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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导游词

 

简短的导游词1

各位先生、女士们好。今天由我带大家游览莫高窟。

现在还没到莫高窟我先来介绍一下。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
的山危山与鸣沙山之间，宕泉河西面断崖上。

首先，我们来到莫高窟的419窟里。419窟里有个老成持。我们可以从老
成持的微笑微锁的眉头中可以看到，他作为佛的得意门徒而高兴。虽然
他那露外的锁骨和胸骨来看，算是个不肥不胖的老成持。但是他绝不是
一个因苦而导致营养不良的苦行僧，他倒像一个身体壮实的老年行脚僧
。

接下来我带大家到莫高窟的45窟。莫高窟的45窟分为前室、主室。主室
里有唐盛彩塑的稀迦牟尼佛、迦叶和阿难二子弟。

最后，我们自由活动，请不要乱吐痰，破坏公物。1个小时后在莫高窟门
口集合。过时不侯，车会开走。

急求太姥山的导游词100字左右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海上仙都”太姥山。我是XX旅行社导游XX，今
天全程与大家欢乐共度。首先大家请接受太姥美好的祝愿：愿小孩健康
成长，愿老人安康长寿，愿青年事业有成，愿相爱的人永结同心。我们
今天所要游览的太姥山风景区位于福鼎市境内东海之滨。汉朝时，太姥
山正式得名。太姥山景区面积300平方公里，其中游览面积100平方公里
。它三面临海，一山独秀，山上有54座峰、45块石、100多个洞，一共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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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多个景点。它以石奇、洞异、峰险、雾多“四绝”而闻名遐迩。1988年
，太姥山被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今天我们主要游览国兴寺，夫妻
峰，璇玑洞三个景点。一路上大家请紧随我，出发吧。

简短的导游词2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我叫敬浩先，大家可以叫我敬导，我首先代表我们阳光国际旅
行社欢迎大家参加四川——九寨沟一日游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为大家
服务，我十分荣幸！旅游期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请尽量提出来，
我将尽力解决。最后祝大家这次旅游玩得开心、吃得满意、住得舒适。
谢谢！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我们到了九寨沟了！俗话说“黄山归来不看山，九
寨归来不看水”。请看那大大小小湖泊，像颗颗宝石镶嵌在山谷中，湖
水清澈见底，湖底石块色彩斑斓，每当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雪峰
、森林，都到映在湖水中，构成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画，这就是充满
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神奇的九寨沟！

各位游客朋友们，今天一天的活动到此已经全部结束，感谢游客朋友们
的支持，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

简短的导游词3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扬州旅游，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我是你
们的导游小张，大家也可以叫我张导，一位性格稳重的老大哥将为大家
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那就是我身后正在开车的李师傅了，此次云台山
风景区的旅行就由我们两位为大家全程服务了，有需要的地方您尽管提
出来，我们会尽心尽力解决，您的满意是我们的工作的最大肯定，在此
，预祝本次旅途愉快顺利，也希望大家能够游的尽兴，玩的开心。扬州
导游词欢迎词范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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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导游词4

欢迎大家光临河南省级十佳风景名胜区之一的青天河风景区。

青天河风景区位于博爱县城西北37公里处。谓之青天河，取意于峡谷平
湖一线青天，是集雄、奇、险、秀、幽于一体的典型山水风景名胜区。
面积25。5平方公里，含大泉湖小景区和古道小景区。大泉湖小景区以青
天河水库为主体，湖面长7公里，宽70———100米，水深60米。它依太
行群峰，傍丹河峡谷，即有一山碧水之灵秀，又有高山幽谷之奇观。植
物种类繁多，四季景色万变，春看花、夏纳凉、秋赏红叶、冬观雪景。
区内大小景点50多处，其中以有华夏第一泉之称的三姑泉最为驰名，在
这里您可以看到猕猴戏峰、高峡平湖、大泉涌发、百花斗妍，湖水碧绿
清澈，两岸奇峰竞秀，薄雾升腾，婀娜多姿的不是三峡，又似三峡的美
丽景色，故有北方三峡之美称。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就站在青天河水库大坝上，青天河大坝工程动工于1
966年，竣工于1983年，集全县人才之精华，艰苦奋战17年，以敢叫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创下了顶天立地的人间奇迹，东面的纪念碑亭详
细纪录了修建水库大坝的全过程，有雅兴的朋友可以到上边看看。整个
大坝高76米，长160米，年平均蓄水量为2700余立方米，用以灌溉良田，
旱涝保收，并可进行三级发电，年发电量可达300多万千瓦时。我们向南
眺望，钢铁长虹飞架两山之间，那就是建于1956年，当时被称为亚洲第
一的单孔石旋铁路大桥，桥高80于米，单跨130米，顺铁路桥再向西南远
望，便是豫晋要塞的天井关，史称太行八径之一，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从战国到明清，天井关共发生大小战役数十次，其中以秦赵长平之战最
为著名。三国时期曹操经丹谷羊肠坂入天井关筏高干时，曾于此写下了
著名诗篇苦寒行。大家观赏了古天井关之雄险后，在回首北望，一派湖
光山色尽收眼底，这就是大泉湖。何谓大泉湖？指的就是这里的三姑泉
。取郦道元称三姑泉为大泉涌发中之大泉，又取毛爷爷词游泳中高峡出
平湖中之湖，将库区定为大泉湖，大家知道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吗？他
就是我们博爱人。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西岸的那座红房子，就是三教圣殿，它建于
宋代。三教圣殿里边供奉的便是儒、道、佛三教的开山鼻祖孔子、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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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释迦牟尼。像这样把不同教派的祖师爷们请到一起供奉的建筑，
在中国实在不多见，每逢初一、十五到此上香的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
有兴致的朋友游览回来，可以到上面参观浏览。

