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朱诺市中心 
 
门户： 

街道 

上坡 

山径和休闲小径 

步行梯 

步行桥 

60.96 米 
 

码头： 

A Aj 码头 

B 富兰克林码头 

C 中型船浮动码头 

D 游轮码头 

E 阿拉斯加蒸汽船码头 

F 水上机场码头 

PFO 港口分部码头 
 

景点：  

博物馆 

公园 

小径起点 

信息中心 

公共图书馆 

邮局 

交通中心 

停车 

休息室 

1.阿拉斯加州议会大厦 

2.百年纪念堂会议中心 

3.朱诺艺术与文化中心 

4.伊丽莎白·佩拉特罗维奇大厅 

5.Sealaska 遗产研究所 

- 特林吉特、海达和钦西安文化中心。 

6.  总督府 

- 历史悠久的房屋，建于 1912 年  

7.威克沙姆之家 

- 历史悠久的房屋，建于 1899 年 

8.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大教堂 

- 历史悠久的教堂，建于 1894 年 

9.空椅子纪念碑 

- 二战期间日裔集中营的纪念碑。 

12.美国海军朱诺号纪念馆 

- 二战期间，这艘军舰于 1942 年沉

没。 

11.渔民纪念碑 

- 献给商业捕鱼业。 

12.Archie Van Winkle 纪念碑 

- 纪念第一个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阿拉

斯加人。  

13.阿拉斯加领土护卫队雕像 

- 纪念二战期间保卫阿拉斯加的本地士

兵。 
 
 

14.威廉·亨利·西沃德雕像 

- 1867 年阿拉斯加管弦乐演奏家购

得。  

15.风暴渔夫雕像 

- 艺术家 R.T.Wallen 制作的原物大小的

棕熊。 

16.硬岩矿工雕像 

-  雕刻家 Ed Way 刻画了朱诺的硬岩开

采。 

17.Patsy Ann 雕像 

- 朱诺最有名的狗。20 世纪 30 年代深

受喜爱的吉祥物。 
 
 
 
 
 
 
 
 
 
 
 
 
 
 
 
 



 
欲了解更多信息、活动和会议规划信息，

请联系我们： 

o 800 Glacier Ave, Ste 201, Juneau, AK 

99801 

o 免费热线：888-586-2201 

o 电子邮箱：info@traveljuneau.com 

o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有用的电话号码： 

o 应急警察、消防和救援：911 

o 非应急警察 907-586-0600 

o 门登霍尔冰川访客中心：907-789-0097 

o 阿拉斯加海上公路，奥克湾渡轮码

头：907-465-8852 

o 首府轨道交通：907-789-6901 

o NOAA 气象服务 907-856-3997 

访问我们：  

o www.traveljuneau.com 

内部航道 

内部航道沿着阿拉斯加的狭长地带，从普

吉湾一直延伸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是许多

远洋船舶经常通过的航线。几个世纪以

来，这些岛屿都在为游轮、运输驳船、渔

船和皮艇提供庇护，让这些船只远离公海

的危险。阿拉斯加段航道，也就是东南

段，大约长 500 英里（805 公里），宽 

100 英里（161 公里），涉及 1100 多个岛

屿，途径约 18,000 英里（28,968 公里）

的海岸线。  

阿拉斯加东南部地区保留了成千上万年的

自然历史。如今，美国最大的国家森林——

汤加斯国家森林，覆盖了亿万年前冰川雕

琢而成的高耸山脉。东南部地区拥有引人

注目的景观。这里是鲸鱼、海狮、秃鹰和

北美最大棕熊种群的家园。 

关于朱诺的详细信息： 

几千年前，朱诺还不叫朱诺，而是叫 

Dzantik'i Héeni（“比目鱼聚集的地

方”）。这里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渔场，以

及特林吉特 ("clink-it")、海达 ("high-da") 

和钦西安 ("sim-shee-an") 三个部落的传统

家园。丰富的资源使得当地氏族有更多的

精力发展音乐、舞蹈、艺术、纺织品和说

书。直到今天，整个地区的社区文化都很

活跃。  

1880 年，特林吉特族酋长 Kowee 带领理

查德·哈里斯和乔·朱诺进入黄金溪口。他

们在那里发现了贵金属。阿拉斯加淘金热

就这么开始啦！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朱

诺出产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黄金，相当于

今天的 70 亿美元。   

朱诺早期的发展就是采矿业的直接结果。

1906 年，朱诺建市，成为阿拉斯加的首

府。州政府从锡特卡转移到了朱诺。朱诺

是美国唯一一个与外国接壤的州首府。 

政府最终取代采矿业，成为主要产业。旅

游业紧随其后。自 20 世纪初以来，朱诺

一直是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其原生遗产、

勘探历史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观吸引了大

量的游客。 

快速一览 

地理位置 

朱诺位于内部航道的加斯蒂诺海峡岸边，

在西雅图以北约 900 英里（1448 公里，

搭乘航班需飞行两小时），安克雷奇以南 

600 英里（966 公里，搭乘航班需飞行 90 

分钟）。 

纬度：北纬 58 度 18 分 15 秒 

经度：西经 134 度 24 分 30 秒 

面积 

朱诺总面积达到 3,255 平方英里（8,430 

平方公里），其中包括 1,500 平方英里

（3,885 平方公里）的朱诺冰原，以及约 

500 平方英里（1,295 平方公里）的海

域。按面积算，朱诺是美国的最大首府城

市。 

人口 

根据朱诺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数据，2016 

年有 32,739 人。 

海拔 

大部分人口位于海平面上。朱诺的最高峰

分别为 4,228 英尺（1,289 米）（麦金尼

斯山）、4,829 英尺（1,472 米）（斯特勒

怀特山）市中心有两座山峰：朱诺山

（3,576 英尺（1,090 米））和罗伯茨山

（3,819 英尺（1,164 米））加斯蒂诺海峡

相对较浅（约 120 英尺（37 米）），但

朱诺城外的水道有约 1,000 英尺（305 

米）深。 

气候 

由于受到太平洋的影响，朱诺为亚北极气

候。这种气候比该纬度其他地区的气候更

温和。冬天潮湿而漫长，但按照阿拉斯加

的标准，只是稍微有点冷。 

一月：高温 35° F (2°C)/低温 26° F (-

3°C) 

五月：高温 57° F (14°C)/低温 42° F 

(6°C) 

七月：高温 63° F (17°C)/低温 51° F 

(11°C) 

十月：高温 48° F (9°C)/低温 39° F (4°

C) 

降水 

朱诺每年约有 230 天是雨天，机场平均降

雨 62.27 英寸（1,580 毫米），从 55 到 92 

英寸（1,400 到 2,340 毫米）不等，取决

于地理位置。春天是最干燥的季节，九

月、十月最潮湿。年平均降雨量和融雪量

达到约 56.5 英寸（1,430 毫米）。平均降

雪量约为 93.2 英寸（2,367 毫米）。降雪

量最高纪录出现在 1917-1918 年冬季，达

到 455.6 英寸（11,572 毫米）。 

平均白昼时间 

平均白昼时间从 12 月 的 6.42 小

时到 6 月的 18.25 小时不等。  

道路 

朱诺市和州维护的道路达到约 190 

英里（306 公里），其中不包括道

格拉斯岛上跨桥梁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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