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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灵所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杭州和西湖
Retreat of Gods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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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and West Lake in Wei Jin Dynasties
陈文锦 / Chen Wenjin
1_ 杭州城垣变迁示意图
系魏嵩山《杭州城市兴起及其城区
的发展》插图（
《历史地理》创刊号，
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0 年，第 167
页）
。赵永复的《吴越杭州和南宋临
安示意图》
（
“十大”系列丛刊《十
大古都》
，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2 年，
第 147 页）即为此图的简绘本。

Abstract: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st Lake experienced the fir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regression offered Qian Tang County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to the east. And the rise of Liu Pu's,
made Qian Tang accumulated a hug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energy. Relying on Qian Tang's 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West Lake in its early stage as a lagoon has already draw attention. At This period, not much happened
to West Lake, but the initial trajectory,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lowing thousand year.
Key words: Wei；Jin Dynasty; Qian Tang; West Lake; culture; the beginn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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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 杭州城址变迁沿革图
《杭州城址变迁沿革图》系贺业钜《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插图（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1986 年， 第
221 页）
。
《杭州市志》第一卷所附
《杭州历史城址变迁图》
（中华书局，
1995 年，第 9 页）转绘自此图。
3_ 杭州城市沿革示意图
《杭州城市沿革示意图》系虞家钧（杭
州沿革和城市发展市志）附图，
（地
理研究）
，1995 年第 3 期，第 63 页）
。
4_ 杭州城廓变迁示意图

1 柳浦的崛起

江北岸的一大片土地，即今上塘河流域及周边的平

三国时期孙吴对东南的经营，使浙江经济有了

原地区，在水位下移，水利设施增多的条件下，不

较快的发展，太湖周边的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

再受到江潮倒灌的影响，逐渐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

郡)地区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左思的《吴都

区域。东吴名将陆逊年轻时，曾“出为海昌屯田都

赋》说三吴地区“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

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

之稻，乡贡八蚕之绵”。所谓再熟之稻，实际是说

督农桑，百姓蒙赖。”[2]海昌即今海宁一带，在这一

已经有了两熟制的水稻。而在钱江南岸，一亩田的

地区屯田，就足以说明钱江北岸平原地区农业生产有

[1]

《杭州城廓变迁示意图》系林正秋《杭
州史话》插图（中国历史小丛书《名
城史话》上册，中华书局，1984 年
第 238 页）
。
以上各图引用自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
湖历史图说》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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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量可以达到“二三斛” 。即以二斛换算，

着巨大的开垦潜力，并正在赶上邻近开发得比较早的

变迁，与交通有着很大的关系。三国时孙吴对破

再西行直达建康。这样一来，位置偏东钱唐的重要

产量已经达到200多斤，从后世的角度看，这已经很

地区。据《隋书·食货志》介绍，南朝在京畿以外，

岗渎 [4]的开凿，打通了苏南地区水上运输的一大瓶

性超过了位置偏西的余杭，成为钱塘江北岸的要

不低了。东晋建立以后，一大批豪门世族“衣冠南

设立“豫章仓、约磯仓、钱唐仓，并是大贮备之处”

颈，使宁镇地区以及整个苏南的交通大为改善，浙

冲，三国志吴书有好几条反映钱唐重要性的记载。

渡”，据《通典》《晋书》卷26估算，当时南迁人

[3]

江通往建康乃至中原地区的线路，已经不必再绕行

“策破刘繇，定诸县，进攻会稽，遣人请静，静将

口当超过70万人，其中大多留居在今江浙地区，使

一片，成为南朝经济和国力的重要支撑。

安吉，而是水运通过太湖西侧的乌程、长城（长

家族与策会于钱唐。” [5]孙策进取会稽，派人请在

兴）到达常州，或由嘉兴通往苏州再到常州，然后

富春的小叔孙静率领部曲至钱唐与之会合，确定

这里的人口密度和文化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钱塘

可见钱江北岸的平原地区，已与今湖州、嘉兴连成
钱塘，历史上曾称作“钱唐”。钱唐县的发展

[1] 《三国志吴书·列传第十五·钟离牧传》，1392页。中华书局廿四史点校本，1979年印刷。以下引《廿四史》皆同此。
[2] 《三国志吴书·列传第十三·陆逊传》，1343页。
[3] 《隋书·志第十九》，675页。

[4] 破岗渎是孙吴为了解决镇江与南京间水上交通修筑的一条人工运河，起自江苏句容东南，向东穿过山岗，越镇江南境，至丹阳境内云阳西城，
与已有航道相连接，可直通乌程、钱唐、嘉禾等地。它解决了南京、镇江间的长江航道风急滩险，容易酿成事故的危险因素，并缩短了航程。
[5]《三国志吴书·宗室传第六》1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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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西湖发展的嚆矢时期。东汉以来的海退，使“山中小县”钱塘获得了向东部地区拓
展的机会。而柳浦的崛起，更为钱塘积聚了巨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能量。依托钱塘的跨越式发展，处于早
期泻湖阶段的西湖一开始就备受瞩目。这一时期的西湖大事虽然不多，但最初的轨迹，却为它以后一千年的
发展奠定了一个个性化的基础。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钱唐; 西湖; 文化; 发韧期

命沈文季为冠军将军，都督吴兴钱唐军事。齐永明

移治的时间，应以三国两晋间较为合理。

后担任吴郡都尉。《程普传》载：程普在孙策平定

三年，富阳人唐寓之起兵，曾在钱唐县自称皇帝，

谭其骧先生曾经说过，由于经济的发展，“孙

会稽的过程中：“进破乌程、石木、波门、陵传、

以新城戍为天子宫，钱唐县廨为太子宫。梁时，侯

吴以来，钱塘江下游，本已有分建一郡的需要。[11]

余杭，普功为多。策入会稽，以普为吴郡都尉，治

景作乱，侯景部下与梁的军队在钱唐一带展开激烈

但由于这一带早期聚落分布处于较为分散的形态，

钱唐。” [6]《朱治传》载：朱治在钱唐吴郡都尉任

争夺。以上种种，说明柳浦在控制东南半壁的大局

一时很难找到集聚能力强、又处在交通中心的合适

上，“从钱唐欲进到吴，吴郡太守许贡拒之于由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地点。柳浦是依托渡口功能发展起来的，历史较

虽然柳浦的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此时柳浦是

短。早期腹地不大，环境有限。虽然地处要冲，但

时钱唐在东吴討平江东的开国时期，政治军事地位

否已是钱唐县治所在，还是有疑问的。从刘道真

它只是交通枢纽，不是中心聚落。相比钱唐县的其

十分重要。但这是就钱塘的总体位置而论，并未明

《钱唐记》“昔一境逼近江流”的叙事口吻来看，

他几个聚落，柳浦地域最小，人口也不会多，所以

言钱唐县的某一个区域如何特别重要。

钱唐县治离开“基址犹存”的“灵隐山下”，已经

必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具备政治经济中心的功

东晋以后，由于会稽是南渡世族的主要落脚地

有一段不短的岁月了。它已经不在定山，但也没有

能。梁陈两朝，钱江北岸先后建立过临江郡、富春

之一，来往建康和会稽间人流量大为增加，横渡

到达柳浦。否则不会说“昔一境逼近江流”（意即

郡、海宁郡（当然有的是叛军临时所建），但一直

钱塘江成为第一要务。而钱唐占据着最多的渡口

现在的钱唐县治并不临江）。《世说新语•雅量》

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撤撤并并几经反复，这或许

资源。阙维民教授引用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成果，

有一个故事，说褚裒[10]（季野）在钱唐亭投宿，晚

也是一种阵痛。到南朝陈的晚期，柳浦的区位优势

认为钱唐当时有“西陵”、“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

上钱唐令沈充带客人也来投宿，亭吏便要褚裒把房

越来越突出，钱江北岸平原地带的重心终于落脚到

埭”，西陵与柳浦为一组，浦阳南津渔浦和北津定

间让出来，并把他赶到牛棚里去住。沈充后来发现

了这里，钱唐郡终于瓜熟蒂落，铁板钉钉。于是，

山为一组。 [8]但翻检相关史料，发现疑似与渡口有

被赶走的是官位比他高、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褚裒，

一个新的区域中心浮出水面，再也没有逆转。人们

关的地名尚有很多，如“赤亭渚”、“渔山渡”、

赶快赔礼道歉，杀牛款待，并把亭吏鞭笞一顿。这

对这座依山滨江的生态城市充满了希望，传说东晋

“黄（横）山浦”、“查渎道”等等，考证这些地

也说明其时钱唐的治所不在柳浦。

著名的风水和城市景观学者郭璞到过这里，但也很

名属于哪个津渡，不是本书所要论述的范围。但

在东汉晚期海退以后，钱唐县县域的天地广阔

可能没有到过。但不管怎样，一部分很看重城市的

它说明，在当时的钱唐县范围内，津渡已经多了起

了许多，原先多个不大连接的聚落中心，如武林门

形胜、熟悉风水堪舆理论的知识分子，委托他们的

来。位于今南星桥东的柳浦，因水面较宽、水流平

一带，东山弄一带、古荡到黄姑山一带，文二路文

祖师爷郭璞，专门为这个城市写了一首诗：“天目

稳，视线良好，两岸水面不远处均有山可依的优越

三路一带，此时已经连接成片。这个时候的县治，

山垂双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峰起，

条件，逐渐脱颖而出，到南朝刘宋时，成长为钱江

应该是在这些聚落中心中的地势平坦、交通比较方

五百年间出帝王。”高调预示着它美好的明天。

两岸来往的主要津渡，超越并取代了原来的定山。

便的地方，笔者认为武林门到教场路一带的地方有

整个南朝时期，虽说柳浦正在崛起，但定山的

最早提及柳浦地名的是《宋书·孔觊传》，宋明帝

最大的可能。因为这时钱唐隶属于吴郡的关系已经

渡口的功能只是相对弱化，它作为钱塘江上一处景

泰始二年吴喜征讨孔觊叛乱，兵锋直指会稽，分三

很明确，来往频繁，这一区块通往吴郡各县的水道

色优美的渡口，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实

路渡江，“使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寿寂之

最近，比古荡、东山弄、文三路等区块方便得多。

际生活中也未完全被废弃。弱化的仅是对接两岸的

济自渔浦，邪趣永兴；喜自柳浦渡，趣西陵。” [9]

再说，从这里去往柳浦，水道畅通，路程最短，柳

渡口作用，而作为沟通钱塘江上下游之间的停靠码

吴喜自率中军渡柳浦，说明柳浦的重要性。而早于

浦有什么事，联络起来很方便。魏嵩山先生认为，

头，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泊舟停留的落脚点。即便

是年三十多年的宋元嘉年间，宋文帝即已在钱唐派

“秦代始置钱唐县于灵隐山下，东汉移治今杭州城

到了隋唐时，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终南朝之世，

遣常驻部队，名为新城戍，其驻地应在今吴山以

内”，“疑当在今武林路、保健路一带。”在钱塘

定山还是作为钱塘江的渡口不断地被诗人们加以描

东。这里离柳浦很近，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保护柳

门内的武林路、保健路一带曾经作过钱唐县治这一

述。定山真正的衰落，也许应在杨素修筑杭州城以

浦的军事机构。宋昇明元年，武康沈攸之反，朝廷

点上，笔者和他的意见是一致的。只不过笔者认为

后，因为那时候，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几大要素统统
归并于柳浦所在的州治中心，定山的必要性就绝对
减弱了。

[6]《三国志吴书·列传第十》1283页。
[7]《三国志吴书·列传第十一》1303页。
[8]阙维民《六朝钱唐，治设柳浦》，载《南北朝前古杭州》362页。
[9]《宋书·列传第四十四》2161页。
[10] 褚裒，裒音pou，阳平。东晋时人，《晋书》卷93有传。其女为东晋康帝后
[11]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载《杭州历史丛编》代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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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攻打会稽的用兵路线。东吴大将程普、朱治先

6

7
5_飞来峰—布袋弥勒
6_飞来峰（孙小明 摄）
7_灵隐寺

2.1 慧理开山
现在可以查到最早记载慧理开山建灵隐寺的记
载应为北宋晏殊的《舆地志》，但此书已佚，在南
宋《咸淳临安志》中有著录。其23卷“祥符图经”
载：“晋咸和元年（326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

2 西湖的四件大事
魏晋时期的西湖故事，屈指可数的大事共有四件。

叹曰：‘此是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
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此亦复尔邪？’

小。因为中国佛教寺院建筑格局和样式直追衙门官

早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在记述慧理创建灵隐

府，至少要到梁武帝崇佛以后才有。前期都是比较

寺故事时，增加了“洞旧有黑白二猿，遂呼之，

简陋的，以塔（窣堵坡）为中心。

应声而出，人始之信。飞来峰由是得名。师即地建

作为一个异域僧人，在经过长期的旅行和寻访

两刹，先灵鹫，后灵隐。”[13]到了明代，田汝成的

之后，最终选择飞来峰旁的这块宝地建寺，应该说

《西湖游览志》、吴之鲸的《武林梵志》，又提到

是独具慧眼。

了葛洪（或宋之问）曾为灵隐寺题写“绝胜觉场”

2.2 葛洪（283-363）炼丹

009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与慧

加了慧理“连建五刹，灵鹫、灵山、灵峰等，或废

理来无影、去无踪相比，葛洪一生脉络清楚多了。

或更，而灵隐独存。历代以来，永为禅窟。”[15]的

他虽被尊为道家始祖之一，其实是位饱学之士。晋

内容。

书本传说他：“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

尽管有关灵隐寺的著述不少，但对慧理的介绍

夜輒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时或寻书问

却仅限于其开山建寺的描述，只知道他是一位天竺

义，不远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 覽典籍，

僧人，生平其余业绩不详。六朝是佛教大流行的时

尤好神仙导养之法。” [16] 他一生曾有多次出仕机

期，早在孙吴时期，苏州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已

会，均被他放弃。纵观葛洪一生，其对养性延年的

有建立佛寺的记载，与它们相比，灵隐寺虽然后来

追求，实际上大于对宗教仪轨的崇拜。葛洪著述很

名气很大，但始建年代则要晚一些。东晋时，从西

多，本传说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

域、天竺来到三吴地区的胡僧不少，（也有汉人出

富于班马，又精辨玄颐，析理入微。”[17]俨然是对

家后改从胡姓的），他们频繁地与帝王、名士们交

一位世俗大学者的评价。其所著《抱朴子》一书，

往、探讨佛理。而会稽作为王谢家族的的侨郡、也

分内外两篇。葛洪自己曾明言，内篇言神仙方药、

是当时佛教流传的中心之一，王谢家族的子弟和高

鬼悸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

僧们频繁地来往于会稽和建康之间，钱唐作为他们

篇言人间得失、世间臧否，属儒家。其实这些都不

的必经之路，居然没有人提到灵隐和慧理，足见

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文中认识到了某些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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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挂锡造灵隐寺，号其峰曰飞来。”[12]比咸淳志稍

9
9_抱扑道院（孙小明 摄）

当时慧理和灵隐不在主流圈子之内，地位不高。或

的物质相互作用的化学反应过程，介绍了治病的原

目所望，左可望东海，朝吞旭日；右倚群山，峰峦

不在主要交通线上。比如竺道潜（285-374）、昙

理和药物的效用。这在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是罕见

起伏，星月闪耀。岭上磐石，可静坐养神。近处有

光（286-396）两位大师，到咸和元年均已35岁左

的。依今天的目光看来，说他是中国早期的一位化

泉可汲，岭下结庐，可以隐居，炼丹著述，遂在这

右，他们多次赴建康，和浙江当地很多僧人都有交

学家、一名医药学家，可能是对他更合适的定位。

里定居。所筑茅屋，名“抱朴庐”。后人为了纪念

往，按理说如果他们与慧理有交集，一定会有故事

本传虽然没有直接说他到过钱唐，却提到他

他，将栖霞岭的东麓称作葛岭，至今仍有初阳台、

记录下来。另外，当时的僧人也莫不以结交名士为

“於余杭山中见何幼道、郭文举，[18]目击而已，各

炼丹井等遗迹，并建有抱朴道院。后世各种志书说

荣，却未见慧理和名士们有何勾连。这样看来，或

无所言。”《晋书·隐逸传》中也说葛洪曾与余

葛洪热爱西湖的山山水水，曾经“朝 遊三竺，暮宿

许慧理就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僧人，没有和主流社会

杭令顾飏一起去拜访过郭文举。既然他在余杭山中

两峰”，到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还在莲花峰旁修

打交道的经历。作为一个外籍僧人，甚或在语言上

求道，则到过钱唐就顺理成章。葛洪崇尚自然，对

炼过，至今留有葛坞的地名，等等。也许不为无

尚有障碍也是可能的。他的弘法，基本上是个人修

修炼地的要求一定很高。相传中年葛洪决定“弃家

因，但有的也很不靠谱。比如龙井，《方舆揽胜》

避世”后，曾经到处游历，“择一善地，细细参

卷一《浙西路》龙井，去城十五里……旧名龙泓。

求”。最后漫游到了钱唐，发现西湖一带山水甲于

吴赤乌中，方士葛洪尝炼丹于此，事见《图经》。

天下，方曰“此地可吾居矣”，他最后选择了栖霞

按吴赤乌为238-250年，当时葛洪尚未出生，何以

岭，因为这里实在太好了。站在栖霞岭高处，极

成为到过龙井最早的名人？

行。即便连建五刹，估计也是茅庵性质，规模很

[12]
[13]《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元敬、元复撰。《西湖文献集成》第22卷339页
[14]《武林梵志》卷五，吴之鲸著。《西湖文献集成》第22卷123页。
[15]《灵隐寺志》卷一，孙治辑，徐增重修。《西湖文献集成》第22卷395页
[16]《晋书·列传第四十二》1911页。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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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此二人皆为当时著名的方士。何幼道，名準，《晋书》卷93有传。郭文举，名文，《晋书》卷94有传。

深情吟咏，引发后来的思慕者无穷的感概和遐想，

的日月岩下。二是翻经台，在下天竺莲花峰附近，

真可谓是一个奇迹。也许是对如此简单的表述感

相传谢灵运翻经于此。至少到北宋为止，这两处古

到不满足吧，后人逐渐对苏小小的故事进行了“丰

迹尚很知名，有很多诗人曾经提到过。白居易《余

富”，说苏小小美丽非凡，遇到一位叫阮郁的少年

杭形胜》一诗中提到：“梦儿亭古留名谢，教妓楼

郎君，两人一见倾心，结成良缘，不料隔不多久，

新道姓苏”。比白氏更早担任杭州太守的卢元辅在

在京做官的阮父命儿子速归，两人怏怏而别。后

《灵隐寺》一诗中，也曾有“长松晋家树，绝顶客

来，苏小小又遇见一位叫鲍仁的读书人，因无钱赴

儿亭”的句子。

京赶考，正在发愁，苏小小私赠纹银一百两，助其
赴京，并打听阮郁的消息。后鲍仁得中，被委为滑

灵运翻译经书之处，也有人认为谢的翻经台应在庐

州太守，专程来钱唐道谢，不料苏小小因思念阮郁

山，杭州有翻经台是很不靠谱的。谢灵运当然不可

成疾，已于日前病逝。鲍仁扶棺痛哭，并尊苏小小

能在这里翻译过佛经，因为其一，杜明师是道教闻

生前遗嘱，将其安葬在西泠桥侧，墓碑上刻“钱唐

人，不是佛家弟子，何来翻译贝叶经之说。其二，

苏小小之墓”几个大字云云。这个故事，集中反映

当时谢灵运尚在髫年，也不具备译经的学问和能

在《西湖佳话》之“西泠韵迹”一文中。好事者愿

力。但是，这和翻经台的命名关系不大，古代汉语

把一首20个字的短诗编撰成一个有人物有情节，有

中的“翻”，是爬过、越过的意思。而翻译外文，

开场有结尾的故事，当然也不是坏事。一定意义上

古代只用“译”而不用“翻”。翻译二字联用，是

有助于苏小小故事的传播。但是，从研究文学史的

中古以后的事。这里的翻经台，实际就是谢灵运经

角度来看，这或许可列入“多情女子负心汉”一类

常爬过、越过的一块和经书有关的大石头。可能曾

的艳情小说，和“落难公子中状元，私定终身后花

关于谢灵运寄住的杜明师，不同文献的称呼略

经有人在这里讲过经、或者晾晒过经书，抑或就是

园”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典型的明代中晚期士子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

有不同，有叫杜明甫的，有叫杜炅的。后人考证，

一块其形状和书本酷似石头等等，都有可能。不能

们的价值观。说它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破绽实在太

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出生于会稽始宁（今绍兴

杜明、杜炅、杜子恭、杜叔恭等，实为一人。杜氏

因为谢灵运是名人，一提翻经台就要想得那么高大

过明显。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

上虞区）。谢玄一系两代单传，谢玄自己只活了

向为钱唐望族，其中杜子恭一支世奉五斗米道。

上。把简单的问题想得过于复杂化，反而有可能是

根本没有科举取士的概念，鲍仁怎么去“赴京赶

四十多岁，儿子谢瑍智商低下，26岁即病逝，家族

杜子恭是当时东晋的道教领袖，约死于东晋隆安年

不切实际的腐儒之见。宋人姚铉有诗曰：“康乐悟

考”？在当时，高官为世族权贵所控制，寒族子弟

怕小孩长不大，所以出生不久，就把他寄放在钱唐

间。在他辞世六十多年后，著名文学家孔稚 珪的父

玄机，寂寥此栖息。经翻贝叶文，台近莲花石。”

即便是青年才俊，最多也只能当个“记室”“参

道士杜炅处。此事在钟嵘《诗品》中有明确的记

亲孔灵产，“东出过钱唐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

四句话有三句是靠不住的，只有最后一句有价值，

军”一类的文秘官员，怎么可能一下子做到太守一
级的高官呢？

10
10_西湖深秋（麻剑辉 摄）

2.3 谢灵运的梦儿亭

载：“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

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

可见其

它告诉我们翻经台的位置在莲花石附近。传说台侧

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

身后影响还是很大的。杜子恭生前以道术结交东晋

有灵桃生于石面，结实甘美。北宋政和年间，朱 勔

西谚有所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

的王谢等门阀贵族，名重京师，曾为王羲之、陆纳

领花石纲，将灵桃连同台石一并运送至汴京修筑艮

特”的说法，苏小小也是如此。从唐代诗人开始，

这里，所谓谢玄“旬日而亡”的说法是不

看过病，因此，杜明师在各方面都具备使谢氏家族

岳，此古迹遂废。梦谢亭也因坍塌而渐不为人所

人们就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来进行解读。

准确的，谢玄逝于388年，时灵运已经四岁。宋书本

放心的条件。至于寄养的具体地址，后人有说杜氏

知。

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他笔下有多首诗歌提到苏

传说“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

在飞来峰上有居所，这也许就是后来有人把谢灵运

2.4 苏小小的传说

小小的故事，如“梦儿亭古留名谢，教妓楼新道姓

乃生瑍，那得生灵运！’”

寄居的故事算到灵隐寺头上、把道士说成和尚的由

儿。”

[19]

[20]

谢玄发现这个孩子与

其父的资质相比有天壤之别，欣喜异常。也许正是

来。

南朝陈时的徐陵在编《玉台新咏》时，收入了
一首《钱唐苏小歌》：

苏”，“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寻

与这个故事相关的名胜，一是梦谢亭，又叫客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等等。在这里，她的形象

儿亭，相传为杜明师所修。据已故杭州地方志学者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是入世的，是一个出生贫寒、聪明伶俐、美丽善

诗后并附有小注，引用了《乐府广题》的一句

良、才艺双全的艺伎。而另一位与白居易约略同

话，“苏小小，钱唐名娼，盖南齐时人也。”这就

时，在仕途上极为不幸、境遇凄苦的诗人李贺，他

是苏小小的名字最早出处的全部文字。

笔下的苏小小则又是另外一种形象。他在《苏小小

为了小孩的潜质得到更好发展，才把他交付给善于
养生的道家名师去寄养。

[21]

[19] 钟嵘《诗品》，张朵、李进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20] 《宋书·列传第27》1743页。
[21] 《南齐书》卷48，列传第29，835页。

这样一首短诗，居然引发后代骚人墨客不断的

墓》一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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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鉴三研究，梦谢亭的具体位置在飞来峰香林洞左

幽兰露，如啼眼。

张力的艺术形象之上。这就是苏小小一千五百年来

但还是不太稳定的滩涂，渺无人烟。它在人的视域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何以独步西湖的魅力，也是“几辈英雄拜倒石榴裙

中，只见水光云影，无法分清是湖是海。正因为是

草如茵，松如盖。

下”的由来。它开了西湖几多爱情故事的先河。

这样，栖霞岭、西泠桥一带，就是海天相接之处的

风为裳，水为佩。
油壁车，夕相待。

断头处，是个天尽头，所以人迹最少。背后万顷松

3 仙灵所隐

涛，面前一湾碧水，葛洪求仙，苏小小定情，这里

冷翠烛，劳光彩。

慧理在进入灵隐山修行的时候，说过一句意味

西陵下，风吹雨。

深长的话，“此仙灵所隐也”，意思是说，这个地

由于当时钱唐的重心已经从定山逐渐移至武林

李贺诗歌历来以奇瑰著称。此诗以苏小小墓为

方环境优美，人迹罕至，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好，流

门一带，西湖与钱唐的距离日益接近。虽然进入的

出发点，用艳丽凄清的格调、瑰丽的想象，再现了

露出那种“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人尚不太多，但人们正在向这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

