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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n Instagram worthy
breakfast at Tiny Boxwoods.
Discover artistic masterpieces at
the Menil Collection and neighboring Rothko Chapel and the
Cy Twombly gallery.

the difficult
difﬁcult choice between the
Houston Zoo, Houston’s Children’s
Museum, or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Head to the most delicious new
addition of the Menil – The Menil
Bistro for upscale bistro fare. If
your goal is total relaxation head
to Fiori Spa.

的城市。如果您希望享受一段户外时光，美丽的赫
休斯顿有着令人赞不绝口的表演艺术场所。无论您
曼公园和麦高文百年花园仅距您几步之遥！
是对戏剧、歌剧、芭蕾舞还是交响乐感兴趣，休斯citypass.com/houston - $56 adult/$46 children
顿一定让您大饱眼福！从霍比表演艺术中心的百老
汇巡回演出，到米勒露天剧院的免费户外表演，
再到高地剧院静谧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中上演的歌
休斯顿如今的购物环境可谓前所未有！The Galleria
OUTDOOR
OUTDOOR
HOUSTON
HOUSTON
剧，您总能找到能为您带来灵感启发的选择。市区
拥有
400 多家商店和餐厅，甚至还有一个溜冰场。
的剧院区跨越 17 个街区，共有九家世界知名的表演With over
The
Galleria
650
650
urban
urban是首屈一指的购物目的地。橡树河区
parks, Houston is truly green. Join
the locals
at
the
popular Buffalo Bayou Park, where
艺术团体落户于此，精彩不容错过！请访问
拥有 40 多家奢侈品店，相信一定能满足您对高档
hike, bike and even kayak all with postcard
www.houston-theater.com 了解时间表和门票信息。you can奢侈品的需求。如果您想逛一逛有特色的本地商
worthy views of the city. Forget that you are in the
区的第
19in
大街和下韦斯特海默值得一
middle 店，Heights
of the 4th largest
city
the country as you
meander
the trails of the Houston Arboretum and
去。如果您偏爱折扣商品，休斯顿名品奥特莱斯和
Nature Center located in Memorial Park. Don’t go
唐格奥特莱斯不容错过！国外游客也可以参加免税
休斯顿被誉为美国南部的美食和文化之都，要想 home without
visiting the heart of Downtown Houston
购物计划。
Green, where you can find
ﬁnd an
知道休斯顿如何获此殊荣，您不妨尝一尝当地赫 at Discovery

购物

美食

赫有名的经典美食，比如 Gatlin’s 的烧烤，或者
Original Ninfa’s on Navigation 餐厅兼具美墨风格的
料理。品尝全球各地的美食：在 Pho Binh 品尝越南
休斯顿拥有 650 多座城市公园，是名副其实的绿色
美食，在 Chinatown 中国城 品尝正宗的中国点心，
PUBLICTRANSPORTAT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之都。同当地人一起游览颇受欢迎的水牛溪公园，
要品尝印度街边小吃，Pondicheri 总是绝佳之选。
在那里您可以徒步旅行、骑自行车甚至划皮艇，观
MetroRail spans 23 miles in the most
如果您想亲自品尝获奖大厨的手艺——休斯顿也 Houston’s
赏休斯顿如画的城市美景。当您漫步在纪念公园中
areas of the city like Museum District,
会为您提供数不胜数的机会！Hugo’s 的主厨 Hugo condensed
的休斯顿植物园与自然中心的小径时，会忘却自己
East End,
Medical Center, and more. GreenLink and
Ortega、Underbelly 的主厨 Caracol、Xochi，及 Chris
the OrangeLink,
downtown’s free bus services, also
正置身于这个国家的第四大城市。在返程之前，千
easier to be car-free in the city.
Shepherd 将 随时准备为您的休斯顿之行带来绝无仅makes it万不要错过休斯顿市中心的
Avenida Houston 街区
有的用餐体验。
和绿色探索公园，在这里，您可以和您的家人，还
ever-changing calendar of activities for your family,
including your four-legged ones!

休斯顿户外休闲

有您的宠物一起体验丰富多变的活动！

博物馆

休斯顿博物馆区由 19 座博物馆组成，其中大多数
博物馆彼此临近，步行即可到达。您可以在自然科HIGH
学博物馆的古生物展厅内徜徉，在休斯顿美术馆浏 ºF
览经典和现代艺术作品，或是到休斯顿动物园享受 ºC
喂长颈鹿的乐趣。您还可以在非裔士兵博物馆了解
LOW
精彩的历史，在健康博物馆一探人体内部构造的奥 LOW
妙，或在休斯顿儿童博物馆欣赏您的孩子建造自己 ºF
ºC

www.VisitHoustonTexas.com

the Preston Street Bridge…you’ll
thank us!

aquarium while you eat!

Arkansas
In the middle of Houston, there’s a
century old log cabin that specializes
in wild game and gulf seafood. The
Rainbow Lodge is one of the most
unique and romantic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休斯顿特色

Have a nightcap at the cozy La
Carafe (which al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oldest bars in
Houston) or the swanky Public
Service Wine and Whiskey.

