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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导游词

 

沈阳故宫导游词1

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沈阳市全体市民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今天我
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沈阳的风景名胜之一的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有楼台殿阁各式建筑70余座，由20多个院落
组成，总计房屋300多间。故宫按自然布局分为中路、东路和西路三部分
。中路：是太宗皇太极时期的大内宫阙。南端是大清门，也是故宫的正
门。向北依次是崇政殿、凤凰褛、清宁宫，它们都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
，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

大清门是日常朝会时文武大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接受群臣谢恩之
处。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降清后，就从此门进入，受到皇太极的接见。
大清门东侧这处建筑叫祖庙，祖庙是爱新觉罗家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因
是天子的祖庙也称太庙。

崇政殿前，东西各有五间厢楼，东为飞龙阁，西为翔凤阁。殿后是一个
院落，院正北有一座高约4米的高台，台上是皇太极极其后妃的寝区。沿
台阶走上去便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高楼----凤凰楼。它的原名叫翔凤楼，直
到1743年才有凤凰楼之称。凤凰楼是清宁宫的门户，也是皇帝策划军政
大事和宴筵之所。它与崇政殿同期建成，康熙二十年重修。楼为三层，
是三滴水式建筑。每层深广各三间，周围有回廊，下层的门洞是联络台
上台下的道。风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又是整个宫殿建筑的制高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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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观看日出，极为美妙。所以凤楼晓日、凤楼观塔是沈城著名的景观
。凤凰楼正门上额的紫气东来金字横匾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清宁宫两侧是东西配宫，东配宫有关雎宫、衍庆宫；西配宫有麟趾宫和
永福宫。东西配宫均为皇太极和妃子们居住之所。清宁宫西北角有一根
由地面垒起，低于屋背的烟囱，人们从正面是看不见的。从清宁宫这一
系列建筑中，我们可以发现沈阳故宫的两大建筑特点：一是保存了浓厚
的满族特色即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竖在地面上。二是宫高殿低，清宁
宫及其四所配宫均高于皇帝议政的崇政殿和东路的大政殿。这是因为清
朝夺取政权前，满族是一个牧猎民族，受生活习惯的影响，把居住的地
方建在高处，以防野兽和洪水的侵袭。这与北京故宫恰好相反。

清宁宫高台之后是后苑，也叫御花园，内有碾磨房、二十八间仓、后宰
门等建筑，是皇帝膳食的供给区。并有地下窨道与清宁宫相通。

在崇政殿、清宁宫高台两侧有东所、西所。东所由南往北依次是颐和殿
、介祉宫、敬典阁等。东所是东巡时皇帝后妃给太后请安之处，也皇太
后的寝宫和存放实录、玉牒之处；西所由南往北依次是迪光殿、保极殿
、继恩斋和崇谟阁等。西所是东巡时皇帝、后妃及子女居住的地方和存
放《圣训》、《满文老档》的地方。崇谟阁的建筑形式是别具一格的，
它为卷棚式建筑，是在清乾隆年间增建的。

东路是以大政殿为主体，两侧辅以方亭十座，称十王亭。大政殿建于努
尔哈赤时期，是故宫最早期八角重檐大木架亭子式建筑。大政殿下是高
约1.5米的须弥座式台基，周围绕以雕刻精细的荷叶净瓶青石雕。殿身八
面均有斧头眼式隔扇门，内外排柱40根，正门前有双龙蟠柱。殿顶是十
六道五彩琉璃脊，正中是宝瓶火焰珠。殿内有精致的斗拱、藻井天花，
梁架上用和玺彩绘，上有黄琉璃瓦绿剪边的顶盖。整个建筑显示出极强
的美感和庄严秀丽的装饰艺术情趣。大政殿是皇帝举行大型庆典的地方
，1643年清世祖福临在此即位。

沈阳故宫导游词2

游客伴侣们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的到去，我叫王格申，是您们的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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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或许叫我王导，年长的游客们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小王，好了
，先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行程，我们第一个要往之处等于我们的沈阳故宫
。

说叙故宫，大家肯低昂想到的都是南京故宫，启示没有用到南京也能看
到故宫的，没错那等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二大宫殿修建
群之一，此外一个没有用我多说大家应该都知叙是哪一个了吧，沈阳故
宫占地6万多仄方米，宫内乱争修建物保存完好。

