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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导游词

 

青海导游词1

各位游客：

大家好！我是旭日弘文旅游公司的导游，我姓金，大家叫我金导就好了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举世闻名的大美青海的一处旅游圣地——青海湖
。到青海湖还有一小时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我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
青海湖。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是地壳运动，山崩地裂而形成的。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原来有一个叫卓玛的姑娘，她结婚以后，丈夫出
去了很长时间，卓玛很想他。有一天，卓玛在打水的时候，她的丈夫回
来了，卓玛忘了盖上井盖，他们俩就跳起了舞来，伴着他们美丽的舞姿
，泉水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最后形成了青海湖。

青海湖又名“库库淖尔”，即蒙语“青色的海”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
北部的青海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青海湖拥
有多项中国之最，青海湖是我国AAAAA级国家自然景区。

青海湖不但有美景，还有一种美食——湟鱼。

青海湖盛产味美而营养丰富的湟鱼。但是，湟鱼每年只长一寸，是国家
保护物种。由于水位的下降和人为的任意捕捞，面临着绝种的危险，所
以今天，我们是吃不到湟鱼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湖边，现在大家可以下车了。风景名胜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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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湖在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在这个季节里，四周巍巍的群山
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清水秀，天高气爽，
景色十分绮丽。

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目睹这美丽的景色了。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了，请大家不要乱扔垃圾。祝大家玩的愉快！

青海导游词2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由多条西北-东南走
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因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又名南山。东西长800
公里，南北宽200~400公里，海拔4000~6000米，共有冰川3306条，面积约
20xx平方公里。

西端在当金山口与阿尔金山脉相接。东端至黄河谷地，与秦岭、六盘山
相连。长近1000千米。属褶皱断块山。最宽处在酒泉市与柴达木盆地之
间，达300千米。

自北而南，包括大雪山、托来山、托来南山、野马南山、疏勒南山、党
河南山、土尔根达坂山、柴达木山和宗务隆山。山峰多海拔4000~5000米
，最高峰疏勒南山的团结峰海拔5808米。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终年积
雪，山间谷地也在海拔3000~3500米之间。

祁连山的平均山脉海拔在4000米-5000米之间，高山积雪形成的硕长而宽
阔的冰川地貌。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的地方，称为雪线，一般而言，
冰天雪地，万物绝迹。然而，祁连山的雪线之上，常常会出现逆反的生
物奇观。在浅雪的山层之中，有名为雪山草甸植物的蘑菇状蚕缀，还有
珍贵的药材-高山雪莲，以及一种生长在风蚀的岩石下的雪山草。因此，
雪莲、蚕缀、雪山草又合称为祁连山雪线上的"岁寒三友"。

山系低山区干燥剥蚀作用盛行，中山区以流水侵蚀为主，高山为寒冻风
化作用所控制。祁连山区存在三级夷平面:第一级东段海拔4400~4600米
，西段4800~5000米;第二级东段4000~4200米，西段4500~4700米;第三级东
段3600~3800米，西段4000~4200米。河谷中发育多级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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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宽达400公里，是由7条以上的山脉组成的山系。其间也夹杂有湖盆
、谷地，如疏勒河、党河、黑河、大通河和哈拉湖及青海湖等。山峰海
拔多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疏勒南山团结峰海拔6305米。

祁连山的北侧与南侧分别以明显的断裂降至平原。北坡与河西走廊间相
对高度在20xx米以上，而南坡与柴达木盆地间仅1000余米，狭义的祁连
山仅指最北一列。它是黄河和内陆水系的分水岭。山间的谷地、河谷宽
广，面积约占山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个水草丰美的牧场。地势
较低的大通河谷、湟水谷地，更是青海省的重要农业区。祁连山地多雪
峰、冰川，虽然冰川规模不大，但是由于山地广，水量多，河流可直下
走廊的干燥地区。因此，融冰化雪，增加冰水，是当地山下发展农业必
要的措施。早在清代末期，已有群众上山化冰融水的活动。据1962年统
计，祁连山有1619条冰川，面积约1316平方公里，多属大陆型冰川，冰
面表碛小，移动慢。但从蓄水量来说，却不算小，如祁连七一冰川，长
约30.5公里，冰层厚80米，储水量为1.5亿立方米。祁连由地年降雨总量
约500亿立方米，流出只有150亿立方米，所以融冰化雪，可使水量增加
，是当地发展农业的重要水源。此外，祁连山脉的林、矿资源也很丰富
。