各位游客，现在在我们右侧出现一条小河叉，由于山势蜿蜒，沟壑纵横
，形成九曲十八弯，故名九曲洞。涧长约1000余米，宽30———50余米
，山上有一巨大山石耸立，饶有韵味，它有头有身，形状酷似一位老人
，当地人称为石人仙翁。个位游客，现在我们向右看，在高山顶峰有四
块巧石南北对望，南边的一块像一位老妇人端坐椅子上，北边的三块形
似三位少年向南下跪，这个景观就是三娘教子。传说一位叫三娘的妇女
，膝下有三个儿子，丈夫张兴老实憨厚，，一家五口过着清贫的日子。
有一年久旱无雨，收成很不好，张兴就想去给人家干活挣些钱聊以糊口
。一天他看到一富人家门前贴着告示，张兴不知道上边写的是些啥，就
让一旁识字的人念给他听，别人念到家请帮工，立字为凭，无钱、银送
，无茶、饭供，干满仨月，一次结清。张兴一听，就给财主干够了仨月
，当他讨要工钱时，财主耍赖不给钱，官司打到县衙，县官和财主串通
一气，就把字句的意思全变了，说是当时就说好了干仨月，无银钱送，
无茶饭供，不向你讨要饭钱就足够了，原来这是财主玩的文字把戏，欺
穷人不通文墨。张兴又至怀庆告状为赢，一气之下，当即身亡。三娘是
个刚烈女子，她决心不论日子怎样苦，都要让孩子读书识字，给穷人争
气，为屈死的父亲争气，可是孩子总爱贪玩。一天，三娘把孩子叫到面
前令其跪下，给他们讲了其父的死因，又给他们讲了许多刻苦成材的故
事，从此，三兄弟发奋读书，终成大才。

大泉湖西岸山峰上有一个大豁，人称围豁，是古时豫晋要塞，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在豁口有一个儒人洞，传说战国时，赵将廉颇曾
在此设卡，抵御秦兵。唐代汾阳王郭子仪也曾在此屯兵征战，翻越此隘
口，有当年留下的城堡、哨卡、月牙池、屯兵洞等。

各位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极具长江三峡奇观的北方三峡。长江三峡的
雄、奇、险、秀，在这里尽可观赏。在这里您虽然听不到猿声，却可以
体会到轻舟以过万重山的美妙感觉。

各位游客，请回过头来看这块岩石，高高的额头，咧着大大的嘴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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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它笑哈哈的迎接您———祝朋友们健康长寿
、万事如意。

这座小山峰上的鹰展翅欲飞，鱼虾是不敢停留的，它们害怕山上的雄鹰
会下来将它们吃掉。请看对面上面有一巧石，多像一个调皮的小猴狲。

大家往右看，玉峰下有几座山峰形似骆驼，或卧或立，或昂着头，形态
各异，这就是群驼戏水，在这里长年陪伴着形单影孤的玉女，看它们的
神态多么安详而悠然自得。

三姑泉是大泉湖主要水源之一，丰水期可达到7。5个流量，平时也有6个
流量，山西晋祠三泉日流量为15万5千立方米，而我们三姑泉的日流量可
达64。8万立方米，相当于4个多晋祠三泉。博爱县是黄河以北有名的全
国吨粮县，山下万亩竹林是华北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人工栽培的经济竹林
，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每天吃的新鲜竹叶，就是我们这里通过火车按期
运过去的。全县的林茂粮丰经济发展和丹河电厂用水都是与大泉湖分不
开的。

