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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安全

护照、签证、身份证、信用卡、
机船车票及文件等是出国(境)旅
游的身份证明和凭据，必须随身携
带，妥善保管。遇到有人检查证件
时，不要轻易应允，而应报告领队
处理。如领队不在现场，要有礼貌
地请对方出示其身份或工作证件，
否则应予拒绝。如对方是警察，可
在检查中记下其证件号、胸牌号和
车号，以防万一；证件一旦遗失或
被偷被抢，要立即报告领队并向警
方报案，同时请警方出具书面遗失
证明，必要时向所在国申请出境签
证并向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提出
补办申请。

钱物安全

出境期间不要携带大量现金
和贵重物品；不要把现金和贵重物
品放在托运行李、外衣口袋或易被
割破的手提包中；不要把现金和贵
重物品放在宾馆房间或旅游车中；
不要让也不要帮不相识的人看管
或托运行李。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少
携带现金，代之以信用卡或旅行支
票；贵重物品可存放在宾馆总台和
房间的保险箱中。

交通安全

要熟悉所在国的交通信号标
志，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强行抢道，
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在国外乘坐
旅游车时，不要乘坐第一排的工作
人员专座，此专座设有工作人员保
险，但游客乘坐一旦发生意外是得
不到赔付的；在乘坐船、快艇等水
上交通工具时，要穿救生衣(圈)；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要
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保护事故现
场，并速报告领队和警方。

饮食安全

要在指定或下榻的宾馆餐厅
用餐，不购买和饮用地摊或小商贩
提供的饮料食品；要牢记自己的饮
食禁忌，不盲目尝鲜、贪吃、乱吃；
要避免在流行病传播季节到流行
病传播地区停留；要做好预防措
施，携带一些常用必备药品。

观光安全

观光游览时要服从领队和导
游的安排，紧跟团队，不要擅自脱
队；记下领队和导游的手机号码，
以备万一离队后联系方便；记住旅
游车车牌号和所在停车场位置，以
便走失后找回；万一联系不到或找
不到旅游车，可自行乘出租车返回
宾馆或请警方协助并设法告诉领
队；在拍照、摄像时注意往来车辆
和有否禁柏标志，不要在设有危险
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

购物安全

购物时要保管好随身携带的
物品，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购物；
一定要到正规的商店购买，并且要
有相关的发票证明，在数量上要适
当，不要超出标准；在试衣试鞋时，
最好请同团好友陪同和看管物品。

总之，出门在外，安金第一。强
化安全意识，采取安全措施是十分
必要的。

心心驰驰神神往往的的国国度度————法法意意瑞瑞

出国安全提醒
欧洲南部的意大利、中部的法国和瑞士都是让人心驰神往的国家，不如用6天时间将它们一一

走遍，体会不一样的欧陆风情。

推荐游览时间：6天 参团参考价格：15000元左右/人

第一天先在意大利的首
都罗马游玩。它是全国政治、
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不少
人对它怀有神秘之感和景仰
之情，因为它曾是“世界帝国
首都”，是一座创造过辉煌文
明的古城。建议您去天主圣
地 — —— 教 皇 国 梵 蒂 冈 看 一
看，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天主
教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
得广场。下午不妨到曾为人
兽搏斗的圆形竞技场、罗马

帝国胜利的标杆——— 君士坦
丁凯旋门、意大利巴洛克艺
术极致代表作的许愿池等名
胜古迹游览。
餐饮:

意大利人吃饭的习惯一
般在六七成熟就吃，这是其它
国家所没有的。
住宿:

在意大利有不少华人经
营的家庭旅馆和青年旅社，但
除了有言语的优势外，在价格

上还是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经
营的，所以建议选择住宿时广
泛搜索，不必一定要找华人经
营的旅馆。

Tips：
无论男士，女士都不得穿

短裤、短裙或无袖衬衫到教堂
或天主教博物馆参观。

米兰是意大利第二大城
市，是古典与时尚的完美结
合。这里被视为许多天才人物
的故乡和艺术的摇篮，蕴藏着
大量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和
著名古迹。第二天乘车抵达米
兰后，不妨先游览被誉为意大
利最壮丽的哥特式建筑———
米兰大教堂。还可以去看看闻
名遐迩的斯芳斯古堡、栩栩如
生的达芬奇像、世界著名的三
大歌剧院之一的斯卡拉歌剧
院。它们精致的建筑外观和美
轮美奂的装饰一定会让你目
不暇接。
餐饮：

