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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导游词

 

大足石刻导游词1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
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
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纪末至13世
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
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是
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
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是中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
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
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
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
足区历史悠久，人文景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
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
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大足石刻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
，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在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
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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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是旅游观光的上佳去处。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
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山(包括北
塔)、宝顶山、南山、石门、石篆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艺术价
值最高的石刻造像代表。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属于石
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
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突
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
浅浮雕、凸浮雕、阴雕五种，但主要以高浮雕为主，辅以其他形式。不
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
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大足石刻导游词2

尊敬的各位旅客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你们此次的导游，我叫xxx，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带领大家游
览美丽的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石窟寺及石刻造像的总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
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历
经五代，盛于南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大足石刻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造像5万多躯。
其中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

根据行程安排，我们今天主要参观宝顶山的摩崖造像：

宝顶山位于大足县内城东北15千米，由宋代高僧赵智凤支持开凿而成，
历时70余年。其中以大佛湾为中心，大佛湾造像是规模最大，艺术价值
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大佛湾东、南、北三壁石崖上，刻有19组佛经变
故事造像，系统的讲述了若干佛经故事，配以颂词、经文，恰似一幅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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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的古代连环画。主要有：“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广
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等。

这里，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下“千手观音”：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后
来的游客能够看到，我要先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为了保护千手观音，是
不允许照相的。

一般来说，观音造像只要有10之手，便可称“千手观音”。常规的千手
观音多数是遭32只手货48只手，以示观音的32变相和48大愿。其他的手
皆用背光的形式来表现，已达到“千”的含义。

而我们古代的艺术家却在这88平方米的石崖上打造了一尊拥有1007只手
的，名副其实的千手观音，被誉为“天下奇观”。这些手纤细修长，千
姿百态，金碧辉煌，构成了一幅犹如孔雀开屏的绚丽画面，令人眼花缭
乱，心摇目眩，感觉千手观音的手多的无穷不尽，从而也你相信千手观
音的无所不能和法力的无边无际。千手观音它的全名是“千手千眼观世
音自在菩萨”。“观世音”即：普观世界救苦救难之声音。唐朝时，为
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人们在经典翻译和日常称呼中常去“世”简称
“观音”沿用至今。“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的千手表示普护众生
，千眼表示眼观时间。

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千手观音信仰把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
起来，以显密圆融的方式，涵摄大乘佛教的诸多共性，如对虔诚信仰的
强调，对发心立誓的重视，对慈悲之心的推崇，对清静智慧的崇拜，对
极乐世界的向往，等等。同时，千手千眼观音还以其鲜明的个性，为佛
教信徒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特别是千手千眼的象征意义以及各种手
印、真言与观想的综合实施，为虔诚的信众带来无边慈悲、无边智慧、
无边神通的震撼，使他们获得了依赖，获得了安慰，也获得了自信。千
手观音的威严与慈祥有机统一，智慧与神通随时双运，密法与显教灵活
并用，为古今人类提供了一种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挖掘人类
自身潜力，鼓舞弱者的意志，战胜众多的难关以及抚慰创伤、提升境界
乃至终极超越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好了，今天的游览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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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导游词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观大足石刻。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足石刻观光旅游，我是负责
你们今天讲解的导游员——向晶，大家可以叫我小向，在本次的旅途中
我将秉着“热心、负责”的理念全程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预祝大家
本次石刻之旅丰富多彩，有趣难忘，大家都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游客朋友们，在游览大足石刻之前，请允许我为大家先介绍一下大足石
刻的基本概括。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
的总称，始建于公元650年，历经五代，盛于南宋，现存摩崖石刻5万余
尊，铭文10万余字，遍布100多处，主要有宝顶山石刻，北山石刻，南山
石刻，石门山石刻，石篆山石刻，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大
足石刻，于1999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所有摩崖造像的总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历经五
代，盛于两宋，余绪延至名、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大
足石刻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造像5万多躯。其中
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

根据行程安排，我们今天主要参观宝顶山的摩崖造像：

宝顶山位于大足县内城东北15千米，由宋代高僧赵智凤支持开凿而成，
历时70余年。其中以大佛湾为中心，大佛湾造像是规模最大，艺术价值
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大佛湾东、南、北三壁石崖上，刻有19组佛经变
故事造像，系统的讲述了若干佛经故事，配以颂词、经文，恰似一幅幅
图文并茂的古代连环画。石刻造像优美，内容丰富。主要有：“护法神
像”、“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
”等。

