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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地区
购物天堂

欢迎光临华盛顿特区最具品位的西蒙购
物中心 Simon® Malls、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Premium Outlets®和大都会区购物中心
The Mills®。
这里交通便捷，可乘地铁直接
到达。
Simon集团旗下多家购物中心为您提
供无与伦比的时尚购物体验——从各类奢
侈品到奥特莱斯的折扣名品应有尽有。
无论您的购物预算有多少，准备为什么场合
采购行头，这里都是您的不二选择。
不仅如
此，独一无二的餐饮和娱乐体验也一定会让
您不虚此行。
Arundel Mills® – 马里兰州汉诺威

Fashion Centre at Pentagon City –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Hagerstown Premium Outlets® – 马里兰州黑格斯敦

Leesburg Corner Premium Outlets® – 弗吉尼亚州利斯堡

Potomac Mills® – 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

Queenstown Premium Outlets® – 马里兰州皇后镇

优惠促销券
SIMON.COM/TRAVEL

在西蒙顾客服务或信息中心提及本广告，
可领取优惠促销券，享受高达上百美元的折扣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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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美国首都地区包括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主要的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
机场位于弗吉尼亚州，距离华盛顿特区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www.capitalregionusa.cn
国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直飞航线，每周二、四、六共三个航
班，由波音777-300ER宽体机执飞。头等舱、公务舱配备180度全平躺座椅；经济
舱座椅设计宽敞舒适；全舱配备个人娱乐系统。一切只为您，开启一段舒适愉快的美
国首都地区之旅！国航热线：（0086-10）95583

www.airchina.com

35 家酒店
临近马里兰州巴尔地摩、
安纳波利斯
以及华盛顿特区
TheHotelsAtBWI.com

BALTIMORE, MD

BWI AIRPORT

ANNAPOLIS, MD
WASHINGTON DC

发现属于你的时刻！

欢迎来到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插页地图
从华盛顿特区
到弗吉尼亚州
城市

弗雷德里克斯堡

英里公里
52

84

林奇堡

154 247

里士满

147

237

罗纳克

96

154

194

312

威廉斯堡

114

183

64

103

安纳波利斯

30

48

坎伯兰郡

36

57

106

171

弗雷德里克

52

84

49

79

大洋城

63

102

112

181

86

138

诺福克

弗吉尼亚海滩市
温切斯特

从华盛顿特区
到马里兰州
巴尔的摩
伊斯顿

黑格斯敦

索尔兹伯里

153 245

国家广场插图见下

国家广场一览

沿国家广场，探索超过25座博物馆、历史遗迹、纪念馆和地标性建筑。
两英里长的公园遍植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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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风景自驾：体验美国

走出首都，寻找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名胜。
见第31页，或访问：
capitalregionusa.cn/trip-ideas/驾车旅游风光.

华盛顿特区周边探索之旅！

想体验美国，来一趟自驾游吧！风景怡人的观
景道、葡萄酒小径以及其他主题的路线，
连接着首都地区最负盛名的景点和名胜。

参阅第38页《自驾游和推荐路线》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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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呼吸

欢迎踏上
安妮女王县之旅

尽享美妙周末
或欢乐一日游！
马里兰海滩上清新的海风
探索大洋城、阿萨蒂格岛
美丽的海边小镇
即刻领取免费游客指南

详情点击：BEACHANDBEYOND.ORG
或致电：001-800-852-0335

逃离城市喧嚣
欢迎来到塔尔博特县

visitqueenannes.com

毗邻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和费城，
短短车程即可到达。
电话：410-604-2100

Queen_Anne's_County_Chinese.indd 1

伊斯顿•牛津•圣•迈克尔斯•蒂尔曼岛

原汁原味，别具风情的美国小镇
塔尔博特县旅游办公室 410-770-8000 | TourTalbo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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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1/22/2015 2:53:20 PM

3,000 间客房

150 家商户

30 家餐厅

1 座首都摩天轮

华盛顿海滨度假胜地

距华府仅 15 分钟车程
更多详情请登录：nationalharbor.com

近距离探索
与发现

与2万多海洋动物亲密接触

®

巴尔地摩内港 | aqua.org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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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

餐饮：最近4年来，华
盛顿特区新开了百余
家餐厅，餐饮业越来
越繁荣。
顶级名厨、
一流的餐厅以及非
比寻常的美食，使各
路美食家云集于此。
在《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 》
杂志最近

举办的一次读者调查
中，华盛顿特区被评
选为美国最佳美食城
市之一。
上百个免费和几乎免
费的去处：美国首都
拥有众多名胜，而且
也是各类活动的举办

地，可以让每个人玩
到尽兴，即使是预算
有限的游客也能尽享
乐趣。
从国家广场的
多个纪念馆和历史遗
迹，到史密森尼博物
馆群和国家动物园，
几乎不花分毫，便能
带给你一次毕生难忘
的体验。

轻松自在周边游：
无论您喜欢何种出游
方式，在华盛顿特区
的周边游览都非常便
利。
2014年，
捷运地铁
网络就新增了第6条
线路，其中的银线特
快巴士通往弗吉尼亚
州北部。
从华盛顿杜
勒斯国际机场免费换
乘至华盛顿市中心的
银线特快巴士延伸工
程正在建设中 。
得益

亮点：举世闻名的纪念碑、著名的博物馆、
不拘一格的街区、缤纷的美食地图、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和夜生活。

重要活动

美国国家樱花节
每年三月/四月举办，以纪念
1912年东京市长向华盛顿赠
送日本樱花树，节日期间通常
伴有游行、烟火表演和各种文
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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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新景点：国立非裔美
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
馆将于2016年在国家
广场开馆。
届时，该馆
将成为演出和庆典的
重要举办地，以及主
要的展览举办地。
经
过大规模的翻修后，
因上世纪70年代的总
统丑闻而出名的奢华
水门酒店将于波托马
克河沿岸重新开业，
酒店拥有特色河滨露
台和The Top-of-theGate屋顶酒吧。

主要街区：
国会山、国会山河滨、杜邦环岛、乔治城、
潘恩区、唐人街以及U街等

趣闻：
史密森尼博物馆群收藏了近1.38亿件藏品。

华盛顿特区爵士音乐节
六月举办，为期数日，旨在对
爵士音乐的膜拜与致敬，100
多场演出贯穿全城。
作为美国
爵士乐大师阿灵顿公爵的出
生地，华盛顿特区因其爵士乐
历史而闻名。

图片: 美国国会大厦穹顶，由华盛顿特区旅游局提供。

于首都地区的自行车
共享计划，城市之间
的自行车道不断在扩
建，目前已经可以提
供3000辆自行车穿
梭于350多个站点之
间，自行车爱好者们
可以自由的穿梭往返
于各个城市之间。

史密森尼民间艺术节
每年六月和七月举办，数千人
聚集在国家广场，欣赏民俗文
化音乐、歌曲、舞蹈、手工艺品
和其他庆祝表演。

马里兰州

纯正美式娱乐：来巴
尔的摩，沉浸在观众
们的欢呼声中，吃着
热狗，观看金莺队在
康敦球场的奋战吧。
康敦球场是为了保
留棒球运动传统而
设计的，而M&T Bank
Stadium体育馆是美
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球
队——巴尔的摩乌鸦
队的主场。
户外活动：在帕塔普
斯科山谷州立公园骑
行，前往威斯普度假
胜地滑雪，追求刺激
的游客可以去国际冒
险运动中心感受肾上
腺素爆表的兴奋，这
里还有位于山顶的独