请大家向两边看，右为凤凰山，左为百鸟巢，合起来就叫百鸟朝凤。相
传就在这里三位仙姑斗败群恶魔，疏通河道，放水下山，拯救万民之后
，大姑、二姑先后离去，唯留三姑在此，继续为民造福，因此感动了仙
界，凤凰来到三姑的对面山上落下，陪伴三姑，随之引来百鸟朝凤。

在这段水路，主要景点有镇山虎、石榴峰、懒和尚、钟山、小尼姑等景
点。

传说很久以前，在这山上有一棵石榴神树，他千年开花，万年结果，吃
了以后可以养颜长生。这个消息传到皇帝那儿，皇帝便想把石榴弄到宫
里。一天他派一个大将来到山上摘石榴，但石榴有神虎看守，眼看着石
榴树上结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石榴，就是不得接近。他想用箭射落，再偷
偷拿走，没想到这枚石榴太大了，根本拿不动，一下子掉在了山上，化
作石榴峰。这位大将看着立刻就没有了主意，不敢回宫复命，就到附近
的庙里出了家当了和尚。方丈派他专门管敲钟。一天他出来游山，刚好
看见对面山上有一个小尼姑，就动了俗念，整天想着如花似玉的小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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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寺院清脆悠扬的钟声时常间断。这事不久被老方丈发现了，到南
岸尼姑庵说事，相互指责。他们为了表示各自的清白，就把和尚、尼姑
赶出佛门境地。老方丈更是一怒之下连懒和尚敲过的钟也扔出了寺庙。
在这山豁口立的那岩石就是懒和尚。时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
，说懒和尚看尼姑———— 一事无成。这就是钟山，山顶上的小包包多
像钟耳。待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见打着花伞的小尼姑了。

这块巧石叫佛手岩，佛手脉络纹线清晰，它的奇特在于站在左边看是右
手背，站在右边看是左手心。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根石柱，一个叫公鸡峰。一个叫母鸡峰，它们直径
长3米，高20多米，为什么叫公鸡峰、母鸡峰呢？？

原来三姑引水下山，百姓安居乐业、物阜年丰，观音菩萨准许三姑每月
初一、十五为百姓施药治病。一日，三姑在治病途中，见众多百姓在庄
稼地里扑打蟋蟀，三姑用她的慧眼，立即认出了这是千年修炼的蟋蟀成
精，在糟蹋百姓的庄稼，随奏明玉帝，请来百只天鸡，到此啄食蟋蟀，
终将蟋蟀消灭干净。天鸡将返天庭，惟独有雄雌两只天鸡，一来被三姑
为民除害的精神所感动，二来留恋此地山水，甘愿留在凡间与三姑一起
为民造福。经玉帝恩准，这两只天鸡便留在人间，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
公鸡峰、母鸡峰。天长地久，两只天鸡也动了凡念，违反天规，在此繁
殖后代。母鸡下蛋后一不留神，鸡蛋下落，结果被夹在山石中间。玉帝
知道后大怒，经三姑说情，未加责怪，恩准它们继续留在人间，但只能
一次，下不为例并不准孵出小天鸡。就这样，鸡蛋悬在空中，雄雌二鸡
每日昂首相望，不过这一带确实没有蟋蟀了。

好了，各位朋友，在这绝壁夹缝之中，抬头望一线青天，眼前巨石高耸
，似乎到了绝路，但是，有兴致的朋友，如能登上巨石，却是别有洞天
。我们现在看看这潭的形状像不像，龙门石窟庐舍那大佛的耳朵？这就
是佛耳潭。大家知道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吗？是高处流下的雨水冲刷而成
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玩的开心

简短的导游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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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议大楼位于天津和平区承德道22号。法国公议大楼建于1929—193
1年，是一座古典复兴式、三层混合结构的建筑。大楼建筑面积8700平方
米，立面设计采用古典三段式，即建筑主体突出，左右两翼呈对称。外
墙面花岗岩砌筑，以宽而深的凹槽分格饰面。

正门为三个半圆拱券的铁花大门，两侧为单扇铁花小门。正门大厅内，
筑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宽大台阶，汉白玉扶手，双瓶式栏杆，彩色大理石
地面。用井字梁花饰顶棚，配以做工精细的八角形吊灯、半圆形铜壁灯
，华贵高雅。

二层中央采用六根爱奥尼克柱式空廊，柱面下部以宝瓶式栏杆连接，其
腰线、窗眉、檐口多花饰，檐部左右两端各有三角形断山花，山花内有
花饰盾徽。二楼大厅墙上有六根圆形壁柱，地面铺人字地板。顶棚中间
为彩色轧花玻璃窗，四周墙壁上半部亦以轧花图案装饰。整个建筑造型
稳重壮观。

