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韵地鉴，万物自然；树呈百姿，花展千

颜。颜姿俱绝，唯钟牡丹！

幽谷有异草，始发天地间；山中无甲子，

历久不知年。武后少小，西河之地；僧道多植

舍前，仪为天下之尊，宠居皇家之苑。

武皇龙威，百花争艳，唯牡丹静待冰雪，

怒贬洛阳，傲姿更触龙颜！以火焚根，奇骨犹

生机盎然！

虽已广颂，实则奇

谈！

秦汉以药入典，已

在百姓庭园；唐人舒元

舆，牡丹赋首篇！

中原腹地，百花皆

宜；乾恩物华，地脉尽占。南北朝启，隋已遍

植；唐宋之盛，广庭可见。娇容铮骨，香媲梅

兰；百花之王，天下魁元！

岁逢暮春，群芳华冠。

白若云锦，黛含翠烟；紫垂珠露，正赤如

丹。蓝与晴空相衬，粉与桃花映面；几簇金黄

含笑，万紫千红一片！芍药逊其格，芙蓉少其

情；不妄喧其志，无言是古贤！

赞者曰：有此倾城好颜色，天下真花独牡

丹。

叹者曰：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

看。

赞之叹之，姚黄不喜，魏紫不悲，群芳依

旧妍，花开花落二十日，繁绿依然扮春天！

四月芳菲韶华尽，高山牡丹始盛开；谁说

此物唯娇贵，几历秋霜几历寒！

曾为赏花人，低语问花仙：“依你倾城资，

空巷为汝欢。”花仙笑中语：“春风唤我醒，雨

露滋我颜，秋风又拂过，冬至覆雪眠，你夸我

芳容，他笑我花残，我本自然状，喜恶你心

间。”

先祖餐霜饮雪，珍花异草不辨；文明肇兴

之立，祥瑞图腾始见。唐宋盛世，花开时节动

京城；靖康之变，此花悒悒少展颜！

牡丹枯荣，国运息

关，而今又逢盛世，蕰涵

气象万千。国人心中国

花，既绝色多姿，雍容华

贵，又端庄典雅，气度非

凡！

丹青描绘牡丹，千

姿百态入画卷；歌咏题赞牡丹，众香国里最壮

观！

齐鲁菏泽，巴蜀彭州，中原洛阳，都为牡

丹倾城力，爱花护花花更艳！

最喜一抹洛阳红，冠压群芳甲天下。一

丛迎春先起舞，万簇合唱春尽绽！

洛阳牡丹，栉风沐雨，亦历霜寒，天恩厚

赐逢甘霖，春当其时花更繁！

牡丹洛阳，千年帝都，丝路起点，新时代

中新机遇，时不我待强发展！

一朵花，一座城，洛阳牡丹，迎春怒放，牡

丹洛阳，春色无限！

厚重历史传承，时代文明共建！

中国牡丹文化节，好花待友汇中原！年

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其时，牡

丹为主人为客；于龙门，和风相邀春作伴！

看祖国如花锦绣，愿人民幸福平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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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颂盛世 笔墨赋诗情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李国英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
出来我保国臣，头戴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
甲我又披上了身……”4月 11日一大早，当
豫剧《穆桂英挂帅》中的这一经典唱段响彻
洛阳周王城广场时，马金凤大师的戏迷们
便瞬间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期待心目
中的豫剧大师再次“挂帅出征”。

作为第三十七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的重要活动之一，马金凤艺术周媒体见面
会暨马派弟子演唱会在洛阳如期举行，马
金凤再次走进群众视野。

4月 13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在会见马金凤时，表示，“牡丹文化节已
连续举办 37届，成为洛阳的城市名片和文
化品牌。马老是曲艺界大师，已从艺 90余
年，被誉为‘真国色’的‘洛阳牡丹’，更是洛
阳的骄傲。”

李亚说，洛阳正值转型发展、高质量发
展关键期，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是全面深
化“9+2”工作布局的重要内容。广大文艺
工作者要以马金凤等老一辈艺术家为标杆，
把洛阳的优秀文化传承好，把向上向善的导
向立起来，用优秀文艺作品讴歌伟大时代。

