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中部完美体验+新奥尔良西加勒比邮轮 16日深度游 (嘉年华)CNOWC16A

团号： CNOWC16A

發团日期：星期二 ( Departure Tue) 

CARNIVAL DREAM 

2017： 

一月：3，17 

二月：14 

三月：14 

四月：11 

五月：16，30 

六月：13,20 

七月：04，25 

八月：8,22 

九月：12，26 

十月：10,17，31 

十二月：5,19 

38T行程特色： 

1. 免费接送机场及码头（芝加哥国际机场，New Orleans Cruise Terminal 新奥尔良码头）

2. 嘉年华邮轮公司豪华邮轮 8 天 7 夜超值畅游西加勒比海 3 岛：U墨西哥海岛科苏梅尔，罗坦岛，伯利兹 

3. 贯穿美国中部南北大陆，完整解读美中部名地：芝加哥，春田市， 圣路易斯，孟菲斯，橡树庄园，新奥尔良

伯明翰，查塔努加，大雾山国家公园，肯塔基，普渡大学。

接送机信息： 

       接送贵宾地点 接送时段 

O’HARE 芝加哥国际机场（ORD）  9:00AM – 21:00AM 

团体免费接机：需要等候其他航班旅客 

(客人需要提供联系方式和航班号) 

MIDWAY 机场（MDW） 自费： 19:00 以后的航班 

无团体免费接机 

自费接送机：24 小时，随接随走。第 1，2 位

收$120, 每增加一人加$10. 

(客人需要提供联系方式和航班号) 

新奥尔良码头（PONO） 09:00 a.m. & 12:00 p.m. 



 

行程介绍： 

第一天 

星期二 

原居地 Home – 芝加哥 Chicago (第一日行程仅供参考，具体安排以您的航班抵达时间为

准) 

由原居地飞往芝加哥，国内航班在该航班行李提取处等侯，国际航班在乘客出口处等候，与

导遊会合后，带到集合点。3:00pm之前到达集合点，免费送往Fashion Outlets自由购物；

Midway机场无购物。5:00pm前到达的航班，可以自费$25参加夜游。夜游4人以上成行。  

【*芝加哥夜游】 

从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开始，下一站是密歇根大道，您可以在此看华丽一英里的夜色繁华并

在芝加哥河边漫步欣赏河边夜景。最后一站前往密歇根湖边欣赏芝加哥世界级的城市天际

线。  

HOTEL: BEST WESTER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二天 

星期三 

芝加哥市区游 Chicago City Tour 

 

 这是全美最佳建筑典范城市，享誉世界。这有世界闻名的城市园林——千禧公园，是雕

塑、音乐高科技完美结合；这有奇伟设计云之门，巨城之镜看城市倩影；这有世界最大的人

工喷 

泉，白金汉喷泉；这有美中游客最多的湖滨乐园，曾经在五大湖里的美军海军基地如今变为

综合游乐场；独家参观全国著名历史地标芝加哥大剧院，法国宫廷式的奢华富丽穿越时空完

美再现；这有全球最顶级商业街之一的密西根大道，一流品牌名店林立，富豪购物天堂，有

华丽一英里之称。还有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格兰特公园、老水塔和密西根大道。要饱览这世

界名城，一定要登上芝加哥 360°(360 Chicago) 的观景台， 一千英尺以上的高度，可俯瞰

着密歇根湖和雄伟的城市天际线，你的视野范围将达到 128 公里，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

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四个州的景色尽收眼底。2014 年开放 304 米高透明倾斜观景

台，对于极限爱好者将是又一个挑战。芝加哥以建筑出名，芝加哥建筑河游船带您在蜿蜒的

芝加哥河穿过城市，悠闲中欣赏芝加哥的鳞次栉比，玉米大楼、川普大厦、威利斯塔等等，

风情万种。游船冬季将改为深度游，步行是探索这座建筑之城最好的方式之一。不用担心冬

日寒冷，我们会带领游客如何用 Pedway 系统来发掘芝加哥的美。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通

道系统，連接众多著名建筑，如同一座地下城。 

HOTEL: BEST WESTER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三天 

星期四 

芝加哥 Chicago – 春田市 Springfield – 圣路易斯 St. Louis 

早晨从芝加哥出发开始南下，前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林肯的故乡——伊州首府春田市，

