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孟菲斯+巴吞鲁日+橡树庄园+新奥尔良 8天游

产品信息

产品编号 R0001242

出发日期 06/05/2021

团号 ATLMSY8-A

出发城市 亚特兰大 Atlanta -ATL

目的地城市 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途经地点
橡树庄园 Oak Alley Plantation、巴吞鲁日 Baton Rouge、孟菲斯 Memphis、

纳什维尔 Nashville

行程天数 8 天 7 晚

交通工具 汽车

接/送机 接机 送机

产品价格

单人入住：$1788 / 人 两人入住：$1388 / 人

三人入住：$1188 / 人 四人入住：$1088 / 人

出发班期

2021：5月8日、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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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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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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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纳什维尔、孟菲斯、巴吞鲁日，领略别样城市

风光。

 

【音乐之都】前往美国乡村、爵士、蓝调三大音乐发源地，音乐之都与自然风光的完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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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庄园】打卡三大庄园：橡树庄园、劳拉庄园、圣约瑟夫庄园，体验浓郁南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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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机两天，三餐安排视具体航班来定）；

5. 所列行程中涉及到的景点门票：可口可乐世界、田纳西杜莎蜡像馆、橡树庄园、密西西比河爵士

乐蒸汽船&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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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根据行程 成人：$35.00；音乐街夜游 Music Street Night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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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包含天数 价格说明 描述

安排 老人（65+岁

）：$35.00；

儿童（3-12岁

）：$25.00；

比尔街夜景游 Beal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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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王雅园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48.50；

老人(62+岁

)：$48.50；

儿童 (7-12岁

)：$27.00；

沼泽生态游船 Swamp Tour
导游根据行程

安排

成人：$27.00；

老人(65+岁

)：$27.00；

儿童 (4-12岁

)：$16.00；

行程介绍

Day 1

今天搭乘飞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首府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亚特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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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兰大接机

    3/14



接机须知：

1. 哈兹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ATL）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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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2. 通过我司预定机票，有专业领队陪飞服务的客人，将无需等待直接送往酒店。

3. 17:00之后抵达的客人，将无法享受我司提供的欢迎晚宴，敬请谅解。

入住城市：亚特兰大 Atlanta -ATL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全天

Day 2

今天我们将在新南方之都—亚特兰大开启一天的旅行时光，这里悠久的历史和迷人

的景点一定会带给您舒适的体验！

 

行程安排： 

马丁路德金中心（40分钟）→乔治亚理工学院（60分钟）→ 杰克逊街大桥（30分钟

）→ 乔治亚州政府大楼（外观，20分钟）→ 午餐&CNN总部大楼（外观，70分钟

）→ 奥林匹克公园&可口可乐世界（包含可口可乐世界门票，120分钟）→ 玛格丽

特米切尔故居博物馆（外观，20分钟）→ 吉米·卡特图书馆和博物馆（外观，20分

钟）

全天

乔治亚理工学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乔治亚理工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并称为美国三大理工学院。有南方

MIT之称。乔治亚理工学院在全美理工类大学拥有着数一数二的排名，也是全美最好

的理工类大学之一，并且在全球学术范围内享受最高声誉，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具代

表性的学科为工程学。

杰克逊街大桥 Jackson Street Bridge

这里是电视剧《行尸走肉》中著名且具有标志性的场景，在这里能够拍摄到亚特兰

大市中心的一些精美照片。

亚特兰大市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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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亚州政府大楼The Georgia State Capitol

乔治亚州议会大厦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为州长办公室和州议会所在地，是

一座建于1889年的历史建筑。1971年列入国家史迹名录，1973年列为国家历史地

标。

CNN总部 CNN Headquarters

CNN是美国的知名有线电视频道，由特德•特纳于1980年创办，目前为时代华纳所

有，同时这也是第一个全天候24小时的新闻频道。公司总部和演播室就位于美国亚

特兰大，在全美8600万个家庭和89万个宾馆房间可以收看到CNN。

奥林匹克公园 Centennial Olympic Park

亚特兰大于199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年恰逢奥林匹克运动会100周年。因

此，亚特兰大的奥运会被冠以“百年奥运”的美称。园内的最大特色——赫赫有名的

五环喷泉，喷泉的灯光效果完全由计算机控制，水柱随着音乐的节奏变换出让人惊

叹的绚烂色彩。周末时，很多当地人都喜欢到奥林匹克公园休闲娱乐、度假游玩。

可口可乐世界 World of Coca Cola

可口可乐世界是亚特兰大响亮的代名词。在这里，你可在琳琅满目的展区了解这一

著名软饮的逸闻轶事，用舌尖感受来自世界各地上百种产品带来的全新味蕾体验。

玛格丽特米切尔故居博物馆 Margaret Mitchell House and Museum

这里是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因《飘》而知名。这个建筑建

造于1899年，为都铎复兴式建筑风格，是一座红砖墙的普通三层小楼。

吉米·卡特图书馆和博物馆 The Jimmy Carter Library and Museum

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卡特总统图书博物馆是由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

