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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导游词

 

龙门石窟导游词1

亲爱的游客们

今天有幸陪大家一道参观龙门石窟，我感到很高兴。这里就是位于中原
地带的九朝之都洛阳。龙门石窟就在距洛阳南十二公里之处，是世界上
著名的石刻艺术之一。20xx年11月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
门石窟南北长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1300多个石佛。现在我们来到
是奉先寺。奉先寺是龙门石窟最大的一个窟，长宽各30米。奉先寺的不
平凡，在于中间那尊巨大的卢舍雕像，它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
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这尊佛像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
部稍低，它和奉先寺的雕像群行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龙门石窟的另一个著名洞窟------宾阳洞。洞内有11尊
大佛，有的婀娜多姿，形象通直；有的高鼻大眼；体态端详；有的形态
自若；有的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发动
佛洞。

参观过了宾阳洞，我们再去南边的万佛洞看看，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
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有15000多尊，洞中
佛像也是姿态不一，神态各异，十分传神������

哦，龙门石窟不知不觉就参观完了，我也不多说了，大家有时间去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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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导游词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龙门石窟，很高兴能为大家服务，我是青春旅行社的导游
，姓王，大家叫我小王就行了。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非常高兴能陪同各位欣赏它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共度这段美好时
光。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处的伊水河畔。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
，壮若门阙，因而古称“伊阙”。自古以来“龙门山色”被誉为洛阳八
大景之首，是洛阳最好的风景区，2000年11月30日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家请往前走，现在就来到了宾阳三洞。宾阳三洞分三个洞：宾阳中洞
、宾阳北洞和宾阳南洞。我们先看宾阳中洞：宾阳中洞原为北魏雕凿，
由于宫廷发生内乱而止。故半途而废，该洞是北魏至淌初的过渡洞。该
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主像是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高8米多，
脸型稍长、嘴唇厚大、颈有横纹、胸部隆起。木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
中左侧的迪叶雕像，刻工十分逼真。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严谨持重
、深谙世故。左右弟子外侧侍立的菩萨，披巾、璎珞厚重，造型古朴、
典雅，具有北魏的风格。在动内的四壁上布满大小50余个佛龛，其中有
隋大业和唐贞观年的佛龛多个。

再往北走，就来到了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
阿弥陀佛，高进10米，结痂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称作“施无畏印
”即天地之间惟我独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后站在莲花上，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左右两侧南北浮雕二天
王。其造型威武，刚强有力。

再往南走，就来到了宾阳南洞。宾阳南洞体现的艺术风格，上承北魏时
期的刚健雄伟，下启盛唐时期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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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游览就要结束了。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度过这美好
的时光。对我今天的导游有什么不满意，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祝你们
玩得愉快，再见！

龙门石窟导游词3

各位游客，我是你们的导游，很荣幸今天能为大家服务。

我们今天要去游览的龙门石窟了，它可是河南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的景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家旅游局首批5a级景区
，可谓来头不小啊！

说起“龙门”，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伊阙”。这名字从何而来呢？整
个龙门是由两山组成，一山为香山，一山为西山，两山东西对峙，伊水
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故称“伊阙”，那为什么又叫“龙门
”呢？因为伊阙刚好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古代帝王又以真龙天子自称，
凡是与皇帝挂上钩的都要带一个龙字,皇帝的衣服叫龙袍,皇帝的身体称龙
体,皇帝住的地方叫龙亭,那么,位于皇宫龙亭南边的门呢自然就被称为龙
门了。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
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
库。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碑刻2800多块
。造像以北魏、隋、唐为主。北魏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隋唐占百分之
六十左右。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莲花洞。这里为什么叫“莲花洞”呢？听
我给大家解释：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
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高浮雕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佛教象
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
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主尊
释迦牟尼正为他的两个弟子迦叶和阿难讲经授法。在莲花洞中还有一大
奇迹就是在洞窟的南壁上雕有仅二厘米的小佛像，且这些小佛像个个五
官清晰，栩栩如生。在坚硬的石壁上雕刻如此小的佛，而又刻得如此精
工细作，确实为龙门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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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奉先寺，它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
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这寺里有我们龙门石窟中最大
也是最宝贵的佛像，不过见这个国宝可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得爬几十级
的台阶，大家慢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奉先寺的布局：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另外还有两个供养人，共十一尊。。主佛
为“卢舍那大佛”。卢舍那大佛全像通高17.14米，其中头部高4米，就
连耳朵都1.9米高。

