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花号和大西
洋殖民地

马萨诸塞州 - 新罕布什尔州 - 缅因州 - 罗德岛州 - 康涅狄格州 - 纽约州 - 新泽西州 - 宾夕法尼亚州  
特拉华州 - 马里兰州 - 弗吉尼亚州 - 北卡罗来纳州 - 南卡罗来纳州 - 佐治亚州



五月花号和大西
洋殖民地

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到缅因州波特兰	 2	小时	15	分钟/112	英里

从缅因州波特兰到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	 1	小时/52	英里	

从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到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	 2	小时	15	分钟/97	英里

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到罗德岛州纽波特	 1	小时	30	分钟/66	英里

从罗德岛州纽波特到纽约州纽约市	 4	小时/182	英里

从纽约州纽约市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2	小时/95	英里

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4	小时	45	分钟/255	英里

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到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	 2	小时/107	英里

从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到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	 4	小时	30	分钟/289	英里

从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3	小时	30	分钟/176	英里

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到佐治亚州萨凡纳	 2	小时	15	分钟/108	英里	

从佐治亚州萨凡纳到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3	小时	45	分钟/252	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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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美国最古老城市之一的波士顿，该市建立于 1630 年，是马萨
诸塞州殖民地的一部分。沿着自由之路 (Freedom Trail) 一路前
行，其源头的波士顿公园 (Boston Common) 是美国最古老的公
园，而后它会带您经过波士顿的 16 个重要历史景点。沿途游览国
王教堂及墓地 (King’s Chapel Burying Ground)；老南会所 (Old 
South Meeting House)，其曾是波士顿茶党的重要聚点；以及美
国最古老公共建筑之一的老州议会大厦 (Old State House)，这里
是波士顿大屠杀事件（该事件是 1770 年美国对英国的独立战争
的催化剂）的发生地，而今这里是一座博物馆。旅程将在法尼尔厅 
(Faneuil Hall) 结束，尽管这里如今的主要用途时一个市场，且仍在
开放中，但此地曾在导致独立战争的事件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天下午，您将游览波士顿港，您可以在波士顿茶党船舰及博物馆 
(Boston Tea Party Ships & Museum) 重温波士顿茶党的历史。在 
The Barking Crab 餐厅一边用餐以便俯瞰波士顿港（这里的龙虾
卷是必点美食）。

第 1 天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马萨诸塞州，老州议会大厦

住宿：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 小时 15 分钟/112 英里

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到缅因州波特兰 
第 2 天

离开马萨诸塞州向西北前行，去往曾经的新罕布什尔州殖民地。途
径以爱尔兰城市命名的伦敦德里 (Londonderry)，这里以出产高品
质亚麻制品而闻名。继续行程来到多佛 (Dover)，在伍德曼博物馆 
(Woodman Museum) 稍作停留，看一看这座历史建筑以及其收藏
的殖民地时期的文物。进入缅因州后，驱车约一小时就会到达波特
兰，这是该州最古老的定居地之一，于 1632 年沿卡斯科湾 (Casco 
Bay) 而建。漫步于国会大街 (Congress Street)，参观向定居者们
致敬的 Cleeves and Tucker Memorial 纪念馆，这座城市曾数次
更名，曾经被称为马歇根 (Machigone)、卡斯科 (Casco) 和费尔茅
斯 (Falmouth)，而今的名字是波特兰。沿着东部长廊步道 (Eastern 
Promenade Trail) 一路穿过福特艾伦公园 (Fort Allen Park) 来到
福尔街 (Fore Street) 和海滨历史街区 (Historic District)，您将欣
赏到波特兰防波堤灯塔（Portland Breakwater Lighthouse，也称
为 Bug Light）壮丽的卡斯科湾美景。在 Scales 餐厅享用晚餐，这
里最出名的就是当地海产。您可以试试缅因州贻贝、蛤蜊和生蚝。 

住宿：缅因州，波特兰



而现在这里是拥有 30 栋建筑的户外博物馆，展示该地区的历史建筑、展览并
举办活动。游览朴茨茅斯市中心，漫步在国会大街 (Congress street) 和丹尼
尔大街 (Daniel street)，而后在 Black Trumpet 餐厅用餐，这是位于古老海
港的一家水滨餐馆。 

住宿：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

1 小小/52 小小 

从缅因州波特兰到 
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 
第 3 天

今天向南返回，沿着壮丽的缅因州海岸一路行驶，沿途会经过许多城镇和村
落，那里曾经是诞生于 17 世纪，为了收获大量渔获而建的渔站和定居地。旧
奥查德比奇和哈蒙博物馆 (Harmon Museum) 非常值得停下来，探索小镇的
历史。再向南走一些，会来到波普瓦兹角 (Cape Porpoise)，这个小渔村曾为
过往的缅因州渔船船队提供补给。在肯纳邦克市中心的 Brickstore Museum 
博物馆了解该镇充满故事的历史，而后游览肯纳邦克波特中心地带的码头广
场 (Dock 1 小时/52 英里 Square)。在精品店和艺廊购物并在某一家露台咖
啡馆享用午餐，而后向南进发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斯卓贝里班奇
博物馆  (Strawbery Banke Museum) 原曾是海港，被称为“Puddle Dock”，