理，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1939年以来总统的重要的文件，记录和信件。

入住城市：亚特兰大 Atlanta -ATL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全天

Day 3 亚特兰大 汽车 纳什维尔

    5/14



今天我们将从亚特兰大出发，前往参观位于美国中南部的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

纳什维尔是美国劳动人民最喜爱的音乐形式之一的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的主

要发源地。

 

行程安排：

亨茨维尔太空中心（外观，60分钟）→ 杰克丹尼尔酒厂（70分钟）→ 田纳西杜莎

蜡像馆（包含门票，60分钟）→ 酒店 → 音乐街夜游（自费，100分钟）→酒店

 

亨茨维尔太空中心 U.S. Space & Rocket Center

亨茨维尔是座典型的美国东南部城市，以其迷人风景和悠久历史而闻名，当年的载

人登月火箭就诞生于此。美国太空火箭中心是美国宇航局马歇尔飞行中心的游客接

待总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博物馆。该中心展出 1,500 多件航空航天展品，包

括美国发送的首枚卫星探险者一号 (Explorer I)。

杰克丹尼尔酒厂 Jack Daniel Distillery

杰克丹尼尔酒厂是美国最古老的注册酒厂，也是国家历史遗迹名录中最负盛名的酒

厂之一。

田纳西杜莎蜡像馆 Madame Tussauds Nashville

与美国乐坛“巨星”近距离接触，了解美国音乐界的丰富历史与当前盛况，探索美国音

乐史并与明星偶像的逼真蜡像合影，其中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约翰尼·卡什和碧昂丝

等。走进田纳西杜莎夫人蜡像馆，了解美国音乐界的丰富历史与当前盛况，但还是

先跟泰勒·斯威夫特来一张自拍合照吧。您可与格莱美获奖唱作人并肩而立并合影留

念，或者与穿着黑色服装的约翰尼·卡什双眼对视，感受巨星散发的无穷魅力。

音乐街夜游 Music street Night Tour

纳什维尔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源地，此次来到的音乐街位于纳什维尔百老汇街，这

里汇集了上百家店铺。酒吧、餐厅各种聚会场所，您可以在这里探索百老汇街唯一

的啤酒厂，亲自品尝；还可以精致的餐厅中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全天

入住城市：纳什维尔 Nashville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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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访纳什维尔的帕特农神庙。随后前往田纳西州最大的城市-孟菲斯

，这里是摇滚乐（Rock and Roll）的发源地。很多著名的音乐家都在孟菲斯及密西西

比河周围长大，最著名的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杰瑞·李·刘路易斯、

B.B.King、约翰尼·卡什、罗伯特·约翰逊等等。直至今日，孟菲斯还是乐迷的必去之

地。

 

行程安排：

纳什维尔帕特农神庙（45分钟）→ 乡村音乐名人馆（外观，35分钟）→ 田纳西州

议会大厦（30分钟）→ 国家民权博物馆（外观，40分钟）→ 太阳录音棚（外观

，30分钟）→ 孟菲斯绿地公园（40分钟）→ 比尔街夜景游（自费，110分钟）

全天

纳什维尔帕特农神庙 The Parthenon

帕特农神庙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是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完整1:1复制品，建

于1897年，是田纳西百年博览会的一部分。在1897年该地举办一场博览会，建了一

系列仿古的建筑物。然而，其中只有这座帕提农神庙是讲求正确复原的再制品，也

是唯一保留至今的。

乡村音乐名人馆 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 and Museum

乡村音乐之都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名人堂里有世上最大量和最好的乡村音乐收藏品

。从美国民间音乐到现在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它记录着整个乡村音乐发展史。

田纳西州议会大厦 Tennessee State Capitol

田纳西州议会大厦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是田纳西州议会及州长办公室的所在地

，是一处国家历史地标，是美国没有圆顶的12座州议会大厦之一。这是一座希腊复

兴建筑，由费城建筑师威廉·斯特里克兰设计，建于1845年到1859年。

国家民权博物馆 National Civil Rights Museum

国家民权博物馆位于美国中南部孟菲斯市，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城市，美国民权

领袖马丁·路德·金1968年在位于该市的一家汽车旅馆遇刺身亡，该旅馆随后被改建为

美国国家民权博物馆。

纳什维尔 汽车 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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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录音棚 Sun Studio

太阳录音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录音棚之一，在这里诞生了猫王的无数重要单曲和专

辑。此外，乡村音乐传奇人物Johnny Cash、布鲁斯灵魂人物B.B. King、摇滚名人堂

选手Jerry Lee Luis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涯的黄金岁月。那段时光，也是令孟菲斯和

整个美国音乐圈怀念的黄金岁月。录音棚至今仍在使用，尽管现在这里的设备已经

有些老旧，但属于这座录音棚的传奇故事始终吸引着艺人们的光顾。

孟菲斯绿地公园 Memphis Greenbelt Park

绿地公园位于孟菲斯旁的一个小岛上，紧邻密西西比河，因此在公园内散步可以很

好的欣赏到密西西比河的河岸风光，在这儿，您可以尽情的和亲朋好友散步，分分

钟拍出朋友圈大片。

比尔街夜景游 Beale Street Night tour

比尔街位于美国孟菲斯，被称为蓝调之乡，是当地非常热闹的街区。在20世纪，它

是传奇音乐家WC Handy的家，当时他正在塑造现代蓝调。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景色

