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之路美国中心地带之旅 

在伊利诺伊州

从芝加哥开始，然后前往加利纳，再到离
奇古怪的河流城市……沿着气势磅礴的密
西西比河开启一段为期七天的精彩旅程吧



上午9：30
游览密歇根大道的壮丽一英里。芝加哥的地
标性购物中心、服装店、玩具店、电子商
店、设计师品牌店和家居用品店鳞次节比。

下午3：00  
乘坐芝加哥建筑基金会中心河游船。随着游
船沿着芝加哥河巡游而下，您可以一边欣赏
沿河的城市地标性建筑，一边聆听讲解员介
绍50多个地标性建筑。

下午6：00  
在芝加哥市中心的Nonnina餐厅体验真正 
的意大利风味，Nonnina餐厅的菜谱代代 
传承，店内的温馨氛围给您带来家一样的
温暖。

晚上8：45   
站在悬空于305米之上的芝加哥360°观景
台，将这座城市的壮丽景观尽收眼底。要
是您想要心惊肉跳的刺激体验，那就来挑战
TILT玻璃观景台吧。这个平台是这座建筑物
的一个延伸设计，有着倾斜30°的特殊设
计，可俯瞰密歇根大道。

上午8：00 芝加哥   
像当地人一样享用美食。Lou Mitchell餐
厅自1923年起便开始供应早餐，并因自
制美食和招牌咖啡而闻名世界。  

下午1：15  
位于Superior Street的Gino’s East披萨
店是芝加哥的一个地标性餐厅，在那里
可以品尝到芝加哥地区最美味的深盘披
萨。传说中的黄金薄脆饼皮一咬即碎，
浇满边缘融化了的奶酪配上新鲜的配
料，瞬间引爆你的味蕾。

下午4：30  
在城市绿洲放松身心，芝加哥河畔步道从
湖滨大道延伸至湖街，还设有一条通往娱
乐设施、购物中心、酒吧和餐馆的道路，
是一个十分安静的好去处。

晚上8：00    
焕然一新的theMART简直美到令人震
撼，那里还有全球最大的灯光投影艺术
项目Art on theMART —— 无以伦比的灯
光投射在面向河流的建筑立面上，将给
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周三至周日黄昏
时分）。

第1天



上午9：00
威尔士大厦是西半球的最高建筑，在103
层建有一个以玻璃为底、向外延伸4.3英尺
（1.3米）的玻璃盒，名为“The Ledge”。只
要你勇敢地走上去，便可领略无与伦比的芝
加哥美景。

上午10：30     
芝加哥艺术学院展出的精彩藏品来自世界各
地，包罗万象。包括知名画作、雕塑、文物
和纺织品等形式。艺术学院博物馆是美国最
古老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馆藏超过30
万件。它的相关手机应用上涵盖了各种不同
展馆的详细介绍，您可利用它规划自己的行
程，但记得也要留出一些时间闲逛，去邂逅
意外的惊喜。

下午1：30-4：30    
博物馆校园占地57英亩（23公顷），俯瞰着
密歇根湖，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景点。您
可以在阿德勒天文馆的格兰杰天空影院坐下
来好好放松一下，通过全球最大的纳米无缝
拼接技术数字图像天幕观察神秘的太阳系。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894年正式对外
开放，如今已收藏近4000万件文物，包括
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雷克斯暴龙。在谢德尔
水族馆附近，您可以找到全球范围内的淡水
鱼、海洋鱼和水生动物，以及全球最大的室
内海洋哺乳动物馆。

晚上7：45   
芝加哥百老汇是欣赏百老汇戏剧和将在百老
汇上映的世界戏剧首映的绝佳地方。市中心
剧院区会举办众多表演活动，包括在东方剧
院、凯迪拉克皇宫剧院、CIBC剧院、礼堂
剧院和百老汇剧场上演的精彩演出。

