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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1

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各位到乐山大佛景区来观光旅游！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古佛—————乐山大
佛。它位于我国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
尊石刻弥勒佛。它始建于唐代，已有1200年的历史了。

乐山大佛高71米，肩膀的宽度是24米，头的直径是10米，耳朵有7米长，
嘴巴好眼睛的长度是3.3米，眉毛和鼻子的长度是5.6米，颈高3米指长8.3
米，它的一只手就可以站100多个人，从膝盖到脚背28米，脚的宽度是8.5
米，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乐山大佛雄伟壮观，人们形容它：“山是一
尊佛，佛是一座山。”

各位游客，下面我来告诉你们乐山大佛三次显灵吧！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人无数，乐山大佛脚下的河流，饿殍泛
滥，大佛不忍目睹人间惨剧，痛苦地闭上了眼睛。1976年，毛、朱、周
三领导俱逝，唐山大地震死伤数10万，大佛怨天不公，面露怒色。2000
年，中国加入世贸、申奥成功，喜事连连，大佛头闪佛光，吉相丛生。

乐山大佛真是我国伟大的奇迹。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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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带大家参观的就是闻名遐迩的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
—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
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游客朋友们：乐山大佛是世界遗产，请大
家不要在大佛上乱写乱刻，也不要任意攀爬，时值旅游旺季，请你时时
留意自己的随身物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的参观游览线路是：先沿着
游道登凌云山参观大佛头部，接着沿九曲栈道而下“临时抱佛脚”，再
回到凌云寺游览后返回停车场。游览时间约3小时。据考证：佛像开凿于
唐玄宗开元初年，也就诗元713年，海通和尚为了治理水患，自剜双眼发
起了大佛的修建；法师圆寂后，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继承了对大佛
的修建；在章仇兼琼被调回京城后，继任者韦皋不仅捐出了自己的俸金
，还奏请朝廷动用了麻盐税款，终于在公元803年竣工。，历时90年，工
程相当浩大。一千多年来，乐山大佛阅尽多少人间春色，经历多少朝代
更迭，依旧肃穆慈祥，1996年，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道，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目录。

乐山大佛为何享誉世界，我想应该归功于它的两个其他大佛所无法取代
的特色吧。所谓“大佛”，到底有多大呢？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佛大吧？
但乐山大佛是它的三倍；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通高53米算大了吧？但乐
山大佛比他还要高出18米。当代诗人戈壁舟曾经赞誉：“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带领群山来，挺立大江边。”是对他最贴切的形容了；其
次，一千多年的沧桑变化，乐山大佛依旧巍然不动，为什么呢？这就不
得不提到他巧妙的排水系统了。清代诗人王士祯有咏乐山大佛诗“泉从
古佛髻中流”。可见施工技艺之巧妙。现在就请大家仔细端详这尊大佛
。大家可以看看大佛头顶的发髻，猜猜有多少个呢？1021个！不可思议
吧？这是1962年维修时，以粉笔编号数清的。这些发髻远看与头部浑然
一体，实则是以石块逐个嵌就的。近看就可以看到每块螺髻根部裸露处
，有明显的拼嵌裂隙，无沙浆粘接。大家再看他的耳朵。耳朵有7米长，
可以站两个人呢。大佛右耳耳垂根部内侧，有一深约25厘米的窟窿，维
修工人曾从中掏出许多破碎物，细看乃腐朽了的木泥。这说明南宋范成
大在《吴船录》中记载“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是真的。
由此可知，长达7米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再抹以
锤灰装饰而成。可见古代人们的智慧不可估量。大家再仔细看看他的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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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看到什么了吗？据1962年维修的负责人介绍，当时发现大佛胸部有
一封闭的藏脏洞。封门石竟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纪事残碑，但不知何年
，因何原因，这天宁阁的纪事残碑唐竟然嵌在了大佛的胸部，千古之谜
，谁人能解？维修者将此残碑移到海师洞里保存，可惜1966年被人毁掉
了。相传，当年海通大师和石匠石青为了降伏妖龙，治理水患，经过千
辛万苦才开始了对大佛的修建，石青冒着生命危险在风雨中凿刻排水系
统，海通大师更是用“自目可剜，佛财难得”来保证了大佛的顺利修建
。那么现在有个小小的问题要考考大家了：乐山大佛从凿好到现在到底
有没有镇住这三江水患呢？！当然是镇住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乐山大佛是依山而凿的，当时凿下的大量石块填入了江中，相
对提升了河床的高度，减少了地下暗流漩涡的存在。其二，当时是佛教
极其兴盛的时代，而修凿了一个山一样大的大佛，在人们看来佛越大佛
法就越大，因此有了心理慰藉，减少了恐慌。第三，乐山大佛作为一个
很好的航标端坐于三江交汇口，无论行船从哪个方向过来都可以很清晰
地看到大佛的位置。由此三点，我们可以说乐山大佛是真正的镇住水患
了。好了，请大家随我沿栈道走下大佛去细细了解吧。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3

