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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导游词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张一帆，今天由我带着大家旅游。欢迎大家参观“皇家园林博物馆
”。

颐和园位于北京的西北郊，前身清漪园，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
面积290.8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

我们先绕过大殿，来到了有名的长廊。你们看，这绿漆的柱子，红漆的
栏杆，一眼望不到头!我们走的这条长廊长700多米，分成了273间，分成
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你们说奇怪吧?有几千副画，没有那两幅是
相同的。

游客们，走完长廊我们就去万寿山吧!半山腰上有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
筑，这就是佛香阁，咱们上去看看吧!

游客们!我们先来佛香阁的前面，这里是观光颐和园的最好地方。

游览过这里的建筑，现在再看看这又碧又静的昆明湖吧!昆明湖静的像一
面镜子，绿的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划过，几乎不留一点痕迹。

看!湖中心有一座小岛，我们只要走过这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到小岛上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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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走的这座石桥叫十七孔桥，这座桥有十七个桥洞，所以叫十七孔
桥，桥上有百根石柱，每个石柱上有个小狮子，那么多的小狮子姿态不
一，没有哪两个是相同的。

游客们，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到处都是，下面你们自己慢慢的游览，注意
不要到湖边玩耍，带好自己的小孩，4点到门口的车上集合。

游客们，我们的旅行到此结束，希望你们不要忘记颐和园的美景，今天
我们只游览了一点景色而已，有机会你们再来参观游览。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2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欢迎你们到北京颐和园来游玩，我是颐和园旅游公司的导游，大家可以
称我为“小廖”，非常荣幸能为大家提供服务，希望在我的陪伴下，能
让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也能让您真正感受到颐和园这座皇家园林的魅力
。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郊，原为封建帝王的行宫花园。原来的名字叫好山园
。清乾隆时改为清漪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所毁。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
军费重建，改名颐和园。颐和园总面积290万平方米，拥有宫殿园林建筑
3000余间，湖水面积约占四分之三。园中景象万千。万寿山丛林葱郁，
昆明湖碧水荡漾，构成一幅美丽的皇家园林画卷，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
地。

我先带大家去长廊游玩。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
长廊。长廊长728米，分成273间。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
人物、动物、花草、风景，几千幅画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长廊两旁栽
满了花木，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种花又开了。其中人物故事画最引人
注目。那就请游客们细细观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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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长廊，就来到万寿山脚下，万寿山地处颐和园的中心部位。南临昆
明湖。山上建有佛香阁、排云殿等，山上树木葱浓，宫殿金碧辉煌，是
宫庭功能、宗教功能、园林功能的集中体现。这里建筑宏伟，风景秀丽
，充分展示了皇宫御苑的皇家气派。各位游客不妨亲自登山，既锻炼了
身体，又能沿途欣赏好风景。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昆明湖。昆明湖面积约200多万平方米。湖边围着长
长的堤岸，湖沿有石舫，湖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其中十七孔桥
最引人注目。桥上有上百根石柱，石柱上都刻着各种各样、天然成趣的
数百只狮子，它们率真大胆，美不胜收，有的正在绣球上灵巧地做着各
种优美的动作，有的几只狮宝宝嬉戏在狮妈妈周围，欢蹦乱跳，尽情玩
耍，狮妈妈慈爱地抚摸着小宝宝，眼里流露出欢欣的喜悦，金色的阳光
洒在这些狮子们身上，像给予它们一种生命力，传续着人间动人的故事
。

走在桥上，可以看到湖岸柳树成行，湖光山色，风景迷人，是颐和园最
有名的景点。走过十七孔桥，就可以观赏湖中小岛上的绚丽风景，那里
别有一番情趣的美景真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用“举世无双，独
一无二”来形容她一点也不过分，她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她的大气，
她的精致，她浓郁的人文底蕴深深地吸引着中外游客。

“小廖”我真诚地希望您能在这得到美的享受，祝您玩得开心，游得尽
兴。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3

大家好!我叫李睿昊，是今天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小李。今天我将带着
大家游览北京的故宫。

