparkw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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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厅高６０米。林立的石笋和多姿的石钟乳遍布洞中，景

象壮观，结构神奇。猛犸洞穴与猛

犸没有什么关系。在这是借用此名

来形容洞穴宠大。为多种动植物，

尤其是为濒临灭绝的物种提供了良

好的生活环境。1981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1990 年又被列入世界生物圈保护

区名单。公园旅游全年开放（圣诞节除外），夏天、假日和

周末的旅游需要提前预定。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maca/index.htm

●坎伯兰瀑布 (Cumberland Falls) 也叫小尼加拉，是

坎伯兰河附近的一个大瀑布。高 21 米，宽 38 米，是美国唯

一能看到月虹 (moonbow) 的地

方。彩虹是太阳光受到空气中小水

珠折射引起的，尤其在雨后常见。

而月亮彩虹则罕见得多，只有在满

月或临近满月之夜且月亮低垂之

时，一道七色的月亮形彩虹或者月虹便会挂在瀑布上，使人

赏心悦目。甚是美丽。

官方网站：http://parks.ky.gov/parks/resortparks/Cumberland-Falls

http://www.nps.gov/maca/index.htm
http://parks.ky.gov/parks/resortparks/Cumberland-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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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洞(Diamond Caverns)最吸引游人的地方便是其

洞内的方解石垂悬结构，因其外观

酷似熏肉，人们形象地将它们称之

为“洞穴熏肉”。这些类似熏肉的

方解石给人一种食欲大增的感觉，

欣赏美丽景观时，不知不觉中就会

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咕咕叫了。洞内成千上万的钟乳石、石笋

和流石让人眼花缭乱，加上灯光的效果，使得洞内更加璀璨

夺目。钻石洞除了圣诞节、感恩节和新年，全年对外开放。

参观需半个小时，洞内温度适宜，冬暖夏凉。

官方网站：http://www.diamondcaverns.com/

●林肯故居(Lincoln Home)：林肯故居访客中心位于伊利

诺州春田市(Springfield)中心南

七街上。它是林肯入主白宫前的居

住地，也是他永远长眠的地方 。

人们来到林肯故居自然会想起林

肯的身世和被刺杀的经过。现在以

房子为中心，周围的四个路口全规划为国家古迹，并且完整

保留了街道和所有房子的原貌。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liho/index.htm

http://www.diamondcaverns.com/
http://www.nps.gov/lih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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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维特国家博物馆(National Corvette Museum)位

于肯塔基州鲍灵格林，这里是美

国跑车雪佛兰克尔维特最权威的

博物馆，珍藏着从 1953 年至今历

代的车型，并定期举行车主活动、

新车展示和历史回顾，每年克尔

维特车主们都会来共同见证克尔维特的辉煌历史，在这里你

可以看到最经典的克尔维特车型，同时还能看到最炫、最酷

的新款车型及其他配套产品。距离鲍灵格林通用汽车总厂仅

15 公里之遥，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游客也不妨去克尔维特

总厂看看。

官方网站：http://www.corvettemuseum.org/

６、田纳西州（Tennessee）：田纳西除了有世界闻名的

大烟山国家公园，还以其对美国本

土音乐的巨大贡献而闻名于世。纳

什维尔（Nashville）作为乡村音

乐之都,更有乡村音乐名人堂和博

物馆（Count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大奥利

奥普里剧院（Grand Ole Opry House）、田纳西州立博物馆

等名胜。孟斐斯（Memphis）则曾是热浪摇

http://www.corvette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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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音乐的诞生地，也是蓝调音乐的中心。同时也因黑人民权

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此遇刺

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而闻名于世，拥有

孟斐斯黑人摇滚乐博物馆（Memphis

Rock “N” Soul Museum）、猫王故

居雅园（Graceland）、国立民权博物馆（Civil Right

Museum）、比尔大街（Beale St）等名胜。

●大烟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也称大雾山，位于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交界处南阿巴

拉契亚山脉，由于山林上空总是

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因此得

名。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地形

以山脉、峡谷为主，多瀑布及茂

密的落叶林，保存着世界上最完好的温带落叶林。每年游客

约一千万，是美国游人最多的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是国际生

物圈保护地，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里四季都是旅游的好季节，春天里山花烂漫、夏天在清凉

的溪流边露营、秋天树叶纷飞、冬天宁静宜人。这片郁郁葱

葱的原始林地像一块未经雕凿的美玉，寂静而持久地展示着

自己的原始美貌。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grsm/index.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9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
http://www.nps.gov/grs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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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音乐名人堂与博物馆（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座落于“乡村音乐之都”的纳什维尔，

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好的乡村音乐收藏品，是最大的一个为

流行音乐中的单一分支而专门设立的博物馆。通过电影、电

视、电脑上的互动操作、乐器、服装和明星们的私人物件（包

括汽车）的展示，为游客提供一次引人入胜的游览。

官方网站：http://countrymusichalloffame.org/

●雅园（Graceland）位于孟斐斯，是已故美国50年代流

行音乐歌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

的故居。占地13.6英亩，自1982

年起向公众开放，每年有六七十

万游客来此“朝圣”，参观人数

在全美名人住宅中仅次于白宫。

雅园曾分别在1991年和2006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和

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官方网站：http://www.graceland.com/

●孟菲斯黑人摇滚乐博物馆（Memphis Rock “N” Soul

Museum）以展示蓝调、摇滚和灵魂音乐为主，通过介绍汉迪

（W.C. Handy）、“猫王”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布克

T(Booker T)及 MGs 乐队等摇滚乐和蓝调音乐的领军人物，

向游客详细介绍了孟菲斯从1920至1980年的音乐历程；馆内

http://baike.baidu.com/view/815905.htm
http://countrymusichalloffame.org/
http://www.grace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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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年代久远的乐器及自动唱片点唱机等，复古而有

趣。

官方网站：http://www.memphisrocknsoul.org/

７、犹他州（Utah）：地形为落基山脉，科罗拉多高原

和大盐湖沙漠所盘据。人口约250

万，主要由摩门教（耶稣基督后期

圣徒教会）信众的后代和北欧移民

的后裔组成，约80%居住于首府盐

湖城。犹他州拥有5个国家公园（拱门、布莱斯、峡谷地、

顶礁和锡安）、48个州立公园、6个国家纪念建筑物、与2处

国家休闲区。州内其他值得一看的地方包括位于盐湖城的摩

门教总部、盐湖城西面的大盐湖（the Great Salt Lake）。

●拱门国家公园 （Arches National Park）：位于犹他州

东南，面积309平方公里，保存了超过2000座天然岩石拱门。

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沙岩拱门集

中地之一，其中最小的只有3尺

宽，最大的 Landscape Arch 则长

达306尺。精致拱门（Delicate

Arch）是犹他州主要地标之一。每年约有85万访客。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arch/index.htm

http://www.memphisrocknsoul.org/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1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34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8.htm
http://www.nps.gov/arch/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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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斯国家公园(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位于

犹他州西南部。面积约为145平方

公里。其名字虽有峡谷一词，但

其并非真正的峡谷，而是由风、

河流里的水与冰侵蚀和湖床的沉

积岩形成的红色、橙色与白色的岩石，称为岩柱（hoodoos），

形成了奇特的自然景观，被誉为天然石俑的殿堂。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brca/index.htm

●峡谷地国家公园（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位于

犹他州的东南摩押（Moab）附近格林河和科罗拉多河汇合处。

占地面积1366平方公里，系由多年

河流冲刷和风霜雨雪侵蚀而成的

砂岩塔、峡谷等，是世界上最著名

的侵蚀区域之一，以峰峦险恶、怪

石嶙峋著称。公园幅员辽阔，是一片规模巨大的荒野。这里

没有公路，所谓路，全部是四驱越野车才能通行的小道，是

整个美国公认的人类最难以进入的地区之一。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cany/index.htm

http://www.nps.gov/brca/index.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16.htm
http://www.nps.gov/can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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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怀俄明州（Wyoming）:怀俄明州以丰富的自然景观

和古老的西部风情著称。这些自然

景观包括雄伟的落基山脉、狂野的

西部河流和广袤的草原牧场，游客

还可以通过参观矿山、纵贯东西的

铁路、富有西部风格的小镇和牛仔，历史文化遗址和博物馆

等体验美国真正的西部风情。怀俄明州最著名的自然景观包

括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大提顿国

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以及温泉州立公园

（Hot Springs State Park）、魔鬼塔国家公园纪念碑（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等，当地最著名的活动是夏延

边疆节（ Cheyenne Frontier Days Rodeo）。

●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坐落于

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

的交界处，大部分位于怀俄明州

境内，占地面积约为8983平方千

米，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

最大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自然

景观丰富多样，包括山峰、峡谷、森林、湖泊、河流、瀑布、

温泉和间歇泉等各种地貌，以其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和地热

资源闻名于世。世界上的地热资源有半数位于黄石公园。被

美国人自豪地称为“地球上最独一无二的神奇乐园”。黄石

http://www.cfdrodeo.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1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99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1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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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是美国最热门的国家公园之一，每年有大约340万游客

参观。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yell/index.htm

●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位于

怀俄明州北部，黄石国家公园以

南。占地1256 平方公里，以连绵

的雪山山峰、河流、湖泊著称。

园区内巍峨的雪山高耸入云，广

阔的草原，纯净的湖水以及丰富的野生动物共同构成一幅美

丽的画卷，宛如人间仙境。著名的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图标中雪山顶环绕一圈五角星的背景就是大提顿国家公园

的雪山。公园内海拔3048米以上的山峰有20余座，是登山者

的乐园。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grte/index.htm

●夏延边疆节（the Cheyenne Frontier Days Rodeo）：

从1919年起，每年7月下旬，州府

夏延都要隆重庆祝自己的节日－

边疆节。在这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里，人们跳起方形舞、印第安舞，

举行宴会，并为来访的客人们举行3英里长的彩车游行及狂

欢等活动。庆祝活动的高潮是美国西部特有的竞技比赛，包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06.htm
http://www.nps.gov/yell/index.htm
http://www.nps.gov/grt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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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驯野马、套小牛和驾大篷车等。不少美国人专程赴夏延参

加这个盛大的庆典，重温昔日开发西部的历史。

官方网站：http://www.cfdrodeo.com/

９、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该州的著名旅游景

点包括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

（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疯马纪念雕像（Crazy

Horse Memorial）、恶地国家公园

（ Badlands National Park ）、风洞国家公园（Wind Cave

National Park） 玉米宫殿（The Corn Palace）等。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也叫总统山国家公园，位于南达科他西南的黑

山地区。园内有四座高达18米的美

国前总统头像，从左到右依次分别

为华盛顿、杰斐逊、罗斯福和林肯，

这四位总统被认为代表了美国建国

150年来的历史。在拉什莫尔山上建

造雕塑的初衷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们前来南达科他旅游，整

个工程的建设于1927年开始，并于1941年宣告完成。由于该

公园极具历史意义的地理标志，每年吸引约200万游客前来

参观，并成为许多电影的素材和取景地。

http://www.cfdrodeo.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1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583/71387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6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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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moru/index.htm

●疯马纪念雕像（Crazy Horse Memorial）:疯马山位于

南达科他西南的黑山地区，是当地

印第安部落为了纪念他们的民族英

雄疯马(Crazy Horse)而开凿的。疯

马是印第安部落苏族的酋长，在白

人背信弃义不承认1868年签署的条

约（承认黑山为印第安保留地）而入侵黑山时，为捍卫自己

权利，带领苏族和赛族打败了白人的进攻，1877年返回内布

拉斯加和白人谈判时被一白人谋杀，年仅35岁。

由于当地印第安人将黑山视为圣山，因此当总统山的雕

像完成后，引起当地印第安人不满。1948年，印第安酋长站

熊（Standing Bear）找到著名雕刻家克扎克，希望其能为

他们的民族英雄疯马雕一个比总统山雕像更高的山像。1998

年，疯马山完成了头部的雕像，历时50年。在克扎克去世后，

其家族仍在继续剩余的雕刻任务。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版的

“愚公移山”。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雕刻进度很慢。美国

会曾两次拨款欲帮助其建立雕像，都遭到印第安人拒绝。美

国政府于是大力修建了通向疯马雕像的公路，希望更多的人

来此参观，从而得到更多的门票收入和捐款用于修建。建成

后雕像将有600多英尺长，600英尺高，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雕像。比中国的乐山大佛（200英尺高）还高近3倍。

http://www.nps.gov/mor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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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crazyhorsememorial.org/

●恶地国家公园（Badlands National Park）:是历经数

百万年的风、水侵蚀而形成一片迷宫似的山峰、峡谷和沟壑

状地形，因形如月球般荒凉而得

名。占地面积988平方公里，公园

有6.4万英亩地带被划为无人涉

足的荒野。二战期间，公园南部

区域曾被美军用作空中远程导弹演习地，尽管后来作了清理

工作，南部区域仍有一些未引爆的弹药。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badl/index.htm

二、纽约及美东地区

美东地区包括十个州，分别为：纽约州、新泽西州、宾

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

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州、佛蒙特州。领区面积 54 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 6500 万。领区内主要城市有：纽约市、波士

顿、费城、哥伦布、克利夫兰等。

1、安全形势与治安状况

美东及纽约地区的治安状况相对较好，纽约市经过 10

余年的治理，治安环境大为改观，犯罪率明显下降。美东地

http://crazyhorsememorial.org/
http://www.nps.gov/bad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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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华人集中的社区普遍治安较好，但个别社区或道路夜晚拦

路抢劫、入室盗窃犯罪情况仍时有发生。

纽约作为世界和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直是国际恐

怖分子发动反美袭击的首选目标，也是“911” 恐怖袭击的

重灾区。近年来，纽约当地政府加大了防恐工作力度，加强

了对城市地铁、机场、隧道、金融中心及人员密集区等地的

防恐措施。

2、纽约及纽约周边风景名胜

（1）纽约市概况

纽约市地处美国的东北部，东临大西洋，地处北温带，

气候温和湿润，雨水充足，年均

气温 11°C。该市面积约为 783

平方公里，人口约 800 万。是全

球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最繁忙的

海港城市，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号称“世界之都”，

美国人昵称其为“大苹果”。纽约市由曼哈顿、布朗克斯、

布鲁克林、皇后和斯坦顿岛五个行政区组成。除了早期的英

国和荷兰人之外，来自欧洲、非洲、拉美、印度、中国、越

南和韩国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将该市汇集成一个多

民族和多文化的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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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简介——曼哈顿区面积仅 22 平方英里，但却是

纽约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曼哈顿分为上城（59 街以

北）、中城（59 街以南）和下城

（14 街以南）。上城拥有著名的

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和哥伦

比亚大学等；中城是商业和娱乐

中心（有洛克菲勒中心、百老汇剧院区、时代广场等）；下

城是金融和文化特色区（有华尔街、Soho 区和中国城等）。

曼哈顿拥有四通八达的地铁以及连接外部的隧道、桥梁。

作为全球金融、贸易中心，曼哈顿在全美的经济中占有

重要地位。美国许多大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证券公

司及主要的股票交易所都设在此。许多外国金融机构和贸易

公司在此也设有办事机构。全美三分之一的外贸通过此间银

行运作。仅 500 米长的华尔街就集中全美 3000 多家大公司。

曼哈顿遍布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有名的地标性建筑有

帝国大厦（380 米）、联合国大楼、克莱斯勒大楼等。

曼哈顿的人文气息浓厚，除拥有 150 家以上的博物馆，

200 家以上的剧院之外，从事广告、咨询和公关等业务的公

司达 4000 多家，全美最大的新闻媒体，如四大电视公司 ABC、

NBC、CBS、FOX 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

等总部均设在此。

（2）纽约市著名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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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Liberty Statue）和艾丽丝岛（Ellis

