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SanrenWenku.com
 

 

武陵源导游词

 

武陵源导游词1

大家好，我是从铜陵旅游公司派来的，今天有幸能担任你们的导游，你
们就叫我崔导吧！今天，我们将一同游览武陵源名胜风景区，由于景区
较大，请大家要注意安全。

今天天儿有点热，我给大家发顶旅游帽，集合时一定要戴哦！好了，不
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到了景区景最壮观的金鞭岩，有火眼金睛的游客
，就能发现它是星菱形的，是不是？它足有300多米高呢！相传，秦始皇
在这里赶山填海。龙王一时惊慌失措，趁机换走了赶山鞭。数日，秦始
皇用假的赶山鞭打山，可山却纹丝不动，秦始皇勃然大怒，扔了赶山鞭
，这就成了现在的金鞭岩。它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就像一座金山，有兴趣
的游客可以过来看看，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捡到金子哦！我上回就捡过
呢！那么，下面就去“寻宝”吧！30分钟后集合！

大家快看！这里就是宝峰湖了。它是武陵源唯一以水为主的观光旅游区
。这里可以说是风光秀丽，它的总面积近274公顷，湖光山色融为一体，
人文山水交相辉映。说是宝峰湖，那肯定有“宝”喽，没带镜子的游客
，在这里就可以给您提供“免费湖镜”，镜面由天然湖水构成，效果绝
对好！

游览了这么多，大家一定想休息会儿，对吗？崔导我目前带大家游览的
是景区较有名的景点，大家也可以去自由观赏其它景色，但大家一定要
注意几个事项：

1、请大家在游览期间，不要去恶意破坏各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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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有山有水，一定要注意安全，万一掉下去了，可没救生员哦！

3、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文明游览。

4、请下午4点来这里集合，不来，您就省路费走回家吧。

最后，崔导我衷心祝大家玩的开心，愉快！

武陵源导游词2

各位游客:

欢迎您来到拥有“人间仙境，世外桃源”之称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由
于景区较大，请管好您的孩子，以防丢失。

景区内最壮观的要数金鞭岩了。金鞭岩是星菱形的，足有300多米高呢!
每当夕阳西下时，它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好像一座金山，美丽
极了。相传秦始皇在这里赶山填海。龙王一时惊慌失措，于是让小龙女
与秦始皇成亲，趁机换走了赶山鞭。数日，秦始皇用假赶山鞭抽打山，
山却纹丝不动。始皇大怒，一气之下扔了赶山鞭，就成了金鞭岩。

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条小溪叫做金鞭溪，它因金鞭岩而得名。瞧，这里的
溪水清澈见底，溪底有很多五颜六色的石子，还有许多小鱼在溪间欢快
地游着。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一股淡淡的青草味。我想，你一定和我一
样，已经完全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了。

景区内几千座山峰拔地而起，千姿百态，鬼斧神工。其中最高的要数黄
石寨了。从正面看，它像一位躬着背的老人;从侧面看，它又像一位威风
凛凛的大将军。这正应了一句古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啊!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游览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配合!

武陵源导游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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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游客：

大家好！欢迎大家到武陵源观光游玩，我是你们的导游王为，非常高兴
陪同大家一起参观，希望各位能在武陵源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希望我
的服务能让大家多一份快乐。

武陵源被列为自然风景区，闻名于世。传说，从前有一个叫王夫之的将
军，他战败后跳崖身亡，四周群峰感其壮烈，一齐合拢而来，形成了如
今的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南省，武陵源里的砂岩峰十分独特，这些突兀
的岩壁峰石，连绵起伏，层峦叠翠。每当雨过天晴或阴雨连绵的天气，
云海就时淡时浓，石峰若隐若现，此时景象千变万化。砂岩峰的造型完
美无缺，有的像人；有的像仙；有的像兽；有的像物，变化万千。砂岩
柱有的像拔地而起的春笋；有的鹤立鸡群；还有的顶天立地⋯⋯

武陵源的气候景观也不甘落后。云雾是武陵源最多见的气象景观，有云
雾、云涛、云瀑、云海、云彩五种形态。雨后初霁，先是浓浓大雾，继
而化为白云，缥缈沉浮，群峰在无边无际的云海中时隐时现，如蓬莱仙
岛，玉宇琼楼，置身其间，飘飘若仙。

