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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小朋友旅游团一般是以学校、

单位组织的 , 以春、秋两季游为多。小朋友的最大特点是好

奇、多动、不注意安全, 不像成年人旅游团那样乐意听导游员

的讲解。因此，带领小朋友旅游团进行参观游览应根据小朋

友的特点, 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介绍讲解。 [参考提示] 导游员

带领小朋友旅游团进行参观游览时， 其首要任务有两条： 一

是讲解景点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二是要特别关注小朋友们的

安全问题。 导游员在宣传讲解中, 语言要生动形象， 富有激

情而又准确， 语速要亲切、缓慢。导游技巧上多使用提问式

或启发式的手法， 使小朋友对景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同时也

要让他们了解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内涵， 适当进行美

学教育和社会实践。 在安全问题方面， 导游员要主动配合学

校老师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不准他们乱跑瞎闯， 确实做到有

组织、有纪律、听指挥， 同时也要告诫他们不要随意买小摊

上的食品， 不喝生水， 注意个人卫生， 保证小朋友旅游团能

顺利健康地开展。 2． 带领老年人旅游团, 导游员该怎么办 [ 

情况简析 ]老年人旅游团一般是由单位、社区组织的， 也有

自发组织和自愿参加旅游团的。老年人的特点是好思古怀旧

， 希望得到尊重。 在旅游活动过程中， 他们希望导游员与他

们多沟通、多交流， 最怕的是寂寞。为此，导游员在带领老

年人旅游团进行参观游览时， 应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因人而

异地做好讲解介绍工作。 [参考提示] 导游员在带领老年人旅



游团进行参观游览时， 其首要任务是安全问题。导和游的工

作都要突出一个“ 稳 ” 字, 讲解介绍时速度要慢，声音要响

亮， 服务态度要亲切、 热情和周到， 确实做到走路不观景，

观景不走路。碰到上山下坡、路滑不平时， 更要提醒他们注

意安全。整个旅程安排要宽松，劳逸适度，参观游览完了一

个景点后要适当给他们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 包括上洗手间 )

。 在导游服务的讲解技巧上要多运用含蓄幽默的方法 ( 还有

借用故事法以及虚实结合法等 ) 使老年人 “ 游中有示, 乐中

有游 ”。同时, 导游员讲解要生动，要有感情，使他们产生

“ 一次旅游，终生难忘 ”的美好印象。 3． 带领妇女旅游团,

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 俗话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 。

妇女旅游团的最大特点是兴奋、热闹。在旅游途中她们喜欢

谈论家庭琐事、 购物以及化妆等, 同时也喜欢自由活动式或

三五成群聊天拍照, 思想上容易开小差，人也经常走散、走失

。妇女们求全心理高, 团队内时常会有一些小矛盾产生。因此

，导游员应根据妇女的特点，设法让她们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 [参考提示] 带领好妇女旅游团首先要做好三项工作： 一