Island）。闻名世界的自由女神矗立在纽约哈得逊河口。这

座由法国人赠送给美国的巨型铜

像，于 1886 年 10 月 28 日落成，

高 151 米，象征着“自由照亮世

界”，是美法友谊的象征，更是纽

约的“商标”，是“美国精神”的代表。1986 年自由女神百

年诞辰时，美国民众集资对其进行整修，更换了女神手中的

火炬。

位于自由女神北面的艾丽丝岛，历史上曾是移民检查

站，是早期外国移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1954 年关闭后，被

改建为移民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博物馆内保存着许多历史

性的移民照片、文献资料。每年 5月，岛上举行盛大的“艾

丽丝岛移民奖”活动，奖励在美取得巨大成就的移民代表。

●炮台公园（Battery Park）。炮台公园位于曼哈顿岛

南端，与金融中心毗邻而居。公园内竖立着许多纪念雕像，

如象征美国海 军陆战队的纪念像等。公园的旅客服务咨询

中心所在地原为柯林顿碉堡。

●华尔街（Wall Street）。华尔

街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金融街，是全世

界银行最集中的金融区。美国联邦储

备银行金库内储存着世界八十多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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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黄金储备，据说坚不可摧的地下储藏室深达 22 米。纽约

证券交易所、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纽约银行等均分

步在华尔街及其邻近街区。华尔街附近的象征着“牛市”的

大铜牛雕塑，每天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期盼财富的游客们

的青睐。

●世贸遗址（Ground Zero）。世贸中心双子塔建于

1970-1973 年，楼高 417 米和 415

米，各有 110 层，原系纽约最高

地标建筑。2001 年 9 月 11 日受

到恐怖袭击后坍塌，统计死亡

2752 人。此后纽约市每年 9月 11

日均在废墟上举行仪式，由死难者家属逐一诵读死者姓名，

哀悼亡者。夜间，象征双子塔的两道光束，直冲云霄。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帝国大厦楼高

380.75 米，在 1973 年纽约世贸中心

大楼完工前，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摩天

大楼。当年的科学家和建筑师，曾梦

想把帝国大厦顶端作为飞艇的空中

车站但未果。位于大厦 87 层的观景台，是眺望纽约美景的

最佳去处。每天有多达 3.5 万的游客登顶参观。每逢新年、

复活节、圣诞节和万圣节等传统节庆日，大厦顶部会打上不

同颜色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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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厦（United Nations）。以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人类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主旨

的联合国，总部大厦位于曼哈顿

岛东部，横跨 42 街至 48 街，毗

邻东河。1947 年由多位国际建筑

师共同设计。39 层高的玻璃帷幕

大厦和以大理石为主体的弧形建筑，相互对应，自成一体。

其后又增建了周边会议和图书馆。联合国大厦内有来自各国

的艺术礼品，户外公园中矗立着多件杰出艺术家的雕塑，多

以“爱与和平”为主题。联合国虽在纽约，但不属于美国，

它拥有自己的领土、警察局、消防队、邮政等。

●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洛克菲勒中

心是世界闻名的办公楼和商业中

心，位于中城。由 21 栋大楼组成

的八角形建筑群，以洛克菲勒广

场为中心辐射开去，横跨第 5和

第 6大道，自 48 街延伸到 51 街，以规划完善而赢得了“城

中之城”的美誉。著名的办公楼有洛克菲勒大厦、通用电气

大厦、无线电音乐城等地标性建筑。

洛克菲勒广场具有特别的艺术气息，正中央以金色普罗

米修斯铜像立于喷泉之上，是“智慧和知识”的象征。这里

夏天开放地下咖啡广场，冬天则设有溜冰场，每年圣诞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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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立起全美最高最大的圣诞树，其点灯仪式已成为纽约乃至

全美国的传统节目。

●时代广场（Times Square）。时代广场位于百老汇大

道与第7大道交汇处。1904年《纽

约时报》迁入时代大厦（Times

Tower）而得名。时代广场上的建

筑物，以及琳琅满目的大型电视

墙、超大型广告看板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成为纽约一景。

以广场为中心的附近街区，共有 5000 多家商店、12500

多个旅馆房间、40 多家剧院、近

300 家餐馆，一直是纽约戏剧、娱

乐和旅游的中心，每年接待 2000

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每年

12 月 31 日夜，近 50 万游客和当地市民聚集在广场附近，与

全世界电视机前约三亿观众，一起看着光电苹果降落，倒数

迎接新年的来临。

●百老汇及其表演艺术。纽约的剧院区位于百老汇大道

和第 8大道，42 街和 57 街之间，大约聚集了 40 多家著名的

剧院。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起，这里就是霓虹灯的世界。以

时代广场为中心的地段竖立着无数的电影、音乐剧看板和商

业广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成为了曼哈顿的奇景。

音乐剧是纽约最著名的表演艺术，源于 20 世纪初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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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的轻歌剧，轻松的音乐和精彩的舞蹈大大拉近了歌剧与

现代观众的距离。精心制作的服装、布景和道具，华丽精致，

是音乐剧中的亮点。百老汇常年演出大家耳熟能详或是已经

拍成电影并广受欢迎的剧目，如《芝加哥》，由卡通片改编

成的老少皆宜的音乐剧，如《狮子王》等等。

●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博物馆与法国的卢浮宫、英

国的大英博物馆和俄罗斯的圣彼

得堡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

该馆收藏有跨时五千年的世界各

国文化遗产。博物馆规模庞大，数量众多。其收藏以埃及、

希腊、古罗马和欧洲绘画最为著名。

埃及馆内有一座三层楼高，占地一英亩的埃及古迹“丹

德神庙”真迹展出，蔚为壮观。远东馆里请中国工匠使用从

国内运来的石材木料，原样修建了苏州庭院，

作为全美最重要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除了保存、研

究和推介文物外，还特别聘请行销专家系统地研究艺术商品

的开发，将艺术礼品推广到全球，为博物馆增加了不少收入。

●中央公园（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号称“都市里最大的人

造花园”，被称为纽约后花园和

“纽约之肺”。公园横跨五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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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占地 843 公亩，夏天可以泛舟，冬天可以溜冰，一年四

季都有各种户外音乐、体育等活动，是大都市难得的绿洲。

●布鲁克林大桥（Brooklyn Bridge）纽约市五大区共有

53 座桥。最负盛名的是布鲁克林

大桥，建造于 1883 年，号称最长

的吊桥。该桥由著名的德裔建筑师

John A. Roebling 父子尽毕生之

力完成。桥头堡被设计成典雅的哥特式尖顶，造型壮丽的吊

桥竖立在东河上，夕阳西下时与曼哈顿的剪影交相辉映，每

到夜晚灯火辉煌时河边的夜景美不胜收，也成为许多著名电

影的背景，或摄影和绘画作品的主题。

（3）纽约周边著名景点

●西点军校:全称“美国陆军

军官学校”，是美国军队培养陆军

初级军官的学校，因学校位于纽约

市北郊的哈得逊峡谷河上的“肘

状”的三角岩石坡地上，该点被当地人称为“西点”，故习

惯上又称其为“西点军校”。

官方网站：http://www.usma.edu/SitePages/Home.aspx

●熊山州立公园(Bear Mountain State Park)。熊山州

立公园座落在哈德逊河西岸，因山峦轮廓形似卧熊，故名“熊

http://www.usma.edu/Site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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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二十世纪初，纽约州将哈德逊河谷高地辟为森林保护

区，大批富商在此置办地产。“联合

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哈里曼等富

商捐赠土地和资金，于 1910 年建成

“熊山－哈里曼州立公园”。到1914

年，统计数字表明每年游客已逾百

万。公园占地 5067 英亩（约合 2052 公顷），依山傍水，绿

草如茵，有车道可上山顶。在山顶了望塔上登高望远，哈德

逊河谷和周围山峦尽收眼底，天气晴好时还可看到纽约市北

端轮廓。山间有专供登山爱好者使用的小径，运气好时可见

到野鹿。山脚下公园内可露营、烧烤、划船、垂钓、打球、

滑冰和游泳。

官方网站：http://nysparks.com/parks/13/details.aspx

●七小湖(Seven Lakes)。七小

湖位于纽约上州，距熊山州立公园

约 20 分钟车程。由七个规模不大的

湖泊连缀而成，湖水清澈，山峦平

缓，林地幽静，是附近居民夏季散

步、露营和钓鱼的好去处。深秋时节，漫山红叶和湖光山色

交相辉映，风光宜人。

●百事可乐总部肯德尔雕塑花园（Donald M.Kendall

Sculpture Gardens at Pepsi Co.）百事可乐公司总部位于

http://nysparks.com/parks/13/detail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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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帕切斯市，由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爱德华·斯通设计。

公司总部包含 7幢建筑和肯德尔雕塑花园等附属设施，共占

地 144 英亩(约合 58 公顷)。

在百事可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唐纳德·M·肯德尔的倡

导下，著名园林设计师罗素·佩

奇在公司总部内设计了肯德尔雕

塑花园，后经弗兰西斯·戈夫内

特扩建，于 1986 年完工。园内分

布着肯德尔自 1965 年开始收购的雕塑品，共计 40 余件，以

20 世纪作品为主，不少作品出自名师之手，如奥古斯特·罗

丹（Auguste Rodin）、享利·摩尔（Henry Moore）、亚历山

大·卡德尔（Alexander Calder）等。雕塑花园融景观、建

筑和雕塑为一体，向公众免费开放，成为一座美不胜收的户

外美术馆。

地址：700 Anderson Hill Road, Purchase, USA

●韦斯伯利花园(Old Westbury Gardens)。韦斯伯利花

园位于纽约州韦斯伯利市，原系约

翰·菲普斯家族的居所，现已列入

国家历史胜地名录。为了给出生在

英国的爱妻再造一幢儿时深爱的

英式庭园，菲普斯于 1905 年请英国设计师乔治·克劳利建

成了韦斯伯利花园。整个庭园占地 160 英亩（约合 6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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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风格的宅邸华丽优雅，被花园、山丘、林地、池塘

和湖泊环绕，宅内陈设着精美的英式古玩和装饰性艺术作

品，保留了菲普斯家族在此居住 50 余年间的家庭原貌。1958

年，菲普斯先生的女儿决定将宅邸和花园向公众开放，使其

成为公众参观和举行活动的场所。

地址：71 Old Westbury Road, Old Westbury, NY 11568

●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印第安语中意为

“雷神之水”。世界第一大跨国

瀑布，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

国纽约州的尼亚加拉河上，是美

洲大陆最著名的奇景之一。巨大

的洪流从超过 56 米的高度冲下，冲刷出 7 公里长的峡谷，

澎湃的气势，犹似千军万马，在峡谷回荡不已。是年轻情侣

度蜜月的旅游胜地。

3、游客提醒

●购物。美东地区是美国经济发达地区，纽约市更聚集

了众多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和名牌专卖店。纽约州各购物场

所防盗措施严密，除店内的摄像头

和出口处的探测仪器外，许多商店

内都有保安和便衣，随时观察可疑

人员。如店方发现某位顾客有偷窃

行为，会将其移交警方，再由警方移交法院审理。为避免产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9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91.htm


30

生不必要的误会，第一，在结账前，请将选购物品放置在商

店专用的购物袋或购物车中，不能置于个人随身携带的包

中。其次，请留意售货员是否将所购物品进行条形码扫描和

消磁。商店出售的衣物上一般会安装防盗装置，售货员会在

顾客付款时将其拆除。如售货员忘记这么做，请及时提醒，

以免在离开商店时触响警铃，引发不必要的纠纷。第三，不

论使用何种方式付款，一定要向售货员索要并妥善保管好发

票。如因某种原因无意触响警铃，请保持镇静，及时向有关

人员出示购物发票，澄清误会。

●住宿。美东地区的住宿设施很多。一般旅馆明码标价

外，另收 25%的税。住店最好提前预约。如来不及预约，抵

达机场后，最好请机场问询处推荐旅馆，订妥房间后按指定

路线乘机场专车前往，或请旅馆派车来接，不要轻易接受不

认识的人提出的免费拉到旅馆的服务。纽约曼哈顿区繁华地

带星级酒店林立，但价格普遍较高。纽约华埠有许多由华人

经营的旅店，一般比较经济实惠。此外，新泽西州因其临近

纽约，交通方便、价格相对较便宜，也颇受旅行社青睐。但

近来屡次发生中国游客在新泽西某些酒店遭受偷窃或抢劫

的案件，提醒游客提高警惕，注意自身安全，妥善保管所携

带物品。护照、机票、钱包等应随身携带，切勿在取餐时留

在座位上。如偷窃或抢劫行为发生在旅馆内，您除及时向当

地警方报案外，还有权要求所在旅馆出具书面证明，以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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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索赔。

●公共交通。美东地区交通方便，公路网四通八达、航

空业发达，铁路也很便捷。美国有多家长途汽车公司，路线

最广的是灰狗（Grey Hound）长途汽车，通往美国各地，甚

至加拿大。近年来，由华人旅行社经营的赴美国各地旅游景

点的旅游业务生意红火，由于其方便、可供选择的线路多、

价格低廉、并配有中文、广东话及英文解说和导游，备受中

国游客欢迎。

纽约市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地铁、公交车四通八达。在

纽约乘地铁或巴士可随意游览都

市的每个角落。巴士司机不找零

钱，应自备足够的零钱，车上自动

收钱机器不收美金纸币。纽约地铁

由于不受交通堵塞的影响更为快捷。地铁每周 7天，24 小时

运行，不出地铁口可一票通乘随时换车。

纽约出租车数量非常多，车身都是黄色的(Yellow Cab)。

搭乘出租车，乘客需自己支付桥

或隧道的过路费，费用在乘客下

车时与车费一起结算。付出租费

时最好付给司机一定数量的小

费。

●驾车。在纽约驾车有严格的规定，车辆违章会被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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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罚款。纽约州、新泽西州交通法不允许驾驶员开车时使

用手机。无论是驾驶员还是副驾驶都必须系安全带，违者会

被交通警察处以罚款。根据总领馆近年处理的多起交通事故

案件，后排乘客因未系安全带而遭受伤亡的情况很普遍，为

保障您的生命安全，建议后排乘客也系好安全带。14 岁以下

的孩子要有安全椅。美国汽车皆靠右侧通行，除非有特别指

示，车辆遇红灯不能右转弯，行人有先行权。

纽约市曼哈顿岛内免费停车位难以觅到。街道边的收费

停车位一般限定停泊时间，超时将被罚款。正常人不得占用

专供残障人士使用的停车位。

如发生车祸，一定要向对方索要地址、电话、姓名、车

牌号码、保险公司名称、保险公司电话和车辆注册证

（Vehicle Registration）等资料。如有条件，最好用随身

携带的相机拍下事故现场和车辆损坏情况，以备将来作为证

据使用。如有目击者，可询问其是否愿意留下电话及姓名，

以便其充当目击证人。最好让保险公司去和对方协调责任归

属。如自己承认错误，将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餐饮。在纽约可以品尝到世界各国的美味，如意大利、