故宫位于北京的中心地带，门口金碧辉煌，还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已
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走进大门，不远处有一扇红漆的大门。古代的
时候，被皇上选中的宫女，到十八岁的时候，这个人就被太监用被子裹
起来，运到这个红门里面和皇上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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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许多像排云殿一样的房子。上面有许多守护神兽，有多少个守护
神兽就代表是几级宫。

故宫中间有个大筒，筒上有刀刮的痕迹，是古代的匈奴们用刀刮的。

我现在要对大家说，咱们的故宫已经游览完了，希望大家有机会再来故
宫玩。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4

尊敬的游客们：

你们好！

欢迎朋友们乘坐前往秦兵马俑的专车。我是您的导游我姓石，你可以叫
我小石或石导。下面我为您介绍一下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是秦始皇命令工匠们制作用来为他陪葬的，就埋在离秦始皇凌
不远处的地底下。1974年2月，当地农民杨志发等人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
里处打井时，偶然发现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的兵马俑。从此，一个埋藏
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军阵被挖掘出来，并建成博物馆。秦兵马俑有一号、
二号、三号坑和兵马俑坑组成。展出了陶质陪葬武士俑和兵马俑共8000
个。看来秦始皇还想在阴间地统一天下，所以用秦兵马俑组成一支强大
的队伍呢！

兵马俑博物馆到了，请您准备下车。等下车后朋友们请随我来。

这三个坑中不仅规模宏大、各式各样！看，我们来到了一号坑，他是三
个坑中最大的，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为1460平方米，现在
给朋友们40分钟时间自由观赏二、三号坑。40分钟后道一号坑集合。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5

各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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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到陈江小学来，我叫蔡翠芳。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游
览陈江小学，让我们一起到这里领略美丽的校园风光和浓郁的学习氛围
。

来到陈江小学，一扇气姿雄伟的大门呈现在眼前，大门上写着四个金光
闪闪的大字——陈江小学。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耀眼。大门旁还
挂着广东省一级学校的牌匾。

走进校园，请大家先随我到操场参观。操场是椭圆形的，有200米。是同
学们锻炼身体的好地方。操场是由塑胶铺成的，可以让跑步的人以免摔
跤。操场还围着一个篮球场，可以让爱玩篮球的人玩个痛快。

出了操场，我们到综合大楼参观。大家看，综合大楼共有5层，里面有很
多多功能室，比如：教师办公室，瞧，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呢！音乐室，
每次在老师的琴声中，我们就会唱起婉转悦耳的歌声。

出了综合大楼，我们到厚德楼参观。大家看，厚德楼共有4层，主要是四
至六年级的教室。我们到二楼的四（5）班来，四（5）班共有67人，摆
着67张整整齐齐的桌子和椅子。看，前面有一块长长的黑板，后面有着
精美的板报，题目是：安全在我心中，是在警告我们要注意安全。

出了厚德楼，我们到厚德楼前面的6个花坛参观。花坛是正方形，里面开
着龙船花，龙船花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
出嫩红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涨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花坛还铺着密密麻麻的假地豆，假地豆开满黄黄的小花，是那么芬芳
迷人，美丽极了！花坛里还种着大王椰子、假槟榔、垂叶榕、南洋杉、
短穗鱼尾葵，它们都像一位位强壮的士兵，守护着美丽的大花坛。

说了那么多，我想大家一定想自己亲自去感受感受吧？下面的时间就请
大家自由活动，希望大家细细游赏。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6

Hello！我是导游陈禹安，大家可以叫我小陈。欢迎参观我国十大名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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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三面环山，景区由一山（孤山），两堤（苏
提、白堤），三岛（阮公墩、湖心亭、小瀛洲），五湖（外西湖，北里
湖，西里湖、岳湖和南湖），十景（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
柳浪闻莺、雷峰西照、南屏晚钟、花港观鱼、苏堤春晓、双峰插云）构
成。这么多景点一天肯定游不完，不如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吧，比如断桥
残雪，哈哈！

