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部 
葡萄酒小径

纽约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



  

东北部葡萄酒小径
从纽约州纽约市   2 小时 45 分钟/254 公里 
到新泽西州开普梅 

从新泽西州开普梅  2 小时 15 分钟/159 公里 
到宾夕法尼亚州肯耐特广场 

从宾夕法尼亚州肯耐特广场  1 小时 30 分钟/104 公里 
到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从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3 小时 45 分钟/354 公里 
到纽约州伊萨卡 

从纽约州伊萨卡 4 小时/358 公里 
到纽约州纽约市 

纽约州

开普梅

肯耐特广场

赫尔希

伊萨卡



早早地离开纽约市，向南前往新泽西州的葡萄酒之乡。在旅途中，您可以利用这次
机会游览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自 1756 年以来，这里成为闻名遐迩的普林斯顿大
学的所在地。在普林斯顿市中心的 Jammin’ Crepes 餐厅停下来，享用一顿美味
的晚早餐。不断翻新的菜单，采用当地农场出产的各种新鲜食材制作，搭配美味的
法式薄饼，绝妙风味令人垂涎欲滴。早餐后，如果您是一名艺术爱好者，那么千万不
要错过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这里收藏有 72,000 多件艺术作品。继续往南，
今天的葡萄酒第一站是 Amalthea Cellars Farm Winery 酒庄，在这里，您将体验
时光倒流，感受法国南部一个精品酒庄的往昔风采。在美妙的旅程中，您将参观一
辆已有 100 历史的马车，在烛光摇曳的酒窖品尝醇香四溢的葡萄酒。White Horse 
Winery 酒庄距 Amalthea Cellars 酒庄仅举步之遥，该酒庄于 2016 年开业，是新
泽西州最新的酒庄之一。您可以在不拘一格的品酒室品尝口感浓郁的葡萄酒，并在
精湛工艺打造的食品包装纸板上享用午餐。在您前往下一个酒庄的旅途中，一定要
看看新泽西州马盖特 (Margate) 约瑟芬·哈伦公园 (Josephine Harron Park) 海
岸边六层楼高的“露西的大象”(Lucy the Elephant)。想要欣赏 360 度的全景景观，
您可以爬上露西内部的楼梯，此处已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公园名录 (National 
Park Registry of Historical Landmarks)。今天的最后一家酒庄是鹰港酒庄 (Hawk 
Haven Vineyard and Winery)，位于特拉华湾 (Delaware Bay) 和大西洋之间的五
月岬之外。该酒庄是一个宁静富饶的天然避风港，也是许多迁徙类猛禽的栖息地。
在继续五月岬的短途旅行之前，这里是您最后品尝美酒的理想场所。五月岬位于新
泽西州五月岬半岛的顶端，以宏伟的维多利亚式房屋和五月岬灯塔而闻名，享有景
色宜人的海湾和波澜壮阔的大海景色。今晚就来探索这个历史悠久的海滨瑰宝吧。
整座城市都被列为国家历史区 (National Historic District)，拥有近 600 座保存完
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您可以一边在渔人码头的 The Lobster House 餐厅享用令人
大快朵颐的晚餐，一边俯瞰美如画卷的五月岬海港。

纽约州，纽约市
登记入住酒店后，从纽约 Soho 区的 City Winery 酒庄开始您精彩无限的酒庄之旅。
该酒庄将现场音乐、美食和美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将酒乡体验带入纽约市的中心
地带，让您感受无与伦比的美食与文化。City Winery 酒庄的酒窖拥有 300 个法国
橡木桶和 11 条带龙头的分酒线路，可自动将葡萄酒冷却至最佳温度。这样非常环
保，因为无需在提供葡萄酒前将其装瓶。预订每天下午 4 点开始的行程，或者参观 
Barrel Room，这是一家环境舒适私密的餐厅，设有 40 个座位和品酒室，供应直接
取自分酒龙头的葡萄美酒，以及丰富的美食菜单。

第 1 天 

住宿：纽约州，纽约市

开普梅灯塔，新泽西州

从纽约州纽约市  
至新泽西州五月岬

住宿：新泽西州，五月岬

第 2 天 
2 小时 45 分钟/254 公里



从新泽西州五月岬  
到宾夕法尼亚州肯尼特广场

从五月岬出发，搭乘 May-Lewes Cape Ferry 渡轮前往特拉华州。搭乘早上 
7 点的渡轮，在美丽的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比奇海滨木板路上的餐厅之一享用
早餐；The Royal Treat 餐厅将是您的不二之选。Nassau Valley Vineyards 
酒庄在距离里霍博斯比奇片刻车程的刘易斯，这是该州的第一家酒庄，建立
于 1993 年。享受令人回味无穷的自助游，然后细细品尝屡获殊荣的精选葡
萄酒。接下来，驱车前往特拉华州乡村玛丽德尔 (Marydel) 的 Harvest Ridge 
Winery 酒庄，感受沁人心脾的乡村气息。该酒庄横跨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两
个州的边界，位于历史悠久的梅森-迪克森线 (Mason-Dixon line) 上，这条线
路是美国的南北分界线。该酒庄的独有特征之一是初始的梅森-迪克森拱顶石
边界标记“No. 47”。一定不要错过 Harvest Ridge 酒庄精选红葡萄酒的品鉴