上午7：45 芝加哥
这是一场让您胃口大开的味蕾盛
宴。Yolk（地处滨海城市）是一家可
以让您元气满满的神奇餐厅，有香
蕉坚果面包法式吐司和拥有五个蛋
的煎蛋卷等丰富多样的菜式。它还
被评为“芝加哥最美味的早餐”。

上午10：00   
来到千禧公园，您可以选择徒步游
玩，或者骑着租赁自行车沿着它的
步道环游。弗兰克。盖瑞在公园内
设计了一个露天礼堂，礼堂是一个
由不锈钢复合材料拼贴而成的地标
性建筑，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大型
免费景点，会举办许多免费的文化
表演活动。被称为“豆子”的云门、
皇冠喷泉和波音画廊是千禧公园中
最受欢迎的三大户外艺术建筑。

中午12：00  
芝加哥艺术学院的餐饮选择丰富多
样，除了普通的菜式之外，还有由
屡获殊荣的大厨Tony Mantuano亲
自制作的独特美食。学院内设有众
多餐饮店，包括现代风格的Terzo 
Piano餐厅以及休闲风格的博物馆咖
啡厅和Caffè Moderno。

下午6：00       
吉布森酒吧牛排馆是一间十分温馨
的店，深受当地人，甚至名人的喜
爱。牛排馆的菜肴份量十分大，菜
式也十分丰富，包括美味的甜点、
口感独特的马提尼酒、新鲜的海鲜
和吉布森优质安格斯牛小排，绝对
可以满足任何一位顾客的味蕾需
求。

第2天



上午10:00 加利纳
搭乘三州电车之旅，深入了解加利
纳的悠久历史。这里原本是一个铅
矿业社区。随着电车穿梭于山丘和
山谷之间，您可以聆听导游娓娓道
来，了解历史以及各个有名的景
点建筑。

下午1：30   
Vinny Vanucchi餐厅供应的烤奶酪
通心粉完全是店主自创的一款菜
式，已传承了五代人，店内采用了
温馨的意大利设计风格，因此有
着“小意大利”的美誉。

上午11：00
加利纳主街道拥有近100
个19世纪的店面，整条街
道如今看起来仍和其在美
国内战期间的风貌别无两
样。但如今这些历史悠久
的红砖建筑内早已摇身一
变，变成了许多迷人的精
品店、美术馆和餐馆的聚
集地。

下午2：30  
前往尤利西斯 ·辛普森 ·格兰
特故居国家历史遗址，重温其
昔日的点点滴滴。在尤利西
斯 ·辛普森 ·格兰特成为第18
任美国总统之前，他曾居住在
这座红砖建筑中，现已经过修
复。故居内保留了格兰特以前
使用的所有家具，包括他最喜
欢的绿色椅子。（周一和周二
休息）

晚上7：00 
屡获殊荣的伍德兰兹餐厅位于广
阔的鹰岭度假村与水疗中心。在
此用餐，您还可以俯瞰风景如
画的加利纳湖。就在这里好好
放松，慢慢享用采用当地食材,
黑安格斯牛排、猪肉、鸭肉、
扇贝或虾准备的时令美食吧。

下午4：00  
在Galena on the Fly热气球短途之旅中，您
可以从高空鸟瞰乔戴维斯县连绵起伏的丘
陵、农田和森林。搭乘全美最大的热气球在
空中自由翱翔，当升至3,000英尺（914米）
高空时，这段旅程一定会给您留下令人难忘
的记忆。（旅程总共2.5小时，飞行时长共计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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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30 萨瓦纳
密西西比大栅栏州立公园
(Mississippi Palisades State Park)
风景秀丽，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美妙
去处。您可以选择短途徒步游览，
穿梭于枝叶繁茂的树木之间，或步
行至高耸于山顶的石灰岩断崖观景
台一览美景。在橡树角观景台可俯
瞰恢宏磅礴的密西西比河。

