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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州 - 路易斯安那州 - 密西西比州 - 阿拉巴马州 - 田纳西州-  

北卡罗来纳州 - 佐治亚州 - 南卡罗来纳州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迪普埃伦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在大都市达拉斯开启您的旅程。径直前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迪普埃伦(Deep Ellum)，这里的多个街

区拥有 30 多个音乐现场演出场馆，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娱乐区之一。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大牌歌手在

硕大无比的 Bomb Factory 音乐馆演出，在钢琴吧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曲，欣赏街头艺术，以及在咖

啡厅体验露天餐饮。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迪普埃伦就作为蓝调音乐和爵士乐圣地闻名遐迩，经常光顾

这里的歌手包括盲人莱蒙·杰弗森、Huddie “Lead Belly” Ledbetter 以及贝西·史密斯等。在上

世纪七十年，这里出现了经济衰退，门店萧条。但到了八十年代，音乐盛况又重新点燃。Trees 音乐馆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业，进一步繁荣了当地的音乐景象，并吸引了诸如Nirvana、珍珠果酱和收音机头

等流行乐队。今天，这个享誉国际的地区继续吸引大批音乐爱好者前来，与当地艺术家互动，同时体验

购物的乐趣和享用美食。迪普埃伦艺术节(Deep Ellum Arts Festival)在四月份举行，是一场为期三天

的街头派对，此时前来即可感受这里最佳的音乐氛围。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2 晚住宿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 -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在任何一个夜晚到达奥斯汀，您均可以欣赏到各种类型的现场音乐，包括乡村音乐、蓝调和摇滚乐等。

逾 2,000 名音乐家为这座城市带来纷繁多样的音乐气息，只要稍作停留，您便可以理解为何奥斯汀被

称为“世界现场音乐之都”。电视秀“奥斯汀城市界限”(Austin City Limits)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开始播放，至今仍继续吸引全世界把目光投到这座城市，而珍妮丝·贾普林、Jamestown Revival 和

史蒂维·雷·沃恩等也是通过这个节目走红。自 1987 年起，每年一度的西南偏南音乐节(South by 

Southwest music festival)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天才音乐家和乐迷们前来庆祝。奥斯汀拥有许多

大型演出场馆，如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re)，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型巡演节目都会在这里演出，

此外，这座城市的经典场馆还包括 Continental Club、 Sahara Lounge 以及 The Nook 

Amphitheater，在这里您能够一睹本地乐队的风采。颇受欢迎的娱乐区包括 Rainey Street、Sixth 

Street 和 South Congress 街区。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2 晚住宿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 -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在前往休斯顿途中，到圣安东尼奥驻足停留，体验此处活泼且多样化的音乐盛况。这座城市以特哈诺

(Tejano)音乐和重金属音乐而闻名，但它同样拥有深厚的爵士乐底蕴，在 Shadowland Ballroom 和

Plaza Hotel 等地便能见证这一点。著名的巡演大型场馆包括 AT&T Center 和 The Paper Tiger，此



外，城市广场中的小型俱乐部每晚都举办现场音乐会，适合所有人欣赏。下一站是休斯顿，各种类型的

艺人在此地开启他们的事业，包括 Lyle Lovett、ZZ Top 和天命真女组合等，休斯顿也因此而为人所

熟知。欣赏现场音乐的地方包括 Continental Club 等场馆，该俱乐部始创于奥斯汀，而现在表演者们

大部分时间都在 Main Street 演出，这个富有人气的地方适合作为当晚的最后一站行程。Fitzgerald’s

在一个世纪以前是一家波兰舞厅，颇具历史风韵。每周三，那些暂露头角的音乐人在这里纵情高唱，而

每到周五或周六，则有著名的乐队进行现场演出。休斯顿其中一个最新的景点是白橡木音乐厅(White 

Oak Music Hall)，自 2016 年开业以来，便有诸如 The Lumineers 等顶尖乐队前来演出。音乐厅有

三个楼层可供选择，均包含室内和室外区域，您可以欣赏到市区和白橡树河(Little White Oak Bayou)

的壮观景色。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1 晚住宿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 德克萨斯州阿瑟港 - 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 -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 

 

 

 

 

 

 

 

 

 

 

 

 

