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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才宝看世界——拥抱落基山，Canadian Rockies 2012 游记 

 

第一次听说加拿大落基山脉还是在九年前。刚进第一个研究生实验室的时候，实验室里的实验员

对那里大加赞赏，说是全世界她最喜欢的地方。我看了些那里的照片，实在不以为然：无非就是

些湖光山色，哪里有那么神奇？ 

一晃就是九年，不知旅行了多少次，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旅游计划，这次，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走

之前我还和大胃讲：做好心理准备哦，肯定没有阿拉斯加好玩！而当我真的置身此地的时候，我

才发现这里的一切那么的与众不同！ 

这里有着： 

丰富的地形地貌——雪山，冰川，静湖，峡谷，瀑布，温泉 

百般的户外活动——徒步，划船，漂流，攀岩，钓鱼，甚至潜水 

多样的野生动物——棕熊，黑熊，弯角羊，高山羊，白尾鹿，马鹿，狼，旱獺 

在自然的怀抱中，我才深切的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独一无二。呼吸着这里的气息，抚摸着这里的一

草一木，身处大自然中的感觉远比照片上更清晰逼真，更美妙亲切，我不禁被这里独特的神奇魅

力而深深吸引。 

而不到两岁的才宝在这次旅行中却让能把人鼻子气歪。第一天早上刚起床就不知何故的大叫“回

家！”，后来终于开始喜欢这个来之前就不断念叨的“加拿大”，玩的撒欢起来。他的最爱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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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爸爸背着他 hiking 的时候临时起意玩雪球，然后把雪球往爸爸脖子里面塞！他还喜欢在温泉

里游泳，然后霸占一片地盘，只要我一过去，就大喊“妈妈起来！”然后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

然大喊我的名字，气得我好好教育了他一顿！一路上，才宝看动物看得痴迷，而对美景是坚决的

无所谓，最不喜欢的是瀑布飞溅的水花！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Canadian Rockies 在加拿大 Alberta 州，Mountain 时区。 

   

6/16 飞到 Calgary (YYC，图中 A)，扬子江自助餐，开车到 Banff，宿 Tunnel Mountain Resort(图中 B) 

6/17 Lake Moraine, Lake Louise (图中 D), Bow Valley Parkway, Johnson Canyon, Upper Banff Hotspring, 

吃野味，宿 Tunnel Mountain Resort 

6/18 Lake O’Hara (Yoho National Park,图中 C), spiral tunnel, natural bridge, 到 Canmore 看 Oh Canada 

Eh? Show，宿 Tunnel Mountain Resort 

6/19 Mt overlook, Icefield Parkway, Bow Lake, Peyto Lake, Columbia Icefield, Athabasca falls, 抵达

Jasper, 宿 Patricia Lake Bungalow(图中 E) 

6/20 Maligne Lake Cruise, Maligne Canyon, Patricia Lake 泛舟, 宿 Patricia Lake Bungalow 

6/21 Valley of Five Lakes, Path of the Glacier Trail, Jasper Lake, Pocahontas, 宿 Patricia Lake Bungalow 

6/22 Pyramid Lake, Sunwapta falls, Icefield Parkway, Bow Valley Parkway, Vermilion Lakes, 抵达 Calgary，

石板街吃大餐，宿 Blackfoot Hotel 

6/23 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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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双双双湖湖湖湖记记记记 

 

走在 Moraine Lake 湖边的小径上，雨水滴答。 

我感觉自己还没有完全从忙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回过神来。虽说新工作没有那么忙，但是习惯了

San Diego 久晴无雨的天气，习惯了两点一线，上班看电脑，回家陪儿子的生活，突然有那么一天

在小雨淅沥中默默的漫步，这仿佛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来之前我天天查天气预报，生怕不好的天气搅了游兴。而到了才发现，无论什么样的天气都是一

种馈赠，无所谓它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是最自然的状态。我们就这么在雨中走着，沿着旅游

书上说的加拿大落基山中 double must see 的 Moraine Lake，默默的走着。 

Moraine Lake 是个冰川湖，身处十峰山谷（Valley of the Ten Peaks）之中。十座山峰峰顶在雨雾中

影影绰绰，看不清楚，但是白雪皑皑的身形清晰的屹立在那里，十分伟岸。湖水并没有想象中的

湛蓝，但却清澈至极。我们的步行 trail 在树林中蜿蜒，时而把我们引向水边，时而带我们进入林

中，又时而领我们走到小溪旁。这里海拔近两千米，四周的植被都是针叶林。幽静的山林中只听

得小溪潺潺的水声，带着无限的生机。这时，才宝传来大声的抗议声——他不喜欢推车上的雨棚，

他要下来淋雨！ 

在湖边放他下来，他开心异常。岸边的小石子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他捡起一块，挥手就要往湖

里扔。可惜他一点准头都没有，根本没扔进湖里去。但他仍不甘心，再捡一块，走得更近一点再

扔！我眼看着他再跨两步就掉进湖里去了，一把搂住他，帮他扔了一块小石头。石子在湖面上溅

起一片水花，又荡起层层涟漪，看得才宝心花怒放。原来他的小幸福竟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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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一个小时之后来到十几千米之外的 Lake Louise 的时候，太阳竟然出来了！这变化多端的天

气就像少女的心情，让人难以捉摸。 

Lake Louise 名自维多利亚女皇的四女儿路易丝公主，她是 18 世纪末执掌加拿大总督的阿盖尔公爵

的夫人。这个湖又是一个 must see，最富盛名的就是它梦幻般的日出。可惜我们出行的日子恰好

是夏至左右，一年之中日出最早的几天全被我们赶上了。想想看，四点多钟要拖家带口的赶到湖

边看日出对我这个懒人来说太不现实，万一赶上个阴天下雨就更不值得了，所以这个看日出计划

一早就被我坚决的，完全的，毫无疑义的否决了。 

不过这么著名的湖还是要来看的。虽说太阳出来了，云彩还没有完全散去，云雾笼罩着远处的冰

川雪山，像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湖水在阳光下跳动着，变化着奇幻的颜色。放眼望去，路易丝

湖三面被雪山环抱，湖水冰河融雪，翠绿的醉人心脾。面对白雪皑皑的雪山和碧绿的湖水，

一所豪华的大酒店矗立在那里，这就是著名的 The 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始建于十九世

纪末，不仅是附近最奢华的住所之一，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双湖之美，在我游览了整个 Canadian Rockies 之后也觉得在湖中是数一数二的。它们大气，壮观，

广博，富有生气，又带着点神秘，让人产生无数的憧憬和幻想。 

峡谷飞瀑峡谷飞瀑峡谷飞瀑峡谷飞瀑 

 

开在 Bow Valley Parkway 上，路边的风景如画。这是一条 Scenic drive，和一号路平行，隔河相对。

Johnston Canyon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Johnston Canyon 是才宝的乔治叔叔的最爱，这里是

Johnston Creek 流入 Bow River 地方，多年的溪水冲刷形成了现如今的峡谷和飞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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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就修在峡谷边上，像架空了的一样，走起来惊险有趣。我们沿着栈道走到 Lower 瀑布的地方，

一路上曲径通幽，翠林碧水，而且蚊子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是峡谷瀑布的地方，蚊子就都

