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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沈阳导游词

 

介绍沈阳导游词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去参观沈阳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沈阳
棋盘山风景区。它距离沈阳市区有17公里，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和现代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著名省级风景名胜区。

说到棋盘山，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提起长白山，大家可能就熟悉了
。沈阳的棋盘山就是位于吉林省的长白山向南延伸的余脉。早在五、六
百年前的明代初期，《明一统志》就将棋盘山作为辽东地区的名山大川
载入史册。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这里也是难得的风水宝地。清太祖努
尔哈赤的陵墓——福陵所背靠的天柱山南临蒲河，背山面水，风水极佳
。从前，整个棋盘山伯努尔哈赤所辖的“正黄旗”所有，皇太极时期被
分给努尔哈赤的外孙苏克萨哈，康熙年间，苏克萨哈获罪而死，其家产
悉被抄没，他在棋盘山的房产、田地划归盛京内务府所管辖。直到民国
初年，这里才转归乡民耕种。

由于这些原因，这一地区的森林资源、人文古迹等一直没有遭到破坏。
但1931年沈阳沦陷以后，日伪政权在这里横征暴敛，许多古迹被破坏，
林木被砍伐，棋盘山呈一派颓废景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为保
护这里的森林资源，在这里设立了棋盘山林场，采取了封山造林、义务
植树等有效措施，不仅保护了原有的林木，而且继续营造出一片新的林
带。1983年，有关专家、学者对开发棋盘山风景区的规划方案进行了论
证和评议，并把景区分为风景林、经济林和用材林三个功能区，为棋盘
山风景区奠定了基础。除了山以外，这里还有许多大、小河流，其中的
蒲河为沈阳第四大河。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水利资源，1974年，有关单
位在这里修建了棋盘山水库，从而基本形成了棋盘山风景区“三山一水
”的'格局。我们现在所说的棋盘山风景区是以“三山一水”为主体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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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其它一些景点所构成的。它总面积约142平方公里，所谓的“三山”
，指的是这里的辉山、棋盘山和大洋山，“一水”指的是秀湖，也就是
修建辉山和棋盘山之间的拦河大坝而形成的人工湖。

好了，现在我们已走出了市区，这条路的沿途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寝一福陵，不远处还有新建的沈阳植物园。沿
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棋盘山风景区的东门了。（棋盘山风景区东门
及“碧塘风荷”）

现在，我们已进入棋盘山风景区。沿途大家可以看到许多新建的宾馆、
山庄等，这都是配合景区开发而修建的旅游休闲设施。这条路的左侧就
是著名的棋盘山，路的右侧就是秀湖。秀湖诸多景致中最先映入我们眼
帘的是一池荷塘，称为“碧塘风荷”。现在所说的莲花池是新近修建的
水塘，约数万平方米，里面广种荷花，投入鱼苗。每年夏天，荷叶、莲
花、莲子、鱼跃荷香，碧水荡漾，格外清新凉爽。

（秀湖沿岸）

秀湖即棋盘山水库。是拦截蒲河水所修的人工湖。

蒲河，发源于铁岭东南部的想见山，在辽中县南汇人浑河入海、全长410
华里，是沈阳第四大河流。1974年10月，当地政府决定在辉山与棋盘山
之间修建拦河大坝，1977年7月20日竣工。从而形成东西长363公里，南
北宽1．5公里，面积为5．04平方公里的湖面，正常蓄水量达8020立方米
，正常水位为海拔94.5米。因整个水库的形状如同草书“秀”字，一所
以命名为“秀湖”。

秀湖湖面宽阔，水质清澈，岸线曲折，群峦环抱。风光独特，令人留连
。特别是每年的六月至八月之间，每当细雨零零，湖面云流飞渡，烟波
浩渺，群峦在乳白色的雾气之中忽隐忽现，朦朦胧胧，远山近水变幻莫
测形态万千，形成“秀湖烟雨”的美妙景观。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赞美西子湖时写过这样一个名句：“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乔湖烟雨也称得上是北国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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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秀湖往前走便可见秀湖码头。

