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江千户苗寨

探访充满苗家风情的美丽村落，吃一席长桌宴，品一勺古法酸汤，谱一曲高山流水。美丽的西江苗乡的夜晚

怎能不眷恋？夜色让苗寨披上了一层面纱，给人感觉神秘而又令人向往。



梵净山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印江、江口、松桃（西南部）3 县交界，被评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十大避暑名山。



镇远古镇
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镇远历史悠久，自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 277 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近

2300 年的历史，2020 年 1 月 7 日，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丹寨万达小镇

丹寨万达小镇地处贵州省丹寨县核心位置——东湖湖畔，占地面积 400 亩，依山傍水、交辉相映、美不胜收。

建筑采用苗侗风格，引入丹寨特有的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民族手工艺、苗侗美食、苗医苗药等内容。



丰富的盛宴
品尝特色【长桌宴】【一药膳鸡】，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与隆重礼仪，席间接受苗家少女飞歌敬酒，

品尝源生态的稻田酸汤鱼，畅饮“高山流水”苗家米酒，享受苗族人最高礼仪的贵宾接待！



贵州美食

贵州美食特色：鲜嫩、喷香、滑润、爽口、回味让人一次品尝、终身回味。贵州的风味小吃以“香辣、酸辣”

著称，不仅香辣醇厚、味美可口，而且色泽艳丽、造型优美。



行程亮点

❈【梵净山】

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印江、江口、松桃（西南部）3 县交界，

被评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

❈【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千户苗寨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展览

着一部苗族发展史诗，成为观赏和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大看台。

❈【丹寨万达小镇】

4A 级风景区，云端避暑地，乡愁散发地

❈【镇远古镇】

其建筑风格为青砖黛瓦、高封火墙、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块青石板、每一块青砖都记

载历史遗迹，泣诉着千年古镇的沧桑。古城垣建有战神庙、城墙、锋火台、堡屯、炮台等军

事体系堡垒，镇远古镇是"山雄水美"之地。

❈精典&经典景点一个都不错过，线路合理更轻松，景点游览时间更充裕。

“旅见贵州双飞四日游”行程安排

品质保证

❈【酒店】3 晚特色商务酒店

❈【用餐】3 早 3 正，餐标 30 元/人（本行程用餐方式为 10 人/桌，保证 10 菜 1 汤）

日 程 行 程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酒店参考

D1 南昌→铜仁 铜仁

D2

镇镇远古镇→非遗博

物馆→西江→住凯里

/西江

酒店用 √ 凯里/西江

D3

苗侗风情园→乳胶展

示中心→丹寨小镇→

凯里/铜仁

酒店用 √ 凯里/铜仁

D4
梵净山→玉石博物馆

→综合馆→送机
酒店用 √ 温馨的家



其中正餐升级一长桌宴，一药膳鸡

❈【交通】3 年内新车【保证每人 1 正座】。

❈【门票】行程内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导游】贵阳当地中文导游全程优质服务，接送飞机不是导游，为公司特意安排的接送机

人员。

❈【保险】包含旅行社责任险，不含旅游意外保险。（建议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儿童】儿童报价含正餐半餐、车位，导服；不含门票、电瓶车、床位，如产生景区项目

消费按实际收费标准自理

❈拒绝陌生，全程一车一导。

行程安排

● 第一天：启程 含中餐【宿铜仁】

昌北机场乘坐航班赴铜仁凤凰机场（参考航班，以实际出票航班为准），抵达后接送入

住酒店。

欢迎来到“多彩贵州”—贵州省，，导游会提前和客人联系，安排专车接站，请保持手机畅

通。

◆【温馨提示】：

一：第一天不安排行程，客人入住酒店后可自行活动，切记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出行注意安

全；

● 第二天：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 含早中餐【宿凯里/西江】

早餐后乘车前往【镇远古镇】（不含摆渡车 10/人，自理非必消）游玩，镇远古镇是贵

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名镇，位于舞阳河畔，四周皆山。河水蜿蜒，以"S"形穿

城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远观颇似太极图。两城池皆为明代所建，现尚存部

分城墙和城门。城内外古建筑、传统民居、历史码头数量颇多。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

