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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导游词

 

白云山导游词1

洛阳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西南部伏牛山腹地，总
面积45平方公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最具影
响力的森林公园之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十佳休闲胜地、中国最
美的地方。

地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带
，孕育了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98.5%以上，平均海拔15
00米，13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3座，年均降水量1200mm以上，盛夏平均
气温不超过26℃，有脊椎动物204种，昆虫3000余种，植物1991种，是天
然的生物资源基因库，被专家誉为“自然博物馆”。

白云山目前已开发有九龙瀑布、玉皇顶、小黄山等三个观光区，白云峰
、原始森林两个探险区，白云湖、森林氧吧、高山牡丹园、留候祠、芦
花谷等五大休闲区。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白云山题词“中原名山”;著名书法家启功
先生题笔“人间仙境白云山”;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先生泼墨“白云天下秀
”，被誉为“千年帝王避暑地，生态疗养第一山”、“中国夏都，养生
天堂”。

白云山导游词2

陕西白云山风光区是西北地域最大的宗教旅游胜地，位于榆林市佳县城
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白云山为玄门名山，又名嵯峨岭，山势西北东南
走向，雄踞滚滚黄河西岸，山上松柏苍郁，重岩叠嶂，夏秋之季常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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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飘绕其间，远眺望去若隐若现，素以“关西胜景”有名于世。这里山
川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古刹林立，是世界闻名风光胜景区。

景点漫衍：

白云山风光区首要景点有白云山、垂头牌楼、神路、五龙宫、真武大殿
、玉皇阁、古戏台、香炉寺、观音阁等。

旅游攻略：

文化：白云山玄门音乐被国务院发布为国度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云山
庙会被省当局发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勾当：每年夏历的三月初三(真武祖师降生日)、四月初八(真武祖师修炼
得道之日)、九月初九(真武祖师飞天成仙之日)，道观都要进行局限隆重
的宗教勾当，出格是四月初八的传统庙会时代，天天有上万辆车、十多
万人云集神山，赶庙会、看社戏、会亲朋、朝山揽胜、交换物资等。

白云山导游词3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山坐落在广州市北部，有“羊城第一秀之称”总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
著名风景名胜。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白云山?那是因为每当雨过天晴的
时候，朵朵白云缭绕在青山绿水之间山上景色十分秀丽，所以取这样的
名字。

广州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白云山在建城之前就知名于世。整个风景
区有七个游览区组成，分别是：飞鹅岭，麓湖，鸣春谷，三台岭，摩星
岭，明珠楼，以及荷依岭。

首先我们进入的是麓湖游览区，大家看我么眼前的这座建筑物就是赫赫
有名的广州艺术博物馆，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黄伯冶大使所设计的。这
里面由广州最大的人工湖，广东省最大的古典式楼宇——鸿鹄楼，有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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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建的——白云仙观，还有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云台花园，独特之处在于是一处中西
方园林建筑相结合的游区，内有新颖雅致的经典十四处，其中这个爹水
式的灯光喷泉是主轴景区，被称为“飞瀑流彩”。大家跟好了，现在我
们所在的这片景区叫“谊园”非常有象征意义，是象征着世界和平与友
谊，来看这个球状性的石雕，上面刻有什么，和平鸽，橄榄枝，星月图
案，意思就是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白云山导游词4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广州白云山游玩。白云山坐落在广州市北部，是南粤名山
之一，有“羊城第一秀之称”；它是由30多座山峰组成，登高可俯览全
市，遥望珠江。总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4A 级风景名胜。那么，我想请
问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为什么叫白云山呢？没错，那就是因为每当雨过
天晴的时候，朵朵白云缭绕在青山绿水之间山上景色十分秀丽，所以取
这样的名字。 我们知道广州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但是，白云山在建
城之前就知名于世了。白云山风景区由七个游览区组成，从南至北依次
是：飞鹅岭游览区、麓湖游览区、三台岭游览区、鸣春谷游览区、摩星
岭游览区、明珠楼游览区及荷依岭游览区。 首先我们进入的是麓湖游览
区，大家看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物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艺术博物馆，是
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黄伯冶大使所设计的。这里面由广州最大的人工湖，
广东省最大的古典式楼宇——鸿鹄楼，有1984年建的——白云仙观，还
有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云台花园，独特之处在于是一处中西
方园林建筑相结合的游区，内有新颖雅致的经典十四处，其中这个爹水
式的灯光喷泉是主轴景区，被称为“飞瀑流彩”。大家跟好了，现在我
们所在的这片景区叫“谊园”。云台花园中的谊园是以高达10米的巨大
地球状石雕，上刻有和平鸽、橄榄枝、星星和月亮等图案，来寓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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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恰如日月和星辰”。而周围则分布广州各友好城
市赠送的礼物，如德国法兰克福的苹果酒酒杯、日本福冈的三人舞伎雕
塑、美国洛杉积的路标、加拿大温哥华的日晷等。 另外，白云山还有个
著名的索道，它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单轨循环双钳
口抱索器索道，新的索道全长1800米，在2004~9~27正式开放，每小时可
运营1400人次。走出缆车就是鸣春谷游览区了，那这个就更加有名了：
鸣春谷在山顶中央，是我国目前最大，亚洲第二大的天然鸟笼。它座落
在白云山风景区的天南第一峰与九龙泉之间的滴水岩谷地上，占地约五
万平方米，分天然式大型鸟笼景区、鸣禽挂廊区、珍稀鸟区三部分。

