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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1年， 
一名教练在奶油山指导一名学生。 

阿斯本历史协会， 
《阿斯本时报》收藏。

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的
双板和单板滑雪学校
爱上这一天 

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双板和单板滑雪学校的专业人
员为您提供滑雪指导，确保您度过最难忘的滑雪
日。这里的体验包括针对您和您的朋友或家人的个
性化指导，以及针对所有年龄段的MAX 5团体课程
或剖析指导，我们的团队将帮助您提高滑雪技术，
并确保您爱上雪坡上难忘的一天。这也是我们的许
多客人每年都会回到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滑雪的一
个主要原因。

我们是快乐的创造者。让我们为您的一天创造快 
乐吧！

我们的保证
从带领您体验原生态的滑雪路线，到提供当地雪场的“内幕消
息”，我们保证我们的专业人员会让您爱上相处的每一刻。我们
重视这项承诺，所以提供了“我们的保证”。如果您对您的体验
感到不满意，下一次课程将由我们来买单。

超过 

1,350
名专业人员

精通 

10
种语言

我们的专业人员每季接受超过 

30,000
小时的培训

实惠的租赁 美好的滑行
四山雪具店

四山雪具店，是唯一一家位于四座雪山的山脚下，拥
有免费过夜装备寄存和转移的运动器材供应商，使装
备租赁成为一件轻松乐事。我们提供快捷的租赁体
验，不仅为您提供滑雪板、滑雪靴和装备，还提供更
好的性能、合理的建议和微笑服务。店内配备实用时
尚的器材和服装，让您感受舒适时尚的滑雪体验；我
们的员工了解如何根据您的身材和滑雪水平，综合考
虑您将探索的地形提供器材使用建议。

今年的新套餐30天租赁服务
滑雪器材交给我们负责。连续30天提供高级双板或单板滑雪租赁
器材+头盔。

1946 年 1950 年
阿斯本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Corporation）成立，阿斯本山于1947年开通

了世界上最长的单人缆椅Lift-1。

阿斯本在美国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锦标
赛（FIS Alpine World Championships），成为了
这里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的悠久传统的开端。  

套餐优惠
享受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的高性价比选择，整季
都有惊人优惠，包括缆车票、滑雪课程、雪具设
备租赁和完整的度假套餐选择。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季初 75周年纪念 75周年纪念 75周年纪念 季末

Kids Ski Free Kids Ski Free Kids Ski Free Kids Ski Free

SKI30 SKI30 SKI30 SKI30

Perfect Storm Perfect Storm Perfect Storm

SKI30
SKI30让您在连续30天内享受无限制的滑雪! 这款独家产品至少
能让您在套餐内的酒店中停留7晚，给您充分的理由延长您的度
假时间，感受北美最棒的滑雪地形。此外，在阿斯本雪堆山滑雪
村山间餐厅用餐可以享受9折优惠。   

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4月17日。超级早鸟票购买价截止
日期为2021年8月31日。套餐必须在当月15日前预订，下个
月抵达。（例如：在2022年1月15日前预订，2022年2月抵
达。）
条款和条件： SKI30套餐只能通过签约旅行社提前购买。SKI30产品适用于儿童/青少年/老
年人的优惠价格。阿斯本雪堆山保证（Aspen Snowmass Guarantee）不适用于此促销活
动。SKI30套餐必须与参与活动酒店的7晚或以上折扣住宿捆绑销售。

75th Birthday Black Diamond Jubilee 
（黑钻滑雪道庆典）

庆祝高山滑雪75周年
如果说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那么阿斯本就是她最爱的那颗宝
石。1月至3月，庆祝阿斯本滑雪公司成立75周年。在四山运动
店（Four Mountain Sports）购买2天以上的 高级成人双板或
单板滑雪租赁套餐，可获得75美元/天的缆车票。租用天数和缆
车票数量必须相同。

