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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圈导游词

 

鲅鱼圈导游词1

各位游客们，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素有“渤海明珠鲅鱼圈，中国北方亚龙
湾”职称的鲅鱼圈区，它位于营口市南部，即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沿海十大港口之一的营口港坐落于此，是
东北腹地最近、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营口市鲅鱼圈区，又名营口经济技
术开发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位于渤海辽东湾东北岸距市区67公里。面
积268平方千米,常驻人口43.1万(2012年)这里依山傍水，海阔水深，气候
宜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这里还有一个神话传说故事：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鲅鱼圈是个小渔村，
海岸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月牙形，而是近乎一条直线。传说一位后生在打
鱼时，遇到了海风，翻了船;起初，那颗避水珠含在嘴里，可后来一张嘴
，避水珠就不知掉到哪里去了。后生乞求着鲅鱼公主，公主非常喜欢后
生的那只笛子，便说：“你就把那只笛子送给我吧。”

后生一口答应：“行!我保证于八月十五那一天，拿着笛子在海边上等你
。”鲅鱼公主将后生背出来，藏在自己的后花园;然后喊来众姐妹，在渤
海里为后生撒开人马，找那颗失落的避水珠。八月十五这天，后生架着
横笛，一个曲子连着一个曲子地吹。再过一会儿，这只笛子就要送给鲅
鱼公主了，自己再也吹不着了，他有些恋恋不舍。后生正吹得起劲的时
候，一位邻舍的老渔夫，突然惊喜地喊道：“后生，你来看，开天辟地
。”后生顺着渔夫的手指往海里一看，可了不得了，满海的鲅鱼背，一
个挤一个，黑糊糊，干压压，一个个正朝岸上张着圆嘴，大概是高兴地
随着笛声唱歌吧，因为鲅鱼公主一会儿就要得到笛子了。可是，老渔夫
劝着后生，道：“你把笛子给她们，她们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后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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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给呀!”说完转身远去了。时间到了，鲅鱼公主等后生前来交笛，
可后生没过来;时间过了，公主仍等后生前来交笛子，可后生仍然没过来
。公主一看，后生根本没有交笛子的意思，回头给众姐妹一个信号，接
着是一阵排山倒海般怪叫，齐声咒骂后生言而无信。

后生揣着横笛，转身往家走。鲅鱼们急了眼，只听公主一声令下，“咯
吱，咯吱，咯吱”几百万条鲅鱼一齐吞吃海岸，想追上后生，把后生吞
掉。然而，尽管海岸被啃去了一大块，成为月牙形的海湾，水边上躺着
一条挨一条的鲅鱼，形成多半个圆圈。那个老渔夫走后驾起船，操鲅鱼
后路下了网，想从中发了个大财，没想到鱼多力量大，又在气头上，大
家一使劲，把网给带跑了，网把船拽翻了，老渔夫淹死了。鲅鱼圈区地
处暖温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全市96公里长的海岸线，
浪缓滩平，水清沙净，是天然的浴场和水上赛场，被誉为国内外少有的
“金沙滩”。

鲅鱼圈有著名的景点熊岳树木园，熊岳树木园是我国植物园中建园最早
、引种北方树种最全、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树木标本园，素有“亚洲袖
珍标本园之称。园中奇花异树，千姿百态，蔽空绿荫下木香穰郁，令人
有自然之感。

现在我就带大家游览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

鲅鱼圈导游词2

鲅鱼圈山海广场景区由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渤海明珠观景台、668
米浅堤五部分组成，占地月40万平方米。鲅鱼圈渤海明珠观景台高40米
，占地1256平方米，其中有条悬臂长65米，里边是一个能容纳1000平方
米的舞台和700余个座位的小型演艺场。观景台用钢9000余吨，花费人民
币9000万元，他面朝大海背靠敬母圣地望儿山，是一个含珠待放的贝壳
形状。他的落成彰显了我们鲅鱼人民的智慧，同时也寓意着我们鲅鱼圈
犹如含珠待放的一颗璀璨明珠，会更加的熠熠生辉。站在观景台鲅鱼圈
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吹着习习的海风，让人十分的惬意。顿时觉得心胸
开阔。站在观景台上可以近距离观看鲅鱼公主雕塑。非常的大气，它高6
0米，通体为不锈钢材质，外饰面11米以下为混凝土和沉箱结构，内部支

                              2 / 21



www.SanrenWenku.com
 

撑体为钢结构。用钢600余吨花费6000万余元。是鲅鱼圈的守护女神，为
海洋和陆地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

月亮湖公园地处红海河与二道河的交汇处，由人工堤坝蓄水而成的湖，
面积91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38万平方米。分为中央景观区、游乐区
、水上游览区、休闲度假区、沙滩景观五大部分。20xx年4月29日园区内
月光环项目竣工。月光环高30米，总投资3000万元，为大型钢结构骨架
，用钢350吨，通过光影效果，展示出了日月交替和月圆月缺，体现了鲅
鱼圈城市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月光环与鲅鱼圈公主雕塑渤海明珠观景
台成为鲅鱼圈特色的标志性景观！

鲅鱼圈导游词3

青龙山座落于xx市xx旗南部的青龙山镇，海拨1200米，山峰险峻，怪石
磷立，蜿蜒崎岖，景色怡人，真可谓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登上主峰，
您就会发现青龙山就像一条横卧的青龙，首尾相映，十分形象。相传龙
王的九子小青龙为拯救人间百姓，单独行雨施救而受到玉皇大帝严惩后
，毅然将其身骨化为垒垒青石变为青龙山脊，这就是青龙山名字的由来
。俯视青龙山，满目苍松翠柏，令人赏心悦目。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
富，有几百种名花异草及上百种药材和希的真菌，有鹰鹞、山鸽、山鸡
、野兔、野鹿等几十种飞禽走兽。一年春夏秋三季野丁香、山杏、百合
等竞想开放，香气袭人。传说这里的灵气是千年的灵芝和形成的人参带
来的，山中珍宝由两条大青蛇昼夜把守，古往今来，有多少郎中异士想
窃取宝物均未得逞。青龙山因此闻名四方。

