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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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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才能最好地体会一个国家的精华。”

Ride in Canada 

热爱骑行的人，
也许都有着相似的想法—
它给你风一般的轻盈自由，

雨一般的酣畅淋漓，
每一次踩下踏板，每一圈车轮转动

感受地形的变化，每一步脚下的土地都知道
滑行时风拂过脸庞与发梢，

是对努力踩蹬的即时奖励和回馈—骑行，
让人以足够快的速度穿越大地，但又足够慢，

让路过的风景不再是转瞬即逝的印象。
在加拿大，除了这些，还能给你更多。

credit:Jake Dyson



06 07

02.壮观的自然
北极光、尼亚加拉大瀑布、大熊雨林、落基山脉、湖

泊、峡湾、森林、河流、蜿蜒的绿树成行的道路……是

加拿大最引以为傲的壮阔自然，并且是以广袤无垠的尺

度铺陈开来—爱自然的人谁能抵抗呢？骑行则是感受

自然最好的方式之一。

03.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
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加拿大拥有全

世界最长的海岸线，贾斯珀国家公园是全世界第二大暗夜

星空保护区，15个陆地生态区、5个海洋生态区，近200个野

生哺乳类动物品种、400余种鸟类、1000多种鱼类以及上万

种昆虫……经验丰富的旅行者绝对会把观赏野生动物作为

加拿大旅行中重要的一项。在BC省，不仅栖息着加拿大半

数以上的棕熊和四分之一的黑熊，还有世界上仅有的灵熊；

马尼托巴的丘吉尔被称为“加拿大北极熊之都”，还有北极

狐、北美野牛和驯鹿、不同种类的鲸鱼等，都会让你觉得不

虚此行。

01.广阔的户外空间
作为世界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加拿大，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巨大的户外空间供你徜

徉、探索、发现。尤其对于那些喜欢长途骑行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完美。道路平坦顺畅再遇

上顺风，轻轻松松一天就能骑上150-200公里。 credit:Destination BC/Yuri Choufour credit:Destination BC/Adrian Dorst

credit:Banff & Lake Louise Tourism /
 Paul Zizka Photography.

credit:Paul Zizka



08 09

08.多元文化与原住民
文化
加拿大幅员辽阔，不仅有着丰

富的地理地貌自然景观，原

住民文化与各国移民文化经

过多年的相互交融，也形成了

丰富多元的历史与文化面貌。

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东海

岸，到法式文化的魁北克；

从大湖区的安大略，到处于

落基山脉的艾伯塔；从临近

北冰洋的努纳武特和西北地

区，到受墨西哥暖流影响气

候温润的BC省西部海岸，呈

现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

10.安全的骑行环境
不管在城市还是郊野，加拿大注重提供安全的骑行环境。建在市区街道的自行车道分为共享

自行车道、油漆线自行车道、路基隔离专用自行车道等。多伦多法律规定，自行车道必须时刻保

持畅通，临时停放机动车是违法行为。当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停车带，开车门的时候也必须留

意路过的自行车，否则就会被罚款和扣分。很多城市还设立了自行车骑行委员会，工作内容包

括自行车停泊、车道网络、适合骑行的道路、安全教育、宣传推广、公共交通衔接等，目的就是

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美好的骑行环境。

04.丰富的水资源
这是一个拥有众多溪流、

大河、瀑布和湖泊的国家。

你的骑行永远不会远离清

凉、干净又慰藉人心的水流

声—在一天的骑行之后，

在水边找个地方休整一番，

清洗放松，是一天的完美

ending。

06.热情友好的人们
加拿大地广人稀，人们热爱

自然户外运动。不管是路上

遇到的骑友，还是停下来攀

谈的当地人，大都是善良热

情、耐心友好、乐于助人。

在加拿大旅行，你常常能感

受到陌生人之间的热心和

温度。

05.饕餮盛宴
多元的文化带来各种各样的美食。中餐、东南亚菜、日料、

韩餐、意大利菜、法国菜、墨西哥菜……在这里都能找到代

表，并且不会让你失望。在蒙特利尔，当地人对bagel的狂热

超乎想象，生于蒙特利尔的宇航员查米托夫甚至将18个芝麻

bagel带到了太空中，喜爱程度可见一斑。在魁北克，也一定

要试试另一种叫poutine的特色美食，在薯条上浇上奶酪肉

汁，滋味浓郁一生难忘。

07.众多国家与省级公园
加拿大拥有47个国家公园和国家公园保护区，另外还有

数百个省级公园。45%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加拿大如画

的风景和稳定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森林总面积达到440

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0%，相当于亚洲森林

面积的总和。很多骑行线路，就分布在这些公园里。

09.完善的骑行设施
与配套
加拿大的骑行设施在近

20多年得到了极大的完善

与发展，不管是城市还是

自然公园。加拿大的自行

车道主要有生活通勤型

和运动休闲型两大类别。

运动休闲车道主要建在

公园和湖畔等地，人们可

以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风

景。魁北克省拥有一个获

得国际承认的自行车骑

车网络—“绿色之路”，

全长5000多公里，贯穿魁

北克全省，被认为是目前

北美最长的自行车道。在

魁北克，政府甚至提供骑

自行车的专用地图和介绍

书籍，为单车旅行者提供

便利。在多伦多、蒙特利

尔、温哥华等很多城市，

政府都建有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市区很多固定地

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共享服

务。城市道路边还设有自

行车停放处供骑车者免

费使用。一些国家公园和

省级公园也都为骑行者提

供比较完善的营地设施，

比如淋浴、烧烤地、洗衣

设备，当然还有这些公园

里不同寻常的美景。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credit:John Price @johnpricephotography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credit:Destination BC
/Dave Heath

credit:Destination Vancouver
/Nelson Moue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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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7年为了纪念加

拿大建国150周年，Trans 

Canada Trail这个负责加

拿大国家多用途径道的组

织，将加拿大境内400多

条城市与郊野的骑行、徒

步休闲道路连接起来，成

为了世界上最长的骑行线

路，横贯东西两岸，涵盖

了境内每一个省份和地

区，从东部纽芬兰和拉布

拉多海岸的圣约翰，到西

海岸BC省的维多利亚；从

遥远的北方，紧邻北冰洋

2017年才通路的伊努维克

（Inuvik）-图克托亚图克

（Tuktoyatuk），到安大

略省南部与美国交界的湖

区，全长超过28000公里。

横贯加拿大—跨加拿大径道
Trans Canada Trail

CANADA

Vancouver

Victoria

Edmonton

Calgary

Toronto

Ottawa
St John's

Iqaluit

Montreal Quebec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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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推荐理由：探索加拿大的国家径道，世界上最长的多用途休闲径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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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斯科舍省，9 0