上午11:45 莫林   
登上Celebration Belle这艘真正的
轮船，好好畅游一番密西西比河
吧。在欣赏密西西比河的美景之
余，您还可以享用自助午餐。船
长将为您揭开这段旅程中的种种奥
秘，详细介绍四方城（Quad City）
地区的历史点滴。  

下午3:00    
农业先锋约翰 ·迪尔（John 
Deere)在1830年代的钢犁革新中
给现代农业带来了一场改革，约
翰 ·迪尔场馆（The John Deere 
Pavilion）将会举办展览，场馆展
品主要展示其公司在莫林地区的
发展历史以及最新的现代联合收割
机和拖拉机。您可以通过最先进的
模拟器测试自己的技能，或坐在
Deere & Company发明的最新机
器的驾驶座位上，体验它们带来
的快感。

上午7：00 加利纳 
Otto’s Place被评为享用早餐的最佳
去处。这里的肉桂法式吐司可以满
足任何一位喜爱甜食的吃货，而肉
丁甜土豆则绝对是正宗的中西部风
味。（周二和周三休息） 

上午9:30 富尔顿  
荷兰风车（De Immigrant 
Windmill）已全面开放，您可以到
此好好游览一番。这些具有标志性
的风车塔最初建于荷兰，后来在富
尔顿的堤坝上重新组装，位于密西
西比河上方90英尺（27.5米）处。
穿过街道，步入风车文化中心，20
多个微型风车藏品将一一呈现在您
的眼前。

下午2:00  
Lagomarcino家族制作巧克力糖果、
冰淇淋和苏打水已有逾100年的历
史。择一处原始红木座椅，或坐在
苏打水喷泉旁，享受Lagomarcino’s 
Soda Fountain and Deli供应的美味
甜点吧。 

下午5：00    
约翰尼意大利牛排馆（Johnny’s 
Italian Steakhouse）是一个安静、
容易令人放松的好去处，也是用餐
或小酌的绝佳场所。该牛排馆因
Steak DeBurgo（即牛里脊肉鹅肝酱
小咸饼搭配烤大蒜、罗勒和牛至，
上面浇上奶油酱的一道菜肴）而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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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00 岩石岛  
品尝中西部早餐。QC煎饼&咖啡馆（QC  
Pancake & Coffee House）供应蓬松的
乳酪煎饼和一系列早餐煎饼，这些美食
绝对会让您开启美好的一天。

下午5:00
在格拉夫顿牡蛎酒吧（Grafton Oyster 
Bar）品尝来自中西部的正宗卡津美食。坐
在露台上，一边欣赏河流美景，一边感受日
落的魅力。尝试一下这里的小龙虾辣酱玉米
饼馅、庞恰特雷恩湖牛排或油炸蚝，搭配特
色饮品或酒一起别有风味。如果您是周末前
来的话，还有机会聆听乐队带来的表演。

下午1:00 昆西 
The Pier餐厅享有风景如画的河流和湾景桥
景色，处处散发着休闲惬意的氛围，是一个
可以好好享用午餐的悠闲场所。这个坐落于
密西西比河岸之上的餐厅将给您带来独一无
二的体验。

上午10:30 诺伍  
回到历史悠久的诺伍（Historic Nauvoo），重温过去的点
滴。这个古朴的社区位于密西西比河的河岸上，是19世
纪40年代的先驱，可以由此探寻令人兴奋且有教育意义
的昔日生活百态。人们大都认为这是还原得最准确、保
留得最完整的19世纪美国城镇。此外，还有身着时代服
饰的讲师在铁匠、邮局、砖厂、面包店和学校等地进行
解释性示范，重现历史。

下午3:00 格拉夫顿  
茂密的南部伊利诺伊州森林位于伊利诺伊州河上。这片繁
茂的森林正是地处该州最大的公园——佩雷马奎特州立公
园（Pere Marquette State Park）所在地。历史悠久的佩
雷马奎特小舍（Pere Marquette Lodge）是美国国家公园
的标志性小屋，位于公园入口处。在游客中心停留片刻
后，您可沿着山羊悬崖小径（The Goat Cliff Trail）徒步前
行至麦克亚当斯峰(McAdams Peak)，到达山顶后便可饱览
壮观的河流景色。

