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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昌：三峡门户 巴楚浸染

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次而陵”的夷陵位于位于长江中上游交界处，地处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

素为“川鄂咽喉，鄂西重镇”。这里历史悠久，远在四、五千年前先人已在宜昌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 

(图片由网友 @夕阳无言 提供)

有史以来，宜昌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长坂坡之战”和“夷陵之战”都发生在这里。宜昌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曾养育了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民族团结的使者王昭君等。古今著名诗人李白、

杜甫、白居易、欧阳修、郭沫若等都曾来过宜昌，留下了光辉诗篇。

宜昌中心城区，长江穿城而过，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的重点景区西陵峡口风景区和龙盘湖风景区

点缀其间，长江葛洲坝和三峡大坝雄踞在宜昌市，城东、北、

西三面青山环绕，树木葱茏，城南的大片森林与江汉平原相接。

宜昌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既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还有宏伟的现代建筑工程

。境内的长江西陵峡是全国十大风景旅游名胜之一的“三峡画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

枢纽工程为全国40个著名景点之一，还有屈原故里、昭君宅第、长阪坡、关陵庙、三游洞等众多

的历史文化遗址。此外，以“清江画廊”清幽秀丽而著称的清江风光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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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最佳旅游时间：

宜昌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热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约17℃。去宜昌旅

行的最佳时间是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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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昌必去的景点

宜昌有2400多年的历史，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宜昌不仅拥有秀美的风景圣境：壮美三峡、清江

如画，高峡出平湖、深处有人家；这里也拥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屈子问天、昭君浣纱，关公横

刀立马、峡江号子情动天下。 

宜昌美景(图片由网友 @夕阳无言 提供)

宜昌三峡大坝旅游区

三峡大坝旅游区占地15.28平方公里，目前对游客开放的是三个观景点：坛子岭、185平台、截流纪

念园。宜昌因这里被称为世界水电之都，如果能站在大坝边看一次壮观的泄洪场面，就能深刻感

到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宜昌三峡人家旅游区

三峡人家（石牌）风景旅游区位于长江灯影峡，是新开发的旅游风景区，分为山上人家、水上人

家、溪边人家、今日人家。 三峡人家，依山傍水，风情如画：传统的三峡吊脚楼点缀于山水之间

，久违的古帆船、乌篷船安静地泊在三峡人家门前，溪边少女挥着棒槌在清洗衣服，江面上悠然

的渔家在撒网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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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景点分布图

宜昌九畹溪风景区

九畹溪位于长江南岸，归新县城（茅坪）西部，溪流全长42.3公里，溪流经过的地方，以峡谷、

喀斯特地貌为主。两岸风景奇特秀丽，大部分地区人员稀少，生态环境良好，形成多处别具特色

的景观，是新三峡十景之一。

长阳清江画廊景区

长阳清江画廊风景区位于三峡�宜昌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画廊在

长阳”。清江是一首抒情的诗、是一曲优美的歌、更是一幅迷人的画。 

宜昌西陵峡快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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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陵峡快乐谷位于湖北宜昌市峡口风景区内，距宜昌市约八公里，据三峡大坝约三十公里，紧

靠风景秀丽的下牢溪，与三游洞仅一桥之隔。

昭君故里

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的故乡—宝坪村，在兴山县城向西北方向行驶约六七公里。 宝坪

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长江的一条清澈的支流--香溪流经村前，溪水三西半绕着一峰青山

，山腰天生一方平地，平地上的那座村落，因此得名“宝坪”。

屈原祠

屈原祠座落于古城归州镇，这座有2300多年的历史的城池很小，全城仅有0．6平方公里，但作为

风雨峡江的沧桑见证，归州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它曾演绎过古夔子国的神秘；楚国的兴衰；

三国的壮烈；唐朝的飘逸；宋明的清丽；清朝和近代的颓废与勃兴。

葛洲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举世瞩目的长江上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北抵江北镇镜山，南接江南狮子