缅因州，波特兰灯塔



2 小时 15 分钟/97 英里

从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
斯到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
第 4 天 

返回马萨诸塞州游览塞勒姆，这里曾于 1693 年进行女巫审判，并因此而
一时声名狼藉。女巫之家 (Witch House) 是至今保留下来的唯一与该审
判有关的建筑。在波士顿以南的昆西 (Quincy)，有一座亚当斯国家历史公
园 (Adams National Historic Park)，其内的和平地老屋 (Old House at 
Peacefield)，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
斯的诞生地。继续行程，前往普利茅斯，这里是首个清教徒永久定居地，也是 
1620 年五月花号登陆地。参观普利茅斯岩 (Plymouth Rock) 所在的朝圣
者纪念州立公园 (Pilgrim Memorial State Park)，那里是朝圣者们上岸的
地方。观看复刻的五月花号，游览普利茅斯种植园 (Plimoth Plantation)，这
里重现了 17世纪定居地的旧貌。晚餐前漫步于市中心古老的街区，参观为纪
念五月花号的清教徒而建的先辈国家纪念碑 (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在 Shanty Rose 餐厅享用海鲜，享受休闲氛围和迷人的海湾
景色。

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岩

住宿：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

1 小时 30 分钟/66 英里

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 
斯到罗德岛州纽波特 
第 5 天 

罗德岛州曾被称为普罗维登斯种植园 (Providence Plantation)，在 17 世
纪中期，曾是那些寻求宗教自由的人们渴望的胜地。如果，这座美国最小的
州拥有自然、文化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海岸美景。在普罗维登斯游览贝尼飞
街 (Benefit Street)，这里是一段陡坡，从河滨一直延伸到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参观普罗维登斯最古老和宏伟的房屋。纽波特于 1639 年成为
定居地，是普罗维登斯殖民地四个最早的定居地中最大的一个，是美国主要
贸易港之一，素有海盗避风港的美誉。纽波特夏季气候温和，因而也成为了
加勒比地区和卡罗来纳地区的富人们避暑的胜地。它以 19 世纪建造的宏伟
庄园而闻名，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殖民历史值得一探。从历史街区的华盛顿广
场 (Washington Square) 出发，希尔历史街区 (Historic Hill) 以及鲍恩斯码
头 (Bowen’s Wharf)，在纽波特历史悠久的海滨街区尽享购物和娱乐体验。 

住宿：罗德岛州，纽波特



4 小时/182 英里

从罗德岛州纽波特 
到纽约州纽约市
第 6 天 

离开纽波特前，前往滨海大道 (Ocean Drive) 一游，将纳拉甘西特湾 
(Narragansett Bay)、雄伟的纽波特庄园 (Newport Estates)、亚当斯堡垒州
立公园 (Fort Adams State Park) 以及大西洋美景一览无余。穿过海湾，沿着
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前往康涅狄格州最古老的海岸线小镇之一，旧塞布鲁克  
(Old Saybrook)。沿着海岸驱车行驶片刻即可到达纽黑文，这里于 1638 年
成为定居地，是纽黑文殖民地的一部分。纽黑文博物馆是探索该地区历史的
理想目的地，您将看到该地作为清教徒村落成为殖民地发展到今天这座欣欣
向荣的城市所走过的历史。漫步于纽黑文绿地 (New Haven Green)，这里是

老城中心，毗邻耶鲁大学最古老的旧校址 (Old Campus)。在附近的 Louis’ 
Lunch 餐厅用餐，该餐厅因汉堡包而闻名，也是其唯一提供的菜品。继续沿着
长岛海峡 (Long Island Sound) 的沿岸行驶前往纽约市，这里有众多标志性
景观，如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中央公园、众多著名的博物馆以及彰显这座
城市历史的许多景点。