第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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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 奥尔顿 
位于布莱斯船闸及大坝（Melvin Price 
Locks and Dam）的国家大河博物馆
（National Great Rivers Museum）讲
述了发生于密西西比河的传奇故事，
您可借此机会了解这条流动着的水域是
如何塑造地域文化、历史、经济和生态
的。首先，观看30分钟的电影，上午
10点后，在导游的带领下出发，登上密
西西比河上方八层楼之高的（26.4米）
地方，那里是该水路上最大的一个船闸
系统。

中午12：30   
185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候选人
亚伯拉罕 ·林肯和斯蒂芬 ·道格拉斯
（Stephen Douglas）之间七场著名辩
论的最后一场在奥尔顿隆重召开。在林
肯 ∙ 道格拉斯广场竖立着栩栩如生的青
铜雕像，只见林肯正在专心致志地聆
听，而道格拉斯则举起了手，提出他的
论点，一静一动，将最后这场辩论赛定
格在这一瞬间。

下午2:20 科林斯维    
游览卡霍基亚土墩群历史遗址，观摩最
复杂的墨西哥北方史前土著文明遗址。
游客中心会展出各种文物和信息展品，
以及与实物一样大小的村庄，还会播放
一部从密西西比文化角度探索这座城市
兴衰的短片。僧侣土丘是美洲最大的土
制纪念碑，位于游客中心对面，高100
英尺（30.48米）。爬楼梯到达顶部后便
可尽情感受这个指定世界遗址的美景。
（游客中心周一和周二休息，每天从黎
明至黄昏地面开放）

上午7:00 格拉夫顿
您可以在佩雷马奎特小舍（Pere 
Marquette Lodge）内的附设餐厅
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一边享用早
餐。餐厅设有探险家主题菜单，您
可以选择您想要挑战的菜式。

上午11:15  
在My Just Desserts餐厅吃午餐，
体验真正的美国饮食文化。该餐
厅因甜品和半磅鸡肉沙拉三明治
而出名，同时供应汤、沙拉和三明
治等美食。记得留点肚子品尝甜
点，Toll House布朗尼或手抓饼都
十分值得品尝。 

 
下午1:00 哈特福德    
1804年，在梅里韦瑟 ·路易斯
（Meriwether Lewis）和约翰 ·克
拉克（William Clark）的带领下，
探险部队（Corps of Discovery）
从当今的路易斯和克拉克国家历史
遗址（Lewis & Clark State Historic 
Site）附近出发，进入了荒无人烟
的美国西部旷野里。您可以仔细观
摩展品，追寻他们昔日的旅程，近
距离观摩55英尺（16.76米）的龙骨
船全幅复制品，观看这段探险之旅
的纪录片。

下午5:30 奥尔顿     
Castelli’s Moonlight Restaurant at 
255 餐厅供应经典的意大利菜肴 
(包括意大利手工烤饺子)，他们的招
牌炸鸡也同样出名。

晚上8:00 圣路易斯  
离开奥尔顿前往圣路易斯兰伯
特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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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纳 4月 格兰特总统的生日周末庆祝活动
   galenahistory.org/events/u-s-grant-birthday 
  6月 精彩的加利纳气球比赛
   greatgalenaballoonrace.com
  10月 加利纳乡村集市
   galenacountryfair.com
  11月 Nouveau周末葡萄酒派对
   nouveauweekend.com

 富尔顿 5月 富尔顿荷兰日 
   cityoffulton.us/tourism/fulton-events.html
  9月 遗产峡谷的秋季狂欢节
   cityoffulton.us/city/fulton-directory/attractions/ 
   heritage-canyon.html