游客们，今天的游览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光临，希望大家乘兴而来
，满载而归，谢谢！

武陵源导游词4

天子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武陵源区东北部，桑植县东南边缘，与风景明珠
张家界森林公园，十里画廊索溪峪，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风景区。天子
山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为9000余公顷，近一百平方公里。境内最高点昆
仑峰海拔1262.5米，最低点泗南峪，海拔534米。环山游览线有45公里。
年平均气温12℃，年降雨量1800毫升，年无霜期240天，年冰冻期60至80
天左右。

素有峰林之王美称的天子山，她的神奇，在于烟云缭绕的奇石危峰，如

                              3 / 15



www.SanrenWenku.com
 

柱、如塔、如笋，低者数十米，高者数百米，雕镂百态。有屈子行吟，
有姐妹私语，有夫妻情深，有众仙聚会、群娥起舞，有天兵出征等天然
群像。天子山的得名，源于土家族起义首领向大坤。他曾引兵三万，自
称向王天子，誓与朝廷抗衡。后激战数日，失败被围，大喝三声，从袁
家界右侧神堂湾岩嘴上连人带马跳下，化成了天子坐朝等奇峰异石。至
今神堂湾神秘莫测，纵深部位环列绝壁千仞，临崖，俯瞰，但觉阴气逼
人，深不可知，从古到今，人迹罕至，无人揭示过她的秘密，只好寄想
象于神话传说之中，给天子山拂上了一层神秘光彩。

由于山地势高，东南西三面都可观景，透视线长，画面宽阔，景观层次
多。站在天子山观景，与黄石寨、金鞭溪的感觉不同。游黄石寨，您是
与群峰对坐，与群峰平视;游金鞭溪，您是“人在画中”仰视高耸于溪两
岸的群峰;而在天子山，则可俯视大千世界，您会生出“山上无山我独尊
”的无限豪情。天子山有四大奇观：峰林、云海、日出、冬雪。一幅幅
雄伟壮观、奇特迷人的景象，相信会让大家大饱眼福而流边忘返。

在天子山，人们可以看到开国员勋——贺龙元帅的铜像。贺龙元帅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就出生在天子
山西边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农民家庭，从两把菜刀砍盐局首义起，一生
充满传奇色彩，元帅家乡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故事与传说。天子山一带
曾经是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将军打过游击的地方。一回，贺龙
在锣鼓塌被民团包围了，当地老百姓急中生智，把贺龙卷在斗垫里，躲
过了杀身之祸。这个故事至今还在这一带流传。贺龙铜像高6.5米，重9.3
吨，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尊单人铜像。你看他身着军大衣，那根曾
伴他叱咤风云的烟斗捍在手中，那匹曾仰天长啸的大白马依偎在膝旁，
天风吹衣，目光如炬，整个造型、色彩气韵，就连军大衣上的皱褶都和
砂岩大峰林浑然一体，与这里的三千奇峰一道顶天立地，栉雨沐风。还
有天子阁、西海石林、石船出海、御笔峰、仙女献花等景点。

天子山的风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原始风光自然美”。她的景观
、景点都天造地设，全无人工雕琢痕迹。这里不但有奇山秀水，还有淳
朴的民情，奇特的民俗、独具风味的民族食品正等待着各位游客光临。
景区内峰林耸立，云雾飘渺，阴晴朝暮，变化万千。因而赢得了“不是
黄山，胜似黄山”，“谁人识得天子山，归来不看天下山”等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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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导游词5

各位游客：

欢迎来到武陵源!武陵源的奇峰有3103座，够壑纵横，人迹罕至，在360多
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垂直400米以上的石峰有一千多个，十分奇。

在一段时间里，每当雨过转晴或阴雨连绵天气，幽幽山谷中生出云烟，
晨雾飘渺在层峦叠嶂间，云浓时，石峰若隐若现，使晴日下坚硬山峰变
得妖娆，观雾的最好季节是夏季，天子山是赏雾的最好去处，如果各位
游客也想欣赏到这番神秘，也可以在夏季前来观赏。

