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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 C a ta l og/ C a ta l og

001 品牌介绍

004 ⾏程介绍

005 ⾏程特⾊

006 ⾏程概览

009 第 1 天 沈阳 → 北京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012 第 2 天 北京 → ⽶兰

北京⾸都国际机场 →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兰主教座堂 →

埃⻢努埃莱⼆世⻓廊 → ⽶兰最后的晚餐壁画 → ⽶兰阿玛尼酒店

017 第 3 天 博尔扎诺 → 多洛⽶蒂⼭脉

⻢雷奇城堡 → Karersee →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021 第 4 天 多洛⽶蒂⼭脉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 富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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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 5 天 多洛⽶蒂⼭脉 → 科尔蒂纳丹佩佐 → 威尼斯

密苏丽娜湖 → 三峰 → 威尼斯安缦

028 第 6 天 威尼斯

威尼斯安缦 → 威尼斯圣⻢可⼴场 → ⾯具⼯坊 → 搭配狂欢节礼服

031 第 7 天 威尼斯

贡多拉 → 威尼斯叹息桥 → 威尼斯狂欢节 → 威尼斯安缦

035 第 8 天 维罗纳 → ⽶兰 → 北京

朱丽叶之家 → 维罗纳朱丽叶的守望台 → 领主⼴场 → 塞拉瓦莱名

品奥特莱斯 → ⽶兰巴黎宫⽔疗酒店 →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040 第 9 天 北京 → 沈阳

北京⾸都国际机场 →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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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绍 / In tr o/ In tr o

INTROINTROINTROINTRO
威尼斯狂欢节源起于12世纪。这是

⼀场盛⼤的假⾯狂欢，驱散了威尼

斯冬⽇的萧索冷清。为您提供奢华

古典的服装，会有专⼈安排好您的

化妆及造型。让您彻底融⼊到这节

⽇的狂欢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情⼈节限定尊享两⼤节⽇庆典，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体验

浪漫爱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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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 / Fea tur e/ Fea tur e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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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览 / P r evi ew/ P r evi ew

PREVIEWPREVIEWPREVIEWPREVIEW
⽇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11  天

0 20 2月1 11 1日，周⼀

沈阳 → 北京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第 22  天

0 20 2月1 21 2日，周⼆

北京 → ⽶兰

北京⾸都国际机场 →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兰主

教座堂 → 埃⻢努埃莱⼆世⻓廊 → ⽶兰最后的晚餐壁画

→ ⽶兰阿玛尼酒店

 宿 ⽶兰阿玛尼酒店

第 33  天

0 20 2月1 31 3日，周三

博尔扎诺 → 多洛⽶蒂⼭脉

⻢雷奇城堡 → Karersee →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宿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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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44  天

0 20 2月1 41 4日，周四

多洛⽶蒂⼭脉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 富纳斯⼭⾕

 宿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第 55  天

0 20 2月1 51 5日，周五

多洛⽶蒂⼭脉 → 科尔蒂纳丹佩佐 → 威尼斯

密苏丽娜湖 → 三峰 → 威尼斯安缦

 宿 威尼斯安缦

第 66  天

0 20 2月1 61 6日，周六

威尼斯

威尼斯安缦 → 威尼斯圣⻢可⼴场 → ⾯具⼯坊 → 搭配

狂欢节礼服

 宿 威尼斯安缦

第 77  天

0 20 2月1 71 7日，周⽇

威尼斯

贡多拉 → 威尼斯叹息桥 → 威尼斯狂欢节 → 威尼斯安

缦

 宿 威尼斯安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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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D a teD a te⽇期 / D a teD a te ⾏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程 / Tra n sp orta tionTra n sp orta tion

第 88  天

0 20 2月1 81 8日，周⼀

维罗纳 → ⽶兰 → 北京

朱丽叶之家 → 维罗纳朱丽叶的守望台 → 领主⼴场 →

塞拉瓦莱名品奥特莱斯 → ⽶兰巴黎宫⽔疗酒店 → ⽶兰

⻢尔彭萨国际机场 → 北京⾸都国际机场

 宿 ⽶兰巴黎宫⽔疗酒店

第 99  天

0 20 2月1 91 9日，周⼆

北京 → 沈阳

北京⾸都国际机场 →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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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天
0202月1111日，周⼀

DAY 1DAY 1DAY 1DAY 1

沈阳 → 北京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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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国家⼀级⼲线机

场，国家⼋⼤航空枢纽之⼀，东北地区航空

运输枢纽。桃仙国际机场位于辽宁省中部，

距沈阳市中⼼20公⾥。同时为辽宁中部沈

阳、抚顺、本溪、鞍⼭、铁岭、辽阳等⼤中

城市的共⽤机场。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电话： 024 8939 2000

⽹址： http://tx.lnairport.com/

简介：北京⾸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都机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地，是

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规模最⼤、设备最⻬全、运输⽣产最繁忙的⼤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共和国的国⻔。北京⾸都国际机场共有3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中⻔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今⽇概览

