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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探险指南

整个海洋都在嘴里跳动

NATURE GOLDEN TIPS
人经营着咖啡厅、餐厅和小酒店。
尽管餐厅很小，但供应的海鲜大餐
不仅美味，价格也是让人惊喜。

帕丽海滩 Parlee Beach
帕丽海滩可能是全世界最暖的沙
滩之一。明媚的阳光，细腻的沙滩，
静谧的海景，各色酒吧、餐厅和小
酒店。巨大的龙虾雕塑耸立在沙滩
上，也标志着帕丽海滩所在的希迪
亚克(Shediac) 地区是东海岸著名
的龙虾产地。

城市漫游
指南

CITY
GOLDEN
TIPS

GOLDEN TIPS ：
试着尝尝掌状红皮藻(Dulse)，
一种
深褐色的海藻食品，
当地人相信这
是极具营养的食品，
因为在它的生
长过程中，
吸收了无污染的大海的
精华，
有着丰富的矿物质。
可以当作
零食或放入汤类等菜肴，
是非常贴
心的礼物。

身临潘多拉星球
芬迪国家公园

Fundy National Park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可以
让你领略转瞬间的沧海桑田，那
估计是在芬迪国家公园观潮。千
百年来，芬迪湾的潮汐冲刷着芬
迪国家公园的海岸，霍普威尔岩
(Hopewell Rocks) 区域的参天的岩
石被海浪冲刷成不同的形态。站在
高处远眺，嶙峋的巨石，无尽的原
始森林和飞流直下的瀑布，很像电
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的景象。芬
迪湾大潮汐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潮
汐之一，并且每天的潮汐让公园展
现出 2 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最高可
达 16.3 米的潮瞬间覆盖住霍普威
尔岩，让其变成一个个形色各异的
小岛。

愤怒角的滑索和速降是必玩的项
目，全家人都可以参与不同的项
目，租一套穿戴录像设备，记录下
朋友和家人在空中滑翔或降落时
夸张的表情，留存下来当笑料百
看不厌。

GOLDEN TIPS ：
不要错过隐藏在白色灯塔的餐厅，
摆盘质朴但出乎意料美味的加拿
大菜，甜品菜单的苹果派是主厨选
用当地水果和乳制品制作，巨大一
份可以两三个人一起分享。

岛上小镇的小酒店也是隐藏的宝
藏，不仅可以住在超过二百年历
史的大房子里面听着徐徐海风起
床，酒店的主人更会准备好香喷
喷的早饭，当地的鸡蛋、果酱和松
脆的面包，一切都被幸福的味道
包围着。

横跨 800 年的私人体验

未经雕琢也很美
库西布瓜克国家公园

Kouchibouguac National Park

GOLDEN TIPS ：
芬迪国家公园适合全家人一起远
足，里面有完善的安全措施和路线
提示，建议先去游客服务中心，找
员工要不同难度的远足路线。

藏着许多秘密的小岛
大马南岛

Grand Manan Island

滑翔时的表情真可爱
愤怒角 Cape Enrage
白色灯塔是愤怒角的地标，登上历
经 140 载岁月洗礼的灯塔，便能俯
瞰原始森林和海洋。运气好的话，
可以看到鲸群在海中游弋，鲸鱼妈
妈带着鲸鱼宝宝在远处海中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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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穿梭游轮 2 小时可以到达和
大陆一水相望的大马南岛，岛上依
然保留着原始的森林，不仅有很多
野生动物栖息其中，还是上百种候
鸟的栖息地。这里是东海岸最佳候
鸟拍摄地，数座灯塔和瞭望角是拍
照的绝佳隐藏地点，岛上的小镇虽
小，但五脏俱全，热情好客的当地

库西布瓜克国家公园有着未经雕
琢的原始风景，是全家远足的理想
之地，木制廊桥连接着森林、海滩
和溪流。双脚踏在木制的廊桥上，
穿梭在密林之中，跨过溪流，经过
浅滩，浓郁的海风扑鼻而来，仿佛
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绿色氧舱。

GOLDEN TIPS ：
这是一次可以近距离感受阿卡迪
亚文化的机会，来自法国移民和米
克马格(Micmac) 原住民居住在该
地区，当地的阿卡迪亚日常生活方
式和着装颇为独特。

阿冈昆度假村 Algonquin Resort
拥有超过 800 年历史阿冈昆度假
村(Algonquin Resort)，坐落在圣安
德鲁斯(St. Andrews) 核心，是加拿
大的传奇度假酒店。从下车把钥匙
交给门前迎接的门童、步入酒店大
堂、身后大门缓缓关闭的那一刻，
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静谧的城堡。

GOLDEN TIPS ：
全家出游就一定要去酒店所在小
镇的水族馆，每天的海豹表演和海
洋动物触摸池是儿童最喜爱的地
方。还有神密的城堡博物馆在离岸
的米尼斯特岛(Ministers Island)，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酷的博物馆之
一，因为前往博物馆一定要等每天
潮水退去步行前往。

比弗布鲁克艺术馆

Beaverbrook Art Gallery
依山而建的比弗布鲁克艺术馆是
加拿大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当代
极简主义的建筑风格，在遍布古老
建的筑弗雷德里克顿城区显得格
外不同，但又并不突兀，正如新不
伦瑞克人革新但不露锋芒的性格。
馆藏众多加拿大本土艺术家和欧
洲艺术家的绘画、雕塑、影响以及
多媒体作品。美术馆很多大，如果
逛累了可以在新馆的咖啡厅坐在
巨大落地窗前俯瞰河谷喝东西。

多精酿酒厂的城市，喝Moosehead
酿酒厂鲜酿的啤酒配海鲜，是圣约
翰居民的最爱。

GOLDEN TIPS ：
使整个圣约翰变得五光十色的，是
圣约翰的狂欢节(Buskers on the
bay)。每年 7 月，整个圣约翰街头
变成了游乐的海洋，有一系列的演
出、街头魔术和各式美食车。

城市会庆祝他们引以为豪的龙虾
文化。在每年 7 月的希迪亚克龙虾
节(Shediac Lobster Festival) 上，
会设置形色各样的帐篷，里面是极
具当地特色的商品和好玩儿有趣
的游乐项目，在长达 300 米的长桌
上，
会摆满希迪亚克的传统龙虾卷，
一定要和当地人一起吃。