这里，着重为大家介绍一下“千手观音”：但是我要先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为了保护千手观音，是不允许照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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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在佛教的各宗派中都赋有一定职能，而众生的苦难和烦恼多样，众
生的需求和愿望也不尽相同，因此，能救众生一切苦难的全能菩萨——
观音菩萨便应运而生。

一般来说，观音造像只要有10之手，便可称“千手观音”。常规的千手
观音多数是遭32只手货48只手，以示观音的32变相和48大愿。
其他的手皆用背光的形式来表现，已达到“千”的含义。

而我们古代的艺术家却在这88平方米的石崖上打造了一尊拥有1007只手
的，名副其实的千手观音，被誉为“天下奇观”。这些手纤细修长，千
姿百态，金碧辉煌，构成了一幅犹如孔雀开屏的绚丽画面。

千手观音手中所持的各种法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人民的生活用具
，劳动用具，以及战争武器，在历史文物考古上有着重要作用。

大家可要仔细的观察了，千手观音造像的每只手中还有一只眼睛，因此
她的全名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大家一定在苦思冥想，为
什么她会有那么多只手吧?你们一定不知道千手观音的来历，其实是这样
的，相传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她是古代一位妙庄王的三公主，
因献出自己的一手一眼为父亲和药而感动了佛祖，佛祖赏还她千手千眼
让她去救助众生，因而，她的千手象征她法力无边，能拯救众生，千眼
象征她智慧无穷，能明察秋毫。这尊千手观音造像可真谓是鬼斧神工，
让人叹为观止，此乃“世界石刻艺术的瑰宝”。

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看，千手观音信仰把佛教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
起来，以显密圆融的方式，涵摄大乘佛教的诸多共性，如对虔诚信仰的
强调，对发心立誓的重视，对慈悲之心的推崇，对清静智慧的崇拜，对
极乐世界的向往，等等。同时，千手千眼观音还以其鲜明的个性，为佛
教信徒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特别是千手千眼的象征意义以及各种手
印、真言与观想的综合实施，为虔诚的信众带来无边慈悲、无边智慧、
无边神通的震撼，使他们获得了依赖，获得了安慰，也获得了自信。千
手观音的威严与慈祥有机统一，智慧与神通随时双运，密法与显教灵活
并用，为古今人类提供了一种战胜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挖掘人类
自身潜力，鼓舞弱者的意志，战胜众多的难关以及抚慰创伤、提升境界

                              5 / 22



www.SanrenWenku.com
 

乃至终极超越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好了，今天的游览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大足石刻导游词4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此次的导游员。在这次行程中，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为各位提供导游讲解服务，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各位的行程，使大家
在这次旅游活动中感到开心愉快。现在我们乘坐大巴由重庆市区出发，
估计两个小时以后就能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大足石刻——宝顶山时刻。在
此之前我将就我们的目的地宝顶山时刻给大家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以大足
县、潼南县、铜梁县、壁山县为范围，在此地可赏到代表中国晚期的石
刻造像艺术。重庆大足石刻规模宏大，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
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其以佛教造像
为主，儒、道教造像并陈，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可
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

大足石刻建于公元1179—1249年间，历时70年，沿岩壁开凿，长500米，
造像近万尊，其中尤以举世无双的千手观音（准确数字是1007只手）和
长达31米的卧佛著称。

1999年12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
过，将重庆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
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行列。

宝顶山摩崖（石窟）石刻距大足县城东北15千米，石刻创始人为宋蜀中
名僧赵智凤，建于南宋淳熙六年至淳祐九年（1179—1249年），历时70
多年，石刻共13处，造像数以万计，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宝顶
山是佛教圣地之一，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说。

                              6 / 22



www.SanrenWenku.com
 

大佛湾是幽深的马蹄形山湾，雕刻分布在东、南、北三面，赵大师先雕
刻小佛湾，然后把小佛湾为蓝本，雕刻了宏大的大佛湾。大佛湾是由19
组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达15O00多躯，设计精巧，无一
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说。宝顶圆觉洞，为整石开凿，宽敞如室。
洞正壁刻佛像三尊，主佛前有跪菩萨一尊，俯首合十，恭敬虔诚，左右
壁为十二圆觉菩萨，跌坐莲台，妙丽庄严，姿态不一，衣服、肌肉质感
真实，似薄纱突身，衣裙流畅自如。壁间刻楼台亭阁，人物鸟兽，花草
树木，幽泉怪石，近似写实作品，是大佛湾雕刻的精华。巨型雕有30多
幅，著名的有：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释
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崔明石经变、毗卢道场、父母恩重经变
像、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像、六耗图、地狱变像等。其中，千手观音1007
只手屈伸离合，参差错落，有如流光闪烁的孔雀开屏。释迦涅磐像全长3
1米，只露半身，其构图有“意到笔伏，画外有画”之妙，给人以藏而不
露之美感。九龙浴太子利用崖上的自然山泉，于崖壁上方刻九龙，导泉
水至中央龙口而出，让涓涓清泉长年不断地洗涤着释迦太子，给造像平
添了一派生机，堪称因地制宜的典范。