机会，尤其是马尔贝克葡萄酒，它的美妙滋味令人留恋不已。切萨皮克地区的
水域让这里的葡萄拥有更长、更温暖的生长季节，这是酿造红葡萄酒的完美条
件。游览切萨皮克湾 (Chesapeake Bay) 时，您可以穿过众多水湾的部分入口，
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在这里，您将有充足的时间探索历史悠久的肯尼特广场 
(Kennett Square) 镇，这里也被称为“世界蘑菇之都”。探索州街 (State Street) 
独特的商店，如 The Mushroom Cap，这里提供各式各样以蘑菇为主题的礼物
和美食，然后在 Portobello’s 餐厅享受缤纷多元的晚餐。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肯尼特广场

里霍博斯比奇，特拉华州

第 3 天 
2 小时 15 分钟/159 公里



动，品味美酒的芳香，然后在户外露台欣赏布兰迪万谷的怡人美景。该酒庄
还提供周末活动，如现场音乐以及美食葡萄酒搭配品尝，各种精彩，迭出不
穷。来到埃文代尔的 Va La Vineyards 酒庄，这家精品酒庄坐落在 19 世纪
的谷仓内，为您提供现场葡萄酒品尝活动，美妙风味让您难以忘怀。这些葡
萄酒是为了与美食搭配而精心酿造的，品尝时还会搭配当地的奶酪，以丰富
您的品鉴体验。今晚，您将从肯尼特广场出发，短暂的车程之后，来到宾夕法
尼亚州西切斯特 (West Chester)，探索市场街 (Market Street) 精品店，感
受这里丰富的当地艺术和农产品。在 Pietro’s Prime 餐厅享用闻名遐迩的
牛排晚餐，以此结束您愉快的夜晚时光。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肯尼特广场

宾夕法尼亚州布兰迪万谷
第 4 天 

将肯尼特广场作为您的探索基地，您可以从这里出发，前往游览迷人的布
兰迪万谷中的众多葡萄园和酒庄。如果不去肯尼特广场占地近 6,677 亩

（1,100 英亩）的长木花园 (Longwood Gardens) 逛一逛，那您在这个地
区的参观之旅就不算完美。您可以在花园、林地、草地和温室中观赏 11,000 
种植物和树木，大饱眼福。距离长木花园仅 5 分钟路程之处，坐落着 Galer 
Estate Vineyards and Winery 酒庄。您可以欣赏酒庄的彩绘玻璃窗、重
新利用的谷仓木和来自独立厅 (Independence Hal) 台阶的大理石吧
台。夏季，您可以在室内或者主露天平台上参加品酒活动，俯瞰 Red Lion 
Chardonnay Vineyard 酒庄的优美景色；还可以在一些夜晚欣赏美妙的音
乐。在冬季，活动将转移至舒适的 Red Lion 品酒室，您可以在温暖的环境中
品尝美酒，既舒适又惬意。下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州查兹佛德 (Chadds Ford) 
的潘斯伍德酒庄 (Penns Woods Winery)。您可以在品酒室内参加品酒活

埃文代尔 Va La Vineyards 酒庄，宾夕法尼亚州



从宾夕法尼亚州基尼特广场 
到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从肯尼特广场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 (Lancaster) 仅需 45 分钟车程，您
可以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ur) 驻足，在 Java Junction Coffee Bar 咖啡吧
享用美食。菜单上的美食有百吉饼、三明治和一些创意美食，如 Hangover 
Helper，其中包含鸡蛋、肉汁、土豆、洋葱、辣椒和奶酪，还配有一小杯腌黄
瓜汁。美国最古老的阿米什人 (Amish) 居住地就在兰卡斯特，这座多元化
的城市还拥有 90 多个艺术场馆和历史建筑，在宾夕法尼亚荷兰村 (Dutch 
country) 中心还有众多一流文化和娱乐景点。从兰卡斯特向北行驶一小段
路程，您就会发现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曼海姆 (Manheim) 的 Waltz Vineyards 
Estate 酒庄。欧洲风格的品酒室与庄园自种葡萄酿制的葡萄佳酿相得益彰；