特别多！路上还遇到花栗鼠若干次，这里的动物都不怎么怕人。当我朝着花栗鼠伸出手的时候它

立刻凑上来闻闻是不是什么好吃的，可能是游客喂食比较多的缘故。虽然喂食野生动物是明令禁

止的，但是显然违反的人依然很多。 

到了瀑布面前，瀑布右面岩壁上有个洞，走过去是个离瀑布更近的观景台，和瀑布直接的面对面。

飞溅的水花让人睁不开眼睛，才宝更是被淋的“哇哇”大叫。据说这个是曾经瀑布冲击过的地方，

最后差一点没有冲开，而瀑布改道，这里就成了一个大洞。后来有探险家看到这幅情形，在山壁

上砍了几斧子就砍出一条通道。原来的瀑布竟然只差了一点就冲开了，这阴错阳差的造就了一个

好玩的观景台。 

本想继续向上到 Upper Falls，后来竟又开始下起雨，我们就折返回去。才宝不甘心坐在爸爸背后，

于是自己下来穿上小雨衣自己走。 

开车回家的路上在 Bow Valley Parkway 上看到前方有车停着，这是有野生动物出现的标志。我们

立刻减速停车，看到一头公 Elk 在路边吃草。这头鹿身材高大，体态健美，鹿角也十分对称。来

加拿大之前我就答应才宝来看鹿，没想到第一天就实现了，才宝也是高兴的美滋滋的，也有点怯

怯的，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个大家伙。这是我们在落基山第一天看到的第一只大型野生动物，开端

很不错。事实证明后来确实偶遇很多野生动物，而且最后一只野生动物也是在 Bow Valley Parkway

上看到的，这是后话。比较讽刺的是，晚上我们大快朵颐吃野味，Elk 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雪山温泉雪山温泉雪山温泉雪山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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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落基山脉第一天正逢父亲节。白天看了两个湖，一个瀑布，一头 Elk，吃了野味大餐，晚上

的项目是——泡温泉！ 

来之前我的同事就和我说，她的 favorite就是泡温泉。冰川雪山下，泡在热腾腾的温泉中，光想

想就觉得很舒适。 

吃饱喝足，我们来到 Upper Banff Hot Springs一看，哇，人真多，还要排队！还有 school bus拉来

一车的小孩！细问之下，原来是田纳西州的一个夏令营，真是不远万里来泡温泉啊！早就听说这

里相对于别的温泉来说人多，真是此言不虚。 

好不容易轮到我们，换好了衣服，来到室外。气温并不高，站在室外还真有些瑟瑟发抖。我们哆

哩哆嗦的迈进水池，这才觉得一下子就爽了。才宝经常在家门口的 recreation center游泳泡 spa，
对水也已经很熟悉。他开心的在温泉里面晃来晃去，一会爬上岸，一会又游下来，一刻也不闲着。

一遍玩，他还一边嘴里念叨着“游泳，游泳”，仿佛他还真是个游泳健将似的。这里可以租用 1920
年的纪念版游泳衣，男女都是黑色全身样式的，很紧很显身材。有一群来玩的游客都租了这套衣

服，他们互相打趣，每进来一个大家就吹口哨。 

据说这里的温泉于 1884年被发现，也是 Banff地区最热的温泉了。这里的温度保持在 37到 40度
之间，泉水里含各种微量元素，包括钙，镁，钠等等，据说对人大为有益。 

六月底的 Banff，正值一年中天最长的时候，晚上十点，太阳才恋恋不舍的下山了。晚霞中，雪山

下，温暖的泉水中，和家人一起度过，夫复何求呢？ 

愈愈愈愈危险危险危险危险愈愈愈愈美丽美丽美丽美丽 

 

三个月前，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电话订 Lake O’hara 的 bus。那时候我就听说 Lake O’hara 是加拿大落

基山脉中的一颗明珠，其魅力和它的神秘是难以分开的。由于要保护这里特殊的高山地质地貌，

每天只发放四十几个乘坐 bus 进去的名额。除此之外，只有步行 11km 进去，没有别的办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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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票要提前三个月打电话预定，定晚了就抢不到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个如

此“险”而“美”的地方。 

我们按时来到 Lake O’hara bus 出发的停车场。天气看起来很好，阳光毫不吝啬的挥洒下来，看起

来气温也不会很低。但是还没上 bus，公园的 ranger 就给我们泼了一头冷水——Lake O’hara 还没

有完全解冻，hiking trail 也非常的难走，有一半是齐膝深的雪地…… 看看头顶的日头，怎么也不

能相信在 11 千米之外会是这样一幅情景？Ranger 还说，昨天大雨，她的衣服从上到下全部湿透，

希望今天的天气不会像昨天那样糟糕。 

我们将信将疑，但还是带上了帽子手套雨衣和保暖外套。Bus 晃晃悠悠的走了近半个小时，路两

边真的开始出现雪迹，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到了路的尽头，只看到四处都是厚厚的积雪，

原来真是此言非虚啊。略微庆幸的是，天气依然晴好，虽然有些云彩，但不像是有大雨的迹象。

由于积雪的缘故，大部分的 hiking trail 都不能走了，我们只能和大家一样，走走绕湖一周的路。

这条路以往被人标为”easy”，可我们发现它可并没有这么”easy”。 

首先，环路的南边由于背阴的缘故，依然是冰天雪地，刚从那边回来的游客告诉我们他们深一脚

浅一脚的走过来非常艰难崎岖坎坷。其次，由于几次较大的雪崩，trail 的某部分已经被雪埋起来

了。好在公园的管理人员在大雪堆上用雪做了几截台阶，才能让人勉强通过。不过我们到了那里

才发现，那几截台阶已经被前面的游客踩塌了不少，好不容易一步三滑的爬上去，对面下雪堆的

台阶却很难寻找。一边是雪崩造成的一泻而下的大雪堆，另一边是冰水混合物的湖水，我们在雪

堆上走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终于找到了下去的台阶，却发现已经破损的不成样子。我先下去

的时候基本上就像滑滑梯一样。大胃想了一下，还是把背才宝的背包摘了下来，先把他传给我，

然后在慢慢下来。虽然如此，我们却十分兴奋，这种有点小危险的过程激发了我们浑身的细胞，

让人觉得很过瘾很开心。 

后面的路略微好走一些，不过还是有几处小溪流过的地方泥沙流失严重，一不留神就会滑下湖中

去，我走的十分小心，大胃更是不敢怠慢——他背着才宝，可谓责任不小。危险过后才回过头来

看看湖水。Lake O’hara 在群山环抱之中，非常幽静，仿佛只能听到彼此呼吸的声音。湖水也是平

静如镜，清可见底，翠绿的沁人心脾。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在这么清澈纯净的地方，没有什么忧

愁不能忘却，没有什么烦恼不能抛到脑后的。 

我们在路上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忽听见如雷鸣般的轰鸣，抬头一样，对面山上的雪堆正在发生雪崩，

大块大块的雪从悬崖峭壁上倾泻而下，仿佛瀑布一般，十分壮观。后来还碰到一只旱獭，在石头

间忙忙碌碌的转来转去，不知道在找什么好吃的。 

走到了齐膝的雪地，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雪十分的松软，基本上踩下去完全预期不到是

否会陷下去，这么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不了几步，就会跌倒摔上一跤。很快，我不防水的裤子和不

防水的鞋子都进了雪，脚冻的都几乎失去知觉了。大胃的情形稍好些，但我担心也撑不了太久，

于是我决定，原路返回。这个决定无比正确，来时的路好走许多，我们很快过了几处险要的地方，

回到了大雪堆前——这是最后一道坎。我们讨论了一下，决定先把才宝背包卸下来，这样灵活一

些，便于我们上下。然后我们一个拉一个推的把他送了上去。可巧的是，这时一队六人的游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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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走了过来，他们主动帮我们，在下坡的时候每个人站一级台阶，这样一个传一个的帮我们把才

宝传递了下去。才宝在上雪坡的时候就有点被冻到，而下雪坡的时候被六个陌生人这么传递下去

更是吓得哇哇大哭起来。不过所幸大家都很安全，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感激路上游客的热心帮忙的。 

回到 bus 站附近的休息室，离下一趟回程 bus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游客们陆陆续续的聚集

在这里聊聊路上的见闻。这里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有以色列的，意大利的，希腊的，美国

的……我们还遇到一个从国内来的游客。才宝是这里最小的一个，年纪最长的看起来年近七十了。

大家的旅程各不相同，有的还要前往阿拉斯加，有的要去温哥华。在烧着热火炉的小屋里，和天

南海北的游客聊聊，着实有趣。而才宝对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玩雪玩的兴奋异常，中午觉也没

睡，以至于后来回到车上呼呼大睡去了。 

哦哦哦哦，，，，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Eh? 

