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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导游词

 

桂林导游词1

银子岩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整个溶洞贯穿十二座山峰，汇集了不同地
质年代的钟乳石，宛如夜空的银河倾斜而下，闪烁像银子一般的光芒。
坊间流传的“游了银子岩，一世不缺钱”的说法，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去一探究竟。

目前可参观到的溶洞大约20xx米，由外自内分为下洞、大厅、上洞三大
部分。沿着参观路线一路往上走，越往里越好看，也越开阔。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不同地质年代发育生长的各种乳石石柱、石塔、石幔、石瀑
⋯⋯仿佛进入一个光怪陆离而又异彩纷呈的世界。

洞内许多钟乳石是历经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长成的，让人不得不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天然形成的钟乳石景观大多以其形态命名，“
三分形状七分想象”。景观旁边会有标牌标识，看过更觉得惟妙惟肖。
最著名的景观是“三绝”(音乐石屏、广寒深宫、雪山飞瀑)和“三宝”(
佛祖论经、独柱擎天、混元珍珠伞)，有的壮观有的精致，在彩灯的照射
下显得更加传神，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好看。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景观是“水镜倒影”，以水面为界，钟乳石和倒影
形成完全对称的两部分，水中的倒影看起来好像深不可测。很多去过银
子岩的人都觉得这里最美，水镜倒影也是银子岩拍照游人最多的地方。

景点门票中包含了讲解费用，在入口处排队会有景区的专业讲解员带领
进到洞里参观。建议跟着讲解员游览，银子岩不仅景色壮观，洞内许多
景观都有它的故事，看过景色听过故事才算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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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导游词2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聚龙潭是位于十里画廊沿线的景点，是阳朔
境内唯一可“一洞水陆两游”的地方。在洞头，游客可坐游船经地下进
入洞内，然后步行参观钟乳石奇景，可以见到“杨贵妃仙浴”、“海上
明月”、“水晶龙宫”等经典景观。

聚龙潭位于古榕公园、月亮山之间，由黑岩和水岩两大岩洞组成，洞内
穹顶最高处约25米。洞内有许多钟乳石看起来很象“龙”，有卧龙、盘
龙、游龙、飞龙、金龙、玉龙、龙王、龙女等等，形态惟妙惟肖，而“
聚龙潭”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聚龙潭内景点密集，还有诸如龙女迎宾、孔雀开屏、月宫桂树、银河奇
峰、蟠桃盛会、龙宫玉柱、贵妃出浴、石林奇观、海上明月、海市蜃楼
、滴水观音、蓬莱仙岛等景观奇特的钟乳石群，令人大饱眼福。

桂林导游词3

我们漓江水有三大特色。这第一大特色呢，就是它的静。你们看，漓江
静得就像一面镜子，又像一个睡着的宝宝，是那么的安静，让我们都不
忍心打扰它。第二大特色就是清。大家很轻易就能看到江底，你们一定
认为漓江很浅吧?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漓江足足有五米深!而我们却可
以轻易地看水里的水草、小鱼、小虾⋯⋯这第三大特点嘛，就是绿。你
们瞧，漓江就像一块绿色的翡翠。漓江为什么这么绿呢?是因为水里的水
草、山上的树木把漓江给“染”绿了。怎么样?著名诗人贺敬之写的“桂
林山水歌”里写的“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是不是恰如其分啊?

