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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它坐落在浙江省淳

安县境内。凡来千岛湖观光过的人，都说千岛湖美得像一幅

多彩的山水画。 千岛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湖泊,是在1959年为

了修建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大型水利水电站-----

新安江水电站的时候形成的一个水库.1982年之前都被称为是

新安江水库。千岛湖这个迷人的名称是怎样来的呢?据淳安县

地名委员会普查，新安江水库在108米高程水位，面积在3

．75亩以上的岛屿共有1078个，一直到1982年之后才正式更名

为千岛湖。 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湖泊,它兼有着大海的壮美

和湖泊的秀美,我们说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千岛湖有着573平方

公里的水域面积和178亿立方米的水库区容量,就是说一个千岛

湖的水域面积就接近于新加坡的国土面积.那178亿立方米的水

库区容量到底有多少呢?咱们可以和我们的杭州西湖做一个比

较,据统计,咱们千岛湖的水容量相当于杭州西湖水容量的3184

倍,所以在1963年郭沫若陪同当时的尼泊尔议长来游览千岛湖

时就写下了:"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的

诗篇。 说千岛湖有着大海的壮美,不光光是因为他的水域面积

如此之宽广,还在于湖中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千岛湖,顾名思

义有一千个岛屿才叫千岛湖,但是在湖中并不是露出水面就能

成为岛屿的,在千岛湖能称之为岛屿的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首



先要水位达到108米的高程水位,其次露出湖面的陆地面积要

在3.75亩以上,只有符合这两个标准才能在千岛湖被称之为岛

屿.那我们这符合这样标准的岛屿一共有1078个,如果要把路出

水面的土地全都叫做岛屿的话,那千岛湖只好改名为万岛湖喽!

咱们说完千岛湖的壮美,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讲一讲千岛湖的秀

美.千岛湖被原新华社社长穆青赞誉为"天下第一秀水".大家坐

在船上方眼望出去,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对,就是绿色,而且千岛

湖的绿色并不是那么一点儿,而是大面积的色块,大面积的渲

染,山是绿的,水也是绿的,山的绿色是立体的,一座座山高高低

低错落有致地展现在您的眼前,水的绿色则是平面的,宁静而安

详地平铺在您的脚下.由于整个千岛湖都是绿色的,怕您把岛屿

和湖水看混淆了,所以咱们的千岛湖又善解人意的在岛屿和湖

面交界的地方又画上了一条黄丝带.您看,现在在咱们眼前的千

岛湖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青山绿水黄丝带." 千岛湖除了刚才

我们所说的壮美和秀美之外,还有一种美,这种美是要靠大家来

感受的,那就是----凄美.刚才和大家说过,千岛湖是一个年轻的

湖,是在1959年为了配合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新安江的铜

官硖口修建了我国第一坐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大型水利水电

站而形成的一个水库.他的形成使我们淳安县和遂安县的两个

县城,49个乡镇,1377个村庄以及30万亩良田全部都淹没在千岛

湖只下,还包括了29万原淳遂两县的居民全部都迁移到了安徽,

江西和浙江本省各地.一下子使我们淳安县由原先的富裕城镇

变成了浙西山区最贫困的县.想一想,这湖秀水是我们的先辈们

抛家弃舍才得来的,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而我们淳安人的根就

在这一湖秀水之下! 美丽的千岛湖是我们的先辈们抛家弃舍才

得来的,所我们现在的千岛湖人对这一湖水可以说是呵护备至,



就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来爱护这一湖秀水.为了这一湖秀水,

我们坚持了近50年的封山育林.为了这一湖秀水,我们先后关闭

了湖区周围有可能对千岛湖造成污染的所有工矿企业.为了这

一湖秀水,我们专门成立了水上环卫所,定期打扫湖面垃圾.为

了这一湖秀水,我们对所有的游船.游艇进行废油回收,尽我们

一切所能减少对千岛湖的污染. 们的呵护之下,千岛湖也是给

了我们最大的回报,您看,人的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对,就是水.据科学家调查,人不吃东西可以活7天,但不喝水3天

