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了两个下午粗略整理了一下，都是我去过的地方，各页图片已链接到 Google 地图（可预览景点

照片）， 看您的时间和爱好自己安排。 

1. Whistler （惠斯勒镇） 

冬奥会的举办地，风格极其像 Banff 小镇。是滑雪圣地，夏天虽然不能滑雪，依然可以看雪，旁

边就是 Alta 湖，湖光山色，风景很美。这里远离城市喧嚣，自然风光旖旎。对了，可以在小镇吃

饭，冰激凌味道也不错，乘缆车可以到山顶。而且从温哥华到 Whistler，一路走的是著名的海天

大道（sea-sky highway），是开车观光的绝佳选择。我去的时候是 4 月，山上滑雪的人依然很多，

而且一路上有很多雨后形成的溪流、瀑布，非常好看。还有就是那段海天大道弯路较多，不要打

盹开车，切记某人的教训（☺）！ 

 

 

  

https://goo.gl/maps/Yhxcoesgxebg23AFA


 

2. Whytecliff  （白石崖公园） 

 

在北温去 Nanaimo 的码头附近，那个码头叫 Horseshoes Bay, 去惠斯勒的路上你能看到。这个公园

位置独特，可谓独辟蹊径，可以顺着小路走到山顶（小山）。一侧是山崖，一侧是斜坡，上面有

很多座椅，几乎处处都是观景的好地方。它的好处是在山顶望出去，景色变化不一，往往走几步

转个弯，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和天地。右边可以看到巨大的渡轮离港进港，远处海中还有一个小

岛，左面海面一望无际，视野异常开阔，远远地可以望到温哥华市区。我去的时候是黄昏日暮，

浮云落日，景色变换多姿，现在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 

 

 

  

https://goo.gl/maps/AHNj26bCQ1Cy6M3V9


 

3. Lighthouse Park（灯塔公园） 

也在北温，离白石崖公园不远，从公园入口到灯塔要走一段路，对喜欢 Hiking 的人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灯塔比我住的维多利亚的灯塔还久远，上面的介绍很让人感动，祖孙三代都和这么一个灯塔

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让人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另一种看法，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不算遥远的过去，在

没有雷达声纳等导航设备的年代，灯塔是多么重要。而且那时没有现代这么方便的交通设施，水、

食物都是靠肩挑背扛运到灯塔，看塔人一辈子就生活在那里，而且子承父业，难以想象吧。真的

让人感慨这过去的 100 多年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个地方好看远不如白石崖，除了灯塔外也没有什

么别的景观，但公园面积很大，hiking 路线很多，我当时是从原路返回，喜欢 hiking 的话可以走

走其它小路，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https://goo.gl/maps/jUsgvaSgeyBDTBSE9


4. Cleveland Dam /Park (克里兰大坝及克里兰公园) 

这个大坝是和公园一体的，可以和著名的卡布兰诺吊桥安排在一起游玩，公园背靠北温的松鸡山，

不知为何我这么喜欢这里，可能是高山，大湖，大坝，公园浑然一体的原因。可以带着吃的在那

个公园里野餐，那里空气清新宜人，绿草如茵，虽然离城市很近，但却给人一种世外桃园的感觉。

既可以看到到高山上的积雪，也可以从湖面上放眼望去，烟波浩渺。那天全家去时恰巧阴雨天，

湖面上雾气缭绕，真的是美若仙境。这个大坝很高，因为巨大的落差，水声轰鸣，从上面望下去，

第一次看会给人心惊肉跳的感觉，走过对面就是 hiking 的地方，有沿湖或山的 trail，但我没有尝

试过。对了，那里还有一家中国餐馆（如图红框），在这么一个地方猛然出现一处中国字招牌的

餐馆，真给人一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感觉，若有兴致的话可以一试，回来

别忘了告诉我菜的味道如何。 

 

 

  

https://goo.gl/maps/HHes3bKQJJfgFoBB7


5. Capilanno Salmon Hatchery (卡布兰诺三文鱼场) 

 

