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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导游词

 

关帝庙导游词1

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
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宋朝大中祥符七年(1014)重建，嗣
后屡建屡毁，现存建筑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072)大火之后，历时十载而
重建的。庙以东西向街道为界，分南北两大部分，总占地面积约66600余
平方米。街南称结义园，由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莲花池、假山等
建筑组成。残存高2米的结义碑1通，白描阴刻人物，桃花吐艳，竹枝扶
疏，构思奇巧，刻技颇高，系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言如泗主持刻建的
。园内桃林繁茂，千枝万朵，颇有“三结义”的桃园风趣。街北是正庙
，座北朝南，仿宫殿式布局，占地面积18570平方米，横线上分中、东、
西三院，中院是主体，主轴线上又分前院和后宫两部分。

前院依次是照壁、端门、雉门、午门、山海钟灵坊、御书楼和崇宁殿。
两侧是钟鼓楼、“大义参天”坊、“精忠贯日”坊、追风伯祠。后宫以
“气肃千秋”坊、春秋楼为中心，左右有刀楼、印楼对称而立。东院有
崇圣祠、三清殿、祝公祠、葆元宫、飨圣宫和东花园。西院有长寿宫、
永寿宫、余庆宫、歆圣宫、道正司、汇善司和西花园以及前庭的“万代
瞻仰”坊、“威震华夏”坊。全庙共有殿宇百余间，主次分明，布局严
谨。殿阁嵯峨，气势雄伟;屋宇高低参差，前后有序;牌楼高高耸立，斗拱
密密排列，建筑间既自成格局，又和谐统一，布局十分得体。庭院间古
柏参天，藤萝满树，草坪如毡，花香迷人，使磅礴的关帝庙氤氲着浓烈
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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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从义勇门或忠武门入前庭，穿过“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端门，
东西钟鼓楼巍巍耸立，迎面三座高大的单檐歇山顶庙门，中门是专供帝
王进出的门，叫“雉门”，东面的“文经门”是文职官员行走的，西侧
的是“武纬门”，是甲胄之士通行的。雉门门楼上嵌竖匾，书金字“关
帝庙”三字。雉门后部的台阶上是戏台，铺上台板即可演戏，是一座双
昂卷棚歇山顶建筑，下是横匾“全部春秋”，与上、下场门的“演古”
、“证今”相映成趣。

前行有午门.是一座面阔五间，单檐庑殿顶、石雕回廊的厅式建筑。周围
有石栏杆，栏板正反两面浮雕各类图案、人物144幅，洋洋大观，颇有童
趣。厅内南有周仓、廖化画像，轩昂威武。北面左右两侧，彩绘着关羽
戎马一生的主要经历，起于桃园三结义，止于水淹七军，只是没有走麦
城这个情节，在全国关庙壁画中都按此进行，据说这是因忌讳关羽自高
自大而被杀，终于造成蜀国的覆灭而隐去的。穿过午门，经“山海钟灵
”坊、御书楼，便是关帝庙主体建筑崇宁殿。

北宋崇宁三年(1104)，徽宗赵佶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故名崇宁殿。
殿前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配以石华表一对，焚表塔两座，铁旗杆一双
，月台宽敞，勾栏曲折，使人顿生敬佩之感。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
重檐歇山式琉璃殿顶，檐下施双昂五踩斗拱，额枋雕刻富丽。殿周回廊
置雕龙石柱26根，皤龙姿态各异，个个须眉毕张，活灵活现。下施栏杆
石柱52根。砌栏板50块，刻浮雕200方，蔚为壮观。大殿明间悬横匾“神
勇”二字，清乾隆帝手书。檐下有“万世人极”匾，是咸丰皇帝所写。
下列青龙偃月刀三把，重300斤，门口还有铜香案一座，铁鹤一双，以示
威严。殿内木雕神龛玲珑精巧，内塑帝王装关羽坐像，勇猛刚毅，神态
端庄肃穆。龛外雕梁画栋，仪仗倚列，木雕云龙金柱，自下盘绕至顶，
狰狞怒目，两首相交，以示关羽的英雄气概。龛上有康熙手书“义炳乾
坤”横匾一方，更增崇宁殿庄严肃穆的气氛。

穿崇宁殿而出，入后宫南门，就进入寝宫，过花圃，有“气肃千秋”坊
，是中轴线上最高大的木牌坊。东侧有印楼，里边放着“汉寿亭侯”玉
印模型，西侧是刀楼，里面列青龙偃月刀模型。双楼对峙，系方形三层
的十字歇山顶建筑。院里植有翠竹一片，风动影摇，珊珊可爱。又有《
汉夫子风雨竹》碑刻，以竹隐诗，诗曰“莫嫌孤叶淡，经久不凋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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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东君意，丹青独留名”。传说出自关羽的手笔。

后宫后部，是关帝庙扛鼎之作的春秋楼，掩映在参天古树和名花异卉之
间，巍然屹立，大气磅礴。楼内有关羽读《春秋》像，故名。《春秋》
又名《麟经》，故又名麟经阁。创建于明万历年间，现存建筑为清同治
九年(187O)重修的。宽七间，进深六间，二层三檐歇山式建筑，高33米
。上下两层皆施回廊，四周勾栏相依，可供凭栏远眺。檐下木雕龙凤、
流云、花卉、人物、走兽等图案，雕工精湛，剔透有致。楼顶彩色琉璃
覆盖，光泽夺目。楼内东西两侧，各有楼梯36级，可供上下。第一层上
，有木制隔扇108面，图案古朴，工艺奇特，传说是象征历史上山西108
个县。世传春秋楼有三绝：建筑结构奇巧别致，上层回廊的廊柱，矗立
在下层垂莲柱上，垂柱悬空，内设搭牵挑承，给人以悬空之感谓之一绝;
进入二层楼，有神龛暖阁，正中有关羽侧身夜观《春秋》像，阁子板壁
上，正楷刻写着全部《春秋》，谓之二绝;据说楼当项，正好对着北斗七
星的位置，谓之三绝。

关帝庙导游词2

欢迎大家来到关帝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小x。为了
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关帝庙。

关帝庙位于玫瑰圣母堂附近，建于1750年，庙宇规模较小，内供奉关帝
，其塑像雕刻精巧。

关帝庙大殿为金代原构，面宽三间，进深四间，歇山顶琉璃脊饰。前檐
明间特宽，平柱约与后檐次间中线相对，柱头栏额肥大，次间栏额伸至
明间砍成雀替，犹如门楣形制。有正殿、前后殿、东西配殿及山门，均
为传统的砖木结构建筑，正殿高10米，三铺顶，正脊饰有二龙戏珠，山
墙正上方有精美石雕，装饰华丽。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下面是大家自由参观的时间，希望这次参
观能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预祝大家能玩的开心，谢谢。