大足石刻导游词5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大足石刻，今天将有我带领大家游览大足石刻。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姓温，大家可以叫我温导，也可以亲切一点二
直接叫我小温，其次女人，我对各位来到这儿表示欢迎，并预祝各位旅
途愉快。

大足石刻是我们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现存唐宋摩岩造像6万余尊，
与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四大著名石刻不公保存冠好，艺术精湛，
而且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我们正在往著名的宝顶山走去，让我
们去一睹观宝顶山的风采。大家快看，前面就是有名的——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的1007只手屈伸离合，参差错落，有如流光闪烁的孔雀开屏。
千手观音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家想听吗？

古时妙庄玉有三们漂亮的色主，长女妙金，二女妙银，最小的叫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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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小虔诚信佛，出家当尼姑，妙庄王一怒之下，拆庙宇，赶和尚。惊
动了天神？长了五个大脓疮，医生说要治此病需亲生骨肉的一手一眼配
药才能治好，妙善知后，毅然献出一手一眼，治好了妙庄王的病，如来
佛深为感动，赐她千手千眼。

下面，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组。这些石刻合起来叫《父母恩重经变相》。
它把父母养育儿女的过程，从怀孕、临产、哺乳到儿女长大成人、婚嫁
、离别⋯⋯分别用十一组雕像来表现，每一组表示一个主题，石刻把人
物形象和思想感情都刻画得十分生动、形象、具体、细腻，并都有文字
说明，仿佛在欣赏一幅幅古连环图画，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哈哈。此
外，里面还有的故事很有教育，如：《牧牛道场》、《九龙浴太子》⋯
⋯你们看后一定空受益匪浅！

我带领大家的参观到此结束，请大家自由参观，注意保护文物和保持环
境卫生哟！

大足石刻导游词6

今天我将带大家去游览美丽的大足石刻，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大足石刻神
秘的风采吧！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共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十万多躯，其
中尤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岩石刻最为著名，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
范。规模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
窟、龙门石窟齐名。

北山，即古龙冈山，共有290龛窟。但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
游览了，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细细游览。

游客朋友们，我们即将游览宝顶山了，请大家注意脚下台阶，以防摔跤
。宝顶山石刻共有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
大。大佛湾、小佛湾是由19组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15000
多躯，设计之精巧，竟无一像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词，主要造像
有：“千手观音”、“九龙浴太子”等等。在这些雕像中，最著名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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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手观音”。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尊佛像面前，大家请仔细观看。这
尊观音形体比例匀称，肌肤线条柔和，脸庞圆润，略呈微笑形，神态动
人，再加上衣带飘舞，服饰华丽，给人飘飘欲仙之感。“千手观音”是
一个非常壮观的雕像，她的1007只手如孔雀开屏般从上、左、右三个方
向伸出，手里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大
家觉得棒不棒？哈哈，小朋友都点头了。

关于“千手观音”雕像，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呢。大家想听吗？那
好，就听我慢慢道来：从前，有一个妙庄王国，国王叫妙庄王，他有三
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妙金，二女儿妙银，三女儿妙善。妙善从小一
直信佛，妙庄王想给妙善找一个富人做丈夫，妙善不愿意，妙庄王很愤
怒，硬是把她嫁给了富人。妙善在婚礼前一天，逃了出去，在一座庙里
做了尼姑。妙庄王无论如何劝，妙善也不回家，妙庄王一怒之下也不管
她了。几年后，妙庄王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奇痒无比，有人告诉他，要
治好此病，要用亲骨肉的一手一眼。无奈之下，妙庄王去求妙金，妙银
，但她们都不愿意。妙庄王只得去求妙善，妙善听了之后，毅然献出了
一手一眼，她的孝心感动了佛祖，佛祖给了妙善千手千眼。从此以后，
妙善成了千手观音。

接着我们再去看看“九龙浴太子”吧。它是因地制宜建筑的典范，此地
以前是一个缺口。山水汇集于此，终年不息。工匠们并不消极的引水而
去，而是先将水积于卧佛上面的池塘，再用石头把缺口垒起，打上九龙
和释迦太子，然后通过暗道，流水有节制地从最大的龙嘴里缓缓吐出，
沐浴金盘中的释迦太子。这里工匠们巧妙地利用了特殊地形，解决了排
水问题，使佛像静中寓动，表现出高超的园林景观建造技艺。