特的白水漂流水道。
另外，长途背包客们
一定不能错过东大陆
分水岭步道。

家水族馆会举办海滨
生物展，让游客尽情
探索螃蟹、水母、黄貂
鱼、海胆等大西洋海
域生物的魅力。

休闲放松好去处：来
到马里兰州的海滨街
区，就自然而然地开
始了休闲之旅。
无论
是沿着切萨皮克-俄
亥俄运河或者波托马
克海滨骑单车，去切
萨皮克湾所罗门群岛
航海，还是在东海岸
或巴尔的摩内港来一
顿海滨大餐都无比惬
意，在海边享受就是
最有效的放松方式。
新建项目：预计于

2016年年底开业的

主要城市：安纳波利斯（马里兰州首府）、
巴尔的摩（该州最大的城市）、黑格斯敦、
弗雷德里克、大洋城

亮点：切萨皮克湾、海滩休闲、划船、户外运动、
海事遗址、都市文化、小镇风情、美味海鲜

重要活动

米高梅国家港湾将是
世界一流的赌场娱乐
度假目的地，设有豪
华酒店、名厨驻场的
高档餐厅、高级品牌
专卖店、奢华水疗馆
等设施。
巴尔的摩国

动感雕塑大赛
由美国视觉艺术博物馆举办，
每年五月，由人力驱动的雕塑
将穿越在巴尔的摩的内港和
城市之间14英里范围内，到时
可要小心别把它们撞倒哟。

趣闻：只能乘船前往的史密斯岛有一种著名
的9层蛋糕，这蛋糕被誉为马里兰州官方特色
甜品。

J. MILLARD TAWES螃蟹与
蛤蜊美食节
在吃货们期待已久的克里斯
菲尔德七月美食节上，尽情
享用蒸蛤蜊和螃蟹、烤玉米
棒、红薯条、西瓜等马里兰特
产吧。

马里兰州市集
每年夏天，蒂摩宁小镇就洋溢
着传统美国市集的乐趣，在这
里您可以品尝当地美食（桃
子圣代、蟹肉馅饼、鸡肉串）
，
还可以参加最受欢迎的当地
农家庆典——在动物孵化中
心参观小牛、小猪和刚孵出
的小鸡。

图片: 坎伯兰郡周边骑行，马里兰州旅游局提供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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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

上制作最精良的老式
火车: J 611诺福克&
西部号。

全身心放松 体验弗
吉尼亚州的度假氛
围,探访葡萄酒之路，
品尝当地的梅洛葡萄
酒，在充满历史风情
的旅馆度过舒适的夜
晚，享用早餐，再去古
董商店寻觅宝贝，多
么惬意！

纯美式娱乐 探访美
国历史三角地，在殖
民地旧址威廉斯堡体
验18世纪的生活，去
首个英国殖民地詹姆
斯镇一瞥美国的起
源，前往约克郡了解
美国如何在独立战争
中赢得决战。
火车爱
好者可以前往罗纳克
参观和乘坐美国历史

亮点：数位前总统的故居、殖民地旧址威廉斯
堡、内战历史遗址、蓝岭山脉、户外运动、海滩休
闲、景观道和葡萄酒庄

重要活动

弗吉尼亚历史园林周
四月份，游客们可以沉浸在精
湛的花艺陈列中，游览超过
250个美丽的花园、
住宅与历
史地标。

趣闻：布里斯托尔是公认的乡村音乐发源地

音乐之山庆祝会
六月份举办，为期9天的传统
音乐节旨在发扬弗吉尼亚西
南部的文化、音乐和自然之
美，邀您在50个社区里欣赏老
歌，蓝草和福音音乐。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新建项目 位于里士
满艺术区的夸克酒店
(Quirk Hotel)是市区
第一家艺术主题酒
店，藏有当地和首都
地区艺术家们的多件
作品。
酒店位于城市
艺术区历史悠久的
J.B. Mosby & Co.纺织
品大楼中，拥有里士
满一流的屋顶餐厅和
意式咖啡吧。

主要城市：里士满（弗吉尼亚州首府）、弗吉尼
亚海滩市（该州最大的城市）、诺福克、林奇堡、
亚历山德里亚、布里斯托尔、威廉斯堡

图片: 殖民地旧址威廉斯堡总督府，由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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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 在威廉王
子森林公园露营，
欣赏满天繁星，在雪
兰多国家公园徒步
或骑行，去威廉斯
堡金色马蹄(Golden
Horseshoe)高尔夫俱
乐部挥动球杆，或是
去弗吉尼亚海滩柏树
林划皮划艇。

手工啤酒月
八月份，游客们可以在风景秀
丽的Virginia home啤酒小径
品尝到超过100位酿酒师们的
获奖杰作。

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马纳萨斯城
距华盛顿特区不到30英里，毗邻华盛顿国家机场 (DCA)
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IAD)

电话：
001-703-396-7130

美国内战遗址和军事历史
风景秀丽的山脉、河流和游径
纯正美式小镇
世界级的艺术与文化体验
波托马克米尔斯奥特莱斯购物

网址：
www.DiscoverPWM.com

p 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
弗吉尼亚顶级艺术博物馆，
馆内收藏3.3万多部艺术作
品，藏品时间跨度长达5000
年之久。
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

自由之邦

在首都地区发现“自由”的新内涵：
多处景点免费对外开放

点击

CapitalRegionUSA.cn/land-of-free

探寻首都地区更多免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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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史密森尼博物馆群：部分世界上最伟大的作
品收藏于此。
史密森尼学会下属17家博物馆，
其中包括国家动物园，均免费对外开放。
华盛顿特区

p 阿萨提格国家海岸公园：阿萨提格岛为一座
堰洲岛，全长37英里，因砂质海滩、盐碱地和小
野马闻名于世。
行人和自行车可免费进入，机动
车收取低价入场票。马里兰州柏林
q 纪念碑和纪念馆：华盛顿地区所有纪念碑和
纪念馆均免费开放，包括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
念堂、二战纪念馆和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特区

p 阿灵顿国家公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纪念馆
所在地，约翰·F·肯尼迪总统墓地所在地。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u 观光游船：
报名参加“航行巴尔
的摩”免费项目或海
事活动，上船游览，
了解每年在巴尔的摩
内港停靠过的巨轮的
有趣历史。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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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14 历险

农夫市场：在首都地区体

攀登华盛顿纪念碑：尝试
897台阶的美国
地标建筑华盛顿纪念碑

➤

1 验户外农夫市场，发现新鲜 6 爬上共计
农产品和本地特色手工艺品。
泛舟波托马克河：划皮划

马拉松比赛：华盛顿特区

2 艇游览这条历史名河上的 7 和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每一处地标景点，探寻首都地
区水上户外的乐趣。
骑行：在导游的带领下，

3 骑行游览首都地区白宫、
华盛顿纪念碑、越战纪念碑等
著名景点。
赛格威骑行：多家赛格威

4 骑行公司提供短途旅行服
务，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华盛
顿特区、安纳波利斯、巴尔的
摩、亚历山德里亚和里士满等
地的著名景点。
空中飞人培训：来华盛顿

5 特区工作室探访空中飞
人的艺术之美，挑战高空飞
行技能。

的多座城市每年举办5公里
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全程马
拉松等多项比赛，选一个参
加吧。

