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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导游词

 

长城的导游词1

大家好！我很荣幸能担任你们的导游，我姓x，这次就由我来带着大家领
略长城的美景。现在我们来到长城，长城是从东头的山海关到西头的嘉
峪关，共有一万三千多里，全是用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墙外沿有
两米多高的成排的垛子，这些垛子上台有一些方形的瞭望口和射口，是
供瞭望和射击用的，凹下去的地方是瞭望口来的，小小的洞是射击口。
城墙顶上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个城台，那是屯兵的堡垒。打仗的时候，
城台之间可以互相呼应。万里长城凝结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是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长城像巨龙盘旋在群山中，那磅礴的气势，闻名世界。 我们站在八达岭
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单看着数不清的条石，一
块有两三千斤重，那时没有火车，汽车，没有起重机，就靠着无数的肩
膀无数的手，一步一步地抬上着陡峭的山岭。游客们，看着这些，我们
没有理由不想起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他们的智慧不得不让我们
敬佩！ 今天的长城，早已失去军事价值，而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广
大中外游客，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长城这一
中华民族的象征，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更优
质的旅游服务、更优美的旅游环境迎接着大家的到来！

长城的导游词2

各位游客好!我姓林，叫我林导游，今天去的景点叫长城，希望大家会喜
欢这个地方。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长城，长城1987年12月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7月7日成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长城从东边的山海关到西
边的嘉峪关，共有一万多千米，你们肯定走不到尾的。长城是用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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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砖和条石建筑而成的。城墙顶上铺着方砖十分整齐，像宽阔的马路，
五六匹马可以共行。城墙外沿有两三米的成排垛子，垛子有方形的了望
口和射口，提供了望和射击用。城墙顶上，每一段距离就有一座方形的
城台，是屯兵的好帮手。

现在，我们站在长城上，大家看这数不清的条石，一块就有三千公斤重
，那时没有火车、汽车等，就靠着无数的肩膀和手，一步一步抬上去的
，多少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才建筑而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
长城。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条石，我们理所当然地想起古代修筑长城
的劳动人民来。说到长城我给大家讲一个民间故事：古代有个叫孟姜女
的妇人，她的丈夫被秦始皇捉去修建长城了。过了很久的一段时间，还
没回来。于是她就找到长城。到了长城，她得知丈夫早就累死在长城上
了。孟姜女伤心的大哭，哭了三天三夜，把长城哭倒了一大片。怎么样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感人啊，这就是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
。现在就让大家一起自己去看看这伟大的长城吧!一个小时大家在这里集
合。在玩中可以用相机留下自己美好的身影，但是请不要在墙上乱涂乱
画，乱扔塑料袋、矿泉水瓶、废纸、果皮等垃圾。让我们共同维护祖先
留下的遗产和美丽的名胜名地吧!

长城的导游词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游览万里长城，祝愿大家玩的开心
愉快！

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有一万三千多里，
它是由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大家看，我们现在就在万里长城的脚
下，登上长城，让我们一起感受它的高大雄伟吧！

请大家跟我一起向上走，小心台阶；大家看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石碑，
上面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站在长城
上，我们可以想起一个有关长城的传说：孟姜女哭长城。长城是古代无
数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八达岭上，我们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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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都
要保护她，不弄损坏它。

前面就是烽火台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是做什么的呢？原来这
里是古代打仗时瞭望用的，还可以放烟火互相通报军情的。你猜对了么
？

我们游览长城的行程就到这里，接下来去旅游景区饭店用午餐，本次参
观游览结束，祝大家开心，谢谢！

长城的导游词4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八达岭景区观光旅游。今天有幸陪同大家一起参观，
我很高兴，望各能在八达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长城是世界闻名的奇迹之一，它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北方的辽阔的土
地上。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法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和
中华民族的骄傲。

南峰长城以南4楼地势最高，海拔803.6米。登楼眺望，长城自西南向东
北蜿蜓于山脊之上，宛如苍龙，宏伟壮观。使人不由得想起我国著名的
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登临八达岭长城时咏的诗;千峰叠翠拥居庸，山北山
南处处峰。锁钥北门天设险，半哉峻岭走长龙。从南4楼到南7楼，高度
逐渐下降。南5楼与南6楼之间在长城的内侧距城墙30米的山脊上，耸立
着一座白色的小亭，这就是1987年6月落成的贵州省修复长城纪念碑亭。
南6楼是一座铺房，铺房建在上层的顶上，面阔三间，硬山顶，红柱子，
灰色瓦，小巧玲珑。这大概是当年千总的指挥所。

