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航＋無購物站＋無自費＋西夏文化＋塞上風光＋回族風情★ 

二大沙漠＋黃河石林＋須彌山石窟＋升等際五星 

✿每團加贈全羊一隻＋一桌一瓶賀蘭山紅酒✿ 

 
✿世界那麼大，不如來寧夏。  慢慢往下看，你會很驚訝。原來寧夏這麼美！ 
寧夏，這片神秘而美麗的土地，自古就吸引無數人到此駐足。背上行囊，待你領略西夏文化遺蹟、奇特
的塞上風光、多彩的回族民俗風情！  寧夏，多姿多彩的塞外風情在等著您......來寧夏感受不一樣的
奇妙旅行吧！寧夏，讓您帶著想像來，帶著想念回～～～ 
●寧夏～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有著古老悠久的黃河文明，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譽。這片承載著中
華民族璀璨文化的土地，保存著瀚海的歷史長河留下的遺蹟，也有許多賞心悅目的名山大川，風景優美
如畫，是許多人心之嚮往的地方。走進寧夏，仿佛中華幾千年的歷史栩栩如生：「東方金字塔」西夏王
陵、風景秀麗的中衛沙坡頭、浩瀚如海的平羅沙湖、中國最大的喇嘛式建築群青銅峽 108塔，這些壯觀
的景象及其旖旎的風光，使人不得不驚嘆這片神奇的土地。 

 

 
 

 



 

 

 
★如果你想休閒，『沙湖風景區(北國風光與江南美景的結合)』是國家首批 5A級景區，沙湖中國 35個
王牌景點之一，中國十大魅力休閒旅遊湖泊之一。 
★如果你愛看電影，『鎮北堡西部影城』被譽為「東方好萊塢，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世界」。 
★如果你嚮往黃河文化，從天下第一大牌坊穿越華夏五千年歷史大壁照，『中華黃河壇』處處瀰漫著 
   母親河的燦爛豐碑，成為人們嚮往的地方。 
★如果你想品鑑國際美酒，『志輝源石酒莊』一個集葡萄種植、高檔葡萄酒生產、葡萄酒文 



化展示、葡萄酒品鑑、會議接待和旅遊觀光於一體的高檔綜合型莊園。 
★如果你想感受最真實的回族家庭生活習俗，那麼『東塔民俗村』是必去的地方。零距離接觸回族傳統
文化，伊斯蘭風格建築、姑娘們頭上多彩的蓋頭，處處洋溢著濃鬱的回族風情。 

 
★如果你想探訪中國最早開鑿的石窟，尋找刀刻的信仰就去『須彌山石窟(中國十大石窟之一)』，距今
已有 1500多年的歷史，有著「寧夏敦煌」之稱。 
★如果你想在回族人口最密集的寧夏，『同心清真大寺』這裡的穆斯林風情最為濃厚。始建於明初，是
寧夏現存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一座伊斯蘭教建築。 
★如果你想看百年老棗樹『世界棗樹博覽園』有 16549棵，是最古老、最集中、保存最完好的一片百年
棗林，古棗樹之多，在全國手屈一指。享有“世界棗樹看中國，中國棗樹看靈武”的美稱。 
★如果你想打開覆蓋著兩千年風塵的歷史寶藏和秘密，『固原博物館』可以幫你解惑，也是寧夏唯一的
一座國家重點博物館，曾經威震四方的唐代木峽關、千年樹木化石、數千年前的墓葬群等紛紛重見天日。

鎮館之寶有北周鎏金銀瓶、凸釘玻璃碗、北魏漆棺畫。 
★如果你想賞黃河奇石、嘆神來之水必遊『黃河宮』，採用唐朝詩人李白「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詞寓
意，將黃河之水凝練成水滴形態，是國內唯一集高科技聲光電於一體的水下黃河博物館。 

 
✿特別安排： 
  (1)沙坡頭電瓶車+扶梯上+索道下或划沙，讓您無須再自費，即可親身體驗大漠風情。 
  (2)黃河石林含老龍灣景區+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遊船；蟠龍洞景區；飲馬大峽谷景區+毛驢車(含 
     22道彎觀光大巴車)，以古石林群最富特色，規模宏大，占地約 10平方公里。 
  (3)水洞溝遺址含博物館+實景體驗+電瓶車+遊船+騾車+駱駝車+拖拉機車，讓您遊覽最完整、最豐富。 
 (4)沙湖含騎駱駝。 
◆輕鬆遊： 

  (1)水洞溝景區含電瓶車+遊船+騾車+駱駝車+拖拉機車 
  (2)青銅峽 108塔含遊船 
  (3)沙坡頭電瓶車+扶梯上+索道下或划沙下 
  (4)黃河石林含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遊船+毛驢車 
     ※乘坐黃河上獨有的漂流工『羊皮筏子』，在黃河上「隨波逐流」，盡情享受愜意人生。由 14個 
       囫圇羊皮組合成的小筏載重可達一噸，3~4人坐在上面，有驚無險，開心刺激。 
  (5)西夏王陵含電瓶車 
 (6)沙湖含遊船+騎駱駝 

 



