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anrenWenku.com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1

尊敬的各位游客：

欢迎大家来到具有豫南名珠之称的南湾湖风景

旅游区观光旅游，走进南湾湖也就走进了一幅美丽的水墨山水画，这里
景色秀丽，风景旖人，素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中原第一湖”的
美称，目前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4A级风景旅游区
。

南湾湖位于信阳市西南5公里处，这里山环水，

水中岛，岛相连，净显山、水、林、岛和谐一致，我们现在就乘船去湖
中岛屿领略大自然的美妙。

南湾湖美美在其水，7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碧

波荡漾，湖面是西湖的12倍，东湖的2。5倍。大家临窗而视可以发现湖
水水质清纯，掬手可饮，经环保局检测，南湾水质属国一级软质饮用水
源，这可是我们信阳人民的大水缸啊，我们的母亲河泗河就是从这里流
出的，看到这片喜人的水，您可能要问，这个湖水的源头在哪呀，从哪
流出的呀，其实我们处于淮河上游，淮河的发源地是南洋的桐柏山，而
这个湖水则是由五大支流汇集而成，分别是泗河、小泗河、飞沙河、五
道河、董家河。现在主要靠冰雪融化和雨水。信阳的年降水量达到1220
豪米，雨量充沛。湖的上游有一处美景叫黑、白龙潭，黑龙潭大潭套小
潭，小潭连清泉，白龙潭两山对峙，一水中含。传说这黑、白龙潭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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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大帝派来治理淮河的两条小龙，因为嬉戏成性，造成水灾，玉皇大帝
大怒，把它们贬为庶民，它们觉得委屈泪流成河形成了两潭，当然传说
无从考究，但

美景让人暇想，只可惜路途太远，需翻两座山，如果有机会长留不防去
亲近。

南湾湖美美在其鱼，因为年产300万公斤的南湾鱼肉鲜味美南湾湖美美在
其鱼南湾的水质清纯，年产300万公斤的南湾鱼肉鲜味美，营养丰富，富
含脂肪和蛋白质，经检测南湾鱼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其中具有抗癌元素之称的“硒”是普通鱼类的3至5倍，是纯天然的绿
色食品，而且“南湾鱼美在腹，味在头”，。大家有幸来到南湾，一定
要品尝哟。目前南湾鱼已形成专卖，游客和岛上居民不允许捕捞，水产
有专门的捕捞队捕捞，在专卖店出售，年产三百万公斤的南湾鱼远销美
国、加拿大，供不应求。而且捕捞最大的鱼有一百多斤，一人多高，在
郑州的旅游推广会上，我们带上的一只百十斤的鱼让很多人惊讶，但好
吃的鱼就五六斤的，不瘦不肥适到好处。

现在我们朝东边望去，那个雄伟壮观的大坝就是我们的南湾大坝，坝长8
16米，坝宽8米，坝高38米，坝底宽24米，它是建国初期比较大的水利工
程，我们处于淮河上游，建国前淮河十年九灾，毛主席发出号如，一定
要把淮河治，现在这个口号用雨花石镶在大坝北坡上，驱车回去的时候
不防在大坝上停留看看，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地质学家李四光经过
三年堪测，

将坝址选在蜈蚣岭和贤山之间，1952年动工，1955年竣工，因为技术条
件有限请苏联老大哥帮忙建造，耗资670万人民币，动用水利工程人员8
万余人，按照百年一遇的洪水设计，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最大库容13、1
亿立方米，1975年8月，洪汝河上游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坂桥水库石漫滩
水库溃坝，河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对水库进行复核，发现防洪标准偏低
，1978年完成水库除险加固设计，1978——1982年对南湾大坝实行加固
，按照千年一遇洪水设计，最大洪水校核，最大库容量达到16、3亿立方
米，是目前河南省最大的土坝。这个大坝是我们前辈智慧与力量的结晶
，也是我们景区重要的人文景观，是以防洪灌溉为主，集水利发电、水