GOLDEN TIPS ：
Captain Dan's 餐厅的露天座位是
帕丽海滩的隐藏美食角落，在品尝
龙虾卷的同时可以欣赏到海景和
的日落。

GOLDEN TIPS ：

中世纪的红色头发

GOLDEN TIPS ：

古老建筑中的新艺术

弗雷德里克顿 Fredericton
在弗雷德里克顿漫步，仿佛身处于
英国中世纪的城镇中。即使在城市
核心的主街依然非常静谧，偶尔会
有和电影哈利波特中罗恩一样红
色头发的当地人热情地打招呼，因
为大部分居民是爱尔兰移民的后
裔。这是新不伦瑞克省的首府，也
是加拿大著名的大学城，城市被森
林环绕并保留了大量的乔治亚风
格和哥特风格历史建筑，好似一幅
刻画加拿大的历史画卷。

GOLDEN TIPS ：
旧政府大楼(Provincial

legislature in Fredericton) 现在
对游客开放。可以步入中庭登上保
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旋
转楼梯，楼梯全部由木材打造，随
手触摸之处都是岁月的痕迹。

如果你是达利的粉丝，一定要去在
2017 年开幕的新馆，惊喜是达利众
多作品永久陈列其中，其中包括他
的巨幅画作。

19 世纪的人如何生活？
圣约翰 Saint John
圣约翰是唯一建在芬迪湾的城市，
城市保留了加拿大最完整的 19
世纪商业建筑，以国王广场(King
Square) 为核心出发漫游城市，既
可以参观乔治王朝风格的宅邸
博物馆(Loyalist House)，也可以
在古圣约翰市场(Saint John City
Market) 买到琳琅满目的手工制
品、品尝新鲜的水果和肥美的海
鲜。圣约翰也是大西洋四省拥有最

迷你版的阿姆斯特丹
蒙克顿 Moncton
第一次造访蒙克顿，会惊讶于当地
居民的热情好客。它是新不伦瑞克
省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像一个双面
娇娃，一面是传统的商业氛围，夜
幕降临以后，另一面是加拿大东海
岸最具活力的夜生活的地方，很像
mini 版的阿姆斯特丹。蒙克顿美食
是加拿大的代表之一，隐藏在市中
心的数家高级餐厅有着非常不错
的晚餐菜单，务必提前预定。

GOLDEN TIPS ：
散落在蒙克顿市区周边的酒庄会
提供超值品酒菜单。喝完酒不能开
车的尴尬在这里不存在，蒙克顿市
区有着便利的自行车租赁点，可以
在微醺之下边骑车边欣赏路上的
风景。

当整个城市变成露天音
乐会
丰收爵士和蓝调节

Harvest Jazz and Blue Festival
唯一可以让冷静的加拿大东海岸
人沸腾的，就是著名的丰收爵士和
蓝调节，音乐节在每年 9 月的第二
周于弗雷德里克顿举办，持续时间
一周。虽然节日名字只有爵士和蓝
调，但每年音乐节都聚满了来自北
美的众多流派艺术家，在这儿可以
听到流行乐、乡村音乐、爵士乐、摇
滚乐等。每到这个时候，城市的所
有公园和众多道路都会变成露天
音乐会和狂欢派对。

GOLDEN TIPS ：
北美很多流行乐明星也会突然造
访音乐节演出，飞跃大洋去追星，
想想就够疯狂了。

龙虾值得一场狂欢
希迪亚克 Shediac
希迪亚克是“世界龙虾之都”。巨
大的龙虾雕塑是这个仅有 6000 人
的小城的地标。希迪亚克供应着全
球高质量的龙虾，每年夏季，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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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ACTS

SUMMER WONDER REPORT

阿卡迪亚人的田园牧歌
新不伦瑞克省的麦凯恩食品公司
(McCain Foods) 制造了世界上
的冷冻法式炸薯条。

1/3

1995

年
麦当劳的麦旋风(Mc Flurry) 于
在新不伦瑞克省发明；新不伦瑞克省还有巧克力博物馆
和马铃薯博物馆，结合来看，这个省是个肥宅快乐省。

曾经数次计划去阿卡迪亚地区旅行，但担心语言是隔阂，所以拖了很久才前往。
到达以后一切的担心都烟消云散，阿卡迪亚当地居民热情好客，而且都会体贴地和游客用英文沟通，
有个当地人幽默地说“英国人觉得我们的英语法国口音太重，但法国人说我们的法语发音太多英国腔”。
阿卡迪亚被夹在加拿大法语区的魁北克和英语区的东海岸之间，从位于新不伦瑞克省东北角阿卡迪亚半岛延绵至新
不伦瑞克西南，有着超过四百年历史的阿卡迪亚文化，是加拿大法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以及原住民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阿卡迪亚人，他们是加拿大东海岸北境的守护者，是森林之子，也是芬迪湾的倾听者。他们用古老的诗歌，用传统音乐，
用美食和美酒，一代一代传承着阿卡迪亚文化。东海岸的森林和海洋、阳光和雨露塑造了阿卡迪亚的气质，

ENGLISH
LE FRANÇAIS

他们热情奔放，淳朴友善。如果想了解他们的文化，体验他们的生活，
那么就直接和当地人打招呼吧，坐下来喝一杯，一起聊聊贯穿远古又连接现代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每年 8 月 3 日到 15 日的Festival Acadien 一瞥阿卡迪亚，每年阿卡迪亚人都会聚在卡拉凯特(Caraquet)，
迎接他们最盛大的节日，这是色彩最绚丽的时刻，也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人们在街头巷尾观看着来自不同地区阿卡迪亚艺

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
是官方语言。但是，只有新不伦瑞克省
正式承认法语和英语的平等地位。

术家的节目，并置身其中，当地酿造新鲜的啤酒和来自大洋的海鲜美食，更是将节日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又或者只是行走在芬迪湾的海滩，夜晚降临，仰头望向无垠广袤的星空，海风扑入鼻腔，
慢慢地让双脚埋入温暖的沙滩，此时此刻，仿佛可以感受到阿卡迪亚贯穿几百年的空灵与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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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探险指南

NATURE GOLDEN TIPS
GOLDEN TIPS ：
很多奇珍动物都生活在此，你也
许能看到传说中的北极兔，它们
就躲在山脊的背后，悄悄露出两
只耳朵。

