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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村景点导游词

 

宏村景点导游词1

宏村名声在外，自然要比卢村喧闹一些，进入村口时错觉自己是在某个
大公园的门口。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宏村的兴致和评价，也许是我对于
白墙黑瓦的偏爱，始终在心底提醒自己用心去倾听那历史的低吟。

我们下榻的湖心亭是个家庭旅店，勤劳热情的老板娘早早在村口等候。
旅店的设施简单，公共卫浴，但价格很公道，服务极好。

整个宏村是个牛形图，有两条水渠始终在脚下流淌，那是水源的进水和
排水通道，水渠通往家家户户，每户人家开门便能从渠中用到活水，所
以这个有序循环的水渠被形容成牛肠子。村中规定，每天早上8：00前村
民们在水渠中取用的水只能用于食用，8：00之后才能用于清洗等，到了
晚上渠水中的水继续流动，废水被自然排出村中，清水又充满了水渠，
第二天村民们又有清水可用，真的是很奇妙啊。

若再要说宏村的水，那就是被比作牛胃的一个大水池了，水池边的人家
都是村中的大户，池水也是活水，即使在池中刷锅，洗碗，池水也会很
快变干净，丝毫不影响池子的整体美观，池子周围的风景非常漂亮，无
论是日出时分还是日幕之时都掩映出不同的风情。这里到处都是美院的
学生，他们穿着蜡染的布衣，呆着各色突兀的饰品，或是白描，或是水
彩，悠然的坐在池边憧憬着纸上的遐思。

村中有一处市场，卖着竹器或是在竹子上做文章的作品，竹板雕刻又分
为阴阳两种，阴刻就是直接在竹板上刻出图案或字体，下凹的部分便是
；阳刻则是去除图案或字体以外的部分，留下凸出的便是，功夫下得更
大一些，所以阳刻作品的价格要比阴刻作品贵很多。因为外来的游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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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竹器除了杯子、篮子又添了手机链子，长2公分，宽1公分的小竹片
上刻着徽州民居的图景，连着一根黑丝线，十分可爱，挂在手机上显得
特别又大方。

宏村的村民大多姓汪，这个道理和卢村的村民大多姓卢有着差不多的历
史原因。在建筑物上，宏村的建筑不如卢村的精致，但也是比较古朴的
。宏村已经开发成一个景区，商业化的成分较多，这里的狗儿显然是见
过世面的，见到陌生人不会狂吠，这里的小孩子也不那么热情友好，我
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的生活常常被陌生人窥探，显得很不自然。

来到宏村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又把村中的小道细细品味一遍，工作计划
，荷塘里的荷叶还没有醒来，水池中的池水还在沉睡，黑瓦的屋顶托起
的月牙还在，一切都如此寂静。稍后我们又来到村边的公路，阳光照耀
在稻田上，让人感到心里的温度都上升了，于是稻子、牛车、野花都不
放过，还招摇的摆出各种pose留下影像，难得这样的早晨，这样的好心
情！

离开的时候也不过9：00，村子热闹起来，该是我们继续行程的时候了，
我们对这个村落的印象还是很好，唯一叹息的就是，太象公园了，但村
子本身还是很有韵味；村民还是很好，象湖心亭勤劳的老板娘，卖给我
们竹板雕刻作品的老者，路边慈祥的老婆婆。

宏村景点导游词2

大家好，我是付誉，欢迎来到美丽的宏村，这里可享有“中国画里乡村
”之美称呢!整个村落占地30公顷，山水明秀，还曾拍摄过《卧虎藏龙》
和《苏乞儿》等好看的影片和电视剧呢!

宏村始建于北宋，距今已近千年历史，为汪姓聚居之地，宏村汪九是唐
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宏村地势奇特，整个村落布局像个牛形，故又被
称作“牛形村”。大家都听过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吧，现
在就让我们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畅游一番吧!