✿風味餐：寧夏的美食猶如美景，讓您一次難忘，十次不厭，百次餘香，千次流連，萬次忘返！ 
  ●德隆樓涮羊肉：肉色均勻，輕薄如紙。 
  ●老毛手抓羊肉：質鮮香嫩，油而不膩不膻，色香俱全。 
  ●清燉土雞：土雞鮮嫩，口感筋道不肥膩，雞湯清淡滑爽，原汁原味，具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燴小吃：形狀相似的夾板子、豆腐、粉條、麵筋、菠菜，丸子，再加上清瑩的湯，總讓人忍不住多 
            喝幾碗，是一道傳統著名小吃。 
  ●香酥雞：銀川地方風味小吃，特點是香酥脆嫩。 
✿寧夏麵食：寧夏麵食到底有多好吃，只有土生土長的寧夏人能有深刻體會，也許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見 
            解，但在寧夏人的心中，寧夏美食永遠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小揪麵：麵片筋道，嚼勁十足，湯麵中的增加了湯的鮮美，而且吃起來肉香濃鬱，是碗中的精華。 
  ¤蒿子麵：「長脖子雁，扯紅線，一扯扯到中寧縣...」這句流傳於寧夏歌謠中所說的長麵就是蒿子麵， 
           據說已經流傳了 360多年 
  ¤賀蘭山野生蘑菇麵：賀蘭山紫蘑菇生長在賀蘭山的原始森林當中，它的營養成分也是相當高的，而 
           且它的美名竟然比靈芝還要高，被稱為「紫丁香山菇」，這個麵色香味俱全。 
  ¤中衛扁豆子麵：「不到長城你非好漢吶，沒吃扁豆子面你真遺憾」，扁豆子麵是中衛地區特有的傳 
           統佳餚，屬於湯飯的一種。 

  ¤燕麵揉揉：燕麵揉揉是一道民間小吃，口感柔韌有筋度，色澤白亮，條細不斷，配料講究。 
  ¤寧夏涼皮：涼皮子全國都有，但還是寧夏的涼皮子最好吃，色澤潔白，晶瑩剔透，嫩滑爽口，微酸 
           、香辣、軟糯誘人 
  ¤西紅柿雞蛋麵：西紅柿與雞蛋炒熟，澆到煮熟的麵條上，紅艷多汁，味道鮮美。 
  ¤油香：油香回族民間傳統食品之一，根據淡味和甜味不同，調面時會加入雞蛋、牛奶或者精心調製 
           的調料等，回族節慶、日常待客和婚喪嫁娶之時，都離不開油香 
  ¤饊子：饊子是回族的一種小吃，在寧夏各地，每逢節日喜慶，回族婦女同胞便各顯身手，做出圖形 
         各異的饊子，以點綴節日氣氛。 
■『寧夏枸杞』木本植物，漿果呈鮮紅色，形似紡錘，更似紅瑪瑙墜。相傳，寧夏枸杞原是生長在中寧、
中衛一帶的野生植物，是經過寧夏人民世代選育、改良，才作為人工栽培的作物流傳下來。是寧夏的傳
統名牌出口商品，以皮薄、肉厚、籽少、品質優良馳名中外，明朝時期即被列為「貢果」。 
✿全程無購物站及無自費，少了心理壓力，擔心購物點安排造成旅遊的負擔與壓力，省下更多時間細逛
景點，讓您玩得更盡興。 

✿貼心小禮品：寧夏土產小禮袋、每人小駱駝 1 隻、每天 2 瓶礦泉水。 

 
✿酒店安排：安排豪華酒店，酒店房間設備先進齊全，並有多元化豪華康樂設施，訓練有素、態度熱誠 
            有禮的服務生，舒適的住宿環境和完善的設施，讓您覺得賓至如歸。 

 



 

 

 

 
 ✿出發日期：每週日 

      108 年 5 月 26 日 

      108 年 6 月 2 日、108 年 6 月 9 日、108 年 6 月 16 日、108 年 6 月 23 日 

【註】時間若有調整，正確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第一天  桃園／銀川  

    ●景點：車遊黃河大橋+鳴翠湖濕地+黃河母親塑像、沙湖(遊船+濕地博物館+沙雕園+騎駱駝)、 

            團結路景觀大道 

【銀川】歷史悠久，是一座充滿濃郁的伊斯蘭民族特色的古城，自古就有“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的美
譽。是我國回民的聚居地，這裡有著穆斯林文化的精粹，和著歷史的發展，穆斯林文化不僅體現在回族
人生活當中，而且還體現在各種建築遺存之中。豐富的西夏文化遺跡、誘人的水鄉景色、奇特的塞上風
光及多彩的回族民俗風情使銀川市成為中國西部最具魁力的城市之一。 

【車遊黃河大橋+鳴翠湖濕地+黃河母親塑像】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母親河，中華文明和五千年歷史文

化的發祥地，是華夏民族精神的象徵。黃河是中國歷史第一大河，第二長河。銀川黃河公路大橋全長約
1200 公尺，寬約 23 公尺，主孔跨徑為 90 公尺，是一座預應力鋼筋混凝土 T 型剛結構橋，該橋於 1994