（秀湖码头）

秀湖码头位于秀湖南岸辉山脚下，与辉山索道、滑道，辉山鸟林，木屋
村、望湖阁游乐园等构成一组完整的景观区。同时，秀湖码头又是湖面
测览、横渡秀湖的交通枢纽。

码头是一座仿古楼台游廊式建筑，金瓦红柱银白色栏杆，上下两层十分
精美，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秀湖有仿古画航船、游船。快艇、手划船
可同时接待游客500人游湖。仿古画舫船每次可载客近百人，船体平衡、
舒适，是集体旅游者观潮，游湖的极好方式。游人也可以自己租用游船
、游艇在宽广湖面上又由乘风破浪。秀湖还是水上大型训练比赛场地，
每年都要在此举行水上比赛活动。1996年的“亚洲铁人三项赛”曾在这
里举行。秀湖码头是棋盘山风景区的腹地，是水上旅游的中心。

（景区一景：辉山睛雪）

看完了水，我们再来看看山。、这就是著名的辉山。辉山海拔265。9米
，名列沈阳市区请山之冠，“辉山睛雪”是沈阳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沈阳
八景之一。

辉山因山高气寒，冬日积雪皑皑耀日，十数里外就可以看到。清代名士
缪润绂定其名为“辉山睛雪”，并把它与福陵、浑河。塔湾、万柳塘、
莲花泊、万泉园和黄寺一起列为沈阳八景传世；辉山之顶有白色山岩裸
露，岩石在阳光照射下如同白雪耀眼夺目。所以，又有人将“晴雪”归
结于山顶岩石。说明“辉山晴雪”是冬季和夏天常年可见的景观。如今
，辉山顶部已被大片林木所覆盖，“辉山晴雪’已成昔日黄花。

近年，在辉山顶部建起“晴雪楼”、“险亭”以及索道和滑道等设施。
险亭是一座园形四柱无脊亭，建在一座悬崖之上，并向悬崖外探伸出一
座悬空露台，登上露台如身悬空谷，令人不敢俯视；“晴雪楼”，顾名
思义取自辉山晴雪。楼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四角单檐亭，四面出廊，其
旁有白色楼梯上下，下层为敞厅。总面积174平方米。登临其上，周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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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里水色山光尽收眼底，是游人鸟瞰，小憩之处。在晴雪楼之旁建成具
有现代水平的登山索道和下山滑道。辉山山势险峻，多悬崖峭壁，只有
东北面坡度较小，修有登山柏油路，但也只能抵达半山腰，再往上仍需
走登山石阶。索道和滑道的增设使“天堑变通途”。

介绍沈阳导游词2

沈阳是辽宁省省会，是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交通、金融和商业中心，
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东北地区最早命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
006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就在我们沈阳举办。

沈阳市辖九区一市三县，东西长115公里，南北长205公里，全市总面积
为12980平方公里，沈阳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居住着汉、满、回、蒙
、朝鲜、锡伯zu等三十多个民族，总人口720。4万人。

沈阳市位于浑河北岸，浑河古称沈水，因古代以水北为阳，故称沈阳。
沈阳地区地势平坦，以平原为主。这里属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受季风
影响，降水集中，温差较大，四季分明。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历史文化名城。

远在7200年前，先民们便在这里农耕渔猎，繁衍生息，创造出源远流长
的新乐新石器文化。

公元前300年，燕国名将秦开在此屯兵戍边，设立侯城，为沈阳建城之始
，据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属辽东郡境内。

辽金时代设置沈州，元改称沈阳路，至此沈阳见于史册。

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并于1625年迁都沈阳，皇太极继承罕
位后改沈阳为盛京，满文译为谟克敦（兴盛的意思），成为清朝两代皇
帝的都城，因而沈阳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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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大清迁都北京后，清以沈阳为陪都，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
设奉天府，这便是沈阳又名奉天的由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统治东北的中心，192
3年，正式设立奉天市政公所，沈阳首次出现市的`建制。

