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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科目五《导游服务

能力》考试大纲详解及要求(云南省)

（一）云南概况

1.模拟团队：第一次到云南旅游的游客。

2.讲解顺序：必讲内容+选讲内容。

（1）必讲内容：云南地理概况—云南历史概况—云南文化

及旅游产业概况。

（2）选讲内容（三选一）：

选讲①：云南民族文化

选讲②：云南风物特产

选讲③：云南红色旅游资源

3.讲解要求

（1）必讲内容

【掌握】云南的面积和人口；邻省和邻国；三大山系、六大

水系；海拔最高、最低点；行政区划。云南历史自先秦至昆明解

放的基本脉络（包括：“云南”名称起源；庄蹻入滇、五尺道、南

诏国、大理国以及重九起义、护国运动概况）。云南旅游资源概

况（包括国家级、5A级景区、世界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数

量及内容）；云南六大旅游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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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云南气候基本特征；云南古人类遗迹；平定南中；

爨氏踞滇；元、明、清三代在云南的统治；云南对抗日战争的主

要贡献；昆明起义概况。云南旅游交通概况（包括：铁路、公路、

航空及航运）。

【了解】云南先秦时期青铜文化；云南历史名人事迹(如：

庄蹻、皮罗阁、段思平、赛典赤﹒赡思丁、郑和、沐英、杨慎、

袁嘉谷、蔡锷、唐继尧、龙云、王德三、聂耳、艾思奇、罗炳辉）；

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文化以及各民族代表性民俗文化概况；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情况。

（2）选讲内容（三选一）

选讲一：云南民族文化。

重点介绍云南民族种类及分布；代表性民居、服饰、特色习

俗、节庆活动及特色美食等。

选讲二：云南风物特产。

从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云南地方名特产品中遴选出

三至四个项目进行概略性介绍，如：建水紫陶、大理石工艺品、

剑川木雕、扎染、斑铜工艺品、乌铜走银、云子、中药材等。

选讲三：云南红色旅游资源。

在云南红色旅游资源概述的基础上列举三到四个云南红色

旅游景点进行概略性介绍，内容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或者云南早

期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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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次到云南旅游的游客”团队，将该点的讲解确定为

让游客“通过对云南的初步了解、建立起美好的第一印象”的目

标，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内容组织突出广度而不求深度，力求照顾到云南自然和人文

地理、历史简况以及文化和旅游产业概况；重视各部分内容之间

在连接和逻辑关系，注意所引用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表述方式

把握概略性讲解风格，照顾到多个方面，无需深究和细化，

注意突出重点，详略得当。作为介绍云南大好河山和古老神奇民

族文化风情的导游，讲解时应充满自豪感。

（3）团队组织

该团队的组织为接待第一次到云南旅游的游客，导游应使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奏简洁明快，尽量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对

云南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也可根据游客先前对云南的间接了解适

当设计一些提问来加深印象。

（二）昆明市石林风景区

1.模拟团队：进行研学实践活动的中学生。

2.讲解顺序：石林概况—石林湖—狮子亭—石林成因—大石

林—小石林

3.讲解要求

【掌握】石林概况；石林湖来历；石林的地貌类型及“喀斯



— 14 —

特”基本知识；朱德题词；“石林”题刻和“天下第一奇观”题刻；

石林的形成过程；“剑状喀斯特”“土下溶蚀”特点；剑峰池来历及

演变；石林桃花源系列景点的名称；“阿诗玛”含义及相关文化。

【熟悉】彝族撒尼人风情；石林景区的八大片区；世界自然

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组成；狮子亭的海拔；石屏峰的造型；

“气骨云根”题刻；“无欲则刚”题刻 ；“极狭通人”的出处；望峰

亭的修建时间；卜算子﹒咏梅词。

【了解】青牛戏水、鳄鱼石、千钧一发、刀山火海、且住为

佳、心脏石、莲花池、唐僧石、风帆石等景点；龙云、周钟岳、

陆崇仁等相关历史人物生平；《阿诗玛》叙事诗；石林风物特产。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进行研学实践活动的中学生”团队，将该景区研学内容