兰塞奥兹牧草地国家历史遗址地
处于纽芬兰岛最北端，和格陵兰岛
隔海相望，由挪威探险家于在 40
年前发现，是维京人一千多年前的
村落遗址。在这之前多数人都会认
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实维京
人才是先行者。你可以从游客中心
出发，顺着木制人行道步行约半英
里，来到维京小屋。它们已经被重
建过，在木质结构上覆盖着草皮，
保留着维京人野性的同时还有一
丝可爱。

城市漫游
指南

CITY
GOLDEN
TIPS

GOLDEN TIPS ：
维京小屋里会有“喜剧演员”扮演
古代维京人的角色，声情并茂地解
释维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信号山国家历史遗址

在夏季开放，据说水下还有沉船
残骸和沉积的鲸骨，是值得前往
的神秘之地。

GOLDEN TIPS ：
每年七八月份，身着 19 世纪英式服
装的仪队会在信号山模拟表演操
练，正午时分的炮轰鸣声，会响彻
整个信号山。

探秘一座小型博物馆
红湾国家历史遗址

Red Bay National Historic Site
红湾巴斯克捕鲸站现在是个小型
博物馆，展示了 16 和 17 世纪在
红湾的巴斯克捕鲸探险活动。每
个展览都有清晰的描述，并详细
地介绍了各种人工制品的回收方
式，无论是来自陆地还是水下。如
果你想了解捕鲸者在这里如何生
活，便可以来此一看。现在这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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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

Bird Watching

Signal Hill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信号山是圣约翰斯市(St. John)
的最高点，登上这座山可以俯瞰
这座城市最美的海景和各座色彩
鲜艳的房子。除了风景迷人，这里
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由于地理
位置特殊、地势险要，从 18 世纪英
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
一直都是圣约翰市通讯中心，山
上仍保留着几座 18、19 世纪的大
炮遗址。

飞跃海洋的成群候鸟

GOLDEN TIPS ：
从博物馆出发，花五分钟乘坐小船
将前往萨德尔岛(Saddle Island)，
那里捕鲸船会将鲸脂加工成油，好
奇这个过程的话，可以去看看。

因纽特文化的精神之地

以前似乎只能在影片中，看到成千
上万只候鸟飞跃海洋，来到一片栖
息地停留，而现在，你有一个机会
亲眼见证这一奇观。纽芬兰和拉布
拉多省拥有超过 350 种鸟类，是名
副其实的“观鸟大省”，值得观鸟
爱好者亲自前往。乘坐游船，被飞
鸟坏绕，看见诸如丑鸭或笛鸻等
罕见鸟类，或者那些不存在于城
市中的猛禽，让它们和你的思绪
一起翱翔。

GOLDEN TIPS ：
丑萌可爱的角嘴海雀是纽芬兰和
拉布拉多省的省鸟，模样可爱极
了，眉眼低垂，有些忧伤，特别像从
油彩画中飞出来的小精灵。

托恩盖特山国家公园

Torngat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托恩盖特山是世界上超美丽的地
方之一。在这里旅行需要有冒险的
精神和对自然的热情。Torngat 在
因纽特语中意为“精神之地”，这
里上千年来一直是因纽特和其祖
先的居住之地，他们以狩猎和捕鱼
为生。托纳萨克(Tornarsuk) 是因纽
特文化中的“众神之王”，据说因
纽特人去打猎前，巫师会向托纳萨
克祈求好运，如果不遵循正确的仪
式，或许灾难就会随之而来。

冷酷仙境的孤独和热闹
福戈岛 Fogo Island
葡萄牙语中的Fogo 有“火”的含
义，而作为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最大的近岸岛屿，福戈岛却以冷
著称，夏季最高气温只有 10° C。岛
上有着著名的酒店：福戈岛旅馆
(Fogo Island Inn)，现代主义的建筑
设计和苍茫的自然相呼应，是这片
岛上最孤独也最热闹的地点。岛上
的 11 个居民定居点各具风格，分布
在布满礁石的海岸线上，餐厅、咖
啡厅、小酒馆不过十家，但当地人
善用新鲜捕食的海鲜和本地种植
的蔬菜、野莓入菜，每一口都是饱
满丰厚的味道。

GOLDEN TIPS ：
入住福戈岛旅馆之后，
可以参加酒
店的特色体验活动“Permanence
& Impermanence ：Architecture at
the Edge”，深入去了解当地文化。

奎迪威迪 Quidi Vidi
这里离圣约翰斯市中心大约有
5-10 分钟的距离，有纽芬兰和拉
布拉多省最大的精酿啤酒厂——
奎迪威迪酿酒厂(Quidi Vidi MicroBrewery)。有二十种不同的啤酒，
盛夏最惬意的是在奎迪威迪酿酒
厂来一杯清冽的“冰山”啤酒，由
两万五千年前的冰山水酿造而成，
冰山水入口柔和、纯净，尽享大西
洋风味。酿酒厂隔壁是一辆鱼车，
只卖当天早上捕获的最新鲜的鱼。

例如邀请游览者穿上时装自拍，共
同完成一种行为艺术。这里的礼品
店还提供高品质的艺术品和书籍。

GOLDEN TIPS ：
如果你在市区居住的话，步行就能
到达，里面的礼品店提供精美的艺
术品和书籍，可以挑选具有艺术气
息的伴手礼。

圣约翰斯 St. John's
圣约翰斯是一个多彩而热情的城
市。这里最著名的Jellybean Row
House 街景，是在市中心的一片维
多利亚式的街区，每幢房子都被
漆成不同的鲜艳颜色，加上起伏
的街道，可爱如童话。圣约翰大教
堂(Basilica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是地标，高耸的双子尖
顶，65 扇独特的彩绘玻璃窗照亮
了美丽非凡的金叶天花板。对于游
客，当地人有个特别的欢迎仪式叫
“尖叫而来”(Screech-in)，如果你
在酒吧，有人对你尖叫或者让你亲
吻一条鲟鱼，别惊讶，这是他们在
拥抱你的到来。

GOLDEN TIPS ：
推荐圣约翰斯排名top 的酒店JAG，
位于市中心，风格现代而简洁，距
离乔治街的酒吧走路也只有 5-10
分钟的距离，非常适合随时去喝
一杯。

啤酒厂对面是建于 18 世纪的绿头
鸭小屋，是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小
屋，现在是一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省家常菜餐厅，面包泡鱼肉汤非常
地道。

这有三座艺术的房间
The Rooms
圣约翰斯最著名的文艺打卡地非
这里莫属了。这座加拿大排名前十
五的博物馆，是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省最大的公共艺术中心，包含省博
物馆、美术馆和档案馆三个空间。
能让人近距离体会到当地的历史
文化。举办的主题活动和艺术展览
形式多样，展品和人能形成互动，