所在城市：沈阳 → 北京

⾏程安排： 1.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 2. 北京⾸都国际机场

交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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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天
0202月1212日，周⼆

DAY 2DAY 2DAY 2DAY 2

北京 → ⽶兰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3. ⽶兰主教座堂 → 4. 埃⻢努埃

莱⼆世⻓廊 → 5. ⽶兰最后的晚餐壁画 → 6. ⽶兰阿玛尼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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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简介：⽶兰⻢尔彭萨机场是⽶兰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机场有两个航站楼，1号航站楼通常为国际和

 今⽇概览

所在城市：北京 → ⽶兰

⾏程安排：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3. ⽶兰主教座堂

→ 4. 埃⻢努埃莱⼆世⻓廊 → 5. ⽶兰最后的晚餐壁画 → 6. ⽶兰阿玛尼酒店

 宿 ⽶兰阿玛尼酒店

定制师备注：北京/ ⽶兰 | 亲临达芬奇真迹画作

今⽇搭乘国际航班⻜往意⼤利⽔城威尼斯。抵达后，中⽂导游已经等候在机场，准

备带您开启⼀段难忘之旅！

稍事休息后⽶兰市区游览：★⽶兰⼤教堂，登顶教堂，俯瞰⽶兰城市⻛光；造访☆

埃⻢努埃莱⼆世拱廊，参观欧洲古⽼购物中⼼；

参观★感恩圣⺟教堂，欣赏达芬奇真迹★最后的晚餐。

“与达芬奇共进《最后的晚餐》”

感恩圣⺟教堂是⼀座中规中矩的教堂，茶⾊的外墙，平稳流畅的线条看似没什么特

⾊，却因⼥修道院的⻝堂中收藏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闻名。

使它在意⼤利众多光怪陆离的教堂中显的独树⼀帜，引得许多绘画爱好者纷纷前来

观赏。

【最后的晚餐⼀般需要提前2-3个⽉预约，以实际预约为准】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Malpensa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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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航线使⽤，2号航站楼通常为廉航使⽤，

如Easyjet。两座航站楼之间有免费的穿梭巴

⼠服务（每20分钟⼀班），不过这些巴⼠通

常⻋型较⼩⽽且不太准时，候⻋通常需要排

较⻓时间的队。如果不愿意等待，也可以搭

乘出租⻋。

到达⽅式： 从机场到市区： Malpensa机场快轨：是连接M

alpensa 机场和⽶兰市中⼼的铁路线路，从⼀号航站楼开往

Milano Cadorna和⽶兰中央⽕⻋站。 公交⻋：前往市中⼼

⽕⻋站和Linate机场的公交⻋每20分钟⼀班，票价为单程€

7.50、往返€15。单程耗时40分钟（周末）到⼀个多⼩时（

⼯作⽇的早晨）。如果从2号航站楼出发，搭乘巴⼠是最好

的选择。通常巴⼠都要等到满员才开动。 出租⻋：乘出租⻋

从机场去市区很贵，参考价格约 85欧，是直接从机场开到

市区的固定价格，只有在⽶兰注册的出租⻋才可以提供此类

固定价格的服务。如果搭乘其他出租⻋，打表价格通常都会

超过85欧。

地址： Aeroporto Malpensa, 21010 Ferno Varese

电话： +3902232323

⽹址： http://www.airportmalpensa.com

简介：即⽶兰主座教堂（意⼤利语Duomo指

的就是城市的主教堂），始建于1386年，是

⽶兰市中⼼的标志性建筑。教堂主体历经4个

多世纪才于1812年基本完⼯，⽽细节⼯程则

⼀直持续到1960年安装完成教堂的最后⼀扇

铜⻔为⽌。岁⽉不仅赋予了它历史的沧桑，

同时也为它营造出多重的⻛格样式，哥特式

的尖塔搭配巴洛克⻛格的雕饰，⾃上⽽下，

极尽奢华。教堂顶端尊奉的镀⾦圣⺟雕像⼀

直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内部地下室的玻璃

棺⾥⻓眠着1584年去世的红⾐主教San Carlo Borromeo。1805年，拿破仑曾在这⾥加冕，成为

意⼤利国王。⼆战期间，教堂的前⻔被炸弹袭击，直到今天仍能看到留下的“疤痕”。

景点

⽶兰主教座堂
Duomo Di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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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式： 可乘地铁(红线M1/⻩线M3)⾄Duomo站；成有轨电⻋3、24路⾄Dogana (Duomo)站。

