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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导游词

 

苏州园林导游词1

Bonjour, je suis votre guide, vous pouvez m'appeler Lu Dao, bienvenue au beau
paysage Suzhou Garden, vous et moi allons passer une journée passionnante.

Suzhou Gardens a été inscrit au patrimoine mondial en décembre
1997.Suzhou est une ville historique et culturelle célèbre et une ville touristique
nationale clé, riche en ressources naturelles et en talents.Suzhou Garden a une
longue histoire et un esprit magnifique, qui est un véritable trésor artistique de
la nation chinoise.

Le Pavillon Canglang, situé près de Sanyuan Fang dans le sud de Suzhou, a la
plus longue histoire à Suzhou. C'est le jardin privé de Su Shunqin. Le Pavillon
Canglang couvre une superficie de 1.08 hectares, à l'intérieur de l'eau claire à
travers, le reflet de la lumière des vagues, des milliers de vues.

Je vais vous raconter une légende. L'empereur Qianlong est passé par Suzhou
et a entendu parler de quelque chose appelé shushuo. Il a demandé à Wang
zhouslai shuo. Wang zhouslai était célèbre dans toute la province du Jiangsu
et du Zhejiang. Il est venu mais n'a pas dit. L'empereur lui a demandé pourquoi.
Wang a dit qu'il n'y avait pas de lampe et de chaise. L'empereur lui a donné une
lampe et une chaise.Wang Zhoushi a composé les trois cordes, et le son de
tintement était à la fois comme des oiseaux et des Phoenix, et comme un
tambour d'or. L'empereur l'a fait entrer dans le palais avec des sourcils et des
sourires. Au lieu de cela, Wang Zhoushi n'était pas habitué. Après avoir pris
un jour de congé, il est retourné à Suzhou.Il a dit que ce n'était pas son livre
qui attirait l'empereur, mais le paysage exceptionnel de Suzhou qui atti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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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pereur Qianlong.On peut voir que Suzhou est le meilleur endroit pour visiter
depuis l'antiquité, c'est - à - dire que les gens disent souvent "il y a le ciel au -
dessus et il y a Suzhou et Hangzhou au - dessous".

J'ai terminé ma présentation, autant en entendre parler.

苏州园林导游词2

游客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以山水秀丽，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
林甲江南”的美称。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烟波浩渺的气势，又有江南水
乡小桥流水的诗韵。 需要提前先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游玩期间，将会
经过很多美丽的景点。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请不要乱攀爬假山，也不
要乱扔垃圾。顺便给大家留一个问题：我国建筑中的一般住房，绝大部
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但苏州园林从不讲究对称，
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西边决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
这是为什么呢？好了，我们先去游览吧。

我们先来到苏州园林的南门。进门后往前走就是沧浪亭。沧浪亭是苏州
最古老的园林。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45年，那时候诗人苏舜钦流寓江
苏中心，买了这块地，在水旁边建了一个亭子，取名“沧浪”。作《沧
浪亭记》，自称“沧浪翁”
南宋时变成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居住，沧浪亭改名成“韩园”
沧浪亭两侧刻着醒目的对联，上写“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意思是清风明月到处都有，但对俗人来说，有钱也买不到；近水遥
山本为无情之物，但在诗人眼里，都成了有情之物，对比强烈。

接下来便是拙政园啦！它位于苏州娄门内，是苏州最大的一处园林，也
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作。你们看，拙政园建筑布局是不是疏落相宜、构思
巧妙，风格清新秀雅、朴素自然。它的布局主题以水为中心，池水面积
约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各种亭台轩榭多临水而筑。 狮子林同样是苏州
四大名园之一，因园内石峰林立，形状似狮子，故名“狮子林”。狮子
林主题明确，景深丰富，个性分明，假山洞壑匠心独具，一草一木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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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韵。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 最后，让我们参观留园，始建于明代
。留园占地约50亩，中部以山水为主，是全园的精华所在。留园内建筑
的数量在苏州诸园中居冠，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和卓越智
慧。

现在我们苏州园林的参观结束了，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那道题的答案啦
！那就是因为苏州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不讲究对称。接下来的时间大
家可以随意拍照了，但是请注意安全和卫生。

苏州园林导游词3

各位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姓栾，大家可以叫我小栾。今天就由我
陪同大家去我国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园林。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都知道，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
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这里之所以这么出名，
是因为设计师和匠师们别出心裁，追求游客无论在那个点上，眼前的一
隅总是一副完美的图画，所以以前有游客就说，来到这里，就有“如在
图画中”的美感。

