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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道路及路况

概况0 1  /  

美 国 有 完 善 的 州 际 公 路

网，但美国的公路并非全

部 是 完 美 无 瑕 的 沥 青 公

路。常见的公路风险包括

凹坑、落石、泥石流、洪

水、雾、放养的家畜和野

生动物。冬天在山区等一

些地方行车要尤其谨慎，

雪地轮胎和防滑链有时必

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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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满意的车型？

简单四步走：

主驾驶员护照原件

驾照证件

选择哪一个组合，具体视车行而定。

主驾驶员名下国际信用卡
Mastercard或者Visa，可用额度须1000美元以上。

提车单打印件

预订成功后，租租车为你提供。部分订单有电子提车单，

可替代提车单打印件在门店出示使用。

1.

2.

3.

4.

国际驾照认证件：

由租租车提供，戳：免费办理国际驾照认证件

驾照公证件

您可在国内的公证处办理，通常需要5-10个工作日办

理，费用大概300元人民币，不同地区稍有差异。

驾照翻译件和车行翻译件：

戳：免费生成驾照英文翻译件，可在租租车在线免费

办理。

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旧金山支持中国驾照，建议您在线办

理方便快捷的车行翻译件或通用的驾照翻译件。

轿车推荐：灵巧舒适，经济实惠，能满足大多数日常需求。

SUV推荐：超强的越野能力，加上强劲的动力，为你翻山越岭。

Tips：

租车流程

挑选车型

安全
偶尔会有车辆盗窃、强行闯入和破坏行为等安全问题，建议锁

好车门，关闭车窗。不要在车内可见的地方留下任何贵重物

品。

当地天气

美国东西部四季分明，春秋温度舒适，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并

多风雪。西部日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建议带一件外套。

美国南部及夏威夷、塞班岛、关岛三大主要离岛地区，终年艳

阳高照。冬天气温也能达到20度左右，但早晚微凉，带一件长

袖即可。

美国北部、阿拉斯加终年寒冷，冬季多降雪及大风，需要穿着

羽绒类御寒服装，并携带其他防寒用具。夏季非常短暂，6-8

月可以穿夏装。

查询当地天气，可戳：美国月份平均气温查询

0 2  /  自驾指南

行前准备

租车材料

四种必备材料，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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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在美国租车，需要买什么保险？

建议在国内提前换取好美金，美国能够使

用银联卡刷卡消费的商店不多。9成以上

的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取现，但只有

印有银联标志的ATM机，才可以取现，

每笔取现收取3美元左右手续费。

美国常见信用卡有VISA、MasterCard、Amer ican 

Express，每笔信用卡消费收取账单1.5%左右的手续费。

国内电子产品插头为两插的可以直接使用，三插头的需要使

用转换插。

电源转换插头2.

取车门店在机场外或者租车中心大楼离到达厅较远，搭乘租

车公司专用的免费穿梭巴士从巴士停车点直达租车门店。这

种穿梭巴士一般是定期每10分钟左右就有一趟，看到对应的

租车公司Logo上车即可。

搭乘免费穿梭巴士2.

MPV推荐：有轿车的舒适性、超大的乘坐空间，是家庭出行

的首选。

跑车推荐：线条流畅、动力突出，满足你的驾驶乐趣。

3. 手机卡/随身WiFi

建议出国前提前买好当地的手机号及上网卡。如果在租租车

租车，可以提前租用随身WiFi，仅收取日租金。网速带宽高

达50-150兆，不限流量，可同时连接5台左右设备。

预订及租用，请戳：全球移动WiFi租用

行中指南

取车

怎么去租车门店？

以取车地点在机场为例，航班落地并出关后就要赶往门店取

车，一般去门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步行前往

取车门店在航站楼内或在靠近到达厅的租车中心大楼内，可

以直接走着去门店。机场内会有car rental center之类的指

示牌，跟着指示牌的指引一路走过去。

选择保险

换汇

美国的货币单位分美元与美分两种。目前市面流通的纸币有

1、2、5、10、20、50、100美元，硬币有1、5、10、25、 

50及100美分。建议常备25、50美分硬币，在洗衣店、电话

亭、停车场等地方经常使用。

参考2017年2月汇率，1美元=6.883人民币。实时汇率，可

戳：外汇行情。

行李打包

除了租车必备材料及日常生活用品等，建议准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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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车时该如何应对门店推销额外保险或者服务？

如何自助取车？

取车注意事项

取车门店在机场外，但没有定期的穿梭巴士接送，这种情况

需要你拨打门店电话，在指定地点或者约定地点等待租车门

店店员过来迎接。如果在当地同门店店员沟通不畅，可以致

电我们的7*24小时中英文客服寻求帮助。

一般在门店取车时，店员可能会推销额外的保险和服务。办

手续签字前，请仔细核对租车合同（Rental Agreement）

的结算金额（Estimated charge）是否与提车单一致。如果

不一致，门店可能添加了额外保险或者服务。

在美国，个别门店会提供自助取车设备。自行打印租车合

同，再到柜台办理取车即可，可以免去排队或者直接与门店

工作人员沟通订单内容的烦恼。

车辆过境需要注意什么？

在租租车预订车辆时，勾选【需要将车辆开往其他国家】，

就可以看到该车能否过境了。

大部分自助取车设备可以提供多种语言选择，如中文、英

文，当地语言等等。按步骤核定订单信息，即可打印。如果

你想增加额外保险和服务，或升级车型，也可在这个设备上

操作，但这部分内容要收费。

这些额外保险是可选项，并没有法律强制。根据需要考虑是

否购买，如果不需要，可以明确拒绝。

如果与门店协商过程有任何问题，请致电租租车(+1(347)788 0952)寻求帮

助。

致电门店迎接3.

注意核对1.

不需要可以明确拒绝2.

    主驾驶员要带齐取车相关证件，确保主驾驶员名下的国际

信用卡（Mastercard/Visa/American Express）有足够额

度。租车押金一般根据不同车型会在500-3000美元，建议

主驾驶员携带两张其名下的国际信用卡以确保有足够可用额

度做车辆押金的预授权冻结。

1.

    如果你在门店许可的情况下提前取车，请一定提前同样的

时间还车，不然门店会按照门市价格收取额外的租赁费用

（一般为多收一天的租金）。

2.

   如果有额外驾驶员，一定要在门店出示相关资料并登记，不

然额外驾驶员驾车发生事故，保险会失效。

   取车时一定要仔细查看车身有无刮痕，车窗玻璃有无损坏。

如果发现异常（即使是很细小的划痕），一定要向工作人员当

面指出并在验车单上注明损坏位置。不要轻信工作人员的口头

承诺而对细小划痕不作标注，如果条件和时间允许，建议拍照

记录，以免还车时发生纠纷。

3.

4.

门店在机场外，门店工作人员在你抵达航班的到达厅举牌接

机。租车公司一般会主动联系，如果你跟门店工作人员没有

碰到面，可以立马拨打门店电话协调。

店员举牌接机4.

保管好所有合同和单据。5.

    如果选择租租车的闪租服务，将有专人提前机场等候，在

机场取还车。无需到店排队办理，全程中文提供送车接车等

服务。

5.

