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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的导游词

 

颐和园的导游词1

各位游客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导游xx，大家可以叫我张导或小张。今
天将由去我带领大家参观这美丽的颐和园。Let's go！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了有名的长廊，别小看了这条长
廊，它有七百多米长呢！绿漆的柱子，紅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长
廊有273间，每间的横栏上都有五彩的画，几千幅画中没有哪两幅是相同
的。

走完长廊，我们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大家抬头看一下，那一座八角宝
塔形的三层建筑物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
殿。

现在我们已经在万寿山的山顶了。大家向东远眺，是不是隐隐约约可以
望见几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里的白塔？

下山以后，如果需要乘坐游船的游客可以到昆明湖里荡舟。不坐船的游
客请跟随我到十七孔桥上欣赏昆明湖的美。最后，我们到湖中心的小岛
集合。坐船的游客请不要往湖里扔垃圾，以免污染了昆明湖的美丽景致
。

目前我们脚下踩着的就是十七孔桥，桥上有上百根石柱，柱子上都雕刻
着小狮子，各个惟妙惟肖，姿态不一。走完石桥，各位游客请随我和其
他几名游客汇合。

这次的游览活动到此结束，颐和园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希望大家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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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细细游赏。

颐和园的导游词2

游客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我是导游小慧。现在请
大家随我一起去畅游颐和园吧！

“一径竹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说的便是颐和园中的月波楼。
颐和园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和行宫，主要是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占地
约2点9平方千米，其中，水面积约占四分之三，园内殿堂楼阁、亭台水
榭三千余间。19xx年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并被誉为“世界
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了解完颐和园，我们就去颐和园里一起游览观赏吧！

首先我们进入了有名的长廊，大家是不是很奇怪，这条长廊怎么望不到
头呢？其实，这条长廊有700多米长，并且，还分了273个小房间，每一
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景，几千幅画，几乎没
有哪两幅是相同的。在长廊的两旁栽满了花木，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
种又开了，微风从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大家是否觉得神清气爽呢？

从长廊出来，我们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大家登上万寿山在半山腰的地
方，是否看到了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耸立在那儿，那就是佛香阁
下面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从万寿山下来，大家就能看见昆明湖了，湖边围着长长的堤岸，好像给
昆明湖围上了一条围巾。大家请看，岸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
岸栽着数不清的垂柳，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从我们这里望去，岛上一
片葱郁，树丛中只露出宫殿的一角，大家走过长长的大石桥，就可以去
小岛上玩。在众多石桥中，最出名的要数十七孔桥了，这座桥有十七个
桥洞，所以叫十七孔桥。每根桥栏杆上都有上百根石柱，柱子上都雕刻
着小狮子，姿态不一，没有哪两只是相同的，这便是十七孔桥的绝妙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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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朋友们，我的介绍就到这里。大家现在可以自由活动，我想提醒大
家，请不要乱丢垃圾，文明旅游从您做起，游玩时还请大家注意安全，
两小时后我们在这里集合，谢谢大家的配合！

颐和园的导游词3

大家好，我是康康旅行社的一名导游，很高兴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参观颐
和园。你们可以叫我李导。

出发前我要给大家几个温馨提示：第一，请不要在园内乱涂乱画，要保
护环境，做文明游客。第二，因为我们要去昆明湖游玩，所以请大家注
意安全！接下来让我们踏上快乐的旅程！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花园和行宫。这里错落有致地配置了大量殿、堂、楼
、阁、廊、亭等精致的建筑。我们现在到达的第一站是颐和园长廊，大
家看这儿有红漆的柱子，绿漆的栏杆，全长728米，共273间，每根栏杆
上的横槛上都有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花草、树木、人物、动物。这些
画中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即使是花卉植物，依然形态各异，姿态万千
。游客们大家一定看得眼花缭乱吧！请大家在这里参观两小时，两小时
后，我们再在这里集合，前往下一站——万寿山。

现在我们就站在万寿山脚下，大家向上看，那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
就是排云殿。

现在，我们来到了昆明湖，远处是堤岸小岛，湖上有一座桥，桥上有十
七个孔，每根柱子上都雕刻着十几只小狮子，它们惟妙惟肖，憨态可掬
，这就是十七孔桥。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如果大家还想参观我国的名胜古迹，就到
康康旅行社来找我吧。我一定会给您最好的服务！

颐和园的导游词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颐和园旅游社的导游，姓叶，你们可以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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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导。这一次，由我带领大家参观颐和园，请多多关照。