一般说来，在佛学的教义里，佛、菩萨均为男性，而在龙门奉先寺的主
佛卢舍那大佛却女性化，这是武则天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别出心裁，当
时武则天曾以皇后的名义捐助了两万贯的脂粉钱用来修建洞窟，可谓是
最大的股东了，设计师则大胆地突破了宗教和礼教的“仪轨”束缚，按
照“佛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说法，将卢舍那大佛塑造成中年妇女特
有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它无论从相貌或神情都与武则天很是相像，可
以这么说，卢舍那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武则天形象的化身。您看她
的双眼稍向下俯视，目光恰好和礼佛朝拜者的仰视目光交汇，使你感觉
佛好像远在天边，又好像近在眼前，这样可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由
此可见设计者的匠心和卢舍那大佛艺术魅力所在。奉先寺的`整个布局，
使人感觉象是皇帝在宣召文武百官的场面。俨然一个“佛国朝廷”。从
艺术上看，奉先寺造像布局谐调均称。大佛像五官刻画合乎比例，这一
巧夺天工的辉煌成就，具有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是唐代宗教艺术的概
括，是我国雕刻史上伟大范例之一。

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龙门石窟主要洞窟的讲解就先告一段落。
现在给各位留一点时间照相。待一会儿我们过龙门桥，跨过伊河，到河
对岸观赏龙门西山的全貌。谢谢各位的支持！

龙门石窟导游词4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xx。

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闻名中外的龙门石窟。请听好这次旅游的注意
事项：1、为了保持景区优美的环境，请不要在景区内乱丢垃圾和随地吐
痰。2、请不要在景区的墙上、树上刻字或写字。3、请记住：除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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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希望大家在我的带领
下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也是一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
观。因为这里环境清幽、气候宜人，所以还被列入了洛阳八大景之冠。

下面，就让我来讲一讲龙门石窟的传说：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
大片烟波浩淼的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
湖里打渔，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
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
给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他，如果再听到的话就回答：“开！”谁
知一声未了，山崩地裂，龙门山倾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裂口倾
出，奔腾咆哮地绕过洛阳城，一泻千里流向东海。水流之后，两山的崖
壁上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隆，窟窿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目
秀，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
了。听了龙门石窟的传说，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请大家跟随
我一起去游览一下龙门石窟内部的美丽景色。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龙门石窟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窟——潜溪寺。它高
、宽各9米多，深近7米。大约建于1300多年前的唐代初期，你们相信吗
？看！阿弥陀佛正端坐在须弥台上呢！看起来慈祥极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莲花洞，它因为窟顶有一朵大莲花而得名。莲花是佛教
的象征物，意为出污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窟顶多以莲花为装饰，
不过，像莲花洞里这种精美的大莲花，在龙门石窟一点儿也不多见。

龙门石窟中的景色就介绍到这里，剩下的需要游客们自己去细细游赏，
谢谢大家！

龙门石窟导游词5

尊敬的各位游客：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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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能为大家做导游！我们今天游览的景区是龙门石窟。我想，您也
许游览过风景秀丽的颐和园，观赏过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可今天游览
的龙门石窟，会给我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龙门石窟始建于498年，也
就是北魏时期，虽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经过后人的修整
，至今仍保存得很完整，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很高的艺术
价值。请各位在遵守规则、保持清洁的前提下细细观赏。