休斯顿轻轨在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横跨
JAN
JAN
FEB
FEB
MAR
MAR
APR
APR
MAY
MAY23 英JUN
JUN
里，比如博物馆区、东区、医疗中心等等。市中心
59
59
63
63
72
80
80
84
84
90
90
有免费巴士服务
GreenLink
和 26.5
OrangeLink
，让您能
15
17
22
26.5
28
32
够更方便地享受无车出行。

探究休斯顿太空中心为何成为游客们休斯顿之行的
首选地之一。如果您渴望一次独特的经历，您可在
每周五来此参观，还可以与宇航员共进午餐。请记
得提前预订。如果您想一睹世界上最大型的牛仔竞
技，不妨在 3 月份时来观看休斯顿牛仔竞技节和牲
UNIQUELY
UNIQUELY
HOUSTON
HOUSTON 200 万游
口，这项展会持续
20 天，每年接待超过
客，是休斯顿的一项传统。若您
4 月来休斯顿，推
Get off the beaten path with these truly insider tips!
”一游，在
荐您到艺术汽车博物馆的“玛哈尔车库
The National Museum of Funeral History, where
“any
day above ground is a good one” enlightens visitors on
一年一度的艺术汽车大游行中一睹这些当代汽车作
one of man's oldest cultural rituals. Stop by our
品的风姿。探索休斯顿的城市艺术区，分享值得在
permanent ”Garage Mahal” at the Art Car Museum,
Instagram
10 月到此游览，参
time your 上展现的图片；若您
visit to April and see these
contemporary
creations
out for a drive during the annual Art Car
加
HUE（休斯顿城市体验）节活动。不妨在第八大
Parade. Spend an afternoon at 8th Wonder Brewery
奇迹啤酒厂度过午后时光，您可以在适合家庭（和
where you can try our local beer on a family (and pet)
friendly patio. Make a night of it since it’s within walking
宠物）欢聚的露台上品尝当地啤酒。棒球、篮球和
distance of our baseball, basketball and soccer
soccer stadiums!
stadiums!
足球场步行即可到达，您可在此通宵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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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独特的世界。世界彼此相连。

每天都会有多个
前往休斯顿的

Gulf of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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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斯顿到：

从休斯顿到查尔斯湖
140 英里 » 2.25 小时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 165 英里 » 2.89 小时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339 英里 » 3.5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51 英里 » 1.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 300 英里 » 3.08 小时

从查尔斯湖到：

路易斯安娜州亚历山大................102 英里 » 1.75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巴吞鲁日...............122 英里 » 2.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比洛克希................... 272 英里 » 4.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177 英里 » 3.00 小时
密西西北州杰克逊....................... 300 英里 » 4.5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拉菲特......................75 英里 » 1.00 小时
阿肯色州小岩城........................... 400 英里 » 6.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那切兹........................ 172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218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什里夫波特............185 英里 » 3.50 小时

www.VisitLakeCharles.org
ANNE KLENKE

旅游总监——查尔斯湖

aklenke@visitlakecharles.org
001 337 502 4347

赌场博彩

美国第四大城市
休斯顿是一个世界级的
旅游目的地，拥有一流
的餐饮、艺术、酒店、
购物中心和夜生活。

休斯顿是全球
不可多得的
城市旅游目的地！

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查尔斯湖，您将在亚热
带度假胜地体验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乐趣。四个世界
级的赌场为您提供老虎机、桌游和赛马等娱乐项目，
还有奢华的住宿体验、众多美妙餐饮选择、零售购
物、高尔夫锦标赛、极致的温泉体验等等！
• 查尔斯湖金块酒店（Golden Nugge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奥伯格赌场（L’Auberge Casino Resor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卡普莉岛赌场饭店（Isle of Capri Casino
Hotel Lake Charles）
•三
 角洲唐斯赛马场赌场和酒店（Delta Downs
Racetrack Casino & Hotel）

狂欢节和其他庆祝活动

狂欢之都路易斯安娜、路易斯安娜查尔斯湖每年都会
举办 75 场展会、节日及盛大活动。适合与家人一起
度过，充满我们当地美食、音乐和历史特色的庆祝
活动几乎每个星期都在进行。而且，查尔斯湖是路易
斯安娜州第二大狂欢节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拥有超过
65 个狂欢节团体、9 场游行和 2 场赛车赌博！
2018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13 日
2019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5 日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25 日