今天的长城，早已失去军事价值，而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广大中外
游客，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长城这一中华民
族的象征，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更优质的旅
游服务、更优美的旅游环境迎接着大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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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大家好，我叫童龙杰，大家可以叫我童导，很荣幸当你们的
导游，今天，我带大家去观赏我国鼎鼎有名的长城，这长城在世界可是
独一无二的，你们期待吗？我们游玩时请保护这里面的城墙，不要用笔
在上面写“某某人到此一游”也不要乱丢垃圾，乱吐痰哟。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项极为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它东、西、南、北纵
横交错，绵延起伏。建于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其中横贯我国北方的长城
规模更为宏大，东西相距长达一万余里。因此，我们要保护这里的各种
东西，不要损坏它。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至于修筑城墙，则
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干和心血。

长城按地理位置分有八达岭长城，慕田欲长城、司马台长城、金山岭长
城⋯⋯我们今天游览的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八达岭长城是长城
中保持最完整的一段长城。

从北京出发，走了几十公里就来到长城脚下，这一段长城修筑在八达岭
上，高大坚固，是用巨大的条石和城砖建筑的。城墙顶上铺着方砖，十
分平整，像很宽的马路，五六匹马可以并行。城墙沿有成排垛子，垛子
上方有方形的望口和射口，供人望口和射击用的。长城上的烽火台在战
争年代有着很大的作用。如果来犯的敌人有100人，一个烟一个炮，500
个敌人；两个烟，两个炮；1000个敌人以上，三个烟，三个炮；5000人
以上，四个炮，万人以上，五个烟，五个炮。

游客们，你们知道吗？长城还有一段传说。相传孟姜女和丈夫成亲的当
晚，朝廷把她丈夫抓去修长城，孟姜女在家苦苦地等着他回来，始终没
有等到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带上行李，去寻找她的丈夫。来到长城，
他询问一位农夫，有没有看到他丈夫，农夫说他看到过，可是搬石头死
了。一听到这里，孟姜女哭了三天三夜，哭倒了长城，把她的丈夫哭了
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游客们，现在我们已经下了长城，结束今天的长城之旅。感谢大家的支
持，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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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导游词5

大家好，我是小沈导游。今天，由我带大家参观长城，给大家介绍著名
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长城建设于春秋战国时代，从山海关到嘉鋊关有一万三千多里，故称“
万里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军事性工程，长城的建成，有效地防御了
外敌的入侵。现在保存的比较好的，就是这段长城。

这一段长城修筑在八达岭上，高大坚固，是用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
。城墙顶上铺着方砖，十分平整，像很宽的马路，五六匹马可以并行。
城墙外沿有两米多高的成排的垛子，垛子上有方形的瞭望口和射口，供
瞭望和射击用。城墙顶上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座方形的城台，是屯兵的
堡垒。打仗的时候，城台之间可以互相呼应。

大家记得一个传说吗?那是孟姜女为了找被官兵捉去建筑长城的丈夫，经
过许多艰难困苦，来到长城边。她四处打听，才知道丈夫被累死了，于
是，她在长城哭了三天三夜。突然，只听见“轰隆”一声，长城被哭倒
了八百里。游客们，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可见，万里长城凝结了千
万人民的'血汗，是中华人民智慧的结晶。

游客们，我先介绍到这儿了，请大家慢步欣赏，在游览时，不要乱涂乱
画，不要乱丢垃圾，爱护长城这人们用血汗换来的世界遗产，我们半小
时后见。

长城的导游词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世界遗产地---长城。我叫xxx，大家可以叫我楼导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解说长城。

那大家可都还记得毛泽东曾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今天大家都是好汉！让
我们边走边看吧！大家看我们的脚下，一块块平整的方砖，再想一想原
来古代劳动人民是多辛苦地建造着，再看两侧有两排结实的垛子，上面
有着一个个方形小孔，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答对了这就是射击口，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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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作战专门用来射击的。我们可以再用脚使劲跺一跺城墙顶，可结实了
，我们可以横跨几步就会发现这城墙可宽着哩！五、六匹马并肩走也没
关系。