98岁又“出征”
与戏迷合唱《穆桂英挂帅》

在洛阳周王城广场马金凤艺术周媒体
见面会上，当身着红色上衣的马金凤一登
场，戏迷便举起手机争相拍照。马金凤不时

和大家挥手致意，向戏迷问好，和戏迷握手。
面对热爱她的观众们，这位 98岁高龄

的豫剧泰斗连连鞠躬，道出一番肺腑之言：
“我是人民的演员，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到
群众中间去，到观众中间去！”

马金凤的亲授弟子关美利告诉记者，
见面会原本打算在剧院内举行，但考虑到
戏曲要走进百姓舞台、要贴近群众，为了满
足更多戏迷朋友见马老师一面的心愿，临
时改在了洛阳周王城广场举行。

关美利说，27日至 30日，马金凤艺术
周活动将在洛阳歌剧院举行。这次活动是
马派弟子的大聚会，也是一场文化盛会。
一个多月前，全国各地的戏迷们就在打听
这个事儿了。

届时将依次演出马派名剧《穆桂英挂
帅》、《花枪缘》、《花打朝》、新编豫剧现代戏
《马金凤》，分别有马派弟子关美利、柏青、
杨小青、谢彦巧、刘冰等联袂演出，由马金
凤大师众多优秀弟子，展示马先生呕心沥
血在舞台上创造的马派艺术风采，同时在
艺术周期间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还盛邀
省内外有关专家，对马派艺术进行座谈，以
期使中国戏曲中马派艺术这朵娇艳无比的
牡丹，为更多人所了解与喜爱。

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
一生视戏如命

提起马金凤，洛阳人无人不晓。今年
98岁高龄的马金凤先生原本姓崔，1922年
出生于山东省曹县，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

曾长期工作生活在洛阳，其代表作有“两花
一挂”，即《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缘》。

曾经担任洛阳豫剧团团长的马金凤，
一辈子视戏如命、精雕细琢，5岁随父学艺，
7岁登台演出，14岁担当剧目主演，从风华
正茂到耄耋之年，马金凤一辈子痴迷戏剧，
突破了旧时代艺人门户之见的藩篱，熔豫
东豫西调于一炉，创立“马派”声腔，唱“响”
中原大地，被誉为“洛阳牡丹”，是豫剧“马
派”艺术创始人，“帅旦”行当创立者。

从艺 90多年来，她凭着对戏曲事业的
执着追求和热爱，不断探索创新，锐意进
取，形成了独特的“马派”艺术，荣获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的代表性传承
人，享有“文化部终身艺术成就奖”、“德艺
双馨”艺术家盛誉。

《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缘》等长
演不衰的豫剧经典，在河洛大地拥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马金凤还言传身教，培养了
大批豫剧名家名角，如今他们都活跃在戏
剧演艺一线。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是戏迷
和群众心目中的“红人”。

中国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

树建总结了马金凤的“四大贡献”：为豫剧
全面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创立了“马派”
艺术、创建了戏曲中的“帅旦”行当、一生为
人民服务。

“马金凤创立的马派艺术，是洛阳戏曲
文化的杰出成果，是河南豫剧的骄人财富，
更是中国戏曲文化中的珍品瑰宝。她不只
是咱河南人的宝贝，还是全国人民的宝
贝。”李树建说。

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艺术家，文艺创
作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与时代同行，就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马金凤的“到人民
中间去”，正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
动诠释，说到底，是“大众喜颜开”成就了

“洛阳金凤来”。
与此同时，马金凤深情地表达了对洛

阳的挚爱。“我永远是洛阳人民的女儿，
今后要把更多优秀作品和演出带给洛阳
人民，不断把马派艺术发扬光大，为洛阳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6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新安 通讯员 储涛）4月
17日，记者从洛阳市检察院获悉，该院未检处迎来了今
年的第一轮“丰收”——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这
是全省检察机关市级业务部门获此殊荣的其中一家。

据介绍，该院在依法办理刑事案件，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的同时，未检处加强品牌创新工作，创建“洛小未”品
牌，建立了集未成年人心理测评、谈话询问、对外窗口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洛小未”工作室。设计“洛小未”LO-
GO、编撰“洛小未”法治教育护航成长手册、拍摄制作宣
传未检职责的“洛小未”动漫片。组织检察队伍、教师队
伍、律师队伍及妇联队伍进行“洛小未”法治宣讲员选拔、
培训，使其参与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来。

