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城时光  

恩施私家定制小包团  
     （ 天 天 发 班 ）  

   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七星寨、宣恩狮子关、文澜桥、墨达楼、 

宣恩版“洪崖洞”夜景、土家女儿城、屏山大峡谷、鹿院坪、 

女儿湖、朝天笋六日游 

总会相逢的，就像山川河流、万河归途；我们会在恩施相遇吗？ 

 

 

●别具一格：不再拘束于传统跟团游，释放个性的您！360°带您环游“灵秀恩施” 

 

●私家专属： 1、专属资深达人带队，深度讲解，完美邂逅这座城！ 

2、私家定制精品线路，体验不一样的小众恩施之美！ 

              3、专业 VIP 接站，商务车接送，随到随走，不等待！ 

          4、两人成行，精致旅程，专属接待，贴心服务！ 

  

●臻选住宿：精心安排携程五钻酒店入住，特别升级 2 晚野奢峡谷酒店！ 

 

●深度体验：廊桥遗梦狮子关，宣恩夜景-文澜桥-墨达楼，网红玻璃海大屏山，恩施必游大峡谷，原始村落

鹿院坪，网红打卡地 朝天笋+ 女儿湖 ；欢歌笑语恩施行。 

 

●惊喜赠送：独家赠送土家民族服装换装体验；女儿城土家风味下午茶体验。 

 



简 要 行 程

详 细 行 程

●舌尖味蕾：推荐打卡土家风味---土家腊蹄子、摔碗酒、土家油茶汤、张关合渣、炕洋芋、恩施豆皮！ 

 

●网红打卡：中国好山水，天赐恩施州，恩施网红景点一网打尽： 

——AAAAA 恩施大峡谷：恩施三大名片之一，世界上最美丽的伤痕，东方科罗拉多； 

——AAAA  狮子关景区：廊桥遗梦--最美水上浮桥栈道； 

——AAAA  屏山大峡谷：拥有“中国的仙本那”，是“东方的诺亚方舟”等美誉； 

——AAAA  土家女儿城：中国第八大人造古镇，世间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儿第一城； 

——AAA   鹿院坪：挂壁瀑布、鹿院古道、神鹿天梯、世外桃源！ 

——AAAA  仙山贡水旅游区：走文澜桥，观墨达楼，赏宣恩版“洪崖洞” 

 

 

 

 

 

 

 

 

 

 

 

恩施一个汇聚 29 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一个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更有着“世界硒都”美称的地

天数 游玩安排 餐 住宿 

第1天 全国各地-恩施 自理  宿恩施 

第2天 游【屏山大峡谷】【夜游浪漫宣恩 仙山贡水旅游区】； 早  宿宣恩 

第3天 游【狮子关】【恩施大峡谷云龙河地缝】； 早 宿大峡谷 

第4天 游【七星寨】【女儿湖】；【朝天笋】； 早 宿大峡谷 

第5天 游【鹿院坪】【女儿城】 早 宿恩施 

第6天 恩施-全国各地   

D1、全国各地-恩施                                                              住宿：恩施酒店



方.....我们的旅行就从这个美丽的地方开始…… 

   各地出发，前往世界硒都-恩施，我社工作人员接站/接机，前往酒店办理入住。 

温馨提示：此行程为您免费提供 24小时接送机/站服务,我们接站人员会提前一天 20点之前约定好接送时间点，

当天入住酒店为工作人员直接带领前往酒店入住，无导游接站，酒店押金请游客现付；导游会在当天的 21：30

前通知第二天集合事宜，请保持手机畅通 

 

 

 

 

 

早餐后乘车前往【屏山大峡谷】（车程约 3小时，游览约 3小时，不含船票 45元/人，必须自理）

网红圣地，被誉为“中国的仙本那”，是“东方的诺亚方舟”，这里地势险要，风光奇特，四壁峭壁

耸立，碧水环绕，青山翠绿，构成十分罕见的地缝风光。置身于充满魅力的屏山，你就有一种如痴如

醉、返璞归真梦幻般的感觉，深入谷底，地缝河面的水上风光更为旖旎独特，美妙绝伦。地缝的河水

清澈见底，游船行进在河面上，犹如悬浮在空中一般，真令人叫绝，真的是屏山风景如画，江山如此

多娇。 

 

结束后前往宣恩县赏宣恩版“洪崖洞”，夜游【仙山贡水旅游区】仙山贡水旅游区是湖北省唯一

一个以县城为核心区域的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核心区域沿贡水河两岸分布，主要景点有：老院子、

