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Scenic Highways Across the US"
From turquoise waves lapping at sandy shores and rocky red promontories looming over grainy paths to striking mountains crowning

picturesque backdrops and historic sites punctuating sprawling fields, numerous highways spanning the expa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dazzling glimpses of the astounding beauty this nation is endowed with, the full extent of which you can enjoy through

exploratory drives down scenic thoroughf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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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camagus高速公路 

"宏伟的秋季车道"

Kancamagus高速公路是新罕布什尔州112号公路的风景秀丽的东部地带，并且
长途驾驶是受欢迎的。这条公路沿着斯威夫特河（Swift）沿着白山国家森林
（White Mountain National Forest）延伸26.5英里（42.65公里）。路径两
侧是高大的针叶树，一边轻轻流淌，另一边是蓝蓝的山脉。春天，树木焕然
一新，秋天的时候，景色分成黄色，橙色，红色和棕色等各种色调，让整个
地区沐浴在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中。河床上有大量的岩石和纯净的白色沙滩
，沿着这条小径可以看到许多瀑布和桥梁。九月至十一月是徒步，骑自行车
或骑自行车的最佳时间。

 +1 603 745 872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whitemountains.com/the-
kancamagus-highway

 Kancamagus Highway, Conway NH

 by Shanbin Zhao   

海外公路 

"从岛到岛"

海外高速公路（The Overseas Highway）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它长
达113英里（182公里）的距离。提供基韦斯特和基拉戈之间的路线，在不同
的岛屿有几个交叉点，高速公路提供不同于其他路线的路线。最初是一条海
外铁路，通过在与铁路不同的路线上建造新的道路，适合于道路交通。然而
，今天，这条路线包括42座桥梁，让人们可以在世界上最风景优美的高速公
路之一穿行。当你驾车驶过桥梁时，从海岛到海岛，湛蓝清澈的大海，壮丽
的景色一定会让你呼吸。

 +1 888 735 2872 (Toll Free)  Overseas Highway, 基韦斯特 FL

 by Fabian Quintero on 
Unsplash   

太平洋海岸公路 - 1号公路 

"沿海公路"

在路上，风景秀丽的驾车总是以一种美妙的方式唤醒你的感官。太平洋海岸
公路 - 1号线也被称为Cabrillo公路，海岸线公路和海岸线公路是在全国风
景秀丽的高速公路之间。这沿海州际在农村地区，所以加油站是稀疏的，但
景观美丽。从大苏尔雄伟的悬崖到赫氏古堡，洛基溪大桥和比克斯比溪大桥
，景色令人叹为观止。

 Pacific Coast Highway, 卡梅尔 CA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ennuja/384964204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conway-nh/887410-kancamagus高速公路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U.S._Route_1,_Florida_Keys.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key-west/1132767-海外公路
https://unsplash.com/@onefabian?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eventseeker&utm_medium=referral
https://unsplash.com/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carmel-by-the-sea/888183-太平洋海岸公路-1号公路


 by squeaks2569   

派克峰高速公路 

"通往山顶的历史之路"

除了派克峰齿轮铁路之外，另一条到达14,115英尺高的派克峰的路线是派克
峰高速公路。沿着风景秀丽的19英里高速公路前行，将带您通过原始而风景
秀丽的阿尔卑斯山脉。高速公路建于1915年，由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议会维
护。高速公路被用于一年一度的活动叫做派克峰国际Hillclimb比赛和其他经
典冒险事件。呼吁更多的信息。

 +1 719 635 7506 (Tourist
Information)

 www.visitcos.com/things
-to-do/outdoors/scenic-d
rives/pikes-peak-
highway/

 info@visitcos.com  4770 Pikes Peak Highway,
Cascade CO

 by dronepicr   

哈纳公路 

"天堂之路"