对了，大家可听说过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故事呀？接下来，我们边走边
听好了，从前有一个姑娘叫孟姜女，忽然有一天她听见了如雨点般急促
的敲门声，是一个男人请求她留下他，他只好留下了，后来他们结婚了
。可没过几天，丈夫就被一位官员捉去做苦力，造长城了。孟姜女一路
寻找丈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她走到了长城，鼓起勇气，问工人，她
丈夫在吗。一个民工说真不巧，前几天他已经累死了，孟姜女一听万分
悲痛，哭了三天三夜，轰一声，长城塌了800里。大家看，长城凝聚着多
少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啊！

我们继续向前走是一个凸起的建筑，那是烽火台，只要点亮火把，就可
以传递信息。

现在请大家自由参观，请不要乱画，不要乱扔垃圾，保护世界遗产，最
后祝大家玩得开心！

长城的导游词7

大家好!我是导游小王，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参观中国最宏伟的古建筑长城
，小连学艺不精，如果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好!游客们，我们现在经过了一段路程，终于抵达了气魄雄伟的长城，这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这一块块巨大的砖瓦，重达五
六百斤，真令人难以想象，以前交通那么不方便，人们怎么能把这一块
块砖石扛上去呢?好，我现在要带领大家攀登这来之不易的长城，来吧，
让我们收拾好行李，出发，Lets go!

现在我们来到了长城比较高的地方，看，那边的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上
，都望不到尽头，告诉你们吧!长城总长一万两千多里，从山海关一直延
伸到嘉峪关，怎么样，长吧?好了，休息好了的游客请继续出发，前面那
里说不定藏有百元钞票喔，让我们到那里去看一看。哇!那里有个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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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猜猜城堡是用来干嘛的?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是用来防御敌人的，假
如有敌兵侵入，就在城堡上点燃狼粪，浪粪燃烧后会产生很浓的烟，军
队看到，就会跑过去与敌军拼杀。但还是有些不文明的人在这长城的砖
瓦上乱涂乱画，很没礼貌。请大家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不带走一片绿
叶，不留下一个纸片。

好。我们现在要回去了，祝你们旅途愉快，再见。

长城的导游词8

亲爱的游客们，你们好，现在我们位于修筑在北京八达岭山的长城脚下
。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历史时
达20xx多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
智慧。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

长城是的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是我国的重点文物。所
以请大家游览爬山时，不乱扔垃圾，这样才能保持清洁。

现在我们来到了长城上，也就是这条“长龙”的背上。这“龙背”是用
巨大的条石和城砖筑成的，非常坚固。走在“龙背”上，如同走在宽阔
的马路上，不过这条“马路”有时平坦，有时笔直，有时弯曲，有时陡
峭，起起伏伏。远看长城，像一条巨龙；从高处往下看，长城犹如在波
涛汹涌的大海中翻滚的蛟龙。再看看这段城墙，全部都是用城砖彻成的
。城墙外沿有2米多高成排的垛子，在古代的时候，士兵就可以从射口里
射击。

在长城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座方形的城台，打仗的时候，士兵在这里休
息，存粮草。还有的时候，士兵会点燃火把，再站在城台上，挥动火把
表示求救，所以城台也叫烽火台。

我们现在已经爬上烽火台，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
幽王有一个宠妃叫褒姒，进宫后“从末开颜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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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逗褒姒一笑，想了一个办法：在烽火台上点起了火，引得众诸侯白
来一趟，褒姒看到诸侯们慌张回去的样子，笑了起来。过几天西戎来犯
，周幽王点燃了火把，可众诸侯以为是闹着玩的，都没有动兵，周幽王
也因此送了命。

周幽王的故事一定让你啼笑皆非吧！然而三千多年后伟大的毛主席为长
城写了一首诗，让我们感受到长城的宏伟气势，现在让我们伴着这首诗
结束今天愉快的旅行吧！希望大家再来长城玩！

长城的导游词9

天山之旅的朋友们：

你们好！我叫孟旭珂，今天我给大家当导游。

欢迎你们来到长城参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城的概况吧！长城有一
万多里长，从我国的山海关向西到嘉峪关。是秦始皇征调大批的人力修
筑的，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长城遭到了破坏。因为
游人太多。垃圾成灾，无人清理。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游览长城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不要在城墙上乱涂乱画。