宏村景点导游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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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团员：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皖之旅旅行组织的西递、宏村两日游。我是皖之
旅旅行社的导游员我姓唐，大家叫我小唐就可以了，在旁边正开在车的
师傅姓陈，陈师傅已有20__年的驾龄了，由他行车大家尽可以放心，俗
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幸与大家相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由
我陪同大家一起游览，希望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大家能通过我走进西递，
了解宏村。在行车途中，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请大家不要把您的头、手
、伸到车窗外，在游览途中旅游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请大家注意保
持车上的卫生，如果您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将会尽力为您
服务。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车是蓝白相间金龙车，车牌号为_，请大家在
上下车时注意识别。

西递位于黟县县城东8公里，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
史。，它是一处典型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经数十代繁衍而成的
同族聚居村落。西递，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高出俯瞰，鳞次节
比的古民居建筑群体似一船形。，据考证：西递人本不姓胡，县志中有
记载，西川胡族（历史曾称西递为西川），其本李姓，唐昭宗李晔子昌
翼公，因避梁太祖朱温难，育于婺源胡氏，遂从胡姓。

西递名称的由来

西递，原名西川。因何又叫西递呢？有两种说话，一说：古代此处为交
通要道，设有驿站，供传递公文和来往官员歇息，驿站又称递铺，所以
西川又叫西递铺。

另一种说话法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人面蛇身的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
共工战败，一怒之下，一头触不周山，不周山是撑住天地的柱子，共工
撞到不周山后，造成天塌地陷，使得地上的水都朝东面流，而奇怪的是
流经西川的两条小溪却是东往西流，东水西递，西川也因此被称为西递

快乐的时光总是飞速的，各位游客：请看前方就是西递景区了。请大家
不要急不要挤，携带好随身物品，等车停稳再下车。好了，都下来吧，
大家稍休息片刻，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我们待会就要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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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中国明清博物馆了好了！各位游客，现在请跟我来，大家看位于这村
头的这座精致的走马楼又称凌云阁，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走马楼相传当
年西递首富胡贯三家族为迎接歙县的亲家、当朝宰相曹振镛的到来而突
击营造的。现今的走马楼是依据当年的布局重新修复的，并与相邻的七
哲祠遗

迹共成一个景点。走马楼分上下两层，粉墙墨瓦，飞檐翘角。现走马楼
内表演黄梅戏、抛彩球、茶道等节目。楼下有单孔石拱桥，名为梧赓古
桥。西溪流水潺绕走马楼，穿桥而过，在这里可领略到西递八景之一的
梧桥夜月美景。可惜现在不是夜晚，但大家也不要遗憾，更美的还在前
面呢。看这座胡文光牌楼，是不是有点眼熟呀？99年昆明世博会徽园中
的牌楼就是按照胡文光牌楼1：0。7的比例做的，是为徽州三绝之一的代
表建筑物，

过了胡文光刺史坊，就进入西递村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瑞玉庭了。

看厅堂上的柱子上是悬挂着这幅楹联，请问有谁能帮我读一下这幅楹联
？是不是发现不对呀，有错字呀？上联快乐每从辛苦得的快少一点而辛
字又多一横，下联便宜多自吃亏来，多字少了一点而亏字多一点，西递
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村中的饱学之士比比皆是，为什么会让这样一幅
写错字的楹联悬挂了百余年，期间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原来，这幅楹联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经营与处世哲学的人生体味，把徽商
的经商之道和处世信条刻划得淋漓尽致。他们认为多一份辛苦就多一份
快乐，在辛勤的劳动中能得到快乐和幸福，从吃亏中寻得经验，胸怀坦
诚才能收益。当年的徽商正是以此为座右铭，以诚信为本，与人为善，
发扬徽骆驼的精神，铸起了昔日的辉煌。厅堂上除了挂有经商之道的楹
联外，还有宣扬修身和传家之道的两幅楹联。即：寿本乎仁，乐生于智
；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

