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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371-64326777 64322766

●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1.家庭欢乐双节游：双节期间凡家庭出游，子
女身高不足 1.4米者，70岁以上老人，免景区门票。

2.持记者证、导游证者和现役军人免景区门
票。

3.学 生 证 、老 年 优 待 证 、退 休 证 、残 疾 证 门
票半价。

●康百万庄园景区 ●杜甫故里景区 ●杜甫陵园

中秋节期间，参观康百万庄园的游客即可凭门票领取精美书签，门票尾号为 8 或者 15 的游客还可领取康家人自制的月饼一份，同
时康百万庄园联合杜甫故里、杜甫陵园景区，特推出 110元中秋团圆特惠联票，即 110元畅游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杜甫陵园三景区。

对荣获市级以上劳动荣誉称号的游客凭个人荣誉证
书和身份证免景区门票。荣获市级以上青年荣誉称号的
游客凭个人荣誉证书和身份证免景区门票。

●竹林长寿山景区

联系电话：0371-64461789

9 月 26 日（农历八
月 十 四）19：30，拜 月
神；20：30，放莲灯。

9月 26日－27日，
登高望远、修心怡情。

9 月 26 日－27 日
中秋小长假期间，景
区 执 行 门 票 六 折 优
惠，30元/人。

●青龙山慈云寺景区

联系电话：
0371-64067333

●石窟寺景区

联系电话：
0371-64157150

1.中 秋 节 当 天 10 点
钟之前到景区参观的游
客，均可到钟楼上参与祈
福撞钟活动。

2.对前来参观的老年
团体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3.中秋节当天参观的
游客可免费品尝特色月
饼和南河渡特产石榴。

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发布
旅游咨询热线：0371—64351361
网址：www.gylyj.com

9 月 26 日，园区观光门票买
一赠一（赠票仅限 27 日使用）,并
享受游乐园通票优惠价。售票
处一次购买通票享 50 元优惠价

（价值 105 元）。园区内购买游
乐园门票享 40 元通票优惠价

（价值 75元）。
9 月 27 日，前 50 名入园游

客，可享受免费入园资格，并享
受游乐园通票 40 元优惠价（价
值 75元）。

9 月 26 日-27 日，园区举办
猜灯谜和自助烧烤活动。

联系电话：
0371-64357888

●汇馨芳香世界

中秋节期间，门票七折优惠。

●杨树沟景区

联系电话：0371-64180000

——巩义市旅游景区推出中秋节优惠措施及特色活动
绿消红染千人醉，暑退秋澄万景新。金秋的河洛巩义，山峦层林尽染，红叶缤纷如画，处处披上多彩的霓裳。中秋节小长假期间，

巩义市各大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优惠措施，等您前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诗圣故里秋意浓 河洛巩义迎宾朋

联系电话：0371-64184999 64184187

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 杜甫故里杜甫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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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泼打着八朝古都开封，夜
幕中闪烁的霓虹灯使这座古城充
满了迷幻。突然，雷鸣般的音乐渐
渐响起，天幕上走出一队金戈铁马
的战士，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大型
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
华》在朦胧的雨雾中拉开了序幕。

在清明上河园的一隅，我欣赏
着超一流的舞美设计，超强烈的视
听效果，规模宏大的演员阵容，舞
姿优美的倾情表演，美轮美奂的艺
术展示，历史风情的真实再现。这
一幕一幕，让我好像进入了千年前
北宋王朝的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之
间，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
中，穿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彼岸
与此岸之间的时光隧道中。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她那独特的艺术魅力，恢宏的艺术
场景，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空，让
人震撼，让人陶醉，让人神往。

一个暗喻时代兴衰的绝妙开篇。
在开场的《虞美人》中，琵琶声

如裂帛，打破了夜的静谧，沉静了躁
动的人群，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一个白衣小男孩手捧一盏菊
灯静静地从观众面前走过，将菊灯
轻轻放入水中。夜色朦胧，河灯渐
行渐远，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接 下 来 ，人 们 在 静 静 的 期 待
中，一曲婉约凄美、愁绪百结的古
乐由远及近，乐声萦绕。这时，在
星光碧水之上，出现了一朵巨大的
菊花。菊花在缥缈的水雾中随波
逐流，灯光聚射，花瓣徐徐开放，晶
莹剔透。