 波特拜伦 8月  拖河船大型节日
   tugfest.org

 席维斯 7月  约翰 ·迪尔经典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协会锦标赛
   tpc.com/deererun-the-john-deere-classic

 莫林 6月 Butterworth赏花节
   butterworthcenter.com/events.html
  10月 密西西比河帆船比赛
   tworiversymca.org/programs-
   activities/rowing/row-the-miss-regatta

 岩石岛 8月 Ya Maka我的周末——雷盖乐音乐节
   downtownrockisland.org/events/ya- 
   maka-my-weekend

 诺伍 7月-8月 诺伍古装游行
   nauvoopageant.org
  9月 诺伍葡萄节
   nauvoograpefestival.com

 昆西 1月 大河鹰日
   seequincy.com
  6月 Q音乐节
   theqfest.com
  10月 10月啤酒节
   quincyrotary.org/oktoberfest
  10月 Tin Dusters古董车展 
   earlytindusters.com

 格拉夫顿 8月 佩雷马奎特小舍桃花节 
   pmlodge.net
  9月 佩雷马奎特聚会
   pmlodge.net
  11月 拖船日 
   enjoygrafton.com/events/detail/112/ 
   grafton-towboat-festival

 奥尔顿 1月 奥尔顿奥尔顿——奥杜邦鹰冰节奥杜邦鹰冰节 
   visitalton.com/feature-stories/detail/6/ 
   alton-audubon-eagle-festival

 哈特福德 5月 路易斯和克拉克的出发点
   campdubois.com/html/special_events1.html

 科林斯维  卡霍基亚土墩群:
  8月 考古日
  9月 美国印第安人教育日
  11月 美洲原住民假日市场 
   cahokiamounds.org/events

GreatRiverRoad-Illino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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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伍

昆西
斯普林菲尔德

芝加哥
富尔顿

莫林

圣路易斯

萨瓦纳

岩石岛

席维斯

哈特福德
奥尔顿

伊利诺伊州大河之路

伊利诺伊州66号公路

密西西比河

加利纳

格拉夫顿

伊利诺伊州大河之路
国家风景道
581 South Deere Road 
Macomb, Illinois 61455

全部或部分资金由伊利诺伊州商业和经济办公室提供。

@ILGreatRiverRoad @ILGreatRiverRd @ilgreatriverroad

活动



加利纳

栗山度假村  $-$$
8700 W. Chestnut Mountain Road
电话: 800-397-1320
www.chestnutmtn.com

DeSoto之家酒店  $-$$$
230 S. Main Street
电话: 815-777-0090
desotohouse.com

鹰岭度假村与水疗中心  $$-$$$
444 Eagle Ridge Drive
电话: 815-777-5000
www.eagleridge.com

Goldmoor旅馆  $$$
9001 W. Sand Hill Road
电话: 815-777-3925
www.goldmoor.com

爱尔兰山谷旅馆  $$$
2800 S. Irish Hollow Road
电话: 815-777-6000
www.irishhollow.com

爱尔兰小屋精品酒店  $-$$$
9853 U.S. Highway 20
电话: 866-284-7474
theirishcottageboutiquehotel.com

