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华盛顿特区-萝莉洞 2 日游
参团信息：
团号
出发日期
售价

DS2
周六 （3 月 – 12 月, 2019）
第一二人同房

第三人同房

第四人同房

单人房

$92/人

FREE

$68

$142

行程特色：
1. 美国文化历史之旅，造访美国曾经与现任首都
2. 前往国家地理杂志明星景点–萝莉洞
3. 独家波多马克河首都游船，饱览华盛顿全景
4. 参观世界级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学生亲自带领深度游览
5. 总统蜡像博物馆：穿越时空与美国历届“总统”和“白宫椭圆办公室”拍照留念

出发信息：请提前 15 分钟抵达上车地点以便与工作人员登记。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Location

6:45 AM

Flushing

7:00 AM

地址 Address
133-30 39th Ave, Flushing, NY 11354
(法拉盛-敦城海鲜酒家门口)

*Brooklyn

6102 8th Ave, Brooklyn, NY 11220

(只接不送)

(HSBC-BANK 门前)

8:00 AM

Manhattan

8:15 AM

Jersey City, NJ

9:00 AM

East Brunswick, NJ

87 Bowery St, New York, NY 10002
(曼哈顿-唐人街)
125 Eighteenth St, Jersey City, NJ 07310
(Acme market)
253 NJ-18,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In front of the Voi Salon & Spa)

行程介绍
第一天

纽约- 费城-华盛顿特区
参考酒店：COMFORT INN TYSONS CORNER, VA 或同级

我们会前往美国国家的诞生地 - 费城，这座被称为兄弟有爱之城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
一。下午前往美国首都 - 华盛顿 DC，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最高法院均设在这里，
它也拥有众多博物馆，是著名旅游胜地。
行程安排：
费城 →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外观独立宫，外观自由钟（35 分钟） → 华盛顿特区 → 美国国会大厦
（外观，20 分钟）→ 白宫（外观，20 分钟） → 航空航天博物馆（50 分钟）→ 林肯纪念堂、韩战
纪念广场、越战纪念墙（40 分钟）→ 首府观光游船（自费，60 分钟）
行程中途经：杰斐逊纪念馆，华盛顿纪念碑，二战纪念碑等
备注：
1. 如时间允许，我们将加游华盛顿杜莎总统蜡像馆（自费，50 分钟）
❖ 国家独立历史公园 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在国家独立历史公园里，你可以看到绿树环抱的独立广场，高高耸立的乳白色钟塔，还有着站立在草坪
上开国群英的铜像，这里的整体氛围使人感到庄严肃穆。
❖ 费城独立宫 Independence Hall
独立宫位于费城城区，是一座两层旧式红砖楼房，乳白色的门窗和乳白色的尖塔，正屋和塔楼之间镶嵌
着一座大时钟。1776 年 7 月 4 日，在独立宫内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
“人生
而平等。
”“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费城自由钟 Liberty Bell
费城独立宫外的草坪西面矗立着一座小纪念馆，举世闻名的自由钟就安放在其中。它是费城市的象征，
更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也是美国人的骄傲。自由钟在美国历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航空航天博物馆
博物馆里记载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史，从 1903 年莱特兄弟的飞行器到现在的外层空间探索，林德伯格驾
驶过的圣路易斯精神号，还有真实的阿波罗 11 号的驾驶舱。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天空发展史记载，
陈列着数以百计的太空飞机模型。

❖ 美国国会大厦
美国国会大厦是美国国会所在地，1793 年 9 月 18 日由华盛顿总统亲自奠基，不仅是美国三权分立的立
法机构—众参两院的办公大楼，更是美国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民主象征，彰显了美利坚合众国
“合众为一”的立国之本。

❖ 白宫

白宫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办公和居住之地，也是美国政府的代名词，新古典建筑风格的白色建筑，满足了
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对美国总统官邸的殷殷期望，宽敞、坚固、典雅，无需高大奢华，却巍巍屹立，坐
南朝北注视着整个国家广场，仿若注视着整个美国的发展壮大。