GOLDEN TIPS ：

乘船而行触摸万年冰山
特威林盖特 Twillingate
冰山巷旁的小镇特威林盖特，是最
适合观冰山之地。从拉布拉多海岸
到纽芬兰东北角的海被形象地称
为“冰山巷”，巨大的古老冰山缓
慢地向南漂浮，让这里成为世界上
最适合观赏冰山的地点之一。在岸
边或乘船前行，你都能够近距离地
观看冰山，拥有 1.2 万年历史的冰
山具有令人平静的颜色，从雪白色
过渡到深蓝绿色，冰山天然形成的
轮廓，或小如扁舟，或大如邮轮，未
经雕饰，却足够美。

食味食趣圣约翰斯

GOLDEN TIPS ：
六月是观赏旺季，观冰山的同时，
还可以邂逅顽皮的海豚、雄壮的
座头鲸和各种鸟类，如塘鹅和角
嘴海雀。

冰山到底是什么味道？
来自维京人的呼唤
兰塞奥兹牧草地国家历史遗址地

L'Anse Aux Meadows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到冰山在不远处闪烁着晶莹剔透
的光芒。如果觉得从岸上观看冰山
不过瘾，还可以坐一艘皮划艇接近
冰山摸一摸。你可以像当地人一
样，把冰山的碎块放在饮料里，尝
尝冰山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里也可以进行海钓，在加拿大，
海钓要先购买鱼证，日票的费用
是: 非居民$7.35，居民$5.51，一人
一票，一次钓鱼不能多于四条。

GOLDEN TIPS ：

一路向东，尖叫而来
几世纪前的信号正在发
出声音

在新生的渔村喝一杯冰
山啤酒

希迪亚克 Shediac
拉布拉多半岛的南端巴特尔港是
重要的历史遗址，更是风景如画的
小镇和绝佳观冰山的地方。住在岛
上的客栈，徒步在渔村，就可以看

美食美酒 Food&Wine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美食除了
诱人，还很有趣。当地人善于就地
取材，盐焗鳕鱼、海盐鳕鱼蛋糕，
能让你尝到更新鲜别致的味道。
加拿大美食Top12 的Raymond's
餐厅在这座城市的顶端，一饱口
福的同时还能在高处望向整座城
市。如果你的中国胃突然被唤醒，
那来试试猫途鹰上排名第一的圣
约翰斯餐厅Peaceful Loft，可以
吃到亚洲美食。

GOLDEN TIPS ：
圣约翰斯城市内餐厅主要集中在
商业街Duckworth，这条街还有
一些小画廊、古董店、咖啡店和银
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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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WONDER REPORT

孤岛的非凡浪漫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的民众可以在
大西洋结冰的时候，在上面玩冰球。

拉布拉多犬(Labrador Retriever) 是真的来自纽芬兰和
拉布拉多省，拉布拉多犬来自于圣 · 约翰水犬( 已绝迹)。
这种狗是一种本地的水狗和纽芬兰狗的杂交，和拉布
拉多的渊源颇深。Earl of Malmesbury 和其他英格兰
饲养主们为了把这种狗和纽芬兰犬区分开而将它们起
名为“拉布拉多”。

福戈岛是一座孤岛，冷峻的风景线，陡峭的岩石和强劲的海风，使它成为“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夏季平均温度 10° C 上下，8 月份最暖和，是理想的温柔之地。岛上仅有两千居民，用当地人的话说: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如果你来到这里，一定要体验建在悬崖上的五星级酒店福戈岛旅馆。这座酒店设计独特，遗世独立，
脚下的柱子好像踩了高跷一样，眺望远方。天然的世界级渔场以及发达的捕鱼业曾使福戈岛有过辉煌的历史，
而禁渔令让这个小岛变得沉寂。多年以后，出生在岛上、后来在美国公司做高管的Zita Cobb 回到故乡，
建设了这间酒店，希望用旅游业让更多人亲临福戈岛，看到它的旷野、错落和美。
福戈岛旅馆拥有 29 间舒适的客房，每一间都配有大大的落地窗户，顶层套房拥有 32 面窗户，正对着世界上最野性的大
西洋。不过入住这里也需要钱包满满，房费 1800 美金起步，最贵的套间则需要 5000 美金。这里是孤独星人极理想的
“放逐地”，酒店采用全包制度，包含一日三餐。清晨，在房间中一边吃简餐一边看窗外壮丽的大西洋日出，
绝对是人生极浪漫的体验。除了福戈岛旅馆，你也可以和岛上的艺术家们聊聊，去参观他们的艺术工作室。
富有设计感的工作室都有一颗复古的心，没有配备电网，而是采用太阳能用电，安装了烧木柴的炉子。

纽芬兰犬也真的来源于纽芬兰和拉布拉
多省，最初被纽芬兰的渔民用作工作犬。

还可以去福戈岛以北 5 英里处的小福戈群岛，这里充满海鸟，有着 19 世纪初的小教堂。夏季适合在岛上徒步，观赏海
鸟、北美驯鹿和鲸鱼，寻找蘑菇和野生浆果，尽享野味。在岛上的餐厅、咖啡厅、小酒馆加起来也不过十家上下，但是味蕾绝
不会感到单调。当地人善用新鲜捕食的海鲜和本地种植的蔬菜、野莓入菜，每一口都是饱满丰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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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探险指南

城市漫游
指南

NATURE GOLDEN TIPS
别忘了三脚架，快门线。还需要带
上手电、红光灯、保暖的衣服，还
有喜欢吃的干粮零食。

可以乘皮划艇近距离观察十几种
鲸鱼，看见鲸鱼的尾鳍划破水面，
或感受鲸鱼喷出的水汽，一定会是
让你永生难忘的体验。

CITY
GOLDEN
TIPS

GOLDEN TIPS ：
最佳观鲸季是 7 月至 9 月，有露脊
鲸、座头鲸、长须鲸。另外大多数观
鲸旅行社都是要预约的，甲板上风
会很大，建议多带一些衣服。还可
以带上望远镜以备观赏鲸鱼。

一场超时空的对话
基金库吉科国家公园

Kejimkujik National Park
在这个湖泊和森林之间的公园做
一次徒步旅行，就能轻松度过愉
快的一天。惊喜的是在公园的入
口处，能看到可爱的鹿或者浣熊。
这里的徒步小径非常好走，公园
的标识也很人性化。如果你爱好
户外运动，还有露营、皮划艇、划
独木舟、钓鱼、骑自行车等选择。
这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是一万
年前的先人在岩石上作的画，一
场超时空对话也许就在这里
发生。