这个地方在大坝的下游不远处，是我去过几次大坝后才去的，是一个以知识性、参观性为主的景

点。也是在那里，我知道了三文鱼的种类，和不同的三文鱼的回游路线，当然更主要的是知道了

什么三文鱼最好吃（☺）。让我惊讶的是有种三文鱼回游一圈的时间之长，你我一晃有十年未见

了，而回游时间最长的三文鱼回游一圈竟然长达 20 年。我看了一下这种鱼的回游路线，几乎是绕

着太平洋一圈，北到日本，中国黄海东海，然后从澳洲北部回游回加拿大。大多三文鱼的寿命不

超过 4 年。三文鱼有很多奇特的地方，比如靠什么找回回家的路，就像那个有名的法布尔蜜蜂试

验，绝对不是靠记忆，而是体内一种独特的东西，现在对科学家来说也是一个迷。另外一个迷就

是，经历千辛万苦回游到出生地的三文鱼，竟然不吃也不喝，唯一的目的就是产完卵后等待死亡。

虽然 10 月份才是观赏三文鱼回游的季节，但丝毫不影响你参观这个三文鱼场，渔场依山而建，像

梯田一样，里面有各种人工培育的鱼苗，而且这里景色优美，我猜想 Amy 这个年纪会喜欢。 

 

 

  

https://goo.gl/maps/rYpYK8TiSfim8PDQ7


 

6.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卡布兰诺吊桥) 

 

这个算温哥华有名的景点了，第一次走确实很震撼，但我走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

是我所去的所有景点中，性价比比较低的一个。走过了桥，对面除了走一圈 tree house 外就没什

么内容了，那些 tree house 之间是通过梯级连在一起的，有的是悬空的（这个还比较刺激），就

是两个高树之间通过木梯相连，但就那么一小段，实在让人意犹未尽。最近这几年听说越来越火，

有人说门票价格涨到 30 加元了。还有，最近两年接连出事，每年都有一个人从吊桥上跳下去，桥

下就是峡谷，桥高 70 几米，当然是无望生还了。但你别担心吊桥的质量和安全，吊桥都有半腰多

高网状护栏，除非有人要跳，不然是绝对安全的。 

 

 

  

https://goo.gl/maps/gfcs2d537RoHkPzz8


7. Grouse Mountain（松鸡山） 

这个也算是温哥华的经典景点，忘了缆车的价格了，我去的时候大概一个人 25 吧，可以俯瞰整个

大温哥华，上面有餐厅，咖啡厅，有好多可以拍照的地方。顺便说一句，不乘缆车也可以，那次，

在缆车刚开出不远的地方，我亲眼见到几个人，缆车离地面不是很高，看东西一览无余。结果，

在我乘缆车到达山顶转一圈，拍完照喝杯咖啡的功夫，竟然看到他们也到山顶了，顿时感到一家

百多元的缆车费怎么这么不值（☺）。其实，我估计那几个人是专业的 hiking 爱好者，是从比较

陡的坡上来的，不然不会那么快。当然，若你也是专业或半专业的，也可以一试。对了，我们全

家去的时候是最后一班缆车了，上面有些表演已结束，很遗憾错过了很多好看的东西。你要是去

可以反过来安排，先去松鸡山，然后大坝，三文鱼，最后吊桥，这样子就不会错过山上的一些表

演节目了，我那次刚好弄反了。 

 

 

  

https://goo.gl/maps/b4efFphk7WhbRzH19


8. Stanley Park (斯坦利公园) 

终于到了最经典了，温哥华的地标吧，去温哥华没去这里好像就没去温哥华似的。这么说确

实有它的道理，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公园而已，小火车，水族馆，露天游泳池，图腾柱，狮子桥，

环海 trail……都构成了它独特的风光。几乎每次有空都去，海边还有一块孩子的 play ground，孩

子们也超级喜欢，我最爱的是那里的露天游泳场，紧邻大海，浴场里的水碧蓝见底，可以倒映出

蓝天白云，浴场很大，一个方向估计过百米了，深水池的单向也有 50 米不止，几圈下来躺在池边

的躺椅上，带上太阳镜，或看蓝天白云，或远眺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情真的不仅仅是愉悦二

