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秀湖北  

游湖北、品三国、登武当、探神农、观大坝、趣恩施、赏武汉、 

湖北大环线 10日游 

（每周三发班） 

 

●有些风景，看一次就永生难忘， 

●青山绿水、高山湿地、三国文化、世纪工程、道教文化、原始森林， 

●你或许要花 N 次旅行才能看全的的风景，在这里你一次就能遇见。 

 

★经典在线：1、20 年专业湖北地接，品牌旅游企业，为您的旅程保驾护航 

2、灵秀湖北，楚楚动人，全景连线，一次旅行，一生难忘 

3、 匠心出品，有口皆碑，热销 5 年，4 次迭代升级，美好的旅途一定要内外兼修 

 

★专享品质：1、精选资深老导游，寻味三国文化，一路陪您趣玩湖北 

2、0 购物、0 套路，真纯玩，不用一路“买买买” 

3、专业 VIP 接站，商务车接送，随到随走，不等待 

 

★甄选酒店：全程指定当地高端酒店，安然下榻，睡得好才能玩得好 

 

★稀客体验：更高的硬件标准，更用心的服务，更贴心的细节，一切只为让您获得更棒的旅行体验 

 

★精彩旅程：游湖北、品三国、登武当、探神农、观大坝、趣恩施，不走回头路，圆梦湖北大环线之旅 

 

★舌尖盛宴：全程含 9 早 7 正，特别升级土家摔碗酒、武当山道家养生素斋宴、大九湖特色生态宴 

 

★大美湖北：灵秀湖北，楚楚动人，湖北大牌景点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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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江景区：醉美大清江，恩施小三峡；恩施人的母亲河 

——AAAA  恩施地心谷：施南第一佳要，探寻人类起源地、地心归来不看谷 

——AAAAA 土家女儿城：世间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儿第一城 

——AAAAA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北纬 31 度，被称为神秘之地，是人类的“伊甸园”   

——AAAAA 官门山：神农架的生态大观园，神农架“物种基因库” 

——AAAAA 天燕：穿燕子洞观远古时期海洋动物－－短嘴金丝燕、徒步穿原始森林 

——AAAAA 大九湖：湖北的“呼伦贝尔”、“神农江南”、“高山盆地”和“天然草场” 

——AAAAA 神农祭坛：祭祀先祖-炎帝神农，观千年古树-铁坚杉 

——AAAAA 武当山景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道教名山 

——AAAAA 古隆中景区：刘备三顾茅庐的史事和兴汉蓝图"隆中对策"之地 



简 要 行 程

详 细 行 程

 

——AAAAA 三峡大坝：国之重器，世界规模最大水利发电站.遇见三峡，遇见《中餐厅》 

——AAAAA 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武汉，别称江城，被称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各全国乘坐高铁/火车/飞机前往武汉，我社工作人员或司机接站/接机，前往酒店办理入住宿，前往

酒店办理入住，宿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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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 

日期 
行程安排 餐 住宿 

第1天 全国各地-武汉 不含餐  宿武汉 

第2天 游【襄阳古城墙】；【古隆中】，晚上可自费夜游【唐城】入住酒店； 含早餐  宿襄阳  

第3天 游【武当山】、太子坡、紫霄、南岩宫；可自费金顶，入住酒店； 含早中餐  宿武当山  

第4天 游【天燕风景区】【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入住酒店；  含早晚餐 宿坪阡  

第5天 游【大九湖】【神农祭坛】【官门山】；入住酒店； 含早中餐 宿宜昌  

第6天 游【地心谷】【女儿城】；入住酒店； 含早中餐 宿恩施  

第7天 游【恩施大峡谷】【七星寨景区】【云龙河地缝】入住酒店； 含早中餐 宿恩施 

第8天 游【恩施大清江】；入住酒店； 含早晚餐 宿宜昌 

第9天 游【三峡大坝】；车赴武汉，入住酒店； 含早中餐 宿武汉 

第10天 游【黄鹤楼】，武汉送站 含早餐  

D1 全国各地-武汉                                                                   住宿：武汉

