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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景点导游词

 

珠海景点导游词1

珠海长隆国际马戏珠海长隆国际马戏城位于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
区内，东临长隆海洋王国，西与长隆横琴湾酒店相连，是专为承办中国
国际马戏节打造的世界顶级国际马戏赛场。马戏城作为长隆国际海洋度
假区核心建筑之一，成为游客驻足品玩一大景点，真正将演艺娱乐和旅
游休闲文化完美结合，让游客全身心得到释放，在极具海洋特色的自然
景观中，体验世界超强的马戏阵容带来的震撼。

第一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圆满落幕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马戏表演让很
多观众意犹未尽。长隆国际马戏城将让精彩和欢乐的马戏精神无限延续
，从20xx年1月18日开始，汇聚法国明日与未来、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马
戏节、俄罗斯国际马戏节、意大利拉蒂纳国际马戏节等全球各大著名赛
事的金牌节目将耀目登场，精彩绝伦的奇幻马戏，即将在这里日日上演
，永不落幕。届时来自全球十几个国家、地域，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
的150多位马戏表演艺术家，将为您倾情演绎无比惊艳的、代表世界顶级
水平的国际马戏表演节目，让更多的朋友不出国门，就可以一次看遍全
球各个著名国际大赛的皇牌节目!超近的距离，空前的震撼感受，让观众
可以从眼前、头顶、空中多维度的感受到精彩演绎，切身体验世界一流
的国际马戏饕餮盛宴。

珠海国际马戏城主要由马戏剧院及马戏酒店组合而成，二者风格各具特
色，总投资3亿多元，其中马戏剧院占地8000平方米，能同时容纳2700多
人观看表演。马戏剧院以一组凹凸相间的弧面围合而成，形成一个既蕴
含变化兼和谐统一的立面，而又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现代大气，令人联
想起拥有无限神力的"魔戒"，激发起游客的好奇心、魔幻心、探求心。
剧院外立面嵌入超大环形LED屏，宛如魔戒上璀璨的宝石，令整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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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熠生辉，色彩纷呈。如果说马戏剧院是充满未知和神秘的"魔戒"，那
么马戏酒店则是回归温馨与浪漫的"家园"。这里仿照欧洲小镇的建筑布
置，以带给住客异国风情为目标，借鉴欧式建筑的构件与造型，营造出
了温馨的欧洲小镇氛围，为在马戏神秘世界徜徉的游客提供了另一个舒
适温馨的休憩家园。!

珠海长隆国际马戏剧院采取全钢结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专业复合型国
际马戏场馆，与其他国际马戏场馆相比，珠海国际马戏城的科技感更强
，加入了更多的时尚元素，硬件设施、包括安全保护设施都更加完善。
从建筑外观看，马戏剧院的外立面由一块块两头为圆曲形的香槟色铝板
拼接而成，从上到下共有7层，板间布置灯带装饰。整个剧场外表面由21
00多块铝板拼接而成，最大的有4平方米，剧场外巨大的LED屏由288块
长方形组成，形成一个巨大的"魔戒"外形。

走进马戏剧院内部，其炫彩夺目的主舞台背景是一个巨大的面具造型，
场上的马圈按世界标准的马戏场建设，最外围的一圈直径17米，内圈直
径13米。舞台上具有独特的升降台有别于其他马戏馆，可容纳30个人的
乐队在高空现场伴奏，不仅不影响演员的表演，而且现场的伴奏能给观
众带来更华丽更震撼的视听享受，也为马戏表演加分不少。

面具"的后方同样"机关重重"，被称为"二道幕"的空间，主要是用来供演
员候场和摆放各种表演器材。"二道幕"的左手边是一条专门为动物明星
上场设置的通道，正后方则是候场区——演员入场通道，分开的通道更
便于演员和动物上场，互不干扰。在不久的将来，马戏剧场将以1：1的
比例，在后台模拟一个舞台，供候场演员们训练、准备演出。

20xx年，珠海国际马戏城将携令人叹为观止、耳目一新的马戏表演，与
全球最大的海洋动物主题公园——长隆海洋王国一起，共同打造不一样
的海洋度假休闲体验，为您的度假之旅带来全新的感受!

