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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峡谷 

"惊人的河谷"

层层叠叠的岩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全景，融入了亚利桑那州
广阔的风景。从高处峡谷的最高点开始，壮观的科罗拉多河显得像一条泥泞
的条子，依靠古老的岩层雕刻的水域的动荡自然，并在其周围形成了陡峭的
峡谷。数千年来，河流穿过崎岖的山谷，不断加深和推动峡谷的边缘，忘却
了侵略性的过程，破坏了多年的地质历史。多年来，在西班牙探险家和美国
的传奇人物进入流域之前，峡谷是土着土着部落的家园。今天，大峡谷不断
为人们带来深刻的奇迹和神秘感，这座永恒的赤褐色岩石海洋在雄伟的蓝天
下展开。

 +1 928 638 7888  www.nps.gov/grca/index.htm  Off Highway 89, 科羅拉多大峽谷 AZ

 by Public Domain   

大堡礁 

"珊瑚礁皇冠之宝"

有时称为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岸的项链，大堡礁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由超过3
000个不同的珊瑚礁和岛屿舰队的集合，由雄伟的珊瑚海的绿松石水域保护。
1981年，大堡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大部分礁石都是浅水区
域，为礁石深达2000米（6,561英尺）深度之前的水上探险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这里的潜水和浮潜就像被运送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旋转的彩虹色
的珊瑚为这么多的鱼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背景。你永远不会忘记大堡礁迷人
的水域。

 +61 7 4721 366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gbrmpa.gov.au/  info@gbrmpa.gov.au  Great Barrier Reef,
Townsville QLD

 by Bjørn Christian
Tørrissen   

莫赫悬崖 

"海遇见天空"

在大西洋的蓝色海域上升高达390英尺（120米）的莫赫悬崖（或马海毛）真
是雄伟壮观。垂直的悬崖由砂岩雕刻而成，悬浮在海洋与天空之间，捕捉着
大自然的原始能量和野蛮精神。以曾经站在悬崖南端的莫赫尔古堡命名，这
个古老的岩石表面俯瞰着十二个针脚和Maumturks山脉，戈尔韦湾点缀着阿兰
群岛和Loop Head。沿着狂放的大西洋之路，海洋在下面坠落，鸟类在上面呼
啸而过，很容易相信莫赫悬崖在世界末日。

 +353 65 708 6141  www.cliffsofmoher.ie  info@cliffsofmoher.ie  Cliffs of Moher, Liscannor

 by Matt Kieffer   

乞力马扎罗山 

"猛犸山"

乞力马扎罗山（Mount Kilimanjaro）位于同名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与非洲
地平线相映成辉。这是一年中任何时候的景象，峰顶高达19,341英尺（5895
米），成为非洲最高峰。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山;一个高耸的岩石从平坦
的地形上升。乞力马扎罗山实际上是一座休眠火山，有三个火山锥体 -
马文齐，希拉和基博 - 下降到茂密的绿叶和蔓延的草地。山的基地被包围在
茂密的森林，原生栖息地，包括水牛，豹，猴子和elands的一些物种。每年
，这个高耸的美景吸引了超过25,000名徒步旅行者，其中只有少数能够攀登
山顶的艰难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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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27 5 6605  Kilimanjaro National Park, Moshi

 by tsaiproject   

死海 

"地球上最低的地方"

位于约旦大裂谷，这个令人惊叹的自然怪癖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围在西方
。死海以其富含盐分的水域而闻名，面积达605平方公里（234平方英里），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的高盐湖。盐在其蔓延的蔓延（34.2％）中是普遍存在
的，它绝对不利于活生物体的生长，给海洋带来沉重的名字。游客和当地人
每年吸引数十名游客前往其富含矿物质的海岸，游客和当地人都喜欢漂浮在
海上难以置信的漂浮水域中;事实上，死海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然疗养胜地之一
。还有几处散布的景点，包括发现死海卷轴的库姆兰洞穴，拥有精致野生动
物的恩戈迪自然保护区和历史悠久的马萨达罗马要塞。

 +972 2 625 8844 (Tourist
Information)

 www.touristisrael.com/dead-
sea/289/

 Dead Sea, 耶路撒冷

 by Mferbfriske   

黄石国家公园 

"奇妙的国家公园遗址"

