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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柱

内华达州 – 犹他州 - 亚利桑那州



峡谷、岩石台地
和岩柱

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到犹他州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4 小时 12 分钟/403 公里
从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到犹他州莫阿布 4 小时 20 分钟/403 公里
从犹他州莫阿布到亚利桑那州佩吉 4 小时 26 分钟/439 公里
从亚利桑那州佩吉到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 2 小时 23 分钟/191 公里
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米德湖国家休闲区/胡佛水坝 3 小时 9 分钟/313 公里

米德湖/ 
胡佛水坝

犹他州布莱斯
峡谷国家公园

拉斯维加斯 锡安国 
民公园

佩吉

莫阿布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在拉斯维加斯霓虹灯的照耀之下开始旅程，这座城市是内
华达州东南部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沿拉斯维加斯大道 (The 
Strip) 游览，你将有“快乐不知时日过”的感觉。精心打造的
主题度假村提供一系列选择，例如全天营业的赌场、著名主
厨提供的创新餐饮服务，还有由传奇大明星献上的各类表演
及演唱会。无论是选择入住豪华度假村，还是更经济实惠的
住所，总能收获精彩体验。如果你钟情高端购物体验，准备逛
逛凯萨宫购物中心 (The Forum Shops at Caesars) 或 
Crystals and Via Bellagio 商城。想要超值购物，到拉斯
维加斯大道北端，逛一逛时尚秀购物中心 (Fashion Show 
Mall) 或拉斯维加斯高端奥特莱斯 (Las Vegas Premium 
Outlets)。要感受独特体验，游览 Downtown Container 
公园，这处户外中心设有精品店、餐厅、酒吧及现场音乐表
演。火焰谷州立公园 (Valley of Fire State Park) 距离华
丽迷人的拉斯维加斯不到一小时，拥有与众不同的壮观景
点。在内华达州最古老的州立公园，你将欣赏到 1.5 亿年前
形成的壮观砂岩、古代的岩画及丰富野生动物。公园中的许
多动物，如美洲山猫、北美野兔和草原狼都是夜行动物，让“
野生动物”有了不同的定义。

住宿：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弗里蒙特街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至犹他州，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穿过维尔京河峡谷 (Virgin River Gorge) 去往布莱斯峡谷国
家公园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以及锡达布雷克斯
国家纪念地 (Cedar Breaks National Monument) 的天然露
天剧场。来到莱斯峡谷后，驾车游览公园长 38 英里（61 公里）的
景观大道，适应周边环境，选择在哪些地点观景或徒步。不要错过
徒步前往布莱斯露天剧场 (Bryce Amphitheater) 游览一番。
这处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就在边缘步道 (Rim Trail) 的下方，遍

地都是岩柱。岩柱色彩炫目，形状高高瘦瘦，非常壮观。多花上几
天时间游览公园，欣赏日出日落风光，从各个观景台拍下美景留
念，如日出台 (Sunrise Point)、日落台 (Sunset Point)、灵感
台 (Inspiration Point) 和布莱斯台 (Bryce Point)。一直待到
晚上，欣赏漫天繁星的无垠夜空。

住宿：犹他州，潘圭奇/布莱斯地区

犹他州布莱斯峡谷地区

4 小时 12 分钟/403 公里



从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到犹他州莫阿布

游览圆顶礁国家公园 (Capitol Reef National 
Park)，该公园以白色砂岩圆顶和“大教堂峡
谷” (Cathedral Valley) 内耸立的磐石而闻
名。拱门国家公园 (Arches National Park) 
有 2,000 多个天然拱门，大多拱门均可经由各
类徒步小径到达，适合所有水平的徒步爱好
者。摩押 (Moab) 位于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和格林河 (Green River) 的交汇处，非
常适合体验漂流之旅，停留更长时间尽情探索
一番吧。

住宿：犹他州，摩押

犹他州莫阿布精致拱门

4 小时 20 分钟/403 公里



犹他州，摩押至亚利桑那州，佩吉市

今天游览峡谷地国家公园 (Canyonlands National Park)
，公园由科罗拉多河 (Colorado River) 冲蚀而成，坐拥壮
观的台地和峡谷沙漠地貌，然后再参观天然石桥国家纪念
地 (Natural Bridges National Monument)，从观桥大
道 (Bridge View Drive) 或通向石桥的步道可欣赏三座
天然石桥。纪念谷纳瓦霍部落公园 (Valley Navajo Tribal 
Park) 以其耸立的砂岩山丘而闻名，多部好莱坞电影在此取
景拍摄。附近的亚利桑那州佩吉镇跨犹他州及亚利桑那州的
边境，是前往鲍威尔湖 (Lake Powell) 的门户，热门活动有游
艇、钓鱼、独木舟和漂流。游客可参观羚羊峡谷与纳瓦霍峡
谷 (Antelope and Navajo canyons)、彩虹桥国家纪念地 
(Rainbow Bridge National Monument)，以及科罗拉多
河最受青睐的摄影河湾—蹄铁湾 (Horseshoe Bend)。要收
获真正难忘的体验，乘坐直升飞机或热气球，从高空俯瞰美
景。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尽情体验各种活动。

住宿：亚利桑那州，佩奇

亚利桑那州羚羊谷

4 小时 26 分钟/439 公里



亚利桑那州，佩奇至犹他州，锡安峡谷国家公园

锡安峡谷国家公园  (Zion National Park)  
以陡峭的红色峭壁、峡谷及参天的巨岩和飞流
而下的瀑布与河流而著称。沿维珍河  (Virgin 
River) 游览瀑布及悬空花园是一定不可错
过的项目，还可徒步穿越锡安峡谷  (Zion 
Canyon)  西北段的水域，高墙一般的峭壁
高 1,000 英尺（300 米），河流宽度仅为 20 至 
30 英尺（六到九米）。由于采光和构图条件优

越，这里是各种水平摄影爱好者的至爱。幸运
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公园里的一些野生动物，
例如加州秃鹰、山狮和大角羊。沿科罗布峡谷
路  (Kolob Canyons Road)  五英里（八公
里）长的自驾观光之旅可让游客观赏到深红
色的峡谷和壮观的俯瞰景色。

住宿：犹他州，斯普林代尔/锡安地区

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米
德湖国家休闲区/胡佛水坝

返回拉斯维加斯的路上，可以探索米德湖国家
休闲区 (Lake Mead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和壮观的胡佛水坝 (Hoover Dam)，穿
过绝佳的徒步小径到达坝基或天然温泉，这里
有各种活动，适合年龄不同兴趣各异的游客。

住宿：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犹他州锡安国家公园沙漠珍珠酒店 (Desert Pearl Inn)

2 小时 23 分钟/191 公里

3 小时 9 分钟/313 公里

如需更多美国旅行攻略和旅行贴士，请访问： GoUS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