现在大家就在沈阳故宫的门心，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规模比占地72万仄方
米的南京故宫要小得多，但是，它在修建上有自己的特色，这些就需要
有颗伴侣们自己往体会品味了，这里现在是沈阳最首要的游览点。

沈阳故宫修于1625年，是后金第一代汗努尔哈赤合始修筑。努尔哈赤逝
世后，第两代汗皇太极继续建修”"乐成”"。沈阳故宫的修建布局可以
或许分为三路。东路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修制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
路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续修的大中阙，搜罗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和
清宁宫、闭睢宫、衍庆宫、启福宫等。西路则是坤隆时期增修的文溯阁
、嘉荫堂以及俯熙斋等。坤隆时皇宫已在南京，但他偶然也“东巡”回
沈阳看看。

现在我们去到了沈阳故宫的东路，这里是很有特色的。大政殿居中，二
旁排列十个亭子，称为十王亭。大政殿是一座八角重檐亭子修建，正门
有二根盘龙柱，以示庄宽。大政殿是用去入行大典，如揭晓诏书，颁布
戎行出征，迎接将士班师以及皇帝即位等之处。从修建上看，大政殿也
是一个亭子，没有过它的体量较大，装饰比较华丽，因此，称为宫殿。
大政殿以及成八字形排合的十座亭子。其修建格局乃脱胎于少数民族的
帐殿。这十一座亭子，等于十一座帐篷的化身。帐篷是可以或许流动、
迁移的，而亭子就固定起去了。这也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
倒退。崇政殿是沈阳故宫最首要的修建，在中路，是皇太极普通临朝之
处。崇政殿南有一凤凰楼，三层，是其时盛京乡内乱争最高的修建物。
沈阳故宫专物馆所陈列的多半是旧皇宫遗留下去的宫廷文物。如努尔哈
赤用过的剑，皇太极用过的腰刀以及鹿角椅等。沈阳故宫专物馆陈列的
艺术品也很歉富。在绘画陈列室里，有亮、清二代一些大师的做品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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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鳟、金农、亮文征亮字画佳构、陶瓷、雕刻、织城、漆器等工艺品。

我的讲解就差没有多， 现在给大家一点光阴自己往观赏一下，半个小时
候我们在这里集开，谢谢大家的共同。

沈阳故宫导游词3

大家好!我是小吴，古天由我去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始修于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修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以及清太宗皇太极营制以及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福临也曾在这里继位
，改元“顺乱”、并于当年进闭，统乱齐中国。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仄方
米，齐部修建计300多间，共组成20多个院落。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
中路以及西路三大全数。我们诡计游用三个小时的光阴往游览，现在我
们已将到了，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变乱。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没有要走
拾了。第两，要在划定的光阴内乱争集开，假如找没有到了，请拨打我
的手机。第三，没有要治扔器材，讲卫生。第四，坚持安静，没有要大
喊大叫。好了，出收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修建。在修建艺术
上承袭了中国今代修建的传统，集汉、满、蒙族艺术为一体，具备很高
的”"汗青”"以及艺术价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仄方米的今修建群始修于625年，修成于1636年，
齐部修建90余所，300余间。清朝入闭后对盛京皇宫又举行了回护以及扩
修，到坤隆时基本相成古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
万宇炕心袋房的清宁宫，今朴典俗的文朔阁，和凤凰楼等高台修建。在
中国宫殿修建史上，绝无唯一;那机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修建作
风，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老乡内乱争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街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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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占地6万仄方米，现有今修建114座。次要修建有大政殿，十王亭、
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文溯阁等。大政殿是用去入行诸如
揭晓诏书、戎行出征、迎接将士班师以及皇帝即位等大典之处。十王亭
则是右左翼王以及八旗大臣干事之处。这种君臣开署干事于宫廷的现象
，表现了”"创业”"早期君臣仄等的汗青，也是从打世界到坐世界的君
臣仄等的延续。到了进闭后，从南京故宫合始，这种仄等被逐渐突破，
最终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

二端高耸的修建是沈阳故宫里仅有的烟囱。故宫里每一个房间的炕火都
从地下的通叙汇聚到这个烟囱里，这是他们金瓯无缺的思想的象征。这
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下面一级只需三块砖构成。导游说，这个金瓯无缺
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语：清朝共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作了
三年江山，等于那三块砖的预示。想当年努尔哈赤在建修这个金瓯无缺
烟囱的时候，假如早知云云，一定会加多几层吧?!

