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本酒、蓝草音乐 
和马之乡

田纳西州 – 肯塔基州 – 俄亥俄州 – 印第安纳州



波本酒、蓝草音乐
和马之乡
从纳什维尔到田纳西州图拉荷马 1 小时 55 分钟/114 公里

从图拉荷马到田纳西州鸽子谷 4 小时 28 分钟/328 公里

从田纳西州鸽子谷到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5 小时 1 分钟/372 公里 

从肯塔基州凡尔赛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2 小时 11 分钟/158 公里

从肯塔基州凡尔赛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2 小时 11 分钟/158 公里

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2 小时 48 分钟/185 公里

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 2 小时 57 分钟/185 公里

从路易维尔到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2 小时 24 分钟/177 公里

从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到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3 小时/206 公里

印第安纳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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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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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出发，参观莱曼大礼堂 (Ryman Auditorium)。礼堂外立有一
块具有纪念意义的标牌，该标牌由田纳西州历史委员会  (Tennessee Historical 
Commission) 颁发，将莱曼大礼堂誉为“蓝草音乐的发源地”。1945 年，就是在这
座礼堂，比尔·门罗完成了一场表演，于是便诞生了现在众所周知的蓝草音乐。比
尔·门罗被誉为蓝草音乐之父，他和“蓝草男孩”在这里完成的那场表演是蓝草音
乐，乃至整个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在纳什维尔这座小镇上，您能找到许多聆听蓝
草音乐的好地方。莱曼大礼堂每年夏季都会举办“蓝草之夜”活动，而 Friends of 
Warner Parks 公园全年都有“Full Moon Pickin’ Parties”派对。或者，还可以
去 Station Inn 酒店，这里环境私密，经常举办许多知名音乐人的演出。除了欣赏
音乐，您还可以参观 Nelson’s Green Brier Distillery 酒厂。了解这座酿酒厂的
德国创始人背后的故事，品尝手工精酿的田纳西州威士忌 。

住宿：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从纳什维尔到田纳西州图拉荷马

离开纳什维尔，驱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将来到行程的第一站，林奇堡的杰克丹尼
酒厂 (Jack Daniel’s Distillery)。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线，探索这座小镇。林奇
堡是一座非常热情好客的小镇。一定要去 Miss Mary Bobo’s Boarding House 
and Restaurant 餐厅尝一尝自制美食，或者去 Lynchburg HardwareGeneral 
Store 礼品店选购一些纪念品。在前往图拉荷马 (Tullahoma) 的途中，可以花点
时间绕行前往 Short Springs Natural Area 自然保护区逛一逛。这里有茂密的
树林和奔腾的瀑布，最适合迈开双腿散散步，拍些漂亮的照片。从 Short Springs 
Natural Area 自然保护区出发，继续驱车 10 分钟到达图拉荷马，随后即可参观另

一座酒厂。在 Cascade Hollow Distilling Co. 酿酒厂，有一小群能工巧匠负责手
工酿制乔治·迪克尔田纳西威士忌 (George Dickel Tennessee Whiskey)。参观
酿酒厂，了解这个田纳西州品牌的历史故事。

住宿：田纳西州，图拉荷马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1 小时 55 分钟/114 公里



从图拉荷马到田纳西 
州鸽子谷

驱车三小时，抵达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您可以顺道前往诺克斯维尔游客中
心 (Knoxville Visitor Center)，观看电台直播表演。 WDVX Blue Plate 
Special 免费电台播放各种流派的音乐，从蓝调和蓝草到凯尔特和放克等
几乎包罗万象。从诺克斯维尔出发后，驱车一小时，我们就来到了鸽子谷，这
里有多莉山主题公园 (Dollywood) 和 Dollywood’s Splash Country 
水上乐园，这座阿巴拉契亚风格主题公园由著名歌手兼词曲作家多莉·帕
顿创建。公园全年举办各种以音乐为核心的活动，以及展示当地马文化和乡
村音乐的晚餐秀。蓝草音乐人也会在公园的 Showstreet Gazebo 音乐表
演场地演奏该流派的著名乐曲。如果恰逢节日季，千万不要错过 Smokies 
Bluegrass Festival 音乐节上的圣诞活动。蓝草音乐人为我们准备了丰富
的节目，小镇也点缀着各种节日装饰。