在缓缓移动的花蕊中，身着宋
装的 12 位歌女，仿佛置身于浮华的
南唐宫殿中，纱裙长袖，翩翩起舞，
伤感地唱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虞
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
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

这是一曲哀歌，昭示了南唐王
朝的灭亡和大宋王朝的崛起。随

着乐声渐强，北侧后方的两座宫殿
骤然间亮若白昼，万丈光芒直射长
空，数百面大旗翻卷舞动，如潮水
汹涌，气势恢宏。兴盛的皇家气
派，与水雾中渐渐远逝的“故国不
堪回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给观
众以强烈的震撼。

演出复活了千年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形象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
的市井生活、民风民俗和清明时节
的繁荣景象，而《大宋·东京梦华》
实景演出则根据这“天下第一神
品”，复制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清明
上河图。

演出以宏大的主题布局、精巧
的艺术构思、高科技的艺术手段、完
美的细节处理，将《清明上河图》真
实再现。画中的景物、人物、风情扑
面而来，那座虹桥附近的街道两边，
茶楼、酒馆、当铺、作坊，鳞次栉比。

但见在繁忙的街市上，人头攒
动，熙来攘往，有卖茶水的，有看相
算命的，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牵
骆驼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
的，有推独轮车的，有驻足观赏汴
河景色的，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汴河漕运的来往船
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河岸上的
纤夫们拉着大船，躬身前行，那嘹亮
的号子声由远及近，雄浑有力。

在第一场“醉东风”与第二场
“蝶恋花”的演出中，都有声有色地
还原了北宋时期的喷火、踩高跷、
斗鸡、蹴鞠、杂耍、皮影等多种娱乐
场景。

这些鲜活的民俗文化表演，不仅
再现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市井风情，而
且也复活了清明上河图的真实风貌，
给人以真实、欢乐之感，徜徉其中，让
观众如醉如痴，如梦如幻。

这是如歌如画的宋词阅读。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的主

线、主角和灵魂，不是灯光，不是音
乐，不是舞台，不是舞蹈，也不是夜

色，而是宋朝文化的代表——宋词。
整场演出以李煜的《虞美人》；

苏东坡的《蝶恋花》、《水调歌头》；
辛弃疾的《青玉案》、《破阵子》；柳
永 的《雨 霖 铃》；周 邦 彦 的《少 年
游》；岳飞的《满江红》八阙经典宋
词作为全剧的文学结构。

在历史的走廊里，八点烛光、
八个回声、八座造像、八个侧面，都
与这八阙宋词中所独有的古典意
蕴联缀而成。根据这些极具代表
性的八阙宋词所谱写的主题音乐，
时而舒缓悠扬，时而激越高亢。

演出通过精彩绚丽的画面、雄
浑美妙的音乐、朗朗上口的宋词，
再现了宋代京都市井风情的活力
与奢华，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浪漫、
繁华、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画卷，
使整场演出具有经典传神、意境深

远的艺术效果，折射出一种穿越千
年的文化时空、充满想象空间的艺
术光芒。

古典建筑的实景运用，让天地
成为大舞台。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的
舞美设计，充分利用了清明上河园
亭、台、楼、榭等古典建筑的线条
美、造型美，以及湖面上的栈桥、浮
台和玻璃舞台等，呈现给观众的是
地面、水面和空中的三维立体画
面，具有古典、唯美、浪漫、新奇的
实景舞台效果。

可以说，这种高超的设计风格
和深远的艺术意境，都“源于历史，
高于历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通过菊花船、宝马雕车、发光树、灯
笼、秋千、战马等实景道具和 700 名
演员、70分钟的精彩演绎，与古典建