年 7 月建成通車。鳴翠湖是黃河古道東移鄂爾多斯臺地西緣的歷史遺存，是明代長湖的腹地。 

【沙湖】擁有萬畝水域、五千畝沙丘、兩千畝蘆葦、千畝荷池，盛產魚類、鳥類，這裡棲居著白鶴、黑
鶴、天鵝等十數種珍鳥奇禽。沙湖，南沙北湖。這裡是鳥的天堂、魚的世界、遊人的樂園。廣闊的沙湖
萬畝水面宛如一幅巨大的銀色錦緞，初夏，新葦如茂林修竹，鬱鬱蔥蔥，或如港汊，或如街巷，或如華
蓋，或如屏障，微風吹來，綠影搖曳，婀娜多姿，可稱得上是大自然中的一處奇觀。「沙雕園」2002 年
沙湖首次舉辦以“絲路奇觀”爲主題的中國首屆大漠國際沙雕大賽，該項賽事吸引來自國際上 11 個國
家和國內衆多美術院校及沙雕頂尖高手，雲集了衆多國內外沙雕頂尖高手，該項賽事是 2002 年世界沙
雕協會（WSSA）在中國的指定沙雕國際大賽，也是全球第一個大漠國際沙雕大賽。同時也首創了全球
唯一的沙雕版絲綢之路。「濕地博物館」為更好地保護好沙湖濕地這一珍貴生態資源，減少遊人對鳥類
保護區的干擾，和諧開展旅遊接待和環境保護，為鳥類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存空間，沙湖景區投資
3000 萬元，建設濕地鳥類博物館，以沙湖葦、鳥、水、沙為設計元素，大廳以鳥巢為視覺元素，周圍以

沙丘為主造型和主色調，使博物館和沙漠有機結合起來，與周邊環境相協調。接著前往體驗「騎駱駝漫
遊沙漠」，遊人既可以在這裏觀賞大沙漠的景色，眺望遠方；又可以騎駱駝在沙漠上走走，領略沙漠行
旅的味道，其樂無窮。 

『註』1.參與各項目時請聽從工作人員的指揮，並注意乘坐安全。 

       2.景區如因天氣或駱駝檢疫或安全考量(年齡過大或過小的旅客)等原因，致使無法參與，無法退 

        費，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團結路景觀大道】（原中阿之軸更名為團結路）景觀帶功能進行完善提升，在保持原景觀完整性的基
礎上，將原有的阿拉伯風格景觀、小品改造為體現中華文化元素風格，如中華玉璧、團結亭、中國結等
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景觀小品，營造喜慶祥和、團結和諧的氛圍。同時還對景觀、亮化、水系等內容品
質進行全面提升，增強了市民休閒休憩功能。改造後的團結路景觀帶主題鮮明突出、脈絡清晰自然，以
中華文化元素為核心，力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彰顯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餐食：早：敬請自理   /午：沙湖魚蝦風味 50RMB   /晚：老毛手抓肉風味 60RMB 

住宿：准★★★★★ 銀川立達深航酒店 或 美麗豪大酒店 或 西府井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銀川－(車程 30 分鐘)西夏王陵－(車程 30 分鐘)鎮北堡－(車程 30 分鐘)銀川  

    ●景點：西夏王陵+西夏博物館(含電瓶車)、志輝源石酒莊、鎮北堡西部影視城、百瑞源中國枸 

        杞館、新華商圈+步行街、寧園、外觀鐘鼓樓+玉皇閣 

【西夏王陵及西夏博物館】『西夏王陵』每個陵園都是一個完整的建築群體，四角有角樓，園內有門闕、
碑亭、外城、內城、獻殿、靈台，四周有神牆環繞，占地面積達 10 餘萬平方米。墓室上方有 40 余米傾
斜墓道，墓室埋於地下約 25 米，和中國傳統帝陵不同的是墓穴沒有磚砌，而墓道上方為魚脊狀封土，
20 餘米陵台未毀前應為木簷塔式結構，如此與眾不同的特色使得西夏更加神秘。殘存的陵台仿佛一個個
巨大蜂窩扣在地上，沒有一點雜色的賀蘭山襯托這些黃土見證頗為壯觀。帝陵北側四合院修建了塑像館，
用塑像和繪畫加文字說明再造了西夏的歷史，塑像館東側是 2 層的西夏陳列館，彙集了西夏鼎盛時期遼
闊疆域內的燦爛文化。『西夏博物館』為二層仿西夏建築造型，主要展示涼州出土的西夏珍貴文物。館
內共設 9 個展廳，薈萃了西夏歷史文化遺存的精品以及展示了西夏王國的興衰歷史。 

【志輝源石酒莊】原是一個廢棄的砂石礦場，經過重新設計，將廢石、廢坑及各類廢棄建築材料重新利
用，利用沙石採空區的高低地勢建成複式酒莊。酒莊整體建築風格上，以漢文化為源，吸收漢代的思想

精髓，依託賀蘭山自然地貌，打造了一座錯落有致、古樸典雅的建築群。採用賀蘭山廢棄石料做主材，
配以傳統工藝，純人工打造，結合中國傳統的石雕、青磚、青瓦點綴。酒莊的地下酒窖總面積 3708 ㎡，
酒窖的建築主材採用賀蘭山下的原石。在源石酒莊窖藏的葡萄酒，既具備葡萄酒的醇厚、甘洌，又因為
每天在賀蘭山原石的包圍下存放，被賦予了豐富的微量元素，表現為酒中厚重、樸素的風味。在賀蘭山
東麓昊苑產區建立了數千畝葡萄培育基地，採用封閉式管理，致力將葡萄生長回歸到野生狀態。 

【鎮北堡西部影城】鎮北堡歷經數百年滄桑，以其雄渾、古樸的風格，成為賀蘭山東麓風景旅遊景觀，
並以它那特有的神秘韻味，引起了中國許多著名電影藝術家的濃厚興趣，被藝術家們稱讚為“神秘的寶
地”。80 年代以來，自謝晉導演，叢姍、朱時茂主演的影片《牧馬人》在鎮北堡拍攝成功，榮獲“百花
獎”後，影視奇才張藝謀又在這裡執導影片《紅高粱》，該片首次登上了“柏林金熊獎”的領獎臺。鞏
俐、姜文也幸運地從這片古堡廢墟中崛起，成為著名影星。滕文驥導演的影片《黃河謠》，又以古堡神
秘魅力捧回了國際大獎—“蒙特利爾金獎”。現在鎮北堡兩座古城內，還保留和復原了拍攝過部分影片
的原景和道具，供遊人觀賞。老堡展出場景有《黃河謠》中的“鐵匠營”實景，影片《紅高粱》中的月
亮門、釀酒作坊、九兒(鞏俐飾)居室和九兒出嫁時乘坐的轎子、盛酒的大缸、碗具以及影片《冥王星行

