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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导游词

 

宁波导游词1

九峰山景区，位于北仑大契镇和柴桥镇之间，九峰山地处江南大陆架的
最东端，属天台山脉太白山支脉，叠峰连冈，奇峰挺九，因此得名。九
峰山方圆数十里，南托太白山，北濒东海，大有山海之“经“可念，可
谓人间仙景。曾有诗赞道：“远眺参差九点峰，青山削出翠芙蓉”。不
久九峰山将变成宁波美丽的后花园。

风景名胜九峰山景区面积共34平方公里，由五部分也就是五组景区组成
，即网岙景区、瑞岩景区、乌岩下青少年野营区、城湾水库和九峰运动
谷。

主要景点有：九峰山、瑞岩寺水库、瑞岩寺、燕糊、龙潭飞瀑等。还有
九龙连佛、三湖鼎地、溪流秀谷、虹霞云雾、佛岩寺、华岩寺、金莲寺
、绿筠屏、白云题碑、伏虎将军庙等景点，以及九峰玉叶、紫石金弹、
九峰山杨梅、九峰龙心茶等特产。景区内还有稀世珍宝--镇海棘螈，具
有较高科普、教育的价值。

最佳旅游时间九峰山景区所在地宁波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冬夏季风交
替明显，冬夏季长达4个月，春秋季仅约2个月。年平均气温16.4℃，最
佳旅游季节为春秋两季。历史文化九峰山景区记叙着北宋兵部侍郎胡则
出征点将的故事。

仙椅置于悬崖峭壁间，千百年而不朽。更有“高台朝佛寺，明镜照心田
”的镜台奇观。吕洞宾停转石磨降冰雪、铁拐李仗义点化牛头峰、朱元
谭遇难九峰山等等肤炙人口的传说让人如人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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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导游词2

九峰山旅游区位于北仑大契镇和柴桥镇之间，九峰山地处江南大陆架的
最东端,属天台山脉太白山支脉，叠峰连冈，奇峰挺九，因此得名。九峰
山方圆数十里，南托太白山，北濒东海，大有山海之“经”可念，可谓
人间仙景。曾有诗赞道：“远眺参差九点峰，青山削出翠芙蓉”。不久
九峰山将变成宁波美丽的后花园。

九峰山旅游区面积共34平方公里，由五部分也就是五组景区组成，即网
岙景区、瑞岩景区、乌岩下青少年野营区、城湾水库和九峰运动谷。这
里山水、森林、峡谷、湖泊各具特色，人们可观光、可礼佛、或体验民
俗、或娱乐休闲，各取所需，其乐融融。

网岙景区属于九峰山旅游区的五个组成景区之一，由一条长达2600余米
的峡谷贯穿，包括秀山丽景(入口景观区)、花溪漫游区、休闲活动区、
龙潭祁雨区、石门飞虹区等众多景点。

一进景区，先是一个炊烟四起的野外烧烤场，绕过烧烤场过卧龙桥，这
里有祈雨坛和祈雨殿，是以前百姓为祈求风调雨顺而建，顺小道慢步，
沿途绿树成荫、泉水潺潺，只见龙潭飞瀑如一挂银帘流泻于眼前。最后
登上松风茶庄，不仅可以歇息，还可在平台上还可仰视九峰之巅。

宁波导游词3

慈城古县城位于宁波北郊，城内保留着当年县城的布局和大量明清古建
，漫步城中，随处可见古朴的院落，偶尔可见大宅深院，是一座舒适且
安静的古城。不要错过这里物美价廉的特色小吃，其中上过央视的慈城
年糕最为出名。

进入古城不需要门票，城隍庙里的年糕展示陈列馆也是免费开放的，因
此闲逛也是非常自在的选择。需要购票进入的是孔庙、县衙、校士馆、
清道观和冯俞宅、母亲的艺术展，相邻的景点之间有大概500—1000米的
距离，都是平坦的小路，一般选择步行游玩。由于街道狭窄，古城里并
不太适合开车，如果觉得步行较累，可以叫辆三轮车，坐到距离较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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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5元左右。