包，雄伟高大，气势非凡。

三游洞

三游洞，位于宜昌西北的南津关西陵山上。它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

，山水秀丽。风景区内主要有三游洞、至喜亭、楚塞楼、陆游泉、张飞擂鼓台等。

南津关

南津关因陡壁直立，江面狭窄，犹如细颈瓶口锁住滔滔大江，被古人称为“雄当蜀道，巍镇荆门

”，是三峡的天然门户。

下牢溪

下牢溪清澈见底，碧澄如玉，两岸奇峰竞秀，景致幽静美妙。

玉泉寺

玉泉寺在当阳城西15公里的玉泉山东坡，始建于东汉末年，距今1700多年历史，是我国佛教最早

的寺院之一。

当阳长坂坡

长坂坡位于当阳市玉阳镇，是中国最著名的三国古战场之一，赵云、张飞大战曹操的故事就发生

在这里。

麦城

此地为东周时楚国重要的城池，关羽败走麦城的故事即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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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昌旅游行程推荐

宜昌精华一日游

线路设计：

葛洲坝→西陵峡→三峡人家→三峡大坝

行程特色：

宜昌市被称为水电之城，来到这个水电之城，当然要参观葛洲坝水利工程和三峡大坝了。三峡人

家风景区的美景，幺妹子的歌声也是这段行程的另一大亮点。

行程安排：

早上从葛洲坝船闸登船，乘船观看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工程全貌，尽揽世界顶级旅游风

景区长江三峡精华段核心区—西陵峡原始峡谷风光、乘船参观世外桃园、三游古洞、西陵形胜等

著名景观。

下午抵达国家AAAAA级旅游风景区—三峡人家，在幺妹子的山歌和纤夫的号子声中感受峡江原住

民的生活形态。下午游览世纪工程—三峡大坝，感受沧海桑田的巨变。傍晚返回宜昌市区。

宜昌周边三日游

 线路设计：

神农架→木鱼镇→香溪源→昭君故里→高岚卧佛山→晓峰→葛洲坝→西陵峡→三峡人家

行程特色：

宜昌周边的小镇各有特色，除了闻名遐迩的三峡水，还有野花飘香的香溪源，当然去神秘莫测的

神农架才是这个行程的重中之重。

行程安排：

D1：吃过早饭从宜昌乘车前往神农架，下午游览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小龙潭野人考察站，神农第

一景神农谷，野人出没地板壁岩，金猴岭原始森林，了望塔，远眺神农顶，华中第一峰，太子垭

原始森林等。晚上和大家一起参加土家风情篝火晚会，夜宿木鱼镇。

D2：早上游览香溪源风景区，这里林间野花奇多，溪水飘香。下午返回宜昌，在途中可以参观昭

君故里，高岚卧佛山，晓峰悬棺等景点。晚上夜宿宜昌市区。

D3：早上从葛洲坝船闸登船，乘船观看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工程全貌，尽揽世界顶级旅

游风景区长江三峡精华段核心区—西陵峡原始峡谷风光、乘船参观世外桃园、三游古洞、西陵形

胜等著名景观。抵达国家级旅游风景区—三峡人家后，在幺妹子的山歌和纤夫的号子声中感受峡

江原住民的生活形态。下午游览世纪工程—三峡大坝，感受沧海桑田的巨变。傍晚返回宜昌市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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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宜昌娱乐

在宜昌游玩一天后，一定感到非常劳累了，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在热气蒸腾的休闲浴