動》中的“匪巢樓”。新堡內有土房街景，影片《五魁》中柳家深宅大院實景，還建有電影資料館、放
映廳等影視服務設施。 

【百瑞源中國枸杞館】寧夏被譽為“中國枸杞之鄉”，枸杞俗稱“紅寶”，以其 6000 多年的栽培歷史、

優良的產品品質、獨特的藥用價值而一枝獨秀，位居寧夏“五寶”之首。百瑞源以中華母親河-黃河文化
為源頭，以博大精深的中華枸杞養生文話為底蘊，潛心挖掘四千年中華枸杞的歷史瑰寶，館內分為枸福
館、文化館、養生館和尚善茶館四大部份及公共服務區。採用大量歷史文獻、文物、圖片、雕塑，以及
現代高科技聲、光、電等表現手法，全面展示寧夏和中國枸杞的歷史文化、產業現狀、科研成果等，旨
在傳承中華枸杞四千年歷史，弘揚傳統中醫及枸杞養生文化，全力促進人類健康事業。 

【新華商圈】銀川的商業區基本集中在老城，主要的購物場所有新華購物中心、銀川商城、寧夏商都、
寧夏文物總店、銀川百貨大樓等。 

【步行街】新華步行街匯集了眾多的商場、專賣店及餐廳，是當地最繁華、時尚的商業街。周邊富有生
活氣息，是當地人日常購買各種生活用品的地方。 

【寧園】主要區由興慶殿、沁茗閣、碑、廊及水池組成。興慶殿是園中最高大的殿宇。殿內壁畫“西夏
風雲”藝術地再現了我國歷史上西夏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風土人情。興慶殿前的方型水
池中置漢白玉石雕“哪吒鬧海”。興慶殿左側是卷棚式仿古建築沁茗閣，右側則是一個四角由重簷亭和
一個六角亭連接的曲折碑廊，名“翰墨”。廊壁刻有毛澤東、董必武及區內外書法家的作品。東區的北
面是一組大型假山，有池塘、藤架、花池、供遊人活動休息。 

【外觀鐘鼓樓】整個鐘鼓樓建在一個高大的方形台基上，台基下為洞形十字通道，洞門額上有石刻，東
為“迎恩”，南為“來薰”，西為“挹爽”，北為“拱極”，台基上為十字形歇山頂的 3 層樓閣，有木
梯可緣梯而上。鐘鼓樓結構嚴密緊湊，造形俊俏華麗，是銀川市的標誌性建築之一。現存鐘鼓樓，是清
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建。 

【外觀玉皇閣】據《朔方新志》記載，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迄今已有 600 多年的歷史，是一座具有民
族風格的古代建築，也是寧夏回族自治州的重點歷史文物。玉皇閣是一座重樓疊閣、飛簷相啄、結構緊



湊、玲瓏別致的傳統木結構大屋頂建築。造型甚為美觀別致，是研究明初建築藝術和工藝技巧的原始資
料。玉皇閣主閣為重簷二層閣樓，氣勢雄偉，猶如大鵬展翅，淩空欲飛，給人以向上、拼搏之啟迪，因
內鑄玉帝像，因而稱為玉皇閣。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賀蘭山蘑菇麵風味 50RMB   ／晚：涮羊肉風味 100RMB 

住宿：准★★★★★ 銀川立達深航酒店 或 美麗豪大酒店 或 西府井大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銀川 (車程 1.5 小時) －吳忠 (車程 2 小時) －同心(車程 2 小時)固原 

    ●景點：水洞溝遺址(遺址博物館+張三小店+水洞溝村+水洞溝標誌碑+水洞溝遺址發掘點+蘆 

        花谷+明長城+大峽谷+藏兵洞+景體驗+電瓶車+遊船+騾車+駱駝車+拖拉機車)、東塔 

        民俗村、回族歷史人物園、同心清真大寺 

【水洞溝遊覽區】是中國最早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搖籃”“中西文化交流
的歷史見證”。在水洞溝出土了三萬多件石器和 67 件古動物化石，其中構成水洞溝文化基礎的一些石
製品、工具及石器製作修理技術，可以和歐洲、西亞、北非的莫斯特、奧瑞納時期人類棲居地的石器相
媲美。水洞溝又是我國北方明代古長城、烽燧、城堡、溝塹、墩台等軍事防禦建築大觀園，蜿蜒東去的
長城、高臺聳立的墩堠、古樸神秘的城堡、曲折幽深的溝塹令人目不暇接，遙想當年“甲士擁矛馳戰壘，
將軍拔劍逐胡兵”的壯烈場面。水洞溝大自然造就的雅丹地貌，這裡充滿了雄渾、奇特的荒穀神韻，經

歷了千萬年的風沙雕蝕，這裡集中了魔鬼城、臥駝嶺、摩天崖、斷雲谷、怪柳溝等二十多處土林奇絕景
觀，使人望而生奇，大有地老天荒、曠古玄遠之歎。水洞溝博物館是集標本展示、科學研究、科普教育、
國際交流為一體，採用聲、光、電等現代布展手段進行展示，讓您瞭解水洞溝發掘和研究歷史，瞭解水
洞溝在人類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瞭解遠古時代“水洞溝”人的生活方式和環境特點。 