从东侧的游客中心进入古县城，首先会经过冯俞宅，古宅外面的《游子
吟》诗句展示，开门见山地道出了慈城是慈孝之乡。冯俞宅也是宁波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里面有坐具文化展、惠山泥
人展、景德镇青花瓷展等展览，单冲着冯俞宅的建筑就值得进去看看。
冯俞宅西侧的金家井巷由东向西依次是布政房、福字门头、甲第世家，
都是比较典型的明清建筑。往南拐到竺巷东路，便可看到孔庙的棂星门
，它是浙东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孔庙，有一些祠堂和碑刻，可以在里面
感受儒家氛围。

沿解放路往北，尽头便是慈城古县衙，古县衙很大，现在综合成了清风
园景区，里面用蜡像复原了当初县衙的场景，是一个反腐倡廉主题的文
化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铜钱状的大门，进门时会有种“钻进钱眼
里”的感觉，里面是历代贪官的塑像和龙虎狗三铡刀，阴森森的，颇有
震慑力。县衙西侧的城隍庙是整个古县城里最有意思的地方。里面有一
个慈城年糕馆，不仅用实物和图片展示了年糕的制作过程，要是肚子饿
了，还可以尝尝上过央视节目的慈城年糕。

走到古县城最北便是慈湖，沿湖有水上坟、董孝子井、师古亭等景观，
湖东面的校士馆有关于科举制度的展示。沿湖风光不错，可以在此小憩
一会儿。湖边的走马楼饭庄、宝善堂酒吧建筑古色古香，可以去吃点东
西，顺便参观一下建筑。街上也有很多小吃和面店可以用餐。

返程时沿着太湖路往南，路过冯岳彩绘台门，这里的母亲的艺术展可以
参观和体验中国结、剪纸等女红艺术。出城顺着护城河往南，到清道观
，这个景点略远，在一个小山上，可以爬上去看景，对道教感兴趣的可
以来看看。整个慈城古县城走走逛逛大约需要1天，但并不在这里过夜，
通常游玩结束后会乘公交车返回宁波市区住宿。

宁波导游词4

今天，我们一家人决定开车去美丽的宁波。我们一路行进，一路看风景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经过了举世闻名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大桥很

                              3 / 17



www.SanrenWenku.com
 

长很长，我在车上睡了一小觉之后，醒来时居然还在大桥上。经过了大
约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宁波市区，入住洲际洒店。

爸爸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又驱车来到宁波市区的天一广场，这里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我们走进一家商场，里面的服装款式众多，让我们目不暇
接，不愧是大都市，里面的东西都是名牌，价格昂贵。逛完商场后，我
们就去品尝宁波著名的海鲜了。我们吃了海瓜子、青口贝、生蚝、大青
蟹和大虾，每个都很美味，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晚上，我们来到酒店的游泳池游泳，那里分深水区和浅水区。为了能够
和大人一起，我来到深水区，哇，水可真凉呀，爸爸在岸上看着我，我
吃力地游完2圈后，感觉身体像冰冻一样，我的鼻子也对我“意见”了，
连打好几个喷涕，这样我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间，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爸爸已经安排好了行程，来到宁波附近的象山区，这里主要是
来海边的玩的。这还是我第一次来海边，我非常兴奋。我终于看到这大
海的模样，果然一望无际，让我心情畅快。来到海滩边，我换上了泳装
下了水。水里暖洋洋的，不时有海浪来“突袭”，打得我猝不及防，差
一点就被淹没了。海浪的力量很大很大，随意就能把东西卷回海中央，
所以，我们都在海边玩。没有被海水浸泡的沙子非常烫，大约有40度，
有点像沙漠。在水底还有些沙砾，我戴上眼镜，潜了下去，把它们拿了
上来，发现它们各不相同，十分好看，但是也十分扎人。越到海的深处
，沙子就粗呢。我们大概玩了2个小时，开开心心地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
。

这次的旅行我很开心，一家人在一起玩，爸爸说这个暑假还会安排一次
，我好期待。

宁波导游词5

城隍庙又称宁波郡庙，是宁波市中心的老牌商业中心。这里永远少不了
熙熙攘攘的游人，无论是宁波缸鸭狗汤圆，还是各地小吃，在这里都不
难找到，是游人感受宁波民间风情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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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隍庙的规模在国内算得上数一数二，上千家商铺在此云集，边吃
边逛，总能淘到心仪的小玩意，价格也不算太贵。城隍庙南面的天封塔
是这一带的标志，可以花上5元门票登塔远望，俯瞰宁波繁闹的市井风光
，别有一番滋味。