不用我说大家一定知道这是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的地方，在湖边野餐一定
很好！但记住可不要乱扔垃圾哟！在野餐的同时，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古时候，天河两岸各住着一位仙子，东边的叫玉龙，西边的叫金凤。
他们十分要好，天天在一起玩耍。

一天早晨，他们起了个早。玉龙钻进河里，金凤飞向天空，游呀，飞呀
，不知不觉来到一个仙岛上。

“玉龙，玉龙！”金凤忽然叫起来，“你看这块石头多漂亮呀！”果真
是块光亮夺目的石头！玉龙高兴地说：“金凤，我们发现仙石了，要是
能把它磨成一颗圆珠子，我肯定它会变得更加光彩照人。那时，它也许
会成为天地间最宝贵的宝物。”

于是，玉龙、金凤立即把仙石打磨成一颗滚圆的珠子。他们又找来天河
里的水，把它洗得更亮，使它变成了天地间最美的东西。

这件事被贪心的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派一个心腹，在一天夜里偷走了那
颗宝珠，并把它锁进深宫。一天，王母娘娘做寿。席间，她把宝物拿出
来给众仙开眼界，众仙无不称奇。玉龙、金凤这天没有参加宴会。

但是，正在仙岛上对坐垂泪的他们，忽然发现天空中有一道亮光直射过
来。他们觉得那道光与宝珠放出的光芒像极了。于是，他们顺着光芒来
到仙宫，发现宝珠竟然在王母娘娘手中。他们气极了，冲上去要抢宝珠
。王母娘娘哪肯放手，拼命去护。这一来，宝珠竟骨碌碌掉向了人间。
玉龙、金凤急忙去追，可惜晚了，宝珠已触地，霎时间，它变成了晶莹
碧透的湖水——西湖。玉龙、金凤舍不得离开它，就变成了西子湖畔两
座山峰——玉龙山、凤凰山，日夜守护着嵌在神州大地上的明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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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西湖为什么这么美了吧，俗话说“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今天大家有幸来到人间天堂，请大家尽情地游玩吧！

祝大家笑口常开，笑死活该！

好了不开玩笑了。

祝大家旅途愉快！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7

大家好，欢迎来到七星岩参观。我是你们的导游蔡国正。

七星岩在肇庆城区，北面有雄伟的山岭，南面是滔滔东流的西江。所为
借得西湖水一圈，更移阳朔七堆山。堤上添上丝丝柳，画幅长地间。怎
么样朋友们美不美啊?朋友们前面就是有杭州之水之称的人工湖啦!请大
家跟着我一起游览吧，记住不要走失了。星湖原来是江北岸、北岭山的
一片沼泽地，湖底有泉水涌出。长堤把十多公里的星湖分成了六大湖。
朋友们想一想星湖大不大?好，我们向下一个景点出发。这是一个风景美
丽的地方，有长条形的石山，高有96米。注意了!等一下解散的时候可不
要爬上去哦。还有其他的景点，莲花洞、青莲湖等等，你们可以自己去
游览。今天大家玩的开心不开心?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更加好看、好玩的景点。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8

游客们，朋友们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世界遗产——黄山风景名胜区。很高兴成为朋友们的导
游！我叫王诗诗，朋友们叫我王导好了。

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以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冬雪“五绝”闻名中外。今天我就给朋友们重点介绍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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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奇松吧。

朋友们请看，黄山的松树能在岩石缝中生存，生命力极强。它们形状各
异，姿态万千：黑虎松、龙爪松、连理松、迎客松等很多松树都因为它
们的形状而得名呢！迎客松是黄山著名的景点之一，外形更是特别：它
的树干中部伸出长达7。6米的两大侧枝展向前方，恰似一位好客的主人
，挥展双臂，热情欢迎海内外宾客来黄山游览，成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
的象征。等会儿我们还可以在那儿尽情拍照，作为纪念。