二、不要乱扔垃圾。

三、不要破坏长城上的文物古迹。

关于长城有许多传说和故事，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孟姜女哭长城》的
故事。相传，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被官兵押去修长城，很长时间杳无音
信。孟姜女在家等得非常着急。就不远万里，吃尽了苦头，到北方修筑
长城的地方去寻找丈夫。到了长城得到的却是丈夫的死讯。她非常悲伤
，哭了三天三夜，长城被哭倒了几百里。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说
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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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讲到这里，请大家自由游览，注意安全！

长城的导游词10

各位游客：大家好！

我是向阳旅行社的导游，我姓薛，叫薛雨坤，大家可以叫我小薛。今天
有幸陪大家一起参观，我非常高兴，并代表八达岭景区的导游，对您的
到来表示欢迎，希望您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到长城之前，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长城是我国有名的文化遗产
之一，它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土地上蜿蜒盘旋。可以说，长城是劳动人民
用血汗和智慧建筑的。

各位，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八达岭长城。请大家在旅游中不要乱扔
果皮和纸屑，谢谢合作！好，请大家往下看，这是由两个门洞和“U”
字形城墙组成的翁城。在翁城城墙上，内外两面都有垛口墙，可以四面
御敌。

大家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八达岭吗？我来告诉大家吧，这里南通昌平、北
京，北去延庆，西北往宣化、张家口。“路从此分，四通八达。”八达
岭也因此得名。

好，我们接着往右下方看，在登城口的南侧陈列着一门大炮，名为“神
威大将军”。这门大炮，炮身长2。85米，口径105毫米，最大射程是500
多米，由此可见，当时的军工业是比较发达的。好，请大家在此合个影
，半小时后，我们在北8楼集合。

各位朋友，休息过的你们是精神焕发啊！好，下面小薛就带您接着往下
走。这就是北8楼，它是八达岭长城海拔最高的楼，高达888.9米，建筑
也很有特色。原来我们还可以登上敌楼观山望景，很可惜，目前为了保
护文物而把楼门给封了。

今日的长城，深深吸引着广大中外游客，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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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今天的旅游已经结束了，但您下次来时，一定还要找我小薛来当
您导游哦！

长城的导游词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关照，大家都可以叫我林哥。俗
话说得好：不登长城非好汉。今儿就让我们做一回好汉。”

大家看!远看长城，它像一条神龙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化为我们今天
的万里长城，守护着这片好江山。它从东头的山海关到西头的嘉峪关，
一共有一万三千多里。城墙外沿有两米多的成排的垛子，垛子上有方形
的瞭望口和射口，供瞭望和射击用。城墙顶上，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座
方形的城台，是屯兵的堡垒。打战的时候，城台之间可以互相响应。我
们要是站在长城上，踏着脚下的方砖，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古代修筑长城
的劳动人民来。不要瞧不起这些数不清的条石，一块就有两三千斤重。 
万里长城还有一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条神龙来到这里，被这片
美景所吸引了，就在这住下了。又过了许多年，神龙死了，它的身体化
为一股金烟，钻进了地下。过了几天，海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海浪
，巨大的海浪正要把这些山脉弄成平地的时候，突然，埋葬神龙的地方
出现了一股金烟，这股金烟又凝结成神龙，神龙向巨浪飞去。渐渐地，
巨浪消失了，神龙也消失了，当地人民为了报达神龙，就建立了这前不
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真正做一回好汉，咱们let's go.

长城的导游词12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姓秦，你们可以叫我秦导。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举办的旅游团
，下面我要讲几点到长城的注意事项：

一、不随地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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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乱扔垃圾。

三、不能乱涂乱画。

四、不随便离团！

在春秋长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早就开始修建长城了，那个时候诸侯
争霸，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土不被侵犯所以在各种的边界上纷纷修筑了长
城，叫互防长城。而我国曾经出现了三个长城的高峰，分别是秦长城、
汉长城、明长城。秦始皇在公元221年统一中原，建立了秦王朝，为了加
强统治，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所以派大军蒙×万军队和很多劳力
将北方的燕、赵、秦长城连在了一起，并加以扩充，历史9年修筑了一条
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万里的长城，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万里长
城。有两个著名的民间传说：烽火戏诸侯和孟姜女哭长城，就是在万里
长城上发生的。你们可能会问万里长城为什么叫万里长城吧？因为它是
万里的大路上修成的。

好了，我们这次旅游到处结束，下次再见！下次再参加的游客，我给打
八折的哦！

长城的导游词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姓蔡。大家可以叫我小蔡。很高兴能和大家一
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
，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
象征。因长度逾万里，故又称作“万里长城”。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
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
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
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
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10个省区市。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千米，其
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和天然形成长度为2592.2千米。

