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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700 名园艺师都会在这里

亮出自己最有想像力、创造力的作品，人们也总是能观

赏到许多不同特点、情趣各异的主题苗圃和花园。在规

模宏大、五彩斑斓的花展上，还常常出现一些设计非常

独到、新颖、令人们啧啧惊叹的园艺作品，既给人们无

限美的感受，又展现着高科技和自然主义的创新理念。

   切尔西花展分为室内、外两个展区。室内展览在一个

巨型帐篷内进行。在这里，首次展出多种最新的园艺珍品，

包括育种家提供的新优花卉、优秀的花艺作品以及各式

各样的园艺产品。室外展区主要是花园展览，包括展示

花园（ShowGardens）、时尚花园（Chic Gardens）、

城 市 花 园（City Gardens） 和 庭 院 花 园 (Courtyard 

Gardens) 四类。

切尔西花展
Chelsea Garde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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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茨沃尔德（Cotswolds），英格

兰之心脏地区，也是全球旅游胜地之

一。科茨沃尔德位于莎士比亚之乡的

南面，它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城镇的名

称，而是一整片地区，区域内有切尔

滕纳姆、赛伦赛斯特、埃文河畔的斯

特拉特福等众多小镇。在这里绵延的

乡村风情与科茨沃尔德群山融合在一

起，小镇上保有历代建筑，具有传统

风格，并具有浓厚的英国小镇风味。

这里优美的田园风光，仿佛让你置身

于真正的世外桃源。科茨沃尔德内的

每个小镇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让人留

恋忘返。镇上的景点众多，有《哈利

波特》取景地点—告士打大教堂，澈

亭咸美术博物馆，马美士百利镇亚比

屋花园等。

科茨沃尔德
Cotsw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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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名中外的泰特伯里镇拥有悠久的历史。

位于镇中心的长方形的集市场屋 (Market 

House) 是小镇的主要标志之一。这座集市场

屋建于 1655 年，由三排巨大的石柱支撑，最

初是设计作为为羊毛及大羊驼毛的交易场所，

至今仍被作为小镇赶集地使用。

    漫步于镇上，一间间典雅独特的房屋，许

多还是在 17 世纪建造的，当年作为纺织工匠

往宅的古老小村屋，展示着泰特伯里镇几百年

前繁荣的历史。今日小镇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

古董店与独立的高档精品店。查尔斯王子还在

镇上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出售其私人庄园的产

品及其他精心挑选的当地特产。这可是您为亲

朋好友购买顶级纪念品的最佳选择：除了可以

购得带有皇室徽章的特产，这里还出售查尔斯

王子最爱的美酒佳酿。

   小镇与英国皇室关系源远流长，这里不但

是两位英国王子，威廉王子与享利王子的成长

地和住处，当年戴安娜王妃的美丽身影也成为

小镇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泰特伯里镇
Tet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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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勒顿老庄园位于什罗普郡，拥有 30 年的历史。这个占地 4

英亩（约为 6437 平方米）的花园结合了典雅的建筑结构和丰富

多彩的植物，是典型的英式花园。每到 8 月和 9 月，Lanhydrock

花园内满是火热的橙色、黄色和红色，而红豆杉园内则是优雅清

凉的白色、银色和蓝色。花园内还有一条缓缓淌过的清凉小溪，

在火热的夏天，确实是避暑胜地。

沃勒顿老庄园
Wollerton Old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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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德科特庄园花园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齐平卡姆登镇附近的希德科特

村庄，是英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工艺美术花园，由英国国民托管组织

管理，对公众开放。

   这座园林始建于 1907 年，位于格洛斯特郡如画山岭间，倾注了美国人

劳伦斯 . 约翰斯顿（Lawrence Johnston）毕生的心血和激情。整座园林由

29 个大小各异的“花园房间”组成，每个花园所栽植物各不相同，这里的

花丛、树篱、草地、道路及远处的旷野、房子，设计上讲究搭配和谐，毫

无突兀、草率之处，举目净是愉悦、清新与优美。“白园”、“枫园”、

“罂粟园”、“ 松园”、“海棠园”、“百合花池”、“玫瑰花径”、“溪

流花园”……29 个花园连成一片，行走其间，可以从植物、布局分辨出每

个花园的气氛和个性。花园缤纷灿烂的奇花异草一年四季隨着季节的变更，

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是园艺爱好者的天堂。

希德科特庄园花园
Sid Kurt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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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德利城堡曾经是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

