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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6

去哪儿推荐丹佛必玩体验

动 • 穿梭在闹市里
地广人稀的科罗拉多州并不代表着荒无人烟，在繁华的
丹佛市区仍然是热热闹闹，穿梭在丹佛市区的闹市中，

1

散步在高楼大厦间，让人充分的享受物质发展给我们带
来的快乐。

静 • 端坐在幽静处
丹 佛 市 郊 有 很 多 安 静 的 小 镇， 比 如 说 Golden,
Lakewood, Applewood 等，在这些地方能够很容易的
找到很多安静的小公园和林间小道，公园基本都是免费
的。在公园一角找个座椅，安静的坐在那里，看看报纸
书籍，观望云卷与舒，享受着快乐安静的一天。

食 • 体验滋味丹佛

3

丹佛的美食，不仅有传统的美国餐饮（地道的烤牛排，
鸡尾酒，朗姆酒以及 Coors 淡爽啤酒），而且有中餐，
印度餐，中东餐，意大利餐，西班牙餐等。来到丹佛，
能够吃到世界上所有地方的食物，让自己的胃好好享
受一番。而拉里默广场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集多样
精品购物和餐饮选择于一体的区域。作为丹佛市最古
老、历史最悠久的街区，其建筑物生动地诉说着丹佛
过去的故事。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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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 行走在山林中
由于丹佛位于落基山脚下，所以丹佛东部多以山林
为住，在科罗拉多州有许多林间小道供大家散步和
爬山。另外丹佛周边有很多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
园提供了很多爬山，散步以及野营的服务。行走在
山林中，犹如进入天然氧吧，呼吸着大自然新鲜的

4

空气，感受着美丽丹佛带给的快乐。

爽 • 奔跑于四季间
丹佛的四季是比较分明的，春天有绿树花朵，夏天有
晴朗的天空，秋天有黄叶，冬天有雪白的雪山。由于
丹佛地区海拔较高，有很多雪山是四季有雪的，走进
大山，能够在同一时间感受到四季。茂密的森林，白
白的雪山，给人以梦幻的感觉。

5
观 • 呐喊体育赛场

6

说到丹佛的体育运动，肯定很多人会想到掘金队，没
错，丹佛也是很多热爱体育运动人的天堂。除了篮球
运动，美国人最爱的运动其实还是棒球。美国职棒大
联 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简 称 MLB）， 是
北美地区最高水平的职棒棒球联赛。而丹佛野马队和
Colorado Rockies 队，更是美国人的心头好。来到
丹佛如果有机会到现场，一定不要忘记为自己喜欢的
球员呐喊助威！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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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丹佛旅行指南是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爱好摄影的段传成和爱好旅游的陈雅超各自发挥了自己
的优势，为丹佛旅游提供了完美的旅游路线。
微博：@ 草莓小刺 weibo.com/u/2417086420
@ 段段刺刺 weibo.com/u/2827477564?nick= 段段刺刺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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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Denver 关于丹佛

位于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是个全年阳光明媚，一年四季风情万种的度假胜地。而
处于落基山脚下的首府丹佛不但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也是个活力十足，拥有诱人
购物环境的大城市。丹佛是全美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也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
城市之一，一年有 300 多天是晴朗的天气，植被覆盖面积高，清新的空气，碧蓝的
天空是很多人休闲旅游的好地方，也是很多美国富人度假养老的地方。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关于这座城市，你必须要知道：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行政以及政治中心，也

丹佛的居民非常注重体育锻炼，加上被群山

是科罗拉多州乃至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

环抱，为当地人提供了天然的健身环境。周

丹佛市是在 1858 年因为矿产资源的发现而

末常能看到很多人骑车上山或者跑步上山。

建立的，尤其是金矿，这也是丹佛 NBA 球

再或者一家几口带着小船找个湖垂钓漂流。

队（掘金队）名字的来源。丹佛还有一个名

因此丹佛的肥胖比例在全美国相对很低。此

字是 The Mile high city. 因为丹佛平均海拔

外，丹佛的居民普遍都非常友好，如果遇见

有 1 英里，因此丹佛棒球队 Rockies 将他们

问题，他们都非常热心帮助。也许是因为经

的主球场（Coors Fields） 海拔 1 英里以上

常运动能让他们经常保持良好心情吧。

的作为都涂成了紫色，并且球队的颜色也是
紫色。丹佛有美丽的雪山，茂密的森林，平

城市绿地 宜居好选择

静的湖水，有掘金队，有 Rockies 棒球队，

坐落于政府、文化、商业和社区的十字路口，

有学术氛围浓厚的科罗拉多大学和科罗拉多

在壮观建筑群的映衬下，丹佛的市政中心公

矿业大学。

园作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公共聚会空间，是

给旅人的建议与提醒：

一座历史悠久占地 12 英亩的城市绿洲

丹佛平均海拔超过 1600 米，海拔超过 4000

牛仔特色 西部大开发

米的山峰有 50 座。加强运动防止缺氧是必

丹佛是作为科罗拉多州的首府，聚集了科

须的。到了海拔很高的地方要减少运动量，

罗拉多州大多数的人口，有着浓厚的西部

以免身体不适。

牛仔的特色，走在丹佛周边小镇上，经常

由于海拔高，紫外线较强。加之丹佛全年超

能够看到带着牛仔帽的美国人，丹佛的生

过 300 天晴天，防晒霜和墨镜都是很必要

活节奏很慢，因此市民对外来游客非常的

的准备。

热情，他们非常乐于帮助来当地旅游的人。

丹佛在飞速的发展中，但还有很多不足，

另外，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西部

有滋有味 丹佛鲜味道

比如交通不是特别方便。公交车班数少，

丹佛的饭店绝对会让你的味

大开发，丹佛也不例外。近年来，越来越

间隔时间长。轻轨正在修建，近年内会好

多的国际人士和本土的有钱人移居丹佛，

你是个素食主义者，亦或是

很多。如果能够自驾，还是会节省很多时间的。

他们看中了这里的空气、气候和发展潜力。

普通人，这里新鲜且富有独

本 地 网 站 推 荐：www.denver.org，www.

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丹佛的飞速发

colorado.com

展是必然的趋势。

作者私房推荐

蕾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不论

特风味的美食绝对不会让你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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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ver in Numbers 从数字看丹佛

63

154.9
丹佛市面积为 154.9 平
方 英 里， 约 合 401.2 平
方千米

5280
丹 佛 市 海 拔 为 5280 英
尺，约 1609 米

300
丹佛坐落于落基山山脚
下， 天 气 变 化 多 端， 但
是多以晴朗天气为主，
一年超过 300 天时间是
晴朗天

根据 2012 年统计数据，丹佛市现居住人口为 63 万

68.9%

200
至 2006 年， 丹 佛 有
200 多 个 公 园， 不 仅 有
迷你版的小公园，也有
面积超过 300 多亩的市
区 公 园， 并 且 还 有 20
多个娱乐建设中心

北京 & 丹佛生活水平比一比

根据 2010 年统计数据，
丹佛市人口组成比例
中，白人约占 68.9%

3

丹佛 3 所著名的大学，丹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科
罗拉多矿业大学

（近期汇率：1 元≈ 0.1627 美元，1 美元≈ 6.1470 元）

30.74(5$)

15.37(2.5 $)

18
12.30(2 $)
2-8

15.37(2.5$) 13
6.15(1 $)
2

1

公交车票价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地铁

出租车
起步价

瓶装矿泉水

丹佛

北京 单位（RMB）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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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的春天很短，绿叶伴着雪山的景色是时常可以遇到的；丹佛的夏天很晒，对着太阳拥抱蓝天正是这一
季的好享受；丹佛的秋天很美，黄叶起舞翩翩，对你温柔诉说这城市的故事；丹佛的冬天很净，雪地里的
连连脚印，啤酒节的阵阵麦香，足以让你陶醉。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春 3~6 月（气候 & 提醒）
丹佛的春天天气很晴朗，并且不是很分明，有时候 6 月份还会下雪，这个时候绿树已经成荫，
花儿也开了，但是山上的雪仍然没有融化，走在野外，经常能够看到绿树，野花，湖水和雪
山于一体的景色。这个时候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温度能够达到 25 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有
时候会接近零度。

节庆活动
国际大麻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Marijuana
4 月 20 日
温暖舒适的春天还有一年一度的大麻节，4
月 20 日是国际大麻节，在这一天，自从科
罗拉多州大麻合法法案通过后，大麻节当天
警察对在公共场合吸食大麻是相当容忍的。
在这一天，大家走上丹佛市中心的接头，集
体吸食大麻，在这一天下午的 4 点 20 分，
大家不约而同的同时吸一口大麻向空中吞云
吐雾，瞬间空中如仙境般烟雾缭绕。

夏 6~8 月（气候 & 提醒）
由于丹佛位于高原地带以及一年 300 多天晴朗的天气，丹佛的夏天是很晒的，晴朗的天空，
阳光明媚，也是适合旅游的好时间。虽然晒，但是不闷热，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节庆活动
樱桃溪艺术节 Cherry Creek Arts Festival
7 月 19 日
丹佛的夏天也是节日的夏天，有一年一度的
樱桃溪艺术节和丹佛龙舟节。樱桃溪艺术节
会展出世界上 200 多位顶尖的艺术作品，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由于节日期间停车位比
较紧张，樱桃溪购物广场的免费停车场是一
个非常好的选择。
299 Milwaukee Street, Suite 201, 丹佛 , CO, 80206,
United States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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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9~10 月（气候 & 提醒）
丹佛的秋天是她最精彩的季节，山上除了茂密的松树以外，还有大量的山杨和枫树，秋天来临，
由于高原地区独特的温度变化，树叶会在瞬间几天变黄变红并且保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这
个时候也快要下雪了，如果能够赶上下雪，那就能够享受到丹佛地区最美的风景，雪白的雪山，
一片片黄色的山杨，红色的枫树，披满了雪花的松树。在丹佛地区有很多观赏黄叶的风景区，
最著名的是全美最富的 Aspen 小镇，小镇的名字就来自于黄色的山杨树。

冬 11~ 次年 1 月（气候 & 提醒）
由于丹佛地区位于落基山脚下，每年冬天的降雪量都比较大，所以冬天更美。在美丽的冬天
有很多著名的节日。

节庆活动
丹佛国际电影节
The Denve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丹佛国际电影节于每年的 11 月 3 日在丹佛
举办。每年的举办地点不一，需提前在网上
查询。丹佛国际电影节是在 1978 年 5 月创
立的，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丹佛国际电影
节是丹佛地区每年比较著名的节日之一。
美国丹佛啤酒节 The Denver Beer Festival
美国丹佛号称世界上三大啤酒节之一（英国
伦敦啤酒节、美国丹佛啤酒节和德国慕尼黑
Tips 小贴士
由于每年举办的日期和时

啤酒节）丹佛啤酒不仅继承了古老德国的淡
爽啤酒，而且还开发了美国黑啤。丹佛地区

间不一定 , 具体的时间请

拥有全美最大的淡爽啤酒厂，为丹佛国际啤

以 丹 佛 旅 游 局 官 网 www.

