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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1

西安钟鼓楼构筑重檐窝拱，攒顶转角的木质布局，共有3层。每层均施斗
栱装饰。楼基面积达1377。64平方米，通四街各有门洞。基座为正方形
，高8。6米，宽约35。5米，用青砖砌筑。楼高27。4米。由地面至楼顶
，高36米。内有楼梯可回旋而上，供游人登临旅行。鼓楼始建于明洪武
十三年（1380），清康熙十三年（1674）和乾隆五年（1740）先后重修
，但梯体仍保持原构筑特点。楼九楹三层，为歇山顶重檐三滴水木构构
筑。座宽38米，长52。6米，高8。7米，全用青砖砌筑。楼高24。3米，
通高33米。南北正中辟有高、宽各6米的券门。北悬“声闻于天”匾额，
南悬“文武盛地”匾额。楼建于基座中心，慎重丰富。

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钟边铸有八卦图案，制作
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但它比钟楼起初悬挂的铜钟却小得多
了。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唐代景云年间锻造的“景云钟”（现藏于碑
林博物馆）。听说，迁到今址之后，风物杂谈，固然楼的式样巨细并没
有改变，景云钟却怎么也敲不响了。无可若何，只有另换。

钟楼的门扇槁窗雕楼精细繁复，示意出明清流行的装饰艺术。细心浏览
门扇上一幅幅浮雕，它们会汇报你古代很多饶故意见意义的典故轶闻。
第一层北门，自西向东依次为；虬髯客；木兰从军；文姬归汉；吹箫引
凤；红叶题诗；班昭念书；博浪沙椎秦；唱筹量沙。第一层东门，自北
向南依次为：永生殿盟誓；连环计；黠鼠夜扰；挂角念书；卞庄刺虎；
嫦娥奔月；东坡题壁；李白邀月。第一层南门，自东向西依次为；文王
访贤；伯牙鼓琴；画龙点睛；斩蛇起兵；伯乐相马；柳毅传书；舜耕历
山；把桥授书。第一层西门，自南向北依次为；枕戈待旦；李陵兵困；
由基射猿；龙友颂鸡；黄耳传书；孙期放豚；陶侃运砖。第二层楼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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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向西共八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画面，依次为钟离权、张
果老、吕洞宾、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

第二层北门，自西向东共八幅勺“仙醉酒”画面，依次仍为钟离权、张
果老、吕洞宾、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和何仙姑。第二层东
门，自北向南依次为；单人独马；伐鼓金山；岳母刺字；孟母择邻；子
路负米；画获教子；温娇绝裙；闻鸡起舞。第二层西门；自南向北依次
是：写经换鹅；茂叔爱莲；灞桥折柳；踏雪寻梅；陶潜爱菊；寻隐不遇
；孤山放鹤。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2

中国明西安府城墙。在陕西省西安市。建于明洪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
～1378），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和元代奉元城基本上扩建而成。原为夯土
城墙，明隆庆年间（1567～1572）巡抚张祉在夯土城墙外初次包砖。清
乾隆年间（1736～1795）陕西巡抚毕沅举办大局限的维修和加固，将包
墙增厚，铺设海墁，并增修排水道、宇墙垛口等。城墙周长13。75公里
，为中国现存完备、局限最大的城墙。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
布为世界重点文物掩护单元。

据文献记实，明代建筑的西安城，西墙和南墙都是操作原唐代皇城的城
墙而增修加长的，东墙和北墙是扩大新建的。西墙和南墙内均发明有唐
代城墙和城门的遗迹。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明代建筑的城墙用黄土加
石灰、细沙并掺麦秸、草渣混淆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10～12厘米。城
墙高12米，底宽16～18米，顶宽12～14米。墙顶均以三层青砖铺设海墁
，每隔40～60米处，有一砖砌溜水槽和吐水嘴。城内除四门左侧各有登
城马道外，还有6处马道。城墙内沿墙附近筑女墙，外沿墙有垛口5984个
。城墙外壁附近有马面98座。马面伸出墙面11米，宽20米，各马面之间
相距120米，恰在弓箭和火铳的射程之内。