珠海景点导游词2

九州岛九州岛位于珠江口内西侧的九州洋面，距珠海市区九州港4公里，
主岛面积仅1。5平方公里，是广东省省级旅游度假区。岛上林木葱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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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翠满月，秀颀碧绿，壑幽林美，有木麻黄、榕树、细叶桉、杉树、龙
眼树、番石榴树等。九州岛是九个岛屿的总称，包括大九州、九州头、
鸡笼洲、横山、横档、海獭洲、茶罐洲、大尾湾、龙眼洲东湾九个岛屿
。以面积1。5平方公里的大九州岛居首，与澳门遥相对峙，离珠海市九
州港仅几千公尺。每天都有渡轮从九州港开至大九州岛。人们在九州岛
西面一个“L”字型的小码头登岸之后，便可循一条2米宽的环岛水泥道
游览。

九州岛是九个岛屿的总称，据《香山县志》记载：“九洲星洋在城东南
海中，有九岛如星，称九星洲山”。又云：“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对
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甘美，为蕃船（外国商船）往来所汲，曰
‘天塘水’”。九洲则包括大九洲、九洲头、鸡笼洲、横山、横档、海
獭洲、茶罐洲、大西排、龙眼洲九个岛屿。以面积1。5平方公里的大九
洲岛居首，与澳门遥相对峙，离珠海市九洲港仅几千公尺。每天都有渡
轮从九洲港开至大九洲岛。人们在九洲岛西面一个“L”字型的小码头登
岸之后，便可循一条2米宽的环岛水泥道游览。

九洲岛有三个山丘，主峰海拔56米，峰顶平坦多石，有石级小路通达山
顶。北部山峰建有澳门机场的导航塔，成为小岛一景。登上九洲岛，可
环视珠海市区和澳门三岛，眺望南中国海。九洲岛风景绝佳，被称为珠
海市的一颗“海上明珠”。岛东侧有两个沙滩，沙粒晶莹，粗细适中，
海水和天空同色。九洲岛的度假中心还设在岛东海湾上，建有凉亭、旅
馆、冰室、餐厅、小卖店、更衣室、游乐场等。

珠海景点导游词3

欢迎各位来到珠海，大家现在看到的珠海是一个道路宽阔，高楼耸立的
现代化城市，不过，在20年前这里还是小的渔村，都是托改革开放的福
，我们这里才得到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1991年，珠海
以整体城市为景观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珠海旅游城”，成为中国“旅
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8年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范例
奖”，这可是中国城市中个被授予这个称号的。

二到现在全国也只有四个城市获得这一个称号，它们是：北海、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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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怎么样，都是大名鼎鼎的名城吧，不过它们都排在我们珠海之后
。1994年元旦，我们珠海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旅游城市”，还获
得了“国家园林绿化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等一系列殊荣。现在大家都请深深地呼吸一口空气，因为我们珠
海的空气被称为“可以罐装出口”，说明它多么珍贵。

大家请向窗外看，可以见到我们珠海的街道十分宽阔，跑在上面的车辆
却甚少，街边行道上的行人也很和，在珠海很少见到人头攒动的拥挤景
象，这里因为我们珠海市的面积是7650平方公里地，而人口只有100多万
，人们在这里都可以闲适地漫步。大家再看看天空，我们珠海的天空多
蓝，这在许多大城市已是很少见的景象，透明的空气使我们珠海的阳光
也分外明亮，道路两边的绿化带也是花团锦簇，叶片上连一点灰尘都看
不见。珠海市区人口密度小，道路宽阔，无车水马龙的拥塞，绿化程度
高，海岸线长，蓝天白云，绿树碧海，这就是我们珠海的特点，我们这
里的空气无污染，大气质量优于国家一级标准呢。

珠海这里原是一片海滩，1840年以后才逐渐变成大陆。珠海的得名正是
因为它位于珠江的出海口。珠海市内陆地区于1949年解放，万山群岛于1
950年解放，“万山群岛战役”是我们海军的首次海战，也是我海军首次
和陆军协同作战，更是我海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光辉战例，相
信许多中年人都听过解放军解放万山群岛的故事吧。