上面，请大家自由观光。三个小时后在这里定时集开。

沈阳故宫导游词4

大家好，我是你们这天的导语，很高兴这天能和你一齐度过，下方由我
来给大家讲讲沈阳故宫吧：

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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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政殿

大政殿是一座八角重檐亭式建筑，俗称八角殿。始建于1625年，是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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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努尔哈赤营建的重要宫殿，是盛京皇宫内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初称
大衙门，1636定名笃恭殿，后改大政殿。八角重檐攒尖式，八面出廊，
其下为须弥座台基。殿顶满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中相轮火焰珠顶
，宝顶周围有八条铁链各与力士相连。殿前两明柱各有金龙盘柱，殿内
为梵文天花和降龙藻井。殿内设有宝座、屏风及熏炉、香亭、鹤式烛台
等。大政殿用于举行大典，如皇帝即位，颁布诏书，宣布军队出征，迎
接将士凯旋等。此殿为清太宗皇太极举行重大典礼及重要政治活动的场
所。

1644年(顺治元年)皇帝福临在此登基继位。

十王亭

十王亭位于大政殿两侧八字形依次排列，是满族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的
反映，此建筑布局为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史所仅见。

其东侧五亭由北往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
、正蓝旗亭;

西侧五亭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
。

是清初八旗各主旗贝勒、大臣议政及处理政务之处。这种君臣合署在宫
殿办事的现象，历史上少见。从建筑上看，大政殿也是一个亭子，但是
它的体量较大，装饰比较华丽，因此称为宫殿。大政殿和成八字形排开
的10座亭子，其建筑格局乃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帐殿。这11座亭子，就是1
1座帐篷的化身。帐篷是能够流动迁移的，而亭子就固定起来了，显示了
满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

大清门

大清门是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正门，俗称午门，它是一座面
阔五间的硬山式建筑，房顶满铺琉璃瓦，饰以绿剪边，尤其是大清门山
墙的最上端，南北突出的四个墀头，三面皆用五彩琉璃镶嵌而成，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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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凸出的海水云龙及象征吉祥的各种动物，做工精巧，栩栩如生。此门
庄严富丽，与整个宫殿建筑混成一体，显得十分协调。

大清门建于天聪六年(1632年)之前，为盛京皇宫中皇太极续修的早期建
筑之一。原称大门、正门。1636年定宫殿名时称大门为大清门。大清门
的满文译音为“代青杜卡”(代青即大清，杜卡为门)。

崇政殿

崇政殿在中路前院正中，俗称“金銮殿”，是沈阳故宫最重要的建筑。
整座大殿全是木结构，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出廊硬山式，辟有隔扇
门，前后出廊，围以石雕的栏杆。殿顶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脊饰
五彩琉璃龙纹及火焰珠。殿身的廊柱是方形的，望柱下有吐水的螭首，
顶盖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殿前月台两角，东立日晷，西设嘉量;殿内“彻上
明造”绘以彩饰。内陈宝座、屏风;两侧有熏炉、香亭、烛台一堂;殿柱

是圆形的，两柱间用一条雕刻的整龙连接，龙头探出檐外，龙尾直入殿
中，实用与装饰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增加了殿宇的帝王气魄。此殿为清
太宗皇太极陛见臣下，宴请外国使臣以及处理大政的常朝之处。公元163
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大典就在此举行。“东巡”诸帝于此举行“展
谒山陵礼成”等庆贺典礼。

凤凰楼

崇政殿北首的凤凰楼，建造在4米高的青砖台基上，有三层，三滴水歇山
式围廊，顶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此楼为盛京最高建筑，故有《盛京
八景》之一“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传称。凤凰楼上藏有乾隆御
笔亲题的“紫气东来”匾。

清宁宫

清宁宫为五开间前后廊硬山式。是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居
住的“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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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门开于东次间，屋内西侧构成“筒子房”格局，东梢间为帝后寝宫。
宽大的支摘窗式样朴素，棂条皆以“码三箭”式相交，宫门亦不用隔扇
式。正对宫门竖立祭天的“索伦竿”，此均为源自满族民间的传统风格
。殿顶铺黄琉璃瓦镶缘剪边，前后皆方形檐柱，柱头饰兽面，檀枋施彩
绘等，则是吸收汉、藏民族建筑艺术。

