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鲜束一上献来这到会都也姓百老通普和关机家国鲜朝日

52 月 01 的年每�辈先命革 的命生出献的谊友朝中为些那的们我悼追类这到来要都定必壤
平访到团行旅通普是还团表代家国是论无�地圣的中心民人国两为成经已塔谊友中朝

。木树草花棵余万 9.1 等兰木、树桧、松矮有种围周的它

。成组石理大和石岗花块 520�1 有共身塔�日 52 月 01

期日战参的军愿志民人国中征象了为。米 03 高�米方平万 21 为积面地占总塔谊友

。画壁的面
场个三设建复恢后战和斗战、战参绘描有上壁墙�子盒的单名士烈有装着放摆上台石理大的
面里�心中的塔入进以可门个有面后。作创划策心精体集社作创台寿万鲜朝由雕浮的姿英斗
战士勇军愿志民人国中和谊友中朝述描有侧两右左�文碑有刻面正层一的座基塔 。样字的

”塔谊友“有刻面前的身塔。烁闪在星红有面上那�的成组身塔和座基层两由是塔谊友

。建扩改了行进塔谊友对日 52

月 01 年 4891 下导指自亲记书日正金在�年周 43 战参朝赴军愿志民人国中接迎了为

。核审和定选自亲相首成日金和时鲜朝问访理总来恩周月 2 年

8591 由型造筑建和址地筑建其。塔谊友了造建边北的峰丹牡—迹古胜名的壤平在�日 52 月
01 年 9591�绩伟功丰的军愿志民人国中的民人鲜朝助帮血鲜用中争战鲜朝在念纪了为

atiyuoyoahcgnohz·绍介点景塔谊友朝中
。映反的望愿烈强的绩业志同成

日金记牢远永民人鲜朝是便�门旋凯立建。的开不分”话讲旋凯“的成日金与是�程历斗战的
纪世个半的荣光和利胜满充的过走所民人鲜朝。新一然焕里间时暂短在貌面鲜朝使�革改的
列系一了行进下帜旗的主民在层阶各鲜朝�此从。献贡的极积出做业事国建为�来起结团地
密紧族民全�钱出钱有�识知出识知有�力出力有民人鲜朝召号�路道的走应后放解鲜朝了

出指话讲的成日金�上会集的加参众群万 04 在。话讲次一第了作民人鲜朝的放解了得获向

里这在志同成日金�日 41 月 01 年 5491。义意的远深着有�脚山峰丹牡在建门旋凯

。像群雕浮的斗奋极积设建国祖为诲教成日金循遵民人鲜朝有还上面壁侧两北南。辰寿

07 的志同成日金着志标�板石雕浮纹花莱达金块 07 有缘边柱门 。样字色金”5491“、”5291“
代年的国回旋凯到命革身投成日金和》歌之军将成日金《、山头白着刻镌面正柱门。车汽辆

几行开时同可�米 81 宽�米 72 高�式形门城的统传鲜朝是门拱。点特筑建统传鲜朝了现体

�饰装式各有配间之檩柱�顶屋的式山歇层 3 有。大宏模规�成砌石岗花级高的琢细雕精块

多万 50.1 用筑建座整�米 5.25 宽�米 06 高门旋凯。成建年 2891 于�筑建的式碑念纪座一
是门旋凯鲜朝 。园公年青旋凯及馆育体成日金近邻�麓西的峰丹牡处地�处界交的街大旋

凯及街大峰丹牡的区峰丹牡之壤平都首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门旋凯的鲜朝

nemnauxiak·绍介点景门旋凯

解详点景鲜朝

。性象形和性动生的像铜个整了华升步一进�马里千的翅展是别特
�势气的跃飞和进前续持以人给廓轮的明鲜其因�马里千的面后在抛地远远彩云将
。景情的军进速加民农女的子稻着抱个一是面后

其 ,进前向势气的马里千着骑以�”纸信色红“的会员委央中党动劳鲜朝着举高级阶动劳式雄

英是面前的像铜。的来起垒岩岗花的格规同不块多 0052 种多 063 用是座基。米 5.6 高像铜

民农�米 7 高像铜人工。米 61 长、米 41 高像雕中其��纸信色红到道便行人从�米 64 为

度高总的像铜。的成建际之年周 94 辰诞席主成日金在�日 51 月 4 年 1691 于是�上岗丘的

台寿万在立矗像铜马里千。神精命革的挠不屈不和概气雄英的民人鲜朝�进前和命革续继势
气的马里千以�家国的坏破被期时争战放解国祖复恢日早为民人鲜朝着征象像铜马里千

gnaixgnotamilnaiq·绍介点景像铜马里千
。园公年青旋凯的征特园公乐游和园公式方东有具有边
旁。场育体成日金的施设代现备具有角山西�子亭丽美、布瀑流清、布瀑丹牡有�壁绝的壁
流清过路有还。施设乐娱种各有还�筑建的色出等馆览展林园、场剧外野有谷上庆
。地遍满开等花药芍、花兰木、花躅踯山有还
�菊线绣叶李、花鹃杜、花樱、花桃、花杏�后花开莱达金和�合百�花钟金。花鲜遍开园
公的阔宽天春�林成木树种各等樱山、树杏、树椴、松叶五、树松有峰丹牡。等亭流清、楼