 

从 Lake O’hara 出来不到两点半，我们晚上的安排是去 Canmore 看 show，所以在这之前还有时间

随便溜达溜达。Yoho National Park 的几个景点中，除了 Lake O’hara 之外我最感兴趣的是

Takakkaw Falls，是有争议的加拿大最高瀑布，官方的说法是第二高。我们兴冲冲的开过去的时候

发现路关了，我们只得铩羽而归。后来我们试图去找 Kootenay National Park 里的 Paint Pods，说

是三个不同颜色的水池，当地人曾经用来制作染料的。可惜开到那里才发现路也关了，又一次的

悻悻，又一次的失望。好在沿途还有些可圈可点的小景点，不至于让我们太伤心。而这一路上，

才宝一直在呼呼大睡，我们的耳根确实清净了不少。 

Spiral Tunnel 是个人造铁路工程。在落基山买这样的地方建造铁路实属不易，多变的地势导致铁

路的安排上也要颇费脑筋。比如说考虑落差的时候，怎么才能是车头车尾的高度差降低，以增加

列车的节数和装载量。Spiral Tunnel 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它在山里面画了一个圈，让列车

绕圈的同时增加行驶长度，减缓下降的过程。据说有列车通过的时候会看起来像列车分身了一样，

可惜我们等了半天，一辆列车都没有等到。哎，从 Lake O’hara 回来实在有点运气欠佳啊。 

下一个景点我们到了 Natural Bridge，是个水流腐蚀岩石造成的自然奇观。据说多年以后水会把桥

冲断，这个景点就不复存在了。看过了这里我们决定前往 Canmore，没想到刚上车没开多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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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变的阴沉沉的，瓢泼大雨就降了下来，这变天的速度可真比翻书还快啊。不过雨来的快，走

的也快，不到十分钟，雨就嘎然而止，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当我们再次路过 Lake O’Hara 的路口的时候，看到路边停了一辆车，车里的人正用长炮筒相机往后

照相，我们马上意识到有动物，于是掉转车头也停了下来。原来高高的山坡上，三只 Mountain 

Goat 在吃草。我们也不管呼呼大睡的才宝了，把他丢下就跑下去照相。后来我用望远镜看的时候

才发现，一头羊妈妈的的身后还有一头小羊羔，一直在妈妈后边被保护着，可爱的很。它们高高

在上，陡峭的山坡上走，步伐十分灵活。远处就是雪山和针叶林，太阳透过树林照在它们的身上，

仿佛给它们罩上了一层雪白的光环，显得十分温和高雅。只可惜单反相机没电了，小相机实在有

点不够给力。 

终于开车到了 Canmore，才宝也才哼哼唧唧的醒了过来，我们正好到了 Oh Canada Eh? Dinner 

Show 的地方。这个 dinner show 是 Moon travel guide 上推荐的，Eh 的发音是”A”的二声，很像中

文里的“诶”，是加拿大口音比较特色的地方。大胃有个朋友是从加拿大来的，他到了美国总被

人听出来是加拿大人，就是因为这个”Eh”。后来发现，看这个 show 的有很多是 tour group 的老头

老太们，他们把好位置都占了。而我们这些散客零零散散的坐在后面。Dinner Show，顾名思义，

一边吃 dinner，一边看 show。这个 show 用音乐剧的形式介绍了加拿大方方面面的知识，包括自

然，历史，文化，明星等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介绍 log driver，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职业，当

时伐木工人运输木头想出来的好办法，用水流运输木头，而人要早木头上跳来跳去，控制木头漂

流的方向。加拿大有首民歌叫做 Log Driver 华尔兹，youtube 上也有，这是对这个有趣的职业做的

艺术加工，但是也还原了这项工作的辛苦和强烈的挑战性。 

Show 期间演员会跑到台下和观众们互动合影，才宝也成为目标之一，他们就知道，给小孩子照相，

家长就要掏腰包了啊！现在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我们床头，才宝看到的时候就会兴奋的说：”阿姨，

唱歌跳舞，在加拿大！”呵呵，看起来小家伙对这个 show 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的。 

冰原大道冰原大道冰原大道冰原大道（（（（上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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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的任务是从 Banff 开车到 Jasper，路径是冰原大道(Icefield Parkway)。启程之前，我们先到 Mt 

Norquay Rd 上去看风景。旅游书上说，这里是看大角羊(bighorn sheep)的最好的地方，可惜我们一

只都没看到。不过这里风景不错，可以俯视众山环抱的 Banff 小城。晨曦中，小城还没有完全苏

醒，在层层的云雾中显得特别安静。 

冰原大道是从 Banff 国家公园到 Jasper 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从 Lake Louise 开始，到 Jasper 结束，

全程 230 公里，一路上无数的雪山，冰川，湖泊点缀在路两边，仿佛项链上串着的珍珠。一进冰

原大道，我们就拿了一张地图，沿途的各个重要景点都在地图上标明，我们就按图索骥，边走边

看风景。 

第一个观景点是 Bow Lake，这个湖不大，但宛如弓形，故名弓湖。微风阵阵，湖水泛起波澜。湖

对面的雪山非常壮观，尤其是上面的积雪，在云缝中透出来的太阳光下显得烁烁发光。虽然看不

到雪山在湖中美丽的倒影，却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美。 

下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 Peyto Lake。这个湖的观景台在 Bow Summit 上，在高处望着这个蓝缎带般

的冰川湖，心都要化掉了。湖水的颜色是那么完美，那么纯净，美丽的无可挑剔。据说这里的湖

水的颜色并非一成不变的，初夏是纯蓝色的，而等到仲夏的时候，冰川和雪山的融水注入其中，

带着被称为 rock flour 的泥沙粉末。这些粉末会在湖水中悬浮，导致湖水变成粘稠的蓝绿色。在观

景台上，凭栏临风，面对这么壮丽的风景，让人心情愉悦的很。才宝对美景貌似还没有任何鉴赏

能力，倒是对路边的雪非常感兴趣，总是要千方百计去玩雪。 

一路上的湖很多，不知名的都异常美丽，怎么取景都很好看。小鸟也看到不少，都不怎么怕人，

还有一只就大张旗鼓的停在我们的后视镜上，肆无忌惮，毫不畏惧。而更肆无忌惮的还有一头小

黑熊，我们在冰原大道上与它不期而遇。那边是川流不息的车河，它却逍遥自在的在路边边走边

吃。 

过了一片山路，然后是 Bridal Veil 瀑布和 Weeping Walls，到了 Sunwapta Pass，这里是 Jasper 和

Banff 的分界。而不远处，哥伦比亚冰原安静的盘踞在山中，宛若一条银色巨龙，庞大而威武。 

冰川冰川冰川冰川飞宝飞宝飞宝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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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登上哥伦比亚冰原上的冰川，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坐特制的大客车爬上去。这个 tour 老少皆宜，

