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Spellbinding Alaskan National Parks That Truly Define ‘The
Last Frontier’"

Alaska has always attracted wilderness explorers and its never-ending, pristine expanse is covered in most of the national parks in

the state. From towering, snowcapped mountains, lush forests, ethereal glaciers and crystal clear lakes, to a rich and almost

unbelievably diverse history,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is frozen wonderland encapsulate raw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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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纳利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坚固的荒野"

Denali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延伸超过7382平方英里（19120平方公里），并提供
最好的阿拉斯加自然风光和户外探险。环绕北美最高峰Denali，包括积雪覆
盖的山脉，大雅和苔原森林，反射性湖泊和草原。它是灰熊，北极莺，多尔
羊，雀，Lyn and和金刚狼等物种的家园。湖中有木蛙，北极禾和其他水生动
物中的鳟鱼。绵延数英里的小径蜿蜒穿过雪山和茂密的森林，将您带入自然
的极端高低，寒冷而温暖。冬季运动在这里非常受欢迎，包括越野滑雪和狗
拉雪橇。您也可以开始骑自行车旅行，背包旅行，摄影旅游，钓鱼和狩猎。
那些有执照的人甚至可以在国家公园上空驾驶一架飞机。公园费用提供七天
的访问权限，使其成为探险和野生动物的最佳预算户外目的地之一。

 +1 907 683 9532  www.nps.gov/dena/index.
htm

 dena_info@nps.gov  George Parks Highway,
Healy AK

 by Paxson Woelber   

卡特迈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令人惊叹的国家公园"

广阔的卡特迈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因其独特的一千零一夜烟谷和灰熊而闻名。
它位于阿拉斯加南部，于1918年被指定为国家纪念碑。这个巨大的公园有一
个惊人的入口，是喜欢冒险的地方。这里发生的主要活动是远足，背包，背
越野滑雪和钓鱼等等。皮划艇和乘船游览也很受欢迎。天气变化很大，主要
是多雨。谷中还有灰狼，织布工，豪猪，海狮和海獭等等。整体而言，这是
一个具有各种活动和特点的精彩体验。

 +1 907 246 3305  www.nps.gov/katm/index.htm  Alaska Peninsula across from Kodiak
Island, King Salmon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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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ubhe   

基奈峡湾国家公园 

"山在哪里见到海洋"

基奈峡湾国家公园成立于1980年，保护阿拉斯加南部基奈半岛海岸669,984英
亩（271,133公顷）。这个偏僻的，基本上无法进入的荒野保留了阿拉斯加最
壮观的大片土地之一，白雪皑皑的山脉下降到野生动植物茂密的森林。超过4
0个冰川从美国最大的之一的哈丁冰原（Harding Icefield）流出，将海岸雕
刻成一系列波光粼粼的峡湾;蜿蜒曲折的天蓝色的水，由陡峭的悬崖所构成，
并与无数的绿色和蓝色的冰山斑点。熊，土狼和山羊在这片土地上漫游，而
天空是超过191种鸟类的领域。它的水域也拥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包括海
狮，水獭和鲸鱼。退出冰川是公园中唯一可以通过公路进入的公园，而经验
丰富的徒步旅行者则可以通过经验丰富的导游进入冰原。然而，大多数游客
选择乘坐游船或捕鱼包船游览海岸。

 +1 907 422 0500  www.nps.gov/kefj/index.htm  1212 4th Avenue Seward, Seward AK

 by Jim Gove   

锡特卡国家历史公园 

"国家纪念碑"

锡特卡的锡特卡国家历史公园位于修道院街。该公园携带1804年锡特卡战役
的遗体。如今，公园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被认为是该州最古老的国家古
迹之一。

 +1 907 747 0110  www.nps.gov/sitk/  103 Monastery Street, Sitka AK

 by Wrangell-St. Elias

National Park & Preserve   

兰格尔 -

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和蜜饯 

"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

这个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万英亩的土地，那里有最高的山峰和深海，被称为
弗兰格尔 - 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和蜜饯。这里有一个美丽的风景，由居住
在这里的人们组成，是一个以自然美景为特色的完美的保护区。有了一个很
好的经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冒险和一个了不起的经验，一定会参观了这个
地方访问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保护区。