泰国、越南、日本、韩国、土耳其、

希腊、墨西哥、俄罗斯、伊朗、阿

拉伯国家的各种菜肴。在时代广场

周围有众多的咖啡馆，著名的硬石



33

餐厅也在附近。纽约四个唐人街分别位于曼哈顿下城、昆斯

区的法拉盛和艾姆赫斯特以及布鲁克林区的八大道。这些地

区的中餐馆数不胜数，高、中、低档次皆有，外卖也非常普

遍。

提醒广大中国游客，在餐馆用餐时注意保持安静，切勿

大声喧哗。不要在室内吸烟，否则会受到罚款。在美国各地

餐馆（包括中餐馆）用餐后均需支付小费，纽约地区的小费

金额约占餐费的 15-20%。

4、安全特别提醒：

●尽量避免夜间外出，或到偏僻、人少的地方，特别是

后半夜尽量少到食客少的餐馆就餐。

●夜间乘地铁最好到人多或中间车厢，候车时不要靠近

地铁站台边缘。纽约地铁和隧道内

不允许摄影或照相；地铁内不允许

吃东西，不能在车厢间穿行，随身

携带的包不能占据座位，不允许坐

在地铁站内外台阶上。

●搭乘公共交通车辆要注意自己的钱物，留心车内的动

静，如发现异常赶快告诉司机处理，自己不要随便介入。等

车时要和其它乘客站在一起，以保证安全。如果是夜晚，一

定要在灯光明亮和有人的地方等车。上车后假如乘客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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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坐在尽量靠近司机的地方。尽可能选择人多灯亮的地方下

车回家。

●出门旅行要照看好自己的东西，不要交给不相识的人

看管，也不要随便答应替不相识的人带东西或托运行李。

●外出时少携带现金，不要露富。遭遇抢劫时要沉着应

对，考虑应急之用，最好随身携带 20-30 美元零钱和硬币以

备急用。

●纽约交通繁忙，汽车流量大，车速高，交通意外时有

发生。要注意遵守当地交通法规，过马路走人行横道，遵守

信号灯指示。

●在美旅游最好搭乘正规旅游公司的汽车并了解有无保

险。旅游团组或个人最好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无论乘坐何种

交通工具，建议均系好安全带。

●如遇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盘查，请保持镇静并配合其

执法，切忌与其发生争执或采取过

激行为。如遇警方盘查，将手放在

警察能看到的地方；如您正在驾

车，请按警察要求减速、停车，同

时将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要做出

突然的动作，以免被警察误判为要进行武力反抗。在询问警

察是否可以离开并得到明确同意后，才可以离开现场。如被

扣押或逮捕，除报出自己姓名外，一般不要回答涉及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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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应马上与律师联系，并要求通知总领馆。遇到歧视性

做法或与律师、总领馆联系的要求被拒绝，请记下对方姓名

或工作编号，以备事后投诉。

●在公共场话要注意言行，切忌用恐怖主义、爆炸品等

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开玩笑，避免有人报警，发生不必要误会。

●美国法律体系复杂，案例和各项规定内容繁多。中国

公民在美期间涉及法律问题时，建议向律师征询意见。

5、美东及纽约市有关机构联系方式

●领区内各州政府网址

纽约市政府网址是：http://www.nyc.gov

纽约州政府网址：http://www.ny.gov

新泽西州政府网址：http://www.state.nj.us

康涅狄格州政府网址：http://www.ct.gov

麻萨诸塞州政府网址：http://www.mass.gov

缅因州政府网址：http://www.state.me.us

新罕布什尔州政府网址：http://www.nh.gov

俄亥俄州政府网址：http://www.ohio.gov

宾西法尼亚州政府网址：http://www.state.pa.us

罗得岛州政府网址：http://www.ri.gov

佛蒙特州政府网址：http://www.vermont.gov

http://www1.nyc.gov/
http://www.ny.gov/
http://www.state.nj.us/
http://www.ct.gov/
http://www.mass.gov/portal/
http://www.maine.gov/portal/index.html
http://www.nh.gov/
http://www.ohio.gov/
http://www.pa.gov/Pages/default.aspx
http://www.ri.gov/
http://www.vermont.gov/portal/


36

●纽约市服务电话

纽约市各种服务体系比较健全。查询所在区域的电话可

直接拨打 411。免费查询团体或个人的电话号码也可拨打

1-800-555-1212。

纽约市的许多应急机构如警察局、医院及热线服务等均

提供华语服务，紧急情况下，可拨打如下电话（区号前均须

加拨 1）：

火、警、急救电话：911

城市服务电话号码：311

纽约市警察总局电话：1-212-410-8400，查询服务：

1-646-610-5000

纽约州警电话：1-718-918-0600，1-518-457-6811

汽 车 失 窃 或 拖 吊 查 询 ： 1-212-869-2929 ，

1-718-786-7123

24 小时拖车服务：ET TOWING 1-718-939-2678

AAA-TOWING 1-800-222-4357

24 小时汽车修理：1-718-786-9580

肯尼迪机场 24 小时问讯：1-718-144-4444

拉瓜地机场 24 小时问讯：1-718-533-3850

纽瓦克机场 24 小时问讯：1-973-961-6000

42 街 长 途 汽 车 总 站 问 讯 （ BUS TERMINAL ）：

1-212-564-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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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火车站（Pennsylvania Railroad Station，31 St

& 7th Ave）：1-212-582-6875; 1-800-872-7245

纽约地铁问讯：1-718-330-1235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纽约办事处：1-800-982-8802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驻纽约办事处：1-212-685-8685

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纽约办事处：1-888-760-8809

传真：1-212-760-8809， 网址：http://www.cnto.org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1-212-835-5520

三、旧金山及加州地区

1、加利福尼亚州简介

加利福尼亚州西濒太平洋，北接俄勒冈州，东连内华达

州，东南与亚利桑那州相邻，南与墨

西哥接壤。南北长 1600 公里，东西宽

413 公里，面积 42.4 万平方公里，为

美国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

克萨斯），海岸线总长 2,030 公里。加州属温带气候，冬季

多雨湿润，平均气温 7℃-17℃；夏季干燥，阳光充足，平均

气温 15℃-26℃。

加州人口为 3833 万人(2013年)，为美国人口第一大州。

加州人口结构多元，白人（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占加州人

口的 39%；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占 38.4%；亚裔占 14.1%；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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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洲裔美国人占 6.6%。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位于旧金山东北 160 公里。

加州是美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州，GDP 总量占全美比重约

13%，在各州中排名第一，人均 GDP

约 4.7 万美元。加州硅谷是美国乃

至世界信息技术的摇篮和中心。目

前，有上千所高科技公司的总部都

设在硅谷，包括福布斯排名前 500 名的许多著名公司，例如

苹果，惠普，思科，英特尔，谷歌，雅虎，甲骨文，国家半

导体，应用材料，AMD，eBay 等。

加州是美国农业最发达的州，占全美农业产值的 11.3%，

位列各州之首。其中，农作物生产占全美 15%，畜产品生产

占全美 7%。交通运输业也很发达。洛杉矶港和长滩港是美国

西岸的重要门户，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美四分之一。其他如生

物制药业、清洁能源、旅游、矿业和航空航天业也是加州的

主要产业。

2、旧金山市区风景名胜

●九曲花街（Lombard Street）

以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闻名遐

迩，九曲花街有 8个鲜花围绕的弯

道，是旧金山上镜最多的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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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坐落在时尚的俄罗斯山顶端，可乘电缆车或沿街道两旁的

楼梯步行到达。

●电报山（Telegraph Hill）电报山是旧金山七座主要

山丘之一，从山顶观景台科伊特

塔可全方位俯瞰整个城市的壮

观景色。科伊特塔基座墙壁上的

壁画反映出美国大萧条时代的

生活场景，这些作品可明显看出

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的画风影响。

●市场街南/海滨大道-滨水区（South of Market/

Embarcadero-Waterfront）市场街南，也称“SoMa”。在过

去短短几年已成为美食餐厅、博物馆、实验剧院、夜总会、

艺术中心和购物中心聚集的时髦区域。这里最重要的景点是

现代艺术博物馆，香草艺术中心和当代犹太艺术博物馆。

●Embarcadero 海滨大道:Embarcadero 海滨大道沿水畔

而建，两旁饰有耸入云天的棕

榈树。这里可看到美丽的湾景、

海湾大桥和城市风貌。旧金山

巨人棒球队之家——AT＆T 棒

球场, 位于海滨大道南端。著

名的“F线”街车，采用古董式设计，色彩多样，怀旧气息

浓郁，街车沿 Embarcadero 连接渔人码头和市场街。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sfMoma.jpg
http://www.ybca.org/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jewishMuseum.jpg
http://sanfrancisco.giants.mlb.com/


40

●恶魔岛（Alcatraz Island）:恶魔岛是金门休闲娱乐

区的一部分，每年吸引几百万游人

观光。游览这里的唯一方法是乘坐

33 号码头的恶魔岛游船。游船有多

种游览选择，每天有许多航次，从

上午 9点直到下午。由于岛上经常下雾，冷而多风，建议您

穿舒适的鞋和保暖的外套。导游服务有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

语言选择。夏季游客集中，买票的队伍也较长，建议您最好

提前打电话用信用卡购票。购票电话：415-981-7625。您也

可以在恶魔岛游船网站购票。

●渔人码头（Fisherman's Wharf）：是旧金山最受游客

青睐的去处，有大量的旅游景点、

海鲜餐厅和购物中心，如 39 号码

头 Ghirardelli 广场, 罐头厂购

物中心。这里有美丽壮观的旧金山

湾景，各类游览项目、海湾游船以

及蜡像馆和海湾水族馆。渔人码头一带的街道两旁来自世界

各地的游客熙熙攘攘，常有丰富有趣的露天表演。

●北滩（North Beach）：这个生机勃勃的意大利区紧邻

金融区、唐人街和渔人码头，是本地人最喜爱的聚会地点，

也是“垮掉的一代”艺术家的摇篮。当年，艺术家们时常在

哥伦布街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书店聚会。北滩有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alcatrazBayCruise.jpg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pier39.jpg
http://www.ghirardellisq.com/
http://www.thecannery.com/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waxMuseum.jpg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aquariumOfTheBa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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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极棒的意大利餐厅和露天咖啡厅。附近的百老汇街是城

市的夜生活中心。

●唐人街 （China Town）：美国规模最大、最具特色的

唐人街，位于旧金山市中心地带，

覆盖 24 个街区。该区格兰特街

（Grant）上有著名的龙雕牌楼作

为唐人街的标志，沿线的特色店

铺和餐馆林立，与之平行的士多顿（Stockton）街有各色中

国食品超市、海鲜和肉食店、中草药店和各地风味的中餐馆。

●诺布山-金融区（Nob Hill-Financial District）诺

布山一带因七座著名的小山而闻名，有美丽壮观的金融区和

海湾景色。旧金山最负盛名的一些酒店也坐落在这一优雅区

域，著名的恩典天主教堂（Grace Cathedral）也在附近，

仿照巴黎圣母院而建。电缆车博物馆也是不可错过的景点。

加利福尼亚州街从诺布山顶一直向下延伸到金融区，旧金山

著名的摩天大楼，如美国银行、泛美大厦和 Embarcadero 中

心都聚集于此。 轮渡大厦位于市场街尽头，是连接旧金山

和湾区各地的轮渡终点站。这里有

湾区著名的农夫市场、美食店、咖

啡馆和餐厅。直到 30 年代后期，轮

渡大厦一直是进出旧金山的主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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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大厦 240 英尺高的钟楼，仿照 12 世纪的塞维利亚钟楼

而建，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是旧金山海滨的地标建筑。

●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金门公园是世界最大

的城市公园之一，园内皆为人造景观。全园 5公里长，1公

里宽，与太平洋相接。有令人惊叹的各种植被、树木、充满

异国情调的花园、自行车道、野餐区、湖泊。在中心广场地

带，坐落着迪扬博物馆，加州科学博物馆院和日本茶园。

●联合街/马里那（Union Street/Marina）联合街位于

太平洋高地的优雅住宅区，有许多维多利亚式楼房改建的时

装店、精品店、咖啡馆和餐厅和酒吧——旧金山当地单身雅

皮夜晚常在此地消遣。在金门大桥和恶魔岛的宏伟背景下，

马里那格林区是放风筝、跑步、日光浴、海滨漫步等户外活

动的理想场所。

该区域著名的艺术宫由 20 世纪著名建筑师伯纳德-梅贝

克（Bernard Maybeck）设计。

非同凡响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和

浪漫的人工湖，点染出别具特

色的风韵。艺术宫是 1915 巴拿

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唯一幸存的建筑。这里的展览馆

Exploratorium，是一座科学博物馆，于 1969 年由弗兰克-

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设计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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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旧金山的地标象征。

宏伟壮观的金门大桥是令人叹赏

的工程杰作. 于大萧条时代的

1937 年竣工， 耗资 350 万美元。

金门大桥是一座斜拉索桥，连接

着旧金山市和湾区北部的马林

县。她独特亮丽的橙红色与海峡的自然景色结合得极尽完

美。金门大桥是旧金山湾进入太平洋的唯一通道。

●穆尔森林（Muir Woods）：位于金门大桥以北 20 公

里的塔玛佩斯山下，是旧金山一

带唯一的沿海红杉林区。1908

年宣布为国家保护区，为纪念著

名的自然学家约翰-穆尔而命

名。漫步河畔小径，欣赏 80 多

米高、1000 多年历史的巨树，别有一番情趣。

●蒂伯隆（Tiburon）和天使岛 （Angel Island）蒂伯

隆是旧金山海湾地区最富裕住宅区之一。这座迷人的阳光城

市类似于新英格兰海港渔村，有壮观的湾景、极棒的户外餐

厅和温和的气候。从旧金山乘蓝金游船轮渡半小时即到。从

蒂伯隆乘坐轮渡，片刻可达对面的天使岛。热爱大自然的人

们、自行车运动和远足爱好者对此地情有独钟。这里昔日曾

是移民检查站，可以欣赏到旧金山和湾区的壮丽景色。

http://www.goldengatebridge.org/
http://www.ci.tiburon.ca.us
http://www.chaperon.com/../images/ads/cn/blueNGoldFlee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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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旧金山博物馆

●海湾水族馆（Aquarium of the Bay）主要展示旧金

山海湾及其流域的水生动物保育

工作，范围涵盖东起内华达山脉，

西至太平洋。馆内当地水生动物超

过两万种，分三大展区。展出旧金

山湾多采多姿的动物、幼鱼、游成漩涡状的鯷鱼群，以及河

口重要性的多媒体演示。海湾水族馆全年开放。搭乘观光车

F 线可直达本馆门口。

地址：39 号码头

电话： 415-623-5300

网址： www.aquariumofthebay.org

●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旧金山亚洲艺

术博物馆建于 1966 年，是一座以收

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

博物馆，专门展览由美国富翁爱华

利· 布兰迪(Avery Brundage)捐出

的个人亚洲艺术收藏品。有来自中

国、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各类艺术

珍品 1.5 万多件，作为馆藏重点，收藏在这里的中国瓷器有

2000 多件，玉器 1200 多件，青铜器 800 多件。收藏的中国

http://www.aquariumoftheba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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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

丰富的博物馆，也是目前全美拥有亚洲艺术藏品最多的博物

馆。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和法定假日闭馆。

地址：200 Larkin Street。近市政中心 Civic Center 地

铁站

电话：415-581-3500

网址：www.asianart.org

●电缆车博物馆(Cable Car Museum)展示电缆车的机械

原理和历史故事。除新年、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外，全

年免费开放。

地址：1201 Mason Street

(Washington 夹 Mason Street) 电

话：415-474-1887

网址：www.cablecarmuseum.org

●加州科学博物馆(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新落成的科学博物馆，包括一个水族馆、一个天文馆、一处

热带雨林和绿色动态环保屋顶。开放时间：全年开放。价格：

成人票 34.95 美元，4-11 岁儿童

24.95 美元，老人票、12-17 岁青年

及 18 岁以上学生票 29.95 美元。每

个月的第三个周三免费开放。

http://www.asianart.org/
http://www.cablecar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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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金门公园内 Golden Gate Park - 55 Music

Concourse Dr.

