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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景点的中文导游词3 第四节 颐 和 园 一、颐和园简介 （

一）涉及内容 1、 颐和园的判定语 2、 建园的时间、地点 3、 

历史沿革 4、 园林简介 （二）介绍位置：在东宫门内简介牌

旁 （三）导游词 各位朋友，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颐和园，

颐和园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始建于金代，位

于北京西北郊，距市区15公里，占地面积290公顷。景区主要

由昆明湖和万寿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水域面积占全园的3/4

。整个园林分为三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即以仁寿殿为中心的

政治区；以玉澜堂、宜芸馆及乐寿堂为中心的生活区；以长

廊、昆明湖、苏州街等为主体的游览区。颐和园将全国的美

景及著名建筑融为一体，集南北造园艺术之大成，达到“虽

为人做，苑如天成”的艺术效果。 早在金代的时候，这处园

林既不叫颐和园，也没有这么美，只是一处帝王游猎的天然

园囿，当时的山叫金山，上面建有金山行宫，水域叫金海。

元代改山为瓮山，水域为瓮山泊。明代时这一组山水被称为

好山园，已经出现了“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

的美景。清代是它的全盛时期，乾隆皇帝为了给其母庆贺六

十大寿，不仅拓展湖面，又在山前、山后修建了不少建筑，

特别是长廊的修建更是神来之笔。乾隆皇帝把昆明湖挖成寿

桃形，寓意向其母献寿，又把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并把此处

园林称为清漪园。 凡事有兴必有衰，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



，将清漪园、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烧成一片焦土

。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修园林，并改名为颐和

园，取“颐养冲和”之意。但好景不长，1900年八国联军又

一次将颐和园付之一炬，慈禧太后于1903年再次重建，由于

财力有限，只恢复了万寿山前的景观。解放后，人民政府多

次对园林进行修缮、保护，颐和园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下仁寿殿。 二、仁寿殿 （一）涉及内

