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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简称「筑」，别称「林城」。中国贵州省
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教、交通和旅游服务
中心，中国西南地区中心城市，西南地区沟通珠
三角、长三角的重要交通通信枢纽和物流集散
地，全国重要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城市，中
国森林之城，中国避暑之都。

甲秀楼: 名古楼阁甲秀楼堪称为贵阳的旅游标志、
矗立在贵阳南明河中的万鳌矾石上(这块石头酷似
传说中的巨鳌)。有浮玉桥衔接两岸。集山光水色
为一体的甲秀楼有一种独具魅力的美。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到此一游又是一番别有情趣的享受。

第一天：新加坡 * 贵阳 (甲秀楼)
q 早/中餐: 自理  q 晚餐: 中式合菜 　　 
q 住宿: 贵阳四星: 广来大酒店
    或西苑景润酒店或同级 
           

8天7晚 
多彩贵州/
黄果树瀑布/
西峰林/马岭河峡谷

第二天：贵阳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餐: 长桌宴 
q 晚餐: 苗家风味
q 住宿: 凯里四星: 金冠大酒店
    或纵横大酒店或同级

250KM, 车程约3H凯里 [西江千户苗寨+电瓶车+
定时歌舞表演 (每天11:30分开演, 过时不演不退
费), 少数民族博物馆]

贴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购物安排
全程无购物，无摄影: 严禁医疗咨询

保证自费
多彩贵州风歌舞秀 + 

西峰林 (八卦田 + 电瓶车) + 
花溪湿地公园电瓶车＝SGD150/人

不含导游、司机小费每人每天RMB30元

(西江千户苗寨) 是世界第一大的苗族自然村寨。
西江因有苗族1,000多户，故素有”千户苗寨”之
称。此地的房屋大多为木吊脚楼，利用枫木搭
成，依山势向两边展开，暗红色的枫木板壁在夕
阳照射下一片金黄。千户苗寨四面环山，重峦迭
嶂，梯田依山顺势直连云天，白水河穿寨而过，
将西江苗寨一分为二。寨内吊脚楼层层迭迭顺山
势而建，又连绵成片，房前屋后有翠竹点缀。吊
脚楼多为三层，基座以青石、卵石垒砌，一层圈
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为粮仓。居住层有长
廊，围有木栏，设有长凳，苗家姑娘多在此挑花
刺绣，人称长廊木凳为”美人靠”。当进入苗寨时，
男女老少寨民身着民族服装夹道欢迎您的到来，
并热情地端上「拦路酒」来欢迎您；沿着村中小
路来到苗寨高处的「采歌堂」（举行大型民间歌
舞表演的广场），欣赏最地道的(传统民族歌舞表
演)。还可深入(访问苗族民居)之中，深度了解少
数民族风情。(少数民族博物馆)，共有藏品12000
多件，收藏有元、明、清等时期的苗族、侗族民
族服饰及部分祭祖和生活用具。馆内设有黔东南
概貌馆、少数民族风情馆、少数民族服饰馆、及
龙舟馆…等。    

第三天：凯里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餐: 古镇风味 
q  晚餐: 安顺黔菜
q  住宿: 安顺四星: 远承大酒店或万祥酒店或同级 

250KM, 车程约3H贵阳(青岩古镇, 自费花溪湿地
公园+电瓶) > 150KM, 车程约2H安顺

(青岩古镇) 原为明清时期的军事重镇，这里曾经
集中了九寺、八庙、三洞、二祠、一宫、一院、
一室、一楼、一府八牌坊；特别是城门内外耸立
的三座石牌坊与具有地方特色的两重檐民居、青
石板铺就的石梯坎街道及其它古建筑群交相辉
映，展现出古镇的独特风貌。于今青岩城成了一
座明清风格的文化古镇。

(花溪公园) 游览，园内还有柏岭、坝上桥、放鸽
桥、桃花洲、麒山等景观；除有如锦似绣美丽的
花溪公园外，还有名闻瑕尔的黄金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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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安顺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 峡谷风味 
q 晚: 贵州风味
q 住宿: 兴义四星: 黔山酒店或海钰大酒店或同级  

300KM车程约4H 兴义[马岭河大峡谷
天星画廊(含上行电梯)]

(马岭河大峡谷) 有“上看如地缝，下看如天沟”，马
岭河因两岸有马别大寨和马岭寨而称为马岭河。
马岭河峡谷交织成群的瀑布气势磅薄，尖峭的锥
峰密集丛生，两岸峰林之中，还有古庙、古桥、
古战场、古驿道等人文景观，充满了古野的情趣
和神秘幽深的色彩。天星画廊是峡谷景区精华核
心部份，它以规模宏大的瀑布群和岩页壁挂形成
主要景观特色，堪称一绝。

第五天 : 兴义 [万峰湖 (含游船), 
婚俗博物馆, 东峰林 (十万大山)]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餐: 万峰鱼宴 
q 晚餐: 菌王火锅　　 
q 住宿: 兴义四星: 黔山酒店或海钰大酒店或同级