这里的鸟儿特别多，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放养着丹顶鹤，天鹅，
孔雀，蓝马鸡等。它们鸣声清脆，那婉转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让人听
了心旷神怡，连满身的疲倦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在鸣春谷大门入口处
一侧还可看到极富情趣的“驯鸟表演”，有小鸟骑车、小鸟升旗、小鸟
寻宝等等，特别有趣。 接下来我们要去摩星岭，摩星岭景区中的山庄旅
舍与伟人国事有重大关联。1965年，周恩来总理在“山庄旅舍”接见了
印尼副总理，并在此召开重要国事会议。

1978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来到山庄旅舍，在这里构思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春天的故事”。摩星岭，飞鹅岭和广州雕塑博物馆，它是政府为了
纪念建城2210而建造的主要有四个功能区，“羊城史雕区，中华史雕去
，大观园和森林景区”其中这些作品反映了广州作为我国海上贸易的最
早口岸与东南亚，中东各国频繁贸易，并且长盛不衰的辉煌历史。 其中
，白云山风景区中“蒲润源泉”、“白云晚望”、“景泰归增”等均被
列入“羊城八景”。近年来又开辟了山顶和山北公园，修建了庭园式山
庄旅舍、双溪别墅、松涛别院及观鸟园。每年的农历9月9日重阳节，会
有许多人去登白云山。 白云山的美景游览完了，我们的行程也就此结束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今后我们将以更以优质的服务
为大家提供旅游帮助。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谢谢！

白云山导游词5

白云山，是新“羊城八景”之首、国家4A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和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它位于广州市的东北部，为南粤名山之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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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山体相当宽阔，由30多座山峰组成，为广
东最高峰九连山的支脉。面积20.98平方公里，主峰摩星岭高382米，峰峦
重叠，溪涧纵横，登高可俯览全市，遥望珠江。每当雨后天晴或暮春时
节，山间白云缭绕，蔚为奇观，白云山之名由此得来。

白云山景色秀丽，自古以来就是广州有名的风景胜地。如“蒲涧濂泉”
、“白云晚望”、“景泰僧归”等，均被列入古代“羊城八景”。60年
代和80年代，白云山分别以“白云松涛”和“云山锦秀”胜景两度被评
为“羊城新八景”之一。清末时有白云寺、双溪寺、能仁寺、弥勒寺等
古寺及白山仙馆、明珠、百花冢等名胜古迹。每逢九九重阳佳节，羊城
人民更以登白云山为乐事，届时，扶老携幼，人流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
便构成羊城一幅独特的风情画。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分为七个游览区，即：明珠楼游览区、摩星岭游览区
、鸣春谷游览区、三台岭游览区、麓湖游览区、飞鹅岭游览区、荷依岭
游览区。区内，峰恋重叠、溪涧纵横、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观多样
，四季如春。特色各异的景点星罗棋布，有蒲谷、能仁寺、天南第一峰
、鸣春谷、九龙泉、碑林、摩星岭、山湾、双溪、山庄、白云松涛、松
涛别院、明珠楼与新开辟增设的云台花园、白云滑道、白云索道等。金
液池位于白云山麓，是一座风光如画的湖泊，湖光潋滟，波平似镜。湖
光山色交映生辉，如诗似画，别有情趣，是白云山中的佳境。

