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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小径 - 乡间小路、海滩与河口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到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3	小时/265	公里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到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2.5	小时/232	公里

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3	小时/330	公里

奥斯汀德克萨斯
州希尔县 休斯敦

查尔斯湖

新奥尔良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拍照留念，比如 Jo’s Coffee 咖啡馆的“我如此爱你”(I love you so much) 
壁画以及 South First Street 街的“来自奥斯汀的问候”(Greetings from 
Austin) 壁画。前往南国会大街 (South Congress Avenue) 逛逛牛仔靴店铺，
接着到国会大街桥 (Congress Avenue Bridge) 驻足片刻，观赏 150 万只蝙
蝠在紫罗兰色的落日余晖中飞翔的壮美画面。在雷尼街历史街区 (Rainey 
Street Historic District) 的某间改造小木屋内享用晚餐，然后向东行走几个
街区，在 White Horse 酒吧与其他食客排成一排并肩跳上一整晚。

住宿：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第 1 天和第 2 天

抵达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奥斯汀-伯格斯特国际机场 (Austin-Bergstrom 
International Airport) 后，您可能会在航站楼欣赏到当地音乐家的现场音
乐表演。在机场租辆汽车，驱车前往下榻酒店好好休息一番，准备以饱满的
精力迎接即将开启的公路之旅。早上醒来后，前往奥斯汀市中心附近的齐尔
克城市公园 (Zilker Metropolitan Park)，在公园内的天然泳池——巴顿泉 
(Barton Springs) 内畅游一番，享受无比放松的早上时光和难忘体验。泳池
水由泉水注入，全年保持恒温 20-21 摄氏度，是全家人一起享受水中快乐时
光的完美之所。从奥斯汀的众多美食餐车之一订份午餐；保证您能以合理的
价格享受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美食。然后从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 (Texas State 
Capitol) 开启行程，徒步探索这座城市。不要忘记在精美的壁画前摆个姿势



启程离开奥斯汀之前，先到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 Juan in a Million 餐厅
吃顿早餐玉米饼。返回德克萨斯州希尔县，然后驱车前往休斯敦。第一站是
历史悠久的埃尔金，这座城市有两家著名的烧烤餐厅——Meyer’s Elgin 
Smokehouse 餐厅和 Southside Market & Barbeque 餐厅，因此又称“德
克萨斯州的香肠之都”。前往历史悠久的主街探索街道两旁独特的精品店。
一定要在德国文德人之乡 Serbin 驻足停留，欣赏德克萨斯州彩绘教堂的典
范——美丽的圣保罗路德教会大教堂 (St. Paul Lutheran Church)。然后前
往布伦汉姆市，那里是享受午餐的绝佳选择。建议在 Blue Bell Creamery 甜
品店来份冰淇淋，然后再动身前往休斯敦。如果您在黄昏之前抵达休斯敦，
一定要到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校园穆迪艺术中心 (Moody Center 
for the Arts) 参观詹姆斯·特瑞尔的“Twilight Epiphany” Skyspace 雕塑。
至于晚餐，不妨前往休斯敦的唐人街，在 Crawfish & Noodles 餐厅或 Cajun 
Kitchen 餐厅享用越南风味小龙虾，用味蕾体验这座城市作为风味美食多文
化大熔炉的独特风情。