字能形容的。 

水族馆的里海豚、海狮不知道还有几只了，前些日子看报纸说一个得病快死掉了，心里顿时

不是滋味，真的很感激这些小生命们带给人们的快乐。那里有小火车，Amy 也一定喜欢。对了，

北边有个露天的孩子们玩水的地方，我家的 Cindy 第一次去的时候简直是流连忘返，恨不得玩上

一天。狮子桥是去北温的交通要道，有个专门的观景台看北温和狮子桥。但我感觉开车过狮子桥

更能感到桥的壮观和气势，若坐副驾驶的话别忘了准备好相机，在车驶上狮子桥的时候拍照，由

于考虑到要有万吨巨轮进港，狮子桥桥身很高，开车上去有种扶摇直上，腾空而起的感觉。 

 

 

  

https://goo.gl/maps/gM3HUWsb6E9L6Ae7A


9. Granville Island Market（格兰维尔岛市场） 和 Kits Beach Pool （Kits 海滨浴场） 

之所以介绍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因为二者离得很近，也是因为它们都有奇特之处。格兰维尔

岛市场是个很有风情的地方，给人一种热闹喧嚣的感觉。别忘了，BC 省是水果大省，我没搬来这

里的时候，我之前曼省的同事就恭喜我，说我以后可以尽享口福了，这话一点不假，连着三年的

水果丰收，现在是樱桃熟了的季节，又大又红的樱桃不到 2 元一磅，昨天竟然才 1.69 一磅。值得

一提的是，这个市场里有各种新鲜的瓜菜水果，樱桃、桃子、葡萄各种水果数不胜数。而市场就

在桥下，临水而建，船来船往，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Food Court 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和宁

静优美的自然风光比起来，这里绝对是另一番天地，还有一家家卖各种小玩意的店铺。说到这里，

你应该知道是否适合你和朋友的口味了，和国内的市场和步行街差不多，但却喧而不乱。 

提这个海滨浴场（Kits 海滨浴场）是因为这个才是最大的真正海滨浴场（引海水而入），斯坦

利公园那个是淡水浴场，舒服清澈，而这个因为海水起伏更刺激。我去的那次恰巧是这里少有的

热天，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这里不仅是浴场，也是一个水上游乐场。停车超级难，也就

是在那里，我有了唯一一次来加拿大以来最不愉快的停车经历，竟然有人抢我打灯等待的泊车位，

可见林子大了，什么鸟人都有。那个浴场非常大，我游了几圈就只能望海兴叹了，因为和大海相

连，潮汐起伏，虽然不深，游起来却很累。人又多，喧闹嘈杂无比，觉得不对自己口味，匆匆冲

了淡水澡就去享用美食去了。 

 

 

  

https://goo.gl/maps/RCzFbGqbnRtYf8ET7
https://goo.gl/maps/y3AudvMMxadi3NeM7


10． Queen Elizabeth Park (伊丽莎白女王公园) 

城中瑰宝，简直是我这里著名的宝翠花园的缩影，可以用小巧精致来形容。更因为克林顿和叶利

钦曾经在此举行过冷战后销毁核武器的会晤而知名，会见地点就是公园内的四季餐厅，该餐厅也

因此而身价大涨。公园内繁花似锦、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别有洞天。有喷泉和室内植物园，冬

季的时候进植物园一次，植物园内可以看花、看草、看鸟、看蝴蝶，夏季就不必去了。站在山顶

也可以远眺温哥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因为就在市内，你甚至可以饭后去，散步、看日落，甚至

可以到晚上从山顶看万家灯火。总之，是一处小巧玲珑的消闲好去处。对了，那里有一些银杏树，

我每次去都看看长得如何，每次去都感叹，果然是活化石，无论是五年前，还是五年后，依然那

样粗细，几乎看不到变化，估计几十年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人若如此就好了（☺）。 

 

 

  

https://goo.gl/maps/A16RqTP8mcLG5R7k6


11． Gas town and Yale town (煤气镇和耶鲁镇) 

绝对是温哥华感受久远历史的地方，煤气镇里古老的街道、蒸汽钟，就连咖啡厅也装饰得古香古

色，极富传统气息。就去那家星巴克吧，坐在里面靠窗口的地方，凝望着古老的街道，任凭时间

一点一点地流逝，听着蒸汽钟的钟声，凭思绪天马行空，常常会让人的记忆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我觉得非常适合一个人背包旅行，人多虽然热闹，但就破坏掉了那种气氛和氛围。对了，停车超

级难，还有就是在在煤气镇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或者露在外面。耶鲁镇那里治安好得多，

煤气镇也不乏瘾君子，谁让温哥华是世界上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呢，当然，这里也是世界上最适