苏小小纯洁、凄冷、孤独的境遇和她对生活理想的

以后的喜悦。笔者以为，这与他进入灵隐山区的路

地进发，最早的审美意蕴已经开始萌动。这一时

追求，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深情歌唱。此

线有关。早期从余杭到钱唐（定山）是贯穿钱江两

期作为西湖开发的嚆矢阶段，其最早的价值取向在

后历代的吟咏诗文，大抵不脱此两种类型的藩篱，

岸的主要交通线路，慧理一定也是从这条线路过来

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它以后发展的历史，总结这一时

或是这两种境界的融合，不是“六朝金粉”，就是

的，他要找一个称心的地方，在留下到转塘的路

期先人们在西湖的活动，有四个明显的特征值得注

“红颜青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作家茅盾

上，看到两边的山并不出众，然后翻越大清谷一带

意：

亲笔题写了“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

的山脊线，从山顶上一看，大出所料，眼见群山逶

第一，西湖的开发，从一开始就带有民间性、

的对联，算是对这位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不幸

迤，连着一个大大的水面，往东看去，海天一色。

自发性。前面已经谈到，慧理也许只是一个非常

小女子的平反和正名。

下到灵隐一带，飞来峰峥嵘巍峨，金沙涧飞流激

草根的和尚。灵隐寺的建立，可能只是他个人的普

总而言之，《钱唐苏小歌》以短短二十个字的

湍，林木森森，猿猱成群，所以才发出这样的感

通宗教活动。不像都市里那些最著名的寺庙，要么

篇幅，创造了一种情景的真实存在感，一对真心相

慨。倘若不从西面进入，而是从东面或南面进入，

根据朝廷的诏命勅建，要么就是那个王孙贵胄“舍

爱的恋人即将见面的一刹那间感受，他们的举止、

山势慢慢升高，眼前的景物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突

宅为寺”的结果。它没有由某个权贵出主意出钱，

行为逻辑是那样地同气相求，相互呼应，这种爱恋

变，也就不大可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感喟。

一下子大兴土木搞起来的记录。西湖佛教寺院的出

的景观和环境实在是太符合他们的理想境界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湖，已经江海隔离，摆脱

现，可以说是与皇室权贵门阀没有任何关系。由于

不言之中。这是一种淡淡的哀怨，朦胧的美，给人

了海湾的历史，成了一个泻湖。它在天地之间的维

它不是由自上而下的命令创造出来的，则避免了因

频添以无穷的想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秉

度和尺度已经确立，三面云山，一湾碧水，山水的

皇朝兴替、个人荣衰导致的大起大落的轮回。在这

性、爱好，唱出个人的理想、追求，抒发个人的遭

基本格局和轮廓线露出端倪。这时西湖面积很大，

以后的一千多年里，西湖的佛寺大抵都是依靠僧人

遇和情怀，并把这一切附丽在苏小小这个具有极大

西面一直延伸到灵隐山下。湖的东岸，虽已成陆，

自发地动员社会力量努力建立起来的。历史上皇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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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赐额的不少，而动用真金白银给钱 勅建几乎没有。
不仅佛寺如此，其他如道观、宅第、园林的建设大
11

11_西泠桥（孙小明 摄）

抵也是如此，由个人或团体自由募集资金建设的，
即便是清行宫，也是由地方出资酌情建造的，没有
动用朝廷的公帑。西湖从来是民间性的，什么时候

14
12_法喜寺（上天竺）
13_法净寺（中天竺）
14_法镜寺（下天竺）

都没有成为过朝廷的禁地。
第二，崇尚自然，对自然美的向往。南北朝时

要素的配合，他们认为也许这样才能使信仰的精神

期，不论是门阀世族还是宗教僧侣，都性好自然山

流动起来；居住用的建筑则是第二位的。历史上没

水。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良田美池、清流激湍，

有这一时期建筑物状况的任何记载，说明没有什么

是名士们精神归宿地，而结庐深山，超然物外，朝

可炫耀的。这或许是受限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只

饮清露、夕餐紫芝，则是出家人的爱好。道家如

能是因山就势，因陋就简。但这种尊重自然环境，

此，佛家也不例外。在时人眼里，环境是第一位

不搞大开大阖的做法，却在其后形成了一种传统。

的。所以不仅要把寺院建于人迹罕至的高山丛林或

截至到解放前，西湖边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建筑，

深谷幽地，还需要周边有溪流、甘泉，奇花异木等

其体量都不大。杭州人历来看重西湖，重视环境的

俞明震及俞庄历史考
Study On Yumingzhen, Textual Research On Yu's Villa
施红燕 / Shi Hongyan

16
15_城隍阁
16_吴山

Abstract: By the end of 2014, the memorial mark of Yu's villa has been built on its site. Yu's villa, was located in
the north shore of the lesser South Lake. It was Yu- Mingzhen's retreat when he spent his later time in Hangzhou,
and Chencengshou,the poetry master was his neighbor. Yumingzhen who is a famous modern poetonce participated

整体性。在他们看来，把个体生命寄托在整体的山

点，是人的觉醒，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的

水之中，才算是得其所哉，才能使人和自然环境产

留恋和欲求。由于这一时期门阀贵族政治斗争的残

as a mentor by Luxun. He proposed reforms o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He once served as commissioner in Gansu……

生共鸣，达到天人合一理念的最高境界。

酷性，迫使许多有识之士由关注社会走向关注自然,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918, leaving many poems to chant Hangzhou. Because of his literature achievements,

第三，多元文化特质。南北朝时期的西湖，远

向往神仙般的自由和永恒。人们皈依自然，在一个

Yumingzhen, the memorial mark of Yu's villa has been built by Huaga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Hangzhou West

离政治中心，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对于不同质的文

自然美的环境中，感悟人的命运，体认历史和人

化，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任其自由发展。钱唐县是

文，掩卷长思，触景生情，和单一地阅读书面记载

南朝道家重要基地，佛教则是外来的宗教。在灵隐

的文字的感觉是完全两样的。所以历代中国人都喜

这一小块地方，慧理在飞来峰侧建有灵隐寺，而飞

欢去野外前人留有遗迹的地方去凭吊历史，感悟生

来峰上则建有杜明师的宅子，距离很近，却能和平

活，把握未来。“感天地之悠悠，忽怆然而涕下”

相处，没有宗教之间互相排斥抢地盘的恶行。相传

这是中国人在审美过程中重视情感作用的一个表

葛洪曾为灵隐题写《绝胜觉场》的匾额，但究竟是

征。此时的西湖，在钱江北岸经济人口都已得到较

为佛教的灵隐寺题还是杜明师的道教场所题，都很

为充分开发的版图中，是仅存的一块人迹罕至、甚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浙

马亚中教授对俞明震曾有过这样的评述：“作

难说清楚，姑且可以算是“释道同源”的一个例证

至可以称得上“仙灵所隐”的地方，西湖刚刚从纯

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其家

为封建时代的官吏，他不得不守君臣之道，难免为

吧。说明当时两者的芥蒂是很小的。再比如，吴山

自然状态中走出来，清新、淡雅、质朴、朦胧，没

族为近代望族，名人辈出。俞明震之侄俞大维曾是

强大的传统伦常观念所阻隔。”理性上对大势的清

有纪念伍子胥的祠庙，西泠桥畔有苏小小的墓。一

有各种人为的桎梏，思想和行为极为自由，可以任

台湾的“国防部长”，其孙俞启威（黄敬），曾任

醒认识，与对忠君不二之伦常坚守的矛盾，是绝大

个是春秋时代的大臣，一个是南齐的名娼，地位悬

情挥洒。兼有神仙气质和自由人格，极具私密性。

国家科委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委书

多数身处迭代之交的富有道德的士大夫所面临的精

殊，但可以各自占领一块形胜，无人干涉。人们可

它的美学基调很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审美习

记，其曾孙俞正声，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神困境。俞明震本人虽然不会参与革命，但能基于

以自由地凭吊，不存在有什么异议。足见官式意识

惯，它的社会属性则符合中国式的小国寡民式的自

全国政协主席。与俞氏联姻的家族也多为一时名

民胞物与之念和对革命志士的同情，毅然设法挺身

形态的影响力并不能左右一切。这是民间信仰的多

由、内敛。

流，如俞明震弟俞明颐娶曾国藩孙女为妻，俞大

保护革命者的生命，已经诸为不易……俞明震虽没

维与蒋经国结为亲家，俞明震妹嫁给著名诗人陈三

有激进的革命行为，但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可以

立，陈三立为维新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史学

从他的所作所为中知晓一二。

元性的生动体现。
第四，中国式审美风格和样式的初步确立。魏

以上四点，使得西湖一开始脱离自然湖泊属性
的时候，就带有了自己鲜明文化个性。
（此文系作者西湖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哲学从两汉的
经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时代。李泽厚先生曾

in the front line of Anti-Japanese War. He also held the post of Nanjing Jiangnan Naval Academy. He was regarded

because of his political attitude, also because of his contributionson West Lake cultural , and meantime to memorize
Lake State Scenic Zonein theMunicipal Government highly attention.
Key words: Yu Mingzhen; Yu's villa; build a memoral mark of Yu's villa

1 俞明震及其家族

2 俞明震的政治思想及经历

家陈寅恪之父。著名学者傅斯年、范文澜与俞氏家

甲午战争时，俞明震曾组织守军抗日。1894

族也有姻亲关系……俞氏、曾氏、陈氏等家族在社

年8月，中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10，月湖南巡

说：西方是从哲学走向宗教，中国则是从哲学走

【作者介绍】

会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的子女大多数都曾赴

抚唐景崧出任台湾巡抚，俞明震奉唐景崧奏调赴

向审美。中国文化把审美当作精神生活的终极，魏

陈文锦，男，1944年出生，曾任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浙江省博物馆

洋留学，在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以及政界大多

台，委管全台营务。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

晋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阶段。玄学的内在特

学会会长，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名声显赫，成就卓越。

订，割让台湾给日本，对于清政府的软弱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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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底，俞庄纪念性标志在其原址上落成。俞庄，位于西湖小南湖北岸，是俞明震晚年退居
杭州时的寓所，与诗坛名家陈曾寿的陈庄为邻。俞庄主人——俞明震，近代著名诗人，曾亲临前线参加抗日
战争，曾担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被鲁迅称为“恩师”，倡导变法维新，曾任甘肃布政使……1918年
在杭州去世，留下多篇吟咏杭州的诗作。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因为他的政治态度，也因为他对西湖文化的贡
献，所以，在杭州市政府的关心下，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特在俞庄原址勒石标识纪念俞明震。
【关键词】俞明震; 俞庄; 纪念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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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宜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
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
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
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文中
提及的新党就是俞明震。还有“看新书的风气便
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

017

论》……是写得很好的文字……一口气读下去，
‘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
2

5

6

7

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又设立了一个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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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译
载西方政治名著），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
字，就蓝得很可爱……”从鲁迅先生的回忆中，足
见当时俞明震虽立足传统，却能主动接受新思想、
新知识、新文化的洗礼，放眼未来，要让国人了解
外面的世界来开阔眼界的卓见。也正如他在《通
天严》一诗中的表述：“豁蒙即治理，闭关皆弱
民”；还有他写给留学美国的亲侄俞大维的长诗中

8

9

的话“……送尔万里行，百感集呜咽。自吾成童

3

2_俞明震
3_上海《苏报》

10
4-5_俞明震著《觚庵诗存》

时，艰难生计拙。人视官为家，学与世同辙。兀散
1_家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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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_民国十五年版《杭州西湖指南》

聊自娱，游心慕庄列。牵萝补屋难，坐视藩篱撤，
尔往晰新理，淑身即救国。并世无学人，人心遂荡
決。常懍风俗忧，勿与性情格。尔父病且衰，我死

震任甘肃布政使。1911年10月陕西响应辛亥革命，

已退香。人意淡如山欲暝，归期愁与月相妨。放歌

更旦夕，国危家偶存，所悲在 來日，來日吾安知，

陕甘总督长庚调兵驻扎兰州，对抗革命，王之佐与

同是无家客，水枕风船老此乡。”诗人寄情山水，

台湾民众决心自主保台，并举唐景崧为大总统，

极目海涛阔。”身处晚清时代的士大夫有如此非凡

摹寿棋两次上书长庚要其停战，并公开赞成共和，

悠然坐忘的境界已跃然纸上；《湖居与仁先结邻赋

俞明震为内务大臣。6月2日俞明震亲赴基隆前线

的政治远见和勇气极其不易的。

还致信甘肃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炎、甘肃总兵马安良

呈》四首：“……西湖天下奇，移步各殊形。……

督战，抗击日军攻占，俞明震在这过程中虽喋血

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俞明震虽没有亲身参与

．宣传革命思想，力促“反正起义”。此时，幸得

老夫独迂怪，筑此背湖厅。懒焚天竺香，不礼三潭

奋战，竭尽全力，但也独木难支，不可能力挽狂

革命，但颇具政治勇气，保护革命党人，这在当

在任甘肃布政使的俞明震出面说情，王之佐才免以

星。编篱辟幽径，种竹可中亭。南北两高峰，列

澜。由于统帅平庸无能，缺乏全面周详的计划和准

时不得不守君臣之道的他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大逆不道”治罪，后逃离兰州……

几如罍瓶。霜天色黝黯，补以湖面青。置身入闲

备，失败虽是遗憾但也必然，不过从中亦可见俞明

了。我们可以从上海《苏报》案以及他在甘肃任布

震抗日保台的爱国之举。

政使时庇护同盟会成员王之佐这两件事中洞悉俞明

冷，借景皆空冥……”作者对俞庄周边的美景如数

3 俞明震的诗以及他和杭州的渊源

家珍，让读者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暑夜雨初过

俞明震在担任江南陆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

震的对革命志士的同情。1903年，正是革命思潮风

说及俞明震，不得不提及他的诗。俞明震是个

平明泛舟出南湖》：“昨夜南山雨，雷峰净如拭。

堂总办期间，革新办学思想和方针，鼓励学生接

起云涌的年代，进步人士章士钊、章炳麟、邹容、

诗人，是晚清诗坛名家。他擅长写景，风格清新

澄波倒天影，云来满湖石。石底一星明，余光随桨

触新思想，造就了众多人才，如鲁迅、赵声、章

蔡元培等人将《苏报》作为战斗阵地，以犀利的言

干练，其中略带沧桑、无奈。在他晚年寓居俞庄

没。忽惊鸥背红，荷边上初日……蜕世吾何曾？替

士钊、俞大纯、陈衡恪、伍仲文、张协和等。在

论、激烈的论调大力宣扬革命,号召推翻当时的清

时，写过不少描绘西湖景色的诗词，那段时期的诗

人愁午热。万事不如归，南湖风猎猎。”动静的

俞明震所处的那个科举时代，尽管当时中国已经

朝政府，《苏报》自然成为当时清朝统治者的“眼

作虽也隐有伤感，但以恬静淡雅为主，为官的造作

变换，虚实的结合，反衬出当时作者静逸的处事心

历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

中钉”、“肉中刺”，俞明震奉命“检查革命党

隐忍、百般无奈都被神奇的西湖水稀释、溶化，历

态；《游西溪归泛舟湖上晚景奇绝和散原作》：

视外国为蛮夷，视出国为畏途，不少士大夫世家

事”，俞曾将两江总督捕人“札饬”交给《苏报》

经世事变幻后清净超脱的心境恰如西子湖的幽淡渺

“西溪暝烟送归客，艇子落湖风猎猎。芦花浅白夕

仍把科举制度视为正途。但是在俞明震担任总办

主稿吴稚晖“观之”，吴获悉出逃，涉案人章士

远，清新脱俗……

阳紫，要从雁背分颜色。颓云掠霞没山脚，一角秋

的学堂却是另有一番景象，鲁迅在他的《朝花夕

钊、陈范、蔡元培均得以逃脱，俞明震也因此有遭

如他的《湖庄示子大伯严》：“分得西湖一角

光幻金碧。欲暝不暝天从容，疑雨疑晴我萧瑟。

拾·琐记》中有这样的记述：“……第二年的总

嫌被召回，而另派他人处理该案。 1911年，俞明

凉，曲房低槛待秋光。生惭乱世能容我，静觉高荷

忆看君山元气中，沧波一逝各成翁。请将今日西湖

恪士兄自解甘肃提学使任南归，民初曾一任平政

民和游人知晓了俞庄的历史以及俞明震和他的家

不惊，作者满腔的情绪皱褶已被美丽的西湖景致揉

院之肃政使。袁世凯初谋帝制，即与院长周泊园

族，同时丰富了花港公园的人文景观及西湖的历

平……

少仆，名树模，姻丈同时挂冠而去，时在民国五年

史文化。

(1916）之春也。恪士兄自南京来杭，借寓蒋庄时，

最后要感谢卢敦基老师、洪尚之老师、王其煌

俞庄的，还有理安寺、烟霞洞、灵隐寺、法相寺、

乃买南湖地二亩，建别墅四五间，秋间落成。散原

老师和丁云川老师对考证工作和纪念性标志方案

龙井、西溪、云栖、狮子峰……如他的《初春重

先生特自南京来，散原精舍诗集中有诗一首，兹录

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在一年不到的时

至西湖》《丙辰重九龙井登高》《六和塔》《暑夜

于后。丙辰（1916）九月二十四日赴杭州访仁先、

间内顺利地完成了对俞庄历史的考证、标志方案

同子大伯严泛舟三潭》《晓起满觉陇看残桂》《吴

恪士，夜抵南湖新宅……于民七（1918）之冬，以

的确立。

子脩丈约游西溪》《游灵隐寺》《登葛岭初阳台》

脑充血急症逝世于南湖新宅。与俾庐结邻不足三年

《韬光寺》……

也……”文中提及的散原先生就是陈三立先生；陈
三立在《〈觚庵诗存〉序》中提到：俞氏“筑庐杭

4 俞明震和俞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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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著，马亚中校点《觚庵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
第1版

之南湖，与陈君仁先为邻”；民国初年杭县徐珂所

我们再来说说俞庄吧，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俞庄
吗？即使有过，确实是在如今纪念标识的位置吗？
俞庄是俞明震晚年退居杭州时，择地西湖小南
湖北岸所建寓所。
民国十五年版的《杭州西湖指南》书上曾留下

撰《西湖游览指南》有这样的记载：“陈庄位于廉
庄（后改蒋庄）之西，临小南湖，隔湖可望见南屏

【作者介绍】

山全貌。东南望则可睹雷峰古塔……”；上海庐山

施红燕，女，1969年生，本科，馆员，现就职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花

画片公司1920年之后出版发行的《最新西湖全图》

港管理处文物服务科，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

上，可看到俞庄的地理位置及大致的庭院构成。

陈庄主人陈诒先的随笔：“……俞庄与陈诒先之俾

我们还可以从俞明震自己写的诗文中知晓俞庄

庐即陈庄紧邻。卅七年(1948)六月，诒先与沧虬兄

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情况——如他的《雨后湖

游湖，在孤山凤林寺住三日，特往南湖故居一看，

楼晓起》中的“水鸟无声风满亭，起看微月在南

见隔壁邻之俞庄已坍倒。予之旧居亦无人住，但看

屏……”《湖庄示子大伯严》中的“分得西湖一角

庄人仍为宋阿毛。后面之三间书房亦可为断瓦残垣

凉，曲房低槛待秋光……”《湖居与仁先结邻赋呈

矣。俞庄，为俞恪士亦字觚庵名明震之别墅。恪士

四首》中的“编篱辟幽径，种竹可中亭。南北两高

兄在南京青溪上有园林，与散原先生之居相对……

峰，列几如罍瓶……”

注：文中图片均由施红燕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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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_专家实地查看
16_纪念标志全景
17_纪念标志背景

以上种种记载，让我们对俞庄的来历、地理位
置、周边环境等有了较为清晰、明确的了解。

5 考证史实，建俞庄纪念标志
10_1920年《最新西湖全图》局部

12_1925年《实测杭州西湖图》

11_1930年后《西湖名胜全图》

13_1949年《杭州西湖图》

俞明震俞氏家族为近代望族，联姻家族也多为
名流俊彦，在现当代政界文坛颇具影响力；俞明震
为同光著名诗人，以诗名世，著有《觚庵诗存》，
其中有多篇吟咏杭州的诗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
值；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处世态度在同时代诗人中
甚为罕见。专家们建议，为进一步打造杭州历史文

16

化名城，挖掘和保护好西湖这一世界历史文化遗

10

产，应在俞庄原址设立纪念性标志。
经过专家对俞庄历史的考证，确认了俞明震曾
筑园杭州西湖的事实，并明确了当时俞庄的地理
位置，紧接着就开始了俞庄旧址纪念标志工程的筹
划工作。2014年底，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建设，俞
庄纪念性标志工程顺利完工，并与2015年元月正

11

12

13

式对外开放。俞庄纪念性标志的完工，不仅让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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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寓居杭州时的诗作，不仅有描写西湖和

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

018

影，写入生平云梦胸。”平生纵有波澜，归隐只见

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预警监测系统框架研究
Framework Research Of Hangzhou West Lake Cultural Heritage

1 国内外关于遗产监测方面的研究概述
国内外关于遗产监测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

康监测系统的构架、基本技术及国内外应用情况

1.1 对于遗产监测体系的研究

[10]

世界遗产监测工作是执行遗产保护公约战略目

management has become important means to meas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status. Framework of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is co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ing the
direction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heritag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eritage value, by analyzing monitoring factors and monitoring objects, and then find out suitable monitoring
method. Research of monitoring factors is mainly to determine the monitoring level,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through assessment of heritage values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n this basis, to determine the monitoring content

。

1.3 关于遗产监测案例与类型的研究

标和可信度建设的重要保障，国际世界遗产监测工

关于遗产监测具体案例与类型研究，国内外有

作开始于1980年代，并从1990年代起逐渐将世界遗

诸多成果。兰立波、赵永涛等从四川省现有的5 个

产监测工作与成果确定为两种类型：一是反应性监

世界遗产出发，提出由环境基本要素与环境本底监

测，二是定期报告，2006年第30次世界遗产会议决

测、生物多样性监测、遗产安全监测与发展监测的4

定花2年时间回顾优化定期报告工作，并加强反应性

类17 项指标构成的世界遗产监测指标系统[11]。蒋方

监测、定期报告与其他程序之间的联系。

根以苏州拙政园等为例，介绍了风景园林类世界遗

我国对于遗产监测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产的监测体系的思路、框架与经验 12]。余加龙介绍

世界遗产监测体系发展的梳理，以及我国遗产监

与分析了宁波保国寺古建筑监测技术，对木构建筑

测体系的国际接轨等方面。张柔然从遗产价值评估

遗产提出了成熟的思路[13]。樊锦诗论述了莫高窟世

的角度，对世界遗产监测体系与具体手段做了探讨

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的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了以环

[4]

境、文物本体、安全防范、游客调查等为主要内容

。周海炜、罗佳明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以我国

现有遗产地相关监测内容指标为基础，建立遗产监

的莫高窟监测体系[14]。

控的组织保障和评价机制，将国际遗产监测和国家

1.4 世界遗产监测的研究趋势

and monitoring indicators for different heritage elements,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thods. Combined

的监测转化为内在的管理监控 [5]。马朝龙分析了我

回顾国内外关于世界遗产监测的研究，可以发

with management practice, put forward the framework classification of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to carry out

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现状的不足，对建立遗产监测

现监测是实现世界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管理的重要

体系的可行性、构成内容、制度化等多方面做了研

技术手段。但遗产监测是世界遗产地各国面对的新

究与阐述[6]。

课题，监测什么与如何监测，在国际遗产研究领域

1.2 对于遗产监测理念、技术的研究

尚无明确的统一意见。总的来看，遗产监测从关注

management work.
Key words: West Lake; Cultural Heritage;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research

2008年以来，世界遗产组织进一步确定了反应

单体到整体化与复合化、监测内容的拓展与加强、

性监测制度与定期报告、日常监测的内容和作用，

监测体系的科学化与层次化是整体发展趋势。就文

使之成为遗产监测工作的三个层面，分别对应遗产

化景观类世界遗产而言，其有机演变的动态性、人

针对世界遗产开展监测工作是及时了解世界遗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2007年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的紧急救治、遗产某一时刻的全景记录评估、遗产

与自然合作的社会性，特别需要遗产监测工作，立

产保存情况，并指导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

工作会议召开，首次进行监测遗产经验交流，探讨

的日常状况的连续记录（UNESCO，2008）。在世

足于西湖文化和景观遗产这一现实案例的研究因此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虽

遗产监管机制构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遗产监测工

界遗产的评估监测方法上，也拓展与运用了CV（有

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没有关于监测的明确条款，但提出了相关内容。

作的发展。

条件评估法）、CM（选择性试验方法）、CB（成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监测工作明确列为世界
遗产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我国的遗产监测工作呈现自发性的发展模式，
如敦煌莫高窟等遗产地对遗产监测的工作开展时间