“洛小未护航青春法治教育宣讲团”开展以“防范校
园欺凌”“防范性侵害”为主题的各类形式的“法治进校园
活动”176场次，受教育师生、家长334600余人次。

与此同时，该院还与洛阳市教育局合作，联合下发
《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观护基地、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
践基地和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的规定》，推进未成年人
工作全面开展。目前，市检察院正与市妇联合作，联合开
发“洛小未”留守儿童观护帮教平台，将全市的留守儿童
之家进行网上管理。6

洛阳市检察院未检处

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新安县连续五年举办骑行赛

“红”了樱桃“绿”了乡道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 通讯员 郭建立 许

金安）“情定樱桃谷，醉美新安行。”4月 13日，第五届新
安樱桃谷骑行邀请赛在新安县磁五仓线举行。来自郑
州、洛阳、三门峡等地和新安县的 1000多名骑行爱好者
参加角逐。沿线已经挂果的樱桃、靓丽的乡村美景和热
情好客的新安人民给参赛选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安县“磁五仓”公路因贯穿磁涧、五头、仓头三镇而
得名，全长24公里。新安的樱桃栽培历史有3000多年，
集中分布在“磁五仓”沿线的樱桃面积就有 4万多亩，为
豫西地区最大的樱桃基地，对外统称“新安樱桃谷”。

据悉，骑行赛道全长24公里，沿途有50多个大型采
摘园、观光园，也有逼真的 3D画廊。千余名选手身着整
齐的队服，从磁涧镇礼河村向仓头镇区进发。丘陵起伏，
赛道连绵，移步换景,景随步移，参赛选手既享受了比赛
乐趣，又领略了乡野美景。

近年，该县通过举办“樱桃节”“骑行赛”等节会活动，
叫响了“新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品牌。在当地人眼中，

“磁五仓”不仅是致富路，也是一条文化路、观光路、健身路。
据了解，新安县还将深入挖掘本地旅游资源，继续完

善磁五仓线的自行车赛事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延
伸赛事内容、延长赛事时间，加强赛事带动探索，把樱桃
谷打造成为一条健康的绿色骑行大道，把骑行邀请赛打
造成为新安的对外品牌形象赛事，带动乡村游健康发展，
助力全面小康，助推乡村振兴。6

本报讯（通讯员 高德权 韩悦）4月 16日，第37届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涧西区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共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59.6亿元。

据介绍，此次集中签约的 15个项目，既融合了城市
提质、先进装备制造、智能检测、新材料等新兴业态，又包
括石化贸易、医药物流、文化、商贸、民生等传统产业，符
合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方向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
成为助力“洛阳制造”加快向“洛阳智造”“洛阳创造”转型
升级、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此次签约项
目中，城市提质项目有“嘉禾·时代广场项目”“千万加·智
慧农贸项目”“既有建筑能效提升项目”；先进装备制造项
目有“鑫辉减震支座项目”“高性能电极材料的产业化与
应用项目”；新材料项目有“西安交大金属镁项目”“稀散
金属铼提取及铼制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等。

除此之外，还有“医药物流中心项目”“‘世音·聚橙院
线’项目”“大张便民服务中心项目”等一批现代物流和商
贸业项目。

涧西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涧西区已纳入“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十三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城区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试点”等国家发展战略。下一步，该区将以此为契
机，继续秉承“开放、互利、合作”的发展理念，发展壮大“二
二二”产业，加快推动涧西区创新发展、转型发展、高质量
发展，着力提升经济品质、城市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
和生活品质，不断开创打造高质量首创之区新局面。6

涧西区15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59.6亿元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
员 周亚伟）一座钟灵毓秀的牡丹花城洛
阳、一次穿越千年的武皇盛世重现、一场
酣畅淋漓的唐风诗词荟萃……4月 12日，
由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携程集团
共同举办的以“牡丹真国色，洛阳花正
开”为主题的洛阳牡丹飞花大会，在隋唐
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天堂明堂景区举办。

在牡丹飞花大会上，全球旅行家、校园
大使、飞花令小游戏的参与者以及媒体等
嘉宾汇聚一堂，在“武皇”的邀请下共赏唐
风歌舞，并通过“飞花令”以诗会友。

活动现场，“武皇”特设飞花令，前三轮
排名前十皆有彩头，最后一轮拔得头筹者，
可与“武皇”共同游园赏花。

洛阳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
宋，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
流传至今。飞花大会现场，嘉宾们以“洛
阳”“春”“花”“月”为题眼吟赋诗句，广行飞
花令，你来我往，火花四溅，让人看得很是
过瘾！