关帝庙导游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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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团友，早上好！欢迎来到素有“花果之城”的漳州,我是XX旅行社的
导游员XX，我们的司机师傅姓杨，他是一位很经验的司机，他可以做到
钥匙一插马达就响，车轮一动平安送到。今天我们将共同游览东山岛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风动石风景区。请大家随我下车，请记住车号为
闽D12345。

啊！人来齐了。沿着这个石阶而上，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东山的情况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是福建第二大岛，也是一个岛县，与台湾
仅一水之隔，距台湾高雄港143海里。今天我们将看到的风动石可是以“
天下第一奇石”载入《世界地理之最》一书中的。刚才有位朋友问我，
有没有黄山的飞来石大？看了您就知道了。来，请大家跟随着我，好，
各位团友，现在眼前这个外观有些像老鼠有些像兔子又像猴头的这块石
头，就是东山的标志——风动石了，而现在大家看到这块石头虽没有飞
来石大，但别小看这块石头，他可很有骨气，据说日本人曾用二舰军艇
企图抢走风动石，可是这位老兄却怎么也不肯动，而我们自己人只要用
小小的力气推推，这位重200多吨的老兄，它就像很舒服似地摇一摇，动
一动。各位，风动石可是东山的镇岛宝贝，大家可要和它合个影。各位
团友，我们照好像，请随我去看看另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名胜古迹——关
帝庙。

关帝庙，又叫“武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关帝庙是一座闻名海
内外的庙宇，具有明清古建筑艺术价值。

好，各位，现在我们看到这座依山临海，气派魏然，就是关帝庙，现在
请大家随我直接步入中殿看看吧，在中殿的正中就是关帝神像了，两边
是四员大将，庙内这“万世人极”的匾额，是清咸丰皇帝的御笔。好，
各位我们现在去看看另一匾额“追源谒祖”是台湾的信徒赠献的。大家
好像已恍然大悟了，对，台湾关帝庙信仰文化正源于此，至今台湾有951
座的关帝庙，有许多就是东山的分庙。

东山也因此成为传播中原文化和关帝文化的发祥地。每年台湾就有数万
信徒来此朝圣谒祖，而东山岛人民更是崇敬。现经过历代补充发展，逐
渐形成了一种关帝民俗文化。现在东山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和楹联，
外甥结婚，舅舅必定要赠送一套关帝神像及楹联，东山民众历来都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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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求签的风俗，相传，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前到此庙来抽了一个上
上签，签上写道：韩信战霸王，这支签说明郑成功征战台湾就像韩信战
霸王一样，会成功。郑成功马上把这件事告诉将领们，使大家备受鼓舞
。将士对关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东山还有一种古老的民俗，——迎
神，即抬着关帝神像游街，我们在中殿看到前面一尊就是老百姓常请出
来游街的神像。这种方式当地认为可以造福民间，消灾避邪，保佑民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如意。关帝出游仪式先择日：每年农历正月
或二月，由民间父老推选一位有名望的长辈，身穿马大褂，头戴碗帽，
到关帝庙向关帝虔诚地投茭问卜，定出出游的日子，为是择日，然后鸣
锣报街：派一人在出游前三天，沿迎神的街，边鸣锣边通知各家各户打
扫卫生，以迎关帝，这叫报街。最后就是最荣重的出游：出游那天，由
关帝信徒若干人，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游神队，游神队伍先由马头锣开
道，后随两对或多对“肃静”“迥避”牌，横彩“山西夫子”；后面就
是锣鼓班；八般武器如大刀、斧等兵器队，其后是龙旗队，其中周仓的
黑色龙旗走前面，为保驾旗，接着黄龙旗、红龙旗，旗为长方形，后面
是化了妆的孩子手们捧花、水果等，长辈身穿着大褂，手捧铜炉，一对
红灯在神轿前面，神轿先周仓，后神轿里有关帝神像，后面就善男信女
们手握香炷。出游队伍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摆香案，跪拜迎接，焚
香放鞭炮，，迎神队伍十分热闹，人山人海，乐声悠悠。这是一种规模
盛大的民俗活动。

大家听了是不是想看看，那么我们好客的东山人民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
领略。好，各位团友，今天的游览就到此，现在给大家30分钟时间参观
，11：00我们在关帝庙前集合。谢谢！

等会，我们去参观谷文昌陵园。等会见。

各位亲爱的来宾,大家好！我是XX旅行社的导游XX。欢迎来到美丽的东
山岛。东山岛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名胜古迹众多,是明代闽海五大水寨之
一,大学者黄道周的故乡.今天我将带大家游览国家四A级景区风动石景区.

素有“天下第一奇石”美称的东山风动石一直是岛上人民引以为荣,视为
珍宝的自然景观.现在它已经是东山岛的标志性景观.诗云:“风吹一石万
钧动”，这是对风动石最好的写照。大家请看，耸立在陡崖上的风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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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4.37米，重约200吨。狂风吹来时，巨石轻轻摇晃不定，你要是有兴
趣可以仰卧盘石上，用你双脚推推看，不过可别把它推倒了。站于风动
石下。它摇摇欲坠，有一种惊险的感觉，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站于此处看风动石象仙桃，传说它是女娲补天时掉下的七彩石，搁在这
里，斜放于盘石之上，两石叠在一起，如情侣般亲密，时有动摇，但却
永不分开；大家随我走上台阶，站在这台阶上看风动石，像什么？像不
像偷吃刚才那只仙桃的老鼠，你瞧他的眼睛还滴溜溜的转，转眼间仙桃
被他吃光，只剩老鼠了！关于风动石，还有段传说，明朝嘉靖年间，海
上倭寇侵扰东山，企图抢走这奇异的风动石，用了数艘兵舰，套上绳索
，他们拼命地拉，可是倭寇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听“嘣”了几声，
绳索全断了，倭寇纷纷落入海里，十分狼狈，风动石依然屹立于原地。
它与周围景色交相辉应，难怪文人墨客会在这里留下“这里风景独好”
的赞叹。风动石以奇险摇而被载入《中国地理之最》，“不是风摇石而
是石摇风”。

沿着这条幽的小路，大家随我去参观景区内另外一处很有地方特色的名
胜古迹——东山关帝庙。关帝庙又叫做武圣殿，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二年.
大家请看,它那燕尾式飞檐,弯月起翘,鸟兽凌空。显得轻巧灵动。屋脊上
雕有八仙过海和唐宋120个人物雕像。都是用各种瓷料剪贴镶嵌而成，长
年风吹日晒，色彩鲜艳不变。这种剪瓷、嵌瓷工艺，都是闽南古建筑的
传统技艺。东山关帝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本地人民心目中的圣庙
。据传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前曾到此求得吉签，而后收复告捷，将士对
关帝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忠诚昭日月，义气薄云天。”关帝以其忠
，信，义，勇而德行天下，数百年来被闽南人民视为保护神。大家站在
这里，面对着大海，海的那头就是祖国的宝岛台湾，东山与台湾一水之
隔，明清之时远涉海峡守护台湾的将士就曾供奉带到台湾的关帝。台湾
目前有951座关帝庙，据统计，以东山关帝庙为祖庙的就有470多座。东
山也因此成为传播中原文化和关帝文化的发祥地。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奇
的力量在召唤，使得跨越海峡前来祖庙朝圣的台胞络绎不绝，关帝文化
扎根于海峡两岸，成为联络感情，促进交流的桥梁，如同彩虹，横贯于
海峡上空，祥云流彩，灵光普照。