们静休之地。礼拜堂中供由亨利八世最后一位妻

子凯瑟林帕尔的墓寝，与此同时南极探险者欧内

斯特沙克尔顿以及康斯太布尔和科纳的绘画作品

有关的展览也在这里举办。在户外，王后的花园

非常美丽。

休德利城堡 & 花园
Sudeley Castle &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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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顿因马什镇位于科茨沃尔德的北端，就是因为坐

落于罗马时期的福斯路上因此而篷勃发展起来的。福斯

路穿过小镇的主街和旧伦敦，直达一条史上有名的马车

线——伍斯特公路。古老的晚钟塔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

仍然保存着最初的时钟与撞铃，其历史可追溯至1633年。

镇上以众多的古董店而出名，也有许多小巧可爱的餐馆

和乡村酒吧，是个体验纯正英式下午茶的好去处。

    从伦敦到这里有直达的火车，将这座小镇视为游览

科茨沃尔德村镇其他风景的梦幻之旅之起点，您一定会

乘兴而归，不虚此行。

莫顿因马什
Moreton In 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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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缇珊茶室 (Tisane Tea Rooms) 位于一幢 17 世纪有科兹沃兹

风格石头建筑里，游客们常常以一顿下午茶的时间，细细体会被

称为“科兹沃兹的瑰宝”的百老汇。这家传统风格的英式茶室有

着白色的凸窗，和白色的木门，门口摆着绿色的招牌，上面写着

当天的特别供应。春夏季节晴好天时，茶室会开放它的小花园，

让客人在户外享受阳光和美食。

缇珊茶室
Tisane Tea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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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恩斯威克洛可可花园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佩恩斯威克镇上，是世界

唯一具有洛可可风格的花园，是来到这里绝对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

    洛可可式建筑风格于 18 世纪 20 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主要

表现在室内装饰上，其基本特点是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纷繁琐细。英国

18 世纪早期曾经流行过一段短暂的洛可可式风格花园设计的风气，佩恩斯

威克洛可可花园是那一时期的唯一幸存者。花园的精美设计再现了当时富

裕业主的生活趣味：追求纤巧精致，而又崇尚豪华繁琐的设计装饰风格。

这种风格虽然显得自相矛盾，却令业主有充分的空间体现其个性，尽情地

将其品味与财富无限制的自吹自擂。这座唯一幸存下的花园充满了奇妙魔

力与浪漫气息，是英国人开派对的好场所。花园最为出名的是情趣盎然的

迷宫、每年 8 月的艺术节及不容错过的雪钟花。

洛可可花园
Rococo Garde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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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英国）首都，欧洲最大的城市。

与美国纽约并列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平原上，

跨泰晤士河著名景点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格林威

治天文台，伦敦眼，伦敦最高建筑碎片大厦等。

伦敦
London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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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是英国君主位于

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

   白金汉宫始建于 1703 年，1837 年白金汉宫正式成

为王宫，此后一直是英国王室的府邸。虽然白金汉宫

自 1993 年 8 月向公众开放部分区域参观，但显然并非

所有人都有机会受到女王邀请，成为座上贵宾。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自 1952 年即位以来，几乎每年都会

邀请来访的国家元首到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做客。而

白金汉宫的待客之道，堪称英伦典范的最高标准。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TRIP

11



www.china-pt.cn

   特拉法尔加广场，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市

中心，东面是伦敦城，北接伦敦的闹市索荷区，南邻白

厅大街，西南不远是王宫，适中的地理位置和美丽的广

场建筑，使它成为伦敦的名胜之一。是为纪念著名的特

拉法尔加港海战而修建的，广场中央耸立着英国海军名

将纳尔逊的纪念碑和铜像。每当节日来临，如圣诞节或

除夕，成千上万的伦敦居民便会聚集到特拉法尔加广场

通宵达旦地狂欢。即使不相识的男女，也会彼此送上香

吻和祝福，场面相当的热闹！

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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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骑兵营
The Household Cavalry Camp 
   这个军营有四十匹马，一般由三十名战士来照管。强壮并且全身

纯黑的马匹，通常只有军官才能坐骑，可培育这样的马种特别不容易。

传统上作为皇家卫队马队，分别由一支叫做蓝色皇室军和另一支英

皇御林卫队共同组成，他们的军服和马匹的颜色都不一样。军营的

军服间存放着他们的仪仗制服，盔甲。在不同的场合执行不同的任

务，穿戴是不一样的，制服上绣制的是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的徽记。

这里有两对被视为无价之宝，用纯银精制的鼓，其中一对是英皇威

廉四世赐给蓝色皇室军的，每一个鼓就重达一百五十公斤，在仪仗

队伍中它们由一匹白马专门背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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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以西 180 公里的斯特拉