                              2 / 10



www.SanrenWenku.com
 

产养殖、旅游观光、航水利发电水产养殖旅游观光、航运、生活工业用
水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库。关于贤山有一个典故和大家分享，传说东汉
时期有一个叫周庆的大臣非常孝顺，母亲生重病他辞去官位带母亲来山
上疗养，为了纪念他的孝德该山就取名为贤山，贤山有一处美景叫“贤
岭松风”，山上全都是平顶的松树，传说有一个农家有一个猪巢，里面
的猪食总也吃不完，放粮食也取之不尽，农家发现是个聚宝盆，为了防
止恶霸抢走就乘夜黑在山上挖个坑把聚宝盆埋了，为了便于识别，在上
面种了一个松树，

并把松树的头剪成平头，谁知等他再来找这宝贝时，满山遍野都是平顶
松，传说这个聚宝盆还在山上埋了，这也是我们有名的“平顶松传奇”
。南湾湖美美在其岛，一路上领略这山光水色，去

过千岛湖的游客是否有种似呈相识的感觉，对，这里有“豫南千岛湖”
的美称，水域宽广，岛屿众多，而且岛上植被丰富，郁郁葱葱，大家放
眼望去一片绿的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岛屿在水库形成以前都是丘岭山
坡，南湾大坝截流露出来的山丘就形成岛屿，南湾湖中有61座岛屿，大
大小小错落有致，而且岛上森林覆盖率达到96%，高空拍摄下来犹如碧
波洒玉盘，美不胜收，被誉为翡翠群岛。岛上森林资源丰富，区内森林
面积7100公顷，林木总蓄量49、1万平方米，种子植物有116科525种，其
中国家保护植物有杜仲、青檀等，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植物85%在信阳都
能找到，这里动物资源也相当丰富，有700多种，其中哺乳动物有200多
种，国家保护动物有大鲵、小灵猫、弥猴、长尾雉等，这也与信阳特殊
的地势有关，信阳位于亚热带和温热带的过渡带，所以这里空气湿润，
气候怡人，南北植物动物在这里都能生存。

南湾湖美美在其茶，说到信阳毛尖大家可能并不

陌生，我们每年的4月28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茶叶节，以茶为媒广交天下朋
友，信阳的绿茶在1920年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是获金奖，是国家十大名
茶之一，其中信阳毛尖的正宗生产地就在南湾湖周边的五云山和黑白龙
潭，五云山分别是车云山、集云山、连云山、云雾山、天云山，用我们
的水冲我们的茶叶更好喝，所以有“有泗河中心水冲车云顶上茶”之说
，信阳毛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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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悠久，早在唐代就作为贡品上贡朝庭，一般的贡品茶又叫舌尖茶、口
唇茶，陆羽在《茶经》中有记载，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称赞“淮
南茶信阳第一”，信阳毛尖具有提神醒脑洗肠胃的功效，是信阳人不可
缺少的饮品，特别是新茶下来，家家都要储备一些，一般新茶下来是在
清明、谷雨前后，清明以前的茶叫明前茶，谷雨前的茶叫雨前茶，好的
新茶具有“条索紧细，白毫满披，汤清色绿，味高香浓”的特点，把握
这四个原则，你一定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好茶叶。20xx年四月我们信阳
市的郭市长和普尔市的市长坐客中央2套谈论茶叶，普尔茶——红茶是越
陈越好，而信阳绿茶则是越新越好，所以到了打茶季节，就要抓紧时间
采摘，本地人手不够，周边地区、县市的打茶妹自发的来到信阳打短工
，满山遍野的打茶人戴着帽子在茶叶林中穿梭，一片繁忙景象。我们现
在正在兴建的茶岛可以让游客亲临现场，观茶、采茶、炒茶、烘茶、品
茶等茶文化链，感受信阳的茶文化气息。你还可以捎上几斤信阳毛尖，
把我们的土特产带回去让亲人朋友品品。说到土特产，除了茶叶呢，还
有板栗、桔梗、固始笨蛋、固始柳编、山野菜、丝绢等。