祁连山中的河谷和洼地，海拔平均3000多米;而祁连山浪峰般的高山顶则
在4000至5000米之上。一路之上履冰踏雪，寒风刺骨。祁连山的每一个
山峰本来就显得气势雄伟，人称是"石骨峥嵘，鸟道盘错"。这些由冰雪
和石头凝成的奇形怪状、棱角分明的脉脊。

青海导游词3

日月山，历来是内地赴大道的咽喉。早在汉、魏、晋以至隋、唐等朝代
，都是中原王朝辖区的前哨和屏障。故有“西海屏风”、“草原门户”
之称。北魏明帝神龟元年(公元420_年)，僧人宋云自洛阳西行求经，便
是取道日月山前往天竺。

在历史上，日月山还是唐朝与吐蕃的分界。公元7世纪,以松赞干布为首
的吐蕃雅隆部落，兼并了其他部落后，在一个叫逻些(拉萨)的地方建立
了吐蕃王朝，与当时的唐王朝就以赤岭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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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发生在农牧区交接地带的互市，赤岭互市就是较著名
的一个。唐武德二年(620_年)，在今青海东部地区设鄯州(治今乐都碾伯)
、廓州(治今化隆群科)，置刺史。次年，唐与吐谷浑讲和修好，并达成
互市协议，互市于承风戍(今拉脊山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与吐
蕃定点在赤岭互市，以一缣易一马。

唐肃宗以后开展了“茶马互市”，青海大批的马牛被交换到内地;内地的
茶、丝绢等同时也交换到了牧区。

明后期至清初，互市地点增多，增有镇海堡、多巴、白塔儿(今大通老池
)等。清平定罗卜藏丹津后，对互市严格控制，规定只准每年2、8月在日
月山进行互市交易，并派弹压。后因这种规定不能满足各族群众之间的
交换需要，清廷便数次放宽政策，并将日月山互市地点移至丹噶尔(今湟
源县)，日期也予以放宽。丹噶尔互市是日月山互市的继续，很快成为“
汉土回民远近番人及蒙古人往来交易之所”，在嘉庆、道光之际，商业
尤其繁盛。清《丹噶尔厅志》记载丹地市场“青海、番货云集，内地各
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显
赫的民族贸易的重镇。

青海导游词4

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西部牧业区的分水岭，山的货色两侧做作人
文景观差别极为显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
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
滚的农区。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
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
，南接湟中群加，连绵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
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天然分界限。这里山峦起伏，峰
岭巍峨，气象严寒，雨水充分，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大同小异：山
麓西边是广袤苍莽，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
，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玄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
花残暴，帐篷点点，风景非常壮观。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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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
”，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地处要塞，局势峭拔，策略地位主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海
内地通往西南边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通商商业的纽
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
日月山更是唐蕃旧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618年，唐朝建破后，与边境各民族和气相处，各族领袖纷纭差遣使
者向唐朝求婚，唐朝先后有15位公主嫁到兄弟民族当中。当时的吐蕃国
王松赞干布开明治国，为引进文明、加深友情、安宁边疆，在与唐朝树
立友爱关联后，派禄东赞到长安求婚，得到唐太宗应允。文成公主自幼
被唐太宗和皇后收养，深得心疼。公主远嫁，唐太宗筹备了各种日用器
皿、珠宝饰物、绫罗绸缎及书籍、药物、蚕种、谷种等作为嫁奁，还派
乐队、工匠伴随去吐蕃。公元641年正月，唐朝派李道宗护送公主从长安
出发，经咸阳、陇西、临夏，度过黄河，进入青海，沿湟水西行。过日
月山后，先与嫁给吐谷浑王诺曷钵的唐朝弘化公主，在大河坝邻近的馆
驿中，举办隆重宴会，唐、吐蕃、吐谷浑三方亲朋欢聚一堂。之后，公
主一行持续南行。松赞于布亲身率兵在扎陵湖南岸，筑馆安营，迎接公
主，李道宗主持了隆重的婚礼。松赞干布跟文成公主经玉树进入西藏，4
月15日到达今拉萨，受到吐蕃人民盛大欢送。文成公主远赴西藏联姻，
沿途留下了良多美妙的传说和史迹，千古传播，至今藏族国民依然称公
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

