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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推出景点：中国影视村,《卧虎藏龙》拍摄地–南屏； 

独家 1晚住宿黄山上最新 5*西海饭店（南楼）； 

独家 1晚住宿屯溪最好的酒店 5*昱城皇冠假日酒店； 

最新安排南浔古镇：江南唯一中西合璧的古镇。 

         8 天 最美黄山 + 南浔水乡古镇  

+ 宏村 + 南屏 + 歙县 + 杭州 
(CN8QQ-2018年3月起实行) 

黄山三绝：奇松、怪石、云海  南浔古镇 
 

行 程 特 色 
精选景点： 

杭州：船游西湖，花港观鱼，万松书院， 

      船游京杭大运河，杭州桥西直街 

黄山：屯溪老街，黄山风景区（含上下缆车）， 

    宏村，堂樾牌坊群（含鲍家花园）， 

南屏：中国影视村，《卧虎藏龙》拍摄地    

南浔：中西合璧的水乡古镇，晚清时期的首富 

精选风味： 

杭州：片儿川面，叫花鸡，东坡肉      

黄山：新安人家徽派风味（臭桂鱼、毛豆腐） 

南浔：农家宴    

酒店住宿： 

全程住宿当地准 5*酒店  

提升一晚屯溪 5*昱城皇冠假日酒店 
 

第一天 新加坡 — 上海—（约 3小时） 杭州               宿：杭州广银大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合，搭乘客机前往上海，然后前往杭州入住酒店休息。 

*若您下午抵达上海，将包含晚餐。 
 

第二天 杭州 —（约 3.5 小时）屯溪（早餐/午餐/晚餐）      宿：屯溪昱城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早餐后，早餐后乘船游览美景如诗如画、名景层出不穷的西湖。西湖湖中的孤山、苏堤、白堤和三个人工小

岛带给您独特美的享受，令您大开眼界。在此，您还可以看到柳浪闻莺、长桥公园，西泠桥，雷峰塔，将西

湖美景一览无遗。游览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公园。花港观鱼园金鱼池养有数以万计的金鳞红鲤，牡丹园

中又有牡丹亭，宛如天然盆景，美不胜收。午餐后参观万松书院，了解梁山伯与祝英台凄美的爱情故事和中

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下午前往屯溪，晚餐后游览屯溪老街。又被称为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保

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老街包括 1 条直街、3 条横街和 18 条小巷，由不同年代

保证 

全程不进店 

纯玩品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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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 300 余幢徽派建筑构成整个街巷。老街古朴的徽派建筑艺术、优雅的文化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使

人感受到徽州文化的综合效应。体现了徽商讲求仁德的“儒商”经营理念。 

第三天 屯溪 —（约 2小时） 黄山（早餐/午餐/晚餐）      宿：黄山西海饭店或同级五星                                                                                                             

早餐后乘车前往黄山景区  ，黄山集名山之长。泰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山之烟云，庐山之瀑，雁荡 

山之巧石，峨眉山之清凉，黄山无不兼而有之。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 徐霞客两游黄山，赞叹说：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又留“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更有“天下第一奇

山”之称。我们将搭乘后山缆车上山，沿途您可以看到黄山前山标志性的景点，有始信峰，西海景区和北海

景区（视天气情况和景区的规定，并不一定可以攀登。），排云亭等，午餐后沿途参观光明顶，飞来石，等

景区，晚上入住黄山上 5*酒店西海饭店。 
 

   黄山飞来石的云海   云雾中的西海饭店 屯溪老街 
 

第四天 黄山 —（约 2小时）宏村 —（约 2小时）屯溪（早餐/午餐/晚餐） 

宿：黄山天都国际大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早起您可以观赏黄山日出（视天气情况而定），早餐后沿途参观黄山后山景区，有北海景区，始信峰等景区，

