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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龙湾导游词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1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亚市东郊的一处优质
热带海滨风景区，距离市中心区约10公里。亚龙湾为一个月牙湾，拥有7
千米长的银白色海滩，沙质相当细腻。而这里的南海没有受到污染，海
水洁净透明，远望呈现几种不同的蓝色，而水面下珊瑚种类丰富，可清
楚观赏珊瑚，适合多种水面下活动包括潜水等，令海底成为了当地的旅
游的核心。岸上林木郁郁葱葱。冬季这里的气温27摄氏度，水温20摄氏
度，是一处理想的冬季避寒和休闲度假胜地。号称"东方夏威夷"。沿海
岸一带布满多座高级酒店，包括国际五星级的假日酒店。

该湾的锦母角、亚龙角是攀崖的良好场所。海湾以中心有野猪岛为中心
，南有东洲岛、西洲岛，西面有东排、西排，可开展多种水上运动。

亚龙湾沙滩绵延7公里且平缓宽阔，浅海区宽达50-60米。沙粒洁白细软
，海水清澈澄莹，能见度7-9米。

亚龙湾气候温和、风景如画，这里不仅有蓝蓝的天空、明媚 温暖的阳光
、清新湿润的空气、连绵起伏的青山、千姿百态的岩石、原始幽静的红
树林、波平浪静的海湾、清澈透明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以及五彩缤
纷的海底景观等，而且八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椰影婆裟，生长着众多奇花
异草和原始热带植被，各具特色的度假酒店错落有致的分布于此，又恰
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把亚龙湾装扮的风情万种、光彩照人。

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
、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
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这是游人对亚龙湾由衷的赞誉。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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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
延伸展约8公里，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7-9米，海
底珊瑚礁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
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公里，可同时容纳10万人
嬉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滨海浴场而且是难
得的潜水胜地。

这里三面青山相拥，南面月牙型向大海敝开。除阳光、海水、沙滩俱佳
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构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景。锦母角、亚龙
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海面上以野猪岛
为中心，南有东洲岛、西洲岛，西有东排、西排，可开展多种水上运动
。 亚龙湾中心广场有高达27米的图腾柱，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
代神话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
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亚龙湾贝壳馆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中心广场，占地面积3000平方
米，是国内首家以贝壳为主题，集科普、展览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展
馆。在展览厅里，分五大海域展出世界各地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贝壳300多
种，有象征纯洁的天使之翼 海鸥蛤、著名的活化石红翁戎骡和鹦鹉螺等
等。游客在曲径幽深、典雅自然的展厅里参观，仿佛沉浸在蓝色的海洋
世界里，在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同时，激发人们热爱大自然、保护海
洋的情感。

亚龙湾蝴蝶谷位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北部。走进蝴蝶状的蝴蝶展馆
，只见眼前色彩斑斓，在5个展室中，中国最珍贵的喙凤蝶、金斑喙凤蝶
、多尾凤蝶和高山绢蝶等，巨型翠凤蝶、猫头鹰蝶、银辉莹凤蝶、太阳
蝶、月亮蝶等世界名蝶历历在眼，人们不禁为大自然的精灵赞叹不止。

出了展览厅，步入巧妙利用热带季雨林的自然植被环境建成的大型网式
蝴蝶园，这里热带特有的古藤，造型奇特而优美的榕树、著名的龙血树
、生命力极强的黑格、厚皮树等，在野花和人工配置的鲜花相映下给人
以温馨静谧的感觉，汩汩的溪流拌着游人款款地穿谷而行，彩蝶翩飞，
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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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是中国最南端的滨海旅游度假区，与“天涯海角”齐名，并享有
“天下第一湾”之美誉。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唯一具有热
带风情的国家旅游度假区。亚龙湾属低纠度热带季候风海洋性气候，全
年长夏无冬，阳光充足，冬可避寒，夏可消暑。集休闲旅游五大要素：
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亚龙湾的开发不仅是海南省旅
游业的重点项目，而且是促进海南经济腾飞的重要一环，因此受到海内
外的热切关注。

