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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繁華與興盛，今日的壯闊與荒涼。千百年來，
絲路以獨特的姿態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人。不同的是汽
笛聲聲取代了駝鈴陣陣，舒適快捷代替了漫長艱辛。
行駛在絲路上的東方快車，是目前中國最新型、最好
的絲路旅遊交通工具。這輛被稱為“世界頂級豪華外賓
專列”之一的中國東方快車，已成為豪華旅遊和休閒旅
遊的象徵。東方快車上的設施和服務均參照五星酒店的標準，提供24小時高
品質服務。室內恆定溫度，設有淋浴間以及豪華酒吧車，讓您在優雅環境中
輕鬆欣賞大漠風情。

作為中國東方快車加拿大總代理，於
2016 - 2019年間連續三年往返絲綢
之路，為數百位貴賓圓夢絲路。

東方快車東方快車

專列介紹
中國東方快車是目前國內最成熟的絲路列車。列車上每節車廂均配備一名專
屬服務員，每天定時整理房間，保持環境整潔。列車上配有專門的淋浴房，
保證客人遊覽一天后舒爽身心。列車上列有一間單獨的酒吧車廂，在列車行
進的過程中，貴賓可以在房間內欣賞風景、閱讀書籍，也可相約好友談天歡
唱，度過悠閒的時光。列車餐廳精心烹製各種菜餚，菜式多樣，口味一流。

餐廳

酒吧車廂 酒吧車廂 淋浴房

各地美食
最美季節出行，可品嘗到新鮮採摘的各類水果，讓人大飽口福。同時，
還有西安 “唐樂宮宮廷宴”、吐魯番 “新疆大盤雞”、乌鲁木齐 ”新疆烤全
羊”、敦煌”雪山驼掌”、嘉峪关”火焰羊腿”等特色當地美食。

酒店介紹
除東方快車外，全程入住當地五星或特色酒店，全程體
驗到西部絲路的少數民族特色。
西安盛美利亞酒店：位於曲江新區，毗鄰大唐芙蓉園，
對望南湖公園，坐擁1萬平方英尺人工湖。進駐西安的
首家西班牙品牌的酒店、設有入住大廳的城市酒店、私
家花園、湖泊和國際品牌購物中心。典雅客房，挑高天
花板，透過客房全景窗和陽台可欣賞湖景和園景。高檔
餐廳、酒吧和酒廊：拉卡瓦吧，蓉閣中餐廳和西安為數
不多的西班牙餐廳——DUO西班牙主題餐廳。
烏魯木齊環球國際酒店：酒店位於烏魯木齊城市中心，
將西域文化特色融入現代化的設計風格，使她成為絲綢
之路酒店中的一道特色風景線。酒店樓高28層，時尚
典雅的358間客房，全部覆蓋高速網絡。

除東方快車外，全程入住當地五星或特色酒店，全程體
驗到西部絲路的少數民族特色。
西安盛美利亞酒店：位於曲江新區，毗鄰大唐芙蓉園，
對望南湖公園，坐擁1萬平方英尺人工湖。進駐西安的
首家西班牙品牌的酒店、設有入住大廳的城市酒店、私
家花園、湖泊和國際品牌購物中心。典雅客房，挑高天
花板，透過客房全景窗和陽台可欣賞湖景和園景。高檔
餐廳、酒吧和酒廊：拉卡瓦吧，蓉閣中餐廳和西安為數
不多的西班牙餐廳——DUO西班牙主題餐廳。
烏魯木齊環球國際酒店：酒店位於烏魯木齊城市中心，
將西域文化特色融入現代化的設計風格，使她成為絲綢
之路酒店中的一道特色風景線。酒店樓高28層，時尚
典雅的358間客房，全部覆蓋高速網絡。

高級雙人包廂
每節車廂公用衛生間及沖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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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代理



09/06/2019
原居地1

從原居地出發，前往西安。

09/07/2019
抵達西安2

抵達西安，西安古稱“長安”，是舉世聞名的
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居中國古都之首，是
中國歷史上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影
響力最大的都城，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文
明的發祥地、中華文化的代表。中國東方快車
優秀中文導遊迎接您的到來，隨後安排入住酒
店調整休息。

住宿：西安盛美利亞大酒店或同級
09/08/2019
西安3

早餐後乘車前往位於寶雞市的【法門寺】，
200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第九
大奇蹟”，約有1700多年歷史，寶雞法門寺地
宮出土了珍貴的“釋迦牟尼佛指骨舍利”等佛
教至高寶物以及兩千多件大唐國寶重器，為世
界寺廟之最。隨後參觀【西安古城牆】，現存
城牆建於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
至今已有600多年曆史，是中世紀後期中國歷
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築之一，是中國現存最完
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絲路起點雕像】，
【大雁塔廣場】。