我看到最小的游客也就六个月，在妈妈怀里甜甜的睡着。 

我们把才宝穿戴整齐，防寒服，绒帽子，滑雪裤，小墨镜，一应俱全，坐上大客车。这个车因为

要上冰川，所以是特制的大轮胎，特制的六轮驱动，有着强大的牵引力。一路上去，在土路和冰

雪交接的地方还有水坑，据说是洗轮胎用的，这样能尽量不把泥土带到冰川上去。路上遇到几头

母弯角羊，带着小羊羔大模大样的走了过去。 

终于到了冰川，才宝的眼睛就离不开冰了。司机告诉我们，冰川的冰洞很多，如果不小心的话会

很危险，掉下去基本就没命了。所以在冰川上我们基本都紧紧的抓着才宝的小手，而才宝的小手

呢，则紧紧的抓着冰啊，雪啊，多冷也不在乎啊。 

Columbia Icefield 是一大片冰原，主要包括了八个冰川，我们登上的是 Athabasca Glacier。冰川的

前沿已经退缩的很严重了。路上很多牌子标明冰川的前沿多少年前在这个地方，而一百年前，冰

川还在路对面呢，如今，已经很难走到了。虽说是冰川有着自己的周期，前进后退都是自然规律，

但是看着这么大规模的快速后退，还是感到全球变暖的影响了。司机提到说这里的冰川颜色偏白，

没有阿根廷那边的蓝。然后他问：有人去过阿根廷的冰川么？我一听，骄傲的举起手！哈，碰上

一会去过的地方，真不容易。想来那边的冰川确实更美一些，蓝的纯洁无比。  

这里的冰川还是相当的有气势，仿佛一条巨龙从山上呼啸而下，整个身躯在山谷中奔腾翻涌，一

泻千里。而仔细看冰缝中有涓涓细流流过，露出蓝莹莹的冰，晶莹剔透，分外美丽。那里的冰是

高压下的结晶，形状几乎趋于完美的六角形。而且这些冰是常年积下来，从高处慢慢流淌下来的，

所以经常号称是千百年的高龄，倒也是名副其实。才宝好奇的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摸摸冰，然

后大喊”凉”！我们的运气也特别的好，早先还有些阴天，而到了冰川上竟放晴了，一点不觉得冷。

云彩的影子落在冰川上，显示出斑驳的花纹。四周雪山环抱，空气清新凛冽，风景美不胜收。 

人家有雪山飞狐，我家有冰川飞宝！ 

 

时间过得太快，司机鸣笛要开车回去了。我们恋恋不舍的登上旅游车，回到 Icefield Center。才宝

则认识了驯鹿和狗熊两个好朋友，和他们拍拍肚子握握手，玩的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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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原大道冰原大道冰原大道冰原大道（（（（下下下下）））） 

 

在哥伦比亚冰原参加 tour 的时候，司机告诉我们冰原大道继续向前有很多好看的瀑布。我们停下

来的第一个是 Tangle Falls，地图上说，watch for sheeps。果然，我们还没停稳车，就看到四只大

角羊从停车场的另一头溜达溜达的跑了过来。 

它们领头的貌似是妈妈，后面三个都是刚刚成年的年轻小羊，羊角还不长，紧紧跟着妈妈，略显

稚嫩。大门大摇大摆的走上冰原大道，导致两边的车都停下来。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离我不到

两米，真是看得一清二楚。走过瀑布之后，它们就顺着路边的一条 hiking trail 爬上山去，一转弯

就消失不见了。当我们大饱眼福过后才想起来，刚才都呆掉了，竟然忘了和它们拍张合影！ 

Tangle 瀑布就在路边，形状蜿蜒而下，有种曲折的美感。而后面看到的 Athabasca 瀑布则是壮观

的瀑布群。这里的水势非常迅猛，水花飞溅，轰鸣震天，站得近一点都觉得水雾迷住双眼。在雪

山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好看。Athabasca 瀑布底下是个小 canyon，我们往下走了走，看到瀑布两

侧的山岩呈现出一层层岁月雕刻的痕迹，露出橙红色的花纹。而 Athabasca 河在下游变得宽阔起

来，冰雪的融水就这么滚滚向北流去。 

很快，我们到了 Jasper 镇。我们住在 Patricia Lake 边上的小木屋里。开过去的路上，我大喊一声：

鹿！大胃马上停车，仔细看了好久，果然看到树林中一头年轻的公 elk 在吃草。大胃到现在还无

法理解，我是如何在每小时 30 英里的车速下透过重重树林，远远的 spot 到这头鹿的，呵呵。 

到了 Patricia Lake，太阳刚刚下山，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天，也映红了湖。湖水非常宁静，四处也悄

无声息，这么美妙的一天结束了，在如此醉心的美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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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精山湖精山湖精山湖精灵灵灵灵 

 

早上一出门，我们就在 Jasper 体会到这里动物的热情。刚出城，我们就看到一群 mule deer 在路

边的草坪上栖息。这群鹿貌似是一群母鹿带着还未成年的小鹿们，幼年的鹿身上还带着斑斑点点

的花纹。它们有立有卧，或吃或息，全然不顾路边游客好奇的目光。 

我们在 Maligne Lake Road 上一路开下去。这条路一路沿着 Maligne River 蜿蜒曲折，路边翠林碧水，

风景很美。路过 Medicine Lake，湖面如一面光洁的镜面一般，倒影完美无瑕。而此时，路边突然

蹿出一头公 elk，大摇大摆的过马路。我们下车美美和 elk 拍照好一阵，而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回

头回车的时候，路的尽头一头硕大的棕熊摇摇摆摆的走了过去！我们急忙上车回头，但是开过去

怎么也找不见它的踪影。后来听别人讲它爬到树上去了，可惜我们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 

车开到了 Maligne Lake，天依旧很阴。湖水十分宽阔，四面雪山环抱，景色很是迷人。只不过这

里蚊子的规模实在骇人，我们本想沿岸走一会，可惜没走几步就被蚊子打败了，只好回到码头附

近，坐船去看精灵岛——Spirit Island。 

Spirit Island 可谓落基山中最知名的经典之一，即使没有听到过它的大名，也肯定见过它的照片。

而要见到这景点一幕，还是需要坐船前往。这个游船 tour 在 Magline Lake 上航行半个小时左右，

经过很过雪山冰川和两个小岛，最终到达 Spirit Island 停下，我们可以上岸小憩。 

Maligne Lake 两岸的树林十分茂密，导游说这导致阳光无法透过枝叶照射到地面上，所以地面植

被几乎没有，灌木也十分稀少。因而很少有动物出现在这片地方，因为极度缺乏食物。而 2003 年

这里还发生了一场森林大火，大片的树林被烧焦，现在还依然有大火的痕迹，看着十分惊心动魄。

这边的湖都是雪山湖，理论上是不会有鱼的。而人们后来在这里养殖了一些鱼，这才导致这里还

可以进行 fishing 活动。才宝在船上昏昏沉沉大睡一觉，导游的讲解一句也没听到，要不是我最后

把他摇醒，他连 Spirit Island 也会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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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Island 在我们船航行的尽头。岛很小，并不和岸边相连。我们登上湖边的岸，走了一圈，到

著名的观景点远望精灵岛。以雪山为背景，湖心的精灵岛确实灵气十足，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散

发出一种精灵般的气质，难怪有人称其为 Spirit of Canadian Rockies。 

坐船回来的路上，太阳竟然出来了，雪山从云端露出头，冰川在山腰间照的闪闪发光。导游告诉

我们，Canadian Rockies 的雪山有个特点，就是这里的雪水会流向三个不同的大洋：太平洋，大西

洋，和北冰洋。这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导游还给我们讲了个有趣的故事，也不知道是真是

假。她说去年这个时候天气十分不好，阴天都少见，绝大多数都是在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他们

的 tour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开始裁人了。为了创造就业机会，一个姑娘想出一个好办法，她

装扮成 moose 在湖边吃草，吸引游客去坐船。而游客对这个随时都能出现都能看到的 moose 很买

账，一点没看出破绽。而有一次游船上的游客看到一头熊出现在这头 moose 身后，这下装扮成

moose 的姑娘吓坏了，立刻直起身子跑起来，并且爬上一棵树！游客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时候熊