武陵源水绕山转，众多的瀑、湖各呈其妙，其中金鞭溪是一条长厂的溪
流，有十几公里长，它潺缓地流过纸草潭、跳鱼潭、楠木坪和天子洲，
最后由索溪峪注入澧水。

游客们，时光飞逝，今天的武陵源之游结束了，欢迎下次再见。

武陵源导游词6

在茶盘塔的西南侧，有一座海拔1200多米高的山峰，这就是“天子峰”
。天子峰，看上去活象一位伟人，他坐在那里，身披铁甲，右手握箭，
浓眉隆起，两眼怒视前方，似正要指挥千军万马出征，大战一场。这个
形象就是人们传说的向王天子，所以取名叫“天子峰”。

天子山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晨、昏、午、夜四时各异。霞
光中的天子山，似一幅金碧辉煌、色彩亮丽的油画;月光下，错落有致的
迷朦山峰，构成一幅水墨山水。春天山花灿烂，依红偎翠;冬日冰雪皑皑
，银装素裹。乍晴乍雨或晨错交接之时，天子山云烟缭绕，或铺天盖地
，或袅袅婷婷，静如薄纱笼罩，动则运天雪涌。

天子山位于“金三角”的最高处，素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的
美誉。天子山海拔最高1262.5米(昆仑峰)，最低534米(狮兰峪)。景区总面
积67平方公里，环山游览线有45公里。年平均气温12℃，年降雨量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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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年无霜期240天，年冰冻期60到80天左右。从天子山的地质地貌来
看，除山顶上海拔几百米以上有一层石灰岩和极少量的龟纹石以外，大
部分景区景点都是石英石构成，属砂岩峰林地貌，基本上与索溪峪，张
家界相同，是三亿八千万年前由一片汪洋大海逐步沉下来的沉积岩(水成
岩)，后来，又由于复杂而漫长的成岩过程，才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总
厚度达五六百米的石英砂岩，形成了各种造型奇异的景观。

武陵源导游词7

各位游客，大家好!

我是新星旅行社的导游，我姓戴，你们可以叫我小戴。今天，将由我带
领大家游览武陵源景区，武陵源景区风景优美，在游览过程中，请大家
不要乱扔果皮纸屑。

武陵源景区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它又叫袁家界。它被誉为“山水经典
、诗画之源”、“扩大了的'盆景，缩小了的仙境”。

瞧，前面就是黄石寨了。黄石寨因古代有一个名叫黄石公的人在此隐居
而得名。它是由许多的悬崖峭壁共同托起而形成的一块南高北低的观景
台。它还是袁家界景区的精华。黄石寨山奇、水奇、石奇、云奇、林奇
、动物奇，山顶上还建了六奇阁。

现在，我们站在天下第一桥上。它是张家界十大绝景之一，横跨在两山
之间，雄伟壮观。鸟瞰桥下，只见白云飞渡，奇峰林立，放眼四望，层
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独立石峰扑入眼帘，让您目不暇接。当地有一首土
家民谣这样形容天下第一桥的气势磅礴：一桥一桥高又高，天天都被云
雾包，初一桥上扔花瓣，十五还在空中飘。实际上，天下第一桥所跨的
两座大山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中间部分的石质比较脆弱，由于风化
、崩塌作用的影响，又经过日晒雨淋、流水冲刷、山洪肆虐，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便形成了眼前的这一旷世奇观。

走过石板游道，便来到了迷魂台。站在迷魂台上俯视群峰，不仅魂儿被
迷住了，心魄也会丢在峡谷中。著名词作者梁昌武站在迷魂台上随口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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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首《清平乐》：云雾缭绕，花香鸟语早，南国奇峰何处找，袁家界
上独好。千峰穿云高耸，万顷松杉葱茏，石林千姿百态，幽谷碧水淙淙
。

接下来自由观赏，游览时要注意安全，在悬崖峭壁旁，应当靠里走，以
防坠落。

张家界的美名，袁家界的美景，是每一位来袁家界旅游的中外游客发自
内心的赞叹。相信你们游览之后也会有同感。

祝您们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武陵源导游词8

“天子山有五千多个台阶，可以乘缆车，只需要十分钟左右，也可爬山
，那可要1个半至2个小时”。我想五千个台阶算什么，照样可以爬上去
，所以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爬山。

