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介绍：【一家一团•安全出行】4钻•
（陕西）醉华山-西安+华山+兵马俑+华清宫纯玩5天4晚私家
团•2-6人精品小车团

行程靓点：

■ 亲手制作彩绘兵马俑带回家留下美好回忆；
■ 穿秦享大秦小宴礼赞仪式，穿越回大秦；
■ 商务用车服务，随车配备贴心用品；
■ 网红打卡-大唐不夜城+蓝海风漫巷。

 第1天西安  

    
 行程概述  

  

初遇长安，随遇而安（抵达西安，专车接站/接机） ●【推荐行程：】,根据始发地航班/
火车出发时间游客自行前往当地机场/车站，乘机抵达 咸阳机场/
火车抵达西安北、西安火车站，专车接机/
接站。前往酒店办理入住。（由于抵达时间不统一，第一天自由活动，酒店安排在方便
抵达景区的地方） 推荐活动：根据抵达时间，客人可自行前往市内城墙、钟鼓楼、回民
街、永兴坊等自由活动，品尝陕西小吃。晚上可前往大南门景观广场看夜景，现代化与
古典交相辉映。或者去南门、顺城巷、德福巷酒吧咖啡厅一条街感受古城西安的休闲与
浪漫。 逛街指南：国际品牌去 SKP
、世纪金花；年轻时尚相约小寨赛格、大悦城；玩赏字画直奔书院门，逛吃回民坊必去
洒金桥，陕西特色美食汇聚永兴坊，究竟哪里适合来自远方的您呢，快去寻找吧！ 【四
季西安天气指南】 ●春天，暖风细雨轻拂笑靥；（平均气温 4℃-16℃） ●
夏日，呼朋唤友撒欢夜场；（平均气温 18℃-32℃） ●
秋天，金色浪漫保鲜情爱；（平均气温 16℃-25℃） ●
冬日，沐雪城门远迎客，灯花张彩孩童乐（平均气温-3℃-8℃）。

 

   
   
    
    

 三餐：早餐：敬请自理；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四星酒店  
    
    

 第2天西安  

    
 行程概述  



  