也追了上来……后面的故事更加离奇，还是有机会让导游亲自讲吧，呵呵。 

开车回程的路上，我们心里嘀咕着，一路上还没见到公的大角羊呢，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

前面就遇到了两头角弯弯的 Big Horn Sheep 在 Medicine Lake 边上吃草。它们角的形状非常优雅，

虽然身上的毛显的蓬蓬乱，但是它们悠闲的身影在雪山翠湖边惬意的踱来踱去，还是很让人艳羡

的。 

湖心泛舟湖心泛舟湖心泛舟湖心泛舟 

 

从 Maligne lake 归来，我们先顺路去了 Maligne Canyon。这和 Johnson Canyon 颇有些类似，也是

河流在山川中刻画出的岁月痕迹，腐蚀出细长幽深的峡谷。而相比之下，Maligne Canyon 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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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更让人目眩。站在峡谷高处向下俯视，只能看到一条银链般的河水在最底部时隐时现。而

峡谷的岩缝中已经长出茂密的植被，在岁月的流逝中，植物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据说在岩壁上

还有一种类似燕子的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回到 Patricia Lake Bungalow，吃完晚饭，太阳已经西斜，我们决定租个船玩玩。一开始，我们其

实对白水漂流很感兴趣。有的旅行社说有一个 family float 的 tour, 六个月以上的小孩都能玩，但

是要老老实实的夹在父母双腿中间。我们对才宝的耐心可没有十足的信心，决定先自己租个船看

看他的表现。 

坐上船，我就专职负责夹着才宝。才宝一开始觉得很新鲜，还很老实。我拽着他的手一边摇一边

唱：row, row, row your boat，他玩的很开心。可过不了多会，他的耐心就消耗光了，想要扒着船

边往水里看。我连忙抓住他，把这种危险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可他开始露出 terrible two 的迹象，

我越不让他干什么，他就越要看个究竟。好在他力气不够大，我死命的拽着也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一会儿他玩累了，就嚷嚷着要吃东西。幸好我们带了葡萄在船上，他就开开心心的吃起了葡萄。 

Patricia Lake 其实还有个加拿大落基山为数不多的潜水点——这里沉落着一艘二战时期的实验战舰。

当时的项目叫做 Project Habbakuk，计划用冰合成的一种材料（叫做 Pykrete）建造一艘不沉的航

空母舰。1943 年冬天的时候，Patricia Lake 选为做船屋模型的地点。本来的航空母舰预计有 600

米长，而计划在这里实验建造的只有 20 米大小的模型。后来计划废弃了，模型到了夏天就溶化并

沉没到湖底。1985 年开始这里就成了潜水点。看着这么平静的湖面，想象着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

历史，其实还是很想跳下去看个究竟。不过这附近没有 dive shop，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也

就罢了。 

当初浮在水面上的模型 （http://www.goodeveca.net/CFGoodeve/patricia.html）

 

傍晚的 Patricia Lake 非常幽静，没有旁人，湖中心只有我们一条小船在缓缓而行。我们划到了对

面的岸边，大胃让我们注意点有没有什么动物，话音刚落，就只见一头小棕熊从树丛中露出身形。

它身边没有别的熊陪伴，看起来应该是已经离开妈妈开始独自生活的青年熊。它不紧不慢的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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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中找浆果吃。见此状况，我们赶快把船划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万一小熊觉得我们更好吃一点可

就大事不好了。觉得到了比较安全的距离，我们定下心来慢慢看。由于对岸是没有路的，所以人

迹罕至，估计小熊也没见到过什么人，所以看到我们的时候十分警觉，一边吃一边时不时的抬头

看看状况。才宝看得也很开心，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看到野生的棕熊，他用手高兴的指指点点，一

点不怕。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看得差不多了，才宝也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我们就开始回程。上岸的时候还有点小惊险，我先把

才宝抱上码头，可他却还想回到船上，一个没站稳，一条腿就掉下去了。还好我手疾眼快，不顾

在船上左右跌荡危险一把抱住他。他也吓坏了，站在那里哇哇直哭。幸好岸上马上有好心人跑过

来帮我们一把，有的帮我们拉船，有的帮我们上岸，也算是有惊无险。经此一役，我们决定，不

去漂流了，万一才宝一激动掉下去，我们可有的受了。哎，还是等他慢慢长大吧。 

翡翠五湖翡翠五湖翡翠五湖翡翠五湖 

 

一早起来，天气很好，晴空万里。而 Patricia Lake 平静异常，倒影完美的没有一点瑕疵。一家人

心旷神怡的出发，前往 Valley of Five Lakes 去 hiking。 

这段 hiking trail 虽然只有三英里多点，但顾名思义，途径五个各有千秋的玲珑小湖。如果说

Maligne Lake 仿佛是一位风姿卓越的大家闺秀的话，那这 Five Lakes 就好比是五个娇小细腻的小家

碧玉，虽不具备大众的美，却小资风情的很。 

Trail 开始的一段是平路，然后要爬过一段山路，才能进入 valley 里面欣赏湖景。这段路两旁是高

耸如云的针叶林，树不甚粗大，但都笔直的插入云端，十分挺拔。路边的小野花和小蘑菇长的也

很喜人。山路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一些，虽说高度差不大，但是上上下下反复几次，大胃背着才

宝就有点吃力了。我们休息了几次，终于到了环线的部分，也终于要和湖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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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路线是顺时针，依照 1-5 的顺序，先见到第一个湖。这个湖相对于其他的几个来说算是个

大湖，湖水的颜色是湛蓝湛蓝的，湖中倒影着远处的雪山，相当的纯净。第二个湖则略浅一些，

碧蓝中透出一份翠绿。 

而最美的是第三个湖，由于水深变化很大，湖水的颜色看起来也光怪陆离，既能清可见底，又呈

现出层层不同的颜色，非常梦幻。远端，对岸的松树倒影在水中，是深绿色；中间，蓝天的映衬

下，是碧蓝色的；而近端，浅浅的湖水清可见底，青翠欲滴；而此刻，天上的白云又恰巧倒影在

水中，在美奂美仑的湖面上画龙点睛了一下，顿时显得格外有生气。这么瑰丽的景色恐怕也只有

九寨沟能与之媲美了吧？而这里还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往来的游客更是少之又少，如此美丽的地

方只有我们来独享，这样看来，连九寨沟都会黯然失色了吧。我们决定不能浪费这样的美景，于

是在湖边小憩，补充点能量。才宝终于从爸爸背上解放出来，显得格外高兴，蹦蹦跳跳的生怕被

抓回去似的。 

继续上路，我们看到的是和第三个湖紧紧相连的第四个湖，这个湖更浅一点，湖水的颜色只有淡

淡的绿色，沁人心脾。而第五个湖和第一个湖类似，大而宽广，但是又比第一个湖清澈了许多，

阳光下，除了蔚蓝的天空倒影的颜色，基本上是无色透明的，湖底的碎木和石头看得十分清楚，

通透的没有任何阻挡。湖边锁着几只小船，想来在这里划船一定是十分美妙的吧。这里也歇息着

几个游客，还有两条漂亮的狗，它们开心的在湖里游泳，荡起片片涟漪。 

回程依然是高高低低走了很长一段，背着才宝显然不是很轻松，上山的时候我帮着大胃托了几次

才宝的 carrier 就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很久没锻炼身体了，真是体力不支啊。遥想当年我们登顶

Half Dome 的顶峰时期，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过了一段栈桥，终于回到了停车场，我们饥肠辘辘的回 Jasper 城去吃午饭，准备下午继续 hiking，

去看天使冰川！而才宝晃晃悠悠的过程中有了困意，在车上就呼噜呼噜的睡熟了。 

天使冰川天使冰川天使冰川天使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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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沿着曲折的盘山公路蜿蜒而上，一转弯，Mt Edith Cavell 赫然映入眼帘。这座三千多米高的雪山