⼩贴⼠： *购票地点* ⽶兰⼤教堂的售票点在Duomo⼤教堂后的右边⻆上。 当⼼在⼴场上⼀些⿊⼈强⾏给你系上红丝带，并强⾏

给你鸽⼦粮。 参观指南 进⼊教堂参观不能穿过于暴露的⾐服，短裤、短裙和露肩的⾐服都是不被允许的，教堂⼊⼝处会有严格的

安检。拍照时不能使⽤闪光灯和三脚架。⽶兰⼤教堂共有2个侧⻔，左侧可以登顶，右侧的是教堂出⼝。如果排队⼈数过多，可以

从⼤教堂左侧的登顶⼊⼝进⼊，先欣赏顶部那些令⼈赞叹不已的精美雕塑。如在⽇落时分登顶，可以找到⾮常好的拍照⻆度。

地址： Piazza Duomo,20121 Milano

电话： +39-02-72022656

⽹址： http://www.duomomilano.it

开放时间： 8:00-19:00，18:00截⽌售票，18:10截⽌⼊场

⻔票价格： 11欧元包含参观教堂、⾛楼梯登顶、参观博物馆和圣约翰洗礼堂；15欧元包含参观教堂、乘电梯登顶、参观博物馆和

圣约翰洗礼堂（不允许拍照）

游玩时⻓： 参考时间：2-3⼩时

简介：埃⻢努埃莱⼆世⻓廊始建于1865年，

整体呈⼗字型结构，南北⻓198⽶，东⻄⻓

105⽶，拥有钢架结构的彩⾊玻璃顶棚。⼗

字⻓廊有4个出⼝，北⾯出⼝靠近斯卡拉歌剧

院，南⾯出⼝位于⼤教堂⼴场，⻄⾯出⼝通

往Cordusio⽅向，东⾯出⼝附近有法拉利纪

念品店和餐厅。如今这座⻓廊是⽶兰重要的

购物圣地，内部分布着时装店、咖啡馆、餐

馆和书店，甚⾄连LV、Versace、Prada、

Gucci、Armani等奢侈品牌店也⼀应俱全。此

外，七星级酒店Townhouse Galleria也位于

⻓廊内，双⼈间⼤约500欧元/晚。从⻓廊⼗

字中⼼处的书店右⼿边⼊⼝到达地下⼀层，

可以看到⼀家很⼤的乐器店，出售⾼质量的

CD和⿊胶唱⽚。在⻓廊中⼼的左侧出⼝可以

轻松找到中国⼯商银⾏，其后⾯的街道上还有⼀家中国银⾏。

购物

埃⻢努埃莱⼆世⻓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贴⼠： 每年圣诞节期间,⻓廊中⼼会有⼤型灯光装饰,因为2

015年⽶兰世博会的原因,⻓廊部分有⼀些脚⼿架和历史⽂化

介绍牌⼦.

地址： Galle ria Vittorio Emanue le  II,20121 Milano

开放时间： 全年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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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最后的晚餐》是⼀幅⼴为⼈知的⼤

型壁画，⽂艺复兴时期由列奥纳多·达·芬奇

于⽶兰的天主教恩宠圣⺟的多明我会院⻝堂

墙壁上绘成，1980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到达⽅式： 地铁红线M1、绿线M2到Cadorna站；有轨电

⻋16路到Santa Maria de lle  Graz ie站

地址： Piazza Santa Maria de lle  Graz ie ,2,20123Milan

,Italy

电话： 390292800360

⽹址： http://www.graz ieop.it

开放时间： 修道院开放时间：周⼀⾄周五7:00-12:00、15:00-19:30，节假⽇7:30-12:30、15:30-21:00 《最后的晚餐》参

观时间：周⼆⾄周⽇8:15-18:45

⻔票价格： 修道院免费参观；参观《最后的晚餐》票价6.5欧元/⼈，优惠价3.25欧元/⼈（18到25岁的欧盟国籍学⽣和⽼师）；

18岁以下、65岁以上、艺术系学⽣、建筑系学⽣、记者免费

简介：Armani Hotel Milano酒店距离蒙特拿

破仑地铁站仅有50⽶，位于时尚别致的

Quadrilatero della Moda区，为客⼈提供由

私⼈⽣活经理管理的典雅现代的客房。

地址： Via Manzoni 31, 20121 Milan, Italy

电话： +39 02 8883 888

⽹址： http://hote ls.ctrip.com/international/206479.

html

景点

⽶兰最后的晚餐壁画
Ultima Cena

酒店

⽶兰阿玛尼酒店
Armani Hotel Mi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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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天
0202月1313日，周三

DAY 3DAY 3DAY 3DAY 3

博尔扎诺 → 多洛⽶蒂⼭脉
1.⻢雷奇城堡 → 2. Karersee → 3.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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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雷奇城堡(Maretsch Castle)建于13世纪，城堡位于⽼城区的边缘，博尔扎诺⽚⽚葡萄园

的中��间。城堡周围被护城河环绕，它的四个圆柱⻆塔是罗⻢⼈建造的特⾊之⼀，城堡内⼀层

还保留着很古⽼的单⾊壁画。

到达⽅式： ⻢雷奇城堡位于博尔扎诺⽼城区的北部边缘，沿Claudia de ' Medici S traße⼤街步⾏即可到达

 今⽇概览

所在城市：博尔扎诺 → 多洛⽶蒂⼭脉

⾏程安排： 1.⻢雷奇城堡 → 2. Karersee → 3.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宿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定制师备注：⽶兰-博尔扎诺-布列瑟农 | 多洛⽶蒂·隐世秘境