电话： 415-379-8000

网址： www.calacademy.org

●香草艺术中心（Yerba Buena Center for the Arts）

由日本建筑师槙文彦（Fumihiko

Maki）设计，艺术中心画廊和展厅

包括 3个现代艺术画廊、剧院和餐

厅。开放时间：周四至周日开放。

价格：成人票 10 美元，老人票 8美元，5岁以下儿童免费。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免费开放。

地址： Yerba Buena Gardens - 701 Mission Street

电话： 415-978-2787

网址：www.ybca.org

●当代犹太艺术博物馆 （Contemporary Jewish Museum）

新颖别致的视觉和表演艺术展览，

以现代视角探索犹太文化。开放时

间：周四至周二，周三闭馆。

地址： 736 Mission Street，

3 街和 4 街之间

电话： 415-655-7800

网址： www.thecjm.org

http://www.calacademy.org/
http://www.ybca.org/
http://www.thecj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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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美国西岸规模最大的现当代艺术品展馆，建于

1935 年，旧址在市政中心的退伍军人大楼內，是美国西岸第

一座专门收藏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全美第二大）。1995 年搬

到新址---一栋由瑞士著名建筑师马里奥·波塔（Mario

Botta）所设计的现代化建筑，

最突出的特征是一个高 38 公

尺的圆柱形斑马纹大天窗，光

线可直接由楼顶照射到底楼，

采光良好。它标新立异的外

形，不但彰显旧金山的艺术精神，也成为全世界摄影师追逐

的目标，是旧金山市政府斥资 6000 万美元盖成的心血结晶。

馆內收藏着二十世纪具代表性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如

“野兽派”法国画家马蒂斯（Henri Matisse）、“普普画派”

的美国画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 ）、墨西哥女画家弗

莉妲·卡荷洛（Frida Kahlo）等，另还收藏如名画家理查·

狄班孔（Richard Diebenkorn）等加州本地杰出画家的画作。

开放时间:每周三闭馆。

地址：151 Third Street（Mission Street 街角）

电话： 415-357-4000

网址： www.sfmoma.org

http://www.sfmo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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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军团美术馆（Legion of Honor）：1924 年完工，

主要收藏古代和欧洲艺术品，收藏

跨度 4000 年，原为纪念一战中阵亡

士兵而建，现已成为旧金山重要艺

术博物馆，馆藏罗丹“思想者”等

雕塑及绘画作品。开放时间：周二

至周日开放，周一及法定假日闭馆。

地址： 林肯公园内 Lincoln Park - 100 34th Ave，

电话： 415-750-3600

网址： www.famsf.org/legion

●迪扬博物馆（De Young Museum）位于旧金山金门公

园内，博物馆始建于 1895 年，历经两次大地震和数次修筑、

扩建。博物馆共分两层，6大展区

收藏了美国、印第安、非洲、几内

亚和大洋州的近代文化艺术作品，

包括绘画、雕塑、摄影、工艺、家

俱和纺织品等共计 2.5 万件展品。登上顶层可以俯瞰旧金山

市全貌。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及法定假日闭

馆。

地址：50 Hagiwara Tea Garden Drive

电话： 415-750-3600

网址：www.famsf.org/deyoung

http://www.famsf.org/legion
http://www.famsf.org/de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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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像馆（Wax Museum）著名人物蜡像雕塑展，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开放时间：每日早 9：00 至晚 10：00 开放。

地址： 145 Jefferson Street

电话： 415-202-0402

网址： www.waxmuseum.com

4、加州及周边风景名胜

●太浩湖（Lake Tahoe）：是印第安语中大湖之意，位于

加州与内华达州之间，距离旧金山

190 英里，自旧金山驾车 3小时即

到。湖岸 72 英里长。太浩湖四周

由山峰环抱，湖水澄净湛蓝，冬天

是绝佳的滑雪去处。最大的 Squaw Valley 滑雪场就在太浩

湖北边，曾是 1960 年冬奥会举办场。驾车环游太浩湖，不

用门票。

太浩湖官方网站：http://www.visitinglaketahoe.com/

●十七英里（17-mile Drive）和卡梅尔小镇（Camel）：

“十七英里”地处加州蒙特瑞（Monterey），是美国著名观

光景点之一，被评为全美三大最佳驾车风景路线。从旧金山

出发，沿着加州 1号公路往南，驱车 2小时便到。

http://www.waxmuseum.com/
http://www.chinesetravelers.com/California/california.htm
http://www.chinesetravelers.com/Nevada/nevada.htm
http://www.visitinglaketaho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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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英里”实际是条围绕着著名的卵石滩度假区的环

状道路，西侧和南侧紧邻太平洋，东侧则穿越代尔蒙特杉树

林（Del Monte Forest）。“十七英里”因其绝美的海岸风光、

举世闻名的高尔夫球场、庭院深深的豪宅，历久不衰、百看

不厌。它最大的特别之处，在于沿着太平洋的这一大块海岸

线，全为私人所有，因此又堪称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私家海岸。

它是全美九条收费的私有道路之

一，每辆车收费 10 美元。“十七

英里”一共有 21 个景点，最好看

的几个要属观鸟岩（Bird Rock），

孤柏（Lonely Cypress），魔鬼树

（Ghost Tree），以及著名的圆石滩高尔夫球场（Pebble

Beach）。

从“十七英里”南门出来，马上就会进入卡梅尔（Camel）

小镇。小镇整个风格是西班牙式，

仿佛童话一般。小镇充满了艺术气

息，满街遍布画廊和古董、名品店，

是艺术爱好者淘宝的圣地。这里的

艺术品位很传统古典，不是那么的

前卫先锋。若走马观花，半天就可逛遍小镇。徜徉在安静而

典雅的艺术街市，那种奢侈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享受。

“十七英里”官方网站：http://www.pebblebeach.com/

http://www.pebblebe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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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点(Mystery Spot)加州圣克鲁斯（Santa Cruz）

小镇附近，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地

方被称为神秘点，这就是传说中

世界上两大万有引力定律不成立

的地方。在这里，指南针会失灵，

瞬间人能变高变矮，水往高处流、球往高处跑，人上坡轻松、

下坡吃力，相当的不可思议，这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是独一

无二的。

地址：465 Mystery Spot Road, Santa Cruz, California

95065，距旧金山 72 英里，开车 1小时 20 分钟。全年开放，

如果节假日去，最好通过其官方网站：

http://www.mysteryspot.com 或电话 831-423-8897 预订，

以免到景点后没有门票可售。从神秘点出来，可直奔圣克鲁

斯镇，该镇一直是美国海滨经典旅游胜地。

●优山美地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

Yosemite 是印第安语“灰熊出没的地

方”之意，中文译为“优山美地”可

谓传神。是美国西部和加州的标志，

与大峡谷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齐

名，是美国西部最美丽、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之一。1864

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公告，优山美地区域被划为第一座州立公

园，1890 年改为国家公园，1984 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http://www.mystery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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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山美地分为四个景区，优山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

瓦沃纳（Wawona）、图奥勒米草甸（Tuolumne Meadows）、 赫

奇赫奇（Hetch Hetchy）。前两个景区最热门。

优山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是整个公园的精华

所在，主要景点包括半圆丘（Half Dome）、船长岩（El

Capitan）、优山美地瀑布（Yosemite Falls）、新娘面纱瀑

布（Bridalveil Falls）、内华达瀑布（Nevada Falls）、缎

带瀑布（Ribbon Falls）、冰川点（Glacier Point）、镜湖

（Mirror Lake）等，其中船长岩是地球上最大的花岗岩独

石，优山美地瀑布是北美最长、世界排名第五的瀑布。

半圆丘（Half Dome）是优山

美地标志性景物，攀登半圆丘被称

为“优山美地远足极限”。这条徒

步路线（Trail）全程（往返）约

16 英里，通常往返需要大约 10 个小时。星期五至星期天登

半圆丘都必须提前申请许可证，通常要提前几个月申请。

通往冰川点（Glacier Point）的道路通常仅在 7月至

10 月间开放。冰川点有一块非常有

名的岩石叫 Overhanging rock，是

一块伸出悬崖的石头，就像是鹰

嘴，不少著名的照片上都有惊人表

演，其中一张是将一辆车开到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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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冰川点往下面的峡谷望去就像是在高楼的阳台上俯

瞰，从山谷下仰视的半圆丘在这里已经是平起平坐。面向优

山美地山谷, 或者远眺连绵数英里的群山，这大概是美国最

壮观景色了，这个位置孕育了很多美国的摄影大师。

瓦沃纳（Wawona）在公园的南门，主要是森林大树。最

有名的景点就是蝴蝶森林

（Mariposa Grove），这里有世界

上存量最大的巨型红杉树，高耸

的杉树是另一个时代的纪念，它

们是地球上第二古老的生物，仅次于狐尾松。

图奥勒米草甸（Tuolumne Meadows）是公园中最有特色

的一块宝地，行云流水般的广袤草原，环绕着内华达山脉的

群峰，可爱的图奥勒米河（Tuolumne River）从中穿过。这

里人少幽静，在公园的东门。通往图奥勒米草甸的道路 Tioga

Pass Road 每年大约 6月至 10 月开放。

梦娜湖（Mono Lake）形成于 70 万年前，是火山活动的

产物，是北美著名的内陆高盐、高碱的咸水湖，由于湖水的

盐浓度是普通海水的 2.5 倍而赢得

“加州死海”的头衔。梦娜湖最奇

异的景观是一座座耸立在湖面的

钙华塔（tufa），是众多摄影人乐

而忘返的美妙去处。观看钙华塔最佳地点不是在梦娜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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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而是在 South Tufa 景点，详见网站说明：

http://www.monolake.org/visit/southtuf

赫奇赫奇（Hetch Hetchy）在公园的西北大门，主要景

观是 Tueeulala Fall 等大大小小多个瀑布以及为旧金山提

供城市用水的大水库。很多自然学家，摄影家都认为赫奇赫

奇更美丽，因为优美的图奥勒米河从中流过。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yose/index.htm。

●加州一号公路（CA 1）加州

一号公路从北至南连接着旧金山与

洛杉矶，沿着西海岸蜿蜒前进，全

长超过 600 英里。由于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它的一边是碧波万顷的太平洋，一边则是陡峭高

耸的悬崖山脉，风景美不胜收，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条

公路。开车走加州一号公路，是一种享受，一种洗礼，一种

浪漫，一种人、海与阳光的融合。

●大苏尔（Big Sur）穿过“十七英里”和卡梅尔小镇，

继续沿加州一号公路南下，就到了

大苏尔风景区。大苏尔是美国《国

家地理杂志》选出的一生中不可错

过的 50 个旅游胜地之一，美国西

部入选的自然景观就只有大峡谷

http://www.monolake.org/visit/southtuf
http://www.nps.gov/yos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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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Canyon）和此地。在 2008 年 Tripadvisor 上，它

是全美排名第二的旅游目的地。

一般说起大苏尔，并不是指一号公路途中位于丛林里的

Big Sur 小镇，而是指从卡梅尔到圣西门（San Simeon）之

间大约 90 英里的盘山海岸公路，沿途独特海岸景色被称为

世界上最令人心碎的美丽。其中

有两个景点相当著名，一个是卡

梅尔往南 13.3 英里的 Bixby

Creek Bridge，建于 1932 年的

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拱桥，桥边两侧的风景非常动人。

第二个就是 Julia Pfeiffer Burns State Park，海岸巨岩

落在海滩上的 McWay Creek 瀑布，美妙景色常常被印在各式

月历、风景图集上。

官方网站：http://www.bigsurcalifornia.org/

●菲弗沙滩（Pfeiffer Beach）菲弗沙滩位于大苏尔中

心地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彩色”沙滩，被列为“全球六

大彩色沙滩”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含锰沙粒，往往会呈现

出深浅不一的紫色，它们与普通的黄、白色沙粒混合在一起，

在沙滩上调出了奇妙斑斓的色彩。

菲弗沙滩入口处没有标识，很不容易找到，开车稍不留

神就会错过。没有标识的原因，是当地人担心慕名而来的人

多了会影响周边环境，不允许此处设置标识。

http://www.bigsurcaliforn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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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氏古堡（Hearst Castle）

坐落在圣西门山顶，始建于 1919 年，

耗时 28 年。这座西班牙式的豪宅是

美国唯一的古堡，也是美国第二大的

私人住宅。官邸的主人是美国媒体大

亨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

事业顶峰期间，他曾经拥有 26 家报纸、13 家杂志、8家电

台和两个电影制片公司。赫氏古堡有 4条参观线路，夏季和

冬季、周末和平时的开放时间不一样，详情可查阅其官方网

站：http://www.hearstcastle.org/

●丹麦村（Solvang）丹麦村是圣巴巴拉县（Santa

Barbara County）的一座小城，一

个闻名世界的世外桃源，一个北欧

风光的纯朴小镇。丹麦村的英文名

为 Solvang，原意是阳光灿烂的地

方。这里有图画般的丹麦式建筑、

丹麦风车、丹麦食品、葡萄酒及丹麦特色工艺品。

小镇有一座安徒生博物馆。博物馆中，陈列了安徒生故

居的模型和其它与安徒生生平有关的展品。在博物馆外面的

街心花园，摆放着安徒生的半身塑像。不远的地方，是那座

与哥本哈根海边的小美人鱼相仿的美人鱼塑像。

官方旅游网站：http://www.solvangusa.com/。

http://www.hearstcastle.org/
http://www.solvang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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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从丹麦村出来后，驱

车 45 分钟即可抵达圣塔芭芭拉，

这里被人们誉为“美国的里维埃

拉”，以其田园式的气候、西班牙

风格的建筑、令人惊叹的山脉、溪

谷和海滩闻名遐迩。建于 1929 年的 County Courthouse 法

院大厦，是北美独有的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巅峰之作，从塔

楼上可俯瞰市景。

官方网站：http://www.santabarbaraca.gov/Visitor/

●拉斯维加斯（Las Vegas）拉斯维加斯是内华达州的最

大城市，以博彩业为中心的庞大的旅游、

购物、度假产业而著名，是世界知名的

度假圣地之一。最繁荣的街道叫长街

（the Strip），又称拉斯维加斯大道。

这里汇集了最豪华的酒店，赌场，餐馆

与购物场所，是拉斯维加斯的灵魂与象

征。拉斯维加斯的表演并不都需要收费，大多数酒店都希望

通过免费表演吸引游客，比如米高梅大酒店的狮子园，凯撒

宫的争夺亚特兰提斯表演等。最著名的三项表演：

海市蜃楼(MIRAGE)：火山喷发，最早每晚 6点起(夏季 8

点起)至午夜 12 点每小时整点喷发一次。

http://www.santabarbaraca.gov/Visitor/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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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乐宫(BELLAGIO)：音乐喷泉，平日下午 3点至 8点每

