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金尊享】达拉斯+奥斯汀+圣安东尼奥+休斯顿+美国宇航

局太空中心+巴吞鲁日+新奥尔良 8日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257 团号 DALMSY8

出发城市 达拉斯 Dallas -DAL

目的地城市 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途经地点

奧斯汀 Austin、圣安东

尼奥 San Antonio、休斯

顿 Houston -HOU、美国

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Space Center、巴吞鲁日 

Baton Rouge

行程天数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出发班期

2021： 

11月：13日、27日 

12月：11日 

 

2022： 

1月：8日、22日 

2月：5日、19日 

3月：5日、19日 

4月：2日、16日、30日 

5月：14日、28日 

6月：11日 

10月：1日、15日、29日 

11月：12日、26日 

12月：10日

 

    



产品特色

【暖心服务】全程中文导游带队，舒适用车，开启舒心之旅。

 

【安全出行】全程车辆定时消毒，游玩更放心。

 

【尊享旅途】畅游五大城市：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奥斯汀 、达拉斯、新奥尔良，领略别样城市风光。

 

【音乐之都】前往美国爵士乐之都，感受音乐之都的魅力。

 

【异域风情】漫步全美最独特的法国城，在新奥尔良感受别样的异域风情。

 

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达拉斯爱田机场（DAL）；

【接机】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DFW）；

 

离团地点

【送机】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MSY）；

 

行程介绍

Day 1 达拉斯接机

全天  

今天搭乘航班，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第三大城市-达拉斯。我们热情的导游会在机场等候您的到来，并安排搭

乘班车前往酒店。

 

接机须知：

1. 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DFW）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6:00 20:00，达拉斯爱田机场（DAL）免费接机时间

点为：17:00 21:00，此时间为客人在乘坐的航司取行李处拿到行李后与我司工作人员汇合时间，逾时不候。

如错过班车，请等候下一班；错过20:00/21: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2. 20:00/21:00接到的客人，将无法享受我司提供的欢迎晚宴，敬请谅解。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Irving Las Colinas, an IHG Hotel 或 同级

 

    



 

Day 2 达拉斯市区游

全天  

来到得克萨斯州，就会想到牛仔，机车，农场，马。这些文化符号，在得克萨斯州最好的体现就是达拉斯-沃

斯堡地区。一部《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粗野而又具有时代感的电影画风，让达拉斯在中国人心中有了印记，今

天我们将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真实而又充满特色的达拉斯。

 

行程安排：

先锋广场&达拉斯市政厅（60分钟）→ 六楼博物馆 （外观，30分钟）→ 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 （自费， 50分

钟）→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入内参观，80分钟）→ Water Gardens（30分钟） → 沃思堡牧场 & 牛仔小镇与竞

技表演 & 晚餐（牛仔小镇与竞技表演为自费，240分钟）

 

全天  

达拉斯先锋广场 Pioneer Plaza

达拉斯的先锋广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铸铜纪念碑，它生动展现着三个牛仔赶着40头长角牛上集市的热闹情景。

广场的背后是一片坟地，据说埋葬着早年美国中西部的开拓者。后来，这块坟地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政府提

出要将坟地迁走，引起了大众的不满，经由协商，在坟地前建造一个雕塑公园，使之成为两全齐美的事情。占

地4英亩的雕塑公园，由当地一个名为罗伯特萨默斯的人在1995年完成的。名为拓荒者的雕塑，是一个包含了

3个牛仔赶着40头德州长角牛的群雕，每头牛的表情不同，形态各异。牛仔和长角牛的粗犷神态，生动的肢体

，全在雕塑家的手笔之下，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雕塑中的牛仔和长角牛都是真实的人和牛的1.5倍，用铜雕

塑而成，整座雕塑气势恢弘，表现了牛仔的坚韧、独立的性格以及冒险精神。

达拉斯市政厅 Dallas City Hall

达拉斯市政厅是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律铭的大作。倒V字形体能够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使市政厅面前的广

场成为引人逗留的良好的室外空间，倾斜的V字形建筑本能的形体趋向就是产生与广场相互亲近的气氛。从侧

面看，市政厅就像是德州地图的形状。这座像倒转金字塔的建筑物的倾斜面有34度，楼高7 层，每一层比底下

一层宽出9.5英尺。这样的设计虽然有点夸张，但可以遮挡风雨以及德克萨斯州酷热的阳光。

六楼博物馆 Sixth Floor Museum

达拉斯历史博物馆曾经是达拉斯第六法院，红色的砖墙博物馆，壮观古老。我们在这里将帮您重现当年的场景

，多角度、深层次回顾、探秘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有为总统肯尼迪的传奇人生故事，以及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一次