城墙上俯瞰古都，永兴坊里摔碗酒，着唐装游芙蓉园，探店蓝海风漫巷. ●
【西安明城墙】入内（游览不少于 1 小时 30 分钟）,是中国现存规模至大、保存最完整的
古代城垣 ，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延续了整个古都长安的历史文脉，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绽放着她的恢
弘、壮丽和博大，向世界展示着古都的深邃、智慧和兼容并蓄。 ●
【永兴坊】入内（游览不少于 1 小时）,永兴坊陕西非遗美食文化街区，位于西安市新城
区东新街中山门里，东临顺城巷,是唐代一百零八坊之一，昔日魏征府邸。作为全国首个
以非遗美食为主题的街区，被全国网民票选为“十大美食街区”
，同时也是非遗美食聚集区。喝一碗网红摔碗酒。 ●【大唐芙蓉园】入内（游览不少于
2 小时）,起于秦汉、繁盛于隋唐。今天的大唐芙蓉园，在原唐代遗址之上复古兴建，占
地 1000 亩，水域面积 300 亩，是国内全方位展示盛唐历史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国家 5A
景区。芙蓉园包括紫云楼、仕女馆、御宴宫、芳林苑、凤鸣九天剧院、杏园、陆羽茶社、
唐市、曲江流饮等众多景点。在凤鸣九天剧院上演的大型舞剧《梦回大唐》，是一台集
盛唐风情、歌舞精粹于一体的乐舞表演。 ●
【特色体验】,【唐装游园】做一回真正的大唐人。开启一场诗意旅程：穿上古典唐装，
行走在诗意融融的大唐芙蓉园，感受经典古韵之美。或许，你会遇见诗仙李白，一起合
影，一起对诗；或许，在街头与杜甫照面，共话诗词意境。在浓浓的文学气息中，收获
欢乐，圆满这个秋季。 ●
【蓝海风 漫巷】（游览不少于 1 小时）,西安最美网红书店，这里将书籍以时尚的方式 陈
列，更好的吸引年轻人来这里阅读。是对当代人的文化传播起到超前卫的推广作用。在
漫洒的天光映衬下，置入两道量体书墙，层高 18 米，全长 240 米的尺度为全国之最，使
喧闹的商业空间有着殿堂般仪式性的震撼。 ●
【用餐推荐】,永兴坊小吃街（网红打卡地）或 老西安饭庄钟楼店（中华老字号）或 海市
陕菜馆（黑珍珠一钻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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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天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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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忆昔，秦风唐韵“——观秦皇兵马，赏游华清宫。 ●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入内（游览不少于 2 小时）,兵马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
兵马俑即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兵）形状的殉葬品。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是秦始
皇陵的一部分陪葬坑。1987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
的一张金字名片。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被誉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首批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 ●
【特色体验】（游览不少于 45 分钟）,【手工彩绘兵马俑】：任何一件手工作品的制作都
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创造活动，我们具有丰富经验的指导老师站在您们面前开始讲解
这项手工制作，工揉搓，自然风干。本来平淡无奇的东西经过自己亲身试验都会变得有
趣起来。结束后我们会给您安排自己带一个兵马俑回去，放在家里记录下这一段旅行时
光。 ●【骊山华清宫】入内（游览不少于 1 小时）,景区位于西安城东 30 公里，与“
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相毗邻。为国家首批 5A
级旅游景区。周，秦、汉、隋、唐等历代帝王在此建有离宫别苑。因其亘古不变的温泉
资源、烽火戏诸侯的历史典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西安事变”
发生地而享誉海内外，成为中国唐宫文化旅游标志性景区。 ●【兵谏亭】（游览不少于
15 分钟）,兵谏亭位于骊山半山腰西绣岭虎斑石旁。为了纪念“西安事变”
，1946 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修建了一座石亭，命名“正气亭”
，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捉蒋亭”，20 世纪 80 年代才改为“兵谏亭”
。石亭高 4 米，宽 2.5 米，看似不起眼，却因和中国历史上重大的事件紧密联系而有了不
一样的寓意。 ●
【餐食信息：】,午餐包含：真爱骊山之大秦小宴（穿秦服，品秦文化餐，享先秦礼） 晚
餐推荐：临潼西大街夜市（网红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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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峥嵘西岳”。 ●
【华山】入内（游览不少于 5 小时）,五岳之西岳，南接秦岭，北瞰黄渭，扼守着大西北
进出中原的门户，资源丰富，景观独特，文化内涵丰厚。中华之“华”
源于华山，由此，华山有了“华夏之根”之称。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中华十大名山”
；“AAAAA 级旅游景区”。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为“第四洞天”
。自古以来就有"华山天下险"、"奇险天下**山"的说法，正因为如此，华山多少年以来吸
引了无数勇敢者。导游会介绍西岳华山的游览攀爬方式，西峰（沉香劈石、金锁关、苍
龙岭）-南峰（长空栈道）东峰（杨公碑、鹞子翻身、博台、下棋亭）-中峰（玉女峰）-
北峰（擦耳崖、苍龙岭、金锁关），建议您视身体状况选择游览，量力而行。 （温馨提
示：一、交通提示：由于进山车和索道选择多样化，此产品不含进山车和索道，您可根
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 旺季（3 月-11 月）： 1、西上北下索道+进山车 280 元/
人（经典线路） 2、北峰往返索道+进山车 190 元/
人（实惠线路） 3、西峰往返索道+进山车 360 元/
人（优选线路） 淡季（12 月-2 月）： 1、西上北下索道+进山车 225 元/
人（经典线路） 2、北峰往返索道+进山车 120 元/
人（实惠线路） 3、西峰往返索道+进山车 320 元/
人（优选线路） 二、游览贴士： 1、游客中心-西峰进山摆渡车（20km
约 40 分钟）到达华山景区。游客中心-北峰进山摆渡车（8km
约 25 分 钟）。 2、西峰索道（又称太华索道），可乘坐 8 人/
车厢，约 20 分钟到达西峰顶。北峰索道（又称三特索道），可乘坐 6 人/
车厢，约 8 分钟到达北峰顶。 3、华山景区标识、道路指示、线路玩法及山峰间距清晰，
乘坐索道游览五峰大概需要 5 小时左右，请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同时也请游客注意，拍
照留念，请注意安全，拍照不观景，观景不拍照！ 4、华山三险不是必经之路，三险中长
空栈道、鹞子翻身会排队和额外收取安全绳费用，不支持旅行社团队购买，如想参与需
自行排队租用。山顶食物较贵，可提前在山下购买。 5、游客中心购票繁琐，门票、索道、
进山车均不在同一窗口，旺季客流量较大，如导游购票时间较长，请您谅解。景区多达
210 余处， 其中“华岳仙掌”
被列为关中八景第一景；华山四季景色多变， 不同季节可欣赏到“云华山”、“雨华山”、“
雾华山”、“雪华山”
。 6、由于职业的身体承受因素，导游在山下约定的时间、地点等候集合，敬请谅解。
●
【大雁塔北广场】（游览不少于 30 分钟）,始建于公元 589 年，是西安著名广场，每晚都
有亚洲最大音乐喷泉表演，是游人及市民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唐代高僧玄奘曾在此译
经。大雁塔广场位于举世文明的佛教圣地大雁塔脚下，以大雁塔为中心，占地近 1000 亩，
整体设计凸显大雁塔、慈恩寺及大唐文化 精神，并注重人性化设计。 ●
【大唐不夜城】（游览不少于 1 小时 30 分钟）,以大雁塔为依托，从玄奘广场、经贞观文
化广场、到开元庆典广场，大唐不夜城长约 1500 米横贯南北的中轴景观大道，拥有六个
仿唐街区和西安音乐厅、西安大剧院、曲江电影城、陕西艺术家展廊四大文化建筑。在
璀璨的光影之中再现大唐盛世。寻找抖音红人-不倒翁小姐姐，聚集网红玩法，西安打卡
必选之地，就在大唐不夜城。 ●
【用餐推荐】,午餐：登山建议提前带一些轻便方便食品 晚餐：大唐博相府（传承陕菜千
年精华 打造官府菜只典范） 或 大唐不夜城周边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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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天西安  

