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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景点的中文导游词5 故 宫 一、故宫简介 （一）介绍位置

：旅游车上 （二）导游词 各位朋友，过一会儿我们将参观故

宫博物院，现在我先为大家作个简单介绍。故宫是世界上现

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群，故宫又叫紫禁城。“紫

”是天上君王居住宫殿的颜色，那么人间的帝王当然要与紫

字沾边。“禁”是指当时那里守卫森严，不要说是普通老百

姓，即使是高官大员没有皇帝的召见也不能私自入城，否则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是皇家“禁”地，所以又称紫禁城，整

座城池建成于公元1420年，位于天安门广场北侧。 故宫平面

呈长方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全面积72万平方米

。整座紫禁城被宽52米的护城河所环绕，城墙高10米，可谓

是“城高池宽”。在故宫城楼的四周各有一座被称为九梁十

八柱七十二条脊的精美角楼。故宫开四门，座北朝南，南门

为午门，即正门，北门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

。 整个院落分为二大部分，即“前朝”和“后寝”。“前朝

”是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地方，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及东西两侧的文华殿及武英殿为主。“后寝”是皇帝及后妃

、未成年的子嗣们居住的地方，主要以乾清宫、交泰殿、坤

宁宫及东西六宫为主。除此之外，故宫内还有很多其它各式

各样、用途不一的大小宫殿。据说当年紫禁城共有宫殿九千

九百九十九间半，够多吧！打个比方说吧，如果一个婴儿从



哇哇坠地开始每晚住不同的房间，等他住遍所有房间后已经

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啦！ 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群，所用的人力

、物力、财力是可想而知的，故宫自1407年开始筹建，

至1420年完工，历时十余年。施工中征集全国著名工匠10多

万名，民夫100万，所用的材料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自故宫

建成后先后有明清24位皇帝在此执政。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1912年

清帝退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首次对外开放。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多次对故宫进行修缮，使它更加壮丽辉煌

。1987年北京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好，先介绍到这里，呆会儿我再为大家做详细讲解。 二

、午门 （一） 涉及内容 1、 午门的地位及用途 2、 午门的建

筑特点 3、 午门名称的涵义 （二） 讲解地点：故宫午门前 （

三） 导游词 各位朋友，这里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意思是

正午的太阳光芒四射。各位请看！在10米高的城墙上耸立着

五座崇楼，楼顶飞檐翅起，从上面看就象五只展翅欲飞的凤

凰，故午门又称五凤楼。它建成于公元1420年，位于端门之

北，雄伟壮观。 午门的平面呈“U”字型，正楼高35.6米，门

额上有“午门”二字。两厢尽头为钟、鼓楼。城门正面开三

个门洞，中路供皇帝出入，东西两侧供皇室成员及文武大臣

通行。在两侧的墙上，还开有两个掖门，即侧门，平时不开

，唯有举行皇家考试时才开放。 下面，我再为大家讲一讲午

门的作用，在明代这里是举行献俘大典的地方。所谓献俘大

典是指军队凯旋而归时，皇帝在此接见功臣、将士，将士们

向皇帝献上战俘，皇帝象征性地将战俘赦免，以示皇恩浩荡

，像正午的太阳光照四海，颇有一种“哪里有了皇帝郎，哪



里人民得解放”的意味。另外，每逢正月十五过灯节的时候

，皇帝在此赐宴百官，农历十月初一，在这里颁布次年历书

，每逢皇帝去太庙祭祖便击鼓，去社稷坛祭土、谷神则鸣钟

。如果皇帝去天坛祭天或祈谷便钟鼓齐鸣，告知百姓们“咱

们的皇帝要去天坛祭天，祈谷为民造福啦！多么伟大的皇帝

呀！”界时还有乐队吹奏、擂鼓，真是名符其实的自吹自擂

！ 刚才咱们讲的都是发生在午门前的好事，但这里还有可怕

的一面呢！各位都在电影或在小说中听到过“将某某推出午

门斩首”的说法，现在我要告诉大家，这里虽是午门，但却

不是砍头的地方。在明朝的时侯，这里是廷仗之所。何谓廷

杖呢，说白了就是用棍“仗”打某人的屁股。为什么要廷杖

呢？大家都知道皇帝是真龙天子，文武大臣对真龙要百依百

顺。但凡有人敢出言不逊或顶撞皇帝，那便是犯了“逆鳞”