刺杀。

乔治布希总统图书馆 The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您将会步入白宫一比一还原的总统办公室，坐在椭圆形办公桌前体验做总统的责任与使命，探索白宫总统办公

室的秘密与传统，宛如身处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了解美国大选制度；911事件全程追踪，总统决策中心让您

    



体验总统如何在各国家部门意见中权衡利弊。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 Dallas Museum of Art

达拉斯艺术博物馆此馆共收藏24000余件艺术品，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至今，包罗万象。此博物馆还以其灵

活的展览政策和广受美誉的教育专案而闻名。艺术收藏令人叹为观止，藏品纵穿三千年，一直免费为游人开放

沃思堡牧场 Fort Worth Stockyards

你如果想真正领略西部牛仔的魅力，则需要到沃斯堡牧场看看。这里是一个国家历史保留区，在之前是一个牲

畜交易市场，如今一切都保存完好，历史仿佛在这里定格。你可以来这里观赏古老的赶牛和牛仔竞技秀，近距

离体验豪爽不羁的牛仔文化。

牛仔小镇与竞技表演 Rodeo Night Tour

在牛仔小镇吃一顿本地正宗的世界著名德州传统烤肉和德州size的啤酒。饭后我们来逛一逛世界著名的沃斯堡

牛仔小镇，在牛仔小镇我们会寻到自己心中的牛仔精神！长角牛交易市场，传统长角牛棚和牛仔马棚，足够幸

运的话我们会看见来参加比赛的牛仔和女牛仔们的上场前的准备活动！牛仔小镇的牛仔服装靴子店，特色皮具

店，西部手工品，皮带帽子店很多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店铺。游览过后欣赏世界最负盛名的冠军牛仔竞技表演

赛，亲眼观看英姿飒爽的牛仔在牛背上尽情舞动，欢呼雀跃的观众在场内呐喊助威，西部电影经典场景在孤星

之州随处可见，欣赏一场精彩的牛仔表演绝对是了解德克萨斯的最佳方式没有之一。在今天您可以成为一名热

情的德州人一起欢呼叫好，感受牛仔们的狂野与不羁。

 

晚上  

酒店：Holiday Inn Irving Las Colinas, an IHG Hotel 或 同级

 

 

Day 3 达拉斯  - 汽车 - 奥斯汀  - 汽车 - 圣安东尼奥

全天  

今天我们驱车前往得州首府奥斯汀，探访美国最高的州立首府大厦-得州议会大厦和得州最大陆军基地-得州军

事基地博物馆。随后前往参观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标本的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

 

行程安排：

得州军事基地博物馆（入内参观，60分钟）→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30分钟）→ 得州议会大厦（外观

，30分钟）→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包含门票，60分钟）→ 酒店 → 河滨步道夜游（自费，120分钟）

 

全天  

得州议会大厦 Texas Capitol

    



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位于得州首府奥斯汀，建于1885年，于1970年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1986年被评为国家

历史地标。它是目前得州最高的历史地标，是美国最高的州立首府大厦，甚至比国会大厦还要高出七英尺。大

厦由红色花岗岩建造，顶部有一座高14英尺的自由女神雕像，整个建筑宏伟壮观。大厦内部悬挂着共和国的诸

位总统以及得州州长们的画像，其中最显著的是曾连任两届得州州长的小布什总统。

得州军事基地博物馆 Texas Military Forces Museum

位于得州最大陆军基地，收藏大量美军退役军用直升机、坦克，可供近距离拍照。了解美国建国以来众多著名

军事将领，以及反恐战争中美军的培训和装备。

鹿角野生动物＆骑警博物馆 Buckhorn Saloon& Texas Ranger Museum

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标本，收藏百年的珍奇异兽，超过520种动植物，许多都是世界之最。骑警博

物馆还向您展示西部骑警古董枪收藏，回顾重现粗犷豪迈的西部小镇。

河滨步道 San Antonio River Walk

仿佛置身于美国的威尼斯，在河岸两边种植着很多来自南美的奇树美花、巨大的桔子树以及各种牛仔雕像、河

里小鸭游曳、岸上古老的西班牙式教堂、小而精致的纪念品店，而隐藏其中的还有众多的圣安东尼奥精致的当

地美食。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成立于1883年，是得克萨斯州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旗舰级大学，也是美国最好的公