壁浮、台胜最、台密乙如�阁楼台亭式古的丽句高着存保还今至峰丹牡。一之”景八鲜朝 “为
称被古自峰丹牡。”峰丹牡“名得而此因�丹牡的开盛朵一似酷�翠叠峦层峰丹牡鲜朝

gnefnadum·绍介点景峰丹牡

。堂习学大民人和塔想思体主是别分北南的场广成日金。现出中
片录纪视电的关有鲜朝与的摄拍国外在常并。所场的式兵阅、会集众公、会大祝庆、动活化

文治政要重行举鲜朝是里这。地铺岩岗花是面地。场广大 61 第界世为�米方平 00057 积面

�工竣月 8 年 4591�面对的塔想思体主�畔江同大临�场广央中的都首是场广成日金

gnahcgnauggnehcirnij·绍介点景场广成日金
。料铜是

”星帅元大“和字的上身塔�石岗花是全身塔和坛基的”塔生永“。立独与主民、由自持保够
能部北的岛半鲜朝令、动行鲜朝侵入的国美及本日胜战生一的生先成日金颂称�光闪的射四

芒光出发能里夜�泡灯光强有附”星帅元大“的上顶塔 。雕浮花莱达金朵 28 有面两右左�样

字文鲜朝的‟起一在们我和远永志同成日金袖领大伟„有刻面两后前�米 28 高身塔。生永生

先 成日金愿祈著味意篮花的雕浮上墙面两右左坛基。丽美而重庄�饰装瓣花兰木有面两后
前坛基的门拱个两有。成组身塔和坛基由。米 5.29 高总�米方平多 086 积面筑建

。物筑建性念记的情心的他念怀众民的鲜朝了映反座一了立建近附

”宫念纪山绣锦“的壤平鲜朝在点地。年周 3 世逝生先 成日金的鲜朝是年那� )ytilatrommI fo

rewoT ehT(塔生永 。物筑建性念纪的新最壤平是这。朽不垂永成日金征象�上道大的堂念纪

成日金往通于位�塔生永的大高了成建壤平�际之年周三世逝成日金年 7991 塔生永

atgnehsgnoy·绍介点景塔生永

。返忘连流人使�格一具别色湖景海的漾
荡波碧以刚金海而。谷溪的丽秀和柔等洞瀑万有则刚金内。丽壮伟雄色景�谷峡和布瀑数无
与岳山等峰仙集、相物万有刚金外。区地个三刚金海、刚金内、刚金外为分划山刚金

。说传和址遗、物文史历多很有山刚金。类栖两种 01、类虫爬种 9、类鸟种

031、类兽种 83 有山刚金。的有才里这有只是等梅地点山刚金、参沙刚金、花钟吊刚金中

其�种多 001 有物植产特�种多 088 有�物植的花开�物植种多 0001 着长生山刚金。里公
06 北南�里公 04 西东区胜名山刚金。米 9361 拔海�峰卢毗是峰主的山刚金 。更变之随

也名山�换变节季着随景风的山刚金。万 2.1 峰山有称号�绝不绵连�岭峻峰奇山刚金

nahsgnagnij·绍介点景山刚金
。景风然自的江同大着添增�来飞类鸟贵珍等鸥海、鹤白�替更节季随
。游回群成类鱼种各等鱼鲫、鱼念纪、鱼鲤有里江。钓垂日假是的彩异放景风江同大
。士人主民鲜朝南的议会席联北南加

参来前了见会里这在席主成日金�月 4�年 8491�年 73 体主。岛艾的美优景风有还央中江
。居旧台景万的

代时年童过度并生诞席主成日金和峰景万的致景万一耀夸有就远多不走�下而流顺江同大沿
。谐和相景风江同大同等街大光荣、街大利胜、街大一统、街大绣纹的带一江同大
。桥大少不等桥流玉有上江同大
。等馆
会影电际国壤平有上岛角羊�馆会央中年青、场剧大壤平东、场剧大壤平有还畔江同大
。绝
不绎络客顾�外内名闻面冷壤平的做里这�馆流玉的顶屋瓦青式鲜朝有畔江同大下脚峰丹牡
。动

活育体种各行举常�出演术艺和操体团型大生学年少青、节欢联生学年青界世届 31 第过行

举曾�位座个万 51 有�顶屋的似伞落降着顶�场育体”日一月五“有上岛罗绫的心江在落坐
。施设务服种各和场戏游、施设利福化文有设处处畔江同大

。场广成日金和堂习学大民人有岸对�塔想思体主的米 071 高着立耸岸江壤平东
。物筑建的义意碑念纪大有
具少不有还畔江同大。门同大和钟壤平的统传化文产生久悠族民鲜朝着示显有旁亭光练
。字的题后景风带一江同大赏欣亭光练在�者使国某的壤平问访前年百几是这

。额匾的”山江一第下天“着挂上子柱�亭光练有处远不桥流玉离。迹遗史历多许有还畔江同大
。景八名著等”月玩碧浮“、”春赏密乙“有壤平。景风丽秀的壤平了添增江同大
。湖工人大的枯不季四了成形�闸水个几等闸水海西有建上江条这�天今
。流支小大条百数有�里公方平多万 2 积面域流�里公多 054 长总。海西鲜朝入流市浦南经
流�脉山林狼的间之郡津长道南镜咸和郡兴大道南安平于源发�江大五第鲜朝是江同大

gnaijgnotad·绍介点景江同大

。上

山台寿万到址移并”馆物博命革鲜朝“为名更馆开次再年 2791�馆物博争斗放解央中立国为

称名�馆开月 8 年 8491。上山台寿万于立矗起一碑念纪大台寿万与馆物博命革鲜朝

。画壁嵌镶幅大的山

头白地圣命革有上壁墙面正其�馆物博命革鲜朝衬北碑念纪型大。米 5 高均平�)人 901 面

左、人 911 面右(像群人 822�米 8.22 有各�度高的雕像群的侧两像铜�米方平万 42 为积面
地占总。成组画壁嵌镶幅大和塑雕像群由�心中为像铜志同成日金袖领大伟以。上岗山台寿