古代的东山与台湾之间有一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成为古人类，动物
通往台湾的途径.今天的两岸人民通过关帝文化——这座桥梁沟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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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的台湾海峡隔不断骨肉之情，没有了东山陆桥，我们有关帝之桥，
有心桥，两岸人民心间有千千万万座桥！

好了，各位亲爱的团友，今天的游览在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配合与支
持！祝愿在美丽的东山渡过最美好的日子。

关帝庙导游词4

中国的关帝庙很多，但以解州关帝庙为最大。因为关公是解州镇常平村
人，所以这座庙宇又被称为“武庙之祖”。它与山东曲阜孔子家乡的“
孔庙”，一文一武，遥相呼应，构成传统文化文武崇拜的两脉之源。

解州关帝庙，南临巍峨秀丽之中条山，东依万顷碧波之银湖(盐池)，它
创建于隋代初年，宋代进行过扩建，明代毁于地震，清代乾隆年间重修
。是我过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建筑技艺最精湛的关帝庙。庙院
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200余米，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各种房屋200余
间，规模巨大，气势恢弘，颇具王宫气派。庙宇布局分南北两大部分，
南为结义园，北为正庙。正庙又分前后两院，前为庙堂，后为寝宫，构
成传统的“前朝后寝”格局。

端门是个纯砖结构的建筑，位于全庙中轴线的最南端，其造型古朴厚重
，中门较高，左右略低。中门上书“扶汉人物”，表明关羽是匡扶汉室
的英雄人物;右门上书“精忠贯日”;左门上书“大义参天”，巧妙地将关
羽立身处世的“忠”，“义”二字，融入联语之中。

端门对面的这一琉璃影壁，图案是清朝宣统年间烧制的，画面自上而下
分为天，地，海三界，主体是四条蟠龙遨游飞动，衬以凤凰，麒麟，玉
兔等祥禽瑞兽，流光溢彩，华贵典雅。我国龙壁一般有九条蟠龙，而关
帝庙只有四条，这是因为关羽是死后才被封帝的，“四”与“死”谐音
，暗喻关羽不同于一般的真命天子。

门前交叉斜竖着的这三根铁柱，俗称“门档”，也叫“挡众”。它提醒
人们，到此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显示圣庙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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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导游词5

虎头关帝庙，建于清雍正年间，作为黑龙江省较早的清代建筑之一，198
1年此处作为中国名胜被收入《中国名胜词典》。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
管理。1986年被省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在虎头村正南，乌苏
里江左岸，依山傍水。西侧有石矻台阶84级直达庙后山岭之上。庙基长1
7米，高4.54米，木质建筑。四周花墙，庙顶黑瓦覆盖，重檐飞角，斗拱
交错。庙门两侧悬挂一幅对联，上联：知我者惟春秋乎；下联：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庙为两进结构，庙内前厅八根明柱，皆雕二龙戏珠图案，
两侧兵器架上摆置着金瓜、钺斧、朝天镫、枪、刀、矛、戟。进入廊檐
，并排四根明柱，下端石鼓做基础，上端燕尾雕龙，迎面四幅绘有“百
古图”的阁扇。打开阁扇，便是大庙正殿，殿内有七尊塑像——正中关
羽，下有六配，左配：地藏佛、判官、关平；右配：山神、小鬼、仓。
塑像后面和左右彩屏上绘有“五龙藏云”、“赵高求寿”、“青松白鹤
”、“三国图”。

据《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雍正年间兴建起关帝庙。乾
隆、嘉庆、丰年间，关帝庙均曾修复过。又据《吉林地理记要》记载：
“设险守国，要塞，汉族踪迹至此最早，县西南有关帝庙，额提案：嘉
庆己巳重修，近汉人居住已有千年⋯ ⋯”

根据康德2年的《虎林政况》记载：“雍正年间内地民亦多在吉林领采参
凭照（俗程龙票），跋涉远来，及冬而返，咸以江东为落趾之地，而以
江口为会集之场，久之，集人渐伙，获利益厚，遂于江畔陡崖之间，捐
资建关帝庙一座，虔诚以祀，殆昭示深山幽谷中求财全命，惟有信义是
崇云。”此庙虽小，但位于我国最东方，被誉为“东方第一庙”。

关帝庙导游词6

欢迎大家来到泉州关帝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叫我张三
。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泉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古代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人文荟萃，
有“海滨邹鲁”之称，民间信仰文化丰富，被称为“泉南佛国”。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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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泉州的街头走过，你会看到一座座庄严古朴的寺庙，开元寺、承天
寺、天后宫、清真寺和关帝庙等等。虽历经千百年的风雨，这些神庙依
然矗立在泉州街头，见证了泉州古城的历史变迁，成为泉州人最值得骄
傲的文化名胜古迹。

泉州是民间信仰最集中的地方，有道教、儒教，民间信仰接近儒教。儒
教的神很多，也就是多神信仰。一间庙里摆关公、土地公、张飞等等。
台湾的庙与泉州特别是关帝庙一样，都是多神信仰占主要.

通淮庙的历史1020年，但当时是服侍水神。闽南在水域边，很多闽南人
到四大洲五大洋。明郑和下西洋，几次在泉州起船，所以最早泉州神为
海神。明太祖朱元璋信服关羽，下令泉州七个城门要建七座关帝庙。当
时泉州刚经历改朝换代，经济不发达，要建一座庙不是很有能力，就将
这间水神庙换作关帝庙。这样，从明初到现在已有620年的历史。

6200年来，泉州七个城门的这七个关帝庙香火兴盛。由于当地人非常信
仰关帝，除了这七座庙外，各处街道都建了一些小庙宇。到了清末，泉
州城服侍关帝的庙宇达到了100多座。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今仅剩下了
几座，而香火最盛的依然是这座通淮庙。在很多人心目中，关公是神通
广大、有求必应的神明。因此，不论是婚姻、生意、疾病、求职，他们
都要到关帝庙抽签，希望得到指点，以求心理上获得安慰，而签诗就成
了人们与神明沟通的方法。与其它寺庙相比，关帝庙的这部签诗文字更
文雅，内容更丰富，这无疑也吸引了更多的信徒。