青龙山上的青龙寺由老母洞、关帝庙、观音庙等组成，寺庙占地约800平
方米。青龙寺原名慈云寺，位于青龙山上，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清
代xx旗二十四座庙宇之一。相传慈云寺是由龙尾沟一魏姓人家主持修建
的，因观世音菩萨看中了这里景色秀美，意境肃穆，是天成的修道场所
，于是化身一女孩，被龙尾沟姓魏的人家捡回家中，不久满身生疮，久
治不愈。于是魏姓人家就让小牛倌背着送到青龙山洼遗弃。魏家人不知
，小女孩被遗弃山洼里后吃野果、饮泉水，很快身上的疮就痊愈了。半
月余，魏母思念被弃女孩成疾，蹒跚来到山里，正赶上大雾，恍惚中远
远听到钟鼓齐鸣，遥见半山腰上有一座庙，庙里有一个洞，女孩已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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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母坐在洞中。后魏父梦见老母点化他建庙，眼前是大锭黄金，再看远
处，一群山羊驼着砖往上爬如走平地。于是魏家人按照菩萨指点修建了
老母庙，后来为教化人们尽忠守义，又建了关帝庙。经过历年特别是近
几年的修建始成现在的规模。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的家乡最美丽最具传奇色彩的青龙山。

鲅鱼圈导游词4

来到青龙山脚下，抬头望去，印入眼帘的是一扇古色古香的青龙山大门
。

屋顶上的琉璃瓦闪闪发光，这扇大门的檐角微微地向上翘着，上面刻着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就像乘坐在弯弯的小船上赛龙舟。青龙
山大门的正中，镶嵌着铜制的五个大字“青龙山公园”。山上尽是郁郁
葱葱的大树，都把整个青龙山给盖住了!唯一可见的就是钢架的电视信号
接受塔，塔顶上的钢针长长的、尖尖的，直穿云霄。

沿着水泥阶梯上去，两旁密密地栽满了各式各样说不出名字的大树。因
为昨天刚下过雨，所以大树摇篮上躺满了调皮的小水珠儿。微风轻轻一
吹，水珠儿就争先恐后地落下来，树叶也微微地摆动着，似乎无数双小
手向我们招来。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了天然的遮阳篷。

继续往上走，就是一片大草坪。那草踩上去软软的，在草坪上打几个滚
，摔几个跤，累了就躺在草坪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闻闻泥土的芳香
，舒服极了!

走过大草坪，上去就是革命烈士塔，下面是一道青灰色条石筑成的大门
。大门两旁各栽了一棵参天大树，仿佛两个卫士守护着。两旁的大柱子
上写了一副对联，“碧海丹心折天宇，青山丰碑映春晖。”

走进大门，路两旁种满了常青的松柏，象征着革命烈士精神永垂不朽。
走到革命烈士塔前，上面高高地耸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下面是长方形
底座，正面是用白色大理石铺成的，上面有着滕清海爷爷的亲笔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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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步岛战斗英雄牺牲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两旁写满了革命烈士的姓名
，望着这些先烈名单，心中自然产生一种崇敬之情。

站在山顶上，家乡的景色尽收眼底。向东远眺，东港新城那一幢幢高楼
鳞次栉比。朱家尖大桥犹如一条长龙卧在东海上。海面上的渔船来来往
往，后面泛起一条条长长的白色浪花，还可以听见马达的响声。向西望
，拱形的鲁家峙大桥跨在大海上，把沈家门与鲁家峙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

望着家乡的新貌，我的心中不由升滕起一种自豪：腾飞吧，青龙!腾飞吧
，家乡!

鲅鱼圈导游词5

鱼圈区位于渤海辽东湾东北岸，距市区53公里。面积268平方千米,人口30
万(2004年)这里依山傍水，海阔水深，气候宜人，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良好的自然环境。1975年8月，交通部为了落实周总理关于“彻底改变我
国港口落后面貌”的指示，派出一个港口建设考察小组来到辽宁。考察
组沿着辽东湾走了一圈，一下子就被鲅鱼圈优越的建港条件吸引住了。
考察小组建议在鲅鱼圈建设新港。1978年7月26日，国务院批准了“鲅鱼
圈新港港口设计任务书”。1981年10月，交通部和辽宁省政府联合向国
务院报告，请求批准建设营口鲅鱼圈港区，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准。1982
年10月，鲅鱼圈港区的初步设计得到国家批准。1983年2月，鲅鱼圈港区
建设工程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根据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营
口港鲅鱼圈港区建设的需要，为适应改革开放，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营
口市鲅鱼圈区，成为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营口开发区依山傍海，属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气候温和、降水适中、光照充足、气候条件优越。景点：墩
台山风景区位于营口开发区新港东北侧，海拔133米，面对渤海，是鲅鱼
圈港背后依托的天然屏障。山上植被保护良好，生长着茂盛的松树、槐
树等树木。山顶有一座古代烽火台，修建于明代，现保护良好，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资源实体完整，基本保持原来形态与结构，同此，观赏
游憩价值较高，每年都有来自省内外及周边地区的游客旅游、观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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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季都可观赏到迷人的海滨风光、港口风貌，墩台古迹。