大足石刻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造像精美，完好率高，是一座难得
的文化艺术宝库，更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好了，今
天的大足石刻之旅就到这儿了，希望这次游览能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
，朋友们，下次再见了，BYE—BYE。

大足石刻导游词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蒋济州，欢迎来到重庆市大足县，我将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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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去参观世界闻名，有着悠久历史的大足石刻。

在来到大足石刻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足石刻：大足石刻位于重庆
市西北的大足县，也就是我们这时所处的位置。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1
0多处，总计呢？有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
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的典范。石刻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
，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相提并论。我们旁边这座山
是北山，也就是古龙岗山，一共有290龛窟，我们的车正向宝顶山方向行
驶，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

朋友们，宝顶山到了，请随我下车，我会便走边给大家讲解。宝顶山石
刻共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是由19组
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达15000多躯，设计之精湛，竟无一
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说。

我们马上就会到著名的千手观音的塑像前，请大家跟紧，小心路滑。大
家注意了，在我们前方就是“千手观音”的塑像了。这位观音比例均匀
，肌肤线条柔和，脸部的雕刻尤其精细，脸庞圆润，略呈微笑状，神态
动人；再加上服饰华丽，衣带飘舞，看到这里你是否有飘飘欲仙之感。
大家知道吗，“千手观音”有多少条手呢？你们先数数吧！算了吧，我
告诉大家，“千手观音”有1007只手，这么多手从上、左、右三个方向
伸出，每只手都雕得纤美细柔，手里分别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
，千姿百态，无一雷同，非常壮观。现在请大家自由参观，十分钟，我
在那儿等你们。

朋友们，看看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的石刻，想起浮想联翩的画面和
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想到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说完句号，希望以后有机会再
慢慢欣赏。再见了！

大足石刻导游词8

大足石刻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观大足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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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
、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
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于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里我得向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大足
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其中，以宝顶山
、北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而我们今日所要参观的是其中
最具代表的宝顶石刻。

宝顶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千米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淳熙至
淳年间(1174年-1252年)，历时70余年，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由总
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处造像逾万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
色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它把中国密宗史入后延续了400年左右，为中国
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
一帜，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形
式上的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资料始之以六趣唯心，终之
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完备而有特色。

此刻大家看到的是“地狱经变相”的“养鸡女”。相信大家在看过前面
一系列的地狱石刻之后，对地狱里各种恐怖的人物和残酷的刑罚仍感到
心有余悸。然而大家仔细瞧一瞧这个雕刻，会发现什么养鸡女虽然眼睛
瞎了，却坦然自若，脸上充满幸福的微笑。这就奇怪了，地狱里都是阳
间犯罪来受罚的，而她为什么还显得十分幸福

说来阿，那里还有一段故事，这养鸡女阿名叫奚成凤，是一位善良大胆
的姑娘，就住在宝顶山下。一次，奚成凤的鸡跑到山上佛堂里，被一个
和尚给打死了，奚成也为她感到不平，但胳膊扭可是大腿，不得不在打
造时剜了奚成凤的眼睛，却留下了幸福的微笑凤就去找当时的住持赵智
凤理论，在群众的帮忙下，赵智凤不得不把鸡钱赔给了奚成凤。可是，
佛尚且有过，何况当时的赵智凤还没有修成正果，他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必须要在修造地狱时把奚成凤放进去。而当时的工匠刘思久平时多受
奚成凤照顾。

好了，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些后也许还兴犹未尽，可是我不得不和朋友们
说再见啦。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可是有缘的'话我们定会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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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某个时间再次重逢。最终，期望大家一路顺风。朋友们，再见!

大足石刻导游词9

尊敬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游，请叫我张导吧，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重庆唯一的世界文
化遗产——大足石刻。

在参观前让我们先了解了解大足石刻吧。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70多处
，总计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是中国晚期
石窟像艺术的典范。规摸之宏大，艺术之精湛，内容之丰富，与敦煌高
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齐名。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巅峰。

请大家跟我去参观宝顶山的石刻吧！看这就是宝顶山的石刻，也是佛教
圣地之一。主要造像有"护法神像""六道轮回""牡牛道场"。其中最著名地
就是数"千手观音"了。大家瞧！那刻在88平方米的石崖上的千手观音，
它有1007只手屈身离合，参差错落，有如流光闪烁的孔雀开屏。千手观
音还有一个传说呢！大家想听吗？好，我讲啰。