确定为“石林喀斯特地貌形成与演化规律的研学”；基本要求如

下：

（1）内容要求

结合喀斯特地学知识，从地学专业的角度对相关的景点内容

进行重点介绍，讲清楚石林的形成过程；石林湖的来历；剑状喀

斯特及土下溶蚀特点以及剑峰池来历及演变。具有指导地质科普

研学旅游的专业特点。

（2）表述方式

引入研学授课的讲授方式，加强讲解的启发性和研学过程的

参与性。如：列要点、设问、分析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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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队组织

可以借鉴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组织形式，如：分小组活动；

布置集体完成一个主题探究；策划小组间竞赛活动等。

（三）云南民族村

1.模拟团队：热衷体验少数民族风情的游客。

2.讲解顺序：必讲内容+选讲内容

（1）必讲内容：云南民族概况—民族村概况—昆明故城

（2）选讲内容（五选一）

选讲①：傣族寨

傣族概况—寨神—傣家竹楼—佛寺—水井—泼水节—白塔。

选讲②：佤族寨

佤族概况—寨门—牛头广场—神灵广场—司岗里—沧源崖

画—拉木鼓——甩发舞—节日。

选讲③：傈僳族寨

傈僳族概况—千脚落地屋—酒文化—刀杆广场—阔时节—

澡塘会—无伴奏四声部合唱—娱乐溜索。

选讲④：彝族村

彝族概况—彝族碉楼—三虎浮雕—太阳历广场—彝族服饰

—土掌房—土主庙—火把节。

选讲⑤：景颇族寨

景颇族概况—寨门—目瑙纵歌广场—目瑙柱—景颇文化歌

舞楼—山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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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解要求

【掌握】云南少数民族及云南民族村概况。

傣族概况；傣族干栏式建筑、室内布局和居住分区；傣族宗

教信仰、泼水节内容；傣族水井、白塔。

佤族概况；对牛的崇拜及剽牛活动；木鼓及相关祭祀活动；

神灵广场及祖先崇拜。

傈僳族概况；民居特点；射弩场；酒文化；阔时节。

彝族村概况；“彝”字的来历；彝族碉楼；三虎浮雕；太阳历

广场及相关历法知识；土掌房的主要特点；土主庙。

景颇族概况；目瑙柱；目瑙纵歌盛会；山官房。

【熟悉】云南民族村已建成 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名称；昆

明故城；傣族的寨神、泼水亭、傣族饮食；佤族甩发舞；傈僳族

澡塘会、无伴奏四声部合唱；彝族崇虎、尚黑、敬火、爱武的文

化特点，彝族服饰及火把节；景颇族在境外名称，目瑙纵歌的“瑙

双”。

【了解】傣族主要节日及来历；佤族的自然崇拜、创世史诗

《司岗里》、节日；傈僳族溜索；彝族毕摩祖师、密枝节；景颇

族火塘文化。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热衷体验少数民族风情的游客”，该景区游客游览内容

确定为“通过云南民族村来认识云南少数民族概况以及云南少数

民族的生活习惯、婚丧嫁娶、民族服饰、民族建筑及少数民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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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和禁忌”，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通过云南民族村的“云南少数民族概况”、“云南民族村的概

况”和“傣族”“佤族”“傈僳族”“彝族”“景颇族”的代表性少数民族

村寨的文化介绍；引导游客认识云南民族村是展示众多少数民族

的一个重要窗口；云南省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通过文

化解读，拉进游客与云南少数民族的距离，增进交流和认知，推

动中国的民族大融合发展。

（2）表述方式

引入多元表达方式成为导游进行讲解的特殊风格，通过故

事、传说、民族经典歌曲和舞蹈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少数民族文

化的生动展示。加强讲解的灵活性、启发性和互动性。

（3）组织形式

可以通过导游的生动讲解（讲解方法可采用虚实结合法、触

景生情法、问答法、类比法、突出重点法）让游客不仅知道云南

少数民族相关的基本知识，比如民族村寨、服饰特色等；更应该

让游客懂得形成此类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缘由、发展脉络以及主

要原因。

（四）大理古城景区

1.模拟团队：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

2.讲解顺序：大理古城概况—南城门—复兴路—白族民居—

五华楼—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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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解要求