“出发啰“！随着大家的一声叫喊，我们几个小孩首先冲了出去，奋力
往上爬；我更是一步跨过两个台阶，三步并作两步走，把爸爸妈妈落在
了后面。

刚开始，我的精力十分旺盛，跑在了最前面。后来逐渐体力不支，腿十
分酸痛，脚也总是不听我的使唤，仿佛有千斤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汗水浸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顿时落在了后面。不一会儿，爸爸妈妈
赶了上来，只见爸爸也累得气喘吁吁，挥汗如雨，好像冲了个凉水澡。
这时我想起姥爷说过：“彼山岳虽高，登而不辍，必达其巅；洋海虽广
，航而不止，必抵其岸”。我顿时精神百倍，信心十足，身上充满了力
量，重新爬了起来，虽然爬山充满了艰辛，但艰辛中充满了自豪和欢笑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两个小精灵，一个叫“坚持不懈”，一个叫“半途
而废”，可一山不可容二虎，我选择了“坚持不懈”，就是这个小精灵
一直鼓励着我，让我用毅力战胜了自我，一步一步爬了上来。

终于，一缕阳光射在了我身上，“到山顶啰”！我奋力地喊着。眼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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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眺望，每一座山仿佛都在我的脚下，天子山奇、险、秀、幽、野；
那一片片石林，千姿百态；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幻莫测，时隐时现；
有时像汹涌的波涛，有时像阳光照耀下的光辉。

我们登上天子阁的顶层往下看，有许多千奇百怪的山，有的像一位仙女
怀抱花篮在散花；有的像一根根御笔，高低错落，十分壮观。站在天子
阁顶层，我想起了杜甫写的一首诗《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的含义。

这次爬山，虽然回到宾馆后，我的腿还疼了一夜，但锻炼了我的毅力、
也培养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和知难而进的精神，领略了成功的自豪，因此
我觉得值得。

武陵源导游词9

各位游客大家好：

我是你们本次旅行的导游，我姓杨，大家可以叫我小杨，也可以叫我杨
导。游览还未开始，但您心是否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别急我们现在就去
看看景点武陵源吧!

走进负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变化、桂林之秀丽的武陵源，只
有亲自来才能领略这仙境般迷人的景色。各位游客请向东转，大家看重
重叠叠的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入去，它们是多么友好，一座挨着一座，
一座有一座的特点，一座有一座的姿态，游客们看：这些山峰有的像采
药的老人，有的像美丽的少女，有的像摩天大楼⋯⋯它们排在您面前向
各位微笑，向你们絮絮低语，每一座山峰都像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
的诗。

武陵源的峰林之中，最使人难忘的是金鞭岩，它是最高的山峰，和其他
的山峰截然不同，从山脚到山顶，像被斧头砍刀劈过似的。几棵松树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呢?大家看，远处有一只展翅欲飞
的雄鹰，一只翅膀抱着金鞭岩，它便是有名的“神鹰护鞭”。站在观景
台上武陵源的景色尽收眼底。金鞭溪本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溪，溪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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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流去，却早已干旱不过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又开始流趟。风吹了过来伴
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只有仔细闻才能闻到，您是否闻到了。

其次这里也是植物、动物的家，有活化石珙桐、银杏、水杉比比皆是，
野生动物有500多种，都竖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猕猴⋯⋯
春夏秋冬这里景都各不相同。

这里还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名录，给人类无数的宝贵财富。

张家界，名副其实的人间仙境，我们的旅行到此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
次光临。

武陵源导游词10

乌江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西南角夹石镇入境，流经夹石、土地坳、板场
、甘溪、官舟、淇滩、和平、黑獭、黑水、思渠、黄土、新景、洪渡等1
3个乡镇境，至洪渡苏家村思毛坝小旁滩流入重庆市。乌江在沿河境内长
达132千米，沿途不仅自然景观奇美壮观，人文景观深厚，而且以土家族
为主的民族风情亦丰富多彩、淳朴厚实。