万的壤平在立建�际之辰寿 06 的志同成日金袖领大伟月 4 年 2791 在碑念纪大台寿万

。等宫年少生学壤平
、殿仁崇、殿灵崇、园公泉喷台寿万、院剧术艺台寿万、堂事议台寿万、像铜马里千、馆物
博命革鲜朝、碑念纪大台寿万有里这。址古的台将城壤平是�岗丘的心中都首是台寿万

uqgnijiatuohsnaw·绍介点景区景台寿万
。习学们我得值法做的府政鲜朝。澈清的么那会才水江通普
。少常非染污的壤平以所。厂电个两下剩只�壤平了出迁都上本基厂工把府政鲜朝于由

步町余 063 达积面�”园

公河运“为称又地园游江通普今如。的来带程工道改江通普的工完年 6491 是变转一这。”江

的福幸“、”江的园乐“了成变转却天今而�”江的恨怨“、”江的泪眼 “了成江通普�灾成滥泛

就雨大遇稍�域流江通普日昔。流支的江同大是�心中壤平经流江通普 区景江通普

uqgnijgnaijgnotup·绍介点景区景江通普
。里公 8 有社旅山刚金离里这�地在所委人郡城高门关山

刚金到就里公 24 走再。亭石丛胜名的海东有方地的东以地在所委人郡川通离
人郡川通到就里公 01 走再南往儿这从。亭憩休湖中侍有上路去
一的筑修边海着沿走要�山刚金到山元从

。地在所委

。路公的里公 801 程行条

。返忘连流人使�格一具别色湖景海的漾荡波

碧以刚金海而。美性女着表代�谷溪的丽秀和柔等洞瀑万有则刚金内。美性男着表代�丽壮

伟雄色景�谷峡和布瀑数无与岳山等峰仙集、相物万有刚金外。区个 22 为分细又�区地个
三刚金海、刚金内、刚金外为分划山刚金

。说传和址遗、物文史历多很有山刚金

。类栖两种 01、类虫爬种 9、类鸟种 031、类兽种 83

有山刚金。的有才里这有只是等梅地点山刚金、参沙刚金、花钟吊刚金中其�种多 001 有物

植产特�种多 088 有�物植的花开�物植种多 0001 着长生山刚金。里公 06 北南�里公 04

西东区胜名山刚金。米 9361 拔海�峰卢毗是峰主的山刚金

。传流为广山刚金以来后。山

骨皆为故�色景的画如妙美副一成形�闪闪光银�杈桠枝树�石怪岩奇�天冬。山岳枫曰故
�辉交水山�映相亭湖里照夕�绣锦的丽艳上铺似好叶枫山漫�天秋。山莱蓬名故�境仙身
置如宛�境其临身�啭鸣鸟野,草芳树绿处到上地�浮飘上壁陡岩绝云彩朵朵�天夏

。山刚金称故�光发闪闪石刚金
如犹�辉生璨璀�秀竟峦峰�香清的人醉出发散草异花奇�艳吐花百�天春。更变之随也名
山�换变节季着随景风的山刚金

。万 2.1 峰山有称号�绝不绵连�岭峻峰奇山刚金

7.5 长各�形方正为室墓�面后墓陵在口入�形方四为顶墓。米 22 高�米 05 有各宽、长

台陵。陵石的般塔字金角四是墓陵。像雕子王尊 4、臣大尊 8 有旁两�阶石型大的米 04 宽

着沿子院碑建改从。成而石立的构结柱门代古琢雕干若是柱门。碑绩记君檀和”碑念纪建改

陵君檀“、柱门有里子院碑建改�顷公 54 为积面地占陵君檀。台 9 成筑岩岗花的琢细雕精块
4991 用�月 01 年 4991 于建。里兴文郡东江的里公 83 东北心中壤平离在落坐陵君檀

。墓陵的君檀人基奠鲜朝君檀代朝个一第
岛半鲜朝是墓此称宣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墓古座一的北东壤平在落坐是陵君檀

gnilnujnat·绍介点景陵君檀

景全壤平瞰俯�处米

051 的塔想思体主至上梯电速高坐乘以可。伟雄、丽壮加更塔想思体主�下托衬的泉喷在

�高米 051 达柱水�泉喷型大个两有中水江�过流潺潺水江同大的澈清�面正塔想思体主

。像群岩岗花的题主为”壁铁墙铜“、”术艺体主“、”寿长病无“、”国之习学“、”年丰“、”业工体

主“以是右左�像群人三的子分识知、民农、人工征象的吨 33 重、米 03 高有建�面正的塔

。面背的塔想思体主在嵌镶被都些这�石玉和石理大的性念纪多许了送赠�立建

的塔想思体主念纪为体团好友和织组究研想思题主、界各会社、界政的家国个多 08 界世

。吨

54 达量重的炬火和台炬火。米 02 高炬火�米 051 高身塔�中其�米 071 高塔塔想思题主

。成组水喷型大个两和阁亭座两、像群题主副幅六、像群人三、塔主由�征象的

”想思体主 “的立创成日金是塔想思体主。月 4 年 2891 于建�岸东江同大心中市于位

atgnaixisituhz·绍介点景塔想思体主
。导

指门专的动活外课行进生学对师教职专名余 005 有共内宫年少。施设等场习实驶驾机拉拖和

车汽、场育体、馆族水和室览展品产技科、馆泳游、馆书图及以场剧的席坐个 0002 有还内

宫年少。室动活组小个多 002 等艺文、育体、技科括包中其�间房个多 006 有内宫年少

。》车彩的福幸载满《雕群着立耸间中�塑雕组 6 的题主为话童等》镜远望国亮月《
、》猬刺和
虎老《以有侧两阶台�阶台的米 05 长、米 06 宽有间中�道车行的宽宽有边两右左门正