日月山，古今驰名，传说众多。其中流传最广，最为感人的莫过于文成
公主进藏的故事。相传，唐太宗为了汉藏人民世代和好，将本人的宗室
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了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一行由江夏王李道宗、
藏相禄东赞陪伴，从京都长安迤逦西行，来到了日月山。当公主登上山
顶，举目环视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
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惨惨;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
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不家乡那样晶莹、暖和，不禁心潮起伏
，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据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
女儿解愁，特地锻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假如公主想家
，翻开宝镜，能够从中看到故乡父母、故里江山。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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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
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认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
诈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
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断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
赤岭改名为日月山。唐代开元年间，唐王朝和吐蕃王国还在日月山顶树
立过汉藏和好碑，藏汉两族以日月山为界，和睦相处，并把日月山作为
茶马互市之地。

日月山固然高不迭昆仑，险不如积石，既无苍翠的森林，又无嶙峋的怪
石，有的只是一派苍茫。然而，从古到今，很多过往行人都愿登上日月
山去追寻当年文成公主途经日月山时留下的踪迹。为此，人们早先在日
月山顶修筑了庙宇。惋惜被人损坏。近年，人们又在日月山口修建了两
座造型雅观、作风奇特的日亭和月亭，供游人参观。

倒淌河发祥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
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但河水明澈见底，
长年一直。倒淌河因为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

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西藏、玉
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镇内建有留念文成公主的雕塑公园，亦
是旅行休息就餐的好处所。

日月山双亭 在日月山口，有为纪念唐代文成公主进藏联姻而建的日月二
亭。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由长安去拉萨在这里停留，留下许多历史佳话和神奇的传说，给日月
山增加了一层神秘颜色。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断定唐朝和吐蕃以赤
岭分界，并立界碑，成为民族友好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筑的日
月二亭，成分立垭口两侧，建造精致、光辉。日亭内有青海省人民政府
撰文刻制的“文成公主进藏纪念碑”，记述了文成公主和亲始未及历史
功劳。亭内还绘有壁画，再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历史面孔;月亭有可贵的
“唐蕃赤岭分界碑”和文成公主在西藏传布中原文化，增进西藏文化艺
术与出产成绩等方面的壁画。山口中立有1950年10月1日由青海省军区司
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建立的“日月山修路纪念碑”，记录了人民解
放军营建青藏公路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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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导游词5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昆仑山是万山之宗，地球之脉。

纳赤台一眼泉水终年突突翻涌，被当地人称为“圣水”，此泉，便是昆
仑泉。即使隆冬时节，四野里冰天雪地，昆仑泉水却从不封冻，依然喷
涌不止，成为一大奇观。

昆仑山口地处昆仑山中段。海拔4772米，是青海、甘肃两省通往西藏的
必经之地，也是青藏公路上的一大

关隘。昆仑山口地势高耸，气候寒冷潮湿，空气稀薄，生态环境独特，
自然景象壮观。这里群山连绵起伏，雪峰突兀林立，草原草甸广袤。尤
其令人感到奇特的是，这里到处是突兀嶙峋的冰丘和变幻莫测的冰锥，
以及终年不化的高原冻土层。冰丘有的高几米，有的高十几米，冰丘下
面是永不枯竭的涓涓潜流。一旦冰层揭开，地下水常常喷涌而出，形成
喷泉。而冰锥有的高一二米，有的高七八米。这种冰锥不断生长，不断
爆裂。爆烈时，有的喷浆高达二三十米，并发出巨大的响声。昆仑山口
的大片高原冻土层，虽终年不化，但冻土层表面的草甸上却生长着青青
的牧草。每到盛夏季节，草丛中盛开着各种鲜艳夺目的野花，煞是好看
。