到石溪公园骑马：加入旅

8 行团，在马背上穿越森林，
环绕首都地区。

在里士满极速漂流：无需

9 走出城市，即可尽享户外
漂流的乐趣。
里士满詹姆斯
河提供多种漂流项目。
坐稳
出发吧！

诺福克美食之旅：加入

10 诺福克美食之旅，品尝
独一无二的海鲜美食。

巴尔的摩邪恶历史之旅：

11 在导游的带领下了解巴
尔的摩过往的丑事，探访这
座城市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人
物故居。

切萨皮克湾航行垂钓之

12 旅：在美国著名的航海

之都安纳波利斯出海、钓鱼。
惊险水上飞行之旅：乘

13 坐惊险刺激的水上项

目，背上喷水式飞行器，遨游
在大洋城美丽的天空中。

骑行游览乔治·华盛顿

➤

14 总统故居弗农山庄：骑
行至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乔
治·华盛顿故居，在导游的带
领下游览弗农山庄。

从上至下: 华盛顿旅游局提供华盛顿特区东部市场图片；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弗农山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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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容错过的

美食体验
导游游览：参加华盛顿都

快餐车：巴尔的摩的“the
Gathering”快餐车美食
节，弗吉尼亚海滩的“快餐车
美食公园”
，华盛顿特区每月
举办Truckeroo盛宴，来这里发
现车轮上的美食吧。

1 市美食之旅、弗吉尼亚海鲜 4
美食之旅、巴尔的摩魅力城市
美食之旅，品尝该地区独一无
二的美食。

总统推荐：乔治·华盛顿
总统最喜欢在亚历山德里
亚市Gadsby’s Tavern餐厅享
用晚餐；华盛顿特区周边的棕
榈岛The Palm餐厅接待过多
位总统；奥巴马和米歇尔·奥
巴马经常光顾Equinox餐厅。

2

当季海鲜：品尝华盛顿
特区联合市场拉帕汉诺
克Rappahannock牡蛎餐吧
和里士满高档的拉帕汉诺克
Rappahannock餐厅品尝牡
蛎。
亦可到安纳波利斯海边
Cantler’s滨海酒店尝尝这里
的螃蟹。

3

民族风味小吃：前往华盛
Dukem或银泉市
的Addis Ababa品尝丰富多样
的埃塞俄比亚美食。
如果想品
尝越南风味的美食，可探访
佛尔斯砌赤的伊顿中心Eden
Center。

5 顿特区

电视推荐美食：美国著

6 名厨艺比赛真人秀节目《

➤

顶级厨师》成就了多名大厨。
探寻附近主厨们经营的餐
厅：Mike Isabella的Graffiato
餐厅分别在华盛顿特区和
里士满开有分店；Bryan
Voltaggio开设的餐厅遍及华
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和马里兰
州，其中 Frederick’s Volt餐厅
最受追捧。
农场美食：来农场，在食

7 材原产地品尝最新鲜的美

食。
可以选择位于弗吉尼亚州

Lovettsville的Patowmack农场
餐厅；马里兰州Richardson农
场的怀特·马什White Marsh

餐厅；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
海滩牡蛎农场Pleasure House
Oysters。
招牌美食：不要错过华

8 盛顿特区

Ben’s Chili Bowl

餐厅半烟熏热狗。
华盛顿特
区Round Robin餐厅薄荷朱利
酒、巴尔的摩的Berger曲奇、
弗农山庄酒店的弗吉尼亚花
生汤也都是值得一试的当地
美食。

烹饪文化：在华盛顿特区

9 参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

馆“美食：
1950年-2000年美国
餐桌的变革”展览，了解美国
的饮食历史。
亦可到美国国家
原住民博物馆Mitsitam Cafe
餐厅品尝本地特色美食。
必尝美食菜单：丰富的

10 美食菜单为您品尝首都

地区的招牌美食提供了理想
的方式。
来特区的Minibar（由
著名厨师何塞·安德烈斯José
Andrés打造）
或Komi餐厅等地
犒劳自己吧。
此外，亚历山德
里亚市雅致的Restaurant Eve
餐厅或者巴尔的摩Charleston
餐厅也同样不容错过。

从上至下：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开普查尔斯Shanty餐厅螃蟹照片；华盛顿旅游局提供
Ben’s Chili Bowl餐厅照片；
里士满Rappahannock餐厅照片，作者Bill Walsh.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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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船！
弗农山庄游船之旅
乔治·华盛顿故居

纪念碑游船之旅
领略华盛顿文化底蕴
出发点设在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
和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

国家广场水上
出租车之旅

乘坐水上出租车前往国
家广场游览林肯纪念堂、
华盛顿纪念碑、美国国家二
战纪念碑等著名景点

即刻预定行程

www.potomacriverboat.com

您的美国之旅从探访乔治·
华盛顿故居开始！
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的故居
距华盛顿特区16英里/26公里

www.mountvern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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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当今的

华盛顿特区

这里收藏了世界上最多的间谍资料
以及世上最大的间谍物品展

详情登陆 www.spymuseum.org

更多优惠
更多乐趣

John Tlumacki/The Boston Globe

国际间谍博物馆

了解在恐怖袭击时
代如何打击犯罪

参观新闻博物馆史上
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
直击联邦调查局的
各类头条案件

荣获 TripAdvisor’s 2015 年
美国25 座最佳博物馆之一

购买华府地区旅游景点通票
最高尊享6.5折优惠
新闻博物馆
华盛顿杜莎夫人蜡像馆
国际间谍博物馆
随上随下旅游观光巴士
骑行游览华盛顿
观光游船
更多观光选择！

或致电：
更多详情登录：
GoWashingtonDCcard.com 001.800.887.9103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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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地区
美酒之旅

飞狗啤酒厂：品酒室内有麦
芽酒、帕斯啤酒、黑啤、时令啤
酒、烈性啤酒和小麦啤酒等多
个品种供您品尝，服务员也会
现场为您推荐。
周四至周六免
费品酒。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

巴伯斯维尔酒庄：国际上备受
赞誉的巴伯斯维尔酒庄内配
有旅馆、小屋住宿和餐厅，提
供黑皮诺、长相思、桑娇维塞、
黑葡萄酒等多种葡萄酒。
周六
和周日提供导游服务。
弗吉尼亚州巴伯斯维尔

20

黑水酒厂：该酒厂位于切萨皮
克湾中部肯特岛，是马里兰州
最古老的手工酿酒厂，生产手
工伏特加酒和朗姆酒。
品酒和
参观时间：周五至周日，每人5
美元，包含一支烈酒杯的纪念
品。马里兰州史蒂芬斯维尔
华盛顿特区BRAU啤酒厂：每
周六免费参观。
该酒厂定期举
办美酒美食品尝会、
“动物园
啤酒会”、
“周六啤酒汉堡狂欢
会”等活动。华盛顿特区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

探寻首都地区400多家葡萄酒庄、啤酒厂、果酒厂和蒸馏酒厂
开始首都地区最好的美酒品鉴之旅

里昂酿酒厂：位于马里兰州东
部海岸，生产小批量的朗姆酒
和威士忌。
免费参观和品酒，
私人游览需预约。
马里兰州圣迈克尔
阿特拉斯啤酒厂：这里有轻松
愉悦的氛围，有Eddie狗服务
员和可爱的蕾拉VK犬安全主
管为你提供服务，每到周六你
可以在餐车上免费享用啤酒
加汉堡的经典搭配。
华盛顿特区

