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勒冈小径和 
“狂野西部”

密苏里州 - 堪萨斯州 - 内布拉斯加州 - 怀俄明州 - 爱达荷州 - 华盛顿州 - 俄勒冈州



俄勒冈小径和“狂野西部”

从密苏里州，独立城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3 小时/195 英里

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到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  4 小时/280 英里 

从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到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 3 小时/178 英里

从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到怀俄明州，卡斯珀  2 小时 45 分钟/176 英里

从怀俄明州，卡斯珀到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  3 小时 30 分钟/224 英里

从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到怀俄明州/ 
蒙大拿州/爱达荷州，黄石国家公园 5 小时 30 分钟/303 英里

从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 
黄石国家公园到爱达荷州，波卡特洛  2 小时 45 分钟/159 英里 

从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到爱达荷州，博伊西  3 小时 30 分钟/234 英里

从爱达荷州，博伊西到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堡  4 小时/252 英里

从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到俄勒冈州，俄勒冈城  4 小时/252 英里

俄勒冈城

波卡特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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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城

卡斯珀

北普拉特
奥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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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斯普林斯



密苏里州，独立城

从密苏里州，独立城 
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第 2 天

在独立广场开启您的旅程，这趟旅程将带领您领略 19 世纪中叶，近 50 
万怀揣“西部梦”的人们所踏上的 2,170 英里迁徙之旅。当时的马车队
每天行进 10 至 15 英里，要历时 6 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全程。我们将会
追寻他们的足迹，一路游览古堡、历史遗迹、博物馆和景点，缅怀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活动之一。在堪萨斯城的小公园 (Minor Park)，眺
望大布卢河 (Big Blue River)，您会看到山边有一片深深的洼地；这里
被称为红桥渡 (Red Bridge Crossing)，是小径上的第一个渡口。堪萨
斯城以北的莱文沃斯堡 (Fort Leavenworth) 曾是一个重要聚点，驻扎
着保卫迁徙人群的士兵。来到内布拉斯加州境内，我们将前往该州曾经
的首府——奥马哈。游览老市场 (Old Market) 街区的鹅卵石路、精品店
和各式艺廊。在诸多当地餐馆中选一家用餐。 

住宿：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3 小时/195 英里

密苏里州，独立城 
和堪萨斯州，堪萨斯城 
第 1 天

独立城 (Independence) 始建于 1827 年，曾是乘坐蒸汽船所能抵达
的最西端，而今已成为沿俄勒冈小径一路向西旅行的游客们最喜爱的
始发地。独立广场 (Independence Square) 距离堪萨斯城市中心几
英里之遥，是小径的正式起点。如今，您可以乘坐地道的篷马车，踏着由
早期拓荒者铺设的步道和浅沟，穿过这一历史悠久的地区。开始小径之
旅前，先到国家拓荒之路博物馆 (National Frontier Trails Museum) 
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旅途中另外一个有趣的站点是位于主街 (Main 
Street) 上的杰克逊县监狱 (Jackson County Jail)，现在是 1858 监狱
博物馆 (1858 Jail Museum)。这里曾关押过臭名昭著的强盗杰西·詹
姆斯 (Jesse James) 的哥哥，弗兰克·詹姆斯 (Frank James)。

住宿：堪萨斯州，堪萨斯城或密苏里州，独立城



落有帝国公馆 (Empire mansion)，这里是威廉·“水牛比尔”·科迪 (William 
“Buffalo Bill” Cody) 在 1886 年曾入住的居所，也是其“狂野西部秀”的纪念

遗址。在科迪公园狂野西部纪念馆 (Cody Park Wild West Memorial) 您将看
到纪念这位名人生平的真人比例铜像。

向西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您将在这里的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博物
馆 (Nebraska History Museum) 观赏艺术品，了解这个州的风土人情。沿着
普拉特河继续向西，前往科尔尼堡州立公园 (Fort Kearny State Historical 
Park)，这里的城堡是为了保护往来俄勒冈小径的迁徙者们而建。在公园驻足
观赏横跨 80 号州际公路的大拱门 (Archway) 纪念碑，这里有诸多展览，珍藏
有许多影像资料，讲述拓荒时代大普拉特河之路的故事。北普拉特坐拥水牛
比尔牧场州立历史公园 (Buffalo Bill Ranch State Historical Park)，园中坐