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4月2日。 
需在2021年10月15日前预订。
条款和条件：套餐必须通过签约旅行社预订，并提供折扣住宿。所有优惠以预订时为准。仅适用
于参与活动的酒店；对于部分酒店，优惠可能会于指定日期不可用。此优惠不适用于现有预订。
不可与其他促销优惠同时使用。仅适用于成人价格，不适用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

季初/末加入派对

庆祝阿斯本75岁诞辰（Aspen’s 75th Birthday)
季初季末均可享受75美元/天（成人）的缆车票。

季初票：有效期为2021年11月25日至12月21日。 
在抵达前7天预订。

春季票：有效期为2022年4月3日至17日。 
在抵达前7天预订。
条款和条件：套餐必须通过签约旅行社预订，包括住宿或机票。所有优惠以预订时为准。 
不可与其他促销优惠同时使用。

Perfect Storm（买四送五）
最全面、最受欢迎的促销活动。如果您购买了至少4天的套餐，在
滑雪季的大部分时间里，您可以免费获得一天的缆车票和住宿体
验, 还可获得一张度假村卡，内含从餐饮到购物的大力度折扣。

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4月2日。套餐必须在当月15日前预
订，下个月抵达。（例如：在2022年1月15日前预订，2022年
2月抵达。）
条款和条件：套餐必须通过签约旅行社预订，并提供折扣住宿。所有优惠以预订时为准。仅适用
于参与活动的酒店；对于部分酒店，优惠可能会于指定日期不可用。此优惠不适用于现有预订，
不可与其他促销优惠同时使用。仅适用于成人价格，不适用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每位客人只
能享受一次促销活动，不接受连续的套餐预订。同样适用于长期住宿的客人。

Kids Ski Free 
只需从四山运动店租赁他们的装备即可获享此优惠。花费更多时
间在山坡滑雪，您的孩子或将成为滑雪终身爱好者。从四山运动
店至少租赁至少两天的儿童器材（7-12岁），我们将提供相同天
数的免费缆车票。  

有效期为2022年1月1日至4月17日。套餐必须在当月15日前
预订，下个月抵达。（例如：在2022年1月15日前预订，2022
年2月抵达。）
条款和条件：套餐必须通过签约旅行社预订，并提供折扣住宿。7-12岁的儿童在四山运动店购买
两天或两天以上的租赁服务后，可获得免费的缆车票。成人购票方式不影响Kids Ski Free的资
格。至少需购买两天的租赁服务。6岁以下儿童免费滑雪。

如需购买包括从您的国家/地 
区出发的机票在内的套餐，请访问  

aspensnowmass.cn/international， 
查看我们首选的旅游合作伙伴名单。

1881 年 1893 年

皮特金郡（Pitkin County）成立，阿斯本采 
矿和冶炼公司（Aspen Mining and  
Smelting Company）成立。从独立山口 
（Independence Pass）到阿斯本的公路建成。 

阿斯本人口达到16000人，该州成为第一个通过普选
实行Women’s Suffrage（妇女选举权）的州。白银
非货币化，阿斯本作为一个矿业城镇的地位开始衰落。 

http://aspensnowmass.cn/international


奶油山 雪堆山

阿斯本/皮特金郡机场
前往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Aspen Snowmass）以及往来于四大山脉
之间的交通非常便利。阿斯本/皮特金郡机场（Aspen/Pitkin County 
Airport）每周航班达有218趟之多，出行便捷，距离阿斯本镇中心仅3
英里（4.8公里），距离雪堆山村（Snowmass Village）6英里（9.7
公里）。四座山脉通过短途巴士相连，运行免费且高效，您甚至可以在
一天之内滑遍四大雪山。

雪堆山村
雪堆山村全天候为各年龄层游客提供餐饮、购物和娱乐服务。对于家庭和团
体出游的旅客来说，雪堆山是首选的滑雪胜地，因为这里95%的住宿设施都
是可以自由滑雪出入。树屋儿童探险中心（Treehouse Kids’ Adventure 
Center）为少年儿童提供室内和雪地游戏场所；全家人可以在麋鹿营（Elk 
Camp）享受夜间活动，包括高山过山车。

