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和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
第一日
 抵达华盛顿特区，团体旅游公司安排陪同人员/导游和旅游
大巴接机，并在接下来的 7 日内陪同旅游
 如果抵达时间允许，安排观光
 登记入住推荐酒店
 欢迎晚餐
 晚上参观华灯照耀下的华盛顿纪念碑和纪念馆
[包晚餐]

第六日
 酒店早餐
 约克镇庆功中心和战场
 自由时间，供自费午餐和再一次探索殖民地威廉斯堡
 返回酒店休息
 在殖民地威廉斯堡餐馆晚餐
 夜间举灯参观殖民地威廉斯堡工艺品店，或参加鬼屋之旅
[包早餐和晚餐]

第二日
 酒店早餐
 白宫
 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馆
 福特剧院和彼得森小屋
 史密森尼学会各种博物馆和画廊，午餐自费
 使馆区和国家大教堂
 二战老兵纪念馆
 返回酒店休息
 乔治敦自费晚餐
 观看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或其它艺术场所夜间表演
[包早餐]

第七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如果离开时间允许，安排其它观光
 乘坐返程航班回国
[包早餐]

第三日
 酒店早餐
 美国国会山，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最高法院
 参观国会大厦
 联邦车站自费午餐
 阿林顿国家公墓，包括参观无名烈士墓和肯尼迪墓的卫队
换岗
 硫磺岛海军纪念馆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华盛顿纪念碑
 返回酒店休息
 招待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实用提示:：您应联系您的国会代表以安排参观白宫和国会大厦。
第四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乔治·华盛顿的芒特弗农庄园
 芒特弗农旅馆午餐
 离开华盛顿特区，前往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
 里士满市停留，参观弗吉尼亚州议会大楼
 继续前往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登记入住酒店
 欢迎晚餐
[包早餐、午餐和晚餐]
第五日
 酒店早餐
 詹姆斯敦殖民地和詹姆斯敦岛
 殖民地威廉斯堡，包括参观州长官邸的豪华门票
 傍晚参观雪莉种植园
 返回酒店休息
 晚上自由活动，晚餐自费
[包早餐]

更多天数: 安纳波利斯市和美国海军学院；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切
萨皮克海湾；以及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
新的项目: 2008 年 9 月 11 日，五角大楼 9/11 纪念公园将开放。
2008 年 12 月 2 日，美国国会大厦游客中心将向公众开放。2010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这是一生难遇的经历，千万不要错
过。如果希望参加这些极其特别的活动，请与我们联系。

如果还有时间，请考虑……
第七日 (续)……
 夏洛特维尔市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蒙蒂塞洛故居
 在密歇酒廊饭馆用午餐
 在前往宾西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路上，沿天际线公路欣赏
谢南多厄山谷的美丽风景
 登记入住推荐的酒店
 酒店欢迎晚餐
[包早餐、午餐和晚餐]
第八日
 酒店早餐
 参观宾夕法尼亚州德国村，包括阿米斯农舍和农场
 在兰开斯特周围多个市场的其中之一自费午餐
 宾夕法尼亚州赫尔希和巧克力世界
 宾夕法尼亚德国风味晚餐
 观看美国音乐剧院或视听剧院的演出
[包早餐、午餐和晚餐]
第九日
 酒店早餐
 出发前往德国村盖茨堡
 参观盖茨堡战场
 在科日午餐
 继续前往华盛顿特区，乘坐返程航班回国
[包早餐和午餐]

其它方式：可以在盖茨堡参观艾森豪威尔农场，在兰开斯特多停留
一晚，第十日继续前往费城参观其它景点，或乘坐返程航班回国。

纽约市路线
第一日
 抵达纽约，团体旅游公司安排陪同人员/导游和旅游大巴接
机，并在接下来的 6 日内陪同旅游
 如果抵达时间允许，安排观光
 登记入住推荐的酒店
 洛克菲勒中心的观景台“洛克之巅”
 纽约小意大利区的欢迎晚餐
[包晚餐]

第六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如果离开时间允许，安排观光
 乘坐返程航班回国
[包早餐]

第二日
 酒店早餐
 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
 自费午餐
 金融区，包括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世贸中心大楼废
墟零点地面
 南街海港自由活动时间或沿运河街购物
 返回酒店休息
 自费晚餐
 演出：百老汇、外百老汇或其它场所，如林肯中心
[包早餐]

实用提示： 曼哈顿区平均酒店费用是$350.00/晚，如果计划全天乘
坐旅游大巴，可以考虑住在包早餐的郊区酒店。您可能无法每晚都
返回酒店休息，但是利用省下的钱可以多欣赏一场表演或购置一套
新的服装。此外，如果您的旅行团喜欢步行和搭乘公交车，还可以
考虑选择往来机场的直达车，然后在市区步行游览。也许您无法游
览很多的地方，但是想想您将烧掉更多的卡路里。

第三日
 酒店早餐
 曼哈顿区上城，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莱姆区、阿波罗剧
院和圣约翰大教堂
 绿苑酒廊餐馆午餐
 中心公园漫步观光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自由参观时间
 返回酒店休息
 晚上自由活动，晚餐自费，可观看另外一场演出
[包早餐和午餐]
第四日
 酒店早餐
 参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演播室
 参加无线电城音乐厅后台入口之旅
 大中央车站自费午餐
 参观联合国
 参观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教堂和洛克菲勒中心，安排自
由购物
 返回酒店休息
 晚上自由活动，各奔所喜；嘿！这正是纽约市的魅力所在!
[包早餐]
第五日
 酒店早餐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展示罗斯地球和科学中心、海
登天文馆或现代艺术博物馆
 格林威治村自费午餐
 下午参观纽约村庄，包括格林威治村、中国城和休南区
 返回酒店，傍晚自由活动，各奔所喜
 告别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更多天数： 从纽约市可以前往哈得逊河谷，参观西点军校和洛克菲
勒家族宅园 Kykuit