半小时表演一次，8点至午夜 12

点每 15 分钟一次；周末中午 12 点

至晚 8点每半小时表演一次，8点

至午夜 12 点每 15 分钟一次。

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原先的海盗船表演中的官

兵与海盗现在已经改成了美女（海妖）与海盗，增加了劲舞

部分。每晚 7点起，每隔 1.5 小时上演一场，共演四场。

此外，拉斯维加斯旧城区的

弗雷蒙特街（Fremont Street）步

行区上建有全世界最大的天幕

（Viva Vision）显示屏，约有四

个街区大。每天夜幕降临后，天幕便开始闪耀，带给游客最

惊喜的拉斯维加斯体验。

官方旅游网站：www.lasvegasnevada.gov/Visitor/

●雷诺（Reno）雷诺距离太浩湖仅 40 分钟路程，位于

内华达州北部，是内华达州的第二大城市，被誉为“世界上

最大的小城市”（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这

里一切设施应有尽有，美国人称

之为“真正的城市”（real town）。

雷诺的天空比任何地方都清澈湛蓝，一年几乎有 320 天都是

http://www.lasvegasnevada.gov/Visitor/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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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好天气，所以雷诺被评为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十大城市

之一。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Olympic National Park）位于华

盛顿州西北角，三面环海，距西雅

图约 2-3 个小时车程。公园占地面

积惊人，约 3700 平方公里。园内景

色丰富多样，集大雪山，温带雨林，

太平洋海岸等环境各异的生态圈于一园，是不可多得的自然

课堂和度假胜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物圈保护区，被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地址：3002 Mount Angeles Road, Port Angeles, WA

98362。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olym/index.htm。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

位于华盛顿州西部，西雅图的南

面，离西雅图约两小时车程。面

积 980 平方公里，拥有除阿拉斯

加以外最大的单一冰川以及最大

的冰川系统。公园内的雷尼尔山

是美国最高最雄伟的火山，海拔 4323 米，是华盛顿州的地

标，同时也是美国登山队的主要训练场所。雷尼尔山的山顶

终年冰封积雪，山腹的草原地带，每到七八月间，冰雪融化、

http://www.nps.gov/olym/index.htm
http://www.baike.com/wiki/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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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满山，宛若一片美丽的花园。山麓下则是一大片绵亘的

原始森林，湖泊、瀑布错落其间，有不少冒汽的岩洞和温泉。

地址：55210 238th Avenue East，Ashford, WA 98304。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mora/index.htm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位

于俄勒冈州西南部，面积 740 平方

公里，是俄勒冈州内唯一的国家公

园。湖深约 589 米，是美国最深最

蓝的湖泊。清澈的湖水完全来自雨

水和雪水的补充，湖水靛蓝凝重，令人叹为观止。这里的景

致鬼斧神工，四周有峰峦叠嶂的壮丽风景，几乎可与美国的

大峡谷相媲美。除了火山口湖之外，该公园的特色是其丰富

的火山活动地质景观。每年参观的游客人数在 40 万人左右。

夏天是游览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的最佳季节。

地址：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Crater Lake, OR

97604。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crla/index.htm。

四、洛杉矶及北马里亚纳群岛

1、洛杉矶地区简介

洛杉矶位于美国加州南部，东、北面环山，西濒太平洋。

气候干燥，四季阳光充沛，平均日照时间达 325 天，终年无

http://www.nps.gov/mora/index.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1.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俄勒岡州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火山
http://www.nps.gov/crl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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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冻，年平均气温 19 度。全年约有 35 天下雨，主要在冬季，

年平均降雨量为 319 毫米。

大洛杉矶地区（洛杉矶城市圈）包括 88 个大小城镇，

总面积 10,567 平方公里，总人口

达 1000 万，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

第二大城市圈。洛杉矶城市布局

分散，起伏不平的山丘把城市分割成了若干部分，为区域组

合性城市。

洛杉矶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工

业城市和海港，工业主要有飞机制

造业、石油工业和电影制片业， 洛

杉矶海港是美国太平洋沿岸最大的

港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国

公民选择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的人数超过美国的其他空

港。

洛杉矶是一个移民城市，除西裔移民以外，华裔、韩裔、

日裔等亚裔移民在市内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较高。据 2005

年 1 月的统计，华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为 112 万人，占

全州总人口的 3.31%，是全美国华人总数最多、比例最大的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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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洛杉矶市区风景名胜：洛杉矶市区和周边风景名胜

繁多，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大学、游乐场和海滩，娱乐活

动丰富多彩，气候宜人，是颇具魅力的旅游胜地。主要的景

点有：美国电影的摇篮好莱坞

（ Hollywood ）、 星 光 大 道

（Hollywood Walk of Fame）、中

国剧院（TCL Chinese Theatre）

和举办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的杜比剧院（ Dolby Theatre）;

迪士尼乐园（Disneyland Park）、电影主题的乐园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有“全世界最尊贵住宅区”称号的

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象征

好莱坞名流文化的标志符号的日落

大道（Sunset Boulevard）、北美最

大的都市公园格利菲斯公园（Griffith Park）及观赏洛杉

矶 夜 景 最 佳 位 置 的 格 利 菲 斯 天 文 台 （ Griffith

Observatory）；洛杉矶最为人熟知的地标建筑洛杉矶市政厅

（Los Angeles City Hall)；世界顶尖的私立综合学术研究

型名校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美国顶尖的公立综合性研究大学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著名的艺术

和建筑完美结合的博物馆盖蒂中心（Getty Center）、洛杉

http://baike.baidu.com/view/49063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41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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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唯一一家专门收藏现代艺术品的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好莱坞蜡

像博物馆（Hollywood Wax Museum）以及 NBA 洛杉矶湖人队

主场斯坦普中心（Staples Center）等。

3、治安情况

洛杉矶地区大部分区域的社会治安良好，但少数区域

（南城）内有组织犯罪现象一直比较严重，经常有无辜人员

死于非命。在洛杉矶旅行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请随时关注城市的治安情况，注意媒体报道，时刻保

持警惕，避免前往治安状况比较差的地方；

●避免夜间单独、步行外出，特别是前往或经过人烟稀

少、相对僻静的地方；

●避免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更要避免在公开场合暴露

所携带的现金；

●不要将贵重物品或看上去贵重的物品放在无人看守

的汽车里；

●随身携带身份证件的复印件、紧急情况联络人的电话

号码；

●遇到暴力抢劫应保持镇定，避免做无谓的抵抗，因为

多数歹徒拥有枪支；

●紧急情况可拨打 911 电话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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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防地震

洛杉矶处于地震断层地带，经常发生微震。历史上洛杉

矶曾经历过重大的地震灾害。有关地震预防请参考第二部分

“安全防范”中的第四部分“自然灾害防范”。

5、亚利桑那州（Arizona）:被誉为“大峡谷之州（Grand

Canyon State）。位于美国西南部，

地域辽阔，东接新墨西哥州，南与

墨西哥毗连，西隔科罗拉多河与加

利福尼亚州相望。州府凤凰城

(Phoenix)，州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国家公园、国家森林、

野生动物保留地和其他各胜古迹 34 处，主要旅游景区包括

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仙人掌国

家公园(Saguaro National Park)、胡佛大坝（Hoover Dam）、

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鲍威尔湖（Lake Powell）、

羚羊峡谷(Antelope Canyon)、化石林国家公园(Petrified

Forest National Park)、彩色沙漠(The Painted Desert)、

索诺兰沙漠(The Sonoran Desert)、亚利桑那州立博物馆

（Arizona State Museum）等。

●大峡谷国家公园(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位

于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科罗拉多高原，是亚利桑那州最具标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11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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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的自然奇观。每年游客超过 400 万人，是西部最受欢迎

的国家公园之一，它已经和黄石

（ Yellowstone ）、 优 山 美 地

(Yosemite)鼎足而立，成为美国影

响最大、游客最多的三大国家公

园。197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大峡谷全长 443 公里，面积 2724 平方公里。由于科罗

拉多河水数百万年来的侵蚀，河谷地层在结构、软硬上的差

异，致使漫长的峡谷，百态杂陈，有的地方宽展，有的地方

狭隘；有的地方尖如宝塔，有的地方堆如础石；有的如奇峰

兀立，有的如洞穴天成。面对大峡谷，可看到大地起伏、断

裂和切割，数亿年的岩石象书本一样层层堆集在你面前，使

人顿感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的伟大。居高临下，常有一种俯

瞰沙盘的错觉，更令人产生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grca/index.htm

●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位于科罗拉多高原，在

亚利桑那和犹他交界处，属于

印第安纳瓦霍族保留地。是在

科罗拉多高原一个由砂岩形成

的巨型孤峰群区域，其中最大

的孤峰高于谷底约 300 米。虽

然它不是国家公园，其景色却可以和大峡谷等国家公园相妣

http://baike.baidu.com/view/73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4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276.htm
http://www.nps.gov/grca/index.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科羅拉多高原
http://zh.wikipedia.org/wiki/砂岩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孤峰&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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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这里地貌奇特，风景雄伟，多次被作为好莱坞西部电影

的外景和电视广告的背景，是荒凉的美国西部在人们印象中

的标志形象。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便出现在许多媒体中。电

影《阿甘正传》中阿甘跑步停下来的 163 号公路就位于附近，

其他电影包括《碟中谍》、吴宇森导演的《风语者》都曾在

这里取景。

官方网站：http://www.navajonationparks.org/htm/monumentvalley.htm

●鲍威尔湖（Lake Powell）：

位于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之一，是美

国第二大人工湖。占地面积 6.5 万

公顷，170 米深，300 公里长。因

湖岸有各种红色砂岩、石拱、峡谷，在碧蓝湖水的衬托下，

色彩很漂亮，风景独特。已成为美国西南部的主要国家度假

区，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 300 万之多。湖附近有著名

的“摄影家天堂”之称的羚羊谷(Antelope Canyon)和马蹄

弯（Horseshoe bend）。

官方网站：http://www.powellguide.com/

6、从加州南部赴墨西哥旅游注意

事项

●南加州圣迭戈紧临墨西哥北部

http://www.navajonationparks.org/htm/monumentvalley.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446.htm
http://www.powellgu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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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蒂华纳，游客可从圣迭戈驾车经 5号公路向南免检入境

墨西哥，亦可徒步通过美墨边境门免检入境墨西哥，但返美

时程序复杂，美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执法局会严格核验过

关旅客的证件和随身物品。

●请赴墨旅游时随身携带有效证件，如护照、有效美国

签证或绿卡等。护照有效期需 6个月以上，美国签证需符合

有效期和有效入境次数要求。请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如在墨

境内丢失证件则可能无法返美。

●穿越边境时请勿携带猪肉等生鲜动植物制品，携带现

金 1万美元以上须如实填写海关申报单申报。

●赴蒂华纳及墨西哥其他地方旅游时请务必增强自我

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及财物安全。

7、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特别提醒

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位于西北

太平洋，包括塞班岛、罗塔岛和天

宁岛等 14 个岛屿，总面积 477 平

方千米，首府设在塞班岛。北马里

亚纳群岛联邦是美国海外领地，属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

区。因其秀美的自然热带海岛风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

公民选择赴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旅游。请计划赴北马里亚纳

群岛联邦旅行的中国公民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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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境须知

●大陆居民赴北马里亚纳群岛

联邦从事商务和旅游活动，享受免

签证入境和 45 天停留期政策。请确

认护照有效期不少于 6个月并预定

返程机票。请严格遵守停留期规定，

超期停留不仅会影响您下次入境，还可能给您带来不必要的

法律麻烦。

●入境时请遵守美国海关规定并配合接受检查。请详细

了解不得携带入境物品类别并确认未携带违禁品。携带价值

超过 1万美元现金入、出境时，请按规定申报。未按规定申

报的，可能面临现金被扣、罚款甚至被起诉等严重后果。如

因故现金被查扣，请务必记下海关工作人员信息并索要收

据，以作日后索回凭据。

（2）特别提醒

●请将护照等重要证件复印件及家人联系方式留存备

用。

●出行时请随身携带酒店名片、常用联系方式等。避免

携带大量现金，避免深夜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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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大堂、景区、商场等游客聚集地是盗窃多发地带，

请特别留意个人财物。请勿将贵重物品放在无人看守的汽车

内。

●遇暴力抢劫等紧急情况，应保持镇定，不做无谓反抗，

首先保证人身安全。确认安全后，立即拨打 911 电话报警。

●行人出行请走专用道，过马路走人行横道并遵守交通

标示。

●凭国内有效驾照可在当地租赁并驾驶车辆。租车时请

购买必要保险。自驾车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请注意，当地

大部分路段限速为 35 英里（约 56 公里）每小时；当学校大

巴停车上下乘客时，其前后车辆须停车等候，不得超车。

●美国法律严禁 21 周岁以下人员购买、饮用酒精饮料。

●遇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切勿采取过激行为维权。可

通过旅行社等与对方交涉，必要时，可请马里亚纳观光局协

调处理。

●游览过程中，服从导游和景点管理人员安排，不前往

未开发或有禁止入内标示的区域。前往蓝洞（The Grotto）、

禁断岛（Forbidden Island）等处参加水上活动时，务必安

排专业人士陪同。

●当地有付服务人员小费的习惯，餐厅服务和出租车司

机等小费标准通常为消费金额的 10%-15%。

●请勿随意触摸儿童。未经允许，请勿随意为他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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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卫生

●当地自来水不宜直接饮用，建议饮用瓶装水。

●如需紧急医疗救护，请拨打 911 电话求助。也可自行

赴就近医院就诊。公立医院收费一般低于私立医院。当地公

立医院为联邦健康中心（Commonwealth Health Center）。

8、常用联系方式

●特殊服务电话

★火、警、急救电话：911

★查号台（英文）：411，

★洛杉矶当地华人工商中文查号台（工作时间

9:30am-6:00pm）：1-626-280-8588

★报时台：853-1212

★气象台：1-213-554-1212

★交通台：1-800-427-7623

●美政府部门电话及网站

★洛杉矶郡警察局（LASD）: 1-323-526-5541，

网站：www.lasd.org

★洛杉矶市警察局（LAPD）：1-877-275-5273，

网站： www.lapdonline.org

★洛杉矶市政府（Los Angeles）：1-213-485-2121

http://sheriff.lacounty.gov/wps/portal/lasd
http://www.lapd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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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盖博市政府（San Gabriel）：1-626-308-2800

★ 蒙 特 利 尔 公 园 市 政 府 (Monterey Park) ：

1-626-307-1338

★阿罕布拉市政府(Alhambra)：1-626-570-5007

★天普市政府(Temple)：1-626-285-2171

★柔似蜜市政府(Rosemead)：1-626-288-6671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电话 1-310-646-5252，

网站：www.lawa.org

★洛杉矶公交系统：电话：1-800-266-6883，

网站：www.mta.net

★洛杉矶大都会通勤火车：电话：1-800-371-5464，

网站：www.metrolinktrains.com

★ 洛 杉 矶 Foot Hill 公 共 汽 车 公 司 ： 电 话 ：

1-888-629-5992，网站：www.foothilltransit.org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电话：1-800-882-8122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电话：1-626-583-1500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Z)电话：1-310-410-6681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A)电话：1-800-822-2746