酒店早餐 | 中式午餐 | 中式晚餐
住宿：西安盛美利亞大酒店或同級

09/10/2019
天水 - 嘉峪關5

早06:30抵達天水，天水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
祥地，享有“羲皇故里”的殊榮，海內外龍的
傳人尋根問祖的聖地，抵達後參觀與敦煌莫高
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幷稱中國四
大石窟的【麥積山及麥積山石窟】，這裡薈萃
著後秦、西秦、北魏、西魏等十多個朝代的塑
像7200餘尊，壁畫1300多平方米，分佈在194
個洞窟裡繼續，晚16:30搭乘中國東方快車前
往萬里長城西起點—嘉峪關。

酒店早餐 | 中式午餐 | 專列晚餐
住宿：中國東方快車高級雙人包廂

09/11/2019
嘉峪關6

上午09:30抵達嘉峪關，參觀‘天下雄關’嘉
峪關。嘉峪關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關隘和東西
文化的交流要道，是萬里長城西段終點。遊覽
【嘉峪關城樓】，它是萬里長城最西端，南面
是終年積雪的祈連山，北面是連綿起伏的馬鬃
山，地勢險要，建築宏偉，故稱天下雄關。當
您登上城樓，您就會有一種不到長城非好漢的
自豪感。下午參觀【懸臂長城】，因築於約四
十五度的山脊之上，形似凌空倒掛，因而得名
“懸臂長城”。懸臂長城是嘉峪關關城的北向
延伸部分，是嘉峪關古代軍事防禦體系的重要
組成部分。

專列早餐 | 中式午餐 | 中式晚餐品嚐火焰羊腿
住宿：嘉峪關廣場假日酒店或同級

09/15/2019
烏魯木齊10

早餐後，遊覽【天山天池（船遊）】天山天池
以高山湖泊為中心，雪峰倒映，風光如畫，古
稱“瑤池”。它位於天山山脈博格達冰峰之半
山腰，海拔1980米。乘船遨遊天池，湖光山
色、冰峰樹影、令人陶醉，這裡流傳著許多美
麗動人的神話傳說，為天池的自然美景披上了
一層神奇的色彩。它是全新疆最負盛名的旅遊
風景區。在此可以眺望天山雪峰，白雪皚皚。
隨後參觀【國際大巴扎】。

酒店早餐 | 中式午餐 | 中式晚餐
住宿：烏魯木齊環球國際或同級

09/16/2019
烏魯木齊 - 居住地11

早餐後自由活動，導遊會送您到機場，乘飛機
返回溫馨的家。

酒店早餐

09/13/2019
敦煌 - 吐魯番8

早餐後參觀【莫高窟】，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
值的文化發現、“東方盧浮宮”，是世界上現
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
是聯合國命名的“人類文化遺產”。莫高窟南
北長1600米，現保存石窟多達492個，壁畫多
達45000平方米，彩塑2415尊。來到這裡會讓
您嘆為觀止，流連忘返。下午17:00乘東方快
車前往吐魯番。

酒店早餐 | 中式午餐 | 專列晚餐
住宿：中國東方快車高級雙人包廂

09/14/2019
吐魯番 - 烏魯木齊9

早上09:00抵達吐魯番後，參觀已有2000多
年歷史，早在唐朝就已設立為西域最高軍政機
構安西都護府的【交河故城】，如今昔日輝煌
的龐大建築已成為歷史，身臨其境，讓您感慨
萬千。遊覽古代地下水利工程—【坎兒井】，
它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共稱為中國古代三
大工程，總長度約5000 公里, 享有“中國第
一井”的美譽，它是滋潤著吐魯番這片綠洲的
主要命脈；下午遊覽<<西遊記>>中所描繪的
【火焰山】，在陽光照耀下一片赭紅色的山體
形如飛騰的火龍，十分壯觀，彷彿您置身於大
火爐旁邊。晚前往烏魯木齊，抵達後入住酒店
休息。

專列早餐 | 中式午餐品嚐大盤雞 | 中式晚餐
住宿：烏魯木齊環球國際酒店或同級

09/12/2019
嘉峪關 - 敦煌7

早餐後10:00乘專列前往敦煌，期間敦煌學院
專家教授為您詳細講解<敦煌文化>，15:00抵
達敦煌，參觀【鳴沙山】整個山體由細米粒狀
黃沙積聚而成，輕風吹拂時，似管弦絲竹，因
而得名。【月牙泉】當您登高俯瞰，沙丘林立
清泉蕩漾，從山頂下滑沙躒隨人體下墜，鳴聲
不絕於耳。特別安排貴賓騎駱駝，當您騎乘“
沙漠之舟”徜徉在茫茫大漠時，您彷彿穿越回
了漢唐盛世，體會那遙遠的西域商隊將歐亞文
化在這條漫漫長路中交融。不騎駱駝的貴賓，
我們貼心安排電瓶車遊覽。

