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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公路关闭信息表 
 

• 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 1 号公路完全开放，从南部边境到西北角，直到最北边的目的地雷吉点 
(Ragged-Point)。 

 

• 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旅游目的地——莫罗贝 (Morro Bay)、卡尤科斯 (Cayucos)、坎布里亚 
(Cambria)、圣西米恩 (San Simeon)（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所在地）及雷吉点 (Ragged Point) 均可
从帕索罗布尔斯 (Paso Robles) 以南 101 号国道以西的 46 号公路进入，或者从圣路易斯-奥比斯保市 (San 

Luis Obispo) 进入北行的 1 号公路。 
 

• 从蒙特雷县 (Monterey County) 来的旅行者可以通过 101 号国道进入圣路易斯-奥比斯保县 (San Luis 

Obispo County)，以作为 1 号公路的替代路线，这样前往圣路易斯-奥比斯保县 (San Luis Obispo) 的行程可

以减少大约 25 分钟，具体依交通状况而定。 
 

• 从北面绕道前往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的行程与 1 号公路的行程相差无几，具体依交通状况而定。请注

意，由于新冠疫情，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已暂停该景点的游览活动，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从蒙特雷 (Monterey) 到雷吉点 (Ragged-

Point) 的驾车路线 
 

1) 从 1 号公路出发，走加州 68 号州道向东朝着萨利纳

斯 (Salinas) 行驶。 

2) 转到美国 101 号国道向南行驶。 

3) 在加州 46 号州道从 228 号出口向西朝着坎布里亚 

(Cambria) 行驶。 

4) 向右转到 1 号公路北行，然后继续前往雷吉点 
(Ragged-Point)。 

从雷吉点 (Ragged-Point) 到蒙特雷 (Monterey) 

的驾车路线 
 

1) 在 1 号公路向南行驶。 

2) 转到加州 46 E 州道/绿谷路 (Green Valley Road)。 

3) 进入美国 101 号国道向北行驶。 

4) 在加州 68 号州道从 327 号出口向西行驶，前往蒙特雷 

(Monterey)（或者继续向北朝着旧金山行驶）。 

5) 进入 1 号公路南行/加州 68 号州道西行。 

 

欲知详情及旅行路线最新消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 Caltrans 网站：Dot.Ca.Gov 

• Caltrans 快速地图：Quickmap.Dot.Ca.Gov 

• 访问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合作伙伴信息和资源： 
SLOCAL.com/things-to-do/ outdoor-activities/scenic-drives/highway-1/ 

• 访问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游客信息：SLOCAL.com/Getting-Here 

扫描此处以获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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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好的绕行线路：前往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 1 号公路 

尽管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 (San Luis Obispo County) 的北部地区现已关闭，但这里 1 号公路沿线著名的海岸风光和太

平洋探险之旅仍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体验“史上最好的绕行线路”，轻松绕过圣路易斯-奥比斯保县 (SLO CAL) 已关闭的
区域，回到蒙特雷 (Monterey) 的 1 号公路。 

 
在这条风景优美的线路上，您将有机会探索中部海岸的内陆城镇，这是其他线路都没有的。从雷吉点 (Ragged-Point) 绕行

前往蒙特雷 (Monterey)，比从 1 号公路常规线路要多花约 30 分钟，但沿途有趣而独特的景点会让您觉得时间花得很值。 
 

从雷吉点 (Ragged-Point) 到蒙特雷 
(Monterey) 的驾车路线 

1) 从 1 号公路向南行驶，经过圣西蒙 (San Simeon)

（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所在地）和坎贝里

亚 (Cambria) 的迷人村庄 
 

2) 向左转驶入加州 46 号公路东/绿谷路 (Green 
Valley Road) 

 

3) 进入美国 101 号国道北 
 
4) 从 327 号出口出来朝着加州 68 号公路/蒙特雷 

(Monterey) 行驶，或者继续向北朝着旧金山 
(San Francisco) 行驶 

 

5) 驶到 1 号公路南/加州 68 号公路西 
 
 
还有多余的时间？那就继续向南前进，经过卡尤科斯 
(Cayucos) 和莫罗贝 (Morro Bay)，探访当地有趣的景

点，加入刺激的冒险，观赏迷人的风景。然后从 41 号公

路向东，来到美国 101 号公路北段，靠近阿塔斯卡德罗 
(Atascadero) 镇。 

 
 

翻到背面查看详细的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路线图和推荐活动 »»» 
 

访问 SLOCAL.com/Getting-Here，查找互动式地图，了解详情和旅行建议 



别错过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有趣景点 

沿 1 号公路向南行驶，经过绕行线路，您将发现沿途有许多独特的景点，从历史名胜到现代热门景点应有尽有。在坎
布里亚 (Cambria) 的南部，沿 46 号公路向东行驶，经过风景如画的帕索罗布尔斯葡萄酒之乡 (Paso Robles Wine 

