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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导游词

 

关于故宫导游词1

各位游客:

你们好!

欢迎来到北京故宫观光旅游，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对北京故宫留下
美好的印象，谢谢!

现在展示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气势雄伟的故宫。故宫位于北京中心，又称
“紫禁城”，这里曾居住过24位皇帝，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北京故宫是
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总面积在12万多平方米，有殿宇宫
室9999间半，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大殿和天安门，宫殿四周围着高10米、
长340米的宫墙，墙外引人注目的护城河有52米宽。

三大殿中的太和殿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也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
大典的地方，殿高28米，东西63米，南北35米，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
，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后面有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金碧辉
煌、庄严绚丽。

今天的观光旅游将结束，美丽的故宫欢迎您下次光临，谢谢!

关于故宫导游词2

各位游客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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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宫殿建筑群。那里就是
我们这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光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别是东路、
中路、西路。这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观东路建筑。沈阳故宫
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这片绚丽多彩，雄伟
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
搭的帐篷。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
，象征着“八方归一”。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
，是受汉族敬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

大政殿建筑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金龙盘柱，尽显
中原之风；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貌，则是
满族古老文化的延续。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
历史事件都以大政殿为舞台上演。1643年，六岁的顺治在大政殿继承帝
位，并于次年在此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山海关直捣中原
，最终完成了满清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错落有致，如众星拱月，南宽北
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十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
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
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
史上堪称独步天下。

各位朋友，此刻我们来到了中路。从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即续建皇
宫，构成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前起大清门，后至清宁宫，院
落三进，独成一体。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临朝前，文武百官候
朝的地方。它便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

大清门的屋顶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
观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厚眷念。从而构成了区别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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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以绿色剪边。穿过大清门，北望
便是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清太宗皇太极举行日常朝会的
地方。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1636年皇太
极在崇政殿登基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将国号“金”改为“清”
年号“天聪”改为“崇德”。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上朝的金銮殿
，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穿过崇政殿两侧的左右翊门，举目可
见位于3。8米高台之上的凤凰楼。楼后为帝后寝居的后宫——台上五宫
。与崇政殿比较又构成了沈阳故宫不一样于北京故宫的特点——“宫高
殿低”。而北京故宫则恰恰相反，是“殿高官低”。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称“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登上凤凰楼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
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
京八景之一。凤凰楼门洞上方悬有“紫气东来”匾，为乾隆御笔。而乾
隆则是借用这个典故寓意大清的国运兴起于东方。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住的台上五
官。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此刻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清宁宫东梢门称
“暖阁”，是帝后的卧室。暖阁内分南北二室，二室均设火炕。1643年
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终年52岁，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北陵
。

清宁东次间开门，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口袋房，西四门南西北三面都
设火炕，称“万字炕”。与汉族有所不一样的是，满族人将烟囱建在屋
后，而且从地面向上垒起。这种“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
的建筑特点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格了。

各位朋友，此刻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年至1783年，主
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
和《四库全书》。出于加强文化统治的需要，乾隆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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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藏书，历经十余年时光编成一部大型丛书。

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书修成后，抄录
七部，在全国建七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便是其中之一
。提起宫殿建筑，我们很容易想起“红墙绿瓦”、“金壁辉煌’这类词
汇。而文溯阁却与众不一样，屋顶用黑琉璃瓦镶绿剪边，整个建筑以黑
绿两色为主色调，这与它的用途是分不开的。文溯阁藏书忌火，依据五
行字说立色配饰，装修取《易经》“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因此屋顶
用黑色琉璃瓦，寓意水从天降，消灭火灾。文溯阁外观为两层，内部实
为三层，书架上的木盒称函匣，用于收藏书籍。目前文溯阁的《四库全
书》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

看到那里，我们这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沈阳故宫的三路建筑是分期
建造的，布局却是一气呵成，完整和谐。个性是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面独尊”、“康乾盛世”三个时期
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总体来看，沈阳故宫
以建筑的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社会由崛起——兴盛一高度发展的
历史进程。