1.在门店取车时，一定要主动向工作人员说明你会过

境，否则过境后保险可能失效。

2.过境相关费用需要在过境后的当地门店支付，具体费

用要跟当地门店工作人员确认。

Tips：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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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相关费用需要在过境后的当地门店支付，具体费用

要跟当地门店工作人员确认。

在美国，不识路怎么办？

租租车建议您使用新推出的探途离线地图和免费租用的全中

文GPS。

STOP标志1.

STOP标志分为4-WAY STOP、 2-WAY STOP以及单独

STOP三种形式。

使用导航

美国交规和中国有何不同？

同样靠右行驶，大部分驾驶规则和国内大同小异，最大的不

同是一个“让”字。在美国开车要“让”，不可“抢”，支

路车让干路车，转弯车让直行车，右转车让对面来的左转

车。行人拥有绝对的路权。

STOP标志多设置在干路、支路及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当你

遇到它时，即使当时周围无车无人，也要完全停住3秒。接着

环顾四周，看是否轮到你通行。

当地交规

4-WAY STOP

2-WAY STOP

当你遇到这个标志时，表示你所处道路的路权小于与你垂直

方向道路的路权，须让行左右方向的来车。

STOP标志多设置在干路、支路及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当你

遇到它时，即使当时周围无车无人，也要完全停住3秒。接着

环顾四周，看是否轮到你通行。

四个路口路权相同，先到先停，先停先走。

STOP标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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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STOP

当你遇到这个标志时，表示你的路权最低，须让行左右前三

方向的来车。

在美国，STOP标志还会出现在黄色校车(School Bus)上。

美国交通法规定：“在校车停车、学生上下校车时，任何车

辆，包括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甚至包括总统车队，都必须

完全停车，且距离校车6米以外的距离。超越正在停靠和上下

学生的校车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会被处以l000美元罚

款，并被吊销驾驶执照一年。”

这个标志意味着该车道优先等级低，必须减速并做好停车准

备。如果其他路口有其他车辆、行人等，要等他们通行后，

方可通行。

YIELD标志2.

!

在美国，如果现场无“No turn on red”标志，则红灯时可

右转，但必须先在路口停下，确定会不会和直行车辆抢道。

如果是绿灯转弯，要注意让行人。当绿灯转换为黄灯时，不

要急刹，要慢慢减速避免追尾。

红绿灯3.

美国各州份限速规定不一样。以加州为例，高速公路限速

65-70英里，普通公路限速55-65英里，居民区限速25-30

英里。具体限速仍由现场指示牌决定，有的公路不同路段有

不同限速。

限速/超速罚款4.

!

car pool即“拼车道”，通常出现在高速公路的最左边车道。

为了鼓励拼车，节能减排，如果你的车上有2人或以上（司机

+乘客），就可以开上去。

car pool5.

!

!
多数城市还规定，汽车只有在必要时才能鸣喇叭，不得为开快

车而鸣喇叭。

在美国怎么停车？

美国停车交通标志大体是这样的：

停车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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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残疾人专用车位。除非你车上有残疾人士，否则不允许

停。硬停，会面临100-400美元罚款。

图2，禁止标志，表示全时段禁停车。

图3，表示每天的7:00-18:00停车收费，而且只可以停2个小

时 。 等 停 够 2 小 时 ， 再 付 费 也 不 能 停 车 了 。 每 天 的

18:00-07:00不收费，星期天整天不收费。

哪些地方可以停车？

停车场，不过一般会比较贵，大约2-20美元/小时。1.

不少路边、景点、一般商场跟MOTEL客房前面可以免费

停车，主要看停车标志上的说明。

2.

!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哪些地方不能停车？

马路上的马路牙子如果是红色，不能停车。1.

!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Ken

!

残疾人车位，如果车上没有残疾人士，不能停车。2.

停车时不能离消防栓太近，要保持一车的距离。3.

靠近公共汽车站、十字路口、影响交通或路边画有黄线的

地段，不能停车。

4.

交通标志写明不可以停车的地方，不能停车。如果指示牌

上写着"Tow away"（拖车），那么千万不能停，否则会有

被拖车的危险。

5.

!

乱停车，会被罚款或被拖车的。罚款的话，从几十到几百美元

都有。

美国的汽油有什么种类？

美国的汽油分为三种：Regular、Midgrade（或Plus）、

Premium（或Supreme）。

Regular：代表85号-88号油，相当于国内92号油。

Midgrade（或Plus）：代表88号-90号油，相当于国内95号

油。

Premium（或Supreme）：代表90号以上的油，相当于国内

98号油。

加油小贴士

怎么知道租的车辆该加什么油？

一般租车合同和油箱盖上会标明租的车用什么油，如果没有，

一定要向门店工作人员问清楚。

加油时分清汽油（Gas/Petrol）和柴油（Diesel）。如果加错

油，请尽快联系门店，安排送修清理油箱和油路系统，然后再

对发动机进行全面检查，不要贸然启动以免伤车。

自助加油，油枪怎么使用？

在美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自助加油，要注意在新泽西州、俄勒

冈州只有人工加油。

一般油枪只需插入汽车油箱就可以了，加满自动跳枪。也有的

需要把油枪插入油箱后再往下推，将油枪顶到底，然后一直加

油加到油枪自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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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缴费如何用信用卡支付？

缴费方式分信用卡支付和现金支付，信用卡支付最常用最便

捷，一般zip code按0就可以。很多加油站用国内信用卡输入

当地zip code不能成功，有些加油机输入00000当做zip也能

用。

有的加油机无法识别国内信用卡，推荐大家使用现金支付，部

分加油站用现金支付还会有折扣。

!

加油站缴费如何用现金支付？

先付费后加油：

停车后记住油枪号，然后到加油站商店找服务员，告诉他“几

号加油枪，加多少钱”，然后付费，接着出来加油。如果你不

知道油枪号，就停在明显的地方指给服务员看。加够金额或加

满时，油枪会自动弹出来。

先加油后付费：

在加油面板上选择pay inside，等提示你选择油品，按下油品

后，即可开始加油。等加完油，进店再付钱。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在美国驾车发生交通意外时，注意不要惊慌。首先查看车内人

员是否受伤，再看对方人员伤害情况。如果有伤员应及时自

救，并向路人求救。

应急处理

应尽快将车辆移至路边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确保自己和同行的

人员处于安全的状态。责任明确之前不要说对不起。

拨打911报警，由警察登记事故情况，并妥善保存事故记录。

当事双方应分别陈述事故过程，不要打断对方陈述。互相交换

保险公司信息和联系方式，并记录对方车牌号。但通常不交换

驾照信息。

如果错在对方，可以看看周围有无证人，并索要联系方式。如

果车辆损坏影响正常行驶，不要盲目处理，及时联系租车公司

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并不会像传说中的那样成为第一个赶到

事故现场的人，通常是事后根据警察报告理赔。对车辆的状况

及时拍照或录像。不要作伪证，不要蓄意破环现场。

刮蹭事故

如果只有些擦刮小伤，无人身伤害，责任明确，私了比保险合

算。小事故如果能够私了，省时省事，过错方可以避免违章记

录及保险费增加。无错方可以加快得到赔偿。但旅游者不要提

出私了，遇到对方请求私了，可以直说租的车不能Settle。

私了(Settle)