好了，不要感叹了，接下来，我们去桃李园，桃李园建于清朝咸丰四年
（1854年），前厅北向三间，木雕楼裙嵌着福、禄、寿、喜四个大字，
别致风雅中厅较为窄小，通向后厅又有一道堂墙，为了确保中厅明亮采
光和通气，除了开有天井外，中厅楼上置一木拱相围的楼上井，这一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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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设计在徽派古民居建筑中都很少见。中厅通向后厅的堂墙门洞上，
石刻有清初书法家黟县人汪士道题写的桃花源里人家。后厅两侧板壁上
各装有六块木雕屏门，漆雕欧阳修撰写的《醉翁亭记》，书法苍劲有力
，挥洒自如。作者黄元治，是黟县西武黄村人。

大家可能会奇怪，西递自古人文荟萃，书法造诣高超者数不胜数，为何
要在此悬挂一位并非知名书法家的作品呢？原来西递先人一直以帝王后
裔而自豪，教育孩子忠君爱民，开设了修身养性的道德课，聘请清官良
吏给一代代读书人现身说法。黄

元治当时是百姓交口称颂的清官，他在西安任太守时，被称为青菜太守
，年年俸禄大部分资助了求学困难的青年，晚年归乡，两袖清风，只得
借住在宗族祠堂里。桃李园的主人将其请到西递讲学，并悬挂其书写的
作品，是想让后人学习黄元治，做一个忠君爱民的清官。可以说徽州人
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到廉政从娃娃抓起了。

正因为西递自古重视道德教育，所以明清以来从西递走出的数百名封建
官员，没有一个是玷污祖宗的贪官污吏。

游览了几个景，想必大家也累了，饿了，现在给大家一个小时的吃饭休
息时间。

大家早上好！告别了中国古民居历史博物馆——西递，今天将带大家参
观中国画里的乡村——宏村。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现在请允许我给大家
介绍一下宏村的概况。宏村位于黟县县城东北，距县城10公里。宏村始
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原为汪姓聚居之地，绵延至今
已有800余年。宏村整个村落布局似牛形，故被人们称为牛形村。全村以
高昂挺拔的雷岗山为牛头，满山青翠苍郁的古树是牛的牛头，满山青翠
苍郁的古树是牛的头角，村内鳞次栉比的建筑群是牛身，碧波荡漾的塘
湖为牛胃和牛肚，穿堂绕屋，九曲十弯的人工水圳是牛肠，村边的四座
木桥为牛脚，宏村就似一头卧牛处于青山环绕、稻田连绵的山冈之中。

村内有着类似方格网的街巷系统，用花冈石铺地，穿过家家户户的人工
水系形成独特的水街巷空间。在村落中心以半月形水塘牛心月沼为中心

                              5 / 14



www.SanrenWenku.com
 

，周边围以住宅和祠堂，内聚性很强。放眼宏村，村外山青水秀，红杨
翠柳；村内清渠绕户，终年清澈潺潺的水圳宛如轻柔的银带，蜿蜒村中
。村中民居大多将圳水引入宅内，开创了徽派建筑里别具特色的水榭民
居模式，形成了明圳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浣汲溪路和艺术价
值和月沼和南湖水面，映衬着古朴的建筑，在青山环抱中依然保持着勃
勃生机，更显宏禁独到的人居环境价值和景观价值。

村落里现存有明清时期修建的民居158幢，其中137幢保存完整。整个村
落建筑不仅拥有优美的环境，合理的功能布局，典雅的建筑造型，而且
与大自然紧密相融，创造出一个既合乎科学，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居住环
境，是中国传统民居的.杰出代表之一。建筑中的三雕艺术令人叫绝，雕
刻刀法都像北方的剪纸一样精细，流畅。大与小的运用，疏与密的处理
，粗与细的对比都匠心独具。