南湾湖美美在其红，大家知道信阳处于大别山的

北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落脚点，万里长征的起点，英雄的故乡，
将军的摇篮，比如说新县的许世友将军、李德生将军，光山的邓颖超等
，我们这里以前也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有李先念主席曾经战斗过的四望
山和贤隐山，四望山海拔903米，登上山顶可以看到安微、信阳、映山、
桐柏四地而得名，在信阳市区有一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大
家有时间、有兴趣不防去看看。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2

凡来过南湾湖的客人，都夸南湾美，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也有同感。那
么，您能告诉我南湾湖美在哪儿吗？

南湾湖美，美在其水。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娇媚的南湾湖，控制
流域面积1100平方公里，最大水容量16.3亿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12万
亩，城市日供水能力达30万吨。75平方公里的水面烟波浩渺，一碧万顷
。时而微风吹拂，游船划过，碧波荡漾，水光粼粼；时而风平浪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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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展现“鱼在天上游，鸟在水底飞”的山色倒影，那短暂的寂静，让您
体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夕阳西照“半湖瑟瑟半湖红”的景象
美丽动人；如果幸运，赶上细雨蒙蒙中游南湾湖，就像游“烟雨漓江”
一样，定会使您置身于一副梦幻般的泼墨山水画卷中。南湾湖的水质清
澈透明，掬手可饮，为国家一级优质软质水。在湖的上游还有黑龙潭、
白龙潭。黑龙潭大潭套小潭，小潭连清泉；白龙潭两山对峙，一水中涵
，相传为“豫南第一泉”。

南湾湖美，美在其林。南湾湖位于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结合处，是南北
气候的过渡地带，常年平均气温15℃，无霜期自3月中旬至11月中旬，长
达255天，年平均降水1120毫米，适宜各种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动植物生长
。景区内森林面积7146.2公顷，林木总蓄积量49.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96，形成了以马尾松、杉木为主的人工林及以栎类为主的天然次生林。
种子植物游116科、525种，中草药种类占全国药用植物种类的76，有国
家规定的保护植物野生杜仲、青檀等。动物种类达1000余种，其中脊椎
动物200余种，国家级保护动物有猕猴、大鲵、小灵猫、白冠长尾雉等，
形成丰富多样的森林资源。大气质量优于国家一级质量标准，空气纯净
，富含负氧离子，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被命名为国家森林公园
；又因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韵味，被誉为“北国的江南，江南的北国”
。

南湾湖美，美在其鱼。南湾湖因水质好，无污染，年产300万公斤南湾鱼
。南湾鱼不仅肉味鲜美，而且微量元素含量多、营养高。经测定，南湾
鱼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稀有元素，其中有抗
癌元素之称的“硒”的含量是普通鱼类的3～5倍以上，尤其南湾花白鲢
，不仅肉质细嫩，肥美可口，而且头部富含有DHA，是备受欢迎的保健
珍品，素有“花鲢美在腹，味在头”之说，目前“南湾鱼”已成为省内
外的知名品牌。各地来的客人可是羡煞信阳人、南湾人有这样“近水楼
台先得鱼，一年四季尝个鲜”的好口福了。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南湾湖之旅就到此结束，还有许多美景
只能等到下次您来的时候再去欣赏了。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讲解，使您已
经对南湾湖风景区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希望大家有机会再来南湾湖观
光游览，届时我将很高兴为各位服务，去共同领略南湾湖的迷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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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3

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贵宾来到国家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
利风景区、“中原第一湖”南湾湖风景区观光游览。今天，很荣幸能陪
同大家游览南湾湖迷人的`湖光山色，并希望通过我的导游讲解能让南湾
湖给您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公园最西端，还有临湖而建的抱月楼等建筑，为赏月之好去处。由于时
间关系，我们就不去了。下面我们经海棠院出园。

下面，让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南湾湖风景区的一些基本情况。

南湾湖风景区位于信阳市西南7公里处，以南湾湖为中心，包括董家河、
负痈邸⑹三里桥、南湾等六个乡的大部分山林、水域，东与信应（信阳
—湖北应山）公路临界，南与新田畈为邻，西与寨后湾接壤，北与双头
寨相连，总面积445平方公里，水域面积75平方公里。今天我们要参观的
景点主要有南湾湖大坝、鸟岛、猴岛、消夏岛、南湾水族馆等。