文溯阁

文溯阁建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而建
，

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是沈阳故宫西路的主体建筑，建筑
形式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面阔六间，二楼三层重檐硬山式，前后出
廊，上边盖黑色琉璃瓦加绿剪边，前后廊檐柱都装饰有绿色的地仗。所
有的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
主，这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迥然不一样。其彩绘画题材也不
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
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雅清新之感。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
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文溯阁后面，有抄手殿廊连之后
仰熙斋，斋后为九间房，其中有芍药圃、梧桐院等。这是乾隆皇帝“东
巡”时的读书之所。

金水桥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声能透露，沈阳故宫正门前的“金水桥”属于
违规建筑，与整个风貌不相符。沈阳市文物部门已经下发了整改拆除通
知限期拆除。

20xx年9月25日14时30分许，沈阳故宫东南侧，在“金水桥”施工墙外，
有一大片被围挡围起的施工工地。从围挡的缝隙中能够看到，工地中一
辆作业车正在施工。

最佳旅游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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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的春天和秋天时光短促，升温、降温幅度很大;夏季平均气温24度，
比南方凉快3-5度;冬季寒冷干燥，务必携带羽绒服或棉大衣。雨季主要
在春、夏与夏秋之交。每年4-10月是沈阳旅游的黄金季节。你们来的正
是时候。

当地特产

沈阳的美食佳肴历史悠久，制作精湛，在满族菜肴基础上，借鉴和发展
了传统宫廷的精良技术，又荟萃了中国名菜之精华，构成了自我的独特
风格。满汉全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由于历史上，沈阳一向由少数民族
和汉族轮流统治，因此也传入了各民族的风味小吃。比如回民小吃马家
烧麦，满族小吃那家白肉血肠，朝鲜族的打糕、烤牛肉、西塔大冷面等
。沈阳也有自我的传统小吃老边饺子，老山记海城馅饼。

沈阳主要商业街区分布在中街(步行街)、太原街一带。沈阳的大部分商
厦营业时光一般是上午9：00开门，晚上10:00关门。五爱市场，位于沈河
区风雨坛街，是全国五大集贸市场之一，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服装轻工
批发市场，品种齐全、物美价廉。公交117路、125路、132路、133路、13
4路、151路、207路、212路、213路、222路、223路、224路、224路区间23
8路246路、256路、263路、266路、270路、273路、274路、277路、293路
、297路、298路、326路、333路、334路、338路、501路、523路、800路可
达。南湖公园古文物市场，有几十家店铺经营着古玩、字画、印章、瓷
器、玉器、木雕、珊瑚、珠宝翠钻;还有遍体绿锈的历代古钱。沈阳的名
特产品，如御赐枕、羽毛画、绢花、彩石镶嵌画等，都能在那里觅得。
每逢周日，那里格外热闹。

游客们游玩好沈阳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筑、烽火台、边墙
和历史纪念物、革命纪念物后。能够到具有现代性的娱乐场所去娱乐放
松一下。

沈阳故宫导游词5

各位伴侣，欢迎大家去到沈阳，我是您们的导游，沈梦，大家可以或许
叫我沈导游，也可以叫我梦导，我更喜欢您们加我梦导，好了，先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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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繁华的沈阳今乡中央，有一座巍峨庄宽的清代宫殿
修建群。等于我们古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修建光阴以及布局，沈阳故宫的修建可分为三全数，它们星散是东路
、中路、西路。古天，河北导游词，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观光东路
修建。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修建艺术以及特殊的汗青而闻名中外，在这片绚丽
多彩，雄伟多姿的修建群中，最今老，最具特色的等于我们面前的大政
殿。

大政殿初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以及入行庆典行为的次要场所之
一。做为最早使用以及最为首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汗青事宜都以大
政殿为舞台演出。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之处。它便是
演义小说中雅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色
剪边，既保管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念，又表现了满族对故城山林的深薄
眷念。从而形成了区分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镶
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雅称“金銮殿”，是清太宗皇太
极入行普通朝会之处。

各位伴侣，今代宫殿修建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帝上朝的金
銮殿，请大家随我往观光帝后的寝宫。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乡的最高修建，诗称“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可谓非常贴切。登上凤凰楼仰瞰四周，万般景物一览
无余，可饱览盛京齐景，也可观赏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
京八景之一。

各位伴侣，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叙后，我们就入进了后妃居住的台上五
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闭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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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大家随我观光皇太极以及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寝室。暖阁内乱争分北南两室，两
室均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乱争驾崩，终年52岁，
后葬于沈阳昭陵，即南陵。