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亚龙湾开发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控股，由
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其最大股东为香港鹏利集团。
公司以经营土地综合开发、旅游娱乐业为主，同时兼营房地产开发、旅
游产品生产及销售等业务。

亚龙湾公司由政府授权对度假区进行“统一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征地
、统一招商、统一建设”。首先开发用地18.6平方公里，其规划项目有
：海滨浴场、豪华别墅、会议中心、星级宾馆、度假村、主题娱乐园、
海上活动中心、高尔夫球场、游艇俱乐部等。

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约25公里处，距海南省首府海口市约326公里。亚
龙湾东、北、西三面环山，显月牙形南抱中国南海。总面积为146平方公
里，其中陆地面积约8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66平方公里。度假区地处
亚龙湾中心地带，其面积为18.6平方公里。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内交
通主干线与海口至三亚的环岛高速公路相接，距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4公
里。两临相邻三亚榆林港，是海南省货运、客运的重要水上通道，交通
方便，海、陆、空四通八达。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具有优越的热带海洋气候和典型的热带风光。区
内沙滩绵延伸展逾8公里，沙粒洁白细腻，海水能见度深达7-9米，清彻
透明，极富梦幻色彩的海底世界，是中国最佳潜水胜地。度假区内拥有
国家级天然珊瑚保护区及热带观赏鱼群等海洋生态景观、滨海植物群“
红树林”和珍稀树种龙雪树以及覆盖面大、发育良好的热带自然植物。
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景观资源为亚龙湾旅游开发的系列化，立体化创
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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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首期开发已竣工投入使用，包括拥有2000套客房
的豪华度假酒店和公寓、水上活动中心、蝴蝶谷、贝壳馆、中心广场、
网球俱乐部、高尔夫球场、滨海浴场等一系列集游览、-、科普观赏、娱
乐餐饮为一体的综合配套设施。

亚龙湾公司还将推出该区旅游业的主题项目--亚龙湾海洋公园，并将使
之成为亚洲独一无二的旅游。亚龙湾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基本设施是按照
国际标准设计，以满足开发建设的双重目的。主要包括：道路、给排水
、供电、通讯、燃气、公共绿化、公共建设及环境工程等设施，完备的
基础设施建设使亚龙湾具备的良好的开发环境和开发条件。

亚龙湾最终将被建成兼具休闲度假、特色风光、文体娱乐及会议展览等
多功能的综合设施群体，在与国际化标准接连的同时，更具有独特的东
方文化色彩，富有独一无二的亚龙湾风格。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2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如今三亚境内的亚龙湾一带，海边没有沙滩，紧
靠海面的是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在紧邻海边的高山上，住着几十户黎
族人家。得大海风光的滋润和山野美景的厚泽，这里的姑娘容貌如花似
玉，眼睛晶亮清澈，皮肤白净如雪。身段如婀娜多姿的槟榔树，个个美
似天仙。其中一位叫吉利的姑娘皮肤白得耀眼，眼睛亮的赛星星，向她
表示爱情的小伙子不下几十个，可她偏偏只爱穷苦渔民阿祥。

一日，十几个仙女下凡，到这里的海中洗澡，忽见吉利和她的女伴走来
，她们惊叹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在自叹不如的哀怨声中，她们一
个个沉入了海底，不敢和吉利她们媲美。从此，仙女们再也不来这里沐
浴。

仙女们回到天宫，把她们在人间看见美女的事告诉她们的哥哥，并撺掇
她们的哥哥下凡取吉利和她的女伴为妻。

七位英俊潇洒的仙子听仙女们说凡间竟有赛似天仙的女子，怦然动了凡
心，他们手牵手踩着云朵来到海边，等了一天一夜才见吉利和她的女伴

                              4 / 15



www.SanrenWenku.com
 

背着腰篓朝海边走来。果然名不虚传，七位仙子的眼睛发直了。他们忘
了文雅，忘了礼节，一人朝一位姑娘吹了口气，就有七位姑娘脚底像踩
了风似的随他们朝深山峻岭跑去。其中一位是吉利。