阿斯本市
阿斯本曾经是一个纯朴的矿业小镇，现如今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当地坐拥丰富资源，从
过去的银矿脉，到当下的艺术、餐饮和购物设施。在这里，悠闲与奢华、运动与放纵完美结合，不同国
家或地区、年龄和能力的人都会陶醉其中。

阿斯本山
2021年12月11日-2022年4月10日
高地雪谷（Highland Bowl）顶点高度：12392英尺/3777米
山顶海拔：11675英尺/3559米
垂直高度：3635英尺/1108米

2021年11月25日-2022年4月17日
山顶海拔：11212英尺/3418米
垂直高度：3267英尺/996米

2021年12月11日-2022年4月3日
山顶海拔：9900英尺/3018米
垂直高度：2030英尺/618米

2021年11月25日-2022年4月17日
盆地谷（The Cirque）顶点高度：12510英尺/3813米
超燃区（Big Burn）顶点高度：11835英尺/3607米
垂直高度：4406英尺/1343米

阿斯本高地

1958 年 Whipple Jones开放高地滑雪区，Friedl 
Pfeifer开放奶油山作为一个学习区。

1993 年 ASC收购阿斯本高地，最终确定了由四大
山脉组成的雪区家族。 

1967 年 1977 年
雪堆山开放。 

第一个正式的Aspen Gay Ski Week举行，
后来成为美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同性
恋滑雪周。

全新Sundeck获得了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能源
与环境设计领导力（LEED）先锋青铜级
（Pioneer Bronze）认证。 

1999 年
冬季极限运动会（Winter X Games）首
次在阿斯本举办。阿斯本山迎来了单板滑
雪爱好者。 

2001 年 2005 年 2021 年
 ASC与阿斯本艺术博物馆合作，创造了第一个
在山上的“Art in Unexpected Places”（意
外之地的艺术）设施。

仅仅经过五周的准备，阿斯本雪堆山
滑雪村就在奶油山成功举办了国际雪
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世界锦标赛
（FIS Snowboard and Freeski World 
Championships）以及美国大奖赛
（US Grand Prix）。  



ASPEN
(ASE)

SAN FRANCISCO (SFO)

LOS ANGELES (LAX)
PHOENIX (PHX)

CHICAGO (ORD)

DALLAS/FT WORTH (DFW)

HOUSTON (IAH)

DENVER (DEN)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spensnowmass.cn。

如何到达
从中国前往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非常简单且选择众
多：现在可以通过美国航空公司的LAX航班，或联
合航空公司的LAX和SFO航班一站式抵达。阿斯本/
皮特金郡机场（ASE）是北美唯一的坡地机场，距
离阿斯本仅3英里（4.8公里），距离雪堆山村6英里
（9.7公里）。航空服务有变更的可能。

伊格尔郡机场（EGE）  
伊格尔郡机场距离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70英里（113公里）， 
交通便利。由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提供服务。 

丹佛国际机场（DEN） 
距离阿斯本雪堆山滑雪村220英里（354公里）。24家航空公
司每天提供超过1700个航班从215个城市飞往丹佛国际机场，
包括英国航空公司从伦敦/希思罗（London/Heathrow）飞抵
的国际直达航班，冰岛航空公司（Icelandair）从雷克雅未克
（Reykjavik）飞抵的国际直达航班，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从法兰
克福+慕尼黑（Frankfurt + Munich）飞抵的国际直达航班，联
合航空公司从东京（Tokyo）飞抵的国际直达航班和巴拿马航空
公司（Copa Airlines）从巴拿马城（Panama City）飞抵的国
际直达航班。

健康与安全
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应的程序，以保证我们的客人、
员工和社区的安全和健康。欲获取最新信息， 
请访问aspensnowmass.cn/covid19。

