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版式编辑 彭婷专题10

悠长夏日，炭河古城、《炭河千古情》邀您赴一场三千年之约———

传奇宁乡 梦回西周

●长沙方向：
炭河古城距宁乡县城 45 公里 ，

距省会长沙市区约 100 公里。
①经 319 国道、金洲大道 、长张

高速玉兰路→宁横高速→上河街
②经长韶娄高速→043 县道 、

096 县道、209 省道→黄宁路、上河街

●其他方向：
①益阳方向：可经 308 省道、028

县道→206 省道→上河街
②娄底方向：经 209 省道、312 省

道→上河街
③常德方向：经长张高速、028 县

道→宁横公路→上河街

如果有一次可以穿越历史的机会，

您会选择回到哪个朝代？

去神秘的西周吧。

那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华

夏族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

那是以“礼乐之兴”孕育《诗经》的时

代，成就中国文学的辉煌起点；

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重要时

期，诸多造型雄奇的重器从此传世……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宁乡市黄材镇

的沩水河畔，时空之门已开启，一场惊艳

而新奇的时空之旅等您来体验。

经过烽火台，穿过诗书门、礼乐门，走
过“大周御道”……您，就“穿越”到了西周
王朝。

炭河古城，是中国最大的西周文化主
题公园，也是湖南省唯一的西周文化主题
公园。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高 40 米、
宽 35 米的四羊方尊女神造像。 这座女神
造像是由出土于宁乡的四羊方尊、人面纹
方鼎艺术演化而来，如同宁乡的守护神。

宁乡被考古界称为“南中国青铜文化
中心”。宁乡炭河里遗址，已被考古专家证
明为西周时期某一方国的都城所在地，是
一处重要的商周遗址。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武王起兵伐纣。
武王广场的“牧野之战”群雕，虽无法再现

《尚书·武成》描述的“血流漂杵”的景象，
但也颇为壮观。

走进西周风情街， 编钟古乐悠悠，市
井喧闹，商贸繁忙，三千多年前的时光仿
若复活———

体验周公梦境中的魅影空间、 倒屋、
斜屋，乾坤颠倒，难分东西；

推开妲己幽魂鬼屋的沉沉木门，幽幽
气息弥漫四周；

姜太公呼风唤雨法术馆，利用现代科
技重现当年祈风求雨的震撼情景；

走进太子阴魂听音室，斗胆“听一听”
含冤而死的周文王长子伯邑考想说什么；

后宫体验馆里怪象连连， 赛蛐蛐儿、
古怪的书架、神奇的“前世镜”等，令人大
开眼界；

行走在炭河古城，还能“偶遇”编钟乐
舞、武王练兵、彩楼抛绣球，参与一把，其

乐无穷；
西周王宫依据《考工记》记载

形制营造，包括主宫殿、社稷坛、
兵事殿等， 还原一座三千年前简
朴庄严的宫殿……

“穿越”同时，尽享欢乐。 跃入
酒池戏水游乐区，可以清爽消暑，
可以亲子互动。

在刚刚过去的 7 月份，炭河古城
已经成为长沙乃至湖南景区的“新秀”，人
气与当下的天气一样火爆： 音乐响起来，
游客与演员一起体验一把“穿越快闪秀”；
舞蹈跳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起来
一场“锅庄狂欢趴”……

8月 11日、12日， 炭河古城还将举行
吃辣椒大赛、泼水狂欢节、姜太公直钩钓鱼
比赛， 不仅好玩， 还能赢金币……这个夏
日，想要清凉，想要惊喜，就来炭河古城吧！

外立面为火红饕餮纹的炭河千古情
大剧院，矗立在沩水河畔。

剧场内，2200 个座位，比美国百老汇
最大剧院的座位数还要多。

剧场外立面艺术墙，是目前国内最大
的饕餮纹主题墙，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最
高处 28.8 米，神秘而肃穆。