远看长城，像一条巨大的长龙，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盘旋。这一段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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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在八达岭上，不仅高大坚固，而且很平整。五六匹马可以并行。大
家请看长城凸凹的地方叫垛子，有瞭望口和射口，供瞭望和射击用。每
隔三百多米就要建一座方形的城台，它们是屯兵的堡垒，打仗时，城台
之间可以互相呼应。

朋友们，踏着脚下的方砖，扶着墙上的条石，你们会不会想起无与古代
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来?那时候没有汽车、火车、没有起重机，就是靠无
数的肩膀和无数的手，一步步的抬上这陡峭的山岭。多少劳动人民的血
汗和智慧才凝结成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万里长城啊!所以我们要尊重
劳动人民的成就。

关于长城还有一个传说。相传，秦始皇时期，有位普通的农家女叫孟姜
女，她的丈夫范喜良在他们新婚的第三天就被官兵捉走了。一年之后，
丈夫沓无音讯。孟姜女就去找丈夫，得知丈夫捉去修长城并死后，她顿
时伤心大哭起来。孟姜女泪如泉，声如雷，哭的惊天动地，天昏地暗。
她哭到哪里，长城就塌倒在哪里，倒塌的长城足足有八百多里。这个消
息被秦始皇知道后，勃然大怒的他立刻下令将孟姜女抓起来。秦始皇一
见到孟姜女，就被她的美貌给迷住了，孟姜女看穿了秦始皇的心思，并
说：“只要你肯和我去找我丈夫的尸骨，我就做你的妃子。”秦始皇和
孟姜女找到了范喜良的尸骨，如愿以偿，面对滔滔的渤海，她纵身一跃
，投海自尽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随手乱扔垃圾，在要大声喧哗。接下来大家自
己游玩。请记住：十二点我们在这里集合，祝大家玩得开心!

长城的导游词14

尊敬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游赵沁，很高兴认识大家。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长城，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在参观之前，我想提
醒大家，注意安全，不要掉队。在游览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环境，我们
已经来到长城的脚下。

长城，它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总长一万三千多里。长城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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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可追朔到战国时期，各国为相互防御，就在地势险要之处修筑长
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连接了所有的长城。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明代的长城。长城不仅历史悠久，关于它的故事也有
很多。其中“孟姜女哭长城”的 故事尤为感人。当年秦始皇为修建长城
到处抓壮丁，孟姜女的丈夫范杞梁就是其中之一。范杞梁离开家乡一年
多的时间，一点消息也没有，于是孟姜女千里寻夫，历经了千辛万苦终
于来到长城脚下，却获知丈夫已死的消息，悲痛欲绝的孟姜女放声大哭
，她的哭声惊天动地，长城轰然倒塌800里。

关于长城的名人诗词也有很多，毛主席就曾在长城上写下“不到长城非
好汉”这句话。

关于长城我就介绍这些，大家尽情游览吧!

长城的导游词15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导游： 丁展鹏。让我们一起来参观这雄伟丶壮举的
万里长城。希望大家渡过愉快的一天。

长城的城墙都是用大砖和条石来建造万里长城的。城墙外侧有一人多高
的墙叫做堞墙，堞墙上砌成一个“凸” 字形垛子，叫做垛口，是用于瞭
望的。这下面有一个倾斜下去的小洞，叫做射洞，是用于射击用的。那
背面的墙叫做女儿墙，起到安全作用。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叫做城台，长城上每隔三百多米就有一个城台。
城台又可以叫作敌台，上面

可以：放哨丶射击丶暸望，下面可以：住宿丶放兵器丶食物。

从前，有一对金童玉女下凡，男的叫：万善良，女的叫：孟姜女。在成
亲的当晚，万善良就被官兵

抓去修建长城。孟姜女苦苦地等着万善良回来。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
年，她还是没有等到夫君回来。于是她决定做好寒衣，万里寻夫。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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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天早已变一堆骨头。她伤心地哭倒在长城上了。这就是孟姜女哭长
城的故事。

下面请大家自由观赏。一：不要乱写乱画；二：不能远离我们团友；三
：不能丢垃圾。

“不到长城非好汉” 让我们一起登上万里长城吧！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zcddyc-doc-7897bvp7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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