1953年，这里正式成立了珠海县，1980年在珠海设置了经济特区。邓小
平同志曾先后两次视察珠海经济特区。1984年，他首次视察珠海，亲笔
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1992年视察南方，他两次来到珠海，在长达7
天的视察期间，其足迹遍及珠海的山山水水。

珠海市的整个地区包括珠江口外环抱香港、澳门的6000多平方公里的辽
阔海域。这海域内有146个岛屿，像粒粒珍珠般点缀期间，是广东省拥有
海岛和海滩数目多的城市，所以珠海有“百岛之市”的美称。这些岛屿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万山群岛，而其中伶仃岛更是著名。南宁丞相文天
祥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就是在这片伶仃洋
写成的。伶仃又分为外伶仃和肉伶仃，“外伶仃岛”位于万山群岛之前
沿，其中的高栏岛上有距今三千年的摩崖石刻，绘有鸟兽云水和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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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它反映了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是中国岩画考古上的重要发现，
不仅面积大，内容丰富，亦蕴含着众多的史前信息，被誉为“无字天书
”。

在万山群岛的众多岛屿中，东澳岛迷人，上面林木葱郁，有的地方古树
参天。踏上东澳岛，蔚蓝色的海水，葱绿色的山野，枭枭的渔村炊烟，
停泊的艘艘渔船、舢板，使你顿有走进世外桃源的感觉。在东澳岛，吸
引的要数沙滩，东澳岛有南沙湾、大竹湾，小竹湾三个沙滩，其中南沙
湾更享有“钻石沙滩”的美誉。沙质洁白细腻，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
水清澈见底，沙滩平缓宽阔，海浪多而不大，是为冲浪、海浴的去处。

现在岛还留有明末守岛军民抵御外海而构筑的铁城、烽火台等，此外，
还有日军侵华时日军飞机场旧址等一些当时的军事坑道。

我们珠海的旅游景点和旅游极为丰富多彩。

如大型历史文化景观圆明新园，梅溪牌坊、梦幻水城、珍珠乐园、九州
城、珠海渔女、情侣路、竹仙洞、白莲洞公园、斗门御温泉、珠海温泉
、白藤湖水上风情游景区、石景山观光索道滑道、鳄鱼岛、生态农业园
等。1996年，又在珠海机场举办了有全世界数百家航空公司、飞机制造
公司参展的每两年一次“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成为珠海吸引国
外游客的一个重要项目。

我们珠海不仅是一个景色秀美的海海滨城市，还出了许多名人，像中国
近代史上出洋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容闳，他是珠海南屏镇人，1841
年由英美商人资助赴美留学考取博士，后来出任清政府驻美任副公使，
晚年参加戊戌变法活动，力主教育救国，1900年结识孙中山，结成亲密
的友谊，1872年起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中出了詹天佑
、唐绍仪、梁敦彦等一大批后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都。珠海的名人中
还有中华民国首任内宅总理唐绍仪，珠海唐家镇人，1874年第三批官费
留美学生，1904年任清政府关于中英问题谈判全权大臣，据理力争，确
认我国对领土的主权，民国成立后出任任内阁总理。

这唐家镇还出了一位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他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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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苏兆征。1922年他与林伟民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我们珠海还出过一位
商业巨子，就是前山镇梅溪村人陈芳，他早年随叔父经商檀香山，后经
营蔗糖业致富。娶夏威夷国王妹为妻，成为华商住在夏威夷的个百万富
翁，被誉为“商界王子”，曾任夏威夷国会议员，清政府驻檀香山总领
事。1890年变卖60万美元之家产归国，在家乡建造房屋时，并乐善好施
，清光绪帝为他赐建表功牌坊，今天已成为珠海的又一新景点“梅溪牌
坊”。

到了近代我们珠海还出了一位体育史上的光辉人物1，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就是容国团，他是南屏镇人，自幼喜爱乒乓球运动，勤学苦练，技压
群雄，获香港乒乓球锦标赛三项冠军，击败世界冠军荻村。1958年，获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1959年，在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中获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体育史夺得了块世界冠军的。1961年，与
队友合作，又为我国赢得个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1965年，率国家女队
夺得个乒乓球女子团队世界冠军。他那“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现已
成为我国广大体育运动员为国争光的座右铭。