好了，说着说着就到达宏村的景区了，纸上得来总归浅，觉知此事要躬
行呀，现在请大家一块下车穿越牛的旅行吧！

宏村景点导游词4

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麓，距黄山黟县11公里，是古黟桃花源
里一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村落占地30公顷，枕雷岗面南湖，山水明秀
，享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美称。宏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
—1162年)，距今约900年历史。山因水青，水因山活，南宋绍兴年间，
宏村人为防火灌田，独运匠心开仿生学之先河，建造出堪称“中国一绝
”的人工水系，围绕牛形做活了一篇水文章。九曲十弯的水圳是“牛肠
”，傍泉眼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湖”是“牛肚”，“牛肠
”两旁民居为“牛身”。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
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
化遗产一大奇迹。2011年5月5日，宏村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称号，令人流连忘返。

宏村景点导游词5

各位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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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安徽旅行社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孔夫子说“有朋
自远方来，不易说乎”很荣幸能为各位嘉宾服务，我是大家今天的导游
，我叫王兵，大家可以叫我小王或王导，我们的旅游车是这辆白色大巴
，车牌号是12345，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司机张师傅，
他是驾车多年的老司机了，接下来就由我和司机师傅陪伴大家一起度过
你们的西递宏村之旅！

在揭开西递宏村神秘面纱之前，请允许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宏村位
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村落面积19。11公顷，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至
今有800余年历史。它背靠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融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特别是整个村子呈“牛”
型结构布局，被誉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以雷岗山为牛
头，参天古树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宠大的牛身。以
村西北一条九曲十弯的水渠绕屋过户，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成一口半月
形的池塘，形如牛肠和牛胃。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称牛肚。接着
，人们又在绕村的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作为牛腿。历经数年，
一幅牛的图腾应玉而出。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解
决了消防用水，而且调节了气温，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
创造了一种“换吉未防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宏村又名弘村，都是取宏广发达的意思。村子始建于宋代，数百户粉墙
青瓦的古民居群，特别是被誉为“民间故宫”的。承志堂、平滑似镜的
月沼。碧波荡漾的南湖，雷岗山上的参天古木，森严的叙仁堂和南湖书
院等等，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真可谓是步步入景，处处堪画，同
时也反映了悠久的历史所留下的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至八十年代中期
开始发展旅游业，乔石、朱镕基等先后来宏村旅游考察，琼瑶、陈凯歌
等先后来宏村进行艺术创作。在20xx年11月30日，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讲完宏村，我们来说西递，西递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南部，村落面积12。9
6公顷。村落以一条纵向的街道和两条沿溪的道路为主要骨架，构成东向
为主、向南北延伸的村落街巷系统。

西递村是一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胡姓聚族而居的古村落，该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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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元11世纪，发展鼎盛于14—19世纪。随着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
，西递村的发展也日渐缓慢。由于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乱的侵袭，也未受
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村落原始形态保存完好，始终保持着历史发展的真
实性和完整性。现保存的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均已列为安徽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xx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时间过的真快我们的西递宏村之旅马上就结束了，小王就要和大家说再
见了，临别之际没什么送大家的，就送大家3个字吧，首先第一个字是缘
分的缘，俗话说“百年休的同船渡”和大家的共处就是“百年休的同车
行”，接下来就是原谅的原，在今天的旅途中，我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在这里说声抱歉！在一个就是圆满的圆，此次行
程的圆满多亏了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在此说声谢谢了！预祝大
家接下来的旅途吃得好，睡的香，玩的爽，谢谢大家