D2、武汉-古隆中                用餐：早中                                      住宿：襄阳



武汉车赴襄阳，参观金庸笔下描写多次的【襄阳古城墙】（游览时间约 45 分钟）：登襄阳古城

墙，一览汉江风情，找寻郭靖大侠当年的踪迹。前往游览【古隆中风景区】（游览 2小时左右）隆中

风景区山峦叠翠，溪水潺流，一派田园风光，罗贯中曾这样描写到“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

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这里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

东汉末年（197－207）曾在此学习、生活；蜀国国君刘备“三顾茅庐”的和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发

生地。隆中风景区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晚上可夜游【襄阳唐城影视基地】（约

2.5 小时，门票 100 元/人自选）襄阳文化产业园，又名唐城景区，位于襄阳唐城影视基地中部，为城

楼、宫殿、街市、宅邸、寺院、水系六大片区，建有凯旋楼、明德门、朱雀廊、东西市、青龙寺、 

皇宫、花萼相辉楼、胡玉楼、高力士宅、涧南别业等建筑群 。后赴酒店入住。 

 

 

 

早餐后全天游览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道教名山【武当山风景区】乘景区环保车至太子坡，游

【太子坡】：领略太子坡古建筑群“四绝”一里四道门、十里桂花香、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游

武当山保存最完整的宫殿、武当最大的道场—【紫宵宫】：聆听道教音乐、感受道教氛围，后游览武

当山 36岩中风景最美处、真武大帝得道飞升之圣地--【南岩宫】：朝真武大帝、观绝壁石殿、品甘

露圣水、烧龙头大香，中午享用武当山道教养生素斋宴。登上【金顶】自愿自理 27元/人,上行索道 90

元/人，下行索道 80元/人，注：如不乘索道单程上山约步行 3小时，返程约 6小时）登海拔 1612米

天柱峰（武当之巅，朝圣祈福），游览转运殿、太和宫、紫禁城，观历经六百年雷火练击的铜铸鎏金

殿俯瞰整个武当山，感受“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的武当胜景，行程结束后入住酒店。 

 

 

 
D4、武当山-神农架                        用餐： 早晚                               住宿：坪

阡

D3、襄阳-武当山                     用餐：早中                              住宿：武当山

 



早餐后车赴神农架（车程约 3小时）途中游览原始悠古、猎奇探秘为主题的原始生态旅游区【天

燕风景区】：燕天生态旅游区是以原始森林风光为背景，以神农氏传说和纯朴的山林文化为内涵，您

可以走在燕子垭山体悬壁边可观全个天燕国家级森林公园，穿燕子洞观远古时期海洋动物－－短嘴金

丝燕、徒步穿原始森林、过湖北海拔最高桥－飞云渡；中餐后在酒壶坪游客中心乘座景区换乘车游览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您可以置身森林中呼吸清新的空气，无比畅快；观小龙潭野生动物，亲密接

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神农架精灵金丝猴，了解辨识神农架珍惜草药；；穿梭原始林海的金丝猴活动

领地――金猴岭原始森林、神奇瑰丽的神农第一景--神农谷观奇特峡谷风光、了望塔远眺华中第一峰、

探秘奥秘之地板壁岩高山石林草甸风光；行程结束后前往大九湖坪迁古镇，感受森林新镇的魅力。 

 
 

 