容 1、 庭院内陈设 2、 仁寿殿的作用 3、 仁寿殿的殿内陈设 4

、 延年井 （二）：在仁寿门前右侧 （三）导游词 各位，这

是仁寿门，门口有两块太湖石，人称“猪猴石”，据说是孙

悟空和猪八戒被派到这里来为皇家看家护院。走进人寿门，

看到的并不是仁寿殿，迎面是一块高大的太湖石，它是起到

一个“障景”的作用。这是我国古典园林中造景的方法之一

，其目的是起到屏风的作用，避免院内景物一览无余，失去

含蓄之感。刚才我们讲过了，颐和园是集南北园林之大成，

故又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之作，多次、多处成功地运用了

各种造景方法，待会儿我再一一向各位介绍，请各位先随我

来。 （仁寿殿院内东南角松树下） 刚才我们看到了门口的那

块太湖石，现在请各位再看看院内四周，这里还有四块太湖

石，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些奇形怪状的所谓“太湖石”呢？首

先我先告诉大家何为太湖石。说起太湖石，大家应该不陌生

，在很多园林内都有，它们看起来奇形怪状，满身是洞，或

堆成假山或装点景致，只是不太知道它们的名字罢了。其实

，太湖石是产自于江苏无锡的太湖湖底，因其相貌奇特，有

“透、瘦、皱、漏”之称，而且产量又少，故被皇家选为稀



罕物运来放在园林内起装饰作用。有些太湖石天生酷似某些

人物、动物或祥瑞之物，就更成了人们收藏、寄与某种美好

象征的“尤物”。 还记得门口的那块太湖石吧，从背后看去

，没什么奇特之处，但要从正面看上去，你便会拍手叫绝，

因为这块太湖石就像是一个老寿星，面向仁寿殿，给慈禧太

后祝呢，您看像不像？另外四块太湖石根据其形状，象征一

年四季之“春华、秋实、冬枯、夏荣”，这四季石与老寿星

被称为“峰虚五老”，象征长寿之意。 再看看院中的这只铜

铸的怪兽，人称“四不象”，你看它鹿角、龙头、狮尾、牛

蹄，别看它长相怪异，可是本领高强，能避火，又是一种仁

义之兽，既是“仁兽”，故在“仁寿”殿前，真是找对了地

方！您也许会问，刚才你说“真是找对了地方”，莫非这“

四不象”原来不在此处？您说的不错，“四不象”原有一对

，是乾隆年间铸造的，原来放在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火

烧圆明园时，另一只被侵略军所毁，真是令人惋惜。 在大殿

前还陈列着铜制的龙、凤、香炉、太平缸等。特别是龙凤的

位置与其它地方的陈设位置不一样。在古代帝王的宫殿、园

林内的龙凤等吉祥物，其陈列方式应该是龙在上，凤在下；

龙在内，凤在外。在这里却成了“凤在中央、龙陪两旁”的

格局，是哪个大胆之人所为？不是别人，就是在这座大殿内

垂帘听政、发号施令的女主人慈禧皇太后，好象在向人们说

：“谁说女子不如男？” （在仁寿殿的中间靠左的位置） 这

座大殿叫仁寿殿，是帝后们夏天到这里来避暑时，临时处理

政事的地方，其功能相当于故宫的乾清宫，等级相当于故宫

的太和殿。这一区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颐和园内三大区

域之一的政治活动区。在清代的每一处园林内，都设有一座



处理朝政的大殿，一般称为勤政殿，以示皇帝在休假娱乐时

也不会疏于国事，以示勤政，其实，只不过是懒得跑回故宫

处理朝政而已。清末，慈禧手握大清大权，在故宫养心殿及

颐和园勤政殿“垂帘听政”。天下凡是大权在握的人，通常

都不想死，都希望长生不老，故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便将“

勤政殿”改为“仁寿殿”取自于《论语》中的“仁者寿”，

即施仁政者能长寿的意思。 在大殿内的后壁上，悬挂着“寿

协仁符”的大匾，殿内设九龙宝座，御案及众多装饰物。值

的一提的有两处陈设。首先请各位看一看正对面的大水银镜

，上面有不同字体的寿字，共226个，取寿字之“多”的意思

。在镜子的左侧的一辐画卷上有一个很大的“寿”字，背景

里有100只蝙蝠，取意“百福捧寿”。这100只蝙蝠与镜子上

的226个寿字寓意为“多福（蝙蝠）多寿（寿字）”真可谓是

用心良苦，那么慈禧太后到底是否长命百岁了呢？慈禧太后

一直活到了73岁。有句古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活

到七十不足为怪，但在当时活七十多岁不能不说是位长寿之

人。是不是那些“福”字呀“寿”字呀保佑了老佛爷呢？当

然不是，这是与老佛爷的饮食起居有规律及日常保养是分不

开的。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谁能没灾？不过，慈禧太后不怕生病。她说“有病有

灾我能挺，因为我有延年井”。据说呀，喝延年井的水便是

老佛爷长寿的秘诀之一。那么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延年井沾沾

仙气？好！各位随我来，我们一起去参观延年井。（在延年

井旁） 各位，这就是延年井，据说有一年慈禧中了暑，久治

不愈。一天睡午觉时梦到了一口井，便派人来挖，果然挖出

一口井。慈禧太后取水喝了一碗，暑气顿消，精神气爽，非



常高兴，便封其为“延年井”。以后慈禧太后经常饮用此水

，并用此水沏茶，称为“延年井水沏杯茶，气得大夫满街爬

”。其实，这口延年井的井水为优质矿泉水，确实有利于人

体健康。慈禧对这口井的感情胜过金银珠宝。1900年八国联

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金银珠宝丝毫

未取，只是特意来喝了一碗延年井水，然后就背“井”离乡

，带上光绪皇帝匆匆西行了⋯⋯ 好了，讲完了政治活动区，

现在我们要去帝后生活区参观一下，首先我们去看一看光绪

皇帝在园中居住的地方玉澜堂，请大家跟我来。 （在仁寿殿

后的假山旁） 走到这里，也许有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会问“

导游，您说过颐和园又大又美，3/4都是水，可我们进来以后

确是什么门呀，石头呀，大殿，假山呀，水呢？为什么不带

我们去看？”大家别急，如果进门就是水，您是否会觉得太

直截了当了，就会觉得不够“深度”。其实，这又是一种造

园方法，叫“抑景”。所谓抑景就是先抑后扬，即当各位感

到“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便是最想看到“柳暗花明又一

村”之时。这里看起来曲径通幽，其实，您再往前走几步，

就可以体会到“柳暗花明”的感觉啦！不信，请各位走走看

。 三、湖边美景 （一）涉及内容 1、 万寿山 2、 昆明湖 3、 

知春亭 4、 文昌阁 5、 铜牛 6、 廓如亭 7、 玉泉山 （二）介

绍位置：在昆明湖畔 （三）导游词 各位！现在是否有一种湖

光山色尽收眼底之喜悦感？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故精美园林非一日之建。咱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早在金

