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北极顶级邮轮之旅

15 天 14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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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顶级邮轮之旅
【仅限 199 人】

出发日期
2018 年 7 月 27 日 - 2018 年 8 月 10 日
15,495 美元起 / 人
游览挪威、格陵兰岛和冰岛

A&K 行程亮点
由 A&K 经验丰富的极地探险专家团队全程陪伴，还有来自
全球的精英与您同行
在世界顶级极地邮轮之一“北冕号”上度过 13 天海上巡航
之旅；入住带露台的全景观舱房，尽览纯白北极的夏末美景
探访遥远的北极岛屿，体验北极圈内的极昼现象，欣赏神奇
的午夜阳光
巡航北纬 80 度以北的高纬度地区，探秘地势崎岖、荒芜苍
凉的斯瓦尔巴群岛
游览扬马延岛，岛上有世界上位置最北的活火山—贝伦火
山；在人文底蕴深厚的东格陵兰岛，造访人迹罕至的斯科斯
比湾；在冰岛豪斯川迪尔自然保护区欣赏壮阔的海蚀崖景观
搭乘 A&K 专属包机前往朗伊尔城—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
北的城市

详细行程

Day 3：斯瓦尔巴群岛 | 探秘群岛
很少有人能欣赏到斯瓦尔巴群岛一望无际的荒凉之美。

Day 1：抵达奥斯陆
乘机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这是一座现代与自然和谐并
存的城市。乘专车前往酒店下榻。下午，您可在 A&K 旅行专
家的陪伴下，在奥斯陆街头悠然漫步，感受这座北国之都的

行程地图

独特风韵；也可前往比格半岛参观弗拉姆博物馆。
今晚，A&K 将为此次北极之旅举办欢迎酒会。
斯瓦尔巴德群岛

酒店：Hotel Bristol, Oslo

餐食：无

朗伊尔城

格陵兰

Day 2：朗伊尔城 |“世界最北端的城市”
格陵兰海

今天，您将乘坐包机前往朗伊尔城，这座城市是斯瓦尔

斯科斯比湾

巴群岛（又名斯匹次卑尔根）的首府。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
极圈内，属挪威管辖，岛上有近三分之二的表面被冰川覆盖。

扬马延岛
豪斯川迪尔
阿克拉内斯

同时，斯瓦尔巴群岛也是地球上距离大陆最遥远的群岛之一，

挪威海

距离北极点仅 1000 公里，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北的地方。

冰岛
雷克雅未克

到达 / 离开
航空
巡航
延伸行程

挪威
奥斯陆

午餐后，您将登上此次带领您探索北极的邮轮—“北冕号”，
向北极起航。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爱湾：这些地势低洼的岛屿是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栖息
地的入口，也是观赏北极熊的绝佳地点。

类繁多的鸟类，它们就如巨大的冰块、冰川及嶙峋的山峰一
样让人目不暇接。“北冕号”的船长和随船探险专家团队将

在北极的行程中，请随时

根据天气、水文条件等因素，确定当天最佳的观光地点并带

关注传奇的北极熊，这些

您前往。

动物是北极地区的孤独猎
手，同时也是这片土地和

今早，您将有机会参观新奥尔松。此地的历史可追溯到北
极探险时期，如今，在昔日挪威煤矿的原址上建立起了一个北

海洋中的霸主。

极熊研究站，科学家们在这里研究气象学、地震学、大气科学
和海洋生物等多种学科。如果条件允许，您将参观这个小巧的
研究站，还包括一座博物馆、艺术馆和世界最北的邮局。
下午，您将有机会登上景色壮美的克罗斯峡湾冰川，尽
情感受冰雪世界带给人的震撼。
傍晚，您将参加船长欢迎晚宴。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您将在朗伊尔城的大街小巷中穿梭游览，并参观北极博物馆。

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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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瓦尔巴群岛上生活着北极熊、海象、斯瓦尔巴驯鹿和种

确定参观路线，可能的路线包括：

Day 4：斯瓦尔巴群岛 | 探秘群岛
船长和随船探险专家团队将根据天气、水文条件等因素

摩纳哥冰川：这是一座以摩纳哥王子阿尔伯特一世的名
字命名的美丽冰川。在这里，您将登上冲锋艇，在摩纳哥海
湾的浮冰与冰山之间穿行，近距离观赏这晶莹剔透的神奇世
界。摩纳哥海湾吸引着众多的野生动物频繁光顾，这些“客人”
包括北极熊、海象、海豹和成群的海鸟。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Day 5：斯瓦尔巴群岛 | 探秘群岛
今天，您将有机会游览以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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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到壮观奇绝的海蚀崖景观。此处在 1975 年被辟为自然