【掌握】大理古城历史，如“羊苴咩城”“叶榆城”“大理”名称

由来等；大理古城的修建历史。古城格局；古城城墙和南城门。

白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等民居建筑特点。大

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概况及展示内容；大理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熟悉】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白族民俗文化；繁

华的复兴路。五华楼建楼历史、建筑规模和风格。

【了解】大理的历史；大理特产及特色美食；大理“风花雪

月”四景。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团队，该景区讲解内容确定

为“游览大理古城体验白族民俗文化”。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通过将游客感兴趣的白族特色民俗文化与大理古城的景点

结合起来进行重点介绍；引导游客了解并认识白族民俗文化，通

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介绍使游客进一步了解白族的民俗文

化。

（2）表述方式

运用触景生情法、突出重点法、类比法等导游讲解方法，结

合大理古城的特色景点给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进行白族民

俗文化的重点讲解介绍，激发游客的兴趣、启发游客思考，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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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互动环节，让讲解交流变得生动有趣，让游客可以充分参

与体验民族风情。

（3）团队组织

组织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时要注意与游客讲解、交流、

互动时抓住游客感兴趣的内容，表述方式要生动，增加参与性的

项目，让游客不但听讲解而且还参与了体验，全方位了解白族民

俗文化。

（五）大理市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

1.模拟团队：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

2.讲解顺序：大理历史—崇圣寺概况—塔的基本知识—三塔

布局—千寻塔—“永镇山川”照壁—两座小塔—建塔方法—文物

陈列馆。

3.讲解要求

【掌握】大理历史，如“文献名邦”“西南敦煌”“亚洲文化十

字路口的古都”“双鹤拓疆”“六朝古都”等。崇圣寺概况，如位置、

历史沿革等。三塔布局；塔的基本知识；千寻塔（高度、层数、

造型、结构、建筑年代、实用及艺术价值）；“永镇山川”题刻；

南北两小塔（高度、层数、类型、建筑年代）。

【熟悉】“圣”的含义；文物陈列馆内的主要塔藏文物；三塔

抗震历史及建塔方式；三塔与国内其他名塔的对比。

【了解】“蛙鸣石”。钟楼历史和重建概况；南诏建极大钟的

概况。聚影池。雨铜观音殿历史和重建概况；一楼供奉内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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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观音供奉）；二楼展示内容（《南诏国史图传》和《张胜温画

梵像卷》）。阿嵯耶观音及阿吒力教知识。崇圣寺的布局及主要

建筑。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团队，该景区讲解内容确定为

“游览大理崇圣寺三塔景区探究大理的历史文化”。基本要求如

下：

（1）内容要求

通过将游客感兴趣的历史文化与崇圣寺三塔景区结合起来

进行重点介绍；使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大理的历史文

化、崇圣寺的历史文化、塔的历史文化、阿嵯耶观音的历史文化

等相关文化。

（2）表述方式

依托实地景点进行现场讲解，运用分段讲解法、突出重点法、

类比法、触景生情法、归纳法等导游讲解方法，将大理丰富的历

史文化介绍给游客，还可以通过问答法进行交流互动，激发游客

的兴趣、启发游客思考。

（3）团队组织

在与游客进行讲解、交流、互动时要注意抓住游客感兴趣的

内容，重点突出介绍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

全方位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内容。

（六）丽江古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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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拟团队：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

2.讲解顺序：大研镇概况—古城入口—古城的水—古城的桥

—四方街—科贡坊—木府。

3.讲解要求

【掌握】大研镇历史；“大研”名称的由来；古城入口景点（浮

雕墙、八格图、水龙柱、世界遗产标准、照壁、水车、玉河广场）；

三眼井；大石桥；“四方街”“科贡坊”的结构；木府概况；“天雨

流芳”木牌坊、忠义石牌坊；木府照壁题词；木府中轴线六座楼

殿的基本概况。

【熟悉】丽江古城的纳西语名称及含义；丽江纳西民族的基

本情况；古城以水为脉的布局特点和风格；纳西族妇女服饰；古

城的布局；四方街洗街的习俗；丽江历史上科举考试中人才辈出

的情况。

【了解】丽江作为历史上“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古城居民

对水源的利用与保护；古代科举考试的基本知识；丽江古城不修

城墙的传说原因；束河古镇；白沙古镇；丽江古城红色教育基地；

与丽江古城相关的四史知识。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热衷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团队，该景区体验内容确定