现在，我们已来到西山石窟脚下，前方的洞穴叫万佛洞，两旁洞壁上密
密麻麻地排列着无数个小佛，说它是万佛洞，可真是名副其实。这些小
佛大的有三四厘米高，小的却只有两厘米高，别看它们个头小，却都雕
刻精细，排列整齐，虽然数目很多，但却排列得井然有序。这些精美的
艺术品，都是古代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大家一定要慢慢地欣赏，细细
地品味。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龙门石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奉先寺，这里有九
尊佛像，中间一尊最大的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他的
雕工极为精湛，大佛坐姿端正，面容慈祥，双耳垂肩，就连衣服的褶皱
，皮肤的纹理都雕刻得清晰可见。其他八尊佛像也都身材高大，形态各
异。总体看来，奉先寺洞穴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再加上周围淡淡的薄
雾，更是显得神秘莫测，真不愧是神来之笔呀！

龙门石窟有佛像十万余尊，佛洞两千多个，我们已经欣赏完了。再回头
看一看这美丽的景观吧，是否还有些依依不舍呢？

龙门石窟导游词6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实验小学的导游员，姓丁。大家可以叫我小布丁
，今天，我将陪大家共同进入名胜古迹的龙门石窟，希望这一次的讲解
能让您有一段深刻的印象。

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12.5公里，从北魏太和
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窟、大同云岗石窟
，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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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在春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
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
又称龙门。

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直，或是天然形成的石洞，
用以藏身或贮藏食物和东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利用天然石洞描绘
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然而以石窟寺的现象出现并作为佛教信徒、僧侣
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

由于山林的幽静、神秘、石窟的冬暖夏凉，依山雕凿石窟比用砖石筑的
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在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
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的边疆和内地
，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成为我国的一
种特有的雕刻、彩绘工艺。我们今天要看的龙门石窟就是我国众多寺群
中的瑰宝之一。

各位朋友，我们在龙门石窟参观约用1.5—2小时的时间，在此，我们每
分钟可以看到1000余尊大大小小的佛像。据1962年龙门文物保管所统计
，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佛塔40余座，造像题记
碑文约2870多块。造像以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为主。北魏约占
百分之三十左右，隋唐占百分之六十左右。龙门石窟最大造像为奉先寺
的卢舍那大佛。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有7
个大型洞窟。

游客们，今天的游览就要结束了，希望这段美好的时光能个您留下美好
的回忆。

龙门石窟导游词7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欢迎参加我们的旅行社，我叫张程渲，大家叫我张导好了，马上就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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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目的地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终点站——龙门石窟。龙门石
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它是我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那里又分为两个巨
大的石窟：东山石窟和西山石窟。

其中最为壮观的要数西山石窟⋯⋯到站了，游客们请跟好我，不要跟丢
了，瞧，那就是西山石窟，非常美丽。我们先往这边走，看，这叫作潜
溪寺。它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呢？因为潜溪寺下面有源源不断的溪
水而得名。这个里面的主佛为菩萨，佛像旁跟着二弟子，二菩萨，二天
王等。咱们再往前走走⋯⋯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叫宾阳洞，又称宾阳
三洞，分别是北洞，中洞。南洞三个洞。

接下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最有名的地方——奉先寺。卢舍那佛最有名
，他身高一丈多，真是极品。

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破坏文物。乱扔垃圾，再见！

龙门石窟导游词8

各位游客大家好!

  今天就让我给大家当一次导游，我姓王，可以叫我小王导游，下面让
我给大家说一说龙门石窟的美景吧!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
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以成为游龙
门的第一景观。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
，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
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一公里，共有97000
余尊佛像，最大的佛像高达 7。 4米，最小仅有2厘米。

大家都累了吧!到我这边的椅子上座下歇会，我给大家讲一个龙门的传说
吧!