也未必能活下,所以足能看出水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了.而我们

千岛湖有着178亿立方米的水,这可不是一般的水,全是"农夫山

泉"啊!千岛湖是属于国家一级水体,所谓的国家一级水体,就是

说我们的水是可以不经任何处理就能直接饮用的,在阳光直射

的情况下湖水的能见度可以达到7到12米,也就是说在正午阳光

直射的情况下,您站在水边,就可以直接看到水下7到12米的深

度,咱们这个湖水的含沙量只有0.007千克,用肉眼是几乎看不到

有泥沙沉淀的。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话用在我们

这是再合适不过了的,我们自古就有"千峰郡"的称号,新安江水

电站落成后,"千峰郡"变成了千岛湖,不变的是这山这水带给我

们无穷无尽的资源,咱们先来说说这山上的,大家沿着杭新景高

速上一路来到千岛湖,可以说是经过了一座座的山,细心的朋友

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路过来有很多山上都种着茶叶和毛竹,

我们淳安也是号称有着"千亩茶树,万顷竹海".除了茶叶和竹制

品之外,我们的山核桃产量仅次于临安,名列浙江省第二.还有

板栗,山茱萸,猕猴桃,无核柿等等,都是我们的山给于我们的.那

我们的水呢?除了给我们"农夫山泉"外,还给了我们什么呢?告诉

大家,千岛湖里有鱼.千岛湖里有85种淡水鱼.千岛湖是浙江省四



大淡水鱼养殖基地之一.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千岛湖的有

机鱼了,由于我们的鱼喝的都是农夫山泉,所以我们的鱼味道也

是特别的鲜美.而我们千岛湖最大的特色菜就是我们的有机鱼

头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尝一尝我们千岛湖的招牌

菜----有机鱼头。 湖旖旎的湖光山色是一个绿的世界，山是

绿的，水也是绿的，所以人们又爱称它为绿色千岛湖。千岛

湖山峦青翠，湖水澄碧，旅游资源丰富。湖周群峰环拱，曲

折崎岖。多姿多态的山峦和岛屿把整个湖区分隔成中心、东

南、西北、西南、东北五个各具特色的景区，称为“五大湖

区”。 湖区以自然和人文景观为主，主要景点有梅峰观岛、

龙山岛、五龙岛、孔雀园、温馨岛等，水域辽阔，岛屿众多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中心湖区，