立大学，其会计科目连续十年排名全美第一。奥斯丁在得州中心位置，而得州大学位于市中心，距离穿过城市

而流的得州科罗拉多河不远。在民风较偏保守的美国南方，奥斯汀是少数主张自由开放的都市，此与主张独立

创新的大学校风，相辅相成。

 

晚上  

入住城市：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San Antonio Lackland AFB SeaWorld 或 同级

 

 

Day 4 圣安东尼奥  - 汽车 - 休斯顿

全天  

今天我们将从休斯顿出发驱车前往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南部、得克萨斯州的第二大城市-圣安东尼奥。这里

有丰富的历史建筑遗址，同时也以其繁荣而又绿意盎然的河畔步行街而闻名于世。 下午游览休斯顿收藏着恐

龙化石和展示能源的自然科学博物馆。

 

行程安排：

    



圣安东尼奥 → 阿拉莫遗址（入內参观，80分钟）→ 圣安东尼奥教区遗址国家公园 （入內参观，90分钟）→ 

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包含门票，90分钟）→ 休斯顿

 

全天  

阿拉莫遗址 The Alamo

得克萨斯州的伟大悲壮战役原址，阿拉莫是200余德州人对抗1800墨西哥军队，血战13天后全体壮烈牺牲的

一场史诗级战役。阿拉莫之战过后，整个得州都以“铭记阿拉莫！”为战斗冲锋口号，最终赢得了得克萨斯的独

立。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提醒着德州人民：铭记祖先为得州自由付出的代价。

圣安东尼奥教区遗址国家公园 San Antonio Missions National Park

圣安东尼奥教区遗址是一个由五座教堂遗址组成的一个国家公园，保存了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历史遗迹，并于

2015年7月被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里古朴苍老，房檐倾颓，墙垣剥落，历史的沧桑感

扑面而来。来这里，见证得克萨斯州的悠久历史吧！

休斯敦自然科学博物馆 Houston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休士顿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休斯顿最大的博物馆。它座落在赫曼公园的东北角，紧临山姆休斯顿的铜像及缅街与

蒙特罗斯相交处的喷水泉。博物馆里珍宝林列，例如沙皇的财宝、阿富汗黄金以及全美最大的恐龙化石；馆藏

丰盛，化石、珠宝、矿石和可以触摸的样品是这里永久的陈列品。值得一提的是其能源馆，这也是管内最独特

的展区之一。

 

晚上  

入住城市：休斯頓 Houston -HOU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Houston Sugar Land 或 同级

 

 

Day 5 休斯顿市区游  - 汽车 -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全天  

上午游览休斯顿（以得克萨斯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名字命名），这里有休斯顿火箭队主场的丰田中心体育场，被

誉为“南方哈佛”的莱斯大学。下午驱车前往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休斯敦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太空中心

，1969年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是“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

地。‘鹰’着陆成功” 。

 

行程安排：

丰田中心（外观，30分钟）→ 莱斯大学（40分钟）→ 赫曼公园（20分钟）→ 午餐&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自费，220分钟）

 

    



全天  

丰田中心 Toyota Center 

丰田中心是休斯顿火箭队主场。这裡是姚明效力数载的队伍，退役后入选名人堂，伟大的 11 号球衣挂在丰田

中心球场室内顶端。

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素有“南方哈佛”之 称，是全美私立高等学府之一，也拥有全美最好的建筑系之一。在校园裡瞻仰威廉

莱斯先生凋塑，“暮光之城”艺术凋塑，远眺彷佛凋塑悬浮在空中。校园虽不甚大，但浓厚的文化气息及学园内

悠静的美景仍是让人不得不来的原因。其空间物理系与美国宇航局交往甚密， 有几个共同的研究项目，美国

前总统肯尼迪曾在莱斯大学就登月专桉发表过演说。

赫曼公园 Hermann Park 

一走进公园，就看到休斯顿创始人之一，山姆·休斯顿的雕像欢迎着大家。他的手指向园区，指引旅客进入公

园内感受公园的美丽。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NASA Space Center

休斯顿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太空中心，1969年阿波罗11号降落月球后，阿姆斯特朗对指挥中心和整个世界

说的第一句话是“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 。因此人类在月球上说的第一个词就是“休斯顿”。