沉没时，一位当地的帅哥救了船上
叫佩姬的美人，两人便由此相爱，
过上了童话一样的生活。

GOLDEN TIPS ：
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自驾一个
小时即可抵达，注意这里停车位紧
张，要来的话要趁早。运气好的话，
还会有穿着苏格兰裙的可爱老头
儿在灯塔边演奏。

GOLDEN TIPS ：
进入卡伯特公路必须购买通行证，
之后所有的停靠都是免费的。

GOLDEN TIPS ：
可以选择住小屋或蒙古包，但一定
要提前预订哦。每晚花费一百美元
左右。公园还有专门的露营区，可
自带帐篷，
但千万不要忘带防蚊液。

灯塔之王佩姬湾的传说
佩姬湾 Peggy's Cove
佩姬湾以颜值和传说成为新斯科
舍省的灯塔之王，红顶配白塔身非
常清爽漂亮，到达后一眼就能注意
到它。哪怕是夏天，这里也凉爽，海
风很大。虽然不能登塔，但望一望
海浪撞击岩石的瞬间，或是在岩石
上行走，都会让人获得巨大的平
静。这个灯塔的故事也动人，据说
几百年前，一艘英国船只遭遇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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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成为观星者
没有什么能比夏天漫天的繁星更
能找回童年了。要想秒回童年，就
去Cape Forchu 灯塔站，它位于亚
茅斯最南端，可以俯瞰整个海岸，
因为地势开阔且远离城市光源污
染，是观星的绝佳地点。算好日子，
登上得天独厚的观星台，就能观一
场壮阔的流星雨。

GOLDEN TIPS ：
如果你想要观星，记得准备一台
不错的相机、一个大光圈广角镜
头，预算范围内选最贵的吧。千万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发生地

在梦幻海滩上冲个浪
Lawrencetown Beach
这里是冲浪者的天堂，也许是你见
过冲浪者最多的海滩，他们与手上
的冲浪板一起，等待合适的海浪到
来再下海。不过先别着急光脚踏
浪，你必须走过很多岩石才能到达
沙滩，所以一定要穿上合适的鞋
子。这里距离哈利法克斯只有 30 分
钟车程，特别适合冲浪爱好者和初
学者在这里体验冲浪运动，沙滩的
一端还有救生员，所以尽情试着和
海浪共舞吧。

GOLDEN TIPS ：

Cape Forchu

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要塞国家历史
遗址 Halifax Citadel National

Historic Site of Canada

哈利法克斯要塞国家历史遗迹坐
落在俯瞰海港的信号山上，一个尽
观全城的绝佳堡垒，是二百多年前
的第一批移民者建立起来的。当地
的志愿者会带你游览，能看到年轻
的士兵游行，穿着高地人的军装演

海滩有很多石头，涨潮时，沙滩完
全淹没在水下。如果你打算在这片
海滩放松，一定退潮的时候来。

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哈利法克斯像迷人的海岛上一颗
明亮的珍珠，加上“泰坦尼克号”
在这不远的海面上撞冰山沉没更
为她增添了传说韵味。这是一座愉
快的避暑海滨宝地，每年的夏季，
还会承办有名的国际艺人节和国
际文身节。坐在临海的咖啡馆，点
一杯冰咖啡，就可以消磨一整个
不需要赶时间的下午。热门打卡
地是大西洋海洋博物馆(Maritime
Museum of the Atlantic)，展出了
泰坦尼克号，以及加拿大海军战舰
的历史和展品；还有中央图书馆，
整个建筑由四个利落的立方体结
构组成，设计感十足。

GOLDEN TIPS ：
游览哈利法克斯大约需要两天，五
月到十月为这里一年最佳的旅行
季节，气候适宜，夏天最热也不会
超过三十摄氏度。

露台音乐会，用音乐配一杯啤酒，
真是完美夏夜。

GOLDEN TIPS ：
走完整个海滨道大概需要半个
小时。推荐住在坐落于绝佳位置
的费尔蒙海滨酒店(Fairmont
Waterfront)。

奏风笛。最特别的是，你可以换上
一整套的士兵服装体验“士兵的
一天”(Soldier for a Day) ，
签署入
伍表格，
有模有样地穿上军人标志
性的制服，
学习踏步、
行进、
击鼓和发
出信号。
城堡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及
演出，
让人体验当时防卫队的风采。

GOLDEN TIPS ：

环岛长路也不寂寞
卡伯特公路 Cabot Trail
你可以花一天时间来体会卡伯
特公路这条 300 公里的最美环海
路，尽情享受速度激情和海浪美
景。要从巴德克(Baddeck) 沿东海
岸走一段路，才能到达真正的风
景。尽管有时会行驶在陡峭的边
缘，但刺激之中又能保证安全，不
会出现强烈的眩晕感。推荐顺时
针方向环岛，精华集中在普莱森
特贝(Pleasant Bay) 和谢蒂坎普
(Chéticamp) 之间。一路上有很多
很棒的停靠点，其中谢蒂坎普的小
镇风光尤为迷人。

你也可以当一天士兵

这里的门票是 11 加元，
还有一家咖啡
馆和一家礼品店，
出售新斯科舍省最
具特色的蒸馏威士忌和朗姆酒。

在温柔海风中散散步
滨水区 Waterfront Boardwalk
在滨水区可以欣赏到海港的美景，
从另一个角度看哈利法克斯。沿着
滨水区的木板走，一路都是博物
馆、餐馆、购物中心、船只和特色商
店。趁着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
候，散散步，吹吹风，一眼就可望见
海港的美景，听到街头艺人表演而
引起的阵阵掌声。如果你刚好遇上

食味哈利法克斯
The Bicycle Thief
吃货对一个城市的情感来源于胃。
新斯科舍省以海鲜著称，其中The
Bicycle Thief 是哈利法克斯炙手可
热的餐厅，必须提前预定哦，坐在
能看到绝佳海港景观的窗前，点一
份海鲜意大利面和贻贝龙虾，享受
被放慢的时间。此外，哈利法克斯
最具特色的餐厅还有：被评为有加
拿大最好吃的鱼和薯条的John's
Lunch ；以及吃牛排和生蚝的好
去处Darrell's Restaurant ；餐厅
5 Fishermen 的贻贝更是好吃到
爆炸。