关于故宫导游词3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故宫来，我叫张家荣，今天我将
带大家一起流览故宫三大殿，希望你们在参观浏览中对故宫文化有更深
的了解。

故宫又叫紫禁城，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是世界
上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美的宫殿建筑群。它有四座城门，分别是，
南面午门、北面神武门、东面东华门、西面西华门。这进了太和门，就
到故宫中心——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现在我们面前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太和殿了。它是故宫中最大的建筑，
高28米，面积2377平方米，俗称金銮殿。“太和”二字出自《周易》中
的保和太合，而太和的观念是上古天人合一观念的延伸，强调了君臣之
间，人与自然之间还有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和谐是当今中国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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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后面是中和殿。这是一个弯子形方殿，殿顶把四道垂脊揽在一起
，正中安放着一个大圆鎏金宝顶，轮廓非常优美。

中和殿后面是保和殿，殿前广场是明清两代举行科举考试——殿试的地
方。

好了，我们游览完了故宫三大殿，这样宏伟壮丽的古建筑群，这样井然
有序的布局，这样庄严肃穆，不能不令人惊叹。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关于故宫导游词4

清代入关前，其皇宫设在沈阳，迁都北京后，这座皇宫被称作"陪都宫殿
"、"留都宫殿"，后来就称之为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宫
内建筑物保存完好，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它的规模比占
地72万平方米的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建筑上有自己的特色，
现在是沈阳最重要的游览点。

沈阳故宫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它是中国目前仅存的最完整的两大
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是清代初期营建和使用的皇家宫苑，始建于1625
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沈阳故宫占地面积六万多平方米，有
古建筑114座，500多间，至今保存完好，是一处包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内
涵的古代遗址。在宫廷遗址上建立的沈阳故宫博物院是著名的古代宫廷
艺术博物馆，藏品中包含十分丰富的宫廷艺术品。

1961年，国务院将沈阳故宫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x
x年7月1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批准沈阳故宫
作为明清皇宫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以独特
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浓郁的满族特色而迥异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那金
龙蟠柱的大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万字炕口袋房的清宁宫
，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宫高殿低"的建筑风格
，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

关于故宫导游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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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的游客，你们好！欢迎来到故宫，我姓王，就叫我王导好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观故宫。

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地点位于北京城中心。开始建造与
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也就是现在说的1406年至1420年，后来经过多个
朝代的劳动人民细心修改，变的非常的富丽堂皇。大家看四面就是宫，
而且宫墙四边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也就是故宫正门，北为神武
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这宫墙“门”的角楼都是风格独特，造
型绮丽的。现在请跟我一起去故宫最大的宫殿太和殿看看！这时是明、
清皇帝召见百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面阔小间，进深5间
，外有廊柱，殿内外共有72根大柱，殿高35米，殿净空高达14米，宽63
米，面积为2377平方米，为全国最大的木构大殿。让我们来看看其它的
宫殿吧！这是中和殿是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的演习礼仪之地。保和殿是
皇帝请外藩王公和京中文武大臣这处。我们再来看看文华殿，它是明代
皇太子读书处。你们看过《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吗？它就是在故宫里
拍的。

好了，故宫介绍好了，大家可以自由参观，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持
故宫环境，遵首“六不”规范，不抽烟、不乱扔垃圾等。再见，下次来
故宫一定要来找我哦！

关于故宫导游词6

大家好，我叫吴文倩，大家叫我吴导吧！此刻我们要游览举世无双的北
京故宫。

你们看，我们来到了雄伟的故宫，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
；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为我们国家最大
的古建筑群。它使建于明永乐（公元1406年），14年才完工呢，有24位
皇帝在此登基。“好了，我们此刻准备去大殿里，请游客朋友们跟上队
伍，千万别掉队，否则走丢了，就找不到我们了！”好，此刻跟随我进
入大殿，故宫有三座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大殿建在汉白玉
砌成的8米高的台基上，远望犹如神话的琼宫仙阙。太和殿是最富丽堂皇
的建筑，俗称“金銮殿”，是皇上举行大典的地方，这座殿高28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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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63米，西北35米，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其中6根围绕御座的沥粉
金漆的潘龙柱。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
，鼎，后面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庄严绚丽。中
和殿是皇上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保和殿是
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潘王公的场所。游客朋友们先休息一下，观赏下这
三个大殿，能够摸一摸，等下我们去内延，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
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上平日办事和妃子居住的地
方。“好，这天的活动到此结束！祝大家玩得开心”