第 3 天

今天将远离热闹的城市，前往德克萨斯州希尔县欣赏令人震撼的乡村风光。
独辟蹊径探索乡间小路和牧场小路，深入了解该地区。在这里，无论是驱车
驰骋还是驻足欣赏风景，体验都同样令人迷醉。德克萨斯州的乡村散布着
许多悬崖、峡谷和草地，漫山遍野的野花灿烂夺目，堪称整个州最耀眼迷人
的目的地。前往有着“希尔县门户”之称的滴水泉 (Dripping Springs) 镇，
在 Rolling in Thyme & Dough 餐厅享用早餐。如果您想要在早餐后迅速游
上一圈，那就前往附近的汉密尔顿泳池保护区 (Hamilton Pool Preserve)
，体验这个带有瀑布的天然泳池。沿着乡间小路继续前行，抵达前美国总统
林登·约翰逊的故乡约翰逊城 (Johnson City)，然后前往威洛城 (Willow 
City) 游览。探索 21 公里的威洛城环线观光车道，车道两旁有开满野花的
草地、绵延起伏的青山和清澈见底的小溪。下一站是弗雷德里克堡，在这座
城市追溯 170 年前的德国遗址，还可以前往镇中心的先驱博物馆 (Pioneer 
Museum) 了解这段历史。来到这里，一定要尝尝德国美食；Otto’s German 
Bistro 小酒馆便是最受追捧的美食场所。沿着历史悠久的主街 (Main 
Street) 漫步，逛逛街道两旁的古玩店、艺术品店和服装店等各色店铺——
一定要到 Fredericksburg Christmas Store 店内逛逛。回到奥斯汀后，建
议到 Lamberts 或 Cooper’s Old Time Pit Bar-B-Que 餐厅内品尝正宗的
德克萨斯州烧烤，然后再前往奥斯汀市中心探索音乐场所和酒吧。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住宿：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到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第 4 天

住宿：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3 小时/265 公里



De Brewery Houston 旅游公司的导游，向其租用自行车和头盔。骑行路线涵
盖休斯敦最美丽的绿地空间之一布法罗河道 (Buffalo Bayou)，沿途还会经过
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和 11 公里的公园小径。结束骑行之旅后，前往市中心新开
业的美食广场 Bravery Chef Hall，那里云集众多美食选择，寿司、烧烤、小餐
馆美食、越南美食、意大利面等随心选择。其他一流的美食选择包括 Hugo’s 
餐厅、Pondicheri 餐厅和 Nancy’s Hustle 餐厅。

今天将参加 Joyride Houston 的电动马车之旅，用相机记录精彩纷呈的休斯
敦街头艺术，了解这座城市的壁画及其创作者和背后蕴藏的故事。坐在后座
上好好放松一下，导游会带您游览市中心、中城和东部市区 (EaDo) 一幢幢带
有精美墙绘的建筑，比如受当地文化启发创作的“Houston is Inspired”壁画。
在 Navigation Boulevard 大道的 Original Ninfa’s 餐厅停下来享用午餐；来
到休斯敦，岂可不品尝墨西哥烤肉 (fajitas)、安吉拉卷 (enchiladas) 和玛格丽
塔 (margaritas) 等德州墨西哥风味美食。午餐后，动身前往水牛溪公园水库 
(Buffalo Bayou Park Cistern)。该景点曾是一处地下水库，如今经常举办各种
主题的艺术展览，这些艺术展览生动展现了空间之美，完美诠释了色彩与反
射的奇妙。探索完展览品后，准备来一场骑行之旅。在水库出口处找一位 Tour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第 5 天

住宿：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到 
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太空中心

来到休斯敦，一定要到休斯敦太空中心 (Space Center Houston) 参观一
番。这里会举办各种常设展和轮展，在美国宇航局任务控制中心 (Mission 
Control Center) 的所在地讲述了美国太空飞行计划的故事。  在约翰逊
太空中心 (Johnson Space Center) 来一场幕后之旅，这里是 50 年前阿
波罗 11 号登月计划缔造历史的地方。探索独立号 (Independence) 航
天飞机的复制品，参观美国第一个太空站 Skylab 的模型，甚至还可以
亲手摸摸月球上的岩石。接下来，前往附近的凯马木板人行区 (Kemah 
Boardwalk)——那是一座滨水主题公园，位于加尔维斯顿湾 (Galveston 
Bay) 沿岸。您可以沿着木板路一边玩游戏一边享受零食，也可以坐在摩天
轮上俯瞰水面。尽量唤起您的食欲，因为下一站，您将到 B&B Butchers & 
Restaurant 餐厅享用味美多汁的大牛排。最后到 Anvil Bar & Refuge 酒
吧喝上一杯，圆满地结束夜晚时光，调酒师会为您精心调配创意鸡尾酒，
并会提供船长珍藏烈酒酒单。 