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

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到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 
第 3 天 

住宿：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

4 小时/280 英里



Roc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和游客中心，您可以带一片岩石回家。今天
的最后一站是斯科茨伯勒，这里是斯科茨布拉夫国家地标 (Scotts Bluff 
National Monument) 的所在地，这是一座矗立在大平原上的 800 英尺高的
建筑。驱车前往崖顶一览大平原的壮丽风景，眺望远处的拉勒米峰 (Laramie 
Peak) 和烟囱岩。

住宿：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

从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特  
到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 
第 4 天

普拉特河分为两部分，北普拉特河沿着俄勒冈小径一路流淌。第一批拓荒
者们跨过南普拉特河；您现在还能在布鲁尔 (Brule) 附近加利福尼亚山 
(California Hill) 陡峭的山路上看到马车队留下的车辙，那里是马车队从河上
登陆的地方。在灰洞州立历史公园 (Ash Hollow State Historical Park)，马车
队顺温勒斯山 (Windlass Hill) 而下，向北普拉特进发。山势非常陡峭，以至在
马车下山时用来锁止车轮的绳索在山道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布里奇波特 
(Bridgeport) 附近的烟囱岩 (Chimney Rock) 和法庭岩 (Courthouse Rock) 
两处雄浑的地质景观有如从大平原上拔地而起的两座巨大纪念碑。这两块岩
石是引导着马车队西行的首批地标之一。在烟囱岩国家历史遗址 (Chimney 

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布拉夫国家地标

3 小时/178 英里



从内布拉斯加州，斯科茨伯勒 
到怀俄明州，卡斯珀
第 5 天 

进入怀俄明州，继续沿着北普拉特河来到拉勒米堡国家历史遗址 (Fort Laramie 
National Historic Site)。在镇外游览堡垒遗址建筑，它们是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
在离开拉勒米堡后的第一站，我们来到雷吉斯特崖 (Register Cliff)。迁徙者们在崖壁上
纂刻自己的名字和到达此地的时间，记录下自己一路的轨迹，好告知随后到来的家人
和朋友。再向西不远就来到了格恩西大车辙 (Guernsey Ruts)，也就是现如今的俄勒冈
车辙州立历史遗址 (Oregon Trail Ruts State Historic Site)，您将在这里看到一些整条
俄勒冈小径上保存最为完好的车辙印记。这条路几乎是每一位迁徙者的必经之路，大
量的马车从这里质软的砂岩上碾压而过，留下了 5 英尺深的车辙。继续西行来到卡斯
珀，这里是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摩门 (Mormon) 小径交汇的西部迁徙中心枢纽。

住宿：怀俄明州，卡斯珀

在卡斯珀休整一日，这里在缺乏法制的狂野西部时期曾是一座热闹非凡的枢纽城市。您
将首先来到国家历史之路学习中心 (National Historical Trails Interpretive Center) 
参观展览，了解小径、西部历史以及怀俄明州。从这个中心，您还能从绝佳位置俯瞰卡斯
珀 (Casper) 秀丽景致。通过互动展览和小径当年生活情景的拟现，追溯早期开拓者们
的故事。您甚至可以坐上试图穿过北普拉特河的马车，尝试一次虚拟现实体验。在镇上
原先的定居点卡斯珀堡，您可以游览重建后的哨所以及博物馆。漫步卡斯珀，游览历史
遗迹，而后在 Branding Iron 餐厅享用晚餐，结束行程。

怀俄明州，卡斯珀
第 6 天 

住宿：怀俄明州，卡斯珀

怀俄明州，国家历史之路学习中心

2 小时 45 分钟/176 英里



从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 
到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 
黄石国家公园