怡人，游客不仅可以逛一逛纪念品商店，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

入住城市：孟菲斯 Memphis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晚上

Day 5

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索孟菲斯，参观猫王雅园瞻仰已故的摇滚天王。随后前往巴吞鲁

日。

 

行程安排：

泥岛公园（40分钟）→ 猫王雅园&午餐（猫王雅园自费，180分钟）→ 巴吞鲁日

全天

泥岛公园 Mud Island River Park

泥岛公园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密西西比河与沃尔夫河汇合处。做为新建的娱乐与

教育场所，很受探访者的青睐。

猫王雅园 Graceland (Elvis Presley Mansion)

孟菲斯 汽车 巴吞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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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数以万计游客到访猫王的故居——雅园来瞻仰已故的摇滚天王，这段旅程

被称为猫王朝圣之旅。你可以拜访猫王最喜欢房间之一丛林之屋，还可以在猫王墓

穴前致敬这位音乐伟人。每年八月，人们会聚集在孟菲斯举办猫王纪念周，缅怀他

在音乐上的卓越贡献。

入住城市：巴吞鲁日 Baton Rouge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晚上

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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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吞鲁日 汽车 橡树庄园 汽车 法国区 汽车

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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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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城市：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晚上

D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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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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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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城市：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希尔顿、洲际、万豪）旗下品牌酒店

晚上

D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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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 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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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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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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

协议&须知

预定限制

1、年龄限制：【不限制】；

2、是否需要证件号码预订：【不需要】；

退改说明

1. 如同时预订了该行程适用的纵横假期特惠机票，一旦出票，则相关的行程不可退改，行程团费和

机票一律不得退款。

2. 行程取消条款如下：

行程开始前 违约金（占团费总费用）

出发前7日 (含) 內 75%

出发前8日 (含) 至 14日 (含) 50%

出发前15日 (含) 至 21日 (含) 25%

出发前22日 (含) 至 44日 (含) 10%

备注：

(1) 出发当日未能准时参加者，作自动放弃论，已付团费概不退还。

(2) 其他加定酒店或服务需参照酒店规定而确定是否能退款。

(3) 如贵司或客人因个人原因 (无旅行证件、迟到、生病、意外等因素) 于旅途中

退出或末能参加行程内任何行程，已付团费概不退还，也不会以其他服务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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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程改期条款：出发前15日 (含) 改期，收取每人100美金手续费（仅限被改日期有余位）；出发

前14日 (含) 内，不允许改期。

4. 如遇天气、战争、罢工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而导致无法游览，纵横将尽力保护客人人身及其财产

的安全，有权利取消或调整部分或全部行程，不承担任何因不可抗力引起的直接或间接责任，已支

付的团费概不退还。

预订须知

1. 各景点及国家公园的开放时间及流量控制会因疫情不时变化，如影响行程属不可抗力因素，敬请

谅解。

2.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至少一名家长或成年旅客全程陪同。

3. 在行程实际出行中，导游可能会根据天气、交通等情况，对您的行程进行适当调整（如景点游览

顺序等），以确保行程顺利进行。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4. 如遇景点临时关门、节假日休息。导致该景点无法参观，导游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外观或以其

他景点代替以保证行程的丰富性。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5. 参团客人需跟团上导游买门票，不可自行带票或使用City Pass。如您坚持使用自带门票，我司将

不再提供旅行当日全天交通、导游等服务，需您自行安排。

6. 如因特别情形(如天气、修路、罢工、封山、旅游车特殊状况)造成车辆晚点，敬请见谅。

7. 此行程需要与其他游客同乘车辆，为保证团上游客权益，出发时请提前到达上车地点候车，景点

游览与集合时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安排，避免出现超时而需个人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发生。

8. 团体需一起活动，途中若需离队，请务必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

9. 参团客人需自备入境或旅行途中跨境时所需要的相关证明和文档，如若游客被拒绝入境，我司将

不提供免费送客服务。

10. 酒店安排会因季节有所改变， 如需要团上酒店信息，请在团上与导游确认。

11. 如您实际出行过程中乘坐车辆为7座商务/高顶/平顶（使用车辆类型根据当日具体参团人数决定

），8岁以下儿童参团需乘坐安全座椅，纵横提供租借服务，租金$10.00/人/天（迈阿密、西雅图

相关团组租金为$8.00/人/天），请务必在预定行程时提前备注告知，以便我们提前准备儿童座椅

，如因客人未提前告知所造成的违规和罚金由客人自行承担，敬请理解。

12. 紧急联系电话:  +1 （212）334-4222

13. 为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及旅游文明公约，使您的旅程顺利圆满完成，特制定 《游客参团须知》

（点击蓝色字查看），请您认真阅读并切实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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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离团地点

参团地点

【接机】哈兹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ATL）；

免费接机时间点为：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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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的班车，请自行前往酒店。

离团地点

【送机】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国际机场（MSY）；

请预定中午12:00以后起飞的航班，建议预定12:00左右离开的航班。

    1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