之罪。那位“逆鳞”者就会被押到午门东北角进行廷杖，轻

则皮开肉绽，重者死于仗下。挺可怕的吧！那么，今天还有

受廷杖之苦的人吗？有，不过今天的廷杖是让某人“停（廷

）止游览，依仗（杖）有关条例处罚”的意思。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遵守有关游览规定。 三、太和门 （一）涉及内容 1、 

内金水桥 2、 御门听政 （二） 讲解地点：故宫太和门前 （三

） 导游词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故宫。此处是故宫第

一进院落，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五座汉白玉石桥，它们

象征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是皇帝集美好的品质为

一身的意思。金水桥下是内金水河，跨过金水桥就来到了太

和门广场，这里即是明代皇帝御门听政时百官待驾的地方。 

何谓“御门听政”呢？这“御门”即指太和门，“听政”是

指听取政事。您可能觉得新鲜，这堂堂的皇帝放着那么多的



宫殿不用，偏偏跑到这里来处理朝政，是不是有点做作呀？

其实这并不是皇帝故弄玄虚，而是出于无奈。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在永乐皇帝自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不到一百天，崭

新的三大殿就着了一把无名火，望着三大殿的一片焦土，永

乐皇帝想，是不是我迁都劳民伤财，上天要惩罚我？怎么办

？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动上苍。因为三大殿被烧毁，

无处可去，又要对上天表现出“勤政”，故每天黎明，在太

和门办公，也真是够辛苦的。到了清朝，虽然也有御门听政

的做法，但听政处自康熙以后改在了乾清门。自清朝咸丰皇

帝以后就再也没有皇帝御门听政了。但同治皇帝上台后，又

有了听政，不过不再是“御门听政”，而是变成两宫皇太后

“垂帘听政”了。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未出三年，大清国

就灭亡了。好，下面请各位去参观末代皇帝溥仪举行登基大

典礼的太和殿。 四、太和殿广场及太和殿 （一） 涉及内容 1

、 广场面积 2、 太和殿及广场的用途 3、 太和殿建筑概况 4、

太和殿名称的内含 5、 太和殿内外主要陈设 （二） 讲解地点

：太和殿广场一角 （三） 导游词 现在我们来到了故宫中最重

要的院落太和殿及其广场，这里即是皇家举行盛大典礼的地

方。太和殿广场基本呈正方形，整个院落平坦宽阔，气势非

凡。北有太和殿，南为太和门，东为体仁阁，西为弘义阁，

面积达3万平方米，是整座紫禁城面积的1/24。整个广场可容

纳近7万人，为什么要在此处设这么大的广场呢？一是显示皇

家的威严；二是起到震慑的作用，您想想，如果官员人等站

在这么大的广场中，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及庄严雄伟的建筑

，不得不由衷感叹自己的渺小及皇帝的伟大，既便心存异志

，也只好无可耐何地拜于皇帝脚下。当然，皇帝也不傻，他



也知道在他残酷的统治下，某些人会有些“想法”。不过你

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办法”。你想进来刺杀，我就

铺它个横七竖八。你想躲在暗处，我让广场无树无花。说到

这儿，您会问，什么叫横七竖八？是皇帝派人把闯进宫中的

刺客杀个横七竖八，人仰马翻吗？不是，刺客从地上是跟本

进不来的。这“横七竖八”是指皇帝怕有人从地下挖洞进来

刺杀，故下令将广场地面上横七层、竖八层地铺了十五层方

砖，看谁还能挖地洞？刚才我还说过“广场无树无花”，对

吧？各位看看，整个广场除有些大缸之外，真的没有树，没

有花。那皇帝为什么不在这么重要的地方装点一番呢？其原