各位伴侣，现在请随我往观光西路修建。西路修于1782年至1783年，次
要搜罗：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没有能没有提到坤隆皇帝以及《四库齐书》。出于增
强文化统乱的需要，坤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求世界匿书，历经十余年
光阴编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以是称为《四库
齐书》。书建成后，抄录七部，在齐国修七座匿书阁星散保匿，沈阳故
宫的文溯阁便是此中之一。

看到这里，我们古天的观光已经亲近尾声。望故宫之行能给你留下优美
的回忆。

沈阳故宫导游词6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叫王格申，是你们的导游
，大家可以叫我王导，年长的游客们也可以直接称呼我小王，好了，先
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行程，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沈阳故宫。

说道故宫，大家肯低昂想到的都是北京故宫，启示不用到北京也能看到
故宫的，没错那就是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
之一，另外一个不用我多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个了吧，沈阳故宫占
地6万多平方米，宫内建筑物保存完好。

现在大家就在沈阳故宫的门口，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规模比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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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需要
有颗朋友们自己去体会品味了，这里现在是沈阳最重要的游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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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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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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到了沈阳故宫的东路，这里是很有特色的。大政殿居中，两
旁分列十个亭子，称为十王亭。大政殿是一座八角重檐亭子建筑，正门
有两根盘龙柱，以示庄严。大政殿是用来举行大典，如颁布诏书，宣布
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的地方。从建筑上看，大政殿也
是一个亭子，不过它的体量较大，装饰比较华丽，因此，称为宫殿。大
政殿和成八字形排开的十座亭子。其建筑格局乃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帐殿
。这十一座亭子，就是十一座帐篷的化身。帐篷是可以流动、迁移的，
而亭子就固定起来了。这也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发展。

崇政殿是沈阳故宫最重要的建筑，在中路，是皇太极日常临朝的地方。
崇政殿北有一凤凰楼，三层，是当时盛京城内最高的建筑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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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故宫导游词7

各位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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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依建筑时间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别是东路、
中路、西路。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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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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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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承帝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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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
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时便将
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了八旗制度和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主的思想。因而形成了大政殿
、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沈阳故宫导游词8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始建于公元1625
年，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也是举世仅存的满族风格宫
殿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20xx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沈阳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沈阳故宫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建设，形成了东.中.西三路格局。首先我们看
到的是中路建筑的大清门，大清门俗称午门，也就是沈阳故宫的正门。
是当时文武群臣候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皇太极接受群臣谢恩之处。

                             13 / 26



www.SanrenWenku.com
 

我们穿过大清门，现在正面的建筑就是崇政殿。崇政殿原名正殿，俗称
金銮殿。是沈阳路最重要的建筑。它是皇太极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接见
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代表的地方。

走出崇政殿，眼前的雄伟建筑就是凤凰楼。凤凰楼原名翔凤楼，是皇太
极休息、宴会和读书之所。我们看到正门上方悬挂的“紫气东来”横匾
，它是由乾隆皇帝手谕的。

穿过凤凰楼，我们来到的这一处院落就是皇太极的后宫。我们最先看到
的是皇太极的中宫“清宁宫”。出了清宁宫，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四座寝
宫分别是：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我们来逐一参观。

沈阳故宫东路建筑主要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从建筑形式上看它们都是
“亭子式”建筑，好像11座“帐殿”依次排列在宽阔的广场中。

沈阳故宫西路是为了适应皇帝东巡的需要而增建的一组建筑，主要有文
溯阁、戏台、嘉荫堂和仰熙殿等，套院相接，多而不乱，是文化气息较
浓之处。

好了，沈阳故宫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的讲解能给大家留下深
刻印象。

沈阳故宫导游词9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之一，也是举世仅存的满族风
格宫殿建筑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20xx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沈阳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沈阳故宫位于沈阳老城中心，初建时叫“盛京宫阙”，清迁都北京后又
称“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并被尊为“国初圣迹”。 它始建于16
25年（后金天命十年），基本建成于1636年（崇德元年），是清太祖努
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福临也在这里继位称
帝，改元顺治，并于当年入关，统治全国。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康熙、
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曾先后10次“东巡”盛京祭祖，都到此“恭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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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驻跸处理朝政和举行盛大庆典，并有所扩建。沈阳故宫是清王朝
定鼎中原前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也是清统一全国后东北地区的政治
和经济中心。最后完成于1783年（乾隆48年）。