我们的车现在经过的正是珠海出名的“情人路”，许多游客可能听说过
上海有一道“情人墙”，就是在黄浦江边的一道堤岸，每到傍晚一对对
情人就来到江边，依墙观水，款款细语，但由于上海的人口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对对情人要摩肩接踵，成为上海一道异样的风景。而在我们珠
海的情人们处境就浪漫得多了，看看这道长达7公里，沿海的情侣路，宽
广的路面由草坪间隔，路边绿树成荫，式样精美的长椅疏密有致地分布
着，许多奇石雕塑点缀其间，海风阵阵，夜幕降临时，华灯齐放，那份
浪漫和迷人的情调真的令人陶醉，整条情侣路像临海飘动的一样彩带，
把海湾的意味充分体现出来。

情侣路往南就是著名的海滨公园，过去公园是收门票的，但近年来珠海
市政府已取消围墙，使它成为一片市民可以随便享用的美景。由于珠海
人口少，公园里永远也不会人头攒动，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享有一大片
宁静的绿野。

在情侣路上有一个热闹的码头，这就是“澳门环岛游”的其中一个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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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澳门环岛游是珠海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在珠海香洲、九州港和湾仔
都开办此项业务的游船。游客乘上船，环绕澳门一周，船上的导游小姐
会不停向游客介绍对岸的情况，沿途可以看到不少澳门著名的景点，如
当年的总督府、友谊大桥、湾仔大桥、东南亚的萄京大赌场。葡京大赌
场的顶部建筑像鸟笼一样，据说有“飞进笼子出来难”的意思。还有38
层的中国银行，它是澳门的建筑。还有从不同角度看去会有不同颜色的
国际多金融大厦，它有“变色楼”之称。环岛夜游不仅可欣赏珠海的夜
景，更可饱览澳门迷人的灯光美景。逢年过节，景色更是美不胜收

好，大家向海边看去，现在我们已来到美丽的香炉湾畔，那里矗立着一
尊巨型石雕—珠海渔女。她颈戴项珠，身掮渔网，裤脚轻挽，双手高高
擎举一颗晶莹璀璨的珍珠，向人类奉献珍宝。这座石雕，身高8.7米，重
量10吨，用花岗岩石分70件组合而成，是中国著名雕塑家潘鹤的杰作。
而今，这座雕像已成为珠海市的象征。这里面还有一段优美的传说。

相传古代有位仙女被香炉湾美丽的风光迷住了，不愿返回天上，决意下
凡。她扮成渔女，织网打鱼，捞蚌采珠，心灵手巧，心地善良。后来她
结识了一们憨厚老实的渔民青年海鹏，两情相悦，朝夕相依。不幸的是
，有一个巫师知道她不是凡女，去挑拨离间，说她是一条蛇变的，只要
摘下手上的玉镯就会现原形，单纯的海鹏轻信了他的话，要仙女摘下手
镯给他作订情信物。仙女听了泪如泉涌，但为了向海鹏表明她真挚的爱
，终脱下了手镯，旋即死在情人怀里。原来仙女是南海龙王的女儿，龙
宫中八个管家婆为防她思凡遁逃，每人给她套上一只手镯，只要脱掉一
只，她就会死去。

海鹏此时悔恨已晚，饮声泣血，哀天恸地。九州岛长老为这人神之间的
深情厚爱所感动，引导海鹏上大九州岛，找到一株“还魂草”，并嘱咐
他“还魂草”须用人的鲜血浇灌，才能长大作药用，救人命。海鹏于是
每天用自己的血浇灌“还魂”终于长大，救活了仙女。从此，仙女真正
来到人间。成亲那天，她和姑娘们在海边拾到一枚硕大无比的海蚌，挖
出一颗举世无双的宝珠，于是，渔女高擎着宝珠，献给德高望重的九州
长老。这美丽的传说，寄托了善良的珠海人民深沉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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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景点导游词4