第 6 天

住宿：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今天您将离开休斯敦朝东南方向进发，穿越加尔维斯顿湾 (Galveston 
Bay) 前往加尔维斯顿岛的迷人海滩。您可以探索 Strand Historic District 
历史区，在其中一家滨水餐厅享用一顿晚早餐或早午餐，然后漫步欣赏墨
西哥湾的迷人水域。开着车登上一艘渡轮，乘船 4.3 公里前往玻利瓦尔半
岛 (Bolivar Peninsula)。沿着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继续前行，沿途在 Fort 
Travis 城堡稍作停留，探索这个精彩纷呈的历史遗址。在水晶海滩 (Crystal 
Beach) 享受野餐午餐，然后驱车穿过阿瑟港 (Port Arthur)，跨越州界线进
入路易斯安那州，来到野生动物丰富的路易斯安那州内陆地区。前往观鸟
者的热门景点 Peveto Woods Sanctuary 保护区的途中，记得留意萨宾帕
斯灯塔 (Sabine Pass Lighthouse)。在霍利海滩 (Holly Beach) 停留片刻，
该海滩是 42 公里海滩的一部分，因偏远静谧的环境和海贝剥壳活动而闻
名。然后离开霍利海滩，沿着克里奥尔自然小径 (Creole Nature Trail) 穿过
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壮观的海湾和沼泽，从加尔卡修湖 (Calcasieu Lake) 
抵达莱克查尔斯。沿途一定要停下来，欣赏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

第 7 天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2.5 小时/232 公里



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今天将探索莱克查尔斯的文化、美食与历史。每天都应从美好的早餐开
始，The Bekery 便是您享用早餐的绝佳选择，有肉桂卷、法式咸派等更多每
日新鲜烘焙的美食随您选择。然后前往参观卡尔克苏帝国博物馆的新奥尔良
狂欢节展 (Mardi Gras Museum of Imperial Calcasieu)，了解新奥尔良狂欢
节在该地区丰富历史中的重要性。您可以尽情欣赏华美的戏服，甚至还可以
登上一艘新奥尔良狂欢节花车体验一番。来到莱克查尔斯，不但可以品尝各
种口感一流的美食，还可以学习它们的制作方法。至于午餐，建议到奥克帕克 
(Oak Park) 镇的 The Velvet Pig 餐厅上节烹饪课，在课堂上自行制作午餐。
了解融合德国、凯金、美国原住民和法国美食元素的当地美食文化。吃完午餐
后，前往 Charpentier Historic District 历史区探索莱克查尔斯的历史；建议
下载一个步行游览应用程序，根据指导游览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最典雅别致
的民居和建筑。我们还提供骡拉马车之旅，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妨尝试一下这
种独特的体验。结束观光和购物之旅后，在众多餐厅之一享用晚餐；市中心享
用当地美食的最好选择是 Luna Bar and Grill 餐厅。

第 8 天

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莱克查尔斯附近有大量野生动物和优美的自然环境，400 多种鸟类、短吻鳄、
山猫和猛禽生活于此。跟随导游游览，近距离欣赏野生动物，探索这片多样化
地区的沼泽和海岸线。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选择包括生态
之旅T、包船垂钓和自然摄影。建议体验一日游，行程内容包括观赏野生动物、
了解凯金文化和习俗，或许还有垂钓或抓蟹体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带上相
机。无论您是专业摄影师还是热衷的业务摄影爱好者，都能拍摄出令人叹为
观止的绝美照片。在 Calla 餐厅结束一日行程，享受具有当地特色的独特高档
美食体验。