相传古时候妙庄王有三位美丽的公主，长女妙金，二女妙银，最小的叫
妙善。larr；妙善从小虔诚信佛，出家当了尼姑。妙庄王一怒之下，拆了
庙宇，赶走了和尚。可哪曾想到，这下惊动了天神，天神便让妙庄王长
了500个大脓疮妙庄王四处求医，均逛商店治不愈。后来，一位医生说要
亲骨肉的一手一眼才能治好，妙善知后，献出了一手一眼，果然妙庄王
病好了，如来佛深受感动，便赏赐了她千手千眼，从此，妙善便成了千
手千眼观音菩萨了。

好，我们断续往前走，小心，上台阶，注意安全，里面的石刻还有很多
，你们看了一定受益匪浅，我就讲到这里了，请大家自由参观，也请大
家注意保护文物和保持环境卫生，我们两小时后这里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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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观结束，旅客朋友们，你们一定被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宝
库所感动，欢迎大家一次再来。

大足石刻导游词1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足参观我们闻名中外的大足石刻
，很荣幸能成为大家的导游，请跟随我一齐欣赏这华美的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主要以北山摩崖石刻和宝顶摩崖石刻而出名。你们此刻所在的
地方就是面积最大，佛像最多的宝顶山摩崖石刻。它始建于晚唐，兴于
两宋

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目》大足石刻导游词
600字导游。

从正门出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千手观音佛像前。大家都明白，只要有1
0只手以上的观音，就能够叫千手观音。而大足的千手观音，才叫真正的
千手观音。她一共有1007只手眼，分布在88平方米的石窟上。

关于千手观音还有一个传说呢!在南北朝时，妙庄王有三个公主，长女叫
妙金，此女叫妙银，小女叫妙善。妙金和妙银都常年在宫中，只有妙善
出家为尼。妙庄王命妙善回宫，但妙善不愿回家，妙庄王一怒之下赶走
了僧尼，可这惊动了天神。他们让妙庄王身上长满了脓包。

有一位大夫说，要用亲身女儿的手眼方可治好。于是，妙庄王求助于妙
金和妙银，但两位公主都拒绝了。妙善明白后，便献出了手眼，治好了
妙庄王的病。这件事让佛主明白了，便送给了妙善一千只手眼。所以，
她就成了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

据说千手观音刻好以后，七仙女正好下凡，看见了千手观音。便在原先
的手眼中又加上了7只手和眼。能找出这七只手和眼的人，便可长命百岁
!

本次参观圆满结束了，谢谢你们的光临，祝你们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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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导游词介绍5

大家好!今天就由我带着你们去去游。它是重庆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现存唐宋摩岩造像万余尊，与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四大着名石
刻相对，大足石刻不仅保存完好，艺术精湛，而且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
的巅峰。

在参观前，我们先认识大足这个地方。四川的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
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它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造像集中，技艺
精湛，表现“神的人化，人的神化”的特点，有北敦煌，南大足之说。
其中最着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

据说，北山的石刻造像近万。这些石刻像的特点是刻工精细，形象生动
，其中最精彩的是几座观音、文殊和普贤的造像。可惜，时间太短，我
们没有前往。

大家跟我往前走，去参观宝顶山的石刻。看，这就是宝顶山的石刻。它
是我国石窟艺术中罕见的。在风格上和北山很不相同。这里的刻像，大
都是用一组一组的雕像来连续表达一个或几个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不
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行先让我们看看充满农村生活情趣的牧歌式的石刻《牧牛道场》。这是
一个精彩的故事。它所表现的是牧童驯牛的全过程。你一幅一幅看，一
看就明白意思的。牛的犟劲和牧童在驯服牛后的悠然自得的神情都刻画
得非常真切、生动。

下面，我们再看看另一组。这叫《父母恩重经变像》的石刻。它把父母
养育儿女的过程，从怀孕、临产、哺乳到儿女长大成人，婚嫁、离别等
，分别用十一组雕像来表现。每一组表现一个主题，人物形象和思想感
情都刻画得相当生动、细腻，并都刻有文字说明。我们观看这里的石刻
，仿佛在欣赏古代的连环图画。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哈哈，小朋友都点头
了!