监狱山旅馆  $$$
319 Meeker Street
电话: 815-534-1906
jailhillgalena.com

东莫林

东莫林/四方城凯悦广场酒店  $$
111 Bend Boulevard
电话: 309-755-6000
www.hyatt.com

莫林

莫林元素  $$
316 12th Street
电话: 309-517-1659
www.marriott.com

约翰迪尔科蒙斯丽笙酒店  $$
1415 River Drive
电话: 309-764-1000
www.radisson.com

诺伍

诺伍酒店  $-$$
1290 Mulholland Street
电话: 217-453-2211
www.hotelnauvoo.com

诺伍别墅  $-$$$
2372 North County Road 900
电话: 800-453-6717
www.nauvoovillas.com

昆西

昆西假日旅馆  $$
4821 Oak Street
电话: 217-223-7800
www.ihg.com/holidayinn

精品酒店&套房  $ 
201 S. Third Street
电话: 217-222-2666 
www.choicehotels.com

盖勒那石溪旅馆  $$
3809 Broadway Street
电话: 217-223-2255
www.stoneycreekhotels.com

乡镇套房旅馆  $$
110 N. 54th Street
电话: 855-214-0400
www.tandcinn.com

格拉夫顿

佩雷马奎特小舍  $$
13653 Lodge Boulevard
电话: 618-786-2331
www.pmlodge.net

汝艾贝乐酒店  $$-$$$
217 E. Main Street 
电话: 618-786-2315
www.ruebelhotel.com

奥尔顿

贝斯特韦斯特精品酒店  $$
3559 College Avenue
电话: 618-462-1220
www.bestwestern.com

圣路易斯/奥尔顿欢朋套房酒店  $$
1904 Homer M Adams Parkway
电话: 618-433-8999
www.hamptoninn3.hilton.com

酒店亮点

$ = 低于100美元         $$ = 100美元至299美元          $$$ = 高于300美元

                                    

大河之路
密西西比河之旅

在伊利诺伊州
GreatRiverRoad-Illinois.com



加利纳 距离芝加哥 163M 262.3KM
去哪玩: 
三州电车之旅  www.tristatetravel.com/trolley
加利纳主街道  www.visitgalena.org
尤里西斯 ·辛普森 ·格兰特故居国家历史遗址  www.granthome.com
热气球之旅  www.buyaballoonride.com
树冠滑索生态冒险  longhollowcanopytours.com
布莱姆兄弟蒸馏厂  www.blaumbros.com
雪兰多骑马中心  www.theshenandoahridingcenter.com
加利纳葡萄园与酒厂  www.galenacellars.com/winery

去哪吃: 
Vinny Vanucchi餐厅  www.vinnysgalena.com
Woodlands Restaurant餐厅   

www.eagleridge.com/galena-il-resort-dining.php
Otto’s Place餐厅  www.ottosplace.com
Courtyard Restaurant餐厅  desotohouse.com/restaurants
Generals’ Restaurant餐厅  desotohouse.com/restaurants
One Eleven Main餐厅  www.oneelevenmain.com
Frank O’Dowd’s Irish Pub & Grill店   

www.theirishcottageboutiquehotel.com/galena-restaurant.aspx
木屋牛排馆  logcabingalena.com
Fritz and Frites餐厅  fritzandfrites.com
油炸绿番茄餐厅  www.friedgreen.com

萨瓦纳 距离加利纳 31.3M 50.4KM
去哪玩:  
密西西比帕利塞兹州立公园   

www.dnr.illinois.gov/Parks/Pages/MississippiPalisades.aspx
Poopy酒吧 脸书  www.poopys.com

去哪吃: 
曼尼披萨  www.mannyspizza.com

富尔顿 距离萨瓦纳 18.4M 29.6KM
去哪玩: 
荷兰风车  www.cityoffulton.us
风车文化中心  www.cityoffulton.us
遗产峡谷  www.cityoffulton.us

去哪吃: 
Krumpet面包&咖啡馆  www.krumpetsbakery.com
Manny’s Too  www.mannyspizza.com

莫林 距离富尔顿 36.1M 58.1KM
去哪玩: 
大河庆祝游船之旅  www.celebrationbelle.com
Lagomarcino’s Soda Fountain  www.lagomarcinos.com
约翰 ·迪尔场馆  www.johndeereattractions.com
参观约翰 ·迪尔工厂  www.johndeereattractions.com