公里长的凯尔特海岸线

路（Celtic Shores Coast 

Trail）是入门级选手的理

想之选，平坦的道路从黑

斯延斯港（Port Hastings）

到因弗内斯镇（Town of 

Iverness）蜿蜒穿过壮观的

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西海岸，一路是大

西洋海岸的美景，也通向

当地的凯尔特文化。

在爱德华王子岛上，

4 6 0公里长的联邦径道

（Confederation Trail）

连接岛上的两端，经过

农场、海边的村庄和迷

人的城市。人们可以观

鸟、玩地理寻宝、打高尔

夫，和在有着“加 拿大

摇篮”之称的夏洛特敦

（Charlottetown）观光。

魁北克省内将近40

公里的La Montérégiade

穿 过 东 镇（E a s t e r n 

Townships），主要部分沿着

之前的火车路线，带着法

式风情，一路是农田、玉米

地、湖泊、小旅馆，还有大

片大片的苹果树和桦树。

位于北部的努纳武特

地区，Itijjagiaq Trail沿着

巴芬岛的南部，从首府伊

卡卢伊特（Iqaluit）附近

的弗罗比舍湾（Frobisher 

Bay）出发，这条177公里的

线路跟随着传统的因纽特

人之路，没有任何路标，探

险者们用GPS来导航。在起

伏的群山、峡谷、湖泊、山

谷、瀑布和高地之间，战

略性地布置了9个温暖的木

屋，提供临时的休憩。在因

纽特语里，Itijjagiaq的意

思就是穿越土地。

连 接 育 空 和 西 北

地区一直到北冰洋的邓

普斯特公路（Dempster 

Highway），全长700多公

里，是加拿大第一条全天

候跨越北极圈的公路。这

里的森林和荒原，是山羊、

驼鹿、北美驯鹿、狼、獾、

猞猁、狐狸、灰熊、黑熊的

家，也是数百种鸟类的栖

息和迁徙地。7月北极花盛

开，美得让人忘记呼吸，而

极昼又会让你觉得可以一

直向着太阳往前骑行。

详细信息请登录：tctrail.ca 

当时这条线路被命

名为“Canada’s Great 

Trail”。2021年6月1日，

经过调查投票，70%受访

者支持这条线路重新改

回它原来的名字：Tran s 

Canada Trail。

这条线路可以骑行、

徒步、骑马、越野滑雪或雪

地摩托骑行，不同方式彼

此协调，它代表了加拿大辽

阔的领地和不同的人文，

也帮助加拿大人和游客亲

近自然，在横穿这个国家

时探索和发现加拿大。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credit:Destination BC/Matthew Massa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credit:Destination BC/Kari Me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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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是加拿大首都

渥太华所在省份，也拥有

加拿大繁华的大都市多伦

多，这里有着著名的地标

建筑—加拿大国家电视

塔（CN塔）。但这里也同

样是乡村、森林、国家公

园的所在地—安大略是

你能找到的最多样化的省

份之一。

有什么比骑上自行车

体验这个加拿大最多元化

的省份更好的方式呢？从

市中心的街区到古雅的城

镇，湖边的景色和乡村，

让你享受骑行探索安大略

的自由。专门的自行车道，

各种不同的地形，和季节

变化带来的景色，增加了

多伦多：下顿河谷径道
Toronto：Lower Don Trail安大略：

都市与乡野交响曲

骑行体验的多样性和广

度。在安大略的乡村骑自

行车，农田和森林就像明

信片上的背景。在蓝山周

围的苹果派径道（Apple 

Pie Trail）骑行，在西姆

科郡（Simcoe County）骑

行，不管是休闲还是硬核

挑战，安大略都有丰富的

骑行地图和路线资源支持

你的计划。

诺森伯兰郡（North-

umberland County）起伏

的山丘，安大略东南部的

农田和传统水道，诺福克

郡（Norfolk County）的

乡村道路，哈利伯顿高地

（Haliburton Highlands）

的 径 道 系 统 ，以 及

骑行亮点：
1.大隐于市的自然野性：位

于城市中心，抬头便是多伦

多的城市天际线。不用逃离

城市，便可享受自然。

2.顿河谷公园的公共艺术项
目：这座隐藏在市中心的城市

公园，经常会邀请不同艺术家

合作艺术项目，尤其是雕塑或

装置艺术，成为深入普通人休

闲生活的公共艺术空间。

3.顿河谷砖厂公园：满载城

市历史的怀旧场所，1889年至

1984年，这里的采石场曾为

卡萨罗玛城堡、安大略省议

会等著名建筑提供石材。如

今，用绿色环保设计焕发废

弃采石场新生命，也是荣获

奖项的城市生活公共空间。

4.桥：下顿河谷径道骑行也

是一次桥梁之旅，这些桥

梁见证了多伦多历史和发

展。布鲁尔街（Bloor St.）

和丹佛斯大道（Danfo r t h 

A v e n u e）之间的爱德华王

子高架桥（Prince Edward 

Viaduct）堪称这些桥梁中的

“老爹”。

 

 

 

如何到达：这是多伦多

自行车网络的主干道之

一，从多伦多湖岸一直

延伸到顿河谷公园网络

的中心。铺装很好，标识

清晰完善，有很多通道，

推荐Lakeshore Blvd、

C o r k t o w n  C o m m o n s 

Park和Pottery Rd。

长度：约13公里

全年开放，四季皆美

· 有些部分是机动车、行

人同行，注意交通情况。

· 可以带宠物，但必须

系牵引绳。

· 春天洪水期，注意被

冲到路面的松散泥沙。

CN Tower St. Lawrence Market

Corktown

Don Valley Park

Millwoo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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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比骑上自行车体验这个加拿大最多元化
的省份更好的方式呢？从市中心的街区到古雅
的城镇，湖边的景色和乡村，让你享受骑行探索
安大略的自由。专门的自行车道，各种不同的地
形，和季节变化带来的景色，增加了骑行体验的
多样性和广度。

Prescott-Russell都吸引

着骑行者们。马尼图林

岛（Manitoulin Island）

是骑行爱好者的梦想之

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

水岛，你总能看到令人惊

叹的景色。在尼亚加拉

郁郁葱葱的葡萄酒产区，

还可以在葡萄园和村庄

间徜徉一番。如果想要更

多挑战，安大略有单程50

公里穿过省级公园和保

护区的Long Point Eco 

Adventures，3600多公里

的五大湖滨水径道（The 

Great Lakes Waterfront 

Trail），或者横贯加拿大

线路中安大略的部分。

www.ontariotravel.cn

credit:Destination Toronto

推荐理由：感受多伦多城市与当地人骑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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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这条路线大部

分是铺装道路，包括住宅

街道、地方道路中的乡村

公路和少数省道。分为若

干路段，可以选择一日、

一周甚至更长路段。很多

当地人从多伦多出发，会

将蓝山村作为出发点。

全长3600公里，可根据需

求登录官网查询详细信

息：waterfronttrail.org

最佳时间：春夏秋季

· 需要根据路段、时长

做好相关准备。

· 注意在官网查看路段

关闭的相关信息。

· 官网常有为期一周的骑

行团，蓝山村是起点，提

供免费的一周停车位。

· 可以选择预订酒店，

也可以自带露营装备在露

营地露营。

 

 

 

如何到达：佩姆勒镇在路

线的东边沿线，可以作为

出发点之一。北边的起点

可以是北佩姆勒第一长

老会教堂，西边则可以

从芬韦克村（Village of 

Fenwick）开始。

长度：34公里

最佳时间：早春-晚秋

· 沿途坡路较多，一定

要带足够的水。

· 大部分道路是公路，

注意交通安全。

· 不要一不小心喝太多

酒。

骑行亮点：
1.尼亚加拉大瀑布：在瞭望

角乡村俱乐部，能看到东部尼

亚加拉大瀑布和西部多伦多

天际线的全景景色。

2.葡萄酒之乡：作为安大略省

的主要产酒区之一，葡萄园和

酒庄不能错过，尤其是加拿大

的特色冰酒。

3.连绵起伏的山丘：顺着韦

兰河（Welland River），伴着起

伏的山丘，沿途是一片舒缓怡

人的景观。

4.安大略农业遗产和生活方

式：穿梭于果园、农田、谷仓

和房屋之间，也会经过广阔的

麦田和油菜籽田，可能还会遇

上一些当地的农夫市集。

5.老教堂：北佩姆勒第一长

老会教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Pelham）建于

1828年，这座红砖小教堂持续

使用至今，已经成为镇上生活

的一部分。

Ontario

Quebec

Lake Erie

Lake Ontario

Lake Huron

Georgian
Bay

Lake Simcoe

Lake St.Clair

Niagara-on-the-Lake

Cobourg

Kingston

SudburyGros 
Cap

Garden River
First Nation

Sault 
Ste. 