而成。在岸上，您将有机会探索环绕着瑰丽野花的大瀑布。
下午，您将乘坐邮轮从西峡湾地区前往豪斯特瑞，您将
有机会在那里参观一个建于 1901 年的小村落。您可以选择
在村庄中信步闲逛，也可以去参观一个建在海边的捕鲸站旧
址，甚至还可以沿着瀑布登上山巅，观赏山下美得令人窒息
的景色。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Day 14：冰岛西峡湾区
今天，您将在阿克拉内斯的港口登陆。在这里，您将乘
坐特殊的冰川卡车前往朗格冰川。沿途，您将会欣赏到数不
尽的美景，其中包括壮观的赫伦瀑布，您会看到厚厚的冰层
与它蓝色的倒影交相辉映的神奇景观。午餐后，您将返回阿
克拉内斯，再次登上“北冕号”继续您的旅程。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Day 15：离开雷克雅未克 | 告别“北冕号”
早餐后，您将在雷克雅未克告别“北冕号”，乘专车前
往机场，乘坐国际航班返回温馨的家；您也可以选择在雷克
雅未克继续您的旅程。
餐食：早
雀山：这座近百米高的陡峭大山是 6 万多只海雀和海鸥

理等方面的知识。专家们还将为您详细介绍即将抵达的扬马

落—依托克托洛米特。这是一处因纽特人村落，每年仅有

的家园，数量众多的鸟巢吸引着好奇的游客们，也同样吸引

延岛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您将与此行中结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造访。接下来，您将探索世界最大、

着“心怀不轨”的北极熊和北极狐贪婪的目光，这些猎食者

识的新朋友们及探险专家团队在甲板上搜寻野生动物，共度

最长的峡湾系统—斯科斯比湾。斯科斯比湾内冰川与冰山

经常前来偷食鸟蛋、突袭鸟儿，这次您将有机会欣赏到这一

美好时光。

众多，壮观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您还将在繁茂的冻原植被

戏剧性的场景。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瓦尔贝格岛：这座岛屿以瑞典植物学家彼得 • 弗雷德里克 •
瓦尔贝格（Peter Fredrik Wahlberg）的名字命名，是无人
居住的自然保护区。您将有机会在这里欣赏到众多的海象。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今晚，您将参观斯瓦尔巴群岛的北部地区，在北纬 80 度
以北的高纬度地区探寻北极熊等生物活动的痕迹。
酒店：“北冕号”

Day 8：扬马延岛巡航

动物的身影，如不同种类的海豹和难得一见的白鲸。

扬马延岛是世界最北的活火山—贝伦火山区域内一个幽

颁发的特许登岛权，如果今早天气条件允许，您将可以随 A&K
登上这座人迹罕至的岛屿参观游览，体验与鸟共舞的乐趣。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餐食：早午晚

Day 12：丹麦海峡巡航 | 两洋交汇之地
今天，您将轻松悠闲地度过这一天。您将在格陵兰岛与
冰岛之间的狭窄水道中巡航，这里也是北冰洋和大西洋的交
汇处。您既可选择在甲板上观察海鸟和鲸鱼，也可去听 A&K

第一天：离开“北冕号”，前往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
酒店：Radisson 1919 Hotel

第二天： 您可以选择探索冰岛旅行的黄金圈，包括辛格韦
德利国家公园、黄金瀑布；或者驾驶四驱车行驶在泥泞的
Thórsmörk；或者登船参加一次海上观鲸。
酒店：Radisson 1919 Hotel

专家的精彩讲座，度过丰富多彩的时光。今晚，在船长的主

Day 9-11：东格陵兰岛 | 依托克托洛米特村 & 斯科斯比湾
接下来的三天，您将探秘人迹罕至的格陵兰岛东海岸和

今天，您将继续乘船穿越格陵兰海域，在北极南部的冰

秀丽的斯科斯比湾。每天，您将有两次机会乘坐冲锋艇，在

海中航行。在此期间，随船极地专家团队将会举办大量生动

纵横交错的峡湾中寻觅经常在此出没的麋牛和驯鹿。如果冰

深入的讲座，主要涉及斯瓦尔巴群岛的野生动物、历史和地

上条件允许，您可登陆游览格陵兰岛上一个与世隔绝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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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北冕号”

静的小岛，岛上生活着许多北极生物，如管鼻燕、小海雀、厚嘴

餐食：早午晚

Day 7：格陵兰海巡航 | 在冰海中航行

区内漫步，为这些植物顽强的生命力感到赞叹的同时，搜寻
麝香牛、北极狐等野生动物；当然，您也不会错过海洋哺乳

海鸥与黑海鸥。A&K 持有由国际鸟类联盟与鸟类保护区组织

Day 6：斯瓦尔巴群岛 | 探秘群岛

延伸行程 : 雷克雅未克

持下，船上将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
酒店：“北冕号”

餐食：早午晚

Day 13：豪斯川迪尔 | 豪斯特瑞、冰岛西峡湾
当“北冕号”驶入西湾地区的豪斯川迪尔半岛时，您将

第三天：前往蓝湖泡温泉；或者启程前往冰岛南部海岸，观
赏斯科加瀑布以及著名的黑沙滩。晚上参加 A&K 您举办的
送别鸡尾酒会。
酒店：Radisson 1919 Hotel

第四天：前往机场，搭乘国际航班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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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如今，该景区仿照当年维京人初到时期的景观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