游客们，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南湾湖大坝，它是南湾湖水库的重要
控制枢纽。

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初为治理淮河而修建的大型治淮工程，新中国第一任
地质部长李四光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在大坝选址和建坝时亲临视察指
导。南湾湖最大蓄水量16.3亿立方米，是信阳人的“大水缸”，建库以
来在防洪、灌溉、发电、养殖、城市供水和旅游观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
的的经济社会效益。

参观完雄伟的大坝，现在我们来到了景区新建的旅游码头。请各位随我
一同上船，让我们荡舟湖上，来欣赏这青山绿水展现的千道风景，去感
受那茶香渔村蕴涵的万种风情吧！

青海湖四面环山，它的东面是我们刚刚走过的日月山，北面是崇宏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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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通山，南面是逶迤绵延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山
水相辉映，有构成了一副美丽动人的画卷。

游船现在已缓缓驶出码头，当您看到这满眼的翠绿，无边的碧水，难道
能忍受得住不去亲近它吗？那么，各位朋友，就让我们放松心情，带着
热爱美、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心情，尽情地去看、去听、去品、去感受这
迷人的南湾湖吧！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4

我们今天将要游览的是信阳南湾湖风景区。南湾湖风景区位于信阳市西
南郊外，距信阳市区仅5公里。

南湾湖风景区以南湾湖为中心，包括董家河、狮河港、十三里桥、南湾
等六个乡的大部分山林、水域，东与信应（信阳一应山）43平方公里。

南湾湖风景区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低山环抱，丘陵起伏。景区的中心南湾湖，承狮
河、五道河、董家河、小泅河、飞沙河五条河水汇聚，水质清澈，碧波
万顷。独特的地理地貌造就了南湾的秀山丽水，本地悠久的历史留下了
众多的名胜古迹和革命遗址，使它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南湾
湖风景区分为五个浏览区，即：南湾湖大坝浏览区、车云山浏览区、黄
龙寺旅游区、仙石畈浏览区和潭家河浏览区。今天我们浏览的是南湾湖
大坝浏览区。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登上了南湾湖大坝。南湾湖，又称南湾水库，因坝
筑在南湾而得名。水库建于1952年到1958年，是一座集防洪、发电、养
殖、供水、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库。水库大坝高38米，长835米，坝顶
宽8米，底宽22.4米，湖区水面面积70平方公里，库容16.3亿立方米，流
域面积1100平方公里。比较有名的有鸟岛、猴岛、桂花岛、杜鹃岛等，
每年有数十万游人来这里观光度假。

随着游艇的启动，我们的游程就要开始了。南湾湖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
渡带，天然的湖光山色，朝霞晨雾，一日数变；一年四季，风光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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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湖的百余个小岛中，有一个叫鸟岛的，每年都有几十万只候鸟来岛
上生息，繁殖后代，小岛简直就是鸟的家园。这些鸟中，大部分是鹭鸟
，有白鹭、苍鹭、灰鹭等约30多种，还有杜鹃、黄鹏、八哥等，吸引着
无数的游客，这让我想起了唐诗名句"两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除了鸟岛之外，近年来景区还开发了猴岛，"唐王游地府"，桂花岛等
，还增加了水上游艇，跳伞等活动。

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弃船向上游地区旅行，那么我们可千万不要错过黑
龙潭、白龙潭。黑龙潭、白龙潭与周围的车云山、集云山、连云山、天
云山、云雾山组成"五云两潭"风景区，是旅游者的好去处：山，清秀俊
美，潭，清幽可人。"五云两潭"周围，生长着中华名茶——信阳毛尖。1
920年信阳毛尖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90年龙潭牌信阳毛
尖在全国名茶评比中获国家金质奖。现代医学研究证明，茶叶具有清心
明日、消食利尿、健脑提神、抗衰老等作用，到了这里，可不要忘了给
自己，也给亲朋好友捎几袋优质信阳毛尖茶叶哟！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5