这当儿阿祥和他的伙伴们出海捕鱼回来。见吉利她们跟着七个男子往深
山里跑，气不打一处来，他们跳下船就追，可就是追不上。他们喊叫，
也没谁理他们。他们惊叹女人变心比闪电还快。早上他们出海时还好好
的，傍晚回来她们就变了心。

吉利和她的六个女伴随七位仙子来到深山，七位仙子不走了，彬彬有礼
地向七位姑娘求爱，七位姑娘说，她们都有心上人了，不能接受他们的
求爱。七位仙子这才想起婚姻是月下老人主管的，不能强求。他们无不
遗憾地瞥了姑娘们一眼，然后朝她们吹了口气，见姑娘们安全地回到家
门口，七位仙子便飘然回到了天宫。

吉利她们回到家中，见她们的未婚夫都白了头，感到非常奇怪。她们向
未婚夫细说了她们所遇到的事，并提出立即和未婚夫完婚。但是，她们
的未婚夫没有一个愿意娶她们。原因是他们怀疑她们已经不是黄花闺女
了。

七位姑娘的未婚夫冷淡了她们;七位姑娘的父母冷淡她们;七位姑娘的兄弟
姐妹冷淡她们;村里的父老乡亲都冷淡她们。

七位姑娘跪在大海边，求大海作证，她们是清白的，大海不语⋯⋯

七位姑娘跪拜苍天，求苍天作证，她们是干净的，苍天无声⋯⋯

七位姑娘悲愤地走进海里，她们以死证实自己的清白。这时，山呼海啸
，雷声翻滚，大雨倾盆，在呼呼的狂风和轰轰的雷声中，高山峻岭和悬
崖峭壁不断地往后退，整个海边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湾口，紧挨湾口出
现了一条平缓延伸的、长达七公里的沙滩，其沙白如雪，软如棉，细如
面。湾内的海水湛蓝如玉，能见度达十米之深。

外面的变化，七位姑娘的亲人们在屋子里没有一点感觉，其实，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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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也随着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往后退出，高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不退了
，他们的`屋子也不退了。

七位姑娘走进海里时，他们的未婚夫正在后山上砍柴。闪电在他们的眼
前掠过，雷声在他们的头顶炸开。阿祥对天大喊：“这是怎么回事?”说
时迟，那时快，这当儿闪电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告诉他们：“吉
利她们是贞洁的，她们受不了这种委屈，投海自杀了。”她们明亮的眼
睛融在海水里，使海水变得更加清澈，她们洁白的身体被海水冲到岸边
，高山峻岭自叹不如立即让路。由于天上神仙的点化，她们的身体变成
了洁白的沙滩。

风停了，雨止了。阿祥他们痴了般朝海边跑去，果然，一大片洁白如玉
的沙滩出他们眼前。再看那海水，的却比以前清澈。他们倒在沙滩上痛
哭不已。他们痛悔自己的过失，痛悔无端的猜疑既害了他们的未婚妻，
也害了他们自己。

在海湾的旁侧，层峦叠嶂的山峰和蓝天相连。阿祥他们真诚的忏悔感动
了天帝，他命他们的手下打开天门。顿时，霞光万丈，海鸥盘旋，彩蝶
飞舞，吉利等七位女子款款从天门走出，踏上山顶。阿祥他们喜出望外
，奔跑着冲上山顶，七位女子悠悠地后退。她们告诉他们，她们并没有
死，七位仙子将她们的凡眼和海水融为一体，把她们的肉体点化成了沙
滩，而她们的灵魂都升入了天堂。她们七个都变成了仙女。她们还告诉
他们，这海湾属南海龙王第五个儿子牙龙管辖，这海湾应叫亚龙湾。

直到，亚龙湾仍美丽似仙境。凡是到过亚龙湾的人无不兴奋地说：“三
亚归来不看海，三亚归来不看海!”因为亚龙湾那湛蓝如明珠的海水，那
白如雪、软如棉、细如面的沙滩，那美似青纯少女的自然风光，给人们
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3

各位游客：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三亚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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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位于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海南省三亚市亚
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总面积1506公顷，是按照国家森林公园规范要求
开发建设的三亚市第一个森林公园，是海南省第一座滨海山地生态观光
兼生态度假型森林公园。