然后搭乘缆车下山，接着驱车前往宏村，宏村始建于南宋时期，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2000 年被列入联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电影《卧虎藏龙》更加声明远扬。接着前往南屏, 它是一座有千年历

史、规模宏大的古村落，有近三百多座明清古建筑。说南屏是“中国影视村”，那是因为名导演、名演员在

这里共同创作出了多部享誉国内外的名片-《菊豆》、《卧虎藏龙》等等。许多当年拍摄时的花絮剧照、许多

拍摄时搭制的场景和道具都留在了这里。南屏村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古风依旧，民风纯朴，是走进乡村、

回归自然、体验古风的好去处。对于从大都市的烦嚣和整晚整晚加班中跑出来的人来说，无疑于世外桃源。 
 

    画中的村庄：宏村      南屏   黄山光明顶 
 

第五天 屯溪 —（约 1小时）歙县 —（约 1小时）屯溪（早餐/午餐/晚餐） 

宿：黄山天都国际大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早餐后，乘车前往歙(she,音同社)县，首先参观堂樾牌坊群（含鲍家花园），村、堂樾、槐塘、稠墅沿线四

村是中国牌坊建筑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这里保存有七座石坊，三座祠堂。从南宋开始，堂樾即是鲍

氏一族聚居之处，几百年来鲍氏一族出了不少名人。之后返回屯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8A%E8%B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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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堂樾牌坊群    宁静的鲍家花园    气派的徽商大宅院 
 

第六天 屯溪 —（约 3.5 小时）杭州（早餐/午餐自费本帮菜/晚餐自理）宿：杭州广银大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早餐后返回杭州，下午坐船游览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航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北起北京，南

至杭州，2014 年刚刚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接着前往杭州桥西直街，街道紧邻大运河，有一些特色博物馆：

雨伞、扇子、刀剪剑以及丝绸博物馆等，建筑白墙青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特色餐厅和小店，很幽静。 

*如果乘搭厦门航空或者东方航空由杭州返回新加坡，第六天前往南浔游览住宿，第七天游览并住宿杭州。 
 

第七天 杭州 —（约 2小时）南浔（早餐/午餐/晚餐）              宿：花园名都大酒店或同级准五星 

早餐后乘车前往水乡南浔古镇，南浔历史悠久，在明清时代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名镇和旅游胜地。明万

历年至清代中叶，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的兴起及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鼎盛时期。镇上的巨富豪

绅，几乎都靠经营蚕丝业发迹，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只金黄狗”。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

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历史上园林众多，自南宋至清代镇上大小园林达 27 处实江南所仅见。 
 

   南浔古镇西式建筑    南浔古镇内朴实的店家    南浔的水上人家 
 

 
   东坡肉 

 
    片儿川面 

 
   臭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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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港观鱼                 雷峰夕照     曲苑风荷 

 

第八天 南浔 —（约 1.5 小时）上海/（约 2小时）杭州 —新加坡（早餐） 

早餐后前往上海或杭州，搭乘航班返回新加坡。 
 

附加配套：人民币 700 元/大人，人民币 350 元/小孩（低于 1 .2米），2岁以下婴儿免费 

1：《杭州宋城千古情》 2：杭州河坊街 3：杭州本帮风味餐或上海本帮风味餐 4：屯溪夜游世纪广场  

5：屯溪滨江路观光景区 

 

    宋城主题公园的杂耍艺人     《宋城千古情》之断桥相会      杭州河坊街 
 

备注： 

1. 酒店级别以中国当地为准，没有挂星的酒店将以准 X星级酒店标明，以供参考； 

2. 导游全程以中文讲解； 

3. 行程游览顺序将会有所调整； 

4. 不同航班的团体将可能合并成一团； 

5. 如行程结束后要求延期，出发前以航空公司机票确定的回程日期为准； 

6. 若中英文行程版本出现不符之处，将以中文版本为依据。                      

                                                                   

                                                                      2017年 11月 21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