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片烟波浩淼的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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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打鱼，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
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声音，回
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她，如过在听到就回答“
开”谁知一声末了，山崩地裂，龙门山立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
中倾出，奔腾咆哮地流过洛阳城，一泻千流向东海，水流之后无数清泉
从山崖石中迸出，为芳池泻为飞瀑。两山的崖壁上出现无数蜂窝似的窟
窿，窟窿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
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了。

游客们，湖的那边有很多景观比如白园、白居易、武则天、万佛洞，莲
花洞等景观。

谢谢大家!今天游龙门石窟结束了好好休息，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旅游，再
见!

龙门石窟导游词9

游客们，你们好!我是xx旅行社的导游小x，我们现在位于洛阳市的龙门
石窟，由我带领大家进入龙门石窟窟内，愉快的龙门石窟一日游开始了!

龙门石窟的发现年代、建造年代十分复杂。龙门石窟由成千上万个洞窟
组成，有潜溪寺，有莲花洞，有药方洞，有古阳洞，还有香山寺、白园
、万佛洞，数也数不清。

我们先来看看莲花洞，“莲花洞”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头的。您看，窟顶
雕刻着一朵硕大精美的高浮雕莲花，“莲花洞” 这名字就是根据这朵莲
花取的。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思为：出污泥而不染。洞内有一佛
二弟子二菩萨。您能看见，左侧弟子的头部没有了，是因为头部早年被
盗，现在只能在法国吉美博物馆里见到了。大家看莲花洞南壁上方，有
一个个小小的佛像，它是龙门石窟最小的佛像，仅有2厘米高，这些高不
盈寸的小千佛栩栩如生，可以想到，当时的雕刻技艺是多么精湛啊!

看完莲花洞，我们又来到了药方洞。药方洞因窟门刻有诸多唐代药方得
名。它始凿于北魏晚期，经东魏，北齐，到唐代仍有雕刻，药方洞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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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药方。

龙门石窟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除了极少数的佛像外，大多数佛像
的头部均遭到破坏，难以其整体造型。但是剩下的部分足以说明艺术水
平之高超、神态之曼妙，我希望大家好好保护这些文物。

龙门石窟还有个传说呢。相传远古时期，洛阳南面有一大片烟波浩淼的
湖水，周围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捕鱼。村里
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来“开不开”的
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想了想，告诉他，如果再
听到这种声音就回答“开”!谁知一声未了，天崩地裂，龙门石窟顷刻从
山中间裂开，湖水顷出，奔腾咆哮着绕过洛阳城，流向东海。水流之后
，龙门石窟就出现了。

游客们，愉快的一天就这么快结束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哟!让我们下次
再见!

龙门石窟导游词10

亲爱的游客们：

今天有幸陪同大家一道参观龙门石窟，我感到很高兴。这里就是位于中
原地带的“九朝之都”———洛阳。而龙门石窟在距洛阳南十二公里之
处，是世界上著名的石刻艺术之一。

现在从我们眼前流过的是奔腾的伊水。桥上有陈毅同志亲笔所题的刚劲
有力的“龙门”两字，它标志着龙门已回到了勤劳勇敢的人民手中。

沿壁而走，我们现在已经进了千佛洞。洞有一间屋大小，高三四米。不
论四壁还是洞顶，满是高约二十厘米的小佛像。佛像上下头脚相连，左
右并肩而坐，相貌相同，神态安详。抬头望洞顶，那一个个佛像如夏日
群星，令人眼花缭乱。

千佛洞已参观完，我们现在走出洞。大家看，那穿着各色服装的游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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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水势修筑的石梯上下穿行，远远望去，犹如一条伏在山间小道上磷光
斑斓的巨龙在蜿蜒蠕动。“巨龙”给这纯然一色的千年古地增添了无限
的生机。

现在大家又望见了川流不息的伊水。它仍在哗哗地流淌着，好像在憧憬
着未来，由仿佛在说：朋友们，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出成千上万
驰名中外的现代化“龙门”吧！