千百年来，白云山名胜古迹虽多，但屡经兴废遗存很少，尤以近百年来
历经沧桑，频遭破坏，到解放时，只剩下“天南第一峰”牌坊和部分寺
院的断壁残垣。解放后，白云山才获得新生，广州市政府组织群众，广
植林木，修筑了10个水库，开辟公路沟通南北，修建山北、山顶公园及
山庄、双溪旅舍，重现了白云山万木葱茏、生机勃勃的园林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届广州市政府的建设，专门成立了白云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经过多年的建设、经营和发展，白云山已建设成为规模宏
大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目前白云山风景区从南至北共有7个
游览区，依次是：麓湖游览区、三台岭游览区、鸣春谷游览区、摩星岭
游览区、明珠楼游览区、飞鹅岭游览区及荷依岭游览区。景区内有三个
全国之最的景点，分别是：全国最大的园林式花园—云台花园;全国最大

                              5 / 15



www.SanrenWenku.com
 

的天然式鸟笼—鸣春谷;全国最大的主题式雕塑专类公园—雕塑公园。

白云山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白云山地处我国南方，属亚热带气候区，植
被种类相当丰富，拥有各种植物876种，其中有5种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
植物：鹅掌揪、土治香、降香黄檀、油杉、大叶竹柏等。野生的657种植
物中，许多种类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如用材树种86种，药用植物343种
，野生观赏植物97种。目前白云山的绿化覆盖率已达95%以上，据统计
，白云山目前共有绿化面积4.2万亩，每天可吸收2800吨二氧化碳，放出2
100吨氧气，可供近300万人正常呼吸之用，被称为广州的“市肺”(所谓
“市肺”，就是指白云山位于城市中心，山上大面积绿化，是个天然蓄
水的固态水库，是个抗御自然灾害的天然屏障，又是空气净化器和调节
器)。据测定，白云山空气质量已达国家一级标准，噪声质量达国家0类
标准，地表水质也达到国际规定。一些山涧水、泉水甚至可以直接饮用
。

白云山有十分浓厚的文化沉淀，最早可追溯到山北黄婆洞的新石器时代
史前文化的遗址。秦末高士郑安期隐居在白云山采药济世，并在白云山
“成仙而去”;晋代江苏人葛洪曾在白云山炼丹，著有《抱朴子》这部道
家名作;南梁时景泰禅师来此建寺，是白云山最早的寺庙，还留下“景泰
僧归”一景，是羊城旧八景之一;唐宋以后，陆续有杜审言、李群玉、苏
轼、韩愈等著名文人登山吟诗，他们的诗文寓情于物，成为岭南宝贵的
历史精神财富。明清的羊城八景中，白云山占其三：“蒲涧濂泉”、“
景泰僧归”、“白云晚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抗法、甲午战争等人物
也曾在此留下足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老一辈革命家朱德、董必武
、郭沫若等曾留下题词。周恩来、陈毅副等曾在当时被誉为“南国钓鱼
台”的白云山山庄旅舍进行过国事活动。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多位
领导人及国际友人也都曾在此观光并题名，为白云山风景区留下了不少
墨宝。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白云山已渐渐被市区所包围，完全融入到城
市中，成为人们闲时休憩的好去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全年景区客流量近50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2—3万人次，尤其是重要节
假日(如：国庆、五一、重阳、中秋等)，全山最大客流量达10—20万人
次，值得一提的是：白云山每年接待离、退休老人近百万人次，这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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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园里是首屈一指的，这皆因白云山的地理环境优势之所至。

白云山导游词6

梧州白云山位于梧州市区东北方。白云山遥连五岭，总纳三江，至梧州
突而挺起，蜿蜒盘桓，气势磅礴。站在山顶俯瞰远眺，全城风光，远方
景物尽收眼底。山上树木参天，晨雾迷漫。在雨后初晴之际，素洁云雾
，缭绕飘忽。高耸的白云山就象戴上白面纱，披上白围巾的绿衣少女。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云："苍梧白云远，烟水洞庭深。"清代诗人李世瑞
作诗说："晓露乍薄初日上，晚烟如幂夕阳低。"白云山为梧州八景之一
，称作云岭晴岚。