美酒和美食

饮食是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人民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后院就有最美味的美食和
最新鲜的食材！本地各式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美
食，包括卡真（Cajun）风味菜和海鲜（通常是来自
我们的海湾水域的新鲜水产。）其他必尝的美食包
括：路易斯安娜州西南部猪血香肠之路沿线的猪血
香肠——路易斯安那州最佳的零食小吃。猪血香肠
是一种将猪肉、米饭和各种调料混合塞进肠衣的美
食。每位猪血香肠大厨（超过 25 位！）都有自己
的秘方和传统工艺，所以建议您逐一品尝。路易斯
安那烈酒厂——美国最大的私人酿酒厂提供参观服
务，您可体验 Bayou® Rum 酿酒厂的品酒吧并参观礼

www.VisitLakeCharles.com

参观 查尔斯

湖

品店。Crying Eagle Brewing 酿酒厂——精酿
啤酒厂，连同一座啤酒花园，均可提供参观和品尝
服务。

克里奥尔自然
步道全美道路

欢迎来到被誉为路易斯安那州内陆的全天然户外仙
境。摩托车、汽车、公交车或休闲车都可供您选择，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美道路的风景道是您走上发现之
旅的一条僻静小路！
在旅途中，一定要准备好相机，可以随时捕捉靠近的
野生动物，以及从车内既可观赏到的极致景色。想让
您的旅途更加冒险刺激？ 不妨去探索几条直接进入
沼泽地的通道，或在绵延超过 26 英里的全天然墨西
哥湾海滩收集各种各样的海贝壳。
您很容易看到在陆地上闲逛或在运河中漂浮的美洲
鳄。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地区，鳄鱼数量在 1 万只以
上，实际上超过了当地的人口数量！

在中密西西比州的飞行路线上，每年有超过 400 种不
同的鸟类栖息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其中包括新热
带鸣鸟、滨鸟、水鸟和蝴蝶。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的捕鱼钓鱼机会不计其数，几
乎一年四季均可。有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捕鱼供您
选择。您可以从船、码头或岸边捕鱼。5 月到 9 月期
间，您还可以尝试用双手捕捉美味的路易斯安那
蓝蟹。

在位于 Sulphur 的克里奥尔自然步道探索点开启克里
奥尔自然步道之旅——这是一个免费、有趣的景点，
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和西南路易斯安那州的独特文
化。通过充满想象力的亲身实践，，您会找到能观看
鳄鱼和正在迁移的鸣鸟、窥探沼泽地的野生动物、闻
到卡真/克里奥尔美食令人垂涎的香气、并与卡真和
柴迪科乐队“一同演出”的最佳场所。

/LakeCharlesCVB

@lakecharlescvb

VisitLakeCharles

历史和文化

西南路易斯安那州不是原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一部
分，曾是一个“无主之地”，它开创了一段独特的
历史，这在当地的博物馆和历史文化区仍然有据可
循。在此介绍几段历史渊源：
• 夏邦杰历史街区：拥有 40 个精美的维多利亚式
建筑的国家级注册街区，房屋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均由木匠建筑师（法语为
charpentier）设计
• 卡尔克苏帝国的狂欢节博物馆：一年四季均可体
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狂欢节服装展

保持风格

无论您喜欢奢华的赌场度假胜地、露营地的户外活
动、休闲公园还是传统住宿的舒适设施，您一定会在
近 7000 个从经济型到四星级的酒店房间中找到您所
需要的。

查尔斯湖历史游 APP （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和德语版本。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
美道路 APP（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中文和日
语版本。

@visitlakecharles

#VisitLakeCharles

查尔斯湖可通过 10

号州际公路轻松抵达，

距离休斯顿东部

仅 2 小时车程。
作为美国南部首屈一指的
赌场度假胜地，查尔斯湖同样为您
带来极致的多样化体验，如文化、举世
瞩目的卡真（Cajun）食品、众多的
节日、以及令人惊叹的户外体验。查尔斯
湖提供摩托车旅游或飞行/驾驶游，
是路易斯安那州或美国南部深度
旅游中不可错过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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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n Instagram worthy
breakfast at Tiny Boxwoods.
Discover artistic masterpieces at
the Menil Collection and neighboring Rothko Chapel and the
Cy Twombly gallery.

the difficult
difﬁcult choice between the
Houston Zoo, Houston’s Children’s
Museum, or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Head to the most delicious new
addition of the Menil – The Menil
Bistro for upscale bistro fare. If
your goal is total relaxation head
to Fiori Spa.

的城市。如果您希望享受一段户外时光，美丽的赫
休斯顿有着令人赞不绝口的表演艺术场所。无论您
曼公园和麦高文百年花园仅距您几步之遥！
是对戏剧、歌剧、芭蕾舞还是交响乐感兴趣，休斯citypass.com/houston - $56 adult/$46 children
顿一定让您大饱眼福！从霍比表演艺术中心的百老
汇巡回演出，到米勒露天剧院的免费户外表演，
再到高地剧院静谧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中上演的歌
休斯顿如今的购物环境可谓前所未有！The Galleria
OUTDOOR
OUTDOOR
HOUSTON
HOUSTON
剧，您总能找到能为您带来灵感启发的选择。市区
拥有
400 多家商店和餐厅，甚至还有一个溜冰场。
的剧院区跨越 17 个街区，共有九家世界知名的表演With 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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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urban是首屈一指的购物目的地。橡树河区
parks, Houston is truly green. Join
the locals
at
the
popular Buffalo Bayou Park, where
艺术团体落户于此，精彩不容错过！请访问
拥有 40 多家奢侈品店，相信一定能满足您对高档
hike, bike and even kayak all with postcard
www.houston-theater.com 了解时间表和门票信息。you can奢侈品的需求。如果您想逛一逛有特色的本地商
worthy views of the city. Forget that you are in the
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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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和下韦斯特海默值得一
middle 店，Heights
of the 4th largest
city
the country as you
meander
the trails of the Houston Arboretum and
去。如果您偏爱折扣商品，休斯顿名品奥特莱斯和
Nature Center located in Memorial Park. Don’t go
唐格奥特莱斯不容错过！国外游客也可以参加免税
休斯顿被誉为美国南部的美食和文化之都，要想 home without
visiting the heart of Downtown Houston
购物计划。
Green, where you can find
ﬁnd an
知道休斯顿如何获此殊荣，您不妨尝一尝当地赫 at Discovery