珠海大型情景式水上乐园“梦幻水城”位于珠海市九洲大道兰埔，与南
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新园相邻，占地60000平方米，前期投资80
00千万元，共10大区域，20余种娱乐设施，是以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为
背景建设的主题公园，于1999年7月建成开业。走进梦幻水城，仿佛开始
了一段神秘、奇幻的旅程。

古埃及的母亲之神依希斯、太阳之神拉神以及勇猛的何露斯、魔力无穷
的法老和妖后都让你释放无限惊喜：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环境艺术--水
景雕塑、鲜艳的壁画裂痕的艺术、精致的浮雕都让你展开遐想的翅膀：
而水上赏心悦目的表演情景交融，在任何一个项目尽情游玩时则如身处
某年遥远的故事情节，单中的趣致则让“情景式”的感觉大放异彩!漂流
河的探险、各类滑道的刺激和紧张、儿童反斗城的无穷稚趣让您身心在
滟潋的水光中自由地飞!徜徉在水的怀抱，感受一份参与的热浪--回归自
然的感受真好!

这是梦幻水城中最充满激情的娱乐项目，造浪池呈扇形状态，长约70米
，宽55米，模拟大海滩的性能，通过池底鼓风机营造出8种不同状态的浪
峰1.5米。造浪池深水区则波浪汹涌，浅滩区水波微动。游客可在此沙滩
嘻戏，又可在此作冲浪运动，置身于人造浪滩，感受海滨怡情，令您倍
觉回归自然的轻松惬意，随海浪拍击节奏轻轻呼吸--人与自然和谐之曲
。英雄的漂流——漂流河。梦幻水城的漂流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一条人
工漂流河，它营造出水流湍急的激流河状态，让你感到自己就是一位真
正的英雄。

珠海景点导游词5

梦幻剧场坐落在海泉湾度假区大型主题活动和游客美食休闲娱乐的中心
——渔人码头,是海泉湾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精心打造的国内首屈一指的
现代化、多功能室内剧场，能满足大型歌舞晚会和庆典活动现场直播需
求。总建筑面积8033平方米，剧场内净空高14米，舞台台口高9米、宽16.
6米、深17.5米，舞台总面积787.5平方米，能容纳1250多位观众，座椅分
为贵宾席、嘉宾席和普通席，三分之一的座椅具有360度旋转等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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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剧场是目前国内舞台、灯光、音响设施最为先进，功能最为齐全的
大型剧场之一，多功能的梦幻剧场具有三层楼高的表演空间，可升降、
多轨道移动旋转舞台，二十八道推拉式实景，台前及观众席周围喷涌着
各式喷泉，不时有多媒体投影与电脑激光灯交织闪烁隐现其中，立体声
环绕音效使您从视觉、听觉中去感受美妙“梦”境。世界顶级的灯光音
响，灵活多变的舞台机械，技艺精湛的演员，国家顶级导演、音乐、舞
美、灯光、制作班底的绝妙融合，成为海泉湾最闪亮的一角，曾成功承
办了中国南方新思路模特大赛总决赛，并为惠普、联想集团、西门子、
微软等国际知名公司举办隆重大型会议、庆典仪式、新闻发布会提供了
锦上添花的效果，给观众留下最震憾、最难忘的经典回忆。

珠海景点导游词6

前山中山亭是中国唯一的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持锄奠基的纪念孙中山先生
的建筑物。它座落在前山镇东北梅花村后山坡上、广珠公路旁，始建于1
920年。现为珠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中山先生于1920年4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致力于社会革命，赴南
方各省考察，经由南京取道香港、澳门返回故乡――香山县翠亨村，5月
27日上午在前山出席了这一带万余人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发表演讲。
会上，乡民们商议建一座凉亭，以录志此事，孙中山先生欣然同意，并
为之奠基。十多天后即建成一座砖木结构的四柱亭。翌年秋，该亭为台
风毁，1920年重建，1920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正式命名为“中山
纪念亭”，1986年，珠海市人民政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之际，对中
山亭进行了修茸。