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
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
，依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
佛坐像。

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
佛坐像。大佛双手抚膝正襟危坐的姿势，造型庄严，排水设施隐而不见
，设计巧妙。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是海通和尚为减
杀水势，普渡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死后，海通的
弟子接手修筑。直至唐德宗贞元19年(公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
被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景区由凌云山、麻浩岩墓、乌尤山、巨形卧佛景观等组成，面
积约8平方公里。景区属峨眉山风景名胜区范围，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
区，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古有“上朝峨眉、下朝凌云”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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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主要景点

乐山大佛景区包括乐山大佛、灵宝塔、凌云禅院、海师洞、九曲—凌云
栈道、巨型睡佛、东方佛都、佛国天堂、麻浩崖墓、乌尤山等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4

乐山大佛坐落在我国四川省西南部。周围便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这
三条大江。统称“乐山三江”。它通高71米；肩宽24米；耳朵有7米长。
每个耳朵能钻进去两个人；它的眼睛和嘴巴长3.3米；眉毛和鼻子的长度
是5.6米。令人想不到的是它头的直径竟有10米有5层楼那么高呢。而它
的手指却有8.4米长，不要说与大佛比，就是个大佛的手指比，你也小得
不得了。它的膝盖到脚背总长28米，脚宽8.5米。如果人挨人站着。它的
每只脚可以站100多人呢！乐山大佛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人们说它：山
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建于公元713年。可以计算一下，乐山大佛已经矗立在这1200多
年了。

乐山大佛两侧的岩石叫做“红砂岩”，是一种容易风化的岩石。那么乐
山大佛为什么能保存1200年呢？因为它的位置处于凌云山西面阴坡处，
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构稳定。

相传乐山大佛是一个名叫海通的和尚发起建造的。当时，岷江水势汹涌
，常常淹死过路的行人。海通和尚不忍心看下去，于是便筹集巨款，修
筑乐山大佛。愿它能抵住这汹涌的江水。当时，一名财主想得到这笔巨
款，当海通知道了他的想法以后，便对财主说：“我宁愿把我的眼珠挖
下来，也不会给你这笔钱。”他见财主不信，便用双手挖下了自己的眼
珠。财主见了，吓得魂飞魄散，这才打消了念头。过后，海通又号召了
很多人来修筑乐山大佛。就这样，人们一锤锤地修造了90年，乐山大佛
才修筑成功。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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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5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各位到乐山大佛景区来观光旅游。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举世闻名的
千年古佛乐山大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弥勒佛，通高71米，肩
膀的宽度是24米，头的直径是10米，耳朵有7米长，嘴巴和眼睛的长度是
3。3米，眉毛和鼻子的长度是5。6米，颈高3米，指长8。3米，从膝盖到
脚背28米，脚的宽度是8。5米，头上的发髻有l021个。乐山大佛雄伟壮观
，人们形容它：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竣工于唐贞元十
九年（公元803年），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乐山大佛矗立于此已经1200年
了。