购物

美食

赫有名的经典美食，比如 Gatlin’s 的烧烤，或者
Original Ninfa’s on Navigation 餐厅兼具美墨风格的
料理。品尝全球各地的美食：在 Pho Binh 品尝越南
休斯顿拥有 650 多座城市公园，是名副其实的绿色
美食，在 Chinatown 中国城 品尝正宗的中国点心，
PUBLICTRANSPORTAT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之都。同当地人一起游览颇受欢迎的水牛溪公园，
要品尝印度街边小吃，Pondicheri 总是绝佳之选。
在那里您可以徒步旅行、骑自行车甚至划皮艇，观
MetroRail spans 23 miles in the most
如果您想亲自品尝获奖大厨的手艺——休斯顿也 Houston’s
赏休斯顿如画的城市美景。当您漫步在纪念公园中
areas of the city like Museum District,
会为您提供数不胜数的机会！Hugo’s 的主厨 Hugo condensed
的休斯顿植物园与自然中心的小径时，会忘却自己
East End,
Medical Center, and more. GreenLink and
Ortega、Underbelly 的主厨 Caracol、Xochi，及 Chris
the OrangeLink,
downtown’s free bus services, also
正置身于这个国家的第四大城市。在返程之前，千
easier to be car-free in the city.
Shepherd 将 随时准备为您的休斯顿之行带来绝无仅makes it万不要错过休斯顿市中心的
Avenida Houston 街区
有的用餐体验。
和绿色探索公园，在这里，您可以和您的家人，还
ever-changing calendar of activities for your family,
including your four-legged ones!

休斯顿户外休闲

有您的宠物一起体验丰富多变的活动！

博物馆

休斯顿博物馆区由 19 座博物馆组成，其中大多数
博物馆彼此临近，步行即可到达。您可以在自然科HIGH
学博物馆的古生物展厅内徜徉，在休斯顿美术馆浏 ºF
览经典和现代艺术作品，或是到休斯顿动物园享受 ºC
喂长颈鹿的乐趣。您还可以在非裔士兵博物馆了解
LOW
精彩的历史，在健康博物馆一探人体内部构造的奥 LOW
妙，或在休斯顿儿童博物馆欣赏您的孩子建造自己 ºF
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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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ton Street Bridge…you’ll
thank us!

aquarium while you eat!

Arkansas
In the middle of Houston, there’s a
century old log cabin that specializes
in wild game and gulf seafood. The
Rainbow Lodge is one of the most
unique and romantic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休斯顿特色

Have a nightcap at the cozy La
Carafe (which al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oldest bars in
Houston) or the swanky Public
Service Wine and Whiskey.

休斯顿轻轨在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横跨
JAN
JAN
FEB
FEB
MAR
MAR
APR
APR
MAY
MAY23 英JUN
JUN
里，比如博物馆区、东区、医疗中心等等。市中心
59
59
63
63
72
80
80
84
84
90
90
有免费巴士服务
GreenLink
和 26.5
OrangeLink
，让您能
15
17
22
26.5
28
32
够更方便地享受无车出行。

探究休斯顿太空中心为何成为游客们休斯顿之行的
首选地之一。如果您渴望一次独特的经历，您可在
每周五来此参观，还可以与宇航员共进午餐。请记
得提前预订。如果您想一睹世界上最大型的牛仔竞
技，不妨在 3 月份时来观看休斯顿牛仔竞技节和牲
UNIQUELY
UNIQUELY
HOUSTON
HOUSTON 200 万游
口，这项展会持续
20 天，每年接待超过
客，是休斯顿的一项传统。若您
4 月来休斯顿，推
Get off the beaten path with these truly insider tips!
”一游，在
荐您到艺术汽车博物馆的“玛哈尔车库
The National Museum of Funeral History, where
“any
day above ground is a good one” enlightens visitors on
一年一度的艺术汽车大游行中一睹这些当代汽车作
one of man's oldest cultural rituals. Stop by our
品的风姿。探索休斯顿的城市艺术区，分享值得在
permanent ”Garage Mahal” at the Art Car Museum,
Instagram
10 月到此游览，参
time your 上展现的图片；若您
visit to April and see these
contemporary
creations
out for a drive during the annual Art Car
加
HUE（休斯顿城市体验）节活动。不妨在第八大
Parade. Spend an afternoon at 8th Wonder Brewery
奇迹啤酒厂度过午后时光，您可以在适合家庭（和
where you can try our local beer on a family (and pet)
friendly patio. Make a night of it since it’s within walking
宠物）欢聚的露台上品尝当地啤酒。棒球、篮球和
distance of our baseball, basketball and soccer
soccer stadiums!
stadiums!
足球场步行即可到达，您可在此通宵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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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斯顿到：