1928年张学良执政东北，于1929年将奉天市改名为沈阳市。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侵占沈阳，将沈阳市改为奉天市
。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奉天市恢复沈阳市名称。

1948年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

沈阳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有东方“鲁尔”之称，曾被骄傲的称为新中
国建设的长子。创造出中国工业史上200多个第一：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
战斗机、第一部水下机器人，还有新中国第一枚国徽，都在这里诞生。
目前全市形成了以机械加工为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具有较强的综
合加工能力。世界银行评选出41座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沈阳与北京
、上海共同位列其中。

沈阳是东北地区最大航空、铁路、公路交通运转中心。桃仙国际机场是
东北地区最大的枢纽机场。沈阳还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铁路网
密度堪称全国之首。从沈阳出发，沿高速公路，1。5小时之内就可以到
达沈阳周边7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座。

沈阳是首批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旅游景观丰富多彩，共有景区景点2
00余处，目前，沈阳的旅游产品共有以下几大系列，以一宫两陵为主体
的清文化旅游，以张氏帅府、九一八历史博物为代表的近现代史旅游；
以沈阳棋盘山为代表的冰雪旅游；以沈阳植物园、棋盘山风景区为代表
的休闲度假旅游；以沈阳水洞、怪坡为代表的奇特景观旅游；另外还有
工农业旅游、民族、民俗特色旅游、宗教旅游等等。第28届世界遗产委
员会上，一宫两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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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还有沈阳国际旅游节、冰雪旅游节、黄寺庙会等丰富多彩的旅游
节庆活动。

沈阳是一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美食城，您可以品尝到“中华名小吃”
老边饺子、马家烧麦、那家馆白肉血肠，还有辽宁十大美食之称的满汉
全席，扒锅肘子等。等您吃好喝足，还可以去欣赏到东北民歌、东北大
秧歌，绿色二人转。

此外，沈阳还是中国足球的福地，2001年，中国足球就是在沈阳五里河
体育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里也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分赛场。
届时，本导游员愿再次恭候各位的光临。

尊敬的各位游客，沈阳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沈大高速公路，贯穿了辽东半岛的7座城市，途经营口港、鲅鱼圈港、大
连港三个港口。

介绍沈阳导游词3

沈阳古陨石，位于沈阳市南郊，主要分布在东陵区李相、苏家屯区姚千
户等6个乡镇境内。其地质景观奇特，举世无双，不仅是珍贵遗迹，同时
也是难得的旅游资源。

沈阳古陨石的母体形成于45亿年前，19亿年前陨落到地球，当时地球尚
无人类存在。它们就如神秘的“天外来客”一般，引起了国内外专家、
学者的高度重视。

沈阳古陨石主要由滑石台山古陨石、馒首山古陨石、金顶山古陨石、老
尖山古陨石和台子山古陨石等21处古陨石组成，形成一座气势壮观的陨
石山。古陨石在平面上呈椭圆或肾状，在剖面上又呈漏斗状或盆状，向
下收敛无根，向一顶别致的皇冠镶嵌在太古代花岗岩上。滑石台山上一
古陨石长160米、宽50米、高40米、重量约200万吨，堪称世界之最。

目前，沈阳古陨石已拥有10余处陨落地质景观—“皇冠无根石”独占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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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婷婷玉立;“陨击爆炸石”光怪陆离，形态各异;“壳状石包石”巧夺
天工，神秘莫测;“石质角砾石”丝装素裹，百怪千奇;“靶岩”犹如弥勒
捧手，“波纹石”恰似平湖涟漪
古陨石以其奇特的地质景观令众多中外学者和无数游人纷沓而至。