走进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了有名的长廊。这条长廊有7百多米长，分
成273间。看!这每一间的横涧上画着人物、花草、风景，在这几千幅画
中，没有那两幅是相同的。

穿过长廊，我们就来到万寿山脚下，大家抬头看一看，在半山腰间耸立
着一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物，那黄色的玻璃瓦闪闪发光，大家猜猜
它是什么?没错!那就是佛香阁。它的下面就是排云殿。

我们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前鸟瞰颐和园，它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
瞧!那郁郁葱葱的树木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

从万寿山下来，就来到了昆明湖。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
碧玉。游船画舫从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痕迹。

我们再来看看昆明湖上的石桥。昆明湖上的石桥式样不同，就那这座桥
来说吧!它有十七个桥洞，叫做十七孔桥。桥上有上百根石柱，每根石柱
上都刻着小狮子，这么多小狮子，没有那两只是相同的。湖中心有个小
岛，我们过桥可以到岛上去玩。

好，大家先到桥上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参观下一个景点，希望你们自觉
爱护颐和园的一草一木，祝你们玩得开心!

颐和园的导游词5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来参观北京的颐和园。颐和园是清代皇家园林和行宫，是我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游览时请大家自觉保
护卫生，不要伤害她。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已来到了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
，还有这么多美丽的图画，真美!这些画有上千幅呢!并且没有那两幅是

                              4 / 14



www.SanrenWenku.com
 

相同的，你们相信吗?长廊两旁载满了花草树木，是不是很漂亮?微风吹
过，使人感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万寿山的脚下，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塔
型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这叫佛香阁。佛香阁下面有一个大殿，
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叫做排云殿。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登上了万寿山。来到了万寿山山顶，这里是观
看颐和园全景的最佳地点。看见下面的湖了吗?那个湖叫做昆明湖，因为
昆明离北京太远了，所以才起了个这么好听的名字。游人们常说：“昆
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的像一块碧玉，”你们是否有同感?下面我们就
去昆明湖边看看吧!

看，昆明湖多大啊!湖中心有个小岛，可以去岛上玩耍。看到那座桥了吗
，那座桥叫十七孔桥，因为有十七个孔洞，高大坚固，所以叫做十七孔
桥;桥栏杆上雕刻着许多可爱的小狮子，这些小狮子姿态不一，没有那两
只是相同的。

颐和园的景色很美，说也说不尽，请大家细细游赏吧!

颐和园的导游词6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北京颐和园。我姓吴，叫吴思雨。大家
可以叫我吴导;小朋友们可以叫我吴姐姐;想比较直接的可以叫我的名字吴
思雨。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距北京城区15千米。是利用昆明湖、万
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宫
御苑，占地约290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
整的一座皇家行公顷。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
园林，为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
的留园)之一。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另外，我提醒大家一点，千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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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便扔垃圾哦，尤其是湖面上。

颐和园中的主体建筑是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佛香阁建筑在高21米的方形
台基上;阁高40米，有8个面、3层楼、4重屋檐;阁内有8根巨大铁梨木擎天
柱，结构相当复杂，为古典建筑精品。回廊和角亭建筑是园林的常用形
式。

颐和园的长廊长约728米，为世界长廊之最。廊上绘有图画14000余幅，
均为传统故事或花鸟鱼虫。昆明湖东岸的8角重檐廓如亭，也是中国最大
的。此外，万寿山顶的无梁殿，全用砖石砌成拱顶，没有一根支撑物，
技术水平极高。

昆明湖原为北京西北郊众多泉水汇聚成的天然湖泊，曾有七里泺、大泊
湖等名称。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因万寿山前身有瓮山之名而得名瓮
山泊。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们称为西湖。昆明湖静得像一面
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
痕迹。向东远眺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里的白塔。

非常感谢大家能和我一起参观颐和园，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在这里找一个
宾馆住一宿，然后想参观别的地方的游客可以继续参观，再见!