简短的导游词6

大家好，我是你们这次旅游的导游，这次我们去的旅游景点是天下第一
奇山—黄山。黄山是一座奇形怪状的群峰，位于安徽省南部，相传黄山
因轩辕黄帝曾在山上炼丹而得名。

黄山自古以来就是游览的盛地，明代大旅行家游览过黄山以后，对黄山
拍手赞好：“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话意思是：去
过五岳回来，其他什么也不用看了；去过黄山回来五岳都不用看了。黄
山确实是不同寻常，有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庐山的飞瀑，衡山的
烟云。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天下，被誉为天下奇山
。

自黄山的温泉上4公里左右，就能够看见黄山的景色。那凌空的巨石直插
云天，有的像报晓的公鸡，有的像步履蹒跚的老人，有的像龟兔对望，
还有的像小兔观日，有的是极像一对去放羊的姐妹，千姿百态，惟妙惟
肖，形状怪异，这真是大自然的奥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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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就去玉屏楼。在路上也是奇险无比，让人难以忘怀。这里有
急速飞驰的云海，陡峭的悬崖，还有从天而降的垂直石阶。玉屏楼附近
的悬崖上，有几棵高大古老的松树，其中一棵名叫迎客松，还有一棵叫
送客松，它们挺立在路边的峭壁上，似乎在热情地迎送中外游客。

莲花峰离玉屏楼近3公里，爬上峰顶就可以观赏日出。黄山观日出、望云
海的最佳地点是清凉台。古人在这儿留下不少的诗篇。这一带还有梦笔
生花，笔架峰、骆驼峰、仙人下棋等胜景。好了，各位游客，我给大家
就介绍到这儿了。请大家观赏景色，两小时后在清凉台集合，注意安全
，不要走散了。

简短的导游词7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叫黄弈诚，是天津市南开科技实验小学的学生，今天很荣幸
能为大家服务，你们就叫我诚诚好了！今天我们要游览的是长虹公园。
长虹公园是前不久刚刚免费开放的公园。，希望大家爱护花草，可不要
乱扔垃圾、乱写乱画哦！

长虹公园位于天津南开区长江道、红旗路立交桥下。占地33.9公顷，其
中水面占12.5公顷。假山迎门而立，右侧一泓湖水，岸上垂柳成荫，公
园里幽静的通道，大片的绿地，鲜花争艳，大树参天，全园绿地面积占9
7.5%。公园西部有儿童乐园、旱冰场等游乐设施，为游乐区；南部的南
湖为划船区。公园西北角建有老年阁，是游人聚会和文娱活动场所。如
果拍几张照片，与朋友们一起享受“长虹”的阳光与美景，是一件很愉
快的事哦。长虹公园是 本市首个免费开放的大型公园。市民在免费开放
的公园内，可以领略“山水园林、南派建筑、植物造景、生态造园”等
美景。市民反应良好。在一次对改造后的公园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度达
到了98.9%。

近年来，公园辟出大片地块，开设了“长虹风情街”，里面的建筑都是
徽派建筑风格，黑瓦白墙，斗柱翘檐，还有各种形状的小桥，有平桥、
拱桥、曲桥、月桥、廊桥等等。街两旁的商家经营的商品包罗万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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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各地名小吃，引来游客驻足而乐。 各位游客，今天的游览到这里
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合作，谢谢。长虹公园恭候您的
下次光临。

简短的导游词8

初祖庵，又称“面壁庵”，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少林寺西北约一公里
处的五乳峰下的一个小山丘上。始建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是宋代
人为纪念少林寺初祖“达摩”面壁而修建的一座庵院，初祖庵三面临涧
，古树掩映，乃山中胜境。

现庵院主体建筑有山门、大殿和千佛阁。

山门的具体建造年代已法无考证，当在金代或元代，现在的山门是1986
年按旧制重建。

大殿建造于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以后历代都有修葺，现在的
主要建筑仍为北宋原物，它是河南省现在最古老的一座木石结构建筑，
殿内供奉有“达摩像”，另有二祖“慧可像”、三祖“僧粲像”、四祖
“道信像”、五祖“弘忍像”。东、北、西三壁上尚存人物彩绘23幅，
另有5幅被毁坏，彩绘的内容是初祖达摩以下三十六位禅宗祖师。绘制年
代约在明末。大殿内的群肩石、十二根檐柱、四根内柱以及神龛须弥座
的束腰部分都刻有浮雕，内容包括人物、动物、花卉和山水等，都是大
殿创建时所刻

千佛阁是明代时期“初祖庵”的住持“福元”主持建造。内供有达摩像
，并供“观音菩萨像”。千佛阁前有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舍利石
函一具，石函四面有线刻画，图中天王怒目圆睁，仕女手托花果，鬼王
披头散发。

