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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的家园

兰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区的荒野屹然坚 根据 1980 年《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 些 物 种 和 其 他 更 多 物 种 都 是 A h t n a 和 U p p e r 与砾石滩之间。人类历史在这里的痕迹古老而稀
韧，地形地貌令人惊叹。兰格尔山脉，与该公园四 (ANILCA) 规定，允许对公园和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 Tanana 上阿萨巴斯卡人、埃雅克人和特林吉特人 少，在这辽阔的大地上只留下淡淡的一抹印记。即
座山脉其中一座同名，是一座活火山。高峰之上， 进行维生捕猎，仅允许在保护区内开展运动狩猎。 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在当地，非原住民也会共同 使人们并未停下捕猎、捕鱼和诱捕的行为，但这里
大多数动物、鱼类和植物种群都在蓬勃发展，它们
数百个冰川与冰原成形，后融化成河流和小溪，最 狩猎者门可以在山坡上看到吃莎草、草皮和杂草的 分享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对于以兰格尔-圣埃利亚斯为家

终流入阿拉斯加湾和白令海。冰原是连接公园地理 野大白羊，这是公园内数量最多的大型哺乳动物。

红鲑鱼、奇努克鲑鱼和银鲑鱼生长于该地区的湖泊 漫长而阴暗的冬季和短暂而繁茂的夏季赋予了这里 园的物种而言，公园的规模和偏远程度能够确保生
和溪流之中，可在库珀河上利用渔轮、鱼网、鱼竿 浓烈的生机。号手天鹅、画眉与鸣鸟等候鸟的叫 态系统的自然运转。

位置上孤立地区的桥梁。

和鱼线进行捕捞。在公园的东南角，特林吉特人会 声，使漫长的夏季白昼充满活力。夏末时节，黑熊
捕捞以鱼类和海洋无脊椎动物为食的麻斑海豹。这 和棕熊受成熟无患子浆果的吸引，常常出没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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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中南部的生活文化包括 Upper Ahtna

冬天，Upper Ahtna 人一般会去狩猎野大白

流推动桨叶时，旋转的篮筐将鱼从水中提

或“Headwaters People”(Tatl’ahwt’aenn)。

羊、驯鹿和驼鹿，以及诱捕身处高地的小型

出。夏天的河边有很多这样的渔轮。

他们的生活特性根植于库珀河上游地区的土

哺乳动物。夏天，他们的目标转为捕鱼。

地、水源和冰原之中，在那里他们利用传统

人们在水流平缓、底部平坦的溪水中布下

19 世纪末，随着新移民的到来，新的经济机

的生态知识开展狩猎、采集、诱捕和捕鱼。

渔网。

会开始冒头。一些 Ahtna 人开始工作赚钱，

他们的知识源自代代相传的纪律与智慧，为

但他们也继续从自然中汲取资源来供养家

共享自然资源型经济做出了贡献。这有别于

在库珀河快速流动的水域中，人们使用抄网

庭。尽管一些阿拉斯加原住民现已居住在城

美国其他地方盛行的市场经济。

来捕获鲑鱼，自 20 世纪开始使用渔轮捕鱼。

市之中，但他们也继续参与着传统的共享

渔轮的摇轮手臂就如同轮子上的辐条。当水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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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克朗代克地区开采出金矿之后，成千