新旅游项目: 2008 年秋季 航空、海洋、太空博物馆——美国“无
畏”号航空母舰将重返港口。2009 年春季 参观新洋基体育场或参
加比赛，让我们一起打球! 2009 年底 位于第五大街的非洲艺术博物
馆对外开放。2008 年 10 月 百老汇上演 “比利·埃利奥特”，保证是
本城最炙手可热的门票，请现在就订票！2009 年 3 月 将有多
莉·帕顿奉献新歌的“早 9 晚 5”和亚瑟·劳伦兹指导的“西边故
事”上演。2010 年 美国国家 9/11 纪念馆计划于双塔大楼遭袭 10 周
年之际开放。
如果有更多时间，请考虑……
第六日(续)……
 清晨出发前往宾西法尼亚州费城
 宪法中心
 独立广场，参观独立钟楼和独立大厅
 雷丁终端市场自费午餐
 费城艺术博物馆
 出发前往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
 登记入住推荐酒店
 酒店欢迎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第七日
 酒店早餐
 哈格雷博物院和杜邦家族故居
 在温特图尔住宅和花园用午餐
 参观温特图尔
 布兰迪万河博物馆
 返回酒店休息
 在迪渥斯镇旅馆晚餐
[包早餐、午餐和晚餐]
第八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长木花园，自费午餐
 出发前往机场，返程航班回国

路线提示：如果您能如此多停留三天，您可以乘机离开费城、巴尔
的摩或华盛顿。如果您能再多停留几天，除上述路线外还可以参观
巴尔的摩 -华盛顿大都会区。详细信息请参见华盛顿 -威廉斯堡路
线。

波士顿—新英格兰路线
第一日
 抵达波士顿，团体旅游公司安排陪同人员/导游和旅游大巴
接机，并在接下来的 6 日内陪同旅游
 登记入住推荐酒店
 酒店欢迎晚餐
 保诚大厦观景台
[包晚餐]
第二日
 酒店早餐
 沿着“自由之路”参观，包括波士顿公园、州议会大厦、
旧谷仓墓地和法纳尔大厅
 在昆西市场自费午餐
 下午继续沿着“自由之路”参观保罗·里维尔故居和旧北
方教堂
 邦克山和美国宪章号古战船
 返回酒店休息
 自费晚餐
 观看夜间演出
[包早餐]
第三日
 酒店早餐
 洛威尔纺织博物馆
 康科德城、列克星敦和义勇兵国家历史公园
 自费午餐，到科普利购物中心或沿纽伯利街自由购物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波士顿其它重要的博物馆：伊莎贝拉·斯图亚特·加德纳
博物馆、科学博物馆、新英格兰水族馆、儿童博物馆和茶
会博物馆
 返回酒店休息
 在小意大利村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第四日
 酒店早餐
 普利茅斯种植园和五月花 II 号船
 普利茅斯巨岩
 在普利茅斯自费午餐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游览剑桥市和哈佛大学
 返回酒店休息
 晚上自由活动
[包早餐]
第五日
 酒店早餐，出发前往塞勒姆
 塞勒姆女巫博物馆
 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自费午餐
 七角楼
 马波海德镇，自由购物
 在格洛斯特海湾举行传统烤龙虾晚餐
 晚餐后返回酒店
[包早餐和晚餐]
第六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如果离开时间允许，安排其它观光
 返程航班回国
[包早餐]

新的项目: 2009 年是“海港和查尔斯河之年”，2009 年夏季重新开
放波士顿茶会船和博物馆，“高桅横帆船 2009”将是规模空前的帆
船盛会！

如果有更多时间，可以考虑…
第六日(续) ……
 罗得岛新港，午餐后参观听涛山庄和哈默史密斯农场
 继续前往纽约市

路线提示：如果您能如此多停留一天，您可以从纽约乘飞机离开。
如果能再多停留几天，除上述之外还可参观曼哈顿。详细信息请参
见纽约路线。
新英格兰秋叶延伸之旅
第一日
 离开波士顿前往缅因州波特兰，在肯尼布克港停留
 继续前往波特兰，登记入住推荐酒店
 在波特兰参观两小时
 在波特兰码头区晚餐
[包晚餐]
第二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出发前往缅因州卡姆登市，在自由港 L.L. Bean 商店停留
 途中游览历史名镇不伦瑞克
 登记入住推荐旅店，自由欣赏卡姆登美丽的海港，晚餐自
费
[包早餐]
第三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午餐后驱车前往缅因州朗格莱镇
 登记入住推荐旅馆，招待晚餐
 晚上观看 “驼鹿巡逻”
[包早餐和晚餐]
第四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出发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和白色山脉
 在北康威停留，乘坐观光火车
 继续前往克劳福德峡谷和溪涧瀑布
 在温尼泊索基湖登记入住推荐旅馆，招待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第五日
 酒店早餐后结帐退房
 在温尼泊索基湖乘船航行
 云中城堡
 出发前往佛蒙特州斯托市，在蒙彼利埃停留，参观枫蜜农
场
 登记入住推荐酒店，告别晚餐
[包早餐和晚餐]
第六日
 酒店早餐后结账退房
 出发前往波士顿，返程航班回国
[包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