另外，庵院内还有碑石40多通，其中著名的有：宋黄庭坚《达摩颂碑》
、宋蔡汴《达摩面壁之庵》，明刻《达摩面壁图》等。

简短的导游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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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戏剧之乡——安庆，更欢迎大家来到青山绿水、风景优美的天
柱山风景名胜区。我是安徽旅行社的导游王兵，大家喊我王导、小王都
行。这位酷似梁朝伟的呢是我们亲切的司机杨师傅，开车经验丰富的他
会带给我们一个愉快的车上旅程的，大家请放心乘坐。世界如此博大，
天地如此广阔，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安庆是一种缘分，我将尽我最大的努
力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预祝大家的游览顺利愉快！

我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天柱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文明森林公园以及国家地质公园。
天柱山可谓是三山合一体，哪三山呢？首先，此山地处南北交汇地带，
气候宜人，景区枝叶繁茂，是一座生态名山；天柱山的佛教文化源远流
长，中国禅宗开山鼻祖二祖慧可在此开宗立派，三祖僧璨在此完成了禅
宗的理论体系，并在天柱山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因此，天柱山又是一座
佛教名山。该山还是一座地质名山，天柱山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原本此
处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才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科
学家在此发现了全球揭露面积最大、暴露最深的高压——超高压地质变
质带。该发现使天柱山一举成为全球研究大陆动力学的最佳地区之一。
听了这些，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别急，我们的车已经到了天柱大道，大家朝前看，这里矗立着一座高大
的门楼建筑，这就是天柱山标志性大门，大家知道门楼上方那苍劲有力
的“古南岳天柱山”六个大字是谁题写的吗？呵呵，看样子大家是做好
了功课来的啊，对，这是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这也是

老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宝，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现在呢，我们进入
景区。天柱山风景区共有八大景区，分别是：三祖寺景区、虎头崖景区
、九景河景区、马祖庵景区、主峰景区、大龙窝景区、和龙潭河景区。
每个景区各有突出特点和风光，有名景点多达400多处。由于时间、精力
有限，今天我们主要参观游览的是三祖寺景区和主峰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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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旌驾桥，我们就进入了天柱山的南哨——三祖寺景区。好的，请大
家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关好车窗，有秩序地下车。朋友们，听我在车
上说这么多，想必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吧，那就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天
柱山给我们带来的独特魅力吧！三祖寺景区是天柱山人文景点最集中、
文化品位最高的一个文化精品景区。我们将在这里感受到天柱山神秘的
宗教文化和帝王文化，观赏到具有历代书法艺术长廊之称的国家重点文
保单位摩崖石刻群。现在，我们来到了三祖寺前的广场。该寺又名乾元
禅寺，建于南朝梁武帝时期，初名是菩提庵。站在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
出：整座山犹如一座展翅欲飞的彩凤，凤冠上面是觉寂塔，也许大家已
经听到风铃叮当作响的声音了，那就是由觉寂塔里8条铁链上面系着的40
0多个铃铛共同发出的声音。在该塔的塔宫里面，藏有三祖百颗舍利子。
大家注意脚下都跟上来了吗？好的，顺着我们刚刚看过的解缚石往西走
，我们将要游览的是摩围泉。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此处还居
住了一对夫妇，他们祈求三祖将该泉变成香醇可口的酒泉，他们因此发
了财，可是那位妇女却还埋怨泉水只能变酒，不能出酒糟喂猪，最后三
祖将酒水又变回了泉水，并在该泉的石壁上留了一句话：“天高不为高
，人心最为高，泉水当酒卖，还嫌猪无糟。”到了天柱山，有一处是不
得不去的，那就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山谷流泉的诗文题刻，大多出自名家之手
，具有“多、大、名、秀”的特点。好的，大家注意脚下，跟我到这里
来。在琳琅满目的石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王安石和黄庭坚的名篇
大作了。好的，现在大家可以细细欣赏这些令人称奇的石刻，顺便养精
蓄锐一下，2小时后就在此集合，再次提醒下，请大家记住要爱护这些文
物啊。好的，现在开始自由活动吧！

大家休息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游览的是主峰景区，将由南天门而上
。主峰景区范围很大，包括六月雪、神秘谷、总关寨、天柱、飞来等奇
峰峡谷；。天柱峰是主峰景区中心，海拔1488。4米，因凌空耸立、一柱
擎天而得名，是天柱山第一高峰，与第二高峰天池峰隔谷相望。位其西
南的第三高峰飞来峰也清晰可见，因峰顶上的一块周长百余米，高约五
米的巨石如天外飞落的飞来石而得名。登上天柱峰放眼远眺，群峰竟秀
怪石嵯峨，峭壁苍松尽收眼底，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还等什么，我们一
同去体验其无限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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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讲解到此结束，谢谢！