代，这里便是帝王们游猎的场所，当时的万寿山被称为金山

，山上，建有金山行宫，供金代帝王游猎时临时过夜居住。

山下的水域在当时称为金海湖。元代改金山为瓮山，据说是



有一老瓮在山上挖出石瓮而闻名，山下的水域被称为瓮山泊

。明代曾把这一组山水称为好山园，并在瓮山南坡建园静寺

，改瓮山泊为西湖，当时的景色已经出现了“西湖十景”。

特别是到了清代，盛世国君乾隆皇帝为了给他母亲庆祝60大

寿，在此大兴土木，在瓮山的南坡增建了以排云门至佛香阁

的中轴建筑群，把这组建筑做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母亲，以

示孝顺。乾隆皇帝还将瓮山改为万寿山，既然山改名了，水

自然也要改名，叫什么呢？据说当年汉武帝曾在都城长安挖

“昆明池”操练水军，于是乾隆皇帝效仿先贤，将万寿山下

水域挖深，而且拓宽湖面，为日后训练水军之用。工程结束

后将这片水域更名为昆明湖。现在请大家随我去知春亭，那

里是观赏颐和园全景的最佳位置。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昆明

湖东岸的重要景观及建筑。 （在知春亭外） 这里是观赏颐和

园全景的最好的地方，为何称之为知春亭呢？大家都知道“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吧？但这里不养鸭，怎么才能知道