关于龙门石窟的导游词5

大家好！欢迎光临世界遗产———龙门石窟，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黄
钧，大家可以叫我小黄，很高兴为大家服务。现在我带大家去龙门石窟
游览，跟我来吧！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12公里处，是我国的5A级景区，与莫高窟和云冈
石窟称为我国三大石窟，20xx年11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
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471年—477年），历经400余年才建成，迄今已
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个，佛像97000
余尊。

现在，我们来到了奉先寺。看！这里有九座大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大
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这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
。9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如弯月，附着一
双秀目，微微地凝视下方，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和的笑容
。

各位游客们，这里就是古阳洞了。传说，老子曾在这儿炼丹，所以古阳
洞又称老子洞。古阳洞是由天然的石灰岩开凿成的。主佛为释迦牟尼，
着双领下垂式袈裟，面容清瘦，眼含笑意，安详地坐在方台上。

游客们，现在你们可以自由地去游览龙门石窟，记得要时刻保护文物哟
！

龙门石窟导游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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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炫光旅行社的程导，今天我们要去龙门石窟。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的洛阳市，洛阳是
中外闻名的古城。

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邻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12.5公里，从北魏太和
十九年开凿，至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他和郭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
窟。共同组成了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或是天然形成的洞，用来藏身或
藏食物。

龙门石窟的雕刻，有个不可忽视的自然形象条件，伊水两岸的山崖都属
于古生代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层，其石质坚硬，结构紧密，不易风
化和大面积脱裂。

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龙门石窟导游词12

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不思議な龍門洞窟へようこそ。何懿と申しま
す。みんなと一緒に龍門洞窟を見物して、一緒に観光の楽しみを体験
します。龍門洞窟は洛陽市の南の12.5キロのところにあります。そこ
の青山は青々としていて、東西に対峙しています。伊水の両岸と東西
の二つの山の絶壁に、美しい風景画のように密集しています。龍門洞
窟は北魏孝文帝の洛陽遷都(494年)年に始まり、東魏、西魏、北斉、北
周、隋、唐、五代、北宋の諸朝の500年余りの大規模な建築を経験しま
した。大小の洞穴の間を蜂の巣のようにして、伊水両岸の絶壁に密布
して、南北は1キロメートル余りに及んでいます。1962年龍門洞窟文化
財保管所の統計によると、二つの山は現存する洞穴の間2100余り、像1
0万余り、最大の像は17メートル余り、最小のものは2センチしかない
。造像記念碑と石碑碑碑は2600元ぐらいで、仏塔は40余りある。びっ
くりしました。龍門洞窟は彫刻史において非常に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
います。巨大な像は東方彫刻の典型です。特に石窟の中の空を飛ん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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り、雲の中で自由に飛び回ったり、聖果を手に持って空を飛び舞った
り、楽器を演奏したり、花や雨を撒いたりして、姿がしなやかで、表
情が優雅で、感嘆させられます。龍門洞窟の山紫水明は昔から人々が
見物する名所でした。歴代の文人学士が龍門洞窟の風景を描いた詩に
ついて千百編あります。李白、白居易、欧陽修など多くの有名な詩人
が詠みました。唐代の詩人、白居易はかつて言いました。「洛陽の四
塞山水の勝利は、龍門洞窟が初めてです。」だから龍門洞窟は毎年多
くの国内外の観光客を引きつけています。彼らは皆帰りを忘れて，夢
中になっている。龍門洞窟に来たら、必ず以下の点に注意してくださ
い。2、危ないところに遊びに行ってはいけません。3、文化財を保護
するために、壁に落書き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龍門洞窟に行ったら、
ゆっくり見物してください。

龙门石窟导游词13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相遇，大家一路走来，旅途辛苦了。
首先，我代表我们XX旅行社热烈欢迎大家来龙门石窟旅游观光，！我是
XX旅行社的导游XXX，大家可以叫我x导，或小x，你们感觉怎么叫合适
、怎么叫顺口就怎么叫吧。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司机李师傅，李师傅是一位驾驶经验非常丰富的老
司机，所以，坐在他的车上大家就尽情的享受沿途的风光吧！