离昆仑山口不远，便是著名的玉虚峰。玉虚峰，位于昆仑山口东面。这
是一座海拔6500多米的雪山冰峰，峰顶高耸巍峨，山体通坡冻封雪裹，
山腰白云缭绕，看上去犹如一位银装素裹，婷婷玉立的女子，昂然挺立
在群山之上。昆仑山口既是进出西藏的要隘，也是旅游者神往之地。许
多过往行人来到这里后，都要在此驻足观赏一番场。

昆仑桥又称一步天险桥。位于格尔木南部的昆仑山下，距格尔木市约50
公里，是青藏公路上的一大险关。昆仑桥飞架于一步天险之上，全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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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4米多，是一钢筋水泥大桥。昆仑桥之壮观不在大桥本身，而在于桥下
的巉岩绝壁和万丈深涧。发源于昆仑山中的由雪水和泉水汇合而成的格
尔木河，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峡谷奔流而下，滔滔的河水将河谷的千
板岩长期冲刷穿凿成了一条深40多米、宽数米的石峡险谷，其中最窄处
只有4米左右。昆仑桥两岸，绝壁相对，巉岩嶙峋，谷顶平坦，谷底幽深
，形势极为险峻。人们站在桥上俯身鸟瞰，但见湍流不息的河水，在深
邃险峻的幽谷中急湍喧泻，喷涌咆哮，不断地激起层层雪白的浪花，发
出阵阵犹如雷鸣般的轰鸣，真是令人望之目眩，闻之丧胆。因此许多过
往行人，一般都要到桥头凭高俯瞰一番。

青海导游词6

九曲黄河万里沙”，提起黄河，人们多半的印象都是如此。谁能想到，
在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竟能看到清澈见底的“黄河”呢。下面我就对
贵德的旅游慨况作个简单的介绍。

天下黄河贵德清，万里黄河最清澈的一段从青海省贵德县蜿蜒而过，贵
德县属于进藏大门，藏传佛教这颗藏族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在这里熠熠发
光。底蕴深厚的黄河文化映衬着藏传佛教文化迸进出耀眼的光芒，为了
淋漓尽致地展现藏传佛教文化，青海省贵德县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在黄
河边上精心打造了一处大型人文景观——中华福运轮。中华福运轮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采用黄河水作动力，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高、最大、
转动方式最为独特的藏式转经轮，并因此成功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位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德县东北侧的黄河边，距离西宁
市区的车程大约70公里，距离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的车程约60公里，两
景区一并游玩，是西宁周边1日游的不错选项。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以多彩
的丹霞地貌而闻名，这里的丹霞颜色艳丽，而且形状多样，非常壮观。..
..........

贵德还有很多美景如拉脊山、贵德黄河游艇。等等，还是留给游客自己
去体验吧。

青海导游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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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土族名族村位于青海省东部、海东地区北部，北倚祁连山脉达坂山
，与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相接，东北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和永登
县毗邻，东南与乐都县接壤，南以湟水为界，与平安县相望，西靠大通
县，西南与省会西宁市相接。

土族是我国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互助是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
，土族信仰藏传佛教，能歌善舞，服装富有民族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六月初六、九月初九等民间节日，互助旅游区内多举行丹麻土族花
儿会。

近年来，多数学者根据汉、藏文史资料的记载和群众的传说，认为土族
是吐谷浑人的后裔。唐时，留居青海的吐谷浑人，逐渐移居青海东部地
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
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