。形圆半呈楼主�丽壮而伟宏�米方平万 3.01 积面筑建�米方平万 03 积面

地占�地基合综的育教外课受接生学年少鲜朝是�馆开月 5 年 9891 于宫年少生学台寿万

。概气雄

英的民人鲜朝的争斗而济经家国的后争战鲜朝复恢快尽为着征象像铜马里千。米 23 高台座

�米 41 高马�中其。米 61 长�米 64 高总像铜。”马里千 “的民农、人工有骑的翅双展伸匹

一为像铜�的来起垒岩岗花的格规同不块多 005�2 种多 063 用是基座。的立建际之辰寿 94

的志同成日金袖领大伟在�日 51 月 4 年 1691 是�上岗丘的台寿万在立矗像铜马里千

。绕环峰山多许等峰结团、峰导向、�峰高一第�峰军将有还围周湖。好常非质水的水湖此因�的成集汇

�%07�水雨和�%03�水下地的来出涌里眼泉从由是水湖。米 483 处深最�里公 46.4 长最�里公 4.41 圆方
�里公方平 61.9 积面山头白。湖山火的成形而水积口火喷是池天。池天—湖然自个一有上巅山头白

。致景的二无一独

是都�第等景雪和群布瀑、香花的上原高、虹双的池天、出日、峰群的态万姿千山头白。一之”景八鲜朝“
是�丽壮伟雄山头白

。迹足大伟的志同成日金者导领大伟了下留都处到带一山头白。等洞四新�丹红大

�浦茂�渊池三�峰枕�沧干�峰青�峰子狮�山头白如。地迹战的地营宿�营密多许有里这�带一山头
白于战转军命革民人鲜朝领率志同成日金者导领大伟�期时争斗命革日抗。山圣的命革鲜朝是又山头白
。里公方平 0535 为积面地台岩熔的围周�心中为山头白以。米 0572 高山头白 。山

火活是它�纪世 81 到前年万 001 从。山火死座是山头白。山头白它称而�雪积的化不年终有又顶山�石浮
色白着盖覆颠山的它为因。它拜崇来以古自人鲜朝。山之宗祖的疆边部北鲜朝在立屹然巍是山头白

nahsuotiab·绍介点景山头白

。墙城山城大是就地

据根的义起民农的治统建封朝李对反纪世 51�塞要的斗战为成此因�墙城的固坚是墙城山城大。掉干水的

里池让不灵显会就龙�候时的旱大次每。龙条 9 着活生里塘池个 99 墙城山城大在说传。水有还今至等池军
将、池龙九、池鹿、池鱼鲤�塘池个多 071 的认确被经已有里这�富丰很源资水的里墙城山城大

。迹痕的渠沟过挖有面外墙城。楼角了建落角的墙城在。景前有最台将的峰文苏�高最台将北中当台将

。门城的要重最是也大最里墙城个这是门南的门正为作�门城个多 02 有墙城个这。墙城的攻难守易是墙城山

城大。护保墙城的固坚有此因�方地的伏埋人敌是谷山的面南。截拦墙城有里这�谷山的江同大向通有面
南�的斜倾是面西东�脉山的峻险有面背的墙城。墙城的造建件条理地的利有助借是墙城山城大
。营兵和库火军
、库粮多许有里城。面里在藏以可也人�资物和器武斗战藏储和纳容以可�谷山的大个两有中其。峰雀朱

、峰士国、台将北、峰寿长、峰支乙、峰文苏了接连南向�心中为峰支乙的高米 472 以墙城该。米 482,9 度
长总�米 670,7 长周墙城山城大。洞城大区城大市壤平于位�城山的丽句高的砌纪世 5—3 是墙城山城大

。邻为”店商货百园乐“堂天物购名著与亦�等址遗的宫鹤安及城山城大、园物动央中鲜朝、园物植

央中鲜朝有还�点热光观的近邻�”场乐游山城大“达直�站车)nowkaR(”园乐“之)eniL niskoyH(”线新革“的

铁地壤平乘搭可客光观。客光观名 000,03 待接天每�施设乐游种 61 的口进本日从有设�呎公方平 000,081
约地占�业营始开年 7791 元公�脚山的”山城大“之市壤平都首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

”峰师国“、”台将北“、)kaeP usgnaJ(”峰帅将“、)(”峰文苏“、)(”峰雀朱“、)米 072

�高 kaeP ijlU(”峰枝乙“�峰山座 6 山城大结连是城山城大。址城山的盖覆苔青到看坡斜侧南”峰文苏“�城
山的期时丽句高 �”洞城大“的部北东区心中市壤平鲜朝于位�)gnoseaT niatnuoM no troF( 城山城大

ahsgnehcad·绍介点景山城大

。论争在存致一性实真其�究研古考行进陵君檀对界外止
禁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由。塔剑的剑短形琶琵器武性征象的鲜朝古写描和雕石虎鲜朝