住宿：田纳西州，鸽子谷

从田纳西州鸽子谷到肯塔基 
州列克星敦

蓝草音乐和波本酒是这片土地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向北前往肯塔基州时，可以
先去逛一逛丹尼尔·布恩国家森林 (Daniel Boone National Forest)，一览
森林内的自然景致，这是众多蓝草音乐人的灵感源泉。然后，驱车两个半小时，
到达肯塔基州芒特弗农。肯塔基音乐名人堂博物馆 (Kentuck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的建立是为了表彰对音乐界做出杰出贡献的肯塔基人。馆
内陈列着 50 多位蓝草音乐、乡村音乐以及其他流派音乐名人的简介。其中包括 
Boots Randolph、 Dwight Yoakam、 Wynonna  和 NaomiJudd、 Crystal 
Gayle、 Ricky Skaggs、 Loretta Lynn 和 Rosemary Clooney。 深入探索
肯塔基州蓝草音乐的精髓，了解竞赛冠军们的故事。离开芒特弗农，向北驱车一
小时到达列克星敦，这里是肯塔基州的马都，您可以花上两天时间在此游览 。

住宿：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Dollywood’s Splash Country 水上乐园

4 小时 28 分钟/328 公里 5 小时 1 分钟/372 公里



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在列克星敦的第一天，您可以花上整天时间参观 Darley at Jonabell Farm 
马场，看看纯种马，那里也是肯塔基赛马会 (Kentucky Derby) 获奖种马的
饲养地。然后前往马舍，看一看三匹肯塔基赛马会获奖马匹的英姿，它们分别
是：Nyquist、Animal Kingdom 和 Street Sense。世界著名的赛马场基恩
兰 (Keeneland) 距离马场只有几分钟路程。您可以前往观看赛马，或参加赛
马场和拍卖行的一次幕后之旅，其中包括马厩、颁奖区和马匹拍卖场。最后，可
以去 Blue Door Smokehouse 餐厅品尝自制烧烤，结束整个行程。住宿：肯
塔基州，列克星敦

在 Claiborne Farm 马场继续您的马乡之旅，著名的种马 Secretariat 在
比赛退役后就住在那里。您可以了解 100 多年的纯种马赛马历史，欣赏
马舍里饲养的冠军赛马。然后去参观埋葬着 20 多匹冠军马的墓地，其中
包括创造传奇的 Secretariat。在悼念完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赛马后，我们
将来到肯塔基赛马公园 (Kentucky Horse Park)，了解赛马文化和历
史。漫步冠军名马堂，欣赏马种展示中不同血种的赛马，随后去参观马舍。 
 

住宿：肯塔基州，列克星敦

凡尔赛伍德福德自然保护区



从列克星敦到肯塔 
基州凡尔赛

从列克星敦前往凡尔赛时，半路停下来欣赏马乡的美丽风光。去参观当地的
胜利之星农场 (WinStarFarm)，那里是纯种马饲养和比赛的主要场地，同
时也饲养着许多获奖种马。参观这座农场，看一看那些种马的马舍和不同的
饲育棚房，了解农场的历史故事。如果恰逢春天或夏天，可能还会看到小马
驹儿在吃草。马乡的下一站，我们将来到 Lane’s End Farm 牧场。看看那
里的纯种马，参观为纪念 A.P.Indy、Belmont Stakes 和 Breeders’ Cup 
Classic 冠军马塑造的雕像。经过这些行程后，您可能会饥肠辘辘，而这时，
肯塔基州的美食一定会让您大饱口福。可以去 Melissa’sCottage Café 咖
啡店吃午餐，然后驱车 10 分钟到达劳伦斯堡 (Lawrenceburg) 的威凤凰
酿酒厂 (Wild Turkey)。这座酿酒厂坐落在肯塔基河 (Kentucky River) 
上，可以眺望美丽的风景，供应肯塔基州纯正风味的波本威士忌。参观酿酒
厂，亲眼见证波本酒倒进手工精酿的橡木桶的景象，然后放松尽享威凤凰和 
Russell’s Reserve 波本威士忌 。