步骤：被砸-报警-警方做记录-报险-信息核实-成功赔付/拒赔

如遇车辆被砸被盗事件，请不要破坏案发现场，尽快拨打911报

警电话，等候警察处理。警察赶到后，会进行简单的询问及记

录，并对案件进行登记，请保存好警察给您的报案卡及报案号。

车辆被砸被盗

如果证件在此次事故中被盗，补办证件时，使馆（领事馆）会

根据您提供的报案号进行核实，为您补办旅行证件。然后迅速

电话通知银行，或上网对您的信用卡、国内手机SIM卡等进行

挂失，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您购买了旅行保险，请根据

保险公司的报案要求，向保险公司报案。

多看后视镜，一般警车在拦截车辆时，会亮起警灯默默地在你

后面跟着，如果你没有靠边的意思，他们才会鸣笛警告你靠

边。这个时候你应该打方向灯慢慢靠边停车，摇下四个车窗，

双手放在方向盘让警察看到。车上有其他乘客，也都要保持镇

定和安静。

车上的所有人都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有过激的言语或动作。

警察会跟你说明为什么拦下你，通常是检查你的驾照或因为你

哪里违规了。然后警察让你做什么你再做什么，对他的话绝对

服从，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尤其是不要主动去掏驾照，这个动

作很危险，警察会误以为你在掏枪！

另外，在路上遇到警察在处理事情，尽量隔一个车道通过。如

果要贴着警察的车道通过的话，要减速慢行，不要让警察误以

为你要威胁他的安全。

如何与美国警察沟通？

总体来说，跟警察打交道，态度要诚恳。听不懂的话不要说

yes。

!

还车注意事项   

还车

核对费用1.

抵达还车门店时，工作人员会对车辆进行检查、记录，现场

打印结算清单。请仔细核对结算单有无额外收费。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08



保持清洁2.

避免在车内吸烟，可能会被收取车辆清洁费。真把车弄脏

了，建议把车开到洗车店清洗。

保留加油小票3.

如果你的燃油政策是是“满油取车，满油还车”，请注意保

留离还车地点5km内的加油票据。因为车行可能会向你索

取，以保证油箱是满油状态。

保留合同、收据4.

还车后，建议妥善保管所有合同及收据一段时间。如果租车

期间没有违章，通常一个月内，押金就会自动解冻，归还至

主驾驶员的信用卡中。

!

提前或延后还车1.

如果提前还车，租车公司一般不退未使用天数的费用。

如果想延后还车（晚于预订的还车时间），请提前致电

取得租车门店的同意，并确认可能产生的额外费用。

营业时间外还车2.

如果无法在营业时间内赶回门店还车，请先询问门店是

否可以派人在门店额外值班等待。

如果无人等待且门店同意自行还车，请将车停到指定区

域锁好，对油表、里程表、车辆外观拍照留底（开启相

机的时间显示功能），然后将车钥匙丢进key/drop off 

box。但是从你还车到门店营业时间这段期间内所产生的

风险你需要自行承担。

!

图片来自租租车用户

Tips：

为了确保更高的理赔效率，您需要将理赔所需资料提交给租

租车，由租租车统一整理后发给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责任解除书，如下图所示：

行后帮助

保险理赔

!

!

如果你知道你在哪里违规，现

场拿到罚单，你只要按要求在

期限内缴纳即可。

如果你不知道你哪里违章，还车

后收到不明扣款，然后再去联系

租租车客服帮忙查询时，发现是

过路费或者过桥费。这是你的违

章费用由车行代缴了，但通常你

会发现交的费用会比违章费用本

身要贵得多，因为里边包含了租

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

罚单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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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美国国家旅游局，部分内容转载自穷游锦囊。

所以最好是出行前查下行程，是否有收费公路、收费桥梁要通

过，哪些行为容易违规等等，做到心里有谱。如果有罚单，最

好能尽快缴纳，避免要交罚款几倍的滞纳金。

经典路线0 3  /  

!

加州1号公路5日自驾游

!

美国加州1号公路也叫太平洋海岸公路，是北美最受欢迎的自

驾路线，没有之一！

说来也奇怪，即使再不屑于经典路线、偏爱个性化游玩的自驾

客，都对踏上这趟经典旅程难以抗拒。

!

沿着美国西海岸蜿蜒前进，沐浴着加州橘红色的阳光，你将在

全长超过1000公里的路途中，饱览太平洋海岸风光。

一侧是碧波万顷的太平洋，另一侧是陡峭高耸的悬崖山脉。清

晨穿行于薄雾袅袅，傍晚看海上落日余晖洒落广褒太平洋。

它拥有世界最美丽的海岸自然景观。

!

不只是看海这么单调，从北向南，1号公路连接着加州两个最

大的城市：洛杉矶和旧金山。沿途遍布各具风情的小镇：拥有

「世界最好水族馆」的蒙特雷、艺术重镇卡梅尔、丹麦风情索

加州人，是美国最会生活的一群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享乐哲

学。这趟旅程一旦开启，你将收获的不只是丰富的驾驶体验，

更是一种阳光的生活体验。

它拥有繁不胜举的人文景观。

由于1号公路兼具自然与人文景观，安排一场浪漫温馨、益趣
兼备的家庭游再合适不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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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是最温馨的告白，蜿蜒而漫长的海岸线，最适合和珍爱的

人一起共享！

从旧金山开始咱们迷人的一号公路之旅吧！旧金山值得花上至

少一天的时间去游玩。

自驾游旧金山是一件很爽的事！这可不同于自驾游其它的城

市。又长又陡、疑似天路的斜坡遍布市区，增加了不少自驾游

的乐趣。

比起赶着去景点打卡，我建议你先花一点时间，在城市里随意

兜兜风，好好体会下这座山城奇妙的道路。随便走走就足够过

瘾哦！

!

!

现在开始旅程吧！

旧金山 → 鸽子角灯塔 → 圣克鲁斯 → 海濑点 → 蒙特雷

第1日

17里湾风景线 → 卡梅尔 → 比克斯拜大桥 → 大苏尔 → 大

象海豹滩

第2日

赫氏古堡 → 索尔万 → 圣塔芭芭拉

第3日

洛杉矶

第4-5日

!

!

1. 在斜坡上停车一般都得斜着停，以防滑坡。

2.     车子在旧金山停泊需要收费，路旁一溜儿的杆子和装

置就是自动计时收费器。

Tips：

!

游 览 旧 金 山 的 过 程 中 ， 不 要 错 过 阿 拉 莫 广 场 （ A l a m o 

Square），这里有网红级景点六姐妹。

它们是旧金山历经地震洗礼后仅存的6栋维多利亚式建筑。它

们虽然连体，却颜色各异，宛若童话小屋，被誉为“明信片风

光集萃”，更荣登旧金山观光景点的最上镜奖。

六姐妹 Six Sisters

地址：Steiner St，San Francisco, CA 94117

DAY1 旧金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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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建议你也不要错过圣玛利亚大教堂，它由传奇华人建

筑师贝津铭（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就是他设计的）参与设

计，是加州三大教堂之一。

一旦走进去，你就会发出感叹：这样的建筑居然是教堂！它更

像是一个艺术品。无论外型还是内部构造，都颠覆了传统设计

观念，显得既有个性，还特别酷。教堂虽有千千万万，但那么

有辨识度的教堂可不多。

圣玛利亚大教堂 Saint Mary's Cathedral

地址：1111 Gough St，San Francisco, CA 94109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2:00，周六11:00  -13:30，周日在弥撒后
开放。

门票：免费

!

