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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超速驾驶的沙漠之美"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是在洛杉矶，圣地亚哥或拉斯维加斯地区的完美度假之地
。这个沙漠公园拥有众多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能够应对极端气候和难以
预测的降雨。就连公园的同名约书亚树也栖息在这里，在春天盛开。有近80
万英亩（3,273,748公顷）的土地和三个生态系统在其中生存，你可能会看到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狮子山偷偷地追踪它的猎物，或者在上空飞行的加利福
尼亚沙漠蝙蝠。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过夜的冒险，一定要结帐九个营地之一
，但如果在沙漠中度过的夜晚不是你的一杯茶，游侠的办公室停下来找出有
导游和无导游的旅游可用。

 +1 760 367 5500  www.nps.gov/jotr/  74485 National Park Drive,
Twentynine Palms CA

 by Tom Babich   

死亡谷国家公园 

"自然的极端"

死亡谷国家公园以其极度干旱的气温着称。虽然很难相信在高达134华氏度（
57摄氏度）的沸腾温度下仍能存活，但公园的沙漠野生动物却证明了这一点
。从大角羊，狼和常绿的杂酚丛，沙漠在四季变化，春天野花盛开时，色彩
斑斓。顶级景点包括Zabriskie Point，俯瞰科幻多彩的Furnace
Creek;超凡脱俗的二十骡队峡谷和荒地;和荒凉的梅斯基特平沙丘。

 +1 760 786 3200  www.nps.gov/deva/index.htm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Death
Valley CA

 by Sanj%40y   

莫诺湖 

"欧洲最古老的湖泊"

莫诺湖被认为已经存在了将近76万年，也许是该国最古老的之一。拥有一个
非常有生产力的生态系统，沙漠湖一直是许多奇迹的来源。这个奇迹只有在
大量的水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后才暴露出巨大的碳酸钙结构。这些地质构造
称为凝灰岩塔，延伸至近30英尺（9米）。由于这个神秘的凝灰岩塔楼，稀有
的动植物，以及湖泊在春天所呈现的灿烂的绿荫，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
这个地方。

 +1 760 647 6595  www.monolake.org/  info@monolake.org  Mono Lake, Lee Vining CA

 by 12019   

太浩湖 

"深水域"

碧蓝的天空和碧绿的海水组成壮丽的太浩湖及其周边地区。内华达山脉的一
个大型淡水湖，太浩湖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边界。它被认为
是北美最大的高山湖泊，大约在200万年前形成。在夏季，湖泊非常适合进行
水上运动，包括游泳和潜水。在冬季，该地区披上柔软的白色雪花，为理想
的滑雪条件。除了美丽的山景和湖景外，还有滑雪胜地，赌场和更多的旅
游景点。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ttbinns/236696112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alm-springs/359988-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00308777@N07/1033114174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death-valley/710913-死亡谷国家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anjay_kumar/670660135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yosemite-national-park/811109-莫诺湖
https://pixabay.com/photos/lake-tahoe-california-emerald-bay-1590923/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lake-tahoe/388298-太浩湖


 +1 530 581 69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inglaketahoe.c
om/

 info@gotothenorth.com  Lake Tahoe, 太浩湖 CA

 by egorshitikov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 

"伟大的自然美景"

作为世界遗产，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位于内华达山脉中心的一个丰富的保护
区，距离旧金山以东仅有40公里（225英里）。巨大的红杉树塔在马里波萨树
丛中令人目眩神迷，而巨大的圆顶的光秃秃的墙壁从山谷的青翠深处上升。
从优胜美地瀑布的雷鸣般的下降到野花盛放的托卢米恩草原，优胜美地国家
公园是一片宏伟壮观的壮观景观，斑斓的原始湖泊和峡谷蚀刻而成，一个坚
硬的花岗岩墙壁迷迷糊糊的瀑布，在凉爽的薄雾中淋漓尽致。在优胜美地国
家公园的不同栖息地繁茂繁茂的各种动植物，包括当地的内华达山脉的大角
羊。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每年都有数千人参观，甚至在最不敬虔的人心中继续
激发着敬畏。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有几个永久露营地和住宿，餐饮场所，游
客中心和众多的远足小径，将文明的特权融入旷野中。

 +1 209 372 0200  www.nps.gov/yose/index.htm  Off California 120, 優勝美地 CA

 by Jim Sorbie   

低音湖 

"令人惊叹的高山湖泊"