是讲解景点要清楚、要耐心， 带团速度不宜过快， 照顾面要

周全， 时常要多讲些有趣和传统的故事，让她们在轻轻松松

的氛围中旅游。二是交代事情、 提醒注意事项要清楚明确， 

说话不绕圈子。 三是要经常关心她们的身体状况， 带团时要

多几次清点人数 , 防止有人走失。 另外， 在旅程安排上要松

紧适宜， 多给她们一些交流感情的时间。在商店购物时导游

员要做好参谋工作， 较为详细地介绍商品的特色，尤其是土

特产品。同时也应注意， 女性游客在个别或三五成群地谈论

聊天时， 游客没邀请你参加， 导游员最好不要参与进去。因



为她们之间有许多 “ 小秘密 ” 。 在旅途中， 导游员还要防

止她们懒散和求全心理的出现，游程结束时要特别关照她们

注意带好自己随手携带的东西，以免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精

神上的不悦。 4． 带领年轻人旅游团, 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

简析] 年轻人旅游团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多动多看， 他们对旅

游有一种特殊的偏爱， 在旅途中也时常表现出激动、 好奇和

热闹。 因此， 导游员带领年轻人旅游团进行参观游览时， 应

根据年轻人的特点， 在不违反旅游接待计划的基础上，尽量

满足他们 " 合理而又可能的要求 ", 使旅游活动顺利健康地开

展下去。 [参考提示] 带领年轻人旅游团的关键是在于导游员

本身要充满朝气活力， 其次， 要善于组织和了解他们的心理

活动特点。 一般来说， 他们到达旅游景区后，往往又表现出

与众不同的渴望和向往心理， 追求那些闻所未闻的引人入胜

的景色， 驱使自己尽情的观赏和游览。为此， 想多一点自由

活动的时间， 想多拍一些照片留念， 已经成为年轻人旅游团

最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 先睹为快，先玩为快， 然后再

慢慢听导游员讲解已形成规律。所以， 对于那些不分青红皂

白， 没有重点特点、没完没了讲解的导游员， 他们是不欢迎

的。 其次 , 随着旅游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 游客之间得到了进一

步的交流和了解， 此时， 他们会变得熟悉和亲热起来 , 旅游

团队中懒散和求全心理也会出现， 平时活泼的人会变得更加

活跃， 平时散漫的人更容易迟到， 许多人还会丢三落四。他

们还特别喜欢开玩笑， 提出各种各样、 名目繁多的奇异问题

。 这时候是导游员最难带团的阶段。 因此， 导游员基本做法

是： 尊重游客、热情服务、讲有特点、做有规矩、履行合同

、等距交往、有紧有松、导、游结合。 导游员要控制好整个



团队的旅游节奏 , 包括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防止因满

足不了个别人的需求而影响其他游客的情绪， 造成对整个旅

游接待计划不利的事情发生。 5． 旅游景点游人如织、人山

人海，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 在旅游旺季 , 景点游人如

织、人山人海的盛况屡见不鲜， 这也说明该景点的魅力所在

。 导游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要带好旅游团确实不容易。 为

了确保旅游团 " 走得进， 拉得出，导游员要采取超常规做法

才能完成带团任务。 [参考提示] 一般来说， 导游员最好设法

避开景点人流高峰时间。 若实在无法避开， 在旅游景点游人

如织、人山人海的情况下， 导游员要把讲解好景点和防止游

客走散作为工作的重点。 在抵达旅游景点的途中， 导游员首

先要把景点介绍、应该注意的问题、必要的措施等向游客交

代清楚， 特别是紧急应变的方法更是要强调遵守，确实做到

" 人人清楚 , 个个明白 。 在旅游车上介绍景点时， 最好采用

详细述说法，此举目的是为了弥补在景点讲解时的不足。 其

次， 旅游车到达景点后， 导游员要再次向游客交代清楚停车

地点、车牌号、车型、集合时间以及下一个游览景点的名称

， 同时也要和游客对好钟表时间。 若游客有统一的胸卡或旅

游帽等，导游员要提醒他们佩戴好， 并告诉他们保管好自己

随身携带的钱包物品。下车后，导游员要高举社旗，行走速

度要快慢得当，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点人数。 在景点中要尽

量避免走入十分拥挤的通道，一有机会就要向游客介绍景点

内容，此时最好不要让游客自由活动，导游员不但要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而且随时要注意游客周围的动向，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确实保护好游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6． 进入寺院