城隍庙以北不远便是天一广场，这里是宁波新兴的商业区，购物环境更
加现代，有不少国际大牌专卖。西面的月湖公园则是市中心一片宁静的
风光带，沿湖漫步，观赏亭台园林，非常惬意。

宁波城隍庙导游词3

宁波城隍庙又称宁波郡庙，位于浙江宁波市中心繁华地带。宁波府城隍
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城隍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
遍崇祀的重要神只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汉
族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

宁波城隍庙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建成后屡遭火灾，现存的庙殿
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的。郡庙由照壁、头门、二门、戏台、大
殿、后殿及东西偏殿和左右厢房组成，建筑完整，气势宏伟。戏台建得
尤其精美，是单檐歇山顶，藻井呈鸡笼形，雕龙画凤，朱金装饰，远远
看去，熠熠生辉。郡庙内保存着30余块碑刻及宋井等古迹。

如今，城隍庙已经成为宁波最大的购物中心，商铺林立，小吃遍布，是
了解宁波汉族民俗风情的一大好去处。

宁波导游词6

各位游客们：

大家好！

宁波凤凰山位于东方大港—宁波北仑中心区，距宁波市中心30公里。 凤
凰山主题乐园，有目前亚洲回环最多、世界第二、比香港海洋公园更惊
险刺激的8回环云宵飞车（过山车—“飞天凤凰”）；目前世界上落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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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漂流项目—“急流泛舟”；国内惟一的双冲水项目—“激流探险”
。 目前主题乐园由“世界广场”、“魔幻村庄”、“凤凰城堡”、“探
险旅程”四大主题景观组成。

园内23项目前国际最流行的娱乐设施分别从意大利、瑞士、美国、德国
等地引进。除“飞天凤凰”、“大洲冲浪”、“森林探险漂流”等刺激
项目外，还有“自由落体”、“互动小飞机”、“活蹦乱跳”、“旋转
气球”、“疯狂小巴士”、“扭转乾坤”、“海盗船”、“醉酒桶”等
老少皆宜的游乐项目。

宁波属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
夏季风交替明显。年平均气温16.2℃。平均7月份宁波气温最高，1月最
低。宁波5、6月份的梅雨季节以及9月台风多发季节降雨较多。 宁波4月
与10月天气晴朗，温度适宜，正是出游好时光，同时还能体验开渔节、
服装节、梁祝婚俗节等盛大的节日庆典。

宁波导游词7

慈城镇地处浙江东部沿海宁绍平原，位于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东与镇
海区相连，西与余姚市接壤，北与慈溪市相临，南隔余姚江与鄞州区相
望，可谓是“众星拱月”。其镇域面积102。57平方公里，下辖41个行政
村，5个社区，5个居委会，人口5。8万，是宁波市14个中心城镇之一。

辖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平均海拔3。3米，地形北高南低，山水相依
，其自然环境优美秀丽，而其山色，城池更因“慈湖、云湖（英雄水库
）、毛力水库”三湖之交相辉映而尤显风姿。慈湖是慈城的点晴之笔，
为慈城增添了水灵秀气，而狮子山、大宝山、清道山等却烘托了慈城的
雄浑霸气。

慈城地域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其距宁波市中心约15公里，距离宁波栎
社机场20余公里、距离北仑港约38公里;有市公交车331、333、337、339
路直通慈城，行程15—20分钟;西侧的余姚江即是浙东运河的部分。境内
有萧甬铁路（箫山―宁波）、甬余公路（宁波―余姚）、慈骆公路（慈
城―骆驼）、庄浦公路（庄桥―慈城）。建设在即的杭州湾大通道将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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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慈城、进入宁波，将使慈城成为宁波市北端的门户客厅上海远郊。

宁波导游词8

秦氏支祠建于1923年到1925年，系秦氏族人为祭祀祖先而建，时耗20余
银元。祠堂以照壁、台门、戏台为中轴线，五间两弄，前后三宸，两侧
置配殿、看楼，占地2。6亩，建筑面积20xx余平方米，祠堂建筑融合了
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艺术集大
成之作。