FOGGY RIDGE果酒厂：殖民地

时期每家每户都会酿制果酒，
如今已经成为蓝岭山脉脚下
的一门独特的技艺。
每年四月
至十二月的每个周末都免费
参观和品酒。
弗吉尼亚州 Dugspur 达格
斯派

哥伦比亚新的酿酒厂：哥伦比
亚特区Green Hat金酒酿造商
提供时令美酒、游览品酒会，
并每年举办金酒和白兰地的
调酒活动。华盛顿特区
BLACK ANKLE酒庄：坐落在

起伏绵延的群山里，是阿巴拉
契亚山脉的门户。
酒庄生产品
丽珠、霞多丽和西拉等品种葡
萄酒。
每周六周日免费参观，
现场出售芝士和野餐美食。
马里兰州芒特艾里

CATOCTIN CREEK
DISTILLERY酿酒厂：该酿酒

厂拥有有机犹太食品认证，
使用太阳能酿制，混合新式
和旧式酿酒法，酿制黑麦酒、
威士忌、金酒和白兰地等。
参
观免费，预约可现场品酒（普
通券5美元/人、尊享券10美
元/人、松露巧克力配美酒15
美元/人）。
弗吉尼亚州珀塞尔维尔
BOORDY葡萄酒庄园：
BOORDY酒庄曾与其

他酒庄一起响应禁
酒令，之后搬迁至现
址。
每天下午2:00至
3:30对外开放葡萄酒
品鉴，费用有5美元的
经典系列和15美元的
珍藏款，赠送纪念葡萄酒
杯。马里兰州海兹

DEVILS BACKBONE
BREWING啤酒厂：这里的啤

酒享誉国内外，可前往位于尼
尔森郡蓝岭山脉啤酒旗舰大
本营的自酿啤酒酒吧或位于
历史名城列克星敦周边啤酒
酒吧品尝，每周六周日开放啤
酒厂游览，也可到大本营享用
美食配酒美食。
弗吉尼亚州罗斯兰德和列
克星敦

威廉姆斯堡葡萄酒厂：
距殖民时期历史名
城威廉姆斯堡几分
钟车程，这里是弗
吉尼亚州最大的葡
萄酒厂，每日对外开
放，可参观游览、品
酒，并在葡萄酒厂内
Gabriel Archer Tavern餐
厅享用午餐。弗吉尼亚州
威廉斯堡

阳光海滩五大推荐

➤

弗吉尼亚海滩：位于大西洋切萨皮克湾入海口处，是世界上最
长的游乐海滩。
该城市的冲浪、沙滩排球等项目举世闻名。

大洋城：占据大西洋海岸总长
10公里的海岸线，
拥有滨海酒
店、商店、餐厅和广受欢迎的观
景木栈道。

观景木栈道

阿萨提格岛：该堰洲岛横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
小野马、
湿地保护区和砂质海滩闻名于世。
该岛是划皮划艇和观察野
鸟的理想之地。

开普查尔斯海滩：位于弗吉尼亚州东部海岸，这片切萨皮克湾
海滩的浅滩区域是家庭休闲、风筝冲浪、摩托艇和皮划艇等娱
乐项目的理想之地。

桑迪伯恩特州立公园：位于马里兰州，深受游泳、垂钓、捕蟹、
划船、观赏野生动植物等活动爱好者的喜爱。
该公园还可观赏
到各种各样的水鸟。

吹着清凉的海风，搭乘游乐设施，品尝可口的小吃，
每个人很容易就会爱上这条观景木栈道。
弗吉尼亚海滩观景木栈道上建有海神
雕像、螃蟹小屋和航海主题商店。
大洋城的步行观景道上有一座1902年旋转木马
和一家海难船只博物馆。
背面页从上至下：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弗吉尼亚葡萄酒之乡图片；夏洛茨维尔雅宝会展观光局提供的秋季
葡萄酒庄园图片；里昂酿酒厂。本页从上至下：iStockphoto提供葡萄酒杯；马里兰旅游局提供大洋城海滩图
片；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弗吉尼亚滩观景木栈道图片。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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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滩
发现自我

发现属于你的弗吉尼亚海滩
从华盛顿特区驱车仅需四小时

从都市游中抽身，前往切萨皮克湾或大西洋的海滩彻底放松身
心。
乘坐皮划艇与海豚嬉戏，亲自捕捞并品尝新鲜的牡蛎，乘坐
二战时期的复古飞机翱翔蓝天，在日出日落时分与美丽的大自
然融为一体。

期

三大

美假
完
释
诠
海滩

详情点击：VisitVirginiaBeach.com

旅行小贴士
最佳游览季节

美国首都地区的气候总体温和宜人，在这里，
全年都可以尽享室内与室外活动的缤纷乐趣。
夏末会略显闷热潮湿，春秋两季的气候格外舒
适，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机。

四季分明，乐趣多多
夏天，弗吉尼亚海滩的气温在30度左右，非常适
合游泳和水上运动。
冬天，马里兰西边的高地温
度常降至1度，是进行冬季运动的绝佳去处。

货币兑换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里根国家机场提供
国际货币兑换服务处（ICE）。
巴尔的摩/华盛顿国
际机场提供通济隆（Travelex）外币兑换服务。
国
际货币兑换公司(CXI)同样在首都地区各处都设
有服务点。

护照&签证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护照和签证的最新信息，
请访问：CapitalRegionUSA.cn/信息/到访美国.

旅途美景

尽在

AMERICA’S HISTORIC TRIANGLE
JAMESTOWN

WILLIAMSBURG

YORKTOWN

AMERICA’S
L i f e , L i b e r t y,HISTORIC
a n d t h e P u r s uTRIANGLE
it of Fun.
JAMESTOWN

WILLIAMSBURG

YORKTOWN

L i f e , L i b e r t y, a n d t h e P u r s u i t o f F u n .

洞穴府邸

弗吉尼亚
蓝岭山脉

从华盛顿特区驾车轻松出发，
沿途欣赏蓝岭山脉震撼人心的
美丽风景。
这里有户外探险、
本地美食、
特色商店、
博物馆和铁路遗址等多项
活动等您体验。
尽享身处蓝岭山脉的每一寸光
阴与精彩！

-

详情登陆 VISITVABLUERIDGE.COM

或致电 001.800.635.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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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登陆 LurayCaverns.com

林奇堡毗邻蓝岭山脉，位于詹姆
士河畔，仿若弗吉尼亚州的一
颗明珠。
距华盛顿乘火车或驱
车仅4小时即可到达，你会发
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里有别致的建筑和悠闲的
小镇生活。
诚邀各位游客亲
临林奇堡，品尝本地美食，
逛逛特色小店。
亲自体验
对美国历史有重大影响
的历史胜地，畅游繁华市
中心的美术馆，欣赏享誉
世界的各类艺术表演。
林奇堡还是游览美国知
名景点的最佳落脚之地，
诸如美国诺曼底登陆纪
念碑、
托马斯·杰弗逊白
杨林别庄、
蓝岭山脉观光
道、
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国
家历史公园等，屏住呼吸体
验绝美景色与惊喜吧！

