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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属于你的亚利桑那！ 
66 号公路上的风⼟⼈情 

 

 
  
第⼀天 – 凤凰城 – 霍尔布鲁克 – 温斯洛         
 
上午  从凤凰城驱车前往⽯化林国家公园 
 
午餐  在霍尔布鲁克停车用餐并拍照留念  
  拍照建议地点：韦格王姆酒店- 地址 811 W Hopi Dr 
  用餐建议地点：乔与安吉咖啡馆– 66 号公路上⼀家经典复古的咖啡馆  

   韦格王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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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游览⽯化林国家公园  在这片五颜六⾊、风化严重的荒地里，蕴藏着 2.25 亿年前的古⽣物奇观—

—⽯化树林和动物骨骼化⽯。公园的最北端是彩绘沙漠，⼤片的紫⾊、红⾊和橙⾊沉积物形成了
五彩斑斓的荒地。公园设施包括彩虹森林博物馆、两个野餐区、古玩店和⼀间餐厅。游客中⼼提
供自助导览⾏程、解说步道、17 分钟的介绍电影和野外背包露营的相关信息。 

 

            
⽯化林国家公园 

 
驱车前往温斯洛参观站在街角公园和老步道博物馆。你可以在老步道博物馆里了解到温斯洛、亚
利桑那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和⽂化。  

 
 站在街角公园 – 公园名字取自知名老鹰乐队演唱的歌曲《Take It Easy》，词曲创作是杰克森·布

朗和格林·弗雷。这首歌脍炙⼈⼝，⼈⼈都会哼唱⼏句，连带着歌曲中的温斯洛也热门了起来！在
温斯洛颇具历史⽓息的市中⼼，你可以站在某⼀个角落，就像每年成千上万游客做的那样，然后
在公园拍照留念。公园内有错视画艺术家约翰·皮尤设计的两层⾼的立体壁画和雕塑家罗恩·亚当
森创作的真⼈⼤小的铜像，铜像描绘了上世纪 70 年代⼀位男⼦站在街角的模样，他身穿衬衫、⽜
仔裤，脚穿靴⼦，靴⼦上还搭着⼀把吉他。  

 
站在街角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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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在绿松⽯房间享用晚餐。绿松⽯房间是西南部特⾊餐厅之⼀，供应美味可⼝的亚利桑那州美食。
餐厅复现了在圣达菲超级酋长号⽕车上著名的绿松⽯房间里，优雅地享用餐车美食的体验。⼀切
都为了复原这个场景⽽设计：仿造拉波萨达（La Posada）实物的真皮和实⽊椅⼦、翡翠绿⾊的锦
缎小隔间、凡尔纳·卢塞罗装饰宏伟的吊灯、以及蒂娜·麦翁描绘拉波萨达守护神伊西德罗、帕斯
夸尔和芭芭拉的彩⾊玻璃壁画。在这片隐藏的绿洲里尽情享受吧！在游览亚利桑那的途中发现⼀
家美妙的餐厅，探索新装修后的弗雷德·哈维温斯洛酒店——拉波萨达。  

 
拉波萨达酒店 

  
晚上⼊住拉波萨达酒店。 这座美国历史地标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 1930 年，是最后建造的⼀套
哈维房产。这座建筑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玛丽·科尔特设计了除托瓦尔之外的所有⼤峡⾕建筑。阿
兰·艾菲尔特建筑和场地进⾏修缮后，将他们作为酒店对外开放。目前酒店有 53 间不同⼤小和配
置的客房，所有客房均布置精美，⽆论⼊住哪⼀间，都能让你仿佛置身上世纪 30 年代。酒店四周
围绕着近 3 万平⽅米的草坪、⽆数鲜花和⾼耸成⾏的棉白杨，你可以在林中漫步，看⽕车如风景
般在你眼前缓缓驶过。 

 

第⼆天 – 温斯洛 – 弗拉格斯塔夫          
   
 
 