为“游览丽江大研古镇体验纳西文化”。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将丽江古城文化与纳西族民俗作为重点讲解，要求讲清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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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入口的内容；四方街的基本知识；木府的内容；纳西族的民族

风情；可以涉及相关民族民俗专业知识的概念和原理。

（2）表述方式

依托现实的景观或景物进行现场讲授的讲授法，采用鲜活的

案例进行分析；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进行互动交流等。加强讲

解知识性和趣味性，启发游客思考，激发游客的游性。如：重点

讲解、对比分析、问答、分析归纳总结。

（3）团队组织

可以把喜欢民族风情的散客组成团队，他们对民族民俗感兴

趣，喜欢探究纳西族文化。

（七）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

1.模拟团队：喜爱户外旅游的中青年游客。

2.讲解顺序：景区概况—甘海子—大索道站—冰川公园—黑

白水河—蓝月谷。

3.讲解要求

【掌握】景区位置、面积、最高峰、所属山脉，纳西语名称

及神山的由来和景区特色；甘海子的位置、规模、形成及演化；

冰川分布面积、冰川的成因、冰川类型，“白水一号”冰川的规模

和演化特点；蓝月山谷名称的由来，四个湖泊的名称。

【熟悉】大索道的位置、规模、起点和终点的海拔及垂直高

差等基本情况；索道运行经过的垂直带雪山植物；山岳冰川的形

成过程；“绿雪奇峰”景观的命名；高尔夫球场；印象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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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玉龙雪山的动植物等；冰川地貌的基本知识；黑白

水河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云杉坪索道；牦牛坪索道。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喜爱户外旅游的中青年游客”团队，该景区内容确定为

“通过玉龙雪山探索山岳景观”。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通过玉龙雪山名称、山系、位置的介绍；介绍游览玉龙雪山

的注意事项；通过对冰川公园的讲解，让游客认识冰川、了解冰

川成因及类型等，让游客在游览中学习到专业的知识。

（2）表述方式

依托现实的景观或景物进行现场讲授，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

式进行互动交流等，讲解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如：重点讲

解、问答、分析归纳总结。

（3）团队组织

按照喜爱户外旅游的中青年游客的特点来组织行程，他们喜

欢户外旅游，喜欢探寻新知识、新事物，渴望对户外知识深入了

解，对自然旅游资源知识特别感兴趣。

（八）德钦县梅里雪山景区

1.模拟团队：休闲观光游客

2.讲解顺序：梅里雪山概况—云南三大山系—飞来寺景区—

太子十三峰—明永冰川—雨崩瀑布。

3.讲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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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梅里雪山概况（地理位置、景区范围和面积、最高

峰海拔、气候特点、称号及美誉等）；云南三大山系组成；“太

子十三峰”；明永冰川；雨崩概况；梅里神山祭祀；“梅里”“卡瓦

格博”“飞来寺”“明永”“雨崩”等景点的藏语名称及含义。

【熟悉】云南海拔最高点；迪庆、德钦的藏语意思及概况、

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卡瓦格博峰南北群峰布局；明永冰川成因

和特点、雨崩瀑布。

【了解】 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澜沧江梅里大峡谷、太子

庙等景点；梅里雪山动植物资源；梅里雪山四大冰川；德钦藏族

弦子舞；“哈达”的含义；布村葡萄园；奔子栏贺龙桥红色旅游景

点；藏族服饰文化、饮食以及迪庆的名特产品等。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休闲观光游客”团队，该景区内容确定为“朝圣梅里-探

寻心中的日月”。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将梅里雪山、太子十三峰、明永冰川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讲解。

景区较大，要注意把握好讲解时段，抓住重点内容进行讲解。

（2）表述方式

梅里雪山景区面积大，在讲解内容方面，加强语言表达的生

动性；要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在讲解方式上，注意详略

得当、突出重点；讲解时可穿插提问，注意加强互动交流，如：

设置悬念、提问、引而不发、虚实结合等。

（3）团队组织

休闲观光游的团队，行程安排时间较宽裕，团队较为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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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户外旅游的旅游团来组织。在讲解方面要多介绍本地风