上午：乘⻋前往意⼤利北部博尔扎诺（200KM/3H），搭乘★缆⻋上⼭，俯瞰阿尔

卑斯⼩镇⻛光。

下午：游览绿湖★卡雷扎湖，随后前往酒店⼊住休息。

初识多洛⽶蒂·感受⼤⾃然的⻤斧神⼯

多洛⽶蒂⼭在两亿五千万年前安静地躺在海底，七千万年前它浮出⽔⾯，⼭中群峰

形态各异，巍峨的巨型⽩云岩⼭峰直插云霄，3000m以上的⼭峰多达18座之多，⼭

峦壮丽，奇峰林⽴，构成⼀幅冬⽇迷⼈的群⼭画像。

★卡雷扎湖

多洛⽶蒂⼭区的湖泊星罗棋布的分散在群⼭之中。其中“绿湖”-卡雷扎湖是历年形成

的冰川湖，含多种矿物质，呈现透彻的⻘绿⾊，在太阳的直射下，还会呈现出奇妙

的五彩⾊。

★甄选酒店：Rosalpina·⾜不出户即享雪⼭美景

在这⾥，您可以放松身⼼，尽情沉浸在⼤⾃然的曼妙之中。“平和”不再是⼀个书⾯

词汇，⽽⾃然决定了这⼀切的节奏。抛弃都市的喧嚣与忙碌，在这⾥可以滑雪，徒

步，或者只是放空，呼吸纯净的⼭间空⽓。

景点

⻢雷奇城堡
Maretsch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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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价格:成⼈4欧元

地址： Claudia de ' Medici-Str.12 39100 Bozen/Bolz

ano,Italy

电话： 39 04

⽹址： http://www.maretsch.info/

⻔票价格： 成⼈4欧元。

简介：位于Carezza地区的微型湖泊，⻛景秀

丽

到达⽅式： 从Bozen/Bolzano⻓途⻋站搭乘公交⻋，每天

有很多班

地址： Karersee ,39056 Welschnofen,Bolzano,Italy

开放时间： 24⼩时

⻔票价格： ⽆

简介：共有28间房

不论是商务还是休闲旅客，罗萨⽪纳多罗⽶蒂酒店(Hotel Rosalpina Dolomites)都能让您的布列

瑟农之⾏变得更加美好⽽难忘。圣乔瓦尼教堂位于酒店仅4km。

酒店对客房的装饰⼗分考究，每间设施⻬全的客房都配备有房内保险箱和⾐柜/⾐橱。倘若您在忙

碌的⼀天后想在⾃⼰的客房内放松，提供拖鞋、浴缸和吹⻛机的客房浴室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去

酒店酒吧，舒适的环境，可供您休憩放松。

景点

Karersee
Karersee

酒店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Hotel Rosalpina Dolo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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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天的⾏程后，您可以尽情享受酒店

的按摩室、SPA和桑拿浴室。酒店设有24⼩

时前台咨询服务，为下榻⾄此的您提供最贴

⼼的⾏程安排。酒店为所有⼊住客⼈提供免

费停⻋场。

地址： Palmschoß 292,布列瑟农,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

39042,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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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天
0202月1414日，周四

DAY 4DAY 4DAY 4DAY 4

多洛⽶蒂⼭脉
1.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 2. 富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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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almschoß 292,布列瑟农,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39042,意⼤利

简介：这座位于多洛⽶蒂深处的⼩镇被誉为是阿尔卑斯⼭最美的景⾊，也是多洛⽶蒂⾃然公园

 今⽇概览

所在城市：多洛⽶蒂⼭脉

⾏程安排： 1.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 2. 富纳斯⼭⾕

 宿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定制师备注：布列瑟农-福纳斯⼭⾕-布列瑟农 | 来⾃天堂的明信⽚

上午：漫步布列瑟农⼩镇，感受阿尔卑斯⼭区的乡村⻛情。

下午：乘⻋前往富纳斯⼭⾕，打卡静谧⼭⾕中教堂美景。

★布列瑟农：⼀⾸哀伤的情歌

“⼏年前，我疯狂地爱上了⼀个年轻的⼥孩，还有，也爱上了南部蒂罗尔⼭区，它在

意⼤利的北部，与奥地利接壤，就在勃伦尔⼭脉的南边...”