民族风情街、文澜桥、贡水河音乐喷泉、兴隆老街、墨达楼、苗族钟楼、惹溪街、贡水河国家湿地公

D2、恩施-屏山大峡谷-夜游仙山贡水旅游区              用餐：早          住宿：宣恩酒店



园等。景城一体，主客共享的美丽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惹溪街以水为魂，沿河而建，如今也叫“烤

活鱼一条街”。晚上可在欣赏夜景的同时，推荐光顾强哥烤活鱼/宏兴烤活鱼/河边烤活鱼用餐。焦香

的鱼皮，嫩滑的鱼肉，浓郁的酱汁，兼具湘菜的麻辣和鄂菜的精髓，入口难忘。享用完美味的仙山烤

活鱼后，前往惹虹桥码头，乘坐竹筏体验贡水泛舟之乐。还可以乘坐景区观光小火车、品味新春非遗

展演、欣赏音乐喷泉，更可以打卡兴隆老街。游览结束后入住县城（仙山贡水旅游区）酒店。 

 

 

 

 

早餐后，游览【狮子关风景区】（游览约 2.5小时，不含电瓶车 30元/人），因有大小五座状

似狮子的岩山而得名。五座雄狮扼守县境东南，狮子关是县城通往长潭河侗族乡、椿木营乡的要道，

是宣恩古集镇之一。宣恩三大古关隘各具特色，与晓关和东门关相比，狮子关更幽深，显得变幻莫测。

景区分为干峡谷观光带和水峡谷观光带，设有廊桥遗梦、猕猴水寨、狮吼瀑布、狮子口、金猫冲关、

雄狮护关、一线天、狮吼岩、天坑瀑布等几十个旅游景点，自然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令人陶醉。 

 

游览结束后乘车前往乘车赴【恩施大峡谷】(车程约 2小时，不含地面缆车 30元/人、垂直电梯 30

元/人)， 是清江流域极美丽的一段，被誉为全球美丽的大峡谷，万米绝壁画廊、千丈飞瀑流芳、百

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幽长，雄奇秀美的世界地质奇观，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不分伯仲。抵达景点

后游览【云龙河地缝】（游览约 1 小时）全长约 20 公里,平均深度为 100 米,地缝上窄下宽呈“八”

字状。上宽平均约为 16.8 米,下宽平均约 30米。地缝入口最宽达 100余米。湍急的云龙河穿缝而过。

地缝两岸绝壁陡峭，相互对峙，雄险无比；瀑布众多，飞溅而下，蔚为壮观；缝底内险滩众多，巨石

林立，深潭密布，奇石怪石随处可见。结束后入住大峡谷特色酒店。 

D3、宣恩-狮子关-云龙河地缝           用餐：早                       住宿：大峡谷酒店



 

 

 

 

早餐后游【七星寨景区】（不含景区交通车 20元/人，上行索道 105元/人，下行 100元/人，手

扶电梯 30 元/人，游览时间约 3 小时），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峡谷之一， 峡谷中的百里绝壁、

千丈瀑布、傲啸独峰、原始森林、远古村寨等景点美不胜收。绝壁围合的空间美；笋立千仞的峰丛美；

云蒸霞蔚的梯田美；云龙游弋的地缝美。表现得十分完整和典型，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喀斯特地貌天然

博物馆。 

 

后前往【女儿湖】女儿湖，坐落于国家 AAAAA景区恩施大峡谷腹地的后山之巅，地属湖北省恩施市板

桥镇大山顶村，距恩施城区 65公里。湖面海拔 1900 米，比其相邻的全市海拔制高点石门坎海拔 2078

米仅低 170余米。女儿湖孤悬于四周皆为绝壁和陡坡的山顶洼处，实可称其为天池，宛如恩施大峡谷

的巅峰之眼。在喀斯特地貌地区的高海拔处成湖堪称罕见。湖四面环山，呈南北走向。北山略高于南

山，属坐北朝南势。东西两山体均呈弧形山脉，高出南北两山，呈环抱状。东山脉生两峰，西山脉生

七峰，共九峰环伺。各峰不高，峰体均圆润，植被良好。 春夏秋冬的女儿湖别具一番风味，成为一

块小众网红打卡地； 

 