场中，放松紧张的身心。爱好音乐的朋友，可以在宜昌的音乐清吧中，一边品尝佳茗，一边欣赏

中外名曲。

电影院：

金逸宜昌卓悦店 

介绍：影城拥有5个影厅，其中有两个双机金属幕，影城可容纳1004位观众观影。影城空间宏大，

各影厅净空超过10米，宽大舒适的人体工程座椅，行间距1.2米，宽松舒适，躺着也能看电影。

宜昌万达影城

介绍：宜昌万达电影城位于宜昌市夷陵大道万达广场娱乐楼三楼，是万达院线在宜昌市的第一家

影城。影城内共设有9个影厅，可以容纳多达1430位观众同时观看电影。

地址：宜昌市夷陵大道万达广场娱乐城3-4层

宜昌天河国际影城

介绍：宜昌天河影城坐落于繁华的夷陵大道58号CBD购物中心三楼，交通便利，人流量大，是宜

昌市首座多厅星级豪华时尚影城，其放映、服务质量、硬件配置、建设规模均领先于其它城市的

影城，属国内一线品牌影城。

地址：宜昌市西陵区夷陵大道58号CBD购物中心三楼

酒吧：

糖果酒吧

地址：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 

星期八酒吧

特色：集平价KTV包房、台球、手波比足球的综合娱乐场所。

人均消费：30元

地址：宜昌市云集路31号

KTV：

歌库KTV解放路店

电话：0717-6735888

地址：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商业步行街3号楼

蓝色港湾KTV

特色：音响效果不错。

人均消费：30元

地址：宜昌市夷陵路十三码头

万达大歌星量贩式KTV

电话：0717-65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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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特168-6号万达广场2楼

其他娱乐：

天街娱乐城

特色：集棋牌，美容，餐饮于一体的娱乐中心

人均消费：30元

地址：宜昌市夷陵路123号

国际夜总会

特色：集夜总会歌舞娱乐，棋牌，网吧于一体的四星级康乐中心

人均消费：30元

地址：宜昌市沿江大道127号（国际大酒店3楼）

太极茶道

特色：品名茶，去太极茶道

人均消费：30元

地址：宜昌市东山开发区云集隧洞开发区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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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舌尖上的宜昌

宜昌人吃麻辣不敌四川，吃恬淡不及荆楚，没有特点的美食正是宜昌美食的特点。宜昌市上有巴

蜀，层峦叠嶂，雾气缭绕，吃麻辣可驱湿驱寒。下有荆楚，一马平川，艳阳高照，热气重，吃恬

淡能平肝平胃。宜昌菜的风格是"原汁、咸鲜、偏辣"。

宜昌名菜主要有白刹肥鱼、峡口明珠汤、满篮桔红、一品鳝鱼、三游神仙鸡、八宝水鸡、桂花荸

荠丸、莲蓬蛋、三丝腰花、银针鸡丝、软炸鱼饼、香酥莲米鸭、瓢儿豆腐、寿星白菜、魔芋豆腐

、凉拌鱼腥草等,去宜昌不要忘了品尝。

宜昌美食(图片由网友 @夕阳无言 提供)

宜昌的饮食不仅有内河肥鱼的大餐，也有很多民族风味的小吃，这些小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如凉虾、萝卜饺子、炕洋芋等。

宜昌知名餐厅推荐：

山庄食府

特色：系园林风格之中餐美食城,园内绿树成荫、芳草铺地、鸟语花香、四季如春,有"闹市绿洲"之

美誉。金牌特色佳肴"山庄卤猪手"酥炸沙丁鱼美味可口。

                                               11 / 2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56&do=album&picid=6052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56&do=album&picid=60521


�������

宜昌：三峡门户
地址：东山大道105号(国贸大厦正对面)

途经公交线路车：3、 4、 6、 9、 11、 20、 22、 28

最近公交车站名：火车站

沙龙宴酒店

特色：宜昌本地特色酒店,特色菜“沙龙凤爪”由各种天然佐料独特工艺泡制，晶莹玉润，鲜脆可

口。

地址：宜昌市胜利四路5号西陵一路(夷陵广场对面) 宜昌市东山大道(宜昌日报)

途经公交线路车：A 18、 19

最近公交车站名：胜利四路站 长途汽车站 夷陵广场站

红星酒楼

特色：湖北省一级酒店 宜昌市十佳地方特色酒店,将川、湘、鄂菜风味溶于地方特色之中，其特色

菜"红星福寿螺"属绿色食品，产于重庆白市驿饲基地，田螺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等,且高蛋白、