宏村景点导游词6

各位团友：

大家好！

黄山，古称黟山，黟县因山而得名。黟县境内的群峰与黄山连为一体，
在历史上曾阴碍了古黟与外部交往，造就了黟县“世外桃源”般的生态
环境。中国著名古代文学家陶渊明受到这一特定环的启发，写下了不朽
名篇《桃花源记》，从而黟县自古享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誉。黟
触到内至今仍存有保护完整的古民居3600幢，为皖南之首。宏村、西递
、南屏、关麓屏山等古民居建筑村落布局严谨，工艺精湛，蕴藏着极其
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20xx年11月3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作
出决定，将中国的安徽与古村落（宏村、西递）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黟山脚下，也就是黟县的西北角，距离屯溪65公里，距黟触到城11公
里的地方就是宏村。宏村始建于北宋，距今已近千年历史，原为汪姓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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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之地。古代宏村人独出机杼，开“仿生学”之先河，规划并建造了堪
称“中华一绝”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统看全村，就像一只昂着奋蹄
的大水牛，成为当今“建筑史上一大奇观”。村内鳞次栉比的层楼叠院
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动静相宜，空灵蕴藉，处处是景，步步入
画。从村外的自然环到村内的水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的布置都完
整的保存着古村落的原始状态，没有丝毫现代文明的迹象。造型独特并
拥有绝妙田园风光的宏村被光荣誉为“中国画里乡村”。

宏村水系是依牛的形象设计的，把清清的引为“牛肠”。“牛肠”从一
家一户的门彰缓缓流过，只要一出门就能看到它。宏村有一句老话：“
浣汲未妨溪路远，家家门巷有清渠”就是说这“牛肠”。

“牛肠”在流入村中被称为“牛胃”的月塘后，经过过滤，复又绕屋穿
户，流向村外被称作是“牛肚”的南湖。再次过滤河床。如此水系；堪
称是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之一绝，它吸引了日本、美国、西德等国内
外一流专家接连不断的来精心者查。宏村非常美丽，它是世界遗产，不
仅因为享有“世外桃园”之美誉，更重要的是它连结着众人的智慧和心
血。

宏村景点导游词7

欢迎大家来到宏村游玩，我叫钱皓宇，大家可以叫我小钱，或者可以叫
我钱导，我很荣幸能为大家服务。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宏村的历史，宏村古称弘村，位于黄山西南
麓，具黄山市黑多县县域十公里。宏村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11
62年)距今有900年的历史。

宏村景点导游词8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皖之旅旅行组织的西递、宏村两日游。我是皖之
旅旅行社的导游员我姓唐，大家叫我小唐就可以了，在旁边正开在车的
师傅姓陈，陈师傅已有XX年的驾龄了，由他行车大家尽可以放心，俗话
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幸与大家相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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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同大家一起游览，希望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大家能通过我走进西递，
了解宏村。在行车途中，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请大家不要把您的头、手
、伸到车窗外，在游览途中旅游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请大家注意保
持车上的卫生，如果您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将会尽力为您
服务。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车是蓝白相间金龙车，车牌号，请大家在上
下车时注意识别。

都说，想了解中国古代帝王生活，请到北京来，想了解中国古代明清平
民生活，请到黟县去，此次旅行我们所要游览的西递、宏村正是座落于
黟县，黟县位于黄山南麓，黄山古称黟山，黟县因山而得名。黟县始建
于公元前221年，距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黟县境内分布有数百个聚族
而居的古村落较为完整的保存了明清时期建造的古名居3700余幢，在一
个有限的地域内能完整的保存如此众多的古名居，这在中国，乃至世界
都是一个罕见的奇迹这些古民居仿佛是飞速发展的人类文明无意间遗落
下的迷人长卷，置身于这些古村落中，如同徘徊在久远的中国历史长廊
，西递、宏村正是这些古村落中的杰出代表。 西递、宏村XX年11月30日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将要游览的是我
们此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被专家、学者称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
影”、“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的西递。(低头看表)现在距离西递还有2
0分钟的车程，请大家按奈住激动的心情，听我简单的介绍西递的概况。

西递位于黟县县城东8公里，始建于北宋皇祐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
史。，它是一处典型的、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经数十代繁衍而成的
同族聚居村落。西递，东西长700米，南北宽300米。高出俯瞰，鳞次节
比的古民居建筑群体似一船形。，据考证：西递人本不姓胡，县志中有
记载，西川胡族(历史曾称西递为西川)，其本李姓，唐昭宗李晔子昌翼
公，因避梁太祖朱温难，育于婺源胡氏，遂从胡姓。