早餐后乘换乘车赴【大九湖景区】大九湖因其享有“高山平原”的美誉，并被称为湖北的“呼伦

贝尔”、“神农江南”大九湖素有“高山盆地”和“天然草场”之美称。行走于蓝天、白云、湖水、

湿地之间，主要游览景点有亚高山草原、浅水湖泊、落水孔、天然野生动物园等，运气好还能感受到

神农绝景---九湖晨雾。下午游览【神农祭坛风景区】（游览时间约 1 小时）：整个景区分为主体祭

祀区、古老植物园、千年古杉等。祭祀区分天坛、地坛，依山而建，主体建筑为巨型牛首人身神农雕

像；古老植物园内有数百种国家珍稀植物，如血皮槭、银杏、香樟，珙桐，鹅掌楸...同时可以观千

年古树－－铁坚杉，此树距今已有 1250 多年树龄。【官门山风景区】（游览时间约 1 小时）：官门

山景区植被丰富，雨水充足，风景优美，沟壑纵横，谷幽林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神农架

官门山的奇景和生命，以及人文遗迹。官门山景区集生态、动植物、人文、科考等于一体，是神农架

的生态大观园。官门山物种丰富，山险林奇，山水相映，环谷幽深，地质遗迹富集。后途径最美水上

公路-古昭公路，车赴宜昌入住酒店。 

 

 

D6、宜昌-恩施                      用餐：早中                                    住宿：恩施

D5、神农架-宜昌                      用餐：早中                                   住宿：宜昌



 

早餐后乘车赴恩施【地心谷景区】（车程约 2.5 小时，不含观光电梯 30 元/人必须自理）,石门

河景区拥有世界最奇特的旅游资源：景区集山、水、道、洞、情于一体。石门河景区享有“世界第一

古人，中国第一古河，巴楚第一古道，施南第一佳要”的美誉。景区内有三段幽奇峡谷，自然经典天

然奇观，约 200 多个景点。绝壁古洞，漫道雄关，蟒藤古树，鸟语花香，与世隔绝，一尘不染，游览

景区有穿越时空之感，后前往【恩施女儿城】（游览时间约 1小时），全国第八个人造古镇，土家女

儿城整体建筑风格为仿古与土家吊脚楼相结合，完美的体现了土家族的民风民俗，观土家歌舞表演，

游览“世上男子不二心，天下女儿第一城”——女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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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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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谅解，无法退任何费用。 

 

 

 

早餐后乘车赴【恩施大峡谷】(车程 1.5小时，游览约 5小时，不含景区交通车 20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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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游【七星寨景区】（不含上行索道 105

元/人，下行 100元/人，手扶电梯 30元/人，游览时间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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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结束后返回恩施，入住酒店。 

温馨提示：因恩施属于山地，旅游车需要加刹车降温水，前往大峡谷的途中有很多农民给大巴车

免费提供加刹车降温水，给游客免费提供卫生间、免费加茶水等，同时将自己种植的茶叶销售给客人，

沿途农民设的这种场所属于公共购物场所，不属于我社安排的购物店。 

D7、恩施大峡谷                      用餐：早中                                  住宿：恩施



 

 

 

早餐后乘车赴清江风景区，乘船游【大清江风景区】（车程约 1小时，游览时间约 4小时）“妹

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悠悠龙船调，浓浓清江情。这首名列“世界民歌”之一的《龙船调》，

将“妹娃要过河”的“河”---清江，唱红了世界。全程共分为红花峡、千瀑峡、蝴蝶峡三个峡段，

峡谷两岸屏峦入画，石峰雄奇，绝壁林泉，瀑布飘逸（枯水季节无瀑布），更有两岸的吊脚楼群和土

家田园掩映在青山碧水之间，风景迷人，风情醉人。沿途欣赏清江中上游风光，丽水清江的千层岩、

红花淌峰林、五花寨、景阳大峡谷、蝴蝶崖等美景。后车赴宜昌，入住酒店。 

 

 

 

 

 

 

 

 

早餐后乘车经三峡专用高速公路赴三峡工程所在地――中堡岛，游览【三峡大坝】（内宾换乘车

费必须自理 35元/人，游程约 2.5小时）建设勘测点―——坛子岭观景点，登上三峡大坝最佳观景点，

观三峡大坝全貌，俯看壁立千仞的“长江三峡第四海”――双线五级船闸，截流纪念园观三峡大坝工

程实物及影像资料，再现葛洲坝、三峡大坝截流的历史性画面，185平台观高峡出平湖壮丽风光，游

览结束后车赴武汉，入住酒店。 

 
 