城的四角各筑有一个突出城墙的角台（楼），除西南城角台为圆形外，
导游实务，其他3个为方形。据掘客得知，这种圆形角台是元代的建制，
明代扩建西安城时，因西南角未动而保存下来。城墙每面各辟一门，东
名长乐，西名安宁，南名永定，北名安远。门外筑瓮城，门上建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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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闸楼及周围城墙已在民国初年拆除，现存
正楼、箭楼6座。除南面箭楼下无门洞外（门洞分从瓮城阁下开），其他
3门箭楼下各穿门洞。门洞高宽6米，深19。5米。正楼为重楼，面宽七间
，进深二间，高36米，三层檐歇山顶，周有回廊，楼下及平座均施斗□
，箭楼以青砖为主布局，面宽十一间，进深两间，高33。4米，单檐歇山
顶，正面分设四层箭窗，各12孔，总共48孔，阁下各3层，总共9孔。楼
的不和有两层房檐，均施斗□，下有檐廊。城外护城河宽20米，深10米
。1983年开始对城墙举办全面整修。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3

各位游客大家好！

看到眼前的这座唐代建筑，你们一定会又感叹又好奇吧？首先一个问题
就是此塔为何要以大雁命名呢？

按照印度佛教传说，当初佛教有大乘与小乘两派，小乘佛教不忌荤腥。
有一天，正是菩萨布施日，一座小乘寺院的和尚却买不到肉下饭。这时
天空中一群大雁飞过，一个和尚望着雁群自言自语：“今日增房无肉吃
，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不会忘记这是什么日子。”话音未落，领头的大
雁便折翅坠地。于是全寺和尚大惊失色，认为这定是菩萨显灵。他们就
在大雁坠地处建造石塔，并戒绝荤腥，改信大乘佛教。因此，佛塔又称
大雁塔。

大雁塔在建时高60米，5层，砖表土心，光盘梯。后塔心砖缝草木丛生，
渐趋颓废。经武则天长安年间、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唐长兴年间几次改
造，大雁塔比原先长高了4.5米，还加了两层。底层每边长25米，基座为
方形，边长45米至48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塔内装有楼梯。塔底层门
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刻当
时废殿建筑的写真图，传为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手笔，是研究后代佛教
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珍贵资料。

塔南门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碑和唐高宗李治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都是唐代著名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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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碑刻中的精品，是受国家保护的珍贵书法原刻，
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座仿木结构
的楼阁式方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
格，是我国佛教建筑中的杰作。

好了，下面大家自由参观，切记注意安全。

小雁塔在西安市友谊路南侧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成为唐代
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标志。因规模小于大雁塔，修建时间较晚
，故称小雁塔。

荐福寺原建于唐长安城开化坊内，是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的旧宅。睿宗
文明元年（684年）皇室外戚为高宗荐福而建寺。天授元年（690年）改
为荐福寺，是唐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唐代名僧义诤在荐福寺译经，共
译56部，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极有
价值。

现寺内存有的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初为15层，高约46米，
塔身每层叠涩出檐，南北面名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下逐层递减内收，愈
上愈促，秀丽玲珑，别具风格。门框为青石彻成。塔身内部为空筒式结
构，设木构楼层，有木梯盘旋而上。明清两代因屡经地震，塔身中裂，
塔顶残毁，仅存13层。今寺内还保存一口重万余公斤的金代明昌三年（1
192年）铸的臣大铁钟，钟声宏亮，是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雁塔晨钟”
。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4

各位游客，这几天我们已经在车行晨曦或晚霞中领略了古城墙的多彩多
姿和古朴深沉。现在我们来到城墙脚下，请大家走上城墙游览。

大家一定想知道城墙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城墙”一词原是从“城”字
引申而来。“城”按《说文》解释，是“盛”的通假字，“盛”是纳民
，所以“城”字的本义是土围民而成国，由此引出城墙一义。被誉为中
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的“城”宇，同样是城墙的意思。只是后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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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城”字又包含了今天城市的解释。

“城”字最早出现在周朝的金文中，从字形看活生生地体现了古代城墙
的军事用途。城墙的军事作用是保卫私有制，而在意识形态上看，城墙
的形体规模又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的严格体现。显然统治者营造城墙，
是用它来保护自己，宣示国威。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安城墙，是中国历史
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它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
修城开始动工，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历时8年，是在隋唐
京城的皇城基础上扩筑而成的，经过历代修葺，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的封
建社会城垣建筑的面貌，反映了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杰出成就。