乐山大佛设计

现在请大家看一看大佛两侧的岩石。这种岩石叫红砂岩，是一种质地疏
松，容易风化的岩石，乐山大佛就是在这种岩石上雕刻而成的。那么大
佛为什么能历经1200年风雨不动安如山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大佛所处的
位置。大佛位于凌云山西面的阴坡上，加之佛体周围林木稠密，地质结
构稳定，佛身处于江弯地段，隐藏于山体之中，减少了风雨侵蚀和水流
冲刷，因此岩石风化较缓慢。不仅如此，乐山大佛还有非常巧妙的排水
系统。在大佛身后，有左右相通的排水洞穴，可以避免山泉对佛像的浸
蚀；大佛头上发髻的第4层、9层、18层各有一条排水道与佛体衣服折皱
连成排水渠道网，也避免了雨水对佛体的浸蚀。可见，乐山大佛的设计
是非常科学的。除此之外，大佛在竣工之后，还曾经修造了一个高13层
的楼阁复盖，可惜毁于明末的战乱。

虽然乐山大佛有着十分完善的保护系统，然而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
，它仍免不了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因此，各
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维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曾对乐山大佛
进行过多次维修，其中工程较大的是1963年的维修。1982年，乐山大佛
经国务院公布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峨眉山乐山大佛被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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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乐山大佛的保护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乐山大佛己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
遗产。

海师堂

那么，是谁为我们创造了这笔财富？当初修大佛的目的是什么？带着这
些问题，我们一起去参观海师堂。

海师堂里的三尊塑像就是修建乐山大佛的功臣。首先我们看中间这一位
，大佛的始建者海通禅师，他是贵州人氏，当年在凌云山上结茅为僧。

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水势相当的凶猛，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
。海通和尚大发慈悲之心，准备修建大佛来镇水患。于是四处化缘，筹
得不少的钱财。当时有一位*官见财眼开，准备敲诈勒索他，海通法师义
正严辞地说自目可剜，佛财难得。

意思是说，我自己的眼睛都可以挖下来给你，但你休想得到这笔佛财。
那个*官居然蛮横无礼地要他试一试，海通禅师大义凛然地一手捧盘，一
手挖出了自己的双眼。*官吓坏了，从此以后没再为难他。海通禅师造佛
时年事已高，所以当大佛修到肩部的时候，他就圆寂了，大佛的修造工
程也因此停了下来。大约过了十年的时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
赠俸金20万，继续修造乐山大佛，由于工程浩大，需要巨大的经费，于
是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速。当乐山大佛修到膝盖的时候
，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到京赴任，工程再次停工。

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五十万两继续修建乐山大佛。
在三代人的努力之下，前后历经90年时间，乐山大佛终于彻底完工，并
且通体施金，华丽的佛衣和宝相庄严的佛体交相辉映。

九曲栈道

现在大家对大佛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九曲栈
道到大佛脚看全景。我们脚下的九曲栈道是同乐山大佛一起修建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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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73个台阶，最宽的地方是1。45米，最窄的地方仅有o。6米。大家沿
途可以欣赏一下崖壁上留下的石刻佛龛。这些佛像神态各异，工艺精妙
，可与中国四大石窟的佛像相媲美，遗憾的是它们的风化现象非常严重
。

我们已经来到大佛脚下，请大家抬起头来仰视大佛，感受一下他的高大
和壮观。各位游客还可以仔细看看最近才发现的位于大佛心脏部位的小
佛头像。

宗教内涵

顺便，我再给大家讲解一下乐山大佛的宗教内涵。乐山大佛是唐代摩岩
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它是一尊弥勒佛。为什么要造一尊弥勒佛呢？
这和唐代崇拜弥勒佛有密切的关系。按佛教教义，弥勒佛是三世佛中的
未来佛，他象征着未来世界的光明和幸福，在佛祖释迦牟尼死后的五十
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将接替佛祖的地位，于华林园的龙华树下广传佛法，
普渡众生。佛经上说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所以人们自然渴望他能尽
快降临人间，全国各地因此盛行塑造弥勒佛像。到了武周时期，一代女
皇武则天曾下令编造了一部《大云经疏》，证明她是弥勒转世，百姓对
弥勒的崇拜帮助她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登上帝位。由于武则天的大力
提倡，使全国塑凿弥勒之风大行。乐山大佛的修造距武则天时代仅20余
年，所以当海通修造乐山大佛时，自然选择了弥勒佛，而且弥勒佛既是
能带来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这同平息水患的镇江之佛要求是一致的，
故乐山大佛的弥勒身份也因此决定了。

