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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瀑流泉，畅游峡谷。白
云悠悠，泉水淙淙，满眼碧绿，
飞瀑轰鸣，潭潭相连，奏响秋日
惬意序曲。感受山风轻拂，所
有烦忧都抛之脑后，时光静静
流淌，留下一片安然。十一假
期即将到来，云台山邀你打卡
首届山谷旅拍节，共赏美景。

9月15日至11月30日，云
台山以爱之名，重磅首推，全国
招募所有拍摄机构、工作室及
团队，提前一天预约及审核后，
即可免费入园拍摄；所有购买
旅拍产品的游客均可免门票游
览景区（十一假期除外）。

云台山景区以山称奇，以
水叫绝，山、水、峡谷、瀑布、岩
石等融于一体，是全国文明风
景旅游地之一。云台山含红石
峡、潭瀑峡、泉瀑峡、叠彩洞、子
房湖、万善寺等11个景点。“云
台天瀑”就位于泉瀑峡尽头，上
吻蓝天，下蹈石坪，314米飞瀑
从天而降，蔚为壮观。

除了云台天瀑，丰水期的
云台山峡谷也是瀑布成群，溪
泉流瀑合奏出一曲绝妙的山水
交响乐，大自然的美妙之声响
彻整个山谷，形成了一幅群瀑
争流、泉瀑溪潭交相辉映的美
丽画卷。泉瀑峡山势高峻险
拔，水流湍急，沿峡谷逆水而
上，多孔泉、私语泉、幽潭、吟龙
潭等将带你走进一个如梦如幻
的仙境。

高山云海，宛若仙山出世；

翠峰掩映，云海翻腾；山峦在云
雾中时隐时现，如临仙山上。
丹崖碧水，误入桃源深处；寻香
红石峡，峡谷中崖壁似火；碧潭
在光照下熠熠生辉，如步入画
卷中。

飞瀑流泉，灵动岁月静
好。水随山势而蜿蜒，细如丝
宽如绢；山因飞瀑而灵动，飞瀑
因山形而妖娆。山如画，水照
天，清泉叮咚、鸟鸣啾啾，月牙
湾、首龙瀑、云台天瀑……美好
的一切都在沉淀，云台山最美
的景都在等着你。

有些风景属于四季，有些
美丽只属于秋季。秋天毫不吝
啬地将所有色彩给了我们，当
你看惯了寻常眼前的景色，不
妨抬起头，一个回眸就能邂逅
浪漫。

云台山秋日的天空，碧空
如洗，鲜明澄澈，抬头仰望天
空，浪漫的蓝色展开洁净的丝
绒，风轻吹云闲逸，不染一丝尘
埃，明媚动人，让人恋恋不忘。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
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云台山统统满
足你，让照片记录旅行，用镜头
见证爱情。

秋日里的一抹暖阳，搭配
超洋气的古堡建筑，无数怦然
心动与山盟海誓在这里上演。

云台山不仅有北方罕见的
峡谷地貌，也有南方山水的秀
美，这里山石密林间的溪流纵

横，急流、瀑布、暗河、深潭、浅
滩，所有您能想象到水体的各
种静态或动态的景象都在这里
上演。

团扇、珠花、华服……仿佛
初秋里的一丝清凉，让人心醉，
或素色布衫，长风玉立，或锦衣
华裳，飘逸灵动，或大气华贵，
端庄秀丽，自成一道亮丽风景
线；穿汉服，点花钿，描青黛，梳
个古韵发型，行走在云台山的
绝美山水之间，像是穿越千年，
漫步方寸之间，一览千年文明。

乘凤凰岭索道穿云而上，
踏玻璃栈道漫步云端，登茱萸
峰览云海起伏，与一场场视觉
盛宴不期而遇。

登茱萸峰，望舟行碧波，赏
一片落霞，捧一卷诗书，揽一缕
清风，感受文豪大家之风范，回
味过往的事迹，袭一身汉服，环
佩叮当，互行揖礼。在似真而
幻的云台山水画卷之间领略汉
服秀之美，更有少年意气风发
寻古论今，与古人来一场隔空
对话。