★美国航空公司(AA)电话：1-800-433-7300

●洛杉矶郡公立医院电话及网站

★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 电话：1- 310-222-2345，

网站：http://www.ladhs.org/hospitals/index.htm

http://www.lawa.org/welcomelax.aspx
http://www.mta.net/
http://www.metrolinktrains.com/
http://www.foothilltransit.org/
http://dhs.lacounty.gov/wps/portal/d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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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 + USC Medical Center：电话：1- 323-226-2622，

网站：http://www.ladhs.org/hospitals/index.htm

●马里亚纳群岛地区紧急联系电话：

警察局紧急电话：911

警局非紧急情况联系电话：+1-670-664-9001/2

马里亚纳观光局电话：+1-670-664-3200

联邦健康中心电话：+1-670-234-8950

五、芝加哥及中部地区

1、伊利诺伊州

●概况。伊利诺伊州（Illinois）位于美国中部, 北接威

斯康星州，东北濒密歇根湖，东接

印第安纳州，东南邻肯塔基州，西

隔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州和艾奥

瓦州相望。 面积14.6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288万 （2013年），为美国第五人口大州。1834年，

林肯在该州当选州议员后开始其政治生涯，因此伊州被称为

“林肯之地”（Land of Lincoln）。 该州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

明，冬季寒冷，全年降雪期可达半年，夏季较为炎热，南部

http://www.ladhs.org/hospitals/index.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林肯
http://zh.wikipedia.org/wiki/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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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温通常要比北部高。该州冬季平均气温为－6℃，夏季

平均气温为25℃。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最重要的铁路、航空枢纽，

也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文化、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被

称为“风城”（Windy City）的芝加哥既是爵士乐、麦当劳的

发源地，也是美国“母亲路”——66号公路(Route 66)的起点

（位于市内Michigan Avenue和 Adams Street路口）。城市建

筑既充满浓郁的现代气

息，又与自然环境相互融

合，被评为全球最美城市

天际线。芝加哥奥海尔国

际机场（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前往美国中西部的

中国游客使用最多的国际机场，也是全世界客运量第五大机

场，芝加哥每天有直飞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的航班。奥海

尔国际机场位于市中心西北约 28公里，自驾车或乘坐出租

车（约 50美元）、蓝线地铁（CTABlue Line，5美元）、机场

快线巴士（约 30美元）等均可前往市区。

●风景名胜

芝加哥市。市内及周边有众多著名旅游景点，全市有40

多家博物馆、200多家剧院和7300多家餐厅。登上全美第二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2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1762.htm


74

高的威利斯大厦（Willis Tower）或是芝加哥第四高的汉考克

大厦（John Hancock Center），均可一揽芝加哥市区全景风光。

密歇根大道（Michigan Avenue）荟萃全球各著名品牌、

特色酒店和餐馆，被誉为“壮丽一英里”（Manificent One

Mile）。海军码头（Navy Pier）游人如织，各种文化娱乐和餐

饮服务设施齐全，夏季周末还可观

赏壮观的礼花燃放。千禧公园

（Millennium Park）内的不锈钢云

门（蚕豆形状）成为芝加哥极具代

表性的景观。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是当今世

界最大自然历史类博物馆之一，每年吸

引200多万游客到访，其中的“中国馆”

预计于2015年对外开放。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是全美第二大艺术博物馆。芝加哥唐人街位列全美

十大唐人街第三，是品尝中餐美食、采购中式商品、感受中

华文化的好去处。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Brookfield Zoo）建

于1934年，很多动物观赏区规模在全美名列前茅。白金汉喷

泉（Buckingham Memorial Fountain）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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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市区内的阿德勒天文馆（Adler Planetarium）、林

肯公园（Lincoln Park）、橡树街

沙滩（Oak Street Beach），郊区的

科技工业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植物园

（Chicago Botanic Garden）、六面旗主题公园（Six Flags Great

America）、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芝加哥公牛

队主场美联航中心（United Center）、海明威幼年故居（Ernest

Hemingway Boyhood Home in Oak Park）也是不错的去处。

来芝加哥的游客可考虑购买城市游览通票（Chicago City

Pass）,以较优惠的价格游览威利斯大厦、菲尔德博物馆等市

区5个主要景点。

每年5-11月，游客可选择

在市内密歇根大街上的芝加

哥河畔搭乘游船，观赏芝加哥

市容和密歇根湖景色。市内全年（恶劣天气及圣诞节、感恩

节除外）有付费观光游览车（Hop on Hop off tour），游客可

选择市区或周边的多条游览线路。

伊利诺伊州其他地区。伊州州府春田市（Springfield）的

老议会大楼、林肯博物馆、林肯故居等吸引众多游人前往参

观。该市的华盛顿公园是美国国家历史景观，内有植物园、

玫瑰园、音乐厅等景点。州内拥有众多公园、森林、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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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区和保留区。岫尼国家森林公园（Shawnee National

Forest）、饿岩州立公园（Starved

Rock State Park）山水相间，景

色秀美。

●安全提醒。请该州中国公

民注意天气预报，确保联系方式畅通，在开展登山、游泳等

户外运动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在人员拥挤区域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妥善保管好

个人财物及护照。驾车游玩时请将车辆停放在正规停车场，

车上不要放置财物。正规出租车时均在车身和车顶和醒目标

志，车牌号以 TX结尾，车内设有计价器，请勿选择非正规

出租车。

芝加哥市中心治安状况良好，但尽量避免去市区外不熟

悉的区域。

2、密歇根州

● 概 况 。 密 歇 根 州

（Michigan），位于五大湖地区，

北接苏必利尔湖、东临休伦湖、西

靠密歇根湖。面积约25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990万（2013年）。密歇根州水网密布，有超过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五大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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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内陆湖，拥有仅次于阿拉斯加州的全美第二长的水岸

线。该州属大陆型气候，北部地区气候变化较大，夏季时间

短，冬季天气严寒。南部气候较温和，但夏季时有雷暴雨。

1月和7月平均气温分别为 -7℃和21℃。

底特律是密歇根州最大城市，

也是现代汽车工业的发源地。底特

律机场为北美主要客运机场之一，

有直飞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的航

班，机场有多家租车公司可供选择。

当地交通发达，Amtrak铁路、灰狗汽车公司每天有往返芝加

哥的车次。

●风景名胜。密歇根州的旅游业发达，旅游景点众多，

拥有全美最大的州立公园系统。该州的红叶景色在北美享有

盛名，每年9月底至10月中旬间

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其中密歇

根 北 部 的 画 岩 国 家 公 园

（ Pictured Rock National

Park）、野猪山州立公园

（Porcupine Mountain Wilderness State Park）是比较理想的赏

红叶地点。

该州中部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旅游设施一应俱

全，周边有著名的睡熊沙丘国家公园(Sleeping Bear Dune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898.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阿拉斯加州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特拉佛斯城&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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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ark)，可观赏壮丽的密歇根景色。麦基诺岛

（Mackinac Island）位于密歇

根州东北部的休伦湖中，被国

内游客称为“蓬莱仙岛”，至今

仍保持着十八世纪的古朴风

貌，岛上交通工具为马车和自

行车，不允许机动车辆通行。

●安全提醒：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确

保联系方式畅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进行游泳、登山等

户外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

每年夏秋季节，当地游客众多，车流量大。冬季降雪较

多，道路易积雪结冰。到此游玩的中国公民在驾车时请严格

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密歇根州加油站销售以 E开头的乙醇汽油（如乙醇含量

85%的 E85油品），此类油品只能供少数特定车型使用，其他

车型加入后会导致无法行驶等问题。请在加油前确保选择正

确油品。

3、印第安纳州

●概况。印第安纳州（Indiana），位于美国中西部中心, 西

北濒密歇根湖,南滨俄亥俄河，面积约9.4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麦基诺岛&action=edit&redlink=1
http://baike.baidu.com/view/687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5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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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万（2013年）。印第安纳州四季气候分明，冬季寒冷干燥，

降雪较多，夏季炎热潮湿，1月和

7月平均气温分别为-2℃和24℃。

该州交通发达，被称为“美国的十

字路口”有8条主要高速公路、1

万多公里铁路干线和130座机场，与20多个主要大城市仅有

半天的车程。印第安纳州的州府和最大城市是印第安纳波利

斯，也是美国第二大州府。Amtrak铁路、灰狗大巴和Megabus

每天有开往芝加哥等地的车次。

印第安纳州体育产业发达，其中有橄榄球队——印第安

纳波利斯小马队，NBA篮球队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等。印

第安纳波利斯500赛车大奖赛

（Indianapolis 500）在世界上

享有盛誉，每年吸引数十万观众观看。

●风景名胜。印第安纳意为印第安人的土地，位于该州

西南埃文斯维尔附近的 Angel Mounds State Historic Site是美

国保存最好的印第安人遗迹之一。胡希尔国家森林（Hoosier

National Forest）位于贝德佛（Bedford）附近，占地约7.6万

公顷。印第安纳沙丘滨湖国家公园（Indiana Dunes National

Lakeshore）吸引众多游人到此休闲度假。该州拥有数十座州

立公园，如怀特河州立公园（White River State Park）。印第

http://zh.wikipedia.org/wiki/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
http://zh.wikipedia.org/wiki/印第安纳步行者
http://zh.wikipedia.org/wiki/埃文斯維爾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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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州内有超过一千个湖泊，可供开展划船、皮划艇等水上

运动。

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是世界上最大的

儿童博物馆，展馆面积超过4.2

万平米，年参观人数约120万人

次。2014年5月起，该博物馆举

办为期3年半的“带我去中国”主题展。

●安全提醒。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确

保联系方式畅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进行游泳、登山等

户外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

当地冬季降雪较多，道路易积雪结冰。到此游玩的中国

公民在驾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如遇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切勿贸然

驾车行驶。

4、威斯康星州

●概况：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WI），位于美国中北

部，西北濒苏必利尔湖，东临密

歇根湖，面积14.5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572.6万（2013年)。该州

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季

较热，冬季寒冷。1月平均气温为-12℃至-6℃，7月平均气温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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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至南为19℃—22℃。该州是美国花旗参的主要产地和美

国主要的乳制品生产基地。

密尔沃基(Milwaukee)是该州最大的城市和美国第22大

城市，拥有全美第二大啤酒公司

——米勒啤酒公司（Miller）和哈

雷 摩 托 车 博 物 馆 （ Harley

Davidson Museum）。麦迪逊市为

该州首府，在美享有宜居城市、

最适合步行的城市、最环保的城市等美誉，也是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校区所在地。该市的威斯康星州议会大楼为全

美第二高议会大楼。

●风景名胜：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生态旅游的佼佼者，它

的绿色旅游项目（Travel Green Wisconsin）在全美成为典范。

该州东北部门县（ Door

County）以其迷人的自然景色、

独特的北欧文化气息成为著名

旅游景区。威斯康星戴尔斯

（The Wisconsin Dells）水上旅游休闲设施众多，被誉为“世

界水上公园之都 ”。岩石上的宾馆（ the House on the

Rock near Spring Green）、马戏世界博物馆（Circus World

Museum in Baraboo）也在美国富有知名度。

该州每年都举办为数众多的节庆活动，其中每年6—7月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67.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e_on_the_Rock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ring_Green,_Wiscons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rcus_World_Museum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aboo,_Wisconsin


82

举办的夏日节（Summer Fest)吸引近百万人参加，曾被吉尼

斯世界纪录评为“全世界最大

的音乐节”。每年7、8月间举

办的奥什克什 EAA 航空展

（Oshkosh EAAAirshow）规

模在全美名列前茅，空客

A380、波音747等各类飞机参加过该活动。

●安全提醒： 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

确保联系方式畅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进行游泳、登山

等户外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

当地夏季有时可能出现龙卷风和暴风雨，冬季有时降雪

较多。请当地中国公民及时关注天气状况，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确保联系方式畅通。在驾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

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如遇暴雪、暴雨等

极端天气，切勿贸然驾车行驶。

5、明尼苏达州

●概况。明尼苏达州（Minnesota,

MN）是美国中西部面积最大的州，

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42万

（2013年）。因该州境内有美国大陆

的最北点（北纬49度23分）和1.18万个湖泊，又被称为“北星

http://zh.wikipedia.org/wiki/美国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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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州”、“万湖之州”。该州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长夏

短，冬季寒冷。1月和7月平均气温分别为-7℃和21℃。财富

500强中的21家公司的总部位于明州，包括百思买（BestBuy)、

General Mills (旗下有很多食品品牌，包括哈根达斯)、3M、

United Health Group、Ameripise、荷美尔（Hormel Foods)、US

Bank、Target等。

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它东与州府圣保罗市（St.Paul.）

隔河相望，组成密西西比河上著

名的“双子城”。在历年全美宜居

城市评比中，“双子城”都榜上有

名。“双子城”地区每天有开往芝

加哥的火车和灰狗汽车，Metro Transit公共交通系统提供市

内及双城两地间的公交服务，价格便宜。

●风景名胜：“双子城”内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尼科莱大道（Nicollet Avenue）、圣保罗大教堂

（Cathedral of St.Paul）是主要旅

游景点。明尼阿波利斯市文化表演

场所众多，是全美第三大文化演出

市场。市中心各大楼间有封闭的玻

璃空中走廊相连供行人行走，被称

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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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Skyway），总长13公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行天桥

系统。位于机场附近的美国购

物中心（Mall of America）有

400多家商店，12000多名服务

员，规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每年有近4000万人次到访。每

年1月和8月，明尼苏达要在圣保罗市举办冬日嘉年华和明州

嘉年华，参加人数约占全州人口的34%，规模在全美仅次于

得克萨斯州嘉年华。

明尼苏达州水上运动和冰雪运动产业发达，滑水（Water

Skiing）运动就发源于此。伊塔斯湖州立公园（Lake Itasca State

Park）是美国国家历史景观，也是密西西比河的发源地。该

州 还 有 船 夫 国 家 公 园

（Voyageurs National Park）、

齐佩瓦国家森林公园（Chippewa

National Forest Area）等景点。

●安全提醒。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确

保联系方式畅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进行游泳、登山等

户外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

明尼苏达州在冬、夏季有时会出现暴风雪、暴雨、冰雹、

龙卷风等极端天气。请当地中国公民及时关注天气状况，出

行前可拨打511电话了解路况信息，做好安全防护和御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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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恶劣天气时尽量避免出行。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

拨打911求救。

6、艾奥瓦州

●概况。艾奥瓦州（IOWA, IA）位于美国中西部境内的

大平原地区，介于密西西比河与

密苏里河之间，面积约14.5万平

方公里，人口约309万人（2013

年）。该州素有“美国粮仓”之称。

当地属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1月和7月平均气

温分别为-9℃和24℃

该州首府得梅因（Des Moines）是当地最大的城市，是

美国肉、蛋、奶主要产地、美国第二大轮胎生产基地，也是

世界第三大保险业中心。市中心有总长度为5.6公里的人行天

桥，为该市特色景观。

●风景名胜。艾奥瓦州最大的州立公园是位于该州西南方

的雷西-凯欧绍卡州立公园（Lacey-Keosauqua State Park），其

它的休闲地区包括大溪（Big

Creek）、麋鹿岩（Elk Rock）等。密

西西比河畔的德比克城建筑别具特

色，当地的鹰点公园（Eagle Point

Park）可俯瞰密西西比河景色，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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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鸟类。密西西比河国家博物馆和水族馆（National