大家慢走，要上台阶了，注意安全。大家再看看这组啊!这《释迦降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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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颇有趣味的。释迦降生后，半身端坐于石盆内，旁边有两个力士手
扶石盆。上面雕有九条龙的龙头，正中的龙头口中吐水洗濯太子，名为
“九龙浴太子”。水从何来?原来在这片崖壁上有一水池，根据这种地形
是不适于崖刻的，因为日久天长会把崖壁浸蚀。但是精明的古代石匠，
巧妙地利用雕刻把水池积水从龙头排走，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这种
匠心独运，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吧?

此外，里面还有的故事也很有教益，如：酗酒有罪，劝酒更有罪;会做事
的人听大事，不听小事，看大事不看小事等等。你们看了一定收益匪浅
的!我就讲解到这里了，请大家自由参观，也请大家注意保护文物和保持
环境卫生。

大足石刻导游词11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在我身后的这位呢，就是
我们本次行程的司机张师傅。我很荣幸能有机会为大家服务，非常欢迎
大家来到重庆游览观光，待会儿，我将带领大家游览素有“石刻之乡”
美称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距重庆主城约有130公里，行车时间约两个半
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先把大足石刻的概况为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

大足石刻是重庆大足县境内所有摩崖石刻造像艺术的总称，反映了佛教
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进程，是集儒道佛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
窟造像群，最初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明、清时期
亦有所增刻。最终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之大成的石刻
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齐
名，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07年
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大足石刻群共有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5万余尊，
铭文10万余字。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石
窟最具特色。

关于大足石刻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大足为传统农业区，气候温
和，风调雨顺，收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大足大丰之地，故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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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与佛教传说有关，相传释迦牟尼在涅槃前夕曾到过大足，在其
讲佛之地留下了一双大脚，故人们叫当地为大足。

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北面约1公里处，共有摩崖造像5000于尊，由唐末
刺史韦君靖开凿于唐景福元年，后由地方官吏、乡绅、僧尼等续建，至
南宋绍兴年结束，历时250年。以其雕刻细腻、精美、典雅著称于世，展
示了晚唐至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尤以观
音造像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陈列馆”。北山石刻以当时流
行的佛教艺术为主，体现了佛教的世俗化，其转轮经藏窟被公认为是“
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约15千米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淳
熙至淳佑年间(1174年-1252年)主持建造，历时70余年，以圣寿寺为中心
，包括大佛湾、小佛湾等13处造像群，共有摩崖造像近万余尊，题材以
佛教密宗故事人物为主，整个造像群宛若一处大型的佛教圣地，展现了
石刻艺术的精华。宝顶山有千手观音、释迦涅槃像、九龙浴太子等著名
景点。

各位游客朋友们，在听完大足石刻的简介后，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
一睹为快呢，不过不用着急，因为我们即将要到达目的地——大足石刻
了。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大足石刻的宝顶山，接下来我们主要参
观的是宝顶山的大佛湾石刻造像群。大家请看，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六道
轮回图，又名“六趣图”。佛教中有个经典的理论“因果报应、转世轮
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前世今生，每个人死后都要经过轮
回投胎转世，这幅造像就集中反映了业力果报和生死轮回的佛教基本观
念。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抱着轮子的蓝面巨人，他叫做转轮王，四川人称为之
“无常鬼”。“无常”是佛教中的一个名词，是指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
都是瞬息万变、刹那生灭的，这里把无常人格化就成了“无常鬼”，由
他来掌握生死轮回，表示世间万物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它怒目獠齿死咬
轮盘，两臂紧钳轮盘，象征着业力即因果报应不可逆转。

                             16 / 22



www.SanrenWenku.com
 

六道轮回图共分四圈。我们依次从里往外看，轮盘的中心圈中坐着一个
人，

表示修行的众生，从其心际飞出了六道佛光，把整个轮盘划分为六个部
分。即佛教中所说的，万源发于心。每道光上有若干小圆圈，圈内刻着
佛或菩萨，表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正中的圆圈旁的猪
、蛇、鸽分别代表了贪嗔痴三毒。

第二圈则为生死轮回的六道。大家请看，以中间的这条佛光为界，上面
三道称为“上三道”。上三道的正中为天道，右边为阿修罗道，左边为
人道。下面为“下三道”，下三道的中间为地狱道，右边为饿鬼道，左
边为畜x道。

轮盘的第三圈是佛教十二因缘说的形象表现。十二因缘阐明了人生的变
化无常，生死轮回的过程及因果关系，它将人生现象分为从“无明”到
“老死”十二个部分。任何生命在没获得解脱之前，都在这个过程中循
环，佛教认为这个过程都是痛苦的，只有皈依佛门修成正果才能摆脱这
种痛苦。这十二因缘的具体内容，以及生、老、病、死诸般痛苦，工匠
师都用生动的图画表现了出来。例如“生苦”，这里表现的是一位孕妇
正坐在床前生孩子。佛家认为，孩子倒挂悬垂于狭小的母腹内四肢不得
伸展，其母喝一口热汤，孩子如下油锅地狱。喝一口冷茶，又如坠寒冰
地狱生命在形成之时，就已开始受苦了