秦氏支祠的戏台汇雕刻、金饰、油漆于一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戏
台的屋顶由16个斗拱承托，为单檐歇山顶，穹形藻井并由千百块经过雕
刻的板榫搭接构成，盘旋而上，牢固巧妙，为宁波小木工艺之绝招。

花轿厅宁波花轿又称万工轿，以其做工精细而著称。展出的花轿高3米，
长1.5米，宽95厘米，木质透雕，漆朱贴金，给人金碧辉煌之感。

传说南宋小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幸得一个宁波村姑相救。脱险后，两
人约好来年接村姑入宫，但两人所约暗号泄露，于是赵构下旨浙东女子
皆封王，出嫁时可穿戴凤冠霞帔，乘坐龙凤花轿，官员遇见，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于是从南宋开始，宁波姑娘出嫁坐花轿的民风愈来愈盛，
花轿制作也愈来愈考究。

宁波导游词9

湖心景区（小普陀）

湖心景区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成立后新建的第一个景区，总面积近20万
平方米，由湖心堤和小普陀组成，总投资达6500万元，于2002年10月1日
对外开放。湖心堤，又名钱堤，初建于1976年，它把东钱湖分为南湖和
北湖。小普陀，又名霞屿，南宋时已建有霞屿禅寺和观音洞（补陀洞天
）、望湖亭等胜迹，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中补陀洞天是凿成于南
宋中叶的一个佛教石窟。石窟上的“补陀洞天”四字为南宋所刻。改造
后的湖心景区，堤宽30—65米，绿化、道路、桥梁等都面目一新，加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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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下管线和灯光，增添了一些景观建筑，形成了钱堤烟波、陶公钓矶
、清风香桂、澄湖明月、二灵掠影、霞屿锁岚、补陀洞天、山僧呼舶等
湖心八景。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座落在具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内，占地1900亩。汇集动物200余种，上万余只（头）。

全新的设计理念、绮丽的水乡风光，国内首创的水上观赏动物游线，让
您饱览来自全球的珍禽异兽，观看精彩刺激的动物和民族风情表演。让
您在绿海中漫步、花丛中悠游、沙滩中戏水、溶洞中历险。这里的每一
份体验都将是全新的！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以爱心做支柱，撑一片蓝天，
织一片绿州。在这欢乐的家园中，您将真切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
的和谐之美。

动物园拥有非洲的白狮、长颈鹿、羚羊、河马、犀牛，澳洲的袋鼠、鸵
鸟，美洲的火烈鸟、斑狐猴、节尾狐猴，亚洲的白虎、大象和中国的国
宝大熊猫、金丝猴、金毛羚牛等200余种1万多头（只）动物。园内设有
四个表演场，有大象、虎、狮、猴、海狮、鹦鹉等动物登台献艺，同时
还有杂技和民族风情表演。园内还设有摩天轮、碰碰车、弹跳飞人等多
项游乐项目。

陶公岛风景区

陶公岛景区是中国商祖、财神菩萨陶朱公范蠡（利）和中国爱神、东方
维纳斯西施生活的地方，他们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知名度最高、文化内
涵最丰富、社会影响最深广、普罗大众最喜爱、唯一身兼人神菩萨的名
人福人，他们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优秀品德，是忠勇、智慧、美
丽、事业、爱情、财富、奋斗、成功、幸福、美满的象征。

陶公岛湖光山色，鸟语花香，风景优美，文化吉祥，如意迎宾门，上乘
古庵，五路财神殿，五福堂，九台大元宝（叠金山），古佛洞（陶公洞
）、天伦树、陶公祠、一本潭、胭脂潭、百药潭、陶公像、望鱼跳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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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廊、剑琴坪、大海口、陶公钓嘴、妙音亭、鹤鹿双亭、荆公亭、
史相亭、余公亭、宝水池、太极八卦园、十二生肖、百果林、中国兰花
园等景点密布，四季烧烤岛、龙舟游船场、沙滩游泳场、快乐大本营、
果林休闲木屋、天街休闲烧烤院、望鱼酒楼、葡萄园篝火晚会基地、连
年有鱼池广场联欢基地、森林登山基地等休闲娱乐设施齐全，休闲烧烤
用品、食品、调料齐备，是双休日、节假日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南宋石刻公园

