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红·红贵州 6 日游
贵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很多足迹，遵义、赤水娄山关、茅台镇、息烽、黎平、鸡
鸣三省都是著名的旧址。还有很多英雄儿女，如：邓恩铭、王若飞，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出中华新篇章。还有在这片土地
上不断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大捷”、“突破乌江”等等。每一个故事都凝结着无数
人的热血，弘扬长征精神，重温红色之旅......
---红色景点
亚洲第一大瀑布 5AAAAA——黄果树瀑布，
中国经典文化、红色圣地、转折之城——遵义会议会址，
国家 4A 级景区——赤水大瀑布，
古盐文化、长征文化、酒文化于一体的——茅台镇，
国家 5A 级景区、被誉为“中华诗词之乡”——青岩古镇，
国家 4A 级景区——多彩贵州城旅游区；
-—红色体验
穿红军服、戴红军帽、唱红军歌、用红军餐、走红军路；
-—特别赠送
升级 1 餐红色特色餐：遵义红军餐；
赠送每人 1 瓶酱香茅台长征纪念酒；
每天每人赠送恒大矿泉水 1 瓶，保证用水质量；
---品质保证
绝不转团卖团，民间体系接待；绝不压缩游览时间，民间体系专职导游带团；绝不安排行程外的酒店；绝不更换景点；
绝不增加白天自费景点；绝无强制消费；绝不克扣餐标；违反现场赔付 2000 元/人；
——服务保障
机场 0 等待，不拼车、不绕路、专车送酒店；尽览贵州精华景点；指定酒店（不超过 4 家）、指定餐厅，解决您的后顾
之忧；重口碑、讲诚信，承诺与接待 100%保持一致；指定产品专属导游，五星好评，讲解更专业、服务更贴心。
第1天

沈阳-贵阳

游客于约定时间乘飞机抵达爽爽的贵阳。【贵阳】是中国西南的一朵高原奇葩，位于贵山之阳，简称“筑城”，别名“林
城”。如果说海南就是冬天的暖炉，贵阳则是夏天的空调，因此，贵阳市又有“中国避暑之都”的美称。
旅行社安排专人在机场接机，机场 0 等待，直接乘车前往行程指定酒店。抵达酒店前台，凭身份证件免押金办理入住。
住宿酒店

贵阳指定酒店

行程小贴士：
★导游提前一天和客人联系，请保持手机畅通（通常为出发前一天 17 点以后），如有不清晰问题，请致电您的当团导游；
★贵阳机场 0 等待，不拼车、不绕路、专车送至酒店；由专车司机停车场等候接送酒店；
★抵达贵阳当天为自由活动，可到二七路小吃街品尝贵阳当地小吃（“舌尖 2”取景点）：丝娃娃、牛肉粉、恋爱豆腐果、豆腐圆子、肠
旺面、状元蹄等
★当地出租车 10 元起步，另加燃油附加费 1 元(22:00 以后）；请选择正规出租车出行；

第2天

贵阳-黄果树

早餐后乘车（车程约 2.5 小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黄果树景区】，乘景区环保车进入景区（含环保车 50 元/人），
游览中国最宽的瀑布之称的【陡坡塘瀑布】（游览约 30 分钟）。
之后游览喀斯特水上石林之称的【天星桥景区】（游览天星盆景区，游览约 1 小时），【天星盆景区】位于三岔河的伏
流表面和河道的两侧。这是一片水上石林景观，面积 0.19 平方公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天然山石、水石盆景。弯弯曲曲的
石板小道，穿行于石壁、石壕、石缝之中，逶迤于盆景边石之上。沿小道游览，抬头是景，低头是景，前后左右皆成景，仿
佛到了天上的仙境，地下的迷宫。主要景观有步步景、一线水、空灵石、天星照影、长表峡、侧身岩、歪梳石、寻根岩、鸳
鸯藤、盘龙图、美女榕、象鼻石、天星楼、雏鹰出山等。
之后乘车约 15 分钟前往游览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游览约 2 小时，不含黄果树大扶梯，扶梯：单程 30
元/人，双程 50 元/人），黄果树瀑布高为 77.8 米，瀑布宽 101 米，领略其秀美壮观。瀑布后面【水帘洞】是一天然生成于