黄山的奇观说也说不完，看也看不够。现在，请朋友们尽情去欣赏黄山
的美景吧！

请朋友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乱扔果皮和和食品包装袋，不要到危险的地
方去。

祝朋友们玩得愉快！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9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达故宫观光旅游。今天，有幸陪同大家参观，我叫小王，很
高兴见到各位，望各位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故宫筹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
从明到清共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临朝。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15万平方米，共有殿宇9000余间，都是砖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
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绘，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
皇家建筑群。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太和殿。太和殿是故宫最大的殿堂。看！是不是
很壮观？我们走近看看，正面是12根红色大圆柱，金琐窗，朱漆门。往
大殿里瞧瞧，那金漆雕龙的椅子就是皇帝平时坐的地方，背后是雕龙屏
。向上看看，中央藻井有一条巨大的雕金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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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到了中和殿。它是故宫外朝三大殿之一，位于太和殿和保和
殿之间。中和殿高29米，平面呈方形，为单檐四角攒尖，屋面覆黄色琉
璃瓦，中为铜胎鎏金宝顶。我现在来说说它的作用吧！明清两代，中和
殿的使用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即皇帝到太和殿参加大型庆典前在此休
息准备。另外在每年二月皇帝到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一天要来这里
阅视种子、农具、祝文。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刻了，接下来的时间交
给大家自由游览观光，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的同时，还要注意讲文明，不
要乱扔垃圾哟！再见！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0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学生，今天，由我来做小导游，带领大家参观，
我们的学校吧！

我们学校是一间历史比较悠久的学校。它创建于一九二四年，现在有两
幢教学楼。我们的学校因环境优美，校风良好。在20xx被评为广州市一
级学校。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参观。现在大家所见的一个宽阔的大操场。大操场边
上是一幢综合楼。幢综合楼有音乐室、电脑室、图书室等等。每天，我
们都能听到从音乐室传出的悦耳的音乐。而图书室藏书过万册。书的品
种很多。有《名人故事》、《作文选》、《漫画书》等等。每天放学，
同学们最喜欢来到这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大家请看左边这个是生物园。生物园里除了有各种植物，还有同学们种
植的蔬菜。而大家的右边便是教学大楼。楼高三层，每层都有五间宽阔
、明亮的教室。每天都从这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吧！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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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蒋，就由我来带领大家，给大家讲解颐
和园的名胜风景。希望讲解大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次旅途中，请大
家不要往扔垃圾，不要在墙上乱涂乱画，自觉卫生。出处：周记

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为四大名园（另
三座为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被誉为皇家园
林博物馆，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占地约290公顷。

请大家我走。，我手指有名的长廊。这条长廊可不，1992年被认定为世
界上最长的长廊，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廊全长728米，分成273
间。廊上的每根枋梁上彩绘，共有图画14000余幅，画上画着山水、风景
、花鸟、鱼虫、人物典故等。是长廊建筑中最大、最长的游廊，“世界
廊”的称号。

走完长廊，来到万寿山脚下。接我向大家介绍佛香阁，佛香阁位于在万
寿山前山部位的山腰，大家看，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
腰上，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这古香古色的佛香阁。大家再望下面望
，那一排排的宫殿，排云殿，是颐和园最为的建筑群体。

登上闻名遐迩的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往下望，可以颐和园的风景，颐
和园真可谓是。

接我向大家介绍昆明湖。昆明湖面积约220公顷，是颐和园的主要湖泊，
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湖一道西堤，堤上桃柳成行，湖光山色，风景
迷人。十七孔桥为园中最大石桥，横卧在湖上，引人注目。石桥宽8米，
长150米，由17个桥洞组成。桥上有上百根石柱，石柱上都刻着姿态不一
、活灵活现的狮子，共有五百多只，金色的阳光洒在狮子们身上，像是
生命力。

旅途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能够游览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颐和园。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2

