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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外星生命在宇宙中普遍存在，智慧生命就要稀少
得多。有人说他们还并未在地球出现。——史蒂芬 ·霍金

据中国UFO联盟主席孙世立称，UFO现象不仅是真实可

信的，而且早在中华文明初期，另一个世界的宇宙生命就以龙

为形象来地球探险。他最近在一个名叫“公民听证会”的非

营利组织的聚会上说：“当然，经过数年的研究，很多中国的

UFO专家包括我自己，都确信UFO和外星生物的真实性。”

与中国相似，美国也是见证外星文明的地方。体验UFO

现象最好的方式是去内华达来一次公路旅行，路边的景点和观

察所尤其适合相信飞碟存在的人们。这个离奇的地方位于内华

达州南部，拉斯维加斯北边一点点的地方。

1996 年，电影《独立日》火热上映，内华达州那条长

157.7 公里孤独的柏油路被重新命名为“外星人公路”。电影主

题与很多UFO电影相类似，人类与入侵的外星人在美国内利

斯空军基地的 51区终极对抗。这一地区常被阴谋论包裹，因

为据说这条公路夜间观察到UFO的几率极高。加上难以置信

的外星人绑架和其他超常现象，游客对这里充满好奇。欢迎来

到观测外星人、UFO和外星生物的奇妙世界。

第三类接触 51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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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接触》

导演  史蒂芬 · 斯皮尔伯格

在一次大范围停电事故中，

印第安纳州的电力公司巡查

员罗伊 · 涅瑞（理查德 · 德莱

福斯饰）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在那里，他预感有重大的事

情即将发生。

《外星人 E.T.》

导演  史蒂芬 · 斯皮尔伯格

外星人某一次造访地球后，

10 岁的小男孩艾略特发现

了遗留在地球上的一个外星

人。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小男孩发现外星人想回到自

己的星球。

《51区》

导演  奥伦 · 佩利

电影讲述的是三个青少年受

好奇心驱使溜进了位于美国

内华达沙漠内利斯空军基地

俗称 51 区的地方，外界盛传

美国军方在这里掩盖了外星

人存在的证据。 

追寻外星印记 

在《X 档案》电视剧的激励下前往外星人公路

旅行，“真相就在那里”。一日游的行程开始于拉斯

维加斯，结束时再回到拉斯维加斯，旅途涉及到不

同的 UFO 观测点。需要注意的是公路横贯游人稀

少的荒凉地区，除了沙漠什么都没有——没有加

油站、没有水、没有食物——因此出发前加满油箱，

准备好充足的水尤为重要。

如何抵达 ：从拉斯维加斯出发，经 I-15 公路

转到 US-93 N公路 （大盆地高速），从64号出口出，

再从 US-93 行车 80~90 分钟到达水晶泉（Crystal 

Springs），向左至外星人高速路（也叫 US-375

公路）直到雷切尔（Rachel）。回程用原路，从拉

斯维加斯一个来回可在一天内完成，只是那一天

要开很远的路。

外星人公路路标 ：上了外星人公路，刚刚经

过水晶泉（距离拉斯维加斯大约 175 公里）往西，

当你看到右手边一棵巨大的杨树时，你已经正式

进入“外星地区”。大树的左边是政府批准的外星

指示牌，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外星人路标，很多访

客激动不已，在此留下他们的粘贴画，让它看起

来像涂鸦。

在外星人公路，可以
看到对外星文化热爱
的艺术家留下的涂鸦，
西部牛仔造型也很有
美国当地特色。

See It 
ET  HIGH WAY

3 部必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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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

有一条无标记的路通往前

门。大概 32 公里崎岖颠簸

的公路过后，前门便到了，

这里是没有特殊准许可以到

达 51 区最近的地方。前门

的警示牌提醒人止步，访者

会受到严密监视，任何越过

警示牌的行为可能招致武装

逮捕、罚款或监禁。为了个

人安全千万不要冒险。

黑邮箱

回到路上，下一个路标是著

名的黑邮箱，很长时间被认

为是外星人投递信件的地

方。对任何来美国最秘密的

军事基地进行外星文明朝圣

的人，这里是必到之地。尽

管邮箱其实是白色的，且今

天只剩下一些混凝土砖块和

一堆石头记录着 UFO 爱好

者的圣地。

外星人研究中心

过了外星人公路指示牌就是

研究中心的礼品站，在一个

银色的可活动房子里。再往

前便是巨大的外星人研究中

心。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外星

人的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在

那里可以看到各种围栏或是

立了橘黄色标杆的地方。因

为某些区域是牧场，在这里

遇到牛的几率或许会更大。

后门

从雷切尔往东 2.7 公里处有

条土路通往后门，之后是

全长约 13 公里的土路，这

是通往 51 区更容易的选择。

一定要遵守所有的指示牌，

尤其是写着“绝密军事设施，

勿靠近，授权使用致命武力”

的牌子。那里的仙人掌和约

苏亚树上隐藏着各种监视、

监听设备。

前往禁区

通往外星人公路的路牌
上写着有趣的信息：" 人
类 Yes, 外星人？ " 在这样
的公路上行驶，开启一
场探寻外星人的旅途。

BLACK
           mai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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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鲜肉干

在 US-93 和外星人高速连接的地方，可在路边商店“外星人鲜肉干”（ET Fresh 

Jerky）停留，肉干用的是上好的美国牛肉，不是外星牛肉。商店里有外星人壁画。

外星汉堡

古怪的雷切尔是内华达距离 51 区最近的一个小镇。除了几栋楼和几辆拖挂车

组成的哨岗以外就没什么别的了。镇上唯一一家小阿乐旅馆（Little A'Le'Inn），

午餐时点一个外星汉堡是不错的选择，也可入手 UFO 书籍和各种各样的纪念

品，当然也包括 51 区相关的物件。小阿乐的停车场里，一辆卡车正拖着一个

UFO，值得摄入镜头。

如果你不想租辆车冒着极端气温开过荒

凉的大地，也可以考虑在拉斯维加斯预订“51

区探险之旅”（Area 51 Adventure Tour）。旅行公司

会在早上 7 点去你的酒店接你，下午 5 点再将

你送回去。10 个小时的行程包括午餐、瓶装水

和小零食，车是 4x4 豪华越野车。这个行程全

年都有，只提供英语讲解。

这个行程还会带你去看类似外星文明的

印弟安岩画，探索曾目击过 UFO 的干湖。沿

着外星人高速公路旅行，午餐在小阿乐旅馆，

之后前往被“绑架”的黑邮箱，最后是 51 区的

边界——你在不被逮捕的情况下可以抵达的最

靠近 51 区的地方。“这是一趟前往世界级绝密

的军事基地、真正的 X 档案之家与 51 区的旅

程。”

网址：www.vegassightseeing.com

花费：约 200 美元

Near It 
ET  HIGH WAY

（右图）在这条公路上，小阿乐旅馆是唯一的停驻地，在这里慢慢阅读一本关于外星
人的书籍成为了许多旅行者的最佳选择。( 上图）站在充满外星气氛的画作中，人类
是否也会迷失在自己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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