南湾湖源远流长的历史遗产，浓郁丰厚的民俗风情而著称；以幽、朴、
秀、奇的独特风格，山、水、林、岛的完美和谐而闻名，是融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森林生态环境、森林保健功能于一体，具有旅游、休闲、
度假、养生、科研、教学等多功能的生态型旅游区。是河南省著名的省
级风景区。东有贤隐寺，西有蜈蚣岭，南有龙潭瀑布，北有渡口码头。
贤隐寺北侧有信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有1500多年历史的梁武帝
肖衍行宫旧址——梁王垒。时贤岭上还有信阳抗日时期战斗遗址，建有
抗日战争信阳战场旧址纪念碑，是一块散发持久魅力的红色土地。南湾
湖位于信阳市西南8公里处，为河南省著名的省级风景区。20xx年被评为
中华十大生态亲水美景第五名。

湖上游有黑龙潭、白龙潭。南湾湖内众多岛屿，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清碧的湖中，鸟岛处处见鸟影，每年有十万只侯鸟在
此繁衍栖息。

南湾湖上游耸立着李先念战斗过的四望山；下游连着历史文化悠久的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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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山。贤隐山上有迄今1400多年的“梁王垒”遗址；有与嵩山少林寺、
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南阳玄观庙齐名的贤隐寺；有奇异的仙人床
、丈人石、动人神奇的平顶松传说。登此山，东可眺信阳城貌，西可观
南湖烟波。湖面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50公里，水域面积70平方公里。
登上巨龙般的堤坝，放眼望去，眼前烟波浩淼，绿宝石般的岛屿星罗棋
布，湖光山色，水天相连。湖的上游，便是荣获国家金奖的“信阳毛尖
”的产地“五云”诸山。

河南南湾湖的导游词6

南湾湖风景旅游区自1991年开发建设已开发建设了水上景区的鸟岛、消
夏岛、大圣岛，西山景区的水族馆、唐王游地府，大坝景区的仰天湖、
钓鱼台、飞龙亭，码头景区的微型花园、新旅游码头等四大景区，形成
水上、水下4个景区42个景点，6条旅游航线。

每年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达20万人次，旅游收入3000万元。景区内水、
电、道路、交通、通讯等旅游基础设施完备，服务配套设施齐全，旅游
区建设已具规模，基本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较
为完善的综合性旅游配套体系。

南湾湖风景旅游区森林资源丰富，岛屿港湾众多且奇特，猴岛上生长着
数十只野生弥猴。消夏岛上的民族歌舞表演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蛇技
表演等也别具一格。百鸟园里众多鸟类及狮子、猴子、野猪、骆驼等动
物。鸟语林是一座集鸟类观赏、鸟类保护、鸟类繁殖、鸟艺表演及科普
教育为一体的大型鸟类主题公园，位于鸟岛西侧，占地面积8500平方米
，于20xx年10月1日落成。

动物种类达1000余种，其中脊椎动物200余种，属国家级保护动物有猕猴
、扬子鳄、大鲵、小灵猫、白冠长尾雉等；种子植物有116科525种，森
林覆盖率达96%以上。园内豢养鸟类达100多种，3000余只，其中国家一
、二级保护鸟类有非洲鸵鸟、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雉等。鸟语林在鸟艺
剧场还开设有丰富多彩的鸟艺表演，如小鸟骑单车、小鸟做算术、小鸟
溜旱冰、小鸟打保龄球，“孔雀东南飞”、“一行白鹭上青天”等20多
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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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湖所产鱼类肉味鲜美，富含微量元素，含有蛋白质、脂肪、人体必
需的多种维生素及稀有元素，其中有抗癌元素之称的"硒"含量是普通鱼
类的3—5倍以上。其中南湾花白鲢，肉质细嫩，肥美可口。

南湾湖上游的车云山、集云山、云雾山、连云山、天云山等“五云”茶
山和黑龙潭、白龙潭是信阳毛尖茶的正宗产地。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hnnwhddyc-doc-4622we3l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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