有的游客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乐山大佛这尊弥勒佛跟寺庙
里的弥勒佛造像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寺庙里的弥勒佛是根据中国五代时
期的一个名叫契此和尚的形象塑造而成的。契此是浙江奉化县人，他乐
善好施，能预知天气和预测人的吉凶，经常拿着一个布袋四处化缘，在
逝世前他曾说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因
而大家都认为他是弥勒佛的化身，寺庙里的弥勒佛也塑成了他的形象一
个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布袋和尚。

其实在中国汉地佛教文化中，弥勒佛造像的变化是很大的，第一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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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交脚弥勒；第二个阶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佛弥勒；
第三个阶段是现在寺庙里的布袋弥勒。乐山大佛是承前启后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古佛弥勒。照《弥勒下生经》所描述，弥勒佛像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这就要求他的五官、头、手、脚、身都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
特征。乐山大佛整个形体超凡脱俗，头上的发髻、阔大的双肩、高而长
的眉毛，圆直的鼻孔都是按照佛教典籍的规定修建的，但是他的面相却
具有汉族人的共同特点。印度佛像的宽肩细腰，在大佛身上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壮实的双肩，饱满的胸脯，体现了唐代祟尚肥胖美的时尚
。乐山大佛坐立的姿式是双脚自然下垂，这与印度佛像的结跏趺式也不
一样，因为大佛是修来镇水的，这种平稳、安定的坐式可以带给行船的
人战胜激流险滩的信心和决心。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史中辉煌
灿烂的阶段，造像着力表现了佛的神情。

乐山大佛温文尔雅的神情，和蔼可亲的神态，以及凝思中蕴含智慧，威
严中带有慈祥的面容，都让人情不自禁产生崇敬与亲切的感觉。我想大
家在惊叹乐山大佛高大与壮观的同时，还不能不赞叹它的造像工艺的精
美。好了，现在我请大家自由活动，十分钟后我们沿着1983年新修的凌
云栈道往上走，去参观麻浩崖墓。

麻浩崖墓

各位游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乐山古代的一种墓葬习俗。

说起墓葬习俗，大家也许比较熟悉川东长江两岸的悬棺吧。而在川西，
特别是乐山地区则流行一种凿山为墓的安葬方式。它的主要特征是：沿
着浅丘、山谷挖凿一个方形的洞穴，然后将尸体和棺材、陪葬品等放人
洞中。墓制的结构完全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而从外部看上去，则是
一个个深邃神秘的山洞。这种墓葬因流行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故
而称为东汉崖墓。在乐山范围内约有上万座这样的崖墓，而在这些崖墓
群中，最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墓群则是我要带领大家参观的麻浩崖墓
，它长约200米，宽约25米，共有544座墓。大家知道，人都免不了生老
病死，无论你是乐观的面对还是悲观的面对，生死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
自然规律。所以人们对死亡的无奈就只好衍生出一种祈求、一种愿望，
希望死去以后，能过着比生存时好的生活。再加上当时受到道家思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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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认为西王母、女蜗这些神仙所居的地方都是石屋，便说凿山为室可
成神仙，故而这种墓制形式逐渐流行开来。东汉时期，乐山地区经济发
展比较快，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不断增加，社会阶级关系、政治结构也
不断发生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地方大族的形成和思想文化上受儒家的
影响，忠、孝、仁、信、节、义观念最为突出。而在仁孝的思想下，生
时孝养，死后厚葬，自然是不可免的了。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耗费巨资
来修建崖墓便应运而生，前后流行了400年之久。