旧金山艺术宫是个很有浪漫情调的地方, 是非常典型的宫廷式

建筑。这里有着园林般的精致，十分古典迷人。和家人在此散

散步，或者情侣来此拍个婚纱照，都仿似置身画中。

旧金山艺术宫 Palace of Fine Arts

地址：3301 Lyon Street，San Francisco，CA 94123

开放时间：周一-周日 6:00-21:00。

门票：免费

!

市区逛得差不多了，吃个午餐，我们现在要去九曲花街打卡

了。

这里号称世上最弯曲街道，最适合自驾！从上到下一趟8连发

卡弯，开下来浑身都觉得通透了。步行自然也行，但还是自驾

更有代入感。车道两旁花团簇拥，美不胜收，真是美丽又危

险！每个到此的自驾客都会跃跃欲试自己的开车技术。

九曲花街 Lombard Street

不走寻常路？

如果不想在九曲花街慢悠悠地排队行驶，不妨去佛蒙特街

（Vermont Street）。这儿的弯道虽比九曲花街少1个，但

坡度更陡，听说这儿的路会让前排的乘客想吃晕车药。想体验

更弯曲的街道？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沿着九曲花街一路向北，就可以抵达渔人码头。

!

1. 路口看到“STOP”交通标志牌一定要“停”下来而

不是“慢”下来。

2.拐弯让直行，但不是一让到底，而是让一两辆，这样

循环交替，有条不紊。

Tips：

!
!

建议你从渔人码头出发，参加金门湾巡游（Golden Gate 

Bay Cruise ），因为观赏金门湾最佳方式就是亲临其中。

阳光下，旧金山光芒闪烁。乘船起航，壮观夺目的金门大桥横

亘海湾，即使迷濛浓雾也遮不住那鲜艳的红，反而使其更添神

秘。无数好莱坞电影在此取景，比如《猩球崛起》和《终结

者》。这绝对是趟美妙的旅程。

渔人码头 Fisherman's whar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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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体验  【经典必游】旧金山60分钟金门湾巡游体验（含中文音频解说）

下了船，不妨先漫步到39号码头，在那可以看到众多海狮懒

洋洋地躺在木筏上晒太阳。

!
!

!自驾的朋友可以先在39号码头对面的停车楼免费领取宣

传图册，并在渔人码头2层的游客中心兑换2小时免费停

车券。

Tips：

随后，可以前往渔人码头大名鼎鼎的杜莎夫人蜡像馆。

游玩过后便到了晚餐时间。来旧金山一定得吃螃蟹！就像去波

士顿一定要吃龙虾。

不走寻常路？

当然，我更推荐你去机械博物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机械

博物馆。里面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连城的古董

游戏机。不同于只准看不准碰的普通博物馆，一般你只需要投

入25美分到1、2美元不等的硬币，就可以亲自操作这些有趣

老派的游戏设施。 

!

!

古老的八音盒、投币算命机、早期电影放映机、电子游戏

机、爱情测试机、自动演奏的钢琴、世界罕见的唯一蒸汽摩

托车……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收藏品，可以让你重温美好的

童年时光。这会是老少皆宜，非常特别的体验！

这里的停车区域是免费的，然而由于离餐厅很近，经常到了

下午会人满为患。记得照看好你的孩子。

地址：45 Pier D7, San Francisco, CA 94133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9:00，周六、周日及节假日10:00-20:00。

门票：免费
!

!

渔人码头是旧金山品尝海鲜的首选地点，画有大螃蟹广告牌的

附近一整条街都是售卖海鲜的大排档，远远就能闻到螃蟹的味

道。品尝海鲜的最佳时节是每年11月到次年6月之间。

记得千万不要错过品尝丹金尼斯大海蟹（Dungeness 

Crab）和蛤蛎巧达汤( clam chowder)，鲜美的程度难以言

表！就怕你肚子不够大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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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i.zuzuche.com/view-goods_id-871112.html?poi_source=10020


吃完海鲜，天色渐晚，不妨消化消化，再次前往金门大桥，拥

着珍爱的恋人或家人，一同观赏落日晚霞，共享温馨浪漫时

刻。

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

!

1. 桥身南侧的尖兵堡 FortPoint

2. 靠近莎萨利托的观景点 VistaPoint

3.大桥另一边靠西的了望台 BatterySpencer

过桥费：旧金山金门大桥单向收费，由南向北出城方向不收

费，由北向南进城要收费，大约6美元。

领略完旧金山的迷人，第二天开始，我们要靠近海洋了!

金门大桥最佳眺望点：

!

DAY2 旧金山-蒙特雷2

游玩时长：30分钟

从旧金山驱车约1小时，就到了一个古老颇具韵味的灯塔。这

是美国西海岸线上现役灯塔中最高的一个，被列为美国国家历

史文物，也是全球最美十大灯塔之一。

雪白浪花，薄雾缥缈，空濛而静寂。蔚蓝大海与白色灯塔交相

辉映，还能在此赏鲸。这么像风景明信片的地方，是途中不能

错过的拍摄点哦！

鸽子角灯塔Pigeon Point Lighthouse

!

游玩时长：1小时

从鸽子角再开35分钟，你将会抵达加州著名冲浪发祥地圣塔克

鲁兹。

这里一直是美国海滨经典旅游胜地，有沙滩和久负盛名的海滨

娱乐中心以及深入蒙特利海湾的码头。如果有小孩，这里是一

个必去的地方。这里海风习习气候宜人，在这儿度蜜月也是棒

棒的！

圣塔克鲁兹 Santa Cruz

!

!

游玩时长：30分钟

在圣塔克鲁兹用完午餐后，我们再度出发。行驶25分钟后，我

们会经过海濑点。

加州一号公路不仅以风光著称，其良好的自然环境也是野生动

物的天堂。这个景点最大的特色就是海湾里可爱的小海獭。你

可以在这看小海濑不停地在水面翻身转圈，或者用小手一直揉

自己的小脸。

海濑点Moss Landing State Beach

!

!

!

再行驶24分钟，我们将来到一号公路沿线最负盛名的海滨度假

胜地之一：蒙特雷。

要说蒙特雷的特色，还真有不少。首先它虽然不大，但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曾经是加州的首府。

当你漫步小城，别惊讶，你看到的商店、餐厅、博物馆、甚至

水族馆，它们可能都是由罐头工厂改建而成。毕竟这里曾经以

制造沙丁鱼罐头而出名。想想看，你走在一条街上，街上的建

筑物原本都是一个个沙丁鱼罐头工厂，还挺有趣的呢！

蒙特雷 Montere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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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小城混合了浓郁的加州西班牙和墨西哥风情，许多名人都

选择在此置业。据说默多克在这儿就有5套房产。

!

!
当然，这里最最最有特色的景点，就是蒙特雷水族馆。它可是

整个北美地区最大的水族馆，它专业、丰富又奇幻震撼，成为

很多人评论水族馆的标杆。这里是自驾游绝对不容错过的选

择，有人曾经一年内参观了这里7次! 

全馆最美当属水母。透明的身体悬浮水中，梦幻般的身姿似披

薄纱的水中仙。体态变幻莫测，奇异的光线流淌其中，似蘑

菇，又像棉花糖。听说有位女士一动不动地观赏了3个小时！

这是怎样的着迷！

!