怀俄明州，百万美元牛仔酒吧

第 8 天

继续向西北行进，来到绿河 (Green River) 渡口处的名字山州立历史遗址 (Names Hill State 
Historic Site)，这里是另一处“荒原记事簿”，石壁上镌刻着早期开拓者们留下的铭文。离开
历史遗址，下 俄勒冈小径，绕道去探索富有传奇色彩的黄石国家公园。向北前往杰克逊霍尔 
(Jackson Hole)，在历史悠久的小镇广场稍事停留，享用午餐，广场上有四个由麋鹿角制成的
拱门，是不容错过的留影之地。在毗邻小镇的国家麋鹿保护区 (National Elk Refuge)，也就是
收集这些鹿角的地方，您可以看到麋鹿群。前往百万美元牛仔酒吧 (Million Dollar Cowboy 
Bar) 享用午餐，点一个麋鹿汉堡，坐在真正的西部马鞍制成的吧台凳上享用。从杰克逊霍尔向
北前行，伴着美景一路驱车穿过大提顿国家公园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沿途会欣赏到
珍妮湖 (Jenny Lake) 和杰克逊湖 (Jackson Lake) 在提顿山花岗岩山峰的映衬下呈现出令人
屏息的美景。黄石公园横跨三个州 - 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国
家公园。这座公园建立于 1872 年，拥有全美最为多样的地貌景观。

住宿：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

从怀俄明州，卡斯珀到 
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
第 7 天

从卡斯珀向西南方向继续行程，来到独立岩州立历史遗址 (Independence Rock State 
Historic Site)，遗址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俄勒冈小径的迁徙者们必须在 7 月 4 日（也就是
美国独立日）前到达此地，以保他们能在寒冬来临之前结束行程。这里被称为“荒原记事簿”，
它见证了长途跋涉的迁徙者们一路的艰辛，这些迁徙者们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从地里露出的
花岗岩上。向西南继续旅程，在曾经繁忙的淘金小镇南山口城 (South Pass City) 看看那里早
已废弃的建筑。小镇的南面就是人们所说的南山口 (South Pass)，是小径上的重要地点之一。
这里是唯一一处马车队可以安全越过落基山脉和美洲大陆分水岭的地方。在罗克斯普林斯以
南是领航山野马风景环线 (Pilot Butte Wild Horse Scenic Loop)，环线全程需 90 分钟车程，
一路有诸多可欣赏优美景色的观景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超过 1,500 匹野马，它们是在 19 
世纪由牧场主们带到这里的马匹们的后代。

住宿：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

3 小时 30 分钟/224 英里

5 小时 30 分钟/303 英里



怀俄明州 
黄石国家公园 
早早启程，踏上黄石探险之旅。这里有 500 多个间歇泉和 290 个瀑布，园内野
生动物包括水牛、驼鹿、灰熊和狼。大环路 (Grand Loop) 车道将带您游遍该
公园的主要景点。大棱镜温泉 (Grand Prismatic Spring) 是世界面积第三大
的温泉，有着异常绚丽夺目的色彩，也是最受欢迎的摄影地之一。著名的老忠
实 (Old Faithful) 间歇泉每 90 分钟会喷出一次泉水。从灵感点 (Inspiration 
Point) 和艺术家之地 (Artist Point) 观景点都能俯瞰黄石大峡谷和下瀑

第 9 天 

布 (Lower Falls)，坐拥令人难忘的美景且可驱车到达。在海登谷 (Hayden 
Valley) 您可以看到该公园绝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计划在清晨或傍晚抵达，因
为那时是动物最为活跃的时间。 

住宿：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

怀俄明州，黄石大峡谷



到该堡垒的复刻版。今晚，您将走进波卡特洛老城那些充满故事的建筑中。
参观精品店和画廊，然后在当地的一家餐厅享用晚餐。 

住宿：爱达荷州，波卡特洛

爱达荷州，黄石国家公园到 
爱达荷州，波卡特洛 
第 10 天

从西出口离开黄石公园，向南进入爱达荷州境内，前往爱达荷瀑布市 (Idaho 
Falls)。游览蛇河 (Snake River) 沿岸的爱达荷瀑布市绿带小径 (Greenbelt 
Trail)。在小径上的众多餐厅之一享用河畔午餐。沿着蛇河向西南前行，来到
霍尔堡国家历史地标 (Fort Hall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这里原有一
座堡垒，曾经是小径上最重要的地点之一。您可以在波卡特洛 (Pocatello) 看

爱达荷州，蛇河

2 小时 45 分钟/159 英里



时期那些无法无天的罪犯们的故事，那么爱达荷州旧监狱 (Old Idaho 
Penitentiary) 就是必游之地。前往老城区的主街和格罗夫 (Grove) 大
街，这里除了纪念小径原始路线的标记外，还有商店、餐厅和啤酒厂。

