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果树大瀑布

世界著名大瀑布之一，以水势浩大著称。海拔较低，终年无霜，年平均气温为 14℃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是避寒避暑胜地。



荔波小七孔

“世界遗产地—地球绿宝石”探寻高原明珠，趟水上森林，穿越拉雅瀑布、翠谷瀑布、重走连接黔桂友谊的

古商道小七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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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是贵阳市首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颇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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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级酒店
在游玩之余，为自已与挚爱送上一个恬逸舒适的难忘假期，尽情享受五星酒店所带来的臻至住宿体验，远离

生活烦嚣，在美好的一刻，与所爱缔造刻骨铭心的回忆。



丰富的盛宴
品尝特色【长桌宴】【罐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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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泡澡
泡温泉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 血液运送更多的氧气，温泉一般含有多种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有一定的

矿化度，对改善体质，增强抵抗力和预防疾病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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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果树】

黄果树大瀑布是亚洲最大的瀑布也是国家 AAAAA 景区享誉海内外，景区以黄果树大瀑布为中

心，分布着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大小 18 个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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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是贵阳市首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是第二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之一，至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颇具魅力。

❈【丹寨万达小镇】

4A 级风景区，云端避暑地，乡愁散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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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游贵州包机五日游”行程安排

日 程 行 程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酒店参考

D1 荔波接机 凯里/西江

D2

凯里→非遗博物馆→

西江千户苗寨→安顺

温泉

酒店用 √ 安顺温泉酒店

D3

安顺→翡翠→黄龙玉

→黄果树瀑布→安顺

/贵阳

酒店用 √ 安顺/贵阳

D4

安顺→综合馆→青岩

古镇→乳胶展示中心

→荔波

酒店用 √ 荔波

D5 荔波大小七孔→送团 酒店用 √ 温馨的家



品质保证

❈【交通】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座（如客人因自身原因造成景区未去，车费不退）；

请报名同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酒店】3 晚特色商务酒店，升级一晚当地五星温泉酒店；

（如出现单男单女时，酒店如无三人间，团友有义务听从导游安排拼住或自行补足房差）；

❈【用餐】4 早 4 正（其中升级一长桌宴，一瓦罐宴会，一瀑乡鸡）、（可由导游代订，30
元/人,8 菜一汤，不含酒水,正餐 10 人 1 桌，人数增减时,菜量相应增减，但保证餐标不变;不
用不退。）

❈【景点】行程内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导游】当地地接中文导游服务；

❈【保险】本社已按规定购买旅行社责任保险；赠送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保额 10 万元/人）；

❈拒绝陌生，全程一车一导。

行程安排

● 第一天：荔波接机、丹寨万达小镇 不含餐【宿凯里/西江】

荔波机场接机（参考航班，以实际出票航班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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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前往【丹寨万达小镇】丹寨万

达小镇地处中国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核心位置--东湖湖畔，占地面积 400 亩，依山傍水、

交辉相映、美不胜收。丹寨万达小镇是万达丹寨包县精准扶贫的核心产业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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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配套建设四星级万达锦华酒店、多家客栈、万达宝贝王、万达影城等，形成独具特色的综

合性商业、旅游目的地。丹寨万达小镇 2017 年 7 月 3 日开业，仅用半年，丹寨万达小镇就

成为贵州省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单个景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

● 第二天：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 含早中餐【宿安顺温泉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非遗博物馆】，博物馆有多个展厅：它有凯里发展史及芦笙展厅、服

饰展厅、银饰展厅、活态展示厅等浓缩少数民族精华的物件，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饰物积淀

了千百年的历史，品类多元，工艺独特。参观黔苗非遗博物馆完毕后，乘车前往嗜银民族苗

族最大的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景区电瓶车 20 元/人费用自理）， 午餐品尝苗族特色

美食—长桌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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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走进苗家人的生活，导游带领参观完主景点后，游客可自由游览西江

千户苗寨走古街巷道，观【吊脚楼】，【美人靠】上观景台欣赏西江全景。游览完毕后前往

安顺地区入住酒店。



◆【温馨小提示】：

不含西江景区观光车 20 元/人。必须消费敬请自理；

1.贵州多雨雾天气，西江苗寨坐落在山涧，所以房间会有潮润的情况。

2.西江均为民俗客栈，空调，热水器均具备，但是和城市同等级别的酒店有差距。且单家客

栈房间数量较少，一个散拼团可能会出现分 1-2 家客栈住宿，进入景区无行李车，需要自行

携带行李步行（10-20 分钟）进入景区入住酒店（建议将大件行李存放车上，仅携带贵重物

品以及必备洗漱品进入景区）

3.西江观景的客栈都是一面观景一面背山，分房是随机的，观景房较吵闹，背山房较安静，

各有利弊，请谅解！

4.由于西江地处偏远，食材不能及时运输导致菜品种类较少，餐食水平较贵阳的标准会较低，

敬请谅解。

● 第三天：黄果树瀑布 含早中餐【宿贵阳/安顺】

餐后乘车前往继续参观【翡翠展示中心】（参观约 1.5 小时），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

的祖先创造了许多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寓意吉祥的图案。这些吉祥图案融合了劳动人民的

欣赏习惯，反映了人们善良健康的思想感情，因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吉祥图案广泛应用于历代翡翠上。“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翡翠上雕刻的吉祥图案生