有角四台陵。材棺个两的骨遗之后王和王君檀着放安有里这。人余 01 容能�米 8.4 高�米

。好完存保今至

�侧内柱圆个两”亭光练“在挂匾个两成做行两这把人有。叹兴笔投便�绌力长心己自感深他�了去下不续

就行两上写但。”山点点头东野大�水溶溶面一城长“�光风的江同大诵歌来联对的字汉副一了挂里这在元

金黄人文名著的代时丽高的纪世 11 在。板楼了铺面上�衡平的筑建体总持保以�筑建层两像好来起看�撑

支柱方硕高以方一边北�上台高的砌垒头石用在建方一岸靠边南。托衬相互�谐和分十色景边周与�上壁
峭岸江同大在建亭光练 。建所年 0761 为筑建存现�建改和缮修次多经后其�年 1111 期时�2931─819�
丽高于建始它。它美赞来 字汉个六‟山江一第下天„上题自亲�醉陶所景美的前眼被�光观壤平来员人节

使交外的国中代古。‟山江一第下天„�额匾著挂内亭�畔江同大区中的心中市壤平鲜朝于位亭光练

gnitgnaugnail·绍介点景亭光练

。)酒啤或水汽供提只(店饮冷、堂食、)宾女待接只(院容美、院摩按、店发理有还
馆泳游水暖之施设水跳的呎公 01 达高的用使季冬

池水嬉型大个两有设及�池泳游有设外户
�房浴汽蒸及房浴蒸干有亦�外施设澡洗了除

。池浴共公宾女�层 3 第

。池浴共公宾男�层 2 第

�池浴摩按疗治波声超、盆浴庭家、盆浴人个�层 4 第及 1 第

�毒消和滤过经均源水部全�呎公方平

000,083 达高积面面楼�心中康健院光苍的层 4 高楼座一有设�呎公方平多 000,05 为约积面地占境

。心中

务服康健性合综的层 4 高楼座一是它。邻为”店饭江通普“的层 71 高楼与�畔江通普的丽秀景风近临�街大

马里千在之市壤平都首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 )xelpmoC htlaeH nowgnawggnahC(院光苍

nauygnauggnaz·绍介点景院光苍

。宿住人游供可�阁营宿幢几好有还畔湖渊池三在�社旅渊池三和社

旅峰枕有邑渊池三。机飞乘是的捷便最但�达可线路条几好有�里公 583 有离距线直的山头白到壤平从
。象现象气的特独现出常常�遇相里这在气空湿潮的上海与气空冷干的上陆大。变多候气上山头白

。类鸟等鸡野、鸟木啄、鹰头
猫、鸡琴黑和物动等貂紫、麝、子獐山头白、鹿、猪野、狼、狼豺、熊、子豹、虎老如�多很有也物动
。物植料香和菜野等子味五、参党、参芪黄、草军

将种多 001 着长生山头白。带地原草成组则上以那而�木树的密茂着长生都方地的米 0002 拔海山头白
。坛花座一像得饰装腰山将草病万的中雪在开
。的成形而虫昆等蝶蝴、蜂蜜来招易容为因是要主最可�关有射照线外紫和射辐阳太的烈强到受与这

。点特的人逼气香、明鲜样多色颜、大朵花有�说来对相物植的里这
。物植颜养等草病万、天景红长的寿长以可了

吃和物植料香着长生还

。果野和菜山种多 02 等子芬地和菜蕨有还里这。物植种 861 着长生畔湖池天

。目瞩的人世到受而物植动的新多许现发中水池天在久不前�物植种 7 着长生中水池天

。�泉磺硫�泉温的℃37 达温水有下脚山

边北的湖。布瀑的米 07 约高有�方地的远不门达离在。的去出流门达的边北从是水湖。浪的右左米 1—5.0

起掀能�候时的风大刮。雨下常经还天夏了到�雾起常经池天。冰结续继还旬下月 7 到候时有水湖。右左

℃6 有只也天夏在温水池天。化融能不冰的上以半一有会也旬下月 6 到�深米 4 到冻能水湖时冷最天冬

丽句高见可。前年 8071 碑此建距为时�岁 22 他时当�‟。职官定制�国丽句高立建本卒在�下南蒙朱子之
漱慕解„�容内下如了述记上碑绩记王圣明东祖始丽句高。代年其及容内的关有世逝和动活、生诞的”王明

东“与了述记细详较碑些这。”碑绩记王明东祖始丽句高“的立�年 2341 元公�年 41 宗世鲜朝和”碑王圣明东
祖始丽句高“的写生先报奎李人诗名著的丽高了上刻�年 3911 元公�年 32 宗明丽高有侧右区堂祭