阿斯本/皮特金郡机场直航服务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ORD）： 每日多达7趟航班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DFW）： 每日多达4趟航班

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DEN）： 每日多达9趟航班

连接100多个城市的海岸线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布什洲国际机场（IAH）： 每日多达4趟航班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每日多达6趟航班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PHX）： 每日1趟航班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国际机场（SFO）： 每日多达3趟航班

当地交通 
来到这里您就会发现，当地的交通出行是非常便捷的。大多数
旅馆都提供往返于阿斯本机场（Aspen Airport）的免费接送服
务。免费班车在四座雪山之间穿梭不停。

阿斯本机场，约1955年。 

阿斯本历史协会，Mary Eshbaugh Hayes收藏。

http://www.aspensnowmass.cn
http://aspensnowmass.cn/covid19


有时候，住宿是度假中最难忘的体验。无论
是在阿斯本山银皇后缆车（Silver Queen 
Gondola）附近坐落在山腰的豪华套房， 
还是雪堆山可以自由滑雪出入的公寓，或是
临近各种设施的别致酒店，阿斯本雪堆山滑
雪村的住宿体验都会让您乐不思蜀。

阿斯本

特色住宿

经济型 $      标准型 $$      豪华型 $$$      奢华型 $$$$ 

Aspen Alps $$$
info@aspenalps.com
aspenalps.com

Aspen Meadows Resort $$
reservations@aspenmeadows.com 
aspenmeadows.com

Aspen Mountain Lodge  
$$-$$$
aml@aspenmountainlodge.com
aspenmountainlodge.com

Aspen Square  
Condominium Hotel  
$$$-$$$$
reservations@aspensquarehotel.com 
aspensquarehotel.com 

Frias Properties of Aspen & 
Independence Square $-$$$$
reservations@friasproperties.com
friasproperties.com

The Gant $$$-$$$$
reservations@gantaspen.com
gantaspen.com

Hotel Jerome $$$$
jerome.reservations@aubergeresorts.com
hoteljerome.aubergeresorts.com

Limelight Hotel Aspen  
$$$-$$$$
info@limelighthotels.com
limelighthotels.com

The Little Nell & Residences 
at The Little Nell $$$$
stay@thelittlenell.com
thelittlenell.com

McCartney Property 
Management $$-$$$$
res@mccartneyproperties.com
mccartneyproperties.com 

The St. Regis Aspen Resort 
$$$$
asexrreservations@marriott.com
stregisaspen.com 

W Aspen Escape  
$$$-$$$$
waspenreservations@marriott.com
waspenhotel.com



对于想要进入深山享受避世之旅
的游客来说，住在雪堆山是一 
种享受。雪堆山村和山上到处都
有自由滑雪出入的住宿设施， 
以及适合全家游玩的活动项目，
仅在雪堆山就有超过3300英
亩（13.4平方公里）的滑雪场
地，预订雪堆山之旅将为您提供
一个理想的冬季假期。

关注微信关注微博扫码访问中文官网

雪堆山

The Crestwood 
Condominiums $$-$$$$
res@thecrestwood.com
thecrestwood.com

Destination Residences 
Snowmass $$-$$$
booksnowmass@destinationhotels.com
destinationsnowmass.com

Limelight Hotel  
Snowmass $$$-$$$$
reservations@limelighthotels.com
limelighthotels.com

Snowmass Mountain 
Lodging by East West 
$$-$$$$
snowmassres@eastwest.com
snowmassmountainlodging.com

Timberline Condominiums 
$$-$$$
reservations@thetimberline.com
thetimberline.com 

Viceroy Snowmass $$$-$$$$
reservations@viceroysnowmass.com
viceroysnowmass.com 

Woodrun V $$$-$$$$
info@woodrunv.com
woodrunv.com

Element Basalt $$-$$$
elementbasaltaspen.com
kelly.dean@elementbasaltaspen.com

经济型 $      标准型 $$      豪华型 $$$      奢华型 $$$$ 

Downvalley Lodging – Ba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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