外观林肯故居，这位大胡子总统为人类留下的许多精粹名言。林肯故居背后，是伊州州政府

——美国最高的州政府大楼。下午前往圣路易斯。这里是美国密苏里州东部最大城市，它坐

落在美国母亲河密西西比河畔，位于美国大陆本土的中央，几乎处于美国的几何中心，曾经



是世界最繁忙的火车枢纽的城市，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曾于 1904 年举办过第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游览世界最高纪念碑：西进运动大拱门，

1914 年建的圣路易斯大教堂，由 4 千万颗马赛克 7 千种颜色铺满教堂的顶部，至今仍是世

界最大的马赛克组成的艺术图案之一。傍晚前往酒店。 

HOTEL: COMFORT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四天 

星期五 

圣路易斯 St Louis – 孟菲斯猫王雅园 Memphis 

乘车前往孟菲斯(Memphis)，美国田纳西州最大城市，人文地理酷似尼罗河畔的古城孟菲

斯，兼有埃及开罗特有的炎炎烈日。因此得名。浏览孟菲斯宜人的景色；参观音乐界摇滚鼻

祖巨星：貓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故居―雅园‖。50、60 年代美式怀旧情结伴随着猫王金曲

四处传来，了解中部音乐之乡田纳西。晚上入住杰克逊附近酒店休息。 

HOTEL: RAMADA PEARL/JACKSON AIRPORT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五天 

星期六 

橡树庄园 Oak Alley Plantation– 新奥尔良（夜游）New Orleans 

位于新奥尔良西郊的南部最大种植园，被列为美国南方地标的历史古迹--橡树庄园(Oak 

Alley Plantation)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南北内战的创伤随着橡树庄园的兴衰仍然若隐若现。

昔日奴隶主大屋中的陈设精致辉煌，建筑大气，和庄园内古拙与粗犷的黑奴小屋形成了强烈

对比，庄园里随处可见的参天巨木彷佛无声地讲述着小说《飘》的情节，向世人展示那充满

美国古典南方风味。新奥尔良四面环水的独特地貌造就了这片特有的南部沼泽湿地，沼泽生

态游船（Swamp Tour）带您穿梭来回于亚马逊河流域一般的沼泽 

地之间，观赏鳄鱼，白头鹰等自然生态， 用心留意的话总有意外的惊喜，不知名的鸟、

花、鸭、龟。沼泽探险之旅，充满了未知，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遗迹仍依稀可见，长在沼泽

地当中的植被，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烂毁朽！非常神奇！令人感叹大自然竟是如此的美

丽。入住酒店后，晚上可以自费夜游新奥尔良（每人$25），这座全美最接近欧洲的古老城

市以其独特的方式，将加勒比海的浪漫色彩和美国南部的炽热情怀洋溢在每栋法式，西班牙

式联排小楼之间，狂欢的夜，不眠的心。 

HOTEL: LA QUINTA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六天 

星期日 

(CARNIVAL) 

新奥尔良 – 码头登船 Port of New Orleans 

我们的专车会将您送到邮轮码头，我们会根据船票上的时间提前 4 个小时抵达并开始办理登

船手续。登船后就可以开始享受邮轮公司提供的免费自助餐和娱乐设施。 

U(送邮轮客人：邮轮下午 4:00pm 发船，10:00am - 12:00pm 之间送客人到码头都可以； 

U接邮轮客人：邮轮早上 8:00am 回港，预计 9:30 - 10:00am 可以下船。)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七天 

星期一 

欢乐海上游 Fun At Sea 

今天免去舟车劳顿的辛苦,享受船上的设施,去甲板晒晒太阳,听听乐队的演出,享用一下船上的

美食,去赌场小试身手,带着孩子去水上乐园,您可以在船上的游泳池或者按摩池中懒洋洋地打

发时间，也可以从嘉年华 水疗馆的按摩师和健身专家那里得到帮助，让身体放松放松或者

出出汗。您可以在去烛光酒廊看演出，到艺术咖啡屋品品美酒。,或者到酒吧随便叫点小

吃，到烧烤屋买点批萨，到冰淇淋酒吧吃点冰淇淋等等。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八天 

星期二 

 