现在，大家仔细听，有没有听到什么?那位游客回答得真好!没错，就是
鸭叫。大家顺着我手指的地方看去，是不是看到了一群鸭子?那是鸭妈妈
正带着鸭宝宝们在找食物呢。看那鸭妈妈正半睁半闭着眼睛，多悠闲呀
，再看那鸭宝宝，有的上跳下窜，有的在水里嬉戏，多调皮呀。大家千
万不要去打扰它们，它们可是漓江的“主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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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让大家听，现在请大家闻。是不是闻到了烤鱼的味道?这烤鱼是我们
漓江的特产，它可是没有污染的原生态鱼呢!我们这儿的烤鱼，不仅物美
，而且还价廉。一会儿上了岸，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如果到了漓江却
没尝过这儿的烤鱼，那你可就亏大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九马画山。九马画山的山壁上分别有九匹姿态各异的
马，要从不同的角度才能看得到。听说你数出的马越多，你的智商就越
高。普通人只能从山上数出一两匹马。可是，相传在周朝建国之初，有
一位元帅前来桂林视察。他竟一下子从山上数出了八匹马。大家说，他
厉不厉害?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我们的“漓江之旅”就要在这里结束了。感谢
大家的支持，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桂林导游词4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叫***，是桂林旅行社的导游，我将和大家
共同度过这段旅程，感谢大家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努力为大家服
务，让大家在桂林玩得高兴愉快，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多关照。接
下来我给大家介绍桂林的概况：

桂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以她山清
、水秀、洞奇、石秀的秀丽风光闻名于世，每年吸引着上千万的海内外
的游客到桂林来观光旅游。

桂林这一带的山，一座座高峭耸立、拔地而起、危峰兀立，各不相连。
桂林的水蜿蜒弯曲，清澈见底，在日后的行程中我将带领大家乘着小舟
去观赏桂林最美的一条江——漓江。漓江的水是出奇的静，静得我们根
本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有许多美丽的鱼儿游
来游去;漓江的水还非常的绿，绿得简直可以与无暇的翡翠相媲美。

桂林的名称由来是取桂花成林的意思，金秋十月正是满城桂花飘香的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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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在游览期间我们还可以品尝到香气怡人的桂花茶和甜美无比的桂花
酒。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客车即将驶入桂林，热情的桂林人正欢迎我们的到
来，秀美的桂林山水正等待我们去欣赏，请大家爱护这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不要到处乱丢垃圾。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快乐平安地度过每一天!

桂林导游词5

大家好，我是山水旅行社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彭导。下面，由我带领
大家来参观这天下第一的山与水。

来，我们先上船去感受桂林的山与水。大家看，这里的水多绿，是不是
很像一块无暇的翡翠呢?游客们你们感觉到船在动吗?一定感觉不到，这
也是漓江水的特点之一“静”，这水很清澈，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可以
在水中倒映出你们各自清晰的面孔，不信你们看看，但要小心不要摔下
去了，也不要往里丢垃圾呀。

游客们，欣赏完桂林秀美的水，接下来我们来领略“奇、秀、险”的桂
林山。桂林山不仅奇，还很秀，它像一个大屏障，又像新生的竹笋，色
彩明丽，美丽级了。桂林山不仅秀，还很险，危峰兀立、怪石嶙峋，是
不是有一种要栽下去的感觉?有些山像老人、有些山像骆驼⋯⋯看，那座
山是不是很像一头大象?那座山叫做象鼻山。它可是有来历的。象鼻山是
由3。6亿年前海底沉积的纯石灰构成的，因为很像一头长鼻象，所以叫
做象鼻山。象鼻山还有一块象鼻，长13。5米，宽3。3米，高1。9米。

游客们，现在我们上车回宾馆吃晚饭，明天去乐满地玩个痛快

桂林导游词6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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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xxx。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一起去游
览桂林的山水吧!

大家一定听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名言，它出自清代诗人金武祥
之手。另外还有许多诗人曾经为桂林题过词，可见桂林的山水多么出名
。

下面让我们乘船一起荡漾在漓江上吧!

漓江的水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静、清、绿。它静的让你感觉不到在流动
，它清的能看见活蹦乱跳的小鱼，它绿的仿佛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桂林导游词7

大家上午好，我是“观山水、食天下”中国旅行社的`五星导游龙瑞淇。
大家看看我的脸蛋，是不是很像包子呢？大家可以叫我包子导游。现在
大家就跟着我旗杆上闪亮的小星星，坐上精美的旅游巴士，开始我们激
动人心的行程吧。

