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南加州的绿洲

地理位置
大棕榈泉位于洛杉矶以东, 距洛杉矶仅2小时车程,
是南加州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
这里九座各具特色的城市, 有众多奢华酒店,
度假村和水疗中心, 以及世界级的音乐节和电影节。
大棕榈泉也是通往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门户。

扫描二维码
了解最新航空路线图
airlines servicing greater palm springs
Aha!

American Airlines

Alaska Airlines
Allegiant Air

Flair Airlines
JetBlue
Southwest

航线与航空公司可能变更
Delta Airlines
Air Canada

Swoop
Sun Country
United Airlines
WestJet

棕榈泉国际机场(PSP)

棕榈泉国际机场(PSP)被旅行网站SmarterTravel.com
评为美国十佳"快捷无压力机场"之一,
让旅客们感到宾至如归。在值机办理快捷度,
TSA安检快捷度和友善度方面, 机场得分很高；
而且从下飞机到领取行李, 抵达当地酒店,
只需几分钟时间。
航空伙伴

Routes and carriers are subject to change

旅行距离

门户城市

英里

公里

英里

公里

洛杉矶

110

177

安纳海姆/迪士尼

90

145

旧金山

498

801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396

637

拉斯维加斯

273

439

死亡谷

299

481

圣地亚哥

110

177

大峡谷

401

645

凤凰城/斯考茨岱尔

280

451

圣塔芭芭拉

200

322

萨克拉门托

485

781

一日游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61

98

安沙波利哥沙漠州立公园

78

126

大熊湖

94

151

索尔顿湖休闲区

53

85

蒂梅丘拉酒乡

69

111

博雷戈斯普林斯/奥克提洛

87

140

爱德怀

4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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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泉
氛围亲密的社区, 由精致餐饮、购物、精品酒
店和二十世纪中叶风格的现代建筑营造而成。

9座度假城市

一处美丽绿洲

• 棕榈泉缆车

拉昆塔
高尔夫天堂。周边有风景秀丽的圣罗莎山,
绝佳的餐饮、购物 、徒步小径以及丰富的艺
术与文化。

• 棕榈泉航空博物馆

• 美运通PGA高尔夫巡回赛

• 棕榈泉国际电影节

• 拉昆塔艺术节

• 上城设计区

• 拉昆塔老城

• VillageFest本地市集（每周四晚）

• PGA WEST球场

沙漠温泉
这个古雅的社区, 地下既有天然矿物温泉,
也有冷水蓄水层, 多家水疗中心都坐落于此。
• 20家矿物温泉水疗精品度假酒店

印第安维尔斯
这座以顶级奢华度假酒店而闻名的城市中,
有绝佳的水疗中心、购物餐饮以及适合全年的
休闲活动。

• 因其独特的饮用水而成为美国最受欢迎
的城市之一

• 印第安维尔斯艺术节

• 卡博特的普韦布洛博物馆

• 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花园
(巴黎银行公开赛)

• 长峡谷小径
大教堂城
适合家庭快乐游, 有独特的餐饮、徒步
以及从复古到新潮的各种个性化购物体验。
• 大教堂城市政广场的“生命之泉”
获奖石雕作品
• 大联盟梦想体育公园
• 热气球节
• Perez路艺术与设计区
兰乔米拉
顶级高尔夫球场、绿意盎然的宅邸、
一流的购物和高端餐饮, 让兰乔米拉被誉为
"总统们的游乐场"。
• 阳光之乡安纳伯格庄园
• 阿瓜克莱恩特赌场水疗度假酒店的演出
• 兰乔米拉天文台
棕榈沙漠
文化、教育与零售场所众多, 而餐馆、
高尔夫度假村、绵延数英里的远足步道、
购物场所则丰俭由人, 应有尽有。
• 沙漠学院街头集市

• 印第安维尔斯高尔夫度假村

印第欧
以家庭游为特色的"节庆之城",
农业丰富多样, 娱乐活动全球驰名。
• 音乐节（科切拉音乐节、驿马音乐节）
• 黄金国马球场
• 帝国活动场地
• 印第欧旅游展
• 马球场
• 国际玉米粉蒸肉节
• 河滨县博览会暨全美椰枣节
• 希尔兹枣园
科切拉
这座大棕榈泉地区最东端的城市, 有大片的棕
榈林, 并以众多欢庆墨西哥—美国文化传统的
活动而闻名。
• 通往索尔顿湖的门户
• 科切拉壁画
• 普韦布洛维霍历史之旅
• 星期六农夫集市
本地区活动