#LynchburgVA

时尚与历史交融！

九大热门
9 购物目的地

泰森斯角购物中心：被誉

8 为美国东海岸的“罗迪欧

大道”
，云集了东海岸除曼哈
顿外最多的百货商店。
位于地
铁银色快线旁，可从华府和市
区轻松抵达。

乔治城：前往威斯康星大

9 道的

➤
➤

Madewell Georgetown服装店采购牛仔服以及

亚历山德里亚老城：来国

1 王街逛逛独一无二的精品

店，再到附近鱼雷工厂艺术家
们的工作室挑几件款式特别
的小礼品。

安纳波利斯市中心：在
缅因街或马里兰大道的
时髦精品店Navette里找找“
棕色眼睛的女孩”
（一家精品
店）。
购买珠宝可以去缅因街
的Lilac Bijoux商店看看店主
的手艺。
而格林大街上的Hobo
the Original商店能找到独一
无二的手包。

2

五角大楼时尚购物中心：
搭乘地铁蓝线或黄线直
达，购物中心拥有Hugo Boss,

3

Banana Republic, Coach, J.
Crew and Kate Spade等170多

个时尚品牌供您选择。

东部市场：位于国会山地

4 区，每周末举办农夫市场、
跳蚤市场、手工艺品市场及各

类室内室外活动。
在这里可以
买到Anthony Reddy的铝制长
颈鹿和Emmanuel Babatunde
的非洲风情面具。

回头率超高的鞋子和包包。
位于M街的Neiman-Marcus
概念店——CUSP是购买当季
最热门设计师新作的最佳去
处。
另外也不要错过精品小店
Wink，店里所有商品都十分
时髦别致。

巴尔的摩古玩街：这里的

5 商品种类繁多，一定可以

找到早期的美式家具、中国瓷
器、白蜡制品、银器、念珠、纽
扣和蝴蝶结等好玩意儿。

联合车站：建筑迷们在此
可欣赏古典和仿古建筑风
格的完美融合。
喜欢购物的人
则可以在Appalachian Spring,

6

Andrew’s Ties, Jois Fragrance,
Kashmir Imports, Lost City Art

等商店买到心仪的商品。

华府CITY CENTER：优雅

7 的华府市中心为您呈现高
端诱人的购物、住宿和餐饮
体验。
这里云集了Burberry,
Dior, Gucci, Hermès, Kate
Spade, Longchamp, Louis
Vuitton等著名奢侈品牌。

更多选择更
低价格 首都地区

遍布奥特莱斯，全面满足您
低价购买各类品牌的需求：
汉诺威Arundel Mills商场、
伍德布里奇Potomac Mills商
场、国家海港Tanger奥特莱
斯、利斯堡名牌折扣购物中
心、诺福克名牌折扣购物中
心、克拉克斯堡名牌折扣购
物中心、伍德布里奇名牌折
扣购物中心、黑格斯敦名牌
折扣购物中心，皇后镇名牌
折扣购物中心。

从上至下：iStockphoto提供钱包图片；
Ben Fink提供亚历山德里亚老城图片；
西蒙购物中心提供的皇后镇
精品奥特莱斯图片，乔治城M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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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阿灵顿，感受华府精彩！

区政府大楼 Bayou 烘焙馆
品尝特色美味贝奈特饼

光临克拉伦登 IOTA 咖啡厅
感受现场音乐魅力

欢畅购物
尽在五角大楼时尚中心

阿灵顿舍
罗伯特·李将军纪念馆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是美国首都地区的核心区域，是集住宿、购物、餐饮、
观光于一体的一站式目的地。该区拥有40多家酒店，多条地铁直达，
交通便利，热闹繁华。阿灵顿是探寻历史瑰宝、尊享顶级购物体验、
品尝世界各地美食、追寻先锋艺术的绝佳去处。

详情点击：www.stayarlington.com 马上行动，开启阿灵顿之旅！

舞蹈俱乐部：每周二到The
Jam Cellar练习查尔斯顿舞和
林迪舞。
The Jam Cellar是一家
周末跳摇摆舞的俱乐部，位于
华府西北部历史胜地约瑟夫·
巴特勒公园中心。

➤

11

节庆：每年六月，华
盛顿特区举办爵士
音乐节，爵士乐知名
艺术家和新秀轮番出
场，在不同的场馆为
观众带来10多天的精
彩表演。

桌游。

鸡尾酒吧：国会山私房酒吧

Harold Black环境悠闲，
精心调

制多种鸡尾酒供顾客选择。
里
士满的The Rogue Gentleman
酒吧供应禁酒令前的特色
酒水。

欣赏
首都地区

夜景的11种方式
爵士俱乐部：在巴
尔的摩现代风格的
Belvedere酒店13楼，
钢琴家现场演奏爵士
乐，让您在欣赏美丽
夜景的同时，沉浸在
时尚的爵士乐氛围。

屋顶酒吧：到弗吉尼
亚夏洛茨维尔的英联
邦餐厅、空中酒吧和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
附近的天文观景台，
在满天繁星下品尝
鸡尾酒。

➤

剧院：位于威廉姆斯
堡商业广场的金伯尔
Kimball剧院上映多
场历史题材戏剧、音
乐剧和经典电影。
华
盛顿特区的国家剧院
则可以观看儿童剧和
《安妮》(Annie)、
《摩
城唱片》(Motown the
Musical)等百老汇经
典剧目。

赌场：马里兰Live!赌场位于
Arundel Mills奥特莱斯，
共有
4200多个老虎机和扑克、
21
点、骰子和轮盘等近200种

喜剧俱乐部：巴尔的
摩联邦山附近的幻想
吧和剧院上演的魔
术、喜剧以及可口的
鸡尾酒能使观众心
情愉悦。

城市夜游：跟随月光
夜游旅行团，以全新
的视角看看华盛顿特
区著名的林肯纪念
馆、杰弗逊纪念堂、越
战纪念碑等地标。
山谷音乐：每周六晚
上，弗吉尼亚希尔顿
酒店的卡特农舍音乐
中心(Carter Family
Fold)会举办古典乡
村音乐和蓝莓音乐
主题音乐会，纪念传
统民乐代表人物卡
特家族。

晨曦骑行：乘坐国家
港口的首都摩天轮，
在独特的气候控制舱
内鸟瞰华盛顿纪念
碑、美国国会山和亚
历山德里亚。

从上至下：金伯尔Kimball剧院提供的威廉姆斯堡金伯尔Kimball剧院照片；夏洛茨维尔雅宝会展观光局提
供的英联邦餐厅和空中酒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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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时尚的方式

在 Odyssey 奥德赛号透明玻璃观景游船上欣赏华府魅力
高级餐厅 I 娱乐 I 贴心服务

15-1276

游 览 华盛顿特区经典景 观

团体优惠票价咨询
8 6 6 / 8 3 6 . 3 4 6 3
请 登 陆 O D Y S S E Y . C O M | 或 致 电 0 0 1 .8 88.809.7109

©2012罗布Sharetg。
版权所有。

欢迎来到华盛顿特区葡萄酒之乡
弗吉尼亚劳登县，远离尘世烦嚣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也位于弗吉尼亚州劳登县。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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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小镇
10 的发现之旅

柏林BERLIN：被《Budget
Travel》
授予“2014年美国最佳
小镇”称号。
镇上的缅因街上
有多家精品商店，深受寻宝收
藏家的追捧。

黑格斯敦HAGERSTOWN：这
个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小镇
曾是美国内战的重大转折地，
因此拥有多处历史文化名胜。
到华盛顿县立美术馆和重新
翻修的1915年杂技剧院——马
里兰剧院感受艺术的魅力。