云台山，山成林，云弄纱，
路为带，地下 68 米的清凉峡
谷，说不尽的优美动人。群山
连绵，溪流潺潺，听飞瀑流泉在
山谷中回响，远离世间的浮躁
喧嚣，带你感受秋日的静谧。

图①②③ 云台山山谷旅
拍节，邀广大游客来打卡。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行走在山川，浪漫的气
息扑面而来。一些小变化、
小改善就让原本的景致焕然
一新。“天地为证，日月为
鉴。”在爱情圣地青龙峡3米
巨型钻戒许下爱你的诺言，
甜蜜超标，这样的求婚太浪
漫了！

夜幕星辰、氛围气球、烟
火音乐……“我爱你，让山河
湖海见证”！秋天的青龙峡
一个最值得去的地方，最惊
艳的秋色等您观赏！

青龙峡景区秋季景色优
美，魅力独具。这里瀑飞泉
悬，潭幽溪清，山水含情，草
木解意，自然的灵性和生命
的灵动在这里演绎得生灵活
现，怦然的心动在这里挥洒
得淋漓尽致。

秋季的青龙峡，田野山
林里，红红的苹果、金黄的柿
子、火红的山楂等各种各样
的山果伸手可摘，弯腰可拣；
极具浓郁地方民俗风情的农
家小院里，一吊吊金黄的玉
米，一串串火红的辣椒，把青
石院落装饰得绚丽多彩。

风起之时，湖面波光粼
粼，草木倒映在碧绿的湖水
中，美不胜收。青龙峡景区
翡翠天池，潭潭相映，瀑瀑相
连，一泉一景，一潭一色，金
波碧潭，蜿蜒起伏，宛如一条
巨龙，峡谷险峻，两岸郁郁葱
葱。乘船在高峡平湖上享受
这慢时光的惬意浪漫。

9.9 公里，爱情一号公
路。路短情长，自驾公路上
写满关于爱情的宣言，打开
车窗，蓝天、绿荫、鸟鸣……
幸福绵长，平安喜乐！天空
之恋、千年榔榆林、爱情涂鸦
墙、风铃谷……依靠巨大的
钻戒，携手在秋日里，俯瞰碧
绿的“心形”翡翠湖；在榔榆
林下轻拥、打卡爱情涂鸦墙，

挂上爱情的风铃，与爱人忘
情于自然之中，把甜蜜散播，
让爱去传递。

青龙峡是浪漫的求婚之
地、幸福的婚姻福地，这里是
一处以峡谷山水风光为主，避
暑休闲、登山健体相辅的综合
型风景游览区，集峰、崖、岭、
巅、台、沟、涧川、瀑、洞等地貌
于一体，有“百潭峡谷”“中原
第一大峡谷”的美誉。

四季更迭，想与你走过
每个春夏秋冬，与你一起听风
的温柔，感受春的生机、夏的
热烈、秋的浪漫、冬的祥和。
唯愿此生，平淡如流水陪你看
繁花似锦，陪你览日出日落，
陪你走春夏秋冬，与你相知相
守，幸福绵长，平安喜乐。

秋天是登山的季节，秋
高气爽、空气清新、景色宜
人，令无数久居都市的人们
向往，携家带口或邀上三五
好友，在秋色中一起去享受
登山的快乐。漫步其间，欣
赏到的是一幅幅犹如水墨画
卷般的美景，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等诸多自然元素统一和
谐、相互辉映。蓝天之下，山
林环绕，在透过云层的暖阳
里，清澈的湖水令人心动，静
谧的水面犹如一面镜子倒映
着唯美之景。

那溪水，或幽蓝或浅碧，
若是有晚霞映衬，又将是金
波粼粼吧；秋季时节的清晨
雾霭缥缈，朦胧中又给青龙
峡增添几分神秘感，在这秋
风送爽，极具浪漫的季节，邀
家人、友人、恋人一起共游青
龙峡，忘记城市喧嚣，享受深
山宁静，欣赏一道道秀美的
风景，为秋季带来的凉爽惬
意，也为生活增添乐趣。