大家好!我是北京旅游公司的导游，我的名字叫林卓豪，大家可以称我为

                             10 / 13



www.SanrenWenku.com
 

小林。我很荣幸可以担任你们的导游，如果有困难，大家可以来找我，
我的电话是137568900。

北京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也是去游玩的好地方。北京著名的景点有天
坛、颐和园、故宫、长城，等等。今天，我首先带大家浏览长城。有句
俗语说：“来到北京，不来长城就不算来过北京。”长城是秦始皇下令
修筑的，城墙是用条石砌成的，一块就有两三千斤重。那时，没有起重
机，也没有火车，就靠着无数的肩膀和无数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上这陡
峭的山岭，所以，累死了很多人。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长城的
故事，就是《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的丈夫和其他人一样也是被秦始
皇捉去修筑长城而累死的，所以，孟姜女来到长城，哭天抢地，哭得长
城都倒了一大段。

长城的美景多得数不胜数，大家细细游赏吧，注意不要乱扔果皮和其他
垃圾，不要在城墙上乱涂乱画，要做个文明游客。记住，下午5时，在山
海关集中!祝大家玩得开心!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3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我叫xxx，你们可以称呼我高导游，今天
我要带你们参观长城的起点老龙头。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长城的起点——老龙头。明万历七年，也就是1579
年，戚继光派参将在这里修筑了七丈入海石城，把长城直接插进海里，
使龙头入海劈风斩浪。大家请看这里陈列的巨型条石，这是当年筑入海
石城所用的石料。最长2。6米，重达3吨，也就是6000斤。条石边缘榫孔
，用铁水浇注联在一起，这样垒上九层，工程之艰巨我们可想而知。摆
在这里的花岗岩条石，在海水了已浸泡了400多年，形体不变，多么坚固
。

老龙头的最高点是眼前的澄海楼。明代时，这里是一座高大的炮楼，用
于军事指挥。现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悬挂在这里的匾额“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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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万里”。这是由明代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题，在这里“襟”有
两种解释，一种当动词连带用，意思是说万里长城从这里开始，越燕山
，跨贺兰，穿越茫茫的草原，浩瀚的沙漠，直到甘肃的嘉峪关，雄伟气
魄，连绵万里。另一种当名次用，解释为衣襟，引申为心胸，也就是说
做人要心胸宽广，装得下万里山河。

万里长城一万里，只有龙头在海里。现在就请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龙
头的别样雄伟与壮观吧!

最后还要提醒各位朋友：长城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属于世界遗产，
希望大家给予保护，不要随意破坏。好了，祝大家玩得愉快!

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4

游客朋友：

大家好，我是云台山的小导游—孟晋，现在我带你们去游览名山圣水之
地—云台山。

我们沿着石径来到“老潭沟”，传说，从前这里年年干旱，有一位天河
神不顾玉帝的旨意，私自降雨，被贬下凡间，住在这里。人们称这潭为
“龙潭”，后人敬称为“老潭沟”。

云台山是“三步一泉，五步一潭，十步一瀑”，我们向前走有：小潭沟
、洗砚池、龙凤峡⋯⋯前方就是“不老泉”，传说喝了“不老泉”的水
可以长生不老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品尝一下“不老泉”甘甜的泉水。

我们已经听到了“哗哗”的水声，这就是著名的亚洲第一大瀑布，他落
差314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壮观的瀑布。让我们不由自主的联想到李
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好了，我就介绍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大家了，可以拍拍照，给自
己留下永恒的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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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四年级导游词15

大家好！欢迎来到利津，我叫马靖壹，是你们的导游。祝大家玩得开心
！

利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古称“凤凰城”，利津名吃是水煎包，香
嫩可口，物美价廉。

利津最出名的景点是凤凰广场，广场内有高达126米的红色凤凰雕塑，再
往后是凤凰台。台上有音乐喷泉，喷泉有145根喷柱和8架电脑灯，还有8
根做工精细的青石龙凤柱，非常美丽。每当夜幕降临，喷泉就会伴随着
音乐喷发出来，音乐阵阵，彩灯闪烁，景观十分美丽。

广场后面还有一座假山，远远看去，就像绿色的海洋，为广场增添了勃
勃生机。

欢迎大家再来利津做客。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xxsnjdyc-doc-7628n1qm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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