地美食到工艺品这里应有尽有。
新
鲜的蔬菜、
葡萄酒和售卖龙虾卷的
小吃摊都能让人发掘最新鲜的当地
美食。
在这里你还可以找到手工蒸
馏酒厂，更有最新鲜的草莓，还有
枫木咖啡巧克力、奶酪和果酱。

GOLDEN TIPS ：
不要忘了去二楼哦，阳台上有醉人
的海景，并能远眺乔治岛。

你知道蓝鼻子吗？
卢嫩堡 Lunenburg
卢嫩堡是新斯科舍省面向大西洋
的一个港口小镇，常住人口只有
2000 多人，仅相当于一所大一点
的学校，原居民都是来自于德国、
瑞士、法国等国家，以渔业、造船
业为生。当然来这里最值得看的
是港口的老式帆船，特别是 1921
年制造的蓝鼻子二号(Bluenose
II)，现在也能感受到那时航海业
的雄心壮志，它曾是世界上速度
最快的捕鱼纵帆船，人们将它印
在了加拿大的硬币上。

GOLDEN TIPS ：
在新斯科舍省的必品尝的美酒是，
冰山啤酒，与众不同的大西洋味
道。此外麦芽威士忌和潮汐湾葡萄
酒都是当地特色美酒。

GOLDEN TIPS ：
蓝鼻子二号是加拿大一艘双桅帆
船，在蓝鼻子一号沉没后，卢嫩堡
人民效仿一号打造了这艘船。

潮涨潮落探索芬迪湾

芬迪湾 Bay Of Fundy
只能用Amazing 来形容芬迪湾。每
天两次潮涨潮落，每次潮汐所产生
的海水流量多达 600 亿吨，拥有全
世界最高的海潮。另外这里集结了
从喷气快艇到白水漂流等众多精
彩探险，是一个真正的游乐场。还

去菜场深入城市的灵魂
Halifax Seaport Farmers'Market
还有哪里比农贸市场更能深入
一个地方的灵魂，何况Halifax
Seaport Farmers' Market 被称为
当地最好的农贸市场。从美味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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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旅行，一路喝
新斯科舍省是世界上
最大的圣诞树、龙虾、
石膏和野生浆果出口国。

新斯科舍省的官犬为新斯科舍水鸭引诱寻猎犬
(Nova Scotia Duck Tolling Retriever)，是五种公
认的加拿大纯种犬品种之一。它是在 20 世纪初，
在新斯科舍省雅茅斯县(Yarmouth) 的小河区被
发现的，主要用于引诱水禽。

美味佳肴之路(Good Cheer Trail) 对所有的吃货来说真是天赐的大礼。
这条路线从雅茅斯(Yarmouth) 到布雷顿角(Cape Breton)，贯穿了令人惊叹的景观、遗产、海滩、城市和农田。
你可以尝到最新的潮汐湾葡萄酒，与获奖的酿酒师会面，或直接从酒桶中取样一杯麦芽威士忌。
美味佳肴之路设有 72 个美食体验站，也是加拿大首个且唯一的葡萄酒、精酿啤酒、苹果酒及酿酒厂旅行线路。
这条线路到今年已是第五年，有意思的是，它还有一本专门的护照。
只要报名参加新斯科舍省美食之旅线路，都会得到一本美食护照，每到一个美食体验站就可以得到一个店铺印章，

新斯科舍省也有一个悉尼市，与澳大利亚的悉尼市拼写完全相同。
许多游客常常订错票，而前往新斯科舍省的悉尼，
但意外地收获了一个不同和愉快的旅行体验。

你可以绘制自己的路线图，集齐印章之后，在线提交就可以获得具有当地特色的奖品。
品酒爱好者可以一路旅行，一路喝。新斯科舍省一共有 26 家葡萄园和 325 英亩的葡萄园地，所栽种的葡萄多数为法国
杂交品种，其中白葡萄品种阿卡迪亚布兰科被誉为是招牌葡萄品种，一直吸引着全世界酿酒师的目光。通常它可以酿制出
淡黄色且酒体适中的干型葡萄酒，很有夏布利式白葡萄酒的风格，味道犹如澳大利亚绿苹果般，有清新干脆的味道。
这儿也种植少量的霞多丽和黑皮诺，更有风味突出的杂交葡萄品种。两种著名的俄国杂交品种：

Mischurnitz 和Severny 曾在新斯科舍省的葡萄酒历史上有过出色的表现。另外安娜谷被称为“酒乡”。
潮汐湾(Tidal Bay) 是这里的一种葡萄酒品牌，产地肥沃的土壤、海风和凉爽的气候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
当这些美酒配上新斯科舍省特有的肉质鲜美的贻贝，你的味蕾将获得超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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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探险指南

城市漫游
指南

NATURE GOLDEN TIPS
GOLDEN TIPS ：
去之前一定要加满油，因为岛上
是没有加油站的。往返时可以
顺路探索沿岸不同的灯塔，因
为它们都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比如怀斯角灯塔(Cape Race
Lighthouse) 拥有该省第一座无
线通讯站，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
山后，第一时间收到求救信号的
地方。

这里是加拿大的后花园
爱德华王子岛省国家公园

Prince Edward Island
National Park

不同于加拿大西岸那样有参天大
树和茂密森林，爱德华王子岛省
国家公园景色开阔，一目了然。
除了红沙丘和一望无际的大海之
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格林尼
治(Greenwich) 的一条长长的木
制步道，它稳稳地固定在湿地上，
一路经过小山坡延伸至大海，可
以一早来这里吹着海风慢跑。

Montgomery Heritage Museum)
后，一路走到沙滩边漫步，日落时
分来到卡文迪什悬崖(Cavendish
Cliff) 看日落，壮观的景色被落霞照
映得格外迷人。

爬上塔顶眺望爱德华王
子岛
Panmure Island
你若厌倦了城市的喧闹，想带着另
一半到一个天然的岛屿，可以从
夏洛特敦(Charlottetown) 驾车一
个半小时来Panmure Island。如
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走进
Panmure 灯塔里的小型博物馆参
观。爬上塔顶，鸟瞰白沙滩再隔岸

GOLDEN TIPS ：
联邦观景步道(Confederation
Trail) 属于比较平坦的路线，由废
弃火车道改成，从夏洛特敦出发很
快就能到达郊外景点。