园区定位于国际一流的滨海山地生态观光兼生态度假型森林公园，植被
类型为热带常绿性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其生物、地理、天象、水
文、人文资源丰富多彩，景观建设极尽生态自然，可开展登山探险、野
外拓展、休闲观光、养生度假、科普教育、民俗文化体验等多种旅游活
动。海南省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省，而"热带天堂"就是离城市最近的天然
森林氧吧。

2016年1月，国家旅游局和环保部拟认定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热带天堂森
林公园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位于中国唯一
的热带滨海城市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总面积1506公顷
，是按照国家森林公园规范要求开发建设的三亚市第一个森林公园，是
海南省第一座滨海山地生态观光兼生态度假型森林公园。

园区定位于国际一流的滨海山地生态观光兼生态度假型森林公园，植被
类型为热带常绿性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其生物、地理、天象、水
文、人文资源丰富多彩，景观建设极尽生态自然，可开展登山探险、野
外拓展、休闲观光、养生度假、科普教育、民俗文化体验等多种旅游活
动。海南省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省，而“热带天堂”就是离城市最近的天
然森林氧吧。

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位于我国最南端的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
市东南方向25公里处，即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两侧山体，总面积1506
公顷，分东园和西园，犹如伸展的双臂环抱着“天下第一湾”。植被类
型为热带常绿性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其生物、地理、天象、水文
、人文和海景景观资源丰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发展热带雨林
旅游的首选之地。

开展登山探险、野外拓展、休闲观光、养生度假、科普教育、民俗文化
体验等多种旅游活动。海南省是中国第一个生态省，而“亚龙湾热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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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就是离城市最近的天然森林氧吧。她与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形成
强烈的差异、互补和互动，是亚龙湾由滨海向山地、由海洋向森林、由
平面向立体、由蓝色向绿色的重要延伸，使亚龙湾真正形成了大景区的
概念，填补了三亚森林生态旅游的空白。

亚龙湾热带森林公园总规于2003年完成、2007年修编并经市政府批准实
施。其景观景点建设极尽生态自然，旅游接待设施建设极尽高端，定位
于建成国际一流的滨海山地生态观光兼生态度假型森林公园，概算总投
资约19亿元，着力打造亚龙湾又一标志性的绿色旅游品牌，为海南林业
旅游发展再创辉煌。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4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的阳光明媚，天气晴朗，真是一个看海、玩海
的大好好时机，现在我们就怀着轻松的心情前往三亚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去享受大海带给我们的乐趣。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距离三亚市区25公里处，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个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属国家4A级景区。总面积18.6平方公里，旧称琅琊湾
、牙龙湾，1992年6月更为现名。因为该湾天生丽质，所以被称为“天下
第一湾”，1994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参观过亚龙
湾后，挥笔赞美它是“真正的天堂”。

亚龙湾三面青山相拥，一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清澈见底，全年
平均气温25.5℃，冬季海水最低温度22度，适宜四季游泳和开展各类海
上运动。这里的沙滩平缓，绵延7公里，沙滩洁白细软，有着白如雪、细
如面、软如绵的质地。这种细腻的沙粒，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也可以
和世界上任何的著名海沙滩相媲美。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曾这样
评价：“亚龙湾美丽的海滩，香港没有，日本没有，印尼的巴厘岛不及
，只有夏威夷同属休闲型，但亚龙湾的阳光、海水、沙滩、高山、空气
五大旅游要素优于夏威夷，亚龙湾可以建成亚洲最理想的度假胜地”。

如今，亚龙湾已经美名远扬，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品牌。选择亚龙
湾度假已是一种时尚，这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舒适完善的旅游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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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已成为旅游者向往的度假天堂！为了配套旅
游者的度假，亚龙湾现在有亚龙湾中心广场，贝壳馆，亚龙湾热带森林
公园，蝴蝶谷等一批高品质的旅游景点。现在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亚龙
湾的贝壳馆，中心广场及蝴蝶谷。

贝壳馆设在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内部，面积不大，但却被设计得像热带海
底贝壳一样精美，是我国第一家以贝类为主的，集观赏、科普、购物为
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展馆，1997年8月向游客开放。整个贝壳馆分为一个放
映厅和4个展厅，4个展厅分别展示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和中国南
海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贝壳和珊瑚。