我们将会乘坐小火车参观火箭公园，太空控制中心，宇航员训练中心，太空梭，航空航天史大电影等等。触摸

“月球石”与“火星石”。享受一场精彩的知性游览!在这里可以触摸到月球上采集回来的岩石、走进太空梭实体模

型体验太空梭操作、观赏八层楼高荧幕的iMax 电影了解美国太空计划的过去、现在、未来；搭上游园车，实

地走访登任务管制室、太空人训练中心、甚至带您到美式足球场大小的”火箭公园”与实体阿波罗火箭拍照；许

多有趣的活动让游客体验太空人的生活，而各种设备及巨大无比的火箭则让人叹为观止!更别提在纪念品商店

中，可以实际买到太空食品，试试看”脱水霜淇淋”是什么味道？太空人盖的被子只有一张纸那么薄…，太空迷

更可以在这里买到NASA 工作服、臂章、夹克、帽子、T恤…一应俱全。

 

晚上  

入住城市：休斯頓 Houston -HOU

酒店：Hampton Inn & Suites Houston Sugar Land 或 同级

 

 

Day 6 巴吞鲁日  - 汽车 - 橡树庄园  - 汽车 - 法国区  - 汽车 - 新奥尔良

全天  

早上，我们前往路易斯安娜州首府巴吞鲁日，参观全美最高州议会大楼。之后前往被列为美国南部地目标历史

古迹橡树庄园和充满异国风情法语区。

 

    



行程安排：

路易斯安娜州议会大厦（30分钟）→ 橡树庄园（包含门票，180分钟）→ 途经杜兰大学 → 法国区（190分钟

）→ 新奥尔良

 

全天  

路易斯安那州议会大厦 Louisiana State Capitol

全美最高州议会大楼，位于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州议会大厦楼高34层，总高度450英尺，是阿拉巴马州石

灰石铺就的摩天大楼，装饰艺术的风格属于1920年代末期。作为美国受法国影响最大的州，路州部分地区仍

通用法语，州政治体系也与美国其他州有所不同。

橡树庄园 Oak Alley Plantation

位于新奥尔西郊的南部最大种植园，被列为美国南部地标的历史古迹橡树庄园可以说是历经沧桑，南北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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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庄园内古拙与粗矿

的黑奴小屋形成鲜明对比，庄园内随处可见的参天巨木仿佛无声的讲述着小说《飘》的情节，仿佛在向世人展

示那古典的南方风味。

法国区 French Quarter

法国移民早期留下的法国街区，这里有欧洲传统的狭窄街道，酒吧和咖啡馆，有非常棒的音乐人和乐队。你还

可以看到街头舞蹈，即兴的铜管乐队表演等。这里保留着许多早期法国、西班牙式建筑，如皇家街，卡比利多

为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市政厅，普瑞思贝提尔为英国殖民地时代教会办公室和法院、修道院、法国市场以及古老

的公寓住宅等都是其代表。西班牙式的突出二楼阳台、铁铸雕花栏杆被昵称为「PATIO」，建筑色彩缤纷用色

大胆，半开的门缝中流溢的爵士蓝调旋律，非常具有异国风情!

 

晚上  

入住城市：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New Orleans East, an IHG Hotel 或 同级

 

 

Day 7 新奥尔良

全天  

新奥尔良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沿圣查尔斯大街从法国区行驶，宛如步入时光隧道，从欧陆风情的法国区，到

典型美国商业区，再到宛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橡树大道，还有20世纪初曾经普及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这些曾经不同的语言、文化、时尚、信仰如今都紧密交织在了一起，演变出独特的新奥尔良文化。 

 

行程安排：

新奥尔良狂欢节世界（外观，30分钟）→ 国家二战博物馆（外观，40分钟）→ 密西西比河爵士乐蒸汽船&午

    



餐（包含船票&午餐，150分钟）→ 杰克逊广场自由活动（170分钟）→ 酒店 → 法国区夜游（自费，120分

钟）

 

全天  

新奥尔良狂欢节世界 Mardi Gras World

历史之旅，幽灵之旅，沼泽之旅–新奥尔良有很多之旅。但是要想真正了解狂欢节的幕后花絮，狂欢世界一定

不容错过。狂欢世界记录了每年新奥尔良狂欢节游行的筹备过程与成果。这里从一部纪录片电影开始，小到面

具制作，大到花车彩车，全方位展现这一集华丽、宏伟等一切美好事物集中在一起的狂欢节。

国家二战博物馆 National World War II Museum

美国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讲述了美国在世界第二次战争中的经历，包括战争的原因，胜利的方式以及胜