本收入分析法）、TC（旅行费用统计法）等多种手
段（Provins A，2008）。

2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预警监测框架体系
研究

从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开展的历程来看，从概

早，重视程度高，投入的人力物力大，与国内外著

我国对于世界遗产监测的理念技术研究，主要

西湖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是持续演进的“活

念的初步提出到真正明确为具体工作已历时22年时

名的研究机构——美国盖蒂保护所长期合作，取

是围绕对国际监测体系的理解及具体技术理论的监

的”遗产。因此，本研究对西湖文化景观的各方面

间，世界遗产监测工作是随着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

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工作指导和安

测手段。曾纯净、罗佳明从构建技术规范的角度，

要素进行研究、筛选，搭建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监测

研究逐步深入而探索出的重要措施。2006年我国出

排，部分遗产地的监测工作相对滞后，呈现不均衡

梳理了监测与报告、监测与保护、监测与管理之

的基本框架，为遗产的监测与保护管理提供一套切

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

发展的态势。

间的关系与问题 [7]。吴美萍基于“预防性保护”理

实有效的实施方法。
2.1 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基本情况

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加强世界遗产监测

从发展历程的对比上来看，我国遗产监测的虽

念，对建筑遗产监测的手段提出了系统的看法 [8]。

工作。两个管理办法将世界遗产的监测工作认定为

然起步较晚，但仍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发展速度

王明明等从“风险管理”理论出发，通过对文化遗

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功登录

我国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遗产监测

很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产地风险管理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提出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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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Hangzhou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listed in world heritage list, heritage monitoring and

。王娟、杨娜等分析了适用于遗产建筑的结构健

科研科技

科研科技

【摘 要】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成功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遗产预警监测管理工作成为衡量遗产保护状
态的重要手段。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预警监测系统框架的构建旨在研究构建遗产预警监测框架的方向和方法。
主要是基于遗产价值研究，分析监测要素，明确监测对象，寻找适合的监测方法。监测要素的研究主要是通
过遗产价值和保存状况评估确定监测等级，分层、分级、分类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应对不同的遗产要素
确定监测内容和指标，提出相应的监测方法。结合遗产实际管理，提出分级预警监测的框架思路，指导管理
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西湖；文化遗产；预警监测；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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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前监测工作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与可行手段

测结合，监测工作与应急响应相配套的监测机制，

际先进技术，同时兼顾节约的原则。三是通过科学

将西湖文化景观遗产构成进行分解，形成“遗

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

融合使用、管理、技术支撑、保护工程等各个方

化和系统化的监测，对监测资料、数据进行认真核

产区→遗产点→院落→建构筑物→组件→构件”

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其核心要素

面，使之成为整体。

实，科学分析而形成监测成果，并获得真实、全面

的层级体系，层级体系中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属

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杭州

2.3 采取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的监测资料和数据。四是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合

性，赋予相应的监测内容。例如“岳庙”遗产点是

基本分为四步。一是前期工作：资料调查、现

理布置监测点，确保监测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全

14处“历史文化史迹”之一，由三个院落构成，每

组成，包括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

场勘察；通过前期工作掌握遗产的真实情况和面对

面性的原则。五是长期性与综合性相结合，注重监

个院落内都有若干单体建构筑物，在遗产点层级赋

城湖空间特征、“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

的主要问题，了解监测工作主要面对的问题。二是

测的可持续性原则。六是文化遗产的监测与保护维

予方位、功能、背景环境等整体性的监测内容，在

景”题名景观、西湖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物。符

监测要素研究：通过遗产价值评估、保存状况评

修设计紧密结合的原则。

院落层级赋予院落平面布局、铺装、绿化等监测内

合世界遗产列入标准第二、三、六条标准，并满足

估确定监测等级，分层、分级、分类进行研究。三

2.5 预警监测框架的构成

容，在建构筑物层级赋予建筑外形、材料、工艺等

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是监测基本方法研究：在此基础上，应对不同的遗

根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

监测内容，而每个单体建构筑物的安全性又由基

2.2 构建遗产预警监测框架的主要方向和方法研究

产要素确定监测内容和指标，确定出相应的监测方

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第二十一章

础、墙体、构架等组件甚至梁、柱等构件的监测内

2.2.1 基于遗产价值研究，明确监测对象

法，初步建立监测框架。四是遗产管理与监测研

“遗产监测管理规划”的基本要求，根据国际、国

容来支撑。

究：结合遗产实际管理，提出分级预警监测的框架

内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预警

效保护，遗产的价值主体就是遗产监测的主要对

思路。

监测框架体系。

象。与其他种类的遗产地不同，文化景观类的遗产

2.4 西湖文化景观遗产预警监测系统框架的构建

主体更趋复杂和多样化。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由承载

2.4.1 预警监测目标

其突出普遍价值的六大要素组成，包括西湖自然山

2.4.1.1 预警监测总目标

遗产监测目的是对遗产状况全面了解，进行有

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征、“两堤

以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普识价值和遗产本体保

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名景观、西湖文

护为主线，通过对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所引起的

化史迹、西湖特色植物。明确监测对象的难点在

保护对象及其环境的变化，进行长期监测，客观评

于，文化景观监测要素并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由

价、全面反映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环境质量及保护对

一些小的景点组成，而这些景点又是由一些更小的

象的现状，评估保护效果，为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院落和单体建筑、构筑物、绿化等组成，因此监测

2.4.1.2 预警监测分项目标

2.6.2 指标层级
根据遗产价值和保存状况，对遗产保护的各个

一是形成系统化、主动的世界文化遗产动态监

影响因子（或为评价因子）进行层层剥析，形成影

的问题。

测系统，真实、全面地记录遗产地各个时段的变化

响因子树状图。通过对每个影响因子表象和特征的

2.2.2 分析监测要素、寻找适合的监测方法，构建

数据。二是评估杭州西湖文化景观遗产6要素——即

研究，得出与其对应的监测指标，从而形成监测指

监测框架

西湖自然山水、“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空间特

标分层体系。

对象如何选择以及选择的标准，是本研究必须解答

遗产现场监测工作根据监测指标分层体系，从

西湖文化景观价值主体相当复杂和多样化，每

征、“两堤三岛”西湖景观格局、“西湖十景”题

一类要素中又包含了不同价值、不同性质、不同形

名景观、14处历史文化史迹、西湖特色植物，以及

式、不同材料的许多分项。西湖的文化史迹要素中

遗产保护压力、遗产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工作成

遗产保存状况评价则根据监测指标分层体系，

有寺庙、有祠观、遗址、石刻、构筑物、塔、园林

效。三是为保护管理提供依据，提高管理决策的科

从下层到上层，逐层向上评价，即下层指标的评价

等，对于这些不同的遗产要素如何进行监测，对它

学性。

结果作为本层指标评价的因子。

们的监测标准又有什么异同？本研究希望通过对现

2.4.2 预警监测原则

上层到下层，逐层推进，逐层深化、细化。

如体现西湖遗产保存状况，主要由六要素本体
保存状况、环境状况和保护管理三个方面决定。

场情况、病害研究和遗产保护需求的调研，对这些

预警监测工作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复杂的监测指标进行分类、分级、分层次的梳理，

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确保遗产的真实

建立一个以遗产价值保护为核心，适合文化景观特

性和完整性，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保护西湖

西湖文化景观的构成要素众多，各要素之间、

存状况决定。岳庙作为其中的一个遗产点，其保存

性的监测框架。

文化景观其价值，保证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和维护

要素与整体之间相互关联，导致评估条件与监测内

状况则由价值保存状况、本体保存状况和保护管理

遗产监测的目的是为了遗产保护，监测工作的

可持续性的原则。二是所制订的监测方法和使用的

容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必要通过对遗产构成要

三方面来体现，而价值保存状况则由位置、平面格

开展必须兼顾实用的便利性和对灾害发生的敏感

监测技术应无损监测对象，确保杭州西湖文化景观

素的解析，分层级定位监测对象。

局、外形、传统材料、传统工艺等组成，如此逐层

性。因此，本研究希望探索一条常规巡查与专业监

安全为前提的原则。采用可靠成熟的监测方法和国

2.6.1 对象层级

向下深入。

2.6 分层级进行遗产预警监测基础研究

而六要素本体保存状况的好坏则由各个遗产点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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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景观”由承载其突出普遍价值的六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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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

通过对象和指标两个层级体系的匹配，实现监
测工作的分级管理、分级评估和分级响应。

现在景观意象上，即“苏堤春晓”这一景观单元的

2.7 从价值出发，明确监测对象

观赏主题和要素；材料和实体体现在建构筑物和特

遗产预警监测系统建设最主要的是明确监测对

色植物上；因“西湖十景”的用途和功能主要是观

象。我们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

赏和审美，所以用途和功能的载体就是景观意象的

制的西湖申遗文本为蓝本，围绕遗产本体体现遗产

载体；方位和位置是指遗产点与所处山水环境之间

普识价值关联的紧密程度，从价值出发，总结提炼

的相互位置关系；完整性体现在景观意象、景点格

出遗产预警监测内容。

局、景域空间三个方面。

表格中前五条评估内容分别对应真实性评估的
和管理体制，方位和位置这五个条件，最后一条评

遗产面临的安全风险两个方面综合评定各监测对象

真实性完整性评估内容
保持了宋代题名时一堤六桥、春季里桃红柳绿的
观赏主题和观赏要素
淤泥堆筑的苏堤堤体、石质的拱桥保持了宋代题
名时使用的材料；刻于石碑上的“苏堤春晓”景
名保持了清代康熙皇帝御题时的亲笔字迹；保护
了沿堤两侧间种桃、柳的传统
保持了宋代题名时期的景观观赏用途与审美功
能；保持了初建时的交通功能

苏堤春晓

保持了宋代题名时期的“四字景目”景观设计手
法，不但保持了“苏堤春晓”的四字景名，还保
持了景观单元中的建筑、植被观赏要素，同时在
景观观赏要素的历代保护和维修中保持使用与题
名时期相同的传统工艺和技术
保持了宋代题名时位于湖西外湖与西里湖等水域
之间的位置

规模大小

低

中

关键部分有
病害或非关
键部分病害
较多且较严
重

高

复杂木构\高
有重大安全
大殿、三层
耸、细长的悬
隐患
级以上楼阁
臂构筑物

砖石梁式结构
\旧砼结构\低
矮 、 粗 壮 的 悬 二层楼阁
臂构筑物\简单
木构\木桁架

的监测等级，并确定各监测等级相应的监测目标。
2.8.1 价值等级的确定
主要价值载体
价值的体现

苏堤堤体
景观意象

2.8.3 监测等级的确定

监测内容（对象）与遗产价值关联性的量化指
要素
六桥

标的确定以文本中体现遗产真实性、完整性评估内
容为依据，统计各对象对应多少个评估条件。例如

桃树、柳树

“苏堤春晓”这一遗产点中“桃树和柳树”这一对

苏堤堤体

象与“外形与设计、材料与实体、用途与功能、传

六桥

统与技术、要素完整”这5个评估条件相关，则其遗

单体外形

御碑

产价值量化为5。

种植传统

桃树、柳树

单体材料

用途和功能
四字题名
观赏要素

价值量

六桥

苏堤堤体

7

桃树、柳树

苏堤六桥

7

御碑

苏堤上桃树、柳树

5

苏堤堤体

苏堤春晓御碑

3

苏堤春晓御碑亭

1

外湖、西里湖水域

2

从苏堤看南、西、北方向群山

1

从苏堤看湖中三岛

1

从苏堤看湖东沿湖景观

1

六桥
桃树、柳树

传统工艺和技术
位置

六桥
苏堤堤体
外湖、西里湖水域

景观特征要素完整

六桥
桃树、柳树
苏堤堤体

景点格局完整

六桥
御碑亭
御碑

景域空间完整

遗产点

苏堤春晓

价值等级和风险等级交叉，得出监测等级。
价值风险等级

高

中

低

一

Ⅰ

Ⅱ

Ⅲ

二

Ⅱ

Ⅲ

Ⅳ

三

Ⅲ

Ⅳ

Ⅳ

从不同专业分别确定与监测等级相应的监测目
监测对象

苏堤堤体

苏堤堤体

完整保存了景观单元的景观特征要素；保持了景
观单元中景点的格局完整和景域的视域空间完整

结构体系

标，以结构为例：
Ⅰ级：针对遗产价值高且面临风险大的对象，
需要及时发现结构构件破坏的征兆和因子，通过监
测征兆的发展和征兆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原因的
控制，提前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局部加固；
Ⅱ级：针对遗产价值高、有较大风险，或风险
大的有一定遗产价值的对象，需要及时发现结构体
系和主要承重构件破坏的征兆因子，并结合对原因
的控制和及时的局部加固，避免大修（整体落架或
局部落架）；
Ⅲ级：针对遗产价值较高、面临风险较大，或

以价值量化分值为基础，再根据各遗产点的保

遗产价值一般但面临风险大，或遗产价值高但基

护级别以及各对象的文物价值加以调整，将价值等

本安全的对象，需要及时发现整体破坏的征兆或因

级分为一、二、三级。

子，并结合对原因的控制和及时的维修加固，避免

2.8.2 风险等级的确定

整体破坏；

针对不同类型的监测对象，从结构安全、材料

Ⅳ级：针对遗产价值一般且面临风险较低的对

外湖、西里湖水域

安全、建设压力等方面分别进行风险评估。以结构

象，目前只需进行日常巡视。

南、西、北方向群山

为例，通过现场查勘和资料调查，考虑结构体系、

2.8.4 选择监测指标、方式和周期

湖中三岛

规模大小、保存状况等影响因子，综合评估结构安

湖东沿湖景观

全风险等级，分为高、中、低三等。

根据各监测对象的监测等级和目标，结合现场
监测条件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监测指标，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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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监测对象的基础上，从遗产价值保护、

承重构件
保存状况

单层亭、厢
无病害或少 近 期 修 建 建 构
房、榭、轩
量、非关键 筑 物 、 砖 石 实
等景观建构
部分有病害 体结构
筑物

2.8 根据价值和风险评估，明确监测等级

外形和设计，材料和实体，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

以“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为例：
遗产名称

风险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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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内容对应完整性评估的条件。其中外形和设计体

的响应措施，并对响应结果作出评估，从而形成动

求。原则上监测等级越高，选取的监测指标越多、

态的监测工作流程。（如右页图所示）

监测精度越高、监测周期越短。

2.8.6 形成预警机制

3 结语
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监测预警框架体系研究是对
西湖遗产预警监测系统的初步探讨，西湖遗产预警

以“断桥残雪”这一遗产点为例，各监测对象

建立预警机制是从响应性监测到预防性监测的

监测体系区别于目前比较普遍的侧重于遗产保存环

及其监测等级、指标、方式、周期、责任单位这些

跨越，依托监测预警系统软件平台，实现自动化的

境影响因子研究和监控的遗产监测项目，希望摸索

内容构成监测框架。

监测数据分析、评估和反馈。

出一套从遗产本体状态和性能着手、与保护管理实

2.8.5 建立动态的监测工作流程

确定预警值是建立预警机制的关键。它基于对
监测对象的全过程劣化进程和可能破坏模式的研

成不变的，监测等级、指标、精度、方法、周期的

究，需要长期、大量实测数据的采集、分析，并且

设置都是动态可调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

在实际应用中不断修证。通过计算、分析监测对象

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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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对应的监测方式、周期等一系列监测技术要

红蓝石蒜补水频率再探讨
Re-exploration On Growth Responses Of Lycoris Haywardii To
Watering Frequencies

地，选取鳞茎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的小种球（平均湿

12日测定叶数、叶长生长量指标，2014年5月底收获

重约14g/个），各处理间平均湿重无显著性差异

鳞茎，清洁后样品85℃烘干至恒重。

（表1）。

试验结果用MS Excel 2003和SPSS16进行分

试验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置4个处理：
根据盆土和植物生长状态，按主观判断决定补水，

鲍淳松 张鹏翀 江 燕 / Bao Chunsong Zhang Pengchong Jiang Yan

0.05。

补水间隔不固定（A0）、每周补1次水（A1)、每

029

2 结果与分析

【摘 要】为探求红蓝石蒜最适宜的补水频率，以温室栽培的红蓝石蒜（Lycoris haywardii）为试验材料，采
用主观判断补水（A0）、每周补水1次（A1)、每月补水2次（A2）、每月补水1次（A3）4种补水方式，
来研究水分对红蓝石蒜生长和鳞茎生物量的影响。结果表明：A1为最佳补水频率，其叶数和鳞茎鲜重分别
增加了111%、496%，其中鳞茎鲜重显著大于A3和A0，但与A2无显著性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补水间
隔越短，叶数、鳞茎生物量增加越大。鳞茎数量在处理间无显著性差异。鳞茎生物量的差异可以在叶数或叶
长方面表现出来。补水频率应根据天气状况适当调整。虽然休眠期水分管理极其重要，但其它季节也不可忽
视。
【关键词】补水频率；生长指标；鳞茎生物量；栽培

组排列，重复3次，每盆每处理植5只鳞茎，鳞茎

2.1 补水频率对叶生长量的影响

Abstract: To seek the optimum of re-watering frequency for the bulb growth of Lycoris haywardii, a pot experiment with

表1 各处理鳞茎初始湿重、生长量指标及相应的多重比较*

four treatments was conducted again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watering frequency on growth and bulb biomass of L.
haywardii under greenhouse condi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leaf number and fresh bulb weight was increased by

于2012年6月初定植，共植12盆。每次补水量约为

鳞茎种植后第1个生长季叶数在处理间未表现显

3.5L/盆，确保盆土浇透。第1次补水日期为2012年

著性差异，但叶长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表1）。第2

6月底，以后补水按设计要求实施，补水于2014年4

个生长季测定时间略迟，叶长度差异未达到显著性

月底结束。

水平，但叶数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经过2个生长季的

在叶生长量盛期的2013年1月28日和2014年3月

生长，叶数、叶长增长的比率（第2个生长季与第

测定日期

因素

A0

A1

A2

A3

显著性

2012-06-05

处理平均鲜重/g

71.67a

70.13a

69.27a

70.87a

0.796

once half a month. It was demonstrated the trend that the shorter watering interval, the greater the leaves and bulb

2013-01-28

单丛平均叶数

8.3a

8.7a

9.1a

7.7a

0.405

biomass in certain degree.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with regard to bulb number in all the

2013-01-28

单丛平均叶长/cm

24.4a

27.6b

25.5ab

23.7a

0.015

2014-03-12

单丛平均叶数

13.8a

17.9bc

19.2c

14.4ab

0.025

2014-03-12

单丛平均叶长/cm

25.3a

27.5a

26.4a

24.1a

0.179

/

单丛平均叶数比

1.74a

2.11a

2.07a

1.87a

0.104

/

单丛平均叶长比

1.04a

1.00a

1.04a

1.02a

0.881

111% and 496% respectively, under the irrigation frequency of once a week,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once a month and re-watering by subjective judgment,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at of

treatments. The difference of bulb biomass may be displayed by leaf number or leaf length. Watering frequency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lthough watering management in dormancy stage was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bulb yield of Lycoris, the rest stage should neither be ignored.
Key words: Watering interval; Growth indicator; Bulb biomass; Cultivation

注：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未达5%显著性水平（分别在同一因素不同处理间比较）,下同。

表2 方差齐性检验

红蓝石蒜（ Lycoris haywardii ）隶属石蒜科
（Amaryllidaceae）石蒜属（Lycoris Herb.），为具

自由度1

自由度2

P值

0.559

3

56

0.644

验通过设不同补水间隔，探讨红蓝石蒜最适补水方
式，为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表3

地下鳞茎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期10月初至次年5
月初，花被片浅红紫色，比换锦花淡，顶端深蓝色

F值

1 材料与方法

鳞茎干重方差分析表
差异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均方比

P值

，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花卉及观叶植物，也是

试验在杭州植物园日光温室(120°16′E，

模型

916.177a

3

305.392

6.289

0.001

重要的药用植物[2-3]。石蒜属植物自然繁殖率低，栽

30°15′N) 中进行，采用盆栽沙培试验（塑料

截距

24678.348

1

24678.348

508.197

0.000

培技术落后，种球生长缓慢，从实生苗约需5年才

盆内径：长60cm，宽20cm，高20cm），基质为

处理

916.177

3

305.392

6.289

0.001

能开花 [3]。笔者前期对红蓝石蒜的补水研究表明，

河沙，基质全氮含量0.2g kg -1 ，全磷含量0.07g

误差

2719.393

56

48.561

补水对红蓝石蒜生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4]，为了进

k g -1， 全 钾 含 量 4 . 5 g k g -1， 有 机 质 含 量 2 . 4 g

总和

28313.918

60

一步优化补水频率，确定更合理的补水方式，本试

kg -1，pH值5.6。红蓝石蒜种球取自杭州植物园圃

修正总和

3635.570

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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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补2次水（A2）、每月补1次水（A3），随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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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平均值差异采用LSD检验，显著性水平P≤

鲜重比（收获时的鲜重与初重比值）代表各处

Bao, et al （2013）类似[4]，这是由于试验开始实

比值较稳定，接近于1。叶数增加以A1、A2处理较

理生物量增加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

施时，叶芽已基本分化完成 [5]，所以第一个生长季

大，其中A1叶数量增加了111%。总的看，叶生物量

消除因种植时种球大小不等带来的差异。鲜重比

叶数差异较小，而对叶长影响相对较大[6]，A1处理

以A1、A2处理较大。

方差分析略，仅示多重比较(表4)，A1处理显著大

显著大于A0和A3处理，与A2无显著性差异，说明

2.2 补水频率对鳞茎数量和生物量的影响

于A0和A3，与A2之间无显著性差异。A0、A1、

水分充足，有利于叶片充分伸长[4]。第2个生长季生

经分析各处理鳞茎数量无显著性差异，方差分

A2、A3处理鲜重分别增加了305%、496%、406%、

长量测定时间略迟，但叶数差异已经显现，其中A2

析略，但鳞茎生物量干重在各处理间存在极显著性

272%。按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计算，年复合增加率分

显著大于A0和A3处理，与A1无显著性差异，同样

差异（表2、表3）, F=0.559，P=0.644，因此可

别为101%、144%、125%、93%，其中每周浇水1次

说明水分在叶芽分化中的作用 [4]。而叶长在处理间

认为各处理总体方差是齐性的，满足方差检验的前

比每月浇水1次生长速度快51%。

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这很可能是叶数和叶长之间

因此所用的模型有统计学意义。处理间的P值为
0.001，说明不同的补水方式对干重的影响达极显著
性水平。多重比较见表4。

的平衡，即如果生物量差异在叶数之间表达充分，

3 讨论

红蓝石蒜丛植（张鹏翀 摄）

叶长变化趋小或无显著差异，相反，叶长差异表达

通过对补水频率与红蓝石蒜生长的分析得知，
第1个生长季，各处理间叶数无显著性差异，结果与

充分，即叶长会表现出差异，而叶数变化趋小或无
显著差异[7-8]。

【参考文献】

鳞茎鲜重比和生物量干重的结果看，以A1、A2
较好，都呈现A1>A2>A0>A3的趋势，其它中A1
表4 各处理平均鲜重比、每丛鳞茎数量和生物量干重及多重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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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 PS, Kurita S, Yu ZZ, Lin JZ. Synopsis of the genus Lycoris
(Amaryllidaceae). SIDA. 1994, 16(2):301–331.

处理鲜重增加了496%，显著大于A0和A3，而与A2

[2] L
 iu K, Tang CF, Zhou SB, Wang YP, Zhang D, Wu GW, Chang LL

处理

鲜重比（现鳞重/初始重）

鳞茎数/丛

鳞茎干重(g)

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年复合鳞茎生长速度A1比A3

Comparison of the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Lycoris species

A0

4.05a

1.20a

17.27ab

处理高出51%，因此认为每周浇水1次是最佳补水频

2012, 50(4):570–576.

A1

5.96b

1.20a

25.68c

率。A0处理表现不佳，说明根据传统方法仅凭主

A2

5.06ab

1.13a

22.25bc

观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补水，还是存在与需求的误

A3

3.72a

1.07a

15.92a

差，可能是夏季高温季节水多浇了或者春秋冬季节
少浇了，这也说明虽然夏季休眠季节浇水对石蒜类
[4]

植物生长有重大作用 ，但春秋冬季节也要适当关
注水分管理。
Bao, et al（2013）试验结果显示每月补水1次
鲜重增加323%，而同样是每月补水1次，本次A3处
理试验鲜重增加了272%，二者相差51%，究其原因
除不同年分环境差别外，鳞茎大小、种植日期、种
球存放时间以及种球含水量方面皆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环境条件、鳞茎大小关系比较大，特别是天气

with leaf appearing in autumn under field condition. Photosynthetica

[3] 张
 露, 曹福亮. 石蒜属植物栽培技术研究进展[J]. 江西农业大学学
报.2001,23(3):375-378.
[4] B
 ao, C.S., Zhang, P.C., Chen, C. and Zhou, H.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responses of Lycoris haywardii Traub to watering
frequencies[J]. Journal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2013, 5(11):
218-223.
[5] 李
 爱荣,周坚.中国石蒜叶片的生长周期及其发育过程的研究[J].植物
学通报,2005, 22(6):680-686.
[6] 鲍
 淳松, 张鹏翀, 周虹 等. 切根种植对长筒石蒜生长的影响[J].北方
园艺, 2013,(22)：92-95.
[7] 鲍
 淳松, 张鹏翀, 江燕 等. 设施栽培对忽地笑生长的影响[J].中国园
艺文摘, 2013, (9):17-19,78.
[8] 鲍
 淳松，时剑，张鹏翀 等．尿素和磷酸二氢钾对红蓝石蒜生长的
影响[J]．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2，29(1)：41-45.