出了贝壳馆便是亚龙湾中心广场，它是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去的标志
性建筑，总投资70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7.1万平方米。1995年12月底建
成，1996年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在此举行。在广场上有高达27米的图
腾柱，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图腾
柱和雕塑群浑然为一体，构成强烈的中国古天文意识和东方神秘色彩。
另外，在景区的另一处，还有占地1。5公顷，与贝壳馆一样是一处集中
观赏、科普、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展馆，里面向游客展示了各种各样
、千姿百态的蝴蝶和蝴蝶标本，还有琳琅满目的蝴蝶纪念品。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进驻了多家国际品牌的
度假酒店。如喜来登、家化万豪、希尔顿、假日等10多家五星级酒店，
形成了我国最佳的海滨旅游度假区。朋友们“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
龙不是湾”，现在就让我们抛掉所有的烦恼，却体验亚龙湾的独特魅力
吧。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5

亚龙湾集中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阳光、绿色、新鲜空气
于一体，呈现明显的热带海洋性气候，适宜四季游泳和开展各类海上运
动。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可以清晰地看见10米以下的海底景观。这里8
公里长的海滩宽阔平缓，沙粒洁白细腻，自然资源国内绝无仅有，可与
国际上任何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度假胜地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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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气候温和、风景如画，这里有蓝蓝的天空、明媚温暖的阳光、清
新湿润的空气、连绵起伏的青山、千姿百态的岩石、原始幽静的红树林
、波平浪静的海湾、清澈透明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以及五彩缤纷的
海底景观等。八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椰影婆娑。如今，亚龙湾已经美名远
扬，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品牌。在国内，选择亚龙湾度假已是一种
时尚，这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舒适完善的旅游度假设施和独具特色
的旅游项目已成为旅游者向往的度假天堂。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6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您来美丽的海南岛。请问各位，您知道我们海
南省有一个被叫做天下第一湾的海滨景点叫什么名字吗？对了，它就是
我们要去游玩的亚龙湾海滨。

亚龙湾海滨风景区（旅游度假区）位于三亚市以东25公里处，是国家级
的海滨旅游度假区。

亚龙湾是典型的月牙湾，拥有7公里长的银白色海滩，沙质相当细腻。这
里的海水洁净透明，远望呈现几种不同的蓝色，能见度一般都在9米以上
，水面下珊瑚保存十分完好，种类丰富，还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
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

岸上林木郁郁葱葱。冬季这里的平均气温27摄氏度，水温20摄氏度，是
一处理想的冬季避寒和休闲度假胜地。号称“东方夏威夷”。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在这沿海的沙滩上错落
有致的分布着各具特色的度假酒店，恰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把亚龙湾装
扮的风情万种、光彩照人。

亚龙湾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东南28公里处，
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7。5公里，是海南名景之一。
亚龙湾沙滩绵延7公里且平缓宽阔，浅海区宽达50—60米。沙粒洁白细软
，海水澄澈晶莹，而且蔚蓝。能见度7—9米。海底世界资源丰富，有珊
瑚礁、各种热带鱼、名贵贝类等。年平均气温25。5°C，海水温度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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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C，终年可游泳，被誉为“天下第一湾”。

亚龙湾气候温和、风景如画，这里不仅有蓝蓝的天空、明媚温暖的阳光
、清新湿润的空气、连绵起伏的青山、千姿百态的岩石、原始幽静的红
树林、波平浪静的海湾、清澈透明的海水，洁白细腻的沙滩以及五彩缤
纷的海底景观等，而且八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椰影婆裟，生长着众多奇花
异草和原始热带植被，各具特色的度假酒店错落有致的分布于此，又恰
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把亚龙湾装扮的风情万种、光彩照人。

亚龙湾集中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阳光、绿色、新鲜空气
于一体，呈现明显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冬季海水
最低温度22度，适宜四季游泳和开展各类海上运动。这里海湾面积达66
平方公里，可同时容纳十万人嬉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