动逼真，多种多样，素材包括人物、器物、动物、植物等，表现内容有祈求福寿吉祥、平安

如意、多子多孙、升官发财、玉是中国人手中的宝，更是心中的魂。金银有价玉渡有缘。翡

翠雕刻的品类包括玉佛、如意、平安扣、竹节、长命锁、福豆、貔貅等等。寓意丰富，如百

年好合、龙凤呈祥、福寿双全、状元及第、连升三级、吉祥如意。前往游毕后前往参观【黄

龙玉博物馆】参观（参观约 1.5 小时），公元 2004 年，一种新玉种逐渐走入藏家的视野，

自 2011 年 2 月黄龙玉被国家正式录入《国家珠宝名录》，成为与翡翠、和田玉同等位置的

天然玉石。黄龙玉博特物馆，展示众多高端精品黄龙玉，免费向玉石爱好者开放，黄龙玉的

主色调和受推崇的色彩是黄和红，象征富贵和吉祥。黄龙玉是一种极具收藏和投资的石种，

升值潜力巨大，人们有理由相信，黄龙玉将形成一新的玉石文化。之后前往游览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黄果树瀑布】；换乘景区环保车（环保车 50 元/人，费用自理），游览有水上石

林、天然盆景之称的【天星桥盆景园】游览时间：不少于 1 小时；这里石与水相融一体，脚

踏在石上，人行在水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山石不高，清流不深，在石缝中穿行，就像

儿时捉迷藏；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数生石，一面面形状各异的青石，上面刻着 365 天的日期，

每一天都是独特的日子。游览瀑布群最宽的【陡坡塘瀑布】游览时间：不少于 0.5 小时；相

对大瀑布的雄伟壮阔，她显得小而精致，因在 80 版《西游记》中出现而闻名。游览【黄果

树大瀑布】游览时间：不少 2 小时；黄果树大瀑布宽 101 米，高 77.8 米是世界上唯一可以

从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赏的瀑布，通过从瀑布后自然贯通的水帘洞能从洞内

外听、观、摸瀑布。之后返回酒店入住 。

温馨提示：

不含黄果树景区观光车 50 元/人，保险 10 元/人。必须消费敬请自理；

景区内游客较多，请拍照时勿走路。黄果树为天然大瀑布，会有水溅到景区道路上，请

各位游客小心湿滑，以免摔倒。如果乘坐环保车人较多请游客耐心等候，以免发生碰撞摔倒。

● 第四天：青岩古镇 含早中餐【宿荔波】



早餐后乘车前往继续参观【综合馆】（参观约 1.5 小时），后前往【青岩古镇】青岩古

镇，贵州四大古镇之一，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郊，建于明洪武十年(1378 年)，原为军事要

塞 。古镇内设计精巧、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寺庙、楼阁画栋雕梁、飞角重檐

相间。镇人文荟萃，有历史名人周渔璜、清末状元赵以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镇内

有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遗址、赵状元府第、平刚先生故居、红军长征作战指挥部等

历史文物。青岩古镇还是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西迁办学点之一。2005 年 9 月青岩古镇景区

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10 年青岩古镇荣获中华诗词学

会授予的"中华诗词之乡"荣誉称号，率先成为了全国的诗词之乡。2016 年被住建部列为首

批中国特色小镇。后前往【乳胶展示中心】（参观约 1.5 小时）结束后前往酒店入住。

● 第五天：荔波大小七孔 含早中餐【宿温馨的家】

早餐后前往【荔波大小七孔】荔波大小七孔分为小七孔景区和大七孔景区。位于荔波

县城南部 30 余公里的群峰之中，景区全长 7 公里，山水秀美精巧，景致古朴幽静，置身景

区之中，游人立即能够感受到如诗如画的情怀和如梦如歌律。小七孔景区定位: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 AAAAA 级，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该景区在宽仅 1 公里、长 12 公里的狭长幽谷里，

集洞、林、湖、瀑、石、水多种景观于一体，玲珑秀丽，具有多处景点可供游人观赏。世界

遗产中国喀斯特。大七孔景区定位:东方凯旋门，大七孔景区以原始森林、奇峰溶洞、峡谷

伏流为主要景观，惊险神奇，气势磅礴，令人激情澎湃,主要景点有大七孔桥、梦塘、恐怖

峡、天生桥、妖风洞、地莪峡、水神河、二层河、笑天河、龙头山、清水塘等，尤其是妖风

洞、恐怖峡、地峨宫等景点，极富惊险性、神秘性、奇特性。行程结束后统一送团。

温馨提示：

不含荔波景区观光车 40 元/人，保险 10 元/人。必须消费敬请自理；

行程明细

● 【费用包含】

【交通】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座（如客人因自身原因造成景区未去，车费不退）；

请报名同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酒店】3晚特色商务酒店，升级一晚当地五星温泉酒店；

（如出现单男单女时，酒店如无三人间，团友有义务听从导游安排拼住或自行补足房差）；

【用餐】4 早 4 正（其中升级一长桌宴，一瓦罐宴会，一瀑乡鸡）、（可由导游代订，30

元/人,8 菜一汤，不含酒水,正餐 10 人 1 桌，人数增减时,菜量相应增减，但保证餐标不变;

不用不退。）

【景点】行程内所列景点首道门票

【导游】当地地接中文导游服务；

【保险】本社已按规定购买旅行社责任保险；赠送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保额 10 万元/人）；



● 【费用不含】

费用不含：景区观光车.

不含景区小交通，西江观光车 20 元/人，黄果树观光车 50 元/人，保险 10 元/人，荔波观光

车 40 元/人，保险 10 元/人 、

丹寨游船 30 元/人（自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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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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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