合瘾君子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曾免费为瘾君子提供毒品，政府的理由是可以减少治安问题

（☺）。 

 

 

  

https://goo.gl/maps/mBVMNgLA5eTGsETD7
https://goo.gl/maps/6BdptgtfSbVry8oB9


12．Chinatown（中国城） 和 Sun Yat-Sen Chinese Garden（中山公园） 

温哥华的中国城可以说是北美比较大的了，每次到那里，我都有一种又回多伦多的感觉。那里有

很多中国的东西卖，从我父母来这里带他们去过后，每次去温哥华他们都想去转转，估计是我这

里没有中国字，那里看着更熟悉、更像中国吧。还有，我也渐渐地开始喜欢了，可能以前一到中

国城，就想起以往移民之初的峥嵘岁月（☺），现在反倒有了一种忆苦思甜的味道，而且还喜欢

带着孩子去，比如偶然讲几句什么你老爸当年如何如何……(☺)。言归正传，我喜欢逛里面几家很

有规模的中国店，里面有古书、字画、瓷器，花瓶，古香古色的中国玩意等。 

对了，我顺便也把那儿附近的中山公园说一下，很不容易找，我可是抱着追寻革命先烈遗志的精

神才找到的，实在是太小了，简直就是一个袖珍公园。抚今追昔，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想想孙

先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精神极其可嘉，每次起义只要他在就失败，就一次他没来得及赶上还

成功了（☺）。其实，我真正佩服他的是可能只有他能做到像华盛顿那样吧，若那样子的话，中

国也不用在原地兜圈子兜了 100 多年还走不出来，可惜上天没给他那样的机会。若你真像我一样

很崇拜中山先生，倒不防一游，那里也有一些展品，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是在向人们讲述着那

曾经不远的过去。 

再次提醒，那里停车也要本着“不让贼惦记”的原则，不要放贵重物品于车内。 

 

  

https://goo.gl/maps/p8sF2QiartzDdijz8


13. Richmond (里士满) 

我称之为新中国城，你一定要去，因为到那里，就几乎是回到了中国，想想省了一张机票就回趟

国也划算呀，吃、喝、住都可以选那里。最开始来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是，那里的 Tim Hortons

竟然用中文标注着各种咖啡和饮料的名称，我差点晕倒，想想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英文……唉，

好在清醒之后想起自己并不是住在这里。前些日子知道你还在弄什么 Toast Master，你可千万别

因为来这里一趟，失去了继续学习和革命的斗志呀（☺）。 

这里有个渔人码头也很好，里面的餐馆生意兴隆，有时要排队等位，东西可不便宜。我想一是这

里的人工贵，二是环境好吧，透过餐厅的玻璃窗就可以欣赏美丽的菲沙河。暮色中的菲沙河谷非

常好看，红霞落日，波光粼粼，船来船往，富有诗意。对了，从海里刚出海的各种海鲜可是物美

价廉，海虾才一元一磅，你可以买回去直接煮了就吃，像吃瓜子一样，一直吃到你不想吃为止。 

 

 

  

https://goo.gl/maps/nGUypUNe8pqRTM237


14． Lynn Canyon Park (林峡谷小吊桥) 

不想去卡布兰诺大吊桥的话就去这个，这个是免费的，而且那里面的步行 trail 很好。建议你走

Baden Powell Trail 这个，地势起伏，峰回路转，小径很多地方都铺了木头梯级，到达尽头可以看

到瀑布和小桥，从桥上望下去就是一潭碧水，不知是光线折射还是溪下岩石原因，水面五光十色，

过了桥后就可以折回，是个环形的 hiking 路线，回来路上比较陡，但上了陡坡走不远就回到吊桥

起始处了。这个地方我很喜欢，已经去过三次不止。对了，一进公园还有个展览馆，是介绍各类

植物的，可以去长长知识学问，我就是在那里学了 fern 这种东西（☺）。 

 

 