酒节增加了不少光彩。丹佛的国际啤酒节每

gousa.cn/states-in-usa/
colorado 发布的信息为准。

年的 9 月份举行，为期三天。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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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丹佛旅游，住在市中心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著名的景点例如金顶大楼、博物馆、图书馆都在市中心，步
行均可及。另外 16 街是步行街，无论白天夜景都很美，住在 16 街附近也能节省很多时间并充分体验到丹
佛的喧闹与繁华。但如果资金有限，那么可以选择住在大学附近，也有公交可以穿梭于城市。如果可以自驾，
不妨住在丹佛周边的一些小镇，远离都市的繁华和喧嚣，静静的体会本土小镇生活。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丹佛市中心
布朗皇宫酒店 The Brown Palace Hotel and Spa
高档｜古老的典雅与现代豪华相融合
丹佛市中心有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叫做布朗皇宫，布朗
皇宫建造于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不仅有古老的典雅，而
且有现代的豪华。酒店大堂豪华奢侈，在酒店的正中心
有一个餐厅，非常的安静典雅，是享受西方晚宴的好去
处。这里也常举办各种高档宴会。出息宴会的嘉宾也会
落脚于此，所以常能在酒店门前看到西装晚礼服以及豪
华的加长轿车。另外酒店的服务非常的好，所有的行李
衣物都有服务员帮你递送到房间，周到细致。此酒店地
区 17 街，步行可至丹佛 16 街购物中心以及丹佛市中
心任何地方。
321 17th St, Denver, CO 80202
$350 起

The Brown Palace Hotel and Spa

www.brownpalace.com/?src=ppc_google_brandGEO

丹佛大学
丹佛市中心威斯汀酒店 The Westin Denver Downtown
中档｜性价比较高的连锁酒店
The Westin Denver Downtown 是丹佛大学附近的
四星酒店，价格合理，服务设施也很不错，是一家比
较上档次的酒店。游客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达，也可以
步行前往。酒店不同房型不同时间段价格不一，需登
录酒店网站查询。
1672 Lawrence St Denver CO 80202
The Westin Denver Downtown

$200 起，根据时段与房型不同有所差异，需上网查询
www.westindenverdowntown.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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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wood
丹佛西喜来登酒店 Sheraton Denver West Hotel
经济型｜从标准间到豪华套间皆可选的连锁酒店
在 Lakewood 著名的 Union Blvd 上有一家当地最著名
的酒店 Sheraton Denver West Hotel。这家酒店是希尔
顿旗下的一家酒店之一，从大众化的标准间到豪华的套
间都有，并且提供会议室以及健身房等设施。从此酒店
做轻轨到达丹佛市中心需要 20 分钟，乘坐公交车到达市
中心需要 35 分钟，开车经 6 号公路到达丹佛市中心只需
要 15 分钟。
360 Union Blvd Lakewood, CO 80228
$150 起，不同房型价格不一并且变化较大，需登录网站查询

Sheraton Denver West Hotel

www.sheratondenverwest.com

Golden
戈尔登酒店 Golden Hotel
经济型｜面朝小溪的高性价比酒店
Golden Hotel 是位于 Golden 小镇中心极其推荐的一
家酒店，在著名的 Clear Creek 河畔，步行至科罗拉多
矿业大学只需要 5 分钟，坐公交车到达丹佛市中心需要
55 分钟，开车到达丹佛市中心只需 25 分钟。Golden
Hotel 有自己的餐厅以及酒吧，酒吧面朝小溪，酌一杯
小酒，看着夕阳西下，照到水面波光粼粼。
800 11th Street, Golden, CO
大床房约 $150, 豪华套间约 $250
www.thegoldenhotel.com/index.php?=google&gclid=CLbq6c_
rk8ACFYZaMgod6FkAYw

Golden Hotel

Arvada
阿瓦达萨瓦纳套房酒店 Savannah Suites-Arvada
经济型｜大众化四星酒店
Savannah Suites-Arvada 是 Arvada 地区比较大众化的
一家二星级酒店，价格合适，地区 I-70 高速公路边上，
交通便利，抵达丹佛市中心只需要 30 分钟。提供厨房，
健身房等多种设施。

Savannah Suites-Arvada

6455 Sheridan Blvd Arvada, CO 80003
大床房约 $79, 标准间约 $69

搜索

更多详情请参考 http://d.qunar.com/JxnyTt

www.savannahsuites.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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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n

最佳出游时间

2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3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丹佛的整体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除了定时定点的公交车以外，还有便捷的出租车，以及正在建设的轻轨。
部分地区的轻轨已通车，还有大批量的正在建设，包括直通机场。另外，丹佛的市中心比较集中，如果只
看市中心，步行即可。如果需要去周边小镇或者远一些的地方，租车就相对会方便很多，并且也比较便宜。
丹佛有很多免费和收费停车场，即使收费也不贵，大概 $8 就可以停一天，比起有些大城市停车难来说，
还是方便很多的。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公交和轻轨
丹佛地区的公交车以及轻轨都是由
RTD 公司经营的，在轻轨站也设有
多路公交车站点，为大家的换乘提
供了非常便捷的服务。公交车以及
轻轨的价格都为 $2.5, 公交车可以
投币，轻轨需要买票，在每个轻轨
站站点都设有自助购票站，简单易
懂的购票流程非常方便。如果你打
算乘坐不同的公交车中转，上车后
要向司机要一张换乘票，然后在两
个小时内换乘同方向其他公交车是
免费的。
www.rtd-denver.com/LightRail_Map.
shtml

租车
美 国 的 铁 路 运 输 没 有 中 国 发 达，

的取车点办理取车手续。另外也有

因此自驾游是美国人民以及当地

Dollar、Budget 等其他大公司，

游 客 的 首 要 选 择， 美 国 的 租 车 服

各自都有比较优惠的地方，比如年

务 非 常 的 完 善。 美 国 有 很 多 租 车

龄限制、驾龄限制、保险优惠各有

公司在每个机场都会设有取车点，

不 同， 可 以 到 现 场 询 问 或 者 提 前

在取车点到机场间还会设有非常

在 Priceline.com 或 者 expedia.

快捷的 免费公交车。丹佛的租车

com 上查询。

出租车
在丹佛，出租车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 Yellow cab. 因为出租车的颜色为
统一的黄色。只有在丹佛市中心才
能够随时在路边打到出租车，如果
你在丹佛周边的小镇是需要打电话
或者网上预约的。另外在美国要适

公司推荐 Hertz，此公司在当地的

根据车的类型，取车地点，换车地点，

服 务 设 施 建 立 是 非 常 完 善 的。 到

年龄，驾照颁发时间以及司机数量而

达 丹 佛 机 场， 然 后 到 达 机 场 5 楼

定。有时候很低的价格也能租到豪华

Pick up 层 会 找 到 Hertz 的 公 交

的名牌车

303-777-2001

Vagabond Inn Executive Pasadena
车，公交车会搭载你到达机场最近

www.hertz.com/rentacar/reservation

www.denveryellowcab.com

当的根据司机师傅的服务态度给一
定小费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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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必看
Top7 丹佛滋味美食
丹佛算的上是很“土著”又“开放”的美国城市，
从饮食上就能看得出。丹佛保留了美餐中的很多经
典特色，很多三明治汉堡 Brunch 非常地道美味，
又不会太过高能。同时，丹佛又很乐于引进外来文
化，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1

特色咖啡馆——2914 Coffee

咖啡是美国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于
咖啡的质感和口感要求都很高。2914 Coffee 坐落在丹
佛一个不起眼的小街上，宁静古朴，几乎只有当地人才
会注意到。但是他家的咖啡绝不像街道一样低调，拿铁
的口味号称喝过之后再不会回到星巴克。另外，他家的
浓缩咖啡也很出名。星巴克等咖啡店的浓缩咖啡通常特
别浓郁，不常喝咖啡的朋友喝过之后总会有心跳加速血
液流速加快的感觉，有些不适，但是这家的咖啡没有那
么冲，虽然可能还是有些重。除此之外，他家还有不错
的早餐，三明治汉堡之类的，有闲情雅趣的朋友可以在
这里慢慢品赏。
2914 W 25th Ave，Denver, CO 80211
(303) 953-8997
7:00 ～ 18:00
$10 以下

2

越南米粉——Pho 95

越南米粉在丹佛是非常流行的一种食物，美国人认为
它 非 油 炸， 清 淡， 有 肉 有 菜 非 常 健 康。Federal 一 条
街上有很多家越南米粉：Pho 95， Pho 96, Pho 555
等。其中最好吃的要数 Pho 95，虽然除了米粉之外还
有很多炒饭之类的其他菜类，但既然是米粉主打，自
然要作为主推。他家的优势在于量大肉多价廉，关键
是汤非常鲜美！如果没有特别喜好哪一类肉，建议选择
combination，也就是什么肉都有——牛肉、牛筋、猪
肉等等都会放一部分进去。小碗约 7 刀，大碗约 9 刀，
大碗简直就像盆一样大，非常划算，而且比小碗多了百
叶。当然也有中号的，介乎两者中间。
6879 S. Vine Street, Centennial, CO, 80122
周日至周四 10:00 ～ 21:00，周五及周六 10:00 ～ 22:00
www.pho95noodlehouse.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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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排——Morton’s

来到美国，怎能错过享受高档的西餐牛排的机会！丹佛
市中心的 Morton’s 牛排店绝对能满足你对环境、味
道、服务的所有要求。幽暗的灯光凸显出浪漫与奢华、
周到的服务让你舒适用餐、牛排的味道更是让人流连忘
返。吃牛排的时候一般要配红酒，但是他家的白酒也非
常值得一尝。酒的名字通常都很长，不长喝酒的人可能
都看不太懂，可以让服务员推荐喜欢的口味。说吃的：
首先他家的免费面包就非常的好吃，外酥里嫩，奶香十
足，又不像美国的一般面包那么甜，真的差点让我吃
饱。开胃菜推荐 Jumbo Shrimp Cocktail，又名虾杯。
五只大虾扣在杯子上，下面还冒着冷气，看起来就高大
上，而且虾很新鲜。Medium rare 的牛排的内部是带
血丝并且是凉的，medium 的是内部有血丝但是是热
的，medium plus 是中间为粉色的，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来点。除了常规牛排，不放也尝试一下牛脊肉
（Center-Cut Prime Ribeye），外皮微糊，肉质嫩滑，
鲜嫩多汁。图中为 24oz 牛脊肉。
1710 Wynkoop St, Denver, CO 80202
17:00 ～ 22:00
www.mortons.com

4

意大利餐——
Odyssey Italian Restaurant

Odyssey Italian Restaurant 是丹佛地区评价相当高的一
家意大利餐厅，以正宗的口味、繁多的样式和极佳的服
务而出名。虽然整个店面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高档，不像
有些意大利餐厅装潢非常奢侈，但一点不影响菜肴的质
量。这家餐厅由一对父子经营，服务态度非常赞，总会
给人回到家里的感觉。这家的虾类食品比较出名，新鲜

加上酱汁浓郁，并且分量十足。此外，来到意大利餐厅
一定要品酒，这里有很多上好的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请店员来推荐。小编比较喜欢甜口白葡萄酒。不管什
么喜好，在这里都能找到你的所爱。
603 E 6th Ave，Denver, CO 80203
(303) 318-0102
周一至周六 15:00 ～ 21:00，周日 16:00 ～ 21:00
$11-$30
www.odyssey-italian-restaurant.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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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料理——Sushi Den

Sushi Den 可以称得上是丹佛地区最有名最好的日本料
理了。传说日本天皇当年来丹佛的时候就去这里就餐。
其实寿司的好坏程度就区分在米饭的软硬粘度口感和肉
菜的新鲜程度。这家师傅的刀工很赞，卷寿司的技术也
绝对一流。每一道菜都做的非常精美，色香味俱全。肉
和菜都会保证绝对的新鲜，卫生质量也可以绝对放心。
虽然价格偏贵，但是既然日本天皇做了这样的选择那自
然有他的道理。一份美味可口的饭菜加上舒心的服务也
算的上物有所值。