住宿：纽约州，纽约市

罗德岛州，纳拉甘西特



纽约州，纽约市
在曼哈顿下城区，您可以游览这座城市最古老的一些街道和海滨。参观
圣保罗礼拜堂 (St. Paul’s Chapel)，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曾
于 1789 年当选后来这里祈祷。华尔街，因荷兰人为驱赶英国人所建的
墙体而得名，这里是联邦国家纪念堂 (Federal Hall National Memorial) 
的所在地，该纪念堂是华盛顿就职的所在地，也是美国首座议会大厦。游
览炮台公园 (Battery Park)，这里是纽约市于 1625 年成为荷兰定居点
的所在。欣赏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令人屏息的美景。穿过炮台公园前往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海关大楼 (Alexander Hamilton U.S. Custom 
House)，参观其内的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博物馆旁是滚球绿地 (Bowling Green)，是曼
哈顿区最早的公共公园。步行片刻即可到达铺着鹅卵石的 石街 (Stone 
Street)，曼哈顿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在珍珠街 (Pearl street) 和水街 
(Water street) 漫步，而后前往上城区，来到中央公园西区 (Central Park 
West) 的纽约历史协会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这里是探索纽约
市历史的最佳之地。回到曼哈顿下城，在 Delmonico’s 餐厅享用晚餐，
这里以牛排和热烤阿拉斯加火焰冰淇淋而闻名。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住宿：纽约州，纽约市

第 7 天

2 小时/95 英里

从纽约州纽约市到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第 8 天 

离开帝国之州前往新泽西州，该地区因英国泽西岛而得名。普林斯顿位
于君王大道 (Kings Highway)纽约市和费城之间的路段，是美国最古
老的大学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所在地，该大学于 1746 年建成。在市中
心漫步，游览班布利奇屋和拿骚大厅 (Bainbridge House and Nassau 
Hall)，这座建筑于 1756 年建成时曾是新泽西州最大的建筑。摩文博物
馆和花园 (Morven Museum and Gardens) 曾多年用作新泽西州政府大
楼，现在这里展示着该州的历史。在 Nassau Street Seafood & Produce 
Co.餐厅用餐，试试这里的牡蛎三明治或炸鱼和薯条，一边尽享户外午餐
一边欣赏普林斯顿美景。15 分钟的车程后来到特伦顿 (Trenton)，参观
旧军营博物馆 (Old Barracks Museum)。这里曾是英国军队驻地，现在
这座博物馆向人们再现了新泽西州的历史以及殖民地时期风貌。离开特
伦顿进入由威廉·佩恩创立的宾夕法尼亚州。该州的首个定居地是费城，
这座城市曾经是美国殖民时期最大的城市之一，从 1790 年到 1800 年曾
是美国首都。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在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 Park) 开始旅程，这
里有独立厅、自由钟和美国第一银行大楼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Building)。在自由钟前留影，参观独立厅，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都是在这里
起草的。费城历史街区包含老城区和社会山 (Society Hill) 街区，这里云集
各类独特的餐馆、精品店和艺廊。City Tavern 餐厅是极佳的午餐地之选，餐
厅采用殖民时期装饰风格，供应传统菜肴还有穿着该时期服装的服务人员。
午餐后，前往美国革命博物馆 (Museu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参
观，而后前往社会山，参观诸多 17 世纪建筑。途中，在佩恩河滨区 (Penn’s 
Landing) 稍作停留，这里是威廉·佩恩首次踏上美国土地的地方。Olde Bar 
酒吧位于 Old Original Bookbinders 餐厅大楼内，是用餐的理想之地。您可
品尝当地海鲜，尤其是生食或油炸牡蛎以及知名鸡尾酒。 

宾夕法尼亚州，自由钟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第 9 天 

住宿：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4 小时 45 分钟/255 英里

第 10 天 

从费城向南进发，进入特拉华州经威尔明顿来到纽卡斯尔。这座美丽的
河畔小镇拥有鹅卵石街道，保留了许多其殖民时期的旧日风貌。游览军
火库 (The Arsenal) 和纽卡斯尔法院博物馆 (New Castle Court House 
Museum)，在城市的小巷和街道漫步。出发前往马里兰州及其首府，切萨
皮克湾的安纳波利斯。参观马里兰州议会大厦 (Maryland State House)，
是乔治·华盛顿从军队退役的地方。继续行程，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
满，这座城市原先曾以“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命名。在纪念碑大道 
(Monument Avenue) 上漫步，这里有许多纪念馆，雕像和美丽的建筑，然
后来到教堂山 (Church Hill) 街区，1737 年，里士满市就是在这里成立的。

住宿：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馆，这里有一座军营还有其他历史展览。出发前往亨利角，那里是第一代定居
者们登陆的地方，现在是弗吉尼亚海滩的一部分。在亨利角纪念十字架，看一
看定居者们登陆地的历史遗迹。沿着弗吉尼亚海滩栈道漫步，而后享用晚餐。 

距离里士满越一个小时路程，将来到威廉斯堡和詹姆斯敦，这里早前曾是弗
吉尼亚州的首府。詹姆斯敦曾是美国首个英国人定居地，您可参观这里的亨
利角纪念馆 (Cape Henry Memorial)，它是为纪念来到这里的早期殖民者而
建的。詹姆斯敦定居地 (Jamestown Settlement) 是一座实景历史博物馆，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定居者们的生活。沿着殖民地公路 (Colonial Parkway) 
行驶，这条风景优美的小路将詹姆斯敦和约克镇与威廉斯堡相连，威廉斯堡
成立于 1699 年，当时曾是首府。在威廉斯堡您可以与穿着历史服装的人们
聊天，游览重建的建筑，包括州长府 (Governor’s Palace)。沿着沿着殖民地
公路前往约克镇，在那里打响有效终结独立战争的战役。游览美国革命博物