【東塔民俗村】充滿濃鬱獨特的回族民俗文化，饊子油香蓋碗茶，好吃好喝好味道！村頭的伊斯蘭風格
建築、姑娘們頭上多彩的蓋頭,處處洋溢著濃鬱的回族風情。“穆民新村”全村 54 戶、近 300 人全是回
族穆斯林，是名副其實的“穆民村”：幾乎所有的門樓上都有穆斯林風格的蔥頭頂，並用綠色琉璃瓦裝
飾，門楣上還寫著《古蘭經》裏的經文。整齊劃一的西北回族風格房舍，一片清新。細看牆壁、牌坊、
簷口等處的磚雕，也都是考究的穆斯林花飾。村裏有 2 座清真寺，能滿足不同教派穆斯林的禮拜需求。 

【回族歷史人物園】集中展現我國回族歷史上湧現出的古今英雄人物和對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歷史人物，
以休閒公園為載體，運用圓雕、浮雕、透雕，獨立雕塑、組景雕塑、情景再現等多種表現形式，創造一
處雕塑主題公園，緬懷先人，教化後人。 

【同心清真大寺】是寧夏現存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該寺院融中國古典建築與伊斯蘭木刻

磚雕裝飾藝術為一體。全寺分為內外兩院，外院較為寬敞，穆斯林重大節日常聚於此處會禮。寺門前有
長 9 米、高 6 米的照壁，為“月藏松柏”磚雕圖案。與照壁形成對照的是 3 個轉砌券門，鐫刻有阿拉伯
文磚雕和花卉圖案，技藝精湛，栩栩如生。中門“清真寺”3 個大字，左右兩個券門分別書寫有“忍心”、

“忍耐”門額。內院高臺有禮拜大殿，視野開闊，殿前南北講堂各 5 間，與大殿形成三合院式佈局。大
殿由兩座歇山頂和一個卷棚頂勾連搭，內有 20 餘根明柱支撐，木板鋪地，牆壁裝飾有《古蘭經》文書
法。大殿寬敞，可以容納千餘人同時禮拜。殿外裝飾精緻，翹簷斗拱，莊重樸素。同心清真大寺不僅是
穆斯林宗教活動場所，還是一座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文物建築。 

【固原】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是古代絲綢之路東段北道上的重鎮，宗教東傳的必經之地，一座歷
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固原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地，是伊斯蘭文明與中原文化交匯
處，擁有多處建築優美的清真寺，值得一看。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回族家宴 50RMB     ／晚：酒店內自助餐 138RMB 

住宿：准★★★★★ 華棋伯爵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固原(車程 1.5小時)－須彌山 (車程 3小時)－中衛 
    ●景點：固原博物館、須彌山石窟、中衛鼓樓商圈 
【固原博物館】館中藏品以春秋戰國時期北方系青銅器和北魏、北周、隋唐時期絲路文物最富特色。基
本陳列中有三件文物是固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北周鎏金銀瓶、凸釘玻璃碗、北魏漆棺畫就收藏在這裡。
國寶鎏金銀瓶極為珍貴，具有典型的波斯薩珊金銀器風格，具有典型的異域風格，瓶體腹部的三組人物
圖案敘述的是一個古希臘的神話故事。凸釘玻璃碗，通體呈現出透明的碧綠色，碗體內還含有小氣泡並
且分佈均勻，碗的外壁以兩圈凸起的 14個圓形裝飾，上下錯位排列。北魏漆棺畫出土于固原南郊的一
座夫妻合葬墓，男棺上繪製有精美的漆畫，棺蓋、前檔及左右側板上繪有天河圖、墓主人身前飲宴圖、
孝子故事畫。博物館的專題陳列《絲綢之路在固原》，展示了春秋戰國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青銅器、北周



文物、隋唐墓葬壁畫，也非常值得一看。 
【須彌山石窟】中國開鑿最早的十大石窟、古代絲綢之路沿線著名的佛教石窟之一。須彌是梵文，意為
金山，石窟開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9），距今 1500多年。唐朝時這裡已是規模龐大的佛教
寺院，至今保存有 132個石窟分佈於 8個山崖，時稱“景雲寺”。石窟經年累月，風雨剝蝕，至今造像

較完整的有 20多窟，主要分佈在大佛樓、子孫宮、園光寺、相國寺和桃花洞等五個景區，多處絕世曠
古的石雕刻像和須彌松濤等自然景觀，其雕刻之美讓人歎爲觀止，猶如步入了一座宗教與藝術的殿堂。
現存造像最多的第 45、46窟，有比真人還大的造像 40餘尊。第 51窟雖遭地震破壞，仍能看出由前室、
主室和左右耳室組成，規模很大；主室面寬 26米、進深 12米多、高 12多米，造像高達 7米，主室高
大的方形塔柱四面開龕，龕中為一佛兩菩薩，裡辟長方形壇床，上面並列著 3尊端坐的大佛，身高 6米，
氣勢雄偉，是造像中的珍品。唐代佛像造型趨向完美，它的體態豐滿，服飾華貴絢麗，表現出唐代藝術
的非凡氣質。須彌山峰巒疊嶂，林木繁茂，傍有流水，風景秀麗，是西北黃土高原不可多得的風景區。 
【中衛】地處寧夏中西部，西靠甘肅省，北接內蒙古自治區，東連吳忠市，南鄰甘肅省和固原市，是西
北重要交通樞紐之一。滋補身體的枸杞，酸甜美味的治沙功臣沙棘，開胃止咳的香水梨，甘甜細緻的金
絲棗等特產都給中衛旅遊增添的收穫。中衛三絕“秀才、美女、酸辣湯”令人稱奇。 
【中衛鼓樓商圈】鼓樓底基呈長方形，南北長為 224米，東西寬為 1665米。基座正中為“十”字形門
洞，分別通四面街道。門洞高 3.75米，中心為穹窿頂，正中有八卦藻井，八卦圖周圍懸木雕八仙像，4