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亚龙湾海滨，那就是“湾如虹，沙如脂，海如玉
，波如镜，美如画”。不怪乎，人们都把亚龙湾称之为“天下第一湾”
。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7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三亚市东南28公里处，工作总结，是海南最
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7.5公里，是海南名景之一。沙滩绵延70
00米且平缓宽阔，浅海区宽达50-60米。沙料洁白细软，海水清澈澄莹，
能见度7-9米。年平均气温25.5 ,海水温度
,终年可游泳.海水谷场佳外,尚有奇石、怪滩
、田园风光构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景。

该湾的锦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 ，怪石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
。海面上以可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海底世界资源丰富，有珊瑚礁、热米
的图腾柱，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给和文化的雕塑群
。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予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
增添了现代气息。目前区内有凯莱度假酒店等多家酒店。该区开展多种
水上活动和潜水活动，有贝壳馆、蝴蝶谷供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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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亚龙湾导游词8

天下第一湾亚龙湾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东南2
8公里处，是海南最南端的一个半月形海湾，全长约7.5公里，是海南名
景之一。亚龙湾中心广场、贝壳馆、蝴蝶谷联票价格为46元。亚龙湾沙
滩沙粒洁白细软，海水澄澈晶莹，而且蔚蓝。能见度7—9米。海底世界
资源丰富，有珊瑚礁、各种热带鱼、名贵贝类等。年平均气温25.5°C，
海水温度22—25.1°C，终年可游泳。

亚龙湾集中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阳光、绿色、新鲜空气
于一体，适宜四季游泳和开展各类海上运动。这里海湾面积达66平方公
里，可同时容纳十万人嬉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这里的海水清
澈见底，可以清晰地看见10米以下的海底景观。这里8公里长的海滩宽阔
平缓，沙粒洁白细腻，自然资源国内绝无仅有，可与国际上任何著名的
热带滨海旅游度假胜地相媲美。

与开发最早的大东海和三亚湾相比，亚龙湾亚龙湾的沙子是珊瑚和贝壳
风化后形成的沙滩，平缓宽阔，洁白细软，是三亚海湾中沙质最优越的
。亚龙湾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可他的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
倍。

亚龙湾享有“天下第一湾”的美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
美八大湾之一”，同时也是各高档度假酒店的聚集地。

亚龙湾除了最佳海水浴场外，还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构成了各具
特色的风景。锦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
良好场所。湾内共有5个岛屿，海面上以野猪岛为中心，南有东洲岛、西
洲岛，西有东排、西排，可开展多种水上运动。

度假区内以亚龙湾中心广场为中心点，建有亚龙湾蝴蝶谷和亚龙湾贝壳
馆供游人游览。南边码头也巨石嶙峋，形状奇特，有摇摇欲坠的“天涯
飞来石”，栩栩如生的“蛇口”，巧夺天工的“狼口”。

亚龙湾内各类豪华别墅、会议中心、度假村云集，还建有海底观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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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运动中心、高尔夫球场、游艇俱乐部等国际一流配套设施。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9

各位游客，接下来我们将要参观的是，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以东25公里处，是国家级的旅游区，又被国家旅游局
评定为4A级旅游景区，亚龙湾之所以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因为它
具备了国际旅游的五大要素，分别是：阳光、沙滩、海水、空气和绿色
，步入亚龙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三面环山，青翠绿色，空气清鲜，阳
光明媚，沙滩洁白，海水清澈。

正所谓“人间仙境”，亚龙湾又被称之为“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
，并非它的旅游设施，接待条件比美国夏威夷好，而是因为它的自然资
源、自然景观；众所周知美国夏威夷海湾，湾长不过2.5公里，而亚龙湾
湾长达到7公里，沙滩宽50—80米，海水清澈，能见度一般都在9米以上
，水温长年保持在20度左右，美国夏威夷年日照天数不过250天，而亚龙
湾地区达到了300天以上的日照。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亚龙湾，那就是
“湾如虹，沙如脂，海如玉，波如镜”。