颐和园的导游词7

各位尊敬的游客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我姓赵，你们就叫我小
赵吧！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皇家园
林—颐和园。在此我要提醒大家：进入景区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乱丢
垃圾。

颐和园的四分之三都是水，这就更显出了颐和园的秀丽。

我们现在就进入颐和园吧！走进颐和园，就来到了著名的长廊。这条长
廊有700多米长，分成273间，一眼望过去，每一间的横梁上都有精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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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画着人物、花草、风景⋯⋯你们相信哇，这几千幅画里没有一副
是相同的，而且每一幅都十分逼真，在长廊里走了好久了，大家一定累
了吧？可是我们才走了长廊的一半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万寿山上观光
了。“万寿山”是乾隆帝给他母亲庆祝60大寿而取名的，以前不叫万寿
山，在金朝的时候叫金山，元朝的时候叫翁山，到了乾隆帝时为了祝母
亲长命百岁才取得名字，现在我们已经登上万寿山了，游客们，你们往
下看，看见了吗？下面碧波荡漾的就是昆明湖，瞧，昆明湖静得像一面
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上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
点痕迹⋯⋯咦，你们有没有发现昆明湖像一个什么呢？大寿桃？对，大
寿桃！恭喜你，答对了，当年乾隆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特地把昆明
湖修建成一个大寿桃的形状。

昆明湖的四周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桥，湖中心那
个小岛叫湖心岛，岛上种着数不清的花草，看见了吗？草丛中露出红红
的一片，那就是坚固鲜艳的宫墙。

你们注意到岸边连接湖心岛的那座石孔桥了吗？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十七
孔桥，它是仿照北京卢沟桥建造的，因为它有十七个桥孔，所以叫十七
孔桥，桥的栏杆上有着上百根石柱，柱子上都刻着小狮子，你们看啊，
这么多的狮子，只只雕刻得栩栩如生，有的半蹲着，头望着天空，好像
在思索什么；有的弯着脖子，低着头，似乎犯了什么错；最有趣的还是
两只小狮子在争抢一只绣球⋯⋯走过十七孔桥，便来到湖心岛上，第一
眼看到的一定是这只大铜牛，关于这只大铜牛，还有一个传说呢！相传
在初建园林时，昆明湖西侧有一组田园风光的景致被称为“织耕图”，
象征着织女居住的地方，而东岸的铜牛郎隔天河（昆明湖）与织女遥遥
相望，够浪漫了吧！

颐和园的景色美如天堂，讲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接下来给大家2个小时
的时间自由活动，之后在这里集合，现在开始自由活动吧！

颐和园的导游词8

大家好，我是北京国际导游公司的一名导游。今天是我和大家一起来颐
和园来旅游的。我们现在来到了远近闻名的长廊。这条长廊全长七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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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分成二百七十三间，这二百七十三间的门槛上都有一幅美丽的画，
没有那几副上是相同的。

走完长廊我们又来到万寿山脚下，大家看一下山腰上，它上面有一座八
角形房顶，房顶上铺着琉璃瓦，那便是佛香阁。佛香阁周围有一座宫殿
，那就是排云殿。

现在大家随我来到了万寿山的山顶，大家往前看，那边的一个湖便是昆
明湖。昆明湖上游一座桥，那桥上有十七个孔，又叫十七孔桥。那边是
月波楼，有人为他写了一副对联：一径竹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

好了，今天我们的旅游结束了，祝您心情愉快。

颐和园的导游词9

大家好，今天的行程由我来安排。你们可以叫我李导游。今天，我来介
绍颐和园，如果有介绍得不好的地方，请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见，颐和园
到了，请大家跟我下车。

进了大门，绕过大殿，现在的所在地，就是著名的'长廊，看，这绿漆的
柱子，红漆的栏杆，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这条长廊有七百多米长，分成
二百七十三间。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着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
风景。几千幅上，都没有拿两幅画是相同的。长廊两旁还有许多花花草
草。微风从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是人生清气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万寿山脚下。请大家抬头看一看，一座八角宝塔行的
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上，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
殿，就是排云殿。

爬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往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在眼底。郁
郁葱葱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昆明湖的
湖水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

万寿山下面就是昆明湖，昆明湖围着很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连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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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的垂柳。湖中心有个小岛，远远望去，岛上一片葱绿，树丛中
露出宫殿的一角。游人走过石桥，就可以取消岛上去玩，这座石桥叫做
十七孔桥，桥栏杆上有上百根石柱，子上有许多小狮子，这么多的小狮
子，雕刻得栩栩如生，没有那两只是相同的。

看完这里，我们就要和颐和园说再见了，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每天都有个好天气。

颐和园的导游词10

这座在历史上为帝王建造的古典园林，现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参观
热点之一，每年接待游客数百万人。1986年，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各位游客，您们好！今天我要带大家去颐和园游玩，希望大家在颐和园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长廊。你们看，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
不到头。这条长廊有七、八百米长，分成二百三十七间。每一间的横槛
上都有五彩的花，画着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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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从
左边的昆明湖上吹来，使人神清气爽，你感觉到了吗？大家看，我们现
在走到了长廊的尽头。我们面前就是万寿山。大家抬头向上看，那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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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
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去游览一下昆明湖吧！你们看，昆明湖多美呀！静
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
不留一点儿痕迹。