之称。城内古街古巷曲径通幽，石桥城垣错落有致，碧水晨雾姿态万千，春江渔火诗意盎

然。 下午参观【非遗博物馆】参观时间 120 分钟。 后继续前往【西江千户苗寨】（不含

电瓶车 20/人，必消景交）参观，西江千户苗寨是一个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

由 10 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它

是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展之地。西江每年的苗年节、吃新节、十三年一次的牯

藏节等均名扬四海，西江千户苗寨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展览着一部苗族发展史诗，成为观赏

和研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大看台。西江有远近闻名的银匠村，苗族银饰全为手工制作，其工艺

具有极高水平。 后入住凯里/西江酒店。

● 第三天：丹寨小镇 含早中餐【宿凯里/铜仁】

早餐后乘车前往【苗侗风情园】国家 3A 级景区。苗侗风情园汇聚了千载苗侗风情，展

示了多彩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具备了“一园看黔东南文化”、“一园品黔东南风情”、“一



园尝黔东南美食”、“一园买黔东南旅游商品”的功能已成为苗侗风情体验基地和黔东南民

族文化旅游的宣传窗口。建有鼓楼、风雨桥、风雨长廊、芦笙场、美人靠等极具苗侗民族元

素的建筑，散发出黔东南独有的民族建筑魅力。园区有银饰刺绣旅游商品区、民族特色餐饮

区、休闲娱乐住宿区等 14 大功能区，涵盖了 “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 后前

往【乳胶展示中心】参观时间 120 分钟。 后继续前往【丹寨小镇】，地处丹寨县核心位置

--东湖湖畔，占地面积 400 亩，依山傍水、交辉相映、美不胜收。小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侗族文化为内核，融商业、文化、休闲、旅游为一体，涵盖吉尼斯世界最大水车、3000

米环湖慢跑道、千亩花田、四大苗侗文化主题广场、鸟笼邮局、精品客栈、街坊、酒坊、米

店、会馆和酒吧、影院等众多文化旅游功能。 后入住凯里或者铜仁酒店。

● 第四天：梵净山 含早中餐【宿温馨的家】

早餐后前往【梵净山】（不含观光车 20 元/人+索道 140 元/人）景区游玩，梵净山，得

名于“梵天净土”，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印江、江口、松桃（西南部）3县界，是中国五大

佛教名山之一，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梵净山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比如黔金丝猴、

珙桐等珍稀物种。风景美丽自然，进入山区完全找不着人工景色的痕迹，其主峰的“蘑菇石”

是著名的一道景观，是旅游不可多得的一个地方。梵净山全境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坡陡谷

深，群峰高耸；溪流纵横，飞瀑悬泻；古老地质形成的特殊地质结构，塑造了它千姿百态、

峥嵘奇伟的山岳地貌景观。后入住酒店。 中餐后前往【玉石博物馆】（参观时间 120 分

钟），参观【综合馆】（参观时间 120 分钟），后结束行程，统一凤凰机场送机，返回温馨

的家。

行程明细

● 【费用包含】

1、酒店：3晚特色商务酒店

2、用餐：3早 3正，餐标 30 元/人（本行程用餐方式为 10 人/桌，保证 10 菜 1汤）

其中正餐升级一长桌宴，一药膳鸡

3、交通：3年内新车【保证每人 1正座】。

4、门票：行程内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5、导游：贵阳当地中文导游全程优质服务，接送飞机不是导游，为公司特意安排的接送机

人员。

6、保险：包含旅行社责任险，不含旅游意外保险。（建议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7、儿童：儿童报价含正餐半餐、车位，导服；不含门票、电瓶车、床位，如产生景区项目

消费按实际收费标准自理

● 【费用不含】

费用不含：景区观光车.

1.景交 180 元/人（西江电瓶车 20 元/人、梵净山观光车 20 元/人+索道 140 元/人）（需游

客必须自理）；

2.不含 镇远古镇摆渡车 10/人（自愿）；



3.交通延阻、罢工、天气、飞机、机器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额

外费用。

4.一切个人消费以及“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任何费用。

5.单房差：不含自然单房差，如需单人入住一间房或携带异性儿童时，则需要补交单房差；

● 【其他】

1.我社在不减少旅游景点的情况下有权调整行程；若客人中途离团，费用一概不退，敬请见

谅。客人在旅游其间如意见单中未提出异议我公司将备案为客人满意。返程后再提出异议，

请谅解我公司不予处理。

2.因政治性调价及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以及飞机、火车、轮船本身延误或取消、因交通