Mississippi River Museum &Aquarium）可了解美国母亲河的

各种生物。艾奥瓦城西北方的阿玛那社区（Amana Colonies）

是一个极富德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

●安全提醒。请当地中国公民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联系方式畅通，谨防因龙卷风、暴

风雨、冰雹和积雪结冰等自然灾害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造成

损失。到此游玩的中国公民在驾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如遇暴雪等极端

天气，切勿驾车在路况不明的区域行驶。

7、堪萨斯州

●概况。堪萨斯州（Kansas, KS）位于美国本土的正中

心。该州北接内布拉斯加州，

南邻俄克拉何马州，西与科罗

拉多州接壤，东与密苏里州相

连,面积21.3万平方公里，人口

约289万（2013年）。堪萨斯州小麦产量居全国之冠，有美国

“粮仓”之称。当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有严冬酷暑，但时间

不长。年平均气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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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奇塔(Wichita)是堪萨斯州最大的城市和制造业中心，

以食品加工、炼油和小型飞机制

造 著 称 ； 其 次 是 堪 萨 斯 城

（Kansas City），是本州东北部

工商业城市，牲畜集散和肉类加

工中心。堪萨斯州内外联系方便，横贯北美大陆铁路和公路

都通过该州。

●风景名胜。著名童话故事《绿野仙踪》的主人公特萝

西原型就住在堪萨斯。威奇塔老城

（Old Cowtown）可以让游客体验

西部风景，当地的赛德维克郡动物

园（Sedgwick County Zoo）和多家

披萨店在全美有名。堪萨斯城市内有数百座精美别致的喷

泉，被誉为“喷泉之都”。 阿比林 (Abilene) 是美国总统艾森

豪威尔幼年成长之地，当地有艾森豪威尔中心（Eisenhower

Center）等景点。弗林特山（Flint Hills）周围有全美著名的

高草生态国家保护区（Tallgrass Prairie National Preserve），可

看到野牦牛等各种动物。

●安全提醒。堪萨斯州时有龙卷风发生，每户居民都筑

有地下室，可以躲避风灾。请在该州的中国公民注意收听收

看天气预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联系方式畅通，谨防

因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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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密苏里州

●概况:密苏里州（Missouri, MO），位于美国中部密西西

比河西岸平原上，面积约18万平方

公里，人口约604万（2013年）。这

里是美国西进运动的起点，也是著

名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乡。密苏里

州属湿润性大陆气候，气候较温和，1月和7月平均气温分别

为1月和7月平均气温分别为-2℃和24℃。

圣路易斯城是密苏里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密西西比河畔

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圣路易斯是全美最大的内

河航运中心和第二大铁路运输的终点站。圣路易斯国际机场

每天有多班飞机飞往全美各地。灰狗汽车公司、Amtrak铁路

每天有开往芝加哥的车次。Metro公司提供当地公交和地铁

运营服务。

●风景名胜。密苏里州一年四季都适宜旅行，这里有

壮观的原始森林、有令人陶醉的沿河公路，这里还是«汤姆·

索亚历险记»故事的发生地。该州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美景

和众多人文景观，有53座州立公园、森林及度假区，其中包

括占地58万公顷的马克·吐温国家森林（Mark Twain National

Forest）、66号公路州立公园（Route 66 State Par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614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title=圣路易斯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title=密苏里州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title=密西西比河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title=工业城市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733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614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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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市的大拱门（the Gateway Arch）、密苏里植物

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都是极具知名度的景点。当地

其他受欢迎的景点还有安郝瑟·

布希酿酒公司（Anheuser Busch

Brewery）、城市博物馆（City Museum）、圣路易斯动物园（St.

Louis Zoo）、西进运动博物馆（Museum of Westward

Expansion）、马克 ·吐温童年故居暨博物馆（Mark Twain

Boyhood Home & Museum）等。

位于密苏里州南部的布兰森（Branson）是美国著名的文

化演出中心，当地76号公路（76 Strip）两侧旅馆、饭店、剧

院 、 娱 乐 公 园 鳞 次 栉 比 。

Baldknobbers Jamboree 是当地最

具人气的音乐和喜剧演出场所，银元

市（Silver Dollar City）则是当地一

座大型游乐园。当地每年都举行众多节庆活动，其中最具影

响力为 10月举行的美国超级烧烤节（American Royal

Barbecue）。

●安全提醒。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确

保联系方式畅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进行游泳、登山等

户外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密苏

里州是龙卷风的多发地之一。建议在此生活、工作、学习或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6142&ss_c=ssc.citiao.link
http://www.baike.com/wiki/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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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中国公民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如遇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请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避免外出。

9、科罗拉多州

●概况:科罗拉多州（Colorado, CO）位于美国西部，落基

山脉东侧，北邻怀俄明州，东靠

堪萨斯州，南接新墨西哥州，西

依犹他州，面积26.9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526.8万（2013年）。科罗

拉多州在《独立宣言》100周年时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被称

为“百年之州”。科州地势起伏大，从东侧平原跃升至西侧

的崇山峻岭，当地有落基山脉最高峰埃尔伯特峰，海拔 4401

米。当地属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每年有 300

天为晴天。1月和 7月平均气温分别为-2℃和 24℃.

州府丹佛（Denver）是科州最大城市，整个大丹佛人口

约为 283万人，占科州总人口的

一半以上。海拔约 1600米，被称

为 1 英里高的城市（Mile High

City）。丹佛是美国西部的交通枢

纽，有 7 条铁路干线、多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丹佛国际机

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曾被评为北美最佳机场，年

旅客流量 5255万人次，每天有直飞欧洲、拉美、亚洲的航

http://baike.baidu.com/view/9802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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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Amtrak铁路每天有开往芝加哥的车次，丹佛和博尔德地

区有公交线路，市内还有地铁，票价均较便宜，Freedom Cab、

Metro Taxi等公司提供 24小时出租车服务。

●风景名胜。科州旅游景点众多。丹佛市内的表演艺术

中心（Denver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规模在全球位居

第二，丹佛艺术博物馆（Denver

Art Museum）、丹佛自然和科学

博物馆（Denver Museum of Nature

& Science）、丹佛州议会大楼均是

上佳的旅游景点。16街（16th Street Mall）是丹佛最受青睐

的步行商业街。每年 9月，丹佛举办的美国啤酒节、科罗拉

多美食节都能吸引如潮游人。百事可乐中心(Pepsi Center，丹

佛掘金队主场）、丹佛大学也是游客不错的去处。城市紧靠

景色秀丽的落基山，气候宜人，市内多公园、绿地，环境优

美，成为旅游胜地。

落基山国家公园（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以其震

撼的自然美景成为全美著名景

点，每年有 300万游客到访。红

岩室外剧场（Red Rocks Park&

Amphitheater）是当地知名景点，

位于丹佛西南 25公里处，可容纳 9000名观众，四周被巨大

的红色砂岩环抱，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出色的音响效果。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95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2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69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76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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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州还有大沙丘国家公园（Grand Sand Dunes National

Park）、梅萨福德国家公园（Mesa

Verde National Park）、大梅萨国

家森林（Grand Mesa National

Forest）等众多国家公园。科州

也是世界知名的滑雪旅游胜地，阿斯彭山（Aspen Mountain）、

杜兰戈（Durango Mountain Resort）、埃尔多拉（Eldora

Mountain Resort）等地均有滑雪旅游项目。

●安全提醒。科罗拉多州山地面积大，冬季寒冷且多雪，

夏季则时有暴雨。建议在该州的中国公民注意关注天气预

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联系方式畅通，谨防因暴雨、

暴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

该州山路较多，请中国公民在驾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在该州游玩时，应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确保联系方式畅

通，尽量避免去偏远区域。在进行滑雪、游泳、登山等户外

运动时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谨防发生意外事故。



93

六、休斯敦及南部地区和波多黎各

1、休斯敦（Houston）：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

全美第四大城市，墨西哥湾沿

岸最大的经济中心。面积达

1,440平方公里，人口约216万

（2013年），主要为白人、黑人、

墨西哥裔人。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大城市之一，也是全美最

大的一个没有规划法的大城市。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气

温为20.7℃，年平均降雨量为1224毫米。夏季热而潮湿，33

℃以上气温达94天。全年日照期为188天，7至11月多飓风。

休斯敦以其能源（特别是石油）、航空工业和运河闻名

世界。休斯敦都会区有世界最大的石化工业区, 包括提炼塑

胶原料, 杀虫药和肥料。该地区也是世界领先的油田器械制

造中心。休斯敦的官方绰号为“太

空城（Space City）”，它是约翰逊

航空中心所在地，任务监控中心也

设在这里。因此，“休斯敦”是在月

球上说的第一个词。休斯敦港是世界第六大港口。财富500

强总部数量仅次于纽约市。该市的德州医学中心是美国和世

界上最大、最有名气的医学中心之一，在癌症和心脏研究方

面最为著名，同时，休市也是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医学研究

和治疗机构的集中地，还是美国27个超过170万人口的重要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5380.htm


94

大都会地区中生活消费和房价最低的城市。

休斯敦地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几乎每月都有有文化娱

乐活动：一月：休斯敦国际马拉

松赛；二月：加尔维斯敦狂欢节

（Galveston Mardi Gras）、休斯

敦汽车展(Houston Auto Show)；

三月：休斯敦牛仔竞技节和牲畜展 (Houston Live Stock Show

and Rodeo)；四月：休斯敦国际艺术节(Housto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五月：艺术车展(Art Car Parade)，可能叫“怪车展”

更合适，在五月的第二或第三个周六;六月：黑奴解放纪念日

（Juneteenth celebration），庆祝1865年6月19日休斯敦解放黑

奴 ; 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焰火表演（ Independence Day

firework show）；八月上旬：莎士比亚戏剧节（Shakespeare

Festival)，地点为米勒露天剧院

(Miller outdoor theater)；八月下

旬：热气球比赛（Ballunar Liftoff

Festival），地点为休斯敦太空中

心。十月下旬：航空展（Air Show），地点为休斯敦东南部阿

灵顿机场(Arlington Field)； 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感恩节

游行；十二月：假日灯光（Holiday Lights)，地点为赫曼公园，

时间为每周五至周日晚。

体斯敦的旅游景点不算太多，其中最著名的有休斯敦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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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心、赫曼公园、米勒露天剧院、莱斯大学、圣吉辛托古

战场、中国城等等。

●休斯敦太空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是休斯敦地区

最吸引游客的景点，因阿波罗 11

号在此升空而全球闻名。作为美国

太空总署 (NASA)的官方游客中

心，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实物展品

（如返回舱，月球岩石），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水星号、双子

星座号和阿波罗号太空船，观看宇航员为即将执行航天任务

而进行的训练，参观约翰逊宇航中心的幕后工作。您还可以

试戴航天头盔，触摸月球岩石，体验飞船着陆，甚至可以在

最先进的模拟器中尝试太空漫步。

官方网站：http://spacecenter.org/

●赫曼公园（Hermann Park）：位於市中心西南，绿树成

荫，占地面积约165公顷。公园被德州医学中心，莱斯大学，

动物园，以及众多的博物馆包围。可以说该公园构成了休斯

敦市中心区旅游景点的中心。

●米勒露天剧院（Miller outdoor theater）：位於赫曼公园

旁，从四月底到十一月底几乎每个周末（五六日三天）晚上

都有高水平的免费演出或者电影：交响乐，芭蕾舞，歌舞，

爵士乐，西班牙歌舞等，应有尽有。每年七月底到八月中，

这里将举行莎士比亚戏剧节（Shakespeare Festival)，上演莎

http://spacecenter.org/


96

士比亚的剧目。

●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被誉为南方的哈佛，其

校园有全美国独此一家的地中海

风格的建筑，美伦美奂，令人留连

忘返。周末常有新人在此拍摄结婚

照。莱斯大学就在赫曼公园边，过

了Main Street就是。

●圣吉辛托古战场(San Jacinto Battleground):在休斯敦

东郊，8号公路外休斯敦港航道的入口处。1836年4月，墨西

哥 Santa Anna将军追击 Sam Houston所率的叛军，结果反被

Sam Houston偷袭。仅仅十几分钟，Santa Anna的军队就投

降了。这一仗并不是很大，打出了得

州的独立。古战场旁停靠着得克萨斯

号军舰（USS Texas）。该舰是现存的

唯一的参加过一战和二战的军舰。

●博物馆区：休斯敦市中心东南方向，赫曼公园东北面

的几个街区的区域就是休斯敦的博物馆区。这里博物馆一个

接一个。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

馆、儿童博物馆、健康与医学科学博物馆、印刷博物馆、殡

仪博物馆等。



97

2、得克萨斯（Texas）: 全美第二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

州。州名来自于印地安语“朋友”

或是“盟友”。首府奥斯汀(Austin)。

主要城市有休斯敦（Houston）、圣

安东尼奥(San Antonio)、达拉斯

(Dallas)。在得州你可以在农庄感受纯正的牛仔生活，也可以

感受奥斯汀“世界现场音乐之都”的魅力，同时也可以品尝墨

西哥风味的各种美食和自然风光。得州的风景名胜主要包

括：休斯敦的太空中心(Space Center Houston)、有南方哈佛

大学之称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NBA休斯敦火箭队

的主场丰田中心（Toyota Center）及众多的博物馆；圣安东

尼奥的河滨步行街（River Walk）、阿拉莫战役遗址(The

Alamo);达拉斯有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第六层博物馆（The Sixth

Floor Museum）、白岩湖(White Rock Lake)、州立博览公园

(State Fair Park)等；其他旅游景点还包括帕德拉岛国家海滨

公园（Pad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大弯国家公园等（Big

Bend National Park）等。

●圣安东尼奥河滨步道（Rive Walk）：圣安东尼奥河

的河滨步道号称是得克萨斯州第

一娱乐胜地，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前

来观光，享受这一不同寻常的城市

圣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低处，河

http://baike.baidu.com/view/14459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89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985/5631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01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7199/62416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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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步道环绕着市中心的圣安东尼奥河，有特色的餐馆、画廊

和商店林立在河滨步道两侧。你可悠闲地坐在小船上，在平

静的河流中缓缓前行，欣赏河道两岸的风光。也可以一边品

尝着得州特色美食，聆听着餐厅醉人的故事，在这样的艺术

氛围中观赏河岸两侧秀丽的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官方网站：http://www.thesanantonioriverwalk.com/

●帕德拉岛国家海滨公园 （ Padr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

境，占地总面积达 80万亩，是全

世界未开发边境岛屿中最长的地

带。岛上细腻的白沙，青绿的草地，

平静的池塘和礁湖为岛上的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提供理想

的栖息场所。此外，这里还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旅游热点，游

客们可以在此享受太阳浴、冲浪、钓鱼或远足，充分感受大

自然的气息。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pais/index.htm

●大弯国家公园（Big Bend National Park）：得州最大

的国家公园，总面积达 80 万英亩，与墨西哥格兰德河

(Rio Grande)一河之隔。这条河在公园这里转了几乎 90度弯，

公园因此得名。公园内自然环境变化多样，有山脉、沙漠、

峡谷和河流，大部分面积属于奇瓦瓦荒漠(Chihuahua Desert)，

而格兰德河流过的地方则是极具强烈对比色彩的绿洲和峡

http://www.thesanantonioriverwalk.com/
http://www.nps.gov/pai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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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在同一个地方可以体验荒漠中的海市蜃楼和绿洲带来的

清凉。可为您提供远足、骑行或漂流等无尽乐趣。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bibe/index.htm