白云山于1981年建成公园，1988年被定为第一批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
山上先后建起了云峰亭、松云楼、双清亭、风筝台、半山亭、观秋台、
松涛虎啸雕塑等设施，并在山下龙泉冲修建龙吟亭、观瀑阁、探幽桥、"
二龙戏珠"浮雕等。登上顶端云峰亭，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云峰亭
下来，有一条林荫小道直通风筝亭。

白云山东麓山腰处，是有名的“老虎头”，此处山石峥嵘，地形险峻，
恰如一只伏卧的猛虎。从风筝亭往北走，有一片桃林。春天桃花盛开时
，到这里赏花的人很多，争相拍照留影，正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
远处不时有鸟从树林中飞起，清脆的叫声在山谷中回响。过桃林，上山
岗，到了双清亭。亭下面，有一个栩栩如生的老虎雕塑，面对滔滔松海
在长啸，好一幅松涛虎啸图。到了节假日，这里游人如织。重阳节，山
上更是人头涌涌，数万人登高，热闹非凡。

白云山脚下的龙泉飞瀑，背靠云岭，面临西江，谷涧深长，幽静清雅，
危崖壁立，气象森严，寒藤摇翠，绿苔斑驳，蕨草悬垂。涧谷中泉水漫
流，水底卵石游鱼可见，嶙峋散石，星罗棋布，或卧伏泉畔，或倚傍水
边，莹润奇巧，形态各异。正是“径从杂树荫中渡，泉向奇石罅中潺。
”蜿蜓的泉脉自白云山腹涧中流出，正对龙洲砥峙而注入西江。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白云山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林相改造植物造景工
程，将原来以马尾松为主的林相改造成为各种乔灌木和观赏植物混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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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丰富多彩的南亚热带雨林，显示了春繁、夏丽、秋红、冬青的自然
景观。登白云山，可享“沐云海、餐重峦、饮两江、瞰山城”之美。

白云山还是森林公园，白云山海拔386米，是梧州市最高山峰，遥连五岭
，俯瞰三江，雨后会出现“云岭晴岚“奇观。园内有伏虎岩、风筝台、
双清亭、半山亭、蘑菇亭、猴趣亭、羊餐馆等，山巅有云峰亭一座，蹬
亭远眺，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云山于1981年建成公园，1988年被定为第
一批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

白云山导游词7

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南部伏牛山腹地原始林区，
总面积168平方公里。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区，跨长江、黄河、淮河
三大流域。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26℃，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据调查，
有动物204种，植物1991种，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被专家学者誉为“
自然博物馆”。境内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37座，其中玉皇顶海拔2216
米，为中原第一峰，是看日出观云海的最佳处。这里奇峰俊秀，白云悠
悠，瀑布飞跌，林深谷幽。有以白云峰、玉皇顶、小黄山、鸡角尖、千
尺崖为代表的险峰奇石景观;以万亩原始林、唐代银杏林、野生牡丹园、
高山杜鹃园、红桦林、白桦林、箭竹林为代表的森林景观;以黑龙潭、黄
龙井、珍珠潭、青龙瀑布、白龙瀑布、九龙瀑布为代表的瀑潭景观;以白
云洞、青蛇洞、锣鼓洞、洞天栈道、仙人桥为代表的洞窟景观;以乌曼寺
、云岩寺、玉皇阁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以云海日出、盛夏避暑、金秋红叶
为代表的物候景观。整个景区融山、石、水、洞、林、草、花、鸟、兽
为一体，雄、险、奇、幽、美、妙交相生辉，形成各具特色的白云峰、
玉皇顶、小黄山、九龙瀑布、原始森林五大观光区，成为中原地区集观
光旅游、度假避暑、科研实习、寻古探幽为一体的复合型旅游区，被誉
为“人间仙境”、“中原名山”。1992年被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
园，1998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被社会推荐为“河南省十
佳景区好去处”第三名。经过10年开发建设，公园初步形成吃、住、行
、游、娱、购配套旅游服务体系，筹建10大宾馆,完善道路及服务设施,建
成玉皇顶高山滑道和“亚洲第一跳”——白云山云飞蹦极，形成万人日
接待能力。目前已成为中原地区旅游新热点和洛阳南线重点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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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峰观光区有七个奇峰，常年白云缭绕，颇有仙山灵气。白云山主峰
海拔2050m，峰顶有一白蛇洞，相传为白蛇修炼之地。山上还有一线天
、金兔拜月、望夫石、天桥、白云洞、千年银杏、乌曼寺塔等景点。