Marie
North
Shore

Bruce Peninsula 
National Park

Niagara Falls

FonthillFenwick

Welland / Niagara
Central Airport

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North Pelham

Lookout Point Country Club

Town of Pelham

Harold Black 
Park

尼亚加拉产酒区：佩姆勒路线
Niagara wine area：Pelham Route

五大湖区：滨水径道
Great Lakes Waterfront Trail 0403

骑行亮点：
1.25万+湖泊：超过25万个湖

泊让安大略拥有世界上五分之

一的淡水，这是在全球范围内

日益珍贵的自然资源。

2.155个社区：这是一条连接

五大湖区加拿大沿岸社区和

原住民的标志性路线。它将人

们与水连接起来，并成为许多

社区改善的催化剂。

3.6个国家公园和42个省级

公园：丰富便利的阿冈昆省立

公园（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有着风化岩花盆石的

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Bruce 

Peninsula National Park）、

沉船潜水和水下摄影圣地

的五英寻国家水生态公园

（Fathom Five National 

Marine Park）、拥有上个冰

河时代形成的数以万计岛

屿的乔治亚湾群岛国家公

园（Georgian Bay Islands 

National Park）等，都在安大

略省的公园中备受青睐。

4.23个国家历史遗址：当年

帮助北美奴隶逃往自由土地

的地下铁路、1812年战争的

纪念遗址、白求恩的出生地、

象形文字岩石艺术遗址，一

些城堡和博物馆等，沿途的

一些历史遗址帮助了解加拿

大的历史和当地人文。

5.3个主要产酒区：分别位于

尼亚加拉半岛、爱德华王子

县和伊利湖北岸。

6.239个沙滩：包括21个获

颁蓝旗的泳滩。

7.最美岛屿公路：Long Sault 

Parkway。一条蜿蜒的公路将

湖上的11座岛屿串起来，如同

一条绿色的珍珠。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推荐理由：另一种方式感受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安大略葡萄酒之乡推荐理由：北美最壮观的滨水骑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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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穿过首都市中心：体验加

拿大首都的所有荣耀。

2.里多瀑布：里多瀑布是里多

河水从9米高的地方落入渥太

华河的地方，瀑布周围是里多

瀑布城市公园。

3 . 总 督 府（t h e  R i d e a u 

Hall）：加拿大总督的官邸，

从1867年使用至今，是加拿大

国家历史遗产。附近不远处便

是加拿大总理的官邸。

4.梅杰斯山公园（Mayor’s 

Hill Park）：加拿大首都第一

个城市公园，建于1826年，有

高耸的大树和周围众多博物

馆、美术馆的天际线，春天开

满郁金香。这里也是举办重大

庆典活动的时候，比如加拿大

国庆日庆典。

5.洛克克利夫公园（Rockcliffe 

Park）：这个1864年建立的公

园，有一个绝佳的观景台，也有

一个遗产保护区。

6 . 圣 母 院 大 教 堂（N o t r e 

Dame Basilica）：渥太华现

存最大最古老的教堂，最早建

于1826年，建筑不断扩建发

展，内部有着华美的宗教装饰

艺术，适合静静地欣赏并享受

宁静的时刻。

7.国家美术馆：在梅杰斯山

公园的北边，紧挨着公园，从

公园的不同角度看，国家美术

馆都是一道不可忽视的天际

线。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无论

 

如何到达：从格伦罗斯

（Glen Ross）延伸到圣彼得

湖（Lake St. Peter），这条

径道将它们与南部的特伦

特运河系统（Trent Canal 

System）的水道和北部的

阿冈昆公园（Algonquin 

Park）的边缘连接起来。

普遍从Glen Ross出发，

主要的径道起点在Glen 

Ro s s Rd .和Ro sebu sh 

Rd.交会口的西边。

长度：156公里

最佳时间：全年开放，春

夏秋季游客最多。

· 多用途道路，骑行，徒

步，骑马，ATV和休闲运营

车辆都会遇见。

· 沿途有许多出入口，可

以更深入地探索。

· 大部分是山地道路，与

公路骑行不同，需先进行

山地骑行经验的评估。

 

如何到达：从梅杰斯山公

园开始，它位于国家美术

馆南边，里多运河汇入渥

太华河河口位置。

长度：12.4公里

最佳时间：全年开放，四

季各异

· 非常轻松探索渥太华

的方式，城市骑行线路标

示清晰完善。除了这条路

线，里多河东边的公园路

也是本地人很喜欢的骑

行线路，并且游客很少。

· 里多河并不是里多运

河，二者有交汇处。也可

以沿着里多河往南，再沿

着里多运河往北骑行。

骑行亮点：
1.矿 石“寻宝”：这条线路

上的铁道小镇班克罗夫特

（Bancroft）被称为“加拿

大矿业之都”，人们常来这里

“寻宝”。

2.淘金遗迹：1866年，安大略第

一个金矿理查德森（Richardson 

gold mine）在这条线路上的埃

尔多拉多被发现，从此改变了

这里人们的生活。

3.马拉莫拉矿坑：这个废弃

的矿坑三分之二已经注满了

水，敢于冒险的人甚至可以去

潜水或者泡个澡。

4.阿冈昆省立公园：这是安大

略最早也是加拿大第一个省立

公园，建于1893年。而且容易抵

达，离多伦多300多公里。这里

拥有长达1650公里的独木舟路

线，在整个加拿大引以为傲。

5.奶酪：黑斯廷斯是加拿大

注册的“加拿大奶酪之都”。

6.精酿啤酒：黑斯廷斯地区

是安大略东部的手工食品饮

品区之一，当地人使用自己种

植的食材配制啤酒，烹饪佳

肴，是品味安大略味道的绝

佳去处之一。

Rockcliffe Park

Rideau Falls Park

Maple IslandGreen island

Major's Hill Park

Notre Dame 
Cathedeal Bailica

Peterborough

Maynooth
Station

Lake St. Peter

Bancroft

Birds Creek Mohawks 
of the Bay 
of Quinte

First Nation

渥太华：里多河线路
Ottawa：The Rideau River

阿冈昆省立公园：黑斯廷斯遗产径道
Algonquin Provincial Park：Hastings Heritage Trail 0605

是外观还是内部，都为不同角

度不同时间不同光线的拍摄

提供了良好的素材，顺便看看

展览也不错。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

推荐理由：穿行加拿大首都市中心推荐理由：安大略自然与历史结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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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落基山脉：高山、湖泊、峡

谷、盆地、森林，落基山不仅带

来了壮美自然，也创造了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成为加拿大重要

的自然户外旅行目的地之一。

2.贾斯珀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作为加拿大

落基山脉最大的国家公园，它在

全世界的舞台上都闪闪发光，也

是UNESCO的世界遗产之一。

3.暗夜星空保护区：因为有

限的光污染，贾斯珀成为全球

第二大的暗夜星空保护区，建

立于2011年，是观星的最佳地

点之一。在壮阔的落基山脉与

宇宙星辰最清晰地连接，谁会

想错过呢？

4.冰原大道：这条大道贯穿

贾斯珀国家公园和其南部紧

邻的班夫国家公园。想象一

下，史诗般的落基山风景画卷

一般在眼前铺展开来。

5.伊迪丝卡维尔山：公园的标

志之一，几乎在公园里的任何

地方都能看到。上山的公路被

称为伊迪丝卡维尔路，不到14

公里，爬升650米。每年10月中旬

至来年6月中旬禁止车辆通行，

因此积雪融化的5月中旬到大门

开放前的两三周无雪期是骑行

的好时段，也正是落基山的春

天，有一些角度还可以看到天

使冰川（Angel Glacier）。2017年

左右这段公路重新进行了铺装，

有着贾斯珀最好的路面。

6.野生动物：穿行在落基山脉

中，很有可能在某个不经意间

就看见鹿、大角羊、狐狸、熊

等，这里也是它们的家。

 

 