低脂肪、抵热量、味甘性寒，利水明目，解毒养颜，味道鲜美,是本地特色名菜之一。

地址：福绥路40号(总部)，宜昌市红星路25号(总店)，云集路4号(分店)

途经公交线路车：4、 19 、25-2

最近公交车站名：二马路站(红星路店)

国芳大酒店(原葛州坝小蓝鲸)

特色;特聘川、鄂、湘、粤四大菜系的大师主厨,可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其特色菜"国芳逍遥鸡"质

地细嫩滑爽，酸甜咸兼备，色香味美，"油塘牛肉元"质嫩色鲜味美，独具特色菜："面疙瘩烧鳝段"

咸鲜微辣，回味浓郁。

地址：宜昌市东山大道3号

途经公交线路车：3 、4 、9、 10、 21

最近公交车站名：工程局站

伍圆大酒店

特色：以经营"宜昌本邦菜"为特色，特色菜"手抓筒子骨(棒骨)，配以萝卜、大红枣、菊花等辅料

炖制而成，汤稠汁鲜，营养丰富，具有补钙、养血、调燥之功效。

地址：宜昌市红星路12号

途经公交线路车：2、 4、 19 、25-2

最近公交车站名：二马路站

唯义酒店

特色：天沔三蒸,是湖北地方独具特色的菜式，鲜、香、软，外地游客不应错此口福。另有鸭子汤

，洪湖野藕，野莲等野味。酒店内陈设的三峡奇石千姿百态，巧夺天工是宜昌餐饮界的一大文化

景观。

地址：宜昌市东山开发区转盘处

途经公交线路车：12 、20 、21、 26

最近公交车站：三环广场站

稻香阁大酒店

特色：宜昌餐饮界老字号，经营川菜、湘菜、鄂菜三个菜系曾获：湖北省消费者满意单位、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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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地方特色酒店。特色菜：卤甲鱼、片片鸭、鱼籽鱼边、土鸡汤。

地址：宜昌市胜利四路3号

途经公交线路车：18、 19、 4 、25--2

最近公交车站名：胜利四路 国酒站

小蓝鲸酒店

特色：湖北省著名餐饮连锁机构，其特色菜"霉豆渣煨鲢鱼"和"香煎玉米饼"入选国家国内贸易局认

定的《中国名菜》

地址：宜昌市陶珠路31号

途经公交线路车：19 、25-2 、30、 2、 6、 4、 8 、26

最近公交车站名：滨江公园站 解放路电影院站

宜昌重庆小天鹅水上世界

特色：正宗重庆火锅为主，集餐饮、保健、娱乐、茶楼、客房为一体。环境优雅，风格独特，菜

品精美，汤料秘制，大型歌舞表演，尽享家园情趣。

地址：宜昌市政府对面国旅码头

途经公交线路车：19 、25-2、 30、 2、 4、 8、 19

最近公交车站名：滨江公园站

七十二行民俗酒店

特色：四川知名餐饮连锁机构，其特色菜为怪味鸭、开门红

地址：宜昌市珍珠路81号

途经公交线路车：18

最近公交车站名：樵湖岭站

麒麟太子酒店

特色：主理川、粤两大菜系，特色菜：铁板烧汁银雪鱼、潇湘口味蛇、号称餐饮超市，价格适中

，集餐饮、时装秀、字画拍卖为一体。

地址：宜昌市康庄路口

途经公交线路车：18 、19 、22、 26

最近公交车站名：康庄路口站

内蒙古小尾羊宜昌连锁店

特色：是宜昌市独具内蒙古风味的特色酒店，追求"绿色、营养、健康"的饮食风格，采用以滋补

为主的药膳锅底，精选"内蒙羊肉"、"三号肥牛"为特色菜肴，让广大食客感受到真正的内蒙风情。

地址：隆康路7号(隆康电信城100米处)