这是⻢修·连恩关于歌曲《布列瑟农》创作的故事，漫步于⼩镇，悠远⽽绵⻓的旋律

不仅是⽿边的乐章，也是眼前绵延的⻛景。

★富纳斯⼭⾕·来⾃天堂的明信⽚

多洛⽶蒂的⼭峰座座称奇,很多游客慕名⽽来,为的就是亲眼⽬睹这份世界上独⼀⽆⼆

的震撼。最如雷贯⽿的就是宛若桃花源的Funes⼭⾕了，⻘⼭环绕，背后是标志性

的盖斯勒⼭峰，⼭间教堂点缀其间。流连于此，随⼿便能拍出如同明信⽚上⼀般的

美景。

酒店

罗萨⽪纳多罗⽶蒂酒店
Hotel Rosalpina Dolomites

景点
富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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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地带。⻘⼭环绕，森林错落有致，背

后耸⽴着盖斯勒⼭峰。这座⼭峰也是被誉为

最上镜的⼭峰，这⾥传统的⼭间教堂是最好

的名⽚。⼭⾕中还有⼀座Puez Odle⾃然公

园。在多洛⽶蒂⼭区建议采⽤⾃驾的⽅式游

览，更为⽅便快捷。

到达⽅式： 从Bolzano乘坐⽕⻋前往Chiusa，抵达Chiusa

之后转乘公共交通前往Val di Funes。如果⾃驾，可以选择

沿Brennero⽅向A22公路，从Chiusa出⼝出。右转(Bress

anone⽅向)1公⾥左右有⼀个转向Val di Funes⽅向的⼗字

路⼝，前⾏12公⾥左右抵达。

⼩贴⼠： 当地旅游局为徒步旅⾏者提供了app以供旅⾏⽅便，下载点击： IOS：itunes.apple .com Android：play.google .co

m

地址： Centro Visite  Puez-Odle  S . Maddalena 114/a 39040 Funes

⽹址： http://www.villnoess.com

开放时间： 富纳斯是⼀个有多个村落组成的上⾕地，并⾮⼀个单纯的景点，⽆开放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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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天
0202月1515日，周五

DAY 5DAY 5DAY 5DAY 5

多洛⽶蒂⼭脉 → 科尔蒂纳丹佩佐 → 威尼斯
1.密苏丽娜湖 → 2. 三峰 → 3. 威尼斯安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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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Dolomities地区最美丽的湖泊。倒影着Tre Cime di Lavaredo

地址： Lake Misurina, 32041 Auronzo di Cadore , Province of Be lluno, 意⼤利

 今⽇概览

所在城市：多洛⽶蒂⼭脉 → 科尔蒂纳丹佩佐 → 威尼斯

⾏程安排： 1.密苏丽娜湖 → 2. 三峰 → 3. 威尼斯安缦

 宿 威尼斯安缦

定制师备注：布列瑟农-科尔蒂纳-威尼斯 | 多洛⽶蒂皇后

上午：乘⻋前往“多洛⽶蒂的皇后”-科尔蒂纳，游览★密苏丽娜湖。

下午：游览多洛⽶蒂标志⼭峰-★三峰，随后前往威尼斯，搭乘私⼈出租船⼊住酒店

休息。

科尔蒂纳·多洛⽶蒂的皇后

Cortina d’Ampezzo位于多洛⽶蒂东部纵深之处,四周有险峻的⼭峰环抱,因为其独特

的⻛景成为许多电影的拍摄景地。随之也就成了富⼈、贵族、艺术家的游乐场。

威尼斯狂欢节·⽔城年度盛宴

远赴盛名的威尼斯狂欢节源起于12世纪，节⽇期间的威尼斯街头，可以看到形形⾊

⾊，装着各异的⼈群。除此之外，也会有⾮常多的街头活话剧演出，以及每天都会

有在圣⻢可⼴场上举办的化妆游⾏。这是⼀场盛⼤的假⾯狂欢，驱散了威尼斯冬⽇

的萧索冷清。

甄选奢华酒店：威尼斯的⽔上宫殿-AMAN CANAL GRANDE VENICE

酒店所在的圣保罗区以其各式各样的宫殿，富丽堂皇的教堂和商业繁荣的市集⽽闻

名。AMAN CANAL GRANDE VENICE共有24间套房，包含3间⻛格迥异的餐厅，酒

吧区也占有极好的地理优势，不仅有舒适的设施环境，还有浑然天成的威尼斯⼤运

河美景作为窗边动⼈的画卷。

景点

密苏丽娜湖
Lago di Misu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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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Tre Cime di Lavaredo 是多洛⽶蒂⼭

地区知名的⼭峰。

地址： Tre  Cime di Lavaredo, 32041 Auronzo di Cad

ore , Province of Be lluno, 意⼤利

简介：坐落于圣保罗的威尼斯安缦(Aman Venice)，会让您在威尼斯拥有别样的体验，开展⼀段难

忘的旅⾏。旅客们会发现⼤运河、venice Italy和圣保罗教堂距离酒店都不远。

优美的环境，再搭配上细致周到的服务，酒店的休闲区定能满⾜您的品质需求。

地址： PALAZZO PAPADOPOLI,CALLE TIEPOLO 1364,VENEZIA,30125

景点

三峰
Tre Cime di Lavaredo

酒店

威尼斯安缦
AMA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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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天
0202月1616日，周六

DAY 6DAY 6DAY 6DAY 6

威尼斯
1.威尼斯安缦 → 2. 威尼斯圣⻢可⼴场 → 3. ⾯具⼯坊 → 4. 搭配狂欢节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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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PALAZZO PAPADOPOLI,CALLE TIEPOLO 1364,VENEZIA,30125