自宋代以来，鄞县世家连绵，巨旗相望。这些名家大族生前在东钱湖筑
别墅、建寺院，死后在湖边群山觅墓地、建家庙。如今，这些寺观和墓
冢大多已湮没难寻，惟有这些建筑物的附属物——石雕还散处在群山之
中。在众多的石雕造型中，数量最多的为墓前石刻造像。其中以上水村
下庄黄梅山下南宋丞相史嵩之的。祖父——史渐（太师齐国公）墓道的
石刻造像最为完整，文臣武将虎马石兽俱全，自东向西，俩俩面对危立
，雕刻精细，造型逼真。据考证，东钱湖的南宋石刻填补了我国雕刻史
的空白，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2005年11月，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投资3000万元，动工建设南宋石
刻公园，并于2006年10月建成对外开放。

该公园位于东钱湖东岸上水下庄黄梅山麓，占地6.7公顷，通过修复采坑
山谷地入口处几处古墓，将散落在附近农田中的石刻、石碑等构件进行
集中展示，并结合图片、书籍等资料介绍我国墓地形制及发展过程，结
合实物重点突出介绍南宋墓地石刻文化。公园的石刻以宰相墓道石刻等
南宋石刻为主，涵盖部分明、清期间的作品，拥有石刻文物400多件。这
些石刻填补了我国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刻艺术史的空白，
其元明石刻部分也是研究元明职官、衣冠、雕刻、墓葬等内容的重要实
物。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在建设南宋石刻公园过程中，新增了室外陈列
主瞻道、闾陌气节、百代师表、吉祥道四个景点。其中室外陈列瞻道是
一条纪念坛与主题雕刻构成的长廊，以1126年宋金“江南十八战”首战
的“明州保卫战”历史事件为背景，反映宁波人民以一座完整城市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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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为代价对和平所作出的贡献；百代师表专题园以百狮象征百师，把
明州保卫战的历史精神喻为百代之师。新增的四项景点内容，延伸了传
统石刻文化艺术，使景区文化内涵更为丰厚，提升了石刻公园乃至整个
东钱湖的文化品位。

福泉山景区

福泉山景区位于东钱湖的东南山地，濒象山港于东南，临东钱湖于西北
，是一个山体旅游与茶园旅游相结合的旅游项目。规划面积16000亩。景
区内山峦起伏，山谷纵横，溪水潺潺，地形变化丰富，形成不同的山地
空间与自然风光。山峰多在海拔200—300米，其中望海峰海拔556米，为
景区内最高峰。登山顶西可望东钱湖、宁波城区，东可观海上日出。不
经意间，山上云蒸雾蔚，春秋不辩。有乡谚说：“晴天遍地雾，雨天满
山云”，气象变化十分丰富。景区内植被茂盛，有松木林、杉木林、竹
林、针阔混交林和灌木丛，山顶植被以茶树为主，3600余亩茶树环坡而
栽，树形圆润成垅，依山起伏，形成“茶岭碧波”景观，蔚为壮观。景
区内有多处溪流、水库、山塘，点缀山林景观。山顶有碧水一池，称“
龙潭”，旁有古井，井水常年不竭，称“福泉”。山脚下有六朝古刹大
慈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南宋宰相史弥远墓道。

景区以山岭茶园林木、山峦气象变化、山海城景远景为主要景观特色。
以登山眺望、山野游览健身、茶园采摘、山上度假为游赏主题。

马山湿地公园

东钱湖马山景区是东钱湖南部水域岸线景观带上唯一的湿地景区，是生
态滨水景点的典型代表。马山景区约占地12.13公顷，马山、湿地及水体
间依照不同的自然条件设置栈道或园路，水上交通则在湿地边侧、亲水
平台处设立停靠点，马山景区作为钱湖南部水域岸线景观带上唯一的湿
地景区，是生态滨水景点的典型代表。

阳光水岸

“现代本土风格，水岸休闲生活”，阳光水岸是宁波周边最美的湖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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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长约2.5公里，在绿地中配置了自行车道、游览车道、游步道、水上
游览栈道等，24小时为市民免费开放，是市民休闲郊游的又一好去处。