乌江在沿河境内形成两百多里的天然山水画廊。夹石峡、黎芝峡、银童
峡、土坨峡、王坨峡这5个峡长达89公里，峡谷风光自成一体，有“乌江
百里画廊”之称[1]。两岸翠绿葱郁，山峦叠嶂，奇峰对峙，各显神姿。
乌江诸峡既和谐统一，又各具特色。夹石峡高山齐云，蓝天一线，峡风
呼啸，江涛逼人;黎芝峡妩媚多姿，美女峰、天门石、草帽石、佛指山神
情酷似，景观多而奇美，为诸峡之冠;银童峡顽皮刁钻，左右高山不时横
截江面，峰回路转，山重水复，船行其间如进迷宫，令人迷惘;土坨峡，
山高、水深、谷幽，奇峰峻岭间，有成片竹林，参天古树，群兽竞美，
，百鸟争鸣。

能目睹长江三峡早已绝迹的猴群，或攀藤附葛，临江戏水，声声长啼，
或对船推石惊吓游客，游憩于树枝石墩搔首弄腮;王坨峡，江面时宽时窄
，江流时急时缓，两岸林木葱郁，竹影摇曳，数里外可见到温泉袅袅升
腾飘拂的白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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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峡北接重庆市乌江峡谷，南邻梵净山自然保护区，是长江三峡——乌
江山峡——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张家界森林公园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又是这条旅游环线的重要通道。到乌江山峡游，可由乌江水路，
也可由411省道、326国道入峡。由乌江水路，南从余庆顺江而下经思南
、德江，于七里滩进入夹石峡;北从涪陵逆江而上经武隆、彭水，于小庞
滩进入王坨峡。由411省道，从梵净山经印江抵达沿河淇滩镇沙坨，进入
夹石峡北端。由326国道，西从遵义经湄潭、凤冈、德江，东从张家界经
永顺、保靖、花垣、秀山抵达沿河和平镇，上可游览夹石峡，下可游览
黎芝峡、银童峡、土坨峡、王坨峡。

武陵源导游词11

各位游客：

一路辛苦了!欢迎你们来到风光如画的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武陵源这个词最早出自唐代山水诗人王维一首名叫《桃源行》的诗。诗
中写道：“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武陵源地处湖南省西
北部，与慈利县交界，南与张家界市永定接壤，西北与桑植县毗连，整
个景区包括张家界国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索溪峪风景区，方
圆369平方公里，拥有三百多个景点，上千处潭、湖、溪、瀑，上万种珍
稀动植物，它以雄、奇、幽、野、秀、峻、险的景观，赢得了“风景明
珠”的美誉。解放前，由于闭塞，武陵源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认识”，
不为别人所知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
下，武陵源才得以脱下神秘的面纱，展露出美妙的姿容。1998年国务院
正式批准，将张家界、天子山、索溪峪组成武陵源地区，1992年武陵源
以它“具有特别的和世界的价值”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从此，武陵源以它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走遍全国，享誉
全球。

下面，我们将游览黄龙洞，宝峰湖，从索索溪峪出境。在游览过程中，
我重点给大家讲解黄狮寨的闺门初开、天书宝匣、金鞭岩，天子山的天
子峰、御笔峰以及索溪峪景区的黄龙洞、宝峰湖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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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它是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
国第一座国家森林公园。它不仅森林资源丰富，风景更是奇秀，有“别
开生面张家界，境在五岳黄山外”的美誉。论植物，他物种齐全，仅珍
稀木本植物这一项就比整个欧洲高出一倍。它的森林覆盖率达97.7%，被
誉为“世界森林宝库”。论山水，她有“三千翠微峰，八百琉璃水”。
赏花卉，她奇花异草处处有，一年四季有花开。观动物，飞禽走兽穿山
而过，蝉鸣鸟叫伴人行。看特产，雕刻织锦般般有，花团锦簇色色新。
张家界可以说是无处不美，无景不奇，无处不新。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踏上了黄狮寨游览线，当地有句民谣说，不登黄狮
寨，枉到张家界。黄狮寨是张家界的制高点，登上黄狮寨，武陵园风光
尽收眼底。黄狮寨位于森林公园西部，因为这里山势像雄师而得名。我
们这次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名叫“闺门初开”。