的影响。2010年试验种植时每月浇水1次处理单球平
均重16.37g，2012年1-4月阴雨连绵，光照不强，

【作者介绍】

从而使每月浇1次水处理，受水分胁迫影响相对较

鲍淳松，男，1963年生，浙江义乌人，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杭

小。始于2012年6月的试验每月浇水1次处理平均单

州植物园，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栽培。

球重14.17g，叶期天气比较正常，从而使每月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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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在初秋、早春和夏季显的间隔过长，影响到生
长，使本次A3处理增加值较小。这也说明补水频率
应在原来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天气状况进行调整，从
这里也可以推断出，正常状态下维持生存的最大补
红蓝石蒜（张鹏翀 摄）

水间隔会小于3个月[4]。

物园，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生理生态。
江燕，男，1964年生，安徽人，本科，高级工程师，从事园林植物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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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而方差模型检验F=6.289，P值=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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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长季比值）处理间未达显著性差异，其中叶长

江南的缀花草坪

2.2 景观美
草坪与野花合理搭配，扬长避短，改变了草坪

Flowerd-lawn in Jiangnan

景观的单调感，特别是冬末，万物蓄势待发时，一
些种类早已竞相开放，弥补了暖季型草坪草还未返
青的不足。而这类草本植物绿色期和观赏期相对较

高亚红 吴 玲 莫亚鹰 / Gao Yahong Wu Ling Mo Yaying

短，植株矮小，不适合单独成地被。在盛花时节，

Abstract: we expound the conception of flowered-lawns and define them as a flower application which have natural

若有绿色草坪的衬托，有时花与叶隐没于草地之
中，远望绿茵似毡，犹如绿毯上缀满小花，同块草
坪中还可混生多种植物，形成五彩纷呈的景象，点
缀不同花期植物还可四季有景可观。
2.3 生态美

beauty, landscape beauty and ecological beauty, set standards and screen 81 plant species( belong to 23 families and

缀花草坪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性和抗逆性，能

50 genus) which are suitable to plant in lawns; we also analysis cases of dotted flowers in lawns and wild grasslands,

自繁自衍成优势群落，可粗放管理。多种植物配置

finally, we expound its application status research dir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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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缀花草坪的概念，总结出它是一种具有自然美、景观美、生态美的花卉应用形式；制定标
准并筛选出适合应用的23科50属81种植物；同时对人工草坪型和野生草坪型的缀花草坪实例进行分析；最
后阐述了缀花草坪的应用现状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缀花草坪；野花；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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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生物多样性、草坪的通风透气性，降低了病

Key words: flowered-lawn；wild flowers；case analysis

虫害发生的概率、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频率；修剪
次数少和留茬高，可提供昆虫的栖息地和鸟类的食
源，使生态系统达到平衡。缀花草坪可减少养护成
本，并使生态系统更加稳定，完美体现了“生态园
林”、“节约型园林”理念。

2
1_蒲公英＋紫花地丁－野生禾草
2_紫云英＋蛇含委陵菜－高羊茅

3 缀花草坪的植物种类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园林景观要求的不断提

据气候条件形成各种组合，进行销售，应用越来越

高，单一修剪整齐的大草坪已不能满足人们对自然

广泛 [2-4]。笔者认为缀花草坪和野花组合还是有一定

草坪草可选择高羊茅、假俭草、狗牙根、细叶

景观的渴望。有些低矮的野生草本植物单体观赏效

的区别：缀花草坪对花卉的高度一般控制在 30cm 以

结缕草、沟叶结缕草、中华结缕草、野生禾草等。

果可能不突出，甚至是常见的杂草，但它们覆盖率

下；还要考虑花卉与禾草的配比，花卉只是起点缀作

花卉的筛选标准为：株高低于30cm，植株整齐，花

色、紫色、红色居多。在植物种类选择方面，可先

高、适应性强、生命力旺盛，自播能力强，群体效

用；并且要以当地的野生花卉为主，使草坪具有生态

色艳丽，花期长，生长旺盛，抗性强，有匍匐茎或

确定草坪的类型、种类，再根据其高度、质感选择

果醒目，观赏期灿烂。若配置于草坪中，能形成低

适应性和抗逆性。但两者还是有关联的，野花组合是

能自播自繁，耐修剪，再生能力强。对浙江产的植

合适的花卉。

矮、均匀、平整而壮观的自然地被层，展现一派

由缀花草坪演变而来，在研究缀花草坪时可借鉴野花

物资源进行筛选，选出江南常见的可供缀花草坪使

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景象，大大提高草坪的观

组合的混播技术、养护管理方法 [5-7]。

用的植物23科50属81种（表1）。种类较多的科为唇

4 缀花草坪实例

形科9种，菊科8种，堇菜科7种，蓼科、蔷薇科、玄

4.1 人工草坪型

赏性。这就是缀花草坪景象，其概念提出有20余年

2 缀花草坪的特点

参科及百合科各5种；最多的属为堇菜属7种，蓼属

人工草坪由于疏于管理自然长出1、2种野花，

2.1 自然美

5种，紫堇属4种，毛茛属、委陵菜属及景天属各3

反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景。上海植物园有块草坪混生

缀花草坪中的野花自然错落地分布在草坪上，

种。大多为当地野生花卉，有些园艺栽培种类也可

着蒲公英和紫花地丁，蒲公英明晃晃的黄色十分壮

使草坪更富有生机，这种自然式布置方式减少了人

加以应用，特别是国外的矮小球根花卉品种、花色

观，花后白白的绒球飞扬，又成一景，冷色调的紫

在禾本科草坪上自然式点缀一些低矮、生命力

工痕迹，使园林景观更贴近大自然，符合现代人返

繁多，在原产地原始状态也是以野花形式存在。草

花地丁穿插其中进行调和，为春天的原野献出自己

强、花朵鲜艳的乡土植物，这类景观草坪称为缀花

璞归真、向往自然的心理。特别是早春，一些野花

坪为球根花卉提供了自然舒适的生长环境，当夏季

的亮色（图1）。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高羊茅草坪上

草坪，可用于人流较少的游憩草坪和观赏草坪。它

迫不及待的开放，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带来春天

球根花卉休眠期到来时，草坪为其提供了干爽的环

自然点缀着紫红色的紫云英，黄色的蛇含委陵菜，

集合了草坪的耐践踏性以及草本花卉的观赏性强等

气息。其次草坪与野花的混植使其更耐践踏，提供

境和适中的温度条件，有利于种球休眠和营养积累

三者相得益彰，形成繁花似锦景象（图2）。上海

优点，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和应用价值。

了游客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休憩场所。同时缀花草

[9]

。生活型以多年生植物居多，一、二年生的种类

植物园草坪中冒出刺果毛茛，一片金光，给游人带

坪常常展现了乡村田园景观，对于有乡村生活经历

则要求自繁能力强的种类。花期主要集中在早春，

来惊喜。杭州植物园高尔夫球场的沟叶结缕草还未

的人们，常见的路边野花能唤起儿时的记忆。

秋季开花的仅绵枣儿、马兰及蓼属植物，颜色以黄

返青，冷季型的早熟禾和疏密相间的黄色蒲公英无

[1]

，但目前应用极少，立项研究就更少，杭州西湖

景区有着独特的天然优势，因此值得探索、试验。

1 缀花草坪的概念

人们常将缀花草坪理解为野花组合，选择的花卉
为一般的园林植物，植株较高，从国外进口种子，根

表1 缀花草坪植物名录[8]

序号

科名

种名

拉丁名

生活型

茎高/cm

花期

花色

种名

拉丁名

生活型

茎高/cm

花期

花色

42

报春花科

聚花过路黄

Lysimachia congestiflora

宿根

茎匍匐

5-6月

黄色

1

蓼科

丛枝蓼

Polygonum posumbo

一年生

30-70

6-9月

蔷薇红色

43

报春花科

泽珍珠菜

Lysimachia candida L

宿根

15-40

4-5月

白色

2

蓼科

萹蓄

Polygonum aviculare

一年生

10-40

4-7月

红色

44

花荵科

丛生福禄考

Phlox subulata

宿根

10－15

4月

白、粉红、紫色等

3

蓼科

头花蓼*

Polygonum capitatum

宿根

茎匍匐

6-9月

红色

45

唇形科

金疮小草

Ajuga decumbens

宿根

10-20

3-6月

白色

4

蓼科

愉悦蓼

Polygonum jucundum

一年生

40-60

9-11月

粉红色

46

唇形科

印度黄芩

Scutellaria indica

宿根

8-40

4-5月

蓝紫色

科研科技

5

蓼科

长鬃蓼

Polygonum longisetum

一年生

20-60

5-10月

粉红

47

唇形科

假活血草

Scutellaria tuberifera

宿根

10-30

3-4月

淡紫色或蓝紫色

6

石竹科

常夏石竹*

宿根

15-30

5-6月

紫红色

48

唇形科

活血丹

Glechoma longituba

宿根

茎匍匐

4-5月

淡红紫色

7

石竹科

雀舌草

Stellaria uliginosa

一年生

10-20

4-5月

白

49

唇形科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宿根

茎匍匐

5-6月

蓝色或红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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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茛科

猫爪草

Ranunculus ternatus

一年生

5-17

3-4月

黄色

50

唇形科

宝盖草

Lamium amplexicaule

二年生

10-30

4-6月

紫红色至粉红色

9

毛茛科

扬子毛茛

Ranunculus sieboldii

宿根

20-30

4-9月

黄色

51

唇形科

细风轮菜

Clinopodium gracile

宿根

8-25

3-8月

粉红色或淡紫色

10

毛茛科

刺果毛茛

Ranunculus muricatus

一年生

10-30

3-5月

黄色

52

唇形科

匍匐风轮菜

Clinopodium repens

宿根

10-20

3-8月

粉红色或淡紫色

11

毛茛科

天葵

Semiaquilegia adoxoides

宿根

10-20

3-4月

白色

53

唇形科

小野芝麻

Galeobdolon chinense

宿根

15-40

3-5月

粉红色或白色

12

罂粟科

伏生紫堇

Corydalis decumbens

二年生

10-30

3-4月

红色或红紫色

54

玄参科

阿拉伯婆婆纳

Veronica persica

一、二年生

10-25

2-5月

蓝色或紫色

13

罂粟科

刻叶紫堇

Corydalis incisa

宿根

15-35

3-4月

蓝紫色

55

玄参科

婆婆纳

Veronica didyma

一、二年生

10-25

3-10月

淡紫色、粉红色

14

罂粟科

地锦苗

Corydalis sheareri

宿根

15-35

3-4月

蓝紫色

56

玄参科

母草

Lindernia crustacea

一年生

8-20

7-10月

紫色

15

罂粟科

紫堇

Corydalis edulis

一、二年生

15-35

3-4月

蔷薇色

57

玄参科

通泉草

Mazus pumilus

一年生

3-30

4-11月

白色或淡紫色

16

景天科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宿根

10-20

4-5月

黄色

58

玄参科

弹刀子菜

Mazus stachydifolius

宿根

10-50

4-6月

蓝紫色

茜草科

蛇根草

Ophiorrhiza japonica

宿根

15-30

4-6月

白色

034

Dianthus

plumarius

17

景天科

凹叶景天

Sedum emarginatum

宿根

10-15

5-6月

黄色

59

18

景天科

东南景天

Sedum alfredii

宿根

10-20

4-5月

黄色

60

茜草科

金毛耳草

Hedyotis chrysotricha

宿根

茎匍匐

6-8月

淡紫色或白色

19

蔷薇科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宿根

茎匍匐

4-5月

黄色

61

桔梗科

半边莲

Lobelia chinensis

宿根

6-15

4-5月

粉红色或白色

20

蔷薇科

皱果蛇莓

Duchesnea chrysantha

宿根

茎匍匐

4-5月

黄色

62

菊科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宿根

10-15

4-6月

黄色

21

蔷薇科

蛇含委陵菜

Potentilla kleiniana

宿根

茎匍匐

4-9月

黄色

63

菊科

马兰

Kalimeris indica

宿根

30-50

5-10月

紫色

22

蔷薇科

三叶委陵菜

Potentilla freyniana

宿根

8-25

3-6月

黄色

64

菊科

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

一年生

10-40

7-11月

紫红色

23

蔷薇科

莓叶委陵菜

Potentilla fragarioides

宿根

8-25

4-6月

黄色

65

菊科

鼠麹草

Gnaphalium affine

二年生

10-40

4-5月

黄色

24

豆科

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

二年生

10-25

3-5月

红紫色

66

菊科

细叶鼠麹草

Gnaphalium japonicum

宿根

8-25

4-7月

黄色

25

豆科

天蓝苜蓿

Medicago lupulina

二年生

20-60

4-5月

黄色

67

菊科

剪刀股

Ixeris japonica

宿根

10-30

4-6月

黄色

26

豆科

小苜蓿

Medicago minima

二年生

10-25

3-4月

淡黄色

68

菊科

苦荬菜

Ixeris polycephala

二年生

15-30

4-7月

黄色

27

豆科

白车轴草

Trifolium repens

宿根

茎匍匐

5月

白色

69

菊科

中华小苦荬

Ixeridium chinense

宿根

10-35

3-9月

白色或带淡紫色

28

酢浆草科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

宿根

茎匍匐

4-11月

黄色

70

鸭跖草科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一年生

茎匍匐

7-9月

蓝色

29

酢浆草科 红花酢浆草*

Oxalis rubra

宿根

20-35

4-11月

紫红色

71

百合科

老鸦瓣

Tulipa edulis

宿根

10-25

3-4月

白色

30

酢浆草科 多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宿根

32

4-11月

粉红色

72

百合科

绵枣儿

Scilla scilloides

宿根

15-40

9-10月

紫红色至白色

3-5月
10-11
月

蓝色或白色

31

藤黄科

地耳草

Hypericum japonicum

一至宿根

6-40

5-7月

黄色

73

百合科

葡萄风信子*

Muscari botryoides

球根

20

32

堇菜科

紫花地丁

Viola philippica

宿根

5-15

3-4月

蓝紫色

74

百合科

藠头

Allium chinense

球根

20-40

33

堇菜科

长萼堇菜

Viola inconspicua

宿根

6-18

3-4月

淡紫色

34

堇菜科

戟叶堇菜

Viola betonicifolia

宿根

6-13

3-4月

蓝紫色

75

百合科

Ornithogalum umbellatum

球根

15-25

4月

白色

35

堇菜科

白花堇菜

Viola lactiflora

宿根

7-15

3-4月

白色

76

石蒜科

伞花虎眼
万年青*
葱兰*

Zephyranthes candida

球根

15-25

8-11月

白色

36

堇菜科

犁头草

Viola japonica

宿根

10-25

3-4月

蓝紫色

77

石蒜科

韭兰*

Zephyranthes grandiflora

球根

15-25

玫瑰色或粉红色

37

堇菜科

紫花堇菜

Viola grypoceras

宿根

10-20

3-4月

淡紫色或紫白色

78

鸢尾科

番红花*

Crocus sativus

宿根

15-25

38

堇菜科

庐山堇菜

Viola stewardiana

宿根

10-30

3-4月

紫白色

39

野牡丹科

地稔

Melastoma dodecandrum

小灌木

茎匍匐

6-10月

粉红色

79

鸢尾科

庭菖蒲*

Gladiolus gandavensis

宿根

15-25

6-8月
10-11
月
5月

40

报春花科

点地梅

Androsace umbellata

一、二年生

5-15

3-4月

白色

80

鸢尾科

小鸢尾

Iris proantha

宿根

15-25

3-4月

淡蓝紫色

41

报春花科

琉璃繁缕

Anagallis arvensis

一、二年生

10-30

4-5月

蓝紫色

81

兰科

绶草

Spiranthes sinensis

球根

15-45

6-7月

淡红色或白色

淡紫色至暗紫色

淡紫色、红紫色
紫红色

注：*园艺栽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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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装点得生机勃勃。至3月初到4月中旬，伏生紫

【参考文献】

堇，细细的叶片藏匿于草丛中，蔷薇色的花葶却钻

[1] 北
 京林业大学园林系花卉教研组.花卉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
社，1990:423.

出草丛，展现迷人的风采；紫云英红白相间的花球
也尽情开放。池杉林下野生的活血丹，3-4月初处

[2] 芦
 建国，杜毅.缀花草坪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J].现代园林，
2009(1)：51-53.

于盛花期，紫色的小花藏于叶片下，若隐若现，充
满情趣。到4月底5月初，远远就可望见明黄的蛇含
委陵菜，给游人带来惊喜（图7）。聚花过路黄覆盖
性强，形成致密的绿毯，早春叶脉呈紫红色，5月顶

2009(8):124-125.
[5] 高亦珂，吴春水，袁加，等.北京地区草花混播配置方法研究

上的黄花簇拥，花团锦簇，蔚为壮观。秋季来临，

5

[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0年会论文集（下
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856-858.

园林中已少有花朵，而林下的绵枣儿淡淡的紫花开
满整园，形成紫色花坪；深秋时，其它植物已纷纷

[6] 刘
 文竹，李坤峰，高亦坷，等.花卉混播组合研究初探[C].//张
启翔.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1.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枯萎，马兰却开着浅蓝色花朵，朴实无华。江南的
初冬，落叶乔灌木的叶片逐渐凋零，地被层的二年

2011:441-443.
[7] 秦
 贺兰.野花组合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现状及展望。园林科
技，2012(01):1-4.

生草本冒出绿油油的叶片，其中点缀一些红色的蓼
属植物，弥补了冬季的灰暗。

5 应用现状及展望

[8] 浙
 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浙江植物志(2-7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
术出版社，1989-1993.
[9] B
 rian Mathew. 球根花卉与缀花草坪[J].(s.n.译)园林科技信息，
1995(3)：43-47.

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及生态园林的崇尚，缀花
4

6

草坪因其独特性将在未来的城市园林中占据一席之
3_蒲公英－沟叶结缕草＋早熟禾
4_白车轴草－沟叶结缕草
5_老鸦瓣－野生禾草
6_猫爪草－野生禾草

地。缀花草坪具有自然美、景观美和生态美，是一

高亚红，女，1980年生，浙江三门人，硕士，杭州植物园高级工程

种具有亲和力的花卉应用形式，受到广大园林设计

师， 研究方向：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

师的青睐。它起源于西方草坪业发展较早的欧洲，

吴玲，女，1956年生，浙江义乌人，本科，杭州植物园教授级高级工

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广泛；国内设计师限于对

程师，研究方向：园林植物景观。
莫亚鹰，女，1982年生，浙江湖州人，硕士，杭州植物园工程师，从

意间为草坪增添了一道亮彩（图3）。杭州花圃沟

上点缀的洁白花球，非常清新、淡雅（图4）。

植物及设计方法的不了解，目前尚未推广，但近年

叶结缕草草坪上点缀着野生的蛇莓，4-7月间均有

4.2

来已成为景观设计的流行趋势。当前兴建植物园和

野生草坪型

【作者介绍】

黄花、红果可观，使草坪绚丽多姿，倍增风采。杭

一些野生的禾草与野花形成稳定的自然群落，

大型公园，这类大面积的公园可进行粗放管理，缀

州植物园灵峰探梅和西湖柳浪闻莺草坪种混生丛枝

呈现天然的缀花草坪。杭州植物园分类区上层以

花草坪是地被层的优良选择。若能模拟自然，采用

蓼，鲜红色的穗状花序挺出叶丛，似一片红草地。

乔木为主，地被层有野生的禾本科杂草和成片的野

合理的建坪方法，则可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自然

西湖花港观鱼草坪上均匀地混生着具有细腻叶片、

花，绿草如茵，各种野花交替，自然更新，演绎着

天成的景观，从而回归自然，再现自然美。

碎碎小黄花的酢浆草，与马尼拉草在高度和质感方

四季景观，且管理粗放，游人可自由进入，每年只

缀花草坪是一个新型的领域，值得立项研究。

面相得益彰。杭州西溪湿地的波斯婆婆纳，指甲大

需进行几次简单修剪，是“经济生态公园” 的典型

今后主要的研究内容有：（1）案例分析：通过对人

小的叶片配蓝紫花小花，似繁星点点，显得清新可

案例。早春成片的野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形成

工草坪型、自然草坪型的植物群落进行样方调查，

人。浙大华家池的绶草具有旋转的紫红色花序，别

春花烂漫和野趣十足的绚丽春景，小花镶嵌在翠绿

分析植物种类、数值特征，总结多种最佳植物配置

致的花型点缀在低矮的草坪上，让人驻足欣赏。

色的绒毯上，织成了五彩纷呈的草甸，园中闲庭信

模式。（2）小样方试验：根据花卉及草种的不同配

人工栽培的地被也可布置缀花草坪，使景观更

步，两旁的景色尽收眼底，感受着浓浓春意。还在2

比，建立小样方，进行比较试验，监测群落的稳定

具可变性，显得自然，改变种植方式也可带来自然

月春寒料峭时，老鸦瓣已悄然绽放，带来春天的气

性，并筛选一些种类进行抗逆性实验。（3）建坪与

效果。如杭州植物园分类区的红花酢浆草虽是人工

息，令人欣喜若狂（图5）。3月猫爪草亮丽的黄色

栽培管理措施研究：分改造型草坪和新建型草坪，

栽培，但不同于普通公园当成片的地被栽植，而是

小花点缀在绿毯上，鲜艳夺目、气势非凡，令人爽

从建植前准备、建植方法及养护管理几方面入手，

丛植于草坪中，紫红的花朵挺出叶丛，茵红遍地。

心悦目（图6）。紫花地丁是春天的使者，和风吹

研究种植密度、种植方式、草坪与花卉的比例、草

又如上海植物园沟叶结缕草上散植白车轴草，绒毯

过便绽开了小花，紫色花朵铺满绿草地，将枯黄的

种选择、各花卉间的搭配。

事植物保育工作。

注：文中图片由高亚红摄影

7
7_蛇含委陵菜－野生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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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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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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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乡土桂花品种筛选及栽培技术研究
The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Indigenous Osmanthus Fragrans
Cultivars In Hangzhou City
陈徐平 郭 娟 刘华红 沈柏春 魏建芬 吴光洪
/ Chen Xuping Guo Juan Liu Huahong Shen bochun Wei Jianfen Wu Guanghong

039
“杭州黄”（陈徐平 摄）

“菊瓣”（沈柏春 摄）

“万点金”（沈柏春 摄）

性评价、扦插繁育和盆栽小型化等方面的研究，以

研究对象，开展观赏性评价、扦插繁殖和小型化栽

期为杭州地区现有桂花种质资源的开发和园林利用

培研究。“杭州黄”、“万点金”和“菊瓣”母本

提供参考依据。

均来源于杭州西湖风景区，其中“万点金”和“菊
瓣”选于杭州新十景之一的“满陇桂雨”。

1 材料与方法

1.2 方法

1.1 材料

1.2.1 观赏性评价

2007年-2014年，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选择“菊瓣”、“杭州黄”和“万点金”3个桂

司联合浙江理工大学对杭州地区的桂花种质资源进

花品种生长健康的植株为标准树，对植株的树形，

行了调查，建立了由48个品种组成的杭州地区桂花

叶形、开花特点和特异性状进行测量记录，其中繁

fragrans three cultivars, showing that the highest rooting rate of O. fragrans ‘Hangzhou Huang’, ‘Wandian Jin’ and

种质资源圃。本研究从中筛选出3个优良品种金桂

殖器官调查样本数≥10株，营养器官调查样本数≥

‘Juban’ are 87.5%, 49.5% and 68.5% under the treatment of 500 ppm NAA, 1000ppm NAA and 500 ppmIBA,

“杭州黄”、金桂“万点金”和银桂“菊瓣”作为

20株[4]，详见表1。桂花不同品种间的观赏性状采

Abstract: The three Osmanthus fragrans cultivars in Hangzhou city that were ‘Hangzhou Huang’, ‘Wandian Jin’and
‘Juban’,respectively were estimated by the ornamental traits, and studied the effect of cutting propagation and
growth regulators on plant growth. We found O. fragrans ‘Juban’ was the best ornamental cultivar due to compact
shapes and long corolla boles; the species and concentration of rooting agents also affected the rooting rate of O.

and 1000 ppm NAA, respectively. Removing the terminal buds and spraying the retardants both can control plant
shape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dwarf seeding is 200-400 ppm pacloburazol
solu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trong help and support to effectively exploit and rationally utilize other osmanthus
germplasm resources.