还提供当地手工奶酪和巧克力，为您带来非同凡响的品酒体验。继续您的旅
程，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前往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Hershey)，这将是
您今天的最后一站。到达后，前往 Cullari Vineyards and Winery 酒庄游览
一番，这是一家专门经营传统干型和甜型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与桃红葡萄酒
的精品店。主品酒室位于赫尔希中心位置的巧克力街 (Chocolate Avenue)。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Cassel Vineyards 酒庄，宾夕法尼亚州

第 5 天 
1 小时 30 分钟/104 公里



Armstrong Valley Vineyard & Winery 酒庄，宾夕法尼亚州

在酒庄露台的摇椅上，一边欣赏壮丽的山景，一边品尝细腻的美酒。在您今天
的酒庄之旅中，最后一站是赫尔希的 Cassel Vineyards 酒庄。您可以在高顶
品酒室的长吧台或露台上品尝葡萄酒，该露台连接草坪，一直延伸至附近的
葡萄藤边。夏季，游客还可以在周末欣赏精彩绝伦的现场音乐。如果您想在今
晚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不妨驱车行驶一小段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哈
里斯堡 (Harrisburg)，在建于 1913 年的 Char’s Tracy Mansion 餐厅享用晚
餐，度过美妙的夜晚。尽情欣赏萨斯奎哈纳河的迷人景色。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宾夕法尼亚州葡萄酒产区， 
哈里斯堡-赫尔希地区
第 6 天 

今天晚些时候，您将探索哈里斯堡-赫尔希地区，除此之外，您一定要前往巧
克力街的 The Hershey Story 博物馆参观浏览，以深入了解米尔顿·好时先
生、他的“绝佳美式巧克力块”和以他命名的小镇。接下来，沿着萨斯奎哈纳河 
(Susquehanna River) 向北行驶至宾夕法尼亚州哈利法克斯 (Halifax)，这里
是 Armstrong Valley Vineyard & Winery 酒庄的所在地。品酒室坐落在拥有 
200 年历史，带古朴横梁的谷仓里，迈进品酒室，一条美丽的瀑布随即映入您
的眼帘，向您表示欢迎。您可以在带顶棚的露台上小酌一杯，欣赏石制壁炉和
外面美丽的风景。穿过芬芳的花园就是马厩，漫步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冰
窖，其中曾储存着冰块，以便在炎热的天气里使用。返回赫尔希，然后在宾夕
法尼亚州格兰维 (Grantville) 的 J & P Winery 酒庄停下来，您可以悠闲地坐



从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 
到纽约州伊萨卡
第 7 天 

离开赫尔希，继续向东北部行驶，前往纽约州的手指湖地区 (Finger 
Lakes)。在康宁著名的康宁玻璃博物馆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驻足。探索长达 3,500 年的玻璃历史，在一栋旨在模拟玻璃
生产的建筑中欣赏 50,000 个展品，然后观赏令人惊叹的现场热玻
璃展示。至此之后，您将以全新的方式看待玻璃。继续您的旅程，前
往纽约州伊萨卡手指湖葡萄酒之乡 (Finger Lakes Wine Country) 
的中心地带，游览迷人的卡尤加湖 (Cayuga Lake)，这里也是康奈
尔大学及贝聿铭 (I.M.Pei)设计的赫伯特·F·约翰森艺术博物馆( 
Herbert F. Johnson Museum of Art) 的所在地。

住宿：纽约州伊萨卡

3 小时 45 分钟/354 公里

康宁玻璃博物馆，纽约州



敦提赫尔曼酒庄，纽约州

纽约州手指湖葡萄酒产区
今天上午，您可以探索市中心附近飞流直下的伊萨卡瀑布 (Ithaca Falls)，然后
前往塞内卡湖 (Seneca Lake) 葡萄酒小径。塞内卡湖是手指湖中最大最深的
湖，拥有如画般美丽的风景，如此美景作伴，将为您今天的品酒体验锦上添花。
您的第一站将来到纽约州洛迪 (Lodi) 的 Lamoreaux Landing 葡萄酒窖。品酒
会将在一栋高耸的希腊复兴式建筑中举行，这栋建筑由伊萨卡原住民 Bruce 
Corson 设计。您可以透过大大的落地窗，或从外面的酒庄平台欣赏碧波不惊
的湖景，享受静谧的时光。接下来，前往 Dr. Konstantin Frank Winery 酒庄，
这是手指湖最负盛名的酒庄之一。该酒庄的创始人 Frank 于 1962 年在该地
区开始了酿酒复兴，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贡献，手指湖葡萄酒产区将
不会像如今这般受人敬仰，赢得美誉。该酒庄位于库克湖西南部的山丘上，拥
有四代的悠久历史。酒庄举办多种品酒活动，但您可以选择在弗兰克故居的 
1962 年珍藏品酒室享受个性化的独特体验。客人可以从整份葡萄酒单中进行
选择，但不要错过雷司令和黑比诺，其纯正的口感一定会让您欣喜不已。当您