三千多年前，商纣、妲己与周武王之
间发生过怎样的千古传奇？ 四羊方尊的背
后隐藏着怎样的惊世之谜？

商末周初的宏伟历史画卷， 浓缩在
《炭河千古情》这方充满魅力的舞台上。

什么———看
一生必看的演出

美丽的炭河之畔，古老的《诗经》在这
里传唱， 一群少女在碧桑青草间轻歌曼
舞。 年轻的武王和美丽的宁儿在这里邂
逅、相爱。

在妲己的唆使下，暴虐的商纣王烹杀
了周武王的兄长，并胁迫武王铸造出四羊

方尊。 为拯救爱人和周国子民，宁儿投炉
代祭，上演了凄美缠绵的炭河绝恋。

鹿台落成之日，武王向纣王进献镇宫
之宝四羊方尊。 纣王大为欢喜，在鹿台设
下酒池肉林，大宴四方诸侯。 纸醉金迷之
间，一场决定商周历史格局的重要变革正
在悄然酝酿。

公元前 1046 年，武王亲率战车三百，

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与数十万的纣
王大军决战于牧野，史称“牧野之战”，终
结了六百年的商王朝。

悠悠沩水流淌了三千多年，英雄与美
人的故事在这里传唱。 真善美，执着与坚
守，奉献与大爱，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的宁乡人。

这就是传奇之地———宁乡。

引人入胜的剧情———

作为国内首部以西周文化为主题的
大型歌舞秀，《炭河千古情》不仅剧情引人
入胜，更是极具视觉体验和心灵震撼。

金戈铁马的战场风云、富丽堂皇的鹿
台宫殿、气势磅礴的牧野之战、浪漫旖旎
的万里星空……传统空间与感觉的界限

被打破，古老文明与现代高科技碰撞出绚
烂的火花。

《炭河千古情》动用了上万套舞台机械
“上天入地”， 5D结构投影让人目眩神迷；

国内最大的亚克力酒樽里盛满 10 吨
“美酒”，异域美女在“酒樽”中上演高难度
的水下杂技；

由 15位杂技演员组成的“浴火凤凰”，
集数控、单点吊加联动威亚于一体，从高 20

米、长 50米的轨道上掠过观众席上方；
宽达 30 米的水坝瞬间“炸裂”，3000

吨大水倾泻而下， 滚滚巨浪直扑观众脚
下，营造出史诗般的水战场景……

尤其是在《牧野之战》一幕中，为强化
演出的视觉效果，编创团队与专业的特效
公司进行合作，通过纱幕投影、LED 影像
等形式，实现真人演员与虚拟影像的互动
表演。

顶尖的舞台效果———

参与《炭河千古情》演出的 200 位演
员全部来自宋城演艺艺术团，包含专业舞
蹈、杂技、模特演员等不同艺术类别。

整场演出的音乐几乎都为原创， 别具
一格的编曲与剧本对接得丝丝入扣， 由上
海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制作背景音乐。

全场演出服足有 503 套，每一件都是
精工细作。 其中重达 10 多斤的灯服，LED
灯全部由手工一颗颗缝接。

整场表演分五幕，时长一个小时。 围
绕《炭河千古情》的“情”字，每一种舞台表
现形式的出场时间都被严格控制，观众时
刻可以感受到新鲜的冲击，可谓“三分钟
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高潮”。

业内人士说，《炭河千古情》是迄今为
止我省科技含量最高的旅游演艺秀，囊括
了歌舞、杂技、话剧、武术等多种艺术形

式，先进的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在水陆空
三维空间营造出 360°全景剧幕， 让观众
全身心地感受地动山摇、狂风呼啸、大雪
飘零、万箭齐发、烈焰冲天的场景。

精湛表演、精心制作———

肖 兰

�什么———玩

炭河古城俯瞰全景。
余文辉 摄

炭河古城的情桥。 唐昊 摄

《炭河千古情》演出现场。 唐昊 摄

炭河古城的西周风情街。 唐昊 摄

炭河古城一角。 童迪 摄

门 票

●《炭河千古情》+ 炭河古城：
成人票：260 元 优惠票：220 元

●炭河古城（不含《炭河千古情》）
成人票：80 元 优惠票：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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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炭河古城正门 （图腾大

道）—四羊方尊女神造像—武

王广场“牧野之战”群雕—西

周风情街—周公街—妲己幽

魂鬼屋—妲己魅惑—肉林餐

厅—情桥—天香炉—姜太公

钓鱼—姜太公呼风唤雨法术

馆—太子阴魂听音室—彩楼

抛绣球—祭祀广场—西周王

宫—褒姒沐浴—西周风情电

影馆—编钟乐舞—后宫体验

馆—兵事殿—《炭河千古情》

大剧院

游览路线推荐

一天穿越三千年
《炭河千古情》演出

现场，杂技演员技艺高
超。 唐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