6

1487 S Pearl St，Denver, CO 80210
周一至周四 11:30 ～ 14:30，16:30 ～ 22:30
周五 11:30 ～ 14:30，16:30 ～ 23:00
周六 16:30 ～ 23:00，周日 17:00 ～ 22:30
$31 ～ 60

快餐——Mannie & Bo’s Pizzeria

Mannie & Bo’s Pizzeria 号称全 Denver 地区最好吃的
Pizza, 这家 Pizza 的特点是可以自己 DIY Pizza 的大小，
厚度以及 Top. 有三种不同的厚度，最薄的 Pizza 比较酥
脆，加上美味的 Top 以及奶酪，美味十足，一般成人能
够吃一整个 Pizza. 较厚的 Pizza, 不仅酥脆，内部而且柔
软，外酥里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以及食量选择 Pizza
的大小以及厚度。Top 用多种选择，有牛肉，蔬菜，蘑
菇和水果。如果你更加喜欢蔬菜，可以多加一份蔬菜。
每份 Top 的价格均为 $1。物美价廉。除周五晚上之外，
小号 pizza 对学生有半价优惠。国内的学生证应该也好用，
跟服务员解释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16399 S Golden Road Golden, CO 80401
周一到周四 11:00 ～ 22:00, 周五及周六 11:00 至深夜，
周日 16:00 ～ 22:00
Pizza 价格在 $10 ～ 20 之间，具体价格根据 Pizza 的 Top 而定
www.m.mannieandbospizza.com

7

中东餐——Mecca Grill

Mecca Grill 是位于丹佛的一家比较地道的中东餐餐厅，
此餐厅以中东烧烤为主，有烤羊肉大串，有烤羊排，特
色的烤羊排加上特色的面饼，在配上独特的中东调料能
够让你尽情的享受美味，这家店面不大但是装饰很精致，
餐厅内播放着中东音乐，吃着大串以及烤羊排，聆听着
中东音乐，如同步入中东一样。有时中午会有特价菜，
门口的小白板上会有提示，也可以询问一下店主。
270 S Downing St, Denver, CO, 80209
11:00 ～ 23:00
人均价格为 $30。
www.meccagrilldenver.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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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错过
Top5 丹佛最经典体验
丹佛的篮球和滑雪都很出名，因此延伸出很多经
典有趣的体验。看 NBA，看棒球，都是体育爱好
者很棒的选择。如果赶上冬天，环绕的群山提供
了天然优质的滑雪场，去体验一次异国滑雪，一
定非常爽。另外，丹佛人很喜欢骑车，无论是走
山地还是环绕城市，骑车都给人带来了很大的方
便。跟他们一起，骑骑车，逛逛街，其乐无穷。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1

跳蚤市场

美国人比较喜欢对家具，衣服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多次利
用，所以跳蚤市场有很多，在丹佛的很多大街小巷都能
够看到大大小小的跳蚤市场，大到一个小区乃至多个小
区联合举办的市场，小到一家一户的小市场，在这种市
场上经常能以很低很低的价格购买到很有价值的物品，
包括古老典雅的家具，美丽的壁画等。比较推荐的是丹
佛市市中心金顶大楼对面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比较上
档次，物美价廉。每周末都会有人在这里售卖东西。

2

Coors Field 棒球场

棒球在美国是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美国人从孩提时就
开始训练。丹佛最有名的棒球场要数 Coors Field, 能容
纳 5 万观众，每年丹佛主场的比赛也都在这里举行。丹
佛的队名叫：Rockies ！主场比赛能够看到很多穿着紫色
衣服或者带着紫色帽子的球迷，高喊着：Go Rokies ！
每年 7 月 3 号和 4 号都会有丹佛主场的比赛，7 月 3 号
的晚上还会在比赛之后放烟花，是丹佛全年最好的烟花，
当然跟国内的可能还是没法比。但是特点在于，比赛结
束后到放烟花之前，工作人员会组织大家到球场的草地
上看。躺在软软的草坪上看烟花扑面而来也是一种很奇
特的享受！有比赛的时候，可以选择不排队买门票，65
刀一张。如果觉得太贵，就是想进去看一下，最便宜的
票只要 4 刀，但是需要排队抽号，抽到号的人最多买四张。
如果很想看，可以几个朋友一起去排，抽中的机会比较大。
没有比赛的时候是可以免费进去参观的。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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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滑雪圣地

交通工具

滑雪场简介：

由于雪场都在山里，离市区比较远，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

Winter Park、 Copper Mountain、Loveland

开车前往，这样也方便携带雪具。如果实在不能开车，可

以上三家为丹佛比较有名的三个滑雪场，均分为练习道、

以选择 Front Range Sky Bus，会提供到雪场的车。还有

绿道、蓝道和黑道，依次按难度级别递增。每个滑雪场

一个方式是选择拼车，Ski Carpool、Ski Lift 等都可以提

都有自己的 Pass（相当于年票）。正常门票大约 $40-

供拼车，这样可以省钱的同时认识其他滑雪的伙伴。

$50 一次，年票的是在冬天滑雪季随便用的，价格大约
为 $200-$400 不等。有时候在网上可以找到优惠劵就会

www.frontrangeskibus.com（Front Range Sky Bus 网站）
www.skicarpool.org，www.theskilift.org （拼车网站）

比较便宜，但需要碰运气，而且每个时间段的价格都会
有变化，需要提前上网查好。
Winterpark: www.winterparkresort.com
Copper Mountain: www.coppercolorado.com/summer/index.html
Loveland: www.skiloveland.com

滑雪小常识
丹佛作为全美最好的滑雪胜地，雪质自然是没的说。难
度也会比国内的高很多。新手一定要在练习道上多练
习。绿道就开始需要坐缆车上去了，路程也比较长，如
果没有足够的自信可以随时停下还是要慎重考虑的。蓝
道的部分坡度就已经达到 30 度了，加速度会很大并且危
险系数也很高。黑道就是大坡度在树林里穿梭了，障碍
很多，需要有一定年头的滑雪经验才可以尝试。不过如
果半路中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安全到达下面，可以拨打每
个滑雪场的急救电话，会来人把你放在小车里拖下去，
不收取任何费用。除了滑雪（ski）之外还可以选择滑板
（snowboard），就是双脚站单板，难度会比较大，请
量力而行。
雪具租借
滑雪场通常有自己的租借商店可以提供学具，价钱也和
外面租来的差不多（大约 $35）。如果认识学校里的学
生，可以请他们帮忙在学校里租借，大概能便宜一点，
但是需要自己带到雪场。所以如果只是滑一次体验一下，
在雪场租还是比较好的选择。Snowboard 的价格会稍微
贵一些。另外，有的雪场只提供滑板鞋子和雪仗，但是
需要自己带护目镜和手套，这些都可以在 Big 5 买到。

4

租车骑行

在丹佛市中心设有近百个自助自行车租借点，站点都有
带有字母 B 的牌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出发点以及目的地
设计一条自行车骑行路线。由于丹佛市市中心车辆较多，
骑行请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文明礼让行人。
denver.bcycle.com/home.aspx
（可以查询到站点地图及计算租借价格）

5

NBA 比赛

来到丹佛，一定要看一场丹佛掘金队的比赛，掘金队原
名为丹佛火箭队后改名为丹佛掘金队是因为后来在丹佛
发现了黄金。Authority field 是丹佛掘金队的主赛场。
在一下订票网址上能够找到比赛日程以及票价。
www.eventticketscenter.com/Event.aspx?EventID=313&gclid=CIq0Lbek8ACFQszaQodrCoAZg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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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Don’t !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丹佛不同于很多美国沿海大城市，干燥的气候，较高的海拔都会给你全新的体验。但正是由于这些“特殊”，
旅游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需要格外注意一下。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小费
在美国餐馆，出租车接受服务后需要支付服务员以及司
机一定数量的小费，数量根据自己的实力以及服务员的
态度而定，一般不少于账单的 15%。

Don't 注意事项
Do 必备物品

公共场所禁烟

墨镜

美国多数城市法律规定公共场合是不可以吸烟的，吸烟

由于丹佛海拔较高，并且一年有 300 多天是晴朗的天气，

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公共场合吸烟破坏环境影响他人生

墨镜是大家驾驶车辆，观赏风景的必备物件，建议大家

活。现在美国公共场合禁烟已经成为普遍规定，在公共

在国内或者在美国准备好适合自己墨镜，尽情的享受美

场合吸烟经常得到美国人鄙视。为我们中国人树立良好

丽的蓝天。

的形象，请遵守当地吸烟规定。

防晒

大麻合法，请勿上瘾

通常情况下，丹佛的紫外线较强，因此推荐 50+ 的防晒

科罗拉多州 2012 年大麻合法化法案通过，成为了全

霜，最好防水。

球第一个持牌合法售卖大麻的地方。请注意大麻对身
体有害，尤其是儿童，请不要随便接触大麻。大麻合

坐车按铃下车

法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大麻的机会，但是不建议

由于美国人口较少，乘坐公交车的人数没有国内那么多，

随便吸食。

所以公交车并不是每一站点都会停留，乘坐公交车的时
候如果发现快要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请拉一下公交车车
窗上的绳子，这样能够提醒公交司机在下一站点停留几
分钟。

美丽心情
出来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美丽的心情，敞开心扉去
欣赏美丽的丹佛风光。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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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Denver 探索 • 丹佛

丹佛市中心地图

地图来源：www.denver.org/includes/content/docs/media/Downtown.pdf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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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完美丹佛一日游

丹佛的整体面积很大，但市中心非常显眼集中。其中著名的博物
馆图书馆以及其他景点均集中在市中心附近。因此花上一天时间，
漫步市中心，不仅可以感受 downtown 高楼林立的壮观，也能体
会步行街的悠闲，同时可以参观博物馆、学校等景点，一举多得！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08:00
简易早餐——Denver Biscuit Co
Denver Biscuit Co 家的三明治和小点心非常出名。肉桂卷（cinnamon
roll）更是被称为值得拼命去尝试！另外其咖啡口感广受大家喜爱。虽然
咖啡种类大多数也为大家熟知的卡布奇诺、摩卡、浓缩咖啡等，但是香
滑的口感和浓郁的味道是非常吸引人的。在这里吃早餐比较随意，咖啡
配上甜点虽不算很丰富但已足够让人满意，并且保证了所需能量的摄入。
因为一天还有很多景点要去赏玩，早餐也不便于花费太多时间，这样简
单随意的早餐最合适不过了。
		3237 E Colfax Ave，Denver, CO 80206
$5 ～ 10
工作日 8:00 ～ 14:00，周末 8:00 ～ 15:00

步 行 约 1 分 钟 到 Colfax Ave 和
Cook St 交界，乘坐 15 路车约 11 分
钟到 Colfax Ave 和 Broadway 交界，
然后步行约 3 分钟

09:00
备受青睐的学术重地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是科罗拉多
大学系统的三所学府之一，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奥拉瑞亚校区，邻近轻轨站，
交通十分方便。由于位于丹佛市区以及建校较晚，建筑没有博尔德校区
的古老，但是却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气氛。高高的教学楼，安静的校
园丝毫没有被繁华热闹的市区所影响。从学校可以步行至丹佛市中心的
大多数购物以及娱乐场所，是国内外学生留学的青睐之地。丹佛校区不
仅是旅游观光的地方，而且是学术科研的地方，其在医药学和医学方面
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很多优秀的学者在此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50 14th St, Denver, CO, 80202
免费
24 小时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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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Cleveland PI 至 Colfax Ave，步
行约 8 分钟