景区内不仅有神奇的“天外来客”，而且有令人神往的人文景观。“李
相”——相传明朝这里曾是一位李性相公的庄园。“姚千户”——清朝
这里曾是一位贵族的领地。村中有两座九眼透龙碑，相传在乾隆年间李
相地区曾出过两位皇家“郡马”。在滑石台山南坡的一块陨石上，至今
仍保存着一幅年代久远的石刻，其字迹端庄秀丽依稀可见：

亘古一人开

重熙七年四月卅日沈州

“重熙”是辽兴宗年号，“重熙七年”即公元1039年。“重”字下边少
了一“横”，似“壬申”相叠而成，“重熙七年”恰似壬申干支。据古
陨石发现者沈阳古陨石研究所所长张海亭介绍，古时滑石台是一座烽火
台，相传辽(北宋)时期这里曾有寺庙或道观，“亘古一人”说明滑石台
山上曾有座关帝庙。

沈阳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古陨石的保护和开发，将其列为沈阳十五大旅
游景观之一。市长慕绥新更给予极大的关注，亲笔题词：“沈阳陨石
天赐瑰宝”。

沈阳古陨石地质景观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这些光怪陆离的古陨石是迄
今为止世界上首次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陨落时间最早的古陨石，具有
极高的美学和经济价值，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
富。目前，有关部门已做出了对古陨石的保护和开发规划，满族民俗文
化村已基本落成，奇石馆、娱乐馆、科普基地也将陆续上马。一个独具
特色的集科研、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全国第一家陨石山公园将展现在游
人面前。那时，这些神秘的“天外来客”们必将焕发出更为迷人的风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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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沈阳导游词4

辉山风景区位于沈阳市东北部，距离市中心17公里，辉山系长白山的一
个支脉，风景区规划总面积142平方公里。风景区内山峦起伏、溪谷迂回
、树木葱郁，秀湖四面环山、湖水碧澈，林海松涛，气象万千，形成美
丽的自然景观。秀湖之水，宽阔清澈，碧波荡漾，似一颗明珠镶嵌于群
山环抱之中。

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颇受旅游者喜爱，成为广大游客休息、度假、观
光游览的风景名胜。辉山风景区是集青山、秀水、密林、奇石、幽洞、
古迹和现代建筑为一体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风光秀丽，辉山、棋盘
山、大洋山、石人山四山对峙，各领风骚，形成逶迤起伏七十多平方公
里的茂密林带;位于辉山风景区东北部的石人山海拔441.3米，是沈阳最高
峰。石人山有各种经济植物和药物植物数百种，有属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水曲柳、野大豆、核桃楸、黄柏等;有属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3种，占辽宁
省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的27%。景区交通十分便利，东辉、沈铁、毛望三
条主要公路通向风景区。

辉山晴雪、棋盘远眺、向阳红叶、龟岭晓霞、飞虹夕照、秀湖烟雨、芳
草云天、碧塘风荷等自然景观各具特色;向阳寺、南天门、仙人洞、点将
台、妈妈石、高丽城等历史遗迹与晴雪楼、望湖阁、观棋阁、鸟林和一
批度假村、宾馆等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景区人文景观的主体。现
代化的度假村、别墅和立体化的游乐项目为景区增添了浓厚的现代气息
。以辉山风景区为中心，连同福陵、沈阳植物园、沈阳怪坡风景区、沈
阳虎石台温泉疗养中心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沈阳东部旅游路线。

介绍沈阳导游词5

异度视界奇幻艺术体验馆是韩国独资创建的展馆，管中墙体的绘画作品
均来自韩国知名艺术家的精心创作，艺术家们使用特殊涂料将极度写实
的作品由平面绘画变成立体作品。

它打破了传统艺术馆的固有参观模式，我们鼓励和指导参观者发挥自己
的奇思妙想，让自己完全融入到绘画中去，彻底成为画中故事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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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是艺术作品的二次创作者，这便是异度视界奇幻馆为您带来的美妙
艺术之旅。