。仪威的它和史国建的丽句高了现表地动生

堂祭。画壁幅 03 近的材题个多 02 等仪威事军丽句高、征出蒙朱高、气风武尚、俗风的丽句高、立成国丽

句高布宣、生诞蒙朱高关有有上墙堂祭。成组室祭、廊走、厅前由堂祭侧左�”区堂祭“是内门。”碑念纪建

改陵王明东“著立侧右院前门陵。”区墓“和”区堂祭“、”区门陵“为分以可”区陵王“个整。顷公方平 022 达积

面地占�成构”地园游“的边周和”碑念纪建改陵王明东“、”寺陵定“、”陵王“由”区陵王明东“的时现

。湖工人的建兴而色景围周缀

点为时陵王明东造建是�池莲珠珍片一有方地的米 004 西陵王。中正子院的着围廊回由于位塔石层 7 角 8

。成组殿乐极、殿和龙、殿光普、门重由�心中为塔石层 7 角 8 以区寺陵定。材题个 22 了写描�壁墙个 9 在

�画壁有里堂陵。米 5.11 高总墓陵�米 23 长面一基台。的成而土堆上基台的成筑石基是墓陵。等堂陵和雕

石官武文、墓陵、门陵、碑建改陵王明东有区陵王。成组区陵臣和区寺陵定、区陵王由�顷公多 022 为积

面地占。采风老古的国大盛强的史历久悠年 0005 有具了现展陵王 。建改际之年周 1922 辰诞�名本之王明

东�梦朱高在�日 41 月 5 年 3991 于陵王明东。地此于葬移时壤平于都迁丽句高�初纪世 5 于建陵王明东

。他祀祭心诚�墓陵的固坚伟宏了筑修他为后死

�神为视他把�”王明东“祖始国建拜崇人丽句高的时当。家国的长最间时在存、大广最员幅中史历岛半鲜朝
是丽句高。墓陵的蒙朱王明东祖始国建的丽句高是�里山龙的域区浦力壤平都首鲜朝于位陵王明东

gnilgnawgnimgnod·绍介点景陵王明东

。一之筑建其早最的壤平是�堂祠的期末丽高是�年 5231 于成

建殿仁崇。殿灵崇称改而王明东和君檀祀祭时同为�年 5271 在后。殿君檀、祠君檀做叫初最。堂祠的立建
而王明东祖始丽句高和君檀祖始国建的鲜朝古祀祭为。旁园公泉喷台寿万面北西场广成日金于位

殿仁崇和殿灵崇
。邻为店商货百园乐堂天物购名著与亦�等场乐游山城大及址遗的宫鹤安、城山城大、园物植央中鲜朝、园
物动央中鲜朝有还�点热光观的近邻�寺法广达直�站车园乐之线新革的铁地壤平乘搭可客光观

。办接寺法广到移迁年 1991 元公在而然�识知教佛习学众民的鲜

朝北供”院学教佛“办开寺兴重的”山汉北“之道江两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年 9891 元公在。念留照合

客光观供裟袈着穿有都们他�侣僧位 6 有约�年 3002 在。塔图浮制石岗花层七及门脱解有围外�像尼牟迦
释有奉供殿雄大有物筑建体主�像王天大四有设旁两�门王天是处口入门大�木林花鲜植广周四

。点景光观个一的区地山城大为作�建重被式形材木仿土凝混以观外来原照按代年 05 纪世 02 在�毁炸队

军国美的鲜朝侵入被中争战鲜朝的年 3591 元公在�庙寺教佛的造建材木以王开广由�代时丽句高的年 293
元公于建始。脚山北东的山城大之区郊北东的市壤平都首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寺法广

isafgnaug·绍介点景寺法广

。筑建代古门同大有还近邻亭光练�一之景八西关鲜朝属�美优式样筑建亭光练

。式形筑建的见罕是这�连相北南�顶屋式山歇。柱方根 9 有��米 20.11�间 4 面侧��米

51.6�间 2 面正的边北。柱圆根 11 有��米 2.7�间 3 面侧��米 53.11�间 3 面正的边南亭光练

兴新的鲜朝及区地亚东了为成�厂工设开者资投地各界世及国韩自来许容�区特济经的立设圳深在陆大国
中似类�份部一的区地业工城开是市级特城开。级高最的中当参人丽高是亦�际国名驰�参人丽高的产所

郊近。市城境边的鲜朝北了为成后之治分北南�道畿京属原城开。盛兴业商统传�荣繁的年多 005 了历经

�都古的代时丽高是城开。市都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在现是�都松名旧�市级特城开称全�城开

绍介点景区业工城开
。店门板为名得地该此从�识标行进"店门板"的写书字汉用了挂悬且并�铺货杂小兼馆酒个一成搭板木用
时临近附所场议会在�寻找的表代队军国中时当于便为�村山小个一是仅仅先原�来由的“店门板“
.观处此到以可客游国外的照护有持�所场的谈会
北南为用使被也在现。道渠要重的通沟相互行进方双北南了为成也�后以晤会字十红行举此在方双北南日
02 月 9 年 9791。点焦的界世全了为成便店门板�来以议协战停署签方双北南日 52 月 01 年 1591 从自

。可许的方军到得便以�约预天几前提须必
观参往前客游。理管同共队卫警韩北和军国合联由�区全安同共是里这。方地的事战烈激战韩束结、定协
战停国韩定签日 72 月 7 年 3591 即�村战停是里这。往前车汽共公乘可�里公 65 北以城汉于位店门板

绍介点景店门板
。葱葱郁郁谷遍山满�天参木古�布瀑的
丽美和水流的澈清、崖悬的峭陡、谷峡的邃深、石岩的伟雄有中山�绕缭雾云年终顶峰山峰妙。观壮为蔚
�下之崖悬丈千泻直�圆半的大巨成划后然�柱水的高米多十出喷上往�内槽石的似盆大在击撞�下直流
飞上石岩大的米十几中山在插斜从布瀑陵武的名著。等布瀑仙游、布瀑由序、布瀑刚金、布瀑洞瀑万有还