欢乐海上遊 At Sea  

全日巡航於风平浪静的碧海中，您可尽情享受船上为您举办的活动及娱乐

节目。 航程即将结束，在饱览海峡风光之余，赶快来好好关爱一下自己

吧。香精油的天然芳香、舒缓婉转的旋律，美不胜收的海景、最优质的

SPA，让您完全沉醉在完美的休闲世界里。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九天 

星期三 

 

罗阿坦岛  Mahogany Bay, Isla Roatan    

罗阿坦岛位于 30TU洪都拉斯 U30T北岸近海的洪都拉斯湾的南岸，被誉为加勒比海

上的“玛雅明珠”， 它是美洲的十大旅游景点之一。罗阿坦岛拥有全美洲

最美丽的沙滩，其纯白色的细沙和清澈的海水，让沙滩笼罩在恍若绿珍珠

的颜色里。这些天堂般的岛屿值得一游，是陆地上的天堂，让人乐而忘

返。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十天 

星期四 

 

伯利兹市, Belize City,伯利兹 Belize（自費上岸观光） 

伯利兹位于中美洲东北部，经济上以林业为主，特别是糖、柑桔类水果、

可可、稻米、烟草等；渔业也颇为重要。境内多山地、沼泽和热带丛林，

野生动物经常出没，著名的伯利兹动物园拥有超过 150 种鸟类、哺乳动物

和爬行动物。伯利兹大蓝洞拥有几乎完美的圆形洞口，洞内有众多的海

绵、梭鱼、珊瑚、天使鱼以及一群常在洞边巡逻的鲨鱼，洞口四周还有两

条珊瑚暗礁紧紧环抱，十分漂亮。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http://baike.baidu.com/view/21524.htm


第十一天 

星期五 

科苏梅尔（墨西哥）Cozumel, Mexico   

科苏梅尔岛毗邻墨西哥东南的尤卡坦半岛，位于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交

界处，距犹加敦半岛东岸约 16公里，属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地区，面积 489

平方公里。地质构造类似犹加敦半岛，中部为丘陵平原，四周有沙滩。盛

产乌木、水果、剑麻、玉米和木薯。岛上有圣米格尔德科苏梅尔、塞德拉

尔和哥伦比亚等城镇。有军用机场。岛上海滩优良，以向游客提供潜水和

游艇服务著名。在这里潜水，可以感受到墨西哥湾洋流注入加勒比海的过

程。春夏季海洋较平静，适宜潜水，秋冬则多雨。现为墨西哥最佳游览胜

地之一。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十二天 

星期六 

欢乐海上游 Fun At Sea 

今日您可以在豪华巨轮上继续轻松愉快地发现人生喜悅。享受邮轮上为您精心安排的节目。

盛大的宴会将在海上举行，从早晨到午夜连续不断供应的各式美味大餐，让您享尽口福，船

上除了酒、烟要自行购买，其它的食物、大餐、自助餐、及正餐时的非酒精饮料都免费供

应，让您吃饱吃好。 

HOTEL: 邮轮 用餐：邮轮 

第十三天 

星期日 

返回新奥尔良码头 New Orleans Cruise Terminal  - 伯明翰 Birmingham 

清晨，在享用过丰富的早餐后， 收拾好行李，我们将挥手告别给您带来无限美好回忆的邮

轮之旅，热情的导游会在码头迎接您的回来，继续您的美中名城之旅。以爵士乐发源地和法

国克里奥(Creole) 文化闻名。早晨在最具口碑之咖啡厅 Café Du Monde 可以品尝到地道法

式咖啡和法式炸甜饼。特色的法国区街道非常狭窄，各家各户紧密相连。皇家街 (Royal 

Street) 的古董商店、波本街 (Bourbon) 的爵士乐吧, 纪念―新奥尔良之战‖的英雄安得鲁·杰

克森将军的杰克森广场，圣路易斯大教堂，密西西比河蒸汽船皆在步行距离。中午后告别新

奥尔良前往阿拉巴马州。途经阿拉巴马州最大城市伯明翰，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内沉默的雕

塑记述着 60 年代广大人权运动人士为当时如火如荼的种族抗争所付出的血与泪，三 K 党当

年在 16 街教堂策划的极端爆炸轰鸣声似乎还萦绕耳边。 

酒店：DAYS INN ATTAALLA/BEST WESTER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十四天 