酒店早餐 | 專列午餐 | 中式晚餐品嚐雪山駝掌
住宿：敦煌賓館或同級

09/09/2019
西安 - 天水4

酒店早餐後，參觀遊覽【兵馬俑博物館】。兵
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二十世紀
考古史上的偉大發現之一”。1987年12月，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秦始皇陵（包括兵馬俑坑）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館內有近萬個陶
製衛士，組成步、弩、車、騎四個兵種，各持
實戰武器，形神各異，活靈活現。下午遊覽【
華清池】，她是位於唐華清宮遺址之上的一座
皇家宮苑，歷經周秦漢唐四個朝代的建設，這
裡是3000年來帝王親睞的皇家園林。尤其是
在大唐盛世時，唐玄宗的寵妃楊貴妃在海棠湯
（貴妃池）沐浴8個春秋，此外，華清池園內
現存目前中國唯一一口唐代水井遺址，都是極
其珍貴的，天寶年間這是楊貴妃在華清宮的專
用井。晚上22:00開車前往天水。

酒店早餐 | 中式午餐 | 唐樂宮宮廷宴
住宿：中國東方快車高級雙人包廂

中國東方快車將帶您遊覽

西 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絲路
起點，盡顯大唐風韻。
寶 雞：世界第九大奇蹟—東漢古剎法
門寺及地宮中“釋迦牟尼佛指骨”舍
利。
天 水：中國四大石窟之-麥積山石窟，
海內外華人尋根問祖的聖地。
嘉峪關：世界八奇蹟之一萬里長城的西起點。
敦 煌：始建於前秦時期的莫高窟，被譽為“20世紀最有價值的發
現”。
吐魯番：世界聞名的葡萄和瓜果之鄉。
烏魯木齊：世界上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西域古國經濟文化重鎮。

酒店安排：全程入住5星豪華酒店或當地特色酒店【詳見接待標準】。
在酒店享用FIT商務自助早餐。
全程品嘗特色風味美食： 
1、西 安：【唐樂宮】安排市值高達每人500元人民幣的“西安唐樂宮
品嚐宮廷宴” 。http://www.xiantangdynasty.com/
宮廷宴設一樓劇院餐廳，是全國唯一的、大規模的仿唐分餐宴會，由
香港十大名廚之一與仿唐菜式創始人，融合“唐粵”菜式特點，共同
研製而成，每道菜按位分別進行烹飪，中式烹調、西式服務，獨具特
色，在享用仿唐宮廷宴的同時，一邊觀賞唐歌舞表演，盡情體驗大唐
盛世的宮廷生活。 【菜品包括：春色滿園，翡翠草蕈，龍馭輞川，驪
宮艷影，花朝甘露，臨潼烽火，神農本草】
2、敦 煌：【雪山駝掌】；嘉峪關：【火焰羊腿】；烏魯木齊【新疆
烤全羊】；吐魯番【新疆大盤雞】。
觀賞晚間精彩項目：
西安【唐樂宮】大唐女皇：是一台精心打造的大型唐宮樂舞--《大唐
女皇》。在劇中，媚娘憑藉超人的智慧，非凡的才華和女性特有的堅
韌，通過優美的舞蹈，優雅的音樂和美輪美奐的舞美，演繹了她，一
代女皇武則天在登基路上的驚心動魄與跌宕起伏…讓我們穿越歷史，
領略一代女皇的傳奇，欣賞大唐的盛世輝煌吧！
新疆【民族歌舞表演】：新疆是古代東西方的重要通道，古文化交匯
於此，音樂和舞蹈在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新疆少數民族個個能歌善
舞，整場演出，您將欣賞到傳統的新疆民族舞蹈，還有可以和帥氣的
維吾爾族小伙和漂亮的新疆姑娘一起載歌載舞。
用車安排：全程使用45座豪華空調旅遊車優於市場安排33座車，讓您
行程更顯尊貴與舒適。
經驗豐富的中文專業導遊為您詳細介紹絲路文化，為您帶來最貼心的
服務。
精挑細選精彩景點，包羅絲綢之路的精華。
貼心安排：兵馬俑景區、嘉峪關城樓、天山天池、月牙泉4段電瓶車進
出

陸地接待，更顯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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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積山石窟
天水

寶雞
法門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