弗吉尼亚州

斯汤顿STAUNTON：漫步码头
历史古迹，19世纪60年代铁路
鼎盛时期的建筑物在这里保
存完好，现被改建为餐厅、古
董店和精品店。

列克星敦LEXINGTON : 参
观罗伯特·E·李将军的安息
地——Lee教堂博物馆，重温内
战时期那段历史。
之后，漫步
到Main Street的Southern Inn
餐厅，尝尝炸鸡和胡桃派。

马里兰州

米德尔堡MIDDLEBURG: 这座
弗吉尼亚北部小镇散发着田
园般的美丽。
这里有多家备受
称赞的葡萄酒庄园，如Chrysalis, Greenhill 和Boxwood。

阿宾顿ABINGDON：被称为
雄伟的蓝岭山脉最别致的门
户，也是著名的巴尔特剧院所
在地，好莱坞传奇人物格里高
利·派克、欧尼斯·鲍基尼、帕
特里夏·妮尔等都使这里蓬
荜生辉。

坎布里奇CAMBRIDGE：位于
切萨皮克湾，游客们一年四季
都可在这里探寻漫步精品商
店和美术馆的乐趣。
小镇7月
份将举办坎布里奇螃蟹烹饪
大赛和庆典活动，届时将别具
风情，热闹非凡。

➤

➤

奥兰治ORANGE : 参观詹姆
斯·麦迪逊博物馆，了解美国
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后
成为总统）和詹姆斯·门罗在
起草宪法时期结交下的深情
厚谊。

HAVRE DE GRACE：19世纪20
年代的Concord Point灯塔，

如今仍在夜间照亮着周边水
域。
爬27个台阶，登上这座历
史感十足的灯塔建筑欣赏美
丽的夜景。

COBB岛：位于波托马克河和
威科米克河交汇处的微型岛，
这里有绝佳的水滨餐厅。
前往
拥有私人游船码头的约翰船
长螃蟹餐厅或Shymansky’s餐
厅品尝美食吧。

从上至下: iStockphoto提供斯汤顿STAUNTON图片；
Flickr/Forsaken Fotos提供Concord Point灯塔图片；
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阿宾顿巴尔特剧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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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条风景观光道

查尔斯历史大街：在这条位于巴尔的摩市中

殖民地历史公园：开车自驾游览这条长达
23英里的风景观光道，
它将詹姆斯镇、殖民
时期威廉姆斯堡和约克镇战场连接起来。

1 心、极富历史感的大道上寻找咖啡厅、餐厅、 4
精品店和年度庆典活动。

，弗吉尼亚传统音乐
乔治·华盛顿纪念公园：沿着这条华盛顿
2 小径：弗吉尼亚西南部的音乐小径蜿蜒
5 时期的风景车道发现弗农山庄和波托马克
THE CROOKED ROAD

300英里，到不同的音乐场地和节庆现场聆听
蓝草音乐、福音音乐和山村音乐。

切萨皮克乡村国家风景观光道：徒步、泛舟
海岸线、乡间小道上骑骑车，或者到老城区
散散步，切萨皮克乡村国家风景观光道将马里
兰东部海岸连为一体。

3

河边的大瀑布国家公园。

哈莉特·塔布曼地下逃亡铁路：来马里兰

6 自驾游了解奴隶制时期人们追求自由的
故事。

之旅：游览
7 连接内战战场之一的葛底斯堡和托马斯·
HALLOWED GROUND BYWAY

杰弗逊故乡蒙蒂塞洛等美国最著名历史胜地
的路线。

马里兰历史国家风景道：该风景道上有自

8 然景区、历史火车站、小镇和巴尔的摩国
际中心港。

天际线观光道：沿着横跨弗吉尼亚雪兰

9 多国家公园的观光道欣赏蓝岭山脉的美
丽风景。

星条旗风景道：沿着切萨皮克湾1812年

➤

10 战争时期的风景道自驾游，这里还是美
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的诞生地。

顺时针从上至下：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蒙蒂塞洛托马斯·杰弗逊故居图片；弗吉尼亚旅游局提供殖民地历史
公园路图片；马里兰旅游局提供大瀑布国家公园图片；Clark Vandergrift提供萨斯奎哈纳海滨图片。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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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

MARTINSBURGBERKELEY
COUNTY

置身弗吉尼亚州雪兰多

山谷，欣赏如画的山间美景。

从华盛顿特区驱车向西，沿州际

West
Virginia
EN
CO AN
UN DO
TY AH

公路和风景观光道，数小时即可抵

商区的魅力，入住舒适的客栈或历史酒

ROCKINGHAM
COUNTY

340

Harrisonburg
Harri

250

81

沿雪兰多山谷葡萄酒游径品啜美酒。

Sk
yli
ne

33

索南北战争的历史轨迹与遗址，或者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

每位游客均可在此收获独一无二

Staunton
ROCKBRIDGE
COUNTY

64

Waynesboro

时间
从华盛顿特区驱车前往（小时）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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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ngton

81

Bl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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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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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也可发现自然美景和户外娱乐，探

美国的文化和魅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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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在这可享受美食与购物，感受城市

的旅行体验，期待您来访，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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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多国家公园
马丁斯堡伯克利县
雪兰多县
罗金汉县
哈里森堡
斯汤顿

1.25
1.5
2
2
2.25
2.5

融入自然，
尽享怡然时光

哈里森堡作为著名的文化艺术区，
也是弗吉尼亚州第一美食区，以便捷的自行
车出行而著称，还有多家博物馆、
创意餐厅、
酿酒厂和热闹的节庆活动等你探索！
visitwaynesboro.net

毗邻天际线公路和蓝岭公园道
鸢尾花旅馆——图片由jumping rocks提供

www.CapitalRegionUSA.org/Shenandoah-Valley |

电话：
001.540.432.8935
网址：
VisitHarrisonburgVA.com

雪兰多山谷，弗吉尼亚

西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堡
欢迎来此领略：
历史·建筑·自驾游
历史徒步之旅·幽灵之旅
内战遗址·特色商店
当地餐厅·地理寻宝
热闹集市·欢乐节庆

距杜勒斯国际机场
仅1小时车程

网址：www.travelwv.com
邮箱：info@travelwv.com

Merroir 餐厅
弗吉尼亚州托平市

Shenandoah Valley Virginia |

啜饮小酌、大快朵颐、尽情享受
新鲜捕获、肥美无比的弗吉尼亚牡蛎！
Virginia.org/Oy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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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华府
繁华社区

20多个独特的社区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值得欣赏
艺术区/U街/肖恩区
音乐场馆、夜店、时尚餐
厅、非裔美国人遗迹

乔治城
高端商店、风景如
画的连排房屋、
手工鸡尾酒

BROOKLAND

WOODLEY PARK/
CLEVELAND PARK

LOGAN CIRCLE
9th St NW

DUPONT CIRCLE

ARTS DISTRICT/
U STREET/SHAW
13th St NW

16th St NW

GEORGETOWN

ADAMS MORGAN

Northwest Capitol St NW

UPPER NORTHWEST/
NATIONAL CATHEDRAL

Flo

rid

DOWNTOWN/
PENN QUARTER/
CHINATOWN

aA

ve
N

E

8th St NE

9th St NE

17th St NW

19th St NW

23rd St NW

6th St NE

FOGGY BOTTOM

Ma

ssa

CAPITOL HILL

ch

us

ett

sA

ve
S

t

NATIONAL MALL
Pe

nn

SOUTHWEST
WATERFRONT

syl

va
n

ia

Av
eS

E

CAPITOL RIVERFRONT

ANACOSTIA

雾谷
美味餐厅奢侈酒店
肯尼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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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
地标建筑、政治中心、风格多样的餐厅