今天我要重点介绍的是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放眼望去，精妙的图案
设计和细致的雕镂映入眼帘，这可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看那窗上刻了
一对凤凰。细长的尾羽虽然密集但还是能体现出木匠高超的技艺。一对
眼睛虽然只有米粒般大小但却不时的透露出坚定的信念，这可是木匠们
心灵的浇灌啊。不少摄影家对这些门和窗情有独钟，他们细心地斟酌着
当时的光和影，左瞧瞧，右瞅瞅，“咔哧”一声，美丽的人间天堂就这
样显示在屏幕上。

当然，苏州园林的美不是一时就能欣赏完的。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吧，
望苏州园林的美景能再您的脑海

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下次再见！

苏州园林导游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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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旅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柳，大家可以叫我柳导。今
天我要带大家去苏州园林玩，我希望大家能在苏州园林留下一段美好的
回忆。

苏州园林是四大园林之一，这里的美景不可计数，接下来我就和你们一
起去苏州园林中的留园去游玩。

我们大家一起先去楠木殿，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玩的吧！我先来介绍一
下，楠木殿是对"五峰仙馆"的俗称。它能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来
形容："庐山东南五老峰，晴天削出金芙蓉。"楠木殿厅堂里阔五间，它
有天然儿、太师椅等家具，左右两边分设儿、椅。

厅堂里有充分的光线，所以我们走进五峰仙馆没有像以往走进其他的老
房子那样感觉甚至还有点阴森。使用如此贵重的木材可见五峰仙馆在留
园中的地位非比寻常。但是在抗战时，楠木殿成了日军的马棚。饥饿的
行军马，把上好的楠木柱子弄得不成样子。好了，现在请大家自由参观
。

下面我们来到的景点是冠云峰。留园内的冠云峰乃太湖石中绝品，齐集
太湖石"瘦、皱、漏、透"，相传这奇石还是宋末年花岗石中的遗物。北
宋末年，金兵压境，但宋徽宗却在东京城内大兴土木。徽宗崇宁四年特
地在苏州设计了苏杭应奉局。

可是北宋弄得民不聊生，终于为金所灭，徽宗自己也做了俘虏。冠云峰
就是未来得及运的花岗石的遗物。下面请大家自由观赏，但是要注意安
全。

虽然我们只旅游了一天，相信大家也收获不少吧！如果再能来旅游，我
一定再做你们的导游！

苏州园林导游词5

欢迎大家来到苏州，很高兴为大家服务。我是苏州园林风光旅行社的导
游，我姓刘，大家叫我小刘就行了。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陪同各位欣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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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园林的美丽景色和周围的名胜古迹，和大家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

西湖是苏州园林的主要风景，在以西湖为中心的60平方公里的园林景区
内，分布着主要风景名胜40多处，重点文物古迹30多处。

现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西湖了。大家看：现在的西湖平静得像一面
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微风吹来，湖面荡起层层涟漪，美丽极了!大家
继续向前走，就来到了有名的断桥。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每当冬
日雪后，桥的阳面冰雪消融，但是，阴面仍有残雪似银。从高处往下看
，桥似断非断。大家可以站在桥头，放眼四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

大家现在来到的景点叫“花港观鱼”，这里有一座小山，山上有条小溪
，小溪的两岸花木众多，常有落英飘落溪中，故名“花港”。大家看，
好多花瓣飘落下来，好像天女散花，小溪里还有小鱼儿呢!

我们现在登上山顶，大家向南看，雷峰塔就矗立在夕照山上，蔚为壮观
。

各位游客，我们今天的游览就要结束了，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度过这
段美好的时光，请大家对我今天的导游提出宝贵的意见。祝大家玩得愉
快。

苏州园林导游词6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苏州古典园林游玩，我是大家的导游，我叫徐悦，也可以
叫我悦导。今天我们将去苏州的古典园林转转，请大家跟好咯!