简短的导游词10

各位尊敬的游客们，你们好。我姓高，大家可以叫我高导游。欢迎大家
来到“人间仙境九寨沟”。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九寨沟这个名字的来历。在四川北部的万山丛中
有几条神奇的山沟，周围布满了九个藏族村寨，人们就称它九寨沟。

现在我们进入九寨沟，大家看一座座雪峰插入云霄，峰顶在阳光的照耀
下银光闪闪，在山谷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像颗颗宝石镶嵌在山谷
里，湖水清澈见底，湖底的石头色彩斑斓，很漂亮。

这里布满了原始森林，大家在森林里行走要很小心，这里有很多珍稀动
物，机灵的金丝猴，奔跑的羚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等等。大家看在那
边的竹林里有一只大熊猫，它正在吃竹叶呢。

我们的游程到这里结束了，我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游览了漂亮的九寨沟，
希望大家再来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九寨沟。

简短的导游词11

各位有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旅游，大家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我是阳光
旅行社的导游员小张。而坐在我身后的是我们的安全大师李师傅。大家
把安全交给他大可放心。这次青天河之旅有我和李师傅一起为大家全程
服务。只要您需要我，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同时呢，我
也想强调I下安全问题，在座的朋友在座位上做好之后最好不要轻易走的
并付好扶手以免高速行驶过快出现危险。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团结友
爱，为我们的旅途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最后，预祝我们此次路途愉快
！

                             12 / 19



www.SanrenWenku.com
 

“南都帝乡，四圣故里，千年于都，中国水乡。”大家猜猜这是哪里？
对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卧龙之地——南阳。 南阳历史悠久，山川秀丽
，拥有众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和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 南阳
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处，省级64处，不同专题的博物院馆14处。其中南阳府衙、内乡县衙是
中国封建社会官衙建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两级衙门。南阳境内发现的大
面积恐龙蛋化石群轰动世界，淅川县境内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出土的稀
世珍宝闻名遐迩，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遗址也是引人关注
。

好了游客朋友们，不知不觉现在我们已经上高速路，开始正式走向我们
的目的地焦作。曾经有人这样计算过，他说旅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被浪费在漫长的旅途中，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只有在经历过期待与颠簸之
后，见到的美景您才会由衷的兴奋和赞叹。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从南阳出发据我们的目的地还有5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有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青天河所在地是焦作市，焦
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我们要上沪陕高速，二广高速经过洛阳到达焦
作。既然大家要去焦作旅游，肯定要对焦作有所了解。接下来，我来给
大家介绍一下焦作。焦作市的山水风光秀美壮丽、如诗如画。他有云台
山，神农山，青天河3个5A级景点。焦作的人文景观也是星光灿烂，多
姿多彩。焦作古为怀庆府所在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韩愈、李商隐等历史名人诞生在这
里。陈家沟为中华太极拳发祥地，是中外太极拳爱好者向往的太极圣地
，全国有代表性的杨、武、吴、孙等诸多太极拳流派皆源于此。太极拳
目前已成为人类共同参与的、人数最多的世界第一武术运动，堪称中华
民族武术奇葩和世界文化瑰宝。还有那不得不提的四大怀药！不仅是在
国内受到大家的广泛欢迎，甚至是在国外也是十分走俏。

在进景区之前，我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青天河。天河，取意于峡谷
平湖一线青天，是集雄、奇、险、秀、幽于一体的典型山水风景名胜区
。面积108平方公里，含大坝游览区。植物种类繁多，四季景色万变，真
正可以做到春看花、夏纳凉、秋赏红叶、冬观雪景。区内大小景点306处
之多，其中以有“华夏第一泉”之称的三姑泉最为驰名，在这里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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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猕猴戏峰、高峡平湖、大泉涌发、百花斗妍，湖水碧绿清澈，两岸
奇峰竞秀，薄雾升腾，婀娜多姿的“不是三峡，又似三峡”的美丽景色
，所以呀我们青天河有“北方三峡”之美称。与三峡不同的是，青天河
的水纯系泉水，泉眼是被誉为“华夏第一泉”的三姑泉”。有人说，青
天河过于宁静与矜持，她没有三峡的桀傲与狂放，事实上到底是怎样的
呢？现在就有我带领大家来游览这轻柔的青天河。

好了朋友们，我们马上就要到青天河的停车场了，下车之前呢，我提醒
大家我们的车牌号是豫R12345，我们的车是一辆黄色环宇。大家请记好
我的电话1234567890。有什么事随时与我联系。现在请大家带好自己的
随身物品，排队下车，我们即将进入景区，开始今天的青天河之旅。