从休斯顿到查尔斯湖
140 英里 » 2.25 小时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 165 英里 » 2.89 小时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339 英里 » 3.5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51 英里 » 1.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 300 英里 » 3.08 小时

从查尔斯湖到：

路易斯安娜州亚历山大................102 英里 » 1.75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巴吞鲁日...............122 英里 » 2.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比洛克希................... 272 英里 » 4.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177 英里 » 3.00 小时
密西西北州杰克逊....................... 300 英里 » 4.5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拉菲特......................75 英里 » 1.00 小时
阿肯色州小岩城........................... 400 英里 » 6.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那切兹........................ 172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218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什里夫波特............185 英里 » 3.50 小时

www.VisitLakeCharles.org
ANNE KLENKE

旅游总监——查尔斯湖

aklenke@visitlakecharles.org
001 337 502 4347

赌场博彩

美国第四大城市
休斯顿是一个世界级的
旅游目的地，拥有一流
的餐饮、艺术、酒店、
购物中心和夜生活。

休斯顿是全球
不可多得的
城市旅游目的地！

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查尔斯湖，您将在亚热
带度假胜地体验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乐趣。四个世界
级的赌场为您提供老虎机、桌游和赛马等娱乐项目，
还有奢华的住宿体验、众多美妙餐饮选择、零售购
物、高尔夫锦标赛、极致的温泉体验等等！
• 查尔斯湖金块酒店（Golden Nugge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奥伯格赌场（L’Auberge Casino Resor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卡普莉岛赌场饭店（Isle of Capri Casino
Hotel Lake Charles）
•三
 角洲唐斯赛马场赌场和酒店（Delta Downs
Racetrack Casino & Hotel）

狂欢节和其他庆祝活动

狂欢之都路易斯安娜、路易斯安娜查尔斯湖每年都会
举办 75 场展会、节日及盛大活动。适合与家人一起
度过，充满我们当地美食、音乐和历史特色的庆祝
活动几乎每个星期都在进行。而且，查尔斯湖是路易
斯安娜州第二大狂欢节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拥有超过
65 个狂欢节团体、9 场游行和 2 场赛车赌博！
2018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13 日
2019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5 日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25 日

美酒和美食

饮食是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人民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后院就有最美味的美食和
最新鲜的食材！本地各式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美
食，包括卡真（Cajun）风味菜和海鲜（通常是来自
我们的海湾水域的新鲜水产。）其他必尝的美食包
括：路易斯安娜州西南部猪血香肠之路沿线的猪血
香肠——路易斯安那州最佳的零食小吃。猪血香肠
是一种将猪肉、米饭和各种调料混合塞进肠衣的美
食。每位猪血香肠大厨（超过 25 位！）都有自己
的秘方和传统工艺，所以建议您逐一品尝。路易斯
安那烈酒厂——美国最大的私人酿酒厂提供参观服
务，您可体验 Bayou® Rum 酿酒厂的品酒吧并参观礼

www.VisitLakeCharles.com

参观 查尔斯

湖

品店。Crying Eagle Brewing 酿酒厂——精酿
啤酒厂，连同一座啤酒花园，均可提供参观和品尝
服务。

克里奥尔自然
步道全美道路

欢迎来到被誉为路易斯安那州内陆的全天然户外仙
境。摩托车、汽车、公交车或休闲车都可供您选择，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美道路的风景道是您走上发现之
旅的一条僻静小路！
在旅途中，一定要准备好相机，可以随时捕捉靠近的
野生动物，以及从车内既可观赏到的极致景色。想让
您的旅途更加冒险刺激？ 不妨去探索几条直接进入
沼泽地的通道，或在绵延超过 26 英里的全天然墨西
哥湾海滩收集各种各样的海贝壳。
您很容易看到在陆地上闲逛或在运河中漂浮的美洲
鳄。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地区，鳄鱼数量在 1 万只以
上，实际上超过了当地的人口数量！

在中密西西比州的飞行路线上，每年有超过 400 种不
同的鸟类栖息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其中包括新热
带鸣鸟、滨鸟、水鸟和蝴蝶。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的捕鱼钓鱼机会不计其数，几
乎一年四季均可。有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捕鱼供您
选择。您可以从船、码头或岸边捕鱼。5 月到 9 月期
间，您还可以尝试用双手捕捉美味的路易斯安那
蓝蟹。

在位于 Sulphur 的克里奥尔自然步道探索点开启克里
奥尔自然步道之旅——这是一个免费、有趣的景点，
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和西南路易斯安那州的独特文
化。通过充满想象力的亲身实践，，您会找到能观看
鳄鱼和正在迁移的鸣鸟、窥探沼泽地的野生动物、闻
到卡真/克里奥尔美食令人垂涎的香气、并与卡真和
柴迪科乐队“一同演出”的最佳场所。