宋元以来，泉州当地商业贸易盛行，传统商业文化强调经营者要具有“
守信用、重承诺”的美德，而关公形象则成了这种美德的代表，被奉为
商业的保护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武财神”。凡作生意的人，都要到
庙里来求财祈福，并捐一些香火钱。特别是近年来，泉州经济飞速发展
，晋江、石狮等县市经商致富的人常到通淮关帝庙来烧香捐钱。而关帝
庙也将这些香火钱的一大部分拿出来作善事，救灾办学。

关帝信仰当年通过移民传入台湾,在台湾先民的心目中，关帝作为来自故
乡的神明，既能一如既往地保护他们，还是他们心目中故乡文化的一种
象征。因此，台湾先民对关帝信仰的认同也是一种对故乡文化的依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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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乡文化的认同，这也是关帝信仰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盛传不衰的
原因。

关帝庙导游词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参观关帝庙。

运城关帝庙是我国最大的武庙，全国有三处纪念关羽最著名的地方，一
处是洛阳的关林，一处是湖北当阳的关陵，关老爷是解州常平村人，所
以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就是现在大家所在的——解州关帝庙。

关帝庙的第一道门叫“端门”，端门前的这块四龙壁是我国目前仅存的
。大同、北京都有九龙壁，这里建四龙壁是因为关羽生前是人，死后才
被封为帝王，所以这里建四龙壁，说明关羽和一般的真龙天子的不同。
四龙壁烧制于明宣德年间，至今已有560多年了，龙壁从上到下是天地海
三界，说明天地人和，吉祥如意的征兆。四龙壁上人物的头都没有了，
期间有人来这里盗走头像，买到美国，现在还在美国的博物馆展出。

请大家抬头看一下端门上方的题字，中间是”扶汉人物”，两边为”精
忠贯日”和”大义参天”。都是对关老爷恰当的评价。

大家请看这个由三支铁柱组成的“门当”，它也叫“挡众”，以前来朝
拜关老爷在这里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再大的官也得步行进庙，
挡众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两尊铁狮子铸于距今380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
，也是起着威状气势的（当地小姐讲是“功德碑”的）作用。

这个门叫雉门，平常不开，文武百官朝关老爷是走旁边的文经门和武伟
门。关帝庙是一处宫殿式的建筑，古人修城墙，以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雉门只有皇帝才可以经过，因为关老爷也被封为帝王，所以关帝庙是
按照皇宫的形制修的。在修建过程中又吸取了很多民间的风格。大家请
随我走进雉门，雉门后面是较大的台子，在台阶两侧预先留好的石槽中
搭上木版，这里就变成了一座乐楼，大家请看台上的匾额“全部春秋”
、“演古”“证今”不正是戏台上将要上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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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本来也是只有皇宫中才可以有的，大家都很熟悉“午门斩首”，而
这个权利却只有皇帝才能实行，关羽死后极尽尊荣，宋称王，明封帝，
清尊圣。所以关帝庙才有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午门。午门内有周仓和廖化
的画像，周仓是为关羽扛刀的步将，著名的飞毛腿，关老爷的赤兔马能
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周仓能紧紧相随。廖化是蜀国后期的大将，所谓
的“蜀国无先锋，廖化为大将”，在这里，廖化和周仓一起做关帝庙的
门神。午门两边有青龙、白虎，道教的护法神也在这里守卫着关老爷的
安全。午门四壁有许多壁画，画关老爷的生平，从桃园结义到水淹七军
，关帝庙忌讳“走麦城”，所以壁画中也没有这个内容。午门内有众多
的匾额，其中以柯横行书的“乾坤正气”为佳。

关帝庙导游词8

现在我们到了运城市西解州城外的关帝庙。关帝庙是奉祀三国时期武将
关羽的寺庙，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乃至海外关帝庙中规模最
大的宫殿式庙宇，也是国内现存最好、最完整的关庙建筑群之一。关帝
庙南倚中条山，北濒盐池水，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具湖光山色之胜，
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和电视剧，都知晓关羽的盛名，可
谓家喻户晓。关羽（公元160—220年），终年59岁，字云长。传说关羽
本来不姓关，因杀了欺侮良家民女的县尹被迫捕，逃至撞关，过关隘被
关吏查询时。他随口指关为姓，从此以关姓闯至河北涿县。以后，与刘
备、张飞结为手足兄弟。建安五年（公元220年）刘备兵败投袁绍，关羽
被曹操俘虏，曹操赏识他英勇善战，拜他为偏将军。关羽斩颜良、文丑
，封汉寿亭侯。随后，关羽再次投奔刘备，著名的赤壁大战，刘备和孙
权联合击败曹操，关羽受命镇守要塞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
，关羽率军攻樊城，水淹七军，活捉曹操大将于禁，斩名将庞德，威震
华夏。不料孙权乘机派兵从背后偷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关羽战功显
赫，名声跃居历代名将之上，后被迫封为“壮缪侯”。民间百姓追慕关
羽忠孝义勇，逐渐奉若神明。历代统治者利用关羽对君主忠贞不二的品
格，大肆宣染和教化，逐渐封王、封帝。明清时代，关羽有“武王”、
“武圣人”之尊，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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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就是关帝庙，首先由我介绍一下庙宇的历
史和布局。据文献记载，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公元589年），宋代大
中祥符七年（公元1020年）扩建。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毁
于地震，再建后又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20年）毁于大火，乾隆十八
年（公元1753年）又予重修，历经数十年修缮，始恢复旧貌。现在的庙
院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200余米，总面积14万平方米，各种房屋200余
间，规模巨大，建筑精美，气势恢弘，为中国武庙之最，颇具王宫气派
。整个庙宇的布局分南北两大部分，南为结义园，北为正庙。正庙又分
前后两院，前为庙堂，后为寝宫，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前朝后寝”的格
局。

关帝庙导游词9

欢迎大家来到这!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李，大家可以叫我小李。为了便
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到了运城市西解州城外的关帝庙。关帝庙是奉祀三国时期武将
关羽的寺庙，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乃至海外关帝庙中规模最
大的宫殿式庙宇，也是国内现存最好、最完整的关庙建筑群之一。关帝
庙南倚中条山，北濒盐池水，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具湖光山色之胜，
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和电视剧，都知晓关羽的盛名，可
谓家喻户晓。关羽(公元160卜—219年)，终年59岁，字云长。传说关羽本
来不姓关，因杀了欺侮良家民女的县尹被迫捕，逃至撞关，过关隘被关
吏查询时。他随口指关为姓，从此以关姓闯至河北涿县。以后，与刘备
、张飞结为手足兄弟。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兵败投袁绍，关羽被曹
操俘虏，曹操赏识他英勇善战，拜他为偏将军。关羽斩颜良、文丑，封
汉寿亭侯。随后，关羽再次投奔刘备，著名的赤壁大战，刘备和孙权联
合击败曹操，关羽受命镇守要塞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4年)，关羽
率军攻樊城，水淹七军，活捉曹操大将于禁，斩名将庞德，威震华夏。
不料孙权乘机派兵从背后偷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关羽战功显赫，名
声跃居历代名将之上，后被迫封为“壮缪侯”。民间百姓追慕关羽忠孝
义勇，逐渐奉若神明。历代统治者利用关羽对君主忠贞不二的品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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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宣染和教化，逐渐封王、封帝。明清时代，关羽有“武王”、“武圣
人”之尊，与“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