上图 夜幕下的巨型钻
戒。
（照片由青龙峡景区提供）

云台山首届山谷旅拍节等你来打卡
本报记者 齐云霞

那些浪漫的事
都发生在青龙峡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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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博爱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毋攀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毋攀，42岁的博爱籍著名男高音歌
唱家，近日因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表演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9月13日、14日，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
《小二黑结婚》在河北省廊坊市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交流中心成功上演。9月15日晚，第十三届中
国艺术节闭幕式在河北省雄安新区举办，闭幕式
上公布了第十七届文华大奖和文华单项奖获奖
名单，毋攀凭借歌剧《小二黑结婚》获得文华表演
奖。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毋攀。

“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文华奖是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国家
舞台艺术政府奖。本届艺术节，全国15
部作品荣获文华大奖，15位文艺工作者
分别荣获文华编剧奖、文华导演奖、文华
表演奖。

毋攀说，他是博爱县寨豁乡探花庄
人，毕业于信阳师范学院音乐系。2008
年，毋攀成为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一名歌
剧演员。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注重追求精神世
界的享受，中国歌剧艺术也开始走进千
家万户。歌剧让毋攀有机会演绎不同的
角色，体味不同的人生。即便是日常的
歌剧排练，毋攀也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开
声和熟悉当天要排的唱段和台词。天道
酬勤。他的刻苦和扎实的功底让他有不
俗的表现，在艺术的道路上收获了精彩
的人生。

毋攀曾主演过《周恩来》《白毛女》《苏
武》《小二黑结婚》《红河谷》《伤逝》《刘三
姐》《号角》《玉堂春》《青山烽火》《林徽因》
等优秀民族歌剧，为连续两届中国歌剧节

“优秀表演奖”获得者、中国音乐学院特聘
老师。他的歌声在诸多国事演出中响亮，
也在校园、田野、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上婉
转盘旋。舞台上，他像是一名谦卑又自信
的勇士，梦想为山，砥砺前行。

从2008年至今，毋攀已经扎扎实实
地为观众带来了25部歌剧作品，塑造了
领袖人物、历史人物及普通百姓等多个各
具特色的歌剧艺术形象。

提到歌剧，很多人都会想到阳春白
雪、曲高和寡。可毋攀觉得，在舞台上塑
造好中国人，用歌剧讲好中国故事，观众
一定会喜欢。虽说每场歌剧观众不过
2000人，但剧场里带给大家的共鸣和感
动，一定会让高雅艺术如星火般传播。

2017年9月底，毋攀应邀回到家乡，
参加了博爱县“庆国庆·乐博爱”文艺晚
会。

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第一
部喜歌剧，首演于1952年。2016年，在

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中国歌剧舞剧
院重排该剧，致敬经典、致敬时代，对经
典作品给予当代表达，为这部绵延七十
载的艺术作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鲜活
生命力。重排版的民族歌剧《小二黑结
婚》戏剧结构更加紧凑流畅，符合当今观
众的审美习惯；音乐方面，采用民族管弦
乐团伴奏，特别加入了梆子腔的主奏乐
器板胡、三弦、梆子等，原汁原味地体现
山西戏曲的韵味；在舞台呈现上，保持了
作品原有的特色及风格，加入了现代理
念和青春气息，更加契合当代的审美和
特质。演员的精彩表演，深深感染着现
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

毋攀说，身边有高山仰止的大师、
循循善诱的前辈、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
家，大家坚守在这方略显清贫的净土，
就是本着对舞台的敬畏和对歌剧事业
深沉的爱。在浮躁的当下，他们对歌剧
艺术的执着追求让人动容。“在出演歌
剧的时候不像自己在舞台上独唱那样
轻松，历练自己的综合舞台表演、演唱
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歌剧排
练要经过很长时间，歌者要熟悉整部歌
剧的乐谱及台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所以歌剧演员真的很不容易，要耐得住
寂寞。”毋攀说。

从每一部剧的深入基层采风、扎根
人民体验生活，到合成排练走上舞台，在
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毋攀更加热爱歌剧
事业，珍惜每一次演出机会。毋攀说，主
演25部剧教会他，演人民爱看的剧，唱
人民喜欢的歌。热爱艺术、热爱舞台、热
爱观众，带着这分初心，毋攀会继续努
力，用他的专业为更多的观众奉献精彩
的歌剧。

图① 毋攀演出中。
图②③ 《小二黑结婚》剧照。
图④ 获奖现场。

（照片均由毋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