前往【朝天笋】在恩施大峡谷景区对面海拔约 1800 米的山巅，有一孤立“独岛”，它周围平缓，独插云霄，当

地人称“日天笋”。它高约 150 米，四面陡峭，东边垂直峭壁高约 120 米，西边垂直峭壁高约 80 米。”日天笋”从谷底

D4、七星寨 -女儿湖-朝天笋                    用餐：早                  住宿：大峡谷酒店



拔地而起，傲世苍穹。 

 

 

 

 

 

早餐后前往原始部落—【鹿院坪】（游览 4 小时左右）徒步进入美丽而原始的鹿院坪，良好的

生态，险峻的山峰，神奇的传说，纯朴的民风，集奇、险、峻、秀、美、纯一身）走过这 44道拐石

头阶梯，轻轻跨过小木桥，我们就进入了村子。这里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凉爽宜人，被驴友

称作最后的桃花源，景色秀丽。参观地缝景观--【鹿饮潭】、【鹿嘻壁】、【水帘洞】、【瀑布群】

等景点，后徒步【42道拐】该景区内有两条河流，一条叫刘廖河，一条叫中间河，鹿院坪即在中间

河流域，深陷峡谷地缝中，四周绝壁环绕。从山上桥湾垭口到谷底桥湾，垂直落差 500 多米，从悬

崖上凿路下去，因用了数十道之字拐，则要走 1000多米当地人叫“四十二拐”的山间小道共有 1520

级台阶，差不多一公里路。因这种特殊的地势使得鹿院坪的山水林田路及农舍保持原生态。 

 

游览结束后乘车返回恩施游览【恩施女儿城】（游览时间约 1.5小时）地处于有“世界硒都”之

称的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土家女儿城马鞍山路 41  号，这里有 200 多万年前“建始直立人”

留下的世界最早的“古人类文化”，有与楚渝文化交相辉映的“巴文化”；有精美绝伦的土家织锦西

兰卡普；有中国南方杆栏式建筑经典土家四合院，青山绿水环抱，环境优美，地理位置 极为优越。

酒店地处低密度休闲养生及文化娱乐圣地，是未来武陵地区城市娱乐消费中心和旅游集散地。参观最

楚非遗文化街，让您亲身体验鄂西土苗各少数民族非遗文化的魅力（雨天取消）观土家歌舞表演（雨

天取消）。 

温馨提示：最楚非遗文化街为敞开式民用商业区，特色商品导游义务介绍，旅游者购物行为为自主选择，

旅行社不接受区域旅游者购物方面的投诉。女儿城表演以景区实际安排为准，若遇下雨等情况无法表演，敬请

D5、鹿院坪-女儿城                      用餐：早                            住宿：恩施酒店 



费 用 包 含

谅解，无法退任何费用。 

 

 

 

 

您可以根据自身车次时间，自行合理安排自由活动行程。您可自由活动，有土苗风情博物馆，也

可品尝恩施当地特色小吃。我们工作人员会按约定的时间送您去车站/机场，返回温馨的家。 

 

 

 

 

1、用餐：5早（不占床不含早餐，疫情期间可能为打包早） 

2、住宿： 携程五钻酒店双人标准间 （产生单男单女，需补单房差） 

恩施参考酒店：奥山雅阁、紫荆国际或同级 

宣恩参考酒店：宣恩今典君澜、锦江都城或同级 

大峡谷参考酒店：大峡谷女儿寨、峡谷风情、峡谷明珠或同等级 

3、门票：所列景点大门票：大峡谷含景交地缆；屏山含船；狮子关含景交；鹿院坪门票；女儿城； 

（游客必须携带二代身份证，或户口本） 

（赠送景点或项目因时间或天气原因不能前往或自动放弃，按“不退费用”和“不更换景点”处理） 

4、交通：精选 7 座别克 GL8，给您更好的旅行体验 

5、导游：无 （司机兼导游，负责协助拿票不进景区） 

6、购物：全程无购物. 

7、保险:含旅行社责任险 

 

D6、恩施-全国各地                      用餐：早                            住宿：温馨的家 



费 用 不 含

注 意 事 项

 

 

1、全程按标准间一人一床位核价，不提供自然单间，产生单男单女敬请自理； 

2、自愿消费项目：恩施大峡谷上行索道 105 元/人、下行索道 100 元/人、垂直电梯 30 元/人、扶手

电梯 30元/人，屏山悬浮船拍照 25-30元/人；鹿院坪上行电梯 90元/人、下行电梯 90元/人 

3、个人意外保险建议游客自行购买 

4、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5、儿童报价 1.2米以下（只含车、餐、导）以外产生的其他费用需游客自理； 

 

 