因有二：第一，如果植树、种花，虽然景色美好，但失去了

庄严肃穆的气氛；第二，皇帝怕在大典中有刺客藏在树上或

花丛中对自己下黑手，所以在整个广场周围不植树，不种花

。但却摆了一些大缸，这是何用意？请朋友们猜猜看⋯..那些

大缸不是养鱼用的，而是为存水而设。大家看一看，我们周

围的大殿都是木结构的，万一失火，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

呢？只好存些水，以解燃眉之急。故宫中共设水缸308口，其

中锍金铜缸18口。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冬天很冷，如果水缸

内的水结冰，怎么办呢？这真是有点“替古人担忧”了。请

各位往下看，每个大缸下都有一个石基座，一边开小孔，这

就是相当于北方农村原来烧土炕用的“灶眼”，到了大风降

温的时候，上面盖盖儿，并加盖棉被保暖，下面用文火加热

，这样水温不冷不热，既不会因为太热而蒸发，又不会因太

冷而冻冰，于是这些大缸便成为宫中最有效的消防器材了。 

好！这里可以拍下远处太和殿的全景，各位可以在此留个影

，过一会儿，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太和殿。 太和殿丹陛的讲



解地点（丹陛下不远处） 太和殿座落在八米多的三层汉白玉

基座之上，庄严肃穆。在每一层基座的边缘都伸出很多小龙

头，那些小龙的名字叫“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它们是大殿的排水系统。如果

您仔细看会发现每个龙头的嘴里都有一个小孔，即喷水孔，

三层基座之上共设小龙头1142个，每当下大雨的时候，雨水

便从1142个龙头嘴里的小孔内排出，非常壮观，为宫中一景

，被称为“千龙吐水”。 太和殿（在太和殿丹陛之上） 各位

朋友，我们眼前的太和殿是整座紫禁城内级别最高的建筑，

只有皇帝举行盛大典礼时才使用，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太

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我国现存木结构大殿的杰出典范之作。

太和殿始建于公元1420年，当时叫奉天殿。后来，该叫皇极

殿。清顺治皇帝登基后，重修三大殿，并将皇极殿改为太和

殿。“太和”的意思是：宇宙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得到协调

的意思。后来在康熙年间又经二次重修，才有今天我们看到

的太和殿的规模。太和殿高35米，东西长64米，南北宽33米

，面积为2377平方米。它面阔十一间，进深5间，规模为紫禁

城内大殿之最。装饰用的彩绘为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殿顶

形式为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就连大殿正脊上的吻兽也是

我国目前最大的，总之处处显示“第一”，那是皇帝认为“

老子天下第一”思想的体现。 大殿内的陈设简单而又富丽堂

皇，地上是“金砖漫地”，皇帝的九龙宝座位于二米高的楠

木高台上，皇帝升座后，颇有居庙堂之高，君临天下之威风

。宝座前陈设有宝象、仙鹤、香亭等物品，都取其美好的寓

意，大殿中间有6根蟠龙金柱，直通殿顶，殿顶设蟠龙藻井，

井内蟠龙口衔一个铜胎中空的水银球。这个球被称为轩辕镜



，一般悬挂在皇帝宝座的上方，意思是说在位之皇帝是轩辕

皇帝正宗的皇位继承人，而不是假冒伪劣者，倘若真的是冒

牌货，据说轩辕镜就会掉下来砸他的脑袋。有没有害怕被砸

的假冒伪劣皇帝呢？有，他就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登基时

为了防止被砸，故意把宝座往后移动了，不信大家可以仔细

看一看。（在露台前铜龟及铜鹤之间） 看完了太和殿内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殿外的陈设。在太和殿外的露台上左右