筑相映成辉、相得益彰、相机互动。
在灯光的闪烁、移动、切换和

交织下，物影、人影、树影、水影均
以不同的角度、形式，呈现、创造出
色彩斑斓、层次清晰的优美演出场
景，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
所有的观众沉浸在华丽、夸张、飘
逸的艺术氛围之中。演出把大家
带入了一个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
艺术天地；同时，在流光溢彩的舞
美艺术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
文化生活本源。

声、光、电 巧 妙 配 合，营 造 了
“天人合一”的艺术氛围。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可以说得宜于声、光、电等现代科
技和舞美、字幕的恰当运用，营构
了动静结合、绚丽多彩、虚实变幻
的艺术效果，为展示当年这幅规模

宏大的历史画卷，繁华浪漫的市井
生活，起到了画龙点睛、银线串珠
的作用。

比如，演出运用 LED 等亮彩技
术，展现了五彩缤纷的“柳树”、晶
莹发光的“香车宝马”、随波荡漾的

“水中明月”；运用机械技术，展现
了可自由拼合的水上栈桥，可“绽
放闭合”的菊花舞台等。

又如，运用灯光、音乐、特效等
技术手段，再现了《满江红》那场激
烈的战争场面。尤其是战船发炮之
际，焰火喷吐、水柱升腾、火光冲天，
同时伴有驰来骋往的战士马队等。

由此，大大地拓展了演出的艺
术空间，强化了视觉效果，烘托了
现场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再如，耐人寻味的尾声效果。
《大宋·东京梦华》的最后一幕是采
用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
夕是何年……”只见一只硕大的菊
花重新在水面的中央绽放，花心里
一个个鲜亮活泼的少女尽情地载歌
载舞，一群年轻女子提着无数盏灯
笼，自远处逶迤而来，像水中的花瓣
慢慢散开，一直散到看台的两边，然
后拾级而上，对着观众站立。

这些画面，远远地看，像是一
个团团圆圆的祝福，很快又拼接成
了一轮静谧无言的圆月。此时，空
中回荡的音乐平和、舒缓，仿佛是
一位满怀哲思的老人在叩问无声
的宇宙。

这时，一个深邃、巨大的绿洞
在观众面前翻滚，一支奇妙的绿色
激光柱从对面直射过来，那似乎是
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时空隧道。更
为新颖的是，一位身着宋朝服装的
女孩坐着小船穿过绿色隧道，与另
一位身着当代服饰，颈间扎着小领
带的男孩一唱一和。

之后，那位现代男孩拉着宋代
女孩的手，女孩把手里的菊花交给
了男孩，让人看了感到既婉约又新

奇。我不解地向清明上河园总经
理周旭东请教，他说：“看《大宋·东
京梦华》就是‘一朝步入画卷，一日
梦回千年’的时空穿越感受，就是
通过极度繁华的艺术再现，让人追
溯往古，感念今朝。通过每一个人
内心的欣赏、品味、感悟、思索，来
唤起一个民族对兴衰的深沉思考
与渴望崛起的豪迈激情。”

至此，我才真正领会到编导者
的良苦用心。

世界著名艺术家海顿曾经说过：
“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得到鼓舞
和力量。”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她把大宋文化与水上实景演出有
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历史穿透
力、文化传承力、艺术感染力、视觉
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她
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审美欢乐
和极高的艺术享受，还提升了观众
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不仅在河
南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起到了
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也为古都开
封的文化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在实景剧的演出中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还成了河南
旅游演艺事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文化产业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承天时，秉地利，聚人和。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的

成功推出，进一步增强了河南文化
崛起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河
南文化的软实力，也提升了中原文
化的品位，树立了河南的良好形
象；同时，也更激发了清明上河园
人，为早日把清明上河园打造成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基地、中
国古代娱乐深度体验地、中部地区
都市休闲两日游目的地和具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的奋斗目
标而努力拼搏！

（作者系中共驻马店市委常务
副秘书长）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大气、恢宏的演出场景

穿越千年时空的艺术盛宴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观后

□王太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