Country)，然后沿美国 101 号国道继续向北行驶。 

 

1) 雷吉点 (Ragged-Point)  + 大瑟尔之门  (The Portal to 
Big Sur)：这个地标坐拥价值百万美元的景观，有着标志性的 1 号公

路海岸以及惊心动魄的海浪。在雷吉点 (Ragged Point) 客栈寻找 “The 

Portal to Big Sur”——一块独一无二的木制雕塑，也是一次绝佳的拍照
机会。 

2) 象海豹观景点 (Elephant Seal Vista Point)：观看成百上

千的象海豹在下面这个景色迷人的海滩上生活，它们在这里蜕皮，照顾

孩子。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象海豹是 1 号公路经典的野生动物体验！ 

3) 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 斑马：由于新冠疫情，参观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的迷人艺术和建筑之

旅暂时取消。但可从 1 号公路观赏这座历史上著名的城堡，进入坎布里

亚 (Cambria) 后，就要多加小心，因为赫斯特古堡 (Hearst Castle) 

的南面经常有斑马在那里徜徉信步。 

4) 坎布里亚 (Cambria)：在月亮石 (Moonstone) 海滩驻足，看

海浪拍打海岸，或者前往主街来一次独特的古董寻觅之旅。 

5) 46 号公路观景点：天气晴朗的时候，这里是绝佳的拍照圣地，
远处就是摩洛岩 (Morro Rock)，保证拍出令人艳羡的度假照。 

6) 46 号公路的酒庄、葡萄园和酿酒厂： 帕索罗布尔斯 

(Paso Robles) 最近被 《日落杂志》评为“最佳葡萄酒之乡”，在这条路

线上，您可以探访当地各种企业。

 

7) 帕索罗布尔斯 (Paso Robles)：前往帕索罗布尔斯 (Paso 

Robles) 的路上，您可以到 巴雷浩司酿酒公司 (Barrelhouse 

Brewing) 或 泛士通沃克酿酒公司 (Firestone Walker Brewing) 酒

馆喝杯啤酒。到古雅的市中心公园走走，逛逛里面的商店和美术

馆，在餐馆和品酒室尝一尝美味。 

8) 小教堂 (Mission San Miguel Arcángel)：加州第 16 
小教堂被认为是加州保存最好、最正宗的小教堂。在这座历史地标

里，感受真正的历史。 

1 号公路其他景点 
哈莫尼 (Harmony)：不要被这个人口只有 18 人的小镇所欺

骗，哈莫尼 (Harmony) 拥有吹制玻璃厂、品酒坊以及奶油厂，因此

是您小憩的绝佳之地。 

卡尤科斯 (Cayucos)：观赏这座标志性的加州海滨小镇，其有

数英里长的沙滩，可以遛狗，冲浪，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码头。 

驻足参观超美味的布朗黄油饼干公司  (Brown Butter Cookie 
Company)。 

莫罗贝 (Morro Bay)：坐上皮艇看一看海獭、海豹、海豚和鲸
鱼，或者品尝咸水太妃糖，还有按磅称的鲜鱼和当地生蚝，同时还能

领略莫罗岩 (Morro Rock) 以及海湾的自然风光。

访问 SLOCAL.com/Getting-Here，查找互动式地图，了解详情和旅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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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旅行 － 进入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 1 号公路 

游客可通过美国 101 号国道，从洛杉矶轻松进入风景优美的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的 1 号公路体验圣路易斯-奥

比斯保 (SLO CAL) 的绝美风光，然后像本地人一样旅行，按照本表背面列出的建议，参与丰富多彩的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旅游休闲活动。 
 
对于继续向北进入蒙特雷县 (Monterey County) 的人士，通过加州 46 号州道轻松绕回到美国 101 号国道，可以

让您回到您可能错过的市镇。 

 
从洛杉矶 (LA) 到雷吉点 

(Ragged Point) 的驾车路线 

1) 向北进入美国 101 号国道。 
 
2) 从 1 号公路出口，朝着莫罗贝 

(Morro Bay) 行驶。 
 
3) 沿着 1 号公路前往雷吉点 

(Ragged Point) 。 
 
4) 通过 1 号公路向南回到加州  

46 号州道 E/绿谷路 (Green 

Valley Road)（大约 30 分

钟）。 
 

5) 北行的旅行者向东进入加州 46 号州道，再进入美国 

101 号国道向北行驶。 
 

 
扫描此处以获得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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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错过这些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景点 

当您沿着美国 101 号国道北向和 1 号公路在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LO CAL) 旅行时，您会发现沿岸有许许多多独特的