珠海景点导游词7

澳门环岛澳门环岛珠海被成为“百岛之市”，拥有美丽迷人的海岛风光
。在湾仔旅游码头，乘坐九洲豪华游艇出海，拥抱蔚蓝的大海，或出海
垂钓、或海岛潜水游乐、或海滩戏水等等，在豪华游艇里，独享海岛旅
游的浪漫与快乐。湾仔旅游码头，珠海九洲旅游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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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九洲邮轮有限公司耗资千万的全国首个开放式旅游码头，拥
有专业游船20艘，其中5艘玻璃钢观光游艇，3艘耗资千万的豪华游轮和2
艘耗资800万的豪华游艇，近3000的客位，日超过13000人次的接待量。
公司运营20xx年来，已为珠海接待游客近2500万人次.是集海上旅游、码
头休闲娱乐、旅游地标、珠澳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珠澳风情港”，主要
经营澳门环岛游、珠澳夜游、横琴海上游、豪华游艇游等品牌项目。是
珠海唯一的海上旅游基地，是体验珠海海洋文化的起点，让我们一起带
着梦想从这里启航，去触碰海洋的肌肤，接受海风的亲吻，拥抱大海的
灵魂，感悟浪漫的特质，开始一段快乐的旅程。

逶迤三公里曲折入海的濠江，不仅孕育了被誉为“东方蒙地卡罗”的澳
门，也孕育了珠海精品旅游线路——澳门环岛游。在珠海特区迅猛发展
的大流下，湾仔旅游码头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澳门环岛游的品质得到
了巨大提升。湾仔旅游码头从最初的临时工棚到简陋的平房，从不起眼
的小镇码头发展到了如今现代化的专业旅游码头，完成了多次升级改造
。近两年，九洲邮轮公司以湾仔旅游码头为中心，集合了珠海的滨海、
鲜花、海鲜元素和澳门葡国风情文化，精心打造别具一格的长约一公里
的环澳门滨海国际景观带。为此，公司投入巨资对湾仔旅游码头硬件配
套设施进行全面升级，对船舶进行装修翻新、码头亮灯工程、停车场、
花卉文化广场以及海鲜档工程进行升级改造。

珠海景点导游词8

东澳岛东澳岛位于万山群岛中部，面积4.62平方公里，东澳岛四周海域
水质清澈，毫无污染。冲浪，潜水，风帆等是这里的主要旅游项目。岛
上有住宿服务，海鲜更是这里的最佳美食。岛的东部有建于清乾隆年间
的古堡铳城，密林中隐著“万海平波”等石刻，中部有汉白玉送子观音
像及送子仙泉;南部有水清沙幼的南沙滩;沿通天古道直上斧担山顶，可观
日月海，相映生辉。

在万山群岛众多岛屿中，东澳岛最迷人。正在建设中的东澳岛林木葱郁
，有的地方古树参天。踏上东澳，蔚蓝色的海水，绿色的山野，袅袅的
渔村炊烟，岸边停泊的艘艘的渔船、舢板，使你顿有走进世外桃源的感
觉，抛却久居都市的喧嚣与烦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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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澳岛，最吸引的要数沙滩。东澳岛有南沙湾、大竹湾、小竹湾三个
沙滩，尤以南沙湾为好，享有"钻石沙滩"美誉。这是在珠海市区或附近
海岛难得一见的沙滩。沙质洁白细腻，海水清澈见底，沙滩平缓宽阔，
海浪多而不大。不愧为冲浪、海浴的好去处。

据介绍，东澳岛在明清时期曾是万山群岛中最为繁华的海岛。岛上有300
0多居民，农、牧、渔、商各业兼有，只是由于战乱频频，人口内迁，才
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现在岛上还留有明末守岛军民抵御外侮而构筑的
铁城、烽火台等，此外，还有日军侵华时日军飞机场旧址等及一些废弃
的军事坑道等。交通线路：由香洲北堤客运站乘船。

珠海景点导游词9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大家可以叫我小王，今天将由我带
大家游玩珠海梅溪牌坊。大家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吗?⋯⋯对了，牌坊是封
建社会为了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比如古
时的女子贞洁牌坊，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就是光绪帝表彰陈芳乐善好施的
善举所建的梅溪牌坊。梅溪牌坊景区以清末时期驻夏威夷领事、华侨百
万富翁陈芳先生的故居、陈家花园、清朝光绪帝赐建的梅溪牌坊、陈家
墓园为主体，以“陈家家史”、“中国牌匾精品展”、“珠海名人蜡像
馆”、“川剧变脸”等为展览及表演内容。