表1 “菊瓣”、“杭州黄”和“万点金”3个品种性状观察表

Key words: Osmanthus fragrans Lour.；Ornamental evaluation； cuttage；miniaturization；landscape application

桂花品种

观察指标
树形

“菊瓣”

“杭州黄”

“万点金”

树高(m)

5-8m

4-8m

5-7m

树冠紧密度

密集

披散

密集

叶形

条状披针形或矩圆状披针形

长椭圆形或矩圆形

长圆形

叶片光亮度

有光泽

略有光泽

略有光泽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 Lour.）是木犀科木

杭州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雨量充

犀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其树形优美、花开满枝、

沛，其气候环境非常适宜桂花栽培生长，与江苏吴

芳香四溢，集绿化、美化、香化于一体，是中国十

县、湖北咸宁、广西桂林和四川成都同为我国五大

大传统名花之一，既是著名的香料植物，也是优良

桂花历史产区。杭州“满陇桂雨”不仅是以赏桂品

花枝平均长度(mm)

10-15

10-15

12-18

的园林植物。桂花原产于中国西南部和喜马拉雅山

香为主的新西湖十景之一，同时也保存着丰富的桂

叶腋花芽数量(个)

2-3

3-4

3-4

东段，在中国的栽培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就有

花种质资源。2006年胡绍庆就对杭州传统栽培的桂

花量(朵)

7-9

7-8

6-9

记载。《山海经▪西山经》中提到：“皋涂之山，

花品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记录桂花品种59个 [3]，

花冠长度(mm)

8-11

7-8

6-7

其山多桂木” [1]。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变以及人工选

但前期研究仅局限于基础性研究，开发应用性研究

开花时间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育，桂花品种数量不断增加。向其柏教授在《中国

较少。为此，本研究以杭州地区3个桂花优良品种

香气

浓香

浓郁

浓郁

桂花品种图志》一书中记载桂花品种166个 [2] 。近

金桂“杭州黄”（Osmanthus fragrans‘Hangzhou

开花枝条(年龄)

1

1-2

1

年又不断有“华安天香”、“胭脂红”、“云田彩

Huang’）、金桂“万点金”（Osmanthus fragrans

年开花数(次)

2

3-4

2

桂”等桂花新品种通过木犀属栽培植物品种国际登

‘Wandian Jin’）和银桂“菊瓣”（Osmanthus

花期(天)

7-8

7-8

7-8

录中心认定。

fragrans‘Juban’）为研究对象，综合开展了观赏

花形

花冠条形，裂片特别长

—

—

叶形

开花特点

特异性状

9月上旬与10月上旬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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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杭州地区3个桂花优良品种金桂“杭州黄”（Osmanthus fragrans‘Hangzhou
Huang’）、金桂“万点金”（Osmanthus fragrans‘Wandian Jin’）、银桂“菊瓣”（Osmanthus
fragrans‘Juban’）为研究对象，综合开展了观赏性评价，扦插繁育和株型控制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
明，“菊瓣”因株型紧密，花冠裂片长等优良性状被评为观赏珍品；不同桂花品种对生根剂的种类和浓度
要求不同， “杭州黄”在500ppmNAA处理下生根率最高为87.5%；“万点金”在1000ppmNAA和
500ppmIBA共同处理下生根率为49.5%；“菊瓣”在1000ppmNAA处理条件下生根率达到68.5%；摘
心和植物生长延缓剂可有效控制株型， 200-400ppm多效唑处理矮化效果最优。本试验意在通过3个桂花
品种的综合应用研究，抛砖引玉，以期为更好的开发和利用桂花种质资源提供参考。
【关键词】桂花；观赏性评价；扦插；小型化；园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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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桂花各形态性状的评分标准

表3 “菊瓣”、“杭州黄”和“万点金”3个品种观赏性状评估结果
分值

花枝长度

观花性状

形姿性状

特异性状

得分

评估等级

4

3

2

“菊瓣”

62

8

10

80

珍品

花枝平均长度

16以上

10-15

6-9

5以下

“杭州黄”

64

6

/

70

上品

1年生枝叶腋花芽对数

5

4

3

2-1

“万点金”

59

7

/

66

中等

单花序花朵数

15朵以上

10-14

6-9

5朵以下

花冠直径

15以上

10-14

8-9

5-7

花期

8月或10月中下旬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9月

香气

浓香

中等

微香

开花部位

1-3年生枝

1-2年生枝

1年生枝

开花次数

3-4次以上

2

1

单次花期长短

8天以上

7

6

5

树冠紧密度

紧密

紧凑

较稀疏

稀疏

3个桂花品种的物候观测，观赏性评价和扦插试验

为中等观赏品种。

叶片光亮度

鲜亮

有光泽

略有光泽

无光泽

结果，本试验选择株型紧凑、枝繁叶茂，生根简单

2.2 扦插繁殖

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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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扦插管理：采用全光照喷雾扦插管理。

特异性状，花冠裂片条形，狭长达10mm，具有较

(5) 数据记录：对3个品种愈伤组织形成情况、

高的观赏价值，排名第一，被评为杭州市桂花的珍

生根时间和生根率进行统计。

品；“杭州黄”的观花和形姿综合得分与“菊瓣”

1.2.３ 盆栽桂花小型化

前两项分值相差不大，被评为上品；“万点金”观

根据前期“杭州黄”、“万点金”、“菊瓣”

花性状较前两个品种相比得分略低，综合比较被评

快速，花量大、花香芬芳、花色金黄的“杭州黄”
作为小型化研究对象。小型化研究处理方法包括摘
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进行，各形态性状的评分标准

生枝条做扦插材料，作好标记。

心处理和植物生长延缓剂处理两种。首先对“杭州

见表2，不同的性状指标根据专家意见赋予不同的

(2) 穗条剪取：每个穗条剪成8-10cm长，剪去

权重值。其中1、2、3、4、5、7、8指标的权重为

下端叶片，保留上端两片叶。此外，根据穗条的木

2.0；6、9、10、11指标的权重为1.0；特异性状12

质化程度，分为木质化插穗（去年秋梢）和半木质

的权重为2.0。此后根据得分高低对观赏性进行评

化插穗（当年生春梢），分别作好标记。

价。根据桂花的观赏特性和人们的观赏习惯，确定

(3)生根剂处理：生根剂选择萘乙酸

桂花品种观赏性状评分标准。

（NAA）和吲哚丁酸（IBA）两种，设

1.2.2 扦插繁殖

NAA500ppm、NAA1000ppm、IBA1000ppm和

(1) 穗条选择：分别从长势优良“杭州黄”、

NAA1000ppm+IBA500ppm混合剂4个浓度处理，

“万点金”、“菊瓣”3个桂花品种母株上选择中上

每个处理200个插穗。扦插基质采用珍珠岩与泥土比

部向阳、无病虫害及机械损伤、叶芽饱满的1～2年

例为2:1混合基质，具体设置见表4。

黄”从扦插苗上盆后的第一批新梢进行摘心处理，
此后，选择经一次抽梢后摘心的独杆容器苗作为材
料，采用多效唑（PP333）、比久（B9）、矮壮素
（CCC）3种植物生长延缓剂进行处理。以清水为
对照，设置PP333处理浓度分别为200、400、600、
800ppm，B9为500、1000、2000、3000ppm，CCC
为500、1000、2000、3000ppm共计13个处理。每个
处理3组重复，每组重复30株苗。喷施时间为3月和7
月份各1次。当新梢叶片大小固定、茎杆呈半木质化

图1 3个桂花品种在不同生根剂及浓度处理下的生根率（陈徐平 摄）

时，测量记录株高、分枝数。

2 结果与分析
表4 “杭州黄”、“万点金”、“菊瓣”3个桂花品种生根剂处理表
木质化程度

处理编号

2.1 3个桂花品种观赏性评价比较

生根剂浓度（ppm）

“菊瓣”株型紧密，叶片条状披针形，叶色墨绿

“杭州黄”

“万点金”

“菊瓣”

有光泽，花朵大，花冠裂片长达 10mm 以上；选自西

1

NAA500

NAA500

NAA500

湖风景区的“杭州黄”枝叶繁密，开花早， 9 月上

半木质化穗条

2

NAA1000

NAA1000

NAA1000

旬始开，花期长，开放次数多，3-4 次，着花密集，

（当年生春梢）

3

IBA1000

IBA1000

IBA1000

香气浓，花量大；同选自满陇桂雨的“万点金”花梗

4

NAA1000+IBA500

NAA1000+IBA500

NAA1000+IBA500

较短，花芽多，单节常具 2-3 对花芽，花极为繁密，

5

NAA500

NAA500

NAA500

覆满整个枝条（详见表 1）。根据 3 个品种观赏性状

木质化穗条

6

NAA1000

NAA1000

NAA1000

的总得分值，可以看出“菊瓣”得分最高为 80 分，

（去年秋梢）

7

IBA1000

IBA1000

IBA1000

8

NAA1000+IBA500

NAA1000+IBA500

NAA1000+IBA500

“杭州黄”居次，“万点金”最低（详见表 3）。
通过表3比较发现，“菊瓣”的优势在于其具有

图2 3个桂花品种在不同生根剂种类及浓度处理下生根情况。
（陈徐平 摄）
注：1不同木质化程度的“杭州黄”插穗第30天的愈伤组织形成情况；
2 经不同生根剂种类和浓度处理的“杭州黄”插穗生根情况；
3 不同桂花品种的生根情况（图中A表示“杭州黄”，B表示“万点
金”，C表示“菊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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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名称

用500ppmNAA处理的穗条生根率仅为10.1%；

物生长延缓剂的施用时期对植株的矮化也有影响，

展桂花在园林中的应用范围，本研究通过对“杭州

同，表现为“杭州黄”最高，“菊瓣”其次，“万

“菊瓣”则在1000ppmNAA处理下生根率最高为

春季使用效果较好，夏季使用矮化效果则较弱（表

黄”的小型化研究发现，春季喷施200～400ppm的

点金”最低，说明较“菊瓣”、“万点金”而言，

68.5%，在1000ppmNAA和500ppmIBA共同作用下

6），说明植物生长延缓剂在春季使用效果最优。

多效唑矮化效果最好。

“杭州黄”较易繁殖。此外，插穗的木质化程度也

生根率为46.3%。结果表明，不同生根剂种类和浓

会影响穗条的生根率，木质化的“杭州黄”、“万

度处理对三个桂花品种生根率影响显著。

点金”和“菊瓣”穗条最高生根率分别为64.5%、

2.3 盆栽小型化

9.5%和27.5%，而半木质化的“杭州黄”、“万

2.3.1 摘心对“杭州黄”株高的影响

本研究仅对杭州地区金桂和银桂中的三个品种
表6 喷施多效唑对“杭州黄”株高的影响
喷施时间

做了开发性研究，在后期的研究中还有待于增加丹

植株高度(cm)

桂和四季桂品种的开发与应用，为桂花大面积推广

200ppm

400ppm

CK

将具有不同分枝数“杭州黄”植株进行摘心处

3月

16.2

16.0

22.4

49.5%、68.5%，这说明木质化的插穗生根率普遍低

理，研究结果表明（表4），摘心能够增加新梢数，

7月

18.8

18.0

20.5

于半木质化的插穗。半木质化的“杭州黄”插穗在

形成饱满冠形，同时摘心能有效抑制株高生长。从

扦插第30天已经生根，而木质化的“杭州黄”插穗

表5可以看出，摘心处理比对照的矮3-9cm，分枝数

仅形成愈伤组织，进一步说明在桂花品种扦插繁殖

增加2-4。“杭州黄”经过多次摘心抹芽，上盆一

杭州地区桂花种质资源丰富，通过多指标综合

时宜选择半木质化枝条作为插穗。

年后的容器苗株高30cm，冠幅30cm，基本形成理

评价法可筛选出观赏价值高，应用前景好的桂花品

想的盆栽株形。

种进行园林应用。本研究中的“菊瓣”品种因株型

2.3.2 植物延缓剂对“杭州黄”株高的影响

紧密，花冠裂片长等优良性状被评为观赏的珍品。

桂花品种不同，扦插繁殖时所需要的生根剂
种类和浓度不同。由图1-2可以发现，“杭州黄”

3 结论

【参考文献】
[1] 杨
 康明． 中国桂花[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2] 向
 其柏，刘玉莲．中国桂花品种图志[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8．
[3] 胡
 绍庆，宣子灿，周煦浪，等．杭州市桂花品种的分类整理[J]．
浙江林学院学报，2006，(02) ：179-187．
[4] 刘
 龙昌，尚富德， 向其柏．植物品种综合评价方法—以桂花为例
[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3(1)：14-17．

在500ppmNAA处理下生根率最高为87.5%，根系

在试验过程中，发现B9和矮壮素在高浓度情况

扦插是桂花的传统扩繁方式，然而不同的桂花品种

粗壮，并抽出健康的嫩梢，采用1000ppmNAA和

下才能对“杭州黄”起到矮化效果，但会出现发黄

生根率不同，表现为“杭州黄”最高，“菊瓣”

500ppmIBA共同处理下生根率仅为65%，且根系长

皱缩现象，故在试验后期进行了排除。多效唑则在

其次，“万点金”最低；各品种的生根率与插穗的

【作者介绍】

势较弱，抽梢较晚；“万点金”在1000ppmNAA

较低浓度下就能起到矮化效果，其中200-400ppm

木质化程度有关，半木质化的插穗生根率普遍高

陈徐平，男，汉族，1988年12月出生，浙江省平湖市，大学本科学

和500ppmIBA共同作用下生根率最高为49.5%，

的多效唑矮化效果最好，且对植株无明显伤害。植

于木质化的插穗。生根剂种类和浓度选择也需因

历，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植物栽培方向。

品种而异，“杭州黄”在500ppmNAA处理下生根

郭 娟，女，汉族，1987年5月出生，山西省沁县，硕士研究生学历，

率最高为87.5%；“万点金”属于难生根品种，在
1000ppmNAA和500ppmIBA共同处理下生根率也只

表4 摘心对“杭州黄”分枝数的影响

达到49.5%；“菊瓣”在1000ppmNAA处理条件下
植株数（株）

分枝数

生根率最高为68.5%。矮化技术的应用可进一步拓

CK

摘心

差值（摘心-CK）

1

186

7

-150

2

84

110

22

3

19

154

113

≥4

11

29

15

表5 摘心对“杭州黄”容器苗株型的影响
CK 处理

摘心 处理

分枝数(个)

株高(cm)

分枝数(个)

株高(cm)

分枝数
差值(个)

1

2

35.5

4

26.6

-2

8.9

2

2

25.8

6

22.4

-4

3.4

3

3

23.7

7

20.6

-4

3.1

≥4

4

23.4

8

20.4

-4

3.0

枝干数量

株高差值
(cm)

注：分枝数差值=摘心处理分枝数-CK处理分枝数，株高差值=摘心处理株高-CK处理株高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暂无职称，林木遗传育种方向。
刘华红，男，汉族，1987 年 6 月出生，江西省玉山县，硕士研究生学历，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暂无职称，园林植物遗传育种方向。
通讯作者：吴光洪，男，汉族，1967年出生，浙江省杭州市，杭州市园
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浙江省凯旋路226号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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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金”和“菊瓣”穗条生根率则分别高达87.5%、

应用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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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1-2可以发现，不同桂花品种生根率不

姜荷属优良植物品种资源及其园林应用
Fine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Garden Applications Of Curcuma
Linnaeus
刘建新 丁华侨 钱 萍 唐宇力 俞建军 / Liu Jianxin Ding Huaqiao Qian Ping Tang Yuli Yu Ji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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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姜荷属植物是一类新型的、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卉。本文简要介绍了多年来从国内外引进的姜
荷花品种资源如‘清迈粉’、‘ 红观音’、‘荷兰红’、‘白雪公主’及同属的‘红火炬郁金’、‘所罗
门姜黄’、‘玉如意’等的特点，并对其在切花、盆花以及园林中心应用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姜荷花；‘清迈粉’；多用途开发；园林应用
Abstract: Curcuma Linnaeus plants are a kind of new flower with excellent ornamental value. In the paper, we payed
more attention on introducing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urcuma Linnaeus plants, included Curcuma alismatifolia
‘Chiang Mai Pink’, ‘Hongguanyin’, ‘Kimono Rose’, ‘Snow White’, and other fine Curcuma Linnaeus plants
such as Curcuma hybrida ‘Red Torch’, Curcuma soloensis, Curcuma hybrid‘ Laddawan’. Som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vided on garden application of these plants.
Key words: Curcuma alismatifolia; ‘Chiang Mai Pink’; Multi purpose development; garden application

1
1_目前已有的姜荷花种类。A-清迈粉；B-红观音；C-荷兰红；D-白雪

1 姜荷花资源

公主；E-清迈白；F-奶白种；G-紫苑；H-樱桃公主。（刘建新 摄）

姜荷花（Curcuma alismatifolia）是国际上流行

特点是花茎长，花序大而艳丽，但缺点是花茎后期

的姜荷属主要花卉种类，为多年生球根草本花卉，

容易倒伏，影响美观。可以采用喷施矮化剂的手段

原产于泰国清迈等地，主要作为佛教用花。由于粉

来缩短花茎，并使花茎增粗，增加抗倒伏性。

10d，观赏期约3-4d。
‘清迈白’（Curcuma alismatifolia 'Chiang

色相对较浅，目前尚未命名。‘紫苑’和‘樱桃公
主’是最新从日本引进的新品种，‘紫苑’为紫红

红色的苞片酷似荷花且为姜科，故称为姜荷花。姜

‘红观音’(Curcuma alismatifolia

Mai White'）与‘白雪公主’外形无明显区别，

荷花具穗状花序，上部苞叶为桃红色阔卵形不育苞

‘Hongguanyin’) ，是由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与珠

不同之处在于，不育苞片顶端一直是绿尖，后期也

除上述姜荷花类外，课题组也引进了姜荷属的

片，下部为蜂窝状绿色苞片，内含紫白色小花，花

海市花卉科学技术推广站共同从‘清迈粉’田间突

不会变红。奶白种，也是‘清迈粉’的一个田间突

其它种类花卉，观赏性状优良，且具有较高的园林

期6-10月 。我国南部省份如广东、福建、云南等

变株选育出来的新品种，其主要性状与‘清迈粉’

变株，不同之处在于奶白种的不育苞片偏白，粉红

应用价值，如图2所示。

地有一定的种植数量，切花供不应求，市场前景极

类似，主要区别是‘红观音’苞片深红色，比‘清

为看好 [2]。笔者从2010年始陆续从国内外引进各类

迈粉’更为鲜艳，适合做切花。

[1]

姜荷花资源，目前已拥有姜荷花品种资源13种，部
分品种如图1所示。

2_已引进的观赏性状优良的郁金类品种。A-红火炬郁金；B-所罗门姜

‘荷兰红’(Curcuma alismatifolia ‘Kimono

黄；C-玉如意；D-女王郁金。（刘建新 摄）

Rose’) ，华东地区地栽株高25cm（指从地面到最

‘清迈粉’（Curcuma alismatifolia‘Chiang

高叶片顶端的长度），全花长约26-30cm，在自然

Mai Pink’），是国际上流行的姜荷花主要切花

条件下整个花期从7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中下旬止。

品种，全株高50-60cm，花序长12-16cm，花序宽

3-5 片叶时开花，苞片深红色，需 30%的遮阴，适

9cm左右。上部为粉红色不育苞片，下部为绿色可

合做盆花以及园林花境。

育苞片组成，内含紫白色小花，花姿温婉如莲。切

‘白雪公主’（Curcuma alismatifolia ‘Snow

花瓶插寿命一般为10-15d，在华东地区露地条件下

White’），不育苞片为纯白色，苞片顶端早期为

自然花期从7月上旬至10月中旬。单花观赏期可达20

绿色，后期为红色，形态色彩如含羞的少女。株高

天，切花瓶插寿命可达16d，最佳观赏期4d（指外

25-30cm，全花长约30-34cm，适合做盆花和花境

形发生未明显变化的时长），适合做切花。此花的

材料，也可以作为切花材料，但瓶插寿命较短约

色花，‘樱桃公主’为淡淡的粉色花。

1

红火炬郁金（Curcuma hybrida ‘Red

Curcuma alismatifolia）。 株 高 60-80cm， 全 花 长

Torch’），是国内研究单位近年来开始引种栽培

55-65cm 左右。花茎较长，伸出叶面，花序上部紫

的姜荷属花卉品种，穗状花序，苞片阔卵形莲座状

红色下部淡绿色，开黄色小花。适合做盆花、切花以

排列，苞片深红色。华东地区普通栽培条件下，株

及园林花境应用。
所罗门姜黄（Curcuma soloensis），多年生球根

高46-50cm，全花长32-38cm左右，花序长20cm左

植物。株高 35-42cm，叶片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

宽在7.5cm左右。经过栽培措施改良，全花长可达

中脉红色，叶长 30-35cm，叶宽 7-9cm。穗状花序，

到48cm以上，而花序变化不大，适合作为高档切花

花序长约 13-14cm，宽 5-7cm，苞片卵形或长圆形，

花材。整个花期从7月中上旬到10月底，田间单支花

不育苞片深红色，可育苞片绿色。可用作盆栽及园

期接近一个月，成片种植整个花期长达3个半月，单

林、庭园布景，花期 6 月中旬到 10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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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切花瓶插寿命可达16d以上，最佳观赏期可持续

2 园林应用

8d，每株可开花3-4支。
女王郁金（Curcuma petiolata），原产马来西亚，

姜荷花目前在国际花市上主要是以切花形式销

是当地食物咖哩的主要成分。女王郁金是非常具有观

售，以盆花、园林花境应用的方式相对较少。我们

赏价值的植物，层层叠叠的苞片比起姜荷花更增添几

项目组在省内率先引进姜荷花的基础上，对各个种

分壮盛。全株高 70-120cm，地下有根茎。叶长椭圆

类、品种的特征进行了多年的摸索，筛选出适合我

‘清迈粉’插花[6]；D-‘红火炬’郁金插花。（汪宏 摄，C图片来自

形，平行脉羽状斜出。华东地区在 8 月中旬 8-9 叶

市不同应用目的的姜荷属花卉种类，并对其中的栽

4_姜荷花的盆花应用。左-圆形盆栽形式；右-方形盆栽形式（2014荷花

时开花。穗状花序，圆柱状，全花长 70cm，花序长

培技术进行研究。根据使用目的对栽培技术进行了

5
3_姜荷花的切花应用。A-‘清迈粉’切花；B-‘白雪公主’插花；C于网站 ）

短变粗增强抗倒伏力的目的，具体参照刘建新等的

30cm 左右，上部苞片为紫色，下部苞片为绿色，并

改良，具体应用分类如表1所示。姜荷花一般都可以

方法[1、3、4]。荷兰红因花茎较短不适宜做切花外，做

带有紫色边缘，苞片色彩高雅脱俗。苞片内小花唇瓣

用作切花、盆花及园林花境应用。但清迈粉和红观

盆花和园林花境应用都较为适合。白雪公主的花茎

金黄色。适合庭植或大型盆栽，切花为高档花材。

音的花茎较长，在用作盆花或园林花境时，如果种

高度介于清迈粉和荷兰红之间，三种使用用途都较

玉 如 意（Curcuma hybrid ‘Laddawan’
）， 为

植环境光照不足，花茎则会长得细长，易倒伏。因

为合适。红火炬郁金的花序鲜艳、巨大，切花保鲜

女 王 郁 金 与 姜 荷 花 的 杂 交 种（Curcuma cordata x

此在苗期可以先行浇灌矮化剂处理，以达到花茎缩

期长，全花长32-38cm，使用刘建新等的方法处理
后可以使得全花长达到48厘米以上 [5]，是非常理想
的高档切花材料。在园林应用时，因其叶形巨大，
高度适中，一般零星布置于地被与灌木的接合部用

表1 姜黄属花卉的多用途开发
花卉种类

姜荷花类

切花

盆花

清迈粉

√

√

红观音

√

√

荷兰红

花茎短

√

白雪公主

√

√

√
红火炬郁金 全花长经延伸处理后，
品质更优
其它姜黄
×
所罗门姜黄
属花卉类
花茎太短
女王郁金
√
玉观音

√

上点辍较为合适。所罗门姜黄，是一类非常优秀的

园林花境

√
√
×
√

节，西湖郭庄）（刘建新 摄）
5_姜荷花的园林应用效果（2015年）。左-本单位花坛布景效果；中萧山南江公园应用效果；右-杭州植物园布景效果（‘烟雨江南’小
品，照片由灵隐管理处汪宏提供）（汪宏 摄）

【参考文献】
[1] 丁
 华侨,刘建新,王炜勇,等.不同植物生长延缓剂对姜荷花的矮化效
果.浙江农业科学[J], 2013.5:559-562.
[2] 仇
 硕,赵健,李秀娟,等.2010.姜荷花种球发芽及贮藏技术研究.北方园
艺[J],18:109-111.
[3] 刘
 建新,丁华侨,邹清成,等.2013.多效唑对姜荷花的矮化效果及机理
研究.北方园艺[J],20:79-82.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种
于花坛外围，或散播于乔木林下的荒草地。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

盆花和园林花境材料，但花茎较短，不适合作为切

√
地被与灌木的接合部，或成条状或点缀

意，开紫色花，花叶高度比非常理想，不论是作为

【作者介绍】

切花、盆花还是园林应用，都是非常理想的。

刘建新，男，1980年12月生，湖南祁阳人，博士，助理研究员，浙江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
×
√
花坛、花境背景或者成片、成条状种植

各类姜黄属花卉的应用实例如图3-5所示，图3

花。所罗门姜黄根据种球的大小及贮藏条件的不
同，有相当一部分种球表现“先花—后叶—再花”
的特点，即一部分种球一个生长周期（一年）可以
开两次花，而且花期很长，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花境
应用。女王郁金，开紫色花，适合作为切花使用，

[4] 丁
 华侨,刘建新,王炜勇,等.2013.烯效唑对姜荷花的矮化效果及组织
解剖研究.浙江农业学报[J],25(5): 975-979.
[5] 刘
 建新,丁华侨,邱春英,等. 赤霉素处理对红火炬郁金鲜切花品质的
影响,浙江农业科学[J],2014（12）:1886-1887.
[6] O
 tomodachi. http://www.flickriver.com/photos/tags/siamtulip/
interesting/

台湾地区的花卉有不少女王郁金的切花销售。玉如

为切花应用形式，图4为圆形盆栽应用形式及2014年
西湖荷花节时送展的方形盆栽应用形式；图5为园林
花境应用形式。

省农科院花卉研究开发中心，从事花卉栽培和育种。
丁华侨,男,1962年生，浙江杭州人,硕士, 浙江省农科院花卉研究开发
中心,主要从事花卉的研究与开发。
钱萍, 女，1961年生,浙江杭州人,高级工程师, 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
灵隐管理处从事花卉养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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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区杜鹃网蝽发生情况与防控

花纹，两翅中间接合时可见一明显 X 状花纹 [2、6、7]。

The Occurrence Feature And Control Techniques Of Stephanitis
Pyriodes （Scott） In Hangzhou

3 杜鹃网蝽的生物学特性
杜鹃网蝽在杭州地区一年发生4～5代，完成一个世代约
30 d，世代重叠现象严重，除第1代发生较整齐外，以后各

肖昆仑 于 炜 刘 锦 / Xiao Kunlun Yu Wei Liu Jin

种虫态并存，即整个发生季节均能发现各个虫态。杜鹃网蝽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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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虫或若虫在落叶、树缝、土隙中越冬，一般4月底5月初
越冬成虫开始活动，并于叶背主脉两侧的组织中产卵；5月

Abstract: Stephanitis pyriodes (Scot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ests of rhododendron in Hangzhou area, adults and nymphs

杜鹃比公园内部的杜鹃受害严重；气温越高、天气越干旱的

cluster in rhododendron leaf blade abaxially, sucking sap, fecal excretion, Rhododendron leaves punctate white spots

时期，杜鹃受害越严重；上层植物遮荫少的的比遮荫多的严

appear, severe Leaf Chlorosis pale, effects on Photosynthesis and plant growth slow, provided early deciduous, and
greatly reduce the ornamental value, serious when even cause secondary damage. taken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control and chemical control method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tephanitis pyriodes Scott.