是以一位一战时期牺牲的英国女护士命名的。雪山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却壮美得很，更有一座

美丽的天使冰川倚靠在半山腰。而另一座 Cavell 冰川则坐落在 Mt Edith Cavell 的脚下，我们走的

Path of the Glaciers Trail 就将走到 Cavell 冰川湖的近前。 

六月末，冰雪未融，Path of the Glacier Trail 一半在山上，一半则在谷中。谷中的那部分依然覆盖

着白雪。细细的小溪涓涓溪流，一点一点的把冰川融水汇成大河，向下流去。我们先从山上的路

走进去看天使冰川。也许是由于才宝中午睡的很香，体力恢复的不错，他一个劲的叫着要自己下

来走。于是我们把他放下来，他开心的走着 hiking trail，更开心的随便抓 trail 两边的雪！ 

很快，我们就走到天使冰川脚下。天使冰川的整个身躯都架在 Mt Edith Cavell 的山坳中，真的仿

佛一位展翅高飞的天使翱翔在山间。天气晴好，雪山上偶尔会雪崩一下，伴随着如雷鸣般的轰鸣，

大块的雪气势磅礴的滚滚而下，仿佛瀑布一般挂落在山间，十分好看。 

我们沿着 trail 一直走，走到 Cavell 冰川前沿。这里依然被冰雪覆盖，Cavell 湖也只露出一小块淡

蓝的水面，其余的还在冰雪封冻中尚未苏醒。这一小块蓝色的水塘却分外的好看，有着说不上的

神秘感，完全是不真实的，纯洁的，淡淡的色彩，上面还浮着雪白的薄冰。湖边矗立着几块从冰

川上滚落下来的大块的冰块。这时，平常谨慎的大胃却不靠谱起来，非要走到冰块跟前去看个究

竟！ 

到了雪地，大多数游客都沿着 trail 回去了，只有几个喜欢冒险的踏着积雪去冰川湖边上溜一圈。

而大胃也突发奇想要跟着别人的脚印走过去。而且他说干就干，背着才宝不由分说的就过去了。

无奈，我也只能跟着上前。这雪地着实不好走，深一脚浅一脚，是不是的还会陷下去，走的我胆

战心惊。好不容易挨到了冰块面前，终于能和这冰川上下来的家伙面对面一下了。冰块一层层的，

夹杂着泥土，显示着多年来随冰川一起运动过的痕迹。而隐约间我们能从冰块的雪白中看到一丝

蓝莹莹的光，这仿佛是它们曾经是冰川一部分的印记，记录着它们伟大的历史。老公兴奋的摸摸

这些千百年的冰块，然后就坐到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才宝也被释放下来，抓着冰雪玩不停。 

休息够了，背上才宝返回。才宝却还没玩够学，在爸爸背上不满的嚷嚷。于是我团起一个雪球给

他玩，他玩了一会嫌太凉就扔进了爸爸的脖子里。这下轮到大胃嚷嚷了。我们沿着谷中的小路返

回，一路上依然是白雪皑皑，再加上融化了的小溪在冰雪间穿行，实在是不太好走。但好在风景

不错，雪山，雪地，还有小花开的欣欣向荣，让人心情大好。 

坐上车，沿着盘山公路返回，前方竟然又看到路边停了很多车。大喜，一定是又有野生动物看。

果然，只见路边一黑一棕两只熊在悠哉悠哉的找吃的。黑熊的身形要大一些，看着也凶猛一些，

而棕色的熊则藏在灌木后面，貌似更害羞一点。虽然两只熊颜色不同，但是据我们仔细辨认，它

们应该都是黑熊。 

辨别黑熊和棕熊的方法有几条：1.黑熊耳朵尖，棕熊耳朵圆; 2. 棕熊肩骨突出，黑熊不明显; 3. 棕

熊头大脚大身子大，黑熊略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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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觉黑色的应该是黑熊妈妈，棕色的应该是尚未成年的小黑熊，所以毛色不同。果然过了没

多会，黑熊妈妈走到棕色的熊跟前，俩只熊碰碰鼻子，交换了一下意见，黑熊妈妈就带头遁入一

条小路，而棕色的小黑熊也跟着妈妈一摇一晃的走远了。 

一路寻鹿一路寻鹿一路寻鹿一路寻鹿 

 

晚饭过后，太阳却还在天上。夏天的落基山日照时间很长，这让我们无形中多出来很多时间。我

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开车沿 Jasper Lake 向东走走，一直走到曾经的采矿小镇 Pocahontas。 

刚出 Jasper，就看到一头年轻的公 Elk 在路边吃草。在夕阳的照射下，鹿角被镶上了一层朦胧白光，

煞是好看。Elk 已经见了很多次了，我们也没多做停留就继续赶路。后来又接二连三的遇到 Elk，

到最后连车都懒的停了。 

Pocahontas 已经荒废很久，只剩下零零星星采矿的遗迹。这里自 1910 年开始开采煤矿，到 1922

年结束，除了几座看起来像窑似的小房子，基本上什么都没留下来。我们沿着 hiking trail 走了一

圈，就打道回府了。 

没想到，正在向回开路上，迎面看到一匹狼！这时天已经开始变暗，而这匹高大的狼独自一个站

在路边，风风凛凛的样子很是精神。头颈部是白色皮毛，而背上则是混杂着黑灰色的斑纹。它看

到我们的车过来，却一点也没有畏惧。它站在路肩不走，而我们也不想超过它，只好慢慢跟在它

身后。它不慌不忙，优雅的踱着步子，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也仿佛只是随性而行。走了一阵，路

过的车多了起来，狼显得有些不耐烦了，索性钻进路边的丛林中，消失不见了。 

我们开车回程，一路都在回味着刚才与狼相遇的美妙一幕。路边 陆陆续续接二连三又出现一些野

生动物，大多都是鹿。还有两头白尾鹿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身体更灵巧，颜色更淡一些。 

一夜无话。转眼间，旅程进入最后一天，盘点了一下，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棕熊，黑熊，大角羊，

高山羊，马鹿，白尾鹿，mule deer，旱獭，狼…… 基本上把该看到的动物都看了个遍，而唯一的

遗憾就是体型最大的鹿类哺乳动物——moose 四不像!于是我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把旅行书上提到

的可能看到 moose 的地方都走上一遍，希望能补上这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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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 Icefield Parkway 回程，一路风景依然十分壮丽。在一些河谷瀑布稍作停留，我们来到旅游书

和地图都推荐的看高山羊最好的地方，在 Athabasca Falls 以南约七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河滩岩石

上有很多矿物质，经常能吸引高山羊到这里舔舐。我们到那里一看，果然如此，一大两小三头高

山羊正在白色的矿石上舔的开心呢。山羊妈妈的头上也有长长的角，它的毛又白又长，而它的小

宝宝还很矮小，步履蹒跚的紧紧跟在妈妈身旁，寸步不离。而另一只年轻的山羊也在它们不远的

地方，好像是一家人一样。这些高山羊真是登山的好手，在如此险峻陡峭的悬崖上依然走的如履

平地，让人折服。 

开过一排排连绵不断的雪山和冰川，感觉都快有些视觉疲劳了。而大胃俨然对冰川最感兴趣，看

到一片就大叫：”冰川”，比谁都兴奋！ 

我们又回到 Banff 附近。沿着 Bow Valley Parkway 一直开，开过地标般的 Castle Mountain，我们连

续看到三头熊，它们大摇大摆的如入无人之境。不过想想也是，这片野地本来就是它们的家园，

人家在家门口溜达溜达，我们也只是匆匆的看客而已。 

最后看到的一只动物是一头棕熊妈妈，在 Bow Valley Parkway 的尽头，它正在看护着两只可爱的

棕熊宝宝，一边吃一边警觉的四处张望。 

遗憾的是，不是总能天遂人愿，moose 最终还是没有出现，我们还是把这个无奈带到了旅途终点。

离开 Banff 的时候，天又阴沉了起来。短短几天的行程让我对这个美丽的地方产生了深深的离愁

别绪。别了，落基山，有空我会再来看你的！ 

景点推荐景点推荐景点推荐景点推荐：：：： 

地图：http://goo.gl/maps/dPZB 

这里列举一些我们去过的而且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大部分是简单的 hiking trail，适合拖家带口游。 