可以乘舟畅游，可以探奇考古，可以凭吊先贤，也可以去岛

上野炊、水中冲浪，还可以尽兴品尝鱼味和野生绿色食品。

来源：考试大 东南湖区原来是淳安县的鱼米之乡。千岛湖形

成后，湖边的丘陵已开发成茶果基地。这里的景点开发较早

，目前已粗具规模可供游览观光的景点有蜜山岛、羡山岛、

桂花岛、天池观鱼等四处，景观以石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主。 

西北湖区坐落在浙皖两省交界之处，是去安徽黄山的主要通

道。湖面狭长深邃，两岸奇峰耸叠，形似长江“三峡”。中

国第一个女皇帝陈硕真、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都曾驻留

此地。游人来这里，可瞻观凭吊硕真遗址、方腊圣洞，可游

览流湘飞瀑、石柱奇峰、金坳幽谷、仙人潭等景观，还可领

略古山越的风情、文化和独特民居。 西南湖区岛屿连绵，山

重水复，港湾纵横，野趣丛生。这里的好去处有灵岩飞瀑、

龙川百湖、瀛山古迹(朱熹讲学之处)、琅瑁胜境等地。这里



是休养度假的极好去处，目前正在开发中。 东北湖区生态环

境奇佳，自然景观十分优美，由于交通问题目前尚未开发。

它可开发观光的景点有屏峰险崖、双香宝岛、玉笋奇峰、干

亩古田、秋源瀑布等。 除湖区景点外，千岛湖周围的石景很

多，最为壮观的要数地处东南方向的赋溪石林了。这片石林

方圆数公里，全属迷宫式的喀斯特地貌，最有观赏价值的有

蓝玉坪、玳瑁岭和西山坪三处。这三处石林各有各的特色，

处处都有玲珑剔透、鬼斧神工的奇景，被广大游客誉为“华

东第一石林”。 由于千岛湖的地理位置等原因，目前千岛湖

开放的景点集中在中心和东南两大湖区。来源：考试大 首先

，请大家跟我游览中心湖区。 各位团友，我们现在来到梅峰

观岛。梅峰景区距千岛湖镇12公里，总面积20平方公里。该

景点因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绝佳而被誉为千岛湖风景区

的精华。在这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千岛碧水画中游”的意境

。 现在我们眼前照壁上刻的是1963年郭沫若先生畅游干岛湖

时留下的“西子三千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

波涛”的诗句。 这里是观松台。大家请看前方小岛上那株如

同盆景一般的马尾松，是否像一件匠心独具的杰作?它冬迎风

雪、夏顶酷暑、枯水期受旱、汛期被水淹，可仍然郁郁葱葱

，生机勃勃。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棵神奇的树，是“风水宝树

”。各位游客如有兴趣，可到前面的“山门”处与这棵“宝

树”合影，说不定会给您带来好运!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

了“松风岭”。因这儿的阵阵松涛常常令人驻足静听，所以

我们给它取了个别名叫“闻涛”。不信，各位可以试试，只

要你用力大喊一声，山神会立即给您回音。并徐徐送来涛声

。 各位团友，观景台到了。这里集中体现了干岛湖风光的精



华。现在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片秀丽的岛屿风光。在这片

广阔的湖面上，300多个大小岛屿星罗棋布。俯首近观，只见

众多岛屿高低错落，山重水复，港湾纵横；纵观全景，青山

绿水，蓝天白云，有动有静，变幻多端，韵味无穷。对眼前

这群岛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这像一群蜂蝶在戏梅，

有的说这像璀璨的珍珠摆在碧玉盘中，还有的说这是天女撒

下的绿色花朵在水中漂荡。在这片水域里，岛间的航道曲折

多变，似隔多连，船行其中，有的地方似乎没有去路，稍一

转折又觉得没有尽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水上迷宫”。 各

位团友，我们现在到达的是孔雀园。 孔雀园林木繁茂，空气

清新，良好的自然景色和生态环境，是孔雀栖息繁衍的理想

之地。 孔雀园内现有花孔雀、白孔雀、蓝孔雀、绿孔雀四个

品种的孔雀1000余只，并建有良雏园、幼鸟园、大观园、衍

生园、美井泉、聚宝泉、风翔桥等景观和游览项目。就孔雀

的品种、数量、规模而言，这个景点在全国也首屈一指。 在

孔雀园里大家可以尽情观赏孔雀开屏、孔雀群飞、孔雀觅食

的壮丽景观，聆听孔雀高傲的欢叫声。大家也可以买上一杯

孔雀饲料逗喂孔雀，还可以与孔雀合影留念，当一次“孔雀

王子”或“孔雀公主”。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了龙山岛

，主要参观海瑞祠。龙山，据县志记载，因东汉“吴永安年

间，有黄龙见于此”而得名。淳安县历来有“桐桥铁井小金

山，石峡书院活龙山”的颂扬地方风光的说法。 现在我们所

看到的这座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典雅古朴、肃穆端庄的建

筑物，是淳安人民为纪念清官海瑞重新建造的海公祠。这座

祠是淳安民间雕刻艺人创作的珍品之一。它集淳安民间工艺

木雕、石雕、砖雕于一身，这些匾额、楹联，大多出自名家



手笔，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据志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海瑞任职期满调离淳安后，淳安老百姓就自发捐地集资，

在县城建造了海公生祠，树“去思碑”，以作纪念。万历五

年(1577年)海公祠迁建县城对岸南山，恰好与县衙门隔水相望

，造成一种“登堂如见海先生”的意境，借以缅古戒今。无

独有偶，今天海公祠的朝向，也对着县府大院，为此赵朴初

先生便把这“祠堂对公堂”的典故写进楹联。 现在让我们去

碑廊看看海瑞留下的手书碑刻。凡是来海瑞祠参观的游客，

都要在碑廊游览一番，而且都会对海瑞的书法技艺赞不绝口

。比如这个一气呵成的狂草“寿”字，可谓独具匠心，别具

一格。民间传闻，此“寿”字由“生母七十”四字组合而成

。这是海瑞在淳安任职期间，为母祝寿特意写的。来源：考

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这座去思碑，是海瑞离任后，邑人集资兴

建海公祠时刻制的，原碑文已淹没，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

是根据县志记载的碑记稿重新刻制的。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

来到了海公祠的公堂。大家看这尊海瑞塑像。质地为混凝土

，身高3米，重4500公斤。塑像的体重与神态以北京故宫博物

馆收藏的明代画像为蓝本，并参考了有关海瑞“棉里藏针”