现在大家所看到牌坊上写着的“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横匾，是由光
绪皇帝亲题的。在1885到1886年间，珠海一带受到特大洪水的侵袭，民
不聊生。陈芳得知情况，虽然人在夏威夷，但情系祖国和家乡，不但自
己捐了三千两，还发动其他华侨积极救援祖国灾民。光绪帝听到此消息
，为爱国之情所感动，赐建了这座牌坊。梅溪牌坊是用花岗岩建造的，
中西合璧的艺术造型，精美的雕刻和结构，是建筑中的艺术珍品，大家
多拍几张照片吧!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陈芳故居，大家请看这两株树，是在1890年陈芳从夏
威夷带回来在中的，右边的是白玉兰，因被台风吹到而靠在碉楼上，左
边是有名的九里香，开白花、结红色果实。大家跟我一起往里面走吧!大
家发现没有，走进这个房子，屋内屋外，屋上屋下，无处不雕花，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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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刻花，有花门、花窗、花玻璃、花墙壁?对了，这座建筑就是花厅，这
是花厅名字的由来、也是其特色之处。花厅由前厅、过廊、后厅、家庭
舞厅、后花园等几部分组成。前厅是当年陈芳合家聚会、接待客人、招
呼朋友、商谈生意的地方，后厅为陈芳及夫人的卧室。在抗战时期，花
厅被日军做为后方医院，记录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有没有人平时喜欢跳舞的啊?⋯⋯原来这么多人喜欢啊，其实我们现在站
的地方以前就是陈芳家庭舞厅，舞厅的建筑风格是中西结合，上面采用
了罗马式的拱门，下面的长形坐廊又是用中国花瓶作支柱，地上是光滑
的大理石板。据资料记载，每当周末，澳门的达官贵人和商界朋友就会
沿着石板路来到陈芳家，参加舞会，整个舞厅传出阵阵夏威夷的音乐和
中国古典的乡村音乐，整个陈家大院热闹非凡。舞厅旁边是一个小花圃
，这是舞间休息时客人谈话、休闲、饮茶、饮酒的场所。

我们知道广东开平的碉楼很出名，我们梅溪牌坊也有三座，我们现在见
到的就是故居这的三号碉楼——保卫楼，一号碉楼就是那座刻有"守望楼
"三个字的碉楼，今天我们就看下二号碉楼，因为它与其它碉楼相比，很
特别。人们在碉楼下无法上到二楼，只能从里屋的过道才能进入，就是
说如果敌人要攻碉楼，必须要先攻下外面保安楼才有机会进入碉楼，而
要攻下保安楼，又必须经过碉楼。可见当时设计修建这个碉楼的精巧。
据考证像这样的碉楼在珠江三角洲比如江门、台门、新会等地都很多，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状况比较差，这也是清朝
末期，各地豪强四起政府各级部门对维护社会治安的无能为力。

来到梅溪我们也去拜一下神吧，这是梅溪大庙，它是村民供奉佛祖、为
村民做法事的地方，看到门口这一副精美的石刻对联“声灵昭适骏，福
祉荷庞鸿”，我们也应改知道了，现大庙被辟为中国牌坊精品展展区，
展览集中了中国的牌坊精品模型，这边的是晋祠的“对越”牌坊、那边
是安徽的忠孝节义牌坊、左边的是北京的前门牌坊、佛山祖庙牌坊，大
家自己参观下，20分钟后我们在外面集和。

这么快天就要黑了，各位游客，今天珠海梅溪牌坊的游览到此结束，希
望今天大家都是愉悦的，如果有做的不好之处，还请各位原谅啊，谢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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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景点导游词10

珠海经过30年改革开放,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中心
城市和东南沿海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情侣路