关于故宫导游词7

大家好！我是田贻心。各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欢迎来到“世界遗
产”之北京故宫，下面我就带大家去细细游赏一番吧。

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中心。开始建造
与明永乐四年至十八年，也就是现在说的1406年至1420年，后来经过多
个朝代的劳动人民细心修改，变得非常的富丽堂皇，但仍保持着原来的
布局和规模，是世界上保存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木构架宫殿建筑
群。

说完了北京故宫的历史，现在该说说外观和排列顺序了。这座城设四个
门，南门正中面是午门、北边是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四
门个建有重檐庑殿顶门楼。这座城的四个角都还布有一些结构精巧、外
观秀丽的角楼。故宫长3800米，整个建筑群按南北中间的中轴线为对称
布局，层次分明，主次有序。故宫在1961年定位中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请大家保管好
自己的财物，注意安全，有序地游览，祝大家玩得开心！

关于故宫导游词8

大家好!我叫朱芮娴，是你们的导游，今天我将带大家参观故宫博物院，
你们可以叫我朱导。

现在我先为大家作个简单介绍一下，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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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宫殿建筑群，故宫又叫紫禁城。“紫”是天上君王居住宫殿的颜色
，那么人间的帝王当然要与紫字沾边。“禁”是指当时那里守卫森严，
不要说是普通老百姓，即使是高官大员没有皇帝的召见也不能私自入城
，否则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是皇家“禁”地，所以又称紫禁城，整座城
池建成于公元1420年，位于天安门广场北侧。 整个院落分为二大部分，
即“前朝”和“后寝”。“前朝”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地方，以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及东西两侧的文华殿及武英殿为主。“后寝”是皇
帝及后妃、未成年的子嗣们居住的地方，主要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
宫及东西六宫为主。除此之外，故宫内还有很多其它各式各样、用途不
一的大小宫殿。据说当年紫禁城共有宫殿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够多吧!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1912年清帝退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首次对外开放。1949年新
中国成立后先后多次对故宫进行修缮，使它更加壮丽辉煌。1987年北京
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家请看，故宫四周有的紫工色的宫墙，它高约10米，长约3.5公里。高
墙四面都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门即故宫正门。北为神武门，城墙四
隅各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角楼。宫墙外围着一条宽为52米
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

接下来，大家随我一起去看看最富丽堂皇的建筑，被告称为“金銮殿”
的太和殿。这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大家往里看，大殿高28米，东西
宽63米，南北长35米，这里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围绕御座的6根大
柱叫“蟠龙柱”，是用沥粉金漆做成的。在我们正前方就是皇帝的专座
——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宝座
是镀金的，扶手是镀银的，4个香炉是用香木做的，可谓是富丽堂皇。后
面有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庄严绚丽。

参观完了太和殿，大家再随我往后走，一起去看看中和殿和保和殿。这
三个殿构造大相径庭，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
习礼仪的地方。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蕃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
保和殿最让人惊叹的是殿后有一块石雕。石雕长16.57米，宽3.07米，厚1.
7米，有200多吨重。上面雕着波涛汹涌的大海，腾云驾雾的飞龙。听到
这儿，大家不禁想说故宫真不愧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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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大量珍贵文物，据统计总共达1052653件之多，占
全国文物总数的1/6，其中有很多件是绝无仅有的国宝。在几个宫殿中设
立了历代艺术馆、珍宝馆、钟表馆等，爱好艺术的人可以去自由观赏一
下，以加深了解故宫。

好了，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请大家自由参观，记得要注意卫生，除了照
片，你什么也别带走;除了身影，你什么也别留下。11时在这保和殿门前
集合，可别耽误哟!