特福镇，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

廉·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和逝世的

地方。莎士比亚的故居在小镇的

亨利街北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

层楼房。本结构的房屋框架、斜

坡瓦顶、泥土原色的外墙、凸出

墙外的窗户和门廓使这座 16 世纪

的老房在周围的建筑群中十分显

眼。莎士比亚故居里的家具和其

他物件构成了莎士比亚出生地管

委会下属博物馆的收藏品的一部

分。

莎士比亚故居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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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

牛津，是一所位于英国牛津市的世界顶级公立

大学，建校于 1167 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

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

构，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

构之一。牛津大学是一所在世界上享有顶尖大

学声誉、巨大影响力的知名学府。

  牛津大学是英国研究型大学罗素大学集团、

欧洲顶尖大学科英布拉集团、欧洲研究型大学

联盟以及 Europaeum 中的核心成员。牛津大学

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作品

包括 20 卷《牛津英语词典》。

牛津大学城
                 University Of Oxfor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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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莎城堡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区域伯克郡

温莎 - 梅登黑德皇家自治市镇温莎，目前是英

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

有人居住的城堡中最大的一个。

   温莎城堡的历史可以回溯到威廉一世时期，

城堡的地板面积大约有45,000平方米（484,000

平方英尺）。与伦敦的白金汉宫、爱丁堡的荷

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一样，温莎城堡

也是英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现任的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温莎城

堡度过，在这里进行国家或是私人的娱乐活动。

她的另外两栋宅邸则是王室的私人住宅，分别

是桑德林汉姆别墅（Sandringham House）及巴

尔莫勒尔堡（Balmoral Castle）。

温莎古堡
Windsor Castle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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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乡村花园九晚十天

【从王室的宫殿、爵士的庄园城堡，到寻常人家，无论是在现代都市还是在乡村，开发家庭花园已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国人在工作之余，就是热衷于绿化自

己的庭院。今天我们就一起领略一下英国高大上的乡村花园文化吧 ~~】

主题亮点：花展、城堡、庄园、农场、下午茶，高端不失大雅之气

出发地：伦敦，结束地：伦敦

天数：10 天

途经城市：伦敦、温莎、斯特拉福德、斯托克、伯明翰、科茨沃尔德

途经景点：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眼、皇家骑兵营、白金汉宫、特拉法加鸽子广场、国家画廊、大英博物馆、切尔西花展、温莎城堡、莎士比亚故居、沃勒顿庄园、希

德科特庄园花园、凯菲兹盖特庭苑、休德利城堡、洛可可花园、缇珊茶室

行程标签：花园、城堡庄园、乡村

产品属性：主题定制

    温馨提示：部分花园并非每天开放，在订出发时间前建议与我方先核实景点开放时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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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行 程 交 通 内 容 住宿 用 餐

1
中国北京

$
伦敦

ñ/v
首都机场集合，乘坐国际航班飞往英国首都伦敦，抵达后专人
接机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晚

2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开始全天市容观光：英国国王加冕登基的地方—【威斯

敏斯特教堂】*：在英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英国王
室专属礼拜堂、1066年以来几乎所有国王加冕、王室婚礼，
及一切重大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伦敦的象征——大笨钟，
国会大厦，【伦敦眼】*：是世界上首座、也曾经是世界
最大的观景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它于1999年年底开幕，
总高度 135 米（443 英尺），竖立于伦敦泰晤士河南畔的
兰贝斯区，面向坐拥国会大楼与大本钟的西敏市。白厅街，
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皇家骑兵营】*，女王的住所【白
金汉皇宫】*（仅 8 月 1 日 -9 月 30 日对外开放）和【圣
詹姆斯皇家公园】

12：00 午餐    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收
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
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中 /晚

 3
伦敦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参加【切尔西花展】*（24-28  May  2016， 26~28 大

众参观日）
      Location: Royal Hospital, Chelsea, London
      Chelsea Garden Show，一年一度的“切尔西花展”是英

国的传统花卉园艺展会，也是全世界最著名、最盛大的
园艺博览会之一。由英国皇家园艺协会主办的切尔西花
展创办于 1862 年 , 距今已有 140 多年的历史。

       此日精彩无需多言，敬请无限期待。（为不打扰您的兴
致，午餐敬请自理）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切尔滕纳姆
早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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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伦敦
$100KM
牛津
$90KM