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座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大园门，进了这道门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自然风景区。园门左边耸立的这座高大石柱，带团
日记，是人工建造的。上面书写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9个金色大字
是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为庆祝91’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而题
写的。大家看，这里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山势极为狭窄，形成山门，
因此被喻为“闺门初开”意思是说张家界这位美女打开房门向我们展示
罕见的大面积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它的成因和地貌形态特征既不同于桂
林喀斯特地貌，有不同于福建武夷山的丹霞地貌，更不同于西北黄高原
的黄土林。它的特点是沟谷幽深，石壁陡峭。三亿八千万年前，这里曾
是一片汪洋大海，海底岩层逐步沉积形成积岩，经过复杂而漫长的成岩
过程后，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总厚达五百六十米的大面积石英砂岩和部
分石灰岩。它们各自的最大特点是，前者抗溶蚀，后者是可溶蚀的。我
们后面将要游览到黄狮寨金鞭岩就主要是由石英砂岩构成的，黄龙洞是
由石灰岩构成的。

现在我们来到天书宝匣。天书和宝匣在哪里呢?大家看，对面山上有一个
很像书匣的长方形盒子，上面有一个抽盖已经被抽开了半截了。相传古
代有一个财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一辈子梦想做皇帝。于是他就
到一座寺庙进香求神，上山找到一个宝匣，抽开一半，没有见到天书，
迷茫之中看见了只白鹤朝他飞来，以为仙鹤是来帮他取天书的，就往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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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纵身一跳，于是命丧黄泉。宝匣至今抽盖还有一半没有关紧，那本天
书依旧挂在天边。在黄狮寨还有南天门、铜墙铁壁等许多景点，同样会
让你感到美不胜收。1981年世界着名摄影家简庆福登上黄狮寨，曾感叹
道;“踏遍名山千百座，方到天崖绝妙处”。

地层产生褶皱，形成今天的武陵源隆起带，武陵源就处于该隆起带的边
缘。由于这一带褶皱宽缓舒展的自然运动使风景内大部分地段的沉积岩
倾角特别平缓，平缓叠置的岩层使山林石柱重心降低，层与层之间的摩
擦系数加大，再加上石英砂岩本身固结力大和抗风化力强的特点，使景
区内许多数百米高的像金鞭岩这样高大山峰拔地而起。构成金鞭岩的石
英砂岩还略带金黄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尤其是夕阳西下之时，
金鞭岩的鞭身会反射阳光，构成夕阳照金鞭的美丽景观。请大家把目光
移向金鞭旁边的这块山石，它的形成很像一只老鹰，勾嘴瞪眼，略展翅
膀，好像在守护着金鞭。它又为我们武陵源增添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叫
做“神鹰护鞭”。1981那，着名画家张文俊游览张家界后曾挥笔题词说
“青岩山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桂林之秀，黄山之变化，诸山之美兼
而有之，而青岩山之俏，为我平生之罕见。天工造化文明有，唯有金鞭
奇上奇”。

武陵源导游词12

各位游客，一路辛苦了！我是各位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韩导，接下来
我要带大家去风景如画的世界遗产——武陵源，祝大家旅游愉快！

武陵源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它以泰山之雄、华山
之险、桂林之秀幽峻的景点，赢得了“风景明珠”的美誉。

到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韩导要和各位说一声“不要乱涂乱画、乱扔
垃圾、拍照等不文明行为”。

山，奇峰起伏，交错成趣；水，泉清瀑美，千姿百态；洞，幽深神秘、
奇妙无比。有“别开生面张家界，竟在五岳黄山外”的美誉。论山水，
是“三千翠微峰，八百琉璃水”；观动物，飞禽走兽穿山而过，蝉鸣鸟
叫伴人行；谈花卉，它奇花异草处处有，一年四季有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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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张家界森林公园，绕过黄龙洞，就来到天书宝匣。可是，天书和宝
匣在哪儿呢？瞧，仔细看，对面山上有个像书匣的长方形盒子，上面的
抽盖已经抽开半截了。相传有个财主，五谷不分，一辈子想当皇帝，于
是去寺庙求神，上山找到个宝匣，抽开一半，却没见到天书。突然，一
只仙鹤朝他飞来，以为是给他天书的，往崖边一跳，命丧黄泉。1981年
，世界著名摄影家简庆福曾赞叹道：“踏遍名山千百座，方到天崖绝妙
处”。

眼看火车站要到了，韩导是时候和大家说bye-bye了，希望大家有什么意
见和建议都向韩导提出来，我会做得更好的。武陵源真不愧是世界遗产
。

武陵源导游词13

各位游客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田皓钧，大家可以叫我田
导，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武陵源。今天我带大家来游览世界遗产武陵源
，请大家听我指挥，并注意安全。