请各位游客在车上不要吃零食，注意车厢卫生，照顾好自己的小孩。

今天我们游览的景点是象鼻山，它是桂林市的城徽。象鼻山坐落在市中
心的漓江与桃花江的汇合处。告诉大家一个关于象鼻山的传说，古时候
玉帝骑着一头大象来到人间，神象因为留恋桂林美丽的景色不愿意回到
天庭。玉帝便派天兵追杀，神象跑了很久很久，特别口渴，就在江边喝
水，天兵拔出神剑将象射死，神象死后化作石山，就是现在的象鼻山。

听了传说之后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神象有多神。

现在我们来到滨江路，前面就是象鼻山了，大家跟着到河边，在这里能
一览象山全景。后面的朋友们快来跟这头1。2万年的神象合影吧。

站在这个位置看象山，眼前是水月洞，弯如满月。穿过山体，看那青碧
的江水从洞中穿鼻而过，洞影倒映江面，构成“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

                              5 / 13



www.SanrenWenku.com
 

浮”的奇观。“象山明月”也成为桂林山水的一绝。

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桂林非常有名的西街，在西街可以买到各种特产，还
会有艳遇哦，我们五点半在这里集合，祝大家购物愉快。

现在我们要回到酒店享受晚餐，明天去阳朔感受更加绝美的喀斯特地貌
风光，大家排队准备上车吧。

桂林导游词8

叠彩山位于桂林市中心偏北部，紧傍漓江西岸，与伏波山仅千米之遥。
进入叠彩公园大门，即可拾级上山。叠彩山因其山石层层横断，如彩绸
锦缎相叠而得名;古代山上多桂树而称之桂山;又由于山中有个四季生风的
洞，又叫它作风洞山。叠彩山山体庞大，总占地10.8万平方米，由于越
山、四望山、明月峰与仙鹤峰4峰组成，最高的仙鹤峰海拔253.6米。山
貌奇特，翠覆重峦，佳景甚多，是市区风景荟萃之地，有叠彩亭、于越
阁、木龙阁、碧霞洞、瞿张二公成仁碑、仰止堂、风洞、庭湖、叠彩楼
、望江亭和拿云亭等名胜，自古有“江山会景处”之美称。

叠彩山旧名桂山，位于桂林市区东北部，滨临漓江。叠彩山与城中的独
秀峰、漓江畔的伏波山鼎足而立，同为城内的游览胜地。 叠彩山占地面
积约2平方公里，由明月峰、仙鹤峰和四望山、于越山组成，横亘市区，
景色优美，又易于攀登，为桂林山景中的一个热点。山中佳景甚多，有
叠彩亭、于越阁、瞿张二公成仁碑、仰止堂、仙鹤洞、风洞、叠彩楼、
望江亭和拿云亭等名胜。山上历代名人的摩崖石刻尤多，为文物的精华
。若登上明月峰，驻足拿云亭，全城景色画书眼底。“一面晴风四面山
，望疑仙境在人间”。叠彩山因山石如锦彩绸缎，层层相叠而得名。在
清朝文人秦焕创建的叠彩亭的右角，看明月峰横断的崖壁，若“彩翠相
间”的锦缎。这里是摄影“叠彩”的最佳角度。

叠彩山由于越山、四望山与明月峰、仙鹤峰组成，是观赏城区全景最佳
处。明月峰为叠彩山的主叠彩山峰，海拔223米，相对高度73米。最高的
仙鹤峰海拔253.6米，相对高度101米，总面积10.8公顷，位于明月峰与于
越山山谷之间的叠彩琼楼今用作蝴蝶馆，其间，万蝶飞舞，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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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楼内的叠彩蝴蝶馆，为我国较大的蝴蝶馆之一，分三个陈列室，展出3
00多种、20xx多只蝴蝶标本，并设有珍稀蝴蝶展厅，展出世界名蝶10余
种，中国名蝶20余种，有许多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类。参观叠彩蝴蝶
馆，进入色彩其妙的世界，不但能获得美的享受，同时还可了解许多有
关蝴蝶的科普知识。

桂林导游词9

榕杉湖景区，是一个风景旅游点，位于桂林城中央,是一个水体相连的连
心湖.她以阳桥为界,东为杉湖,西名榕湖,因湖岸生长的榕树,杉树而得名。
风景名胜榕杉湖景区桥西为榕湖通桃花江，以湖岩生长古榕树得名;桥东
为杉湖，连漓江，因湖这长有杉树命名。