各位游客，那么西安城墙到底有多大呢？它的结构又是怎样的？据测算
，西安城墙周长11.9千米，其中东城墙2590米，西城墙2631.2米，南城墙3
441.6米，北城墙3241米。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少见的。

大家看见城墙四门外筑有护卫城门的小城，那叫瓮城。所谓瓮城，意为
敌人一旦进入，就会受到瓮城城墙上面的四面夹击，犹如瓮中之鳖，无
法逃脱。瓮城外还筑有拱卫瓮城的小城，古称羊马城。古时候大城门的
启闭有规定时间，关闭城门后尚未回城的人可连同自己牵的羊、赶的马
等，进入羊马城以及今环城公园地带歇息，等候开城门后再进城。西安
的羊马城在清末已全毁。记得1986年在西安城安定门（西门）瓮城北门
外约17.5米处发现羊马城北侧门道，长5.5米，宽2.4米。现在大家能看到
南门瓮城外侧已修复的羊马城，墙体长198米，高9.5米。

护城河外曾有拱卫四城门的四个夯筑土城叫郭城。据《西安府志》卷九
记载：唐天祐年间，韩建筑东郭小城和西郭小城。宋、金、元皆因之。
明洪武年间拓城时，东郭小城大部分被包在大城内，留在城外的即为东
郭新城。明后期西郭小城记。目前，四关郭城墙体仅存部分残段，郭门
仅在地名上留有其名称。

现在我们来到西安城内东北处，这里曾经是明秦王府城，简称王城。明
初，朱元津封其次子为秦王，命其坐镇西安，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整个
秦王府城分为两重城墙。外城墙称萧墙，全系土筑成。内城墙因外砌青
砖，故称砖墙。明灭后，萧墙被毁。清雍正年间，西安修庙宇，秦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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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多被拆除，砖城改为八旗教场。目前秦王府砖城只存夯土城残段
若干处。

明代建西安城时，全城城门有4座：“长乐”、“永宁”、“安定”、“
安远”。门名刻于大城门洞外的青石门据上。大城城门上所建的楼房称
城楼，也叫正楼，是守城指挥官的指挥所。瓮城城门洞上所建之楼称箭
楼，因楼壁辟有箭窗，是当时发箭防御之用。到了民国时又开辟了4座城
门，俗称小四门：

中山门（小东门），在现在的东新街东端，是为纪念孙中山修建的；勿
幕门（小南门），在今天的四府街南端；玉祥门（小西门），在莲湖路
西端，解放后，此门被拆；解放门（小北门），原名中正门，在解放路
北端，当年因为陇海路通车到西安而修建，到了1952年因扩建火车站而
被拆除。西安在解放后也开辟了新城门，南墙有建国门、和平门、文昌
门、朱雀门、含光门。北墙有尚德门。东墙有朝阳门。

一般游客知道明代建筑西安城墙时有98座敌台，台上均建有敌楼。但198
2年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实地调查发现，那些古敌楼没有留下一个，只有部
分尚存础石。之后，西安重建敌楼12座，为砖木结构，歇山顶式，重檐
二层楼，底层周设回廊。

古代城垣设施不仅修建敌楼、箭楼作用武之备，还修建魁星楼以祭把主
宰文运之神魁星。西安魁星楼建在南门城楼东，后遭兵火毁坏。后来在
原址上复建魁星楼，值得一看。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5

西安碑林创建于公元1087年，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
的一座艺术宝库，陈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墓志共一千多块。这里碑石
如林，故名碑林。西安碑林内容丰富，它既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
，又汇集了古代的文献典籍和石刻图案；记述了我国文化发展的部分成
就，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因而驰名中外。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人所称的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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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书写的《石台孝经》和公元837年刻成的《
开成石经》。

碑林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石台孝经》修盖的碑亭。《石台孝经》
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孝经
是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篡，专门讲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为孝经作
的序。玄宗为孝经写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后面是
孝经原文，小字是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底座由3层石台组成，上刻有生
动的线刻画，有蔓草、狮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
雕卷云瑞兽。此碑由4块石头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称“石台孝经”。