来到该地区时，您可以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 Belhurst Castle 城堡稍作停留，
俯瞰风景如画的塞内卡湖。这座石头城堡在禁酒令时期是一个地下酒吧、赌场
和晚餐俱乐部，而如今已成为一个完美的午餐站，坐落着两家餐厅。您可以选
择 Stonecutter’s 餐厅，该餐厅提供不拘一格的酒馆菜单，拥有令人放松的休
闲氛围，可俯瞰塞内卡湖；或者选择 Edgar’s Steakhouse 牛排馆，您可在此享
受更正式的用餐体验，将一览无余的湖景尽收眼底。回到伊萨卡，今天参观的
最后一家酒庄将是赫尔曼酒庄 (Hermann J. Wiemer Vineyard)，它坐落在塞
内卡湖西岸一座拥有 90 年历史的谷仓内。该建筑在其葡萄酒生产区提供手工
酿制的庄园葡萄酒，包括标志性的雷司令。返回伊萨卡，探索 The Common，
其为市中心的购物和餐饮天堂，度过美妙的夜晚。

住宿：纽约州伊萨卡

第 8 天 



手指湖葡萄酒产区，纽约州

斯默拥有卡尤加湖上一些最大和最古老的葡萄树，是环保葡萄酒生产的领导
者，专注于食品保存和可持续发展。三间品酒室的大教堂式屋顶和充足的自然
采光营造出轻松舒缓的氛围，您可以在这里品尝精选美酒，享受宁静的闲暇时
光。这里的品丽珠 (Cabernet Franc)、雷司令、绿维特利纳(Gruner Veltliner) 
以及白苏维浓都是不容过错的经典佳酿。今天的最后一站将是格鲁夫酒庄 
(Buttonwood Grove Winery)，其为卡尤加湖风景最优美的酒庄之一。其封闭
式观景台位于道路上方，可将浓密的葡萄园、美丽精致的花园和碧波粼粼的
卡尤加湖一览无余的美景尽收眼底。您可以尽情品尝屡获殊荣的葡萄酒，包
括 Frances Amelia 雷司令和赤霞珠，享受它们的醇馥幽郁。在夏季的周末，您
可以参加观景派对，享受激情迸发的现场音乐和勾人味蕾的美味烧烤，度过
星光灿烂的美好夜晚。今晚，来到伊萨卡市中心的餐饮街，在主厨自家主理的 
Mercato Bar & Kitchen 餐厅享用地道的意大利美食。

住宿：纽约州伊萨卡

纽约州手指湖葡萄酒产区
第 9 天 

沿 着 卡 尤 加 湖 行 驶 一 小 段 距 离，便 可 到 达 气 势 磅 礴 的 托 格 汉 诺 克 瀑 布 
(Taughannock Falls)，该瀑布长达 66 米（215 英尺），从峡谷上方高耸近 122 
米（400 英尺）的岩石峭壁俯冲而下。徒步穿过寂静的峡谷小径 (Gorge Trail)
，从瀑布下方欣赏曼妙的风景，或者驱车前往峡谷小径，从高处俯瞰令人屏息
的美景。沿着卡尤加湖行驶，享受短暂的旅程后，您就会到达今天的第一个酒
庄——希德瑞克酒庄 (Sheldrake Point Vineyards)，从品酒室抬眼望去，可
饱览令人惊叹的湖景。各式菜单丰富无比，包括其最畅销的葡萄酒、珍藏葡萄
酒、餐后葡萄酒和庄园出产的冰镇葡萄酒，总会有一款美酒能够满足您跳动
的味蕾。沿着湖畔朝更远处走去，您将发现 Thirsty Owl Wine Company 酒
庄，其拥有超过 609 米（2,000 英尺）的湖滨地带和 910 亩（150 英亩）的葡萄
园。Thirsty Owl Bistro 酒庄是享受完美的品酒体验，欣赏美不胜收的湖景，享
用令人垂涎的午餐的绝佳之所。该酒庄专门供应新鲜的当地食材，将其加工成
成美味的菜肴，与葡萄酒完美搭配，让您享有愉悦的用餐体验。享用美味的午
餐后，驱车穿过高速公路到达霍斯默酒庄 (Hosmer Estate Winery) 酒庄。霍



从纽约州伊萨卡  
到纽约州纽约市

如需更多全美旅行攻略和旅行创意，请访问： GoUSA.cn

从手指湖出发，穿过纽约州北部，在宾夕法尼亚州风景秀丽的波科诺山 
(Pocono Mountains) 停下来，享用美味的午餐，稍作休息，然后穿过特拉华
河谷 (Delaware Water Gap)，返回纽约市。

第 10 天 
4 小时/358 公里

兄弟会酒庄，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