10:30
了解硬币的铸造过程
丹佛铸币厂相当于美国六大造币厂的一个分厂，每年都会生产超过 50 亿
的硬币。厂子在工作日提供大约 45 分钟的游览路线，需要提前在网上预
定。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硬币的铸造过程，更可以观赏到各式各样的硬币，
不仅仅局限于平常使用的货币。有些硬币上还印有著名景点或者著名人
物的头像。那里还有除诺克斯堡 (Fort Knox) 之外的美国第二大黄金商店。
那里独立的礼物商店专门出售独特的纪念币，作为纪念品收藏或者伴手
礼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20 W Colfax Ave, Denver, CO, 80204
周一至周四 8:00 ～ 15:30
成人 $8, 学生 $6

从 上 一 站 步 行 约 12 分 钟， 乘 坐 16
路公交约 3 分钟

11:30
丹佛的辉煌——金顶大楼
丹佛市政厅的大楼是仿照白宫的外形设计建造的，外观大气端庄，以圆
形金顶为标志，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这里拍照留念。目前金顶部分
建筑正在维修，但并不影响整体效果。金顶大楼和对面的小石碑又仿佛
是缩小版的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小石碑的后面也是一个公园，精
修的草坪上开满了别致的小花。常能在公园里看到遛狗的市民，闲散的
游客，以及双轮平衡电动车的爱好者。另外还有一些市民会在这里摆起
架子卖一些有趣的收藏品，可以逛一逛赏一赏。整个金顶大楼以及楼前
的这一片小天地这里算得上是选闹市区中的一片净土了。
		Capitol Hill, Denver, CO
免费
24 小时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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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顶大楼步行约 9 分钟到达 15 路
车站，坐车 10 分钟即可到达

12:30
西班牙午餐——Rioja
Rioja 是丹佛一家很有名的集美餐和西班牙餐为一体的餐馆。餐馆分为内
外就餐点，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外面的小白桌椅上是很好的享受。他家最
出名的是 artichoke tortelloni，是一种鸡蛋做的皮，里面带有小肉馅的
食物，上面再撒上他们自制的酱料。酱汁偏芝士口味，但不油腻，香滑
可口。分小份和大份，可根据自己是食量选择。除此之外他家的意大利
面也非常有名，软硬适当。甜点的芝士蛋糕（Cheesecake）是非常好的
推荐，其中巧克力口味的广受欢迎。入口即化的香香甜甜给整顿晚饭增
添了不少亮点。这家总体价格偏贵，但是物有所值！
		1431 Larimer St, Denver, CO,80202
$30 ～ 60
周一、周二 17:00 ～ 22:00，周三、周四 11:30 ～ 14:30 ，17:00 ～ 22:00
周五 11:30 ～ 14:30，17:00 ～ 23:00，周六 10:00 ～ 14:30，17:00 ～ 23:00
周日 10:00 ～ 14:30，17:00 ～ 22:00

步行约 4 分钟到达 15 路车站，坐车
约 10 分钟到达

14:00
Molly Brown——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故居
泰坦尼克号的电影大家肯定不陌生，里面的 Rose 和 Jack 其实是虚拟的
人物，但是里面的 Molly 却是真实存在的。Molly 和丈夫搬到丹佛以后
赶上了 1893 年代灾难，很多人流浪街头，孩子也吃不上饭。Molly 为此
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提倡城市改造建立公园等。她在一次旅行的途中听
说自己的孙子生病，就立即买了赶回美国的游轮，也就是大家所知的泰坦
尼克号。船沉了，但是 Molly 活了下来，被成为了“永不沉没的 Molly
Brown”。幸存之后，Molly 更加重视慈善事业，着手文艺复兴，积极倡
导女权主义，成为进步女性的代表。故居博物馆会提供导游，介绍 Molly
Brown 的故事以及丹佛的历史。故居博物馆区别于其他博物馆就在于，这
里将一个真实的人和故事展现在你面前，让你可以触摸到这段历史。
1340 Pennsylvania Street，Denver, Colorado 80203
303.832-4092
周一：六七八月开放，10:00 ～ 13:30

周二到周六 10:00 ～ 15:30

周日：12:00 ～ 15:30 导览每 30 分钟一次，上述 13:30 和 15:30 是最后一班导览时间
$8
www.mollybrown.org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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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点沿 13 街步行约 8 分钟

15:00
艺术的天堂——丹佛艺术博物馆
由意大利建筑师主持设计的尖刺的外形是馆身建筑的亮点，颇具个性。
博物馆外围有一些雕刻也非常有特点，比如标志性的扫把和废纸大概寓
意着很多人看起来的废品其实有他格外的价值。馆内收藏有各个国家的
艺术作品，其中中国的作品占了不少的分量。另外还藏有很多抽象类的
艺术作品，背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如果时间充足，可以多了解一
下感兴趣的作品的背景。除了雕塑，馆中还收藏了很多精致的油画供大
家欣赏。可以说，丹佛艺术博物馆里包含了你能想到的各种类型的艺术品，
也正因此成为了丹佛广受欢迎的旅游点。
100 W 14th Ave Pkwy, Denver, CO 80204
门票

科州居民 其他

成人

$10

$13

65 岁以上老人 / 军人

$8

$10

大学生

$8

$10

青年（6-18）

$3

$5

免费

免费

儿童 (0–5)
每月第一周的周六免费

周一关门 周二至周四 10:00~17:00，周五 10:00~20:00，周六至周日 10:00~17:00

从艺术博物馆出门过街便是

16:30
知识的海洋——丹佛公共图书馆
丹佛公共图书馆与丹佛艺术博物馆仅有一街之隔。欣赏完艺术再翻阅一
下书籍再好不过。1955 年成立的丹佛公共图书馆现在已成为了丹佛人民
向往知识渴望探索的标志。一进图书馆，上下打通的格局和明亮耀眼的
灯光一看便知是读书人的环境——虽不是特别的大气奢华，但却非常庄
重典雅。图书馆分为ＣＤ借阅室、儿童读书房、新书阅览室等多个分间。
儿童房里布置的欢快可爱，将玩具和书籍放到一起，吸引了很多家长带
着孩子来这里看书，并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棋类等游戏激发孩子的兴趣。
新书馆更是经常看到很多老人到这里翻阅报刊杂志，足见丹佛人对知识
的追求。
10 West 14th Avenue, Denver, CO, 80204
免费
周一 : 10:00~20:00，周二 : 10:00~20:00，周三至周五 : 10:00~18:00
周六 : 9:00~17:00，周日 : 13:00~17:00

步 行 约 2 分 钟 到 达 Broadway & W
14th Ave, 乘坐 10 路车到 12th Ave
和 Elizbeth St 交界

17:30
意式晚餐——Shells & Sauce
丹佛作为一个北美大城市囊括了各个国家的美食，足够满足你品尝各国
特色的好奇心。意大利餐总是给人典雅端庄的感觉，意大利面加肉丸、
肉排配上酱汁总是让人垂涎。Shells & Sauce 家的意大利餐非常正宗，
猪肉和意面都比较出名，并且无论开胃菜还是正餐或者是甜点分量都很
充足，同样价位的其他意大利餐的菜量会少很多。这家店由于菜量大、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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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棒，加上地理位置优越，经常爆满，最好要提前预定一下，可以减
少等待时间。如果你晚餐另有选择，或者下午有空余时间，可以挑一个
周二到周日的下午三点到六点，这段时间是他家的 Happy hour，会非
常便宜，披萨只要 $5，而且量很足味道也很正宗。
		2600 E 12th Avenue, Denver, CO, 80206
周一 关门
周二至周四 15:00~22:00		
周五 15:00~23:z00
周六 10:00 ～ 14:30，15:30 ～ 23:00
周日 10:00 ～ 14:30，15:30 ～ 21:00

步 行 约 4 分 钟 至 York St 和 12th
Ave 交界，乘坐 24 路公交车约 6 分
钟到达 University Blvd 和 1st Ave
交界，步行约 5 分钟即可到达

19:00
Cherry Creek 购物及丹佛经典 16 街夜景
Cherry Creek 可以算的上是丹佛地区最大最好的购物中心，从平价商品
到高端商品都有的选择。高端品牌例如 LV、Tiffany 都有专区。平价商
品更是囊括了 American Eagle、施华洛世奇、Kate Spade 等等年轻人
喜欢的产品。另外，商场里也售有丝芙兰、科颜氏等化妆品，很适合女
性朋友挑些喜欢的护肤品和彩妆。Cherry Creek 和梅西百货也是连在一
起的，梅西百货区一楼也有很多名牌包打折，虽然不是每个品牌单独成家，
但是一定会淘到自己喜欢的样式。Cherry Creek 出门街对面还有一家独
立的爱马仕大楼，款式很齐全，服务也很好。到了夜晚，丹佛市中心地
区灯火通明，夜景非常美丽。16 街为步行街，两侧有格式的小商品店和
饭店，并且有免费的巴士穿梭其中，徒步和乘车都是不错的选择。
		3000 East 1st Avenue，Denver, CO 80206
10:00 ～ 21:00（节假日或周末有时会发生变动，请查阅网站左下角每日工作时间）
www.shopcherrycreek.com

Tips 小贴士
伴手礼及纪念品推荐
丹佛有很好的篮球、美式足球和棒球队。因此印有
Denver Nuggets（篮球）、Denver Broncos （美
式足球）或者 Colorado Rockies（棒球）的体恤衫、
鸭舌帽都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和纪念品。买来送朋友或
者自己收藏都很有意义和价值。另外，丹佛有很多木
质小熊雕刻，也是当地的特色。印有丹佛和科州著名
景点的明信片和冰箱贴更是又便宜又方便携带，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收集。很多小店也有出售印第安
人的土著装饰和艺术作品，有遇到心仪的也很适合作
为伴手礼送人或收藏。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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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心情
西部小镇生活之旅
丹佛作为科罗拉多州的首府及最大城市，被很多富有美国特色的
西部小镇环绕（犹如农村包围城市），其中戈尔登 (Golden) 和博
尔德（Boulder）是落基山山脉下最受大家欢迎的小镇，吸引了众
多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若条件允许，驱车深入小镇，进行一天的
行程，能够让你领略到富有美国西部特色的小镇风情，体验真正
的“牛仔”生活。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如果住在市中心，步行即可

07:30
一天好开始——Sam’s No. 3 精致早餐
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营养又丰富的早餐可以为一天的奔波提供所需
能量。Sam’s No. 3 位于丹佛市中心。在市中心住的朋友可将其作为首
选。这里不仅有美味可口的食物，而且营业时间较早，特别适合需要早
出的游客在此享用早餐。他家的特色是分量十足，绝对让你吃到撑！玉
米煎饼（Breakfast Burritos）和煎蛋卷（Omelets）是他家招牌，虽是
西方经典早餐却极具中国风味。周末还有指定饮品特价。不过周末通常
会有很多人排队，节假日更甚，想前去体验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
500 Curtis Street Denver, CO 80202-2343Hours
周一 6:00~20:00，周二 6:00~21:00 ，周三 6:00~22:00，周四 6:00~23:00，周
五 6:00~00:00，周六 7:00~00:00，周日 7:00~20:00
samsno3.com/get-here