碑林第一陈列室主要陈列《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周易》、《尚书》
、《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
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
经书，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清代补刻的《孟子》17面3
万余字也陈列于此，合称《十三经》。12部经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
读之书。因为当时印刷术不很发达，为了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
出现错误，并能永久保存，就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
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供人们校对。我国自东汉开始，曾先后7次刻经。《
开成石经》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6

西安碑林建设于公元1087年，是保藏我国古代碑石时刻最早、数量最大
的一座艺术宝库，陈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墓志共一千多块。这里碑石
如林，故名碑林。西安碑林内容富厚，它既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
，又搜集了古代的文献文籍和石刻图案；记述了我国文化成长的部门成
绩，反应了中外文化交换的史实，因而驰名中外。

西安碑林是在生涯唐代石经的基本上成长起来的。唐代人所称的石经，
包罗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誊写的《石台孝经》和公元837年刻成的《
开成石经》。

碑林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石台孝经》修盖的碑亭。《石台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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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身誊写的。孝经
是孔子的门生曾参编篡，专门讲孝道的。前面一部门是李隆基为孝经作
的序。玄宗为孝经写序的目标是暗示本身要以“孝”管理全国。后头是
孝经原文，小字是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底座由3层石台构成，上刻有活
跃的线刻画，有蔓草、狮子花等，是唐中期较量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
雕卷云瑞兽。此碑由4块石头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称“石台孝经”。

碑林第一陈列室首要陈列《开成石经》，内容包罗《周易》、《尚书》
、《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
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
经书，计650252字，用石114方，两面刻文。清代补刻的《孟子》17面3
万余字也陈列于此，合称《十三经》。12部经书是封建社会常识分子必
读之书。由于其时印刷术不很发家，为了停止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
呈现错误，并能永世生涯，就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
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供人们校对。我国自东汉开始，曾先后7次刻经。《
开成石经》是今朝仅存的一套完备的石刻经书。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7

世界第八大奇迹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震惊世界。这一建在
公元前3世纪的地下雕塑群以恢弘磅礴的气势，威武严整的军阵，形态逼
真的陶俑向人们展示出古代东方文化的灿烂辉煌，无论建造年代、建筑
规模与艺术效果无不堪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于是，“世界第八大
奇迹”之誉不胫而走，成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代名词。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是我国最大的遗址博物馆，除一号坑、二号坑、三
号坑保护陈列大厅外，还有兵马俑坑出土文物陈列室和秦陵铜车马陈列
室。

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

西杨村本是郦山北麓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村庄。1974年3月，西杨村的村
民在村南160米的柿树林畔打一口井。这里地处骊山冲积扇前缘，累经山
洪泥石流淤积，耕地间夹杂布满鹅卵石的灌木丛和废弃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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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动工，挖到3米多深时，发现下面是红烧土、烧结硬块和炭屑灰
烬，大家以为碰上了老砖窑址。继续往下打，在5米多深处的井壁西侧，
阴暗的光线下终于露出“瓦王爷”凝静的面容。村民们正诧异间，恰好
公社干部房树民来检查打井进度。他下到井底仔细观察，发现出上的砖
块与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砖一模一样，急忙告诉大家暂停打井，接着
便匆匆赶往县城报告县文化馆。湮没2200年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就这
样重新回到人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74年3月29日。

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

先秦雕塑古朴拙稚，直到接受佛教文化之后，才形成中国雕塑的艺术风
格。它的特点是高度概括，线条简洁，风格浪漫，注重装饰，讲究神似
而失于写实。然而，秦兵马俑的发现使中外美术史专家们瞠目结舌。

人们在这里发现了20xx年前东方古典写实主义雕塑艺术的高峰，找到了
中国美术史上长期缺失的一页！它严格运用写实主义创作手法，无论形
体、结构、比例、质感、量度都以准确的解剖构造为依据。从秦俑的脸
部，可以看出皮肤肌肉下颧骨、眉骨、颌骨的准确位置，五官的大小、
比例、位置一丝不苟，形体的每一凸凹无不符合人体解剖构造。甚至可
以从马的造型判断其品种。非但如此，这些艺术大师还注意紧紧抓住人
物性格，从人物的面部表情、内心活动、精神状态上追求变化，塑造出
栩栩如生、神态各异，形神俱备，无一雷同的众多艺术造型。