佛家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前世1000次的回眸换
来今生的相视而笑。”今天，大家有缘在同一辆旅行车里，并要相伴度
过一天的时光。所以，此时此刻，请各位再一次的回头同周围的人彼此
认识一下，那也请各位在接下来的旅游过程中珍惜这份来之易的缘分相
互照顾，相互关心，让这次旅程给我们留下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朋友们，下面我讲一下注意事项：路上的车特别多，所以，为了大家的
安全，请不要您的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免被擦伤。把垃圾呢，放在座
位旁边的垃圾篓里。不要向窗外仍果皮纸屑等杂物，要是保持道路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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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果有人容易晕车，请坐在前排座位上，或靠近窗户的位置。也可
以吃两片随身携带的晕车药。车前面放的有纯净水，需要的话，我给大
家送到座位上。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洛阳吧！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八大
古都中建都最早的城市。历史上先后有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是中国古
都中，经历朝代最多的城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洛阳一直是我国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司马光曾说：“若知古今兴废事，请君
只看洛阳城”。洛阳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说到洛阳，就
不得不说咱们洛阳的牡丹，自古就有“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历史
上曾有无数文人写诗赞美牡丹，“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是李正封
赞美牡丹的诗句。刘禹锡说得好：“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这些美妙的诗句道尽了牡丹的国色天香、雍容华贵。从1983年起，
洛阳每年4月至5月举办牡丹花会，吸引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纷至沓来
。花会期间，牡丹们一个个竞相怒放，谁也不服谁，那场面真是壮观的
很呐！

民以食为天，洛阳最有名的菜，莫过于洛阳水席啦，它是洛阳一带特有
的传统名吃。它有两个含义：一是全部热菜都有汤；二是洛阳水席吃完
一道，撤后再上一道，向流水一样不断地更新。这一回来洛阳，大家千
万不要忘了品尝一下洛阳水席奥。

朋友们，下面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石窟。它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
艺术宝库之一。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雕凿，历经400多年的雕刻，
现存窟龛2345个，碑刻题记2800余块，佛塔40余座，造像达10万余尊。
两山窟龛的造像，因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而闻名于世
。龙门石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
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龙门石窟导游词14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去参观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现在，我将龙门
石窟的大致情况向大家做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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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始开凿，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
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还是我国著名
的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中有许多的石窟，大大小小。据统计，现存
大小窟龛两千八百多块，佛塔七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
八百多块。有名的石窟有火烧洞、老龙洞、药方洞、莲花洞。洞中有慈
祥的观音、高大的佛祖、凶恶的门神、美丽的仙女。

龙门石窟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它凝结了中华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龙门石窟导游词15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白云旅游团的导游—张珑漪，希望大家在我的解说和陪同
下，度过开心快乐的一天。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石窟的位置。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部的伊
河两岸，那里有许多洞，洞里的石窟密的一个挨着一个，不留一点空隙
。您要是想知道更多，那就跟我来吧！

好了，参观时间到，请大家跟着我第一个洞—宾阳中洞去看看吧！宾阳
中洞里的石窟有大有小。姿态不一，有的遥望远方，好像在观看风景；
有的手握兵器，非常凶猛；有的双手合拢，好像在念经。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万佛洞。万佛洞像一个凹进去的大圆盘，里面最
大的佛像有３０米高。它盘坐在一个巨大的荷花上，眼神慈祥，嘴角留
露出一丝微笑，好像在守护着洛阳市。

最后，大家跟我来到的是宾阳南洞。宾阳南洞里的佛像非常密，一个挨
一个，密的不留一点空隙。这里的石窟上有几十朵荷花，荷花雕刻的栩
栩如声，像真的一样，这么多荷花，一多压这一朵，显得很拥挤。

好了，我们的旅游到此结束，在下次的旅游中，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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