轮子秋是一项土族体育项目的表演，其惊险刺激的场面令人瞠目。每年
冬季碾完场后，人们在平整宽阔的麦场或者宽敞的地场上，把卸掉车棚
的大板车车轴连车轮坚立起来，稳固住重心。朝上的一扇车轮上平绑一
架长木梯，梯子两端牢固地系上皮绳或麻绳挽成的绳圈。两人相向推动
木梯，使之旋转，然后乘着惯性分别坐或站在绳圈内，快地转动起来，
并表演出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险动作，令人喝彩。观看的人还不时地
帮推木梯，使之加速旋转。有时，一大群服装艳丽的男女青年在旁边围
成圆圈，载歌载舞，势如众星簇月。

青海导游词8

各位团友：

青海湖位于青海东北部，距省会西宁市151公里，周长360余公里，面积4
635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泊.湖面海拔3195米，含盐度为6
‰，平均水深19米以上，最深处达30米.湖中有鸟岛、海心山、海西山、
三块石和沙岛，灿烂的阳光下，环湖盛开的油菜花一片金黄，羊群像朵
朵白云在绿荫如毯的草原上漂浮，到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漫游草原、高
山、湖泊、沙丘之间，听牧女高歌，观日出日落，使游人陶醉于大自然

                              9 / 17



www.SanrenWenku.com
 

的惬意.这里建有帐房宾馆，接待设施完善，下榻之处有篝火晚会，游人
可尽情欣赏到优美的藏族歌舞

青海湖的西北隅，距布哈河三角洲不无的地方，有两座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的岛屿，一东一西，左右对峙，傍依在湖边.远远望去，这两个岛屿
就象一对相依为命的孪生姊妹，在湖畔相向而立，翘首遥望着远方.这两
座美丽的小岛，就是举世闻名的鸟岛.

青海导游词9

祁连山的平均山脉海拔在4000米～5000米之间，高山积雪造成的硕长而
宽敞的冰川地貌秀丽壮观。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的处所，称为雪线，
普通而言，雪窖冰天，万物绝迹。然而，祁连山的雪线之上，经常会呈
现逆反的生物异景。在浅雪的山层之中，著名为雪山草甸动物的蘑菇状
蚕缀，还有可贵的药材——高山雪莲，以及一种成长在风蚀的岩石下的
雪山草。因而，雪莲、蚕缀、雪山草又合称为祁连山雪线上的“岁寒三
友”。

祁连山的四季素来不甚清楚，春不象春，夏不象夏。所谓“祁连六月雪
”，就是祁连山气象和做作景观的写照。

祁连山的原始森林景区更是景色迷人，破夏之后，山林之中一片无边无
际的绿色大陆。祁连山的原始森林区内，有15.7万公顷，200多万立方米
的森林资源。是青海省较大的林区之一。这里有云杉、圆柏、杨树等林
木以及鞭麻、黑刺、山柳等灌木。此外，祁连山的密林雪岭之中，还有
很多浪荡的鹿群或奔驰，或彷徨其间，野趣浓郁，生态精美。

祁连山中的河谷和高地，海拔均匀3000多米;而祁连山浪峰般的深谷顶则
在4000至5000米之上。一路之上履冰踏雪，寒风刺骨。但有着使你应接
不暇，可纵情欣赏的大天然之美。祁连山的每一个山峰原来就显得气概
宏伟，人称是“石骨峥嵘，鸟道盘错”。这些由冰雪跟石头凝成的奇形
怪状、棱角明显的脉脊，有如用巨斧劈雕个别。至于因高山上长年积雪
而构成广阔硕长的冰川，那是雪山的一绝!冰川是终年不消溶的，好似披
挂在雪山众神身上的条条雪白的“哈达”。它们千姿百态，躺卧在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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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白虎隐匿，如银蛇环绕;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有如钻石发出万簇
光辉;在霞光的色染中，冰川则有无奈描摹的绮丽!