官方把情侣路作为珠海的名片向世人推介，入夜时分的情侣南路就是这
张名片上最靓丽的部分。

情侣路像一条飘逸的巨幅绸带，从珠海市东头的香洲蜿蜒逶迤至与澳门
接壤处的拱北口岸，依山势而傍海浪，景色秀丽而温馨，夕阳西下，华
灯初上，凭栏听涛，低语相拥，美丽的珠海凭空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珠海山浪漫，海浪漫，纯净的空气也浪漫，然而有人说，他们都不
如珠海的情侣路浪漫。

情侣路下便是苍茫大海，近岸的地方有许多小海岛和大礁石，对着岸上
的大山近看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十分漂亮，近岸的山上亭台楼阁，星罗
棋布;索道上的缆车参差不齐，来往穿梭。人们把欢声笑语洒落漫山遍野
。

珠海渔女就在情侣路的中段部位，它是全珠海的标志，海神的女儿手捧
宝珠，向珠海人民献礼。它的美是传说与神话的结晶，是想像和希冀的
化身，那种美既是灵动的，又是永恒的。

鳄鱼岛

鳄鱼表演最为精彩，其主要节目有：人鳄同眠、人鳄接吻、鳄鱼爬楼梯
、水中戏鳄、人鳄搏斗、头人鳄鱼口等精彩表演。

鳄鱼岛是珠海旅游新的热点之一，岛上养殖了1990年至1995年先后从泰
国、马来西亚引进的100多条湾鳄，几年来已人工孵化出幼鳄100多条;目
前又从安徽引进本土扬子鳄70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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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富刺激性的莫过于驯鳄表演了。这些与恐龙同宗的狰狞猛兽
任凭驯养员摆布，异常温驯。游客可以模仿饲养员的口哨声把大大小小
的鳄鱼呼唤过来，亲手投食喂它们，就会独得一份乐趣。岛上还有其它
精彩的节目表演，猴子担水、鸟说方言，各有“绝活”，而孔雀开屏、
仙鹤亮翅、矮马奔驰更是令人大开眼界。

石溪摩崖石刻群

石溪摩崖石刻群年代由1831年至1879年，阴刻，以行书为主，也见楷书
和隶书，大者如“石溪”、“鵞”等近米大，小则几厘米见方。

石溪摩崖石刻群由于石溪"崖峭瀑奇"，风景绮丽，成了人们“仙乡何处
觅，即此是蓬莱”的游览胜地。

北宋著名书法家米曾远道而来，用草书在石上题刻了“古壁石”三字，
并落了款，因而使石溪扬名。石溪原名叫“水门”，因在石溪落瀑处有
两块大石，形似门户而得名，清代书法家鲍俊，在“门户”左侧的一块
圆石上携刻“石溪”两个大字，从此人们就称这个地方为“石溪”。

登上崖顶“石溪”岩石右侧一圆石刻着“旷观”两字。南眺远山如黛，
玉盘一样的香洲区尽收眼底。当年名士多聚于此，豪饮放歌赋诗怀古，
留下累累笔墨石刻，因年代久远，现存仅三十余处。石溪摩崖时刻群大
多取意于环境、石貌、如“茂林修竹”、“樵径”等游人至此，如临一
座书法展览馆，趣味横生。

金海滩

金海滩位于珠海市西区三灶岛长沙湾，是珠海市十大旅游景区之一。离
珠海市区30公里，广州150公里，距香港45海里，澳门10海里。是一个集
娱乐、保健、海浴、度假融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金海滩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湾口朝向东南，海水清澈见底，是一个游
水晒日光浴的好去处。这里的沙滩非常好，沙质柔软细腻，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宛如金沙，故得名。金海滩有鲤鱼戏水、南海第一蛙(海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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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探险、情人岛狩猎、垂钓、三灶万人坟遗址、农家乐园等景点，
还拥有长达3000米宽阔沙滩，让人可以尽情享受蓝天、白云、阳光、沙
滩。

此外，金海滩旅游区内有不少休闲别墅区和宾馆酒店，可满足不同层次
旅客的需求。还有商业街、野炊烧烤场、餐饮酒吧、保健中心、儿童乐
园、歌舞厅、海上游艇、沙滩排球、沙滩跑马、沙滩摩托车、激光射击
等一批服务设施，是个不错的度假场所。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zhjddyc-doc-4358ruy4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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