• 沙漠中的罗迪欧大道：El Paseo

• 农业之旅

• 徒步

• 麦卡伦表演艺术学院

• 建筑之旅

• 好莱坞历史

• 国家纪念地游客中心

• 赌场

• 热气球

• 盖伦艺术家理事会

• 科切拉山谷体育场 • 吉普车之旅

• 沙漠动物园和植物园

• 生态之旅

• 购物

• 高尔夫

• 风车之旅

目的地核心优势

大棕榈泉地区的品牌定位, 基于目的地的自
身特质。九座城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氛围有
共通之处, 吸引着游客的到来。

身心健康

户外探险

艺术文化

美食

身心健康
美洲原住民部落是最早在大棕榈泉地区定居的人。
数千年来, 他们在这片有着天然矿泉、
阳光蓝天和摇曳棕榈的绿洲上繁衍生息。20世纪20年代,
好莱坞的名人们被这里疗愈的温泉和无尽的阳光所吸引,
来此放松、充电。
今天, 9座城市融合为一片宁静自然, 远离喧嚣的疗愈胜地。
风景壮丽的徒步路线, 穿过古老的峡谷和抚慰身心的瀑布；
而透着自然光的水疗中心, 在清风中被低语的棕榈树环抱…在大棕
榈泉, 感受从未有过的欢愉与平静。

户外探险
大棕榈泉是户外探险家的圣地,
户外运动和娱乐活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你可以选择徒步、热气球、滑翔、四驱车或骑马,
然后留出一些时间来打高尔夫球、网球、马球、
游泳或越野滑雪！或者试试自行车探险怎么样？在棕榈
树林和松林之间, 大棕榈泉的冒险活动等待着您。

美食/餐饮指南

艺术与文化
参观众多的现代博物馆, 公共艺术
装置和艺廊, 探索这片艺术与文化
的绿洲。
从当代艺术展到本地艺术家画
廊, 大棕榈泉的文化体验十分丰
富。20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
年度艺术节、还有科切拉音乐
节、驿马音乐节等全球盛事,
都让人灵感迸发。

品尝大棕榈泉的本地风味。从农场直运美食,
到传承美国经典的创意菜, 沙漠中的美食总是充满惊喜。
高端夜总会、出色的美食、美酒和精酿啤酒节, 还有备受
期待的美食活动, 让大棕榈泉成为不容错过的美食目的
地。

20世纪中叶现代建筑

大棕榈泉地区的建筑与设计极具魅力。
感谢艾伯特·弗雷 (Albert Frey)、唐纳
德·韦克斯勒 (Donald Wexler)、约翰
·劳特纳 (John Lautner)、E·斯图尔特
·威廉姆斯 (E. Stewart Williams) 等著
名建筑师, 在本地区留下了大量20世纪
中叶风格的作品。
棕榈泉艺术博物馆

博物馆地处市中心, 全年举办各种引
人入胜的临展, 并辅以大量永久馆藏,
其中包括夏加尔, 沃霍尔、
利奇滕斯坦、摩尔、弗兰肯塔勒、
卡普尔、贾德、莫里斯、亚当斯、
劳申伯格等人的作品。
餐饮选项多多
艺术棕榈泉APP
艺术无处不在。艺术棕榈泉APP
(artsGPS) 让你轻松找到公共艺术。
可在 App Store 下载该应用程序。

从户外咖啡馆到遍布各处的高级餐厅和轻松小馆,
在大棕榈泉享用独特的菜肴和充满创意的美食。
想要找到好吃的地方, 请访问DINEGPS.COM
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dineGPS。

在"西部高球之都"开球

300+
阳光灿烂的日子

壮丽的沙漠风光, 加上完美的球场条件,
让不同水平的高尔夫球手都能在大棕榈泉享
受高球乐趣。
访问 visitgreaterpalmsprings.com/golf, 了解
• 每年的球场草坪交播时间表
• 当地高尔夫球用品商店
• 高尔夫专业指导
• 打球后的美食指南（第19洞）