第 9 天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



3 小时/330 公里

第 10 天

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到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种植园入口处耸立的一排排活橡树。在新艾比利亚县，一定要到艾弗里艾兰
转转，那里有大量野生动物、沼泽、河口，也是塔巴斯科辣酱的发源地。想要品
尝由塔巴斯科辣酱增味的凯金爽心美食，那就到 Restaurant 1868 餐厅坐
坐。继续沿着马路向东行驶，欣赏道路两旁长满青苔的桉树和橡树，抵达您的
下一站——新奥尔良。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今天早上，您将沿着克里奥尔自然小径 (Creole Nature Trail) 向南部进发，
穿过卡梅伦县 (Cameron Parish)。在这里稍作停留，探索卡梅伦县的原生
态海滩，还可尝试一下海贝剥壳活动。沿着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继续向东穿过
洛克菲勒野生动物保护区 (Rockefeller Wildlife Refuge)，然后沿着 Cajun 
Corridor Byway 旁道徜徉，这条小道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品尝到鲜鱼、其他海
鲜以及当地辣肠——猪血香肠。在德尔坎伯停下脚步，游览这座以虾闻名的
运河港口城市。参观港口的海鲜市场，您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新鲜打捞的渔获，
最好是找家当地餐厅饱餐一顿。继续沿着这条小道抵达新艾比利亚县，留意

路易斯安那州克里奥尔自然小径



，途经一座座华丽的府邸和众多电影的取景点。接着游览圣路易斯墓园 
(St. Louis Cemetery)；当地传说称，富有传奇色彩的巫毒教女王 Marie 
Leveau 便安息于此。一座座墓碑宛如迷宫般矗立在地面上方，《夜访吸
血鬼》和其他电影曾到这里取景。来到新奥尔良，一定要在皇家街和波旁
街 (Bourbon Street) 上度过一晚，否则您的行程就不算圆满。建议您提
早动身，前往新奥尔良比去餐厅 Arnaud’s 享用晚餐，然后体验这一迷
人目的地的现场音乐文化，纵情享受欢乐的派对氛围。 

首先在 Royal Oyster House 餐厅享用早餐，来杯美味的血腥玛丽，然后
启程探索新奥尔良。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小屋到历史悠久的精致墓园，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在讲述一个历史与遗产故事。漫步穿过历史悠久的
法国区，一边欣赏当地艺术家创作的一流艺术品，一边聆听杰克逊广场 
(Jackson Square) 周围街头音乐家的表演。探索皇家街 (Royal Street)
，拍摄这条街道无比壮观的阳台，然后到各种风格的精品店内选购物品。
美食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至关重要，很多餐厅都提供与可其美食相媲美的
精彩体验。建议在 Muriel’s Jackson Square 餐厅停下来享用午餐，坐
在风景优美的露台上美美地品尝新奥尔良烩海鲜 (etrouffee)。今天下
午，您将跟随导游探索花园区 (Garden District) 橡树林立的街道和各
式建筑风格的豪宅，如哥特式建筑、乔治亚式建筑和希腊复兴式建筑，
堪称是一场建筑盛宴。搭乘圣查尔斯有轨电车 (St. Charles Streetcar)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第 11 天



如需更多全美旅行攻略和旅行创意，请访问：GoUSA.cn

路易斯安那州沼泽之旅

新奥尔良是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核心，因此一定要参加沼泽之旅，充分体验和
欣赏这里丰富多样的生物。根据您的冒险水平，您可以乘船旅行，也可以报
名参加汽船之旅，或是划着皮艇或独木舟游览。您将有机会近距离观赏短吻
鳄、野猪、猫头鹰、蛇、白鹭和其他物种。今天下午，您将返回新奥尔良，更深
入地探索法国区，然后前往现场音乐中心——法国人街 (Frenchmen Street)
。现场音乐场所包括斑点猫音乐俱乐部 (The Spotted Cat Music Club)，这
是一个舒适的俱乐部，每天晚上有三个乐队轮流演奏，主打各种形式的爵士
乐。到了晚餐时分，建议到 Marigny Brasserie 餐厅品尝当地风味美食，聆听 住宿：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精彩的现场音乐。如果您还未到 Café du Monde 咖啡馆品尝昂列咖啡和贝
涅饼，现在还为时不晚。该咖啡馆 24 小时营业，是您结束新奥尔良精彩之旅
的完美之所。不过，建议您不要待得太晚，因为明天早上，您还要神清气爽地
前往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 (Louis Armstrong New Orlea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搭乘返程航班。

第 12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