!

!

从17英里公路慢慢玩下来，再开个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世

外桃源般的卡梅尔。

它是个极富艺术感的百年优雅小城，充满着波西米亚风情，是

诗人与画家的天堂。

在早期居民中，有60%是专业艺术家。其中著名作家兼演员

Perry Newberry和著名演员兼导演Clint Eastwood都先后出

任过卡梅尔的市长。

卡梅尔 Carmel

!

!

和你的家人一起，花上2-3个小时沉浸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海

洋世界，充分享受欢乐时光吧！你一定不会失望。

点击预订 旧金山蒙特雷水族馆一日门票

建议你今晚入住蒙特雷，在渔人码头就着夕阳吃顿海鲜，好

好感受这座海滨度假小城悠闲与惬意。

DAY3 蒙特雷—卡梅尔—大苏尔3

第三天，我们先前往卡梅尔。把地图设定在“Pacific Grove 

Gate”，从这里开始走一号公路上经典的17英里路吧！

这是西海岸最美丽的一段海岸线之一。作为一条环岛的私人收

费公路，这里也是整条一号公路唯一收过路费的地方，你需要

支付10美元现金（每辆车），但这非常值得！

沿着无垠的太平洋行驶，你总共会经过21个免费停车点。这

里有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场、漂亮壮观的豪华别墅、世界

大亨们的私人会所，以及成片的巨浪、独一无二洁白细腻的沙

滩和苍劲的孤松。

虽说公路并不长，但由于沿途风景极美，所以一圈开下来一小

时到一天都可以。这里也是广大摄友的挚爱。

17英里 17-Mile Drive

!

15

https://poi.zuzuche.com/view-goods_id-155298.html?poi_source=10020


卡梅尔被称为加州最美的小镇。城区内随处可见各式双层小木

屋和木栅栏围起的花园，每座建筑都独具匠心，颜色鲜亮喜

人，美如童话。

小镇居民抗拒现代化，拒绝任何广告，禁止安装霓虹灯和咪

表，杜绝快餐店。原始的风情令人感觉朴实、祥和和温馨。

然而这里的生活并不单调！这儿有精致的时装、古董、糖果

店，以及令人眼前一亮的画廊和工艺品店，你完全可以花费大

半天在这里买买买！

有人评价卡梅尔：“完全颠覆人生价值观，你会觉得原来生活

还能这么过！”中国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也曾居住在此，称其

居所为“可以居”。

从卡梅尔出来，开约25分钟，会看到加州地标：比克斯比大

桥。

纵使周围一座座新桥拔地而起，它凭借一个世纪的古老和自身

的雄伟壮观，依然是美国西海岸上镜率最高的大桥。

比克斯比大桥 Bixby Creek Bridge

!

穿过比克斯比大桥，你将进入大苏尔地界，同时进入绝不可错

过的一号公路精华路段。

它被称为一号公路最华丽的音节。“这块锯齿般的土地，是由

坠落的流星犁出。”诗人用这样优美的语言来描绘大苏尔。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选出的“一生不可错过50个旅游胜地”，美

国西部入选的自然景观只有大苏尔和大峡谷。

公路右侧是望不尽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蔚蓝太平洋。公路左

侧，是斜插蓝天的陡峭石壁。在90英里的大苏尔海边公路，你

将饱览从未被践踏过的原始自然美。这里没有清楚的边界，没

有核心城市，但有象海豹、成林的红杉、弥漫的海雾……一景

胜一景，这里是世界陆地和海洋最美的接触。

这段路建议大家慢慢开，注意安全，好好欣赏沿途美景。

大苏尔 Big Sur

!

!

!

旺季车位很紧张。马路边红色是禁停，绿色是限时停车

位。每条路，甚至同一条路的不同位置，都有不同的停

车时间规定，注意看清楚。

T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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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苏尔最重要的景点当属大名鼎鼎的帕非佛沙滩Pfeiffer 

Beach，这可是地球上唯一的的紫色海滩哦！

!

这里很长一段路上只有几个加油站，而且比其它地方

贵，建议开这段路前加满油。

Tips：

驱车1个半小时后，来到这天的最后一个景点，也是孩子们最

喜欢的景点：象海豹海滩。

这里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不容易错过。走近海边，几百头象

海豹懒洋洋地在沙滩晒太阳“葛优瘫”，真是丑萌丑萌的，特

别逗趣！

然而……味道并不好闻！还有要注意咯，看的时候千万别绕到

它们身后，它们最怕别人切断自己通往大海的退路，否则会大

发雷霆，发出吼叫。

晚上可以住宿在附近的城市：圣西蒙SanSimeon。两地相差

仅7分钟车程。

象海豹海滩 Piedras Blancas Elephant Seal Rookery

!

!

DAY4 索尔万—圣塔芭芭拉4

从圣西蒙开车约10分钟就能抵达富有浪漫气息的赫氏城堡。

这里曾经是美国报业巨头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家族的私人城堡，是加利福

尼亚乃至美西的顶级名宅。

戏剧明星卓别林，美国总统

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

曾在此住过。这个古堡充满

了浓郁的艺术气息和典雅风

韵，相信女士们都会为此着

迷。

赫氏古堡 Hearst Castle

!

离开赫氏城堡，驾驶约2小时，我们来到丹麦小镇索尔万。

明艳的色彩，小屋旁悠闲旋转的欢快风车，童话般的丹麦风格

建筑，门廊上绿油油的蔓藤，远处云雾缭绕的群山，一路阳光

灿烂，你可以哼着欢乐小调雀跃其中。

这里充满着丹麦元素：哥本哈根小美人鱼雕像的复制品、童话

作家安徒生的半胸像、哥本哈根圆塔复制品……这里完全不像

是在美国，倒像是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

传闻，这里的居民曾立下规矩：保持丹麦传统，拒绝美式文

化。所以这里找不到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等美式快餐。不

用去欧洲，来这里就能让孩子体验欧洲小镇！

索尔万 Solvang

!

方形塔楼，红顶白墙，镶嵌几何图案的彩色门窗，这里保留着

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风格，整个海滨小镇美得像幅浓重油彩。这

里的海滩平坦开阔，棕榈树和海鸥随处可见，被称为美国的

“蔚蓝海岸”，是加州人的度假胜地，奥斯卡获奖电影《毕业

生》和《杯酒人生》都在此拍摄。

圣塔芭芭拉 Santa Barbara

!

!

离开丹麦，我们现在去西班牙吧！

从索尔万开到圣塔芭芭拉，只需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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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不同，圣塔芭芭拉被称为最适合养

老的地方，许多富豪、明星选择在此买房置业，因此房价也是

全美最高，几乎没有一百万美元以下的房子。

千万不要错过在栈桥尽头的餐厅品尝一下来自圣塔芭芭拉湾的

生蚝以及海鲜蛤蜊浓汤哦！

晚上可以入住圣塔芭芭拉，也可以再驱车2小时前往这次旅途

的最后一站：洛杉矶。

洛杉矶是我们此次一号公路之旅的最后一站。在旅途中，我们

经历了许多浪漫而有风情的小镇，以及温馨而有趣味的景点，

而洛杉矶作为加州第一大城市，能给我们提供的游玩选择就更

丰富更滋味无穷了！

下面推荐几大必玩景点，让你与家人在欢乐与愉悦中，好好感

受这座城市的精彩。

!