皮特·戴伊 (PETE DYE) — 拉昆塔高尔夫俱乐部度
假酒店和PGA WEST九座球场之中的四个, 以及传教
山乡村俱乐部 (Mission Hills Country Club), 传教山威
斯汀高尔夫度假酒店与水疗中心 (Westin Mission Hills
Golf Resort & Spa) 的球场, 都展现了这一多产设计师
的标志性元素。
尼克·法尔多 (NICK FALDO) — 影岭球场是位于棕
榈沙漠万豪酒店的法尔多作品，被《高尔夫周刊》
评为全美"最佳度假村球场"第75名。
约翰·福特 (JOHN FOUGHT) — 福特将位于印第
安维尔斯的东部球场 (East Course) 重新改造为高球
手球场 (Players Course), 这座球场被《高尔夫周刊》
评为全美最佳城市球场第7名。
杰克·尼克劳斯 (JACK NICKLAUS) — 从俱乐部会
所到果岭, 尼克劳斯设计团队打造的艾瑟纳高尔夫俱
乐部球场 (Escena Golf Club)、位于印第安维尔斯的
托斯卡纳乡村俱乐部球场 (Toscana Country Club)、以
及位于拉昆塔的PGA WEST杰克·尼克劳斯私人球场
(Jack Nicklaus Private Course)、杰克·尼克劳斯锦标
赛球场 (Jack Nicklaus Tournament Course), 都体现着棕
榈泉炫酷的气息。
格雷格·诺曼 (GREG NORMAN) — 在PGA
WEST的诺曼球场 (The Norman Course), 60英亩狭小
的球道, 向有着9个池塘的果岭逐渐收窄, 对任何级
别的选手都堪称挑战。

阿诺德·帕尔默 (ARNOLD PALMER) —
这位高尔夫传奇设计了该地区多座球场, 其中包括位
于拉昆塔的山景乡村俱乐部球场
(Mountain View Country Club)、传统高尔夫俱乐部球
场 (Tradition Golf Club)、银石度假村球场
(Silver Rock Resort)、PGA WEST帕尔默球场
(Palmer Courses)；位于棕榈沙漠的古典俱乐部球场
(The Classic Club)、印第安岭乡村俱乐部 (Indian Ridge
Country Club)、 的阿罗约球场 (Arroyo) 和格罗夫球
场 (Grove); 以及位于兰乔米拉的传教山乡村俱乐部
球场 (Mission Hills Country Club)。
泰德•罗宾逊 (TED ROBINSON) — “水景之王”
罗宾逊在兰乔拉斯帕尔马斯乡村俱乐部球场
(Rancho Las Palmas Country Club) 和沙漠温泉市JW万
豪酒店球场所打造的标志性水景, 堪称永恒经典。
李•施密特 (LEE SCHMIDT) 和布莱恩•科里
(BRIAN CURLEY) — 该团队给位于泰拉戈的印第欧
高尔夫俱乐部设计了南北两个球场
(North and South courses)。
盖瑞•普莱尔 (GARY PLAYER) — 传教山威斯汀
高尔夫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的盖瑞普莱尔签名球场
(Gary Player Signature Course)、是该度假村的两座锦
标赛球场之一。这两座球场给予挑战高尔夫爱好者
完全不同的挑战体验。
 姆•韦斯克夫 (TOM WEISKOPF) — PGA WEST的
汤
汤姆•韦斯克夫私人球场, 是他在大棕榈泉地区设计
的唯一球场, 也是那些高尔夫痴迷者的心中挚爱。

锦标赛球场
科切拉山谷的职业高尔夫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5年, 当时的雷鸟乡村俱乐部 (Thunderbird
Country Club) 举办了第11届莱德杯高尔夫球
赛 (Ryder Cup)。名流云集的沙漠高尔夫在全
球都颇具诱惑, 形形色色的赛事蜂拥来到大棕
榈泉地区, 其中包括职业球员赌球赛
(the Skin’s Game) 和大角羊之战 (Battle at
Bighorn)。今天, PGA美巡赛中的美国运通
赛、女子LPGA巡回赛中的雪佛兰赛、PGA美
巡赛的资格赛, 仍然在这里举办。

以下是一些对公众开放的前锦标赛球场
• 古典俱乐部 (The Classic Club), 棕榈沙漠
• 银石度假村, 拉昆塔
• 。
PGA WEST体育场球场, 拉昆塔

• 杰克·尼克劳斯签名球场, 拉昆塔
• 泰拉戈球场, 印第欧
• 印第安维尔斯高尔夫度假村,
印第安维尔斯

造访南加州沙漠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沿着62号公路向29棵棕榈行驶, 一路美景之中,
就来到了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北入口。在这片
荒芜的沙漠中, 生活着与公园同名的约书亚树"森
林", 各种沙漠野生动物, 风光令人赞叹, 历史亦
丰富多彩。附近的公园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
言, 可谓宝藏之地, 全年适合徒步旅行、露营、
攀岩或参加导览游。春天, 绚烂的野花盛开, 或
许还会看到沙漠陆龟从冬眠中苏醒。
就地质构造而言, 公园内有怪石嶙峋的崎岖山
脉、花岗岩巨石、河谷、盆地、以及阿罗约山
脉、普拉亚山脉和冲积扇构造。除了迷人的地貌
和野生动植物,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以早期居住在
这里的平托人（Pinto Man）遗迹著称。众多徒
步小径沿途, 十九世纪淘金者废弃的矿井正等待
着被你发现。