利的意义，以便所有后代都能理解自由的代价并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博物馆将叙事与个人细节相融合

，带给人身临其境的体验。除了美术馆外，博物馆的在线藏品、虚拟实地考察、网络研讨会等，能让我们更好

的了解历史，向为保护我们自由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一代人致敬。

密西西比河爵士乐蒸汽船 Jazz Steamboat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大的水系也是世界第四大长的河流，因为它支流众多，美国人又尊称为「老人河」。密西

西比河运价值很大，运输量曾经在2亿吨以上。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马克吐温，特别喜欢以密西西比河当做他

许多作品的背景，最知名的就是家喻户晓的”汤姆历险记”。搭乘古老的蒸气船游密西西比可遥想当年两岸的盛

景，为时两小时的船程，船上也会广播介绍马克吐温的历史故事。在密西西比河上尽情享受悠扬悦耳的爵士乐

，与船上游客一起载歌载舞，仿佛回到了五十年代。世界爵士乐诞生地新奥尔良，在这里，您才会欣赏到最正

宗的爵士乐。我们将在船上享用一顿传统的美国南方午餐，参观蒸汽船机器室了解蒸汽动力原理，蒸汽船特有

的管道演奏别致有趣。

杰克逊广场 Jackson Square

杰克逊广场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广场位于法国区和河岸的交汇处，面积并不大，但它是半个世纪来街头艺术

家们聚集的地方，尤其到了晚上，这里非常热闹，有不少街头乐队在表演。 。广场以之后成为美国第七任总

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就一直屹立在广场的中央。近两百年前，杰克逊将军率领军队在

新奥尔良保卫战中以少胜多战胜了当时强大的英军。

 

晚上  

入住城市：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酒店：Holiday Inn Express New Orleans East, an IHG Hotel 或 同级

 

 

Day 8 沼泽生态游船  - 汽车 - 新奥尔良

    



全天  

今天我们将乘坐沼泽生态游船，带我们经过鳄鱼最喜欢出没的地方。随后前往新奥尔良机场。

 

行程安排：

沼泽生态游船（自费，130分钟）→ 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MSY）

 

全天  

沼泽生态游船 Swamp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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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蜿蜒的河道进入到原始丛林，向您揭示沼

泽和湿地的奥秘，宛如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沼泽里能看到短尾鳄、蛇、龟、白鹭、小浣熊还有从水中长出的

参天大树。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遗迹依然依稀可见，长在沼泽里的植被，即便泡在水中也不易腐烂毁朽，非常

神奇。游船会带我们经过鳄鱼最喜欢出没的地方，你会惊喜的发现鳄鱼最爱吃的居然是棉花糖。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

1. 行程中交通费用（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7座商务，14人座高顶/中巴，或55-61座巴士

）；

 

2. 行程中住宿（住宿晚数等于行程天数减一）；

 

3. 中英文服务人员和司机导游服务费；

 

4. 一日三餐（除接机日只包晚餐，送机日只包早餐）；

 

5. 所列行程中涉及到的景点门票：密西西比河爵士乐蒸汽船、橡树庄园、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鹿角野生动

物＆骑警博物。

 

费用不含

1. 出发地至参团地的往返机票；

 

2. 自费项目列表中项目；

 

3. 酒店房间内私人费用（洗衣费，电话费等）；

    



 

4. 一切除费用包含外的私人性质费用。

 

自费项目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 The 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1.00；

老人(62+岁

)：$18.00；

青年（13-17岁

）：$19.00；

儿童 (5-12岁

)：$15.00；

冠军牛仔竞技表演赛 Stockyard 

Championship Rodeo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45.00；

老人(65+岁

)：$45.00；

儿童 (3-12岁

)：$35.00；

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 Houston 

NASA Space Cente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29.95；

老人(65+岁

)：$27.95；

儿童 (4-11岁

)：$24.95；

河滨步道夜游 River Walk Night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35.00；

老人（65+岁

）：$35.00；

儿童（3-12岁

）：$25.00；

法国区夜游 French Quarte Night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成人：$35.00；

老人（65+岁

）：$35.00；

儿童（3-12岁

）：$25.00；

成人：$27.00；

老人(65+岁
沼泽生态游船 Swamp Tour

导游根据行

程安排

    



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27.00；

儿童 (4-12岁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