2 小时/107 英里

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定居地

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到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
第 11 天 

住宿：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



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

沿着风景秀美的大西洋海岸一路向南，来到北卡罗来纳州外滩群岛的洛亚诺克
岛，这里是殖民时期最大的不解之谜所在地。这里于 1587 年由沃尔特·雷利爵士
建立，在 1590 年被发现成为荒岛，没有任何殖民者在此定居。 

继续沿着海岸驱车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这座城市坐落在大西洋和开普
菲尔河 (Cape Fear River) 之间。步行穿过历史街区，沿着河滨大道 (Riverwalk) 
散步。参观市政厅和贝拉米大厦 (Bellamy Mansion)，然后在俯瞰河景的诸多餐厅
中选一家享用晚餐。

从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 
到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
第 12 天

从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 
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住宿：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

沿大西洋海岸继续行驶，进入南卡罗来纳州。货船成为了向南运货物的主要运输
方式，而这些水域是 Blackbeard 和 Anne Bonny等海盗们最喜爱的出没地。从小
海滩 (Little Beach) 绵延到乔治敦的海岸线名为大海岸 (Grand Strand)，海湾和
河口星罗棋布，当地有传说称海盗们在这里的沼泽和岛屿中藏匿宝藏。大海岸的
中心地带是美特尔海滩 (Myrtle Beach) 的纯净沙滩。继续向南将来到乔治敦，这
里是殖民时期的一座重要港口。游览哈伯沃和旧市场大楼 (Harborwalk and Old 
Market Building) 参观那里的著名的钟楼，然后在众多哈伯沃餐厅中的某一家一
边享用午餐一边欣赏美景。接下来前往查尔斯顿，这里曾名为查尔斯镇 (Charles 
Town)，是该州的首个定居地，成立于 1670 年，以国王查尔斯二世的名字命名。查
尔斯镇曾经一度成为殖民地中最重要的进出口口岸之一。

第 13 天

住宿：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3 小时 30 分钟/176 英里

4 小时 30 分钟/289 英里



(Middleton Place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House)，其前身为水
稻种植园，是美国最古老的园林花园。在 Husk 餐厅享用晚餐，体验正宗
的南方美食。  

在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博物馆参观文物和展览，而后开启查尔斯顿海滨
公园和历史街区之旅。位于古老建筑中的旧奴隶市场博物馆 (Old Slave 
Mart Museum) 曾是买卖奴隶的地方，向人们诉说着奴隶们的故事，以
及他们在南方的发展和繁荣中所做出的贡献。旧交易所和狱监地牢 (Old 
Exchange and Provost Dungeon) 是查尔斯顿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曾
一度传闻闹鬼，如今成为了一座博物馆，讲述着有关海盗、奴隶和“南方
女性”的故事。午餐后前往米德尔敦种植园国家历史地标建筑和博物馆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住宿：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第 14 天



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到佐治亚州萨凡纳 

2 小时 15 分钟/108 英里

如需更多全美旅行攻略和旅行创意，请访问：VisitTheUSA.com

佐治亚州，奇波瓦广场

向南前往博福特，这里曾因渔业而被称为鱼镇 (Fishtown) 也因原先曾是
查尔斯镇的船只停泊地而被称为皇家港 (Port Royal)。穿过皇家港湾 (Port 
Royal Sound) 来到希尔顿黑德岛 (Hilton Head Island)，这里曾有众多的
棉花种植园，而现在成为了度假胜地。从希尔顿黑德岛出发穿越州界来到萨
凡纳，曾是 13 个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现在隶属于佐治亚州。萨凡纳是乔治
亚最古老的城市，拥有 22 个美丽的广场。该市的历史街区中有奇波瓦广场 
(Chippewa Square) 和该殖民地的创立人，英国船长 James Oglethorpe 的
雕像。游览 River Street 街，俯瞰着河景并享用晚餐。

第 14 天

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这里被称为“女王之城”，以国王乔治三世妻子
的名字命名。要探索该地区绚烂的历史，一定要去参观希西家·亚历山大故居 
(Hezekiah Alexander Homesite) 的夏洛特历史博物馆 (Charlotte Museum 
of History)。该博物馆始建于 1744 年，至今仍作为最古老的建筑矗立在梅克
伦堡 （Mecklenburg County,是女王德国故乡的名字）。

3 小时 45 分钟/252 英里

从佐治亚州萨凡纳到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第 16 天

住宿：佐治亚州，萨凡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