公园内攀岩与徒步
这里是高海拔沙漠攀岩圣地,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爱好者。巨型巨石、经典的裂缝、石板和陡
峭的攀爬机会甚至吸引了最资深的攀岩者。
公园里有400多个攀岩形态和8000多条攀爬路
线, 适合各种级别的攀岩爱好者。

沙漠地区特色

游览加州沙漠

加利福尼亚州有三大沙漠：莫哈韦沙漠、科罗拉多沙漠、大盆地沙漠。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沙漠, 乃至加州别处不同, 加州沙漠是个充满冒险,
历史和探索的"主题公园", 吸引着游客们的到来。本地区的海拔高度从数
千英尺到海平面以下85米不等, 咕咕冒泡的天然温泉有益身心, 而神秘
山丘和峡谷中则据说隐藏着数百处昔日的老矿和鬼城。

01 安博伊火山口国家自然地标

AMBOY CRATER NATIONAL NATURAL LANDMARK

作为一处地质意义非凡的奇观, 安博伊火山口
(Amboy Crater）是对称锥形火山的优秀范本。

02 加勒塔草甸 GALLETA MEADOWS
(波列哥泉)

了解艺术家Ricardo Breceda创作的史前动物和现
代动物钢焊接雕塑作品。

沙漠地区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温度
月
1月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坐拥近80万英亩神秘美景, 约书亚树国家
公园无疑是世界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
沙漠宝藏之一。公园占地广阔, 规模宏大,
遍布花岗岩巨石, 艳丽的岩石和圆石, 为生
态旅行者, 户外冒险家和自然主义者带来了
神奇的感受。两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共同构建
了这片宁静的土地, 特别适合冥想和漫游；
而这片土地由极端的气候塑造而成, 风雨交
加与烈日暴晒交替出现。

平均最低温度

平均降雨量

（华氏度/摄氏度）
（华氏度/摄氏度） （英寸/厘米）
70/21

44/6.5

1.16/2.95

2月

75/24

47/8

1.2/3.05

3月

80/26.5

51/10.5

.49/1.24

4月

86/30

56/13

.05/.13

5月

94/34.5

63/17

.02/.05

6月

104/40

70/21

.02/.05

7月

108/42

76/24.5

.14/.36

8月

107/41

76/24.5

.29/.74

9月

101/38

70/21

.22/.59

10月

91/33

61/16

.20/.51

11月

76/24.5

48/9

.38/.97

12月

70/21

40/4.5

.7/1.78

年度

90.5/32.5

62.3/16.8

2.28/5.8

03 主街的墙画
(巴斯托)

沿着66号公路现存的最后一条主街, 步行探索这
条壁画的历史长廊, 加入壁画之旅导览游, 或者
自助游览。

04 马恩街狂奔西部秀
(先锋镇、4-10月）

感受美国西部的精彩, 演员们的演绎让旧日西部
重现。

05 米切尔溶洞
米切尔溶洞于2017年11月对公众重开。作为加
州州立公园系统中唯一的石灰岩洞穴, 在这位于
莫哈韦东部偏远地区的溶洞, 可以看到错综复杂
的石笋、钟乳石和史前化石。

圣安德烈亚斯断层
06

THE INTEGRATRON

(兰德斯LANDERS)

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是一个地面上的裂缝,
蜿蜒800英里穿过加利福尼亚州, 延伸到地
球内部10英里深处。它是形成大量地震的
地质特征, 能够产生大地震。主断裂带贯穿
科切拉谷, 从地表突出, 极为壮观,
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难能可贵的地质体验。

恶水盆地

对于那些追求内心苏醒与发现的人而言, 在令人
难忘的"音浴"中放松, 可谓完美的体验。

07

岩石雕刻公园

PETROGLYPH PARK
(里奇克莱斯特 RIDGECREST)

游览克恩县最新的公园, 这里有古老的美洲原住
民岩石艺术。

08

SKY'S THE LIMIT 天文台及自然中心

(二十九棵棕榈TWENTYNINE PALMS)

死亡谷的最低洼处, 是近200平方英里的白
色盐碱滩。在恶水盆地, 你行走于一大片如
月球表面一般浩瀚荒凉的平地之上。脚下的
结晶,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它们在这恶劣
的环境中, 随气候变化不断破碎, 重塑。
中间的盆地被认为是死亡谷的排水系统。

每个星期六晚参加免费的沙漠夜空观星活动
(满月日除外)。

安沙暗夜保护区
09

卡里科鬼镇
(耶莫YERMO)