●达拉斯六楼博物馆（The Sixth Floor Museum）：原本是

达拉斯一座普通的七层楼的教科

书仓库，因为当年凶手 Oswald，

也是该仓库的员工，正是从第六

层楼把角临街的一个房间内向坐

在行驶汽车内的肯尼迪总统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肯尼迪遇刺

后，仓库逐渐演变成为六楼博物馆，并于 1989年建成开放。

在 2002年总统日，第七层也对外开放，以展示肯尼迪生平

影视资料为主，包括大量详实的资料、图像、影片，以及肯

尼迪遇刺当日的报纸、广播、电视相关报道等，力求真实地

还原总统被刺的始末。博物馆已接待游客数百万。

官方网站：http://www.jfk.org/

●牧场和牛仔竞技表演（Ranch and Rodeo）：得州有 100

多个度假农场，游客在此可以体验纯正牛仔的生活方式。在

农场里，您可以骑马观光、驾驶全时越野车(ATV)、皮划艇、

山地自行车等。白天可以钓鱼、

捕鸟，晚上可以围坐在一起烧烤、

跳舞。春夏之际，整个得州都处

于牛仔竞技会（Rodeo）之中。这

http://www.nps.gov/bibe/index.htm
http://www.jf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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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高风险的职业绳套和骑术比赛、专业的音乐会、嘉年华、

野炊、拍卖等，一年一度的项目包括沃斯堡（Fort Worth）牲

畜展示和牛仔竞技、圣安东尼奥的牲畜表演和牛仔竞技，休

斯敦的牲畜表演和牛仔竞技等。

●安全提醒：得州东部和北部夏季多暴雨，北部地区每

年 4至 6月多龙卷风。东南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每年 6至 11

月多飓风。请旅客做好相关准备。

3、佛罗里达（Florida）：“佛罗里达” 源于西班牙语，

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州府塔拉哈西(Tallahassee)，最

大 的 城 市 为 杰 克 逊 维 尔

(Jacksonville)，最大的都会区为

迈阿密(Miami)都会区。佛罗里达

州是世界知名的主题公园的天堂，

奥兰多（Orlando）有全球最大的迪士尼乐园（Walt Disney

World）、 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海洋世界（Sea

World）等主题公园。迈阿密歌剧院是全美最早成立的剧院

之一，迈阿密市芭蕾舞团世界闻名。从迈阿密到美国最南端

岛城基韦斯特（Key West）的跨海公路，全长 250 公里，是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公路。该州中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卡纳维拉

尔角(Cape Canaveral )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发射中心，

1969 年第一艘登月飞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佛罗利达海滨优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004/6374150.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å¡�æ��èµ
http://zh.wikipedia.org/wiki/æ�°å��é��ç
http://zh.wikipedia.org/wiki/é��é�¿å¯�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39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41565/98638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44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693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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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著名的避寒圣地，吸引了不少名人和运动员来此度假，

以高尔夫球、网球、水上活动、赛车著称。

●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Orlando Disney World）：是全

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主题公园，占

地面积124平方公里，约等于1/5

的新加坡面积。拥有4座超大型主

题乐园，分别是：未来世界

(Epcot) 、 动 物 王 国 (Animal

Kingdom)、好莱坞影城(Hollywood Studio)和魔法王国

(Magic Kingdom）及3座水上乐园:暴风雪海滩(Blizzard

Beach)、台风湖(Typhoon Lagoon)、冲浪世界。32家度假饭

店（其中有22家由迪士尼公司经营）。迪士尼世界不仅是个

游乐场，同时又是一个旅游中心，游客来此还可以到附近的

海滩游泳、滑水、驾帆船，到深海捕鱼，乘汽球升空，或是

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给迪斯尼世界

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近2000万人。

●大沼泽国家公园（Everglades National Park）：占

地约 6097 平方公里。公园内有十

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辽阔的沼

泽地、壮观的松树林和茂密的红

树林为包括美洲短吻鳄、海牛、

佛罗里达黑豹等野生动物及上百种鸟类提供了安居之地，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ç¶²ç��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E4%B8%8A%E6%B4%BB%E5%8B%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賽�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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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本土最大的亚热带野生动物保护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公园全年开放，每年 12 月到来年 4 月是

旅游的旺季。

官方网站：http://www.nps.gov/ever/index.htm

●基韦斯特（Key West）:美国本土最南的城市，位于佛

罗里达群岛最南端，通过一系列

的岛屿公路和桥梁与佛罗里达大

陆相连。距迈阿密约 207 公里，

西南距古巴哈瓦那约 170 公里，

是美国 1号公路的南端起点。

基韦斯特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被称为美国的“天涯海

角”，也有“落日的故乡”的美称，到基韦斯特看日落，是

许多游客的保留节目。该岛是多条豪华游轮航线的出发点，

岛上有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度假行宫小白宫和著名作家

海明威的故居博物馆。该岛也以同性恋者乐园著称。开车去

基韦斯特是一种独特的体验。顺着 1号公路行驶，沿途 200

多公里，32 个岛，42 座桥，很多地方的陆地只有公路那么

宽，公路两边就是汪洋大海。最著

名的一座桥叫七英里桥（约 11.2

公里），在蓝天碧海的映衬之下，

公路仿佛永无止境，海风海景一路

http://zh.wikipedia.org/wiki/è��å��å�½æ��ç§�æ��ç
http://zh.wikipedia.org/wiki/ä¸�ç��é��äº§
http://www.nps.gov/ever/index.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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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随，绝对是极其享受的一条自驾之路。《真实的谎言》、《速

度与激情 2》等电影都曾在此拍摄取景。

●安全提醒：佛罗里达迈阿密、坦帕、奥兰多等度假城

市多海滩、湖泊、主题公园，各种海上旅游项目和刺激项目

较多，请游客根据个人身体情况谨慎选择旅游项目，下海游

泳谨防溺水、受伤等意外。佛州各地治安状况不一，请游客

在旅游途中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4、佐治亚州（Georgia）：是美国东南部极具风格的旅游

胜地，既有风景优美的南部自然

风光，也有许多著名的南北战争

时期的历史遗址和当代文化名

胜。包括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

城市”的历史名城萨凡纳（Savannah），奥克弗诺基沼泽野生

动植物保护区（Okefenokee Swamp），石头山公园（Stone

Mountain Park）等。

首府亚特兰大（Atlanta）有“花园城市”的别称，曾于

1996年举办过奥运会。家得宝(Home Depot)、UPS、可口可

乐、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等 15家《财富》500强企业总

部位于佐州。亚特兰大的主要参观

项目包括奥林匹克百年主题公园

(Centennial Olympic Park)、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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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公司、CNN总部、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遗址(Martin

Luther King National Historic Site)、还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佐

治亚水族馆(Georgia Aquarium)。《乱世佳人》的作者玛格丽

特·米切尔故居博物馆(Margaret Mitchell House & Museum)、

高等博物馆( The High Museum of Art)、亚特兰大历史中心

(Atlanta History Center)和吉米·卡特图书馆和博物馆（Jimmy

Carter Library & Museum）等。

5、俄克拉何马州（Oklahoma）：别名“抢先之州”（Sooner

State），面积约 18.1万平方公里，

居全美第 20位。人口约 381万，

全美排名第 28位。华人华侨近 2

万。首府和最大城市为俄克拉何

马城（Oklahoma City），主要城

市包括塔尔萨市(Tulsa)和诺曼市(Norman)等。俄州有 50个州

立公园，28处州立休闲区，以及 48处州立野生生物管理区。

在该州的许多河流和湖泊都可从事各种休闲活动，包括划

船、滑水、游泳、钓鱼等。主要景点有：乳白洞穴州立公园、

亚巴克野生生物区、溪流国家部落区、黑芬纳鲁恩史东州立

公园、欧瓦奇塔国家森林、彩拉吉古村等。

安全提醒：俄州主要自然灾害是强烈的暴风雨、冰雹和

龙卷风。该州大部分地区位于龙卷风带，年均有 50多次龙

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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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风发生，是世界上龙卷风最多的地区之一。3至 5月龙卷

风多发期间前往有关地区需特别留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6、阿肯色州（Arkansas）：别名“自然之州”（Natural

State），面积约 13.8万平方公里，

居全美第 29位。人口约 295万，居

全美第 32位。华人华侨约 5000人。

首府和最大城市为小石城（Little

Rock），主要城市包括史密斯堡（Fort Smith）、北小石城(North

Little Rock)和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等。阿州自然环境优

美，是狩猎、宿营、登山、徒步和垂钓等户外活动的良好场

所。西北部山区还拥有温泉资源。主要景点有：温泉国家公

园 (Hot Springs National Park)、钻石坑州立公园 (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阿肯色会议中心、美国中部科学博物

馆、克林顿总统图书馆（William J.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等。

钻石坑州立公园(Crater of Diamonds State Park): 公

园占地 15公顷，于 1972 年开放，

是世界上惟一对公众开放的钻

石矿公园。每位游客只要花 6美

元门票外，就可以任意享受自由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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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钻石的乐趣，但不得使用机械和电动工具，仅限铲子、

铁锹、筛子、筐等工具。

公园平均每年要接待 7.4 万名游客，平均每百名游客就能

发现一颗钻石。人们一般发现的钻石重 0.1 克拉左右。自开

放起，这里已发现 25714 颗钻石，

相当于平均每天都有一到两颗钻

石被发现。而在这些钻石中，有

700 多颗钻石超过 1 克拉。最著

名也是最大的一颗——“山姆叔叔”重达 40.23 克拉，是迄

今为止北美自产的最大钻石，如今被安放在华盛顿自然历史

博物馆永久展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在

丈夫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上戴的那颗钻石“康·金丝雀”也

来自“钻石坑”州立公园。

安全提醒：阿州主要自然灾害是龙卷风。3至 5月龙卷

风多发期间前往有关地区需特别留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7、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别名“鹈鹕州”（Pelican

State）。大陆性亚热带气候，夏季

湿热，冬季温和,春、秋两季温暖

宜人。面积约 13.5 万平方公里，

居全美第 31 位。人口约 460 万，

居全美第 25 位。华人华侨约 1 万。首府巴吞鲁日（B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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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e），最大城市为新奥尔良（New Orleans），主要城市包

括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和拉斐特(Lafayette)等。该州以对

比强烈的文化、地理景观著名。如

嘉年华会的狂欢和荒野沼泽地中

的寂静；并混合了美国几乎所有的

重要文化元素，如印地安、西班牙、

法国、英国和非洲等文化。是全球最大的小龙虾生产地，产

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90%。

风景名胜：路州有 12 座州立公园、17 处州立纪念区、

和一处州立保留区。主要景点有：吉赛奇国家森林（Kisatchie

National Forest）、枫丹白露州立公园（Fountainebleau State

Park）、圣柏纳州立公园(St. Bernard State Park）、小熊湖州立

公园(Lake Bruin State Park)、大岛州立公园(Grand Isle State

Park)、霍吉士公园（Hodges Garden）、活橡树公园(Live Oak

Gardens)、艾佛利岛丛林公园(Avery Island Jungle Gardens)等。

路州法国遗风浓郁，新奥尔

良市尤为突出。该市老城 “法国

区”内的杰克逊广场、圣路易斯教

堂、市政厅、法院、乌苏莱修道院、

法国市场等均为著名旅游景点。此

外，该市众多的爵士乐俱乐部也值得一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5%B9%B4%E8%8F%AF%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5%AE%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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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醒：路州每年春季多龙卷风，夏季多飓风。在上

述时段前往有关地区需特别留意，请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8、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州名来自印第安语，

意为“大河”。因州花和州树分

别是木兰花和木兰树，别名“木

兰之州”（Magnolia State）。位

于美国南部密西西比河东岸。属

亚热带气候。面积约 12.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98 万。华

人华侨约 5000 人，黑人超过全州人口的 1／3。首府为杰克

逊（Jackson），主要城市包括格尔夫波特(Gulfport)和哈蒂

斯堡(Hattiesburg)等。密西西比以乡村音乐和蓝调音乐而

闻名，但该州在古典音乐方面的表现也同样有名。

风景名胜：密州有 26 座州立公园，在这些公园可从事

各种户外活动。主要景点有：迪索托（De Soto）、比恩维尔

（Bienville）、三角洲（Delta）、

圣泉（Holly Springs）、和姆奇

托（Homochitto）等国家森林公

园。其他值得一去的景点还包括

佛罗伍德河农地（Florewood River Planation）、马萨诸塞

堡（Fort Massachusetts）、老西班牙堡（Old Spanish Fort）、

拜洛希灯塔（Biloxi Lighthouse）、石林森林（Petrified

http://www.baike.com/sowiki/黑人?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乡村音乐?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蓝调音乐?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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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st）、维克斯堡国家军事公园（Vick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位於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内的蓝调音乐资

料中心（Blues Archives）等。

安全防范及其他注意事项：密州每年春季多龙卷风，夏

季多飓风。在上述时段前往有关地区需特别留意，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

9、亚拉巴马州（Alabama）：州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

“披荆斩棘”。别名“棉花州”

（Cotton State）。面积约 13.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82 万，华

人华侨约 1 万。首府蒙哥马利

（Montgomery），最大城市伯明翰(Birmingham)。该州是美

国重要的汽车制造、钢铁企业和军工基地之一，本田、现代、

奔驰、丰田等均在该州设有生产基地，汽车出口量居全美第

四。美国宇航局马歇尔航天中心和美军军需总部位于该州。

风景名胜：亚州有 24 个州立公园和 4

座国家森林。莫比尔港（Mobile）每年二

月举行嘉年华会（Mardi Gras），是有名的

渡假观光区，比新奥尔良的嘉年华会整整

早了两百年。靠近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区

的 Gulf Shores 及 Orange Beach 是非常有名的渡假区。亚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30.htm
http://www.baike.com/sowiki/嘉年华会?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纽奥良?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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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马州东北角的 De Soto 国家公园是小河谷国家保护区

（Little River Canyon National Preserve）的一部份，

而小河谷国家保护区则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峡谷。

安全防范及其他注意事项：亚州每年 3至 4月时有龙卷

风灾害，夏末时有飓风。在上述时段前往有关地区需特别留

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0、波多黎各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美国最大的海外领地。位于加勒比

海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北临大西

洋，南濒加勒比海，东与美属、英

属维尔京群岛隔水相望，西隔莫纳

海峡同多米尼加共和国为邻。在西

班牙语里，波多黎各意为“富裕之港”。面积 9104 平方公

里，包括波多黎各主岛和周边一些小岛。热带海洋性气候，

雨量充足。人口约 367 万，华人华侨约 7000 人。主要使用

西班牙语和英语。首府和最大城市为圣胡安市（San.Juan）。

风景名胜：波邦风景秀丽，

拥有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以及常

年高于 20 摄氏度的气温，是海岛

度假的胜地，旅游业发达。主要

名胜有蓬塞艺术博物馆（Museo de Arte de Ponce）、圣胡

http://www.baike.com/sowiki/密西西比河?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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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城（Old San Juan）、圣胡安大教堂、云盖雨林（El Yunque

Rain Forest）和波多黎各 16～17 世纪家庭博物馆，还有多

个海滩、森林、红树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波多黎各还

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阿雷西博天文台（Arecibo

Observatory）。

安全防范及其他注意事项：波邦四面环海，易受飓风侵

袭。前往该地需特别留意，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该邦阳光海

滩众多，下海游泳需注意防范发生溺水、受伤等意外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