土人情等内容，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内容传递给游客，营造

轻松活跃的团队气氛。注意控制讲解的时间，对重要内容，采用

短小精悍分段式讲解。同时要预留充足的拍照、休息时间，注意

导和游相结合。

（九）文山州普者黑旅游景区

1.模拟团队：进行研学实践活动的中学生。

2.讲解顺序：普者黑景区概况—蒲草塘码头—仙人湖—仙人

洞村—密枝山—荷花—普者黑村—普者黑湖—青龙山。

3.讲解要求

【掌握】景区概况（位置、面积、组成、名称含义及“普者

黑”名称解读）；普者黑喀斯特峰群、湖群和洞群的地貌景观特

色及相关地学知识；景区水面荷花品种及特点；仙人洞村民族文

化；从蒲草塘码头到大龙山码头水路沿途景观介绍。

【熟悉】撒尼人的密枝节；普者黑村概况；青龙山及主要溶

洞的基本情况；普者黑景区作为外景地拍摄影视情况。

【了解】普者黑的地方名特产品。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进行研学实践活动的中学生”团队，将该景区研学内容

确定为“通过普者黑来认识喀斯特地貌景观的演化阶段”；基本要

求如下：

（1）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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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普者黑“峰群、湖群和洞群”的景观特色介绍；引导游客

认识理解喀斯特地貌景观的“峰丛洼地——峰林谷地——孤峰平

原”的三大发展演化阶段。

（2）表述方式

引入研学授课的讲授方式，加强讲解的启发性和研学过程的

参与性。如：列要点、设问、分析归纳总结。

（3）团队组织

可以借鉴指导学生实习实训的组织形式，如：分小组活动；

布置集体完成一个主题探究；策划小组间竞赛活动等。

（十）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1.模拟团队：摄影爱好者。

2.讲解顺序：梯田景区概况—箐口梯田—哈尼族梯田文化—

坝达梯田—蘑菇房—多依树梯田—老虎嘴梯田。

3.讲解要求

【掌握】元阳梯田景区概况（位置、规模、级数、坡度、范

围、主要梯田景区）；国内外知名度和美誉度；箐口梯田特点（梯

田、云海、日出的组合）；哈尼族的历史与梯田稻作文化，标志

性建筑蘑菇房; 坝达景区概况、日落最佳观景点；元阳梯田“三

气”之说；元阳梯田壮观景象的形成条件；多依树梯田概况、日

出最佳观景点；老虎嘴梯田概况，“山体雕刻”的最高典范。

【熟悉】古今名人对梯田的研究和赞誉；哈尼族古老的“天、

地、人”的传说；“四素同构”的元阳梯田生态系统。梯田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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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利用“刻木分水法”和“自然冲肥法”。

【了解】哈尼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元阳观音山自

然保护区。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摄影爱好者”团队，该景区讲解内容确定为“元阳梯田

景观的摄影创作与审美”。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作为普通大众摄影团队游客，通常以自己拍摄创作为旅游体

验，以画面语言表现自然和生活为目的。娱乐性极强，但缺乏专

业的知识。结合此特点，导游讲解应该考虑到大众性，在景点基

本知识讲解的基础上加入摄影元素来设计讲解。同时还要涉及对

当地风景、民俗风情体验与摄影实践、自媒体作品创作交流介绍

和引导。

（2）表述方式

元阳梯田景区属性是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国家湿地公园。由于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内涵，在

讲解中注意引导摄影爱好者进行审美和交流，有机地将元阳梯田

景区的知识和游客爱好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设计有针对性的讲解

并呈现出来。

（3）团队组织

摄影主题为切入点，开展团队的游览。例如：开展摄影竞赛，

拍摄美片的经验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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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模拟团队：参加 COP15大会的嘉宾。