如何到达：伊迪丝卡维尔

路距离贾斯珀13.6公里，

这使它成为即将到来的骑

行攀爬的理想热身，或者

也可以驾车，15分钟车程。

从镇上沿93号公路向南，

在贾斯珀国家公园入口购

票后，右转到93号公路，

沿着它向南行驶5公里。

长度：约14公里

爬升：650米

最佳时间：5月中旬至6月中

旬（机动车恢复通行前）

道路对机动车关闭时间：

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6月

中旬

提前了解天气和积雪融化

情况。

Jasper 
National 

Park 

Jasper 

Mt Edith Cavell

Marmot Basin

Majestic 
Mountain

Oldhorn 
Mountain

Aquila Mountain

贾斯珀国家公园：伊迪丝卡维尔路
Jasper National Park：Edith Cavell Road07

在艾伯塔，最好的公

路骑行线路不可能只在单

一目的地，因为它遍布全

省。从高耸的加拿大落基

山脉穿越广袤的大草原到

加拿大荒原，艾伯塔看似

无穷无尽的道路网络贯穿

着各种各样的风景，这些

都很容易骑车探索。

从骑行的角度，这个

省可以主要分为四个地区：

埃德蒙顿及北方，卡尔加里

及周边地区，艾伯塔落基山

脚和加拿大恶地（Canadian 

Badlands）。埃德蒙顿从

2013年到2017年协助举办了

艾伯塔省自行车赛，有着丰

富的公路自行车历史，很自

艾伯塔：
所有道路都通向壮观美景

然地成为车手们探索艾伯

塔北部的起点。艾伯塔最

大的社区自行车赛事—

环艾伯塔自行车赛（Tour 

de L’Alberta）每年在博

蒙特（Beaumont）举行，

在更北部的麦克莫瑞堡格

兰丰多堡（Fort McMurray 

Gran Fondo）则突出了伍

德布法罗（Wood Buffalo）

地区日益壮大的自行车社

区。卡尔加里是艾伯塔最

大的城市，但骑行的人不

用远离市中心，铺设好的

自行车道将城市与宁静的

乡村道路连接起来，蜿蜒

穿过开阔的草原和山脉之

间的山麓丘陵。从贾斯珀

在艾伯塔，最好的公路骑行线路不可能只在单
一目的地，因为它遍布全省。从高耸的加拿大落
基山脉穿越广袤的大草原到加拿大荒原，艾伯
塔看似无穷无尽的道路网络贯穿着各种各样的
风景，这些都很容易骑车探索。

国家公园延伸到沃特顿国

家公园，艾伯塔落基山脉

令人叹为观止。虽然整个

夏天道路都很繁忙，但在

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骑

行的人可以独享一份世外

桃源般的美景。落基山地

区的积雪通常在5月中下

旬融化，是骑行者上路的

好时间。位于卡尔加里东

部的红鹿河谷（Red Deer 

River Valley）在德兰赫勒

（Drumheller）和省立恐龙

公园（Dinosaur Provincial 

Park）之间经过风化石林

和红土峡谷，创造出一种

超凡脱俗的骑行体验。

www.travelalberta.com

credit:Travel Alberta/Sean Thonson

推荐理由：壮美的落基山精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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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 . 沃 特 顿 湖 国 家 公 园

（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这是落基山区域最小

的国家公园。沿着艾伯塔大草

原（Alberta Prairies）和加拿

大落基山脉之间的分界线，15

公里长的红岩公路有着难以置

信的独特风景，两种截然不同

的景观。虽然骑行的季节从5月

一直持续到10月，但最好的时

间是野花盛开的6月。

2 . 红 岩 峡 谷 ( R e d  R o c k 

Canyon）：在历经2017年山

火后，红岩峡谷及周边进行

了封闭式修整，2021年重新

开放。这条独特的道路沿着

布拉基斯顿山谷（Blakiston 

Valley）蜿蜒向上，一直到红

岩峡谷，这是体验“沃特顿的

经典草原与山脉景观”的首映

式。在它只对非机动车辆开放

的时间，是另一个完美骑行的

选择。

3.多样化的草原：在经过山

火之后，野花们早已用自己的

方式恢复了勃勃生机。记得停

下来，好好欣赏这些漫山遍

野浴火重生的花朵，河狸水坝

（Beavers Dam）下的小溪，水

牛曾经跳跃的悬崖，还有富含

铁的层层红色岩石—“红岩”

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此。

4.布拉基斯顿山：它是沃特

顿湖国家公园的最高峰，海拔

2940米。

 

 

如何到达：沃特顿湖国

家公园（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位于艾

伯塔省的西南角，距离卡

尔加里270公里。红岩公

路就从沃特顿镇以东4公

里开始。

长度：单程15公里

最佳时间：6月

机动车道路关闭时间：

10月31日-次年5月1日

道路没有路肩，因此在机

动车通行的时段要注意

交通情况。

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

Red Rock Canyon

Waterton Townsite

Middle
Waterton

Lake

 

 

如何到达：从横贯加拿

大高速公路的118号出

口—坎莫尔（Canmore）

以东33公里，卡尔加里

（Calg a r y）以西75公

里—沿着40号高速公路

向南行驶50公里，就到了

国王溪径道起点，从这里

抵达最高处是往返35公

里，包括625米的爬升。想

要长途骑行的人可以考虑

把车停车在75公里处的

楔形池塘（Wedge Pond），

或者停在115公里处的堰

塞坝（Barrier Dam）。

长度：全长约54公里，从

北边大门到最高处是17

公里，下山到南边是37公

里。大多数人到最高处之

后原路返回到停车处。

爬升：625米

最佳时间：6月15日前（无

机动车）

机动车道路关闭时间：12

月1日-次年6月14日

· 加拿大落基山脉是熊

的栖息地，在Highwood 

Pass区域也能看见熊。虽

然不一定在路上遇见熊，

但最好在游客中心或者

户外用品店购买防熊喷

雾，仔细阅读说明书，了

解什么时候如何使用，以

及遇到熊的时候正确的

行为方式。

· 每年的天气不同，出发

前请先了解相关情况。

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红岩公路
Waterton Lakes National Park：Red Rock Parkway

卡纳那斯基斯地区：乔木林道
Kananaskis：Highwood Pass 0908

骑行亮点：
1.加拿大海拔最高的铺装道

路：海拔2206米的Highwood 

Pass是加拿大最高的铺装道

路，属于彼得洛希德省立公园

（Peter Lougheed Provincial 

Park）。在这条公路上骑行，听

上去就很棒不是吗？

2.从高处看落基山：从2000多

米的高度看出去，起伏的山脊，

蜿蜒的河流、峡谷，纯净的湖

泊呈现不同的视角。在整个春

天，这也是一条非常受欢迎的

路线，就像伊迪丝卡维尔路一

样。因为在6月15日道路对机动

车开放前将近一个月，雪就融

化了。没有机动车，只有无尽

的山峦，草甸、树林、向前的道

路，对于热爱骑行的人，还有

什么比这更完美呢？

3.彼得洛希德省立公园：电

影《断背山》中的经典台词：I 

wish I knew how to quit you

片段，便是在这座公园的卡纳

那斯基斯湖上取景拍摄。

4.朗维尤镇（Longview）：这

里拥有艾伯塔最肥沃的一些牧

场，22号省内公路，有滋有味

地穿镇而过，理所当然地被称

Peter Lougheed
Provincial Park

Elbow-Sheep
Wildland

Provincial Park

Tombstone
Backcountry
Campground

Mt Evan-Thomas

Height of 
the Rockies 
Provincial 

Park

Elk Lakes
Provincial 

Park

为牛仔之路。对了，《断背山》

影片的第一镜头，也是在这个

镇上拍的。

credit:Corey Myke credit:Travel Alberta / Celestine Aerden

推荐理由：落基山地区最小的国家公园推荐理由： 加拿大海拔最高的铺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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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沿着16号公