    
 行程概述  

  
惜别长安 愿再相会（专车送机/
送站：酒店早餐后，自由活动享受酒店设施，根据您的航班或车次时间安排送机/
送站，带着满满的回忆返回温暖的家，期待再会！）

 

   
   
    
    

 三餐：早餐：酒店内；午餐：敬请自理；晚餐：敬请自理  
    

 住宿：四星酒店  
    
    

费用说明

费用说明:

人数  价格（人民币）

2人 3999
3人 3999
4人 3399
5人 3399
6人 2999

注：此价格适合于：2020.7.20-2020.8.31

 

费用包含：

1.酒店：4 钻酒店标间或大床 4 晚；

2.用餐：行程中包含餐食，共计 1 顿正餐；

3.门票活动：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行程中所含特色体验项目；

4.用车：2-4 人：5-7 座商务小轿车或别克商务；6 人：9 座商务用车；

5.司兼导： 当地 5 年以上经验，司兼导；

6.保险：旅行社责任险；

7.每人每天 2 瓶水；



8.儿童标准：1.4 米以下儿童价格仅含导游服务费、旅游车位费、行程中
正餐。不占床不含早餐；其余一切费用游客均需根据实际 发生金额在当
地支付；超出此范围按成人支付团费。1 位成人携带 1 位儿童出行，儿
童必须占床。

 

费用不含：

1.往返大交通；

2.单房差；

3.酒店入住押金，租赁押金；

4.行程外其他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