从丹佛市中心开车约 35 分钟

08:30
科罗拉多州最高学府——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坐落于
丹佛市的西北部，从丹佛市中心开车大约需要 35 分钟左右。该学校是美
国著名的工科大学，在航天、物理光学、化学、化工等专业世界领先，
曾经培养出 1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8 位航天员，是科罗拉多州的最高
学府，一直位列全球大学排名榜前 100 名。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校区位于博尔德山（Boulder Mountain）脚下，
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绿树成荫，建筑风格更是别具匠心。校园内的所
有建筑都由红砖 红瓦建造而成，整个校园如同西洋皇宫建筑群，但每个
学院又有着各自的特色和结构。在此，不仅能够感受西洋人文气息，而
且也是摄影的绝佳去处。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位于校园的西南角，这座
建筑是校园内主要景点之一，宏伟的建筑前有绿树，小溪，草地，集休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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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和学术于一体，特别适合拍照留念。从校园里可以看到著名的 South
Boulder Peak，此山峰有 8,549 英尺高，约海拔 2605 米。远处的山峰，
近处的建筑共同营造了别致的景色。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Boulder, CO
www.colorado.edu

10:00
从校区出来沿 Broadway 开车约 2 分
钟，步行约 15 分钟

艺术家的天堂——大名鼎鼎珍珠街
珍珠街（Pearl Street）是博尔德最具特色的步行街，主要由四个街区（11
街与 15 街）组成，于 1966 年 Carl A. Worthington 为振兴 Boulder
Downtown 而建立。目前这条街上有大约 100 家商店，集购物、饮食、
艺术馆以及娱乐于一体。但是这些商店又不像大城市的购物广场，没有
很多国际品牌，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手工艺品、摄影作品等，是 Boulder
艺术家的天堂，堪比北京的 798。街上经常可见各式的行为艺术、杂技
表演、Cosplay。游客可以选择跟他们拍照，但是要记得给小费。另外，
非常推荐的是一家叫 Artmart Gifts 的艺术品店，其销售各种精巧的艺术
品，有时几块钱就能买到几百万年前的化石挂件，既有艺术气息又有纪
念意义，作为伴手礼送给朋友是最好不过的了！
延伸体验：中国茶道在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街上有一家店叫“苦茶庵”，是一对中国夫妇开设的，
主要销售中国传统茶叶，其茶品精致典雅，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经常
能看到美国人排着长队来购买茶叶，并非常认真地咨询茶艺及养生之道，
可见中国茶道在海外的影响。
		Peal Street, Boulder, CO 80302
10:00~20:00
www.boulderdowntown.com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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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坐落在珍珠街上，逛街到中午基本
就是这里了

11:30
午餐在珍珠街——The Kitchen (Brunch)
来到美国，特别是珍珠街这样具有美式风格的地方，吃一顿正宗的美餐
合情合景。The Kitchen 坐落在 11 街拐角处，从 15 街逛过来正好到午
餐时间。餐馆非常干净整洁，服务人员也友好且耐心。店里的食物从开
胃菜、主菜到甜点都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正宗餐点。如果不是很饿或素食
主义者，可以选择他们的蔬菜沙拉。新鲜，清爽，且都为有机蔬菜，有
利健康。主菜推荐法式吐司，经典的美式 Brunch，甜而不腻、松软嫩滑。
吐司上面还覆盖一层坚果，松脆爽口，浇上一层甜甜的酱汁，色香味俱全。
菜量不大因此显得价钱略有小贵，但在如此良好环境下，享受正宗又健
康的美餐，还是物有所值的。
		1039 Pearl St, Boulder, CO 80302
人均 $10~20
9:00~14:00，17:00 ~22:00
thekitchen.com/the-kitchen-boulder

从珍珠街开车约 30 分钟

13:00
Sheldon 的最爱——科罗拉多火车博物馆
还记得生活大爆炸里 Sheldon 的最爱吗？那就是位于 Golden 小镇的科
罗拉多火车博物馆！坐落于 Clear Creek 与 North Table Mountain 之
间的火车博物馆建立于 1958 年，占地面积 13 亩。博物馆收藏了 50 年
代到 90 年代的各种火车，其中 70 年代的蒸汽窄轨火车仍然可以运行。
在这里， 可以充分的体会到人类的智慧和社会的进步，了解轨道运输业
的发展史。博物馆在每周六向乘客提供乘坐蒸汽火车的机会，票价为 4
美元 / 人。另外，博物馆中的很多火车都对游客开放，可以亲自登上火

Tips 小贴士
大家也可以去 Groupon 等团购网站购票，两个成人
只需 10 美元，还可以再带 5 个孩子，相当于家庭套票。

车车厢，感受一下六十年代的火车，自己也当一次贵族。或者可以登上
火车头，亲自体验蒸汽火车司机的感觉。另外，喜欢摄影的游客可以将
自己的照相机设置成单色模式，拍摄出大气的复古照片。游客中心的地
下一层还有精致的模型，完整模拟了丹佛整个地区以及科州部分地区的
地貌和轨道分布。游客中心也同时出售各种各样的火车模型与纪念品，
其中带有历史照片的册子也很具有收藏价值。
		17155 W 44th Ave, Golden, CO 80403
9:00~17:00
成人 $10， 儿童 $5，老人 $8
www.coloradorailroadmuseum.org

从火车博物馆开车约 10 分钟

14:30
西部小镇初相见——漫步 Golden
Golden 是丹佛市周边最典型的西方小镇之一，步入小镇的 Downtown
时，横跨华盛顿大街的弧形牌子（Welcome to Golden）格外引人注目。
Golden Downtown 的建筑大多有几十年至上百年的历史。很多小店销
售的木雕及手工艺品（狗熊、印第安人系列装饰品等）是科州的一大特色。
Golden 市 民 尤 其 爱 好 骑 自 行 车， 因 此 全 美 自 行 车 赛（USA Pro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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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的出发地点也在这里。到了那一天，整个 Golden 人山人
海，观众非常有激情但是又很有秩序。Downtown 有美国自行车手罗杰
斯的雕塑，2012 年的比赛，他还来到 Golden，与自己的雕塑合影。在
Golden 体验下骑山地车也是很好的经历，但由于海拔较高，地势起伏较
大，对身体条件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Downtown 的街边有很多家咖啡厅供大家小憩，其中位于 Clear Creek
河畔的 Grappa 是不错的去处，既能享受到小镇的安静，又能看到 Clear
Creek 里戏水漂流者的欢乐。

从 Golden Downtown 到小溪边大约
步行 10 分钟

15:45
Clear Creek 激情漂流
调查显示，全美最热爱运动的 15 个城市里，科罗拉多州就占了 4 个，丹
佛更是名列前茅。来到这里，你就能够真正体会到科州的人是多么懂得享
受生活，多么会利用自然来寻找欢乐。位于 Golden 市 10 街上的 Clear
Creek，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和当地人到这里漂流。其实所谓的漂流，
不过就是大家坐在自己的游泳圈或者小型气垫上，从河水上游冲下来，美
国人称为 Tubing。在 Big 5 花大约 30 美元能够买到工具 , 但是很少有公
司出租。漂流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政府为了方便大家玩耍，在河边设立了
很多便于上岸的设施。因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漂流路段，避开水流湍

Tips 小贴士
• 如果下水，请先感受水温，即使在夏天，河水也很凉。

急的地方以保证安全。每到夏天，都会有各种比基尼美女和型男帅哥来到
这里漂流，惹眼程度一点不亚于迈阿密棕榈海滩。另外，更有技术流派从

• 水流湍急，石头高低不平，打算下水的朋友也一定

下游往上冲，看谁逆流时间长，新鲜玩儿法绝对让你眼花缭乱。炎炎夏日，

要小心，可以选择避开最湍急的部分。

即使不下水，在河边吹吹风，看着大家玩耍也是非常有趣的享受。而且这

• 河边可能会有小蛇，但多为无毒，也很少见。
• 如果近期雨大，水势大涨，市里会在河边安装护栏。

条小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Clear，河水干净得清澈见底。

请一定不要越过护栏，防止意外。

从 Clear Creek 步行到科罗拉多矿业大
学校园（13 街至 16 街）大约 10 分钟
左右

16:45
全美工业界的翘楚——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是美国一所著名的工科院校，位于环境优美的 Golden
Downtown，其致力于能源、地球和环境的研究。石油和地球物理专业
更是名列全美前十，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石油工程师。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虽然在国内名声不响，但是在科罗拉多州乃至全美工业界具有非常好的
声誉，学生就业率很高。由于专注理工科，Mines 的规模很小，堪称小
而精悍！矿业大学的学生为人友善、作风淳朴。在这里，你看不到浓妆
艳抹的姑娘，也看不到着装怪异的少年，大家都穿着简单的 T 恤，每日
拼命地学习和健身。Mines 的本科生毕业率较低，只有非常勤奋的学生
才能拿到好成绩，因此工业界的同仁都很欣赏 Mines 的学生。如果有意
让孩子进入工科领域，Mines 绝对是极佳的选择！
漫步校园，不仅能够感受到加州理工般的精致，而且能够感受到麻省理
工般的严谨。另外，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的校园建筑也很别致，1874 年建
校时的第一座建筑（工程学院），其红色外墙颇显古朴，丹佛原市政厅（今
日的学校行政楼）的金色大厅也很壮观，地质系楼上精美的雕刻更是让
人流连忘返。
		500 Illinois St, Golden, CO 80401
www.mines.edu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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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两 家 晚 餐 点 都 位 于 Golden
Downtown 的 华 盛 顿 大 街
Washington Ave) 上， 从 学 校 步 行
至此约 5~10 分钟

17:30
晚餐——D’Deli or Woodys’
到了吃晚餐的时间了，这个时候 Golden Downtown 也进入了热闹的时
候，酒吧、餐厅的灯也亮了起来。Golden 餐馆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店
面都不大，店外都设有座位。很多人喜欢坐在餐馆外，边看车来车往边
吃饭。美国人喜欢接受阳光的沐浴，享受亲近自然的时刻。Golden 车不
算多，污染也不大，如果恰逢夏秋之际，出来坐坐也是不错的。
D’Deli：
D’Deli 是 Golden 最有名的三明治店，店面很小座位也不多，但是可以
坐在外面。美国人总是力挺这家三明治，举办什么活动的话都要点他家的
餐。他家的特点是三明治的馅儿饱满充盈！虽然半长的三明治就要 6.5 美
元，比起赛百味等要贵好多，但是看到它足足的“肚子”你就觉得物有所
值啦。面包偏硬但香气十足，非常有嚼头。尝试过多种口味之后，我推荐
GoldenClub，这也是他家的经典餐。里面同时含有四种肉类 ：培根、火鸡、
烤牛肉和火腿，肉多而不腻，配上蛋黄酱和黄瓜、西红柿更是香甜可口。
Italian 也倍受欢迎，除了肉之外更加了黄青椒（Banana Pepper）、黑
橄榄等多种蔬菜。但我觉得味道微酸，喜好酸口的朋友可以尝试！不过这
家的三明治基本都是凉的，有些 smoke 的餐是可以加热的。

Tips 小贴士
三明治分为全长和半长，图中为半长三明治的一半，
可见个头还是很大、量很足的。

		1207 Washington Ave，Golden, CO 80401
(303) 279-8020
11:00~17:00
8~15 美元
ddeligolden.com

Woodys’：
爱吃 Pizza 的朋友可以去尝尝这家店，不必限制在必胜客和多米诺等。
这家店可以按食量付钱也可以选择自助（Buffet）。吃的少就按吃几块
算，吃的多就按自助算。不管怎么吃，服务员到最后都是按照最便宜的
方法计算价钱，这也是这家小店的优势。另外，这家店珍藏数十种白酒，
爱酒的朋友可以品上一杯。就连平时不喝白酒的人，每次看着排得满满
的、各色各样的酒瓶子，也都垂涎三尺。他家披萨的底都比较薄，以显
示上面配料（Topping）的香醇，口味多为经典披萨味道——烤胡椒香
肠 （Pepperoni）、肉丁青椒、香醇芝士（Cheese）。Golden 人特别
喜欢这种经典，周末的时候，这家店门口排满了人。
		1305 Washington Ave, Golden, CO 80401
(303) 277-0443
11:00~00:00
6~20 美元
www.woodysgolden.com