斯特拉福德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牛津
10：30 抵达后参观牛津大学城：牛津城是英国皇族和学者的摇

篮，现在牛津已经成为了熙熙攘攘的世界城市。尽管还
是那个古老的大学城，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商业企业，
特别是高科技企业使牛津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了青春的
活力。“津”意为渡口，泰晤士河和柴威尔河在此会合，
当时河水不深，用牛拉车即可涉水而过，牛津由此得名。
现在两地河流依然，原来的桥和牛车涉水过河的痕迹早
已消失，但牛津桥却越来越多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来访
者和游客。亚斯幕联博物馆、各个学院、图书馆、学位
颁发处、大学城商业中心等地

12：30 午餐
13：30 乘车前往斯特拉福德镇
15：30 抵达后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

威廉·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和逝世的地方。莎士比亚
的故居在小镇的亨利街北侧，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
楼房。本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瓦顶、泥土原色的
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廓使这座 16 世纪的老
房在周围的建筑群中十分显眼。莎士比亚故居里的
家具和其他物件构成了莎士比亚出生地管委会下属
博物馆的收藏品的一部分。而后我们可以继续参观
这个家族的【房屋花园】*。【荷尔农庄 (Hall's 
Croft)】*、【安妮·海瑟薇的小屋】*、【纳什之
屋和新宫】*、【玛丽 -阿登之屋】*。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斯特拉
福德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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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福德  
$130KM

沃勒顿庄园      
$80KM
伯明翰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12：00 午餐
13：00 整个下午我们可以尽情徜徉在【沃勒顿庄园】*。欣赏

庄园 16 世纪的都铎式主题建筑，但更能让大家如痴如醉
的恐怕是花园主人John Jenkins 夫妇，花了过30年光阴，
亲手打造的一系列精致的小花园。这个占地约为 6437 平
方米的花园结合了典雅的建筑结构和丰富多彩的植物，
是典型的英式花园。每到，Lanhydrock 花园内满是火热
的橙色、黄色和红色，而红豆杉园内则是优雅清凉的白
色、银色和蓝色。花园内还有一条缓缓淌过的清凉小溪，
漫步在这座花园，似乎时间都慢了下来。

17：00 我们乘车前往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伯明翰。此日晚餐
DIY，大家集中采购后，送往入住酒店公寓，期待美食大
比拼。

伯明翰 早 /中 /—

6
伯明翰
90KM

科茨沃尔德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怀着随云飞扬的心，踏上我们最期待的英国浪漫之路

——科茨沃尔德乡村
10：30 首站我们来到科茨沃尔德地区保存最完善，最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的小镇奇平卡姆顿。这里从西元七世纪就有人
居住。除了镇中心的市场、青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
珍奇有趣的各式小店让我们难以迈开脚步，我们还有更
多精彩行程安排。乘车前往前往科茨沃尔德地区最值得
推荐的花园——【希德科特庄园花园】*，这里曾是私家
花园，是世界知名的代表性花园，缤纷灿烂的奇花异草
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12：00 午餐
13：00 下午安排的【凯菲兹盖特庭苑】*同样会让你流连忘返。

这个花园建于长满茂密林木的斜坡上，由穆尔家族的四
代女性精心打理，形成了几个不同主题的小花园：四方
花园、下花园、水景花园、玫瑰花园以及数条不同主题
的植物带。而且花园里老式玫瑰品种非常齐全，并有一
棵全英国最高的蔷薇，高达 18.3 米。带上无限的留恋，
我们只有按时返程，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科茨沃尔德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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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古老的小镇莫顿因马什，第一目标就是这里已

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固定每周二繁忙集市，试试看，能不
能找到你魂牵梦绕的那件心头爱。继而前往有着科茨沃
尔德的”威尼斯”之称的水上伯顿镇，这里恐怕算得上
是这一区最美丽且名气最大的小镇。清澈见底的疾风河
（Windrush River）贯穿整个村庄，六座超过两百年历
史的低矮拱形石桥横跨其上，河畔两岸绿村成荫，桥下
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尽情享受这悠然自得的风景。
非得亲临其境，方可领略其传奇般的美景。

12：00 午餐
13：00 今天我们乡村之行的最后，将前往在费什山 (Fish 

Hill) 的山脚下，科茨沃尔德地区与伊弗珊谷（Vale of 
Evesham）接壤之处，被誉为”极品村镇”的小村之一
的百老汇。小镇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古迹大宅，道路两
旁分布着用当地传统的蜂蜜色石头 (Cotswold Stone)
垒砌建造的古老房屋，悠闲地欣赏这里独特的商品和艺
廊，古趣盎然。或者你有兴致自费体验传统的英式下午
茶，推荐小镇上最著名的【缇珊茶室】*（Tisane Tea 
Rooms）。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科茨沃尔德 早 /中 /晚