瀑布背后的洞穴，天下奇观；

游览结束之后乘车返回贵阳入住酒店。

推荐晚间自费--大型民族歌舞演出--《多彩贵州风》（甲票 198 元/人；演出时间以剧院具体规定为准）
【多彩贵州风】（自理），以本土深刻的族群记忆，演绎苗、布依、侗、彝、水等世居少数民族缤纷的浪漫风情，无法复制
的侗歌、民族绝技、器乐表演和精美的民族服饰秀，切实地书写着“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的【多彩贵州风】——
大型民族舞台表演。
用

餐

住宿酒店
第3天

早：酒店早餐、中：精致围桌餐、晚：精致围桌餐
贵阳指定酒店
贵阳-遵义会议会址

早餐后乘车前往历史遗址【遵义会议会址】（车程约 2.5 小时），（含电瓶车 20 元/人,游览时间约 1.5 小时）遵义会
议会址内的陈列馆、会议室、革命文物、历史资料、历史照片，是让后人对革命先烈勇于斗争、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感的深刻认识，了解这段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红色历史来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
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用革命文化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遵义
会议否定了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
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工作。确立了指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外观【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等，跟着解说员一起去了解
和体验贵州省红色经典文化。
游览结束后乘车赴赤水（约 3 小时）入住酒店。
用

餐

住宿酒店
第4天

早：酒店早餐、中：遵义红军餐

晚：精致围桌餐

赤水指定酒店
赤水大瀑布-茅台镇-茅台酒厂包装车间

早餐后乘车（车程约 1 小时）前往参观国家级 AAAA 风景区【赤水大瀑布（又名十丈洞景区）】（含电瓶车 20 元/人，
不含电梯单程 20 元/人，往返 40 元/人，自理），赤水大瀑布是中国丹霞第一大瀑布，堪与黄果树大瀑布媲美，瀑布高 76
米、宽 80 米，景观映衬壮景，景观呼应绚染，更显大瀑布的磅礴风姿是我国最佳瀑布奇观之一；画坛泰斗刘海粟老先生题
誉为“空谷佳人”仰望从天倾泻的大瀑布，似银河携风挟雪飞流九天；俯视碧潭银浪滚滚，似蛟龙倒海翻江喷洒百米水雾。
后前往茅台镇参观【茅台荣和酒厂】，座落于国酒之乡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中国第一酒镇”牌坊旁，赤水河（又名美
酒河）之畔，厂房面积 30000 多平方米；窖池 128 个；包装车间 2 个；年产量 3000 吨；今日的荣和人，几经艰辛的努力，
终于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现在的“荣和”牌系列产品已是“酒香飘万里、赞誉满天下”，“百年荣和、和谐中华”，荣
和人正以勃勃生机、昂扬斗志，为消费者提供更美佳酿。【茅台镇】，历来是黔北名镇，古有“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
的繁华写照；域内白酒业兴盛，1915 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从此茅台镇誉满全球；1935 年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在茅台四渡赤水，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壮丽诗篇。茅台镇集厚重的古盐文化、灿烂的长征文化和神秘的酒文化于一
体，被誉为“中国第一酒镇”，是茅台酒的故乡。
用