在大棕榈泉和周边的沙漠中, 感受无与伦比
的观星体验。波利哥泉位于大棕榈泉以南
不到一小时车程处, 是世界上仅有的15个暗
夜保护地之一, 也是加利福尼亚州唯一的暗
夜保护地。作为国际暗夜保护项目的一员,
波利哥泉黑暗夜空的光源, 只有上百万颗璀
璨繁星。

加利福尼亚州银矿开采最盛年代的一座老西部
矿业小镇, 自1881年起就在这里。周边有500个
矿藏, 12年时间里开采出超过价值2000万美元
的银矿。

10

66号公路

(尼德尔斯-圣塔莫尼卡)

66号公路记录了西进的时代。那时, 去西部代
表着寻找新的机遇, 一路还有沿途的无限风光
相伴。

VISITCALIFORNIADESERTS.COM

闺蜜出游

任何行程
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体验

艺术与文化

• 浏览该地区独特的二十世纪中叶现代风格建
筑。参观棕榈泉艺术博物馆和阳光之乡安纳
伯格庄园。
• 参加享有盛名的年度棕榈泉国际电影节,
观看来自全球各地的精彩影片, 一睹好莱坞
明星的迷人风姿。
• 在大名鼎鼎的拉昆塔艺术节寻找灵感。
• 参观阿瓜克莱恩特文化博物馆、卡博特的普
韦布洛博物馆, 以及科切拉山谷历史博物馆,
了解独特的南加州文化传统。
• 走进百老汇戏剧巡演、爵士歌舞表演和夜总
会, 还有闻名世界的科切拉音乐节、驿马音
乐节, 感受热闹的音乐和戏剧场景。
• 探索后街艺术区的各种画廊, 艺术家工作室
和艺术商铺。

美食

• 印第欧的国际玉米粉蒸肉节有300多家商铺、
多处现场表演, 以及葡萄酒和啤酒花园。
• 在一年一度的河滨县博览会和全美椰枣节期
间, 享受10天的美食、嘉年华游乐场和现场
娱乐。
• 在棕榈沙漠美食美酒节, 游客们可以品尝多位
名厨亲自上阵烹饪的美食、啜饮60多款高端
葡萄酒、香槟, 并了解最新的餐饮流行趋势。
• 加入沙漠美食之旅, 来一次为时三小时的美食
与文化漫步。

• 到棕榈沙漠El Paseo, 或是拉昆塔老城古雅社
区的专卖店和时尚精品店尽情血拼。
• 在棕榈泉派克酒店（Parker Palm Springs),
拉斯帕尔马斯水疗（Spa Las Palamas), 或双
排棕榈度假酒店（Two Bunch Palms Resort),
享受度假水疗日。
• 在众多瑜伽工作室体验一堂瑜伽团课。
• 在度假酒店或度假别墅的泳池畔, 喝一杯玛格
丽塔冰霜。
• 在棕榈泉的Spencer’s餐厅或Cheeky’s 餐厅,
棕榈沙漠的 Wilma & Frieda’s Café, 或是印
第安维尔斯的VUE烧烤酒吧吃上一顿美美的
香槟早午餐。

哥们儿出游

• 前
 往Thermal Club的宝马西部性能中心, 体验
一堂宝马M系列车驾驶课, 然后系好安全带,
随专业车手来进行一次刺激的竞速。
• 在世界顶级高尔夫建筑师设计的锦标赛级球
场开球。
• 徒步、骑自行车、游泳、网球、吉普车之旅
或者摩托车之旅, 在水疗中心享受男士疗程,
放松身心。
• 在科切拉谷啤酒公司（Coachella Valley
Brewing Company)、Taproom 29、拉昆塔
啤酒公司（La Quinta Brewing Company)、
Babe’s Bar-B-Que & Brewhouse畅饮本地精
酿啤酒, 或者在印第安维尔斯凯悦酒店参加
"威士忌与拉伸", 先上一节瑜伽私教课, 然后
品尝葡萄酒或苏格兰威士忌。

家庭游

• 乘坐世界上最大的旋转缆车——棕榈泉空中
缆车, 一路惊险地爬上8000多英尺高峰。
• 游览沙漠动物植物园（The Living Desert Zoo
& Gardens), 在这个占地1,200英亩的保护
区内, 可以看到450多种沙漠动物和许多其
他景观。
• 坐上吉普车观光, 欣赏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或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奇观。
• 在Offroad Rentals 租辆全地形车,
到Windy Point的沙丘体验冲沙乐趣。