路，麋鹿岛国家公园游客

中心位于埃德蒙顿市中心

以东49公里处。

长度：往返约38公里

最佳时间：5月-10月

· 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

距离，不要停下来看熊。

使用经验法则，向前伸直

手臂，握拳伸拇指，如果

拇指盖住侧身站立的动

物，你离它大约100米，这

是一个安全距离。如果没

有盖住，慢慢后退。

· 了解一些野牛的习性和

知识。春天是产崽季节，所

有雌性动物感到威胁时都

保护幼崽。黄昏和黎明遇

到带着幼崽的雌性动物也

要保持警惕。从夏末开始

整个秋季是野牛的繁殖和

发情期，雄性动物在这段

时间更具攻击性。

· 请不要戴耳机骑行，注

意周围的环境。在拐弯有

盲区时，放慢速度，以防

野牛突然就在眼前。

· 如果路上遇到牛群横

穿过路，请先让野牛通

过或我们绕路而行；避免

100米内靠近野牛或尝试

驱赶野牛；这里也是他们

的家园。

骑行亮点：
1.野生动物：麋鹿岛国家公园

（Elk Island National Park）占

地194平方公里，拥有森林、沼

泽和草原。在这里来回38公里

的骑行，可能是加拿大观赏野

生动物最多的骑行。这个公园

是美洲有蹄类动物最密集的栖

息地，除了麋鹿、驼鹿、黑尾

鹿和白尾鹿、美洲狮、狐狸、

黑熊等，这里还有北美最大和

最小的两种哺乳动物：北美野

牛和美洲侏儒鼩。

2.平原与野牛：这里最吸引人

的地方之一就是成片的平原

和成群的北美野牛—在过

去一个世纪里，这个公园对这

两种生态和物种的生存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现代

种群的血统都可以追溯到麋

鹿岛的鹿群。

3.观星：作为海狸山暗夜天空保

护区和海狸山生物圈保护区的

一部分，这里也是观星的好地

方。冬天甚至可能看到极光。

4.埃德蒙顿：作为艾伯塔省的

首府，也是著名的石油城，这

里拥有北美最大的室内购物中

心—西埃德蒙顿商场（West 

Edmonton Mall），也是著名的

埃德蒙顿石油人冰球队的主

场所在。

骑行亮点：
1.首届艾伯塔自行车赛：2013

年，这条卡尔加里地区的公路

骑行在首届艾伯塔自行车赛中

占据了显著位置。虽然这条路

线以风景优美的田园风光和

开阔的草原景观著称，但它也

位于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山麓边

缘。超过50公里，几乎没有平

坦的路段，海拔上升600米。

2.牛仔文化：卡尔加里还以石

油和牛仔文化闻名，每年7月

的卡尔加里牛仔节(Calgary 

S t a m p e d e )吸引了无数人

前往，甚至还可以走一段

著名的牛仔之路（Co w b oy 

Trail）。这里的Ranchman’s

酒吧，富有西部风情，堪称牛

仔文化博物馆。

3.邻近城市的乡村：Road to 

Nepal带你进入连绵起伏的美

丽乡村，有耐力的人可以探索

更远的牛仔之路和任何数量

的小路。道路相当安静，它有

种恬静的美—沿途有田园

风光，还有远山和卡尔加里

城市景色作为背景，还可以在

米拉维尔（Millarville）加一个

咖啡小憩。大约3个小时的骑

行，领略了田园、城市、远山

的多样风光，是不是很划算？

4.连绵的山丘：如果你认为这

座城市和周围地区都是一片

平坦，那就错了，城市南边只

有绵延数英里的起伏山峦，有

的陡峭，有的很绵长，在这段

路上骑行，对双腿是一个考

验，但你会发现也是奖励。

 

如何到达：Road to Nepal

始于卡尔加里市中心以南

23公里处的22X高速公路

和37街西南交会的路口。

长度：往返约55公里

爬升：约600米

最佳时间：5-10月

· 沿途设施有限，请准备

好足够的食物和饮品，并在

停车前计划好休息时间。

· 在大约16.8公里的地

方，可以享受陡峭的下坡，

记得从山坡上方欣赏壮丽

的山景。在549和112街西

路口，有一个理想的停车

休息的观景点，那里可以

沉浸在起伏的山峦和农田

组成的美景里。

Southwest
Calgay

Red Deer Lake 
School

Foothills 
County

274
Avenue 
West

112
Street 
West

Millarville

West 
Entrance

To Elk Island 
Parkway

Administration
Buiding

埃德蒙顿：麋鹿岛国家公园线路
Edmonton：Elk Island Road Ride

卡尔加里：尼泊尔之路
Calgary：Road to Nepal 1110

credit:Travel Alberta

credit:Travel Alberta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推荐理由：骑行邂逅北美野牛和麋鹿推荐理由： 首届艾伯塔自行车赛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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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斯坦利公园位

于温哥华市中心，公园海

堤是一条单向的独立的自

行车道，从高豪港（Coal 

Harbour）逆时针到英吉

利湾（English Bay）

长度：10公里

最佳时间：5-10月

· 天气好的日子，公园

会有很多人，注意骑行速

度。

· 要避开游客多的时间，

尽量在清晨或者黄昏。

· 温哥华雨水多，适当准

备防水装备。

· 如果愿意，可以沿

着 海堤 到格兰维 尔岛

（Granville Island），顺

便看看科学世界（Science 

World）。

· 如果是租车的话，需

要在公园外面租好，公园

里面不提供租车服务。

· 拍照的话，从Hallelujah 

Point，可以拍到温哥华的

城市天际线；从展望角，

是北岸的群山角度；海滩

不用说了，是拍海景的好

地方。

· 相对于行人一侧，骑

行道通常是抬高的，所以

看风景或者拍照时，注意

脚下和周围。

骑行亮点：
1.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海滨

道路：它沿着海岸线绵延28

公里，从温哥华会议中心，

围绕着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一直到西班牙银行公园

（Spanish Banks Park）。斯坦

利公园海堤径道是其中一段，

大约10公里，绕公园一整圈，

所有类型的自行车都可以在这

条道路上骑行。

2.城市与自然的壮丽美景：在

温哥华，只要是晴天，去斯坦利

公园会成为大家首选的事情，尤

其是在海堤径道骑行。不管你

选择哪一段，都会看到温哥华北

岸周围群山的壮丽景色，还有远

处隐藏着的一些美丽海滩。

3.斯坦利公园：温哥华最早、最

大、最受欢迎的城市公园。公园

的东北方向是著名的狮门大桥

（Lions Gate Bridge），一路会经

过海港，还有一些海滩，以及温

哥华划船俱乐部和玫瑰花园，6

月的时候花园开满玫瑰。这里

还有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馆。

4.天然雨林和巨树：斯坦利公

园在城市中心拥有400公顷的

天然雨林，有许多几百年树龄

的巨树，最大的那一棵据说需

要12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合围。

这些高大的铁杉、西部红杉、

道格拉斯冷杉，让人在城市中

心就能如此亲近古老的自然。

Stanley Park

English Bay Park

Lions Gate Bridge
Prospect Point 

Lookout

Prospect Point 
Picnic Area

Siwash Rock

Third Beach
Brockton Point

Lighthouse

Totem Poles

Hallelujah
Point

温哥华：斯坦利公园海堤径道
Vancouver：Stanley Park Seawall12

加拿大最西部的省

份，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浓缩在落基山脉和太

平洋海岸之间，气候温润，

形成了丰富的自然多样

性。从活力充沛的公路骑

行到专业刺激的越野和山

地骑行，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BC

省，有着满足你一切口味

的骑行路线。

人们总是很轻松地

就能说出在BC省骑行的

理由，这里有无数径道，

BC省：
满足一切骑行口味

串起荒野地带、迷人的乡

村城镇和城市中心。它有

着易于到达的海岛，令人

惊叹的海岸线，和众多丰

富的国家和省立公园。全

世界唯一能看到稀有物

种灵熊的大熊雨林—地

球上最大的未被破坏的

原始温带雨林，也正是位

于这里。

在海岸山脉（Coa st 

M o u n t a in s）土地肥沃

的单车道上滑行；车轮

在汤普森欧垦娜根地区

人们总是很轻松地就能说出在BC省骑行的理
由，这里有无数径道，串起荒野地带、迷人的乡
村城镇和城市中心。它有着易于到达的海岛，
令人惊叹的海岸线，和众多丰富的国家和省立
公园。全世界唯一能看到稀有物种灵熊的大熊
雨林—地球上最大的未被破坏的原始温带雨
林，也正是位于这里。