景区讲解：

各位游客，穿过隧道，我们现在来到了极具长江三峡奇观的“北方三峡
”——青天河风景区了。长江三峡的雄、奇、险、秀，在这里尽可观赏
。在这里您虽然听不到猿声，却可以体会到“轻舟以过万重山”的美妙
感觉。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大坝游览区。这里的主要景点是东汉古
魁，天井关古战场，丹河铁路大桥等等。接下来我们游览的是大泉湖游
览区。各位游客，在开始游览我们青天河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我们青天
河的景贵在自然。还有 我们导游有一句话：山水景呢，三分靠想的，七
分靠说的。所以呀，我会尽我所能给您描述，也希望您呢也可以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我们一起努力，争取让您把我们青天河的景看全看好。

说话间我们的游船已经驶过来了，现在请大家穿好救生衣随我排队上船
。那大家指导为什么叫着为大泉湖额？取郦道元称三姑泉为“大泉涌发
”中之“大泉”，又取毛爷爷词中“高峡出平湖”中之“湖”，将库区
定为“大泉湖”。

现在在我们右侧出现一条小河叉，由于山势蜿蜒，沟壑纵横，形成九曲
十八弯，故名“九曲洞”。涧长约1000余米，宽30———50余米，山上
有一巨大山石耸立，饶有韵味，它有头有身，形状酷似一位老人，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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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为“石人仙翁”。传说他就是帮助三姑饮水，为四方百姓消灾造福
的看山仙翁。他孤身一人伫立在高山之上，无论风吹雨打还是严寒酷暑
他都伫立在这里。山涧的尽头是我们富饶的青天河村了。正所谓呀柳暗
花明又一村。

现在大家看左岸山梁上连绵不断的山峰，一个个小山包酷似一个个烽火
台。人称“天然长城”。是一出地质景观，也是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地质奇迹。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向右看，在高山顶峰有四块巧石南北对望，南边的
一块像一位老妇人端坐椅子上，北边的三块形似三位少年向南下跪，这
个景观就是“三娘教子”。这是我们青天河的重要景点之一。传说一位
叫三娘的妇女，膝下有三个儿子，丈夫张兴老实憨厚，，一家五口过着
清贫的日子。有一年久旱无雨，收成很不好，张兴就想去给人家干活挣
些钱聊以糊口。一天他看到一富人家门前贴着告示，张兴不知道上边写
的是些啥，就让一旁识字的人念给他听，别人念到“家请帮工，立字为
凭，无钱、银送，无茶、饭供，干满仨月，一次结清。可当他讨要工钱
时，财主耍赖不给钱，官司打到县衙，县官和财主串通一气，就把字句
的意思该为，“无银钱送，无茶饭供”，原来这是财主玩的文字把戏，
欺穷人不通文墨。张兴又至怀庆告状为赢，一气之下，当即身亡。三娘
是个刚烈女子，她决心不论日子怎样苦，都要让孩子读书识字，给穷人
争气，为屈死的父亲争气，可是孩子总爱贪玩。一天，三娘把孩子叫到
面前令其跪下，给他们讲了其父的死因，又给他们讲了许多刻苦成材的
故事，从此，三兄弟发奋读书，终成大才。

朋友们呀，置身于山水之中的风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
快要驶到岸边了。人家说呀这“百年修得同船渡”不知道我们百年修得
的缘分有没有给您带来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呢？在这里，我要多谢大家的
支持与配合，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也请你给您可以多多包涵
。大家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可以自由参观游览，拍照留念。景区游人较
多，请注意物品安全，不过希望大家注意把握时间，我们一个小时后，
在景区门口准时集合登车，祝大家玩的愉快，谢谢！

简短的导游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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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游客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故宫参观，我叫戴莉蓉，大
家叫我戴导好了。下面就让我来介绍一下世界遗产——故宫吧。

故宫有四个大门，依次是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故宫的正门
叫午门，是故宫的大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过
了午门，就等于进了故宫。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它始建明永乐四年
，公元1406年，历时14年才完工，共有24位皇帝先后在此登基。

故宫最吸引人的建筑是三座大殿，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是木
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采画，你们在游赏时
，一是欣赏他们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二是观赏陈列于室内的珍贵的文
物，其中中和殿和保和殿一共收藏了100多万件的文物。

故宫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初建时被奴役的劳动者有
工匠十万，夫役百万，那时没有火车，汽车，没有起重机，每块石头往
往重达几吨，如现在保和殿后檐的台阶，有一块云龙雕石重约2500吨，
可见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的才能。

游客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让你们游赏吧，但要记住哦，垃圾请不要乱扔
，以免破坏这美丽又雄伟的世界遗产。