 一号坑——宿卫军主力阵容

一号坑保护陈列大厅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最早的建筑，1979年10月
建成开放。在三个兵马俑坑中，它发现得最早，规模也最大。俑坑呈东
西向长方形，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10道宽2.5米的夯筑隔墙，形成南
北面阔9间，周围绕以回廊的格局。局部发掘已出土陶俑1000余尊，战车
8辆，战车的陶马32匹，各种青铜兵器近万件。根据出土兵马俑的排列密
度，估计一号坑共埋藏兵马俑60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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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以步兵为主，战车、步兵相间的主力军阵，配置有前锋、主体
、后卫和翼卫，步骑相间，车马兼具，规模庞大，布局严密。东端3列步
兵俑面向东方，每列68尊，是军阵的前锋；后面接着战车与步兵相间的3
8路纵队构成军阵主体；俑坑南北两侧和西端各有1列分别面南、面北和
面西的横队，那就是军阵的翼卫和后卫了。

这里的陶俑按兵种可分步兵俑、弩兵俑、车兵俑和骑兵俑4种。步兵源排
列成纵队或横队，各作不同的手持兵器姿势；弩兵俑作张弓待发姿势并
背负箭；车兵俑手持兵器跟随在战车后面；骑兵俑站立在马旁，一手牵
马，一手紧握兵器。

严格的军阶等级制度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从陶俑的不同穿着、装
束和兵器配备上可以清楚看得出来。级别最低的士兵俑束发挽髯，只穿
短褐，胸无锡甲，腿扎行股（裹腿），足登方口齐头履；级别较高的士
兵束发或戴小圆帽，除短褐外还披短甲，足登短靴或方口齐头履；低级
军吏源头戴单版长冠，身穿战袍外罩黑色长甲；高级军吏俑头戴双版长
冠，战袍外罩彩色花边胸甲或前后摆平齐的鱼鳞甲；与众不同的将军俑
头戴双卷尾长冠，冠带在颈下挽结并下垂胸前。这种冠也叫“鹤冠”，
冠上两边本来坚插黑色的鸡尾，据说鹤是一种性情勇猛善斗的鸟，“其
斗到死乃止”。

将军身穿两重战袍，袍外罩有形制奇特的铝甲，铝甲前胸呈三角形由鱼
鳞甲片组成，双肩及前后胸有用彩带扎的花结。位于步兵俑群间的将军
涌被一群军吏俑簇拥，面部威严，络腮胡须，双、足分开，右手紧握左
臂手腕，双手交置腹前，似作拄剑姿势。另一尊原先站在战军上的将军
俑额下长须，神态庄重，左手按剑。军阶等级也从所持兵器不同看得出
来，将军涌和高级军吏仅有佩剑，用作指挥与自卫；低级军吏和士兵俑
则各持进攻性兵器长矛、戈等。

二号坑——揭开古代军阵之谜

位于一号坑北侧约20米处的二号坑是在1976年考古勘查中发现的，平面
呈曲尺形，东西最长处96米，南北最宽处84米，深约5米，面积约6000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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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坑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即东边突出部分由持弓弩的跪式和立
式弩兵源组成方阵；第二单元即俑坑南半部由驷马战车组成车兵方阵；
第三单元即俑坑中部车徒结合，由车、步、骑兵俑混合编制成长方阵；
第四单元即涌坑北半部由众多骑兵组成长方阵。

四个方阵有机地组合为曲尺形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严整有序，无
懈可击，阵式变换灵活，首尾相互策应，既是试探性进攻的触角，又是
突击性进攻的前锋。它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唯一发现，为认识秦代军事编
制和作战方法提供了难得的直观模型。据局部试掘所知的密度估算，二
号坑埋藏兵马俑数量约20xx件，并会有大量青铜兵器。