从学校开车到红岩剧场约 10~15 分钟

18:00
如果你也喜欢披头士——Red Rock 红岩剧场
红岩剧场是丹佛地区著名的露天摇滚乐剧场，从 Golden 开车仅需 15
分钟即到达。此剧场由两块天然的红色巨石组成。19 世纪初，John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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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小贴士
在剧场有时会赶上音乐会，票价根据演出时间、座位
位置和演出乐队而定。需要到现场询问或是提前查询。

Brisben Walker 从艺术的角度发觉这两块天然的磐石可以营造出完美的
音质效果和震撼的回声，因此将其建成剧场。披头士乐队到达美国的第
一站就选择了红岩剧场，自此，红岩剧场便家喻户晓。此剧场曾经因为
演唱会引发动乱而关闭，后来再度开放。在没有演唱会期间，剧场是免
费开放的，平时引来了很多游客来此欣赏天然巨大红色磐石。当地热爱
健身的人更是把剧场长长的台阶当成锻炼的地方，巡回跑的、跳台阶的、
做瑜伽的，你能想到的都能见到。由于丹佛地区海拔较高，登上剧场还
是会让人气喘吁吁。
剧场下面有一个展厅，出售各种纪念品并有剧场简介，在此能够买到精
美的礼物（纪念卡，冰箱贴等）送给友人，另外还能够了解到很多红岩
剧场红岩形成原因，剧场发展历程等等。
18300 W Alameda Pkwy Morrison, CO 80401
除了演唱会之外都是对外开放的
amphitheatremorrison.com/?gclid=CLbs8ZHon8ACFbFDMgodrVQAjw
（可以查询近期的演出）

从红岩剧场开到 M 山脚下大约 15 分
钟，开车到山顶约 20 分钟左右

20:00
丹佛夜景一览无余——登顶 M 山
其实此山全名为 Lookout Mountain，由于山上有一个由科罗拉多矿业
大学建造的巨大的 M 字样，被学生简称为 M 山。大 M 晚上会发光，平
常为白色，节庆日改为粉色，夜晚黑漆漆的时候显得分外光亮。另外，
M 山有从山下到山顶的盘山公路，平时有很多人开车上山观看整个丹佛
地区的全景或者夜景，周末也有人骑车沿盘山公路上山锻炼身体。M 山
景色最好的时刻是夜色降临，丹佛地区灯火通明的时候，在 M 山上能够
对丹佛地区一览无余，喜爱摄影的游客一定要携带好三脚架，广角镜头，
美丽的丹佛夜景能够带给你美丽的作品。M 山顶是海拔比较高的一片平
地，有很多美国富豪在此建造豪宅，但是此处的环境并没有被破坏，经
常能够看到鹿群，是喜爱野生动物的游客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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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四季
行驶在北美最高公路
在丹佛这样高海拔的地区，山顶常年积雪，即使在夏天，山顶也
是皑皑白雪、北风凛冽。来到一个如此神奇的地方，为何不亲自
穿越密林、体验春日的美好，在登上雪顶领略自然的壮阔后，又
返回清澈的小溪，感受夏日的清凉呢？一天之中感受四季，从来
不是梦想。再加上一顿特色的美国牛排，逛吃皆享受！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此店位于步行街上，可以将车停在步
行街外面，然后走路几分钟就可找到。
或者可以根据住宿地点选择其他早餐

07:30
市中心早餐好选择——Jimmy John’s
Jimmy John’s 是美国一家非常有名的三明治连锁店。这里的三明治物
美价廉、种类繁多且内容充足。如果住在丹佛的市中心，那么这家店将是
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她就坐落在 16 街上。
		110 16th Street Mall Denver, CO
周一至周五 7:00~23:00
三明治

08:00
通往天上的路——在环 Mountain Evans 的幽林中
Mountain Evans 海拔 4348 米。通往山顶的盘山公路被誉为“天街”、
“通
往天上的路”，是全北美最高的公路。行走过程中会感受到空气越来越稀
薄，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欣赏美的心情。公路虽然海拔很高，但路边尽是密
林。如此的盘山公路，让人感觉自己如一只自在的小鸟，在环山幽林中穿
梭。由于海拔很高，公路边也常年积雪。白雪衬着绿树，加上阳光的照射，
在碧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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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丹 佛 出 发， 沿 I70 开 车 到 Lincoln
Lake 大约一个小时多一点

09:30
全美人民的爱好——在 Lincoln 湖静谧垂钓
钓鱼恐怕是全美人民共有的爱好。挑一个清晨，静静坐在湖边，欣赏湖
光山色，顺便收获点小鱼回家，想想就很美好。Lincoln 湖隐蔽在山中，
湖水静谧，不被人打扰，颇受钓鱼爱好者垂青。正好又位于去 Mount
Evans 的途中，上山之前到这里歇歇脚，钓与不钓都是一种享受。正巧未
及正午，阳光斜射入山间，水面波光粼粼，甚是美好。经常会看到美国人
钓 鱼的时候把钓上来的小鱼又放回到水里。其实钓鱼是一种乐趣和享受，
并不仅仅为了收获。 要注意的是，在美国钓鱼，都需要有钓鱼证，很多
地方都可以办，比如超市。也很便宜，大概 30 刀一个。

从 Lincoln Lake 前 往 至 Summit
Lake 大约开车 20 几分钟

11:30
感受群山包围——Summit Lake
距离买票的地方不远就是山区中一个重要的景点——Summit Lake。此
湖坐落于山坳里，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是被雪覆盖的。因此很多滑雪爱好
者将此开发成了滑雪之地，有的还自制设备进行湖面滑行。湖面的冰半化
不化的时候会呈现幽蓝的半弧状，很是美观。从此处向上攀登大概 20 分钟，
能够从半山间的小顶端眺望周围群山——与通常的在山顶俯瞰有所不同，
因为你不是身处最高点，因此可以感受到被群山包围的感觉。如果 8 月份
前往，湖中的冰就已都化开，被绿草和五颜六色的野花包围着，非常美丽。
如果遇到无风天气，还能在湖水中看到倒影。而且，此处经常会有动物出没，
白色大山羊、土拨鼠，都是很少见到的动物。此处风很大，吹起来很爽！
10 美元

Tips 小贴士
一辆家用车的停车费用是十美元，一周之内可重复使
用。如果你来美国打算去很多国家公园，也可以买国
家公园年票，80 刀一张，在这个公园也可以使用。

12:30
野外午餐
由于进入 MT Evans 景区以后就不再有餐厅了，午餐需要大家自行准备。
建议可以提前到超市购买一些三明治和水果。如果有条件可以购买冷冻箱，
能够保证蔬菜水果新鲜，超市购买大概 20 刀。或者可以准备些面包和零
食还有酸奶，都是可以不用加热的食物。超市可以买到一次性的盘子和刀
叉，非常方便。可以就坐于 Summit Lake 湖边就餐，吹着风，看着湖和雪山，
吃饭都如此享受。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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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体验：超市信息
King Sooper 和 Safeway 都是丹佛地区的连锁超市，货物种类很多，可
以买到午餐所需的食物饮品以及保温箱餐具等，可以在住宿地点周围找临
近的这两家超市。另外 Seven Eleven 店面也很多，可以从这里购买。

从 Summit Lake 步 行 至 Chicago
L a k e Tr i a l 到 C h i c a g o L a k e
Overlook 大约需要 15 分钟，如果往
更高的地方走需要更长时间

13:00
缭绕的半山仙境——Chicago Lake
前面两个湖是 Mount Evans 比较出名的湖，也是必去之处。而 Chicago
Lake 是藏在山腰间的，犹如美女掩面，需要走 Chicago Lake Overlook
Trail 才能看到。由于地处半山，如果云雾较重，Chicago Lake 的会蒸腾
出滚滚白气，如同天池一般烟雾缭绕堪称仙境。观看 Chicago Lake 的地
方风很大，而且很冷，尽量要多穿些衣服。如果雾气太重，可以找块石头
坐下来，耐心等待云开雾散的那一刻，静静欣赏深蓝色的湖面。其实 MT
Evans 整个的上山路都常被云雾缭绕着，犹如行驶在天边云端。有些地方
道路较宽，是为游人建立的临时停车位，可以停下车，欣赏一下站着云端
的感觉。在此处开车要极为小心，由于湖面的水汽很大，经常会挡住视线，
使得能见度很低。而且盘山公路上没有护栏，一定要降低速度保持车距，
千万不要为了欣赏美景而出现意外。

从 Chicago Lake 出 来 需 要 开 车 到
山顶停车场，大约要 15 分钟车程

14:30
Mount Evans 雪山登顶
恭喜你，你已经驶过北美最高公路了！不过这只是最高的停车场，要想到
达山的顶端，还需要大概 20 分钟的攀爬。在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你不会错过环绕的群山，也不会错过常年堆积的白雪，更不会错过蒸汽过
后闪现瞬间的深蓝色的湖面。山顶风大，常年积雪，温度很低，就好像这

Tips 小贴士

一天四季体验中的冬天一般。另外，此处海拔已超过 4300 米，非常容易
产生高原反应，会有头晕目眩、头重脚轻等不同的反应。如果身体不适，

最后一小段的上山之路没有修建特别完善的石阶，游
客只能踩着石头爬上去。虽然不难，也不是很陡，但
还是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踩空。

尽量少走动，大口呼吸，保持冷静。如果头晕，就近找块石头坐下，休息
片刻，如果不见好转，请即刻返回。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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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山 顶 驱 车 回 Golden 需 要 大 约 1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6:00
夏日最酷的清凉体验——Clear Creek 激情漂流
从 Mount Evans 下来之后，已然体会了“一天四季”的完美体验。在回
丹佛的途中，我们会经过 Golden 市，游客大可以在这里清澈见底的小
溪——Clear Creek 中来一次激情漂流。因为水质上等，很多美国人都愿
意带着游泳圈或者其他漂浮工具到这里来漂流，美国人称之为 Tubing。
漂流工具可以在附近的 Big5 花 20~30 刀购买。漂流是完全免费的，而
且有政府为了方便大家，还在下水和上岸的地方修建了台阶。大家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择漂流路段，尽量避开非常湍急的地方。由于河床
下面有石头，不是很平整，如果不小心“翻船”，可能会产生磕碰。但在
炎炎夏日，能够到这里吹吹风、玩玩水，真的是惬意至极！再加上刚从雪
山之巅返回，更能够充分体会到夏日独有的清凉乐趣。

从 Clear Creek 沿 Cheyenne 往
12 街方向走，大约 5 分钟即可到达

17:30
接地气的室外酒吧——GCB 自酿啤酒吧
进入小溪漂流完之后再喝杯爽口的啤酒真是太酷炫了！ Golden 有家非常
出名的小啤酒作坊，叫作 GCB。他家出名的原因在于酒都是自酿的，味
道也跟啤酒厂卖的不同，感觉 GCB 的酒味道更重一些，也稍微涩口一些。
当然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尝试一下总是很好的。这里门脸很小，所有的座
椅都在室外的院子里，比较简陋，如同国内街边烤羊肉串的摊子。到了傍
晚或者周末，成群的美国人到这里喝酒聊天，饿了可以再点个小号三明治
当做下酒菜！这家的三明治做得也比较简易，面包多数为切片，细腻柔软。
这家店就好似是一家美国人在业余时间，把自己的家改成了一个小作坊一
样，很有乡土气息，想要“接地气”的游客可不要错过！
		920 12th St, Golden, CO 80403
(303) 279-8092
11:30~19:30
$10 以下
gcbrewery.com
自酿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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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车 走 58 号 和 I70，15 分 钟 即 可
到达