简介：圣⻢可⼴场（意⼤利语：Piazza San Marco）是意⼤利威尼斯的中⼼⼴场。在威尼斯，圣

⻢可⼴场是唯⼀被称为“Piazza”的⼴场，其他的⼴场⽆论⼤⼩皆被称为“Campi”。圣⻢可⼴场在

欧洲城市的⼴场中是独⼀⽆⼆的，它座落在市中⼼，却不像其他⼴场那样受到交通的喧闹，这归

功于威尼斯宁静的⽔路交通。作为威尼斯的地标，圣⻢可⼴场受到游客、摄影师和鸽⼦的格外⻘

睐。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称赞其为“欧洲最美的客厅”。

到达⽅式： 跟着Piazza San Marco标志步⾏可到，乘坐⽔上巴⼠到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站。

地址： 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今⽇概览

所在城市：威尼斯

⾏程安排： 1.威尼斯安缦 → 2. 威尼斯圣⻢可⼴场 → 3. ⾯具⼯坊 → 4. 搭配狂欢节

礼服

 宿 威尼斯安缦

定制师备注：威尼斯 | ⾯具⼯坊追寻狂欢节溯源

上午：参观☆圣⻢可⼴场及★圣⻢可教堂，然后寻访威尼斯著名的★⾯具⼯坊，在

⼯坊向导的带领下，了解⾯具制作的⼯艺以及威尼斯狂欢节的历史，并⾃⼰亲⼿制

作⼀个⾯具。

下午：酒店午休后，前往服装店试穿狂欢节礼服。

酒店

威尼斯安缦
AMAN VENICE

景点

威尼斯圣⻢可⼴场
Piazza San Ma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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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9-41-5298711

⽹址： http://www.associaz ionepiazzasanmarco.it/

开放时间： ⼴场全天开放，周边店铺具体时间不同。

⻔票价格： 免费

简介：★⾯具⼯坊，在⼯坊向导的带领下，

了解⾯具制作的⼯艺以及威尼斯狂欢节的历

史，并⾃⼰亲⼿制作⼀个⾯具。

地址： -

简介：为您搭配狂欢节礼服

精致华美的⾯具和⾊彩斑斓的服饰是威尼斯狂欢节标志性的符号，也是这场盛会的灵魂所在。为

您准备华丽的复古服装，⽆论是王⼦公主，或者绅⼠贵妇，疑惑是凶猛的狮⼦或者傲娇的猫，只

要你想，⼀切皆有可能。之后，你不再是追随着⾯具⼈的摄影师或者游客，复古的装扮让⽆数地

镁光灯追逐着你。

温馨提示：产品费⽤包含服装，帽⼦，如需其他配饰请⾃⾏准备。

体验
⾯具⼯坊

体验
搭配狂欢节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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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天
0202月1717日，周⽇

DAY 7DAY 7DAY 7DAY 7

威尼斯
1.贡多拉 → 2. 威尼斯叹息桥 → 3. 威尼斯狂欢节 → 4. 威尼斯安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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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船，是⻓约

12⽶，宽约1.7⽶的⿊⾊平底船。装饰华美，

两头⾼翘呈现⽉⽛形，由⼀位船夫站在船尾

划动。⼏世纪以来，贡多拉都是威尼斯市内

主要的交通⼯具，现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威尼

斯旅游业的⼀⼤特⾊，穿⾏于市内的主要⽔

道和威尼斯的其他⼩岛。在威尼斯主要景点

都有贡多拉渡⼝：⽕⻋站、⾥亚托桥、圣⻢

可⼴场、美术学院等等。⼀般价位是每船80

欧起，每船最多可坐6⼈游览40分钟。从圣

⻢可⼴场坐船经过叹息桥⾛卡农尼卡河道，从圣⻢瑟⻔⼝坐船⾛圣⻢瑟河道或者在⽕⻋站⻔⼝是

推荐的游览路线。

到达⽅式： 步⾏⾄登船⼝

地址： Venice

⽹址： http://www.gondolavenezia.it/

开放时间： 5-9⽉

 今⽇概览

所在城市：威尼斯

⾏程安排： 1.贡多拉 → 2. 威尼斯叹息桥 → 3. 威尼斯狂欢节 → 4. 威尼斯安缦

 宿 威尼斯安缦

定制师备注：上午：化妆师前往酒店，为您准备精致的狂欢节妆容。

下午：漫游圣⻢可⼴场，融⼊狂欢节⼈群之中，乘坐贡多拉漫游威尼斯运河，穿过

阴暗狭⼩的☆叹息桥。

傍晚：参加狂欢节晚宴，还可享受狂欢节派对。

体验

贡多拉
Go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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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格： 500.00