亚当斯·摩根
午夜魅景、离奇古怪精品店、
球美食

布鲁克兰
内战时期地标、历史建筑、
“小罗马”

华府CITY CENTER/潘恩区/
唐人街
必游博物馆和景点、美味餐
厅、演出场馆

阿纳卡斯蒂亚
非裔美国人历史、优美的19世
纪晚期建筑

国家广场

国会滨河地区
滨水公园、新开餐厅、
国民棒球

国家公园位于美国国会大
厦和林肯纪念堂之间，聚集
了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
碑等多个标志性地标建筑。
又称“国家广场”
，两旁绿树
成荫，是节日庆典、历史纪
念活动的举办地，这里还遍
布多座免费博物馆。

杜邦环岛
时尚餐馆、酒吧、精品店、
国际风尚

出行

地铁是华盛顿地区出行方
式的最佳选择。
其他可参考
的出行方式包括：
u都
 市巴士可作为搭乘地
铁的短驳工具

洛根环岛 LGBT优选之地、时
髦酒吧、设计师商店

 盛顿特区巴士环线，票
u华
价1美元，可乘坐5条线路
u 70英里的公共自行车
车道

西南滨河区
河道邮轮、河滨餐厅、
航海生活

u出
 租车和优步Uber

u 著名地标步行大道

参见第6页了解首都地区更
多出行方式。

上东南区/国家大教堂
宁静林荫道、花园郁郁葱葱

伍德利公园/克利夫兰公园
广阔的绿地空间
国家动物园、屡获殊荣的餐厅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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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周边游

在华盛顿特区周边，有一些迷人的小城镇，将为您带来一
段精彩而轻松的旅程。
无论是岸边品尝螃蟹、精品店购物
还是参观历史遗迹，您可以在这里尽享旅途乐趣。

弗吉尼亚州

马纳萨斯

从华府沿向西南方向开车1小
时即到，这座魅力非凡的城市
因在美国内战时期所起的作
用而闻名于世。
这里是马纳萨
斯国家战场公园所在地，老城
区历史遗迹丰富，有多家博物
馆、美术馆及家族经营的商店
和餐厅。
u 绝佳拍照之所：Lovework
雕塑、马纳萨斯铁路车站、梅
菲尔德内战堡垒

u 当地人的最爱：冬天到
传统酿酒公司的哈里斯和
BadWolf酿酒厂亭阁滑冰、
浏
览魔法师宝典。
u 到华府距离：
35英里
（约合5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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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法克斯县

位于弗吉尼亚北部地区，既是
一座历史名城，又拥有繁荣的
艺术。
这里有Fairfax Corner,
Main Street和Fair Oaks商场
等多个购物中心，也是乔治
梅森大学及其艺术中心的所
在地。
u 绝佳拍照之选：Ox山战场
公园、国家军械博物馆和老
城广场

u 当地人的最爱：一年一度
的巧克力爱好者节、熙熙攘攘
的马赛克地区、莫扎特别墅餐
厅的高端意大利美食
u 到华府距离：

20英里
（约合32公里）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亚历山德里亚

位于波托马克河上游，从华盛
顿特区乘短途地铁或渡轮均
可到达，非常便捷。
亚历山德
里亚老城保留了殖民时期的
特色，同时又不乏高档餐厅和
高端精品店，而随处可见的街
边表演者、画廊、剧院和鱼雷
工厂艺术中心又让这里充满
艺术气息。
u 绝佳拍照之选：长满常春
藤的维尔克斯街隧道、从7英
尺宽的河滨房屋上拍摄华府

u 当地人的最爱：到私家酒
坊PX喝鸡尾酒、到砾石点公园
观看飞机着陆、每周六旧城区
农夫市场
u 到华府距离：
8英里
（约合13公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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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BALTIMORE

WAS H I NGTON, D C

ANNAPOLIS

FAIR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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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64

V I RGI NIA

从华盛顿特区乘坐美国铁路
公司或MARC火车仅需1小时
便可到达。
巴尔的摩是马里兰
州最大也是最具国际大都市
气息的城市。
这座“魅力之城”
的知名景点有康敦棒球场、国
家水族馆，还有很多大型博物
馆、商店、餐馆以及娱乐场所。
u 绝佳拍照之选：开放式壁
画墙、埃德加·爱伦·坡墓地、
乔治皮博迪图书馆内景、多米
诺糖果植物标志
u 当地人的最爱：吉普赛女
郎咖啡美食餐车、汉普登周五
活动、地掷球球场
u 到华府距离：

64

85
95

77

巴尔的摩

39英里
（约合62公里）

ST. MICHAELS

95

64

RICHMOND

马里兰州

MARYL
ARYL
LAN D

安纳波利斯

作为马里兰州的州府，安纳波
利斯很久以来一直是著名的
航海目的地，而且也是购物和
观光的首选。
海滨地区风景优
美，美国海军学院以及缅因街
就坐落于此。
这里还有众多的
画廊、精品店、餐厅以及历史
纪念碑。
u 绝佳拍照之选：托马斯点
滩灯塔、平克尼大街五彩缤
纷连排房屋、乘船游览伊歌
巷水道

u 当地人的最爱：Vin 909农
场直供餐厅、去Rams Head
Tavern看秀、
水上活动——航
海或浆式冲浪
u 到华府距离：
31英里
（约合50公里）

圣迈克尔

从华府驱车两小时可到达圣
迈克尔。
这座风景如画的小镇
位于马里兰州东海岸，被评
为“10大最美海滨小镇”。
特色
活动包括划船、寻古探幽、捕
鸟和双人骑行等。

u 绝佳拍照之选：东湾日落、
蜜月桥、麝鼠公园、维多利亚
时代建筑

u 当地人的最爱：到The Crab
Claw餐厅吃新鲜的马里兰蓝
蟹、划船比赛、到塔尔博特大
街购物。
u 到华府距离：
80英里
（约合128公里）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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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徒步游
探寻首都地区多样的自驾游和徒步游

跟着节拍起舞：弗吉尼亚传
统音乐小径——The Crooked
Road是一条300英里长的道
路，一路蜿蜒穿过阿巴拉契
亚山脉中心区域直达蓝岭高
地，这里回响着蓝草音乐、古
典音乐和乡村音乐的韵律。
这
里举办多场现场音乐会，以节
日庆典、周五狂欢夜、特色音
乐场馆、即兴演奏会等多种形
式传承美国和阿巴拉契亚音
乐传统。

➤

➤

骏马&花园：一些最
纯正的美式花园组
成了里士满花园小
径，八大绿化地带每
个相隔不超过10英
里，风景各异。
想体
验自然狂野的马文
化历史吗？可前往位
于马里兰历史骏马
小径的11个景点去
探寻。
沿海岸自助小
径骑马，寻找阿萨提
格国家海岸公园著
名的野马。
探访已成
为餐厅的格伦谜语
农场，这里曾是马赛
传奇良种Man o’War
马和War Admiral马
的训练场。