营口开发区的前身是原盖县鲅鱼圈乡，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营口
市鲅鱼圈区。1988年3月辽宁省委和省政府确定在鲅鱼圈区兴建出口加工
区，列为辽宁对外开放三个示范区之一。1990年8月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营口考察团建议，由营口出口加工区更名为营口新经济区。

鲅鱼圈导游词6

鲅各位游客们，欢迎大家来到的是素有“渤海明珠鲅鱼圈，下面我来介
绍一下鲅鱼圈。

鱼圈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鲅鱼圈的人烟稀少，墩台山下住一老翁，以耕田、捕
鱼而生，有一年夏天，老翁捕鱼一直都没有收获，只打上来了一些小鱼
，正当他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突然惊奇的发现在渔网中有一条小鱼在
向他苦苦哀求，老翁觉得于心不忍就将它放生了。

没想到这天晚上夜里，就有一个人领着一个少女前来致谢，原来这个人
就是海中的鲅鱼王，而老翁放生的就是鲅鱼王的女儿。为了表示谢意，
鲅鱼王向老翁传授打渔的方法，两人成为了挚友。一到有空的时候，鲅
鱼王就会来到岸边与老翁对饮赏月，谈天说地不亦乐乎，日子过得十分
的快活。突然有一天晚上鲅鱼王带着伤来到老翁家中，老翁大惊之下急
忙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是因为海域中有一群鲨鱼精入侵。他们不做好事，为非作歹。为了
打败这群鲨鱼精，鱼王将海宫至宝两块镇海石交给渔翁，老翁取神井水
炼了很久终于将神石炼成，鲅鱼公主和八仙将神石取走后随即与鲨鱼精
进行决战，最后终于将鲨鱼精打败。但是鲅鱼公主却因为体力不支而倒
在沙滩上再也没有起来，她的躯体化作了海中的一块礁石，绵延于海滩
上。在战斗中，八仙抛出的镇海石将海岸炸成了月牙形，从此这的海湾
就被称为月牙湾，同时人们为了纪念鲅鱼王、鲅鱼公主和八仙，就将此
地取名为鲅鱼圈，南部取名为仙人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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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就是我们鲅鱼圈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世纪广场，
世纪广场是辽宁省第二大广场，与大连星海广场出自同一设计团队之手
，广场的建造以“世纪之光”为主题，在广场的中心还有一中心台，呈
太阳的形状，同时又有8条彩色道路由中心台向四周辐射，象征着光辉灿
烂的前景。沿中心台一圈，有12个圆柱，为浮雕式建筑，上面刻着象征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图案，从盘古开天辟地到走向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全部浓缩其上，12个圆柱也象征着一年12个月。

正对着广场的就是我们的港务局大楼，布局工整，方正大气。这里也是
市民锻炼的主要场所，广场的西南方有一个大型喷水池，等到晚上，喷
林水柱随着音乐的声音时高时低，摇曳多姿。

大家可以向我的右方看下，这座欧式建筑就是世纪门了，沿石阶向上走
，登上山顶，可以看到浩瀚的渤海，同时可以观赏到鲅鱼圈的大部分景
观，这座山就叫做碧霞山，也是青龙山的余脉，关于这座山，还有许多
的讲究，大家向我的左方看下，有两个红红火火的中国结，中国结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一种标志性象征，沿着那条公路的两侧还有两排龙形灯柱
，这种规划里面有个说法，据说鲅鱼圈发展之初，虽然各方面都有起色
，但是总不如预期效果好，经过多番努力无效之后，万般无奈之下，找
来了一个风水先生，经过一番勘察之后，终于得出结果，原来碧霞山这
一脉本是龙脉，但是后来修建的这些建筑挡住了潜龙入海的道路，这让
这条潜龙大动肝火，于是就阻挠这个地区的发展，以发泄自己的怒气，
后来政府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在正对着碧霞山的地方修建了一条笔直
的大路，并且用这些龙形灯柱为潜龙引路，以平息它的怒气。说来也怪
，没修建这条路之前，鲅鱼圈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修路之后经济真的就是发展的十分迅速，腾飞起来，后几任领导也是仕
途平顺，步步高升。广场周围这些灯饰在晚上也十分的漂亮，等到华灯
初下，灯光亮起的时候，夜晚被映照的如同白昼，夜景别有一番韵味。

鲅鱼圈的前身为鲅鱼圈乡，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然离不开鲅鱼圈人民的努力，这个牛群就象征着踏实、肯干的鲅鱼圈
人带着一股永不服输的牛劲，不断向前拼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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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来过鲅鱼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原来这些道路的两侧都是些草房、
瓦房，现在看到的这些高楼大都是新建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一斑。区
政府一直坚持实现“建设亿吨大港，打造百万人口城市”的.构想，这里
面所提到的这个亿吨大港就是我们的营口港。营口港现辖营口、鲅鱼圈
、仙人岛三个港区，陆域面积有20多万平方公里，共有集装箱、煤炭、
粮食、矿石、成品油及原油8个专用码头，61个生产泊位，其中最大的泊
位为20万吨级矿石码头和30万吨级原油码头，集装箱码头可以停靠第五
代集装箱船。

20xx年的时候营口港的吞吐量达到1.22亿吨，成为了中国沿海的第十个亿
吨港口;08年超过1.5亿吨，20xx年预计实现2亿吨。这里每周都有两班固
定往返于营口港和韩国仁川港的豪华客轮“紫丁香号”，这也是营口港
开辟的第一条国际客运航线。