D9、宜昌-三峡大坝                用餐： 早中                     住宿：武汉

D8、恩施大清江-宜昌                      用餐：早晚                           住宿：宜昌

D10、黄鹤楼-送站               用餐： 早                     住宿：温馨的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317.htm


 

早餐后车赴【黄鹤楼】（车程约 2.5小时，游览约 2小时）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长江南岸，相传

也始建于三国，唐时名声始盛，这主要得之于诗人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诗句。黄

鹤楼建在城台上，台下绿树成荫，远望烟波黄鹤楼浩渺。中央主楼两层，平面方形，下层左右伸出，

前后出廊屋与配楼相通。全体屋顶错落，翼角嶙峋，气势雄壮。宋之后，黄鹤楼曾屡毁屡建，清同治

七年（1868）重建，但只存在了十几年。现仅留当时楼貌照片，已不是宋画在高台上丛建多座建筑，

而取集中式平面，高踞在城垣之上，平面为折角十字，外观高三层，内部实为九层。下、中二檐有 12

个高高翘起的屋角，总高 32米。游览结束后返回温馨的家。（建议出 16点之后的动车） 

 

 

 

1、用 餐：含 9早 7正餐，（不占床不含早餐，疫情期间可能为打包早）另升级三餐当地特色餐（武

当山道家养生素斋宴、大九湖特色生态宴，土家摔碗酒）； 

2、住宿：全程商务酒店（产生单男单女，需补单房差） 

参考酒店： 

武    汉：玉希商务酒店、亚际酒店、锦江之星（武昌火车站店）或同级； 

襄    阳：高生酒店、南港酒店、尚一特酒店或同级 

武 当 山：国宾酒店、雅典酒店、玄岳酒店或同级 

坪    迁: 甜梦美宿、晴川客栈、大自然酒店或同级 

宜    昌：京陵宾馆、宜锦花园、纽宾凯尚居、运七（西陵二路店）或同级； 

恩    施：高旗、风之舞、盛和嘉园、唐门、农科院、江景宜欣、瑞锦精品或同级 

    

3、景点：古隆中门票、武当山大门票、紫霄宫门票、金顶门票、神农架景区联票（神农顶、大九湖、

神农坛、官门山、天燕）、地心谷、恩施大峡谷、恩施大清江、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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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当地空调旅游车(保证一人一正座) 

5、导游：全程当地优秀导游讲解服务； 

6、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 

费 用 包 含

https://baike.so.com/doc/322670-3417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8920-5282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0745-5302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98401-22200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660314-17550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29892-5256140.html
https://p1.ssl.qhimg.com/t011741551751e55a69.png


费 用 不 含

注 意 事 项

特别提示：1、此产品为旅行社协议打包价，出团前三天内取消，收取损失 500 元/人，报名即认可

此协议 

2、旅行社有权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可调增游览先后顺序 

 

 

 

1、必须消费：古隆中景交 20元/人、武当山景交 100元/人、地心谷景交 30元/人、神农架景交 130

元/人、三峡大坝景交 35元/人、恩施大峡谷景交 20元/人+地面缆车 30元/人 

2、自愿消费：武当山索道上行 80元/人、下行 70元/人、三峡大坝电瓶车 10元/人、恩施大峡谷上

行索道 105元/人、垂直电梯 30元/人、扶手电梯 30元/人，夜游唐城门票 100元/人、地心谷玻璃桥

80元/人、观光电梯 35元/人、空中魔毯 25元/人 

2、全程不含单房差，如遇出游人数为单数，需补单房差，价格现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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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标准：1.2米以下儿童仅含当地旅游车位、导游服务及半餐费用，其他费用游客自理 

 

 

 

 
【重要提示】：请游客务必详细阅读 

疫情期间报名需提供绿码和行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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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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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