苏州古典园林吸收了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有一句话说得好“江南
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
游，可居，可以体验让人舒畅的生活，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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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沧浪亭，沧浪亭是建于宋朝公元948——1264年，

被文人成为苏舜钦的私人花园，占地面积1�08公顷。园内有一泓清水贯
穿，波光倒影，景象万千。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以囹万贯钱买下废园进
行修筑，傍水造亭，还写下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造首诗。踱步沧浪亭，可以看见沧浪亭外临清池，
曲栏回廊，古树苍苍，垒叠湖石。人们称“千古沧浪水一涯，沧浪亭者
，水之亭园也。”

现在我们已经参观完了，大家再见。

苏州园林导游词7

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今天，就由我带大家去“人间天堂”——苏
州观赏园林。

在车还没到古典园林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古典园林吧！1985年苏州园
林即被评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据记载，苏州城内大小园林将近200
处。其中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分别代表着宋朝，元朝，明朝
和清朝四个朝代的艺术风格。同时被称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四大名园。
”

我们已经到了今日黄金游的第一站——留园。留园位于苏州是园林路，
它应用了分和，明暗等比较手法。大家可以好好去观赏了，不过也要注
意卫生，做一个文明的游客。

留园不留我们，那我们就去狮子林吧。狮子林变化多端，值得一览。

穿过狮子林，出去约五千米，就可以看见寒山寺了。说到寒山寺，大家
一定自然的想起《枫桥夜泊》里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吧？因为唐初有一个寒山的和尚在这里住过而得名。现在在寺内存碑一
方，上面还刻着《枫桥夜泊》一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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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寒山寺到了，现在大家可以仔细观赏寒山寺了。

各位朋友，我们在“人间天堂”——苏州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
再见！

苏州园林导游词8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陪同您游览苏州园林的小导游——戴云舒。

游北京，导游给您讲帝王将相，游杭州，导游讲才子佳人，游苏州园林
呢，我来给您说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文人墨客的典故传说。

苏州园林是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对大自然的再创作。在2520x年的历史长
河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砖一瓦都有故事，一草一木都深得自
然之精髓。

早在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在太湖西山以三千六百万顷湖水为池，以七十
二峰四十八岛为山建造了苏州最早的园林。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造园活
动绵延不绝，造园艺术日臻完美，有了“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
江南”的美誉。

小桥流水，步移景异，虽由人作，宛若天成。随着历史的推移，这种源
于自然，却高于自然的艺术，融汇在历代的苏州园林精品中，现存的宋
代沧浪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网师园，清代的环秀山庄、
留园，在理念上一脉相承，保留和传承着中华文化的精华。

下面就请您伴随着我的讲解，在诗情画意中慢慢品味苏州园林吧！

苏州园林导游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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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苏州园林的代表之一——拙政园。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以自然山水见长，而苏州则以园
林景观取胜，当然这两座名城都离不开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在参观之
前，我先给大家把苏州园林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苏州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而苏州私家
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的辟疆园，此后，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据
记载，16—18世纪的全盛时期，苏州有园林200余处，现在保存尚好的有
几十处。其中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分别代表着宋、元、明、
清四个朝代的园林艺术风格，被称为苏州“四大名园”。

1997年，以四大名园为代表的苏州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
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苏州园林：没有哪些园林比历史名城苏州的四大园
林更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理想品质。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苏州
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典范。这些建造于16～18世纪的园林
，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
邃意境。

中国的造园艺术与中国的文学和绘画艺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特别受
到唐宋文人写意山水画的影响。中国园林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皇家
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风格，前者集中在北京一带，后者则以苏州为代表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两者在规模、布
局、体量、风格、色彩等方面有明显差别，皇家园林以宏大、严整、堂
皇、浓丽称胜，而苏州园林则以小巧、精致、淡雅、写意见长，而且苏
州园林更注意文化和艺术的和谐统一。

苏州园林大都是前宅后园，宅园合一，就园林本身而言，可赏，可游，
可居。园林中山水池沼，花草树木，随处可见，亭台楼榭，杂然其间，
从建筑物的任何一个角度看去，或漏，或借，或框，或抑，都是一副绝
佳的写意山水画！在人口密集和缺乏自然风光的城市中，这种建筑形态
的形成，是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
环境的一种创造。四大名园中建筑类型齐全，保存完整，系统而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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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苏州古典园林建筑的布局、结构、造型、风格、色彩以及装修、
家具、陈设等各个方面内容，是明清时期江南民间建筑的代表作品，反
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居住文明。苏州园林的建造还影响到整个
江南城市的建筑格调，体现了当时城市建设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

苏州园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
每一个园林里，厅堂的命名、匾额、楹联、雕刻、装饰，以及花木寓意
、叠石寄情等，不仅是点缀园林的艺术品，同时储存了大量的历史、文
化、思想信息：有的反映和传播着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有的宣扬人生哲
理，还有的则借助古典诗词文学，对园景进行点缀、渲染，使人在游赏
之中，化景物为情思，产生意境美。园中那些保存完好的历代书法名家
手迹，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还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另外，苏州古典园林作为宅园合一的第宅园林，其建筑规制又反映了中
国古代江南民间起居休憩的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是了解和研究古代中
国江南民俗的实物资料。