❖ 林肯纪念堂
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古希腊神殿式建筑，为纪念美国第 16 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而建，被视为
美国永恒的塑像和华盛顿的标志。这里也是追求和平民主的最著名集会地，马丁·路德·金就在这里发表了
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于越战，朝鲜战争纪念碑缅怀逝去的先烈;由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上刻着烈士
的名字，简单而感人，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则描绘了战争的紧张和壮烈。

❖ 首府观光游船
沿着东波多马克河岸观赏华盛顿著名地标， 如:肯尼迪中心，水门，华盛顿纪念碑，美国国会大厦，杰
佛逊纪念堂等。华盛顿游船是让你放松并且欣赏这个城市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 华盛顿总统蜡像博物馆
华盛顿杜莎夫人蜡像馆于 2007 年开馆，深受大众欢迎，多以美国各届总统的蜡像最为著名。馆内的蜡
像形态逼真，可谓是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尤其是在人物的性格刻画上，比如脸部表情、脸皮颜色、手
部皱纹和手指指尖的动作，于细微之处可见蜡像制作人的细心。

第二天

萝莉洞 -普林斯顿 - 纽约

清晨前往自然奇观萝莉洞, 是北美地区国家级景点最大的地下千年钟乳石洞，形成于 40 亿年之前，此洞
就以世界最壮观的天然石洞之一而闻名全美，被赞为石头仙境。随后我们将前往普林斯顿，我们将在普
林斯顿大学导游的带领下进行校园参观，感受世界顶级学府之一的学术风情，体验美国的教育文化。
行程安排：
萝莉洞（又称卢雷洞）
（自费，90 分钟）→ 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游（自费，60 分钟）→ 纽约
❖ 萝莉溶洞 Luray Caverns
萝莉洞形成于 4 亿年前，是美国最大的喀斯特溶洞。1878 年，机缘巧合之下这个史前溶洞得以重见天
日。全场长 1.5 英里的游览路程中，你可以尽享洞内的美轮美奂。洞内除了三大热门景观梦幻湖、煎蛋、
溶洞管风琴之外，还有像 Ghost、Saracen's Tent、Veil 等极为传神之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洞内常
年恒温 12°C，游客们需要注意保暖。

❖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是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风景优美，被誉为美东最美校园之
一。校内有很多歌特复兴风格的建筑，大多数都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修建的。拿骚楼是校内的主管理
楼，建于 1756 年，曾在 1783 年间短暂地被作为国会大厦使用。

参团说明
景点说明:
（1）行程中所列景点，参访的先后顺序或因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如遇景点、节假日休息（关门），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程;
（3）游客需跟团上导游购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 City Pass。
退费说明:
（1）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无法游览，本公司将有权更改行程，团费不退；
（2）游客因个人原因临时自愿放弃游览，酒店住宿、交通等费用均不退还。
费用不含: 餐费，景点门票费，服务费($10 每人每天)，私人性质费用（如酒店电话费，洗衣费等）
。
巴团自费项目一览/Admission Ticket
项目 Attraction
首都观光游船
DC Sightseeing Cruise
华盛顿杜莎总统蜡像馆
Madame Tussaud's President Gallery

首都中式晚餐
Chinese Dinner
萝莉洞（又称卢雷洞）
Luray Caverns
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游
Princeton University Campus Tour

老人 Senior

儿童 Children

（65+）

（ 3-12 yrs.）

$26.00

$23.00

$18.00 (2-12)

$23.00

$23.00

$17.00

$18

$17

$13

$28.00

$25.00(62+)

$15（6-12）

$10.00

$10.00

$8.00

大人 Adult

1) 上例门票价钱只供参考, 门票价钱会因季节而作出变动, 并不另行通知;
2) 以上部分打*的景点门票，将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参观, 实际情况由导游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