不怪乎，人们都把亚龙湾称之为“天下第一湾”。为了提高亚龙湾旅游
区的知名度，国家旅游局在1996年把旅游休闲的重点放在海南岛，因此
，在亚龙湾建有亚龙湾中心广场，主要就是配合“96.11”开幕仪式在此
举行；在亚龙湾中心广场处最引人注目的不外乎就是高27米的图腾柱，
图腾柱的建设，代表了中国56个民族，取意为各民族共同腾飞。在图腾
柱周围，有三层粗旷豪放的花钢岩雕塑，分别代表了中国的4个神圣吉祥
化身、8个远古神话传说及24个气节生灵雕塑，这些雕塑，构成了强烈的
中国古天文宇宙意识和坦荡的古东方文化神韵。

为了配合亚龙湾的旅游开发，目前在亚龙湾建有亚龙湾高尔夫球场、蝴
蝶谷及海底世界观赏区。因此，游客们在此享受海水浴、阳光浴，沙滩
浴之余，又可到高尔夫球场上去挥杆，一显身手。为了提高海南岛的旅
游接待质量，在亚龙湾建有众多的著名度假酒店，包括有：凯莱度假酒
店，喜来登度假酒店，天域度假酒店等旅游设施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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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亚龙湾将以其完备的旅游设施，优美的滨海风光
，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到此旅游度假。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1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这次带领大家的小导游陈逸轩，你们可以
叫我陈导。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景点是亚龙湾热带雨林，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上面有陡峭的山峰，树林就在上面。从山中小亭子向下远眺，三亚大
半都收在眼底：繁华的城市，原本巨人似的高楼大厦，一瞬间都变成了
“小蚂蚁”。不说了不说了，下车后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一小时后车上
集合。

我们的第二站是海滨浴场，这儿的沙子很细，是三亚最好的沙子，脚踩
上去非常舒服，没有一点硌脚的杂质，所以大家可以放开玩儿，不用担
心那些扎脚的贝壳和锋利的海螺碎片。

大家继续玩耍吧!

海南亚龙湾导游词11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要去游览的景点是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亚龙湾三面青山相拥，一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沙滩平缓宽阔，绵延7
公里，浅海区宽大50—60米。沙滩洁白细软，海水清澈分层，能见度7—
9米。终年可进行海水浴、日光浴、沙滩活动、潜水活动和多种水上活动
。目前在亚龙湾除了享受阳光、海水、沙滩和各种水上活动和沙滩活动
外，还可以去畅游被称为陆地上的海底世界的贝壳馆、景致蝴蝶谷和亚
龙湾中心广场。贝壳馆设在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内部，面积不大，但却被
设计得像热带海底贝壳一样精美，是我国第一家以贝类为主的，集观赏
、科普、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展馆，1997年8月向游客开放。整个贝
壳馆分为一个放映厅和4个展厅，4个展厅分别展示了大西洋、印度洋、
太平洋和中国南海的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贝壳和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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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进驻了多家国际品牌的
度假酒店。如喜来登、家化万豪、希尔顿、假日、华宇皇冠、天域、凯
莱等10多家五星级酒店，形成了我国最佳的海滨旅游度假区。亚龙湾是
中国最南端的滨海旅游度假区，与“天涯海角”齐名，并享有“天下第
一湾”之美誉。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为中国唯一具有热带风情的
国家旅游度假区。

亚龙湾属低纠度热带季候风海洋性气候，全年长夏无冬，阳光充足，冬
可避寒，夏可消暑。集休闲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
绿色于一体。亚龙湾的开发不仅是海南省旅游业的重点项目，而且是促
进海南经济腾飞的重要一环，因此受到海内外的热切关注。亚龙湾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亚龙湾开发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控股，由国务院批准
成立的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其最大股东为香港鹏利集团。公司以经营
土地综合开发、旅游娱乐业为主，同时兼营房地产开发、旅游产品生产
及销售等业务。亚龙湾公司由政府授权对度假区进行“统一开发、统一
规划、统一征地、统一招商、统一建设”。

首先开发用地18.6平方公里，其规划项目有：海滨浴场、豪华别墅、会
议中心、星级宾馆、度假村、主题娱乐园、海上活动中心、高尔夫球场
、游艇俱乐部等。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hnylwdyc-doc-6462e5mh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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