颐和园的景色说也说不尽。你们看那，还有湖心岛和十七孔桥，请各位
游客细细观赏吧！

今天大家玩得开心吗？希望您们下次还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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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的导游词11

大家好，我姓林，名欣宇，欣赏的欣，宇宙的宇，我是你们这次游玩的
导游，你们叫我林导，大家跟我来！

今天我们要浏览的地方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颐和园的长廊，颐和园原
名清漪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位于，颐和园位于郊区，距城区12公里远。
现在我们站在这有名的颐和园长廊前，大家看看这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
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谁知道这长廊到底有多长？什么，三百多米？
不，您说少了。五百多米？不，您也说少了，让我告诉你们吧，这长廊
长七百多米，它被分成2β间，被称为最长的画廊呢！走，我们进去看看
吧！

来，大家抬起头，仔细看看这上千幅栩栩如生的画吧！刚才这个小妹妹
问我这些画是干什么用的，又有哪些含义！这个问得好极了，你们知道
吗？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您吧，这上千幅画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
意义当然就不同了，这每一幅画上都包含着一个故事和道理，是用来教
育太子的，古生代人真聪明！如这幅携民渡江讲的是刘备、诸葛亮与曹
操打仗，逃跑时不忘带上老百姓的故事。我们再往前走！现在我们在长
廊内的第一个亭子，长廊内有四个亭子，分别表示春、夏、秋、春、冬
四个季节，细心的游客就会发现前面一段都是画关于春天的。亭子呈等
边六角形，我们站在亭子中往长廊西边的上方看，四个金光闪闪的字下
面有一幅很大的人物画，长廊中只有四幅这么大的画，下面的时间你们
自己去欣赏、照相吧！中午11点在这儿见吧⋯⋯

人都到齐了吧？告诉你们，北京的名胜古迹说也说不尽，数也数不清，
我们先去吃北京烤鸭，冷了就不好吃了！下午再去万寿山！

颐和园的导游词12

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带你们游玩的导游，你们可以叫我小明
。今天，我们要游玩的地方是颐和园，你们如果要扔垃圾就说一声，我
拿垃圾袋给你们装垃圾，千万不要在这美丽的景色上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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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哪里有最美丽的景色等着我们去观
赏，这是颐和园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你们猜这条长廊有多少米？你说600米，你说801米，哈哈，都错了，
这条长廊长700米，分成273间。让我们走进长廊看看有什么吧！里面有
几千幅画；没有哪两幅画是相同的，这些画都是画家的心血。你们看长
廊两旁是什么，那么多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有牡丹花，有牵牛花，有桂
花，有玫瑰花���

现在我们走过长廊，来到了万寿山脚下。让我们抬头一看，一座八角宝
塔行的三层建筑耸立在半山腰。黄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那就是佛香阁
，现在我们往下看，下面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好了，我们今天就观看到这里了，你们觉得颐和园的景色美吗？

颐和园的导游词13

大家好，我是天天向上旅游团的导游，我姓张，大家叫我张导就可以了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首都北京的颐和园。

颐和园到了，大家下车吧，请跟随我的脚步去颐和园的景点游赏。我们
进了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大家应该疑惑了吧，怎么望
不见尽头呢？告诉你吧，这条长廊有七百多米长，分成273间。每一间的
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景，动物⋯⋯几千幅画没有
哪两幅是相同的。

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完了长廊，就来到了万寿山脚下。大家请往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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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佛香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大家快点登万寿山啊！我们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
半收在眼底。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
正前面，就是昆明湖，有人说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也有人说昆明湖
绿得像一块碧玉。有的人说的更玄，游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
乎在湖面上不留一点儿痕迹。向东远眺，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座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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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楼和城里的白塔。

远看昆明湖，不如我们近看昆明湖，我们快点下来吧。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堤上有好几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不
清倒垂的杨柳。湖中心有个小岛，从远处眺望，岛上一片葱绿，我们走
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我们所在的桥上有十七个桥洞，叫
十七孔桥，桥栏杆上有上百根石柱，柱子上都雕刻着小狮子。上千只小
狮子，姿态不一，没有哪两只是相同的。