矿井关闭时，工人们开采出的矿石市值约为 2

上万的探矿者涌入阿拉斯加。许多人前往奇

亿美元。

萨纳和纳贝斯纳，但却只发现了少量黄金。
奇提纳河谷发现的铜矿吸引着投资者组成财

尽管肯尼科特矿山和工厂现已关闭，但社区

团来开发铜矿。为运输矿石，他们修建了一

依然繁荣发展。修复人员为这个工业增长、

条铁路，于 1911 年完工。这条铁路连接肯尼

市场扩张、全球移民和创新的时代带来了生

科特矿山和科尔多瓦，从那里转向可盈利的

机。在肯尼科特，你可以沿循工厂工人及其

市场。

家人的脚步，思考这个道路崎岖的地方为什
么能够成为他们的家。

在运营高峰时期，该公司雇佣了 600 名工
人，其中大多数为移民，这些人每周工作 7
天，居住在拥挤、简陋的工棚里。到 1938 年

进入另一个世界
冰川、冰原、河流和山脉为冒险者带来挑战

库珀河从奇提纳流淌至阿拉斯加湾，靠近科尔

和无与伦比的馈赠。

多瓦地区，流经公园最崎岖的部分地区。海上
皮划艇爱好者可以前往冰海湾和亚库塔特地区

春天，攀登者可尝试攀登德拉姆山、桑福德

进行探索。在冬季和春季，越野滑雪板带来了

山、布莱克本山和圣埃利亚斯山。徒步旅行

另一种探索方式。露营者会喜欢这里八月和九

者通常从纳贝斯纳或麦卡锡路出发 — 这是进

月的凉爽天气，且蚊子较少。想要俯瞰全景，

入公园仅有的两条路。其他人则可以穿过鲁

你可以乘坐或包租一架直升机。

特冰川（ 右图 ），鲁特冰川的绝对宽度以及
布莱克本山和阶梯状冰瀑的远景，令人望而
惊叹。
在进入偏远地带之前，请务必掌握安全穿越
冰川、河流与溪流的技术。许多河流无法通
行，还有的会很快变成湍急的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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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64 年的《荒野保护法案》，国会为兰

在这片占地 2400 万英亩的世界自然遗产中，

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区 960 万英

分布着兰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

亩的荒野提供了保护。如欲了解国家荒野保

区、冰川湾国家公园及保护区、加拿大克卢

护体系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恩国家公园及保护区和塔琴希尼-阿尔塞克国

www.wilderness.net。

家公园等，这里是全球最大国际保护生态系
统之一。

参观公园
首先阅读免费的公园报纸，了解关于徒步旅行、露
营和服务的最新信息。可在公园网站 www.nps.
gov/wrst 中下载免费公园报纸，或者询问游客中心
或管理站（均为季节性开放；请致电以了解营业时
间）。
从总部和兰格尔-圣埃利亚斯游客中心开启参观之
旅。这里有兰格尔山脉的概览、展览会，还有电
影、书店、野餐棚、短途旅行路径、公园信息，以
及季节性管理员行走交谈信息。

安全在偏远地区进行救援和迁离的机会很小；响应

多。• 矿区可能存在爆炸物、有毒化学品和残留

兰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区是国家公园体

时间可能很长。针对极端野外旅行做好充分准备并

物。• 有关枪支管理条例，请查看公园网站。

系中 400 座公园之一。如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ps.gov。

肯尼科特游客中心位于历史悠久的布莱克本学校，

掌握经验和知识以及生存技能，这必不可少。始终

可在此获取肯尼科特矿山国家历史地标相关信息。

携带额外的干粮和装备，以应对紧急情况或因天气

紧急呼叫国家公园管理处 (NPS) 24 小时调度

为游客提供高山与冰川概览、展品、电影、管理员

带来的延误。• 出发去野外之前，请在游客中心或

907-683-9555 或 911

季节性行走交谈信息以及历史建筑和徒步路径的相

管理站填写一份野外旅行行程。将您的旅行路线和

关信息。斯拉纳管理站和奇提纳管理站是通往公园

预计返回日期和时间告知您的朋友或家人。• 这是

私人土地公园内有私人地产和当地公司的土地，

PO Box 439

两条道路的入口。这里为游客提供野外旅行计划、

一个有熊的国家！在游客中心或管理站获取与熊相

且保留了边界。请勿擅自闯入。请尊重土地所有者

Mile 106.8 Richardson Hwy.

道路更新和地区信息。亚库塔特管理站是圣埃利亚

关的安全手册。发出响声。结伴而行。对于所有野

权利。

Copper Center, AK 99573

斯山脉、哈巴德冰川和一百多英里漫长海岸线的

外露营活动，都必须使用防熊的食物容器，可在游

入口。

客中心购得。我们强烈建议您携带防熊喷雾。• 请

开放性我们不断努力，让我们的设施、服务和项目

不要接近驼鹿，因为驼鹿伤害人的记录比熊

向所有人开放。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前往游客中

兰格尔-圣埃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区

907-822-5234

心、询问管理员、拨打电话或查看我们的网站。

兰格尔山脉周边景观

更多信息

www.nps.gov/wrst

Juneau
Sit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