3 小时 30 分钟/234 英里

第 11 天

沿着俄勒冈小径向西进发，穿过魔幻谷 (Magic Valley)、千泉 (Thousand 
Springs)、萨蒙谷 (Salmon Valley) 和哈格曼化石床国家纪念碑 (Hagerman 
Fossil Beds National Monument)。小径在化石床上穿行而过，定居者的
马车留下的车辙仍清晰可见。整条小径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是格伦斯菲
利 (Glenns Ferry) 附近的三岛渡口 (Three Island Crossing)。幸运的是，
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帮助迁徙者穿越了这些岛屿之间的浅水区。在穿过蛇
河之后，我们继续前往该州的首府，博伊西 (Boise)。想要听有关狂野西部 住宿：爱达荷州，博伊西

从爱达荷州，波卡特洛到爱达荷州，博伊西

爱达荷州，爱达荷州旧监狱



在博伊西的西北部是博伊西堡旧址，由于毁于洪水，此地现在只剩
下路标。按堡垒原样复刻的建筑就在附近的帕尔马 (Parma) 镇中。
参观堡垒和博物馆，感受小径的早期历史。向西北进发，来到贝克市 
(Baker City)，在该市的历史区参观故居和建筑。离开城镇之前，带
上户外午餐到国家历史之路学习中心享用，在那里参观展览，了解
更多有关小径的故事。该中心位于弗拉格斯塔夫山 (Flagstaff Hill) 
上，可俯瞰周边贝克谷的壮丽景致，包括弗丘大平地 (Virtue Flat) 及
那里的车辙印记。您可徒步前往，近距离观察那些车辙。对于早期的
开拓者来说，远处的蓝山 (Blue Mountains) 预示着威拉米特河谷段 
(Willamette Valley) 行程的结束。我们继续向西北方向迈进，来到华
盛顿州的瓦拉瓦拉，这里有内兹珀斯堡 (Fort Nez Perce) 遗址，后来
称为瓦拉瓦拉堡 (Fort Walla Walla)。参观历史悠久的主街上的建
筑，择优品尝近百家当地葡萄酒庄的佳酿。

俄勒冈州，胡德山

从华盛顿州，瓦拉瓦拉 
到俄勒冈州，俄勒冈城 
第 13 天

距离小镇不远就是惠特曼布道所国家历史遗址 (Whitman Mission 
National Historic Site)。惠特曼一家是最早穿越落基山脉的一批
人，他们为后来的迁徙者们探明了俄勒冈小径的路线。进入俄勒冈
州，沿着哥伦比亚河峡谷 (Columbia River Gorge) 向西进发。在比
格斯章克申 (Biggs Junction) 稍作停留，此地是您抵达达尔斯 (The 
Dalles) 之前最后能看到车辙的地方，而达尔斯是陆上之旅的终点。
早期的定居者们需要从这里乘坐木筏横渡哥伦比亚河，冒着湍急河
流的危险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俄勒冈城。后来，人们有了第二条路线
选择，即老巴洛路 (Historic Barlow Road)。这条该州最早的收费公
路，沿胡德山 (Mount Hood) 一直通往俄勒冈城，是一段较为漫长的
道路。在 Rhododendron 社区有该收费亭的复刻建筑。

住宿：俄勒冈州，俄勒冈城或波特兰

从爱达荷州，博伊西到 
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堡 
第 12 天

住宿：华盛顿州，瓦拉瓦拉

4 小时/252 英里

4 小时/252 英里



如需更多全美旅行攻略和旅行创意，请访问：GoUSA.cn

俄勒冈城过去曾是俄勒冈小径的终点，这趟起点为独立城的旅程全程 2,170 
英里，在当时需历时 6 个月。俄勒冈城原址在波特兰 (Portland) 以南不远，
原先称为威拉米特福尔 (Willamette Falls)，此地因威拉米特河上的著名瀑布
而得名。俄勒冈小径终点讲解和游客信息中心为您提供互动体验，纪念一路

俄勒冈州，俄勒冈城 
第 14 天

住宿：俄勒冈州，俄勒冈城或波特兰

行程及其在俄勒冈城的圆满结束。这里有展览、工艺展示、故事讲述和情景再
现，旨在缅怀那些早期开拓者们的勇敢和冒险精神。 

威拉米特福尔俄勒冈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