从凡尔赛出发，驱车半小时就来到了肯塔基州最著名的酿酒厂：水牛足迹酿
酒厂 (Buffalo Trace)。这家 酒厂是一处国家历史地标，曾荣获全球 500 多
项荣誉。尽管这家酿酒厂出产各种不同品牌的威士忌，但其中最著名的两个
当属水牛足迹 (Buffalo Trace) 和范·温克 (Van Winkle)。肯塔基州水牛足
迹波本威士忌 (Buffalo Trace Kentucky Straight Bourbon Whiskey) 
是为了向本地水牛和开拓者致敬。这种波本威士忌至今仍延续 200 多年前的
酿造工艺。如果要用酒中贵族形容一种波本威士忌，必属范·温克系列。作为
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波本威士忌之一，派比·范·温克 (Pappy Van Winkle) 每
年只生产 7,000 桶左右。水牛足迹之旅将带您了解这座酿酒厂的历史，同时
还会参观著名的 Blanton 瓶装大厅，观看著名波本威士忌的装瓶过程。品尝
屡获殊荣的威士忌，结束这段精彩旅程。

回到凡尔赛，稍作休整，准备好去参观另一家经典酿酒厂。伍德福德珍藏酿酒
厂 (Woodford ReserveDistillery) 也是一处国家历史地标，同时也是肯塔
基州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小的酿酒厂之一。在品酒室中，您可以一边品尝波本
威士忌，一边欣赏风景优美的马乡。然后，去酿酒厂的 Glenn’s Creek Café 
餐厅享用晚午餐，最后出发去 Ashford Stud 牧场。

Ashford Stud 牧场是库摩马场 (Coolmore Stud) 在美国的分场，库摩
马场是全球经营规模最大的纯种赛马饲养机构。这家马场需要提前预约方
可游览，并且还只在特定时间开放，所以请提前计划好行程，以便参观这些
威严的动物。在斑驳古老的石墙背后蕴藏着悠久的赛马历史，其中包括一
些世界上最著名的种马，例如美式法老、Justify 和肯塔基赛马会获奖马匹 
Fusaichi Pegasus。

住宿：肯塔基州，凡尔赛

伍德福德珍藏酿酒厂

25 分钟/22 公里



从肯塔基州凡尔赛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暂时忘掉波本酒，驱车两小时前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到那里后，步行穿过连接辛辛那提和
肯塔基州纽波特 (Newport) 的人行步道“紫人桥” (Purple People Bridge)。这座人行天
桥只有半英里长，但却是全美同类天桥中最长的一座。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城市的河畔地
区分布着许多娱乐场所、餐厅、夜生活区、节日庆典区、公园和旅游景点。安置下来后，就可
以去喝一杯了。 New Riff Distilling 酿酒厂出售各种精酿威士忌。安排一次有导游随行的
游览，参观酿酒厂，了解都市波本威士忌的情况。从酒厂外便可开始酿酒厂之旅，您可以透过
玻璃房看到一座 18 米高、直径为 7 米的铜质蒸馏器。然后，可以去大厅的品酒室找一个位子。 
住宿：俄亥俄州，辛辛那提

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从辛辛那提驱车两小时即可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您可以在此进一步体验全新
都市精酿酿酒厂文化。从 12.05 酿酒厂 (12.05 Distillery) 开始您的城市探索之旅，该酒厂以
禁酒令撤销日期命名。这座小型酿酒厂使用本地产出的酿酒原料。酒厂会应要求提供观光游览，
行程包括步行参观酿酒厂、参加酿酒基础课程，以及品尝酿酒厂的产品。波本威士忌之旅的下一
站将来到 West Fork Whiskey Co. 酿酒厂。这家酒厂由“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三个想要酿
制一流威士忌的普通人”创建，他们使用印第安纳州当地的酿酒原料生产风味独特的烈酒。这
家酒厂可供参观游览、品酒，并且还提供季节性供应的手工精调鸡尾酒。前往探戈酒店手工酿
酒厂 (Hotel Tango artisan distillery)，继续您的旅程，这里是禁酒令颁布后在印第安纳波
利斯开办的第一家手工酿酒厂。酒厂的名字来源于厂主 Travis Barnes 曾经服役过的军队驻
地。这家酿酒厂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古老的 Fletcher Place 社区，供应各种延续军队主
题，如 Bravo Bourbon的手工鸡尾酒。酒厂的品酒室是在马车棚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冬天设有
温暖的巨大壁炉，夏天设有凉亭。在酒厂尽兴游玩后，可以动身前往 Fletcher Place 社区的另