游玩时⻓： 1⼩时

简介：在总督府的后⾯，以前这⾥是犯⼈经

过总督府通往后⾯监狱的必经之桥，因为犯

⼈经过此桥时常忏悔⽽叹息⽽得名。游览时

间同公爵宫。另外如果时间紧张，可以在外

观看，其实就是⼀座封闭桥梁，连接公爵宫

及牢房。叹息桥造型属早期巴洛克式⻛格，

桥呈房屋状，上部穹隆覆盖，封闭得很严

实，只有向运河⼀侧有两个⼩窗。当犯⼈在

总督府接受审判之后，重罪犯被带到地牢

中，在经过这座密不透⽓的的桥时，只能透

过⼩窗看看蓝天，从此失去了⾃由，不⾃主的发出叹息之声。另外还有⼀个有趣的传说，⼀名死

囚看⻅从前的恋⼈在桥的另⼀端与新欢亲热，不禁深深叹息。叹息桥从此成为了恋⼈⻅证爱情的

地⽅，据说恋⼈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终⽣相守。电影《情定⽇落桥》就是在这取景的。

到达⽅式： 步⾏

⼩贴⼠： 游览⽅式 外观、合影留念 游览叹息桥⼀般有三种⽅式，最为常⻅的就是站在斯拉夫⼈堤岸（Riva degli Schiavoni）远

距离观赏叹息桥，游客⼀般就是站在这⾥与桥合影留念。有时桥上还会挂上⼀些国际知名钟表及化妆品⼴告的巨⼤海报，这也成

为了桥上⼀道亮丽的⻛景线。 搭乘贡多拉 其次，就是乘坐贡多拉，穿过叹息桥。如今的叹息桥在恋⼈们⼼中具有了神圣般的意义

，据说如果恋⼈在乘坐贡多拉经过叹息桥时接吻，那样便可以终⽣相守。 参观内部 第三种⽅式就是游览总督府时顺带游览⼀下叹

息桥的内部。叹息桥是游览总督府的⼊⼝，游客可以从桥上的⼩窗远旺两边的河道。叹息桥的另⼀头就是共和国时期的监狱，也

可⼀同参观。 此外，如果时间够充裕的话，不妨在傍晚时分再过来游览⼀下，夜幕下的叹息桥别有⼀番意境。

地址： Piazza San Marco, 1 Venezia

电话： +39-41-2715911

⽹址： http://palazzoducale .visitmuve .it

开放时间： 全年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威尼斯叹息桥
Ponte Dei Sosp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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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威尼斯狂欢节是威尼斯最盛⼤的节⽇

之⼀。在狂欢节期间，不仅会有⾮常多街头

的活剧院的演出，还有在圣⻢可⼴场的化妆

游⾏。其中最有名的是带着⾯具的化妆的⼈

群。

地址： Piazza San Marco,Venezia

⽹址： http://www.carnevale .venezia.it/?slang=en

开放时间： 每年2⽉底⾄3⽉初。

地址： PALAZZO PAPADOPOLI,CALLE TIEPOLO 1364,VENEZIA,30125

体验
威尼斯狂欢节

酒店

威尼斯安缦
AMAN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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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8  天
0202月1818日，周⼀

DAY 8DAY 8DAY 8DAY 8

维罗纳 → ⽶兰 → 北京
1.朱丽叶之家 → 2. 维罗纳朱丽叶的守望台 → 3. 领主⼴场 → 4. 塞拉瓦莱名品奥特莱

斯 → 5. ⽶兰巴黎宫⽔疗酒店 → 6.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7. 北京⾸都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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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Casa di Giulietta是⼀座中世纪的建

筑在维罗纳。即使说朱丽叶是⼀个虚拟创

造的⼈物，但是却⼀点也不影响⼈们来到

这⾥的兴致。许多⼈来这⾥参观朱丽叶的

阳台，并且抚摸阳台下朱丽叶雕像的

胸部，因为有传说说摸了她的胸部就会给

这个⼈的爱情带来好运，不管是真是假，

时到今⽇朱丽叶的胸部已被来⾃世界各地

的游客摸得锃光瓦亮了。来到朱丽叶

之家，穿过⼤⻔，你会看到⼩说中描写的

阳台和⼀尊朱丽叶的雕像。据说抚摸朱丽叶的右胸的⼈可以得到爱情的好运和婚姻的幸福（虽

 今⽇概览

所在城市：维罗纳 → ⽶兰 → 北京

⾏程安排： 1.朱丽叶之家 → 2. 维罗纳朱丽叶的守望台 → 3. 领主⼴场 → 4. 塞拉瓦

莱名品奥特莱斯 → 5. ⽶兰巴黎宫⽔疗酒店 → 6.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 7. 北京

⾸都国际机场

 宿 ⽶兰巴黎宫⽔疗酒店

定制师备注：上午：乘⻋前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维罗纳（120KM/1H20）。

抵达后参观：☆朱丽叶的故居，朱丽叶的阳台，☆古罗⻢竞技场。

下午：前往⽶兰（165KM/1H40），抵达后可⾃由购物。

【世界⽂化遗产】爱之城--维罗纳

维罗纳是意⼤利最古⽼、最美丽和最荣耀的城市之⼀，2000年，被⼊选为联合国教

科⽂组织的世界遗产。但她对世界最⼤的贡献，却是因为莎⼠⽐亚笔下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就发⽣在这⾥。