我们面前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就是关帝庙，首先由我介绍一下庙宇的历
史和布局。据文献记载，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公元589年)，宋代大中
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扩建。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毁于地震，
再建后又于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毁于大火，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
年)又予重修，历经数十年修缮，始恢复旧貌。现在的庙院南北长700余
米，东西宽200余米，总面积14万平方米，各种房屋200余间，规模巨大
，建筑精美，气势恢弘，为中国武庙之最，颇具王宫气派。整个庙宇的
布局分南北两大部分，南为结义园，北为正庙。正庙又分前后两院，前
为庙堂，后为寝宫，形成了我国传统的“前朝后寝”的格局。

各位女士、先生，我们现在站在关帝庙东侧的大门，从这里直入的是北
部的正庙部分，进人之前让我们参观一下南侧的结义园。当年刘备、关
羽、张飞三兄弟在桃园结义，现在结义园的景致是依照当时的场景进行
设计建造，由木牌坊、君子亭、三义阁、假山、莲池等建筑组成。每逢
春暖花开之际，四周桃花含苞欲放，阵阵花香袭人，颇富桃园结义诣趣
。

现在我们出结义园，进入主庙。大家脚下的这条路是主庙的中轴线，在
这条主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排列着端门、雉门、午门、御书楼、祟宁殿，
两侧配以木坊、石坊、钟鼓楼、祟圣祠、胡公祠、追风伯祠、碑亭、钟
亭和东西长廊等。正庙坐北朝南，建筑布局沿袭着中国古代建筑中轴式
对称的传统风格。院落内建筑排列有序，左右对称，高耸的建筑，参天
的古坊，颇具皇宫格局。

端门，又称山门，是进入主庙的第一道门，门楣正中，镌刻着“关帝庙
”三个大字。门前空地上，立有三根交叉的铁柱，名为“档众”。古代
凡来朝谒关帝的官员，文官在此落轿，武官在此下马。端门对面建琉璃
影壁一座，上嵌蟠龙、人物、鞍马等图案，富丽华贵，庄重大方。

我们由端门而人，面前是专供帝王进出的雉门。文官和武官则要由文经
门和武纬门出入。东西两侧分列崇圣祠、胡公词。这样可以见到一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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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为三门两祠。大家是由东边的钟楼下进入庙内的，西边的鼓楼与钟楼
遥相对应，酷似两尊守护主庙的武士。

跨进雉门，大家可以回头留意建在高大台基上的门庭，台阶向内收缩，
两侧各砌八字形琉璃影壁一道，大家可以猜猜这在古代有什么用场?“先
生，你猜对了，这是一座可搭可拆的活动戏台。”每逢庙会演戏时，便
将大门关闭，架上木板，变后部为前台。大家可以遐想当年演“关公戏
”的盛况，如今门庭隔扇上，仍镌刻“全部春秋”及“演古”、“证今
”等字样。

过了雉门看见一座宏敞的厅式建筑，便是午门，虽然称“门”，实为过
道。四周环有雕刻精美的石栏板，两端镶嵌五彩琉璃的松鹤和小鹿。步
人午门，石栏的匠额，楹联引人注目。这幅长联是民国时解县县长郭象
蒙所书，上联是“国贼数操，谁曰不然，顾权无以异也。张挞伐，建纲
常，天地低昂鬼神泣”;下联是“圣乡说鲁，复乎尚矣，惟解亦相侔焉。
仰威灵，明把事，山川磅礴庙堂巍”。联中骂操、贬权、颂羽一气呵成
，又盛赞关庙之盛况，可以说是联中神品。门厅内东西两侧和中壁有彩
绘关羽生平的画像，为河东民间艺人所绘，表露出百姓对关羽的敬仰之
情。

沿着冬青簇拥的大道，穿过雕造华美的“山海钟灵”木坊，便是御书楼
。我们置身楼下仰望，可见建筑造型精巧别致，八角藻井叠架而上，直
至顶层，这是座二层三檐歇山顶建筑，又称“八卦楼”。清乾隆二十七
年(公元1762年)为纪念康熙皇帝御书“义炳乾坤”牌匾而改称御书楼。
楼下挂有一长方草书“绝纶逸群”横匾，是清朝解州知府言如泅所书。

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耸的建筑，是正庙的主体建筑——祟宁殿。大家听我
叙述一下祟宁殿的建造过程。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徽宗利用关
羽忠贞君主的特点，对其进行大肆渲染和教化，并追封关羽为“祟宁真
君”，建造此殿。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又予重修。大殿为重搪
歇山顶的建筑结构，面阔7间，进深6间，是专为关帝处理政事而设置。
我们站在殿台上，立刻会感受到基址高耸，月台宽敞，颇具帝王宫殿气
派。在石栏环廊下，醒目地立有历根石质大柱，柱上游龙昂首奋爪飞舞
在缭绕的样云之中，雕刻技法和造型均属上乘之作。大殿的门楣上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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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檐下，悬挂着十余方题匾，“万世人极”是清代咸丰皇帝的御书，“
神勇”由乾隆皇帝钦定。殿内木雕神龛之中，供奉着头戴冕旒冠，身着
龙袍、腰系玉带的关羽帝王装塑像，神情刚毅，端庄肃穆。大殿顶部的
正脊上八仙峙立，两只雄健的蹈龙鸱吻矗立于歇山之上，使人感受到殿
宇的宏丽壮观，具有“甲于天下”的美称。大殿月台两侧有石雕华表和
铁旗杆，关羽使用的青龙偃月刀属明代所铸，据说重达300斤(150公斤)。

女士们、先生们，游览完正庙，我们将参观寝宫，习称后院。这里原有
关夫人殿和其子关平、关兴殿，惜现已塌毁，如今翠柏、劲竹满园，已
辟作花园。花径之前，正面为“气肃千秋”木坊，两翼是刀楼和印楼。
穿过花园便是矗立在参天古柏之中的春秋楼。