餐

早：酒店早餐、

住宿酒店

茅台镇指定酒店

第5天

中：精致围桌餐

晚入住茅台镇。

晚：X

青岩-甲秀楼-多彩贵州城

早餐后返回贵阳（约 3 小时），游览贵阳四大古镇之一，明清古镇，【青岩古镇】前往游览电影《寻枪》拍摄地（游览
参考时间 1 小时），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布局合理，一条条纵横四方的青石板路和弯曲狭长的小巷，分列两旁的、古老的
石柜台和木柜台，门窗间精雕细刻的小棂，石坊上倒立的石狮……无不引人发思古之幽情。
【备注：青岩古镇只赠送 10 元景区首道大门票，放弃无退费，景点里面状元府、两湖会馆等小景点不包含】
之后赠送游览【甲秀楼】，甲秀楼始建于明朝，后楼毁重建，改名“来凤阁”。清代甲秀楼多次重修，并恢复原名。现
存建筑是宣统元年(1909 年)重建的。甲秀楼上下三层，白石为栏，层层收进，由桥面至楼顶高约 20 米。南明河从楼前流过，
汇为涵碧潭。楼侧由石拱“浮玉桥”连接两岸，桥上原有小亭一座叫“涵碧亭”。甲秀楼朱梁碧瓦，四周水光山色，名实相
符，堪称甲秀。（如遇景区维修等原因无法参观，将取消行程，无退费）。
游览完后参观国家 4A 级景区【多彩贵州城】，多彩贵州城充分展现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大型建筑群。整个设计独
具匠心，构思巧妙，再现贵州少数民族建筑的原生态特色，将鼓楼、风雨桥、铜鼓和箫笛四大民族文化元素有机融合。环廊
采用风雨桥形式，环廊内侧为文化展示墙，环廊中间按金、木、土、水、火五行分别布置敞轩鼓楼、六边鼓楼、八边鼓楼、
六变八边鼓楼及演绎五凤文化的抽象鼓楼。鼓楼和风雨桥主体采用木纹原色，屋面以小青瓦装饰，屋顶则以铜鼓形象诠释贵
州少数民族的太阳神文化。整个建筑气势恢宏，古朴典雅，造型丰富、空间层次分明，通过建筑语言将贵州多彩民族民俗文

化之美充分展示了出来。
行程结束后返回酒店。
用

餐

早：酒店早餐、中：精致围桌餐

住宿酒店
第6天

晚：X

贵阳指定酒店
贵阳-沈阳

根据您的航班时间约定前往贵阳龙洞堡机场结束愉快贵州之行，返回温馨的家。
用

餐

早：酒店早餐 、中：X、晚：X、

备选酒店（商务型）
贵阳

陆航酒店；天豪假日酒店；城市便捷酒店；鹏程心悦；

赤水

茂兰云天酒店；四度赤水大酒店；都市 118 连锁酒店或同级；赤水金溢家酒店；

茅台镇

茅台 53 度客栈；茅台人家客栈；香漫酒店；

接待标准：
1、交通：全程空调旅游车（如客人因自身原因造成景区未去，车费概不退）；3%-5%空座率；含机场/站接送；
2、住宿：全程为商务精品酒店，如有单男单女则需要补房差，420 元/人；
3、餐饮：安排 6 正 5 早，正餐 10 人 1 桌八菜一汤（25 元/人，四荤四素），人数增减时，菜量相应增减，但保证餐标不变；
升级一餐红色特色餐：遵义红军餐；
4、景点