堵塞、交通事故及其他各种以外事件等一切非旅行社所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团体滞留及所产

生的费用由游客自理。

3.游客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旅游，游客须承担大小交通损失费，团队出发后如中途取消，

所有团款不退。

游客须知

特别提示：行程为不含税价格，如需开发票请自行补足团款总额的 8%
我已同意将本次旅游活动茅台集团所提供的购酒指标转让给领队，并给予配合，

我已清楚需配合领队在铜仁机场进行实名制买酒。

温馨说明：1.为提倡环保生活，酒店不保证提供一次洗漱日用品，建议客人自带有日用品，

舒适环保旅游。

2.因团队人数比较多，请保管好个人物品及照看好随行老人及小孩。请客人携带有效身份证

入住酒店，请客人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及财物，如发生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海边游

泳风险高、建议自费购买旅游意外保险！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旅游延误，超支费用由客人

自理。游客在从事自由活动时一定要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自主决定，老人和孩子应有家人陪同，

不能单独活动，游客在活动期间不遵守规定、自身过错、自由活动期间内的行为或者自身疾

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自负，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客人一经支付团费，即视为客人已

清楚明白上述各项约定，同意按上述各项约定履行。

3.旅游车辆严禁超载，未成年小童及婴儿均需占有车位，敬请按实际报名人数出行，未经旅

行社同意不能临时增加人员（包括小童及婴儿），如遇车位不足，我社将拒绝上车。

4.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在不影响原定标准和游览景点的前提下，旅行社有权根据出发时间、

接送地点或当日景点情况对游览顺序作合理的调整。以导游当日安排为准，行程中如因不可

抗力（如战争、骚乱、罢工、地震、台风、洪水、恶劣天气、塌方、道路堵塞、重大礼宾活

动等）因素，造成交通、行程延误或不能完成景点游览，旅行社不承担责任。额外产生的费

用，由客人承担。

如不能独立成团时，将与其他地区联合出团。若团队在进行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

提出，以便在当地及时解决，若当地不能及时解决，我社将在当地备案。若在当地无备案的

投诉，视为无效投诉！团队的具体准确的出发时间以出发前一天导游通知为准。建议出发前

通过上网、电视等媒体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状况，以做参考，准备出行衣物。



5.当地旅游装备建议：请客人务必自行保管好个人贵重物品，注意自己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客人自备防晒防寒物品和一些简单的常用药品；因气候条件与环境都与日常生活的不同，

建议随身准备点自己平常用的药品及治疗腹泻、治疗过敏的药品，以防水土不服或不适等问

题。由于景点较大，主要以步行为主，请着装轻便，穿平底不打滑的鞋。活动中注意安全、

环保，全程请严格听从工作员安排和指挥，在有警示情况下，发生问题，旅行社方只负责协

调。

6. 游客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本次旅游，游客须承担大小交通损失费，团队出发后如中途取

消，所有团款不退。游览过程中，因客人自行离团，离团期间产生的费用恕不退还。景区门

票不退不换。

7．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突发性疾病者、孕妇谢绝参加；如有隐瞒，

后果自负。

8. 我社以客人在旅游当地填写的意见表为准，回来投诉恕不接待。

特别强调注意事项：

1、贵州天气变化多端，请携带好雨具，早晚温差大，自备外套；

2、贵州属于喀斯特地质地貌，山区为主,多弯路,行车路程远,如晕车，请提前备好晕车药及

其他常用药品；

3、旅游出门在外，请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在路边吃生冷食物，避免影响行程；

4、在游览过程中，请遵守时间，听从导游安排。如果需单独离队，请征得全陪导游同意；

5、请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信仰，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购物时最好能听从导游

人员的建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6、旅游团餐是便餐，存在口味差异，敬请理解。要有入乡随俗的准备，或者建议可以携带

一些自己爱吃的便于携带的小菜；

7、此行程中住宿条件相比于自己所在省份存在差异，不能做同级比较，敬请理解；

8、部份景区内设的购物商店，属于景区自行商业行为，不属于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商店，旅

行社不承担相关责任，游客可自主选择。担相关责任，游客可自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