鲅鱼圈导游词7

游客朋友们，欢迎到鲅鱼圈海滨风景区来旅游观光!我是--旅行社的导游
员--，由我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愿竭诚为大家服务，与各位一起度过
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游览风光之前，我先把营口和鲅鱼圈的自然概况向大家做以简略介绍
，使大家更加了解营口、了解鲅鱼圈。

营口市位于辽东湾东北岸、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全国重点沿海开放城
市。现辖站前、西市、老边和鲅鱼圈4区以及大石桥、盖州2个县级市，
总面积5402平方千米，现有人口229万人。

营口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依山傍海、山海田滩并存，自然资源中菱
镁矿储量十分丰富，为世界四大镁矿基地之一，大石桥市有“中国镁都
”之誉。年产优质水果40万吨，是全国重点苹果产区。水产品中以海蛰
、对虾闻名，海蛰产量、质量均居全国首位。另外，营口市交通便利、
工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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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圈导游词8

位于十堰市和 郧县县城之间的
柳陂镇青龙山，面积约4平方公里，距今六千万年——八千万年左右。该
化石群东距县城约12公里，南距 十堰市区18公里。

据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有关课题组96年2月提交的《湖北省 郧县青龙山
一带白垩纪地层、恐龙蛋化石及其地质遗迹保护初步研究报告》和
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
李风麟教授等专家考察研究，青龙山恐龙蛋化石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地表可见的恐龙蛋化石或蛋坑有20xx个。在分布最集中的腹地青龙山一
带约6万平方米范围内，地下贮存的恐龙蛋化石更多。

产蛋地层大多已露出接近地表，稍加揭露即可见到在窝成片完整的恐龙
蛋化石，对研究、开发均有利。

国际报导发现的8个恐龙蛋科，国内报导发现的7个恐龙蛋科中，在该区
发现有5个科，且本区恐龙蛋化石和科中多数的属种为首次所见。

蛋化石密集程度高，在地层剖面上产蛋层位一般为2-6层，且层位比较稳
定，仅土庙岭分布有5层，同一层位蛋窝间距一般为3-5米，最密处不足3
米，每窝蛋的数量一般为10个左右，最多可见25个。

化石及区内地貌保存较完整，基本保存了原始成窝状态，地质信息相当
丰富。

郧县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是继 河南 西峡恐龙蛋化石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海外报刊惊叹青龙山恐龙蛋化石“全球最完整、规模超西峡”。地质
专家声称：“这一罕见的地质遗迹是地球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各种
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
自然遗产”。

郧县青龙山恐龙蛋化石以其独特之处为国内外研究恐龙生活习性、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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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对研究古地理、古
气候、地球的演变、生物的进化，对探讨恐龙蛋化石的系统分类与演化
、对探索地球上恐龙大批死亡、灭绝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一九xx年三月， 湖北省郧县柳陂镇青龙山发现恐龙蛋化石，在青龙山周
围不足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表恐龙蛋分布集中的有8处，其中以红寨子
和土庙岭两地恐龙蛋分布最为集中，在这里，恐龙蛋化石成片出露，数
量之多，分布之集中，保存之完好，实属世界罕见。这一重要发现，受
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一九九七年，郧县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遗迹保护区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一
级 地质遗迹保护区。

一九九八年，郧县人民政府斥资100多万元人民币，在恐龙蛋化石最为集
中的土庙岭修建了500多米长的集科普、旅游和保护为一体的围墙，保护
区总面积为0.6平方公里，有效地保护了这一珍贵的地质遗迹。

鲅鱼圈导游词9

游客朋友们，欢迎到鲅鱼圈海滨风景区来旅游观光!我是--旅行社的导游
员--，由我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愿竭诚为大家服务，与各位一起度过
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游览风光之前，我先把营口和鲅鱼圈的自然概况向大家做以简略介绍
，使大家更加了解营口、了解鲅鱼圈。

营口市位于辽东湾东北岸、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全国重点沿海开放城
市。现辖站前、西市、老边和鲅鱼圈4区以及大石桥、盖州2个县级市，
总面积5402平方千米，现有人口229万人。

营口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依山傍海、山海田滩并存，自然资源中菱
镁矿储量十分丰富，为世界四大镁矿基地之一，大石桥市有“中国镁都
”之誉。年产优质水果40万吨，是全国重点苹果产区。水产品中以海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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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闻名，海蛰产量、质量均居全国首位。另外，营口市交通便利、
工业发达。

早在28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营口市区所在地原称“没
沟营”，简称“营子”，后因这里地处辽河入海口，故在清代咸丰年前
改为“营口”。营口市的旅游景观十分丰富，月牙湾、仙人岛等5个大型
海滨浴场如珍珠般撒落在96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望儿山及母亲节声名远扬;
东北四大禅林之一的楞严台温泉、金牛山古人类活动遗址和亚洲最大的
植物标本园等都尽人皆知，闻名遐迩。

我们将要浏览的鲅鱼圈是营口市一处重要的海滨风景区。它距营口市70
千米。这里傍山依海，风光秀丽，海域辽阔，有长达20千米的海岸线。
金色的河滩平坦宽阔，浪缓水清，人称“辽宁的黄金海岸”。

鲅鱼圈海滨风景区主要特点是以大海、沙滩、阳光、空气、绿地为主吸
引着众多游人。浴场、海边独具特色的园林景观及其错落有致的各式建
筑塑造出景色迷人的海滨风光。海泳、滑水、冲浪、帆板、游艇等多种
海上游乐项目使人乐而忘返、陶醉其间。优美的传说故事、丰盛的水果
水产品为游人增添无限乐趣。