与一、三号坑相比，二号坑是秦俑坑中的精华，其组阵之复杂，兵种之
齐全，姿式之多样及保存之完整都超过一、三号坑，其中鞍马骑兵俑、
跪姿弩兵俑是二号坑独有的，各式战车之齐全也是二号坑的特色。这里
的战车可分为指挥车、副车、驷乘车和一般战车四种。指挥车装饰华丽
，通体擦黑漆，绘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车顶有圆形华盖，车内位立将
军俑、御手涌和戎右俑（警卫员），指挥工具是悬挂在车内的钟和鼓，
击鼓时进攻，敲钟时退却。副车也有华盖和钟鼓，车上只有御手俑和戎
右俑，留下将军俑的空位，作战时，副车紧跟指挥车，以备指挥车一旦
发生不测及时递补与救护。

驷乘车上也有华盖，但没有钟楼，车上有四名陶俑，一为御手俑，一为
军吏俑，其余两名为武士俑，专家认为，这种驷乘车供作前驱，行军时
在前引导，作战时在前挑战，向敌方投递战书，然后两军正式交锋。一
般战车上有一名御手俑和两名武士俑，位于御手两侧的武士手持矛、戈
等长兵器，车上还备有弓箭。

二号坑陈列大厅建成于1994年，建筑气魄宏伟，庄严凝重，具有秦代风
格，拥有展室及录像厅、贵宾接待室、监控室、茶座、休息厅、文物库
等配套设施，是目前国内建筑面积最大、最现代化、功能最齐全完善的
遗址保护陈列大厅。

三号坑——统帅三军的军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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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坑与二号坑同在1976年考古勘探时发现，1987年建成保护陈列大厅
。它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与一号坑相距25米，东距二号坑约120米，三
个俑坑呈“品”字状排列。

在三个俑坑中，三号坑是唯一全部发掘清理完成的一座，也是规模最小
的一座。平面结构“凹”字状，深5.2～5.4米，面积524平方米。从三号
坑中发掘出1辆战车，4匹陶马，68尊武士俑和34件青铜兵器。除了与战
车配套的4尊车兵俑外，其余64尊武士俑沿夹道以非战斗队形环状排列，
手持的也不是弓弩、矛、戈之类实战兵器，而是更多体现仪仗威严的殳
（音“书”）。专家们判定这里是统帅三军的“军幕”，也就是整支行
卫军的指挥系统。古代虽有多种编列，但最基本的是左、中、右三军。

一号坑是左军，二号坑是右军，三号坑是指挥部，那么，还有一支中军
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只挖出土扩，没来得及铺砖棚木，更没来得及放
入兵马俑的四号坑。据勘查，四号坑面积4000多平方米。人们虽一般很
少提及，但它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这四个坑统一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
编列体系。三缺一，留下了一个历史缺憾。史籍记载：“骊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

秦铜车马

1978年，秦始皇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冢西侧20米的地下7.8米深处发现一
组车马殉葬坑。这两具铜车马就是从中发掘出来的。

铜车马原先安放在木棺内，因年代久远，木棺朽烂，填土下沉，被压碎
成千余块。为便于修复，考古人员把铜车马上部积土作初步清理后，以
钢板插入地下，把铜车马从坑内整体吊出装箱，运回室内清理拼接修复
，经过8年努力，终于使它们重新焕发出当年瑰丽华贵的姿容。

从艺术鉴赏角度看，铜车马的造型无可挑剔。矫健肥硕的马身佩光彩闪
烁的金银饰件，双眼紧盯前方，鼻孔微微部张，马齿紧嚼滴衔，鬃花迎
风飞扬，削竹般的马耳斜耸，仿佛正聆听号令，只待长策一挥，便放开
四蹄疾驰。一号铜车马的御官站立车头，两腿并立，身体稍稍前倾，双
手揽住辔绳，目视车前，聚精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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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铜车马的御官坐在车首。头戴切云冠，腰悬青锋剑，身着长孺，圆
领外翻，紧握辔绳，高举长策，丰满圆润的脸庞上透出既志满意得又恭
谨认真的神情。和秦俑一样，铜车马采用严格的写实手法，车、马、人
的造型处处讲究比例匀称，形态逼真。马的每块肌腱都符合生理解剖结
构，甚至马口腔上颚的皱纹和牙齿都铸造了出来，连马大腿两侧两个附
蝉黑斑及—括约肌都没有忽略。