 +1 907 822 5234  www.nps.gov/wrst/index.
htm

 wrst_info@nps.gov  Off Old Richardson
Highway, Copper Center AK

 by Bering Land Bridge
National Preserve   

白令陆桥国家保护区 

"桥接大陆"

白令陆桥国家保护区保护了近13000年前在更新世冰期时期将亚洲与北美连接
起来的白令陆桥遗迹。该保护区是美国最偏远的国家公园地区之一，包括各
种考古遗址，熔岩流和火山地带，蛇形地道的地质奇观以及受远足者欢迎的
天然温泉。西沃德半岛周围的Inupiaq社区仍然实行传统的生存狩猎和聚会。

 +1 907 443 2522  www.nps.gov/bela/index.
htm

 bela_interpretation@nps.
gov

 Bering Land Bridge
National Preserve, Nome AK

 by Raniel Diaz   

冰川湾国家公园 

"宝藏岛！"

仅仅在200年前，冰川湾是一片荒凉的荒野，由一块巨大的冰川冰层所支配，
从那里退去，留下了一个原始的海湾，上面洒满了冰山，漂浮的珠宝和磨砂
的玻璃块。冰河湾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位于阿拉斯加州东南海岸，夹在加拿大
和阿拉斯加海湾的寒冷水域之间。产生潮汐的冰川让位于绽放边缘的景观，
从最近被揭开的大片土地的贫瘠的山脉和苔藓般的绵延无缝地过渡到两个世
纪前地上被发现的云杉 - 铁杉森林。狼，熊和山羊漫步在海岸和山坡上，而
驼背鲸则栖息在海湾本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美国国家公园和国
家纪念碑，冰川湾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是冰，水和森林之间壮观的对比的场景;
一个说起新的开始和永无止境的生活圈的戏剧性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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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07 697 2230  www.nps.gov/glba/index.
htm

 glba_administration@nps.
gov

 Off Park Road, Gustavus AK

 by Diego Delso   

Klondike Gold Rush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Eternal Trail of Gold"

尽管阿拉斯加的自然风光无与伦比，但在没有亲眼见证克朗代克淘金热的辉
煌历史的情况下，前往该州的旅程是不完整的，这一事件从许多方面改变了
该国的历史。在克朗代克淘金热国家历史公园，通过博物馆，游客中心以及
一系列旧轿车和历史建筑来了解几乎一夜之间的大规模迁徙。此外，沿着Chi
lkoot步道追随移民的脚步，穿越Chilkoot步道，沿着该地区最好的荒野和历
史遗迹徒步33英里（53公里）。

 +1 907 983 9200  www.nps.gov/klgo/index.
htm

 klgo_information@nps.gov  291 Broadway Skagway,
Skagway AK

 by AlaskaNPS   

北极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大门 

"荒野公园"

北极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大门位于布罗克山脉（Brooks Range）山脉的一部
分，面积达8,472,506英亩（3428701.53公顷）。位于北极圈之上，公园内有
一些非常好的景观，游客常见的野营等休闲活动。然而，这个网站不能通过
公路访问，因此很少光顾游客。需要乘坐飞机，坐飞机或者徒步穿越荒野到
达山顶，欣赏美景。这个公园里点缀着令人惊叹的植物，这是一个让人眼前
一亮的盛宴。这里还有熊，驼鹿和狼等野生动物。由于没有建立营地，步道
，任何服务或设施，北极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盖茨只为那些想要去真正的冒
险的人。

 +1 907 459 3730  www.nps.gov/gaar/index.
htm/

 fair_information@nps.gov  Off Dalton Highway,
Bettles AK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entro_hist%C3%B3rico_de_Skagway,_Alaska,_Estados_Unidos,_2017-08-18,_DD_29.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skagway/1251418-klondike-gold-rush-national-historical-park
https://cityseeker.com/zh/skagway/1251418-klondike-gold-rush-national-historical-park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laskanps/902487728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mark/1.0/
https://cityseeker.com/zh/bettles/820165-北极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大门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