2.讲解顺序：植物园概况—国树国花园—名人名树园—蔡希

陶介绍—棕榈园—水生植物园—奇花异木园。

3.讲解要求

【掌握】植物园概况（位置、地位、历史、面积、历史地位、

植物种类、获得荣誉、园区布局等）、国树国花园概况（国树国

花的意义、面积、种类、创建时间、代表性国花）；名人名树园

概况（包括园区面积、主要展示内容，植物种类数量、代表性名

人与名树）、蔡希陶生平、贡献；棕榈园的面积、种类及代表性

植物；奇花异卉园的面积、种类及代表性植物；

【熟悉】西双版纳的地名解释；“东方多瑙河”澜沧江·湄公

河概况；望天树、热带雨林、“五树六花”、植物园建园背景、树

海行雕塑、蔡希陶论坛，龙血树、跳舞草、无忧花、酒瓶棕、时

钟花、轻木、王莲、睡莲等具有代表性植物。

【了解】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形象标识和植物园精神；

植物园的主要研究方向；西双版纳的生物多样性；植物园在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贡献；中科院三大核心植物园；植物园热带雨林民

族文化博物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我国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

例》颁布时间和历史地位；植物园珍惜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西

双版纳的风物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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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参加 COP15 大会的嘉宾”团队，该景区讲解内容确定

为“走进生物多样性的‘大观园’”。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将植物的种类和特征作为重点进行讲解。要讲清楚植物园的

功能，园内植物的种类、数量和特点；要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国第十五次大会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拓展讲

解珍惜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或植物园热带雨林民族文化博物馆

相关内容。

（2）表述方式

注意专业术语和专有名词的准确运用，加强讲解的互动性和

语言的生动性。可采用问答法、设置悬念法。

（3）团队组织

采用专业团队讲解方式。讲解内容上，要将最具代表性的植

物和景观进行重点介绍，适度加入地方特色和人文风情相关内

容。讲解方式上，要注意运用诱导式讲解，引而不发，由游客说

出答案。或采取交流式讲解，由游客提出感兴趣内容和话题，再

共同进行交流探讨，促进相互间的学习交流。

（十二）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

1.模拟团队：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旅游团。

2.讲解顺序： 博物馆概况—世界遗产标志、生命演化树、

化石墙—一楼“生命大爆发”展厅—二楼“生命大演化”展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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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生命多样性”展厅。

3.讲解要求

【掌握】博物馆概况（地位、展示内容、展览布置等）；大

厅遗产标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澄江化石地的评价；生命演化

树的构成及象征；化石墙；“生命大爆发”展览的主要内容；“生

命大演化”展览的主要内容；澄江化石地的发现过程、相关科研

成果、杰出贡献。

【熟悉】地球三大化石宝库；“生命多样性”展览的主要内容；

镇馆之宝—昆明鱼。澄江化石地发现、研究、保护和申遗的过程。

澄江化石地的誉称。

【了解】澄江化石地申遗的过程；地球生命演化的过程、重

要演化节点；云南的动植物资源；澄江沧海桑田的地质演变；澄

江周边的历史文化；肯尼斯·尤金·贝林先生的生平事迹。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游客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旅游团”，该景区游览内容确

定为“以化石为主题，通过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让游客了解

生命的起源、生命演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如

下：

（1）内容要求

通过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生命大爆发展览区”，让游客了

解澄江化石地是迄今地球上发现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

最丰富的早期动物化石宝库，突出其在生命演化史上的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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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通过“生命大演化展览区”讲述地球生命长河中曾经存在过的

璀璨生命遗迹，让游客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演化规律；通过“生物

多样性展览区”，呈现地球生物多样性面貌，激发人们对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意识。