：包含以上行程内所列景点大门票；包含景区内必乘交通车；（黄果树观光车 50；遵义会址接驳车 20；赤水大瀑

布电瓶车 20）儿童不含景区交通车；（1.2 米以下免交通车票；1.2 以上需购买交通车票）
退费：行程景点门票报价均为旅行社综合性和优惠套票政策报价，所有景点门票是旅行社与景区协议价和景区最低限度奖励
标准核算，凡持优惠证件以及享受优惠政策游客均按以下标准享受优惠（注：旅行社购买需凭游客身份证实名登记，请配合
导游出示身份证）：70 岁以上产生免票全程合计退费：30 元/人；另由于自身原因放弃景点参观费用不退；赠送景点无任何
退费。区域性优惠政策及特殊证件不予退费。
5、导游：贵州本土持全国导游资格证书的优秀导游。
6、质检：所有到贵州的团队或散客结束行程之前我们都有电话回访与意见表填写，请认真如实填写，如意见表和电话回访
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质疑的，回到出发地的所有投诉贵州公司不予以受理，
7、保险：含贵州旅行社责任险（60 万/人，旅游市场最高标准）；建议游客提前自行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
温馨提示：
1、贵阳天气:由于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之称,贵州雨水天气较多,请带好雨具；
2、药品:当地由于是山区,多弯路,行车路程远,要常备晕车药品。请准备个人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3、衣着:当地由于是山区,早晚温差较大,早晚较凉,要备外套；景区内山路较多,请穿便于行走的鞋子；
4、注意卫生与健康:各地特色小吃很多，要注意卫生，不要随意购买街边小贩的食品，以防急性腹泻疾病发生，影响行程。
品尝当地菜及夜市小吃时要注意餐具的洁净,尽量避免吃生冷食品；
5、旅游出门在外，注意自身安全；
6、请您小心保管自己的行李。特别是手机、钱包及其他贵重物品，贵重物品请寄存酒店总台；
7、入住酒店，在休息的时候，请关好房门，勿理会一些骚扰电话；
8、在旅游过程中，请随时注意自身安全，如无特殊原因，请勿擅自离团自由活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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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身携带当地所住宿饭店地址
、电话，以免发生意外；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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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晕车的游客请自备“晕车丸”，于开车前 30 分钟服用；
12、在浴缸内淋浴时，请拉起浴帘并将帘子末端放置在浴缸内，以防溅湿地板引起地滑。
13、贵州的气候宜人，属于高原气候，早晚温差较大。贵阳夜雨较多，当地俗语说“贵州下雨像过冬”，所以来贵州的游客
应注意穿着适当，最好备有一件长袖厚外套。
14、由于贵州多山，景点大多数在山上，建议女士最好不要穿着高跟鞋，运动鞋或旅游鞋比较适合。
15、贵州地区气候较为潮湿，而且植被较多，蚊虫和细菌容易滋生，应尽量避免饮用生水和吃不卫生的食物，并随身携带一

些驱蚊药水。
16、贵阳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共有 38 个民族，此行程走的景点都是原始的少数名族地区，行程中游客
请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女性称呼上请尽量不要出现“小姐”这类称呼、避免不必要的尴尬，以称呼
小妹或大姐为最佳。
17、贵阳的风味小吃，着实令人垂涎。小吃街青云路、二七路、陕西路是较大的夜市.贵阳街头巷尾的小吃摊点星罗棋布。
贵阳最有名的风味小吃有肠旺面、恋爱豆腐果、雷家豆腐圆子、“丝娃娃”、花溪牛肉粉、毕节汤圆. 花江狗肉.贵阳小吃
值的品尝,我们的口味以辣椒菜为主,首次到贵阳旅游的游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一些适合自己肠胃的小吃,以免拉肚
子和急性肠炎的发生.
18、旅游团餐是便餐，存在口味差异，所谓众口难调，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在家丰俭由人，在外不能样
样随心。要有入乡随俗的准备。或者客人可以携带一些自己爱吃的便于携带的小菜
19、旅游团是团队的活动，应配合导游工作。在旅游期间，如游客有什么问题，可直接向我社地陪反映，由地陪和全陪及客
人协调解决。
20、贵州公路很多地方都是盘山公路，路面不是很好，各个景点之间相距远，车胎有时候容易爆胎，这种情况在贵州是常有
的事情，请客人理解。我们此行程道路不是很好，弯道大，坡度大，很容易晕车，可以携带一些晕车药。客观原因，贵州路
况相对我国其他大、中型城市相距甚远。
21、此行程中住宿条件相比于自己所在省份相差很大，当地属于小县城和小地方，条件有限，请客人做好心里准备，不要期
望太高。
22、赠送项目如遇特殊原因取消，将不退费用，也不做任何等值兑换。
23、完成行程包含的景点游览后的时间，均属于游客的“自由活动”时间。自由活动期间，游客需注意财产及人身安全，安
全责任由当事游客自行负责。游客若在旅游途中擅自离团，与旅行社的旅游服务关系自动解除，未产生的费用无法退还。离
团后所有的安全责任游客自负。
24、提前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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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