榕湖、杉湖原为唐代建桂林城时的护城河。水面面积16公顷，呈葫芦状
。泛舟湖上，可尽览城区诸胜。

榕湖、杉湖原名鉴湖、阳塘、阳桥塘，位于桂林市中心中山中路中段，
阳桥两侧。榕杉湖景区，是一个水体相连的连心湖。以阳桥为界，东为
杉湖，西名榕湖，因湖岸生长的榕树，杉树而得名。榕湖常与杉湖一起
合称榕杉湖。

自清代始，富绅名士纷纷于湖岸边结庐而居。如今大多故居已了无踪迹
，仅余存李宗仁官邸和桂庐。北斗桥位于榕湖，东连湖心岛，西连古南
门，桥形布局走向按北斗星分布，故名北斗桥。桥面栏杆全部用房山高
级汉白玉打制，是广西目前最长的汉白玉桥。

日月双塔座落在杉湖中，日塔为铜塔，位于湖中心。两塔之间以18米长
的水下水族馆相连。铜塔所有构件如塔什、瓦面、翘角、门拱、雀替、
门窗、柱梁、天面、地面等均由钢材铸锻而成，并以精美的铜壁画装饰
，整座铜塔了三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的铜质建
筑物，世界上最高的水中塔。日月双塔是桂林两江四湖夜景重要的景色
之一。

桂林导游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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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親愛的的游客小伙伴们，我是大家此次游玩的导游员。我的名字
叫Lily！今日，我领着大伙儿游玩美丽动人的桂林青山绿水。

来，请大伙儿一个一个地、渐渐地登船。哎，当心！好啦，我们一边赏
析山两侧秀美的景色，一边来听我解读吧！

从桂林到桂林阳朔，160里漓江水道，放眼望去画山绣水，它是自然界的
千载作品。漓江的绿色碧绿，临江上堆积着橄榄石险峰，山峰都瘦骨嶙
峋，奇怪，千姿百态。在薄霭轻云雾，隐约可见，时远时近，请看漓江
海峡两岸，毛竹的色彩使海峡两岸春色经常在，而它那风流倜傥的嫣然
，又使漓江在大家心里增长亲近。

三亿很多年前，这儿還是一片汪洋大海，深海堆积了巨厚的白云石岩石
层。之后地球内部升高为陆上，玄武岩历经水的侵蚀作用和侵蚀作用，
产生了高挺秀美的峰峦和坎坷深幽的山洞。大家说，桂林的美能够归纳
为八个字：山青、水秀、石美、洞奇。

先说这山吧。哪些象鼻子、磨米山，斗鸡山、螺狮山不计其数！坐落于
市区的独秀峰，有南天一柱之称。清代诗人袁枚写过一首诗赞扬她：前
因后果绝对没有有，忽然一峰插南斗。请看这儿，它是另一处景色，全
名是叠彩山。这儿的岩层逐层横断，放眼望去，好像是一匹匹层叠起來
的彩缎，因而而而出名。

桂林的山上天然的奇石很多，有名的三日月山的枪石象鼻山公园的钓鱼
石、伏波山的试剑石桂林的洞也络绎不绝。下边我请大伙儿跟我一块儿
成功去欣赏欣赏神密的七星岩。

七星岩熔洞的总面积极大，可容下一万多人，请看这里，洞内拥有 造型
设计独特的各种各样景色：有莽莽的原生树林，耸立高挺的宝塔面板，
也有雪白细嫩的春笋有自然界艺术宫之称。大伙儿请看这边儿，各式各
样的钟乳石，在花灯的映照下，是否更有品位了呢？这种钟乳石也有着
悦耳的姓名，哪些狮岭朝，石乳罗帐，云台摄像机路虎揽胜这些。请大
伙儿随意赏析，一定要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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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以山青、水秀、石美、洞奇。这绝世无双的美丽景色，获得了桂林
山水甲天下的称赞。组成了一幅长达80余千米的山水国画卷。