8 科茨沃尔德 v

08：00 酒店早餐
09：00 前往撒克逊时代最具魅力小镇 - 温什科姆。参观【休德

利城堡 & 花园】。这里有许多从古罗马时流传至今仍令
人着迷的宝藏。城堡外部围绕的曾获奖的魅力花园，庄
园内部还有一个 15 世纪美丽的教堂。

12：00 午餐
13：00 前往参观佩恩斯威克镇，这个小镇是科茨沃尔德地区的

瑰宝之一，是一座由银灰色石头房和陡街组成的＂精品
＂小镇。这座镶嵌在半山腰上古镇，历史悠久，还被誉
为＂科茨沃尔德地区的女王＂。镇上的主街上，有着全
英国最古老的一间邮政屋，最古老的玩滚木球的草坪，
最值得参观的优雅的圣玛丽教堂 -- 许多英国恋人都首选
这座教堂来见证他们的婚礼。最为神奇的这里的教堂墓
地，墓地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凝聚点之一：传说中这里
长着 99 棵紫杉树，若要种第 100 棵却不可能种活！来到
佩恩斯威克镇可不能错过参观小镇附近的【洛可可花园】，
是世界唯一的具有洛可可风格的花园。每年春天典雅的
雪钟花，放眼望去，一片皑皑白色，美丽绝伦，令人叹息。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科茨沃尔德 早 /中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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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茨沃尔德

$90KM
伦敦

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前往被英国著名画家威廉 •莫里斯称为英国美丽的村镇

—百布里。小镇上十四世纪砌建的古朴的阿灵顿排屋是
科茨沃尔德地区的象征性建筑之一。排屋四周绿草茵茵，
树木浓茂，一条有灵性的小河穿镇而过，引人入胜的景
色沿河依次排开。庄园就座落在百布里镇的附近。

12：00 午餐
13：00 前往驰名中外的悠久古老小镇——泰特伯里镇。位于镇

中心的长方形的集市场屋 (Market House) 是小镇的主
要标志之一。这座集市场屋建于 1655 年，由三排巨大的
石柱支撑，最初是设计作为羊毛及大羊驼毛的交易场所，
至今仍被作为小镇赶集地使用。漫步于镇上，布满了各
式各样的古董店与独立的高档精品店。查尔斯王子还在
镇上开设了一家专卖店——海格罗夫，出售其私人庄园
的产品及其他精心挑选的当地特产。这可是您为亲朋好
友购买顶级纪念品的最佳选择：除了可以购得带有皇室
徽章的特产，这里还出售查尔斯王子最爱的美酒佳酿。
小镇与英国皇室关系源远流长，这里不但是两位英国王
子，威廉王子与享利王子的成长地和住处，当年戴安娜
王妃的美丽身影也成为小镇人们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18：00 晚餐
19：00 入住当地酒店休息。

伦敦 早 /中 /晚

10

伦敦
$40KM
温莎
$

北京

ñ/v

08：00 酒店内早餐
09：00 乘车前往温莎小镇
10：00 抵达后游览小镇风光
12：00 午餐
13：00游览【温莎古堡】*：温莎古堡，中世纪建筑，占地 7 公顷，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尚有人居住的古堡式建筑，收
藏着英国王室数不清的珍宝，其中不乏有达 . 芬奇、鲁
斯本、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每一个房间都是一座小型
的艺术展室也一点都不夸张。温莎古堡所有的建筑都用
石头砌成，共有近千个房间，四周是绿色的草坪和茂密
的森林。莎士比亚曾在这里创作了《温莎的风流娘们儿》。

16：00 乘车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注意办理登机手续请
至少提前 3 小时抵达机场，如在奥运期间或其他特殊时
期请提前至少 4小时换过机场办理手续）

19：00 乘坐航班离开伦敦，结束此次愉快而难忘的伦敦之行。

―― 早中—

 行程中加粗部分为景点，未标明注解景点为外观景点，一般是不对外开放；标有“【  】”并黑色字体景点为首道免费入内景点，可能有中文耳机或其他收费项目；标有“【  】”

并蓝色字体加“*”景点为收费景点，如客人不特别要求入内的情况下自动视为外观。若行程中涉及协议中进入参观的收费景点临时关闭情况 ，我方选择更换类似景点或退门票

的方式处理，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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