这里主要景点有：墩台山、望儿山、仙人岛、钟楼银杏、望海飞龟、兔
岛怒潮、石棚古庙、喇嘛古洞、标本树园等。

朋友们，听完我的介绍，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鲅鱼圈一游不
虚此行。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喷泉广场”，这是游览鲅鱼圈风景区的“第一站”
。这座广场是伴随着鲅鱼圈这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不断发展而出
现的。广场中心是一处直径为80米的音乐喷泉，它置有高中低三个层次
的灯光系统，喷射高度可达38米。整个广场由草坪、花圊、树木、灯光
、喷泉等组成，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清新，伴随着美妙悦耳的音乐、观
赏着多彩的喷泉，使游人充分体验到海滨城市之夜的恬静与秀美。

下面我们将乘车来到另一个景点游览，那就是仙人岛旅游度假区。有关

                             11 / 21



www.SanrenWenku.com
 

“仙人岛”之名，还有着一段动人的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穷苦的老渔民，他与女儿霞姑相依为命。
每天，父亲出海捕鱼，霞姑拾柴、补网，并为劳累一天晚间归来的父亲
奉上一顿热饭。第当夜幕降临时，霞姑都拿起点燃的风灯，站在崖顶为
晚归的父亲引路导航。

然而，不幸的是：一天，父亲在海上遇到风暴，再也没有回来。悲痛万
的霞姑痛定之后，为了让天下渔民再也不失去亲人，他重新燃起风灯，
每天夜晚都一动不动地举灯站立在海边高处，为所有晚归渔人导航。天
长日久，他化作一块巨石。人们说，她已成为仙人。于将此岛命名为“
仙人岛”。

仙人岛自然景观非常美丽，广阔无际的大海、宁静纯洁的沙滩构成了难
得的海滨浴场。这里的烽火台，位于岛北高地，是明朝所建的一处海防
军事设施遗址遗物。台为正方形、南北方向，底座边长125米、通高15米
，用条石建基、青砖砌就，台身四面均置有排水设施。

大家登台远眺，可见：海上碧波荡漾，海天一色，一望无际;岸边水净沙
细，沙平浪缓，浴人如织;与海滨浴场相连接的是茂密的海防林带，葱葱
郁郁。树种以槐树为主，每当槐花怒放之际，十里雪白，远近飘香，非
常悦目。尤其是每当朝阳初升和夕阳西沉之际，天海火红一片，更加令
人陶醉。

大家再向那边看：那里是耸立海边的风力发电设施，为营口风力发电股
分有限公司所建。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为了充分利“风”——这一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借用西班牙政府4
5万美元的优惠贷款、利用进口9台西班牙生产的660KW的风力发电机组
建成。1998年10月破土动工、1999年9月机组并网发电。它不但发电，而
且为鲅鱼圈增添了一项醒目的旅游景观。

在鲅鱼圈风景区内，还有一口“神井”，传说一位双目失明的小羊倌，
用此井水洗目使双目复明;此井水还曾为附近居民解决过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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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鱿鱼圈北部望海寨台山西南余脉上，还曾有过一座镇水寺，当地百姓
称之为“龙王庙”，遗憾的是今已仅存遗址。也就在镇水寺遗址下面的
海礁巨石中，还有一只硕大的“望海飞龟”，成为这里的一景。

朋友们，由于今天天晴温高，海水平稳，风又很小，适宜海浴，所以很
多朋友早已跃跃欲试。那么，今天就让大家在海水中玩个痛快，让无私
的大海洗去您的疲劳，让大海为您增添幸福快乐。

给大家两小时间，两个小时后，在这里集合。

鲅鱼圈导游词10

游客朋友们，欢迎到鲅鱼圈海滨风景区来旅游观光 !

我是--旅行社的导游员--，，由我陪同大家一起游览。我愿竭诚为大家服
务，与各位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游览风光之前，我先把营口
和鲅鱼圈的自然概况向大家做以简略介绍，使大家更加了解营口、了解
鲅鱼圈。

营口市位于辽东湾东北岸、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全国重点沿海开放城
市。现辖站前、西市、老边和鲅鱼圈 4区以及大石帆盖州 2个县级市，总
面积5402平方千米，现有人口229万人。营口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依
山傍海、山海田滩并存，自然资源中菱镁矿储量十分丰富，为世界四大
镁矿基地之一，大石桥市有 "中国镁都"之誉。年产优质水果40多万吨，
是全国重点苹果产区。水产品中以海蛰、对虾闻名，海蛰产量、质量均
居全国首位。另外，营口市交通便利、工业发达。

早在28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营口市区所在地原称 "没沟
营"，简称"营子"，后因这里地处辽河入海口，故在清代咸丰年间改为
"营口"。营口市的旅游景观十分丰富，月牙湾、仙人岛等
5个大型海滨浴场如珍珠般撒落在96千米长的海岸线上 ;望儿山及母亲节
声名远扬;东北四大禅林之一的楞严禅寺和西炮台遗址每年都迎来大量中
外游人⋯⋯此外，熊岳、双台温泉、金牛山古人类活动遗址和亚洲最大
的植物标本园等也都尽人皆知，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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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游览的鲅鱼圈是营口市一处重要的海滨风景区。

它距营口市 70千米。这里傍山依海，风光秀丽，海域辽阔，有长达 20千
米的海岸线。金色的河滩平坦宽阔，浪缓水清，人称“辽宁的黄金海岸"
。鲅鱼圈海滨风景区主要特点是以大海、沙滩、阳光、空气南地为生吸
引着众多游人。