（Thompson Okanagan）

葡萄酒庄之间的道路上

滚动；在南齐科廷（south 

Chilcotin）崎岖的山区地

形俯冲而下，或者沿着温

哥华和维多利亚风景优美

的海滨惬意地踩下脚踏

板……这就是BC—无论

是休闲还是探险，都是天

堂般的存在。还有什么比

这更好呢？我们要做的就

是，准备好行装，骑上自

行车，出发！

hellobc.com.cn

credit:Destination BC/Heath Moffatt

推荐理由：世界上最长的不间断海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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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考伊琴河谷（Cowichan 

Valley）：这条路线由原来的

铁道路床改造而成，是一条

壮观的多用途径道，也是南

温哥华岛上横贯加拿大路线

的一部分。考伊琴河谷从马

拉哈特（Malahat）山顶的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大区边界开

始，北至肖尼根湖（Shawnigan 

Lake）和金索尔栈桥（Kinsol 

Trestle），西至考伊琴湖镇，

北到纳奈莫（Nanaimo）大区。

2.金索尔栈桥：高44米，长188

米，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和最长

的木制高架铁路栈桥之一，也

是英联邦国家最大的木制高

架。它在Koksilah河上呈现优

美的曲线，将河两岸连接起

来，向西北方向延伸，那里是

Glenora农业区，主要是牧场和

干草地，还有一些葡萄园。

3.美食之路：由于这个地区有

许多农场、酿酒厂、果园和倡

导农场到餐桌饮食理念的机

构，因此也被称为“美食之路”

（Gourmet Trail）。这条路线

大部分宽阔平坦，还有一些用

了公路路段，很适合骑自行车

徜徉其中。除了最早于1920年

2.缆车接驳：四台缆车供山

地车上山接驳，让人专心享受

速降骑行的乐趣。所有路线

指示明确，入口都会标示名

称与等级。

3.服务周到：公园开放期间

会有医护人员巡山，万一有

人受伤，可以得到及时帮助

和处理。

4 . 配 套 完 善 ：惠斯勒城镇

与公园紧挨在一起，餐厅、

超市、酒吧等配套 设施一

应俱全。

 

如何到达：从维多利亚

市中心出发，走横加公

路出城，大约31公里到

达马拉哈特山顶之前左

转上肖尼根湖路。在6

公里处的山脚下，向左

急转上铺装的苏克湖路

（Sooke Lake Road）。

向前大约1.5公里，右转

便是停车场。

长度：122公里

爬升：700米

最佳时间：5-10月

· 岛上天气多变，时常会

有阵雨，备好防水装备。

· 在一些路段可能周末

人比较多，尤其是天气好

的日子。

· 暴雨之后有一些路段

可能路面会变得松软一

些，这种时候更适合山地

自行车。

The Great Trail
Regional District

of Nanaimo

Cowichan Valley

Shawnigan 
Lake

Kinsol Trestle

温哥华岛：考伊琴山谷径道
Vancouver Island：Cowichan Valley Trail

惠斯勒：山地自行车公园
Whistler Mountain Bike Park 1413

 

如何到达：惠斯勒山地

自行车公园在惠斯勒山

上。可以从惠斯勒村通

过Fitzsimmons Lift和

Whistler Gondola缆车进

入，或者从Creekside通

过Creekside Gondola缆

车进入。

长度：四个不同区域，超

过80公里的自行车道

最佳时间：5-10月

· 周末和节假日可能会

比较拥挤。

· 如果玩一周或更长时

间，租车费用可能会比

较贵。

· 想要提高骑车技术，可

以选择公园的技术教练课

程。

· 日夜温差较大，注意衣

物准备。

· 每天租用车辆归还之

前，需用山脚下的免费洗

车水柱将车冲洗干净。

完工的金索尔栈桥，这条路上

还有其他8个高架栈桥，成为

俯瞰山谷的绝佳观景点。

4.马拉哈特天空径道（Malahat 

Skywalk）：2021年新建成

开放的体验，让以前只有敏

捷的探险家才能感受的野外

体验，现在螺旋塔式的设计

和树顶径道，让人们很容易

就沉浸在陡峭的山坡和茂密

的森林这样原始的自然环境

中，也是一个全新的探索西

海岸的角度。

骑行亮点：
1.速降骑行的麦加：如果自

行车公园像糖果商店的话，

惠斯勒的就像是巧克力工厂。

对于速降骑行爱好者和专业

玩家而言，这里就是麦加。

来到惠斯勒，爱骑行的成年

人仿佛又回到年少时代一般

充满激情。骑行公园共有四

个骑行区，无论初学者还是

骨灰级玩家都能找到满意的

骑行道，绿道、技术双黑道和

跳跃道，不一而足。

credit:Destination BC/Andrew Strain

credit:Destination BC/Boomer Jerritt

推荐理由：BC省当地美食之路推荐理由：速降骑行的朝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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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最著名的骑行路线之一：凯

托谷铁路径道（KVR）是最著

名的骑行路线之一。也是横贯

加拿大径道的一部分，从霍普

（Hope）绵延近500公里，穿过

欧垦娜根地区，向南到达美加

边境的中途岛（Midway）。它是

BC省铁路径道网络中最长的

一条。

2.历史悠久的铁路：这条铁

路于1915年开通，当年用来运

输银矿到海岸，如今这条径道

仍然保留着早期拓荒者建造

的栈桥和隧道。它曾经是连接

沿路各个分散社区的综合铁

路系统，现在退役的铁路成为

一条广泛的休闲径道，也是整

体地区的连接路径，不仅有山

川峡谷的壮观景色，也提供历

史人文的社区体验。

3 . 蒸 汽 火 车 体 验：有兴趣

的话，你甚至还能在萨默兰

（Summerland）体验一段蒸汽

火车，这是这条铁路目前唯一

活跃的部分—乘坐一辆经

过修复的1912年蒸汽机车，花

90分钟时间回到过去。

4.加拿大果篮：沿着彭蒂克顿

（Penticton）路段，游览纳拉

马塔（Naramata），这里是BC省

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顺路喝一

两杯吧。更何况，欧垦娜根山

谷里除了酒庄，还有农场果园，

也被称作加拿大的果篮子。

5.迈拉峡谷（Myra Canyon）：

这段路线可能是径道上最壮

观最震撼最受欢迎的一部分，

它位于基洛纳（Kelowna）以

南附近，像是悬在悬崖上一

般，提供了最壮观的大峡谷

景色。穿行峡谷的这条路线，

有18座高架桥和两个隧道，

如今是加拿大国家历史古迹

（National Historic Site of 

Canada）。这些栈桥坐落在陡

峭的峡谷岩壁之间，连接着悠

久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

骑行亮点：
1.葡萄酒：这条轻松自在又充

满酒香的径道每年吸引无数

人前来—也许是因为位于

径道之上的奥利弗（Oliver），

被称为“加拿大酒都”。甚至

有人自带酒杯，骑着自行车，

一路骑行至不同的酒庄，算是

完成了南部欧垦娜根山谷的

品酒之旅。事实上，这算得上

是探索南欧垦娜根地区最好

的方式了。

2.加拿大唯一沙漠景观：奥

索尤斯（Osoyoos）是在原住民

语言里意思是“两个湖泊相遇

的地方”，这里是加拿大唯一

的沙漠地区，也是加拿大最为

干燥炎热的地区，奥索尤斯湖

（Osoyoos Lake）也是加拿大

最温暖的淡水湖。这里盛产各

种水果，也以酿酒业著称。在

奥索尤斯沙漠中心，游客可以

了解这里的沙漠生态和生态

系统的保护，也可以沿着1.5公

里的高架木板路探索加拿大

的沙漠，欣赏壮观的景色。

3.斑点湖（Spotted Lake）：

奥索尤斯西北部的一个盐碱

湖，每当6月到9月中旬的夏季，

湖水大量蒸发，湖面会出现一

个个圆圈，就像画家

遗落的巨大调色板。

由于矿物质含量不

同，一年内湖水颜色

也不断变化，所以无

论你什么时候去都能

看到漂亮的色斑，斑

点湖也由此而得名。

 