好，现在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先抬头看看这个门匾麻浩崖墓。麻
浩是我们身后边的这条河，是由先秦蜀郡太守李冰为避沫水之害所开凿
的溢洪道。墓地因此而叫麻浩崖墓。这块匾是咱们的文坛巨匠郭沫若老
先生1965年所题写的。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乐山最值得一看
的是什么？也许游客朋友都会不加思索的说乐山大佛，对吧？是的。而
咱们郭老却说了，能与乐山大佛媲美的只有乐山崖墓。用他当时的话来
说：有搞头（四川话，也就说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意思）。所以说，来到
乐山除了观大佛，还应看崖墓。麻浩崖墓曾在1956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
被评为四川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看我右手边这块碑文的记载
就知道了。我左手边的这块石碑所记载的是因1988年麻浩崖墓被评为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而建博物馆。前面这块门匾上写的麻浩崖
墓博物馆，是现代学者杨超所写的。

现在我们一块来参观一下这个墓群的内部结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
幅巨型的挽马图仿制品，是根据墓里边的挽马图仿制的，它所表现的意
义到了里面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现在到了麻浩1号崖墓。我们眼前的这
块空地，是仿造现实生活修建的阴间生活庭院和花园。门上面有很多的
画像石刻，雕刻技艺精湛绝伦，其功能是引导死者的魂魄，魂气升天，
形魄归地，而以形魄归地为主要目的。同时，每幅图还表现出墓主人不
同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我们从左至右看一下，这里边最出名、
最有特色的是这幅荆轲刺秦王图。它反映的是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
观念，也反映了墓主反秦的思想。接下来是西王母赐药图。

西王母是我们神化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是汉代人们心目中保佑长生不死
、人丁兴旺的崇拜对象。图上西王母端坐中间，向许多祈跪地上的人施
药。能获得不死之药是梦寐以求的事，故而在许多墓葬中都可以看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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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母的造像。洞穴旁边的这幅图就是刚才大家进门时所看到的挽马图的
蓝本。大家一定发现该图与一般的车马行列迥然不同，图里是一烈马被
马夫用力拉缰，作者以非常简练的手法，刻画了马夫全神贯注控制烈马
的神态和烈马桀骜不驯的雄姿，这种力量和速度相结合的气势是非常有
观赏价值的。因此画气势非凡，故而仿刻在院内。这幅图也许体现墓主
人生前有喜爱猎骑名马的爱好吧。大家请抬头看，这座佛的雕像是整个
墓室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它通高28厘米，身着通肩天衣、右手作施无畏
印，表现的是安乐一切的意思。这座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刻雕像之一。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而最早的佛像却出土在乐山崖墓中，证明了佛教
在乐山的传播并不比其它地方晚，这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佛教艺术
和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等问题不可忽视的资料。右边所刻的是铺首，铺
首一般刻在门梁、门框、门楣正中，它的作用是降魔驱邪，保护主人，
门右手边有一手持扫把的妇人，这是告诉大家，如果要进门一定要先扫
扫灰尘，干干净净，这也表现了主人好客的一面。现在进了内室，这里
一切都是模仿死者生前的阳宅而布置的阴宅。当时的人们对死亡、对遗
体的认识是：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体归于土，所以
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主人的客厅、厨房、卫生间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
虽死犹生的生活。根据家族的大小和墓制的形式，专家们把墓制分为单
式制、双式制。就好比我们现在所说的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等。墓地的
尽头放着棺木。棺木中一般埋葬一对夫妻，象征一个小家庭，死者们就
象继续着生前共居一院，不同辈份或兄弟各成一小家，分房而居的生就
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能把墓洞延伸、扩展。如果
要容纳整个家族，那么很有可能需要把整座山开辟成一个巨大的墓群。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个子稍高的客人朋友进来时总弯着腰，那是因为
墓顶太低了。而进来之后，就宽畅多了，那是因为他们为了排水，故意
把崖墓地面做成内高外低，还在地面凿出排水沟道。

请大家再跟我到墓外两边的陈列馆参观墓葬时的陪葬品。这些陪葬品都
是陶制品，唯一的复制品是这个读书佣。在崖墓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些
陪葬品的种类、组合形式有所发展，有所变化，大体上分为早期、中期
、晚期。柜里陈列的陶鸡、陶猪等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陶猪、陶鸭表
示墓主人的家景。陶狗在墓中比较多，因为汉代养狗之风很盛行，生时
做为宠物，死后放在墓中用以预防盗贼。这里面最有观赏价值的是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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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土的陶楼房，从楼房的富丽堂皇、重楼重檐完全可以看出墓主人生
前的富有。好，请大家在这里自由参观，参观完请在门口集中！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6