祁连山中多河，这是由于在着终年笼罩的雪山，数不尽的冰川;每当暖季
来到，阳光总会熔化掉上面的一层冰雪;再加上森林带的降雨，水源之沛
，无疑是众河不尽之源。

河谷凹地一带，成片的是野生的柳树、杨树，还有丛丛簇簇的刺槐。只
是它们均显得古老、苍劲而又扭曲，古老得使你无法估算它们的年轮。
从它们旁边粼粼流着的八宝河，气质极不谐调。不外这并不伤八宝河的
大雅。

青海导游词10

玉树隆宝自然保护区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部的通天河畔，位置
33°09′～33°17′N，96°24′～96°37′E， 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
约4公里，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青海省玉树县西北部结隆乡境内，距
玉树县西北约65公里。海拔 4，100～4，200米。通天河支流益曲在此穿
过，形成5个大小不等、水深在0。2—0。4米的湖泊，还有众多的泉水喷
涌而出，水量稳定，水质洁净。纵横迂回的溪流，星罗棋布的湖泊沼地
把草滩切割成无数大上不等的"沙洲"和"小岛"，因此野兽难以进入。是栖
息于高原和主要分布于我国的珍禽黑颈鹤的重要繁殖地。1986年7月建立
自然保护区，1988年9月由玉树藏族自治州筹建，暂编制7人。它是以鹤
类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区内有可供鹤类栖息繁殖的湿地约45平方公里。

隆宝湿地为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高山峡谷向高原主体过渡地段上的隆宝
滩盆地中部的苔草沼泽地。四周环山，呈“凹”字形，周围山峰高达5，
270米。湿地水源来自许多涌泉和七条溪流。成片的湿草、沼泽地围绕着
五个水深0。2米至0。3米的明水面，相互渗透构成保护区主体，其周围
是些不规则的水坑和松软的草墩。除主河道水深外，蔓延成沼泽滩地的
地区，水深一般保持地0。2～0。4米。草墩之间被水隔绝，水坑内鱼、
蛙集在，水生生物、浮游生物丰富。湖底有很厚的淤泥层。

本地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干燥寒冷，风大，日照长，辐射强烈。1月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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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11。1℃极端最低气温—260℃；7月份均温9。3℃，极端气温27。0
℃，年均气温—0。4℃；≥0℃，积温1027。4℃，年日照时数2300小时
，年总辐射量152。8千卡/平方厘米，年降水量高达730毫米，集中在6～9
月，雨、热同期。植物生长期162天。

青海导游词11

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格尔木地处柴达木盆地南
缘中部，辖区面积12.4万平公里，由两个互不相连的地理单元组成，市
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汉、蒙、回等民族的20多万人口，是一个
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格尔木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海拔2800米，夏季
短暂而凉爽，冬季漫长而温暖，年日照时数在2859—3358小时之间，年
平均降水量38.8mm，日最高温36度，最低—31度，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格尔木地处交通枢纽，有十分便利的交通，通讯设施。北达甘肃敦煌，
南通西藏拉萨，西接新疆若羌，东至省会西宁。

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通车到此，民航可达北京、西宁、西安、拉萨。国际
、国内通讯畅通，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通讯，兰——西——拉光缆与全
国联网。境内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天然动植物王国”之
称，主要有野牦牛、野驴、白唇鹿、藏羚羊、盘羊、雪豹、猞猁、雪鸡
、天鹅、鹰雕、棕头鸥等，均属国家重点保护资源，野生经济植物达200
多种，其中枸杞、大黄、雪莲、甘草、麻黄最为出名。格尔木矿产资源
极为丰富，素以“聚宝盆”美称而闻名于世，钾、镁、锂、金、铜、铅
、玉石、水晶天然气石油等资源遍布辖区，其中30余中矿产储量居全国
前列，其矿种多，品位高。