如何到达：它从McAlpine

桥开始，随着欧垦娜根河

穿过农田，经过许多酿酒

厂，最后在奥索尤斯湖附

近结束。这条小路有许多

入口，但最受欢迎的一个

位于97号公路和Tucelnuit

路，如果是向南朝奥利弗

的方向，岔道位于Esso加

油站后面。转到Tucelnuit 

Drive之后，在Willow Court

再右转，就可以看到右手

边的大型停车场。

长度：18公里

最佳时间：6-10月

· 如果夏天去，注意防

晒，因为整条线路沿着河

道，遮荫处不多。

· 喜欢游泳的话，不妨

带上泳衣。

· 奥利弗往北的路段是

铺装路面，往南的路段则

是砾石路面。

· 如果不想走回

头路，可以让人开

车到22号路的停车

场，离路线南部的

终点大约10公里，

都是平坦的铺装或

砾石小路。

Oliver

Tucelnuit Drive

International Hike
and Bike Trail

Osoyoos Oxbows Trailhead

凯托谷铁路径道
Kettle Valley Rail Trail

南欧垦娜根：国际徒步和自行车道
South Okanagan：International Hiking and Biking Trail 1615

 

如何到达：可以从径道的

任何一个已建好的停车

场进入，选择一段去探索

或者骑完全程。

长度：492.58公里

最佳时间：全年开放，

5-10月天气相对好。

· 当地的骑行团常把骑

行和精酿以及葡萄酒品

酒结合起来，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与。

· 这条道允许骑马和

ATV通行，可能会遇到机

动车辆。

· 保证手机相机电池充

足，想拍照的地方会很多。

· 除了水和吃的，望远

镜、相机记得带。

· 夏天骑行记得趁早，

这样更凉爽，人也更少。

· 森林中要特别注意防

火，迈拉峡谷的栈桥曾经

被森林大火烧毁过。

Midway

Myra Canyon 
Trail

Kettle Valley 
Rail Trail

Brookmere

Hope

credit:Destination BC/Andrew Strain

credit:Destination BC/Grant Harder

credit:Destination BC/Hubert Kang

推荐理由：著名的铁路改造径道骑行路线推荐理由：加拿大唯一沙漠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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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亮点：

1.世界顶级骑行路线之一：卡伯特径道围绕着新斯科

舍省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一条环线，如诗如画的海岸美

景，让这条线路成为世界顶级的骑行路线之一。

2.壮阔大西洋：广阔无边的大西洋海景和绵延起伏的地

形，有一些坡路会让双腿有些吃力，但随之而来通常是

让人惊叹的景致。一些骑行旅游公司可以驱车载你到山

顶，然后专心享受自行车骑行下坡的乐趣。

3.布雷角高地国家公园：山海相遇，被誉为加拿大最迷

人的地方之一。想象一下，葱郁的河谷流淌在古老的高

原，边缘则是铁锈色的悬崖。卡伯特径道从这里穿过，

越过大西洋的灿烂全景，阿卡迪亚（Acadian）山区的森

林和古朴的渔村，一路上有机会见到驼鹿和秃鹰。

4.东海岸美食：探索当地的城镇，各种特色餐馆都能吃

到扇贝、龙虾、鲑鱼等新鲜可持续的本地海鲜和季节性

美食。

 

如何到达：通常在巴德克

（Baddeck）村向北出发，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顺

时针或逆时针方向。

长度：298公里

爬升：400米

最佳时间：6-10月

· 海岛天气变化快，带上

防雨装备。

· 秋天一路色彩壮观，

如果遇上10月的凯尔特

色彩国际音乐节（Celtic 

Colours International 

Festival），好好享受。

Cape Breton 
Highlands 

National Park

Baddeck

Ingonish
Cape Smokey

Pleasant Bay
Cheticamp

Margaree
Valley

White 
Point

骑行亮点：

1.老纽芬兰铁路走廊：这条穿越城市和乡野的历史路线

沿着老纽芬兰铁路走廊，横贯该省东西部。铁路轨道于

1898年建成，1988年停止运行，连接东部的首府圣约翰

（St.Johns）和西边的巴斯克港（Port aux Basques）。

2.多样景观和文化：这条径道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岛

上多样景观和文化的视角，不管是城市街区、森林草地、

渔村海湾，还是广阔的荒原、巨大的岩石、壮丽的山海，

和132座已修复的高架。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
T铁路省立公园
The Newfoundland T’Railway Provinacial Park

如何到达：有轮渡到巴斯

克港，或者飞到圣约翰。

长度：880公里

最佳时间：7-8月

· 夏天天气最好，但需

要注意蚊子和黑苍蝇，带

好驱蚊液。

· 岛上夏天大多吹西风，

由西往东骑会更省力。

· 当地允许ATV在这条路

线上行驶，因此可能会遇

到机动车辆。

Port aux Basques

Doyles

Corner
Brook

Pynn's
Brook

Springdale

Grand 
Falls-

Windsor

Gander

Goobies

St.Johns

19

骑行亮点：

1.北美最长自行车道网络：魁北克的这条“绿色之路”

绵延超过5300公里，从Gaspé海岸的圣劳伦斯湾到蒙

特利尔北部的劳伦特地区（Laurentians），无论你在魁

北克的什么地方旅行，这条骑行路线都不会离你很远。

它由许多自行车道连接而成，是北美最长的自行车道网

络，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评选的世界10条最佳自行车路

线中排名第一。

2.亲近自然，远离机动车：这条路线让骑行者远离机动

车，同时连接了18个旅游地区、382个社区和7个国家公

园，展现了一幅魁北克省的全景画面。

3.周到的设施和清晰的标识：它连接魁北克的各个地

区，同时也连接魁北克与安大略省、新不伦瑞克省和美

国。这是对自行车友好的舒适安全的缩影，这条路线最

大的特色，就是周到的设施和清晰的标识，确保整个长

度适合所有骑行者骑行。

如何到达：这条路线可选择的点很多，可以在官网上根

据需求在线计划行程：www.routeverte.com。

长度：约5300公里

最佳时间：5-10月

Manicouagan

Gaspesie
Bas-

Saint-Laurent

Saguenay-Lac-
Saint-Jean

Charlevoix
Region de 
Quebec

Lanaudiere

Laurentides

Outaouais
Chaudiere-
Appalaches

Montreal
Monteregie

Centre-du-
Quebec

Abitibi-
Temiscamingue

17 新斯科舍：卡伯特公路
Nova Scotia：Cabot Trail 

魁北克：绿色之路
Québec：Route Verte18

骑行亮点：

1.世界上最高的潮汐：芬迪湾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潮汐。

每天两次，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壮观的潮汐景象：1600亿

吨海水涌进芬迪湾，这是地球上所有淡水河流量总和的

四倍，潮汐高达16米。

2.有趣的地标：除了20条通往几乎与世隔绝的海滩和令

人兴奋的吊桥的小路之外，这条路上还有三个瀑布和几

个有趣的地标，包括一个船长的墓地，和一座文物建筑

的复制品，上面有着早期定居者森林伐木的照片。

新不伦瑞克：
芬迪径道
New Brunswick：Fundy Trail Parkway

 

如何到达：可以从S t . 