阳光水岸景区岸线长约2.5公里，主要由彩色梯台、阳光沙滩、标志性景
观建筑及4个服务建筑组成。沙滩是阳光水岸的主要特色之一，这个宁波
最大的人工沙滩面积约有两万平方米，从岸边到水中最宽处为55米，平
均堆沙厚度为50厘米以上。作为南湖岸线的核心区，阳光水岸是南部水
域岸线主要的`公共空间。这个以水上运动休闲为主题的景点，引入了“
人与水24小时互动”的理念，将观光、休闲、运动三者兼顾，体现了东
钱湖的水域特色，同时与启新高尔夫球场的陆上运动相呼应，连成一体
。

半山忆�湖滨公园

位于美丽的东钱湖畔，谷子湖的一角。

公园是在原王安石、小蓬山和湖滨公园基础上进行景观升级改造而成，
增设了反映东钱湖历史内涵的安石魂、半山忆、水利文化特色的雕塑和
文化墙等景观，是一个以王安石为主题的公园。

宁波导游词10

宁波城隍庙又称宁波郡庙，已有200多年历史了，瓦黄墙，飞龙翘角，吉
祥葫芦，花格落地长窗，呈现古意盎然、香烟袅绕、肃穆壮丽的景象。
其中“斗拱戏台”、“木刻横梁”及“中堂画轴”(现已废)被称为城隍
庙“三宝”，十分罕见。

城隍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城隍庙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
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祇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
，是汉族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

宁波城隍庙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宁波府城隍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
城隍庙之一。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旨，敕造宁波府城
隍庙，建成后屡遭火灾，现存的庙殿是清光绪十年(1884年)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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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建筑很有特色，由门前照壁拱墙、大门明堂、仪门戏台、前殿、后
殿五部分组成，布局完整，气势宏伟。戏台建得尤其精美。戏台是单檐
歇山顶，藻井呈鸡笼形，雕龙画凤，朱金装饰，远远看去，熠熠生辉。
郡庙内保存着30余块碑刻及宋井等古迹。

现在城隍庙区区域拥有新老商城、美食城、国泰工艺品一条街以及即将
开业的商业步行街和亚细亚商场，已成为宁波最大的购物中心。

宁波导游词11

浙江宁波的小普陀，又名霞屿，位于烟波浩淼的东钱湖中心，是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的主要景区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南宋时岛上已建有
霞屿禅寺和观音洞等胜迹。据《浙江通志》和《鄞县通志》记载：史浩
之母叶氏笃信佛教，信奉观音，久有去南海普陀山朝山进香的愿望，因
年老失明，跨洋过海十分不便。史浩便召集地方上名匠在此凿洞，建立
观音道场。

洞成，迎其母亲上船，帆船在东钱湖中漂泊，听涛声风啸，恰似在海中
航行。三日后登霞屿，又谎报到了“南海佛国”普陀山，了却了老母亲
一大心愿，从此也就有了“小普陀”之说。主要景点有补陀洞天、钱堤
烟波、陶公钓矶等。

补陀洞天：又名观音洞，为南宋石窟，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洞长40余
米，高宽约3米。洞内精雕石刻观音坐像和佛龛，圆润丰满，纹路流畅，
显示了古代巧匠的高超手艺。

钱堤烟波：取湖面长堤水雾缭绕、似烟如雾之意，位于景区入口，西与
陶公岛隔河相望，东与湖心堤融为一体。中心巨石镌刻着郭沫若的题词
“西子风韵，太湖气魄”。陶公钓矶：相传在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
改名陶朱公，偕西施隐居于东钱湖畔、伏牛山下。后人把伏牛山改为陶
公山，将范蠡时常临湖垂钓之处称作“陶公钓矶”。

宁波导游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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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
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始建于公元1
561年（明嘉靖四十），建成于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原为明兵部
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82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麻起源地陈列馆等处。中国地方志珍藏
馆收藏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
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200
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

天一阁占地面积2.6公顷，是一个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藏书的研究、保
护、管理、陈列、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专题性博物馆。现藏古
籍达30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除此，还收藏大量的字画、碑
帖以及精美的地方工艺品。设有《天一阁发展史陈列》、《中国地方志
珍藏馆》、《中国现存藏书楼陈列》、《明清法帖陈列》等陈列厅，书
画馆常年开展各种临时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
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
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
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
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
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
“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与金碧辉煌的
秦祠相映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波市人民政府先后紧邻天一阁的陈氏宗祠、闻家
祠堂和秦氏支祠，以及白云庄、银台第、鼓楼、天封塔、伏跗室等文保
单位（点）纳入天一阁统一管理，并在陈氏宗祠内增设《麻起源地陈列
》、白云庄设置了《浙东学术文化陈列》、银台第开设官宅博物馆；秦
氏支祠、白云庄相继列入第五批、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宁波市城市口号中的“书藏古今”便指天一阁的藏书文化。