一个热门去处 Bluebeard 餐厅，享用晚餐。

住宿：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竞速赛道

2 小时 11 分钟/158 公里

2 小时 48 分钟/185 公里



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到 
肯塔基州路易维尔

驱车两小时，到达美国赛马之都 - 肯塔基州路易维尔。丘吉尔唐斯赛马场 
(Churchill Downs) 是闻名遐迩的肯塔基赛马会的主场地。看一看正面看台上方高
耸的两个标志性尖顶，然后去参观肯塔基赛马博物馆 (Kentucky DerbyMuseum)。
博物馆内收藏了肯塔基赛马会的历史，包括各种展品、影片和照片。丘吉尔唐斯赛
马场根据每年不同的比赛时间安排，提供各种精选旅游路线。您可以去参观马舍，
那里是 Secretariat 赢得历史性胜利前居住的地方，还可以参观赛马俱乐部和“
百万富翁”观赛区。结束一整天的赛场观光后，还有什么能比喝一杯波本威士忌
更棒的呢？斯蒂泽维勒酿酒厂 (Stitzel-WellerDistillery) 距离路易维尔市中
心只有 5 英里远，您可以在这里品鉴威士忌。这家古老的酿酒厂于 1935 年的“赛
马日”开张。斯蒂泽维勒酿酒厂生产 Bulleit Bourbon 品牌威士忌，在这里，游
客有机会参观酒厂仓库，也就是 1879 年酒窖酒桶存储系统的发明场所。晚餐时
间，可以试一试 Doc Crow’s 餐厅的菜肴，它位于路易维尔市中心古老的威士忌
巷 (Whiskey Row)，融合了美国南部菜肴风味与肯塔基州经典烹饪风格。如果您
之前没能痛快畅饮肯塔基州波本威士忌，那么这里丰富的选择定能让您大获满足。 
住宿：肯塔基州，路易维尔

从路易维尔到肯塔基 
州欧文斯伯勒

向南驱车半小时，就来到了肯塔基州克莱蒙特 (Clermont) 连绵不绝的山脚下，这
里是占边威士忌厂 (Jim Beam American Stillhouse) 的所在地。参加免费自
助徒步旅游，了解波本威士忌的故事，或者在导游的带领下，深度了解整个酿酒过
程。午餐时间，可以去波本威士忌风格的 Fred’s Smokehouse 咖啡馆品尝美食。

下一站我们将去往离这里 20 分钟路程的奥斯卡·盖茨威士忌历史博物馆 (Oscar 
Getz Museum of Whiskey History)。博物馆内收藏了从前殖民期到颁布禁酒
令后的各种珍贵手工威士忌。您可以看一看亚伯拉罕·林肯的烈酒许可证、珍稀古
董酒瓶和酿酒器。离开博物馆，向南驱车半小时，去参观位于洛雷托 (Loretto) 的
美格纯正酿酒厂 (Maker’s Mark Distillery)。这里被誉为在原址运作的最古老
的酿酒厂，另外，酒厂所在地区也是一片植物园。这条路线将带游客参观整个波本
威士忌酿制过程，包括每一瓶酒用标志性红蜡手工封装的过程。您甚至还可以自
己动手给酒瓶封蜡。欣赏完美丽的风景，品尝完可口的威士忌后，可以驱车两个半
小时前往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住宿：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印第安纳波利斯运河步道

2 小时 57 分钟/185 公里

2 小时 24 分钟/177 公里



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整理好行装，准备前往欧文斯伯勒，了解更多关于蓝草音乐的历史故事，那
里还有一座蓝草音乐名人堂博物馆 (Bluegrass Music Hall of Fame & 
Museum)。在这里，您可以探索一些互动式展品、海报、服装、现场乐器展示
等。另外，还可以查看博物馆的现场音乐表演安排。最后，去参观 O.Z.Tyler 
Distillery 酿酒厂，结束一天的行程。这家酿酒厂拥有约 130 年的历史，酒厂
迁至欧文斯伯勒时曾使用 Green Brier Distillery 一名。

住宿：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从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到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在返回纳什维尔的途中，驱车 45 分钟，到达罗西纳 (Rosine)，参观比尔·门
罗博物馆 (Bill Monroe Museum)，这里收藏着“蓝草音乐之父”比尔·门罗
的遗产。博物馆旨在致敬这位音乐家的生平和音乐事业，而且罗西纳距离他
的出生地和童年故居不远，您可同时游览这些景点。然后，驱车两小时返回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结束整个旅程

住宿：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

3 小时/206 公里

如需更多美国旅行攻略和旅行贴士，请访问： GoUS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