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100余所500多间。按其布局分为三
部分，即东路、中路和西路。东路建筑为努尔哈赤时期所建，有浓郁的
民族特色；中路建筑主要是皇太极时期所建，曾演绎过许多历史故事；
西路建筑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储藏《四库全书》而闻名。

[东路]

沈阳故宫东路建筑主要包括大政殿和十王亭。从建筑形式上看，它们都
是“亭子式”建筑，好像11座“帐殿”依次排列在广阔的广场中。这种
建筑形式脱胎于女真民族戎马生涯中的帐殿，是游牧民族“帐殿”制在
皇宫建筑上的反映。 大政殿俗称八角殿，又叫“大衙门”、“笃恭殿”
。它外高18米，是一座八角重檐攒尖顶“亭子式”建筑。大政殿作为17
世纪初的建筑杰作，融汇了满、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的艺术风格，
是沈阳故宫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十王亭又称“八旗亭”，在广场两侧呈八字形排开，每边5个。从北自南
，东边分别为左翼王亭，镶黄、正白、镶白、正蓝旗亭；西边为右翼王
亭，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旗亭。左右翼王亭是当时左右翼王办公的
地方。八旗亭是八旗旗主办公的地方，也是在大政殿举行朝会和典礼时
各旗官员集结之处。这种建筑形式是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军政体制在宫
殿建筑上的反映。（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政治制度??
）

[中路]

中路的宫殿，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
宫，两侧还有一些对称式的附属建筑。进入大清门，就进入了中路的第
一进院落，东有飞龙阁，西有翔凤阁。它们都是两层，为五间九檩硬山
式建筑，里面陈列着乾隆东巡时带到沈阳故宫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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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门俗称午门，也是就故宫的正门，为五间硬山式建筑，是当时文武
群臣侯朝的地方，也是清太宗皇太极接受群臣谢恩之处。当年，明朝著
名将领洪承畴、祖大寿等降清后，就是跪在大清门前谢罪和请降，受到
皇太极接见的。

崇政殿原名“正殿”，俗称“金銮殿”，崇德元年定名为“崇政殿”，
是沈阳故宫中路最重要的建筑。是清太宗皇太极日常处理军政要务、接
见外国使臣和边疆少数民族代表的地方。这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
件。1636年（天聪十年），皇太极在这里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大
清”；1644年（顺治元年）清迁都北京后，历代皇帝东巡驻跸期间都要
在这里举行谒陵礼成大典。

崇政殿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建筑，它最有特点的地方是殿顶的黄琉璃瓦带
绿剪边，现在殿内陈设的是按照乾隆东巡时的面貌设置的。贴金雕龙扇
面大屏风和金

龙宝座，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

殿外月台上东南角有“日晷”，它是利用太阳的投影和地球自转的原理
，借指针所产生的阴影的位置来显示时间的；西南角有“嘉量亭”，它
是我国古代的标准量器，含有统一度量衡的意义，象征国家的统一和强
盛。月台上还有四口大缸，都盛满清水以防火灾。古代称它们是“门海
”，象征缸中水多似海，可镇火灾，所以又称“吉祥缸”。

眼前这座建筑就是凤凰楼，处于“前朝后寝”的中间，建在3.8米高的青
砖台基上，是一座三层歇山式建筑，原名叫翔凤楼，是皇太极休息、宴
会和读书之所。清入关后，曾用以存放帝王的画像、行乐图及清初皇帝
的玉玺。凤凰楼正门上方悬挂的“紫气东来”金字横匾，是乾隆皇帝的
御笔，意识是大清朝国力强盛的福气是从东方的盛京来的，表达了清代
皇帝对祖先创业之地的顶礼膜拜。下层的门洞是连接台上、台下的通道
。凤凰楼既是后宫的大门，又是当时盛京最高的建筑，所以有“凤楼晓
日”、“凤楼观塔”等传称，并被列为盛京八景之一。 第三进院落南起
凤凰楼，北至清宁宫，东西各有二宫，是一组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建筑。
这就是皇太极的后宫，为皇太极和后妃们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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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宁宫原叫“正宫”，为五间硬山式前后廊式建筑，是沈阳故宫中最具
满族住宅特色的建筑。东一间是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及吉特氏的寝
宫，称“暖阁”；寝宫分为南北两室，各有火炕，又称“龙床”。1643
年（崇德八年）皇太极就在南炕上“端坐无疾而终”，终年52岁，后葬
于昭陵。西侧三间通连，北、西、南三面搭成相连的环炕，称为“万字
炕”，是帝后日常饮食起居及会见、宴请亲眷的厅堂。门开在东面第二
间南面，形如口袋，称为“口袋房”。清宁宫的烟囱在清宁宫的后面，
从地面垒砌，略低于房脊，从正面看不见，非常的有特点，一会绕过去
就能看到。其“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的布局，反映了满
族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