飞花大会上，参会嘉宾们不仅可以以
诗会友，感受洛阳诗词文化和洛阳牡丹的
独特魅力，还欣赏“神功大乐”“洛阳神赋”

“水墨盛世”等洛阳非遗表演，以及充满异
域特色的“千面花都”表演，身临其境地感
受穿越千年而来的盛世大唐风采。飞花大
会结束后，嘉宾们还在“武则天”的带领下，
游览了洛阳隋唐城壮美的夜景。6

洛城何处不飞花
首届洛阳牡丹飞花大会圆满落幕

4月 12日，中建五局豫西公司为关心关爱广大女职工、女农民工，特组织女
职工赏牡丹、拍艺术照活动。为了亲身感受“千年古都牡丹花城”的魅力，这些
平日里在建筑工地挥洒汗水的“女汉子”从重点项目建设一线走进牡丹园，变身
成美丽的“牡丹仙子”，在花丛中留下了风姿绰约的身影。6 王恒 摄

建筑女工化身“牡丹仙子”

□洛阳观察记者 李国英

“春来谁做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
丹。”自古以来，牡丹就是文人雅士吟咏
作赋的重要题材。历史上不少诗人为它
作诗赞美，如唐诗赞它：“佳名唤作百花
王”，宋词“爱莲说”中写有：“牡丹，花之
富贵者也”，名句流传至今。

时下正值第三十七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河南省作协会员、洛阳市文联副
主席陈胜展为牡丹作赋（全文见右边）。
这也是作者继《中原赋》《忠义赋》之后又
一鼎力大作。为洛阳牡丹而咏，为洛阳
牡丹增彩！

此赋一出，便引得网友纷纷转发转
载，并留言称赞。网友“芳芳”评论道：“冰
封大地的时候，你正孕育着生机一片，春
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有
底蕴有历练的美才能成就国色天香。”

为此，记者采访了陈胜展，问

到创作《牡丹赋》的初衷时，他说：“牡丹是
国人心中的国花，最能承载人们向往美
好，期望祖国繁荣发展的情感寄托！我生
活在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千年古都、牡丹
花城美誉的洛阳，对牡丹更是情有独钟！
洛阳现时代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人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与日俱增！”

伴随着一次次花开，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自 1983 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36
届，成为集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旅游观
光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活动和河南
重要的文化名片。

据了解，近年来，洛阳坚持以“坚定
文化自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目标，以“牡丹文化”“利民惠
民”为主脉，创新举办机制、提升节会内
容，彰显文化特色、落实惠民举措，真正把

牡丹文化节办成弘扬河洛文化、促进
文旅融合、建设美丽城市、幸福广
大群众的平台、纽带。6

牡丹赋
□陈胜展

豫剧大师马金凤：

用优秀作品讴歌新时代
我是人民的演员，必须到
人民中间去，到群众中间
去，到观众中间去！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许晓洁 卢
亚乐）4月 20日，第十八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文
化节开幕，西泰山10万亩杜鹃花在春风中笑迎来客。

开幕式上举行了盛大的文艺表演。《我爱家乡红杜鹃》
的歌曲响彻西泰山；在热烈的氛围中，歌唱家乘花车倾情
献唱《我和我的祖国》，把活动推向高潮。

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外，汝阳特色美食暨特色旅
游商品展销会也同时开展，汝阳特产梅花玉、杜康酒、杜仲
茶、柏木枕、手工布鞋、阿婆香包等各种旅游商品现场展
销。美食展区，百余家美食商家各显身手，做上自己拿手
的特色菜肴，供游客品尝。

此外，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西泰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揭
牌仪式，以及限量1000册的“醉美汝阳”个性化邮票首发
仪式。据悉，开幕式当天该景区接待游客达5万余人。

据了解，西泰山10万亩野生杜鹃主要分布在山涧，为
了丰富游客体验，从去年开始，西泰山在爬山步道两侧人
工种植了大量杜鹃，方便游客近距离欣赏。预计，今年西
泰山杜鹃花盛花期是4月20日到5月5日，开花盛景不容
错过。6

杜鹃花开“醉”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