意大利面

食饮誉全球，所以您可千万不
要错过这道可口的面点。
住宿：

意大利有100家以上青年
旅社，任何人只要持有国际青
年住宿协会成员卡，都可入住
这样的旅店。
Tips：

与意大利人交谈中
不要谈美式橄榄球
和政治。

第三天启程前往全欧
洲最富裕的城市——— 苏黎
世，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脚
下。上午可以到利马特河两
岸的双塔式罗马大教堂参
观，吃过午饭后不妨在苏黎
士湖畔散步，它犹如一弯新
月倚在市区的东南端。你会
看到蔚蓝色的天空映着碧
绿的湖水，片片白帆摇曳着
湖上的云彩。
餐饮：

瑞士几乎各地都生产
乳酪，那黄澄澄的乳酪在金

色的阳光下，呈现出诱人的
光彩，叫人见了要流口水。
住宿：

瑞士有多种类型的酒
店，比如高尔夫酒店、理疗
酒店、家庭度假酒店、豪华
酒店、经济型住宿设施等，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选择。
Tips：

夜行时最好避开街头
聚集的人群，特别是火车站
附近，这些地方多为无业游
民及毒贩的聚集地。

第四天早晨乘车前往巴
黎，这里的名胜古迹比比皆
是，您可以选择性地参观埃
菲尔铁塔、凯旋门、凡尔赛
宫、卢浮宫等。吃过午饭后不
妨沿着美丽的塞纳河漫步，
两岸公园、绿地星罗棋布，32

座大桥横跨河上，使河上的

风光更加妩媚多姿。傍晚可
以去塞纳河畔的圣米歇尔林
荫大道走一走，这里有绵延
数公里的旧书市场，每天都
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游客来
这里选购心爱的古籍，形成
塞纳河畔古老的文化区———
拉丁区的一大特色。

餐饮：
法国的奶酪也是非常有

名，种类繁多。通常食用奶酪时
会附带面包、干果、葡萄等。
住宿：

法国有很多家庭旅馆、青
年旅社、乡村公寓，种类繁多，
地理位置方便，游客根据自己

的需要进
行选择。
Tips：

几乎所有餐厅都已将税
及1 5%的服务费包括在价格
内。若某间餐厅的食物或服务
特别好，一般客人需多付10法
郎。

由于巴黎距离尼斯较远，
这一天的行程主要是从巴黎
前往尼斯。

您可以选择铁路和公路
两种方式到达。下午到达尼斯
后可不必急于游览，不妨在尼

斯四处走走，感受这座海滨城
市的悠闲气息。
餐饮：

由于今天的路途较远，建
议游客携带一些食物和水作
为午餐。

住宿：
青年旅馆大多离市中心

或车站较远，前往时也颇费周
折，所以如果打算只在镇上住
一夜的话，没有必要拘泥于青
年旅馆。

Tips：
火车通行证是专门供国外

旅行者使用的，可在一个月内
任选一定天数搭乘法国境内火
车。使用通行证不仅乘火车比
较便宜，还有很多其它优惠。

尼斯是法国仅次于巴黎
的第二大旅游胜地，也是全
欧洲最具魅力的黄金海岸。
它将普罗旺斯风格及深受世
界 各 地 名 流 欢 迎 的 生 活 乐
趣，融合在各式各样的博物
馆、美术馆、花园、喷水池，甚
至鲜花和棕榈树丛间。如果
遇到尼斯的狂欢节，你会看
到花车游行、放烟火、化妆舞
会等系列活动，届时满城飞
花，落英缤纷，热闹非凡。
餐饮：

法国菜在材料的选用上较
偏好牛肉、蜗牛肉、羊肉、家禽、
海鲜、蔬菜、田螺、松露、鹅肝及
鱼子酱。
住宿：

可以选择在尼斯车站附近
的便宜旅馆住宿，时间上比较
有利。
Tips：

法国的提款机分布于各大
购物中心及市区边缘的购物中
心。大多数是每天24小时运作。

意大利

瑞士

法国

DAY2 米兰——— 米兰大教堂——— 斯芳斯古堡——— 达芬奇像——— 斯卡拉歌剧院

DAY1 罗马——— 梵蒂冈——— 圣彼得广场

——— 罗马斗兽场——— 许愿池

DAY5 巴黎——— 尼斯途中

DAY6 尼斯

DAY4 巴黎——— 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

DAY3

苏黎世——— 罗马大教堂——— 苏黎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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