各有一只乌龟，各有一只仙鹤。它们取龟鹤延年之意，象征

江山社稷万代相传。此外，东侧还有日晷，它是古代的计时

工具。西侧设有嘉量，是古代的计量器具。这两件陈设象征

皇帝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公正无私的，对天下百姓都是坦

诚、平等的。 在古代，举行各种大典都有要选良辰吉时，到

了吉时皇帝才能升宝座。那么皇帝在何处等待这历史性时刻

的来临呢？走！现在咱们就去看看！ 五、中和殿及保和殿 （

一） 涉及内容 1、 中和殿名称含义及用途 2、 保和殿名称含

义及用途 3、 保和殿后的云龙石雕 （四） 讲解地点：在中和

殿旁 （五） 导游词 大家请看，这是中和殿。“中和”的意思

是凡事要做到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才能使各方面的关系得到

协调发展。中和殿的作用之一是皇帝在大典前等待吉时、稍

事休息的地方；二是皇帝在去天坛祭天或是去先农坛行亲耕

礼前视察农具和种子的地方；三是在清代每10年修家谱后，

皇帝要在此处审阅。外人要想成为皇帝家族的一员，有两条

路：要么嫁给皇帝或亲王；要么娶皇帝的女儿。俗话说皇帝

的女儿不愁嫁，但毕竟是“姑娘大了不可留”。所以不管愁

嫁不愁嫁，到了年纪就必须得出嫁。这么大的喜事，少不了

又要庆贺一番，在哪里庆贺呢？当然要在当时的国宴厅保和



殿。好，请大家看看中和殿内的陈设，然后跟我来一起参观

保和殿。（在保和殿旁） 各位朋友，这座大殿是故宫前朝三

大殿中的最后一座大殿，叫保和殿。“保和”的意思是“要

保持事物间的协调关系”。这座大殿被称为清代的国宴厅及

科举考场，在清朝它的主要作用也有三个：第一，每年农历

正月初一、十五皇帝在此宴请蒙古、新疆等外藩王公大臣以

求边疆稳定；第二，我们刚才提到的，公主下嫁要在此殿宴

请附马及三品以上官员；第三，自乾隆皇帝以后，此殿便成

为每四年一次的皇家科举考场。 好啦！故宫的前三殿讲解到

此结束，现在请大家参观保和殿并稍适休息，我们10分钟后

集合，谢谢大家！ 六、乾清门附近的景物 （一）涉及内容 1

、 后寝的分布 2、 保和殿后的云龙石雕 3、 乾清门前的狮子 4

、 军机处 （二） 解地点：故宫保和殿后丹陛之上 （三） 导

游词 各位，现在我介绍一下故宫的后半部分，即“后寝”。

说通俗些，就是皇帝后妃及其未成年子女生活居住的地方。

整个“后寝”分为五大部分，即中路、东路、西路、外东路

及外西路，下面我分别给大家讲一讲它们各自的作用。中路

上分布着最主要的建筑，有皇帝住的乾清宫，存放玉玺的交

泰殿，皇后住的坤宁宫。东路、西路是皇帝的三宫六院居住

的地方。外东路是为退休的皇帝修建、用以颐养天年的地方

。外西路俗称寡妇院，是已故皇帝的后妃们养老的地方。 在

乾清门左右，东西宫门之前各有一组建筑，东侧为奉先殿，

是故宫内供奉祖先的地方，西侧为养心殿，清代自雍正皇帝

后，帝王们都迁到养心殿居住，它是晚清故宫中最重要的宫

殿，历史上的垂帘听政就发生在养心殿的东暖阁。过一会儿

，我们就去参观，下面请各位欣赏故宫内最大的云龙石雕。



（在保和殿后云龙石雕处） 各位请看，这是故宫中最大的石

雕，这块大石头重250吨，是从距紫禁城90公里外的北京房山

运来的。在冬天人们就在沿途挖井，拔水成冰，把石头放在

冰上拖拉，要是在其它季节就在大石头下面铺上滚木，然后

再用数百人一起拉，运到这里后再加以精雕细琢才雕成了我

们看到的精美作品。（乾清门前） 各位回想一下，我们在参

观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对狮子，在天安门前，在太和门前，现

在又见到一对，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在门口摆狮子呢？把狮子

放在门口有避邪之意，同时又象征着皇家的威严。那么各位

猜猜看哪只是雄狮，哪只是雌狮呢？其实很容易判断。这位

足下踩球，准备发点球的球星自然是雄狮；那位看着小狮子

的母亲自然是雌狮。您瞧她的头偏向中路，好象在关注重着

这个点球，会不会进⋯⋯刚才跟大家开个玩笑，其实这雄狮

脚下的球象征寰宇，即皇帝掌握着天下的命脉。雌狮脚下的

小狮子象征皇帝子嗣兴旺，相传万代，后继有人。 乾清门内

是清代帝王御门听政的地方，自康熙皇帝沿习至咸丰皇帝。

后来，“御门听政”就变成“垂帘听政”了。 在乾清门之西

有一排连房，那就是清朝大名鼎鼎的军机处，清朝的很多重

要决策都出自军机处，皇帝在此与军机大臣共商国事，建筑

虽不起眼，但地位显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兼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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