�空腾龙青像布瀑渊龙�飞纷雪白如俨布瀑珠散的高米 071�人动丽壮势气布瀑神天�多颇布瀑山香妙

。处息休和施设全
安的山登于便又�彰益得相景风然自与既有设路道山登。目项山登为选被前目�妙美景风峰卢毗、洞瀑万

、洞元上的山香妙。里公 55 长全路线山登�线洞元上是径路的短最中其�径路山登条多有山香妙 。观壮
为最山满叶红天秋以尤�茫茫雪冬�斓斑色秋�然盎绿夏�开花暖春�异各色景季四里这。等峰万元、峰
星七、峰王法、峰仙五、峰炉香、峰塔千、峰台千、峰满圆、峰旗卓有峰山名著。峰高最的岸海西岛半鲜
朝是�米 9091 拔海�峰卢毗为峰高最�上以米 0051 在拔海峰山的立屹肩并座几有�里公方平 573 积面

�里公 821 圆方�里公 82 为各离距北南、西东山香妙。一之景八鲜朝为誉被古自�说之”景谈莫山香妙见未
�胜名皆山江绣锦里千三“有向。山香妙为称被而香清着发散柏侧上山�秘神、妙奇势山因�一之山名大
四�地胜游旅的名著鲜朝是�处界交的道北安平和道江慈、道南安平于亘横�部北西鲜朝于位山香妙

绍介点景山香妙
。米方平 000,03 约积面地占�绕环

廊回。”殿华龙“和”殿乐极“、”殿光普“、”塔“、”门中“有�原复时建改�立建时葬迁在是”寺陵定“

。”灯石“和”石柱望“

尤有处角拐右左前”陵王“。虎石的性敢勇人丽句高征象著立右左�桌祭制石的上垫石形球有前陵

。米 5.11 高�米 23 长边一”坛基“。山坟的硕高了筑面上�”坛基“筑块

石大用。形圆为顶坟�椎棱四的头去呈�窄渐上往�形角四为形外”陵王“。”陵王“的伟雄和”雕石“种各等

像雕官武文丽句高的美典古有富见得望眼一�”区墓“是就登而级拾�”区堂祭“过经 。年 772 前元公是国建

。仰瞻供宫念
纪山绣锦壤平在放安被也体遗的日正金�月 21 年 1102。放开外对式正�”宫念纪山绣锦“为名更堂事议�际

之临来日念纪年周一世逝成日金�日 7 月 7 年 5991。存保久永内堂事议山绣锦在体遗的成日金�定决出作
央中党动劳鲜朝�日 31 月 6 年 5991。世逝成日金�日 8 月 7 年 4991。方地的动活务国事从和住居期长前
生成日金是�堂事议山绣锦名原。方地的息安成日金席主家国鲜朝是�郊北东市壤平于位宫念纪山绣锦

绍介点景宫念纪山绣锦
。建重次多期时朝王氏李�期时丽高年 7731 于建重后�期时海渤年��
�于建始�山卓宝的心中宝七内于位寺心开。区岩仙二和区圆内、区峰鹰上、区寺心开分宝七内
。乐快情心客
游使�说传和事故的好美多许传相点景、岩奇个万上千成的山宝七。裹素妆银山全�季冬到一。海大的观
壮为蔚依旁还�布瀑条数的下而泻倾�沫白起溅、谷峡的奥深、脉山的壮雄有山宝七。成形时同脉山大山
头白与前年万百一约今至�传相。名取而丽佳样一娘新的饰装宝七象因又�藏宝种七着藏蕴因山宝七
。等泉温村宝、泉温里沙、泉温湖曼
、泉温川明、)gnirpS toH nijgnawH(泉温津黄有山宝七。%77 的类种物植的长生道北镜咸在于当相�物植种余
008 著长生里”山宝七“。虫昆种各及物动类栖两、类虫爬、类鸟种各、类兽种余 03 著息栖里”山宝七“

。新一貌面它使�径路光观多许筑修又�物筑建多许等施设务服光观和舍营了建新就年近 。”景一

第下天“为誉被更景雪之”山宝七“的季冬其尤�美优景风季四年一�”山宝七“名故�物宝种七有藏地此�传
相。”刚金北咸“称素�佳绝光风其因�里公方平十五百二约圆方�岸海部中道北镜咸的鲜朝于位山宝七

绍介点景山宝七
。的计
设虑考所争战的生发能可为别特是�能功的洞空防有还统系铁地�外输运通交了除此因�米 051 入深更段

路区山些某�米 001 达亦度深均平�米 002 下地达处深最�统系铁地的深最界世了成建科斯莫及京北照仿
壤平�下援支的国各欧东及联苏前、国和共民人华中在 。的建修壤平在起发�后统系路铁下地的中设建在
正京北了观参成日金人导领鲜朝在是�年 6691 于建始�统系通交道轨市城的壤平都首鲜朝�铁地壤平

铁地壤平

。人主的运命己自为成终最
�折曲难艰过经何如族民鲜朝了现展演表术艺郎里阿�样一题标像就。中围氛术艺的重浓在浸沉场育体一五

的位座个万 51 有拥�间期出演。人万多 01 共�友朋小的爱可和生学年青、家术艺出杰有的演表加参。作

杰前空的上史演表术艺界世称堪�看上容内、式形、模规其从�品作术艺性合综的体一为明照和备设化代
现、景背术艺的人动、技杂、操体术艺、蹈舞族民、曲名鲜朝集是》郎里阿《演表术艺和操体团型大