好了，现在请大家跟随我进入拙政园一起细细品味苏州园林的精髓所在
。进园后我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拙政园。

苏州园林导游词10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认识大家。中国有句老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句名言吸引着千百万游客来苏州观光。现在由我陪同大家去我国
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观赏园林，到人间天堂去享受
一天。

我先为大家介绍苏州园林的基本情况。苏州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素
有“东方威尼斯”之美誉。当然，也请大家注意环境卫生，做一个文明
游客。

我们到了今日黄金游的第一站——留园。留园位于苏州市园林路。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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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分合，明暗等对比手法。请大家好好观赏！

⋯⋯

留园不留我们，那我们就去狮子林吧！狮子林到了，你们跟我来，狮子
林变幻莫测，值得一览。

⋯⋯

穿过狮子林，出去约 5千米，可以见到寒山寺。说到寒山寺，大家自然
会想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吧！现在寺庙内有
一方碑，上面刻着张继写的《枫桥夜泊》。

希望寒山寺能给你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人间天堂——苏州度过了美好的一天。谢谢各位
！愿大家旅途平安愉快，再见！

苏州园林导游词11

家好！我姓孙，那么大家就叫我“孙导”好了。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
个地方，猜猜是什么？对啦！就是江苏苏州古典园林。不过，我首先跟
大家说一下，在那里不能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一些文明
礼仪，否则的话⋯⋯哇哈哈哈，那可就要“人钱分离”了。好了，接下
来我就来介绍一下吧。

苏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城市，物华天宝，人杰
地灵，自古以来被人们誉为“林园之城”，其盛名享誉海内外。苏州古
典园林历史绵延2000余年，在世界造园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她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展示
东方文明的造园艺术典范是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与“苏州园林”并
架齐名的苏州风景名声虎丘、天平山石虎等风景区也是古往今来海内外
游客向往的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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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介绍了那么多，时间也飞快的过去了，眼看我们就要分离了，我孙
导也恋恋不舍啊。不过，我会再次欢迎你们来玩的！记得跟我们火柴人
俱乐部联系哦！

苏州园林导游词1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有鱼米之乡美称的苏州。古语
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苏州旅游，不仅可以领略吴文化的
博大精深，体验一步一景的奇妙幽情，还可以尽情。

苏州始建于公元前514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目前仍坐落在春秋
时代的原址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临”的双棋盘格局和“
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风貌。境内文物古迹有487处，其中国家级15
处、省级101处。辖区总面积8488平方公里，人口583.9万人，其中市区21
2.4万人。

苏州是东方水城还是园林之城。中国四大淡水湖之一的太湖，五分之四
的水域在其境内，东山、西山、光福、石湖、虞山、尚湖等风景区分布
其间，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市内古典园林是世界文化艺术
的瑰宝，现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60余处。苏州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
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被誉为“人间天堂”。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中部，东邻中国最大的工业、金融和贸易中心上海
，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现下辖张家港市、常熟市、昆山市
、太仓市、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平江区、沧浪区、金阊区，以及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

苏州是一座传统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也是个古典与科技交相碰
撞的城市。古典的苏州体现在苏州的方方面面，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苏
州居民楼房的颜色，基本都是一白一黑，显得对比强烈又十分淡雅。苏
州园林也同样如此，粉墙黛瓦的建筑风格色彩，温婉脱俗，清淡素雅，
体现了东方造园艺术精华，所以被誉为“园林之城”。

中国四大名园中拙政园和留园就占了两处，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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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园林的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文坛贤能辈出，绘画、书法、篆刻、诗
文流派纷呈。评弹、昆曲、苏剧被誉为苏州文化的“三朵花”，昆曲是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苏绣、缂丝、玉雕、泥塑、宋锦和
木刻等精湛工艺品享誉海内外；古寺、古塔、古桥等古典建筑具有极高
的历史地位。

苏州园林导游词13

尊敬的游客们：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苏州古典园林游玩，我是大家的导游，我叫徐悦
，也可以叫我悦导。今天我们将去苏州的古典园林转转，请大家跟好咯
！