户外活动

身心健康

• 在沙漠温泉的近20个精品水疗度假酒店,
享受疗愈的天然矿物温泉。
• 大棕榈泉和周边地区有100多条徒步小径,
适合所有水平的徒步者。请访问网站：
Visit hikingingps.com了解更多。
• 在这片绿洲中的豪华度假酒店,
上一堂有氧运动、瑜伽、普拉提、
动感单车或健身课程。
• 在度假村、公园或网球学院打一场网球。
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花园的顶级网球场对提前
预订并付费的客人开放。
• 逛逛农贸市场、餐厅、咖啡馆, 品尝本地种
植的蔬菜水果。

• 参加Big Wheel Tour山地自行车导览之旅,
招牌"地震峡谷快车"体验让肾上腺素飙升。
• 追随内心的牛仔梦, 到烟树养马场（Smoke
Tree Stables）花一个下午骑马穿越遍布棕榈
树的峡谷。
• 在大棕榈泉附近的几处美丽场地踢一场足球
式高尔夫。
• 大棕榈泉的群山和棕榈树下, 有一个巨大的
蓄水层, 地上的绿洲因此而形成。到位于千
棕榈树地区的科切拉山谷保护区和位于棕榈
泉的印第安峡谷, 漫步于大自然的棕榈绿洲,
看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
• 花一个下午, 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自然小
径上徒步, 攀登巨石, 或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自然景观练习一下摄影技巧。

购物
LGBTQ

• 体验大棕榈泉地区的骄傲节游行, 这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骄傲节活动之一。
• 参加大教堂城LGBTQ日 (Cathedral City
LGBT Days)、迪娜肖尔周末派对
(Dinah Shore Weekend)、年度白色派对
(White Party) 等LGBTQ活动。
• 参加一年一度的"多元影院:棕榈泉男女同性
恋电影节"。
• 到各种服务LGBT社区的夜总会欣赏娱乐
表演。
• 在棕榈泉上城设计区, 欣赏令人惊叹的艺术
和建筑。

• 逛逛棕榈沙漠时尚的El Paseo购物区和棕榈
泉市中心的棕榈峡谷精品店。
• 漫步于精彩多姿的VillageFest露天集市和沙
漠学院街头市集。
• 到距离棕榈泉市以西20分钟车程的沙漠山
奥特莱斯和卡巴松奥特莱斯血拼。
• 探索上城区设计区, 大教堂城佩雷斯艺术与
设计区, 以及整个绿洲地区里众多销售20世
纪中期复古风格现代家具和装饰的独特二
手商店。
• 在拉昆塔老城, 兰乔米拉大河购物中心
(The River) 体验精品购物和餐饮。

1月

标志性节庆活动

8月

• 棕榈泉国际电影节

• 爱德怀松林爵士音乐节

• PGA巡回赛、美运通赛事

• 泳池派对

• 西南艺术节
• 帝
 国马球俱乐部和黄金国马球俱乐部的
星期日马球赛 （1-3月）
• HITS沙漠马术表演 （1-3月）

9月
• 多元影院LGBTQ电影节
• 尖叫嘉年华Fiestas Patrias - El Grito

2月
• 现代主义周
• 棕榈泉之旅
• 河滨县博览会暨美国椰枣节
• 棕榈泉美术展
• 麦考米克收藏汽车拍卖会

10月
• 约书亚树根音乐节
• 沙漠奇观万圣节
• 棕榈沙漠高尔夫球车游行
• 棕榈泉女性爵士音乐节
• 现代主义周秋季预览

3月

• 科切拉山谷体育场AHL曲棍球赛
(至4月)

• 巴黎银行网球公开赛
• 拉昆塔艺术节
• 科切拉山谷野花节
• 原住民电影节
• El Paseo 时装周
• 棕榈沙漠美食美酒节

4月
• Club Skirts 迪娜肖尔周末派对
• 美国纪录片电影节
• 印第安维尔斯艺术节
• 科切拉山谷音乐与艺术节

11月
• 杰奎琳·科克伦航空展
• 大棕榈泉骄傲大游行
• 棕榈泉老兵日游行
• 兰乔米拉艺术节
• 沙漠艺术节
• 美国墨西哥亡灵节
• 麦考米克收藏汽车拍卖会
• 沙漠奇观野外灯展
• 印第欧Pow Wow
• 大教堂城热气球节

• 驿马乡村音乐节
• 白色派对

12月
• 棕榈泉灯光游行节

5月
• 五月五日嘉年华
• 约书亚树音乐节
• 国际博物馆日
• 阿瑟莱昂斯黑白电影节

6月
• 棕榈泉国际短片电影节
• 泳池派对

7月
• 独立日庆祝活动及烟花（各城市）

• 印第欧国际玉米粉蒸肉节
• 棕榈泉客栈徒步游
• 科切拉圣诞游行

全年
• VillageFest本地市集（每周四）
• 沙漠学院街头市集（周六、日）
• 农夫市场
扫描以下二维码、查看有关我们标志性活动
的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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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棕榈泉地区是南加州最负盛名的度假胜地绿洲, 由九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组成,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精彩之处。从小型精品酒
店到五星级豪华度假酒店, 大棕榈泉的住宿设施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目的地常住人口379,703人, 每年1-5月的冬季 (1-5月), 当地
人口激增至60多万。
I N