异度世界分为：名画恶搞区、镜子幻觉区、生活错位区、错觉体验区、
动物亲近区、想象体验馆。可通过观看，触摸。体验等方式在摄影世界
里让您感受到超级震撼与奇妙的乐趣。

异度世界曾先后在韩国、日本、泰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示。被人们
称之为艺术熏陶的窗口、释放压力的良方、休闲娱乐的平台、此次登陆
沈阳是首度进入中国内地。

沈阳导游词景点介绍范文3：中街

中街严格来说不算一个景点，是一个沈阳人休闲购物的好去处。但是从
今天中街的面貌来看，你又完全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景点，你可以到处去
逛逛、去看看、去玩玩，而且你大可不必为此产生任何花费。

中街——沈阳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她是沈阳最早形成的商业中心。162
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至1631年(明祟帧四年、后金天聪五年)
，后金将明朝所筑砖城进行改建扩建，按照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即王宫之左是祖庙，王宫之右是社稷坛，王官正面朝南
，王官后设市场)之说，将原来的“十”字型两条街改筑为“井”字型4
条街。

即今沈阳路、中街路、朝阳街、正阳街。当时，中街路称四平街，东西
两侧建有钟楼、鼓楼各一座。街长579.3米，宽11.7米。如今的中街已成
为我市第一条步行商业街，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买卖兴隆，一派欣欣
向荣之意。

介绍沈阳导游词6

大家好!在繁华的沈阳古城中心，有一座巍峨庄严的清代宫殿建筑群。这
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沈阳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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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建筑时间和布局，沈阳故宫的建筑可分为三部分，它们分别是东路、
中路、西路。今天，我们就按这个顺序。首先参观东路建筑。

沈阳故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特殊的历史而闻名中外，在这片绚丽多
彩，雄伟多姿的建筑群中，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就是我们面前的大政殿
。

大政殿草创于1625年，是处理国家政务和举行庆典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外形近似满族早期在山林中狩猎时所
搭的帐篷。在大政殿的房脊上，还饰有八个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
，象征着“八方归一”。正门前的大柱上，盘旋着两条翘首扬爪的金龙
，是受汉族敬天畏龙思想的影响，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大政殿建
筑特点的多样性，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金龙盘柱，尽显中原之风;
八位力士又流露了浓郁的蒙古色彩;而亭帐式的风貌，则是满族古老文化
的延续。

作为最早使用和最为重要的宫殿之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以大政殿为
舞台上演。1643年，六岁的顺治皇帝在大政殿继承帝位，并于次年在此
颁布了出兵令，命摄政王多尔哀兵入山海关直捣中原，最终完成了满清
一代的一统大业。

大政殿两侧南向，十王亭呈燕翅排列。错落有致，如众星拱月，南宽北
狭，似无穷无尽，象征兵多将广，万世绵延。十王亭是清朝入关前左右
翼王和八旗旗主在皇宫内办公的地方。它们与大政殿构成了一组亭子式
的院落建筑，反映了满族独特的军政体制——八旗制度，这在中国的历
史上堪称独步天下。远在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都由汗王与
八旗贝勒大臣共同讨论决定。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在修建宫殿时便将
这种“君臣合署办公”的制度固定化。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了八旗制度和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政体及军事民主的思想。因而形成了大政殿
、十五亭这组独特的建筑，为中国宫殿建筑史写下了空前的一页。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中路。从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即续建皇
宫，形成沈阳故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前起大清门，后至清宁宫，院
落三进，独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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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为皇帝临朝前，文武百官候朝的地方。它便
是演义小说中俗称的“午朝门”。大清门的屋顶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
色剪边，既保留了以黄为尊的传统观念，又体现了满族对故乡山林的深
厚眷念。从而形成了区别北京故宫的一个特点——宫殿顶覆以黄琉璃瓦
镶以绿色剪边。