個角嵌有石雕龍首，昂然相對。基座四面門樓上有匾額，是按方位反映中衛地理形勝的。其東曰“鎖扼
青銅”，南曰“對峙香岩”，西曰“爽挹沙山”，北匾原為“控制邊夷”。您可以在此自由逛街。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農家風味 50RMB   ／晚：蒿子麵風味 50RMB 

住宿：准★★★★★ 禹都麗滋酒店 或同級 

 
第五天 中衛(車程 3小時)－黃河石林(車程 3小時)－中衛 
    ●景點：黃河石林(老龍灣景區+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遊船；蟠龍洞景區；飲馬大峽谷景區 
        +毛驢車含 22道彎觀光大巴車) 
【黃河石林】甘肅省景泰縣中泉鄉龍灣村，黃河在這裡拐了一個 S型大彎。黃河九曲，龍灣多嬌，新列
為“國家地質公園”的黃河石林就高聳在這黃河兩岸。從石林觀景臺俯瞰：周圍峽穀絕壁淩空，自然造
型多姿傳神。龍灣村莊與壩灘戈壁一河之隔，屋舍錯落有致，炊煙嫋嫋，還有綿延沙丘與河心洲遙遙相
望，構成了一幅幽遠、蒼茫的西部風情畫。自觀景臺迂曲而下，轉過二十二道彎，再穿過一片棗林和莊
稼地，抵達黃河。立足河邊，轉身仰目，峰林聳立，座座相連，氣勢磅薄，頗具天然大園林神韻。沿黃

河左行、右行，或過河前行，均可遊覽石林。景區內峽穀蜿蜒曲折，皆以溝命名：七口溝、盤龍溝、喜
望溝等，另外還有千米洞、盤龍洞等幾十處洞穴。這裡的石柱石筍大多高達八十至一百米之間，最高達
二百多米，均由橘黃色砂礫岩構成，鬼斧神工，猶如雕塑大師之夢幻傑作。我們左行至飲馬溝入口，換

乘當地農民裝扮得極富民俗風情的驢車前行。進入峽穀，兩邊佈滿了巨大的石筍、石人、石鐘、石崖、
石窟，峰迴路轉，步移景變，人們將石景命名為：大象吸水、千帆競發、伴侶駝、“黃河母親”等等，
其形神兼備，栩栩如生。黃河文化中羊皮筏子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人在筏上，筏在河中，兩岸景致辭
似巨幅畫卷，在您面前綿延開來，沿河風情盡收眼底，滔滔黃河水載著千年的沉重綿延開來，沿河風情
盡收眼底，滔滔黃河水載著千年的沉重滾滾而去……。在景區遊覽觀光過程中，我們將為遊客提供二十
二道彎觀光大巴車；老龍灣電瓶車；黃河羊皮筏子、快艇；飲馬大峽谷毛驢車等特色服務項目。 
『註』娛樂交通項目較多，參與項目時請聽從工作人員的指揮，並注意乘坐安全。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清燉土雞風味 50RMB  ／晚：燴小吃風味 50RMB 

住宿：准★★★★★ 禹都麗滋酒店 或同級 

 
第六天 中衛(車程 30 分鐘)－沙坡頭 (車程 30 分鐘)－中衛 

    ●景點：沙坡頭(含電瓶車+沙漠博物館、扶梯上+索道下或划沙+玻璃橋與 3D 體驗)、黃河宮 

       、高廟 

【沙坡頭旅遊區】兼具江南水鄉的清秀和西北大漠的雄渾，尤以大漠黃河、治沙奇跡、“沙坡鳴鐘”而
著稱於世。爬沙山最能鍛煉人的毅力和耐力，有人穿防沙鞋套，多數人是光腳，當你雙腳在鬆軟的沙子
上爬行時，別有一番情趣。沙山北面是浩瀚無垠的騰格裡沙漠，而沙山南面則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沙漠綠
洲。既可在這裡觀賞大沙漠的景色，眺望包蘭鐵路如一條綠龍穿越沙漠伸向遠方的奇跡；在沙漠上走走，
照張相片，領略一下沙漠行旅的味道。黃河在這裡畫了一個 290 度的彎，每當日落前後，在沙山的最高
峰可以拍到整個黃河的全貌。參觀沙漠博物館是一座集科普基地、國際治沙學術交流基地和治沙人才交



流基地等為一體的多功能現代化沙漠博物館。後續特別安排搭乘登中國首創，世界唯一的沙漠大扶梯。 

【3D 玻璃橋橫跨黃河】比張家界玻璃橋刺激 100 倍！首座 3D 玻璃橋，既有玻璃橋的刺激，又有 3D 之
驚險。這座 3D 玻璃橋橫跨黃河之上，「黃河 3D 玻璃橋」的燙金字樣相當醒目，全長只有 210 米，但感
覺走完這座橋要花光一生的時間！橋面的垂直高度 10 米，橋寬 2.6 米，心大，哪裡都能躺下！橋上不僅