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丰富。这里春季万木吐芳，繁花似锦;夏季
，青山苍翠，气候凉爽;秋季，硕果累累，红叶满山;冬季，银装素裹，冰
雕玉砌。自然景观，千变万化，令人陶醉。

白云山导游词8

白云山地处南北地理气候分界线，属亚热带向暖温带气候过渡区，年降
雨量达1200毫米，雨水充沛，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夏季最
高气候不超过26摄氏度。四季皆宜。

森林公园周围公路纵横交错，距洛阳、南阳、三门峡、平顶山四市均在1
50—200公里之间。有三条主干线公路通过，可分别与嵩县、洛阳、栾川
、鲁山、汝阳相连。距陇海线180公里，焦枝线最近点95公里，交通比较
便利。乘洛阳-白云山的专线车4-5小时可到，嵩县-白山的专线车2-3小时
可达。

园内有三级专用公路与周围相接，汽车可直达园内。园内现有部分林区4
级公路，大部分旅游步道正在进一步加固完善，但各主要旅游点均可通
行，特别陡的路段，两边设有栏杆扶手，或凿成台阶，看起来很险，走
起来很安全。每天有洛阳和嵩县长途汽车直达公园。

洛阳的水席是不可不尝的美食。在白云山可以品尝地方风味农家饭，野
韭菜、油烙馍、橡子凉粉、糊涂面条、山羊肉汤等都是当地特色佳肴。

园内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已建小楼两座。在林间建有各式别有情趣的
“小木屋”。有的外观似欧式小别墅;有的特意在屋顶上盖上茅草，似“
农家小茅屋”。每个茅屋两张床位，安静而舒适。

此外还设有中型旅馆、饭店、商店、小卖部。1995年建成森林旅游服务
中心大楼和多种形式的小木屋别墅群、度假村、森林疗养所等，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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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长的游人需要。

白云山导游词9

佳县白云山位于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道教名山，
又名嵯峨岭，山势西北东南走向，雄踞滔滔黄河西岸，山上松柏苍郁，
重岩叠嶂，夏秋之季常有白云飘绕其间，远远望去若隐若现，素以“关
西名胜”闻名于世。这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拍参天，庙宇林立，
是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和道教名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山古
称对龙岭，亦叫嵯峨岭，后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
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榆林白云山据《佳县志》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终南山道士
李玉凤云游四方，来到白云山，观其山其景秀，便结庐而居，采药治病
，设化教民，普济众生，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一时间名扬四方，被
万姓尊为玉凤真人。白云观便是在真人的主持下开始修建的。明万历四
十六年（1618）神宗皇帝朱翊钧给白云山颁施对旨一道，亲赐《道藏》4
726卷，从此白云山名声大震，当地大兴土木，营造道观，后经历代续建
补葺，建成了以道为主兼有儒、释庙宇各类建筑100余处、占地200余亩
的宏大宫观。成为全国著名道教圣地，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
。

参加白云山庙会将美不胜收，因为白云山属典型的庙观文化，它把祖国
的传统文化、宗都文化、黄河文化、黄土文化、民族文化等有机地熔于
一炉，其内涵深刻，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不失为一座巨大的文化保库
。相传古时有一蓬头赤脚道士，自称玉凤真人，于山上结草茅庵，白日
采药，夜间修炼，医术高明，为民除疾，药到病除，人敬如神。后被榆
林张总兵认识，原是宋朝大理寺卿周三畏，因不忍审讯忠良岳飞，故出
家修道，后得张总兵鼎力相助，于山创建庙宇，即后来山上之白云观。
此山为陕北著名的道教胜地与旅游名山。山上之观则是西北明清时期最
大的古代建筑群，被誉为黄河上的一颗明珠。

白云山导游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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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欢迎到祖国的南大门广州来参观旅游。今天我们浏览的地方
是广州白云山。我们知道广州是一座闻名遐迩的革命城市，那也是一座
闻名的山水城市人们也常用“云山珠水”来赞美广州，珠水就是珠江，
云山就指白云山。

山坐落在广州市北部，有“羊城第一秀之称”总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4
A级风景名胜。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白云山？那是因为每当雨过天晴
的时候，朵朵白云缭绕在青山绿水之间山上景色十分秀丽，所以取这样
的名字。