简短的导游词13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闻名中外的杭州西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陈
，大家可以叫我陈导，今天，我会带大家游览三个景点，柳浪闻莺，长
桥公园和花港观鱼

现在，我们的大巴车行驶在南山路上，第一站是柳浪闻莺。为什么要叫
它柳浪闻莺呢？等到了景点，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你瞧，这里是柳浪闻莺，岸两边种满了杨柳，一阵风吹过，那些杨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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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位舞蹈家翩翩起舞，非常美丽。你们听，“叽叽喳喳”的声音，是
小鸟欢乐的乐曲，它们就像柳姑娘的乐师，为杨柳伴奏。如果你想放松
一下，只要在这湖岸边走一走，一定会陶醉其中。

现在让我们继续往南走，来到的是长桥公园。它虽名为长桥，实际上它
的桥并不长。长桥公园里的小桥流水分外幽静。如果你想远离城市的喧
闹，听着鸟儿的叫声，闻着桂花的香味，十分惬意。现在让我们休息一
下，大家可以拍拍照片，但是千万不可以掉队哦！

我们现在离开了长桥，继续向前进，来到了著名的花港观鱼。现在正是
金秋时节，也是菊花开放的时候，走进公园，大家可以尽情观赏，可是
千万不要踩坏了花草。花港观鱼不光只有花儿美，鱼儿更美，还可以去
那边买一些鱼饲料喂喂这些可爱的鱼。现在大家自由活动，下午三点准
时在大门口集合，请大家注意安全！

很高兴大家都能准时回到这里集合，我们今天的游览已经结束，西湖的
美景多得数不过去，欢迎你们再来游玩。最后，祝大家旅途愉快，再见
！

简短的导游词14

“各位朋友，我姓x，大家叫我小x好了。”这样介绍自己，现在在导游
队伍中很是流行，这会有什么语病吗?

第一，他们对人只说“我姓x”妥当吗?不，这显得毛燥、不郑重。向客
人介绍自己，中华民族传统礼貌的做法是：既要报姓，又要通名。所谓
“大丈夫，横不改名，竖不改姓。”通名报姓是社交中的大事。导游介
绍自己,对人说姓不通名，显然是不规范的。

第二，向别人通名报姓，还显示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导游员带
团，游客有许多事情会找他。例如，游程结束之后，游客有事要找这位
姓x的导游，而这家旅行社又偏偏不止这么一位姓x的导游员。那就会给
这位游客带来不必要的寻找麻烦，影响了办事效率。导游员向客人介绍
自己姓名时，不偷工减料，不藏姓腋名，不打马虎眼，是做事诚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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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表现。对客人正正规规的通名报姓，会给游客留下温良恭谦的第一印
象。这不是很重要吗?

第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受带国外旅行团的影响。对国外的
旅游者，导游员介绍自己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一句“大家叫我小x好了。
”因为国外旅游者，叫中国人的名字相对要困难一点。简略一下，既便
于上口，又容易记忆，提高了彼此沟通的效率。

另外，姓上冠以“老”或“小”，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向外国游客介
绍中国人的一种称呼习惯，也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外国游客会觉得新奇
、兴奋，所以导游员要特意指出。而对国内旅游者，称导游员什么?那是
旅游者的权力，导游不必越俎代庖。现在，许多模仿者不看对象，不看
具体语言环境，盲目模仿，成了变味的黄酒，有点酸了。我们导游对游
客讲解，要象《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要说出话来滴水不漏。这样才显
示出功力、水平。

简短的导游词15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各位到乐山大佛景区来观光旅游！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古佛-----乐山大佛。它
位于我国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
弥勒佛。它始建于唐代，已有1200年的历史了。

乐山大佛高71米，肩膀的宽度是24米，头的直径是10米，耳朵有7米长，
嘴巴好眼睛的长度是3.3米，眉毛和鼻子的长度是5.6米，颈高3米指长8.3
米，它的一只手就可以站100多个人，从膝盖到脚背28米，脚的宽度是8.5
米，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乐山大佛雄伟壮观，人们形容它：“山是一
尊佛，佛是一座山。”

各位游客，下面我来告诉你们乐山大佛三次显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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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人无数，乐山大佛脚下的河流，饿殍泛
滥，大佛不忍目睹人间惨剧，痛苦地闭上了眼睛。1976年，毛、朱、周
三领导俱逝，唐山大地震死伤数10万，大佛怨天不公，面露怒色。2000
年，中国加入世贸、申奥成功，喜事连连，大佛头闪佛光，吉相丛生。

乐山大佛真是我国伟大的奇迹。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jdddyc-doc-26845aoi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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