黄石国家公园的空灵之美一次展现了一幅全景 - 有时是在原始的，崎岖的高
山景观的视野中，在其他时候，在温和的喷泉和间歇泉喷发的浓烟滚滚的柔
和的景观。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让任何人走过这个200万英亩公园的
边界。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深处是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的
故乡，有着惊人的一千一百年的历史，在山顶男人和捕猎者抬高了悬崖，进
行有组织的探索之前。它从怀俄明州延伸出来，溢出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的
边界，这是其深刻蔓延的地理证明。老忠实，锥形gesyer，是公园的主要景
点之一，而黄石湖延伸超过火山的破火山口。斑斓的瀑布，地热斑点，雄伟
的拱形悬崖，引人注目的轮廓和一系列自然生动的色彩斑斓，公园是一个未
受污染的地面景观。

 +1 307 344 7381  www.nps.gov/yell/index.htm  Grand Loop Road,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WY

 by Nguyen Tan Tin   

韩松洞 

"世界上最大的洞穴"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洞穴Son Doong足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气候，这个小气候催
生了飞狐狸和猴子。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洞穴长达5.5公里（8.9英里），可
以将整个城市的街区嵌入其洞穴中。通过漏斗过滤的光线刺激了树木的生长
，而曾经由地下河喂养的干燥池拥有巨大的洞穴珍珠。石笋也很大，高达80
米。 Son Doong洞穴拥有自己的丛林和围绕岩石天空的河流，是一个真正令
人着迷的冒险目的地。这个洞是非常难以到达的，然而，探险队带领Oxalis
，一家当地的旅游公司，独家访问了Son Doong Cave神奇的世界。

 +84 919900357  oxalisadventure.com/cav
e/son-doong-cave/

 contact@oxalis.com.vn  Phong Nha-Kẻ Bàng
National Park, Son Trach
Village, Tân Trạch

 by Public Domain   

尼亚加拉大瀑布 

"壮观的自然奇观"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雷鸣般的水域从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高度达到51米（167英
尺），平均集体宽度约为1204米（3950英尺）。世界上第二大瀑布由马蹄瀑
布，新娘面纱瀑布和美国瀑布组成，每秒钟超过6万立方米（20万立方英尺）
的水流以惊人的速度冲过边缘。每个瀑布都是独一无二的，并提供世界上最
受欢迎的自然奇观之一的壮观景观。冬天的节日来临之际，秋天的灯光在冬
季灯光节目中亮相。

 +1 905 356 606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iagarafallstourism.com/  Niagara Parkway, Niagara Fall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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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瓜苏大瀑布 

"就像水中的若虫"

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系统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国家相遇的地
方。传说呢，很久以前，一个美女和一个漂亮的女人被一个独木舟和她的情
人一起逃走时，愤怒地得到了胜利。神只切断了河流，阻止了他们的逃跑，
创造了瀑布，并谴责爱人永恒的沉入。上伊瓜苏河冲下恶魔之喉的陡峭面孔
，这是一片狭窄的岩石裂缝，在一系列的白内障中坠落，数百人跌倒。其中
最高的是从大约82米（269英尺）的高度落入下面的峡谷。一阵隆隆的喧哗声
和咆哮弥漫在沉寂中，河水冲下来，空气中弥漫着彩虹般的喷雾。伊瓜苏瀑
布是一个巨大美丽的景象，是对自然力量的一种雄伟的展示;一个令人敬畏的
景象，吸引成千上万的这个巨大的水幕之中。

 +54 3757 49 1469  iguazuargentina.com/es/
index

 info@iguazuargentina.com  Iguazú Falls, Parque
Nacional Iguazú, Puerto
Iguazú

 by Adam Jones   

乌尤尼盐沼 

"一丝盐晶"

坐落在安第斯山脉的乌尤尼盐沼也被称为撒拉族德图努帕，是世界上最大的
盐滩，面积达10万平方米（107,639,104平方英尺）。这个地质奇迹可以追溯
到大约25，000年前，是由曾经覆盖整个地表的湖泊蒸发而形成的。盐晶体的
几何结构在太阳的光线下延伸数英里，闪闪发光。高度反射的表面在雨季尤
其令人惊叹，当时整个表面都被一层水覆盖着，把景观变成了一面反射着云
彩和蓝天的巨大的镜子。在干燥的月份，盐滩破裂，创造出独特的图案，反
映星夜的深蓝色。一个自然的景观，引起了惊叹，撒拉族德Uniyi是高原地区
的热闹的宝石。

 www.salardeuyuni.com/  Potosí, Potosí

 by Hiroki Ogawa   

森威尔特冰洞 

"一个冰冻的仙境"