• Lake Louise- Lake Louise Lakeshore Trail (http://www.pc.gc.ca/pn-

np/ab/banff/activ/activ1/c.aspx#ulouise), 2 km 单程，路况很好，可以用 stroller。  

• Moraine Lake - Moraine Lake Lakeshore Trail(http://www.pc.gc.ca/pn-

np/ab/banff/activ/activ1/c.aspx#moraine), 1.5 km 单程，路况一般，只适合运动型 stroller。 

• Lake O’hara – (http://www.pc.gc.ca/pn-np/bc/yoho/activ/ohara/a.aspx)，每年 6 月中到 10 月

初开放，bus 要提前三个月预约，打电话会占线很长时间，一定要有耐心。如果没有预约，

可以步行 11 千米进去。湖边的 trail 我们只走了环线，2.8km 一圈。6 月初依然有很多雪，

很多地方很险，不是很好走。 

• Maligne Lake- Spirit Island Boat Tour (http://www.malignelake.com/act_cruise.html)，90 分钟

的游船，每小时一班，景色还是很美的，虽然有点小贵。能看到著名的 Spirit Island。 

• Bow Valley Parkway- (http://www.pc.gc.ca/pn-np/ab/banff/visit/visit1c.aspx) 这是一条 scenic 

drive，经常能碰到动物，还有一些 viewpoint 和 trail。Johnston Canyon 值得一走，1.1 km 

到 Lower Falls (容易) ，2.7 km 到 Upper Falls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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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field Parkway- 冰原大道(http://www.pc.gc.ca/pn-np/ab/jasper/visit/visit38.aspx) ，这是连

接 Banff 和 Jasper 的必经之路，景色非常美丽，而且遇到野生动物的机会很大。网上的这

个地图在路上的收费站也能拿到。很多景点值得停留，除了下面提到的五个，还有这几个

值得一看(km 数从 Trans-Canada Highway 和 Icefields Parkway junction 算起)：134km Tangle 

Falls，这里有时能看到一群大角羊(bighorn sheep)；193km Goats and Glaciers，这里经常有

高山羊(mountain goat)出没，舔岸边的岩石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200km Athabasca Falls ，

算是比较壮观的瀑布。 

• Bow Lake- Icefield Parkway 34km 处的观景点 

• Peyto Lake- Icefield Parkway 40km 处 Bow Summit area，开车能到顶上的停车场，走路 2 分

钟到观景台 

• Valley of the Five Lakes Trail(http://www.pc.gc.ca/eng/pn-np/ab/jasper/activ/sentiers-

trails.aspx#South)- 全程环线 4.2km，Icefield Parkway 221km 处是 trail head，上上下下有一

些坡度，难度中等。途经五个小湖，各有特色。 

• Path of the Glaciers Trail (http://www.pc.gc.ca/eng/pn-np/ab/jasper/activ/sentiers-

trails/b.aspx )-全程环线 1.6km，可仰视 Mt Edith Cavell 山和天使冰川，尽头是 Cavell 冰川和

湖。trail head 在 93A (可从 Icefield Parkway 224km 处进入) Mount Edith Cavell Road 尽头的

停车场，环线其实就是两天路，一来一回，一上一下，有些坡度，但难度不高。 

• Columbia Icefield – Glacier Adventure (http://www.explorerockies.com/columbia-icefield/) ，

Icefield Parkway 127km 处,说是 adventure，其实是老少咸宜的登冰川 bus tour，约 90 分钟，

每 15-30 分钟一趟，在冰川上约停留 20 分钟。天气不好的时候会很冷，注意多穿几层衣

服。 

最后说两个由于路关了没去成，但我很想去的地方： 

• Paint Pots Trail (http://www.pc.gc.ca/pn-np/bc/kootenay/natcul/natcul32.aspx)- 在 Kootenay 

National Park，单程 1.5 km。 能看到三个颜色不同的水池。 

• Takakkaw Falls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kakkaw_Falls)– 在 Yoho National Park，加拿大

第二高瀑布 

攻略攻略攻略攻略: 

季节：洛基山夏天旅游旺季是 6 月到 9 月。6 月份日照时间长，但是有很多地方积雪未化，道路

未开，7-8 月游人如织，价格偏高，而 9 月份个人认为是最好的季节，那时候旺季收尾，秋天的

色彩慢慢显露，白天变短更适合看日出日落。而这次选择 6 月份来，完全是因为小农心里——因

为才宝两岁之前不用花飞机票钱…… 

衣：6 月底的加拿大落基上脉地区还是比较冷的。很多地方冰雪尚未融化，所以厚衣服还是必备

的。建议几条长 T-shirt，几件薄毛衣，还有一件保暖外套，帽子，手套。还可以带几件短袖的，

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艳阳高照，气温有 75 度，很多人都换上短衣短裤。如果 hiking 比较

多的话，建议穿 hiking boots，最好防水的，因为有些地方要踏雪而行。上冰川的话最好能穿的暖

和点，别忘了带墨镜，冰雪反光还是很厉害的。还有雨衣也很必要，尤其是 6-8 月的雨季。 



Yuan Liu (yuanliu@gmail.com)  http://liuyuaner.wordpress.com 

 

22 

 

食：我们这次的旅馆都是带厨房的，所以大部分都自己解决了。偶尔出去小奢侈一把，还吃到几

个有特色的餐馆。推荐餐馆的同时也推荐几个超市供参考。 

• Calgary-扬子江自助餐(http://www.yelp.com/biz/buffet-yangtze-calgary), (403) 275-3382, 901 

64 Ave NE, Calgary, AB T2E 7P4。很多人推荐，但我觉得信价比不高。价格不菲，味道还好，

但除了虾串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菜。 

• Calgary-石板街港式餐厅(http://www.yelp.com/biz/pebble-street-restaurant-calgary), 

(403)204-1616, 220-990-36 St NE, Calgary AB, Canada。在大统华的那个 plaza 里面，很大的

餐厅，我们点的菜都很好吃，味道很正宗，奶茶也不错，价格也合理，值得推荐！ 

• Calgary- 大统华超市(T&T Supermarket, http://www.tnt-supermarket.com/ )-Calgary 有两个分

店，一个正在城里，和石板街餐厅一个 plaza，地址#800-999 36th Street, N.E.Calgary, 

Alberta, Canada, (403)569-6888。另一个离机场更近一些，在#1000 – 9650 Harvest Hills Blvd. 