/LakeCharlesCVB

@lakecharlescvb

VisitLakeCharles

历史和文化

西南路易斯安那州不是原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一部
分，曾是一个“无主之地”，它开创了一段独特的
历史，这在当地的博物馆和历史文化区仍然有据可
循。在此介绍几段历史渊源：
• 夏邦杰历史街区：拥有 40 个精美的维多利亚式
建筑的国家级注册街区，房屋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均由木匠建筑师（法语为
charpentier）设计
• 卡尔克苏帝国的狂欢节博物馆：一年四季均可体
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狂欢节服装展

保持风格

无论您喜欢奢华的赌场度假胜地、露营地的户外活
动、休闲公园还是传统住宿的舒适设施，您一定会在
近 7000 个从经济型到四星级的酒店房间中找到您所
需要的。

查尔斯湖历史游 APP （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和德语版本。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
美道路 APP（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中文和日
语版本。

@visitlakecharles

#VisitLakeCharles

查尔斯湖可通过 10

号州际公路轻松抵达，

距离休斯顿东部

仅 2 小时车程。
作为美国南部首屈一指的
赌场度假胜地，查尔斯湖同样为您
带来极致的多样化体验，如文化、举世
瞩目的卡真（Cajun）食品、众多的
节日、以及令人惊叹的户外体验。查尔斯
湖提供摩托车旅游或飞行/驾驶游，
是路易斯安那州或美国南部深度
旅游中不可错过的地点！

赌场博彩

美国第四大城市
休斯顿是一个世界级的
旅游目的地，拥有一流
的餐饮、艺术、酒店、
购物中心和夜生活。

休斯顿是全球
不可多得的
城市旅游目的地！

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的查尔斯湖，您将在亚热
带度假胜地体验拉斯维加斯式的博彩乐趣。四个世界
级的赌场为您提供老虎机、桌游和赛马等娱乐项目，
还有奢华的住宿体验、众多美妙餐饮选择、零售购
物、高尔夫锦标赛、极致的温泉体验等等！
• 查尔斯湖金块酒店（Golden Nugge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奥伯格赌场（L’Auberge Casino Resort Lake
Charles）
•查
 尔斯湖卡普莉岛赌场饭店（Isle of Capri Casino
Hotel Lake Charles）
•三
 角洲唐斯赛马场赌场和酒店（Delta Downs
Racetrack Casino & Hotel）

狂欢节和其他庆祝活动

狂欢之都路易斯安娜、路易斯安娜查尔斯湖每年都会
举办 75 场展会、节日及盛大活动。适合与家人一起
度过，充满我们当地美食、音乐和历史特色的庆祝
活动几乎每个星期都在进行。而且，查尔斯湖是路易
斯安娜州第二大狂欢节庆祝活动的举办地，拥有超过
65 个狂欢节团体、9 场游行和 2 场赛车赌博！
2018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13 日
2019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5 日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25 日

美酒和美食

饮食是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人民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后院就有最美味的美食和
最新鲜的食材！本地各式餐厅提供各种各样的美
食，包括卡真（Cajun）风味菜和海鲜（通常是来自
我们的海湾水域的新鲜水产。）其他必尝的美食包
括：路易斯安娜州西南部猪血香肠之路沿线的猪血
香肠——路易斯安那州最佳的零食小吃。猪血香肠
是一种将猪肉、米饭和各种调料混合塞进肠衣的美
食。每位猪血香肠大厨（超过 25 位！）都有自己
的秘方和传统工艺，所以建议您逐一品尝。路易斯
安那烈酒厂——美国最大的私人酿酒厂提供参观服
务，您可体验 Bayou® Rum 酿酒厂的品酒吧并参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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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店。Crying Eagle Brewing 酿酒厂——精酿
啤酒厂，连同一座啤酒花园，均可提供参观和品尝
服务。

克里奥尔自然
步道全美道路

欢迎来到被誉为路易斯安那州内陆的全天然户外仙
境。摩托车、汽车、公交车或休闲车都可供您选择，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美道路的风景道是您走上发现之
旅的一条僻静小路！
在旅途中，一定要准备好相机，可以随时捕捉靠近的
野生动物，以及从车内既可观赏到的极致景色。想让
您的旅途更加冒险刺激？ 不妨去探索几条直接进入
沼泽地的通道，或在绵延超过 26 英里的全天然墨西
哥湾海滩收集各种各样的海贝壳。
您很容易看到在陆地上闲逛或在运河中漂浮的美洲
鳄。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地区，鳄鱼数量在 1 万只以
上，实际上超过了当地的人口数量！

在中密西西比州的飞行路线上，每年有超过 400 种不
同的鸟类栖息在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其中包括新热
带鸣鸟、滨鸟、水鸟和蝴蝶。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上的捕鱼钓鱼机会不计其数，几
乎一年四季均可。有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捕鱼供您
选择。您可以从船、码头或岸边捕鱼。5 月到 9 月期
间，您还可以尝试用双手捕捉美味的路易斯安那
蓝蟹。