通过遗产标志、生命演化树、化石墙、发现纪实、化石库等

重点知识点，让游客学习到澄江生物群是 20世纪最惊人的科学

发现之一，也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有力的实证，它对解开地球

生命演化奥秘、追溯人类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表述方式

将深奥的科普知识点，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生物故

事，引入比拟法、类比法、突出重点法、分解分段重点法、情景

剧、故事角色渲染法等多种讲授形式，加之图文并茂，进行化石

博物馆的亲民互动项目，从而在讲解中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会贯

通，达到使家庭游客寓教于乐、轻松学知识的目的。

（3）组织形式

构建有趣的科普类儿童体验式讲解风格，通过导游精彩生动

的讲解和益智类互动游戏，将澄江生物群按展览区域、分层、分

主题进行介绍，将每个区域的重点内容与特色内容融合并进行讲

解；同时，通过手工制作、互动大课堂、多媒体数字化游戏等形

式，进行解说和引导介绍，目的是寓教于乐，不仅能增加孩子们

对于地质方面知识的了解，而且培养小朋友热爱科学、热爱地质

知识的兴趣。



— 32 —

（十三）保山市腾冲火山热海旅游区

1.模拟团队：参与休闲旅游体验的老年游客。

2.讲解顺序：腾冲地质概况—火山概况—大空山—热海概况

—澡塘河峡谷—香枝坡的泉点—大滚锅。

3.讲解要求

【掌握】腾冲的地质概况；火山概况（成因、分布、特点、

类型等）；热海景区概况（热海名称由来、位置；地热泉规模、

类型；地下岩浆囊与热海成因）；大空山的基本情况（位置、外

型、特征等）；大滚锅的基本情况（位置、规格、水温、水质、

题刻、名人评价等）。

【熟悉】腾冲其他的代表性火山；澡塘河峡谷沿线景点（澡

塘河瀑布、蛤蟆嘴、水热爆炸等）；香枝坡的沿途景点（珍珠泉、

眼镜泉、鼓鸣泉、怀胎井等）。

【了解】火山柱状节理；热海温泉具有的多种微量元素及疗

效；沸泉汽泉蒸煮“矿泉鸡蛋”等食品；腾冲名人；腾冲特产等。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参与休闲旅游体验的老年游客”团队，该景区讲解服务

内容确定为“火山、地热景观赏析与休闲养生”主题，涉及到火山、

热海两个景区的景点，它们之间高度关联。讲解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基于对腾冲火山、热海地质景观的科考价值和休闲养生价值

的认识，结合背景设定中老年团的休闲养生需求，在考试大纲要



— 33 —

求的基本内容下完成讲解。同时能结合景点的特色，适当介绍与

引导对团型设定人群的休闲养生体验。

（2）表述方式

在讲解时一方面要注意所涉及的地学知识概念的准确性、严

谨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深入浅出，以符合老年人思维模式的语

言和理解力展开讲授。如：结合景点特色与老年客人休闲旅游体

验的基本需求来完成，要注意科普性和娱乐、休闲性的结合。

（3）团队组织方式

按照休闲度假主题来组织。可以结合老年人养生需求的趣味

活动为主线。以讲授法、互动交流来展开。例如：火山、热海资

源的养生保健体验；世界同类景观的类比与赏析等。

（十四）腾冲市和顺古镇景区

1.模拟团队：热衷于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

2.讲解顺序：和顺概况—村口牌坊—和顺图书馆—弯楼子—

洗衣亭—刘氏宗祠—艾思奇故居。

3.讲解要求

【掌握】和顺概况（名称由来、位置、面积、居民、美誉、

历史等）；和顺图书馆（历史、大门、二门、主楼、藏书楼、馆

藏书籍、对和顺的影响等）；艾思奇故居（位置、历史、布局、

陈列展品等）；艾思奇生平事迹。

【熟悉】村口的牌坊；弯楼子（历史、布局等）；宗祠文化；

刘氏宗祠（历史、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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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洗衣亭（外型、历史等）；和顺的侨乡文化；和顺

名人；和顺民居特色；和顺特产。

4.针对性讲解及活动要求

针对“热衷于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团队设定，该景区讲解内

容确定为“腾冲和顺古镇民族风情旅游与体验”。基本要求如下：

（1）内容要求

和顺古镇承载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在介绍和顺自然景

观的基本情况下，重点是介绍人文景观。例如民族风情、名人轶

事等。

具体要求是：简要介绍腾冲概况；讲清楚和顺概况；和顺图

书馆；艾思奇故居；艾思奇生平事迹。当地民族风情体验介绍和

引导。

（2）表述方式

针对热衷于体验民族风情的游客，可运用触景生情法、突出

重点法等多种导游讲解方法，激发游客的兴趣，还可增加互动环

节，让讲解交流变得生动有趣，让游客可以充分参与体验民族风

情。

（3）团队组织

以一个主题为线索来组织游客的体验和游览。例如从吃、住、

行、游、民族风情的主题来组织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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