 

 

 

 

 

 

 

 

 

 

 

 
在墨西哥湾沿岸行驶途中，到阿瑟港(Port Arthur)停留，参观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博物馆(Museum of 

the Gulf Coast)，这里是纪念本地明星珍妮丝·贾普林和“大嘴”克拉伦斯·布朗、ZZ Top、Edgar 

Winter 及 Johnny Winter 等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其他标志性人物的名人堂。下一站是拉斐特，这座城

市充满活力，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中南部。十八世纪法裔加拿大人到此地定居，这里也被称为卡津人之都。



您可以前往当地音乐场馆欣赏乐队表演卡津音乐及柴迪科音乐，或者前往参加林林总总的文化节。最后

一站是拥有深厚音乐底蕴的新奥尔良。在俱乐部和街角，您将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包括爵士乐、非裔

古巴爵士、迪克西兰爵士乐、节奏布鲁斯以及柴迪科。在典藏厅(Preservation Hall), 轮换演出的杰出

音乐人在轻柔的氛围中表演传统的新奥尔良爵士乐；您可以早点前往站立区观看，或者提前购买座位票

（票源紧俏）。法国街(Frenchmen Street)是现场音乐的另一个中心地带，布满林林总总的音乐会所，

例如 The Spotted Cat Music Club，每晚有多达三只爵士乐队在这家俱乐部演出。参观新奥尔良爵士

乐国家历史公园(New Orleans Jazz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窥探这座爵士乐诞生城市的内涵。

美食和鸡尾酒文化对于新奥尔良体验至关重要。从露天式咖啡馆到高档餐厅，您会发现无数种对当地招

牌菜式的诠释方法，这些经典菜式包括撒糖煎饼、香炒什锦饭和辣熏肠。计划好您的行程，参加爵士艺

术节(Jazz & Heritage Festival)或者新奥尔良狂欢节(Mardi Gras)。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2 晚住宿 

 

新奥尔良，斑点猫音乐俱乐部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 -  
密西西比州纳齐兹 - 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 
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走，探寻密西西比州的蓝调音乐。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吞鲁日停留，这里是探

索该州多元文化的理想之地。巴吞鲁日拥有 300 多年历史，这里的美食佳肴、独特建筑和极具特色的

文化景象均彰显出丰厚的历史底蕴。继续沿着密西西比州蓝调之路(Mississippi Blues Trail)，穿过被

称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纳齐兹、维克斯堡和印第安诺拉。在印第安诺拉的 B.B. King 博物馆了解蓝调音

乐的历史。该博物馆为纪念传奇歌手及吉他演奏家 B.B. King 而创建。游客们将了解到，非裔美国人如

何在棉花田工作时和在备有自动唱机的小酒吧演奏的过程中创造了这种音乐。 

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1 晚住宿 

 

 

密西西比州，三角洲蓝调博物馆 

 
 
 
 
 
 
 
 
 
 
 
 
 
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 - 密西西比州图珀洛 -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离开印第安诺拉后，沿着密西西比州蓝调之路北上绕行来到克利夫兰的多克里农场(Dockery Farms)，

继续了解蓝调音乐如何诞生。上世纪初在该农场劳作的非裔美国人包括蓝调开拓者 Charlie Patton。在

下一站图珀洛，花点时间参观猫王的出生地。这位“摇滚之王”的出生地现已成为旅游胜地的一部分，

该景点包括小教堂、博物馆和公园。在下一站伯明翰，爵士乐在市区夜总会仍然十分活跃，例如其中的

Ona’s Music Room，幸运的话，您有机会在此处观赏夜总会主人 Ona Watson 的演出，他是进入阿拉

巴马州爵士乐名人堂最年轻的一位名人。如果您想获得原汁原味的体验，记得游览尚存无几的备有自动

唱机的小酒吧，以及周六晚在贝瑟默(Bessemer)附近的 Gip’s Place 欣赏著名艺人和本地音乐人的表演。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1 晚住宿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 
在离开伯明翰之前，前往观赏阿拉巴马州爵士乐名人堂所在地、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大楼，该名人堂旨

在向那些与阿拉巴马州有渊源的爵士乐艺术家们致敬。在里面参观卡弗剧院(Carver Theatre)，这是

许多著名人物表演的地方。您在此处将了解爵士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例如纳特·金·科尔、莱诺汉普