发现大雄宝殿内的香客特别多，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 



逢年过节或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佛、菩萨的佛教节日，

寺院里总是人山人海、人流如潮。导游员带领旅游团进入寺

院后，发现大雄宝殿内的游客特别多，为了保证导游服务质

量以及旅游接待计划不受影响，此刻，导游员可采取灵活多

变的接待方法。 [参考提示] 首先导游员在带团出游前要认真

阅读旅游接待计划，尽量避开寺院人流量高峰时间。一般地

说，寺院内有佛事活动，人流量高峰在早晨，下午到傍晚前

要相对好些。若是导游员事先不清楚把旅游团带去“凑热闹

”，那也没关系，因为寺院内的香客和游人似涌向岸边的浪

潮，一浪高过一浪，导游员可以等大雄宝殿内的香客和游人

退出以后安排游客进去参观游览。另外，导游员不妨可在大

雄宝殿门前想游客介绍讲解，也可先参观游览其他殿堂，最

后再带领游客进大雄宝殿。 总之，导游员要灵活多变，但要

掌握一个原则，既浏览程序可变动，景点讲解不要缺少。 7

． 游客燃香进入佛殿，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 旅游团进

入寺院后，有个别游客想在佛殿内然香拜佛，以示诚意。这

说明这些游客不懂得寺院的规矩。如今旅游景点中的寺院都

不允许游客燃香进入佛殿，若游客要燃香进入佛殿，导游员

要及时劝阻。 [参考提示] 在旅游团到达寺院之前，导游员在

讲解过程中要重点向游客介绍寺院有关规定，比如，在佛殿

内不准带闪光灯照相机拍照，不允许燃香进入佛殿，不可以

在寺院内追踪嬉闹、大声说笑，等等。同时也要说明小心火

柱和防止火患的道理。 旅游团进入寺院后，导游员要告诉游

客香不在多，心诚则灵，三支即可。还有，在寺院的庭院内

点燃香后要放在香炉里，然后再进入佛殿拜佛，这才是文明

进香的表现。 8． 游客向你请教烧香拜佛的礼仪，导游员该



怎么办 [情况简析] 游客（特别是外国游客）在参观游览时，

看到寺院内有许多人以及善男善女在燃香拜佛觉得好奇，他

们有时会向导游员提出许多与之有关的问题，其中就会有人

向导游员请教烧香拜佛的礼仪，作为导游员有义务来满足游

客的好奇心理，必要时可做些拜佛的示范动作，并适当解释

这些礼仪的规矩。 [参考提示] 导游员首先可向游客讲解一些

中国汉化佛教的知识, 并且告诉他们由于中国古代把单数看作

是阳数, 认为它是吉利的数字。在古代, 等级较高建筑的大门

上, 所有门钉为单数, 佛教中室塔层数也是单数, 另外还有 " 三

跪九叩 " 之说。 所以, 在寺院内烧香时, 每位香应该是 3 、5、

7、9 或者更多 ( 如今寺院敬香大多数为把数 ) 的单数, 这不仅

是符合烧香规矩, 而且是 " 吉 利 "。至于为何要烧香, 佛教上也

有说法, 因为人间与佛国相距甚远, 人们在求佛时, 那燃起的烟

香会升天而去, 便可把 " 信 息 " 传递给佛国。 因此, 人们在拜

佛时要烧香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如何拜佛? 你可这么介绍: 据

唐僧《大唐西域记》载, 致敬之式, 其仪九等。 (1) 发言慰问.

(2) 俯首示敬. (3) 举手高揖.(4) 合掌平拱.(5) 屈膝. (6) 长跪. (7) 

手膝及顶.(8) 五轮俱屈. (9) 五体投地。五体亦名 " 五轮 ", 二肘

、二膝及顶称为五轮。 9． 游客问你是否信佛教，导游员该

怎么办 [情况简析] 游客提出该类问题, 一般都是出于好奇, 也

有可能是游客听了导游员讲解寺院和佛教知识后, 十分佩服导

游员的丰富知识由感而发, 更有可能游客估计导游员是信佛教

的, 或是属善男信女⋯⋯游客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没有恶意

的, 导游员为此感到高兴才对。 [参考提示] 导游员若是信佛, 

落落大方地承认也没关系, 若不信佛, 告诉游客也无妨。作为

导游员首先要宣传我国有关宗教方面的政策, 比如可介绍信不



信方面的内容, 即过去相信现在不相信, 可以. 过去不相信现在

相信, 也可以。 过去现在都不相信, 更可以。 同时, 中国公民

有在同一宗教中选择不同的教派的自由等政策。在宣传过程

中也可介绍江总书记关于 " 民族宗教无小事 " 的讲话精神 , 正

确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 当然, 导游员在带团讲解中不要有

意地宣传、鼓励游客去信教,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值得一提

的是: 导游员要实事求是告诉游客 ( 特别是外国游客 ), 中国的

佛教是爱国的 , 其宗旨是: 庄严国土 , 利亦有情。 佛教劝人 “

与人为善, 诸恶莫作 ” 等。 从这个角度认识信佛不是什么不

好的事, 至于佛教的教理, 对世界的看法完全可以有自己个人

的看法, 可以研究与探讨。 10． 旅游团因故缩短在一地的停

留时间, 导游员该怎么办 [情况简析] 旅游团队因遇突发事件、

游客生病以及诸多的其他较大原因等, 迫使旅游团队不得不缩

短在当地的停留时间。 但是,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管是旅行社

的责任, 还是游客本身的责任, 导游员都要以最大的热情努力

地工作去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提示] 由于主、客观等原因旅

游团队要求缩短在一地的停留时间, 作为旅游团队的地陪、全

陪和领队都应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所属的旅行社汇报, 特别是

地陪要及时向各有关旅游接待单位说明原因, 做好退房、退餐

和退车等工作。同时, 要进一步提醒旅行社有关接待部门以便

通知下一站的旅行社, 让他们及早变更旅游接待计划, 提前做

好迎接游客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 导游员还要做好安

抚和稳定游客情绪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旅行社在

接待计划上出现的问题, 那么 , 导游员就须加倍努力, 全力弥

补, 争取与司机、各旅游接待单位等紧密配合, 力争完成旅游

计划内的各项内容。若实在有困难, 就适当调整活动时间, 做



到 “ 早出团 , 晚收团 ”, 把本地区最精彩、 最具特色、 最有

代表性的旅游景点献给我们的游客。 这样做或许会把游客的

不满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