下旬至6月上旬第1代若虫孵化，并开始为害；高温干旱天
气最适宜该虫的发生，因此危害最严重月份为7月、8月、9
月三个月；10月份随着气温降低，虫害减弱，10月底11月初
杜鹃网蝽开始陆续越冬。经调查，西湖景区沿公路两侧的

重；城区比西湖景区严重；植物配置单一的区域比植物种类

【参考文献】

丰富的区域严重[3、5、8]。

[1] 胡
 本林.杜鹃花品种繁殖栽培及园林应用研
究[D].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2015.

Key words: Rhododendron；Stephanitis pyriodes (Scott)；occurrence feature; control techniques

4 杜鹃网蝽的防治
4.1 物理防治

1 杜鹃网蝽的危害

杜鹃网蝽的研究[J]. 石河子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2007,05:548-551.
[3]陈 李红,吴建新,陈秀龙,支钢伟.杜鹃冠网

松树皮和树下落叶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越冬场所，因此及时清

蝽生物学特性及防治研究[J]. 江苏林业科
技,2008,06:17-19.
[4]刘 有 莲 , 黄 寿 昌 . 六 种 无 公 害 农 药 对 杜

的大发生创造了条件，因此夏季高温季节可以采用喷水的方

鹃冠网蝽的药效试验[J]. 湖北农业科
学,2011,20:4190-4193.

（Rhododendron）植物，别名映山红、西施花、山

杜鹃网蝽以成虫和若虫群集于杜鹃叶背，刺吸

式改变小气候环境，减少网蝽发生。对密度大的绿带进行抽

踯躅、照山红和满山红等，一般根据花期和来源为

汁液，排泄粪便，使叶背呈现锈黄色，叶面出现针

稀，增加通风，可以减少虫害的繁殖，修剪受害枝条也可以

依据分为春鹃、夏鹃、东鹃、西鹃四个类型。杜鹃

点状白色斑点，严重时全叶失绿苍白，影响光合作

降低口虫密度。有人认为杜鹃网蝽具有群集性，又对人体没

花、报春花和龙胆花合称为中国三大名花，杜鹃花

用，植株生长缓慢，提早落叶，并极大地降低了观

有毒性，故在盆栽杜鹃上发生少量害虫时，可用手捏杀[8]。

更是享有“花中西施”的美誉[1、2]。杜鹃花以其美丽

赏价值，严重时甚至会造成次生病害发生 [2-4、7] 。

4.2 化学防治

花朵、姿态优美、品种繁多、花期长等特点，在园

杜鹃网蝽的扩散能力极强，据调查，杜鹃网蝽在西

害虫发生严重时，药剂防治为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

林绿化和美化环境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杭州的每一

湖风景区及杭州主城区的各大公园的杜鹃上均有发

自2008年起，针对西湖南线景区杜鹃网蝽进行了药剂防治试

个公园、小区几乎都有杜鹃花的种植，杜鹃花已成

生，其中春鹃受害最为严重。

验，筛选出以下几种防效较好的药剂：啶虫脒（有效成分为

[5]王志龙,姚昇.几种高毒替代农药防治杜鹃冠
网蝽试验[J].北方园艺,2009,06:54-56.
[6]董立坤,李绍勤,夏文胜,蒋太平,杨豪,张顺昌,
王松.武汉市园林植物网蝽种类及药剂防治
[J]. 湖北农业科学,2008,06:661-662.
[7]于 炜,冯玉.杜鹃花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J].
中国园艺文摘,2012,(11).
[8]王志龙.浙江省花木害虫种类调查及防治技
术研究[D].浙江大学,2006.

N-(N-氰基-乙亚胺基)-N-甲基-2-氯吡啶-5-甲胺），吡

为杭州园林造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杜鹃网蝽（Stephanitis pyriodes (Scott)）又称

[2]罗 佳,叶丽香,郑月珍.杜鹃花重要害虫——

杜鹃网蝽以成虫或若虫在落叶、树缝、土隙中越冬，疏
理杜鹃丛下落叶枯枝可减少越冬虫的数量。高温为杜鹃网蝽
杜鹃花是杜鹃花科（Ericaceae）杜鹃花属

杜鹃网蝽成虫（于炜 摄）

2 杜鹃网蝽的主要特征

虫啉（主要成分为1－（６－氯吡啶－３－吡啶基甲基）－

杜鹃冠网蝽、军配虫，属半翅目（Hemiptera）网

杜鹃网蝽成虫体长 3-4mm，宽约 2mm。头部小，

Ｎ－硝基亚咪唑烷－２－基胺），“毒枪2号”（有效成分

蝽科（Tingidae）冠网蝽属（Stephanitis），主要

褐色，头刺 5 枚，灰黄色，复眼大而突出，黑褐色。

为毒死蜱＋三唑磷+增效渗透剂），万灵（有效成分1-（甲

分布于广东、广西、浙江、江西、福建、辽宁、台

触角 4 节，第 3 节色浅而细长，第 4 节略向内弯并被

硫基）亚乙基氨甲基氨基甲酸酯）等。防治效果较好的施

湾等地。杜鹃网蝽为害杜鹃花科杜鹃属的各种杜鹃

半直立毛。喙端部伸达后胸腹板纵沟的后缘。前胸背

药时期为5月下旬（主要防治越冬虫）、6月下旬（第一代成

和马醉木属的日本马醉木、台湾马醉木、斑叶马醉

发达，黄褐色，除三角突外密布刻点，三角突则不具

虫）、8月下旬（虫害集中爆发期）和10月上旬（减少越冬

木、彩叶马醉木等[3-6]。在杭州地区杜鹃网蝽是为害

刻点，具网状花纹，向前延伸盖住头部，向后延伸盖

虫数量）。根据害虫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喷药防治便可控制

杜鹃的重要害虫之一。

住小盾片，翅膜质透明，翅脉暗黑色，前翅布满网状

杜鹃网椿的危害。

【作者介绍】
肖昆仑，男，1981年生，河南洛阳人，硕士
研究生，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杭州
市园林文物局）湖滨管理处，工程师，从事
园林绿化管理与养护工作。
于炜，男，1982年生，杭州植物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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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鹃网蝽是杭州地区杜鹃的重要害虫之一，以成虫和若虫群集于杜鹃叶片背面，刺吸汁液，排泄
粪便，使杜鹃叶面出现针点状白色斑点，严重时全叶失绿苍白，影响光合作用，植株生长缓慢，提早落叶，
并极大地降低了观赏价值，严重时甚至会造成次生病害发生。采取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方式可以对
杜鹃网蝽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杜鹃；杜鹃冠网蝽；生活习性；防治技术

月季花养护管理要点及优良品种推荐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oints Of Chinese Rose Flower And
Recommendation Of Fine Varieties
李少清 张敏 / Li Shaoqing Zhang Min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rose in coloring Hangzhou city, briefly conservate the process of
plantingroses,including soil, illumination, watering, fertilization,pruning,overwintering,sprouting ,more attention,
emphatically describes th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the rainy season of the rose.In addition,according to the

中的应用已经全面铺开。主要应用在高架和道路

所长，推出月季专类展览。2014年3月10日，杭州花

绿化。从2010年开始，杭州很多高架上开始试种月

圃近万m2的花圃月季园开栽。至此，杭州花圃一年

季，如中河高架、上塘高架、复兴立交、涌金立交

四季都将上演“月季大观”。而郭庄月季展览则是

都能看到它靓丽的身姿。试点比较成功的是‘红从

杭州“五最”月季品种的聚集地。由于郭庄原是私

容’、‘安吉拉’和‘莫海姆’这三个品种。为了

家园林，因此月季展不是花海似的大场面，而是走

进一步丰富月季品种，营造杭州特有的月季景观，

精致、文艺路线，胜在品种和各种月季小品设计的

解决当前矛盾最关键的一点是筛选观赏性强、抗性

精湛上。

好的品种。例如，大花月季中的‘粉扇’、‘金凤

3 月季的养护管理要点

凰’，丰花月季中的‘仙境’、‘神奇’，微型月
季中的‘草裙舞女’等。而在城区道路绿化中，

月季花虽好看，如不注重其养护管理，景观效

2011年10月，下城区城管办在体育场路的环城西路

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植物死亡，因此要掌握

至延安路段试种了35棵树状月季——大花月季与木

月季花栽培管理的要点。

香嫁接而成的树种，据了解，这是在杭州市范围内

要使月季的养护管理到位，首先必须对植物的

recommend some high quality varieties for peer reference.

首次引进。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养护，这些原来光

特性有深入的了解。月季花适应性强，要求富含

Key words: ros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varieties

秃秃的小树苗每年都会四次开出满树的红、粉两色

有机质、肥沃、疏松之微酸性土壤。需日照充足，

花朵，城市道路顿时闪亮起来，变得缤纷亮丽，取

空气流通，多数品种最适温度白昼15-26℃，夜间

得满意的视觉效果。而现在在西湖景区的白沙路段

10-15℃。较耐寒，冬季气温低于5℃即进入休眠，

也能看到绚丽夺目的树状月季花海。

一般品种可耐-15℃低温。如夏季高温持续30℃以

landscape and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1 月季在杭州的历史和地位

除了一些抗性好的常规品种在杭城的各个角落

上，则多数品种开花减少，品质降低，进入半休状

安家落户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还积极响

态。需要保持空气流通，无污染，若通气不良易发

2 月季在杭州城市彩化中的应用

月季花（Rosa chinensis Jacq.），蔷薇目，蔷薇

杭州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适宜月季生长，月季

科，蔷薇属，又称“月月红”，被称为花中皇后，

属喜温耐寒性植物,最适生长温度5-28℃。花期长,

也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月季为常绿、半常绿低矮

彩化景观效果好。曾经是杭州市用花品种中的佼佼

灌木，四季开花。由于月季花期长、观赏价值高，

者，许多城市的名贵品种均是从杭州引种得来的，

因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且在园林绿化中，有着不

在经过一些年的沉寂后，杭州市政府重新将月季花

可或缺的价值。月季花与杭州渊源颇深，早在宋朝

在杭州城市彩化提升项目中提上日程，决定将月季

时期，吴自牧就在《梦梁录》中写到苏州、杭州一

花进行大面积城市彩化应用开启月季在杭州城市彩

带遍植月季花，可见月季花在古代已经颇为盛行。

化的新旅程。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不同品种类

而在与他同时代的迂叟所著的《月季新谱》一书

型的月季被广泛应用到城市的各个区块，如：公园

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列举的月季名品已经达到了41

绿地、道路绿地、住宅区绿地，并且布置形式上也

个，其中名贵品种有4个。

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用在花坛、花境中的，也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杭州花圃也在兰花室与盆

有用在草坪角隅中的，更有甚者，将月季用于花

景室之间建成了月季园。其中杭州本土培育的头号

架、花墙、花篱、花门等处，造型各异，美不胜

月季品种——“绿云”也于1979年5月在花圃内诞

收。近些年各大园艺公司都积极地将造型月季进

生，是两代月季专家的心血所铸，是两株精品月季

行成品化培育，森禾种业公司已经将这些成熟的

杂交繁育技术应用后的结果，是真正的“杭字第一

产品推向了市场，从而推动了月季竖向景观应用

号”本塘月季品种。

的发展。

1_ 阿班斯（奶黄镶边红）
、2_ 彩云（复色大花）
、3_ 绯扇、4_ 粉扇（粉
色特大花）
、5_ 花魂、6_ 黄从蓉（黄色中花）
、7_ 金凤凰、8_ 梅郎口红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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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月季在杭州城市彩化提升中的推广应用为分析背景，简要阐述月季在种植过程中的养护管理要
点，包括土壤、光照、浇水、越冬、施肥、修剪、抹芽等常规注意事项，着重叙述了月季在梅雨季节的养护
管理要点。根据景观及养护的要求，推荐了一些优质品种供业内同行参考借鉴。
【关键词】月季；养护；管理；品种

应市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月季名优品种，发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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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月季花在城区绿化彩化提升

于杭州梅雨季高温多湿，真菌发展快，需提前预防，喷施百
菌清，多菌灵等，需多次预防才可。
3.8 温度
月季花性喜凉爽温暖的气候环境，怕高温。最适宜的温
度是18℃-28℃，当气温超过32℃时，花芽分化就会受到抑
制。所以，在气温较高的盛夏，月季通常不开花，即便有少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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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花，也比在常温下要逊色得多，这时需让其休眠，控制
肥料，加强喷水降温。

目前在杭州城内月季花较为广泛应用的品种主要有藤
本月季‘安吉拉’，大花月季中的‘粉扇’、‘绯扇’、
金凤凰’、‘月季中心’，丰花月季中的‘红从容’、
‘黄从容’、‘仙境’、‘神奇’，微型月季中的‘草裙
13

14

15

16

9_ 丹顶、10_ 坦尼克、11_ 天堂、12_ 希望、13_ 香云、14_ 亚里克红、
15_ 月季夫人、16_ 月季中心（橙红）

舞女’等。为了更好地推广月季花，使得景观效果更具多
元化，需要引进更多的优良月季品种，并加以推广。经过
多年的引种杂交培育及养护管理效果比选后，发现月季中
的33个品种均为优势品种，在今后的应用中可以大力推
广，主要包括香云（ Fragrant Cloud） 、亚历克红（ Alec's
Red ）、萨福克（ Suffolk ）、阿班斯（ Ambiance ）、绯
扇（ Hiogo ）、甜蜜之梦（ Sweet Dreams ）、摩纳哥公主

生白粉病。花期一般为4-11月。
养护管理工作的重点主要在以下八个方面:
3.1 土壤
盆栽月季花宜用腐殖质，丰富而呈微酸性肥沃
的砂质土壤。在每年的春天新芽萌动前要更换一次

[2] 王
 凤祥．养花专家解惑答疑丛书[M]．北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英国皇家
园艺学会编辑，周武忠

等译．月季栽培

彩色图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
[3]【德】玛克雷著．汤长兴，刘春亚译．现

暖措施，那就任其自然休眠。然后把花盆放在0℃左

加里娃达（ Gallivarda ）、金玛丽（ Gold Marie ）、却可

代 月 季 栽 培 与 装 饰 —— 养 花 新 风 情 丛 书

右的阴凉处保存，盆土要偏干一些，但不能干得过

克（ Chacok ）、希望（ Kiboh） 、冰山（ Iceberg） 、火

[M]．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度，防止旱死。

和平（ Flaming Peace） 、粉和平（ Pimk Peace ）、仙境

[4] 薛
 麒麟，郭继红 编著.月季栽培与鉴

3.5 施肥

（ Carefree Wonder ）、玛瓦利（ Tropical Sunset ）、绿

时需清除多余的死根，加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节，要十天浇一次淡肥水。不论使用哪一种肥料，

Magic）、俄州黄金（Oregold）、金奖章（Gold Medal）、

3.2 光照

切记不要过量，防止出现肥害，伤害花苗。冬天休

红双喜（Double Delight）、牡丹月季（Paul Neyron）、绿

眠期不可施肥。

云（Lu Yun）、彩云（Saiun）、红茶（Black Tea）、丹顶

3.6 修剪抹蕾

（Tancho）、光谱（Spectra）、夏令营（Xia Ling Ying）、

则，只长叶子不开花，即便是结了花蕾，开花后花

[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年．

（Princesse de Monaco）、五月伊芙琳（Evelyn May）、

野（ Lu Yie ）、墨红（ Crimson Glory ）、黑魔术（ Black

月季花喜光，在生长季节要有充足的阳光，否

[1] 孟
 庆海．月季栽培养护月历及名品鉴赏

18℃以上，且每天要有6h以上的光照。如果没有保

月季花喜肥。盆栽月季花要勤施肥，在生长季

盆土，以利其旺盛生长，换土有助当年开花,在换盆

【参考文献】

赏——花卉﹒经典﹒系列[M]．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5] 郑
 玉梅，翟凤至 月季养护管理技术[J].中
国园艺文摘，2011年11月,124-125．
[6] 韩
 禧.月季养护管理技术[J]．现代园艺，
2012年10月,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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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以后，待叶片脱落，进行强度修剪，每个

圣埃泽布嘉（St Ethelburga）、海格瑞（Highgrove）、雷士

粗壮枝条只保留3-5个，长度20cm，其余枝条全部

特玫瑰（Rose de Rescht）。这些品种之所以被列入优质推

李少清，男，1964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

给月季花浇水要做到见干见湿，不干不浇，浇

剪去。当月季花初现花蕾时，拣一个形状好的花蕾

广品种，与它们的生长特性及其显现出来的形态特征息息相

从事月季鲜切花栽培，各种月季繁殖技术以

则浇透。月季花怕水淹，盆内不可有积水，水大易

留下，花后要剪掉干枯的花蕾，立秋后还要进行轻

关，具体可见附表。

及资源品种的管理。

烂根。盛夏季节要每天浇2次水，早晚各一次，见盆

度修剪，促使十月开出好品质的花。

土表面发白时即可浇水。冬天休眠期要少浇水，保

3.7 病虫害防治

色不艳也不香。
3.3 浇水

持半湿即可。
3.4 越冬
冬天如果家里有保暖条件，室温最好保持在

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

张敏，女，1979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风

5 结语

常见有白粉病、褐斑病、霜霉病、蚜虫，红蜘

月季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笔者相信，通过技术的不断

蛛等，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阳台栽培，一定要注意

创新，新理念的不断渗透，月季会在飞入寻常人家的路途中

通风。通风良好，月季花才能减少病虫害发生，由

越走越圆满。

景名胜区湖滨管理处，风景园林专业研究
生，高级工程师，从事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及
养护管理等相关工作。

注：文中图片由李少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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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环境保护与修复为导向的城郊大型公园
规划设计实践
——以长春市长东北城市生态湿地公园规划设计为例
A Research & Practice of Country Park in Large-scale, basing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
Planning of Changdongbei Eco-Wetland Park, Changchun
3

宋雁 周为 / Song Yan Zhou Wei

【摘 要】本文以长春市长东北城市生态湿地公园设计为例，阐述了在城市近郊区环境恶化、自然生态遭受
侵蚀和破坏的情况下，如何以景观生态为先导，应用先进的理念、规划设计手法和生态技术进行环境的保护
和修复，实现自然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城郊大型公园；原生环境；生态保护与修复；长东北城市生态湿地公园

1

2

4
1_总平面图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hangdongbei eco-wetland park, this issue states that the countryside has taken

2_场地综合分析

a turn for the wors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been destroyed and attacked by urban development and

3_长岛（许立南 摄）

explosion. In order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future, how to protect and renovate the environment by using eco-

4_柳堤（许立南 摄）

landscape design, positive and creative conception, urban planning and high-technology system could be discussed
in following chapters.
Key words: Urban park；countryside；primary environment；eco-protection and renovation Changdongbei Eco-

使得湿地重新焕发生机，既是设计需要重点研究的

并巧妙利用特殊地形和场地自然景观要素，依自然

Wetland Park

内容，也是设计最后需要呈现的结果。

之理，顺自然之势，开湖又兼叠山，构筑优美的山

2.2 设计导向的确定

水关系。（图2）

1 湿地面临的挑战
长东北城市生态湿地公园位于长春市东北部，
伊通河下游，紧邻高新区超达北区的核心区，总面

基于对场地特征的把握，设计确定以“原生环

利用河湖之间的堤坝，“弃直取弯”，堆叠地

境保护与修复”为导向，通过治理污染、修复被破

形，模仿自然山势设计“长岛”，形成蜿蜒于伊通

坏的生态环境，以及湿地原生环境特色的存续与展

河与公园水体之间的自然分隔，既满足了水利功能

现，最终实现湿地生态功能的充分发挥，并使公园

要求，又成为山水空间中的“脊梁”，为整个湿地

可赏、可用，建立“城湖交融”的美好共生关系，

公园营造出绿色山体背景，构筑“水随山转，山因

2 规划设计导向研究

达成大型湿地公园生态价值与游憩价值的最佳结

水活”的山水空间关系。（图3）

2.1 对场地特征的把握

合。（图1）

一方面，良好的原生景观体现了地域特色，为

保留原有村道上两排十分茂盛的旱柳，结合地
形改造，使其成为湖面上绿树成荫的“柳堤”。

积10.8km 。场地东部原生环境良好，有鱼塘和丰

生物生存提供了庇护所。尤其在大城市近郊区，能

3 设计策略实践

长岛柳堤相互呼应，于山水间形成了自然的空间划

茂的植被，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水质较好；西

够有这样一块碧野蓝天的生态净土十分难得，保存

3.1 应保尽保，基于原生植被、水体的分布和用地

分，极大的丰富了场地的空间形态，形成了河、

部一坝之隔的伊通河河床挖沙池遍布，河道水量稀

和保护它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

适宜性等综合因素，梳理地形，开挖水体，重塑公

湖、堤、岛等多元化的山水空间格局。既有宏阔的

园山水空间

大水面，又有小巧的塘、湾，“水”的灵动、多样

2

少，水质污染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污水、垃圾、工业废弃物等对湿地

场地表现出城郊边缘十分典型的生态恶化、环

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湿地

设计首先保护现有池塘、湿生水生植物及大

境污染、湿地萎缩、无序建设等问题，也将面临城

失去自我净化和循环能力，人工干预就成为重新建

市扩张、多项大型市政、水利工程建设等不利因素

立、促进自然生态循环的必然选择。如何通过积极

设计对水体、植物、地形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综

丰富自然山水空间的构筑营造出了生态环境的

的威胁。

的人工正向干预对已经破坏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

合叠加，得出了地形处理方式的不同适宜性范围，

多样性，形成了山丘、缓坡、平陆、低滩、沼泽、

树，将原生环境保护作为设计的基石。

得到了充分展现，原有单调空旷的场地变得层次丰
富、开合有致。（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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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的自然地貌梯度生境，由此保留并大大丰富了