上午 驱车⼀路向西参观位于北亚利桑那州的巴林杰陨⽯坑。前往设施先进的巴林杰陨⽯坑游客中⼼，

体验⼀场愉快的教育之旅。探索中⼼内展示着太阳系中永⽆⽌境的碰撞过程，拥有的 24 件展品使
其成为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范围最⼤信息量最⼴的⼀个。探索中⼼还设有两台交互式电脑显示器，
上面显示着包含太空、陨⽯、小⾏星、太阳系以及影响⽊星的 Shoemaker-Levy 9 彗星的信息和⾼
科技图形。 如果天⽓允许的话，你还可以参加环陨⽯坑之旅，在导游的带领下围绕陨⽯坑徒步
800 米，参观⽕⼭⼝边缘的 3 个观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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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杰陨⽯坑 

 
 

下午  66 号公路市中⼼半日游。  在历史悠久的弗拉格斯塔夫市中⼼穿⾏，沉浸于上个世纪的那些故事
中，比如对不法分⼦动私⾏、⼤⽕烧毁整个街区、热情友好的沙龙主⼈等，你可以了解到整个小
镇从⽕车站对面永久搬迁⾄此的来龙去脉。这里不同的季节都有导游带队观光旅游。游览从弗拉
格斯塔夫游客中⼼历史悠久的⽕车站开始，最后在母亲之路酿酒厂原弗拉格斯塔夫 66 号公路联盟
内品尝当地啤酒后结束愉快的⾏程，该酒厂是弗拉格斯塔夫阿尔卑斯铁道沿线的⼏家酿酒厂之⼀。
   

晚餐建议地点： 麦克米伦酒吧餐吧 弗拉格斯塔夫在 66 号公路上最古老的建筑之⼀内开设的最新
餐厅，特⾊是 66 号公路汉堡。 

 
或者 Black Bart's Steakhouse 
地址 2760 E Butler Ave, Flagstaff, AZ 86004 
电话: 928-779-3142 / www.blackbartssteakhouse.com 
或者 Beaver Street Brewery 
地址 11 S Beaver St #1, Flagstaff, AZ 86001 
电话 Tel: 928-779-0079 / www.beaverstreetbrewery.com 

 
或者 Galaxy Diner  
地址 931 East Highway 66, Historic U.S. 66, Flagstaff, AZ 86001 
电话: 928-774-2466 

               
 
晚上 在洛厄尔天⽂台参加观星活动，体验弗拉格斯塔夫的⿊夜与天⽂发现的悠久历史。洛厄尔成立于

1894 年，不仅是⼀家天⽂研究机构，也对外向游客开放。白天，你可以参加导览游，了解天⽂台
的历史和正在进⾏的研究。夜间，你不仅可以透过天⽂望远镜探索夜空，还可以在迷你天⽂馆里
观看互动式现场演示。另外天⽂台中还设有多媒体厅、展示厅和礼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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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厄尔天⽂台 

晚上⼊住弗拉格斯塔夫的小美洲酒店 Little America Flagstaff，这是⼀家提供全⽅位服务的酒店，
拥有 247 间豪华客房，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周围是超过 2 平⽅公里的西黄松林中。 酒店设
有餐厅和休息室、季节性开放的室外游泳池、远⾜小径、健身中⼼和礼品店，还提供免费⽹络连
接。 

 

第三天 – 弗拉格斯塔夫 –威廉斯 –塞利格曼– ⾦曼      
    
 
上午 驱车向西前往威廉斯，参观熊利桑那（Bearizona）野⽣动物公园。游客可以驾驶自⼰的车辆进⼊

这家位于美国北部的野⽣动物公园，安全放松地亲眼目睹动物在野外的⽣活。游客参观时将驾驶
近 5 公里穿越⼀片茂盛的黄松林。之后在 16 公顷可以步⾏的区域内，沿着蜿蜒的小道看到许多可
爱的小动物。公园内动物种类繁多，包括北美⿊熊、阿拉斯加冻原狼、⼤角⽺、野⽜、⼭⽺、⼭
猫、豪猪和⽻衣野猪等。游览时间约 1-2 小时。 

   
 

             
 熊利桑那野⽣动物公园 

 
午餐 从威廉斯开车抵达塞利格曼，参加⼀个半导览的步⾏观光游，之后在雪顶餐厅用餐。雪顶餐厅因

点餐时对客⼈搞怪⽽⼴受游客追捧，它恐怕是最不⾛寻常路的汉堡店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 66
号公路寻找怀旧情怀，聆听雪顶餐厅里出名的笑话。 餐厅的传统就是给客⼈端上最好的红⾊辣椒
汉堡和炸⽟米饼，还会附送慷慨的幽默，当然还有令⼈食指⼤动的奶昔和软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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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尔·戴尔葛迪约               戴尔葛迪约的雪顶汉堡站 