关于故宫导游词9

朋友们好！我是火柴人俱乐部的会员，我姓许，大家就叫我许导好了。
在故宫有些地方不能照相、甚至连摸也不行、不能随地扔垃圾、不能随
地吐痰。

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为16.3万平方米，南北长961米，东
西宽753米，周围有10米高的城墙环绕，还有宽52米的护城河，在四角都
建有一座精美的角楼。根据1973年的统计，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
屋有980座，共计8704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登基不久，在永乐四年，也
就是1406年下诏营建北京紫禁城。修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永
乐四年开始备料，而第二阶段就是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开始动工
兴建，历时14年，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完工。在建造过程中，征集了
全国10万名能工巧匠和民夫100万人，而建筑材料都来自全国各地，比如
汉白玉石来北京房山，金砖来自苏州，石灰来自河北易州，五色虎皮石
来自河北蓟县盘山，殿基所用的精砖石来自山东临清，松木多来自东北
，而楠木多来自四川、云贵、浙江等地，可见当时工程的浩大。

今天的游览该结束了。欢迎你们再来北京故宫玩。记住，我是火柴人俱
乐部的会员许导。

关于故宫导游词10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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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本次导游XXX，大家必须都明白北京的故宫吧没错！北京故宫是享
誉世界的历史遗产，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
的古建筑群。

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它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接下来就让
我带大家去游览一番吧⋯⋯

由天安门进入，穿过一片青砖铺地的广场，便到达紫禁城的正门——午
门。

故宫有4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
门。午门俗称五凤楼，穿过午门，有广阔的大庭院，在3万多平方米开阔
的庭院中，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

到了太和门，就进入了故宫的“外朝”，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
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

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
为“前朝”。

过桥经过太和门便是雄伟的太和殿。这座殿堂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听
说它被天火焚毁过三次，也修好过三次，并且更神奇的是整座宫殿的建
造居然没有一颗钉子！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两翼为养心殿、东、西
六宫，绕过内廷，我们最之后到了御花园，御花园里栽满了奇花异草。
一路走来，会闻到一阵阵淡淡的花香。是封建帝王与后妃居住所。

游览故宫，能够从天安门进，也能够由后门——神武门进经太和殿、中
和殿、保和殿，穿过乾清门，便进入内廷，内廷分中路、东路和西路三
条路线。如果是半日游，这三条路线只能游一条，一般可走中路。走中
路可看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嫔妃所住的地方和御花园。

一般来说，用半天时间游故宫，比较吃力，想要知识更广，大家就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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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去游赏吧！

关于故宫导游词11

尊敬的各位旅客：

大家好！

我是xx旅行社的导游员，我姓x，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我将陪伴大家共
同游览北京的名胜风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是您对北京留下非常
美好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您能对我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好，现在我
们就开始今天的游览行程吧。

（进午门之后）进了故宫，大家首先看见的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多人
来到这里呢？因为明朝永乐年间，一百万劳工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修筑起
来的故宫是世界是最大的宫殿，非常有名。每天都有数万名游客来这里
观光。

这个建筑是故宫朝南的正门，叫作午门。午是正晌午时的午，是位于正
中的意思。午门的下面，有五个拱门，正中间的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
即使地位很高的大臣，也只能使用两侧的门；地方上的诸候只能使用最
两端的小门。这些都是根据身份，等级来严格规定的。过去，只有皇后
在结婚的时候，才能从午门进入一次，其它女性一律禁止出入午门。当
然现在是谁都可以进啦。过去对皇帝的心腹都是这样严厉，一般百姓就
更不用提啦。连靠近故宫都不行。所以，这个故宫又被称作紫禁城。紫
是紫色的紫。过去有天帝之子，老子住的地方当然也得是紫色的宫殿才
中！于是，用了个紫字。禁就是禁止入内的禁字，也就是禁止随便进放
的意思。

这正中的路是皇帝专用的。这条但是故宫的中轴线，也是整个北京城的
中轴线。北京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沿着这个中轴线而建，两边的建筑也多
是对称的。皇帝的宫殿位于这中轴线的中间，显示着”普天之下，唯我
独尊”。这条路是用大理石铺成的。请看，这大理石路比两边的路高出
一块儿来。当皇帝将走这段路时，还要在上面铺上地毯之类的东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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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就高了。所以纵然皇帝身材短小，在这上面一走，也显得高大伟岸！