今日，我的解读就告一段落。我随时恭候大伙儿的再度光顾，相信大伙
儿一定对这美丽动人的桂林回味无穷，一定喜爱上了我这一跟桂林一样
美丽的导游员，对不对？再见吧！

桂林导游词11

桂林是美丽而又神秘的，她的“七多三少”的特色也有中外游客欣喜的
总结。那就是：山多、洞多、新开发景点多、酒店多、旅游商品多、游
客多、旅游从业人员多;高楼少、工厂少、污染少。通过在桂林的旅游，
想必您会有同感，并对桂林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桂林的山水是自然而又美丽的，桂林人民是热情好客的，远方的朋友们
，您们辛苦了!在桂林安心、尽心、开心地旅游，多呼吸一下桂林清新的
空气，多饮几口桂林甘甜的泉水，多游玩桂林新开发的景点，多品尝桂
林当地的风味小吃，多购买桂林的名优土特产品，那样您会对桂林有更
多、更美、更好的印象，从而获得美好的感受和享受。

这样的山和这样的水加起来怎么能不使人流连忘返?今天导游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下次还来桂林玩，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再见!

桂林导游词12

旅客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小C，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游
览桂林漓江。都说：人生最美的旅行，桂林漓江！

漓江历史上曾名桂水，或称桂江、癸水、东江，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
三大城市，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及旅游中心——桂林市，以流域孕
育的独特绝世而又秀甲天下的自然景观——桂林山水，其风景秀丽，山
清水秀，洞奇石美，是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区。

漓江属珠江水系的桂江上游河段。发源于兴安、资源县交界处海拔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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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越城岭老山界南侧，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漓江流域拥有丰富的
自然山水景观。早在南宋时期，“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已名扬海天下。
漓江，这条萦绕在祖国南疆的秀丽江水，自古以来以其悠久的历史文明
，令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江山惹得游人醉，印入肝肠都是诗”便
是无数游人抒发的感慨。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以漓江风光和溶洞为代表的山水景观有
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绝”之誉。从桂林至阳朔的83公里漓江河
段，也称漓江精华游，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的佳景，是岩
溶地形发育典型、丰富和集中地带，集中了桂林山水的精华，令人有“
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游”之感。

景区内现有游船179艘，全部是普通空调船和豪华空调客船，其中获得桂
林市、自治区、交通部、团中央“文明航线”和“青年文明号”的游船9
7艘。投资2000多万元新建磨盘山客运码头，是桂林市对外的一个“窗口
”，它距桂林市区28千米，因紧邻磨盘山而得名。码头总占地面积23335
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备：拥有包括一个残疾人候船厅、三个普通候船厅
及一个贵宾候船厅在内的五个候船厅。码头采用园林化设计，与山水景
观相结合，很是壮观。

桂林导游词13

各位亲爱的朋友：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桂林，我是导游小赵。

我们的桂林以她青翠的山峦，清澈的漓江，给许许多多中外游客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相信大家通过这次美好的桂林游后，一定也会爱上这里的
山山水水。

有句名言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今
天就一定会让大家一饱眼福哦！”现在我们船将会在漓江上漂游三个多
小时后到达阳朔，在这段时间里，漓江的山山水水将被一览无余地呈现
在大家的眼前。大家现在找位置入座，我们正式“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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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有的见过斑斓壮阔的大海，有的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也有
的领略过气势雄伟的大黄河，但大家一定没见过如此优雅美丽的漓江。
漓江的水真清呀！清得可以让我们将江底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漓江的
水真绿呀！绿得我们的船仿佛停留在了一块巨大的翡翠上；漓江的水真
凉呀！凉得会让每一个游客情不自禁地将手伸进漓江水中，亲密接触；
漓江的水真静呀！宁静得能带给游客们很多无限地遐想⋯⋯她像一条真
丝的绿绸带，在我们的心头飘呀飘，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漓江之游无比的
舒畅呢！