格尔木地理位置独特，自然奇观丰富多彩，有常年不化的雪山、浩瀚的
大漠、广袤的草原、丰腴的绿洲、婷婷玉立的冰峰，星罗棋布的湖泊，
其山色、幽谷、清泉、湖景、草原、冰山、盐桥、雅丹地貌等构成了青
海西部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格尔木以开辟了以
青藏高原汽车探险，南丝绸之路。马克波罗探险、昆仑道教寻祖、蒙古
族草原风情游览等十几条具有高原特色，宗教特色的旅游线路。目前，
格尔木旅游管理机构和接待设施健全，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发展体系，具
有一批日、英、法、德语种的翻译、导游队伍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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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展业务的格尔木中国国际旅行社和格尔木中国旅行社，十几年来
接待了来自德、日、美、英、法、意大利、荷兰等国和台湾、香港、澳
门等地区的约20万旅游者，新建的格尔木宾馆和沱沱河宾馆两所涉外饭
店，为过往团队和客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格尔木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市区整洁美观，楼房林立，街道宽阔整齐，
林带花圃艳丽多姿，构成市区井然有序的整体形象。耸立在市中心的马
踏飞燕雕塑标志着整个地区经济的腾飞，象征着青藏格尔木旅游业蓬勃
，发展，方兴未艾，前程似锦。座落于青藏线上的青藏公路纪念碑，既
象征着青藏公路是连接青藏两省的生命线，又为两省区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繁华的格尔木集贸市场集服装，玩具、水果
、蔬菜等经营项于一体，丰富的商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应有尽有的农
副产品，构成了西部最大的工商集贸市场。此外将军楼，双拥共建纪念
碑，宝玉石加工厂等景点将更多点缀了这座城市的容貌，使其换发出诱
人的魅力。

青海导游词12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昆仑山是中亚仅有内流水系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与北面的塔里木
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及南面的西藏高原有关。只有黄河与长江源头所在的
山系最东支脉有注入海洋的水系。

该山有两个主要河网︰发源于喀喇昆仑山脉和藏北的大河，流水切割峡
谷，穿越整个昆仑山链而去，还有疏泄外围山坡流水的小河。主要河流
形成漫长曲折的河谷;有几条河流给昆仑山北缘绿洲供应灌溉用水。

虽然昆仑山河流接纳一些雨水，但其主要由积雪和冰川供水。流量遂因
季而异;60～80%的流量出现于夏季月份，这时冰雪的强烈融化与最大降
水结合在一起。雪和冰川的强烈蒸发导致浅盐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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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山尽管海拔很高，却由于气候极端干燥而几乎没有冰川作用;外表积雪
只存在于最高山峰的深隙之中。冰川活动的主要中心出现在海拔约接近7
010米之处。所有冰川都以其非同寻常的陡峭和缺乏融水而引人注目。

昆仑山脉的特色物产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昆仑山区有100多种高等植物，但一般都是低矮的灌木类。野生动物都是
高原特有的如藏羚羊、野牦牛、野驴等。新疆和田的昆仑山麓出产最高
质量的美玉，从古代起就是中原地区玉石的主要来源，因此《千字文》
提到“玉出昆岗”。

整座山遍布著沙漠或至多可以名之为草原的地方的状况制约植被的发展
。许多地区有岩石沙漠构成。偶见的死水塘为诸如藏羚羊和藏岩羚羊以
及大群野驴(骞驴)和成群的野犛牛等数种野生有蹄动物提供水草。在较
为潮润的西部山脉，大角野羊在高处的草原吃草。青绵羊、拉达克东方
盘羊及高地山羊零星分布于整个西部山区上部的岩石上。水道附近的柳
丛常有棕熊;狼为当地特有，但雪豹就为罕见。许多候水鸟在季节迁徙中
常出没此处的湖泊。

青海导游词13

河位于青海省日月山西侧的倒淌河镇，东 起日月山，西止青海湖，一脉
清凌凌的水，静静地，悄悄地，温柔地流淌着，蜿蜒四十多公里。不见
滔滔，不闻哗哗，象雨中的一束彩虹，象夜空中一条流动的星河，清冽
淡泊，透明晶莹，涓涓绵长，这便是倒淌河，一条从东往西流的河。

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有一座日月山，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
赞普松赞干布联姻，正是由此向南经唐蕃古道进入西藏的，途经“天下
河水皆向东，唯有此溪向西流”的倒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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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倒淌河的传说，人们众说不一。