(万峰湖)：『一水连三省，万峰映一湖』，是『
中国金州』十八景中著名的景区之一，全长144公
里，总面积176平方公里，是黔滇桂三省区的水上
黄金运输线，又是高原旅游、度假的理想湖区。

(东峰林) 地处兴义市东南部，以气势宏大、造型
美、峰岩奇特的典型喀斯特盆谷、峰林地貌着
称，其精华区在下五屯纳灰河畔一带，如笋如柱
的峰林与色彩丰富的田园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景
致优美画面。

(婚俗博物馆)1989年成立的婚俗博物馆距兴义市区
不到10分钟车程，这是一座专门收藏、展示居住在
贵州高原上的苗、布依、侗、彝、水、瑶、土家等
少数民族婚恋习俗的博物馆，通过「提亲」蓑衣、
竹刻婚约、定情银牌、婚礼神龛等特色物品，结合
婚装人物模特、情歌录音和婚礼录像，展示了他们
自由的恋爱、多彩的婚礼、和睦的家庭。

第六天：兴义 * 安顺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 中式合菜 
q 晚餐: 安顺黔菜　　 
q 住宿: 安顺四星: 远承大酒店或万祥酒店或同级  
约300KM, 车程约3.5H > 安顺 (神龙洞, 天龙屯堡
+ 地戏表演)

(神龙洞) 洞内厅厅相连，溶洞纵横交错，各类溶
洞景观层出不穷，洞内分上、中、下三层，底层
暗河与黄果树大神龙洞风光瀑布相连，洞内十余
万根钟乳石琳琅满目，大至十余人方可拥抱，小
似绣花针。洞中石幔、石瀑、石笋、石花、石柱
等溶洞景观比比皆是。神龙洞曾作为当地土著少
数民族抵抗官匪的军事要塞，军事设施至今尚有
保存，被当地土著少数民族尊为“神洞”。

(天龙屯堡) 贵州安顺这是一个活着的明代文化村，
这里有居民仍按祖上留下的传统生活作......他们就
是屯堡人，古时朱元璋屯守军道咽喉，仿佛走进
梦的巷子，600年前的战事已经随着岁月远去，时
代变迁，这里依然随时可见身穿蓝色长袍的人，
他们继承了明代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

第七天：安顺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餐: 中式合菜 
q 晚餐: 土鸡风味　　 
q 住宿: 贵阳四星: 嘉禾天豪酒店
    或 天豪花园酒店或同级 
[黄果树景区(景区环保车+单程扶梯), 水帘洞, 陡坡
塘瀑布。]  约150KM, 车程约2H > 贵阳 。

(黄果树瀑布风景区)，景区以黄果树瀑布为中心，
黄果树瀑布是一非常巨大的瀑布群体、共有地面
有18个瀑布，地表下有14个瀑布。黄果树瀑布是中
国第一大瀑布，也是亚洲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
布最奇特的地方是在瀑布背后隐藏着一条百公尺
长的水濂洞、洞中除了观赏千奇百怪的钟乳石、
更可置身洞中观赏瀑布、令您此生难忘；独家安
排欣赏亚洲最大的瀑布群－贵州黄果树瀑布，并
特别安排乘坐上行观光扶梯。除外下游有一处滩
面长达350公尺无数盘旋层迭的梯级，形成逶迤绵
长螺滑石哨石旋状的「螺丝滩瀑布」。

(水濂洞)，洞中除了观赏千奇百怪的钟乳石、更可
置身洞中观赏瀑布、令您此生难忘。

(银链坠潭瀑布)：银练坠潭实际上是漏斗形瀑布，
位于水上石林左上方。这里河床成扇形，上宽下
窄，上高下低，落差２０余米。银链坠潭瀑布由
于长年累月的波浪冲击和流水侵蚀，河床形成无
数小坑穴，流水漫顶而下，仿若滚珠落玉，阳光
这下，闪闪发光，似无数银练坠入潭中。更有露
出水面的〔水上石林〕等奇特景观，秃石上长满
了巨大的仙人掌。河水从石林的上面分开，环流
两侧，又在下面交汇，把一座石林围在水中，区
内水流蜿蜒曲折，石林星罗棋布，露出水面、形
成一个奇特的景观。

第八天：贵阳 [ 黔灵公园 + 
弘福寺] / 新加坡  
q 早餐: 饭店内享用 q 中餐: 中式合菜 　 
q 住宿: 温暖的家  

(黔灵公园):素有贵阳的后花园及“黔南第一山”之
称、位于贵阳市西北角。园内古木参天，植被茂
密，集贵州高原灵气于一身。山上生长着1500余
种树木花卉和1000多种名贵药材。清泉怪石，随
处可见，并有成群的罗猴和鸟类栖息于此。

(弘福寺):贵州第一禅院，该寺建于明末清初，寺
院布局成甲字形、坐落于三座山峰相交的溶岩
上、排水性特佳、故再大的山洪亦安然度过。

(温暖的家):此时的旅游已近尾声，天下无不散的
筵席，时间就在相机美窗中飞去！该是回家整理
美丽回忆的时候，记得要把您的快乐与我们分
享！后前往机场搭乘豪华客机返回温暖的家，期
待下回再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