有透明玻璃橋面，還有 77 塊 3D 畫面的玻璃，大膽走上去，玩得就是刺激！深淵就在腳下，扶緊欄杆，
小心地滑！這哪是過橋，分明就是探險之旅啊！幸好幸好，走過這段「艱險」，就能見到藍天白雲的美
好。吁~~~~~~長舒一口氣！穿越 3D 玻璃橋，是近距離親近黃河的一種方式，你有膽兒去體驗一下嗎？ 

【黃河宮】坐落于黃河邊”大河之舞“時代主體廣場，高 36.9 米的黃河宮是景區的核心建築，外形為水
滴狀。其創意採用唐朝詩人李白“黃河之水天上來”的詩詞寓意，意為將黃河之水凝練成水滴形態。水
滴內部設置坡道及觀景平臺，可觀賞不同角度黃河水面景觀。黃河宮主體建築半隱於地下，以黃河全流
域為主線，分為黃河地理水系篇、人文歷史篇、生態生物篇三個展區。走進黃河宮，館內除了部分展臺
物品展示外，還有 1：5000 的全黃河流域真實地貌沙盤，以及黃河邊農耕文化的實景再現、黃河流經的
地下展廳和黃河周邊雨林全景。在黃河流域人文歷史篇，可以欣賞到黃河沿線九省區的歷史文化遺存介
紹與文物展示。在黃河生態生物篇，可以欣賞到黃河流域的生態概貌，以及各種動物、植物標本模型。
黃河宮全面詳實地展示了黃河在整個流域以及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所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
位。由於該博物館是半地下設計，遊客可在博物館內觀看黃河水流情況，由於黃河水較為渾濁，遊客隱

約能看到一些遊魚。 

【高廟】高廟以高取勝，整個建築群分兩部分，前低後高，層層疊起，形如鳳凰展翅。前院為保安寺及
其山門，上為南天門大雄寶殿、中樓，最上層是五嶽廟、玉皇閣、聖母宮，有木梯與中樓通。主體兩翼
分別是鐘鼓樓、文樓、武樓等陪殿。南北向中軸線上，建築物層層緊扣，步步增高，左右對稱，上下呼
應，亭廊相連，迂迴曲折，簷牙相啄，翼角高翹，加上九脊歇山，四角攢尖，十字歇山，將軍盔頂等造
型別致的屋頂，構成一座氣勢雄偉、風格迥異的建築群體。在高廟的磚雕牌樓上有一幅著名對聯：“儒
釋道之度我度他皆從這裡；天地人之自造自化盡在此間。”橫批是：“無上法橋”。可見當年這裡是儒、
釋、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場所。高廟建築的特點是：集中、緊湊、回曲、高聳，在佔地僅 4100 多平方米
的面積上，建造了 260 多間建築物，最高建築高出中衛街面近 30 米。站在中衛街頭，遠遠望去，高廟
氣勢磅薄，雄偉壯麗，重樓疊閣，錯落有致。深入其間，又見殿宇玲瓏，清幽文雅，廊橋高懸，構思奇
異。中衛高廟集中國南北古建築特點於一體，充分顯現了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和精湛技藝。高廟以
其獨特的群體古建築和包羅萬象的合體宗教信仰，吸引著八方來客，使廟內香火不斷，興盛不竭。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枸杞宴 50RMB     ／晚：中式合菜 50RMB 

住宿：准★★★★★ 禹都麗滋酒店 或同級 

 
第七天 中衛(車程 1.5小時)－黃河壇 (車程 30分鐘)－青銅峽 (車程 1小時)－靈武(車程 1小時)－     

    銀川 
    ●景點：中華黃河壇、青銅峽 108塔(含黃河遊船)、世界棗樹博覽園、興唐苑 
【中華黃河壇】也稱為“中華黃河聖壇”，是黃河金岸的標誌性建築，位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青銅峽
市，黃河壇長 999米，寬 200米，建築面積是 6.5萬平方米，背靠賀蘭山山脈，隔河屹立牛首山，左傍
萬裏黃河臂彎，右依青銅峽峽口。站在黃河聖壇的位置向下望去，眼前的黃河及灘地正好成一個太極八
卦圖。在中華黃河壇思恩區，寧夏用氣勢恢宏的黃河大牌樓、集古今天下文人騷客詠頌黃河名篇的碑林
大道、納五千年華夏歷史經典的大型銅浮雕，向世人訴說著黃河母親的深厚積澱，一展黃河兒女向偉大
母親感恩報德的誠摯心願。 
【青銅峽 108塔】是中國古塔建築中僅見的大型塔群，位於寧夏中部黃河上游段的最後一個峽口。是一

組排列有序，極為規則的塔群，共有 108座，全部都用磚砌成，並抹以白灰。塔群坐西朝東，背山面水，
隨山勢起伏而建，從上到下按奇數排列成一個三角形的塔陣，除最上面的第一座塔較大之外，其餘均為
小塔。每當風和日麗，108座塔倒映在金光閃閃的水波中，景色奇特，幽雅明麗。這座塔群是佛教的紀
念塔，佛教認為人有 108種煩惱，為了去掉人生眾多的煩惱，善男信女要戴 108顆貫珠，念 108遍經。
據說，來這裡遊覽的人們，只要拜了塔，就可以消除煩惱，獲得吉祥和好運。塔群為實心喇嘛磚塔。最
高一座 3.5米，其餘均高 2.5米。隨著山勢，自上而下按 1、3、3、5、5、7、9、11、13、15、17、19
的奇數排列成 12行，整體成三角形狀。關於 108塔的身世，明代李賢的《一統志》已有“古塔一百零
八座”的明確記載，至今仍是個不解之謎。 
【世界棗樹博覽園】表現源遠流長的棗文化，建造以自然風景為主，集觀光、物種資源收集和科研研究
於一體，開放式自然景觀公園。園內現有百年以上的老棗樹 16549棵，是靈武棗樹最古老、最集中、保
存最完好的一片百年棗林，古棗樹之多，在全國手屈一指。棗博園引進世界各地名棗樹種，利用先進技