途经公交线路车：18、19、22、26

最近公交车站名：隆康电信城站

源华大酒店

特色：正宗重庆胡羊肉，新疆烤全羊，味鲜肉嫩，具有滋补、养颜、壮体之功效。

地址：夷陵大道4号葛洲坝宾馆正对面

途经公交线路车：8、22

最近公交车站名：赛玛特生活广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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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叫驴肉馆宜昌分店

特色："天上龙肉，人间驴肉"，活驴全吃系列菜，陕西土院煨汤。

地址：夷陵大道4号葛洲坝宾馆正对面

途经公交线路车：8、22

最近公交车站名：赛玛特生活广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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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挑选宜昌特产

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地区，境内多山多丘陵，特产比较丰富，如有水果类的柑橘、猕猴桃、柿子

；茶叶有春眉茶、峡州翠绿茶、茉莉春尖茶、宜红工夫茶、仙人掌茶等等；有中药产品乌红天麻

；有风味食品三峡苕酥；还有较为著名的酒类产品等。

宜昌的主要购物场有解放路的新时代购物广场，西陵路的国贸大厦，云集路附近的宜昌商场，夷

陵的茶城批发市场等。 

宜昌丰富的特产(图片由网友 @小溪泉水 提供)

宜昌特产推荐：

宜昌柑桔

宜昌出产柑桔，历史悠久，屈原的《桔颂》，证明至少两千多年前，宜昌就已栽培柑桔。由于宜

昌地理气候环境优越，现在宜昌栽桔，居全省之冠，且优良品种众多。

百里洲沙梨

沙梨是宜昌市下属百里洲镇特产，“大如拳、甘如蜜、脆如菱”。1995年注册“百里洲”沙梨商

标。百里洲镇也在2000年被授予“中国沙梨之乡”等称号。

宜昌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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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顶生一小次果，随实膨大，开裂呈脐状，故名脐橙。又名抱子橙，无核橙。果实成熟呈圆球

形，大则橙红，肉脆芳香，味甜汁多，嫩而无渣。

五峰名茶

人间珍品处处有，最难忘却是五峰茶。五峰是中国名茶之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属亚热带温湿

季风气候，县内海拔最低处150米，最高2320米。山间终年云雾环绕，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气候

温和，形成了五峰“云雾山中出好茶”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宜昌彩陶

宜昌彩陶以本地黄泥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和艺术处理，其釉色晶莹、凝炼深沉，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

宜昌盆景

宜昌盆景历史渊源流长，清末，就出现了家庭自作自赏的盆景，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审美情趣提高，盆景也随之发展起来。

峡州翠绿茶

呈细条形，色泽翠绿，汤色浅绿，略带熟板栗香，回味甘甜。 产于宜昌市长江两岸高山茶区，那

些地方土层肥沃，云雾缭绕，昼晚温差大，因而长出的茶叶十分肥厚，经久耐泡。

宜昌根雕

宜昌的根雕受到了荆楚古典根艺的熏陶和现代根艺的影响，创作也得到了继承和创新，已成为宜

昌工艺中的精品。

薇菜

  是珍贵的野菜，又名广香台，生在湿地和溪沟边，清明至谷雨期间采摘。嫩苔光滑，呈紫红和

青色，顶端螺旋状，有白毛状物，富含蛋白质、维生素、铁等，常食用可以防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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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宜昌住宿

宜昌市作为湖北省经济综合实力第二的城市，城市配套设施很完善，现有各种消费层次的宾馆可

供选择，从星级宾馆到各种特色的庄园式旅店，再到零星分布的家庭旅馆、快捷酒店等等，还有

一些充满少数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民居式住所。

宜昌星级酒店大多在三四百元之间，大部分分布在宜昌城区以及各县市中心区，三峡库区也有一

些新兴的星级酒店，其中四星级的三峡工程大酒店濒临三峡中的西陵峡畔，与葛洲坝枢纽工程仅

数步之遥。 

宜昌的酒店(图片由网友 @小溪泉水 提供)