索伦干在清宁宫正门前的庭院南端，满族人称它为“神杆”。木杆下方
上圆，底部镶有石座，顶端安有锡斗，全部用红漆涂染。它是满族人用
来祭天用的。祭天时，在锡斗内放上五谷杂粮或猪的杂碎，以敬乌鸦，
这反映了满族萨满教的灵禽崇拜观念，据说也和乌鸦救主的观念有关。

清宁宫两侧的东西配宫，都是皇太极和妃子们的居住之所。东配宫有关
雎宫，衍庆宫，西配宫有麟趾宫和永福宫。四宫中以永福宫最为著名，1
638年（崇德三年），清世祖福临就出生在永福宫。

[西路]

沈阳故宫西路是为了适应皇帝东巡的需要而增建的一组建筑，主要有文
溯阁、戏台、嘉荫堂和仰熙斋，套院相接，多而不乱，有较浓的文化气
息。

文溯阁建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至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为西
路建筑中的主体建筑，是仿照明代浙江宁波大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
修建的，专门用来收藏乾隆时期的编撰的大型图书《四库全书》，也是
全国存放《四库全书》的著名七阁之一。阁名是乾隆钦定的，因位于其
“祖宗发祥之地”盛京，所起取“溯源求本”之意名为“文溯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结构严谨，是我国古典文献中的
珍贵遗产，对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四库全书》共缮写7
部，其中一部就藏在“文溯阁”。1966年10月，基于备战考虑，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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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四库全书》等秘密运至兰州，有移交到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文溯阁
是硬山式建筑，面阔6间，外面看是重檐2层，在里面看则是3层，明显带
有江南建筑的风格样式。与沈阳故宫的其它建筑不同，文溯阁顶盖上用
的

是黑琉璃瓦绿剪边，这在沈阳故宫中是独一无二的。根据五行八卦之说
，和代表水，书最忌火，以黑瓦为顶象征以水克火之意。

文溯阁后为仰熙斋，是皇帝读书之所。阁前宫门外有嘉荫堂，左右有出
廊，南面有戏台，是乾隆、嘉庆时期皇帝东巡赏戏的场所。

沈阳故宫导游词10

沈阳故宫按照建筑布局和建造先后，可以分为3个部分：

东路——为 努尔哈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于一六二五年开始创
建，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八旗大臣办公的地方。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
尖式建筑，殿顶满铺黄琉璃瓦且镶绿色剪边，十六道五彩琉璃脊，大木
架结构，榫卯相接，飞檐斗拱，彩画、琉璃以及龙盘柱等，是汉族的传
统建筑形式;但殿顶的相轮宝珠与八个力士，又具有宗教色彩。大政殿内
的梵文天花，又具有少数民族的建筑特点。在建筑布局上与十大王亭组
成一组完整的建筑群，这是清朝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具体反映。

中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
五年建成，是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凤凰楼于1627年—1
635年建成，是当时皇帝进行政治活动和举行宴会的地方。清宁宫修在三
点八米的高台上，是五间硬山前后廊式建筑，在东次间开门，寝宫和宗
教祭祀连在一起，西屋内三面火炕和火地，窗从外关，烟筒设在后面，
这是满族的建筑特点。这些宫殿镶嵌的龙纹五彩琉璃，栩栩如生，雕刻
彩画精致生动。中路为清太宗时期续建的大中阙，包括
大清门、崇政殿、 凤凰楼以及清宁宫、 关雎宫、衍庆宫、 永福 宫等。

西路——戏台、嘉荫堂、文溯阁和仰熙斋等，于一七八二年建成，是清
朝皇帝“东巡”盛京(沈阳)时，读书看戏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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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建筑设计和布局，反映了皇帝的所谓“尊严”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
度。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封建统治者建筑这样规模的宫殿，给劳动人
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驱使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农民，日以继夜的
劳动，木材要到浑河上游的丛山峻岭的原始森林去砍伐，砖瓦要从三百
多华里的海州(今辽宁省海城)烧制，耗费无数人力畜力运到沈阳。故宫
的每座殿宇，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都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
修建这座宫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无法统计，仅用砖瓦一项就折银六十八
万两，约合当时四十五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沈阳故宫博物院不仅是古代宫殿建筑群，还以丰富的珍贵收藏而著称于
海内外，故宫内陈列了大量旧皇宫遗留下来的宫廷文物，如努尔哈赤的
剑，皇太极的 腰刀和 鹿角椅等。