在位于 Sulphur 的克里奥尔自然步道探索点开启克里
奥尔自然步道之旅——这是一个免费、有趣的景点，
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和西南路易斯安那州的独特文
化。通过充满想象力的亲身实践，，您会找到能观看
鳄鱼和正在迁移的鸣鸟、窥探沼泽地的野生动物、闻
到卡真/克里奥尔美食令人垂涎的香气、并与卡真和
柴迪科乐队“一同演出”的最佳场所。

/LakeCharlesCVB

@lakecharlescvb

VisitLakeCharles

历史和文化

西南路易斯安那州不是原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的一部
分，曾是一个“无主之地”，它开创了一段独特的
历史，这在当地的博物馆和历史文化区仍然有据可
循。在此介绍几段历史渊源：
• 夏邦杰历史街区：拥有 40 个精美的维多利亚式
建筑的国家级注册街区，房屋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均由木匠建筑师（法语为
charpentier）设计
• 卡尔克苏帝国的狂欢节博物馆：一年四季均可体
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狂欢节服装展

保持风格

无论您喜欢奢华的赌场度假胜地、露营地的户外活
动、休闲公园还是传统住宿的舒适设施，您一定会在
近 7000 个从经济型到四星级的酒店房间中找到您所
需要的。

查尔斯湖历史游 APP （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和德语版本。

克里奥尔自然步道全
美道路 APP（免费下载）
提供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中文和日
语版本。

@visitlakecharles

#VisitLakeCharles

查尔斯湖可通过 10

号州际公路轻松抵达，

距离休斯顿东部

仅 2 小时车程。
作为美国南部首屈一指的
赌场度假胜地，查尔斯湖同样为您
带来极致的多样化体验，如文化、举世
瞩目的卡真（Cajun）食品、众多的
节日、以及令人惊叹的户外体验。查尔斯
湖提供摩托车旅游或飞行/驾驶游，
是路易斯安那州或美国南部深度
旅游中不可错过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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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S
DAY

娱乐

Have an Instagram worthy
breakfast at Tiny Boxwoods.
Discover artistic masterpieces at
the Menil Collection and neighboring Rothko Chapel and the
Cy Twombly gallery.

the difficult
difﬁcult choice between the
Houston Zoo, Houston’s Children’s
Museum, or the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Head to the most delicious new
addition of the Menil – The Menil
Bistro for upscale bistro fare. If
your goal is total relaxation head
to Fiori Spa.

的城市。如果您希望享受一段户外时光，美丽的赫
休斯顿有着令人赞不绝口的表演艺术场所。无论您
曼公园和麦高文百年花园仅距您几步之遥！
是对戏剧、歌剧、芭蕾舞还是交响乐感兴趣，休斯citypass.com/houston - $56 adult/$46 children
顿一定让您大饱眼福！从霍比表演艺术中心的百老
汇巡回演出，到米勒露天剧院的免费户外表演，
再到高地剧院静谧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中上演的歌
休斯顿如今的购物环境可谓前所未有！The Galleria
OUTDOOR
OUTDOOR
HOUSTON
HOUSTON
剧，您总能找到能为您带来灵感启发的选择。市区
拥有
400 多家商店和餐厅，甚至还有一个溜冰场。
的剧院区跨越 17 个街区，共有九家世界知名的表演With over
The
Galleria
650
650
urban
urban是首屈一指的购物目的地。橡树河区
parks, Houston is truly green. Join
the locals
at
the
popular Buffalo Bayou Park, where
艺术团体落户于此，精彩不容错过！请访问
拥有 40 多家奢侈品店，相信一定能满足您对高档
hike, bike and even kayak all with postcard
www.houston-theater.com 了解时间表和门票信息。you can奢侈品的需求。如果您想逛一逛有特色的本地商
worthy views of the city. Forget that you are in the
区的第
19in
大街和下韦斯特海默值得一
middle 店，Heights
of the 4th largest
city
the country as you
meander
the trails of the Houston Arboretum and
去。如果您偏爱折扣商品，休斯顿名品奥特莱斯和
Nature Center located in Memorial Park. Don’t go
唐格奥特莱斯不容错过！国外游客也可以参加免税
休斯顿被誉为美国南部的美食和文化之都，要想 home without
visiting the heart of Downtown Houston
购物计划。
Green, where you can find
ﬁnd an
知道休斯顿如何获此殊荣，您不妨尝一尝当地赫 at Discovery