的性格特征。 两侧的图画是海瑞在淳安为民除害的故事。大

家如有兴趣了解的话，不妨在此买一本《海瑞传奇》去看看

。 现在我们到达的是温馨岛。温馨岛碧水环绕，港湾众多，

蜿蜒曲折间充分显示了千岛湖锦山、碧水、秀岛的风采。温

馨岛面积55．3亩，岛上空气清新，绿意盎然。 温馨岛是以休

闲度假和水上娱乐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好，接下来就请各位

朋友随我一起，去领略一番温馨岛上的风情。 首先，就让我

们一起到温馨岛水上大世界参加各项水上娱乐活动。大家请



看，现在湖面上冉冉升起的就是水上降落伞，降落伞五彩斑

斓，非常漂亮。它是利用放风筝的原理，依靠摩托艇的牵引

，使人在天空和水面间随风摇曳，起伏跌宕。水上大世界还

有水上飞机、水上摩托车、水上冲浪舰、水上自行车、情侣

艇等水上娱乐设施和天然浴场，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亲自

去体验一下。 抖落欢快的水珠，让我们一起到竹楼民俗表演

厅去松弛一下吧，那里有热情欢快的少数民族风情表演。来

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夜晚的温馨岛更加美丽，岛上霓虹

闪烁，彩灯高悬，流光溢彩，宛如人间天堂。大家可以携朋

带友，到温馨岛参加夜游活动，也可以在表演厅观看歌舞表

演，还可以去保龄球中心、游戏中心娱乐，或是去洗个桑拿

浴，消却一天的疲惫。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去刚刚改造好的

五龙岛景点。五龙岛距千岛湖镇约3公里。它由中心岛、锁岛

、鸟岛组成，岛与岛之间由状元桥、幸运舟桥、鱼乐桥连接

。三座桥造型别致、新颖，寓意深刻，已成为千岛湖一景。 

我们首先到达的是锁岛。锁的本意是一种保险的工具，但是

在锁岛它却另有一番意义。看，这是一座鲤鱼跃龙门的造型

，寓意就是在锁岛走一走就能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到了顶

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幅八卦图，周边立着12块生肖挂

锁纪念牌，大家可根据自己的生肖在上面挂上一块祝福的锁

牌以作纪念。请大家跟我走，这里是锁纪念馆，里面有近百

把各种时代和造型的锁具。 请大家继续跟我走，这是一把开

心锁。要想打开开心锁，先要找到钥匙。钥匙在哪里呢?请大

家找找。瞧，那位朋友已找到了，不妨试一试，用最大的力

气可以打开45度角，打开开心锁，预祝您天天开心、笑口常

开。 往下走的林荫小径两旁密密的是用金属制成的爱情树、



吉祥树和友谊树，上面挂满了5万余把游客在锁岛留下的爱情

锁、友谊锁等纪念锁。每把锁和每一片锁片都包含着一份爱

心。锁岛寓意丰富，它把来游岛的游客们的每份心愿保存起

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锁岛将成为一个神奇的具有特殊文化

内涵的历史景观。 锁岛还有另一个景观，那就是湖上观鱼。

千岛湖中有80余种淡水鱼，在观鱼池内有几十种有代表性的

鱼。看，这是一条罕见的大白鱼，体重达70多斤，雅称“白

娘子”。瞧!这里有一条长着八字须、体重50余斤形似娃娃鱼

的鱼，叫鲇鱼，有“清洁工”之称，专吃死鱼烂虾，千岛湖

的清澈也有它们的一份功劳。 过了观鱼池上的鱼乐桥我们就

到鸟岛了。鸟岛上有50余种鸟，设有笼鸟廊、孔雀园、珍鸟

园，还有很多飞来觅食的天然鸟群。岛上设有竹筏鱼鹰捕鱼

表演、与鸟合影、群鸽嬉戏等游览项目。鸟岛最奇特、最逗

人的景观，莫过于自然鸟群。你们在小径上行走时，手上放

几条面包虫或其他食物，鸟儿就会飞到你手上啄食，让人有

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使人顿生乐趣。 游览鸟岛后，请大

家跟我过幸运舟桥。现在我们到了五龙岛的中心岛，上岛后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古色古香极富乡土味的真趣园。小