浴场、海边独具特色的园林景观及其错落有致的各式建筑塑造出景色迷
人的海滨风光。海泳、滑水冲浪、帆板、游艇等多种海上游乐项目使人
乐而忘返、陶醉其间。优美的传说故事、丰盛的水果水产品为游人增添
无限乐趣。这里的主要景点有:墩台山、望儿山、仙人岛、钟楼银杏、望
海飞龟、兔岛怒潮、石栅古庙、喇嘛古洞、标本树园等。朋友们，听完
我的介绍，大家一定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鲅鱼圈一游不虚此行。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喷泉广场"，这是游览鲅鱼圈风景区的¨第一站。这
座广场是伴随着鲅鱼圈这一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不断发展而出现的
。广场中心是一处直径为
80米的音乐喷泉，它置有高中低三个层次的灯光系统，喷射高度可达 38
米。整个广场由草坪、花圃、树木、灯光、喷泉等组成，这里环境幽雅
，空气清新，伴随着美妙悦耳的音乐、观赏着多彩的喷泉，使游人充分
体验到海滨城市之夜的恬静与秀美。

下面我们将乘车来到另一个景点游览，那就是仙人岛旅游度假区。有关 
"仙人岛"之名，还有着一段动人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
穷苦的老渔民，他与女儿霞姑相依为命。每天，父亲出海捕鱼，霞姑拾
柴、补网，并为劳累一天晚间归来的父亲奉上一顿热饭。每当夜幕降临
时，霞姑都拿起点燃的风灯，站在崖顶为晚归的父亲引路导航。然而，
不幸的是:一天，父亲在海上遇到风暴，再也没有回来。悲痛万分的霞姑
痛定之后，为了让天下渔民再也不失去亲人，她重新燃起风灯，每天夜
晚都一动不动地举灯站立在海边高处，为所有晚归渔人导航。天长日久
，她化作一块巨石。人们说，她已成为仙人。于是将此岛命名为
"仙人岛"。

仙人岛自然景观非常美丽，广阔无际的大海、宁静纯洁的沙滩构成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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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海滨浴场。这里的烽火台，位于岛北高地，是明朝所建的一处海防
军事设施遗址遗物。台为正方形、南北方向，底座边长 125米、通高15米
，用条石建基、青砖砌就，台身四面均置有排水设施。大家登台远眺，
可见:海上碧波荡漾，海天一色，一望无际;岸边水净沙细，沙平浪缓，浴
人如织 ;与海滨浴场相连接的是茂密的海防林带，葱葱郁郁 ;树种以槐树
为主，每当槐花怒放之际，十里雪白，远近飘香，非常悦目。尤其是每
当朝阳初升和夕阳西沉之际，天海火红一片，更加令人陶醉。

大家再向那边看:那里是耸立海边的风力发电设施，为营口风力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所建。该公司成立于 1998年8月，为了充分利用 "风"───这一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借用西班牙政
府 45万美元的优惠贷款、利用进口9台西班牙生产的660KW风力发电机
组建成。1998年10月破土动工、 1999年9月机组并网发电。它不但发电，
而且为鲅鱼圈增添了一项醒目的旅游景观。

在鲅鱼圈风景区内，还有一口"神井"，传说一位双目失明的小羊倌，用
此井水洗目使双目复明;此井水还曾为附近居民解决过旱情。在鲅鱼圈北
部望海寨台山西南余脉上，还曾有过一座镇水寺，当地百姓称之为"龙王
庙"，遗憾的是今已仅存遗址。也就在镇水寺遗址下面的海礁巨石中，还
有一只硕大的"望海飞龟"，成为这里的一景。

朋友们，由于今天天晴温高，海水平稳，风又很小，适宜海浴，所以很
多朋友早已跃跃欲试。那么，今天就让大家在海水中玩个痛快，让无私
的大海洗去您的疲劳，让大海为您增添幸福快乐。"给大家两小时时间，
两个小时后，在这里集合。

鲅鱼圈导游词11

鲅鱼圈区位于辽东半岛中部的渤海之滨，隶属营口市，称之为渤海明珠
鲅鱼圈北方亚龙湾。

营口开发区依山傍海，属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气候温和、降水适中、光照充足、气候条件优越。景点：墩
台山风景区位于营口开发区新港东北侧，海拔133米，面对渤海，是鲅鱼

                             15 / 21



www.SanrenWenku.com
 

圈港背后依托的天然屏障。山上植被保护良好，生长着茂盛的松树、槐
树等树木。山顶有一座古代烽火台，修建于明代，现保护良好，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资源实体完整，基本保持原来形态与结构，同此，观赏
游憩价值较高，每年都有来自省内外及周边地区的游客旅游、观光，一
年四季都可观赏到迷人的海滨风光、港口风貌，墩台古迹。

营口开发区依山傍海，属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四季分明、
雨热同季、气候温和、降水适中、光照充足、气候条件优越，四季皆宜
旅游。

鲅鱼圈区位于辽东半岛中部的渤海之滨，坐落在营口市南端50公里，北
距沈阳210公里，南距大连170公里。鲅鱼圈区辖4个街道、3个镇：红海
街道、海星街道、望海街道、海东街道、熊岳镇、芦屯镇、红旗镇。

营口开发区的前身是原盖县鲅鱼圈乡，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营口
市鲅鱼圈区。1988年3月辽宁省委和省政府确定在鲅鱼圈区兴建出口加工
区，列为辽宁对外开放三个示范区之一。1990年8月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营口考察团建议，由营口出口加工区更名为营口新经济区。

鲅鱼圈导游词12

山海广场虽没有大连亚洲第一广场星海广场的宏大，也没有华表，但是
它的美，是多向的，是别致的，是婉约中不失雄浑霸气的。

山海广场的门楣刚刚修建完，看得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它的美有种
天然的气势，或许这才是山海广场的底蕴吧。