西递名称的由来

西递，原名西川。因何又叫西递呢?有两种说话，一说：古代此处为交通
要道，设有驿站，供传递公文和来往官员歇息，驿站又称“递铺”，所
以西川又叫“西递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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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话法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人面蛇身的共工与颛顼(zhuanxu)争
夺帝位，共工战败，一怒之下，一头触不周山，不周山是撑住天地的柱
子，共工撞到不周山后，造成天塌地陷，使得地上的水都朝东面流，而
奇怪的是流经西川的两条小溪却是东往西流，东水西递，西川也因此被
称为‘西递’

快乐的时光总是飞速的，各位游客:请看前方就是西递景区了。请大家不
要急不要挤，携带好随身物品，等车停稳再下车。好了，都下来吧，大
家稍休息片刻，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东西，我们待会就要去探询
中国明清博物馆了 好了!各位游客，现在请跟我来，大家看位于这村头的
这座精致的走马楼又称“凌云阁”，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走马楼相传当
年西递首富胡贯三家族为迎接歙县的亲家、当朝宰相曹振镛的到来而突
击营造的。现今的走马楼是依据当年的布局重新修复的，并与相邻的七
哲祠遗

迹共成一个景点。走马楼分上下两层，粉墙墨瓦，飞檐翘角。现走马楼
内表演黄梅戏、抛彩球、茶道等节目。楼下有单孔石拱桥，名为梧赓古
桥。西溪流水潺绕走马楼，穿桥而过，在这里可领略到“西递八景”之
一的“梧桥夜月”美景。可惜现在不是夜晚，但大家也不要遗憾，更美
的还在前面呢。看这座胡文光牌楼，是不是有点眼熟呀?99年昆明世博会
徽园中的牌楼就是按照胡文光牌楼1:0.7的比例做的，是为徽州三绝之一
的代表建筑物，

胡文光刺史牌楼建于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距今420多年历史。胡
文光是西递村胡氏第十八代世祖，明朝喜清乙卯年登科，分别任山东胶
州刺史、湖北荆潘首相，在其为任23年得到明朝神宗赏赐回故乡建了一
座功德牌楼，整座牌楼全用当地黟县青石雕刻而成，为徽州乃至全国幸
存下来石雕当中的精品。

看出这座牌坊与徽州各地的牌坊式样有什么不同吗?，如歙县的牌坊大都
是四根大柱直冲云霄，叫“冲天柱式”;而眼前的这座牌坊为三间、四柱
、五楼式结构，通体用的是质地坚腻的”黟县青”黑色大理石。它高12.
3米，宽9.95米，牌楼座下有四只高2.5米的石狮石狮呈俯冲姿势，造型生
动。威猛无比，为国内罕见。1990年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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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型后，点头赞叹说：我见过许多造型迥异的石狮，但是这样做俯冲
倒立状的石狮，却是第一次见到。石雕古朴精湛，造型富丽堂皇。正楼
匾的上方雕的是“恩荣”二字，花板上雕有鹿、鹤、虎、豹等，两旁盘
有浮雕的双龙，正楼东西两面刻有“登嘉靖已卯科朝列大夫胡文光”和
“登嘉靖乙卯科奉直大夫胡文光”字样。双龙图下是文官和武将，喻为
安邦定国。下面有人物像8个，便是通常所说的八仙。最下边的正楼所刻
图案叫“五狮戏球”，东西边是“麒麟吐书”。石柱两侧是栩栩如生的
狮子，这两头狮子前爪朝下倒伏着，爪下有只小狮子，既精致又增加了
牌坊的稳定性。这座牌坊雄伟挺秀，几经沧桑，仍屹立于村口，宛如一
名忠实的守卫者，也是这个古村的历史见证。