御官的脸部、睫毛、头发以至手纹指甲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与造型艺
术严格写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铜车彩绘采用的高度浪漫手法，车盖和车
厢上部的彩绘龙虎纹，团团簇簇，似云腾雾卷，如金蛇狂舞，纵情挥洒
，奔放浪漫；而一到底边，画笔一转，风格陡变，丝丝缕缕，若即若离
，笔意婉转，奇丽飘逸；再配以铸出的几何形纹饰，使得雕塑造型的精
美与彩绘图案的绚丽共熔一炉，相得益彰。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8

大雁塔位于僻静门外4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唐代永徽三年。赴印度取经
的玄奘法师。奏请在寺内建塔，用于存放他自印度带返来的经籍。这座
塔初名为经塔。后裔人称它为大雁塔，此塔巍峨挺秀，引起众人的惊叹
。

这座有着一千三百多年汗青的大雁塔，成为古城西安独具气魄威风凛凛
的符号。大雁塔初建时只有5层，高60米，是模拟西域佛塔情势建的。后
经多次修葺至今塔高64米，共7层，底边各长25米。大雁塔是中国楼阁式
砖塔的优越典范。塔身用青砖砌成，每层四周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
式砖塔造型简捷，气魄宏伟，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期间气魄威风凛凛。
至于雁塔之前冠以“大”字，则是后工钱了区别于荐福寺小雁塔之故。

塔内有木梯，可以回旋登塔，凭栏远眺，可饱览关中大好风物。大雁塔
的底层南门两侧，镶嵌两块石碑，一块“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
在贞观廿二年（648），为玄奘所译诸经作的总序。另一块“大唐三藏圣
教序论”是唐高宗为“圣教序”所作的纪文，此二碑是研究唐代书法、
绘画、镌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尤其是塔的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更
是研究唐代构筑的贵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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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雁塔

小雁塔在西安市情意路南侧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对象相向，成为唐代
古都长安保存至今的两处重要符号。因局限小于大雁塔，建筑时刻较晚
，故称小雁塔。

荐福寺原建于唐长安城开化坊内，是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的旧宅。睿宗
文明元年（684年）皇室外戚为高宗荐福而建寺。天授元年（690年）改
为荐福寺，是唐长安城中的闻名寺院。唐代名僧义诤在荐福寺译经，共
译56部，撰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换极有
代价。

现寺内存有的小雁塔，为密檐式方形砖构构筑，初为15层，高约46米，
塔身每层叠涩出檐，南北面名辟一门。塔身从下至下逐层递减内收，愈
上愈促，奇丽玲珑，别具气魄威风凛凛。门框为青石彻成。塔身内部为
空筒式布局，设木构楼层，有木梯回旋而上。明清两代因屡经地动，塔
身中裂，塔顶残毁，仅存13层。今寺内还生涯一口重万余公斤的金代明
昌三年（1192年）铸的臣大铁钟，钟声洪亮，是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
雁塔晨钟”。

西安主要景点导游词9

各位游客：

您可知天下温泉二千六，惟有华清为第一吗？

举世闻名的华清池，位于陕西省临潼区（县）骊山北麓华清宫故址，西
距西安30公里，东与秦始皇兵马桶相毗邻，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华清
池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原始社会，并以其天然温泉吸引了在陕
西建都的天子帝王，周、秦、汉、隋、唐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星辰汤
是供唐太宗李世民和之后几个皇帝沐浴的汤池，比贵妃池要早100多年。

星辰汤离水源最近，水质最好，水流量最大，而且没有管道，水直接涌
进汤池。在西南角有座小殿宇名叫尚食汤，是供皇帝近臣及为嫔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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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尚食局官员沐浴用的池子，面积约30平方米，南北有对称的两个台阶
。

这个池子在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还曾维修过，供老百姓使用，是使用
时间最久的一个池子。在南北两排殿宇的空旷处，夹有一个石栏围成的
浴池遗址，是用青石铺砌的长方形喷池，规格虽小，但结构精雅，是专
供太子沐浴的场所。

晾发台

各位游客，参观完5座珍贵的古汤池后，请大家跟我走出御汤遗址博物馆
。先得介绍一下，我们所处的是华清池的东区一南北部，叫作环园，为
解放前的华清池，包括御汤遗址博物馆。我们站在小楼上可以瞧见九龙
湖，无论是龙吟榭，还是八龙吐水，都尽揽眼底。