坐落在塞拉利昂国家森林之中，高耸的山脉和雄伟的松树构成了令人惊叹的
背景，巴斯湖全年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距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入
口仅几英里，也是一个人口普查指定的地方。据说，当单音印第安人来到这
个地区，这是一个可爱的草地，一条小溪流过它。这个湖是在小溪上修建一
座大坝后形成的。被称为起重机谷水库，当一家木材公司污染了湖泊时，它
失去了所有的鱼。它被恢复并充满了低音，因此它的现在的名字。今天，它
有蓝鳃，贝司，鲤鱼，虹鳟鱼，克拉皮，Kokanee三文鱼和鲶鱼丰富的人口。
这个美丽的水库与温暖的绿松石水域和许多游艇码头，提供了几个休闲的机
会。从钓鱼到游泳，划船到徒步旅行，野餐，滑水，滑水，水上露营和露营
，在岸上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北岸有三个度假胜地，私人小木屋和度假租
赁。不要错过这个地方，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难忘的，高山湖泊体验。

 +1 559 642 3676  www.basslakechamber.com
/

 chamber@basslakechamber.
com

 Bass Lake, Bass Lake CA

 by Public Domain   

大瑟尔 

"加州的美丽"

大苏尔是加州海岸最美丽的一段。这个加利福尼亚中部地区包括几个国家公
园，美丽的海滩，令人ja目结舌的意见。大苏尔从蒙特雷县的卡梅尔河延伸
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的圣卡波多罗河。这个难以触及的景观的美丽吸引了
艺术家，冒险家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到海岸和小径。游客可以在游览大苏尔时
享受远足，皮划艇，游泳和其他许多户外运动。

 www.bigsurcalifornia.org/  info@bigsurcalifornia.org  Big Sur, Big Sur CA

 by Stanislav Sedov   

尖峰国家公园 

"岩石公园"

访问这个广阔的国家方舟，发现一个独特的岩层称为尖峰，这是由于火山活
动造成的。该园占地26,606英亩（10,767公顷），由于其岩石景观，吸引了
攀岩爱好者和狂热的自然爱好者。阳台和熊峡石窟，除了尖峰石，还有许多
值得探索的地方。公园还拥有大量的动植物，包括Townsend的大耳蝙蝠和加
州秃鹰。公园的野营设施齐备。

 +1 831 389 4486  www.nps.gov/pinn/  5000 Highway 146, Paicines CA

https://pixabay.com/photos/half-dome-yosemite-california-dome-2407903/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yosemite-national-park/388345-约瑟米蒂国家公园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sorbie/3052948794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yosemite-national-park/976229-低音湖
https://pixabay.com/en/big-sur-california-pacific-coast-1087144/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carmel-ca/707256-大瑟尔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sedov/2613595105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monterey-ca/806003-尖峰国家公园


 by John Fowler   

红杉国家公园 

"风景秀丽的国家公园"

从雄伟的内华达山脉的山坡上射出的巨大的树林描绘了自然的深不可测的美
丽。红杉国家公园以高高耸立的居民树木命名，在其无与伦比的旷野中，每
一个人都相形见绌。内华达山脉陡峭的悬崖与地球上最大的树木 - 谢尔曼将
军树的惊人美景相媲美。虽然公园的前方大部分都是蓝色的橡树林地和温和
的河谷，那些难以捉摸的山狮在早晨的阳光下晒太阳，而后面的国家的特点
是像高山脉一样令人惊叹的小径，只有骑马才能到达。这里是从冰河时代的
最后一个遗迹Kern峡谷上升到8000英尺（2400米）处的惠特尼峰山顶。许多
惊心动魄的阿尔卑斯山旅程等着努力穿越Goliathan小径的丛林徒步旅行者和
野外远足者。其他壮观的奇观，在公园的大褶皱之内，包括一个被称为新月
草甸的红杉草甸，Tokopah瀑布，花岗岩摩洛岩和巨人森林博物馆。

 +1 559 565 3341  www.nps.gov/seki/index.
htm

 seki_interpretation@nps.
gov

 Generals Highway, Three
Rivers CA

 by Crd637   

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峡谷奇迹"

这个公园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多样性的地方。位于内华达山脉南部的国王峡谷
国家公园（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拥有461,901英亩（186,925公顷
）中最美丽的自然景观，这将让您惊叹不已。巨大的树木，一些最深的峡谷
，以及在这个国家最高的山峰点缀着这个景观。这是一个高高的悬崖，绿色
的草地，瀑布和河流充满活力的组合。那么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参观就不足为
奇了。

 +1 559 335 2856  www.nps.gov/seki/index.htm  83918 Grant Grove Drive, Three
Rivers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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