购物

美食

赫有名的经典美食，比如 Gatlin’s 的烧烤，或者
Original Ninfa’s on Navigation 餐厅兼具美墨风格的
料理。品尝全球各地的美食：在 Pho Binh 品尝越南
休斯顿拥有 650 多座城市公园，是名副其实的绿色
美食，在 Chinatown 中国城 品尝正宗的中国点心，
PUBLICTRANSPORTATI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之都。同当地人一起游览颇受欢迎的水牛溪公园，
要品尝印度街边小吃，Pondicheri 总是绝佳之选。
在那里您可以徒步旅行、骑自行车甚至划皮艇，观
MetroRail spans 23 miles in the most
如果您想亲自品尝获奖大厨的手艺——休斯顿也 Houston’s
赏休斯顿如画的城市美景。当您漫步在纪念公园中
areas of the city like Museum District,
会为您提供数不胜数的机会！Hugo’s 的主厨 Hugo condensed
的休斯顿植物园与自然中心的小径时，会忘却自己
East End,
Medical Center, and more. GreenLink and
Ortega、Underbelly 的主厨 Caracol、Xochi，及 Chris
the OrangeLink,
downtown’s free bus services, also
正置身于这个国家的第四大城市。在返程之前，千
easier to be car-free in the city.
Shepherd 将 随时准备为您的休斯顿之行带来绝无仅makes it万不要错过休斯顿市中心的
Avenida Houston 街区
有的用餐体验。
和绿色探索公园，在这里，您可以和您的家人，还
ever-changing calendar of activities for your family,
including your four-legged ones!

休斯顿户外休闲

有您的宠物一起体验丰富多变的活动！

博物馆

休斯顿博物馆区由 19 座博物馆组成，其中大多数
博物馆彼此临近，步行即可到达。您可以在自然科HIGH
学博物馆的古生物展厅内徜徉，在休斯顿美术馆浏 ºF
览经典和现代艺术作品，或是到休斯顿动物园享受 ºC
喂长颈鹿的乐趣。您还可以在非裔士兵博物馆了解
LOW
精彩的历史，在健康博物馆一探人体内部构造的奥 LOW
妙，或在休斯顿儿童博物馆欣赏您的孩子建造自己 ºF
ºC

www.VisitHoustonTexas.com

the Preston Street Bridge…you’ll
thank us!

aquarium while you eat!

Arkansas
In the middle of Houston, there’s a
century old log cabin that specializes
in wild game and gulf seafood. The
Rainbow Lodge is one of the most
unique and romantic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休斯顿特色

Have a nightcap at the cozy La
Carafe (which al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 oldest bars in
Houston) or the swanky Public
Service Wine and Whiskey.

休斯顿轻轨在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横跨
JAN
JAN
FEB
FEB
MAR
MAR
APR
APR
MAY
MAY23 英JUN
JUN
里，比如博物馆区、东区、医疗中心等等。市中心
59
59
63
63
72
80
80
84
84
90
90
有免费巴士服务
GreenLink
和 26.5
OrangeLink
，让您能
15
17
22
26.5
28
32
够更方便地享受无车出行。

探究休斯顿太空中心为何成为游客们休斯顿之行的
首选地之一。如果您渴望一次独特的经历，您可在
每周五来此参观，还可以与宇航员共进午餐。请记
得提前预订。如果您想一睹世界上最大型的牛仔竞
技，不妨在 3 月份时来观看休斯顿牛仔竞技节和牲
UNIQUELY
UNIQUELY
HOUSTON
HOUSTON 200 万游
口，这项展会持续
20 天，每年接待超过
客，是休斯顿的一项传统。若您
4 月来休斯顿，推
Get off the beaten path with these truly insider tips!
”一游，在
荐您到艺术汽车博物馆的“玛哈尔车库
The National Museum of Funeral History, where
“any
day above ground is a good one” enlightens visitors on
一年一度的艺术汽车大游行中一睹这些当代汽车作
one of man's oldest cultural rituals. Stop by our
品的风姿。探索休斯顿的城市艺术区，分享值得在
permanent ”Garage Mahal” at the Art Car Museum,
Instagram
10 月到此游览，参
time your 上展现的图片；若您
visit to April and see these
contemporary
creations
out for a drive during the annual Art Car
加
HUE（休斯顿城市体验）节活动。不妨在第八大
Parade. Spend an afternoon at 8th Wonder Brewery
奇迹啤酒厂度过午后时光，您可以在适合家庭（和
where you can try our local beer on a family (and pet)
friendly patio. Make a night of it since it’s within walking
宠物）欢聚的露台上品尝当地啤酒。棒球、篮球和
distance of our baseball, basketball and soccer
soccer stadiums!
stadiums!
足球场步行即可到达，您可在此通宵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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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veston

两个独特的世界。世界彼此相连。

每天都会有多个
前往休斯顿的

Gulf of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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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斯顿到：

从休斯顿到查尔斯湖
140 英里 » 2.25 小时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 165 英里 » 2.89 小时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339 英里 » 3.5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51 英里 » 1.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 300 英里 » 3.08 小时

从查尔斯湖到：

路易斯安娜州亚历山大................102 英里 » 1.75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巴吞鲁日...............122 英里 » 2.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比洛克希................... 272 英里 » 4.00 小时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177 英里 » 3.00 小时
密西西北州杰克逊....................... 300 英里 » 4.5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拉菲特......................75 英里 » 1.00 小时
阿肯色州小岩城........................... 400 英里 » 6.00 小时
密西西比州那切兹........................ 172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218 英里 » 3.00 小时
路易斯安娜州什里夫波特............185 英里 » 3.50 小时

www.VisitLakeCharles.org
ANNE KLENKE

旅游总监——查尔斯湖

aklenke@visitlakecharles.org
001 337 502 4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