DAY5 洛杉矶5

!

游玩时长：1-2天

如果在洛杉矶只停留一天，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环球影城度过精

彩与刺激的一天。这里有众多刺激有趣的娱乐设施，惊心动魄

的主题公园，精彩绝伦的秀场以及真实的电影拍摄现场，怎么

也玩不腻，并且老少皆宜，一天下来绝对让全家人感到无限的

欢畅！

好莱坞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

点击预订 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1日门票（立即出票/扫码入园）

好莱坞星光大道 Hollywood Walk of Fame

游玩时长： 2小时

好莱坞这三个字如雷贯耳了吧？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作为文化历

史地标，是洛杉矶必游之地。一般人们会把这个景点和环球影

城安排在同一天，算是经典的洛杉矶一日游。

这儿放置了2300多个星型纪念章，刻有好莱坞巨星的姓名。

这里还经常举办好莱坞电影首映，经常会有明星走红毯，欢迎

吃瓜群众偶遇围观。每当华灯初上，许多行为艺术家便走上街

头，你只需要支付一点小费，就能和“梦露”、“德普”等大

明星互动合照，十分有意思！

!

游玩时长：1-2小时

想在黄昏时分观赏日落，夜幕降临时俯瞰洛杉矶璀璨夜景，就

千万不要错过格林菲斯天文台。这座有着三个圆顶的建筑曾是

《霹雳娇娃2》和《侠盗猎车手5》的外景拍摄地。这里是洛

杉矶文化的象征，与好莱坞山遥遥相对。登上山顶，你可以清

晰地看到"Hollywood"标志，这可是咱们从小到大在荧幕里不

断看到的经典场景啊！

格林菲斯天文台 Griffith Observ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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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时长： 2小时

在南加州最迷人的海岸线，乘坐轮船来到鲸鱼出没的海域观

鲸，是个非常棒的体验！

最后给大家的「一号公路之旅」一些小建议

不同季节里，这里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鲸鱼。冬季和春季是灰鲸

迁徙的季节，夏天和冬天是蓝鲸和长须鲸活跃的季节。

在美丽的海平面上观看“庞然大物”们在距离你几百米的地方

翻转跳跃，奇趣无穷！

观鲸之旅

!

!

点击体验 洛杉矶出海观鲸之旅 (多航次选择)

洛杉矶下午4、5点钟开始堵车，合理安排行程时间。

Tips：

1. 一号公路没有路灯，尽可能避免走夜路。

2.一号公路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没有手机信号的状态，所以要

提前将行程的各个景点位置输入GPS，或者提前下载手机离

线地图。

3.夏天去一号公路要提前关注加州山火报告，可以登陆加州

政府网站查看火情(www.fir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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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天数：7-9天

线路距离：1323公里

旅游季节：夏季最佳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两条神奇公路！

一条太平洋海岸公路，一条高山奇景公路

老司机要特别为你们推荐这条

被美国国家旅游局官方推荐的

加州神奇景观高山自驾路线

沿着加州的主要山脉——内华达山脉 (Sierra Nevada) 开始一

段公路旅行。宏伟壮丽的花岗岩山脊是加州与内华达州的分界

线。

旧金山 → 太浩湖 → 波迪 → 莫诺湖 → 优胜美地 → 猛犸湖 → 

魔鬼岩柱堆 → 惠特尼峰 → 美洲红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加州高山奇景公路7-9日自驾游
美国国家旅游局官方推荐线路

线路亮点：荒凉鬼城、千古奇湖、荒诞岩柱堆、绝美优胜美地、

世界最大树木……

https://poi.zuzuche.com/view-goods_id-843458.html?poi_source=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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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风景秀丽的高山线路上，我们可游览一系列无可媲美的

加州绝美奇景。

为什么它是不可错过的自驾路线？

和加州一号一样，从旧金山出发，沿途我们将经过8大奇景：

加州蓝宝石——太浩湖、

加州最著名的鬼城波迪、

如外太空奇幻仙境的莫诺湖、

美国国家公园三大王牌之一的优胜美地、

充满高山小镇乐趣的猛犸湖、

荒诞离奇酷炫迷人的魔鬼岩柱堆、

美国本土最高点惠特尼峰、

拥有全世界最大树木的美洲红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你可以：来这儿享受顶级度假

最佳旅行季节：夏、冬

建议游玩天数：1天

太浩湖是世界顶级的度假天堂，电影《教父》外景地。曾被马

克·吐温誉爲：“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是北美最大的高

山湖泊，也是全世界最深的湖泊之一。马克吐温关于太浩湖的

描述被刻在石碑上，而那石头又恰好被打造成太浩湖的形状，

非常有创意。

这里被冠上“地球上最美丽的景观”，“湾区的人间仙境”等

美名。冬天，这里被称为“美国十大滑雪胜地”。路面积雪盈

尺，湖水却不会结冰。附近的Squaw Village曾是冬奥会举办

地。

加州蓝宝石：太浩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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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则是避暑胜地。四周山峰叠翠，太浩湖仿如镶嵌在群山间

的蓝宝石。色彩如同倒入了蓝墨水，水质却清澈透明。泛舟湖

上会成为一种浪漫的回忆。

开车绕湖是一定要做的事。环太浩湖72英里的车程是“全美

最美妙的驾车体验”之一。附近数个州立公园，层峦叠翠的松

林，坦荡密布的奇岩怪石，富有历史风味的采矿小镇，印第安

原住民的保留地，以及皑皑雪山下点缀的度假村和一流的高尔

夫球场，所有的一切美得令人窒息。

而通向太浩湖的50号公路是美国最古老的公路，被称为“全

美最孤独的公路”，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公路之一，横穿快马递

送区，人烟稀少，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著名的死亡谷也在这

条路当中。

你可以：来这儿玩穿越

最佳旅行季节：春-秋

建议游玩天数：1天

湖 泊 全 年 温 度 都 很 冷 。 “ 三 个 馒 头 ” （ 加 州 州 府 所 在 地

Sacramento）都４７度了，这里依旧凉风习习天天２０度左

右。Sand Harbor拥有太浩湖最好的沙滩，每年8月这里会举

办莎士比亚节。想象在凉爽的季节，以湖泊与星空为背景，在

沙滩上看一本《仲夏夜之梦》，不要太惬意。

到南太浩湖，路面基本比较平坦，到北太浩湖则多为

山路。一般旅行都会选择南太浩湖。

1.

女士们，在Vacaville这里有北加州第二大Outlet - 

Vacaville Premium Outlets。Outlet位于80号与505

交叉的56号出口下Orange Dr然后右转。地址：321 

Nut Tree Rd, Vacaville, CA 95687

2.

男士们，在内华达州赌博是合法的。附近的Reno地

区有很多赌场。

3.