第四圈共有18个小龛，每个龛内都刻有一个皮囊，皮囊裹着一个生命，
请大家仔细看，皮囊里的尾部表示前生，头部表示来世，比如最下面的
这幅图，头部是鱼，尾部是蛇，就表示它上辈子是蛇，下辈子成了鱼，
接下来的图是马头鱼尾巴就表示它又从鱼变成了马。皮囊则是灵魂，佛
教认为不管躯体如何变化，灵魂是永恒不变的。

轮盘左下方有一官一卒，这两个表示贪。右下方有一只猴子，一边抚摸
下身，一边望着身后的少女，表示爱，这两幅图的意思是说正是因为众
生的贪爱之心才让轮盘旋转不休。

游客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大足石刻之行就要到此结束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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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旅途愉快

大足石刻导游词12

各位贵宾: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我是这里的导游。相信各
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我们大足，那颗对世界遗产一睹为快的心都已经蠢
蠢欲动了吧？别着急，大家有的是时间。等一下我们将先进入宝顶山石
刻参观，在参观之前请大家允许我先对我们大足石刻做个简要的介绍好
不好？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石窟寺及石刻造像的总称，是集儒释道三
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
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在1999年大足石刻更是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中。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为主要结构
，共6万多尊造像。

好了，那么前面就是宝顶山石刻的入口了，大家可以一边参观一边听我
讲解，不过千万不要被我们大足石刻精美绝伦的雕刻技术迷住了忘记了
脚下的石阶啊，大家小心脚下，我会放慢讲解速度，每到一处景点也会
留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千万不要在拥挤的人群中拉住了别人的老婆还不
知道啊！还有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的旅游团哦，不要看到别人家的导游
长的漂亮就跟着去了啊！

民间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说，在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观音菩萨的三个生日期间，会有成千上万的信男善女拜在她
的足下。宝顶山有一个别名叫“香山”，可能就是因为历来香火旺盛，
有“香焚宝鼎”之说而得来的。宝顶山主要有万寿寺，大佛湾和小佛湾
，其中，大佛湾的摩崖造像更是宝顶山石刻的精华所在。在这个山石相
连的马蹄形山湾内，刻着500多米的宗教艺术画廊。来到宝顶山大部分导
游都会重点推荐大家参观六道轮回图，华严三圣、千手观音等远近驰名
的造像，不过我个人更推崇大家去观看《父母恩重经变相》。《父母恩
重经变相》是大足石刻摩岩造像中，宣扬儒家孝道思想，歌颂父母含辛
茹苦养育子女的典范之作。它极为生动地刻画了十组生动逼真的画面，
表现儒家孝道观念的父母十种恩德，把家庭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各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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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再现了人间的世俗生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父母对我们的恩泽不是我们能偿还的。小时候自己好调皮，老是惹
父母生气经常是在棍棒下还一副不屈的样子。我们长大了父母老了，那
时我们才明白父母的苦心。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每次来
到大佛湾总是忍不住在《父母恩重经变相》前长久的驻足停留。

好了大家走了这么久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拍拍照啊？我们就在原地休息10
分钟好不好？在休息的同时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探讨一下：大
家说，为什么我国西南部特别是四川一带有特别多的佛教造像呢？呵呵
，看大家一脸迷茫我就透露一点吧。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
，张骞出使西域的丝绸之路想必都家喻户晓了，可是朋友们，你们可曾
想起了茶马古道呢？好了我就透露这些了，实在还有疑问呢我们下来再
讨论好不好？想必大家也休息够了拍照也拍得差不多了吧？我们就继续
向前面进军了哦？好的请大家带上你们的名贵相机矿泉水瓶和零食口袋
，我们出发吧。大家小心脚下哦，特别是上下阶梯时不要急也不要挤，
千万不要因为壮丽景观就将安全置之脑后了啊？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通知我，我将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大家服务。如果
各位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批评指导。