广州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白云山在建城之前就知名于世。整个风景
区有七个游览区组成，分别是：飞鹅岭，麓湖，鸣春谷，三台岭，摩星
岭，明珠楼，以及荷依岭。

首先我们进入的是麓湖游览区，大家看我么眼前的这座建筑物就是赫赫
有名的广州艺术博物馆，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黄伯冶大使所设计的。这
里面由广州最大的人工湖，广东省最大的古典式楼宇——鸿鹄楼，有198
4年建的——白云仙观，还有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

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云台花园，独特之处在于是一处中西
方园林建筑相结合的游区，内有新颖雅致的经典十四处，其中这个爹水
式的灯光喷泉是主轴景区，被称为“飞瀑流彩”。大家跟好了，现在我
们所在的这片景区叫“谊园”非常有象征意义，是象征着世界和平与友
谊，来看这个球状性的石雕，上面刻有什么，和平鸽，橄榄枝，星月图
案，意思就是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白云山有个著名的索道，它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单
轨循环双钳口抱索器索道，新的索道全长1800米，在2004~9~27正式开放
，每小时可运营1400人次。

走出缆车就是鸣春谷游览区了，拿这个就更加有名了，是我国最大，亚
洲第二大“天然鸟笼”里面就放养着，丹顶鹤，天鹅，孔雀，蓝马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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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摩星岭，飞鹅岭和广州雕塑博物馆，它是政府为了纪
念建城2210而建造的主要有四个功能区，“羊城史雕区，中华史雕去，
大观园和森林景区”其中这些作品反映了广州作为我国海上贸易的最早
口岸与东南亚，中东各国频繁贸易，并且长盛不衰的辉煌历史。

朋友们，今天带大家游览白云山的讲解到此结束，下面给大家半小时的
休息时间可以合影留念，但是不要走远，我们最后在门口集合，注意安
全，有什么事第一先给我打电话，祝大家玩得愉快。谢谢。

白云山导游词11

亲爱的游客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陈，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白云山。请大家注
意以下几点：首先，大家请看好导游旗，不要掉队；而且请大家看好自
己的东西，不要弄丢，最后我希望大家旅游开心。

白云山位于广州市白云区，这儿风景优美，而且还荣获得了不少荣誉。

现在，我们来到了白云山的大门，门上尖尖的，像大海在翻滚；在下面
还有8条粗壮的柱子，寓意发财。在远处，有鸟儿动听的歌声，有香气扑
鼻的花香，近处还能发现绿色的海洋――草地，真是风景优美啊！

我们往前走，就来到了有名的蒲涧。这里有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
，就是有一个人要采九节菖蒲为大家治病，一不小心摔下悬崖，幸运的
是有一群云变成的鸟，救了他，他也因此带着九节菖蒲回去医治大家。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取名蒲涧。所以蒲涧这个名子就是这样来的
，也因此有了白云山的名字。

我们再往前走，便到了白云山山顶，那里繁花似锦，而且有很多人在那
儿休息，有的还在那儿拍照。最后，在那儿还有6个大字，“白云山欢迎
你”，非常美丽。

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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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导游词12

福安，是我们国东南沿海一座极具个性化的城市，在公园1245年，宋理
宗亲题敷赐五福，以安一县便是福安这个名字的由来了，福安更有福泰
安康之义福安这座城市，它既有繁华百年的白马港，也有喧嚣一时的闽
东重镇赛岐镇，有古朴自然的楼下明清古民居，廉村古堡，既有冰川期
遗留的瓜溪刺桫椤，更有地质盛景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福安有着丰富的
文化积淀，在啫喱，畲族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轿厢辉映
，畲族独有的服饰银饰，歌言节日，民俗风情，别具一格。

产自坦洋村的坦洋工夫红茶是闽红三大红茶之首，福安独特的生态环境
还孕育了南国葡萄之乡，绿色油库等名号，盛产象环巨峰葡萄，穆阳水
蜜桃潭头芙蓉李等等。

白云山导游词13

陕西白云山位于陕北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高山之上白云飞，如
诗如画的风光尚且不论，山上的'白云观就包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这里
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和
道教名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云山古称双龙岭，亦叫嵯峨岭，后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
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道家胜地白云观，自从明万历皇
帝亲赐御制《道藏》4726卷以后就声名大震，几百年来香火长盛不衰，
远近香客们至今都络绎不绝。此外，白云观还是整个西北地区最大的明
代古建筑群，大小庙宇殿堂鳞次栉比，大处看雄伟壮观，小处看精美绝
伦。在白云观上还可以望见不远处的黄河大峡谷，苍劲的陕北黄土风光
一览无遗。