四川是我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区，
九寨沟、黄龙、乐山大佛、峨嵋山、都江堰、青城山、卧龙、四姑娘山
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和“人与生物圈
”保护网络，都江堰--青城山、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
山、西岭雪山等9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是白水沟上游白
河的支沟，以有九个藏族村寨（所以又称何药九寨）而得名。九寨沟海
拔在2千米以上，遍布原始森林，沟内分布一百零八个湖泊，有“童话世
界”之誉；九寨沟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
7年5月8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旅游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
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黄龙（HuanglongScenic Area）位于四川省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
县境内的岷山山脉南段，属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
黄龙以彩池、雪山、峡谷、森林“四绝”著称于世。巨型的地表钙华坡
谷，婉蜒于天然林海和石山冰峰之间，宛若金色“巨龙”腾游天地。自
然景观犷中有精，静中有动，雄中有秀，野中有文，构成奇、峻、雄、
野的景观特点，享有世界奇观、人间瑶池之誊。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
山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

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岩壁上，依岷江南岸凌云
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佛坐像，是唐代摩
岩造像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峨眉山位于
中国四川峨眉山市境内，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
米。地势陡峭，风景秀丽，有“秀甲天下”之美誉。气候多样，植被丰
富，共有3000多种植物，其中包括世界上稀有的树种。山路沿途有较多
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胜为峨眉一大特色。它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之一，有寺庙约26座，重要的有八大寺庙，佛事频繁。1996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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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乐山大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

都江堰（Dujiang yàn），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国古代建设并
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
名的旅游胜地。通常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
子率众于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
、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城
山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属道教名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古
称“丈人山”，东距成都市68公里，处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西南10公里处
。主峰老霄顶海拔1600米。在四川名山中与剑门之险、峨嵋之秀、夔门
之雄齐名，有“青城天下幽”之美誉。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名山和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于2000年同都江堰共同作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卧龙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邛崃
山脉东南坡，距四川省会成都130公里，交通便利。保护区始建于1963年
，面积20万公顷,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国家级保护区之一，是国家和
四川省命名的“科普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护区现有
人口5343人，其中，农业人口4550人。

四姑娘山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由四座长年被冰雪覆盖的山峰组成
。如同头披白纱，姿容俊俏的四位少女。其中幺妹身材苗条、体态婀娜
，常说的“四姑娘”就是指这座最高最美的雪峰。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7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濒
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
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
约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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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和凌云山、乌尤山、巨形卧佛等景点组成的乐山大佛景区属于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
乐山城隔江相望，北距成都160余公里。它是依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
造的一尊大佛，始凿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历时90余年方建成，建
高71米，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
。

大佛双手抚膝正襟危坐的姿势，造型庄严，排水设施隐而不见，设计巧
妙。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是海通禅师为减杀水势，
普渡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禅师圆寂以后，工程被
迫停止，多年后，先后由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和韦皋续建。直至唐
德宗贞元19年(公元803年)完工，历时90年。
被近代诗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景区由凌云山
、麻浩岩墓、乌尤山等景观组成，面积约8平方公里。景区属峨眉山风景
名胜区范围，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胜地。古有
“上朝峨眉、下朝凌云”之说。

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大佛体态匀称，神势肃穆，
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发髻1051
个，耳长6.7米，鼻和眉长5.6米，嘴巴和眼长3.3米，颈高3米，肩宽24米
，手指长8.3米，从膝盖到脚背28米，脚背宽9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
。在大佛左右两侧沿江崖壁上，还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石刻
，与大佛一起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与天王共存的还有数百上千尊
石刻塑像，宛然汇集成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8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石像——乐山大佛。我叫苏民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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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叫我苏导游，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吧!