大家知道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由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和
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合而成，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

大家往前面走，现在看到的是张家界森林公园，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
公园，公园有奇峰3000多座，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被称为“
自然博物馆和天然植物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森林中的石英砂岩峰林
，这些岩壁峰石，连绵万顷，层峦叠嶂，美丽极了。

大家继续往前面走，现在看到的是索溪峪，因溪水如绳索而得名。其“
山奇、水秀、桥险、洞幽”的特点而闻名。走在溪边小路上，一路清凉
，沁人心脾。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天子山。这里不但有奇山秀水，还有淳朴的民情，
奇特的民俗、独具风味的民族食品正等待着各位光临。难怪有人评价说
：“谁人识得天子面，归来不看天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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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们，武陵源之旅到此结束，你们现在可以自由游赏，请大家注意安
全，不要乱扔垃圾，祝大家玩得愉快。

武陵源导游词14

各位游客：

一路辛苦了！我是各位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韩导，接下来我要带大家
去风景如画的世界遗产——武陵源。

武陵源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它以泰山之雄、华山
之险、桂林之秀幽峻的景点，赢得了“风景明珠”的美誉。

这里的山，奇峰起伏，交错成趣；水，泉清瀑美，千姿百态；洞，幽深
神秘、奇妙无比。有“别开生面张家界，竟在五岳黄山外”的美誉。论
山水，是“三千翠微峰，八百琉璃水”；观动物，飞禽走兽穿山而过，
蝉鸣鸟叫伴人行；谈花卉，它奇花异草处处有，一年四季有花开。

走过张家界森林公园，绕过黄龙洞，就来到天书宝匣。可是，天书和宝
匣在哪儿呢？瞧，仔细看，对面山上有个像书匣的长方形盒子，上面的
抽盖已经抽开半截了。相传有个财主，五谷不分，一辈子想当皇帝，于
是去寺庙求神，上山找到个宝匣，抽开一半，却没见到天书。突然，一
只仙鹤朝他飞来，以为是给他天书的，往崖边一跳，命丧黄泉。1981年
，世界著名摄影家简庆福曾赞叹道：“踏遍名山千百座，方到天崖绝妙
处”。

好了，请大家不要乱涂乱画、乱扔垃圾，自由活动半个小时后在此地集
合，祝大家旅游愉快！

武陵源导游词15

各位游客，欢迎来到武陵源!

武陵源的奇峰有3103座，够壑纵横，人迹罕至，在36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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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垂直400米以上的石峰有一千多个，十分奇。

在一段时间里，每当雨过转晴或阴雨连绵天气，幽幽山谷中生出云烟，
晨雾飘渺在层峦叠嶂间，云浓时，石峰若隐若现，使晴日下坚硬山峰变
得妖娆，观雾的最好季节是夏季，天子山是赏雾的最好去处，如果各位
游客也想欣赏到这番神秘，也可以在夏季前来观赏。

武陵源水绕山转，众多的瀑、湖各呈其妙，其中金鞭溪是一条长厂的溪
流，有十几公里长，它潺缓地流过纸草潭、跳鱼潭、楠木坪和天子洲，
最后由索溪峪注入澧水。

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来到了风光如画的金鞭溪。金鞭溪发源于土地垭，
全长四十多华里。溪水由南向北，在慈利县注入澧水。这里溪水清澈见
底，两岸路绿树成林，奇峰耸立，一种“人在山峡走，宛在画图中”的
意境油然而生。现在矗立在我们面前的这300多米高的山峰就是我们仰慕
已久、享誉中外的金鞭岩。大家抬头看，金鞭岩四四方方，有棱有角，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把倒插在空中的利剑。它被誉为武源风景
的一顶王冠，一大奇观。人们赞美金鞭岩是“名山大川处处有，唯有金
鞭奇上奇”。相传这金鞭是秦始皇为了扩大疆域用来赶山镇海的神鞭。
金鞭岩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大家知道，我们地球上今天的地质构造格局
主要形成于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山地壳运动。燕山运
动使历史上沉积下来的数千米的中、古生代

游客们，时光飞逝，今天的武陵源之游结束了，欢迎下次再见。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wlydyc-doc-6247p5uz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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