一山之隔，日月山以东，汉族民间千百年来的说法是：唐王李世民为了
沟通藏汉两族的关系，促进文化交流，将年轻美貌的文成公主嫁给吐蕃
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在赴西藏途中，到达日月山时，回首不见长安，西
望一片苍凉，念家乡，思父母，悲恸不止，挥泪西行，公主的泪便汇成
了这条倒淌的河。

日月山以西，藏族中流传的则是另一个神话：龙王派他的四个儿女造南
北东西四河，最小的女儿造西海时，需108条河水，她找到了107条河，
最后一条河怎么也找不到。聪明、狡 黠的小龙女从日月山倒着牵来了一
条河，这条河便是倒淌河;第三种说法是，这河是龙王一根倒须变的⋯⋯

不必人考查哪件传说更为权威，哪种神话更接近正宗，每一个传说都为
它增添了一分神秘。而终于有一天，当你满怀着探索和寻觅的热情来到
它的身边时，却分明在汩汩之中听见一声叹息，一阵私语般的呢响，一
句温婉的低诉，似乎有着万种柔肠。于是你会顿悟：这是一条女性的河
。

青海导游词14

国家5A级景区，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距西宁飞机场50公里，青藏铁路、
兰西高速公路穿越高寨镇而过，平大公路、威北公路、宁互公路连接境
内主要景点。距青海省会西宁市31公里，是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体
验民俗、宗教朝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 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以土族为主体民
族的自治县，被称为”“土族之乡”，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族之乡”
便是互助县，土族民族风情又是青海省最具吸引力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因而将互助的整个旅游景区统称为互助土族故土园。

景区内原始纯朴的自然环境、雄奇独特的生态环境、古老神秘的文化遗
迹，风格迥异的民族风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极具特色土族民
族文化，发育完好的高原生态系统，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和青稞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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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互助旅游的四大品牌。土族是世居于青海的古老民族之一，因其
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条件，而形成的青海土族文化艺术，又以其文化、历
史、语言、民俗、艺术、宗教信仰等诸因素的独特而增添几分神秘。同
时，以“二月二擂台会”、“六月六花儿会”、“丹麻会”等民间传统
节庆活动和观经会、庙会等吸引着大量游客。

青海导游词15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我姓王，大家可以
叫我 小王，今天由我带大家游览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一路上
希望大家在互相配合，并且玩的 愉快!

人们都说青海湖是地球的一滴眼泪，那么它到底有多么的神奇呢?下面就
由我为大家把湖的具体资料给大家介绍一下。

青海湖又名“库库淖尔”，即蒙语“青色的海”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
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
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
。 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
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
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乍看上去，象一片肥大的
白杨树叶。青海湖水平均深约19米多，最大水深为28米，蓄水量达1050
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比两个东岳泰山还要高。由于这里地势
高，气候十分凉爽。即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日平均气温也只有15℃左
中，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胜地。

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这里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
水草丰美，环境幽静。湖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北面是崇宏壮
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绵绵的青海南山，
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3600米至5000米之间。
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从山下
到湖畔，则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淼、碧波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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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海湖，就象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
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青海湖的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
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
色十分绮丽。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象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毯，
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绒毯点缀的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
肥体壮的骢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
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
泓玻璃琼浆在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
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要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11月份，青
海湖便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象一面巨
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青海湖以盛产湟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很值得提及的是，这里
产的冰鱼较为著名。每到冰季，青海湖冰封后，人们在冰面钻孔捕鱼，
水下的鱼儿，在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自动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
美。

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都是游览胜地。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鸟岛，鸟
岛里主要有蛋岛和鸬鹚岛两个景点，青海湖鸟岛，因岛上栖息数以十万
计的候鸟而得名。其西边小岛叫海西山，又叫小西山，也叫蛋岛;东边的
大岛叫海西皮，又称鸬鹚岛。每年的5至7月是观赏鸟类的最佳季节，而
观赏大天鹅最好时间则是在11月到来年的2月间。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rhdyc-doc-3855f086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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