海的胸怀，永远是无与伦比的。我来看海，不单看海的表面，也希望海
给我一些内在的启示，比如怎样才能做个有筋骨的人。山海广场前，有
绿色的象征物，却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象征着什么，暂且以为是SH（山
海）的缩写了，对错咱也不敢叫准呢。

从正门往北，进入山海广场，里面有露天浴场，很多人在洗海澡，我看
着，心有所动，终于也加入了海之中。我虽然不太会水性，但是游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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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我的心，为山海广场的美而震撼了。

从海水中出来，往山海广场的南侧而去。这才是真正的山海广场呢。好
大好美！心情澎湃！

近海边处有海里的大型动物雕像八尊，造型逼真可爱，海里灰黑的颜色
，如同一个个海里娃娃，让人喜欢着，满心的爱意，止也止不住。

山海广场正中，有一个圆球，不高上有浪花，私下以为，象征着地不高
表面的海水吧。左右欣赏这缩小成可入眼的被海洋包围的地球，心里涌
动着难言的激动情绪。为红尘世间的苍生，为这借海而美丽的地球，为
蓝色如梦的点缀！我在“地球的浪花前”，美美地留了影，好象我是一
个可以左右世界的能人。

山海广场的美，还在那一片泛着暗红光彩、炫目的大理石广场地面。清
若镜，能真真切切照出人的模样来。还有广场一路进来和出去时必经的
花坛，花坛边那些古朴的建筑，无一不让人牵魂。

山海广场的海，名不虚传。近海，无数的人在海边嬉戏，或游泳，此刻
的海水，没有浮躁与狂暴，非常温存，像一个多情的女子，迎接她的爱
人。而我，安静地站在海边，看海，一并透视海的内心世界。

走出山海广场的时候，已是午后。太阳明晃晃的照着山海广场，也照着
我们一行五人，天气虽热，因近海的风，并不让人觉着难受。也该说再
见了，轻轻挥挥手，该留下的自然留下，想带走，却怎么也带不走！

鲅鱼圈导游词13

星期六，我和妈妈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月亮湖玩，月亮湖在山里，有
一个高高的大坝，很多石阶，跑上去很累人。

到了月亮湖，我们就去乘船，我们乘上船以后，就开始望四处的风景，
水很清也很深，湖面上面有长长的浮标，和大大的球，妈妈说这是在指
明航道。上岸后，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去玩水上步行球，有水进到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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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里面大呼小叫，很惊慌，我却大声地说：“一路顺风。”岸边
有一个沼泽地，石头扔过就陷下去了，人如果走下去肯定很危险。我还
在岸上找到了一个贝壳。

真奇怪，山里也有贝壳?中饭在饭店里吃，他们杀了一只鹭鹚给我们吃，
鸟嘴长长的尖尖的，羽毛灰灰的，可能知道要被杀掉了，发出痛苦而尖
利的叫声，叫得我们逃之夭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玩打仗
游戏，很快乐。可惜只玩了半天，真想多玩一会儿。

鲅鱼圈导游词14

鲅鱼圈月亮湖公园地处渤海之滨的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处于城市
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是在两条河流入海口挖土筑坝而成的海水
湖公园，总面积95.8万平方米，其中水域41.5万平方米，陆域54.3万平方
米。以陶冶大众，寓教于乐，维系生态，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和资源特色
为理念，同时汇集全国各地公... 鲅鱼圈月亮湖公园地处渤海之滨的营口
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处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是在两条
河流入海口挖土筑坝而成的海水湖公园，总面积95.8万平方米，其中水
域41.5万平方米，陆域54.3万平方米。以陶冶大众，寓教于乐，维系生态
，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和资源特色为理念，同时汇集全国各地公园设计之
精髓。建成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集娱乐、休闲、文化、饮食、观光
、健身、度假，会展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公园。

公园以现代建园手法，为您营造时尚幽雅的旅游和投资环境。逶迤柔和
的护岸，环抱着葱翠的小岛，波光潋滟的水面，群鸟嘻戏其中，好一派
悠然自得的娴雅情调。岛上叠山飞瀑，花坛锦簇，亭廊垂水，果树苍劲
，附以完美的艺术造形和深刻的文化内涵，给您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
心灵的震撼。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鲅鱼公主等各种海洋动物，在公园中随
处可见。让您如置身于海洋梦幻般世界和扑朔迷离的故事之中。公园设
有钓鱼台，使您垂钓于碧湖之畔，忘情于山水之间。

公园具有一套独特的表演体系，在每天不同时段的特定表演台上为观众
表演节目。零距离的表演，互动式参与性的特点，使各年龄段，各层面
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各自的兴奋点。公园还招商兴建具有娱乐性，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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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色性项目。装饰独特的渔家小船，鳞次栉比的浮于海面，您可入
宿渔家，品偿海鲜，把酒临风，观赏海上日落;也可以卧床听涛，推窗望
海，听闻渔家轶事。高科技的娱乐项目以鲅鱼圈传说为主题，一次次惊
心动魄的历程，一个个亦真亦幻的感受，使您留连忘返。

根据月亮湖公园总体设计，公园共分为6个旅游功能区。

一是中央景观区：总面积7.62万平方米，包括大门、中央水街休闲景观
大道，滨湖路、生态停车场、水上表演台。

大门：气势宏伟，形似贝壳，又似风帆，上有渔船和桅杆，象征满载渔
船归航。设计新颖，体现当地的文化背景，使您产生无限的想象空间。
中央水街休闲景观大道：长366米，宽40米，融入中国古典园林和欧洲园
林设计风格。设有小桥、海洋生物雕塑、玻璃制下沉式贝壳艺术馆和喷
泉。