 
 
下午 参观⼤峡⾕洞⽳。这个地下 64 米的天然⽯灰⽯洞⽳是美国最⼤的⼲洞⽳，对于时间紧张或身体原

因⽆法参加整个徒步⾏程（可坐轮椅参加）的游客来说，可以选择 25 分钟的精华游。 首先游客
将乘坐电梯直降 21 层到达底下的洞⽳教堂，这个教堂常年会举⾏婚礼，空间堪比两个⾜球场。导
游会在⾏程中对这些惊⼈的洞⽳进⾏解说，包括介绍那些游客不会去到的区域。你会看到亚硝酸
盐和⽯灰⽯晶体、洞⽳独有的“冬季晶体”和 Helecite 晶体（Helecite 是亚硝酸盐非常少见的⼀种形
式）。参观“茶杯把⼿”、红墙⽯灰⽯、晶体等。 

   
 

 
⼤峡⾕洞⽳ 

 
拍照地点 在从⼤峡⾕洞⽳去往⾦曼的路上，在哈克贝瑞综合商店拍照留念。 哈克贝瑞是⼀处风景优美的拍

照地点，也是⼀间礼品店，出售各种各样的标牌和旧车等，它位于里程碑 80 附近，在道路右侧或
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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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贝瑞综合商店 

 
 
 
晚餐  华拉派⼭间度假村。华拉派⼭间度假村位于历史悠久的⾦曼东南 19 公里处。 在凉爽的松树林中，

您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景⾊，或者徒步旅⾏、野餐、露营、观看野⽣动物、骑自⾏车，当然也可以
什么都不做尽享轻松。华拉派⼭度假村是浪漫假期、蜜月、周年纪念、户外婚礼、家庭聚会和企
业或教堂活动的理想之选。 

 
晚上⼊住⾦曼品质酒店。这家历史悠久的酒店里充满了 66 号公路的回忆，其中⼏间客房是以曾⼊
住的名⼈命名，如多萝西·迪瓦恩、吉恩·哈克曼和帕米拉·安德森等。 

   

第四天 – ⾦曼 – 凤凰城              
 
 

推荐早餐或者午餐选择：⾦曼机场餐厅 Kingman Airport Cafe 

地址：6000 Flightline Dr # 5, Kingman, AZ 86401/ Tel: 928-757-4420  
这家是当地⼈首选餐厅！！          

 
 
 
 
 
 
上午  参观亚利桑那州发电站 66 号公路博物馆。⾦曼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发电站博物馆讲述了 35 号线

到 66 号公路的演变历程。壁画、照片和真⼈⼤小的立体布景向⼈们展示了每⼀个曾经在这条道路
上⾏⾛过的团体，这条道路之后被称为母亲之路。2014 年新增的 66 号公路电动汽车博物馆是全
球首创，现已向公众开放。 博物馆中展出从历史电动汽车基⾦会租借来的⼗⼆辆（还会继续增加）
汽车，记录了从⼗九世纪到⼆⼗⼀世纪电动汽车的历史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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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号公路博物馆 

 
拍照地点    ⾦曼以西约 32 公里处，在冷泉拍照留念。冷泉休息站的公路上有⼀个标着 66 号公路的盾牌符

号。这里往返车辆不多，公路直线距离也较长，你可以放⼼的⾛在路上排出最满意的公路照片。
⼀定会有很多⼈羡慕你，问你在哪⼉拍的照片！ 

 

 
冷泉，66 号公路 

 
 漫步 奥特曼小镇。这是⼀个位于亚利桑那州莫哈维县⿊⼭的没落淘⾦小镇，上世纪 40 年代淘⾦

潮退却⾦矿陆续关闭，1953 年 66 号公路也被关闭，这个小镇就开始没落了，直到 60 年代彻底废
弃。如今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的“66 号公路热”，这座小镇也开始复苏。你可以看到野驴在镇中漫步，
游客用⼿投喂胡萝⼘和“驴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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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曼小镇  

午餐推荐： 
Oatman Hotel 奥特曼酒店 
地址：181 Main Street, Oatman, AZ 8643 
 
从奥特曼小镇驱车前往凤凰城，可在凤凰城停留，或离开亚利桑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