顿和艾灵顿公爵。往北行驶两小时，穿过佐治亚州州界，来到查塔努加，这里是贝西·史密斯出生以及

Usher 成长的地方。途中参观鸣鸟吉他博物馆(Songbirds Guitar Museum)，该馆成立于 2017 年，

馆内陈列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各种吉他。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1 晚住宿 

田纳西州查塔努加 - 田纳西州加特林堡 
 
 
田纳西州，桃丽坞 

 

 

 

 

 

 

 

 

 

 

 

 

田纳西州以音乐胜地和音乐历史而闻名，而加特林堡(Gatlinburg)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每到夏天，

艺术家和音乐迷都会汇聚此地，共同庆祝烟山词曲作者节(Smoky Mountain Songwriter’s Festival)。

音乐界的顶级词曲作者均现身争夺各种奖项。除了绝妙的音乐外，加特林堡还有多处值得游玩的场所，

包括蒸馏酒厂，您在此处可边啜饮美酒边欣赏现场音乐。抽时间到 Atrium Pancakes 享用家常美食，

这里提供早餐和早午餐。建议您尝尝烤苹果煎饼或乡村炸牛排和肉汁。最后一站是鸽子谷(Pigeon 

Forge)的桃丽坞(Dollywood)主题公园。花时间探索地面景观和水上公园，尽情欣赏各种表演和美景。

公园内还提供住宿服务，适合需要待更长时间的游客。这里每年都举办一次以欢迎乡村音乐巨星多

莉·巴顿回家为主题的多莉返乡游行(Dolly’s Homecoming Parade)，您可以加入人群中，一同庆祝。

这里还举办一年一度的桃丽坞烧烤节(Dollywood Barbeque)和蓝草音乐节(Bluegrass Festival)，

皆是音乐爱好者不愿错过的盛大活动。 

田纳西州，加特林堡或鸽子谷，2 晚住宿 

 



田纳西州加特林堡 - 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大烟山 -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田纳西州，加特林堡 

 
 

 

 

 

暂别加特林堡的一系列音乐活动，来到大烟山国家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探

索。公园地跨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边界，园内的健步小径穿越森林和野花草地，沿着溪河可以看到

瀑布等壮丽景观。离开大烟山后，前往佐治亚州感受富有雅典风范的大学城气息，这里与 B-52s 和

R.E.M 等乐队有着难以切割的渊源。这里演出的各式节目让莫顿剧院(Morton Theatre)的舞台依旧绽

放耀眼光芒。该剧院成立于 1910 年，当时属于轻歌舞剧剧院，惠灵顿公爵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音

乐传奇人物曾在该剧院演出过。下一站到达亚特兰大，这座城市以当代嘻哈和节奏布鲁斯而闻名。小五

点(Little Five Points)长期以来都是大家争相造访的地方，而 Variety Playhouse 是一个欣赏现场音

乐和活动的绝佳去处。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 晚住宿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查尔斯顿的标志性建筑就是绘有彩虹色调且拥有精美铁制品装饰的南北战争前古宅。最不能错过的是沿

着鹅卵石街道的徒步旅程，沿途可欣赏古宅、花园等秀美景观，更有极具历史感的查尔斯顿海滨长廊 — 

古炮台(Battery)。或许您熟悉查尔斯顿这个名字，是因为上世纪早期拉格泰姆钢琴爵士乐(Ragtime)

时代盛行的同名舞蹈，以及上世纪二十年代绝妙的爵士乐拍子。格莱美奖获奖歌手达里奥斯·拉克是土

生土长的查尔斯顿人，他甚至将自己的一个专辑命名为“南卡查尔斯顿 1966”(Charleston, SC 

1966)。查尔斯顿音乐厅(Charleston Music Hall)也称为 The Tower Depot，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

翻修，这座城市从而拥有一流的现场音乐馆。走进具有历史风韵的市区酒吧或海滩酒馆，欣赏才华横溢

的音乐人登台表演，享受惬意且低调的夜晚时光。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1 晚住宿 

 

 

 

如需更多美国旅行灵感和旅行建议，请访问 VisitTheUS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