景点

朱丽叶之家
Casa Di Giulie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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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虚构的⼈物）。

⼩贴⼠： 开放时间:周⼀ 13:45-19:30；周⼆⾄周⽇ 8:30-19:30

地址： Via Cappe llo, 23 37121 Verona VR

电话： +39 045 803 430

开放时间： 周⼀13:30-19:30；周⼆-周⽇8:30-19:30

⻔票价格： 0.00

简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可谓是爱

情故事中的经典典范，⽽在朱丽叶的故居同

样有这样⼀个地⽅，挂同⼼锁最好的地⽅莫

过于罗密欧追求朱丽叶的那个阳台外的⻔，

⻔上挂满了同⼼锁，且已被各种语⾔⽂字装

饰过的墙围了起来。

地址： Teatro Romano, Via Regaste  Redentore , 2, 3

7129

简介：领主⼴场（Piazza dei Signori），也

称为但丁⼴场（Piazza Dante），是维罗纳

历史中⼼的⼀个⼴场，毗邻百草⼴场

（Piazza delle Erbe）。由于但丁（Dante）

曾在维罗纳居住，⼴场中央有⼀尊但丁雕

像。

地址： Piazza de lla S ignoria 50121 Firenze , Italia

开放时间： 全天

⻔票价格： 免费

景点
维罗纳朱丽叶的守望台

景点

领主⼴场
Piazza Dei Sign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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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兰的时装与其美⻝、歌剧和教堂⻬

名。⽶兰还拥有地中海景⾊最美的港⼝之⼀

——波托菲诺港，这⾥也吸引着整个欧洲时

尚界。意⼤利最⼤的塞拉瓦莱名品奥特莱斯

是⽶兰附近最⼤的⼩镇型奥莱村，距⽶兰市

中⼼约90公⾥，拥有超过200家顶级奢侈品

及名品专卖店，云集了180个品牌，除了

Prada、D&G、Burberry、Valentino、Hugo

Boss、Moncle、Michael Kors，还有年轻

⼈喜爱的Pinko、Liu Jo、Tween Seet、

Nike、Kappa等品牌。另外如果⾏李箱不够装的，可以考虑在这⾥选购价格最实惠的新秀丽箱

包。

⼩贴⼠： 这个折扣村共有4 - 5 家餐厅及酒吧， 主要遍及在⼤⻔⼊⼝处(Information)，有快餐汉堡王(Burger King)，Panperf

ocaccia(Pizza、⾯包店)、Farine lla(Pizza)、Gazebo Bistrot(餐厅)等，逛街的朋友根据个⼈爱好选择。

地址： Via de lla Moda 1，15069 Serravalle  Scrivia(AL)，Italy

开放时间： 周⼀⾄周⽇10:00-20:00

简介：alazzo Parigi 位于⽶兰市中⼼，这

座贵族官邸宛若华丽的童话世界，随时恭

候您前来享受帝王般的⾄尊体验。Palazzo

Parigi 由建筑⼤师 Paola Giambelli 和巴黎室

内设计师 Pierre Yves Rochon 携⼿打造，其

厚重的历史积淀，⼀脉相承的理念与

使命，缔造出酒店卓越⾮凡的⾼贵⽓质。

酒店的建筑⻛格与内部装饰充分彰显了意

⼤利式的好客精神与设计天赋，别具⼀格

的法式⻛情贯穿其中，更显精致典雅。宏伟

购物

塞拉瓦莱名品奥特莱斯
Serravalle Designer Outlet

酒店
⽶兰巴黎宫⽔疗酒店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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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店建筑沐浴在和煦的⾃然光线中，宽⼤的观景窗俯瞰拥有上百年历史的私⼈花园：⼀幅美妙

绝伦的画卷跃然眼前，曾经的克拉美宫 (Palazzo Cramer) 终于再现昔⽇辉煌。精美的艺术品和珍

贵的古董更为酒店平添了⼀抹亮丽的⾊彩，⾄臻完美的细节缔造出这座私⼈宅邸独有的幽静氛

围。

地址： Aeroporto Malpensa, 21010 Ferno Varese

电话： +3902232323

⽹址： http://www.airportmalpensa.com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交通

⽶兰⻢尔彭萨国际机场
Malpensa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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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  天
0202月1919日，周⼆

DAY 9DAY 9DAY 9DAY 9

北京 → 沈阳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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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路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桃仙镇机场路

电话： 024 8939 2000

⽹址： http://tx.lnairport.com/

 今⽇概览

所在城市：北京 → 沈阳

⾏程安排： 1.北京⾸都国际机场 → 2.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交通

北京⾸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交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Shenyang Taoxi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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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旅途愉快。

祥景国旅 为您定制

扫码查看品牌主⻚

ENDENDENDEND



扫码查看指南书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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