现在大家开始自由活动吧，不过要做文明游客，不准在昆明湖钓鱼，不
准在石柱上刻“XXX到此一游”。如果你对我的这次服务有什么意见或
建议，请拨打天天向上旅游团的电话进行反馈，谢谢大家。

颐和园的导游词14

大家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的导游。大家都知道，我国名胜古迹众多。
而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去观赏我国文化遗产之一——颐和园。

北京的颐和园是个美丽的古典园林。现在，我们将去到有名的长廊。大
家看绿色柱子，红色的栏杆，颜色十分鲜艳，这正是北京园林的一大特
色。大家跟随我来，这条长廊有七百多米长，分成两百七十三间。每一
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十分丰富。长廊的两边也栽满了花，这一朵
花还没谢，那一朵花又开了。

大家请看，我们穿过长廊，现在来到万寿山脚下了。大家抬起头看看，
一座三层高的八角宝塔耸立在半山腰。那边是佛香阁，下面一排金碧辉
煌的宫殿就是排云殿。

各位旅客请跟我登上万寿山。移步到佛香阁前，请大家向下望去，颐和
园的美景大半收于眼底。郁葱的树丛，掩映着又黄又绿的琉璃瓦屋顶和
朱红的宫墙。在我们正前面的昆明湖，平静得像一面明镜，绿的像一块
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上慢慢地划过，几乎不留一点儿痕迹。大家再向
东远眺，隐约可以看见几座古老的城楼和白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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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跟随我走下万寿山，来到了昆明湖。长长的堤岸围绕着美丽
的昆明湖。堤上有好几座不同式样的石桥，两岸栽着婀娜多姿的垂柳。
湖中有个小岛，远远望去，岛上一片葱绿树丛中露出宫殿的一角。我们
只要走过石桥，就可以到小岛上游玩。大家来看这座石桥，桥上有十七
个桥洞，名叫十七孔桥：桥栏上有上百个石柱，每一根柱子上都雕刻着
一个石狮子。这么多的石狮子，姿态不一，真是惟妙惟肖呀!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自由活动，要注意安全，记
得六点半在门口集合哦!祝大家旅途愉快!

颐和园景色的导游词500字6

各位尊敬的游客，我们将要游览的是颐和园。颐和园是我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也是《世界遗产名录》之中的文化遗产。游览时请不要乱扔垃
圾。

现在我们就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来到有名的长廊。看，这绿
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多漂亮呀!这条长廊长700多米，分成273间，每
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景，不可思议的是，
这几千幅画竟然没有哪两幅是一摸一样的。

走完了长廊，我们来到了万寿山脚下，抬头上看，一眼就看见一座八角
宝塔形的三层建筑，那就是佛香阁。下面一排排辉煌的宫殿，就是排云
殿。

我们现在登上了万寿山，这里可以把颐和园的大半景色都收在眼底。看
，前面那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湖面静的像一面镜子，绿的像一块碧玉
，现在我们就去昆明湖细细游赏。

看，昆明湖好大呀，它周围的堤岸也更长。我们现在要去昆明湖中心的
小岛了。通向小岛的这座桥就是有名的十七孔桥，这座桥有三多，一是
桥洞多，二是狮子多，三是石柱多。看，这座桥的每根石柱上都雕刻着
狮子。这么多的狮子，姿态各异，没有哪两只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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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请你们慢慢的游赏吧!

颐和园的导游词15

大家好!欢迎光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许，
你们能够叫我许导游。很荣幸为大家服务。此刻我带大家一齐去游览颐
和园，大家跟我来吧!

各位游客，那里就是有名的长廊，那里长七百多米，分成273间。请大家
抬起头，看!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五彩缤纷的画，画着：人物、花草、风
景，你们相信吗?这几千幅画当中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大家细细欣赏吧
!

我们此刻去的就是万寿山。展此刻你们眼前的这座山就是万寿山。请你
们抬头向上望，耸立在半山腰上的那座八角宝塔形的三层建筑就是佛香
阁。下面的一排排金碧辉煌的宫殿，那就是排云殿。此刻我们去的是昆
明湖，这湖面积大约220平方米，湖中心还有个小岛。走过石桥，就能够
去小岛上，这座石桥有十七个桥洞，叫十七孔桥，你们能够走过石桥，
去小岛上玩。

此刻大家能够自由活动，但是要注意：1、不能随地扔垃圾2、不能乱涂
乱画3、要注意安全。然后几小时后集合，最后我祝大家旅程愉快!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yhyddyc-doc-6588yaxv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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