请看，我们面前是庙内最高的建筑物——春秋楼，整个建筑面阔7间，进
深6间，两层三檐，九脊歇山顶，高约30余米。它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四
周勾栏相连。值得一提的是二层上用木柱吊挂而悬空的四周回廊，奇巧
别致的结构给人以空中楼阁之感，这种建筑手法是我国建筑史上难得的
一例珍品佳作。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春秋楼的历史和命名。春秋楼建
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重建，因楼内
塑关羽读《春秋》像，且二层暖阁板壁上嵌有木版镌刻的全部《春秋》
，故名“春秋楼”。《春秋》亦名《麟经》，因此春秋楼又称“麟经阁
”。现在，让我们进楼内参观，楼内分二层设供奉关羽的神龛，底层塑
关羽帝王装金身坐像，威武端庄。楼内东西两侧各有楼梯36级，四周安
装木制隔扇108个，疏密相间，图案古朴，工艺精巧。沿木梯拾级而上，
可见二楼正中的木制暖阁内，塑有关羽夜读《春秋》的微服像。大家看
，烛光闪闪映照着关羽的赤褐色脸庞，他侧身而坐，左手扶案，右手捋
髯，目注《春秋》，若有所思，传说中关羽面部七痣清晰可见。塑像两
旁的对联道出了关羽的大将风度，上联“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
”;下联“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参观了楼内的陈设，漫步林
荫道旁，让我们回首再望春秋楼的风貌，整座楼拔地而起，雄伟壮观，
气势磅礴。楼顶五彩琉璃，与阳光映照生辉夺目。正如楼上的楹联一样
，充分显示了春秋楼的雄伟气魄。让我们一起朗读对联结束我们的关帝
庙旅游，“北斗在当头帘箔开时应挂斗，南山来对面春秋阅罢且看山”
。

                             15 / 24



www.SanrenWenku.com
 

各位女士、先生，关帝庙内景致参观结束了，让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颇
具民俗气息的解州古庙会。大约隋唐时期，乡人仰慕关羽的功德，集资
兴建关帝庙，并在此举行祭祀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朗中官员和百姓
前来朝拜关帝，各地商贩也赶来做生意，客栈、酒店应运而生，形成解
州古庙会。到清乾隆年间，庙会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庙会每年举行两
次，每逢农历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关帝庙前商贩云集，艺人献技，熙
熙攘攘，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关帝庙会成为具有影响的祭祀大会，正
引来众多寻访关帝祖的海内外游客。

千百年来，关公形象已成为代表着中华民族美德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上自皇帝，下到农家，关公由“万世人杰”上升到“神中之神”，所
有的人都希望从关公那里得到自己的寄托。最后，希望各位女士、先生
得到美好的寄托，谢谢大家的合作。

关帝庙导游词10

今年寒假，我随爸爸妈妈来到了辽宁省朝阳市的老家的关帝庙游玩。

关帝庙坐落在凤凰山脚下，是朝阳内唯一保存完好的辽代寺庙。关帝庙
在辽代称为“灵感寺”，元代称为“大通法寺”明代废弃后，清初重建
为“关帝庙”。站在关帝庙面前，杏黄色的院墙，青灰色的殿脊，被苍
绿色的参天古松衬托着，显得这座古庙更加的威严、庄重。走进关帝庙
，眼前呈现的是殿宇宏伟、梁柱涂金的关帝殿。关帝殿内香火缭绕，供
着“武圣”关羽。他目光炯炯，凝神深思。给人以勇猛刚毅、所向无敌
的感觉。关羽上方写着一块牌匾：“忠义神勇灵佑勇威显护国护民精诚
靖羽赞宣德大帝。”可见关羽在人们心中是无比高尚的!使我心潮澎湃!

走出关帝殿，眼前是雄伟的财神殿和药王殿。殿前的垂花门两侧石栏杆
由望柱和栏板构成。望柱为方形，上雕一对坐兽。拦板上各有浮雕瑞兽
一只，再配上佛八宝、八吉祥图案，是古代石雕中的精品，极具观赏性
。难怪说关帝庙是朝阳的一绝呢!再向前走就是棂星门了，棂星门旁放置
了一对国宝级的琉璃望天吼，另有石狮三对。到了神马殿，神马殿里可
全是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国宝了!有石旗杆、清代的石碑、石经幢、石雕
的`垂花门、铜鼎、铜钟、铁狮⋯⋯我仿佛从这些国宝中见到了古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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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手和心。朝阳闻名的东塔塔基就存于仪仗殿的后方。东塔地宫出
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得经记”现在就存于仪仗殿中。

关帝庙是我国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

关帝庙导游词11

各位游客朋友，今天我们要去参观游览的是关公故里的解州关帝庙。解
州的“解”在这里应读作(hdi)。解州古称解梁，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西南1
5千米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也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神圣殿堂。

各位游客朋友，解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宋、明时曾
扩建和重修，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毁于火灾，经十余年才修复
。现在庙宇中的许多建筑坐北朝南沿南北向中轴线分四大部分有序展开
。中轴线南端是“结义园”，为纪念刘、关、张桃园结义而建，园内古
木参天，山水相依，并建有结义坊、君子亭、三义阁等主体建筑，往往
使人在触景生情中，沉浸于“桃园结义”的美好传说之中;中轴线北端为
主庙，是一个单元甚多而又层层展开的巨大建筑群落，主要由琉璃龙壁
、端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刀楼、印楼、春秋楼和众多牌坊组成
，是进行关公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主庙的主体建筑，规模宏大，气势
非凡，雕梁画栋而又庄严肃穆，身临其境，不能不使人对关公肃然起敬;
中轴线南端东侧建有“万代瞻仰”的石牌坊一座,中轴线南端西侧建有“
威震华夏”木牌坊一座，两座气魄宏大的牌坊，向世人昭示着关公及关
公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令人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中轴线
北端东西两侧，为基本对称的主庙附属建筑，如追风伯祠、长寿宫、崇
圣祠等，它们与主庙一样无不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但却又有着
主庙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加深人们对关公生平、身世的认知与理解，增
强对关公的崇拜与敬仰。

各位游客朋友，从义勇门或忠武门入前庭，穿过“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的端门，东西钟鼓楼巍巍耸立，迎面三座高大的单檐歇山顶庙门，中
门是专供帝王进出的门，叫“雉门”;东面的“文经门”是文职官员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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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侧的是“武纬门”，是甲胄之士通行的。雉门门楼上嵌竖区，书
金字“关帝庙”三字。雉门后部的台阶上是戏台，铺上台板即可演戏，
是一座双昂卷棚歇山顶建筑，下是横匾“全部春秋”，与上、下场门的
“演古”、“证今”相映成趣。前行至午门，是一座面阔五间，单檐庑
殿顶、石雕回廊的厅式建筑。周围有石栏杆，栏板正反两面浮雕各类图
案、人物144幅，-洋洋大观，颇有童趣。厅内南有周仓、廖化画像，轩
昂威武。北面左右两侧，描绘了关羽戎马一生的主要经历。穿过午门，
经“山海钟灵”坊、御书楼，便是关帝庙主体建筑崇宁殿。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了崇宁殿。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04年)，
宋徽宗赵佶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故取名崇宁殿。殿前苍松翠柏，郁
郁葱葱，配以石华表一对，焚表塔两座，铁旗杆一双，月台宽敞，勾栏
曲折，使人顿生敬佩之感。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式琉璃殿
顶，檐下施双昂五彩斗拱，额枋雕刻富丽。殿周回廊设置雕龙石柱26根
，皤龙姿态各异，个个须眉毕张，活灵活现。下施栏杆石柱52根，砌栏
板50块，刻浮雕200方，蔚为壮观。大殿明间悬横匾“神勇”二字，为清
乾隆帝手书。檐下有“万世人极”匾，是咸丰皇帝所写。下列青龙偃月
刀三把，重300斤，门口还有铜香案一座，铁鹤一双，以示威严。殿内木
雕神龛玲珠精巧，内塑帝王装关羽坐像，勇猛刚毅，神态端庄肃穆。龛
外雕梁画栋，仪仗倚列，木雕云龙金柱，自下盘绕至顶，狰狞怒目，两
首相交，以示关羽的英雄气概。龛上有康熙手书“义炳乾坤”横匾一方
，更增崇宁殿庄严肃穆的气氛。