皇帝是了不起的”爷们儿”，这中间的门也是了不起的”爷门儿”。每
当皇帝经过这中间的门时，都要敲响大钟、大鼓伴奏才行。皇帝就这样
迈着步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真戳威严无比！皇帝
打心眼儿里感觉到：看！还是老子伟大！下面，我们大家也假装当回皇
帝，体会一下皇帝走路的感觉吧！

（在太和门前）这个建筑叫太和门，是故宫里最大的木制大门。在这个
大门的前面，放有一对狮子，这是明代用青铜的。狮子强悍，吼声震天
，使百兽惧怕，放在这里，代表着皇帝的'威严。那里有个石头做的像邮
筒似的东西，那是大臣，诸候求皇帝时，要写申请书放在里边，由皇帝
的仆人转达给皇帝：”万岁，此人求见，可以吗？””好。””是，遵
命。”就可以有进了。如果皇帝狱：”不行！”那求见的人就会被撵走
。和它相对称的那边，还有一个石头做成的东西，它的形状像一个大印
，象征着皇帝的权力。也就是说：老子的权力坚如磐石，不管世间有何
变动，老子的权力永远不变！

（经过太和门之后）前面的大殿叫太和殿，是故宫内最大的建筑物，并
且是过去北京城最高的建筑物。皇帝下令：任何人的房子也不能高出老
子的房子。所以京城只好建了平房，北京过去曾被称为”平房之都”。

（在太和殿广场）尽管故宫周围有十米高的城墙和52米宽的护城河，皇
帝还是担心有人挖地道钻进故宫暗杀他，吓得睡不好觉，，绞尽脑汁想
了个办法，就是把广场用十五层砖横、竖交叉地铺严实了，才终于放下
心来。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权力斗争是何等激烈！当然在大典
时，文武百官三呼万岁，但皇帝还是怀有戒心：这里面，这家伙，那家
伙，说不定哪个家伙想暗杀老子，不注意哪行！这广场的砖层大约有三
、四米深。

（在太和殿的石台上）这个由石头做成的东西叫嘉量，嘉量是当时的标
准度量衡，表示皇帝公平处事，谁半斤，谁八两，心里自然有数。对面
还有一个石头做成的东西，叫作日晷。发音和日记一样，但不是日记，
是用来看时间的石头表。皇帝的意思是：重量和时间的基准都在老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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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那边有鹤和龟，”千年仙鹤，万年龟”，是长寿的象征。不过，中国和
日本不同，是颠倒过来说的，叫作”万年仙鹤，千年龟”。为什么说法
不一样呢？大概是过去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了词句之后，乘船归国途
中，由于船的颠簸使头脑产生混乱，记颠倒了。还有许多例子，如：日
本讲良妻贤母，中国讲贤妻良母；日本讲平和，中国讲和平；日本讲法
政大学，而在中国叫作政法大学。文章的意思完全一样，但只是顺序不
同，大概就是乘船颠簸所致。那鹤和龟不单是一种装饰物，也是一种香
炉。它们的背都盖着盖儿，每当大典时，就把盖掀起来，放入檀香燃烧
，那烟就从它们的嘴里缓缓溢出，就好像它们都在吞云吐雾一样。

请大家从石台上回头看广场。我们进了故宫之后还没有看见过树。为什
么在这么宽阔的地方连一树都不种呢？⋯⋯不是为了防止暗杀，而是为
了制造气氛。如果种了树，郁郁葱葱一片绿，鸟儿在上面又唱又叫的，
就会呈现出生活的气息。如果不种绎，就会产生庄严的气氛。我们来想
像一下：过去大臣、诸候要见皇帝时，全都得从天安门走着进来，走在
宽阔的路上看着高大的建筑，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大臣、诸候就会越
走越感到压力沉重，当走到皇帝面前时，就会自然地双腿打着哆嗦跪下
来了。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三岁时当上皇帝的，他
即位时的御座就在太和殿的正中。