随着船儿的前进，两旁的青山一座接一座离我们远去。亲爱的游客们，
你们可曾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漓江边的青山，不像其它名山
威严陡峭，也不像名山那样层峦叠翠。大家看，这里的山像被能工巧匠
们雕砌过似的，犹如一块块巨大的鹅卵石耸立在蓝天下，像星星般散落
在漓江边的角角落落。山是如此得绿，那绿是大自然最自然的颜色；山
是如此的青，青得仿佛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随着船
儿的摇晃，来用心感受一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美⋯⋯

各位朋友，不知不觉我们的船即将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了，希望桂林的山
、桂林的水还有今天小赵的讲解能带给你们一个永远美丽的回忆。下次
再见了，朋友们，祝你们接下来的游程开心顺畅！

桂林导游词14

伏波山位于桂林市中心漓江西岸，是一座依水傍水的孤峰，民间传说汉
代伏波将军马援曾于此山射箭退敌，削石试剑，故得此名。伏波山是桂
林市区的名山，登上山顶可环望城区风光，山上的试剑石是较为有名的
景观。

进入伏波山门时，可看见一口五千多斤的铸铁大钟和一口 “千人锅”，
这是两件清代定粤寺的遗物，至今仍然完整无缺，纹饰和铭文也清晰可
认。定粤寺在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战火，铁钟和铁锅便移置于此。

山的东面是临江回廊、伏波茶室和依崖而建的听涛阁，西面有登山石阶
，可达半山亭和山顶。在山顶登高眺望，可看到桂林清秀如画的水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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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除外，伏波山还有癸水亭、还珠洞、米芾自画像、千佛岩等小景点
，但也算不上桂林特色，大部分游客来这里，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伏波山
本身的名气。

山上的小景点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还珠洞，还珠洞内有一处岩壁谓之“
千佛岩”，可拾级盘旋而上。这里分布着不少唐宋摩崖石刻和佛教摩崖
造像，分三层，造像面目和善，刻工精细。更为奇特的是还珠洞中的试
剑石。这块自洞顶垂悬而下的巨石，距地面仅寸许，戛然而断，相传是
伏波将军试剑所致。

试剑石又被叫做“状元石”，原由是桂林地区出过两名状元，一是唐代
的赵观文，一是宋代的王世则，据说能把拳头伸入那个缺口而恰好使得
石头和地面严丝合缝的人可以当状元。通常游客即使伸不进去也会抚摸
下巨石，祈求好运。

从伏波山下来，脚下石径上镌刻着桂林方言的普通话注解，煞是有趣;还
有一处叫做“瘦身坊”的，几根木柱立于地上，空隙宽度不等，游人视
自己胖瘦程度从中穿过，胖子就别试了，小心被卡在木柱中间。

整座伏波山其实是倚着漓江而立的一座巨岩，相对高度只有63米，整个
景区很小。但是由于它位于市中心，交通很方便，门票价格也不是特别
贵，介于它的名气，初来桂林还是可以去逛逛的。

桂林导游词15

叠彩山旧名桂山，位于桂林市区东北部，地处漓江口。它与独秀峰、伏
波山鼎足而立，是桂林有名的山峰。叠彩山景色优美且易于攀登，山上
有许多摩崖石刻，山顶的拿云亭是俯瞰桂林城的好地方，也能看到秀美
的漓江。

叠彩山的得名，主要是因为它的外形，它的山体岩石横纹丛布，色彩相
同，如同彩画般。它由明月峰、仙鹤峰和四望山、于越山组成。山中景
点有叠彩亭、于越山、瞿张二公成仁碑、仰止堂、仙鹤洞、风洞、望江
亭和拿云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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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南麓有登山道，拾级而上数十步即可到达叠彩亭。叠彩亭东面的小
山就是于越山，山顶有于越亭，从亭中可以眺望明月峰的山石，你可以
看到叠彩层层，琳琅满目，这里最能领略“叠彩”之意。

仙鹤洞内可以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最有意思的是半山腰的风洞，最狭
处仅容一人通过，一年四季清风习习。而明月峰是叠彩山的主峰，位于
叠彩山东北，海拔223米，站在山顶的拿云亭，可将全城景色收于眼底。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gldyc-doc-5519gur9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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