S

Salton Sea

THE CITIES AND THEIR POPULATIONS*:

气候

棕榈泉47,897
沙漠热泉 
25,585
大教堂城 54,357
兰乔米拉 18,193
棕榈沙漠 52,575
印第安维尔斯 5,370
拉昆塔 41,076
印第欧 89,469
科切拉 45,181
总人口
379,703
*2019统计

游客与旅游统计
每年的过夜游客 
每年的一日游/过夜游客 
房间数 
酒店 
度假屋 

770万人次
1千400万人次
17,000+
160+
6,000+

晴天		

年平均300天

降雨 		
年平均139 毫米
		
温度

1月		
4月		
7月		
10月		

43°-69° F • 6°-21° C
59°-91° F • 15°-33° C
76°-108° F • 24°-42° C
63°-93° F • 17°-34°C

爱上本地生活

订阅

南加州绿洲的众多无
数独特体验, 正等待您
来探索。大棕榈泉的
各种奢华体验之后,
不妨探寻一下本地的
最佳宝藏。当地烘焙
咖啡、家庭餐馆、以
周围沙漠为灵感的精
酿啤酒, 还有别致的景
点, 都令人惊喜不已。
视频系列
访问大棕榈泉旅游会
展局的 YouTube页面,
观看视频并获得旅行
灵感。
关注我们的漫游清单,
了解如何在山顶上留
下足迹, 前往鲜有人
至的奇趣之地, 或是
探索令人惊讶的古怪
空间。
关注The Chill Chaser,
艾米·耶林顿 (Amy
Yerrington) 为你追踪
了大棕榈泉地区最酷
的休闲之地, 所以你不
必自己去研究了！了
解最美味的食物, 最
佳购物地点, 精彩刺激
的活动, 还有艺术、水
疗、夜生活等等。
用我们的dineGPS和
craftGPS, 找寻大棕榈
泉的当地风味。农场
直运美食, 创意十足的
美国经典美食, 让九座
城市的餐饮都充满了
惊喜美味。
南加州的绿洲四季常
青, 欢迎来享受大棕榈
泉的一切美好。

目的地导览
免费提供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各种
宣传材料, 助力您推广大棕榈泉地
区。
免费提供年度游客指南、官方高尔
夫指南, 目的地和本地区地图等推
广资料。

旅游从业人员资源包

在大棕榈泉阳光普照的绿洲, 为客户们创造
一段难以忘怀的体验。无论是想徒步穿越
圣安德烈亚斯断层, 欣赏约书亚树国家公园
的壮丽景观, 还是想品尝该地区丰富农产品
打造的农场直运美食, 或者重现一场二十世
纪中叶风格的豪华假期, 乃至只是在游泳池
边放松休闲, 在大棕榈泉, 规划完美的假期
都是如此简单。

MUST-SEES
•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Native Joshua trees give the park
its name, and unique plants and animals abound. Bulbous rock
formations make “J-Tree” popular with rock climbers (lessons
available), plus there are day hikes, camping and historic sites.
• Desert Hills Premium Outlets. Find incredible bargains at
everything from Armani and Tory Burch to Banana Republic and
Calvin Klein in more than 180 stores.

培训

您知道吗？大棕榈泉是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最喜欢的度假胜地, 人们常常看见他在棕
榈泉威洛斯历史旅馆 (The Willows Historic
Palm Springs Inn) 的山坡长椅上冥想。大棕
榈泉拥有超过50,000个游泳池。这里的人
均泳池数量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多。
融合了事实、八卦、和传奇故事的沙漠绿
洲, 无疑是一处迷人的目的地, 值得一次又
一次重新发现。 真正了解该地区的最佳方
式就是来亲身体验。

• Palm Springs Aerial Tramway. Soar 8,500 feet/2,950 meters
above the desert floor to pine-shaded Mount Jacinto State
Park. Trails lace the forest, and epic views a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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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 Canyons. On Agua Caliente tribal land, the canyons are
just minutes from downtown Palm Springs and a world away with
undisturbed natural beauty from palm oases to waterfalls.
• Sunnylands. Tour the breathtaking Rancho Mirage estate of
publishing magnate Walter Annenberg and his wife Lenore.
Book well in advance for house tours; admission to gardens is
free. Closed in August.