景点，从历史名胜到现代热点等等。 
 

1) 尼波莫 (Nipomo)：通过大门入口进入圣路易斯-奥

比斯保 (SLO CAL)，这里有宽阔的高尔夫球场、具有历史意
义的 Dana Adobe 和漂亮的瘦熊湖 (Oso Flaco Lake)。 

2) 大阿罗约 (Arroyo Grande)：享受大阿罗约 (Arroyo 

Grande) 的乡村氛围，您可以漫步摇曳生姿的小桥，寻觅古董，
还可以漫步于看见四处走动的鸡群。前往洛佩斯湖 (Lake 

Lopez)，您可以划船、徙步、高空滑索和骑自行车。 

3) Oceano 沙丘 + 格罗弗海滩 (Grover Beach)：
在海滩驱车行驶或沿着美丽的海岸线漫步，完全沉浸于沙丘美

景，然后在篝火旁欢聚，欣赏格罗弗海滩 (Grover Beach) 的
落日美景，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4) 皮斯摩海滩 (Pismo Beach)：快来参加经典加州氛
围之旅，品尝蛤蜊浓汤和面包、怡人的冲浪区以及水下洞穴，

如同一次独木舟冒险一样刺激。 
5) 圣路易斯-奥比斯保 (San Luis Obispo)：行走在充
满活力的市中心，参观 Mission San Luis Obispo de Tolosa

（加州第五传教团），以及在泡泡糖小巷 (Bubblegum Alley) 

留下您的印记。或进行令人激动的远足，品尝当地的精酿啤酒。 

6) 莫罗贝 (Morro Bay)：坐上皮艇看一看海獭、海豹、海
豚和鲸鱼，或者品尝咸水太妃糖，还有按磅称的鲜鱼和当地生蚝，

同时还能领略莫罗岩 (Morro Rock) 以及海湾的自然风光。 

7) 卡尤科斯 (Cayucos)：观赏这座标志性的加州海滨小镇，

其有数英里长的沙滩，可以遛狗，冲浪，还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码头，以及驻足参观超美味的布朗黄油饼干公司 (Brown Butter 
Cookie Company)。 

8) 哈莫尼 (Harmony)：不要被这个人口只有 18 人的小镇所欺

骗，哈莫尼拥有吹制玻璃工厂、品酒以及奶油厂，因此是您在此小

憩的绝佳之地。 

9) 坎布里亚 (Cambria)：在月亮石 (Moonstone) 海滩驻足，

看海浪拍打海岸，或者前往主街来一次独特的古董寻觅之旅。 

10) 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 + 斑马：由于新冠疫情，
参观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的迷人艺术

和建筑之旅暂时取消。但可从 1 号公路观赏这座历史上著名的城堡，

进入坎布里亚 (Cambria) 后，就要多加小心，因为赫斯特古堡 

(Hearst Castle) 的南面经常有斑马在那里徜徉信步。 

11) 象海豹观景点 (Elephant Seal Vista Point)：观看

成百上千的象海豹在下面这个景色迷人的海滩上生活，它们在这里

蜕皮，照顾孩子。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象海豹是 1 号公路经典的野

生动物体验！ 

 
 
 
 
 
 
 
 
 
 
 
 
 
 
 
 
 
 
 
 
 
 
 
 
 
12) 雷吉点 (Ragged Point)：这个地标坐拥价值百万美元的景观，

有着标志性的 1 号公路海岸以及惊心动魄的海浪。在雷吉点 (Ragged 

Point) 客栈寻找 “The Portal to Big Sur”——一块独一无二的木制雕塑，也

是一次绝佳的拍照机会。 
 

1 号公路其他景点 
艾德娜谷 (Edna Valley)：距太平洋不足 10 英里，这里有将近 30 家

精品酒厂，屡获奖项的黑皮诺、多汁的霞多丽以及美国南方的热情待客之道。 

阿维拉海滩 (Avila Beach)：乘皮艇前往圣路易斯角灯塔 (Point San 

Luis Lighthouse)，在那里漫步，扫描二维码后，尽情畅游。然后，泛舟于

海豹、海獭和鲸鱼追逐其间的海上，在原始海滩上放松，或任 Fido 在海浪

中嬉戏。 

洛斯奥索斯 (Los Osos)/贝伍德帕克 (Baywood Park)：位于莫
罗贝 (Morro Bay)的南部海岸，吸引了自然爱好者来到这里的美丽公园、迷

人的海湾景色，以及莫罗贝 (Morro Bay) 国家河口——加州中部和南部保
留最完好的河口之一。 

蒙塔尼亚德奥罗 (Montaña de Oro)：这里有超过 50 英里的徒步

和高山自行车小路，让您尽情释放自我，还可欣赏壮观的大海、高山和山谷
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