Tips 小贴士

18:00
给自己的犒劳——Taxes Road House 牛排晚餐
劳累了一天，要好好犒劳自己了。来到美国，牛排一定不能少。Taxes
Road House 是一家非常有美国乡土特色的牛排店。与一般的高档牛排店

由于这一天当中要从体验四个季节，因此在出发前一

不同，这家牛排店非常亲民，里面通常都放着快节奏的重金属音乐，让

定要备好衣物，提前查好天气预报。

人非常兴奋。店里略吵闹，大家通常都在非常欢快且大声地交谈——一

由于 Mount Evans 上面是没有饭店的，请大家在出
发之前带足食物和水。可以选择去宾馆附近超市买一

改大家心目中牛排店安静优雅的氛围。如果恰逢有人过生日，可能还会有

些面包，或者三明治，以便补充能量。

party 或者表演，气氛也会更加热烈。店里的开胃菜是免费面包，香嫩柔
软，类似于国内的奶香小面包。另外，他家还有自家特别调制的酒，多以
龙舌兰和朗姆酒为基调，顾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减比例，一大杯也
就 10 刀左右，非常划算。主食除了牛排外，还有鸡排提供，样式繁多，
是夜晚补充能量的好去处。
		5515 Vance St, Arvada, CO 80002
(303) 423-1185
11:00~23:00
Hand-Cut Steaks 和 Bone Ribs 都很值得尝试
$11-$30
www.texasroad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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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美小镇
观赏黄叶、雪山、湖水
Aspen 作为全美最富的小镇云集了众多富豪。全镇的建筑都很
洋气新颖小别墅，也经常能看到人们盛装打扮参加宴会。另外，
Aspen 作为全美知名的滑雪胜地也引来了不少游客。但是她最著
名的还是那漫山遍野山杨树。到了秋天，黄叶布天盖地，金灿灿，
暖融融，一点不显萧瑟，一点不显衰败。Aspen 山上的 Maroon
Bell 更是享誉国内外，已成为科州最著名的景点，每年秋天，大
量国内外游客都专程前来。更有很多富豪在 Aspen 附近的山上建
造豪华别墅，就是为了这段时间来到这里度假。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交通简介
Aspen 距离丹佛大约有 160 英里，开车大约有 3 个半小时左右。有两条
路可以从丹佛前往。一条需要翻山，时间较短，路途较近，但是比较危险，
因为盘山路上没有护栏，如果遇到雪天，非四驱车很容易打滑，必须减
速慢行。另外一条路是 I70，路途稍微远一点，但是危险系数小很多。如
果天气比较好，可以选择往返各一条路，这样无论是山顶风光或是穿梭
在山间的风光都能够欣赏到。这条旅游线最好选择自驾，或者可以提前
到 Aspen 小镇，公园会提供从小镇市中心到公园门口的免费公交，然后
再转乘公园里的巴士即可。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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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丹佛市中心，开车很容易找到。
如果住地较远，可以选择其他早餐

07:00
早餐——Olive & Finch
Olive&Finch 的店面外观看起来像个咖啡厅一样，但是里面有很丰富的
食物。早餐类更类似法式食品，面包、煎蛋、蔬菜等。蔬菜非常新鲜，
无论是配上煎蛋吃还是单吃蔬菜沙拉口感都非常棒！他家的 City French
特别有名，比较推荐，是将火腿（ham）、鸡蛋、蔬菜等夹在牛角面包
（croissant）里。牛角面包松软可口，加上里面鸡蛋和火腿的香嫩，
真是早餐极致的享受。此外，也可以选择三明治类、萨拉类或者汤类，
对于早餐来说，已经是非常丰富的菜单了。另外还有些开胃的零食例如
薯片之类的，也是值得尝试的。此外他家还有专门的咖啡吧台（Coffee
Bar），有很多种优质的咖啡，例如大家熟悉的拿铁、卡布奇诺等，也有
自家单独制作的，价格也非常合理。
		1552 E17th Ave，Denver, CO 80218
$10-$30
7:00 am – 10:00 pm
www.oliveandfincheatery.com

07:30
向 Aspen，出发
从丹佛出发去 Aspen 必须要选择自驾，因为要走山路，租一辆稍微好一
点的车还是挺有必要的。即使到了秋天，科州的日照还是非常强烈的，
因此如果开车，墨镜是必须的。可能需要爬山，因此最好带充足的水分，
而且 Aspen 海拔略高，又比较干燥，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一双
好的登山鞋也是强烈推荐的。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爬山，只想到湖边走走
的话，也可以选择一双你喜欢的漂亮的鞋子，照相好看。

从丹佛市中心出发开车约 2 小时 10
分钟到达

10:00
湖光山色——Twin Lake
Twin Lake 是在去往 Aspen 的路上出现的一片宁静的湖。背后就是山，
前方有个小坡，小坡后面就是公路，被灌木包围着，有种特别安静祥和
的感觉。由于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公园，所以少有人涉足，但是这更加
增添了这片湖的祥和之美。湖周围的树多为松树，和 Aspen 的山杨树有
所不同，即使到了秋天也还都很挺拔翠绿。与周围少许凋落叶子的枯枝
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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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win Lake 到 Aspen 小 镇 开 车
约 1 小时

11:30
在 Aspen 小镇体验午餐——White House Tavern
Aspen 作为全美最富的小镇传扬了美国本土的文化，包括饮食，因此这
边的三明治都比较出名。当然这里的三明治和平常我们吃的快餐三明治
有所不同，这里的都会给切成小份，放上小牙签，拿起来非常方便，并
且看起来也很精致高端。面包上会放上白芝麻，提高口感。并且三明治
夹心也做得量非常充足，肉和菜一层一层的摆放的非常精细，完全不会
出现有些快餐那样混作一团的状况。有的三明治是用甜点作为外层的，
很有特色。除三明治比较出名之外，他家也有很多的沙拉和意大利面可
供选择。此外，还有专门的吧台，有很多好酒，或者可以让调酒师专门
按照你喜欢的口味调制配比。店面就是一座白色的别墅，跟名字非常搭配。
302 E Hopkins Ave，Aspen, CO 81611
$11-$30
周一至周四、周日：11:00 ～ 22:00，周五、周六：11:00 ～ 23:00

从 Aspen 小 镇 出 发， 开 车 只 需 10
分钟就到 Maroon Creek Road 了

13:00
风光无限好——Maroon Creek Road
其实 Aspen 的黄叶只有一周的时间最美，这一周，几乎所有的树都变成
了黄色，并且还没有被风吹落，漫山遍野的金灿灿，美的让人窒息。但
是即使不是最好的那一周，路上也会呈现由绿到黄的过度效果，一样十
分美观。即便你去的更早，一丝黄色都没有出现，那一路的绿莹莹的山
杨树也非常耀眼。由于海拔略高，通常情况下，天空都是湛蓝的颜色，
没有一丝杂质。配上远处的雪山，真是如同油画一般美丽。Maroon
Creek Road 在每年六月中旬到 Labor Day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提
供巴士，9am 到 5pm。早九点之前和晚五点之后是可以自己开车进去的。
Labor Day 以后的周五周六周日提供巴士，其他时间可自驾进去。比较
建议自驾，这样在路上看到美丽的景色可以找机会停下来慢慢欣赏。
每年六月中旬到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间，早九点到晚五点会提供巴士，每人 $6,
周三 $3。早九点之前和晚五点以后可以自己开车进去，每辆车 $10。Labor Day
以后，周一至周四可以自驾进入，每辆车 $10，周五周六和周日会提供巴士，每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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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开车或者坐公园提供的巴士上
山， 大 约 需 要 20 几 分 钟 就 可 到 达
Maroon Bell. 如果选择徒步上去，
大约需要 2 个多小时

14:30
科州明信片——Maroon Bell
Maroon Bell 是上到山顶的一片湖水，由于背后有雪山环绕，周围有黄
叶或绿叶做陪衬，大气但不失秀美，华丽却不显俗套。湛蓝的天和雪白
的云朵倒影在湖水中，如同仙境一般。这里早已成为科州的标志性景点，
堪称科州的明信片。科州的居民在宣传科州的时候都会加上 Maroon
Bell 的照片，他们以这里为骄傲。也有很多画家专门来到这里，用油彩
表现 Aspen 和 Maroon Bell 的风光。如果你时间充裕，又热爱绘画，完
全可以到这里来写生，中国的水墨画一定能将这个地方表现的更加富有
诗情画意。偶尔会飞来几只野鸭或者大眼到湖里戏水，或者几头小鹿从
山上跑下来，更为此处增添了些许生动的气息。美国的优点就是人少，
即使再旺的旅游季节，你也会挑到一个好时间，以雪山和湖水为背景，
拍出一张人在画中的照片。静谧、灵动，在 Maroon Bell 都能感受到。

Tips 小贴士
每年的 10 月 1 日，美国政府会对财政支出进行预
算。如果预算过多，就表明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供
给一些公共设施，这时候就会面临政府关门的情况。
一旦政府关门，国家公园系列都会关闭，但这只代表
不能开车进去，而且也不提供巴士，山上的公共卫生
间也会停用。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徒步上山。2013
年政府关闭的期间，Aspen 呈现出了全年最美的景
色，仍然有很多人徒步或骑车上山欣赏美景。但如果
遇到这种状况，可能需要延长计划时间，可以选择在
Snowmass 小镇住宿一晚，或者提早从丹佛出发。

沿上山方向到 Maroon Bell 的后方
可 继 续 爬 山。 游 客 可 根 据 体 力 和 时
间决定爬山时间

15:00
山上回头望——hiking 一小时
Maroon Bell 其实不能算是山的最高点，她的背后还有一座山，也是这
座山让 Maroon Bell 显得格外华丽。如果体力尚好，可以选择爬一爬这
座山，走进山杨林，亲近山林。回头看看 Maroon Bell，会有另一番体会。
爬这座山和来时的路略有不同，前往 Maroon Bell 的路是公路，两旁有
山杨树。但是爬山的时候直接走的都是山路，更加亲近自然，更加身在
其中，感受被大自然环抱的感觉。另外，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爬山也能很
好的锻炼身体，增加血红蛋白，增强抵抗力。

驱车回丹佛全程大约需要三个多小时

16:00
返回丹佛
如果来的时候选择了翻山的路，回去的时候可以换着开一下 I-70， 整体
也是穿越在环山幽林中。除了路不是那么陡之外，另一个好处是，这条
路是顺着科罗拉多河修建的。开车的途中可以顺便欣赏一下旁边的青山、
溪流，很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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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丹佛市中心只有 3 分钟车程

19:30
海鲜晚餐——Bubba Gump Shrimp Co.
Bubba Gump Shrip 是一家以虾为主的海鲜连锁店。比较偏向美式，也
就是用米饭和奶酪等搭配虾来吃。也有麻辣口味的用蒜蓉酱调制的，味
道也很不错。他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在于，会请你参加电影问答，或者
直接在你点餐的时候问你一些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里的问题。在奥兰
多的环球影城里问的是关于哈利波特的问题，所以可能根据地点，电影
的选择会有不同。其中鲜虾板面是比较符合中国人口味的，芝士的味道
不是很重，虾又很鲜，面条更偏向于意大利口味。如果喜欢麻辣味儿的
可以选择按重量称的麻辣虾，桌上会提供桶来放虾皮和废纸，看起来非
常爽。另外的特点是每个桌子上都有个牌子，正面是请服务，背面是请
走开。这样也不用举手召唤服务员，他们看到牌子变化就会马上来服务，
如果选择请走开，他们便不会打扰，非常高效方便。
1437 California St，Denver, CO 80202
$11-$30
周一至周四、周日：11:00 ～ 22:00
周五、周六：11:00 ～ 23:00
www.bubbagump.com