宏村景点导游词9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代表中意旅行社欢迎各位朋友观光旅游。我姓李，大家叫我
李导好了，这位是我们的司机王师傅，旅游期间就由我和王师傅为大家
提供服务，我们十分荣幸！大家在此旅游可以把两颗心交给我们：一颗
是“放心”，交给王师傅，他的技术娴熟，有12年的驾龄，从来未出过
任何事故；另一颗是“开心”，就交给我李导好了。旅游期间，请大家
认清导游旗，以免跟错队伍。还请大家注意安全，特殊区域不要拍照，
不要随地乱扔垃圾纸屑，共同去爱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安徽省黄山脚下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大部
分具有皖南特色的古村落都是白墙、黑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墙和瓦，
就是这样的！宏村是一座牛型的村落，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座村庄的“
牛角”，就是这座桥。这座村庄的人都姓汪，姓汪的小孩在这里可以免
费读书。这里随水而建，如果你在这村庄里迷路了，那么你就顺着水走
，水可以带你走出这个村庄，所以，每条小巷里都留有一条水道，水道
上会有一块长方形的砖，那砖是供人们站在上面洗衣服、洗菜用的。现
在，大家请看路边这家院子，这里是汪家的祠堂。看脚下，这里有一排
槽，这就是排水系统，因为南方常年下雨，所以，每家院里、屋里，都
会修建类似的排水系统。现在，大家请看这门上的横槛，上面是关于丰
收的浮雕。看，有的人却没有头，那是因为_时，人们怕“破四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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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就用黄土封上，再在上面贴上标语。_过后，人们把黄土用刀挖下
来，有人挖时不慎，就把浮雕上的人头碰掉了。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红白树”，这里是村子的“牛尾”。红白树是两颗
茂盛的梧桐树，左边那一颗叫红树，当地人结婚时，新郎新娘要手牵着
手绕树走三圈，在树下拜堂，这样才算成亲；右面的树叫白树，村里有
老人过世，抬棺椁的人要抬着棺椁绕树走三圈，走完后才可埋葬。

好了，在宏村的游览就到这里了，请大家上车，前往火车站。各位朋友
眼看火车站就要到了，李导我也要与大家说再见了。常言道“相见时难
别亦难”“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在此，我祝大家一路平安！合家欢乐
！身体健康！有机会再来这里玩儿！

宏村景点导游词10

我们现在走进的就是笃敬堂了，这里是大家胡积堂的一处居所，一进厅
堂，首先映入眼前的是一幅遗像，画的就是胡积堂和他的三位夫人，大
家猜一下这三位夫人哪位是大夫人哪位是二夫人哪位是三夫人?呵呵，一
般人的思维都会觉得年老色衰者为大夫人，如果这样猜，那可就大错特
错了，告诉大家吧，他的大夫人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离世，所以容颜仍
然俊美，因此，根据她们的排列顺序来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咱
们再来看一下胡积堂的服饰，他头戴蓝宝石花翎，身着补服，一看就知
道他是一位三品大员了，怎么看出来的呢?这要涉

及到我国古代官衔着装及饰物的知识了，在古代，红宝石为一品、红珊
瑚为二品、蓝宝石为三品，文官佩戴家禽图案，武官佩戴野兽图案，细
看一下，胡积堂衣服上饰有家禽图案，因此我们说他是一位三品文官。
笃敬堂最具特色的当数这两侧的楹联了“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
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联文将营商和读书相提并论，表达了徽商渴求提
高自身地位的愿望。

好了，游客朋友们，我们又参观了迪吉堂、追慕堂和鸳鸯堂等景点，西
递之游也就结束了，待会儿集合乘车用过午饭后，我们将前往宏村，同
样是皖南的古村落，宏村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宏村又被称为牛形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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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牛胃、牛角、牛肚又是怎么样的呢?《卧虎藏龙》拍摄的蜻蜓点水之
地又在哪里?下午就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hcjddyc-doc-6150v8kb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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