術予以栽培，目前已從全國各地陸續引進了龍棗、冬棗、婆棗、面棗、肉兜棗、無核大棗、灰棗、雞心
棗、九月青、金絲小棗、油棗、狗頭棗、胎裡紅、早脆王等 326種棗樹品種。2009年 9月 26日，中國
經濟林協會正式將靈武市棗樹博覽園命名為“世界棗樹博覽園”，並決定在靈武市建立 “中國棗種質
資源庫”。世界棗樹看中國，中國棗樹看靈武，中國棗樹品種占世界的 98%，達 700餘種，靈武棗樹博

覽園的建立則將全國半數的棗樹品種收納進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棗樹博物館和資源庫。 
【興唐苑】主體建築以中國古典園林設計手法為構思，以雄渾大氣的大唐建築風格進行規劃設計，主要
建築物有會盟樓、文昌閣、賓館、會議中心、廊橋、登基台、大門、入口廣場等。靈武博物館位於靈武
興唐苑會盟樓，“會盟樓”一名取自貞觀二十年，唐太宗出巡靈州時，在此地與諸部落首領近千人會盟
的歷史事件，整體建築風格突出“唐韻”。博物館共有四層展廳，分別是靈武遺珍、大唐雄風、靈武印
象、美麗靈武，從恐龍時代講起，直到近現代，全方位展示靈武歷史。館藏文物卻非常珍貴、獨特，由
靈武恐龍館採集的侏羅紀時期的恐龍化石、臨河鎮漢墓出土的漢代口含玉、寧東鎮徵集的白釉剔刻花牡
丹紋罐等，都是值得一看的鎮館之寶。除了珍貴的文物，展廳內還採用高科技設備，國際領先的矽膠人
像、聲光電展示台、4D電影院等，讓人們體驗歷史的同時，享受現代科技的神奇。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香酥雞風味 50RMB   ／晚：烤(蒸)全羊風味 100RMB 

住宿：升等★★★★★ 凱賓斯基酒店 或同級 

 

第八天 銀川／桃園 

    ●景點：大團結廣場 

【大團結廣場】占地 25 萬平方米的大團結廣場佇立在麗景街和銀古公路交叉口，張開熱情的雙臂，向
每一位從東大門趕往銀川的客人送上第一聲問候。鑽石鐵塔和時代風帆是大團結廣場的標誌性建築，南
區設置的一組風帆，象徵寧夏人民在黨中央領導下與時俱進，乘長風破萬里浪，為把銀川做大做美做強
的氣魄和決心；北區伊斯蘭風格的鑽石鐵塔塑高 32 米，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煥發出恒久的光芒，仿佛
照亮了大銀川發展的道路，寓示著大銀川未來的輝煌。240 米長的黃河噴泉以其變幻的水形、迷離的燈
光及新奇的水幕電影還將與民族花壇交相輝映，唱之詠之：“五十六個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個兄
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種語言匯成一句話：愛我中華！”信步走過，感動總會油然而生。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      ／午：機上簡餐         ／晚：敬請自理 

住宿：★★★★★ 甜蜜溫暖的家 

 

【註】  
◎本行程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一經售出後，不得轉簽、不得退票或改期，如遊客因故未
搭乘或無法成行，機票的損失將由旅客自理。 
◎所有內陸之海空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內陸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內陸交通，飯店系 

  統仍有國家制度上之限制，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或交通工具有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 
  行社安排為主，但景點決不減少。儘請見諒！ 
◎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 65歲以上老人、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 
  於成本中，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看臺胞證， 
  請配合出示檢查，謝謝!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 
  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酒店當時排房為準，無法保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吃素食(齋菜)旅客小提示：大陸地區吃素食(齋菜)的風氣畢竟沒有台灣風行，故素食方面無法像台灣 
 做的如此的精緻，且用當季時疏，菜色變化不大，如果您是到大城市去旅行，除北京、江南地區，可 

 能會比較好一些，其他省份地區如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等，請各位參團貴賓要多多包涵(約 2-3 
 菜+一湯)，在此建議，可自行帶些喜愛的素食罐頭，以免因飲食不佳影響旅遊心情。 
◎菜單均按 10人一桌安排，若人數不足 10人，菜品數量會根據實際人數酌量調整。 
◎故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 
  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喔!! 
◎親愛的旅客當您於大陸旅遊期間若有關於行程、餐食、飯店等各方面的任何問題，或有其他事項需要 
  協助，都歡迎您隨時與當團領隊或當地旅行社、導遊立即反應，我們希望能提供各位貴賓立即的回應 
  與協助，提高您對行程得滿意度。 
 
 



 
只要有一份好心情，寧夏之旅就會給你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印象。 
只要稍稍動一下畫筆，隨意按一下快門，出來的一定都是好作品、好片子。 
來這的遊客最多的遺憾就是三個不夠用：一是眼睛不夠用、二是記憶體不夠用、三時間不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