眺望爱德华王子岛，一扫平日工作
生活的压力。

日落、夏风、海滩和音乐
卡文迪什海滩 Cavendish Beach
卡文迪什海滩是爱德华王子岛省
最热门的夏日景点之一。每年的七
月初这里的沙滩上都会举办音乐
节，加拿大本土歌手和音乐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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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公园和景点都有提供野餐
专用的桌椅和厕所等设施。 喜
欢山林的可以去卡文迪什丛林
(Cavendish Grove)，喜欢海景的去
布莱克利海滩(Brackley Beach)。

放空自己，环岛骑车去
飞驰
健行与骑行 Hiking&Cycling
如果你想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环
岛旅行，还是自行车发烧友的话，
可以在爱德华王子岛省报名参加
5-7 天的“踏车- 吃喝- 踏车”休闲
团，一边飞驰，一边感受岛上的景
色。不想花太多时间的话，可以选
择租自行车骑到最近的一个观景
台，累了就推着自行车和朋友边走
边聊，结束时约自行车公司的巴士
回程。

在山林间吃一顿真正的
野餐

CITY
GOLDEN
TIPS

一口吸入海鲜和海水
美食美酒 Food&Wine
说到加拿大的冷水海鲜，重头戏一
定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生蚝！这里
出产的生蚝属于中型偏小的尺寸。
因为出产的生蚝太肥美了，建议什
么佐料都别加连壳里的海水一并
一口吸入，品尝到鲜味的同时生蚝
肉中的甜味会逐渐在口中散开，回
味无穷。

GOLDEN TIPS ：

一次尝遍爱德华王子岛
的所有海鲜

这条街上有城中最好的咖啡店
Receiver Coffee Co. 除了咖啡
好喝之外还有素食、不含淀粉的餐
单。店内装修很时尚也很温馨。

PEI International Shellfish
Festival

一个靠走就能逛完的
“小城市”
夏洛特敦 Charlottetown
夏洛特敦虽然是爱德华王子岛的
省会城市，不过却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小城市”。去哪里都能用走
的。这里很多历史建筑都改建成
精品酒店和airbnb。住在旧城区的
Colonial Charm Inn 或The Great
George Hotel 就很方便，能步行到
大多数市内景点，走两个街区就是
Victoria Row，找吃的，晚上泡吧看
表演都近在咫尺。重点是维多利
亚式装饰的房间每间都很有自己
特色，所以住宿本身就是一个景
点了。

GOLDEN TIPS ：
在城市闲逛时不妨留意一下与开
国历史相关的旧址和纪念碑。从皮
克码头(Peake’s Wharf) 到穿插
在城市中的国父铜像，感受小城市
的大纪事。

在爱德华王子岛吃海鲜真正让你
体验到加拿大的人少资源多，只需
要花不到 40 加币就能入场品尝龙
虾大餐和海鲜吃到饱。每年秋季举
办的美食节就是各个餐馆联合举
办的大食汇。 在这里观看开生蚝
比赛，听音乐，一口一口地品尝大
自然的鲜味才是体验当地文化的
正确打开方式。

GOLDEN TIPS ：
今年的美食节是 9 月 19 日-22 日，
如果你正好是这个时间来的话一定
要参加这场美食盛宴的狂欢。

街头艺术家就在漂亮的
旧房子前

的手稿《联邦之父》(Fathers of
Confederation) 中感受加拿大的
“建国大业”，再来画廊鉴赏一下馆
藏，你会发现加拿大的艺术品独树
一帜，既受原住民风格影响，又有
欧洲创作的细腻。

GOLDEN TIPS ：

第一家奶牛冰淇淋
奶牛冰淇淋店 Cow's Creamery
奶牛冰淇淋店以浓重奶香口味出
名，而且绝对是潮人必去的打卡胜
地。 非常推荐这里的现做华夫饼
甜筒搭配原味奶香雪糕。整个店都
很色彩缤纷又有很萌的吉祥物大
奶牛加持，让人忍不住各种合照拍
拍拍。

Victoria Row
挑阳光好的一天来夏日步行街
Victoria Row。这里经常有街头艺
术家弹奏表演很有气氛，可以从铺
有鹅卵石的街道开始逛，所有最漂
亮的旧房子都在这条街上很适合
拍照。逛累了坐下来尝尝本地的
贻贝和海鲜巧达汤，所有餐厅用

一起去打高尔夫吧！
The Links at Crowbush Cove
The Links at Crowbush Cove 把
爱德华王子岛的独特地貌完美压
缩到球场里，边打球的同时还可
以走在沙滩上听海浪声。在度假
村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暂别旅
途的风尘仆仆，用非常合理的价
钱享受五星级待遇。

GOLDEN TIPS ：

GOLDEN TIPS ：
所有本地蚝里名为Avonlea
Petites 和Princess Delight 的这
两种口味最为厚软有奶油味，安
排一顿晚餐在Claddagh Oyster
House 品尝一顿大海的味道吧。

花一整个下午泡在百年历史的艺
术中心让人感到内心很平静。先从
楼上的展厅开始看城市的历史，
从罗伯特 · 哈里斯(Robert Harris)

提前上网预约观看一场《夏
洛特敦庆典》(The Festival of
Charlottetown) 的歌舞剧，这里有
不同的演出，第一次来的话一定先
看最受欢迎的《绿山墙的安妮》。

爱德华王子岛国际贝类美食节

GOLDEN TIPS ：

GOLDEN TIPS ：

GOLDEN TIPS ：
在爱德华王子岛省的Dirt Shirt
店里能买到用国家公园里的红泥
染色的衣物，是绝无仅有的必买
纪念品。

餐馆领取或直接送到用餐景点。所
有的食品都来自本地农场，有机又
新鲜，不过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要
注意了，加拿大法律目前还未通过
户外饮酒的法案，所以餐馆配套的
便当饮品里暂时都不会有酒类选
择喔。

会从各地来到这里开派对，场面非
常热闹。得益于世界名著《绿山墙
的安妮》，还有书粉会专门前来此
地举办婚礼。

参观完露西 · 莫德 · 蒙哥马利
文化遗产博物馆(Lucy Maude

的海鲜都很新鲜，所以挑个喜欢
的环境就行，有露台式的，屋顶式
的，家庭式的。饭后去PEI Brewing
Company 喝一轮儿, 听店员介绍本
地啤酒可以给晚餐的搭配提供许
多灵感喔。