景观用水要求后排入湖区，作为内湖水源。同时，

基地的生态环境类型和植物种类，为各种生物提供

运用景观手法将这一过程完整的展现在游客面前，

了多样、充足、安全的栖息环境，建立起基地生态

实现水质处理与科普教育的双重目的。工程湿地区

系统健康的自循环系统。（图5、图6、图7）

由工程处理区与核心展示区两个部分组成，外围为

3.2 对已经被污染的区块进行积极的人工干预和生

工程处理区，由南北两个并联工程湿地组团构成，

态修复，重现碧水蓝天的美好自然空间

主要完成对水体的净化处理。内部核心展示区由实

针对现状场地南部垃圾、污水、粉尘污染严重

验展示湿地与教育中心组成，在一个较小的区域

的情况，规划进行积极的人工干预，主要通过工程

内展示各类不同工程湿地在构建方式、水利运行模

湿地污水处理与垃圾填埋场封场覆绿，对已经破坏

式、植物配置等方面不同的特点，生动的向公众展

的环境进行修复。

示湿地各类生态功能，实现教育展示的目的。

规划构建工程湿地，将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的

垃圾填埋场首先进行堆场处置，完成渗沥液、

水体通过管道导入其中，进行植物净化处理，满足

沼气的治理和区内生态恢复，在垃圾堆体稳定后进

11
8

行景观美化。规划利用整个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多余
的土方对垃圾堆体进行山体塑型，结合园林造景形

9

10

12

成主次配峰，山体边坡局部以山石维护，将该区域

5-7_公园实景

10_公园水体

12_混播野花

形成以秋色叶山林为主要特色的景区，既能够合理

8_跨湖大桥

11_自然林地

（宋雁 摄）

9_公园湖面

（毛翊天 摄）

利用堆场地形，又兼顾了造景。
3.3 对穿越公园的大型市政工程设施进行生态化设
计，与公园自然空间良好衔接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公园区域内将建设跨湖大桥
（毛翊天 摄）

5

和伊通河防洪水利工程。对于市政工程可能对地块

（孙伟 摄）

7

3.4 沟通公园湿地水体与城市河网、中水系统，真

稳定的生态系统，也降低了公园日常维护的消耗。

正发挥湿地的生态功能

（图11、图12）
2

公园湖面面积近4.2km ，补充水源是公园日常

不良影响，设计与桥梁、水利各专业部门及设计人

维护的重要内容。公园除利用河流补水外，还从大

员共同努力，实现了大型市政设施的生态化设计。

区域布局雨水收集系统，将整个开发区的雨水收集

长东北城市生态湿地公园以原生环境保护与修

至3条水渠，分别从公园的北部、中部、南部进入湖

复为导向，诸多设计策略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了充

区，解决了开发区的雨水排放问题。

分体现。公园于2012年建成开园，保留、开挖水面

生态空间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割裂。设计对跨湖大

6

修剪和灌溉。自然的植物群落配置不但有利于建立

产生的生物通道割裂、地面硬化、景观环境破坏等

跨湖大桥横跨整个湖面，将公园一分为二，对

（毛翊天 摄）

的要求，又丰富了公园景观。

4 结语

4.2km2，栽植植物百余种，野生鸟类明显增加，生

桥穿越公园山体的部分采用隧道形式，使山体的绿

此外，将公园西南部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

化、道路得以贯通，避免完全割裂陆路的生物通道

引入工程湿地，净化后流入湖区，集约利用城市水

和公园交通路线。在视觉景观上，桥梁以最小的结

资源。（图9、图10）

构尺度和微曲线立面穿越公园，良好的弱化了桥梁

3.5 注重本土自然植被群落的营造，以高绿量、低

已经成为美好的城市绿洲，而点缀于其中的游赏活

的体量感。（图8）

维护理念进行绿化种植设计

动也真切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

公园西侧的伊通河为城市排洪通道，根据水利

依托从水体到山体的地貌梯度，设计以丰富的

规划，将建设堤坝、水闸等水利设施。为避免传统

本土植物材料营造自然群落，形成水生植物群落－

硬质堤坝的生态割裂和景观破坏，设计将坝体与公

湿生植物群落－耐水湿的滨水植物群落－低坡地植

园地形充分结合，在保障过水断面和防洪标高的前

物群落－山林植物群落的丰富层级，有效增加了区

提下，以自然蜿蜒的座座“长岛”构筑防洪堤，并

域绿量。在开敞绿地处，以混播野花代替草坪，野

在岛屿间将水闸与桥梁结合，既满足了防洪、通航

花自在生长，可以不用杀虫剂和除草剂，也避免了

物多样性得到了较大提高，生态环境健康稳定。
碧水蓝天，飞鸟翱翔，曾经的荒弃污染之地，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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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城北体育公园自然生态景观建设浅析
On The Natural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Hangzhou North Sports Park

园区主要骨干树种：香樟、银杏、杜英、深山
含笑等。
在植物配置上，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的功能性质
构建不同的植物景观，体现植物景观的多样性。
注重四季景色的季相变化搭配，突出一季景观

茹一帆 杨德杰 张 明 / Ru Yifan Yang Dejie Zhang Ming

的同时通过乔灌木复层植物群落的营造，提高了质
【摘 要】通过对杭州市城北体育公园建设实践的介绍，从建设思路规划、区块特色构筑、水系景观营建以
及新技术实践四方面探讨在体育公园建设中自然生态理念构筑的思路。
【关键词】体育公园；植物造景；生态；自然

量。结合地形和乔、灌、草的不同组合形式，创造
丰富的园林休憩和体育活动空间。利用地形的坡顶
栽植大乔木，形成了高低错落、主题轮廓线突出的
特色和良好的景观效果。同时在整体的绿地景观空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Hangzhou North Sports Park construction practices, Discussion the natural
ecology ide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ark from ideas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river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practices.

模拟本地自然植物群落结构进行配置，形成密林、

Key words: Sports Park; plant landscaping; nature; ecology

疏林及草地的植物景观为主。

1

2

3
1_城北体育公园区位图

2

路与上塘河。公园设计占地面积44.78hm ，其中绿
化面积30.2hm2、水体3.8hm2、道路铺地6.2hm2、

在密林植物景观营造中，以常绿阔叶混交林及

苗源落实后，随即着手围绕大树进行景观配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地带性植物群落结构形式

置，首先进行地形塑造，根据大树原生长方向和景

为主，以乔木层、灌木层及地被植物的多层植物结

点要求确定种植点，同时注意天际线的起伏变化、

构为主要配置方式；在疏林植物景观营造中，以乔

林缘线的退让、背景与前景花木搭配等，形成季相

木及下层地被的植配方式为主，形成通透的林下空

变化丰富的主入口广场、人工湖生态岛、春花秋叶

间，使各个景观空间可以渗透延伸；在草地植物景

区大草坪等特色区块的景观。

观营造中，以乔木、花灌木及观花地被相结合形成

为了确保大树成活及后期景观效果，专门召开

自然流畅、丰富多变的林缘线来围合草坪空间，或

了专家征询会，采取了适度疏枝、适时喷雾、定植

以花境的形式围合空间，并点缀景观大树形成草坪

地底部铺设排水层盲管、挖填原场地种植土等一系

空间的亮点。

列措施。

1.2 大树利用

1.3 堆坡叠石
公园旧址为村落，有几处零星小池塘，设计时

也可作为背景树使用，勾画出丰富植物造景的天际

因地制宜地挖湖堆坡，形成了3.8hm 2 的人工湖水

轮廓线，从而迅速提升公园植物景观的整体效果，[2]

系，同时利用挖湖所得土方，就近于人工湖周边塑

1 规划建设思路

但盲目引进大树也容易带来诸如对于原栽植地生态

造地形，达到土方平衡，构成了或开阔平缓或起伏

1.1植物配置原则与规划

环境的破坏、死亡率高、经济性差等一系列问题。

幽深的地貌景观。

3_城北体育公园总平面

是城北的大关、三塘、东新等居住社区，紧邻绍兴

4_城北体育公园大树

树形优美的大树，既可以孤植手法作为主景，

2_城北体育公园人工湖鸟瞰面

城北体育公园位于杭州“主城”北部，其周边

4

间营造中又体现协调性及统一性。在植物空间中以

植物配置围绕“自然生态”的理念，遵循“多
样统一”的原则。

为利用其优势又避免其弊端，公园建设中将目光投

在场馆与硬地的衔接处，使用堆坡的造景手

注在周边改建工程中需迁出大树的项目上。经调

法，使自然环境与人工建筑相融合，自湖西东望，
场馆好似漂浮在湖中，与绿地交融在一起。

建筑占地3.1hm2、运动场1.5hm2，是一个以体育为

在树种选择上，以地带性乡土树种为主，适当

查，发现武林广场因地铁施工，大量八十年代栽植

主题、注重以自然生态、市民参与、时代气息为建

引入外来新品种为原则。通过品种丰富且采购容易

的大树须寻觅去处，故公园适时引入了该批大树作

公园的池岸采用黄石驳坎配以植物，自然生

园理念的城市公园。

的乡土树种资源，来确保建设管养经济性和群落生

为园区景观骨干苗木。另外公园亦利用了园区内原

态。道路的转角、路口等处的视角焦点点缀黄石，

态的稳定性，以形成长期可持续性的景观。[1]

有善贤路两侧的部分行道树。两处累计约为200株，

起到点睛的作用，并辅以花境，为公园增添几分自

树种包括：香樟、雪松、银杏、广玉兰、白玉兰、

然之趣。公园中更多采用宿根花卉为地被，以节约

无患子、桂花、鸡爪槭等。

养管费用，体现低碳园林的方针。

本文试以该公园为例，从规划建设思路、区块
特色构筑、水系景观营建以及新技术实践四个方面
分析探讨研究体育公园的生态建设理念。

同时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保健型树种，从而达到
生态健身的目的，突出体育公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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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相协调，使建筑在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同时亦传
达出了鲜明的个性风格。
同时在场馆侧面及后方通过加大常绿高大乔木
的密度及比例，配合堆坡的造景手法，将自然环境
引入到人工建筑中去，以求在一定程度上柔化建筑
和铺装的生硬感，在视觉上削弱场馆的体积感，使
建筑与环境更好地融为一体。
在植物配置上，多选用高大的阔叶植物如香樟
等，搭配黄山栾树、银杏等花、果与色叶植物，辅
5

植以形态圆润、色彩油绿的桂花，为建筑增添了一

7

份自然柔和的美感，同时增加了嗅觉芳香元素，进

10
5_城北体育公园白石路入口广场一

一步丰富了入口处的感官体验。

6_城北体育公园白石路入口广场二

2.1.2 室外运动场

7_城北体育公园运动场区块
8_城北体育公园生态岛鸟瞰

运动场区块多硬质场地，在基调树种的选择上

9_城北体育公园生态岛背面

以对身心有益的保健型树种为主，突出色叶植物与
5_城北体育公园白石路入口广场一

观花植物，营造清新自然、舒适恬静的场地健身运

6_城北体育公园白石路入口广场二

动空间。在配置方式上力求达到一定的种植密度，

7_城北体育公园运动场区块

6

以乔木林营造复层植物群落景观，以形成一定的隔

孤悬湖中而无道路相通，使岛上形成了与周边隔绝

离效果。

的状态，引来野生鸟类栖息，为体育公园增添了几

2.1.3 人工湖

分野趣、恬静、自然之感。

人工湖区位于公园的中心位置。其周边以植物

8

9

2 区块特色构筑

2.1.1 体育场馆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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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西北区块

造景为主，着力突出水生植物及耐湿植物的特色。

虽然密林相对草坪来说，其生态效益更大,但就

栽植喜湿乔木包括水杉、池杉、墨西哥落羽杉、湿

公园中游人的使用率而言大草坪则更胜一筹。只要

地松、垂柳、重阳木、沙朴、江南桤木等。水生植

在杭州各大公园中稍作探访就不难发现，开放的大

物有黄菖蒲、金边菖蒲、菖蒲、石菖蒲、睡莲、水

草坪往往都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休闲的帐篷、奔

葱、水烛、海寿花、泽泻、香菇草、千屈菜、再力

跑嬉戏的儿童。可见在公园中，特别是体育公园中

花、野芋、慈姑、欧洲慈姑、荇菜、花叶芦竹、水

设置一处具有一定规模、阳光充沛的草坪空间还是

生美人蕉、旱伞草等。

很有必要的。在草坪上，可以进行大量的无主题活

在水系西侧入水口处设置了一处生态岛，起到

动，例如晒太阳、扔飞盘、看书、听音乐等。故公

分割水面丰富人工湖景观、引导进水口水流分散进

园在西北区块设置了园区中最大的疏林草坪区，总

入湖区，扰动不同区域水面的功能。生态岛上以武

草坪面积约1.07hm 2，其中主草坪东西宽约50m南

林广场迁移而来的8株香樟为骨干布置景观，适当抬

北长约150m，面积约6500m2，同时通过分区域形成

公园试图将运动休闲融于独特的环境景观之

公园白石路入口广场设置有门球馆、游泳馆以

高岛两侧地形从而以香樟树冠勾勒天际线，于人工

局部相对密闭的空间，形成富于开阔变化的视觉体

中，将健身活动融于自然景色中，从而达到生态健

及小型综合体育馆各一处，为避免因场馆建筑体

湖主湖面一侧栽植垂柳及开花植物作为前景，其背

验，并满足不同游人对于游览休闲方式的需求。

身的效果。同时植物景观以各区块的功能定位为方

量大、周边硬质铺地多、绿地数量少而形成的生硬

后狭长水域一侧设置水杉等作为背景，沿周边栽植

区块造景中充分利用武林广场大树，将孤植雪

向，力求构建各具特色的分区植物景观。

感，将场馆顶部设计为树叶形态，既展现了现代、

水生植物，并辅以红枫、桂花及各色灌木等中下层

松置于草坪中央，形成观赏的主景；同时将香樟、

2.1 各区块绿化配置

简洁又富有创意的特色形象，又与公园自然景观的

苗木构成复层植物群落景观。同时刻意将其设置成

广玉兰、无患子等大树为骨干的群落布置在草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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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两侧，形成密林背景，起到围合隔离的作用，勾

月季、南天竹、吉祥草、白三叶、扶芳藤、花叶蔓

水质恶化时，公园水系循环自净以及蒸发补水的需

勒出南北走向的草坪空间，增加了长轴上的层次，

长春、常春藤、石蒜、麦冬。

求。

延长了景深。辅以樱花、海棠为特色的春花树种及

主要耐湿及水生植物：黄菖蒲、菖蒲、石菖

为兼顾景观效果，引水口滤池周边采用堆石、

以银杏、三角枫为特色的秋叶背景，结合林下植彩

蒲、玉蝉花、菰、慈菇、水芋、再力花、姜花、旱

构筑亭廊及铺地的设计，将功能与景观有机结

叶灌木及开花地被以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结

伞草、水生美人蕉、海寿花、水生鸢尾、泽泻、芦

合——上塘河河水在进入滤池净化处理后，从叠石

构稳定的立体植物群落，形成了春花秋叶特色的植

苇、斑茅、白蒲苇、细叶针茅、金叶苔草、花叶芦

中以小型跌水的形式溢流而出，从而弱化了僵硬的

物季相景观。此外，为更好地把握景观效果，方案

竹、水蓼、睡莲、荷花、萍蓬草、浮水蕨、黑藻、

设施形象。

阶段时采用了电脑3D建模对地形及植物群落布置进

金鱼藻、苦草、竹叶眼子菜。

3.2 水系梳理

行了模拟。
2.1.5 历史建筑保护区块

设计师将人工湖上下游西侧设计成较为狭窄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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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系景观营建

历史保护建筑位于公园的西侧，临横河港与上

公园水体面积共3.8hm2，如采用传统换水维持

塘河的交界处。旧址为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厂房，

水质的模式必将大为耗费水资源，因此公园通过水

水道，在溪流状的水道中，通过水生植物和水边植
物的栽植，对水质进行处理。
同时在入水口，并且在上游水系与人工湖交接

经修复保留了下来。在建筑的修复上采用的是修旧

樟等为杀菌力较强的树种，在其附近呼吸锻炼，会

源保障、湖底处理、生态治理等措施来确保水质。

处设置了一处湖心岛，起到引导进水口水流分散进

如旧的手法，因此，在植物特色景观的配植上，采

有祛风燥湿、舒筋通络的作用；又如银杏的叶、果

3.1 水源保障

入湖区，扰动不同区域水面的功能。

用的是代表中国传统风格的配植手法及植物种类。

有良好的药用价值和挥发油成分，有益心敛肺、化

公园西侧与城市河道上塘河毗邻，设计将园内

因人工湖底局部存在淤泥质土层，为防止淤泥

湿止泻的作用，在银杏林附近锻炼，对缓解胸闷心

水体与上塘河相通，设置了一处进水口一处出水

泛浆影响水质，公园采取了脚手片铺底，上铺卵石

得景广”的壶中天地, 产生小中见大的景观效果。

痛、心悸怔忡、痰喘咳嗽均有益处。[3]

口，西侧入水，北侧出水。同时在入水口位置设

的形式进行了镇压处理。

运用不同种类的植物材料, 使其景观产生不同的形

2.2 主要植物材料

置滤池，内置活性炭进行吸附过滤确保上塘河引水

3.3 生态治理

在植物配置上，结合建筑创造出一个“入狭而

态、色彩、高低变化。用植物的烘托和掩映引起观

主要树种：香樟、银杏、黄山栾树、榉树、三

口水质。同时在出入水口设置阀门，埋设内循环暗

水道、湖心岛及人工湖周边遍植杭州乡土的水

赏者视觉变化, 从而引起不同的视觉感受, 产生不

角枫、枫香、马褂木、乐昌含笑、广玉兰、白玉

管，设置深井泵备用水源，以应对短期内上塘河

生植物，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具体品种包括菖

同的景观效果。在一条稍有弯曲的园路旁, 分段配

兰、红玉兰、深山含笑、无患子、合欢、杜英、

置不同的花木;结合山石、池水、房屋、小景等, 用

楝树、臭椿、水杉、墨西哥落羽杉、池杉、湿地

花木或衬托、或掩映；或是芳香袭人的兰桂，或用

松、黑松、雪松、罗汉松、日本柳杉、垂柳、重阳

晶莹碧透的蕉叶等随势配置。在此空间中,游客稍一

木、喜树、青桐、沙朴、江南桤木、海棠、梅花、

改变位置，便能看到不同的植物景观和植物与相应

樱花、鸡爪槭、红枫、羽毛枫、紫薇、红叶李、桂

的山池建筑组合的景观,形成“步移景异”的景观感

花、茶花、孝顺竹、珊瑚树、棕榈、蜡梅、胡颓

受。

子、枸骨。

利用此种配置及布景手法，使得空间感觉由此

主要灌木及地被：杜鹃、毛鹃、矮紫薇、八仙

而得到扩大。景虽小而天地自宽, 使人在有限的空

花、小叶栀子、藤蔓月季、二月兰、贴梗海棠、

间范围内, 引发出无限的空间意趣和联想。选用小

花叶锦带、大花六道木、红花檵木、红叶石楠、红

型植物，以及具有寓意的植物，如梅、兰、竹、

叶小檗、金边黄杨、金边六月雪、金叶女贞、金

菊、玉兰等，植物多采用自然式配置方式。

叶过路黄、金山绣线菊、金丝桃、瓜子黄杨、花叶

2.1.6 老年活动区

薄荷、大花金鸡菊、月见草、丛生福禄考、红花酢

老年活动区以生态保健植物为主，将六片室外

浆草、紫叶酢浆草、八角金盘、熊掌木、鸢尾、玉

门球场布置在其间，中老年人在体疗保健型植物氛

簪、萱草、花叶玉簪、紫萼、云南黄馨、东瀛珊

围中进行体育锻炼可以起到杀菌防病、安神保健的

瑚、六月雪、臭牡丹、金山绣线菊、金焰绣线菊、

作用。例如松科植物以及楝树、臭椿、枫香、香

紫金牛、凤尾兰、络石、银边吉祥草、金边麦冬、

12_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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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荷载。由于地下空间先行建成，其荷载并未充分考虑
景观堆坡的需求。经计算，如须确保地下空间荷载要求，在
3

扣除设施树木荷载后，堆坡土方容重须不大于 14KN/m 即
1.43g/cm3，局部特定区域回填土容重不大于 19KN/m3 即
1.94g/cm3 和 11 ～ 12KN/m3 即 1.12g/cm3，经取样检测地
3

【参考文献】
[1] 徐
 晓华．城市体育公园规划设计探究[D].
浙江大学农生与生物技术学院，2012.
[2] 吴
 佳，杨婷，喻晓琴 等，保健植物在老
年公园绿化中的应用[J]．中国园艺文摘，
2011（1）.

下空间开挖时拟作回填的土方容重约为 1.853g/cm ，且毛管

[3] 吴丹丹，周浙东．多样性植物景观在杭州

孔隙率偏高，氮含量偏低，土壤局部偏淤泥质。为降低容重减

市城北体育公园中的应用探析.中国风景

轻荷载、确保栽植土理化指标满足栽植要求同时兼顾经济性，

园林学会2013年会论文集（下册）[C]，
2013．

建设单位委托了浙江省农科院对土壤配比进行了试验，通过
多组模拟配比试验得出最佳配比，并据此对原土进行了处理：
原土和珍珠岩根据各区域要求采用不同比例拌合构成轻质基
质，同时另加入商品有机肥，商品有机肥须符合 NY525 －
2011 标准（遇淤泥质粘土无法充分拌合则进行外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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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荷载包含施工时施加在结构上的由人工、机械、物料
和交通工具引起荷载。具体到本工程中主要设计进土施工及
大树吊运两部分。
建筑设计施工动荷载的提出要求为：顶板动荷载不得大

蒲、石菖蒲、睡莲、水葱、水烛、海寿花、千屈

持续发展与其下的地下空间的持续运作，必须解决

菜、慈姑、荇菜、花叶芦竹等。

地下车库顶的降水引导与荷载控制两大问题。

于5KN/m2，施工覆土时，运土车只能在消防车道内开，且

3.4 辅助手段

4.2.1 防水、排水与蓄水

活荷载不能超过15kpa。据其要求，施工中采用了分层回填

在水系各处尤其是角落，通过设置喷泉、充氧
泵的手段提高湖水中溶解氧含量，避免水质劣化。

在地下空间顶板施工时，须满足下部构筑物的
防水要求，首先对地下室顶板进行了找坡（轻质材

通道、沿通道堆放土方、小型推土机向四周顶板辐射回填等
措施。

料）以及排水盲沟的设置，每隔约20m设置排水盲

大树吊运。为确保景观效果与公园整体风格的统一，须

4 新技术应用

沟一道，将雨水收集至地下室周边盲沟内，最终排

解决地下空间上部无法进行大型起吊机械施工的问题。经荷

4.1透水混凝土

入市政管网。

载复核，设计师将从武林广场迁来的大树安排在吊机吊臂可
达的地下空间立柱正上方，以充分利用下部结构承受大树荷

从生态性原则考虑，公园的园路采用透水混凝

其次，为确保苗木的正常生长，要避免下层积

土材质，以利用其蜂窝状孔隙结构和透水透气的特

水无法排出、又能适当保水以减轻浇灌成本。一般

性，以达到避免路面积水、防尘降噪的目的，同时

采用鹅卵石、碎石、陶粒等滤水材料来解决排水问

支撑措施。考虑顶板土壤采用了改良的轻质基质，加之

对于保护地下水、维护生态平衡、缓解城市热岛效

题，但上述做法在长期使用中存在着易堵塞、蓄水

城北体育公园区块因地形因素，常有短时大风的情况，常规

应亦有一定作用。其可彩化的特质亦可在不同区域

性差、自重较大、隔热性能差以及大规模施工中易

支撑可能无法满足大树倾覆防范的需求，故采取了在土层下

通过适当的色彩搭配丰富公园景观。

破坏下部防水层等问题。由于受顶板荷载所限，加

埋设构件将其与支撑连成一体共同受力的形式，对大树进行

公园建设中，除利用透水混凝土上述性能以

上覆土层厚度较大，如排水层出现堵塞，其后续弥

加固支撑，以适应此处的特殊需要。

外，亦通过收集其下渗雨水组织排入人工湖，对于

补将相当困难，故本工程采用了PVC双面蓄排水

人工湖补水起到了一定补充作用。

板做法，通过“种植土/土工布/防塌陷网/蓄排水

4.2地下室上部处理

板”对底层进行处理的形式。

公园北区北健身馆下部建有2.5hm 2 的地下空
间，除建筑基础范围外，其周边景观实为一2.2hm

2

的“屋顶花园”，为确保其上部景观生态系统的可

4.2.2 荷载调整、控制
荷载包括静荷载与动荷载。其中静荷载包括土
方、设施、树木引起的荷载：

载，确保安全。

5 结语
上文即为城北体育公园建设过程中部分尝试和探索的介
绍，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对城市公园的设计与建设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以打造出更多符合自然生态、人民需求的现代
城市公园。

【作者介绍】
茹一帆，男，1979年出生，浙江杭州人，助
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园林工程管理。
杨德杰，男，1966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杭
州市下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高级工程
师，主要从事园林工程管理。
张明，男，1969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杭州
市下城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园林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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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寺
Agate Temple

玛瑙寺原名玛瑙宝胜院，坐落于杭州葛岭南麓

及庭院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恢复了原貌。

中段，整座寺院为旧址重修，依山傍水，占地面积

玛瑙寺院内古树遮阴，有一棵千年古樟，屹立

9139m2。玛瑙寺始建于后晋开运三年（946 年），最

于此已有1600年，院中还有蜡梅数棵，其中一棵树

早由五代吴越王钱弘佐所创建，原址在孤山玛瑙坡。

形盘曲，姿态优美，被称为“西湖蜡梅王”。若是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孤山兴建宫廷御用
的回圣延祥观，玛瑙寺迁往葛岭南麓中段的宝石山。

登上庭院的最高处，还能小览西湖美景。

Agate temple, formerly known as Agate Baosheng

appearance.