穿过大清门，北望便是崇政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是清太宗皇太
极举行日常朝会的地方。

1635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女真”改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在崇
政殿登基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将国号“金”改为“清”年号“
天聪”改为“崇德”。

各位朋友，古代宫殿建筑布局讲究“前朝后寝”。看过了皇帝上朝的金
銮殿，请大家随我去参观帝后的寝宫。

穿过崇政殿两侧的左右翊门，举目可见位于3.8米高台之上的凤凰楼。楼
后为帝后寝居的后宫——台上五宫。与崇政殿对比又形成了沈阳故宫不
同于北京故宫的特点——“宫高殿低”。而北京故宫则恰恰相反，是“
殿高官低”。

凤凰楼为宴饮、议事之所，是当年沈阳城的最高建筑，诗称“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可谓十分贴切。登上凤凰楼俯瞰四周，万般景物尽收
眼底，可饱览盛京全景，也可观赏日出。“凤楼晓日”是当年著名的盛
京八景之一。凤凰楼门洞上方悬有“紫气东来”匾，为乾隆皇帝御笔。
而乾隆皇帝则是借用这个典故寓意大清的国运兴起于东方。

各位朋友，穿过凤凰楼底层的通道后，我们就进入了后妃居住的台上五
官。

台上五官是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

现在请大家随我参观皇太极和皇后的寝宫——清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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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宁宫东梢门称“暖阁”，是帝后的卧室。暖阁内分南北二室，二室均
设火炕。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暖阁内驾崩，终年52岁，后葬于沈
阳昭陵，即北陵。

清宁东次间开门，是典型的满族民居——口袋房，西四门南西北三面都
设火炕，称“万炕”。与汉族有所不同的是，满族人将烟囱建在屋后，
而且从地面向上垒起。这种“口袋房，万炕、烟囱竖在地面上”的建筑
特点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格了。

各位朋友，现在请随我去参观西路建筑。西路建于1782年至1783年，主
要包括：戏台、嘉荫堂、文溯阁等。

说起文溯阁，我们不能不提到乾隆皇帝和《四库全书》。出于加强文化
统治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访求天下藏书，历经十余年时间编
成一部大型丛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所以称为《四库全书》
。书修成后，抄录七部，在全国建七座藏书阁分别收藏，沈阳故宫的文
溯阁便是其中之一。

提起宫殿建筑，我们很容易想起“红墙绿瓦”、“金壁辉煌’这类词汇
。而文溯阁却与众不同，屋顶用黑琉璃瓦镶绿剪边，整个建筑以黑绿两
色为主色调，这与它的用途是分不开的。文溯阁藏书忌火，依据五行说
立色配饰，装修取《易经》“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因此屋顶用黑色
琉璃瓦，寓意水从天降，消灭火灾。

文溯阁外观为两层，内部实为三层，书架上的木盒称函匣，用于收藏书
籍。目前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保存在甘肃省图书馆。

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参观已经接近尾声。沈阳故宫的三路建筑是分期
建造的，布局却是一气呵成，完整和谐。特别是三路建筑分别代表了“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皇太极南面独尊”、“康乾盛世”三个时期
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总体来看，沈阳故宫
以建筑的方式反映了满族政权和满族社会由崛起——兴盛一高度发展的
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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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们的参观就要结束了，希望故宫之行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
忆。

介绍沈阳导游词7

各位朋友，你们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大家到福陵参观游览，福陵是清太祖
努尔哈赤及其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寝陵，因其位于沈阳城的东郊，故又称
东陵，它与新宾的永陵，沈阳昭陵被合称为清初的关外三陵。

福陵，建在天柱山上，天柱山是长白山的余脉，原名石咀头山，东牟山
，福陵的修建历史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天聪时期的草创，顺治时期
的修缮，康熙时期的改建。