关于故宫导游词12

大家好，我是本次游览故宫的小导游XXX，大家在游览时要注意安全，
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

我们先进入的是午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白色的金水桥，它全部是用汉
白玉做成。接着就来到了太和门，一一走过，就来到了整个故宫最大的
、等级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宫殿——太和殿。它修筑得非常宏伟。它
高29。92米，宽37米，长64米，是以前皇上办公的地方。大家往太和殿
屋檐上看，是不是站立着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像。这些动物叫神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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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都是奇数，最小是五，最大是九，用来表示等级与地位。可是这里
却有十个神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太和殿曾遭三次雷劈，都被大火烧
光了，重修三次。后来的皇上为了祈求太和殿不再被雷公劈到，于是就
在九个神兽里又添加了一个神兽——“雷公”，这样就让太和殿成为了
一个上下五千年里惟一一个拥有十个神兽的古建筑。继续走，过了中和
殿、保和殿、乾清门，就到了皇上睡觉的地方——乾清宫。皇上如果要
安心养神，可过交泰殿、坤宁宫，去御花园休心养神。这里植被繁多，
假山、水流，空气清新，是理想的休养所。

过了御花园，我们就出了神武门，故宫游览就结束了。祝大家玩得开心
，以后再来故宫游览！

关于故宫导游词13

各位游客大家好!今天我们游览的是北京故宫。我是导游诗雨，大家叫我
小诗就行了。希望我能带给大家最好的服务。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宫。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
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它始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20xx年)，历时20
xx年才完工。共有24位皇帝先后在此登基执政，统治中国长达500余年。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气势雄伟的古代宫殿故宫了。大家看，这四
面墙就是宫墙了，而且宫墙四面者建有高大的城门，南为午武门，东为
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宫墙四门的角楼都是风格独特，造型绮丽的。现
在请跟我一起去故宫中最大的宫殿太和殿看看!这里是明、清皇帝召见百
官，发号施令，举行庆典的地方。全殿有11间房，进深5间，外有廊柱，
殿内外净空高达14米，宽达63米，面积2377平方米，为全国最大的木构
大殿。

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和殿。中和殿是为帝王去太和殿途中的演习礼仪之地
。

保和殿，是皇帝宴请外藩王公贵族和京中文武大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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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文华殿。它是明代皇太子读书处。乾清门是故宫中外朝和
内廷的分界处，由此向北便是内廷。朝清宫是明、清皇帝住的地方。大
家知道吗?《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就是故宫拍的。

规划严整，气魄雄伟，极为壮观，这就是我国的故宫。无论在平面布局
，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属于无与论比的杰作
。它标志着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显示着500余年前我国在建筑艺术上的
卓越成就。

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浏览就要结束了。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度过这段美
好时光。对我今天的导游有什么不满意之处，请您指正。祝大家玩得愉
快!谢谢。

关于故宫导游词14

位于沈河区沈阳路171号，与繁华的中街毗邻，是全国保存至今的清代最
早的宫殿建筑群，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仅次于北京故宫。

沈阳故宫博物馆所陈列的多半是旧皇宫遗留下来的宫廷文物。如努尔哈
赤用过的剑，皇太极用过的腰刀和鹿角椅等。沈阳故宫博物馆陈列的艺
术品也很丰富。在绘画陈列室里，有明、清两代一些大师的作品如清李
鳟、金农、明文征明书画精品、陶瓷、雕刻、织乡、漆器等工艺品也不
少。

沈阳故宫建于1625年，是后金第一代汗努尔哈赤开始修筑。努尔哈赤死
后，第二代汗皇太极继续修建成功。沈阳故宫的建筑布局可以分为三路
。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皇
太极时期续建的大中阙，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以及清宁宫、关
睢宫、衍庆宫、启福宫等。西路则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嘉荫堂和
仰熙斋等。乾隆时皇宫已在北京，但他有时也“东巡”回沈阳看看。