N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403) 237-6608 

• Canmore-Oh Canada Eh! Dinner show (http://atthecorner.ca/venue/oh-canada-eh.html) 

• Canmore-Safeway, 1200 Railway Avenue, Canmore, (403) 609-2955, 基本上和美国的一样，连

锁大超市，连加州 Von’s 的卡都收。 

• Banff-Buffalo Mountain Resort restaurant (http://www.crmr.com/buffalo/dining/)，这个是

Moon Travel Guide 上推荐的一个，离我们的住处非常近，所以我们就尝试了一下那里的野

味。我点的 Elk 汉堡，大胃点的 Buffalo 牛排。牛排有些硬，不是很好吃，但是 Elk 汉堡非

常好吃，还配有炸红薯条，值得推荐！ 

• Jasper-Coco’s Café (http://www.yelp.com/biz/cocos-cafe-jasper)，这是我们某天午餐的餐厅，

yelp 上临时找的。风味不错，有些小特别的 daily special，很平价。 

住：这次的住宿大部分都是有厨房有卧室有客厅的，非常方便自己做吃的，还很适合宝宝晚上睡

得早，大人能在厅里做点别的事情。 

• Banff- Tunnel Mountain Resort (http://www.tunnelmountain.com/)，这个是我在 Hotel.com 上

看到的一个 deal，买二赠一，所以我就选择住了三天，one bedroom loft，$400 三天。一

间 bedroom 一张 queen bed 和 full bathroom，loft 上还有两个 twin bed 和 half bathroom，

全套的厨房餐具，有客厅。免费提供 playpen 和 highchair，免费上网，免费市内电话，免

费停车。大胃非常喜欢这个旅馆，房间很大，还有 patio，外面就是雪山景，地点也不错。

我觉得唯一的问题是旅馆比较陈旧，打扫的也不够干净，我们进门还发现有野生松鼠在屋

里！ 

• Jasper- Patricia Lake Bungalow，这里是很多地方都推荐的，地点非常好，离湖很近。我们

住的一室一厅的木屋，有厨房餐具，有湖景。大胃觉得这里有点狭小，还比较贵，

$180+tax 一晚。免费上网，免费停车，免费提供 playpen。还有 playground 和湖景 jacuzzi。

可以租船租自行车。 

• Calgary- Blackfoot Hotel，这个是我临行前看到的 groupon 的一个 deal。$89+tax 一晚，包括

$50 breakfast credit 和两张 laugh shop 的票。免费上网，免费停车，免费报纸，免费提供

playpen。这个旅馆还是不错的，breakfast buffet $18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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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从 San Diego (SAN)飞到 Calgary (YYC)每天有一班直飞的航班。YYC 的机场挺大，设施也很不错。

有意思的是，我们出的时候入加拿大关和回来的时候入美国馆都是在 YYC 机场。YYC 机场里面有

个专门给美国 homeland security 的大厅，和在美国机场里一样。所以如果是回程机票是从 YYC 出

发到美国城市的，最好提前一点到机场，以便办理入美手续。由于是国际航班，我们托运了两个

箱子和两个 infant 物品（一个 car seat，一个 hiking carrier）。 

租车我是和航班一起在 Hotwire 订的 package，full size 一周只要 200 出头。后来我们到了以后

upgrade 成了四轮驱动 SUV，每天多加$10。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的正确，后备箱被才宝的

stroller 和 hiking carrier 和我们的 grocery 塞满了。而且在路边看动物的时候还用到了四轮驱动爬

坡。我们的信用卡 cover 加拿大的车险，所以就没有另外再买。这个要提前打电话问清楚。 

租车的时候还有个有惊无险的插曲，我们到了租车的地方才发现两个人的驾照都没带！租车公司

开始说要我们 fedex 寄过来才可以。后来我想到，我的手机上存有电子版的驾照照片，竟然也可

以用上！ 

温泉：Canadian Rockies 附近有三个比较主要的温泉(http://www.hotsprings.ca/) ，Banff Upper Hot 

Springs 在 Banff 城里；Radium Hot Springs 在 Kootenay National Park，距 Banff 134km，约 100 分钟

的车程；还有一个 Miette Hot Springs 在 Jasper National Park，Jasper 城以西 61km，约一个小时的

车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去了第一个，据说是最小也是人最多的一个。而 Radium 是没有

硫磺的，Miette 有四个池子，两冷两热，都是雪山环抱，分外惬意。价格都很平价。 

钱：加拿大元和美元的汇率基本上是 1 左右。我们去的时候 1USD=1.02CAD。用 ATM 取款依然是

最划算的方式。我们在 Calgary, Canmore 和 Jasper 各取了一次钱，在 Calgary 取的最划算，Jasper

的最亏。我们的信用卡都有 foreign transaction fee(~2-3%)，所以很不划算。但是在订 tour 和订旅

馆的时候还是用过几次的。 

通讯：由于要自己开车，走之前我们订了 Verizon 的 international data roaming plan, $20 100M data，

足够用了。这样就可以用 3G 上网查地图了。在加拿大旅馆里，我们用的 onesuite 打电话，有加

拿大免费 access 号码，还是很方便的。 

旅游书：我们用的 Moon Canadian Rockies (http://www.amazon.com/Moon-Canadian-Rockies-

Andrew-Hempstead/dp/1598803727)，个人觉得很不错，推荐一下！ 

其他：加拿大基本上和美国一样，除了货币和度量衡的差别，别的没有什么旅行困难。旅游区也

很安全。加拿大国家公园按天收费，而且价格不低。如果出行时间长的话，建议购买年票 

(http://www.pc.gc.ca/voyage-travel/carte-pass/intro.aspx)，也就是一年内可以玩所有公园的票。挂

在车后视镜上，畅通无阻，非常方便好用。 

宝宝用品：我们这次带了三件大件，两件托运，一件 gate check in。 

• Kelty 1.0 (http://www.amazon.com/Kelty-1-0-Child-Carrier-Blue/dp/B002YXY06G)，hiking 的时

候的 carrier，才宝不到一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了，hiking 的时候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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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tax Marathon 70 (http://www.amazon.com/Britax-Marathon-Convertible-Seat-

Onyx/dp/B005UBCHEG)，上次租车发现租车行的 carseat 都很差，于是这次就自己背了一个

过去，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自己的用的很放心。 

• Maclaren Volo (http://www.amazon.com/Maclaren-Volo-Stroller-Coffee-

Silver/dp/B00776U3UM)，很轻便的伞车。 

费用： 

机票~$400 pp，租车~$300，汽油~$160， 住宿 $400+$600+$100，tour Columbia $55pp+ Maligne 

$57pp+lake o’hara $14pp+ boat $23+ hot spring $7pp+dinner show $75pp，grocery+meals ~$300，纪

念品~$100 

后记后记后记后记 

七天的行程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在 Calgary 的飞机场过关之后顺利登上返航飞机。在飞机上

等待其他转机乘客的时候，机长说，”反正也没事，小乘客想过过机长瘾的话，可以到机长座位去

照相。”这等好事怎能错过？要说才宝运气真不错，我坐了那么多次飞机从来没赶上过，才宝没坐

几回就赶上了！赶快带着才宝去排队！才宝坐在机长的大椅子上左顾右盼，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

么的。我告诉他：“这是开飞机的叔叔座位，才宝也来开飞机吧。”而才宝，依然一脸茫然…… 

飞机起飞，大胃拿起报纸开始看新闻，才宝拿起 iPhone 玩他的游戏，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固定的轨

道上。看着飞机略过重重的雪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故地重游了。 

不管怎么说，才宝一路上还是相当开心的。记得上次 Cancun 归来我还吐槽说不知能不能自由来去，

而这次，可以说是才宝出生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旅行”。脱离了 cruise 和 all inclusive 的度假

村，紧凑的日程，大量的徒步，吃野餐，住木屋，小家伙已经开始逐渐适应这样的出行。这是才

宝走过的第三个国家，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几句题外话：我感觉写游记和整理照片时候的心境是不同的。整理照片是一种迫切的回放，是搅

乱内心的；而写游记则是一种缓缓的，慢慢的，由内自外的，沉淀。虽然我写游记时已经有一种

非常力不从心的感觉，经常受到词穷的困扰，但我依然坚持写下去，写完整个游记。我知道，即

使没有别的看客，未来的我也会是忠实的读者。想象着有一天坐在摇椅上慢慢的读以前的文字，

看着时间从指缝中流过的感觉，那一定会是无比美妙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