各位朋友，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座落于翠绿的群山之中，气势雄伟的
古建筑群就是福陵。福陵占地面积19.48万平方米，依山傍水，整个陵园
由低向高巧妙的依山势而建，宝城、宝顶俱建在山峦之颠。

福陵按其自然布局可分为三部分，即大红门外区、神道区、方城、宝城
区三部分，从下马碑到正红门为第一部分。

福陵的下马碑有6座，四座在陵前，两座在东、西红门附近，正红门前两
侧的下马碑上用满、汉、蒙三种文写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过了下
马碑，陵园前东西两侧各耸立着石狮一对，华表一对，石牌楼一对。石
碑楼也叫下马牌楼，为诸色仿木石材建成，四柱三楼，横坊上有斗拱，
二龙戏珠等纹饰。正中心刻有文及各种瑞祥图案，文朝外，用满汉蒙三
种文刻着“往来人等至此下马，如违定依法处治”整个牌坊的雕工古朴
、典雅、精美。

从正红门到碑楼为陵园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神道区，正红门是陵园的正
门，两侧是五彩蟠龙袖壁，四周是矩形红包缭墙将整个陵园圈为一体，
正红门为三楹单桅歇山式仿木架结构，上顶铺满琉璃瓦、大脊、重脊、
大吻、重善一抹金黄。拱门三道，彩油为饰，上有染金门钉及兽面“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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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三道拱门，正中一间叫“神门”，是供所谓墓主“神灵’出入的
门户，此间平日不开，只是在大祭时供抬祝版，制帛以及其它祭品的官
员出入，其它人不得行走。东为：“君门”是皇帝祭陵出入之外，西为
“臣门”是祭祀大臣走的门，过了。正红门一条与神门相逢300米长的“
神道”直至石拱桥、神道和神门一样有极严格的使用规定，除抬祭品的
官员可以通行以外，其它人一律严行禁走，违者受法律惩处。对神道的
设置，清代陵墓有一项特殊的规定，郎神道与隆恩门之间必须修建一座
建筑做隔断、名曰“一眼望不断”，寓意大清江山万事一系。为此。有
的清陵在神道上修龙风门，沈阳昭陵修建神功圣德碑，福陵不仅建有神
功圣德碑，而且根据地理条件还修有一百零八蹬。起到双层隔断作用，
这是福陵区别于其它清陵之处。

神道两侧成中轴对称，整齐的排列着一对石望柱和四对石象生。石望柱
上各坐犼一只，相传犼是龙的九子之一，因其好望，故让其守陵。石象
生依次为狮、虎、马、骆驼。据说，石马是仿当年努尔哈赤的坐骑龙马
——一种典型的蒙古马雕刻的。神道尽头便是与两座“神桥”相连接的
，巧妙依山势而建的“福陵天蹬”;俗称“一百零八蹬”，“欲知福陵绝
佳处，石阶送尔上天登”;福陵天蹬是明清皇陵中独一无二的建筑形式，
那么石阶为什么要修一百零八级呢?一种说法与星宿有关，相传天上有三
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就是
就是这些星宿“下凡”，“一百单八蹬”寓意将天罡地煞星踩于脚下，
以保福陵平安无事。也以此显示至高无上的皇权。

另一种说法与佛教有关，佛家认为人生有108种烦恼，为去掉这些烦恼，
念佛要108遍。晓钟要叩108下，佛珠要用108颗，所以佛教建筑多与此数
有关。据专家考证一百单八蹬的建筑形式在全国仅有两处，另一处在山
西五台山上的菩萨顶。

走过神桥，便会看到碑楼，碑楼建于公元1688元，重檐歇山式建筑。正
中立着康熙皇帝亲笔的“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是用满汉两种文
雕刻的，上面详细的定述了努尔哈赤的生平，创业的艰辛以及丰功伟绩
，福陵的神功圣德碑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每当阴雨天气，碑身的背面会
显现宽袍大袖，飘飘然如踏云而来观音侧身像，所以又称观音石。碑楼
内地伏四角各雕一凹型海水漩涡，每个漩涡内各雕一鱼、鳖、虾、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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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阴雨天，漩涡内会蓄满水，其实这就是古称“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的现象。

