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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6晚北京大同佛教文化之旅 
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三轮车游胡同—杂技表演—居庸关长城—大同悬空寺—云冈石窟—
颐和园—鸟巢、水立方（外观）—老北京动起来—南锣鼓巷—卢沟桥—宛平城—天坛—王府井
大街—首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外观）—雅秀市场 

第一天 马来西亚—北京 （BKI/SIN – MI 391 1200 -1410）(SIN/PEK – SQ806 1655 – 2300) 

接机后入住酒店。	  

住宿：北京君颐润华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二天 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三轮车游胡同—杂技表演（早/午/晚） 

早餐后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正阳门和天安门分别位于广场的南北两端，

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分列东西两侧，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参观【故宫博物院】

（全线约2.5小时），又名“紫禁城”，是中国明朝和清朝两代的皇宫，是中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
筑群。午餐后乘坐【三轮车游胡同】（约30分钟）。坐在老北京特色的红色顶篷黑色车身的人力三轮车上，感
受闹市中老北京人闲暇安逸的生活。晚餐后观赏【杂技表演】（1小时），大型魔幻杂技秀带您体验闻名世界的
中国精彩杂技，认识中国的古老文化。	  

住宿：北京君颐润华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三天 北京 居庸关长城—大同（早/午/晚） 

早餐后乘车前往距离市区60公里的【居庸关长城】（约2小时）。居庸关长城位于北京西北部的昌平区境内，
地形险要，是长城重要的关隘。居庸关两旁，山势雄奇，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俗称“关沟”。这里清流
萦绕，翠峰重迭，花木郁茂，山鸟争鸣。绮丽的风景，有“居庸叠翠”之称，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之后

前往山西省大同市，晚餐后入住酒店。	  

住宿：大同美晶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四天 大同 悬空寺—云冈石窟—北京（早/午/晚） 

早餐后游览【悬空寺】。悬空寺又名玄空寺，距大同市65公里，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悬空寺距
地面高约60米，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是中国国内现存的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悬空寺以
其选址之险，建筑之奇，结构之巧，内涵之丰富，堪称世界一绝。之后游览【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中国

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佛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尊。之后乘
车返回北京。	  

住宿：北京君颐润华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五天颐和园—鸟巢、水立方（外观）—老北京动起来—南锣鼓巷（早/午/晚） 

早餐后返回北京，游览【颐和园】（约1小时），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也是保存得
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鸟巢、水立方】（约30分钟）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内，分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之后前往在鸟巢西侧的国家会议中心参观【老北
京动起来】多媒体数字艺术展览。该展览以北京艺术家王大观先生的《旧京环顾图》长卷为蓝本制作而成，借

鉴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清明上河图》的表现形式，在长二百二十八米、高三米的巨型屏幕上，还原了《旧京

环顾图》所描绘的护城河以及城墙、庙宇、王府、胡同、商铺、酒楼、民宅等上千座建筑物，看戏、赶庙会、

购物、婚礼、丧葬、娱乐、游玩等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劳作的场面与活动。该展览在规模、艺术的

广度和深度、表现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全面超越世博会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世界第一。晚餐后前往北京最

古老的街区之一【南锣鼓巷】（约2小时自由活动）。这条街南北全长786米，宽约8米，始建于元朝，至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构成了南锣鼓巷独特的魅力与风情。	  

住宿：北京君颐润华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六天 卢沟桥—宛平城—天坛—王府井大街（早/午/晚） 

早餐后前往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卢沟桥】（全线约1.5小时）。始建于金代1189年，东西长266.5
米，南北宽7.5米。桥身两侧石雕护栏各有望柱140根，柱头上雕刻的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卢沟桥的东
边就是【宛平城】，全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有城门两座。城内不设大街小巷，不设钟楼鼓楼，也没
有集市广场，城墙四周外侧有垛口、望孔，下有射眼，每个垛口都有盖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宛平城成为“七·七事变”的历史见证，至今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日军炮击宛平城的弹痕。【天坛】（约1小
时），始建于明朝1420年，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
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坛内主要建筑祈年殿、圜丘、回音壁等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王府井大街】

（约1小时自由活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南北长约1.5公里，汇集了多家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专卖店、老字号商店和特色商店，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和各种美味的小吃将使您流连忘返。	  

住宿：北京君颐润华酒店	  或	  同级酒店	  

第七天 北京马来西亚  首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外观）—雅秀市场（早/午/晚） 
(PEK/SIN- SQ801 0005-0625)  
早餐后前往【首都博物馆】参观，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陈列以历年收藏和北京地区的出土文物为基本素材，吸收

北京历史、文物、考古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采用当今世界博物馆建设的先进技术，使其成为一座现代

化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中国国家大剧院】（约20分钟）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建成于2007年，是亚洲最大的
剧院综合体，也是世界最大的穹顶建筑。之后前往【雅秀市场】自由参观购物。晚餐后送机。	  

第八天 新加坡马来西亚(SIN/BKI- MI392  0850 – 1120) 
返回温馨的家。	  

购物点 	  :	  玉器 	  /丝绸 	  /茶叶/宝石 	  /足浴 	  /宝树堂 	  /	  

必须自费项目RM200	  (已包含)	  
金面王朝 	  /	  高碑店夜景 	  /秀水街 	  
	  
出发日期	   成人（2人一房）	   成人（单人房）	   小孩（占床）	   小孩（不占床）	  
	   RM	  3188	   RM	  3888	   RM	  3088	   RM	  2988	  
	   团费包括	  :	  往返机票	  +	  机场税	  /燃油费	  /司机	  /导游小费	  /中国签证	  

旅游保险	   RM52.00	  (不包含 	  )	  

	  

Client	  are	  deemed	  to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ccep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below	  
1.	  	  Tour	  fee	  balance	  should	  be	  paid	  3	  weeks	  before	  departure	  date.	  
2.	  	  Flight	  times	  and	  surcharges	  subject	  to	  changes	  by	  airlines.	  
3.	  	  Itinerary	  are	  subject	  to	  change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4.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ancel	  client	  participation,	  with	  reas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tour	  member,	  flight	  cancellation	  or	  any	  
unpredicted	  circumstances.	  Paid	  amount	  of	  tour	  deposit	  will	  be	  refunded	  or	  can	  be	  used	  for	  next	  future	  tour.	  	  We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on	  any	  air	  ticket	  or	  expenses	  rel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