Temple,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Ge Ling ridge, the

In the courtyard of Agate Temple, there is an

whole temple was rebuilt on the site, facing West

ancient camphor tree, standing there for 1600 years,

Lake, and it covers an area of 9139㎡.

and one wintersweet in the yard is extremely graceful,

Agate temple founded in Late Jin Dynasty,

it is known as "king of West Lake wintersweet". If you

(946AD), was created by Qian Hongzuo, the king of

get to the top of the small courtyard, you can enjoy

Wu Yue Kingdom, the original site was in the Solitary

the beauty of West Lake.

Hil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oxing 21 years

Now the Agate temple was converted as Memorial

(1151AD), a royal palace was built in solitary hill,

Hall of Lian Heng, exhibited many Taiwan graphic

Agate Temple moved to Ge Ling ridge, in the middle

content, from customs to the natural landscape, rich

of the Baoshi Mountains. In the late Xianfeng year of

in content,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Qing Dynasty, Agate temple was destroyed in the war

public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aiwan.

如今的玛瑙寺被作为“连横纪念馆”之用，陈

of Tai Ping Tian Guo, and was restored in Guangxu

清咸丰末年，玛瑙寺曾毁于太平军战火，光绪年间

列着不少宝岛台湾的图文内容，从风土人情到自然

years (1875-1908). In 1958, it was converted into

（1875-1908）重建。1958 年，僻为民居。2004 年实

景致，内容丰富、新颖，成为市民、游客了解台湾

houses. 2004, during the Beishan Street Historic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District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the temple was

摄影：孙小明 / Sun Xiaoming

施北山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对寺内留存的建筑

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comprehensively renovated, and shows its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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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设计师带你避开人潮慢游西湖
West Lake, Cultural Heritage,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Research

明清时，西湖边有个村落，村口埠头布满茅

西的湖面划分为多个空间层次，水面变得旷奥有

草，野趣横生，因此而得名“茅家埠”。沿着杨公

致；原有大树被保留，临水而立，形成曲折有致的

堤过卧龙桥，沿着古道西行，便到了茅家埠。

岸线。各种乡土植物和水生植物勾勒出这里昔日的

这里是杭州著名的上香古道的起点。旧时，香

自然风貌。

客到天竺拜佛，先在湖滨雇条小船，横渡西湖，到

走在当年的上香古道上，感受着幽野恬淡的田

茅家埠登岸，在这里吃了素斋，再沿着上香古道直

园气息，荡涤胸怀，物我两忘。一路上还会经过通

奔灵隐天竺。那时的茅家埠，商贾云集，酒肆商铺

利古桥、都锦生故居、玉涧桥、五峰草堂、醉白

林立，游客络绎不绝。但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从

楼、赵之谦纪念亭等景点，这些曾被湮没的人文遗

湖滨到灵隐开通了公路，游客改乘汽车前往灵隐

存现在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寺，上香古道便渐渐沉寂。
2003年实施的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给茅家埠
带来了新生。被鱼塘、养殖场、农田侵占的广阔水

一座体态轻盈的木桥虹跨水面，桥下可通手划
小游船。这座桥师法古人，按《清明上河图》中虹
桥结构建造，只用直线形木梁搭出了圆拱形桥身。

面得到了恢复，有碍观瞻的建筑物被拆除，与风景

游茅家埠金秋时节最适合，或于夕照之下，乘

名胜保护管理无关的单位和居民被拆迁，36处文化

一扁舟，泛游水上，看芦荡深深，野鸭凫水，鹭鸟

史迹得到恢复，茅家埠等景中村得到全面综合整

低飞；或于疏竹丛苇间漫步，在草亭中坐听风吟。

治。整治后的茅乡水情如画般的景中村落，文化厚

这返璞归真的意境，依稀是久藏于每个人心中的那

重的历史遗迹，曲折有致的水乡意境，与繁茂的草

首唯美的田园诗。

木，数万株的水生植物一起共同构建了良好的湖西
生态环境，从此各种水鸟重新回到了这里栖息。
因保留原有植物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小岛将湖

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由杭州园林设计院设计
文字由杭州园林设计院周骅供稿 周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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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院风荷公园可持续发展的园林旅游
创新实践探研
Research On Innovative Practice Of Garden Tou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Quyuanfenghe Park

然风景为主，不能满足城市旅游多元化的需求。

要。为此，公园管理单位依托灵隐管理处荷花种质
资源圃，成立杭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荷花大师工

2 “荷”旅游产品创新

作室”，建立一支由高级工程师、技师、研究生组

只有组合了旅游景点、交通、住宿、餐饮、娱

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作团队，近几年通过

乐、购物等六大要素的产品才是完整意义的旅游产

全国各地引种、人工杂交、自然选择、辐射育种等

品，对当代的旅游者而言，其需要的旅游产品侧重

手段不断补充优质的荷花和睡莲种质资源，截止至

于游览经历、商品消费、美食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

2014年，传统荷花品种59个，自育荷花69个，引进

体验。曲院风荷公园的“荷景”品牌形象早已闻名

荷花品种335个，睡莲品种130余种，并在曲院风荷

【摘 要】曲院风荷公园位于杭州西湖西北隅，是西湖经典主题公园之一，也是依托本身景观资源的传统观
光旅游产品。为了应对西湖世界遗产地管理以及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公园的管理单位尝试从荷花
景观、文化活动、旅游商品以及饮食等方面在曲院风荷进行了一系列以荷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创新开发，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曲院风荷；园林旅游；创新

遐迩，但如果始终让旅游者陷入只能观荷景的消极

公园进行荷花新品种的示范应用（表1），取得了良

认知感受，就会陷入山穷水尽的被动状态，故景区

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管理者根据时代和市场需求，分别从景观、活动体

业行业标准--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

验、购物及餐饮的角度更新公园旅游活动，推出荷

测试指南 莲属》（试行稿，2012）以及已经制定的

花艺术节、文化创意商品以及荷宴美食等各具特色

育种目标性状对不同的观赏性状简要赋值，制定出

Abstract: Quyuanfenghe Park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which is one of the

的旅游产品，用更加专业化、知识化的旅游文化活

荷花品种百分制评价方法对水生植物资源圃的400余

classic theme parks, but also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tourism product rely on its own natural resources. In order

动体系及文创产品来延伸公园“荷”品牌的文化内

个荷花品种进行实地观察筛选,从中筛选出了27个

涵，提升该景点的旅游市场竞争力。

观赏性状良好,适合景区种植展示的荷花品种（图

2.1 科研创新 丰富观赏品种

2）。引进的热带荷花品种“泰粉”“泰荷”延长了

范丽琨 唐宇力 / Fan likun Tang Yuli

to cope with social demand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Park
management unit provided a lot of tourism products by theme of lotus culture in terms of the lotus park landscape,
cultural activities, tourism, merchandise and diet in Quyuanfenghe Park, and obtained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作为主题城市公园，“荷”是曲院风荷公园的

整个景区荷花的观赏花期，而耐寒睡莲品种“万维

核心旅游产品，面对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以荷为

莎”更是备受媒体和游客关注（图1），这个极受光

主题景点的出现，在保证公园古典园林山水景观

照影响的品种在2014年的荷展期间呈现了三种不同

的文化底蕴基础上，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成曲院

的颜色形态，充分体现出高新科技研发培育的旅游

风荷公园莲属植物的不断创新和优化显得尤为重

产品的市场优势。

Key words: Quyuanfenghe Park; garden tour; innovation

“曲院风荷”为西湖十景之一，是以夏观荷景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单位在近几年充分挖掘曲院风

为胜的主题公园，亦是西湖荷文化的重要体现场

荷景区荷文化内涵，积极调动各类因素，在曲院进

所。公园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在九里松旁有 麯院，

行了一系列以荷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创新开发。

取金沙涧之水造麯、以酿官酒，其地多种荷花，时

在园林旅游的项目主题、内容、表现形式及过程效

称“麯院荷风”，后在清康熙年间重建，改名“曲

应的组织安排上进行了设计和深化。[1]

院风荷”，解放后扩建。
西湖曲院公园历史悠久，品位较高，文化内涵

表1 曲院风荷公园栽植荷花调查统计表（2014年）
编号

荷区

面积（亩）

荷花品种

1

福井园

1.2

玄武湖红莲、黄牡丹、紫光阁、红太阳、
粉千叶、爱莲红、靓丽、漂亮女孩

2

竹素园

1.4

玄武湖红莲、西湖红莲、高风亮节、红狮子、建选35#、红花建莲、
明星、卓越、绿园紫娟、嫦娥醉舞、尼赫鲁莲、小洒金、卡罗琳皇后、
风雪弥漫、红千叶、友谊牡丹莲、笑颜开、白花建莲、建选17#

3

岳湖底

3

广昌霞飞

4

老曲院

2.2

建德红莲

1 曲院风荷公园概况

丰富，为依托本身景观资源的传统观光旅游产品，

曲院风荷公园位于西湖西北隅，东起苏堤跨

一直是备受推崇的自然式经典园林景点之一，然而

虹、东浦两桥，西至环湖西路，北起岳坟街，南至

随着全新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旅游者旅游知识

卧龙桥，面积28.4hm2，水面67hm2。全园由岳湖景

的增加、阅历的丰富和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

区、竹素园景区、风荷景区、曲院景区和滨湖密林

单一被动、形式缺乏变化的景观游览已不能满足其

区五大景区组成。 [2]新的曲院风荷景区也包含了郭

5

青帘坊

10.7

玄武湖红莲、西湖红莲、粉领、飞虹、金秋、
大红壳、普者黑白莲、白千叶、醉舞

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古典园林的

庄景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能力

6

郭庄

1.1

建德红莲

文化内涵、表现意境较为陌生和忽视，极易在欣赏

的增强，免费开放后的曲院风荷公园的游客量不断

7

湛碧楼

6.6

建德红莲

完自然风景之余产生索然无味的感受。为此，杭州

上升，但大多数游客在公园停留时间短，多以观自

备注：“加粗”为传统品种，其余为新增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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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入高潮。

1

象，包括品牌名称、标记及产品品质给了游客耳目

随着旅游者阶层的扩大，人们旅游知识的增长

一新的购物感受，引领消费时尚的同时也为西湖文

和识别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已经不满足于

化的宣扬和传承做出了贡献。曲院风荷公园旅游商

单纯的视觉、听觉享受和仅仅是作为旁观者式的

品的现代化、品牌化应当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

观光游览，而要求其旅行生活能够有文化的吸引，

载体，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渊源。

并体现出参与性、鲜活性的特点，以满足其参与

2.4 美食（荷文化美食）

娱乐、获得休憩的深层次、高档次的文化游览需

美食也是旅游消费多元化的重要体现形式之

要 [3]。据此，本次荷花艺术节在立足于公园现有资

一，味觉是能和视觉一样产生美妙体验和深刻记忆

源、环境等条件的基础上，以满足旅游市场需要为

的人体感官，全国各地的荷花宴层出不穷，而在曲

中心，对旅游资源进行比较、筛选、加工和再创

院风荷内的荷花美食则深刻与杭州食文化相结合，

造，将资源导向市场，连续推出“西湖梦想”主题

体现出了杭帮菜的清淡、轻油和轻浆的精致特色

摄影展，主题插花比赛、主题祈福荷花灯梦想放飞

2

活动、荷花与禅主题讲座（图5）、与荷有关的佛教
文化艺术展以及与中国茶叶博物馆、永福寺合作的
“无我茶会”活动，满足了不同结构层次的游客不
同的旅游需求。提高了园林旅游产品对市场的适应
力，在不改变古典园林产品本身的情况下，以市场
为导向，对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重新认识和设
计，不断更新和再生曲院风荷公园对游客的吸引力

3

4

因素。
1_睡莲新品种“万维莎”（谢洪 供图）
2_筛选的部分优良荷花品种图片（谢洪 供图）
3_入口引导景观（王山 供图）
4_现代园林小品（王山 供图）

2.3 文创商品 满足时代需求
旅游商品作为旅游者保存旅游地记忆的重要载

5

6

体，一直是旅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综
观西湖各公园的旅游商品销售，多年来均以丝绸、

区和分展区，主展区共分6个区域，分别为荷莲迎

纸伞和龙井茶为主，虽然能代表杭州地方特色，却

旅游资源的核心在于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向

宾、荷碧凌波、荷红映日、荷麯香溢、荷翠缤纷、

未能体现真正的园林文化。因此，管理者根据现代

性”。而这种吸引力在当代，已不能仅仅局限在对

荷香荟萃（图3）。其中荷红映日、荷翠缤纷2个区

社会的旅游需求和园林的资源特色，在丰富公园游

公园环境和植物的点滴整理、修剪，而应在符合游

域为环境布置展区，以荷花为主景的现代园林小品

览活动的基础上，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将精深

客消费需求日益个性化趋势的基础上，向深层次、

使景点游览更具现

典雅的园林文化加以重新整合，开发出文化、专题

2.2 活动丰富 深化“荷”文化品牌

多元化方向发展，用有序不断的开发来延长旅游的

代感和创新性（图4），“荷香荟萃”地点在郭

的旅游商品。如2013年在曲渡清波水榭上新设的西

生命周期，变“单一的创新开发”为“系列产品的

庄，为主要的精品展区，又由入口区、珍宝莲（品

湖元素纪念品商店，自然简约的现代店面装饰吸引

持续创新”。曲院风荷公园曾举办过两届全国荷花

种区）、聚瑞莲（小品区）、墨咏莲（科普区）、

了游客的眼球，而店内精致、丰富并充满人文气息

展，近三年的“荷红莲碧”荷花艺术节更着重在景

艺创莲（插花、文创区）组成， 汇集和展示了国内

的明信片、图书、陶艺等承载着西湖文化内涵的商

观布置、展览活动上强化设计丰富性，提供了更多

外荷花、睡莲等水湿生植物近500种（品种），共计

品更获得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青睐（图6）。在成功推

有内涵、高品位的旅游元素，使各要素都成为吸引

5000余缸。也正是因为众多新、奇、特的品种，吸

出西湖元素纪念品系列后，2014年，继续在郭庄进

游客的旅游产品。

引了广大的市民、游客。六个区域又分别由节点小

行了结合荷花文化的陶艺、瓷器系列商品集中展示

景串联，将整个展览有序结合，让游人的旅行步步

（图7），旅游地商品这种全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形

以2013年荷花艺术节为例，整个景区分为主展

7

5_莲与禅主题讲座 （王
山 供图）
6_西湖元素纪念品商店
（王山 供图）
7_西湖元素纪念品郭庄
展区（范丽琨 供图）
8_荷花宴美食（范丽琨

8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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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无论是荷花特色茶饮、荷花佳肴还是荷

和休闲活动的文化内涵, 对某些特殊景点和服务设

花特色点心，均为了迎合市民、游客盛夏季节饮食

施进行多功能化的综合设计；运用相应的宣传促销

上追求清淡、新颖的饮食需求而制。据最后统计，

理念和手段改变或诱导游客, 帮助旅游服务人员树

公园在推出特色荷花美食后，日营业额平均上涨

立新的旅游理念, 提高游客和服务人员的旅游文化

10%-20%。与其他商家盛夏需打折吸引消费者的情

品位, 增强景点与游客的沟通, 引起共鸣。

况相比，要想在曲院风荷公园品尝美食，甚至还需

3.3 旅游商品类型的丰富

提前预定，可见人们对于这一消费产品的认同与热
衷。

“吃茶去”，是一种情怀
"Go To Have Teas"，It Is A Feelings
朱禾 / Zhu He

旅游商品的开发和创新依然是丰富景区园林旅
游产品形象的重要环节。 [5]近几年推出的特色文化
创意商品的成功证实了其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市场价

3 建议与展望

值，未来要做的依然是依靠杭州和西湖园林自身的

可持续旅游是指在满足现有旅游者与地方社区

文化传统，充分利用杭州本地的特色资源和技艺，

居民需求的同时, 保护与增强未来的发展机会。它

将古典园林的特性融入其中，不断研发旅游商品独

的核心是经济效率、社会公正与环境完整的统一。

具个性的内容和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这也是

经济效率包括维护现在的经济生产力并给未来一代

传播曲院风荷旅游地形象，提升其未来市场竞争力

的经济机会。社会公正指保护人类与文化遗产。而

的重要途径。

环境完整指保护基本的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在

3.4 打造适合全年经营的荷品牌

当今的信息、科技、知识全面发展的全球形势下，

荷景观赏受季节性地限制，只能在夏季发挥其

可以看到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将越来越置于激烈的国

旅游产品竞争力，提高游客量。那么更需要在依托

际国内旅游市场竞争之中,作为资源依托型的传统观

自然资源之外进行可以应对四季旅游的产品开发，

光旅游产品，西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做到

如荷与茶有着相通的境界追求，在两者的结合上进

社会公正和环境完整，保护好老底子的自然人文环

行进一步的研创，形成适合全年经营的文化品牌。

境，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效率，不断提高市场竞争
力，虽然近几年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但与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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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丽琨，女，1984年12月生，江苏扬州人，硕士，工程师，杭州西湖

夏末初秋，桂花的香甜已然在空气中慢慢弥散
开来，去满觉陇吃茶，杭州本地人如此约起。龙井

倚湖依城的湖畔居，位于杭州市圣塘景区1

茶、满陇桂、虎跑泉、定胜糕似乎成为了杭州人

号，是历史悠久的品茶胜地，地理位置十分优

“吃茶”的顶配。一杯龙井，两三点心，四五伙

越，坐拥北线绝美湖景，断桥、白堤、保俶塔尽

伴，便能度过美好的一天。

收眼底，喧嚣与宁静只在一楼之间。在这里可以

我真切觉得，能更好的感受一座城，就是去体

素。[4]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钱江管理处，从事风景园林管理。

验她的情怀。而对于杭州，“吃茶”便是杭州人的

3.2 景点服务功能创新

唐宇力，男，1968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日常情怀。

运用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多角度的开发旅游景点

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灵隐管理处，从事风景园林管理。

湖畔居

给大家推荐三个杭城典型的茶舍。

赏景品茶尝小吃，是深度游的游客一个很好的选
择。
湖畔居的地段真的没话说，更多人喜欢坐三楼
阳台，面前就是开阔的湖面，手摇小橹缓缓地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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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你坐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儿，便在船头
看你了。

浙江农林大学包志毅教授
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物质，突然被激发出来了。
所以我想做一个可以让现在年轻人爱上茶的一

果（秋天的新鲜莲蓬是大爱）和杭州名小吃:片儿

种都分不清楚。不知道这个茶是什么味，特别之处

川、馄饨、定胜糕，必须强推的茶叶蛋，被称为杭

又是什么，每一个都会混淆。所以我想出了一个很

城第一蛋！茶叶蛋中的贵族！首先茶叶是用上等祁

简单的方法，让人们认识茶，我就决定，反过来

门红茶，蛋在晚上用文火烧煮，在卤汁的浸润下蛋

做”所以对白最大的特色是，他有一个“七是一个

白如哥窑的金丝铁线般勾勒出冰裂纹。

谜”。老板会有一个茶盒让你自己挑，先品茶再告
诉你这是什么茶。而不是先听茶的故事再品茶。这

青藤茶馆

直接可以让你了解，你的口味适合什么茶。

青藤茶馆创立于1996年，在杭州家喻户晓的茶

当我们问到为何是数字7的时候，店主这样回答

室。记得小时候，周末若是下雨天气不好，母亲就

我们：“7是人记忆的一个临界点，当一种事物超过

会约上几个好友带上我们几个小孩子，去茶馆坐一

7样你就很难记忆了。并且7这个数字是一个很神秘

天，聊天喝茶。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网络时代的丰

的数字，比如一周有七天，彩虹有七种颜色，所以

富生活，更多的是面对面的交流。对于游客来讲，

我们命名为“七是一个谜”。

顺便在这里买上精致包装的伴手礼也是一个不错的

试管茶叶也是对白的最大特色之一。店主说很多

选择。比起在景点附近买，不如在杭州本地人常来

人喝茶不知道茶长什么样，这样装在透明的试管里一

的茶馆体验一番顺带买一些伴手礼。在元华店，每

目了然。可以去观察茶叶的容貌。试管上还有二维码

位最低消费为88元，这只是个茶钱，茶还可以另外

通过扫描可以深入知道茶叶品种的属性和特点。
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喝茶的器皿。器皿是顾

州小吃，例如葱包桧，定胜糕等。风景也很好，窗

客自己挑选，喜欢用什么样的杯子就挑选什么样

外就是西湖就是南山路。

的，有别于其他茶舍。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对白茶舍相识，之前曾

对白茶舍

听到很多年轻人抱怨说远离茶这种传统文化太久，

我们在与店主的交谈中，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

总觉得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现在看到我们年

觉得茶这种东西门槛很高，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如

轻人将传统的茶文化通过新颖的方式传承发扬下

此，可是一旦你开始接触，你会发现，你会毫无缘

来，很开心。

故的爱上它，就像是一种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某种

对白茶舍（朱禾 摄）

落雨了，就去茶馆坐坐吧，感受一下杭州情怀。

青藤（朱禾 摄）

青藤茶馆（朱禾 摄）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5 年会于 10 月 31 日

著作15本，其中《世界园林乔灌木》、《植物景

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开幕式上，为第六届

观规划设计》等著作在行业内具有广泛影响。重

（2014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奖者颁奖，风景

视研究和实践结合，主持《华为上海基地项目植

园林行业包志毅、朱祥明、于学斌三人获此殊荣。

物景观优化设计》、《绍兴六湖植物景观规划设

根据《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选表彰办法》

计》、联合主持《宁波植物园规划设计》等重要

规定，经推荐单位评选推荐、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规划设计项目，取得良好效果。主持设计的柔石

者评审委员会评审、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公园提升改造工程等项目两次获得浙江省优秀园

员会批准，对入选者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林工程金奖。通过植物景观结构和功能研究，植

者”称号。该称号为终身荣誉，每人限授一次。

物景观案例研究和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已培

评选范围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以

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86人，大部分从业于园林植

及相关科学领域从事科技研究与开发、普及与推

物应用和植物景观规划设计领域，他们已经或正

广、科技人才培养或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并在

在成为我国园林植物应用和植物景观规划设计研

第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究和实践的重要力量，所培养的研究生或研究团

包志毅教授，博士生导师、园林国家特色专

队成员已经在园林植物应用和植物景观相关领域

业建设点负责人、浙江省重点学科风景园林学一

获得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2001年获浙江

级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花卉产业创

大学先进工作者称号，2004年获浙江大学优秀教

新团队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宁波市甬

师称号，2010年获浙江农林大学教学名师称号。

江学者、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旅游

包志毅教授热心社会和行业公益事业，高度

与健康学院院长。1964年生于浙江省东阳县，

关注园林绿化产业发展。兼任高等学校风景园林

1981-1985年就读于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

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住房和城乡建

学）园林专业，1985－1988年和1990-1993年，

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

师从陈俊愉先生攻读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与观

会理事，农业部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

赏园艺硕士和博士，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曾经

省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

先后担任杭州植物园副主任，杭州你好园林园艺

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花卉协会专家委员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江大学园艺系副主

会主任委员，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杭

任，浙江大学园林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曾在清华

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文园林》主编，

大学景观学系教授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中国园林》、《风景园林》、《景观设计》编

包志毅教授长期致力于植物景观结构和功

委等职。担任著名高新技术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

能、植物景观规划设计原理和方法、园林植物资

司景观绿化专家，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园区

源和应用、现代家庭园艺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

环境和景观绿化出谋划策。支持园林绿化行业龙

主持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科研项目，作

头企业发展，兼任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岭南

为主要骨干参加的科研项目获杭州市科技进步成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果奖。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SCI收录5篇；出版

（文/吴仁武）

【活 动】

点。其他食物是自助式的，你可以坐一整天，吃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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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Bao Zhiyi Zhejiang From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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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园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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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Garden System Won Several Award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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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1日，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年度会

同时，杭州蓝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杭州原

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风景园林行业的一次盛

景建设环境有限公司、浙江三叶园林建设有限公

会，大会主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风景园

司、浙江凯胜园林市政有限公司、浙江天地园林

林”，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景园林工作者参加了这

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汇达绿地有限公司、杭州神

次盛会。

工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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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年会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开幕式

公司、杭州萧山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中艺生

写法，中文200字左右，独立成文）、中英文关键词（3-6个）、文章主体（包括：引言、正文、结论、备注以及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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