星期一 

查塔努加 Chattanooga – 大雾山加特林堡 Great Smoky Mountains Gatlinburg 

清晨,前往田纳西州査塔努加市，游览众多自然奇迹和人文景观。 乘车穿过雄伟的卢考特

山，站在石头城登高远望自然景观奇特秀美，大量的古岩层，郁郁葱葱的花园，周围的 7 个



州尽收眼底，令人激动不已。继续驱车穿越大雾山，栖息于此的动物种类繁多，不可胜数。

到达加特林堡，沉醉于大雾山脚下的醉人美景之余，此小镇更是体验田纳西中部质朴美丽人

文的绝好去处。此地特色商店，食肆，酒店林立，其间更不乏特产店，自制销售的糖果和当

地月光私酿酒。随后当地最著名的大型马术歌舞表演餐宴将田纳西之旅推向高潮。此马术表

演阵容庞大，服装华丽，表演精湛，以南北文化主题的比赛，更将节目带上高峰。一边品尝

南方丰盛美食，一边欣赏精彩表演，实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酒店：CLARION INN/MAYMONT INN&SUITES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十五天 

星期二 

肯塔基育马园 Kentucky Horse Park – 路易斯维尔奥特莱斯 Louisville Outlet 

早上从酒店出发，途经肯塔基州民间艺术中心，那里布满了琳琅满目的中部手工民族艺术制

品，喜欢精美独特手工艺术品的朋友可以有机会挑选几件独一无二的收藏。午餐后前往世界

马都：肯塔基州莱克星顿，这所占地 1224 英亩的顶级育马园，不仅是多匹世界赛马冠军宝

驹的栖身眷所，也是众多稀有赛马的培训基地。人类与马的不解之缘也在马文化博物馆内得

到了精彩诠译。之后将前往路易斯维尔的兰草奥特莱斯，尽享肯塔基州低税购物之乐，萨克

斯 5 大道，古奇，MK，寇驰，北面，TUMI，POLO 等大牌云集。 

酒店：RAMADA LOUSVILLE/DAYS INN 或同级 用餐：自理 

第十六天 

星期三 

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芝加哥 Chicago   

早晨出发后来到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普利斯，外观雄伟州府议会大楼。午餐后到达拉斐

逸市，参观被美誉为公立常春藤的普渡大学。这所建校于1869年，拥有4万学生的高等院校

规模堪比小型城市，也是美国航空航天人才的摇篮。第一个离开地球踏上月球的人阿姆斯壮

及其他23位先后被选中的太空人均毕业于此大学。午后回到美丽家园芝加哥。（客人也可

以在返程中沿途的休息站或城市下车，请届时与导游沟通。） 

需要送机请参考行程开头的送机信息。 

酒店：无 用餐：自理 

 



 
 

温馨提示及参团须知： 
 
◎费用包含：接机，送机，酒店，车费，邮轮船费，政府稅及码头税。不包含：团上导游小费$8/人/天），
机票，餐费，旅游保险，酒店行李服务，旅馆保险箱费用。邮轮公司收取服务费$13.99/人/天。 
  
◎导游（邮轮上不提供随团导游）。 

 
◎特殊假期，费用可能会调整，请以本公司业务人员最后确认报价为准（请在下单前做价格的二次确认）。  
 
◎取消行程费用：出发前 30 天内（包括第 30天）收取全额团费; 机票取消规则参照航空公司规定。 
 
◎本行程乃按一般旅游状况而定，本公司有权依特殊状况而改变行程价格或其他条件，恕不作另行通知。 
 
◎行程中如发生意外以导致伤亡或其他损失，当根据航空公司，酒店，巴士，铁路等运营机构所规定之条
例，作为解决依据，概与本公司无涉。 
 



◎本公司强力推荐客人在外旅游阶段购买旅游保险。 
 
◎由于航空公司改动或者取消航班而导致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机场, 客人需要自行入住酒店. 如需个人
自费接机服务，每程$120（1-2人），第 3人起，每多 1 人多加$10 美元。 
 
◎邮轮前客人需要提前 4个小时抵达码头， 邮轮结束后请预定 19:30PM以后航班（国内），21:30PM 以后
航班（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