各位游客朋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关帝庙的扛鼎之作一~#秋楼。因春秋
楼内有关羽读《春秋》像，故名。春秋楼掩映在参天古树和名花异丼之
间，巍然屹立，大气磅礴。春秋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现存建筑为清同
治九年(公元1870年)重修的。宽七间，进深六间，二层三檐歇山式建筑
，高33米。上下两层皆施回廊，四周勾栏相依，可供凭栏远眺。檐下木
雕龙凤、流云、花丼、人物、走兽等图案，雕工精湛，剔透有致。楼顶
彩色琉璃覆盖，光泽夺目。楼内东西两侧，各有楼梯36级，可供上下。
第一层上，有木质隔扇108面，图案古朴，工艺奇特，传说是象征历史上
山西108个县。世传春秋楼有三绝：建筑结构奇巧别致，上层回廊的廊柱
，矗立在下层垂莲柱上，垂柱悬空，内设搭牵挑承，形成“悬梁吊柱”
的建筑特色，给人以悬空之感谓之一绝;进人二层楼，有神龛暖阁，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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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羽侧身夜观《春秋》像，阁子板壁上，正楷刻写着全部《春秋》，
谓之二绝;据说楼当项，正好对着北斗七星的位置，谓之三绝。关帝庙除
古建筑外，还有琉璃影壁、石头牌坊、万斤铜钟、铁铸香炉、石雕饰品
、木刻器具以及各代石刻23块，各朝题诗题匾60余幅等文物，都是值得
一观的艺术精品。关帝庙，自古就是游览胜地，又是全国最大的祭拜关
帝的场所，游人信士络绎不绝，香火旺盛。

关帝庙导游词12

这次，我们有幸来到运城，去参观中国最大的关帝庙。

今天正赶上大雨，在去关帝庙的路上，有一座山，山上立着一座关公像
，在瓢泼大雨的笼罩下，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关公像的轮廓，犹如高大的
神仙一般从朦胧的山间手持大刀向我们走来。

到了关帝庙的门口，雨也不下了，大家都说是关公显灵了，让我们参观
好。走进庙里，石路两旁绿树成荫，叶与叶间有成簇的花，古建筑的庙
掩映在红与绿之间，独有一番宁静和韵味。

关帝庙的寝宫最值得细细品味。从远处看，寝宫深藏在林树间，有树冠
超出宫殿，形似一条龙，左为头，仰天长啸，右为尾，翘上苍穹。据说
是院中间的四棵柏树自然长成，没有人工修剪，也照应了关公是青龙转
世。这大自然太神奇了。

走近寝宫，左有一座“刀楼”，右有一座“印楼”。进了寝宫，正面为
一座坐卧姿的一比一关公像，也是全国关公像里与史料记载的真实关公
长相最为接近的一尊塑像。导游说，关公脸上长着七颗痣，像北斗七星
，是帝王相，而关公一生轰轰烈烈，为自己的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也因
忠诚与义勇的人格魅力博得许多帝王的敬重，也成为百姓心中的英雄好
汉。在关帝庙里，处处悬挂着帝王名人敬献的匾额，有康熙的、咸丰的
、，还有慈禧太后主持修建的庙。可见关公是多么的受人尊敬!

在关公寝宫的二楼，有一种叫做“胆”的吊在屋顶的东西，是由许多有
凹槽的木条像孔明锁一样的榫卯结构环环相扣而成，没有任何钉子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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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东西。在古时候，只要有风吹来，胆就会转动。有许多专家曾试
着把胆取下来拆开，再试着拼起来，可是没有一次成功拆开，更别说拼
起来了。古人的智慧是现代人不能比的，所以专家称这个东西为“胆”
，只有像古人这么有胆子的人才能制造出这样复杂的工艺。

人们都说关公很灵，能保佑自己。当地人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都要下
一场大雨，是因为关公曾在这天磨刀，正愁无水磨刀，忽然天降大雨，
于是人们把这天定为“磨刀日”。而人们也很敬重关公，每年的农历六
月二十四是关公的生日，人们都在自家做好给关公的饭，再一起集资给
关公做一个很大的蛋糕，热热闹闹地给关公过一个生日。现在关公已经
不只是当地人们心中的保护神，也是全国各地都信仰的神。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信仰，并世世代代尊重着，缅怀
着。

关帝庙导游词13

位于玫瑰圣母堂附近，建于1750年，庙宇规模较小，内供奉关帝，其塑
像雕刻精巧。

关帝庙大殿为金代原构，面宽三间，进深四间，歇山顶琉璃脊饰。前檐
明间特宽，平柱约与后檐次间中线相对，柱头栏额肥大，次间栏额伸至
明间砍成雀替，犹如门楣形制。有正殿、前后殿、东西配殿及山门，均
为传统的砖木结构建筑，正殿高10米，三铺顶，正脊饰有二龙戏珠，山
墙正上方有精美石雕，装饰华丽。

关帝庙导游词14

在我国，从乡村到城镇，从大河上下到长城内外，供奉“武圣”关羽的
关帝庙，到处可见。不过，最有权威，最富盛名的，还得算作他家乡运
城的“解州关帝庙”了。

解州关帝庙，位于距运城市西南20公里的解州镇。创建于隋初，历经修
葺扩建。建筑面积18576平方米。是全国所建关帝庙宇中最大的一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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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武庙之冠”的盛誉。关羽，字云长，解州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一生以忠义仁勇著称。关羽死后被历代帝王不断追封，由公候而帝而
武圣，祠庙遍及全国，香烟鼎盛，历久不衰。解州关帝庙系宫殿式建筑
，四周围设宫墙，青砖红垣，门坊巍峨，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殿堂楼
阁，鳞次栉比，堂皇富丽。碑碣题匾历数，古柏虬参天，气势肃穆，宏
伟壮观。建筑布局分为结义园和主庙两大部分。主庙又分前朝后宫，从
端门开始，由南向北，雉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等依次排
列，两边石牌楼、木牌坊、钟楼、鼓楼、刀楼、印楼、东西廊房，左右
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主殿崇宁殿回廊26根螭龙石柱气势磅礴，
殿内、殿前悬挂康熙、乾隆、咸丰皇帝手书钦定牌匾。主建筑春秋楼二
楼为悬柱式建筑，26根木柱吊挂回廊，精巧奇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
孤例和珍品。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已有142017年历史的古建筑群，规模相当宏大，面积达一万八千多
平方米，是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为结义园，内有君子亭、三义阁、牌
坊、假山⋯⋯周围桃林茂密，身临其境，大有“三结义”的风韵。隔着
一条马路，关帝庙的主要精萃都集中在北部。