白云山道教音乐也是传播四方，至今仙乐仍诵唱古观，经久不衰。白云
山的道士们多年吸收了佛教、晋剧、唢呐、民歌中的曲调和技巧，最终
形成了以经韵曲调、笙管音乐、打击乐为主的独具特色的白云山道教音
乐，并成为道教音乐四大流派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派。

                             13 / 15



www.SanrenWenku.com
 

白云山导游词14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来到河南参观游览。我是本次行程的
导游员__，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司机王师傅。在未来的两天
里，将由我和王师傅一起为大家服务。希望各位可以把安心交给王师傅
，把放心交给__，我们会一起努力把开心还给您。

在此，预祝各位可以在河南玩的开心，吃的顺心，行的放心，住的舒心
，在我们河南旅游集团全体员工的一片热心中开开心心，事事顺心。

现在呢，我们的旅游车已经行驶出了洛阳火车站。我们今天是白云山一
日游，具体的形成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参观白云山的九龙瀑布，中午在
山下品尝农家饭，下午继续到玉皇顶参观游览。预计在下午5点可以结束
愉快的旅程。

好了，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的旅游车已经行驶到了洛阳市的洛南新区。
洛阳是河南第二大城市，它位于河南省的西部.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
长期以来,洛阳都被称为"九朝古都"。

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证明,实际上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
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朝在此建都,洛阳作为都城,前
后共经历了15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古都.
洛阳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中国历史博物馆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博学家,92岁高龄的付振伦教授曾经明
确指出"我泱泱中华大国的版图中央是在兰州,而华夏文明的起源却是在
河南洛阳.洛阳在历史上曾先后6次进入世界大城市之列,与欧洲,北非和亚
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交流。

洛阳不但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更是数不胜数.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早
已声名远播，嵩县白云山，栾川鸡冠洞等景点也不甘示弱,越来越受到海
内外游客的青睐.而且洛阳的旅游配套设施也十分完善,相信您在游览期间
定会感受到洛阳人民的热情,淳朴,了解到古都文化的渊源流长。

                             14 / 15



www.SanrenWenku.com
 

白云山导游词15

大家好，我是陈心林，大家可以叫我“陈导”或“小陈”。好了，闲话
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游览白云山景区。

说起这个白云山，可不是处在广东、福安，而是处在洛阳市区北180公里
的地方，位于嵩悬境内，早在1992年就被评选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白云
山景区总面积45平方公里，被分为5份。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公园门
口，四根柱子亭亭玉立，大小疏密无间，就连牌匾的做工也十分精美。
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而我却想说：“看了
白云山，黄山不想看。”

现在就请大家到白云峰上一览白云山的秀美！现在我们看见的白云洞，
深2米，宽6米，高3米，洞里有一条小溪奔流不息。关于这洞还有一个传
说：《白蛇传》中的白娘子在没到四川峨眉山之前，就终日在此修行。
再往前走，过了浑然一体的仙人桥后，通过了玉皇门，就到了号称伏牛
山“中原雪峰”的玉皇顶。它海拔2212千米是白云山公园的最高处，也
是中原地区观赏云海日出的最佳去处，这里还能看到这棵胖3�2米，覆
盖面积达60平方米的中原杜鹃王。如果你们在早一些来，就能将漫山遍
野的七彩杜鹃装尽相机里。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又重新踏上了旅行。如果前面的一草一木、一潭一
溪都让你陶醉，那么这就该让你拍案叫绝。仔细侧耳倾听一下，相信你
一定听到了瀑布的声音。没错，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世界风光最罕见
的绝妙景观—“九龙瀑布嬉彩虹”。这瀑布高103米‘在崖壁上还有九条
自然形成的岩绞，好像九条巨龙，青光粼粼，活灵活现，每当风和日丽
的中午，瀑布还出现道道彩虹，人站在瀑布前面，虚无缥缈，彩虹缠身
，人走影移，绝妙无比.。

祝各位今天的旅途愉快，再见。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bysdyc-doc-79545dvj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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