孩子可在真趣园滑滑梯、荡秋千，过一过独木桥，尽享一下

古代的游乐工具。再往上走，是一个仿古戏台，在这里可以

欣赏极富淳安地方特色的睦剧和跳竹马。另外，中心岛临湖

还建有茶室，时间宽裕的话，可在茶室边欣赏风景边品干岛

湖名茶。品茗后，可再到有惊无险的状元桥荡一荡。 中心湖

区除上面的景点外，还有极富野趣的动物系列岛，大家可以

在神龙岛戏蛇、观蛇艺表演，在猴岛与猴嬉戏，在鸵鸟岛观

看鸟类“巨人”鸵鸟的风采。 各位团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东南湖区。首先到达的是羡山半岛，它是目前千岛湖已开发

景点中惟一的一个半岛景区，离干岛湖镇9公里。这里的岩溶

地貌景观丰富，奇岩怪石、溶洞深沟比比皆是。 这儿满山满

坡都是果树，春有杨梅、枇杷，夏有葡萄、梨，秋有柑橘、

文旦、胡柚等，一年四季水果不断。这里的水果品质优良，

风味独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现摘现尝。 这座富

有神奇色彩的故事港牌坊和左侧这座牛头雕塑，是上海电影

制片厂来此地拍摄童话影片《“下次开船”港》时留下的场

景。说来也巧，当千岛湖水位达到108米高程时，这个牛头正

好低头喝水，预示来年丰收祥和。故而人们便把这座牛头称

作“千岛神牛”。 前面这窄缝是岩溶地貌中典型的溶沟景观

。峡谷两侧石壁高过人头，壁面凹凸不平，仅容一人双手扶

石侧身而过，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所以人们称

它是“横行霸道”。如果你常来几次，它可帮助你减肥，不

信的话，你可来试试。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各位团友

，游完羡山，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蜜山岛。蜜山自古以来就是

一座名山，到民国时期，仍有很多善男信女进山朝拜，香火

较旺。岛上观光处有古石阶、吟诗亭、蜜山堂、蜜山泉、望

波亭等，大雄宝殿还有三个和尚的坐化坟等。 现在我们看到

的这口井，有“东南第一泉”之美称。据传说，“一个和尚

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就发生

在这里。据说我们刚走上来的石阶就是由这三个和尚抬石砌

成的。 这里是三个和尚的坐化坟，也叫三个和尚圆寂骨塔。

三个由懒变勤的僧人圆寂之后，因他们为“蜜山堂”做了好

事，后辈和尚就为他们建造别具一格的殓骨之所。塔顶呈葫

芦形，塔檐为六角，塔身用六块长方形石板组成，内为中心



地宫，以盛遗骨。 我们现在来到了桂花岛。桂花岛因岛上野

桂遍地而得名。这个岛属石灰质岩溶地貌，它在自然演变的

过程中，造化成各种奇妙景观，主要有乌龙出水、蟾宫仙坞

、犀牛啸天、清波映月、通天石门、群羊洞、望湖台、万水

千山等天然岩景。如果大家细心观察，这里的岩石，有的似

蹲身的狮虎，有的似奔跑的牛马，有的似爬行的龟蛇。反正

，你爱说它像什么就像什么。 各位团友，由于时间和地理位

置的关系，天池观鱼和赋溪石林只能另外安排参观。这里我

就不一一讲解了。 各位团友，我们今天的千岛湖之游就到这

里。千岛湖的版图恰似一只五彩缤纷跃跃欲飞的金凤凰。它

正以迷人的魅力，吸引着四海来客、五洲宾朋。欢迎大家下

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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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