Tips：

赫赫有名的鬼城：波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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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0年，这个被废弃的小镇，曾是加州第三大人口城市，

是不是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非常辉煌的淘金小镇。19世纪60

年代赫赫有名的“淘金热”，正是在此拉开序幕。

当年，淘金的爆炸性信息在美国国内不胫而走。没有人能够抵

挡黄金的诱惑，大批怀有百万富翁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小镇变得热闹非凡，酒吧、赌场、妓院、鸦片馆应有尽有。淘

金客们在此尽情挥霍，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1880年左右，

波迪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巅峰状态。

好景不长，当金矿资源逐渐枯竭，淘金客们奔向了更大的金

库。加上雪崩与1932年的火灾毁了小镇90%的房屋，人们同

开始蜂拥而至一样，纷纷撤离，留下大量破败不堪的“鬼

屋”。波迪被彻底废弃，变成一座沉寂的“空城”。

196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园管理部门接管波迪，他们启动

了一项名为“凝固的破败”的方案，决定让这些无人建筑保持

现状，不做任何修补，直到倒塌消失。波迪正式被官方贴上了

“鬼城”符号。

如今，这里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建筑，包括老百货店丶公会教

堂丶酒吧丶银行金库和墓地，并变成了代表国家历史的标志性

建筑和州立公园。你可以花5美元来参观这里，以保它可以继

续存在下去。

你如今站在这儿，还能看到些什么呢？眼前的一切会把你带入

另一个世界。

摇摇欲坠的房子，积满灰尘的家具，报废的机器零件与汽车，

古老的松饼煎锅，锈迹斑斑的罐头盒子，破烂不堪的煤油灯,

古老的木箱和破旧的皮鞋，以及餐桌上的刀叉、盘碗，仿佛一

个个温馨平凡的生活场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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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静静地呆在那收集着尘土,保持着被遗弃前的样子。房屋

的主人在一夕之间弃它们而去,令人感叹世间沧桑变幻无常。

昔日的酒馆，吧台上摆放空酒瓶，空气中似乎还回荡着人们大

肆的喧哗和无拘的笑声；赌场中轮盘、筹码和牌桌一样都不

少，仍在无声诉说着昔日数不清的肮脏与罪恶交易；

红灯区那些早已无法点亮的霓虹灯，倒影出当年挣扎在金钱和

欲望中的男女......这一切都在诉说：这里曾有过纸醉金迷的辉

煌！ 来这里感受波迪特殊的发展历史，可以让我们窥视在岁

月磨砺下的一个真实的、阵痛的美国。

你可以：假装在外太空洗衣服

最佳旅行季节：夏季

建议游玩天数：1天 

经过了人间仙境太浩湖以及鬼镇波迪后，现在准备好进入外太

空之境莫诺湖了吗？

这里没有餐饮服务设施及加油站，请随身携带食物

并提前加油。

Tips：

外星妙境千古奇湖：莫诺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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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美国西海岸内华达山脉分割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

界——山脉西麓是壮丽神奇的峡谷，东麓却是茫茫无边的荒

漠。西麓的优胜美地有悬崖飞瀑参天大树，东麓的死亡谷却寸

草不生……然而，在东麓寂寥的荒漠中却有一抹难得的蓝

色——莫诺湖。

它是北美最古老的湖泊之一，存在了至少76万年，也是加州

第二大湖。它是美国《赫芬顿邮报》整理出的世界十二大世界

奇幻、堪称人间仙境的水域，是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偏远景

点、是各大知名摄影品牌拍摄广告大片的地方。

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将它称作“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网友

评价它为：仿佛来自外太空的千古奇湖，360度无死角美景。

这里到底有多奇特？

莫诺湖是一个“沙漠湖”。湖水没有出口，全靠蒸发，因此湖

内留下大量盐矿，盐度是一般海水的两倍以上。莫诺湖的碱性

很强，PH值高达10，而海水的PH值也只有8.因此，这里被称

为“加州的死海”。如果你把绝无希望洗干净的衣服放在里面

浸一下，再把它拧干，它就会干净如新。

作为全球最具特色的湖泊之一， 这里有着绝世的景观。其中

最出名的景点是南岸的Tufa-石灰岩塔——南泉华(SouthTu-

fa)。裸出水面隆起的地壳和火山熔岩，如同积雪般奇形怪状

的灰色浮石和石灰岩塔，还有死火山弯曲的岩浆斜坡……如同

石头树林，或是外星人的雕塑，让人感觉像来到某个荒凉的星

球。

你以为这里是死水一潭？然而这里也是有居民的。咸水湖里生

长着特有的咸水虾和水蝇，也吸引着大批的水鸟前来迁徙，所

以这里也是个很好的观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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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的南泉华小树林是一片闻起来甜甜的森林，长着世界上最

大的纯杰佛瑞松林，如果将鼻子贴近皱折的树皮，你会闻到奶

油膏、凤梨或香草的味道。在平静无风的清早或傍晚，杰佛瑞

松的甜香会弥漫在空气中。

优胜美地作为美国首个国家公园，与美国大峡谷、黄石国家公

园齐名，是美国最美、参观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TOP 3。

1984年，她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莫诺湖位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东入口附近。若开车

前往，需要经过一大片荆棘丛生的戈壁，路面崎

岖，车身会被坚硬的灌木丛刮蹭。下车后需要徒步

穿越灌木丛才能近距离接触莫诺湖，小心被划伤。

Tips：

你可以：月亮漫步,看着火的瀑布。

最佳旅行季节：4-6月

建议游玩天数：1-2天 

美西绝美王牌：优胜美地4

这里是乔布斯生前最喜爱并举办婚礼的国家公园，苹果10.10

版本的系统名称正是以其命名。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是摄影者的天堂。巍峨壮观的花岗岩悬

崖、坠溅百米的飞瀑、澄澈清亮的溪水湖泊、丰富的动植物

资源不断映入眼帘。

十九世纪著名旅行家约翰·穆尔说：“内华达的宝藏不是黄

金，而是优胜美地的天然风景。”

世界最高的瀑布前 20 名中，优胜美地山谷的瀑布独占三席.

其中，优胜美地瀑布（Yosemite Valley）毫无争议地成为北

美洲最高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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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优胜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看四大瀑布 ，到蝴蝶

林Mariposa Grove观赏巨大的红杉林，在冰川点glacier 

point看日落，在世上最大的花岗岩之一的酋长岩El Captain

俯瞰全景，并欣赏远方优胜美地的标志：半圆顶Half Dome.

优胜美地的美甚至促进了明信片的诞生。

美国大学生、摄影爱好者Arthur Clarence独出心裁地将优胜

美地的风光照制作成明信片，大量寄给友人。这是明信片在现

代通信史的第一次露面，导致1898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明信

片使用于邮政通信。

每年2月中下旬，摄影师和游客都会蜂拥而至，停车场都会爆

满，官方也会从“给违章停放在路边的车贴罚单”变成默默地

“划出几英里长的一条车道专供停车”。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

优胜美地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火瀑布”罕见奇景，可遇不可

求。酋长岩顶上有条小瀑布，叫马尾瀑布(horsetail fall)。在

每年二月下旬，如果有足够的雪，合适的阳光和温度，夕阳的

光线会“点燃”这条瀑布，创造魔幻般的色彩。这样的奇观每

只有短短数天，通常发生在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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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已经不新奇了，优胜美地的极限运动正在往越来越多的新

形式发展。比如：高空扁带。著名的极限运动员Dean Potter

在大教堂峰（Cathderal Peak）的两个岩柱之间完成了一次"

月球漫步"，震惊了世人。

观赏优胜美地瀑布的最佳时机是每年积雪消融的季

节，通常为四月至六月。游览瀑布时请记得携带雨

具。

1.