碑楼东为茶膳房、果房。面为涤器房、宰牲亭等，这都是祭祀时用来工
作的建筑物。

过了碑楼，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叫方城，这是陵园的主体建筑，也是最具
满族特色的建筑，这是我们要参观的第三部分，方城高1丈5尺7寸，周长
113丈8尺4寸，正中为隆恩门，上有三滴水歇山式门楼，周围边廊，尚北
明间避门，黄琉璃瓦顶，原来隆恩门两侧有八颗松树，象征皇帝生前文
武大臣垂手恭立于门前，故称为“站班松”、隆恩门的两侧有砖砌石阶
，拾级而上便到了方城之上。相传，秦始皇陵的内埠和外郭，就是按秦
都咸阳的规制建造的，如此看来，皇陵中的方城是都城的象征，以体现
“事死如事生”。方城的四角有四座角楼，均为两层冲檐歇山式建筑，
上悬风铃，风吹铃动，一是可以驱赶鸟雀，使其不在这里筑巢，二是可
以渲染庄严、肃穆的气氛(方城角楼的独特建筑是沈阳这两座陵寝区别于
其他明清皇陵之处)。方城正殿叫隆恩殿，建在五尺高的大须弥座上，这
里是祭祀的重要场所，隆恩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周围边廊。上盖黄色
琉璃瓦，架梁全部为和玺彩绘，隆恩殿三间四门八窗，明三间以隔扇门
为装饰。殿内有大暖阁，大暖阁内供小暖阁，供有陵牌殿后有二柱门、
石祭台、洞门，洞门之上便是大明楼。楼中立“太祖高皇帝之陵”的石
碑，此碑就是福陵的“圣号碑”。由于“圣号碑”具有特殊地位，此碑
和其他碑制不同。其中一点便是它被涂成许多色彩，碑面用朱砂染成红
色，碑文填金，其它各部用红、黄、白、兰、绿五色彩丝、金光闪闪、
鲜艳夺目。清末以后由于失修色彩脱落，特别是1962年5月7日大明楼着
火被毁，此碑受到一定损失，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明楼是后来修复的，方
城后是月牙城，古人认为“天有阴晴，月有盈亏”，满月象征团圆，而
月牙则代表离散。人死谓之亏，所以把这修成月牙形，以示悲哀。城内
空旷、沉寂，只有北墙正中的琉璃照壁，为这座空城墙添了一些生气，
据说这照壁地宫的人口。

月牙城以北便是宝城，这是一座半圆形的“城”，高了丈七尺一寸，周
围五十九丈五尺，相传修宝城要用“童子夯”，就是修夯打衬上时，用
十岁左右的男童踩踏，不用木夯或石夯，因为在古代人心中，童男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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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洁、吉祥的象征，宝城中间高大的土丘就是“宝顶”，“宝顶”之
下就是福陵的“心脏”部位——地宫。努尔哈赤及皇后就长眠在这里。
宝顶之上有棵榆树是附会新宾永陵的神榆。

福陵建筑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艺。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
保护，虽几经战火仍保存完好，现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
年来陵区附近又开发了一批景区、景点，今天的福陵已成为一座具有历
史文物，园林风光，旅游度假等多功能的观光旅游中心，正以其独特的
睦力吸引着八方游客。朋友们，当你在闲暇之余，不妨来看看这一代开
国皇帝的长眠之地，聆听松涛阵阵，静静的的体味一下那古老的传说，
感受一下春观杏林春晓;夏看隆楼烟雨;秋望芳草云天;冬赏西山晴雪的乐
趣，福陵，着昔日的帝王陵寝，正以一种古老而崭新的面貌迎接着您，
若老汗王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慨万千吧!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jssydyc-doc-84059ass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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