紧挨着茂宜的东部海岸线，标志性的“哈纳之路”穿过迷人的风景，全长达6
4.4英里（103.6公里），从卡胡卢伊延伸到哈纳。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片
湛蓝的海水相遇，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丛林，神秘的世界，还有一个迷人的瀑
布，沙滩和玉树的组合，只是一个发夹曲线。当人们沿着欢快的海岸线行驶
的时候，泡沫的海浪冲击了陡峭的悬崖边，大自然的声音引领着它。在这条
风景秀丽的道路的蛇形怀抱中包裹着多达600条曲线，有近59条单车道标志着
公路。尽管这条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通向夏威夷的天堂和深邃的悬崖曲线，
可能会让人stomach目结舌，但在整个旅程中仍然保持着不变的视觉回报，将
会改变这一改变生活的卓越的驱动力量。

 +1 808 973 2255 (Tourist Information)  Hana Highway, Hana HI

 by Hogs555   

圣胡安风景小路 

"万里惊人的美丽"

San Juan Scenic Byway蜿蜒穿过众多风景名胜，每个景点都比最后一个更令
人着迷，这是一条广阔的路线，点缀着自然奇观和历史遗迹。环绕着这条风
景如画的高速公路的景观像梦一样展开，使雄伟的山峰笼罩在起伏的田野上
，使您眼花azz乱，这些古老的城镇经常为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您看上去
更深的话，就可以描绘出令人回味的历史。这条路线被认为是该国最著名的
路线之一，沿其长远前景令人叹为观止的远景，吸引着无数迷人魅力的成千
上万游客和当地人穿越。无论是遍布国家森林的壮丽山谷还是引人入胜的壮
丽山谷，探索这条奇妙的小路都将使您兴奋不已。

 +1 970 325 4746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odot.gov/travel/scenic-
byways/southwest/san-juan-skyway

 US-160, Durango CO

 by Meghas2   

苏厄德公路 

"蜿蜒穿过大自然的充满活力的风景"

长期以来，阿拉斯加一直被誉为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州之一，以其多样的景观
和壮观的美景而闻名。苏厄德公路（Seward Highway）可以一览无余地反映
出原始湖泊表面上数英里的冰川形成，雄伟的山峦覆盖着绿色植物，茂密的
树叶掩盖了土地，尽其所能，逐渐形成了被历史名镇打断的广阔土地。沿着
风景秀丽的高速公路蜿蜒而行，两侧是壮丽的远景，或者在遍布广阔地区的
有利位置进站，惊叹于大自然编织的充满活力的挂毯。许多景点吸引着苏厄
德（Seward）的长度，因此您在穿越苏厄德（Seward）的长度时有很多选择
。

 www.dot.state.ak.us/stwdplng/scenic/byways-
seward.shtml

 Seward Highway, Seward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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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蓝岭山行车通道 

"风景大路"

蓝岭大路是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中旅游最频繁的地区之一。风景秀丽的大道长
达470英里，穿过雪兰多山，到达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大雾山。该地区一些较
受欢迎的停车场是林维尔峡谷，奇岩花园和墓地。

 +1 828 348 340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lueridgeparkway.org/  Blue Ridge Parkway, Pisgah National
Forest, 阿什维尔 NC

 by Unknown or not provided
   

红色岩石风景小路 

"红景观！"

红岩风景道也被称为国道179号，沿着其7.5英里（12.07公里）的延伸段以红
色砂岩和岩石成分命名。这是一个指定的全美路和国家的第一个。在它的道
路上有许多有趣的景点，风景名胜，步道等等。你不能只是开车，而是想探
索它的美丽。从迷人的悬崖和峡谷到葱郁的树叶，这条高速公路确实值得一
游。它开始在橡树溪或大公园的村庄，然后前往塞多纳。你会发现这条路线
上的大教堂岩石和贝尔岩石。

 redrockscenicbyway.com/  webmaster@redrockscenicbyway.com  State Route 179, Village Of Oak
Creek AZ

 by Marcin Wichary from San
Francisco, U.S.A.   

66号公路 

"美国的历史母亲之路"

66号公路于1926年投入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原有高速公路的
部分路段仍然存在，但恢复和维持这条历史性路段的趋势很大。在阿尔伯克
基，一个时代的残余依然在现在的中央大街上徘徊。在这里，您会看到66号
晚餐餐厅，Duran药店以及新近修复的KiMo剧院。

 www.nps.gov/subjects/travelroute66/index.htm  US Route 66, 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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