Qunar 骆驼书

|

35

小火车带你走
雪山眺望及上帝花园
Pikes Peak 是科州著名的雪山，海拔 4302 米，山顶常年积雪，
因此成为了雪山爱好者的圣地。Pikes Peak 常年开发，有专门
的小火车载你上山。Garden of the God 也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
（Colorado Springs）的一个著名景点，亮点在于公园中耸立起
的一块块红色的巨石，非常壮观也非常奇特。
——去哪儿往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 段传成

离 downtown 开车 5 分钟距离

07:30
比较正式的高档早餐——Denny’s
Denny’s 属于快餐类，但也是比较正式高档的早餐了，比起很多美国人
常吃的咖啡加甜点来说，这里的选择多样又健康。烤面包配上鸡蛋和培根，
香脆无比；鸡肉配蔬菜，营养健康；更有单独的蔬菜沙拉，里面包含各
种绿菜以及坚果葡萄干等，非常爽口健康。咖啡浓度适当，可以按照自
己的口味添加牛奶和糖，喝完之后还可以再填。并且菜量也很大，经常
四个人点三份就够吃了。早餐能量的摄入量非常重要，直接影响一天的
体力，在 Denny’s 吃早餐，绝对能够满足一上午能量的需求。
1605 Federal Blvd,Denver, CO 80204
$10 左右
(303) 893-2627
24 小时
locations.dennys.com/CO/DENVER/247203/index.html?utm_source=Google&utm_
medium=Maps&utm_campaign=Google+Places

08:00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Pikes Peak 海拔超过 4000 米，山上山下温差非常大，即使夏天去，山
上也是白雪皑皑狂风怒吼，建议带足衣物，棉袄或者夹克是非常好的选择。
另外如果自己有高原反应，最好备上一瓶氧气罐，防止高山缺氧。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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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佛市中心出发开车约 2 小时可
以到达乘坐小火车的地方。

10:30
乘坐小火车上山
Pikes Peak 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就是做它的小火车上山。虽然开车也
能上山，但是由于 Pikes Peak 海拔很高，山路比较难行，而且经常下雪
就会封路，到不了山顶。而做小火车可以走最近的上山路，直达山顶，
车上还有导游为你介绍 Pikes Peak 的一些信息，比如山顶能看到德克萨
斯州，以及介绍一些 Pikes Peak 旅游的发展史。坐这趟小火车真的是从
绿林小溪中出发，一路颜色渐变直到被皑皑白雪包围。车上的空调并不
是非常给力，你会感觉到随着火车前行，温度骤降。所以要带足衣物，
但是车上很多人，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也会非常开心。古老简易的红
色小火车也给人怀旧的感觉，载着你驶向天边。

乘小火车上山约 45 分钟

11:15
承载记忆，挑战自我
Pikes Peak 山顶的风通常非常大，常会把人吹成“狮王”，因此棉衣手
套帽子都是很建议的。另外山顶的日照也比较强，可以准备个墨镜保护
下眼睛。山顶的风光不同于山下和路上，完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并且由
于海拔高，感觉伸手就能摸到云彩，甚至能清晰的看到云彩的飘动。山
顶有块纪念碑，大概介绍的就是 Pikes Peak 的背景信息和旅游发展，是
个留念的好地方。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纪念碑那一块儿，其他地方基本
都没有设防护栏。虽然站到悬崖边照相非常的震撼美观，但是请一定以
安全为主，特别是风大的情况下，不要做危险的举动。另外一个合影的
好地方就是小火车，明艳艳的红色小火车与周围的白雪形成鲜明对比，
承载了你的记忆和对海拔高度的挑战。

纪念品商店就位于小火车停下的地方

11:45
采购纪念品
小火车到达山顶停下的地方就是纪念品商店，精致美观的小木屋也成为
了山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商店里出售了很多带有 Pikes Peak 字样或者
标志的纪念品，比如帽子衬衣以及各种小挂件等，都很值得收藏。到高
海拔的地方旅游是对自身健康的一个挑战，就如同“我登上了长城”一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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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和奖赏。即使觉得自己不需要，买来送朋友什么
的都是很好的选择。在这样高海拔的地方买到的商品，相信亲人朋友也
会觉得心意十足。

此 饭 店 位 于 Colorado Springs 这
个城市里，开车从 Pikes Peak 至此
约一小时

13:00
有着小动物的可爱菜单——King’s Chef Diner
1956 年就成立的 King’s Chef Diner，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家口气不
小，当然敢这么叫的自然食物也不会让你失望。这家偏重于美餐和墨西
哥餐。玉米煎饼（Massive Burrito）很出名，鸡蛋和面摊成饼，盖在肉
和菜上面搭配上芝士酱，非常香嫩可口。绿青椒芝士汉堡（Green Chili
Cheese Burger）也非常出名，他家的绿青椒非常辣，喜欢辣口味的朋
友可以尝试。另外他家菜单做的非常有趣，附上了各种小动物，显得清
新活泼不呆板。并且价格也很便宜。
131 E Bijou St, Colorado Springs, CO 80903
$10-$20
(719) 636-5010
周一至周三 7:00 ～ 16:00，周四至周五 7:00 ～ 16:00，21:00 ～ 4:00
周六 7:00 ～ 16:00，21:00 ～ 16:30，周日 7:00 ～ 16:00
www.cosdiner.com/Home_Page.php

从饭店开车到公园门口约 10 分钟

14:00
上帝的花园——Garden of the God
上帝花园是由一群突然耸立起的红色石头围成的，但是刚一进门的地方
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石头，非常类似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那种。其
他的石头就像突然间从地下生长出来一样，非常神奇壮观。并且石头颜
色偏红，又每个都是独立的，很像是各种建筑和城墙，大概这也是上帝
花园名字的由来，仿佛上帝在这里给自己建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石头
的坡度很大，近乎垂直，因此成了攀岩爱好者的圣地。经常能看到很多
攀岩爱好者带着自己的工具和设备到这里来挑战。但是公园也提醒了大
家，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安全。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好，坐在一边看这
些挑战者也是一种乐趣。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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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花园开车约 50 分钟

17:30
晚餐——Volcano
如果丹佛不是您的第一站，您在美国居住的这些日子一定特别想念中餐。
到丹佛地区，强烈推荐 Volcano，被誉为最好吃的中餐。菜量适中不算
很大，但味道非常正宗，绝对有种回家的感觉。特别推荐梅菜扣肉、水
煮鱼和牛筋牛腱。梅菜扣肉油大但不腻，入口即化，就连从来不吃肥肉
的很多小伙伴也都很爱这道菜。劳累了一天，又挨冻又挨累，好好犒劳
一下自己，大吃一顿是情理之中的。这家的装潢也比较大气上档次，比
这边一般的中餐店要好很多。并且服务和卫生都很赞！另外，这家还有
自己的寿司吧台（Sushi Bar）, 不想吃中餐的朋友可以尝试下寿司刺身
等，也都非常新鲜。寿司种类很多，无论样式和口感都很正宗。
		10440 E Arapahoe Rd, Centennial, CO 80112
$11 ～ 30
周一至周六 11:00 ～ 22:00，周日 12:00 ～ 21:30
www.volcanoasiancuis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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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un for Free 0 元 • 玩转丹佛

不花钱，多体验！
丹佛包括周围附近的小镇有很多有趣的活动都是不
收费的，都是由政府或者居民自发的一些有趣的活
动。另外，由于丹佛临山，爬山逛公园也是休闲娱
乐的好选择。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陈雅超、段传成

1

老爷车展

Golden 的传统是每个月第一周的周末有老爷车展。所
谓的车展其实是大家开着自己家“古董”级别的车出来
大街小巷的逛，应该算是巡回展。由于 Golden 是个
“土著白人”居多的地方，这种传家宝到处可见。届

2

时，你将会欣赏到老式敞篷跑车、泰坦尼克号中 Rose
去码头时乘坐的豪车、轮子巨大车身巨高的吉普 （可
能不是老爷车，但是出来凑热闹玩儿的），等等。更有
甚者将自己家的宝贝停到路边，打开大前盖，炫耀自己

农贸市场

又叫做 Farmers Market，一般只有到夏季的时候才有。
特点是里面卖的所有食物全是有机食品（Organic），
也就是都是自己家种的，不含任何农药，非常健康，

的发动机。你若跟他聊上几句，没准会告诉你，这是
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给他的。这一天行走
在 Golden，就如同进入了免费天然博物馆。区别是，
博物馆里的车都是摆设，你一定会怀疑功能性。但是
Golden 的老爷车展，真的是活生生的跑在你面前，让

也 非 常 新 鲜。 丹 佛 这 边 的 桃 子 到 夏 季 味 道 还 是 很 不

你“穿越”回 70 年代的美国西部小镇。

错 的， 不 妨 过 去 买 几 个 尝 尝， 非 常 健 康。 另 外，

3

Farmers Market 是可以品尝食物的，如果就是不想买，
过去吃一圈也是很好的体验。

品赏啤酒

Coors 作为全美最大的淡爽啤酒厂坐落于 Golden 市
里。每天都有 Tour 从市中心出发，带你环游一圈啤酒厂。
参观如何酿造啤酒的同时可以免费品尝三杯，记得要带
ID（护照即可）。有很多人每天都到这里等 Tour， 就
是为了进去喝三杯酒。美国人特别爱喝啤酒，这边啤酒
的味道跟国内也略有不同。美国的啤酒相对来说味道更
足，更冲，劲儿也更大。所以到 Coors 喝酒重在一个“品”
字，尝尝不同的味道，从淡到浓，从清爽到涩口，酒不
在多，在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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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园活动

校园活动大家肯定都见得不少，但是美国人喜欢玩儿新
花样。去年期末考试的时候，美国很多学校请来了狗狗
陪大家放松减压，而丹佛大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别
出心裁的请来了骆驼。若赶上好时候，去校园溜达一圈，
都能顺便玩儿一玩儿动物园里都不常见的动物了。另外，
美国学校办活动的时候，都喜欢提供免费的食物。走在
校园里，经常会看到学生排着长队领取食物，很有秩序，
每个人也不多拿。这在中国的校园里还是比较少见的，
如果遇到了，不妨停下脚步，过去尝尝！

5

山中漫步

科州的优越之处在于，她不像亚利桑那那样尽是无边的

有 两 座 山：Table Mountain 和 Lookout Mountain。

荒漠、也不像东部经济中心那样全是无尽的高楼、也不

Table Mountain 山如其名，山顶是平的，从下面看起

像西部走到哪儿都是绵延的海滩。她被群山环绕，被峡

来就像个桌子一样。Lookout Mountain 当地人也叫 M

谷包围，走到哪个角度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如果行程

山，因为上面有作为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学校

不是太紧，建议抽个闲暇的早上，趁着太阳初升，闲

标志的大 M，夜晚会发光。平常为白色，节庆时改为粉

步走进山里，嗅着草木的清香，登个高，看个远，一

红色，非常好看。周末会有很多美国人骑车上 M 山，走

定能收获不一样的风景和不一样的心情。Golden 附近

在山间，也时常会看到很多鹿，甚是好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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