沈阳故宫导游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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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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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

沈阳故宫导游词12

各位游客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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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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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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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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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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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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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故宫导游词13

各位游客们，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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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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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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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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承帝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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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
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时便将
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了八旗制度和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主的思想。因而构成了大政殿
、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沈阳故宫导游词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今天我们参观的是沈阳风景名胜之一的“沈阳
故宫”

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是清朝入关前清太祖努
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创建的皇宫。又称“盛京皇宫”。清朝入主中原
后改为陪都宫殿和皇帝东巡行宫，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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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设在沈阳“井”字形大街的中心，分为三部分：东路为努尔哈
赤时期建造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为清太宗时期建造的大中阙。西路
是乾隆时期增建的文溯阁等。

现在就让我们从东路开始游览吧!

东路的大政殿是一座八角重檐亭式建筑。正门有两根盘龙柱，以示庄严
。大政殿用于举行大典。十王亭则是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事的地方。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路。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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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福宫等。崇政殿俗称“金銮殿
”，全是木结构，五间九檀硬山式，辟有隔扇门，前后出廊，围以石雕
的栏杆，此殿是清太宗日常临朝处理要务的地方。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路。西路是以文溯阁为主体，前有戏台、
扮戏房、嘉荫堂，后有仰熙斋、九间殿。文溯阁是六间二楼三层硬山式
建筑，是专为存清代百科全书而建的。

沈阳故宫博物院不仅是古代宫殿建筑群，还收藏了大量宫廷文物。

好了，先说这些，请大家细细欣赏

沈阳故宫导游词15

大家好!我是小吴，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始建于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清世祖福临也曾在这里继位，改
元“顺治”、并于当年入关，统治全中国。沈阳故宫占地6万多平方米，
全部建筑计300多间，共组成20多个院落。按其布局，可分为东路、中路
和西路三大部分。我们计划游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游览，现在我们已将
到了，大家下车，先听我说几句。

首先，我告诉大家，注意的事项。第一，大家要紧跟我身后，不要走丢
了。第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如果找不到了，请拨打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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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要乱扔东西，讲卫生。第四，保持安静，不要大喊大叫。好了
，出发了。

沈阳故宫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北京故宫的最完整的皇宫建筑。在建筑艺术
上承袭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集汉、满、蒙族艺术为一体，具有很高
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大家看，这座占地六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始建于625年，建成于1636年，
全部建筑90余所，300余间。清朝进关后对盛京皇宫又进行了保护和扩建
，到乾隆时基本形成今日规模。

大家看，沈阳故宫那金龙蟠柱的太政殿、崇政殿，排如雁行的十王亭、
万宇炕口袋房的清宁宫，古朴典雅的文朔阁，以及凤凰楼等高台建筑。
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绝无仅有;那机富满族情调的“宫高殿低”的建筑
风格，更是“别无分号”。

沈阳老城内的大街号“井”字形，故宫就设在“井”字形大街的中心，
占地6万平方米，现有古建筑114座。主要建筑有大政殿，十王亭、大清
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文溯阁等。 大政殿是用来举行诸如颁布
诏书、军队出征、迎接将士凯旋和皇帝即位等大典的地方。十王亭则是
左右翼王和八旗大臣办事的地方。这种君臣合署办事于宫廷的现象，体
现了创业初期君臣平等的历史，也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君臣平等的延
续。到了入关后，从北京故宫开始，这种平等被逐渐打破，最终形成了
高高在上的君王。

中间高耸的建筑是沈阳故宫里唯一的烟囱。故宫里每一个房间的炕火都
从地下的通道汇聚到这个烟囱里，这是他们一统天下的思想的象征。这
个烟囱共有11级，最上面一级只有三块砖构成。导游说，这个一统天下
的烟囱反而成了清朝的谶语：清朝共有11位皇帝，最后的宣统帝只做了
三年江山，就是那三块砖的预示。想当年努尔哈赤在修建这个一统天下
烟囱的时候，如果早知如此，肯定会加多几层吧?!

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三个小时后在这里准时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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