从远处看巍峨雄伟的大佛，站在它的脚背上人们显得那么渺小，就像一
只只蚂蚁爬行在大佛上。它建于公元713年，从它脚底流过的三条河分别
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它们并称为“乐山三江”。古代的时候，乐
山三江交汇的地方，水势相当的凶猛，常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件。海通
和尚于心不忍，于是他四处化缘，筹得巨款，修筑乐山大佛，愿它能抵
挡这汹涌的江水。一位财主想到这笔钱，海通和尚对他说：“自目可剜
，佛财难得”。并挖出自己的一双眼睛，财主一看吓得从此再也没有难
为他。他召集很多人来修筑乐山大佛。在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历时九
十年，乐山大佛才大功告成。

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石刻弥勒佛，通高71米，耳朵长7米，每个
耳朵可以钻进两个人;肩宽24米，头的直径竟然有10米，它的手指有8。4
米长，不要说与大佛相比，就是和大佛的手指比，你也小得不得了。它
的膝盖到脚背总长28米，脚宽8。5米，如果人挨人站着，它的每只脚可
以站一百多人呢!乐山大佛头上的发髻有1021个。它的大鼻梁犹如高高隆
起的一座桥梁。圆圆的脸有钟楼那么大，又宽又大的嘴巴足有一米半长
，嘴角微微向上翘着，显得那么和善、那么神奇;眼角微闭，似乎在沉思
什么，它到底在沉思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发挥想象⋯⋯

乐山大佛雄伟壮观，用“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来形容它一点儿也
不过分。它就想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中外游客。我真诚的希望你们
能在这里得到美的享受。祝大家玩的开心，游的尽兴!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9

大家好！我叫蔡钰淳，大家可以叫我蔡导。欢迎大家来到我国世界遗产
——乐山大佛。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乐山大佛，请多多关照。

你们看，前面就是乐山大佛了。

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大佛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发髻10
21个，这1021个发髻是用磨光的大石头镶嵌上去的。大佛双耳垂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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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7米，鼻长5。6米，眉毛也长5。6米，嘴和眼睛都是3。3米，颈长3米
，肩宽24米，脚面可坐一百人以上。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
。大佛除了耳朵和鼻梁骨是木头做的以外，其它则由红沙岩雕刻而成。
大佛双手抚膝，正襟危坐，造型庄严。乐山大佛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开工
。

佛经中提到，弥勒出世就会“天下太平”，因此唐朝人特别信奉弥勒佛
。当时，汇聚于凌云山麓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每到夏讯时，江
水如万马奔腾，直捣山壁，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悲剧。凌云寺僧人释海
通看到这种情形，心中不忍，便决定募款修造弥勒佛大像，想以佛力镇
水，保护来往船只的安全。

关于乐山大佛的介绍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观赏，要做到文
明游客，不乱扔垃圾，乱涂乱画。还有要注意安全哟。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配合！欢迎大家下次再来。

四川乐山大佛导游词10

乐山大佛地处四川省乐山市，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
山城隔江相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 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
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摩
崖石刻并非是石窟艺术)。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
，历时约九十年。当时，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于此汇合，水流直
冲凌云山脚，势不可挡，洪水季节水势更猛，过往船只常触壁粉碎。凌
云寺名僧海通见此甚为不安，于是发起修造大佛之念，一使石块坠江减
缓水势，二借佛力镇水。海通募集20年，筹得一笔款项，当时有一地方
官前来索贿，海通怒斥：“目可自剜，佛财难得!”遂“自抉其目，捧盘
致之”。海通去世后，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征集工匠，继续开凿，朝
廷也诏赐盐麻税款予以资助，历时90年大佛终告完成。

1962年，政府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拨专款对佛像做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第一次维修，1982年2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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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后，政府又拨款对大佛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的全面“体检”，同
时增加了一些配套设施及服务设施。1996年12月，峨嵋山-乐山大佛被列
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桑塞
尔博士�席尔瓦教授实地考察时，赞誉“乐山大佛堪与世界其他石刻如
斯芬克司和尼罗河的帝王谷媲美”。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sclsdfdyc-doc-59245fdw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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