演表术艺郎里阿
。心中业工轻

。墓陵座多 02 有共�带一陵丘面南山寿

万面西的城开和面北山岳松是别特。墓陵的们族王和妃王、王国代历丽高多很有�内围范的里公 8—6 约边
周心中为市城开以在。的建修民人员动制强和督监、计设自亲王愍恭年 2731—5631 是�坟双的排并)墓陵

的妃王(陵正和)墓陵的王愍恭(陵玄。里线解郡丰开市城开于位�墓陵的王代一十三第丽高是陵王愍恭

绍介点景陵王愍恭
。”楼灏挹“及”门同大“�有写书字汉以别分�匾横块
两著挂上楼门。门大形拱有间中�房楼层两建上�基地造制岩岗花以它。貌样的建重年 5361 元公在�后期
时争战国卫辰壬的纪世 61 是筑建的存现�建改的次数无过历经已.”门东“的�eltsaC nagnaJ(”城安长“是来原
�代时丽句高的期中纪世 6 元公于建始�畔”江同大“之市壤平都首的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是门同大

绍介点景门同大
。呢厅展下地有还为因�大要看面外从比间空的内馆现发会就�圈几上走内
馆在。%05 度湿对相�℃02 为制控温恒年常内室。皇堂丽富且洁整�般一宫迷如�多众厅览展�梯扶动自
和梯电降升有内馆。�好很头木的山香妙�店商品念纪有设还内馆别。照拍台阳上楼在许允只�照拍止禁
内馆但�机相带可馆别�哗喧与照拍止禁内馆本。水用饮和李行存并�供提内馆�套鞋上加需后馆进

。解讲与观参领带员解讲由内馆�卫守士战有侧两门
大动电土凝混的吨数达重馆谊友际国。筑建土凝混为实其�构结木似看远�筑建式朝型大层多为均�大者
后比者前�成组�馆别�馆谊友际国日正金和�馆本�馆谊友际国成日金由�馆谊友际国的麓山香妙

绍介点景馆谊友际国
。》经藏大万八《宝国的贵珍的貌面展发术技刷印鲜朝现
体有管保内库存保》经藏大万八《。事故的争斗寇倭同侣僧国爱等师大山西着传流里这�术艺筑建的秀优
族民鲜朝了现体殿雄大。成组等碑寺贤普、塔层三十角八、塔层九角四、院藏解、库存保》经藏大万八《
、寺忠酬、殿山灵、殿音观、楼岁万、门王天、门脱解、门溪曹、殿雄大由天今�成组塔和筑建座 42 由
原它。的建改间年 5671 到年 1441 是筑建存现。次数建改后其�年 2401 于建�一之院寺大五鲜朝是寺贤普

绍介点景寺贤普

。松黑北东的植移
国中从年当株一有种都旁墓有所�碑石有立都前冢坟个一每�外士烈名无名�除。此于眠长士烈名���
的内在英岸毛括包�里地墓的层三第在。士将军愿志民人国中万���的战奋血浴中争战朝援美抗在着征
象�阶台级���有层一第园陵至门大。”园陵士烈军愿志民人国中“着写书字文国两朝中用上门大园陵
。象形勇英的军愿志民人国中现展�式形术艺等画绘、雕浮、文碑、像塑以均层一每�观景层三分上至下由
园陵。潺潺水溪下山�绕环柏翠松苍�伏起山群周四园陵。建而山依园陵士烈军愿志民人国中仓桧

。米方平万�积面地占�成建年�����建兴始开园陵士烈军愿志�后年一署签》定协战停鲜朝《
�年����。地墓易简的军愿志是本原地在所园陵士烈军愿志民人国中仓桧�间期争战朝援美抗在

。里这
在扎驻曾就部令司军愿志民人国中�上腰山的高米���个一的郡仓桧道南安平在落坐�区山的里公��
�约东以壤平于位它。个一的大最模规中园陵士烈军愿志个十几鲜朝是园陵士烈军愿志民人国中仓桧

园陵士烈军愿志民人国中
。习学带音录借以可者读�籍书国外的语朝成译放

录可室音录个 71。前面者读到送传书图的要需者读把速迅置装送传书图的室览阅个 01 小大在设�籍书读

阅者读供可间房个多 006 有�卷万 0003 书藏。人多万一纳容可�个多 0005 位座有供提堂习学大民人

。馆开月 4 年 2891�米方平

万 01 积面筑建总。雁群的空腾翅展如又�雅清伟雄得显�顶屋瓦青式鲜朝的成组顶屋个 43 有。美术艺的
式形筑建族民了示显分充�起一在合融地谐和分十�板地纹花的成铺石玉�饰装的石理大纹花�柱立的形

圆�壁墙的净明里厅大。筑建层 01 的成组楼座 01 由是,雅典伟雄型造,心中市壤平在落坐堂习学大民人

绍介点景堂学大民人

。卷画的妙美雅清副一是真�开盛莱达金�时方北这到来天春�滩沙白片一是又边
湖�底见澈清水湖�石浮是全围周和底湖于由�上面湖的镜明如清在映倒�立林般一风屏象树桦白、松叶
落�围周畔湖在�峦峰山头白的立屹然巍见望约隐以可�时散消雾晨的渊池三。岛小的茂繁木树个一有中
当湖�米 3 深水�里公 45. 2 圆方湖大。的成形而住堵石浮和岩武玄的来下泻飞被时发爆山火山头白在河条

一是本湖个这。湖然自的处里公 5 北以邑渊池三的带岩熔山头白国和共民人义主主民鲜朝于位渊池三

绍介点景渊池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