HIDDEN GEMS
• Pappy & Harriet’s Pioneertown Palace. Part of a former movie
set for Westerns, this modest venue is a magnet for quality
music.
• Sand to Snow National Monument. This new monument links to
Big Morongo Canyon Preserve and the Whitewater Preserve,
offering outstanding hiking, birding and desert beauty near
Cabazon.
• Smith’s Ranch Drive-in. One of the last American drive-in movie
theaters, offering double features under the stars.
• Gubler Orchids. A unique nursery with greenhouses filled with
colorful orchids and exotic plants.
• Integratron. An all-wood acoustical sound chamber with a
mystical history and “sound bath” experiences.
• Oasis of Murals. Take a self-guided tour of the historical murals
in downtown Twentynine Palms.
• Noah Purifoy’s Outdoor Desert Art Museum. Ten acres of
desert land near Joshua Tree devoted to more than 100
sculptures assembled from unique finds.
• The Living Desert. This family favorite has excellent exhibits
showcasing plants and animals from desert environments
worldwide.

DID
YOU
KNOW?

ree deserts make up the
esert Region—Mojave,
orado and Great Basin—
ach with unique plants,
animals, ecosystems
and geology.

超过50条徒步路线

• El Paseo. Nicknamed “Rodeo Drive of the Desert,” this flower
and art-trimmed strip in Palm Desert is home to Chanel and
other designer boutiques.

• Empire Polo Grounds. While arguably best known as the site of
annual music blowouts like Coachella and Stagecoach, it’s also
a great place to watch polo matches. Season runs January to
early April.

进行一次充满活力的徒步旅行, 在大棕榈泉
地区及周边有500多条徒步小径, 适合所有
运动水平的游客。访问 hikingingps.com了
解更多。

即使您无法亲自前往, 我们的旅业团队也提
供许多培训和教育机会, 可以让您像经验丰
富的专业人士一样销售大棕榈泉目的地。
我们目前通过Brand USA和Visit California
推出了两个在线培训项目, 请访问

visitgreaterpalmsprings.com/travel-trade/
training了解更多信息。

MORE IDEAS
CALIFORNIA WELCOME CENTERSM, YUCCA VALLEY.
Free brochures, maps, and tips on scenic drives, attractions,
dining, and lodging. 56711 Twentynine Palms Highway, Yucca
Valley, CA 92284; (760) 365-5464: cwcdrta.org

VISIT
CALIFORNIA
DESERTS

旅行社证书项目

Commerce & Visitors Bureaus
Inyokern
inyokern.net
Joshua Tree Gateway Communities
visitjtgc.com
Lone Pine Chamber
lonepinechamber.org
Mojave
visitmojave.com
Morongo Valley
92256.net/chamber
Needles
needleschamber.com
Palm Springs
visitpalmsprings.com
Parker Area Chamber
parkeraz.org
Ridgecrest
ridgecrestchamber.com
Twentynine Palms
29chamber.org (chamber),
visit29.org (visitors bureau)
Westmorland
cityofwestmorland.net
Yucca Valley
yuccavalley.org
ENGLISH

部分资料有中文、法语、德语、日语、
韩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按需提供。

AGENTS OF CHILL
旅游同业月 (10月)
保持联系
facebook.com/VisitGreaterPalmSprings
twitter.com/VisitGreaterPalmSprings
youtube.com/PalmSpringsUSA
instagram.com/VisitGreaterPalmSprings

大棕榈泉以其休闲文化而闻名, 从豪华度假
村、小型精品酒店到世界级的水疗中心,
从锦标赛级别的高尔夫球场, 到有趣的餐饮
和娱乐, 好好地享受每一次度假。VIP Chill
卡为旅行社同业提供了以特别的折扣价体
验目的地的机会。
visitgreaterpalmsprings.com/agentsofchill。

"发现美国"是美国旅游局的官方在线旅行社
培训工具, 内容涵盖美国的各种目的地和体
验, 以激励和帮助从业人员获得美国旅游专
家认证。旅行社员工可学习各地区及各个
州、领地的地理知识, 成为区域专家。然后
还可以获得特殊徽章以及定制的合作伙伴
徽章。该项目融合了超级考察团、线下活
动、网络研讨会以及点对点学习等内容。
加州旅游局充满活力的在线旅业平台"加州
之星", 通过线上培训和互动销售组件, 帮助
带动销售, 并加深旅行社对多元加州体验的
了解, 使旅行社成为专业的品牌大使。
如果您想了解此项目的最新信息, 请发送邮
件至 tourism@gpscvb.com。

9座度假城市
一处美丽绿洲
V I S I T G R E AT E R PA L M S P R I N G S . C O M
VISITGPSTOUR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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