 宜昌星级酒店推荐：宜昌均瑶锦江国际大酒店 、华美达宜昌大酒店 、宜昌金德瑞国际酒店 、宜

昌万达皇冠假日酒店、宜昌国宾花园酒店、宜昌国际大酒店、宜昌三峡工程大酒店、宜昌平湖大

酒店、半岛酒店、宜昌葛洲坝宾馆。

宜昌快捷酒店推荐：

如家快捷酒店（宜昌葛洲坝店）、莫泰168（宜昌发展大道店）、宜昌景豪快捷酒店.

宜昌的庄园式旅店

虽没有星级宾馆密集，但它一般与景点相配套，幽静而富有特色。宜昌较有名的庄园式旅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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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天柱山度假村、当阳玉泉寺内的三国度假村、五峰长生洞的土家寨、兴山县

昭君村农家饭庄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庄园式旅店。

宜昌的特色住屋

大多以外观别具一格取胜，目前出现的特色住屋主要有：长阳的洞穴旅店、该饭店位于土家族自

治县渔峡口镇盐池女神寨内。旅店全部设在在洞穴之中，配有厕所、歌舞厅、餐厅，冬暖夏凉，

成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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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宜昌交通

   

1、飞机

宜昌三峡机场每日有往返上海、北京、深圳、成都、重庆的航班，也有定期往返广州、昆明的航

班。

三峡机场出港航班

如何到达机场：

1）宜昌三峡机场有往返于机场与市区清江大酒店之间的巴士，距离约40公里，车辆行驶时间约为

50分钟，票价20元，沿途就近各大车站、码头都可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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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机场进港航班

2）公交线路：在市内可乘100路车到夷陵区小溪塔，车费1元；或直接在猇亭坐101路车到小溪塔

，车费3元。到达小溪塔后离机场就很近了，可以再坐出租车前往，这样比较合算。

三峡机场问询电话：0717-6532114

   

2、铁路

宜昌火车站可以始发北京、广州、上海、无锡、西安、太原等方向的直达列车，成为沟通中南、

西南、鄂西、川东的铁路交通要道。

宜昌与汉口之间的城际列车有两班，N341/2次和N345/6次，为新型全空调硬座车，发车时间分别

为早上和中午，全程运行时间4个多小时。

宜昌火车站问事处电话：0717-6445242

宜昌火车站订票处电话：0717-6461228

宜昌火车站货运：0717-6055382

宜昌市花艳火车站货运：0717-655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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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

宜昌和省内的交通主要依靠宜黄高速公路。因此为适应高速公路的运营而出现的一大批豪华快车

成为人们的重要选择。这些快车每天都有几十班快车发往武汉、荆州、恩施、神农架等地，方便

快捷，干净舒适。宜昌市大公桥车站的班次发往武汉汉口新华路车站。也有发往岳阳、温州、上

海、福州、常德、广州、恩施、南昌等地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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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与外省市长途骑车时刻表

长途汽车客运站：0717-6445314

大公桥客运站：0717-6222143

   

4、内部交通

宜昌市内部交通较为发达，公交线路遍布全市，出租车随处可见。宜昌市公交车1元，租车起步价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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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宜昌旅游节庆活动

宜昌地处巴楚文化的交汇处，又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故乡，加上地理位置靠近恩施土家族聚集

地，土家族众多，因此宜昌当地的节日活动可谓是百花齐放，包罗万象。不但汉族的传统节日，

如端午、元宵、中秋、重阳、春节等过得有声有色，当地的两个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和五峰的土家

节日也是原汁原味、丰富多彩。

宜昌的端午节，有热闹的龙舟竞渡，其中以农历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特盛。五月十五又称

“大端阳”，吃粽子、饮蒲酒，把这个纪念屈子的节日延长了十日，更显隆重。也有屈原故里端

午文化节举办。

长阳、五峰的土家节日，礼制和恩施当地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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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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