  

https://goo.gl/maps/iziRN2XRh3Derpm1A


15. Deep Cove 港湾 

以上中文都是我随便翻译的， 这个就不翻译了。这个地方是我把经典的去处都去过后，自己从地

图上发掘的。去的时候是夏天，天气炎热，但却没带泳衣，当时是后悔不已。因为到后才知道，

这里真是游泳、避暑的好地方。这个地方虽然不是旅游胜地，但看得出来，本地居民相当喜欢，

我去的时候停车坪都满满的。这里依山傍水，水面如镜，没人提醒，根本想不到这是个海湾（会

误以为湖）。其实从地图上看可以看得出，这个海湾已经远离大海，和湖面有得一比。游泳的、

骑摩托艇、驾气垫船的，热闹非凡，好多人干脆就把充气床放到水里，大人孩子躺倒上面晒太阳。

要是你和朋友一起去，我建议你买好吃的喝的，在那里野餐。 

我也到对面的 Cove Forest 山 hiking 了一下，但是这个 hiking 要有思想准备，没有任何人工修整的

梯级可用，而且有的路段就是山洪冲刷而成，有很多乱石，没穿旅游鞋的话就免了吧。我走了好

一段还没到尽头，迎面碰到两个人一问，还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登顶，立刻掉头就和他们一起往

回走了。当然，没有走到峰顶，也就少了峰顶的感受。 

 

 

  

https://goo.gl/maps/yGZvFGMfYHu2ECrN6


16． Port Moody 港 

这里是温哥华港湾的尽头，一道长长的海水，把温哥华一分为二，北面的当然叫北温（废话）。

去这里完全是我的性格使然，受好奇心驱使，或者说叫“王二到此一游”的心里驱使。 

我想说的不在这里，我去的时候很失望，一下车，发现这个海湾除了西面连接入海口外，其它三

面都被建筑群包围着，当时就兴趣大减，俺早已过了迷恋高楼大厦的年龄。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

我有了塞翁失马的感觉。因为这里属于高桂林区，回去路上简直是误入蛮夷深处，到处都是韩文，

酒家招牌林立，我立马有了精神，胃口、心情都立刻大好起来。这里是我来加拿大吃的最好的韩

国餐了吧，而且韩国人菜量不小家子气，一张海鲜鸡蛋饼够我吃两顿的，最后只好打包走人。后

来还专门去那里吃韩国菜，推荐你试试韩国人的豆腐锅、石锅饭，都相当的不错，各种点菜泡菜

也不错。当然吃韩国料理推荐三宝鲜（两家都在温哥华，不在这里），是自助式的，烤肉，生鱼

片，寿司，小菜，总之种类繁多……一写到此就开始饥肠辘辘了。 

 

 

  

https://goo.gl/maps/5DtzVs2sQyQJmm4F6


17． Peach Arch Park（和平门公园） 

这里也是我在温哥华最后逛到的地方，因为实在没别的地儿去了（☺）。去的时候是阴天，远远

地就看到美加两国国旗高高飘扬，一到和平门，最显眼的就是巨大的拱形门了，突兀地矗立在巨

大的草坪之上，由于四周没有别的建筑，显得格外庄严。美国那边的顶端横刻着「同一个母亲的

子女」(Children of a Common Mother)，加拿大这边则写着「共同生活的兄弟」(Brethren Dwelling 

Together in Unity)，一语道出了这两个国家的渊源和来历。 

这里实际也是边境海关，看着长长等待的车流就知道。和平门建于 1921 年，公园虽然不大，里面

的文字却很丰富，整个一个活历史课堂。从那里也可以知道，原来美加不是一直都如兄弟般的友

爱，也有过刀光血影。最过火的时候，就是都把对方的首都一把大火焚烧殆尽，美国人一把火烧

了加拿大的首都约克镇（如今的多伦多），加拿大人一把火烧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用同事的话

说，这就是白宫的由来（烧得面目全非，炭黑色不好看只好刷成白色）。总之，痛定思痛，毕竟

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两家握手言和，决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我惊奇的是，通过文字我才知

道，这个和平门是加美两国的孩子们用自己的零花钱捐出来的，别忘了，发起人是西雅图的一个

叫 Samuel Hill 的人。 

看完和平门，你可以去白石镇转转，那里有点类似我这里的悉尼小镇，一派悠闲自得的氛围。无

论是坐在临海的咖啡屋里品上一杯咖啡，还是在长堤上迎着海风走走，都让人心旷神怡，真是个

“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去处。 

 

 

https://goo.gl/maps/zj3mqjjc4M7HxbP66
https://goo.gl/maps/EePReXr75ffrAoa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