这里手机信号几乎为0，需要带个随身WiFi。2.

推荐傍晚去冰川点看日落。从优胜美地谷开车到冰川

点大概需一小时，盘山小路十八弯，夜间驾驶一定要

注意安全。

3.

冬季去优胜美地的一定要备好防雪链。4.

Tips：

你可以：攀登于奇形怪状的岩石

最佳旅行季节：春-秋

建议游玩天数：1天

离奇荒诞的世界：魔鬼岩柱堆5

从优胜美地的东门出来，往南开40多分钟，可到达猛犸湖

Mammoth lakes。这里是加州的旅游胜地，很多好莱坞知名

影星都来这夏天度假，冬天滑雪。游览完猛犸湖，可从那里搭

乘班车，前往荒诞离奇的魔鬼岩柱堆国家历史纪念地一日游。

伟大奇妙的自然有时会创造出“不自然”的作品，美国加州的

“魔鬼岩柱堆”肯定算一个。这堆石头也因此成为独特罕见的

地理奇观，被美国联邦政府认证为国家级保护景点。它也是世

界上最有代表性的柱状玄武岩之一。

这堆高18米、如同被诸神遗弃的石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它们

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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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万年前，岩浆喷发，流进山谷受阻，累积了约121米的厚

度，随后慢慢冷却，收缩碎裂，形成六角柱。

为了建设大坝，这个岩柱堆曾被计划炸掉。但由于环保人士的

强烈反对，成功说服政府停止了这个只顾眼前利益，而毁坏千

古奇观的计划。最终，魔鬼岩柱堆于1911年被美国总统签署法

令正式宣布为国家纪念地，由联邦政府负责保护和开发，成为

一个重要的自然和休闲旅游景区。

惠特尼山海拔高度4,418米，是美国本土最高点，与美国最低

点：死亡谷相距很近，很是奇观。

老司机不得不提山脚下的阿拉巴马狼丘(Alabama Hills)，虽

然很多人会对它感到陌生。这里是美国西部片的热门取景地，

备受好莱坞导演青睐。

冰川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们让石柱暴露出来，对其进行自然

抛光，改善火山岩浆的天然六边形图案。

石柱前方的石头堆也是六角玄武岩柱，如今已剥离断裂成一堆

乱世，中间一段如同倾倒的骨牌，压弯了附近的其它岩柱。

你可以：驰骋于西部电影的场景中

最佳旅行季节：春-秋

建议游玩天数：1天

美国本土最高峰：惠特尼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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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拍摄的故事片、广告片和纪录片超过300多部，其中包括

《钢铁侠》、《变形金刚2》、《被解救的姜戈》。

荒凉的景色让阿拉巴马狼丘独树一帜，来到这，满目皆是怪石

嶙峋，巨型的天然石拱，人脸一般的造型石头，充分激发你的

想象力，仿佛到达一个外星球的世界。

国王峡谷和美洲杉国家公园相距不远，  其中美洲杉国家公园

是美国第三个国家公园。1943年两个国家公园合并在一起管

理。这两个国家公园里最有名的，就是森林内多达8000多棵

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美洲杉树。

其实我等凡夫俗子也能攀登这最高峰，既能超越自

我，也不用赔上老命。有兴趣可以试试攀登惠特尼

峰。不过单程往返需要12-20小时。一般的自驾客

还是好好玩乐吧。

Tips：

高山道路狭窄弯曲，对车型有一定要求。由于高山

积雪，只有某些时段才适合开车自驾进入景区。一

般需乘坐shuttle bus进入。具体情况请提前查询官

网：http://www.nps.gov/depo/index.htm 或致电

咨询路况：(760) 934-2289。

Tips：

你可以：比较一下自己和汽车在"世界爷"脚下究竟多么渺小

最佳旅行季节：7-9月

建议游玩天数：1-2天

美洲红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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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其实我们很早前就已经认识这个

地方了。这可是《十万个为什么》里为我们介绍过的名树啊。

而华盛顿树曾经是世界第二，但后来因为被雷电击中，损失了

12米的树冠，就无缘世界前三了。

世界前三的大树都在这里，其中包括谢尔曼将军树——地球上

现存形体最大的树木。

形容一棵树大，能有多少种描述？ 无论哪种描述，都无法表

达当你亲眼看到谢尔曼将军这棵王者巨杉时的心情。它树干周

长31米，高84米。它的上半部分已经死掉，然而下半部分仍

旧在不断成长，每年都会再长高18米。感觉这里的小松鼠爬一

次树也挺不容易的。

红杉被称为“世界爷”，是与恐龙同代的珍稀物种，它们的年

龄足够人类延续很多代。秦始皇活着时它就存在了，而如今，

它依旧活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活着的植物。它生长速度

很快，还很顽强，即使空心也能存活。砍倒一棵红杉，其未死

亡的广泛根部可以萌发出5-10倍的新生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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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将军树是世界第三大树，被Calvin Coolidge总统称为

“美国的圣诞树”。每年圣诞期间，格林将军树下总会举办庆

典庆祝圣诞。树下可举办庆典的空间非常充裕，因为这棵巨树

周长33米。如果这个数字不够直观，你可以想像一下：它的

树干要占据三条车道。

多年前，除了当地人，几乎没有人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大的树。

在格兰特将军树的附近，有个距今141年的树桩。史料记载，

直径约7.31米。1875年，两位工人花了9天时间砍倒了这棵大

树，并把其中的一段送到当时美国的发达城市费城展示。但费

城人都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粗大的树木，他们甚至用“加利福

尼亚人的恶作剧”来戏谑这件事。

在巨大的红杉树下，过往的汽车像童话世界里的玩具模型。游

客们路过这里，大多会停车下来，比较一下自己和汽车在这些

"世界爷"脚下究竟多么渺小。

前不久，美国的一个孩子在这个公园游玩时，带走了一颗落在

地上的松果。回家后，可能出于内心的不安，或是父母的劝

导，他不仅向公园归还了松果，还附上了一封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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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写道：“我从树林里拿走了一颗松果，想把它还给你们，

希望你们把它放回到格兰特将军树附近，我是在那里找到这颗

松果的。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抱歉。谢谢。”

红杉已经与我们的星球和平共处了几千年，如果有个地方能激

励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做得更好—— 那就是它。

红杉国家公园有个神秘的地下世界：水晶洞。每年仅

限5月中旬-11月对外开放。

1.

公园的道路狭窄多弯，需控制车速，不要在行车道上

停留。一路在不同海拔间穿行，很有驾驶乐趣。

2.

区域内没有加油站等设施，请提前加油并自备足够的

食物。

3.

部分海拔高的地区在11月-次年6月道路可能会关闭，

或要求车辆安装防雪链才可进入。

4.

野生动物有优先通行权，请不要停车观看及拍摄。5.

Tips：

在加州高山路线与一号公路间无法抉择？

你完全可以连起来走条加州大环线啊！

从旧金山出发，完成一号公路后，再从洛杉矶出发，由南向

北，完成高山路线，最终绕回旧金山。

美洲红杉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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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自驾攻略：

低价·官方价格5折起

用券再享折上折，每人最多可省1000元！

海量·全球2000+种玩法

有经典必玩，更有超出想象的好玩！

便捷·买票不用再排队

50%当日出票，现场换票或电子票快速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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