去哪吃: 
约翰尼的意大利牛排馆  johnnysitaliansteakhouse.com/moline

岩石岛 距离莫林 3.5M 5.6KM
去哪玩: 
黑鹰国家历史遗址  www.blackhawkpark.org

去哪吃: 
QC煎饼&咖啡馆  qccoffeeandpancakehouse.com
滨河烧烤店  www.riverfrontgrilleqc.com

诺伍 距离岩岛 112.2M 180.6KM
去哪玩: 
历史悠久的诺伍  www.historicnauvoo.net
历史悠久的诺伍游客中心  www.historicnauvoo.net/visitors-center
巴克斯特酒庄  www.nauvoowinery.com

去哪吃: 
诺伍酒店历史酒馆&餐厅  www.hotelnauvoo.com

昆西 距离纳府 49.7M 80KM
去哪玩: 
Underbrink面包店  www.underbrinks.com
东区历史街区 (历史建筑自驾游)  seequincy.com
约翰 ·伍德大厦  hsqac.org/tours-events/the-john-wood-mansion
Villa Kathrine  www.villakathrine.org

去哪吃: 
The Pier  www.thepierrestaurant.com
BoodaLu牛排馆  www.boodalu.com
提拉米苏  tiramisuquincy.com
Kelly酒馆  www.kellysquincy.com

汉尼拔  距离昆西 21M 33.8KM
开车穿过河流到达马克 ·吐温的故乡——密苏里州的汉尼拔，在那里享用
午餐后，开启马克 ·吐温童年故居、马克 ·吐温洞穴和马克 ·吐温环河船
观光之旅。  
www.visithannibal.com

格拉夫顿 距离昆西 99.6M 160.3KM
去哪玩: 
佩雷马奎特州立公园  www.dnr.illinois.gov/Parks/Pages/PereMarquette.aspx
佩雷马奎特骑马场  graftontrailrides.com
艾黎度假村的格拉夫顿滑索  www.aeriesview.com/zipline
埃克特的乡村商店和农场  www.eckerts.com/grafton-farm
Hakuna Matata游轮  www.graftonharbor.com

去哪吃:  
佩雷马奎特旅馆与会议中心  www.pmlodge.net
格拉夫顿牡蛎酒吧  graftonoysterbar.com
格拉夫顿酒庄  www.thegraftonwinery.com
艾黎酿酒厂  www.aeriesview.com
卸货码头  www.graftonloadingdock.com

奥尔顿 距离格拉夫顿 15M 24.1KM
去哪玩: 
国家大河博物馆和布莱斯船闸及大坝26  www.meetingoftherivers.org
林肯-道格拉斯广场  www.visitalton.com
罗伯特 ·瓦德劳雕像  www.visitalton.com

去哪吃:  
My Just Desserts甜品店  www.myjustdesserts.org
Castelli’s Moonlight Restaurant at 255餐厅  www.castellis255.com
Fast Eddie’s Bon Air酒吧  www.fasteddiesbonair.com
Gentelin’s on Broadway餐厅  www.gentelinsonbroadway.com
Tony’s Restaurant餐厅  www.tonysrestaurant.com

哈特福德 距离奥尔顿 10M 16KM
去哪玩:  
路易斯和克拉克会合塔  www.confluencetower.com
路易斯和克拉克国家历史遗址和解说中心  www.campdubois.com  

科林斯维 距离哈特福德 17.9M 28.8KM
去哪玩: 
卡霍基亚土墩群国家历史遗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www.cahokiamounds.org
威洛比遗产农场  www.willoughbyfarm.org
布鲁克斯番茄酱瓶子  www.catsupbottle.com
费尔蒙特公园赛马场  www.fairmountpark.com

去哪吃:  
Ravanelli餐厅  www.ravanellis.com
波特牛排馆  www.porterscollinsville.com
Sloan酒馆 脸书：@ Sloan’s Pub House
伯特炊事车 脸书：@ Bert的Chuckwagon

圣路易斯兰伯特国际机场 距离奥尔顿 21.6M 34.8KM

风景道的最佳去处 @ILGreatRiverRoad @ILGreatRiverRd @ilgreatriver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