GOLDEN TIPS ：

打完( 或者走完)18 个洞球，泡个热
水按摩池再吃一顿清蒸龙虾点黄
油，来一杯牡蛎湾白酒，才配得起
这里的海景。

店里还有卖很多超可爱的周边产
品，最有创意的是那些恶搞的设
计，比如印有Hello Cowie ( 把奶牛
做成Hello Kitty 打扮) 的卡通卫衣，
就是热门单品。

海滨维多利亚

Victoria-By-The-Sea

很多餐馆都提供便当和送货服务。
只需要提前两个小时预约就能到

艺术爱好者的神往之地

联邦艺术中心 Confederation
Centre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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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眼中的爱德华王子岛

爱德华王子岛的苏里斯(Souris)
当地有一条“禁止堆砌超大雪人”
的法律，如果你在这堆了超过
高的雪人，那么你就违法了。

30

英寸

爱德华王子岛出产全国
有多少人，因为露西 · 莫德 · 蒙哥马利(Lucy Maud Montgomery) 的《绿墙山的安妮》小说慕名来到爱德华王子岛，

30%

的土豆，也被称为土豆岛Spud Island。

才发现这里不是作者编织的乌托邦，而是真如故事描述般的美好。
这里的居民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毫不迟疑地伸出援手，所以搭便车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当然啦，如果你想寻找安妮的足迹，先要来到故事开始的地方：卡文迪什(Cavendish)。
卡文迪什属于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点缀在田园间的尖顶小木屋，仿佛让人回到 18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田园生活。
寻找安妮第一站一定是参观安妮初来到领养者( 现实是露西爷爷奶奶) 的家，
如今的绿山墙历史遗址(Green Gables Heritage Place)。走进绿山墙的小屋子，
感受少女心满满的碎花墙纸和还有穿着泡泡袖服饰的年代，想象过去的人用陶瓷的花水壶和煤油灯的生活。
第二站接着去故事中的场景：埃文利村(Avonlea Village) 和平和村(Gateway Village),

爱德华王子岛是加拿大唯一一个
没有陆地边界线的省份。

这里有很多与安妮有关的礼品店，可以买一顶安妮标志性的草帽与红辫子，和朋友大玩cosplay。
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你还能发掘更多与故事相关的创作花絮，参观当年露西第一次寄出却被退回稿件的邮局；
露西的参议员爷爷在公园角的家，里面还收藏着让安妮印象深刻的那对带着绿色花纹的陶瓷狗……
这些历史的小摆设丰富了淳朴的田园生活，作者用安妮对生活的憧憬，述说着对这个地方的热爱。
作为北境之国加拿大最小的一个省份，岛上的夏日风光本不为世人所熟悉，却因为虚构人物红发安妮，
把这个默默无名的小乡村，变成继爱德华王子岛波澜壮阔的大自然景色之外，
另一曲让人津津乐道的庄园牧歌。一个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怎能不对这里着迷呢？

26

爱

德

华

王

子

岛

省

的

更

多

探

索

，

请

点

击

：

https://canada.keepexploring.cn/places-to-go/prince-edward-island

27

CONDÉ NAST TRAVELER

CONDÉ NAST TRAVELER

F
美

食

美

酒

清

单

O

O

D

W

1

I

N

E

S

新斯科舍省 THE CANTEEN 餐厅，
一家有薄荷绿吧台的时髦小餐厅，
里面的CROBSTER ROLL
是招牌，特别值得一吃。

新不伦瑞克省愤怒角边上
的白色灯塔餐厅，似乎
是“美食不一定都很美”
的极佳代表了，但却能尝
到极新鲜的食材和极地道
的加拿大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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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糖果店传下来的巧克力味道，
就在新不伦瑞克省圣斯蒂芬
(ST.STEPHEN)小镇的巧克力
博物馆里。

2

CHICKEN BONE，新不伦瑞克省的传统糖
果，里面的夹心是肉桂，第一次吃的味道
可能会让人觉得吃到了《哈利波特》让人
“心惊胆战”的糖果怪味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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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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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一醉方休的话，一定
要来位于新斯科舍省
GASPEREAU VALLEY的
BENJAMIN BRIDGE，
这是加拿大最著名的起泡酒庄，
一口就能尝到奢华的味道。

THE INN BY MALLARD COTTAGE是一家
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奎迪威迪小镇的精
品酒店，或者说是一个创意空间，酒店里
的甜点特别好吃，还有创意商店，能带走
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5

6

爱德华王子岛第一家
精酿啤酒店COPPER
BOTTOM BREWING，
是一个有酒有音乐的松
弛之地，可以一边喝着
精酿啤酒配新烤出来的
PIE，一边听当地的音
乐家在现场轻轻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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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状红皮藻(DULSE)，
一种天然海藻制品，
被加拿大东海岸居民
称作极有营养的大海
的食品。

3

COW'S CREAMERY不只有冰淇淋，还有
丰富的周边产品，特别推荐COW CHIPS，
新鲜的薯片裹上浓厚的牛奶巧克力，
给你味觉上的甜咸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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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能没有咖啡，RECEIVER
COFFEE CO.是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敦
市最出名的精品咖啡店，你可以在这
家店买到精品的咖啡豆，还有他们出
的周边T恤和帆布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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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KING'S POINT POTTERY
商店里，有着每一件都不同的手工艺品，
特别是杯子和盘子，图案野生但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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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没吃够？CLEARWATER LOBSTER
让你把龙虾带回家！可以在机场找到门
店，现场购买，店家会将龙虾打包在一
个特殊的冷藏箱里，保证它们跟你回家
之后，还是一样的新鲜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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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LIST
JUL

节日清单

NOTES

每年7月

OCT

希迪亚克龙虾节

SHEDIAC LOBSTER
FESTIVAL

每年10月

凯尔特色彩国际庆典

CELTIC COLOUR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新不伦瑞克省希迪亚克

Shediac

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

Cape Breton

JUL

每年7月

AUG

卡文迪什沙滩音乐节

THE CAVENDISH
BEACH MUSIC
FESTIVAL

每年8月

阿卡迪亚节

FESTIVAL ACADIEN
DE CARAQUET

爱德华王子岛省卡文迪什

Cavendish

SEP

新不伦瑞克省卡拉凯特

Caraquet

每年9月

纽芬兰海岸野餐会

ROOTS，RANTS
AND ROARS FALL
FESTIVA

AUG

每年8月

街头艺人的聚会

BUSKERS FESTIVAL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埃利斯顿

Elliston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

Hali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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