Eisriesenwelt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到达的冰洞。洞穴埋在Hochkogel山脉的深
处，迷宫隧道延伸超过40公里（24英里）。
1879年由安东·冯·波塞尔（Anton von
Posselt）发现的洞穴，在20世纪初被亚历山大·冯·莫克（Alexander vonM
örk）“重新发现”后，这些洞穴才获得了突出的地位。据信石灰石洞穴系统
已经发展了数百万年。由于洞内的温度始终处于零度以下的温度，当春天的
雪融化并滴入洞穴时，它被冷却并凝固成各种迷人的雕塑。一个令人惊叹的
大自然壮观的例子是，一些洞穴在空灵的蓝色光线中被照亮，而另一些则被
灯光照亮，在墙壁上投射出奇怪的阴影，因为它们将自然艺术的奇妙和奇妙
的作品聚焦在一起，让想象力狂跑。

 +43 6468 5248  www.eisriesenwelt.at/  info@eisriesenwelt.at  Eisriesenwelt, Werfen

 by Anja Pietsch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 

"强大的火山口"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大自然暴风雪的一面，是两三百万年
前出生的一座巨大的火山口火山口。这个巨大的孔眼，就像一个巨大的眼窝
，是看似自我毁灭性的喷发造成火山崩塌的结果，在后面留下一个巨大的洞
穴。跨越恩戈罗恩戈罗区的自然奇观和塞伦盖蒂广阔的荒野，火山口发现自
己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地质景观之中。火山口及其周围是非洲大陆
特有的多产哺乳动物栖息地，一个非凡的植物群和一个矿物镶嵌的基地，产
生由流浪的斑马和角马饲养的植被。塞伦盖蒂（Serengeti）和恩戈罗恩戈罗
（Ngorongoro）的集体美景，全年邀请大批游客参观野生动物园，观赏这个
美丽的自然环境。

 +255 737 22 9549 (Tourist Information)  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 Off Highway B144, Aru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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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 

"惊艳的亚热带野区"

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占地150万英亩(6104平方公里)，拥有看似无穷无尽的亚
热带湿地迷宫。公园由大沼泽地市和佛罗里达群岛的上钥岛连接，同时也连
接着佛罗里达市和迈阿密。公园里的沼泽地郁郁葱葱，以丰富的红树林为特
色，是西半球最大的生态系统，也是众多涉水鸟类和各种野生动物的繁殖栖
息地。阴暗的深处覆盖在长满草的河流和浓密的沼泽中，那里是著名的美洲
短吻鳄、西印度海牛、350种鸟类、36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和难以捉摸的佛罗里
达豹的家园。热带硬木林为公园里近50种爬行动物提供了藏身之处，而潮湿
的大草原则以其略带咸味的水支持着诸如盐苔和玻璃苔等植物的生长。虽然
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等现代问题对公园脆弱的生态系统构成了相当大的威
胁，但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仍然是所有游客的仙境。

 +1 305 242 7700  www.nps.gov/ever/index.
htm

 ever_information@nps.gov  40001 State Road 9336,
Homestead, 迈阿密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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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a_information@nps.gov  Off California Highway
190, Death Valley National
Park CA

 by Waldku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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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nformation@nps.gov  47050 Generals Highway,
Three Rivers, Sequoia
National Park CA

 by jeffgunn   

萨尔瓦多云雀国家公园 

"一个热带绿洲"

作为西半球最古老的保护区之一，这片原始的云盖国家森林公园充满了郁郁
葱葱的热带雨林，多样的野生动物和古老的波多黎各神话。热带雨林使Sierr
a de Luquillo山脉的陡峭山坡变得陡峭，直到达到巍峨壮观的热带仙境的高
处。它的雷鸣般的深度是生活在潮湿的亚热带气候中的丰富野生动物的家园
，而其温暖的角落每年平均降雨量将近200英寸（5.08米）。森林里充满了充
满活力的coqui树蛙和传说中的波多黎各鹦鹉的呱呱叫，这两种特有的物种生
活在El Yunque。曾经被认为是当地神仙玉麒粟之家的云盖国家森林，源自这
里的八条大河流，以及近25个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瀑布，从崎岖的边缘逐渐降
落。

 +1 787 888 1880  www.fs.usda.gov/elyunque  Road 191, Rio Gr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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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aurenBacon   

冒纳罗亚 

"活火山"

冒纳罗亚（Mauna Loa）几乎直接位于该岛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火山
，基本占据了该岛的一半。火山是冒纳罗亚天文台（Mauna Loa Observatory
），一个大气基站以及其他几个科学观测站的所在地。冒纳罗亚是夏威夷火
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远足和野营的通道。访问网站了解更多信
息。

 +1 808 985 60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nps.gov/havo/learn/nature/ma
una-loa.htm

 Mauna Loa,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Volcano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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