苏州古典园林吸收了江南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有一句话说得好“江南
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
游，可居，可以体验让人舒畅的生活，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
创造。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沧浪亭，沧浪亭是建于宋朝公元948～1264年，被文人
成为苏舜钦的私人花园，占地面积1�08公顷。园内有一泓清水贯穿，波
光倒影，景象万千。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以囹万贯钱买下废园进行修筑
，傍水造亭，还写下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造首诗。踱步沧浪亭，可以看见沧浪亭外临清池，曲栏
回廊，古树苍苍，垒叠湖石。人们称“千古沧浪水一涯，沧浪亭者，水
之亭园也。”

现在，请大家自由活动半小时，要注意几点事项：

1、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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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戏水；

3、注意卫生；

4、不要破坏花草；

现在清大家自由解散，最后：祝大家玩的愉快。

苏州园林导游词14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到苏州游览观光。我是大家的导游员小贾，在接
下来的旅程中将由我和大家共同度过 在游览的过程中，希望各位能积极
配合我的工作，我也会尽全力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服务，在此小贾先谢过
给位了。

我们今天要游览的景点是苏州园林，提到它呢我想问一个问题：苏州园
林是园林吗？大家会想：小贾你问的问题好没水平啊,如果苏州园林不是
园林，那我们去哪游玩啊？各位其实啊，苏州园林真不是园林，它是指
中国苏州城内的园林建筑，是一个统称，主要以私家园林为主，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到清末苏州已有各色园林一百七十多处，
现保存完整的有六十多处。在1997年，以拙政园、留园、网师园和环秀
山庄为代表的苏州古典园林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好了游客朋友们，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拙政园。它与北京颐和园、承德
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合称为我国“四大名园”，被誉为“天下园林之母
”，始建于1509年，据传它的建造者王献臣在建园之初,曾请吴门画派的
代表人物文徵明为其设计蓝图,形成以水为主、近乎自然风景的园林。王
献臣死后，他的儿子一夜豪赌，将园输给了他人。各位从园门进来呈现
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东花园。入园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花园的主厅“
兰雪堂”。“兰雪”二字出自李白的诗句“春风洒兰雪”，厅堂中间屏
门上有一幅漆雕画，是拙政园的全景图。大家请看，拙政园分为三个部
分：东部，曾取名为“归园田居”，以田园风光为主；中部，称为“复
园”，以池岛假山取胜，也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西部，称为“补园”
，以清代建筑为主。整个院子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也不对称，但错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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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近乎自然，是苏州园林中布局最为精巧的一座。

各位走出了兰雪堂，迎面而来的是一组太湖石假山。这块名为“缀云峰
”的假山高耸在绿树竹荫中，与西侧形状怪异的石峰并立，叫做“联壁
”。走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会联想到《红楼梦》中大观园进门处的假山，
是不是和这座假山极为相似。

游客朋友们走出了东花园，我们便来到了中园。中园是拙政园的主体部
分和精华所在。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四周分布着高低错落的建筑物
。从东面看，一山高过一山；从南面看，一山连接一山；从西面看，一
山压倒众山，体现了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意境
。各位请跟我走，我们面前的这座亭子叫作“悟竹幽居”。此亭俗称“
月到风来亭”。是一座方亭，4个圆洞门使人联想到十五的月亮。站在其
中向外看，犹如四个巨大的镜框镶嵌着苏州园林一年四季的风光。亭内
有文征明的书额和对联：“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

看过了东园田园风光，欣赏过了中园的池岛假山胜景，最后我们来到了
西园。西花园的主体建筑 “卅（sa）六鸳鸯馆”和“十八曼陀罗花馆”
是鸳鸯厅结构。从外面看是一个屋顶，里面是四个屋面；从里面看是一
个大厅，南北分为两个客厅，北面客厅是夏天盛凉用的，南面客厅是冬
天取暖用的。

游客朋友们，接下来大家可以在此拍照留念，咱们30分钟后集合，谢谢
大家！

苏州园林导游词15

游客们，我们现在到了园林的拙政园!你们别小看它，它可是与首都的颐
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并称为四大名园。拙政园为唐代诗人陆
龟蒙的住宅，后来明代监察御史王成归隐之地，取“拙者之为政”的语
意为名。拙政园分东、中、西住宅三部份。住宅是典型的苏州民居，现
在布置为园林的博物馆展厅。

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拙政园，接下来就到了狮子林。狮子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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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多上的历史，元代至正二年，名僧天如禅师维则和弟子“相率出资
、买地结屋、以居其师”。因园为“林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狮子”
因而得名。狮子林既有苏州古典园林亭、台、楼、阁、厅、堂、轩、廊
之人文景观，更以湖山奇石、洞壑深遂而享有盛名，素有假山王国之美
誉。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szyldyc-doc-6312vfo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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