可以骑行、骑马、步行来追溯
历史：位于坎伯兰郡切萨皮
克-俄亥俄运河西端的运河广
场是马里兰州第一个被评为
历史遗址的区域。
这片交通文
化遗址静待游客乘坐蒸汽式
火车、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
步道步行或骑行，亦或乘坐仿
制的运河船探寻它的奥秘。
另
有乔治·华盛顿总统总部、铁
炉、Mt. Savage历史建筑和贝
德福德县古村落等著名景点。

为冰激凌尖叫：如果不去马
里兰最佳冰激凌小径的八家
乳制品农场品尝冰激凌，马里
兰之行则不够完整。
Broom’s
Bloom乳制品农场供应多种风
味冰激凌和美味的家常午餐。
南山奶油厂占地2000英亩，在
精心制作美味冰激凌的同时，
还全方位经营农场，饲养鸡、
羊和荷斯坦奶牛等多种禽类。
探寻艺术之旅：在弗吉尼亚的
手工艺家小径有25条左右，探
密幽径，寻访手工艺家的工作
室、美术馆、别致的商店和历
史古迹。
不论是贝德福德县的
手工艺制品、原始海岸线，还
是东部海岸的海滨别墅，这里
的艺术家会激发你的灵感和
购物的欲望。

本页图片来源，顺时针自上而下：路易斯·金特植物园图片由弗吉尼亚州旅游局提供；南山奶油厂图片由
Flickr/MdAgDept提供；
坎伯兰附近的 Paw Paw 隧道图片由马里兰州旅游局提供；反面页图片来源
自上而下：Bluejacket图片由华盛顿特区旅游局提供；弗吉尼亚生蚝图片由iStockphoto提供

38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本地啤酒：仅弗吉尼亚就有上百家啤酒
厂，多条小径带你寻找最喜爱的啤酒。
蓝
岭山啤酒环线上有六家啤酒厂，均位于
罗诺克山谷，如Big Lick啤酒公司。
亦可
到劳登县LoCo Ale小径骑自行车探访农
场和啤酒厂。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也有多
家啤酒厂，包括啤酒工艺酿酒厂和联合
手工酿酒厂。
不要错过普拉特大街的Ale
House餐厅，
这家全套服务餐厅同时是巴
尔的摩最古老的手工啤酒厂Oliver啤酒
厂的所在地。
华盛顿特区则有一些小批
量的酿酒厂，可选择Atlas Brew Works、
三星酿酒厂、Bluejacket 和华府Brau
Brewing等地品酒。
参加华府品酒之旅，
品尝所有的美酒。

牡蛎特产：自1607年詹姆斯镇首批移民从切萨皮克湾捕
获牡蛎起，弗吉尼亚的牡蛎即成为该地区的特产。
弗吉尼
亚牡蛎在海湾地区有7大产区，每个牡蛎产区都有独特风
味。
可尝试Tidewater地区的林黑文厚牡蛎，该品种牡蛎
因体型较大、风味柔和，一度曾是总统和皇家专供产品。
也可以尝尝海滨牡蛎，此品种入口顺滑，口味令人难以忘
怀。
11月是庆祝牡蛎丰收的时候。
Ellicott City
Columbia
Washington D.C.

Baltimore
BWI / Marshall
Annapolis

马里兰万千风情近在眼前

National Harbor

CapitalRegionUSA.cn | GoUSA.cn

39

行程规划 必备
主要机场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IAD）
弗吉尼亚，杜勒斯
flydulles.com
703-572-2700

距离华府：26英里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已开通北京直飞美国首都地
区航班
交通：乘出租车到华府(62美元)；
机场摆渡车(到华府30美元)：地铁
巴士5A线(7美元到罗斯林Rosslyn
地铁站或L’Enfant广场地铁站)；华
盛顿银线快巴(到Wiehle-Reston
East地铁站5美元)；
租车(每天45美
元起)。

巴尔的摩/华盛顿瑟古德·马歇尔国
际机场（BWI）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南部
bwiairport.com
410-859-7111

距离华府：30英里
交通：出租车(到华府90美元);机场
摆渡车(到华府40美元); 美国铁路
公司火车(到华府15美元起); 租车
(每天30美元起); MARC火车(到华
府6美元)

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际机场
（DCA）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flyreagan.com
703-417-8000

距离华府：不到1英里
交通：出租车到华府(18美元); 机
场摆渡车(15美元);地铁到华府(2美
元);租车(每天50美元起)

注：以上均为参考价格，可能会有
变化。
欲知更多机场信息以及空勤
服务地图，请访问各个机场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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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主要高速公路

首都地区的主要高速公路有：
95号州际公路南/北
线，环绕华盛顿特区的环首都高速公路（I-495）
，以及
I-395, I-295, I-66, I-270州际高速公路，
巴尔的摩-华盛
顿公园道和杜勒斯收费公路。

租车

在主要机场及大城市租一辆车，可以根据自己的时
间表安排出游时间。
如果您住在马里兰州或弗吉尼
亚州，或者到首都地区之外的地方旅游，租车是明
智之选。

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周边区域，相邻的街区之间只需
步行便可到达，而且价格实惠的公交车也是不错的
选择。
如果要出城做短途旅行，可以考虑Zipcar租车
公司（zipcar.com/dc）
，可以按小时租，也可以日租。
尽
管没有硬性要求，但建议驾驶员在开始旅行前拿到
国际驾照。
以下是租车参考费率（取车地点不同价格
亦有变动）：紧凑型车（每天40美元）
，标准车（每天45
美元）
，全尺寸车（每天50美元）
，豪华车（每天100美
元）
，需另加税费。

出租车

在闹市、酒店或其它地标处可以打到出租车；也可以
提前电话叫车。
请登录dctaxi.dc.gov.查询出租车大概
的费率。
按照惯例，要支付10%-15%的小费。
多数地区
亦可使用优步或类似服务。

地铁

华盛顿地区地铁系统（wmata.com）覆盖了华盛顿特
区以及周边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一些城镇。
每
天不同时段，使用地铁SmarTrip充值卡，收取的费用
也不同，从1.75美元到5.90美元不等。
而地铁巴士会将
乘客们从各地铁站送往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以及
弗吉尼亚州的许多站点，非常便利。
如需查看发车时
刻表以及行车路线，请访问其网站。
此外，马里兰州
的MARC铁路服务（mta.maryland.gov/marc-train）
以及弗吉尼亚的VRE铁路服务（vre.org）每天及工作
日都有通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

美国首都地区: 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

您的专属娱乐门户

网址: www.VISITMONTGOMERY.com
电话: 001.877.789.6904
欢迎 @MoCoTourism 和我们互动
图片版权所有：Silver Spring Arts & Entertainment District,
Ken Stanek Photography

前往银泉城、惠顿和贝
塞达斯的市中心，在充
满活力的艺术&娱乐区
尽享现场音乐的美妙。
这三地 距华盛顿特区
仅几分钟路程。登录网
站，搜索特价酒店和特
色活动。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航班降落的那一刻
神采依旧飞扬
期待激动人心的美国之旅？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没有什么会阻挡您的热情。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是进入美国首都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绝佳门户。

它是喷气式飞机时代设计的第一个航站楼，如今各项

标准仍为世界标杆。
无论您的航班来自哪个国际都市,
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您都会享受到我们世界一
流的接待服务。

Your Journey Begins with Us.

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ﬂydull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