在穿过门洞还未到五门厅之前，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庭院式建筑，
依山势而建，林木茂盛，亭台楼阁高低错落，给人以精巧、典雅、玲球
的感觉。此时，你们大概注意到了西边有座主建筑，被满塘荷花簇拥着
，像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没有谁。于是有人给花中之楼取了个雅名
，叫作荷花阁。

一座荷花阁自然显示不出古代刻意追求的平衡或对称美，于是设计者又
在它的西边建起一座方形的飞霞阁。顾名思义，只要你来得正当时，譬
如说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之际，便能看到阁周围一派飞霞流彩的景色。
其实它还有个真名称晾发台，因为建阁的实际目的是给一代美人贵妃娘
娘沐浴后晾发。

大家或许要问，为什么杨贵妃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晾发呢？其实不远
，因为在御汤遗址博物馆建成之前，晾发台的下边就是原先设置的贵妃
池，池形也像海棠花一样。

骊山温泉的成因—天下第一温泉

各位游客，你们进景区后，一定急着想提一个问题：这骊山温泉既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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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名，那么其果水从何而来呢？

大家跟我来，这里已是华清池著名五汤之一星辰汤的南面。我们先看到
的是一块碑石，上面写着“骊山温泉”4个字，其旁用木栏挡着一个洞，
这里就是骊山温泉的源头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沐浴，还
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享用的温泉就来源于此。大家走近看，这洞像个潜
井，里面洞洞冒着水花，井面腾着热气。如果在9、10月间，温泉水便会
从潜井里溢流出来。

找到了源头，大家也想知道骊山温泉的成因吧？地质学家是这样向人们
解释的：天上雨下到地面，雨水沿构造破碎带渗入地下，在不同深度的
不透水岩层中储存起来，由地热增温效应，形成热水，再向上运动，由
断裂通道涌出地面，于是形成了温泉。

中国有许多温泉，尤其近年随旅游业的发展，温泉景区开发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受人欢迎。如浙江宁海、武义，吉林的长白山，云南的腾冲等
等，但华清温泉至今被称为天下第一温泉。其水质优良，颇具医疗功效
。华清温泉水温为42.5度至43度，总流量每小时113.65立方米，极适宜沐
浴，一旦完浴后可谓“冬走十里不凉，夏走十里不热”。有兴趣的游客
可以到陈列室内去看《第一温泉》的诗碑。上面写道：“洗心千古快重
游，月白水香谁与传。洗尽人间无垢体，不得清冷混常流。”诗人无非
是在向大家证明一个论断，那就是华清温泉冠以“天下第一”四字当之
无愧，完全可以列为全国二百六十泉之首。

五间厅

好了，游客们，现在我们步上了荷花池南边的高台。大家已经看到了一
字排开的8问清代建筑的厅房。再分一下，东边有3间，叫桐荫轩，也叫
三门厅。而西边那5间就是蒋介石当年住的五间厅。著名的西安事变就发
生在这小小的五间厅中。

这五间厅可谓来历不浅。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西逃时就住过这里
；1934年修葺后，这里又成国民党高官游览休想的场所；1936年10月、1
2月蒋介石两次到陕西来，都以华清池为“行辕”，就住在五门厅。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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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策划高级军事会议，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而引起张学
良、杨虎城的强烈不满，导致了门月12日凌晨6时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

今天，当游客们来到这里，自然会重温60多年前的一幕。你们看，这一
号厅房为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号厅房是蒋介石的卧室，三号厅房是他的
办公室，四号厅房为会议室，五号厅房是蒋的秘书办公室。东边的三门
厅是蒋介石贴身侍卫蒋孝先等人的住宿地和无线电通讯班所在地。各门
办公室使用的桌子、椅子、床、沙发、茶具、火炉、地毯、电话等均按
原貌复制摆放。游客们仍然能看到当年激战时在玻璃上留下的子弹孔和
蒋介石从这里翻窗逃出后躲到俪山上的痕迹。

看完了五门厅，华清池景区的游览就将结束了。下面请大家自由参观，
半小时后集中，我们去下个景点。谢谢！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xazyjddyc-doc-92979f9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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