天一阁博物馆宣传语：“风雨天一阁，藏尽天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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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导游词13

灵山寺是保国寺的前身。保国寺位于的山叫灵山，相传在东汉世祖时，
骠骑将军张意和他的儿子中书郎张齐芳隐居此山。此山又名骠骑山。《
四明谈助》记载“山之西，峰联，耸如马鞍，又名‘马鞍山’乃府治后
镇山也”。“山以汉时骠骑将军张意隐居于此，又名骠骑山。山脉东南
至夹田桥，东北直至鄞之江北岸青墩，为府治后托。”灵山与鄮山共为
鄞邑东外护。《吴越春秋》有记载：东汉时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地位
仅次于大将军,为汉代高级武官，正二品)还曾被派“以水军讨伐东瓯”(
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他们死后，其宅舍便被建成了寺
院，名为灵山寺。现存的骠骑山、骠骑将军庙、骠基坪(保国寺东围墙外
900平方米，古木参天)、骠骑井泉，足以说明人们对父子俩隐居于此的
一种历史痕迹纪念。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诏毁佛寺。灵山寺被毁
。

会昌六年李炎死，李忱(宣宗)继位，大中元年(847)四月又恢复佛寺。根
据现在的考证，除了寺志，更应该获取最原始资料。《宋元四明六志》
中的《宝庆四明志》和《延祐四明志》，对保国寺的建置定于唐僖宗广
明元年(880)，其他资料又佐证了这一点。如与保国寺同时赐名的还有京
城的“护国寺”。其中的历史情景在于：唐僖宗李儇(862—888)在咸通十
四年(872)由宦官拥立即位，时年十二，佛法的力量一时难以重振，却遭
遇 灾旱连年，黄巢、王仙芝等农民大起义屡屡爆发。广明元年，唐僖宗
正好18岁。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令唐僖宗胆战心惊之余，唐僖宗乞求
突然获得一种潜在的护国力量，于是有意赐名“保国寺”。

但雍正碑又有记载寺院恢复的时间“如从宋治平二年(1064)，上溯二百
十四年，应为唐李忱(宣宗)大中四年(850)。大家都知道，保国寺的开山
鼻祖是可恭。可恭是国宁寺和尚，国宁寺始建于唐大中五年(851)。而可
恭上长安兴复灵山寺之征决不是在广明元年当年完成的，当在广明元年
之前，是广明元年九月才回到明州的。所以恢复建灵山寺应有一个历史
过程，雍正碑的记载也是有道理的。可以这样说，可恭有意恢复灵山寺
可从851年算起。至于可恭哪一年带上刺史的奏请，偕檀越许标等人，寻
往长安，我们不得而知。他们途经关东(注：汉、唐定都在今陕西，称函
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时值关东大旱。可恭“跪诵莲典，未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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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雨大澍，禾黍旆穗，民气获苏。有司奏状，遂得召见”。可恭以恢复
灵山寺为请求，僖宗答应了，并要求可恭在长安弘福寺(唐僧玄奘取经归
来之所，高僧宿集)讲五大部经，约有三个月之久，又讲诘朝纶章，法誉
大振。于是唐僖宗非常高兴，敕“保国”之额并赐可恭紫衣袈裟一袭，
允许其还山建寺。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时间段。

可恭回到明州的时间正好是唐广明元年秋九月。随后便“庀材鸠工，重
新殿宇，营构有槐林之柱，罘罳绝布网之尘，巧夺公输，功侔造化。”
而同年十一月黄巢起义军还是占领了长安，逼唐僖宗逃亡入蜀。“保国
”两字最终没有给唐僖宗带来保佑。

宁波导游词14

东钱湖位于浙江鄞县，距宁波市东南15公里。因其地承钱埭之水，故名
。原为海迹湖，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县令陆南金浚治开拓。北宋天禧
元年(公元1020_年)郡太守李夷康重修，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县令王安
石又加以疏浚，重修湖堤，削除杂草，湖区逐步固定。南北斜长有8.7公
里。东西阔约4.6公里，周约30公里，全湖原有面积约22平方公里，分三
部分：谷子湖、梅湖和外湖。梅湖今已淤塞。