大足石刻导游词1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你们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山城”重庆。我是本次游览景点----
大足石刻的导游员，我姓张，今天我将和各位远方的朋友共度这美好的
旅程，希望带给您一次“开心之旅”。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是唐、宋初期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总称，
现存有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座，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最具特
色。大足石刻于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今天我们游览的是宝顶山摩崖石刻。宝顶山摩崖石刻建于公元1179-1249
年，历时70年，石刻共有13处，其中尤以举世无双的“千手观音”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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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顺着我的手往上看，陡峭的山崖上巨大的观音神像巍然屹立，
从观音身后伸出1007只姿态各异的手，错落有致，每只手上都有一只金
光闪闪的眼睛，有如流光溢彩的“孔雀开屏“，美不胜收。精美绝伦的
“千手观音“不仅古代劳动人民对其顶礼膜拜，祈求“脱离苦海”，过
上美好生活，而且今天的人们也难挡她的“万种风情“，并把她搬上了
春晚的大舞台。

游客朋友们，宝顶山摩崖石刻规模宏大、包罗人间万象，堪称一部丰富
的“人生教科书”，请跟着我继续观赏，希望大家用“心”去看，而不
是用手去“看”，爱护身边的文物，度过美好的游览时光。

大足石刻导游词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蒋济州，欢迎来到重庆市大足县，我将带你们
去参观世界闻名，有着悠久历史的大足石刻。

在来到大足石刻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足石刻：大足石刻位于重庆
市西北的大足县，也就是我们这时所处的位置。大足石刻群有石刻造像1
0多处，总计呢?有10万多躯，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摩崖石刻最为著名，
是中国晚期石窟造像的典范。石刻规模之大，资料之丰富，艺术之精湛
，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相提并论。我们旁边这座山
是北山，也就是古龙岗山，一共有290龛窟，我们的车正向宝顶山方向行
驶，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

朋友们，宝顶山到了，请随我下车，我会便走边给大家讲解。宝顶山石
刻共13处，造像数以万计，其中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是由19组
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达15000多躯，设计之精湛，竟无一
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说。

我们立刻就会到著名的千手观音的塑像前，请大家跟紧，细心路滑。

大家注意了，在我们前方就是“千手观音”的塑像了。这位观音比例均
匀，肌肤线条柔和，脸部的雕刻尤其精细，脸庞圆润，略呈微笑状，神
态动人;再加上服饰华丽，衣带飘舞，看到那里你是否有飘飘欲仙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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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明白吗，“千手观音”有多少条手呢?你们先数数吧!算了吧，我告
诉大家，“千手观音”有1007只手，这么多手从上、左、右三个方向伸
出，每只手都雕得纤美细柔，手里分别拿着斧头，宝剑、绳索等法器，
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十分壮观。此刻请大家自由参观，十分钟，我在
那儿等你们。

朋友们，看看纵贯千余载，横融佛道儒的石刻，想起浮想联翩的画面和
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想到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次旅行画上了圆满说完句号，期望以后有机会再慢
慢欣赏。再见了!

大足石刻导游词15

尊敬的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大足石刻，今日将有我带领大家游览大足石刻。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姓温，大家能够叫我温导，也能够亲切一点二
直接叫我小温，其次女人，我对各位来到这儿表示欢迎，并预祝各位旅
途愉快。

大足石刻是我们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现存唐宋摩岩造像6万余尊，
与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四大著名石刻不公保存冠好，艺术精湛，
并且到达了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

我们正在往著名的宝顶山走去，让我们去一睹观宝顶山的风采。大家快
看，前面就是有名的——千手观音。千手观音的1007只手屈伸离合，参
差错落，有如流光闪烁的孔雀开屏。千手观音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
家想听吗？

古时妙庄玉有三们漂亮的色主，长女妙金，二女妙银，最小的叫妙善，
她从小虔诚信佛，出家当尼姑，妙庄王一怒之下，拆庙宇，赶和尚。惊
动了天神？长了五个大脓疮，医生说要治此病需亲生骨肉的一手一眼配
药才能治好，妙善知后，毅然献出一手一眼，治好了妙庄王的病，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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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深为感动，赐她千手千眼。

下头，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组。这些石刻合起来叫《父母恩重经变相》。
它把父母养育儿女的过程，从怀孕、临产、哺乳到儿女长大成人、婚嫁
、离别⋯⋯分别用十一组雕像来表现，每一组表示一个主题，石刻把人
物形象和思想感情都刻画得十分生动、形象、具体、细腻，并都有文字
说明，仿佛在欣赏一幅幅古连环图画，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吗？哈哈。

此外，里面还有的故事很有教育，如：《牧牛道场》、《九龙浴太子》
⋯⋯你们看后必须空受益匪浅！

我带领大家的参观到此结束，请大家自由参观，注意保护文物和坚持环
境卫生哟！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dzskdyc-doc-1605bhp0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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