关于故宫导游词15

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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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带领大家去故宫参观游览。故宫又称紫禁城，在北京城中心。
占面积72万多平方米，宫殿有楼阁9900余间。是明、清两代皇帝的住所
。城四周各设一门，南面的正门是午门，北门叫神武门，东门叫东华门
，西门叫西华门。据说，造就故宫就召集了全国著名的工匠23万人左右
，民夫100万人，由此可以知道故宫多少大，有多少壮观。故宫整个院落
分为两大部分，即“前朝”和“后寝”。“前朝”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
的地方，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东西两侧的文华殿及武英殿为主
。“后寝”是皇帝及后妃、未成年的子嗣们居住的地方，主要以乾清宫
、交泰殿、坤宁宫及东西六宫为主。

大家请看，这座建筑物就是午门，午门又称五凤楼。明代，每年正月十
五，午门都要悬挂灯赐食百官。到了清代，这个活动就取消了，此外，
国家凡有征战凯旋时，皇帝都要在此接受献俘典礼，皇帝亲征也从午门
出驾。关于戏曲舞台上“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实际上是明代朝廷命
官犯罪在午门廷杖，好，我们再往前走。

现在我们已来到了太和殿广常这是铜香炉，这里一共有18 个，代表清朝
18个剩东西两侧各有一只铜制的仙鹤和龟，是代表长寿的象征。看，现
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太和殿，是整座紫禁城内级别最高的建筑，只有
皇帝举行盛大典礼时才使用，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太和殿俗称金銮
殿，太和殿正面有12根大柱，东西约63米，高35米。整个大殿雕梁画栋
，一条条巨龙蜿蜒盘旋在大红柱子上，这些龙姿态不一，刻画的栩栩如
生。整个宫殿也非常豪华富贵。殿内有2米高的平台，上面雕刻着9条金
龙的宝座。后面有金漆围屏，前面有御案。殿顶形式为最高等级的重檐
庑殿顶，就连大殿正脊上的吻兽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总之处处显示“
第一”。

看完了太和殿，我们再来看中和殿。大家请看!中和殿是皇帝在大典前等
待吉时、稍事休息的地方。下面，请大家跟我来一起参观当时的国宴厅-
-保和殿。各位朋友，这座大殿是故宫前朝三大殿中的最后一座大殿，叫
保和殿。这座大殿被称为清代的国宴厅及科举考常

现在我们来到了乾清宫，这是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
方。乾清宫分为中殿、东暖阁及西暖阁三个部分。正殿是皇帝处理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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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临时按见大臣的地方，殿中设有皇帝宝座及御案，正中挂着一块
“正大光明”匾，那是清朝皇帝的祖训，作为治国、修身、平天下的基
本准则。东、西暖阁是皇帝晚上住宿的地方。

现在请各位随我去参观交泰殿。各位请看，这座四角攒尖顶的大殿叫交
泰殿，这座建筑是明清两朝皇后过生日时举行寿庆活动的地方。在大殿
后墙匾额上有“无为”二字，那里是康熙皇帝的御笔，意思是希望后代
能够以德制国，施以仁政，以图国家长治久安。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紫禁城的后花园--御花园，这里是帝后们的
休闲娱乐的场所。大家可以在此拍照留念。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面给大家2小时自由参观的时间，
请大家不要在墙上乱涂乱画，保护文化遗产，希望大家玩的愉快。

北京故宫建筑形制

建筑规模

北京故宫由明朝皇帝朱棣始建，设计者为蒯祥（1397—1481年，字廷瑞
，苏州人）。占地72万平方米（长961米，宽753米），建筑面积约15万
平方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用100万民工，共建了14年，有房屋9999
间半，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屋有980座
，共计8707间（而此“间”并非现今房间之概念，此处“间”指四根房
柱所形成的空间）。

建筑造型

故宫前部宫殿，当时建筑造型要求宏伟壮丽，

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
中心，四角上各有十只吉祥瑞兽。故宫的设计者认为这样以显示皇帝的
威严，震慑天下。后部内廷却要求深邃、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
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内廷之后是宫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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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
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
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
市.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ggdyc-doc-4935a4p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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