滨湖路：以草坪护坡，铁链护栏，设计富于变化，步移景异。生态停车
场：面积1442平方米，利用生态理念，可容纳车辆188辆。表演舞台：为
中央景观区陆上顶点，广场面积1万平方米，舞台面积616平方米，可容
纳1200人，并设有弧形张拉膜，夜间看上去似一只飞碟在海面上漂浮。
主要为游客提供模特时装和轻歌舞表演。

二是娱乐区：占地面积17.79万平方米，包括渔人码头和趣味娱乐两大子
区。

渔人码头：占地面积3.1万平方米，为游人提供展示北方渔民生产生活环
境、习俗和文化的场所。设计古朴自然，集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
一体，设计有渔鲜一条街、风味一条街、风情一休街、游艇俱乐部、海
鲜排档、海鲜超市、渔家小院、渔人表演、二人转露天表演台。趣味娱
乐区：占地14.69万平方米，为你提供科普性较强，启发式娱乐项目。以
求青少年在娱乐活动中得到效益。包括：鲅鱼圈传说游乐区、动物表演
场、儿童游乐区、迷你植物园、小动物村、水上救援项目、卡丁车的赛
场、孔东南飞。鲅鱼圈传说游乐区：占地6.8万平方米，把鲅鱼圈传说与
公园娱乐项目充分结合，以体现正义战胜邪恶。主题项目包括化树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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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湖与魔法石、墩台峰火、神井探宝、千年神树和雷霹蜈蚣;非娱乐
项目包括啤酒比赛、猜迷海底行等。小动物村：以大白鹅、小狗、野鸡
等家畜、家禽动物为主。周围用栅栏围上以供观赏。

三是水域区：总面积41.5万平方米。以滚水坝控制湖面，配备先进的排
污系统，保持水面清澈。设有渤海湾岛、珍宝海鲜坊、宝藏岛、游艇码
头、渔家码头、水上垂钓区域、水上游乐区域。小渤海湾：总面积为5万
平方米，陆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小渤海的浓缩景观。包括海豹、海豚等
水上动物表演项目和各民族风情缘。珍宝海鲜坊：建筑面积20xx平方米
，可容纳400人就餐、观看表演和垂钓。

四是休闲度假区：占地面积12.16万平方米，给游客提供一个四季皆宜的
花香景美、温度湿度适宜、负氧离子浓度理想的休闲环境。公园内老树
虬枝横空，苍古刚健，新树柔枝纷披，随风轻拂，通过科学的嫁接整形
，同时安装高标准太阳能蒸汽发生器和凉水雾化器，增加负氧离子浓度
，并控制温度，营造成一个局地雾海幻境。包括古果园度假区、西果园
休闲区、古果园健身区、飞翔机起降草坪、三马艺术馆、高山流水。果
园休闲区;几十年的果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供游人采摘，同时配以服
务设施。

果园健身区：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主要为市民服务，建有紫玉河，
设小桥和长寿龟，形成枯山水景观。包括老人健身区、太极区、成人健
身区、儿童健身区、休闲棋牌区、并设有健康按摩步道。

五是沙滩景观区：占地面积7.65万平方米，浴场滩缓沙平水清沙细，浩
瀚的大海，金色的沙滩，充足的阳光是远近闻名的黄金海岸。包括沙滩
餐饮服务区、休闲区、月牙湾广场、水手酒吧、沙滩雕塑。

六是国际会议中心：总面积8.59万平方米，分展销区、宾馆两个子区。
主要展销水果类产品、港运产业和临港工业有关的产品，增强营口、营
口开发区商贸和人气活力。这里依山傍海，风光秀丽，浪缓沙平，清澈
碧透。红海河、二道河二龙抱珠，河口中心岛屿自然景观天成。附近有
著名的望儿山、熊岳温泉、仙人岛、金海滩，形成了旅游度假风光带，
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此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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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圈导游词15

是金秋，金风送爽！秋季赏天下奇观——红海滩，那是一片多水无山，
四季分明，平川百里的无际沃野，有世界最大的苇海，有神奇的红海滩
，有云飞鹤翔的湿地沼泽，有辽河油田高耸的井架和海上钻井平台，有
辽河入海的吞云吐雾，有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秋天是那里最骄傲的时
节！借此时节，我社隆重推出天下奇观—盘锦红海滩，苇海探险，芦园
观鹤，湿地公园，蟹海，鸟语林，妈祖庙，月牙湾一日游，二日游经典
路，为庆祝盘锦红海滩毛蟹节的开幕，新增设有钓蟹，钓鱼，骑马，脚
踏船，卡丁车，手划船，快艇，观光塔等娱乐项目，供游人尽享天伦之
乐！

沈阳出发：盘锦红海滩一日游120元/人推荐行程行程安排：早乘车由沈
阳出发，一路沿途观光来到美丽的红海滩风景区，苇海探险，感受世界
最大芦苇荡的奥妙，鸟语林苇海观鹤是一个鸟类的天堂，在这里您可以
观赏到各种各样的鸟，鹦鹉是其中的最具聪明才智的一种鸟类，他们非
常可爱，拥有着人类的灵气，他们那滑稽表演，可爱的动作，会为您带
来欢笑，零距离接触丹顶鹤，天鹅，野鸭的珍稀动物，月牙湾——湿地
公园，可自费乘船游览天下奇观——红海滩（碱蓬草），红海滩码头，
悬浮桥，蟹海，妈祖庙，海外河采油厂等，下午乘车返回沈阳，结束愉
快旅程！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byrdyc-doc-7564vcxg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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