如今大庙，第一道门已封住，游客从西侧门入，一眼望到红砖砌起的“
万代瞻爷”牌坊上，横挂着“扶汉人物”、“大义参天”、“精忠贯日
”三块大匾。仅仅十二个字。却多么精辟、多么高度地概括、评价了这
位“五虎上将”之雄。

进午门，是幢宽大的敞开式大殿，清时曾被大火烧毁，重建至今仅六十
余年。这里吸引人的地方是几米高的周仓、廖化的塑像，和几十幅关羽
生平、事迹的“连环画”。诸如《桃园三结义》、《白马坡》、《诛文
丑》、《灞桥桃袍》、《古城会》、《千里走单骑》等，生动形象地再
现了关羽一生主要经历。

关于关羽，这里一直流传着他许多神话：原来，他是颗火龙星，一次被
玉皇大帝指派到凡间烧掉不忠、不义的万户村。他作为老翁，来到人间
，忽见一妇女怀里抱着大孩，却让刚会走路的小孩行走。很是不解，一
问才知，她是大孩的继母，小孩才是自己亲生。听后非常钦佩，她家就
在万户村，怎忍心伤害这种好人呢!他没有烧掉这个村庄，回到天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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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大帝定要问斩，于是化作一团彩云升起，拖得很长很长，人们感激地
望着“观云长”。时值大旱，世间渴望下雨，所以又叫“观雨”，也就
是关羽了⋯⋯

关帝庙导游词15

各位尊敬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运城市运城古称河东，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
故乡，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金三角中心地带，属于晋南地
区。

运城是"华夏之根"、"诚信之邦"，史称"盐务专城"、"盐运之城"，素有"五
千年文明看运城"的说法。

全市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文物旅游景点达1600余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22处。、四大明楼之一永济鹳雀楼、艺术宫殿芮城永乐宫、《西
厢记》故事发生地永济普救寺、中华祭祀圣地万荣后土祠、中国死海运
城盐湖，以及盐湖舜帝陵、黄河大铁牛等等。最主要有驰名中外的武庙
之祖解州关帝庙

西解州城外的关帝庙。关帝庙是奉祀三国时期武将关羽的寺庙，其规模
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乃至海外关帝庙中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庙宇，也
是国内现存最好、最完整的关庙建筑群之一。关帝庙南倚中条山，北濒
盐池水，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具湖光山色之胜，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我们读《三国演义》，看《三国》戏和电视剧，都知晓关羽的盛名，可
谓家喻户晓。关羽终年59岁，字云长。传说关羽本来不姓关，因杀了欺
侮良家民女的县尹被迫捕，逃至撞关，过关隘被关吏查询时。他随口指
关为姓，从此以关姓闯至河北涿县。以后，与刘备、张飞结为手足兄弟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兵败投袁绍，关羽被曹操俘虏，曹操赏识他
英勇善战，拜他为偏将军。关羽斩颜良、文丑，封汉寿亭侯。随后，关
羽再次投奔刘备，著名的赤壁大战，刘备和孙权联合击败曹操，关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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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镇守要塞荆州。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4年)，关羽率军攻樊城，水淹七
军，活捉曹操大将于禁，斩名将庞德，威震华夏。不料孙权乘机派兵从
背后偷袭，关羽败走麦城被杀。关羽战功显赫，名声跃居历代名将之上
，后被迫封为“壮缪(miu)侯”。民间百姓追慕关羽忠孝义勇，逐渐奉若
神明。历代统治者利用关羽对君主忠贞不二的品格，大肆宣染和教化，
逐渐封王、封帝。明清时代，关羽有“武王”、“武圣人”之尊，与“
文王”、“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山西省会、历史名城——太原。太原，山
西省省会，简称并，别称并州，古称晋阳，也称龙城，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园林城市、太原都市圈核心城市，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和国际交流中心，是一座具有4700多年历史，2500多年建城史，“
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历史
古都。太原市三面环山，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自北向南流经，自古就有
“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是中国北方军事、文化重镇，世界晋商都会，
中国能源、重工业基地之一。太原的城市精神是包容、尚德、崇法、诚
信、卓越。

这里曾经是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北朝霸府、大唐“北京”、九边重镇
、晋商故里。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为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作为文
明荟萃之地，这里有大唐的气度，晋地的风流。灿烂的名胜古迹让这座
城市魅力无限。

太原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的北端，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
部为河谷平原，全市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黄的第二大支流汾河
由北而南穿城流过，把市区劈为两半。东汉著作家应邵曰：“地在两谷
之间，故曰并州”。所以太原简称“并”，唐代诗人杜甫也曾称誉“焉
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太原现仍有并州路，并州饭店等。
顺便告诉大家，太原的街道极为规范，凡南北走向皆称路，凡东西走向
均叫街，使行人倍感方便，断无迷失方向之忧。

太原古称晋阳，奠基于春秋末期。大约在公元前497年，晋国卿赵简子的
家臣董安于和尹择在晋水之北筑城，取名晋阳，其位置约在今天太原市
晋源区。所以，20___年太原迎来了她建城2500周年的辉煌庆典。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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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家族以晋阳为据点积蓄势力，奠定霸业，最后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
的赵国。

太原也是龙兴之地，建立北齐政权的高洋父子发迹于太原，称太原为“
别都”;隋场帝杨广在即位前被封晋王，视太原为“发样之地”;兴唐的李
渊父子也是从太原开基立业的，唐高祖李渊曾长期任隋朝的山西河东抚
尉使、太原留守等职，唐太宗李世民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太原度过，被人
称为“太原公子”，李渊建立唐朝，称太原为“北都”，唐代大诗人李
白曾经盛赞太原“天王三京，北都其一。”今天旅居海外的华人，都以
唐人后裔为荣，甚至把大片华人聚集地命名为“唐人街”，追本溯源，
唐文化的发祥地就在我们山西太原;五代时，太原先是后唐的“西京”，
随后相继为后晋、后汉、北汉的“国都”。太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之地
，故又有“龙城”之称。

这些一个个所谓的“真龙天子”之所以能从太原起家夺取天下，实际上
因为太原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并且是华夏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和冲突
的中心地带。历史上这里就有“乱世出英才”、“并州自古多英豪”等
说法。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gdldyc-doc-14707kaj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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