现湖上有堤，东西长达4公里，湖面划分为二。环湖皆山，溪水七十二条
汇集于此，形成个巨大的天然水库。每逢天旱，开闸放水，可灌溉奉化
、鄞县、镇海八乡的农田，又是淡水养殖基地，故又称万金湖。

东钱湖原有陶公钩矶、余相书楼、百步耸翠、霞屿锁岚、双虹落彩、二
灵夕照、上林晓钟、芦汀宿雁、殷湾渔火、白石仙砰十景，各有特色。

各位游客，我们现从安石路向北进入东钱湖镇，这是座老镇，有人称其
水城。沿路能见到东钱湖旅行社、东钱湖旅游学校、东钱湖十景之一“
殷湾渔火”出名的殷湾村、白石仙坪、周尧昆虫博物馆、沙孟海书学院
等单位及景区。各位游客，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中国有十大旅游度假区。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就属于其中一个，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处于浙东旅
游网络中心节点，东与海天佛国普陀山隔海相望，南与宁海温泉、温州
雁荡山紧密相连，西与奉化溪口、梁祝公园、余姚河姆渡互为近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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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仑港，乃至杭州湾跨海大桥牵手相接。我们所看到的旅游度假区不
能说是全国最大最好，但肯定是环境优越、位置独特、前景最美的度假
村。这几年，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以建设“城市之湖、生态之湖、
文化之湖、休闲之湖”国家重点生态型旅游度假区和华东地区重要的国
际会议中心为目标，以“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为己任，着手进行
全面、立体、综合性开发，规划设计、基础建设、环境整治、旅游开发
、招商引资等等各项工作全面启动。

“百年大计，规划为先。”东钱湖管委会委托美国易道公司先后编制了
《东钱湖地区概念规划》和《钱湖新城总体规划》;委托宁波市规划院编
制了《东钱湖地区总体规划》。至今管委会累计投入3500万元编制了30
多套规划，形成了完整的科学规划编制体系，这在全国度假区中也是少
有的。同时，东钱湖管委会提出三阁阶段性目标：20_年初步展示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阶段性形象和诱人风采;20_奶奶基本确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雏形;到20_奶奶，初步建成集生态旅游历史文化、商务会议，观光休闲
、度假居住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华东地区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心
和长三角著名的休闲度假胜地。各位游客，如果管委会的三大目标一旦
实现，东钱湖会展现怎样一副宏远巨制?“钱湖赶超西湖”还会是一个永
远实现不了的梦想吗?

宁波导游词15

九龙湖风景区地处宁波市镇海区西北部的九龙湖镇境内，距镇海城区19
公里、宁波市中心18公里，总面积36平方公里，镇海九龙湖风景区是宁
波市十佳新景之一。旅游区为中丘地貌，三面环山，群山环抱的九龙湖
、凤凰湖、月亮湖和天鹅湖四大湖泊，水域面积达2平方公里，整个旅游
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历史人文积淀深厚。

九龙湖系人工湖泊，原称十字路水库，始建于1977年，湖方圆20华里，
水容逾2000万立方米。九龙湖位于宁波市东北镇海区内。乘骆驼方向的
汽车到河头下车，不一会你就可以见到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式的迎宾门，
沿坡而上，九龙湖山水画面就呈现在眼前：群山怀抱，层峦叠嶂，水势
浩淼，碧波荡漾，湖光山色，相互映辉。山水之间，时而轻烟缭绕，山
色蒙蒙，时而烟消雾散，碧空如洗。湖东侧红瓦白墙的建筑群，就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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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别墅式的九龙山庄。把九龙湖点缀得更加美丽。

以源生态自然山水风光为主题的九龙源景区，由“一迹、二池、三石、
四瀑”等十余个景点组成，景区游步道总长度2.5公里。分布了“源”字
摩崖石刻、九龙源碑楼、太平桥、九龙四叠瀑、上、下瑶池、龙脉、神
钟石、仙人古道、金蟾听佛、金刚台、下佛迹等多个景点。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nbdyc-doc-9054lp8r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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