【重要提示】：请游客务必详细阅读 

1、请成人带好有效的特殊证件（军官证，老年证等），儿童带好户口本； 

2、当地用餐口味较辛辣，且普通团队餐厅菜式比较雷同。建议旅游者可自带些佐餐。 

3、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政策性调整导致无法游览的景点（堵车、封路、塌方等），经全车游客签字同意，可变更或者取消。

部分景区及酒店为方便旅游者有自设的商场及购物场所，并非我社安排的旅游购物店，此类投诉我社无法受理，敬请谅解。 

4、恩施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雨水充沛，请带好必备的驱蚊药品、晕车药品、防晒用品、

太阳镜、太阳帽、雨伞，旅游需尽量穿旅游鞋，应避免穿皮鞋、高跟鞋。同时建议自备清热、解暑的药或冲剂。 

5、记好导游手机号备用，注意人身和财物安全。贵重物品可寄存在酒店前台保险柜，下榻的酒店的名称位置也要记牢，不要随

便相信陌生人，特别是三轮摩托车、街头发小广告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6、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文明旅游、文明出行，自觉爱护景区的花草树木和文物古迹，不得随意攀折、不随意在景区、古迹

上乱涂乱画、不乱丢垃圾、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等。很多景区和酒店周边有小摊小贩，如无意购买请不要与其讲价还价，一旦

讲好价格不购买的话容易产生矛盾。出游请保持平常的心态，遇事切勿急躁，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助。 

7、请配合导游如实填写当地《游客意见书》，游客的投诉诉求以在行程中，旅游者自行填写的意见单为主要依据。不填或虚填

者归来后的投诉将很难受理，如在行程进行中对旅行社的服务标准有异议，请尽量在景区当地解决。如在旅游期间在当地解决不

了，可在当地备案，提醒：旅游投诉时效为离团之日起 15 天内有效。 

8、行程不含的其他景点地区当地特色旅游项目及告知内容，如有需求可与当团导游联系，合理安排时间，不给旅游留下遗憾。

体验项目当地导游可根据体验的最佳时间进行合理安排。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章第九条至第十六条，请游客尊重旅游从业者的人格和宗教信仰，不得损害、侵犯旅游

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0、为了保证旅游从业者的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安全、健康、方便的旅游服务，旅游从业者将在旅游过程中有可能进行录音。

（如有录音、录影行为导游将提前告知旅游者） 

【游客须知】：请游客务必详细阅读 

1､本产品行程实际出行中，在不减少景点且征得客人同意的前提下，导游、司机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

适当调整（如调整景点游览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确实无法执行原行程计划，对于因此而造成的

费用变更，未产生费用，按照我社退费标准进行退费，敬请配合。出游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景点未能正常游玩，导游



经与客人协商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取消或更换该景点，或由导游在现场按旅游产品中的门票价退还费用，退费不以景区挂牌价为准，

敬请谅解。 

2､如遇路况原因等突发情况需要变更各集合时间的，届时以导游或随车人员公布为准。 

3､赠送项目，景区有权依自身承载能力以及天气因素等原因决定是否提供，客人亦可有权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 

4､持老年证、军官证、学生证等优惠证件的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具体以出行当日景区公布政策为准。具备条件的游客

请在签约时备注相关信息并在出行时携带好优惠证件，届时由导游统一安排，按打包行程中客人已享的优惠价格，现场退还差价。 

5､因当地经济条件有限，交通、酒店服务及设施、餐饮等方面与发达城市相比会有一定的差距，敬请谅解。 

6､旅游团队用餐，旅行社按承诺标准确保餐饮卫生及餐食数量，但不同地区餐食口味有差异，不一定满足游客口味需求，敬请见

谅。 

7､在旅游行程中，个别景点景区、餐厅、休息区等场所存在商场等购物场所，上述场所非旅行社安排的指定购物场所小吃点、小

卖部、零食野果等。提醒旅游者根据自身需要，理性消费并索要必要票据。如产生消费争议，请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义务，由此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9､团队行程中，未经领队/导游同意，旅游者不得擅自脱团、离团。经领队/导游同意后，您应签署离团责任书，自行负责人身及

财产安全，与本社无关。未完成部分将被视为您自行放弃，已实际产生损失的行程，不退任何费用。 

10､在旅游旺季或者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您的行程游览不受影响，行程的出发时间可能会提早（具体出发时间以导游

通知为准），导致您不能正常享用酒店早餐。我们建议您跟酒店协调打包早餐或者自备早餐，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