春天的来临呢？我们的方法是“望柳而知春”。大家看，这

里遍植桃柳，每当春天来临，此处是最先柳绿花红，向人们

报春，故名知春亭。放眼望去，远处群山起伏，古塔耸立，

现在我来问一问大家，远处的这座古塔是在颐和园园内呢，

还在园外？远处的山叫玉泉山，盛产优质矿泉水，是专供紫

禁城内的皇帝及后妃们饮用的。 远处的古塔叫玉泉山塔，看

着在园内，其实是在园外的玉泉山，这种把别处的景色，借

来一用的造园方法，称为“借景”。 再看看我们左前方的那

个小的岛屿，它叫南湖岛它的南面有三个小岛凤凰墩、治镜

阁和藻鉴堂，象征东海三仙山的蓬莱、方丈和瀛州，它与万

寿山遥遥相对，这种造园方法叫“对景”。 连接南湖岛与东



岸陆地的桥叫十七孔桥，是仿北京著名的卢沟桥而建，为何

要在这里仿卢沟桥建一座十七孔桥呢？这得从乾隆皇帝说起

。 乾隆皇帝虽为一代明君，但也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帝王。他

在下江南的游历中对江南的景色及建筑都非常喜欢，因此产

生一个念头，何不将天下美景尽绘长廊之内，将天下精美建

筑集于颐和园当中，于是颐和园中便出现了“黄鹤楼”、“

岳阳楼”、“卢沟桥”等景致。乾隆皇帝还想留住杭州和苏

州的景色，于是，又仿杭州的苏堤在颐和园内建西堤，西堤

上又建6座桥用以增色，而且还消除了由于西侧建筑少而产生

的空旷感，起到了造园方法上“添景”的作用。 此外还有万

寿山后建苏州街，整条街再现苏州水乡的美景，这样一来，

足不出京，就可遍游江南秀色，虽然造景花点钱，但节省了

一次次下江南的路费及辛苦。如此说来，还真是挺合算的！ 

在十七孔桥东侧有个八角亭，叫廓如亭，它可是我国现存最

大的一座亭子，它与十七孔桥及南湖岛连接在一起，形似一

只乌龟的头，颈和身躯，用乌龟形状象征长生不老之意。 廓

如亭往北的河堤处伏着一只铜牛，与真牛大小相仿。为何在

此设铜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为了镇水，乾隆皇帝铸

铜牛，还特意写了一篇《铜牛铭》，刻在了牛背上。另一种

说法是“在初建园林时，昆明湖西侧有一组田园风光的景致

被称为“织耕图”，象征织女居住的地方，而东岸的铜牛郎

隔天河---昆明湖与织女遥遥相望，够浪漫吧！ 最后给大家介

绍一下文昌阁，请看我们前方的这座关城式建筑，叫文昌阁

，阁楼内供奉一尊文昌帝君的铜像。相传文昌帝君是专门主

宰人间功名利禄的神，深受世人信奉，连皇帝也不例外。但

是文昌帝君真要保佑某人当上皇帝，有了功名利禄，有了江



山社稷，一定就会幸福吗？不一定！眼前就是一个例子。 各

位看看那座小院，她叫玉澜堂（指向北侧）。那里曾经是光

绪皇帝的“监狱”。身为皇帝，却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

，够可怜的吧！为什么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会落到这步田地

呢？咱们待会再讲。现在先请各位欣赏一下美丽的景色，照

张像，我们5分钟后在玉澜堂门前集合。 四、玉澜堂及光绪

（含宜芸馆） （一）涉及内容 1、 光绪帝与戊戌变法 2、 玉

澜堂的名称含义及作用 3、 殿内主要陈设及作用 （二）介绍

位置：在玉澜堂门前 （三）导游词 各位，现在我们要参观的

是颐和园中生活区的一组建筑，是清末慈禧游历颐和园时皇

帝及皇后住的地方。前面的一组建筑叫玉澜堂，是当年光绪

皇帝居住的地方；后一组建筑叫宜芸馆，供皇后居住。这是

一组紧邻昆明湖的建筑，故以“湖水似玉、波澜起伏”为意

境，将皇帝的居处取名为玉澜堂。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这座

大门前有两块大石头，左右而立？为什么在此设石？石头有

没有来历和说道？当然有，不过这得先从光绪皇帝及戊戌变

法讲起。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以“不得罪

支邦”为由，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清王朝在亚洲最大的北

洋水师全军覆灭。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中国

面临列强的瓜分，这使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等非常激奋。以

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为代的改良派上书给光绪皇帝提出

变法，得到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

的保守派人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在暗中阴谋策划废

黜光绪皇帝，在最关键的时刻，由于两面派袁世凯的告密，

使得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光绪也皇帝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囚禁在玉澜堂。 现在回头再



说这两块石头，它们叫母子石，是慈禧太后让人从香山搬过

来的，把它们放在这里是对光绪帝的责骂，好象在说：“光

绪呀！光绪！没有我你能当上皇帝吗？可现在你却要造我的

反，你可真是没良心，你看看，连顽石尚有母子之情，你真

是不如顽石呀！” 光绪也暗暗骂道，“老佛爷呀！老佛爷，

你也太狠心了，你知道当一个愧儡皇帝的感觉吗？我身为皇

帝上不能治国，下不能安民，国家将亡，我受万民唾弃，屎

盆子扣到我头上，你却站在那享福，还把我关起来，真是心

比石头还硬呀！”好了，现在我们到园内参观一下。 （在玉

澜堂大院内） 玉澜堂为这个院落的正殿，两侧有配殿，东为

霞芬室，西为藕香榭。玉澜堂的后面是通向宜芸馆的穿堂门

。各位如果到两侧配殿门口，您会惊奇地发现，哎呀！怎么

开门后不是屋子而是一堵墙呢？其实不但是两侧配殿，既使

是通向宜芸馆后门也被封死，这就是当年光绪皇帝被囚禁的

地方。光绪皇帝虽不用戴手铐、脚镣，但每日如座井观天，

好不凄惨！就这样，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当了十年

的囚徒皇帝，于1908年含恨而死。要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真是

一对冤家，在光绪皇帝死的第二天，老佛爷也驾鹤西行了，

据说是老佛爷不放心，怕光绪在阴间造她的反，故紧跟光绪

而去。 玉澜堂内的陈设均按当年原状展出，正殿中有皇帝宝

座，御案，掌扇及龙床等，请各位参观5分钟，我们在后院集

合。 （在宜芸馆门前） 各位，宜芸馆是皇后在颐和园居住的

地方，宜芸为藏书之意，乾隆皇帝曾在这里读书。现在门内

的廊壁上镶嵌有10块乾隆皇帝临摹的书法真迹，殿内物品也

都是按当年隆裕皇后在此居住时的原状陈列的。请各位在此

参观5分钟，我们的下一站便是慈禧老佛爷在颐和园中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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