M a r tin’s、Su s s e x和

Alma三个镇开车进入，

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

fundytrailparkway.com

长度：35公里

最佳时间：5-10月

· 有的坡度骑行会有一

些挑战，但看到的景色很

值得，当然下坡也很爽。

· 这条路线是多用途道

路，因此会有机动车，注

意骑行安全。

St. Martins

West Entrance to the 
Fundy Trail Parkway

Little 
Saimon

River 
Protected
Natural 

Area

East Entrance to the
Fundy Trail Parkway

Fundy Trail
Parkway

20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credit:加拿大旅游局

推荐理由：大西洋海岸世界顶级骑行路线之一

推荐理由：横穿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推荐理由：北美最长的自行车道网络

推荐理由：世界最高潮汐

部分线路参考网站
1.www.waterfronttrail.org
2.www.visitniagaracanada.com
3.www.kananaskistrails.com
4.www.pc.gc.ca
5.www.railstotrails.org
6.www.routeverte.com
7.www.trailway.ca
8.www.bcrailtrails.com



42 43

塞沃勒Cervélo

在1995年，工程师Gerard Vroomen和Phil 

White根据自己的工程学知识和骑行经验创立

了Cervélo品牌，开创空气动力学公路车产品

风潮。Cervélo是一个以技术为基础导向的自

行车品牌，更轻，更硬，更气动自行车，让人拥

有一流的骑乘质感。Cervélo品牌名称来自于

意大利文头脑「cervello」和法文自行车「velo」

的结合，意指有思考的自行车，其目标就是设

计出世界上最快的自行车，以高性能的气动或

超轻量产品著称，也是环法赛场上的常客，它

的RCA和R5多次被评选为最佳环法战车。

诺客NORCO

NORCO成立之时便是加拿大人开始骑行运动

之时。1964年，Bert Lewis在加拿大BC省创建

了NORCO品牌。1981年，当大多数人还不知山

地自行车运动为何物时，NORCO创立了北美第

一支BMX厂队，成为这项运动的最初奠基者。

加拿大骑行品牌

「RE而意」是一个自行车生活方式品牌，围绕骑行运动与产品展开多元生活场景，推广自行车

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而意骑行俱乐部 RE Cycling Club，除定期组织国内外户外骑行活动和分

享会外，还提供骑行顾问咨询服务、自行车个性化定制等。

而意骑行俱乐部

骑行穿搭风格
城市休闲骑行

根据不用的骑行场合，选择最合适的服

装。如果希望快节奏、高强度的骑行，

骑行服和BIB短裤，想必是大多数人的

选择；如果是一个有预定会议的早晨，

而你希望自行车上班时，你可能希望着

装既能满足骑行的功能性，又能具备办

公的正式性，这样一来就省去换衣服的

烦恼。比如复古风格的工装短衬衫、骑

行T恤，搭配复古骑行包等。

竞速竞技/专业骑行

保持干燥和保暖的三层穿衣法：

1、基础层，将汗水从皮肤上移开，尽可

能干燥是保持温暖和舒适的一个重要

部分。

2、中间层的作用是在骑行过程中保持

温暖。

3、防风外套是帮助抵御周围气候的

屏障，主要目的是挡风防水，同时让

汗水中的水蒸气排出。

↑7MESH REBELLION 
外套
→7MESH THUNDER 
骑行裤

↓7MESH ELEVATE 脖套

↑7MESH WK3 BIB 
SHORT 骑行短裤

↓7MESH ASHLU 
MERINO T恤

↑7MESH 骑行长袜

ARGON 18

北美著名自行车选手Gervais Rioux创立的

自行车品牌，以无瑕的操控、优异的组装

品质、精致的外观，从1989年开始逐渐在

加拿大各地打响知名度。品牌之所以取名

ARGON 18，是由于制作tig车架时必须使用

一种关键稀有气体：氩，用的正是纯粹的氩

焊精神。

7MESH

来自于加拿大的骑行服装品牌7mesh诞生

于2016年初，致力于骑行服装及装备的开

发，看上去就像自行车版本的Lululemon，

事实上，这两个品牌确实有合作。7mesh产

品以极轻薄的材料完成防水等运动性能，

以简约与满载实用系数的服装为骑行者带

去一份体贴，也是品牌不变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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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骑行注意事项
装备
1.头盔。骑行时戴头盔是法

律规定，不戴头盔可能会被

罚款。当然，戴头盔也是为了

自己的安全。

2.自行车须配备一个前白大

灯和一个后红灯/反光镜，可

以在脚踏板和轮子上安装反

光装置。如果在傍晚或者晚

上骑行，必须有一个可见距

离为150米的前白大灯和一个

可见距离为100米的后红灯。

3.便携式打气筒。如果长途

骑行，或者喜欢越野自行车，

自备便携式打气筒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4.急救包。尤其是带孩子一

起骑行时，随身携带一些创

可贴和消毒棉等，以备不时

之需。

5.舒适的骑行服。合适的骑

行服装让骑行体验更舒适，

尤其是长时间骑行，提高舒

适度很重要。另外，颜色鲜

亮带反光的服装也会提高

安全指数。

6.防晒用品。运动太阳镜、防

晒霜等，需要的话准备长袖

长裤骑行服，以免晒伤。

7.防水装备。长途骑行尤其

是越野骑行，需要应对天气

的变化和可能涉水。

8.除了前文提到的装备，根据

骑行的情况准备其他用品，包

括但不限于一些零配件、食

物、水、能量补给品、驱蚊水、

防熊喷雾、望远镜、相机等。

交通安全规则
1.在加拿大，各省的交通法

规和罚款标准可能略有不

同，但骑行的交通安全规则

基本通行。

2.必须戴头盔。正确佩戴头

盔的方法是2V1原则，即眉毛

到头盔下沿距离2指，系带绕

过耳朵下面呈“V”形，下巴和

下面的系带之间能放进1根

手指。

3.出发前ABC快检。A指air，

检查轮胎适当充气以及磨

损情况。B指刹车（brakes）

和车把（bars）。C指链条

（chain）和曲柄（crank），

全面检查传动系统，脚踏板

能自由转动、齿轮变速器在

正确位置。“快”是指快拆

（quickrelease），检查将轮

轴固定在车叉上的螺母或杠

杆是否拧紧，杠杆是否紧固

在车叉上保护它们。“检”

是指最后检查，将自行车提

起，离开地面几英寸然后松

手。听听是否有松动的部

件，部件必须紧固。

4.遵守路口的红绿灯规则，

STOP标识要停车。

5.没有装响铃、在人行道上骑

车、在自行车道逆行等，会面

临罚款。

6.转弯必须提前打手势，并

转头查看周围情况。

7.在城市中车流量大或者比

较危险的十字路口，可以下

车并使用人行横道。

8.骑行时至少有一只手放在

车把上，最好双手都放在车

把上。

9.单人自行车不能载人，双人

自行车、儿童座椅和儿童拖

车除外。

10.不管在城市还是乡野，只

在有自行车标识或者指定的

道路上骑行，尽量靠右。

11.按照停车标识停车。

12.集中注意力，保持直线骑

行，以免影响他人。

13.注意周围的环境，尤其

是在一些国家/省级公园骑

行时，可能会遇上野生动

物，注意观察。

14.骑行时尊重和体谅其他

的骑行者。

15.让路给同道的徒步者、跑

步者和骑马者。

16.留意道路或路段关闭的

信息，如果道路关闭，请遵守

关闭通知。

17.出发前评估骑行体力与

能力，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

骑行。

18.在一些野生动物出没的区

域，适当制造一些噪音，警惕

野生动物。

19.在野外休息时，注意有气

味的用品如食物、饮料、洗发

水、清洁剂、肥皂、牙膏、唇

膏，甚至装过食物的盘子、瓶

子、烧烤用具、清洁毛巾、垃

圾等，都需要存放好，以免引

来野生动物。哪怕只是几分

钟，都可能将自己或其他游

客和野生动物置于危险中，

并或可能导致罚款。

20.如果骑行途中露营的话，

在帐篷附近做饭也是危险

的，挥之不去的气味可能会

吸引野生动物。

21.尊重自然、野生动植物、

当地的历史、传统地区文

化、脚下的土地和人们为之

付出的努力。以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在经过和停留的地

方不留下痕迹。

22.享受加拿大的骑行，玩得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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