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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坚守本根
Inheriting The History, Adhering To The Root
施奠东 / Shi Di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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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港公园牡丹亭

珠帘壁清音楼

Abstract: The Chinese aesthetics prefers expressing feelings through things, and telling truth by expressing feelings. It
emphasizes the coherence of knowledge, feelings and forms.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root, but also continu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t should be historical, foreign, dialectical, and innovative.

习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

我之所以在此引述习总书记的这一长段讲话，

of Chinese cultural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heriting the history, and

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

是因为这些重要讲话太切中当今中国风景园林界的

adhering to the root, taking West Lake which is ful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pirit as an example.

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

一些要害问题，请大家静心学习、思考一下，当今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名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

我们行业内的一些乱象和所谓的时尚、时新的观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

点，还剩下多少中国精神、中国园林文化的优秀传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统呢？以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中国几千年传承

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中华文化既坚守

下来的园林优秀文化将荡然无存，成为一个不伦不

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

类的舶来品。

"Inheriting the rules, while starting our own period",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heritage；history；root

太子湾公园鸟瞰

族自信和伟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

今天我根据“乡土园林”的论坛主题，也就身

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

在西湖谈谈西湖吧，谈谈极富有中华传统园林美学

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

精神的西湖本（乡）土园林吧。

之林。
浚其泉源。”——（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1 西湖是自然山水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
想相融合的产物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

西湖原为钱塘江海湾的一部分，由于自然潮汐

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

的泥沙淤塞，西湖成为泻湖。公元1世纪，杭州县令

“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

曹信始筑“钱塘”，泻湖的东岸开始定型。从1世纪

“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没有前途。

到6世纪，杭州城市随着西湖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

来，从湖西灵隐山一带搬到凤凰山下。从唐至清，

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西湖历代都有淤塞。我们

知、情、意、形相统一。我们要结合新时代条件传

的先人为保护西湖的完整性，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力，历史上前后疏浚约23次，其中相隔100年以上的

精神。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

有3次，最长为168年，相隔20年以下的有7次，最短

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

为8年。其中有影响的几次疏浚是唐长庆二年（822

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传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

年）白居易浚湖泥，筑石堤；唐天成二年（927年）

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的转

吴越王钱镠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北宋

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元祐五年（1090年）苏东坡大规模综合治理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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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强调知、情、意、形相统一。传承中华文化既要坚守本根又
要不断与时俱进，应当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本文以极富有中华传统园林美学精神的西湖本
（乡）土园林论述了传承历史和坚守本根的重要性。
【关键词】传承；历史；本根

用疏浚挖出来的葑泥在湖上堆筑长堤（苏堤）；南

花港观鱼从东部入口的树丛障景处理到藏山阁

都把它看作是太子湾的自然水源。整个水系在形态

草坪，雪松草坪，然后穿过广玉兰、茶花树丛进入

上多种多样，既有水声潺潺，如清音缭绕，又有疾

淤泥堆筑东西走向的湖堤（赵公堤）；明弘治十六

握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保护自然、尊重自然，

中国园林特色的观鱼池，这一系列空间序列，是西

风骤雨，如铿锵击地。在园路设置上，整个公园没

年（1508年）杨孟瑛力排众议，浚湖筑堤（杨公

以自然为师，传承中国传统园林山水自然的风格。

方造园艺术的衍生，也是东方园林艺术的新体现。

有一条直线，都呈“S”形，自然弯曲。在植物配

堤），西湖始复唐宋之旧观；清嘉庆十四年（1809

至今在西湖风景区内，你几乎看不到现在那种不伦

据孙先生介绍，他当年构思港湾景区是受“田园交

置上，花港用的骨干树种是外来树种，如雪松、广

年）阮元疏浚西湖，用葑泥堆筑阮公墩。通过历代

不类，所谓时尚的丑陋面貌。二是坚守西湖十景的

响曲”的影响，构成音乐的韵律。

玉兰，太子湾是乡土树种乐昌含笑和川含笑。在观

对西湖的治理和人文建设，奠定了今天西湖的整体

千年古意。解放后，从花港观鱼开始的园林创作，

八十年代末建设的太子湾公园与花港隔路相

花植物上，花港用的是牡丹、碧桃、海棠为主，太

格局。

没有脱离这个主题。花港观鱼、柳浪闻莺、曲院风

望，原来是西湖的一部分，解放后是疏浚西湖淤

子湾用的是外来的郁金香、日本樱花，在配置手法

由此可见，西湖是得之于自然，成之于人工。

荷、苏堤春晓等等风貌虽新而古意悠长，历史源远

泥的堆泥区，杂草丛生，1985年西湖从钱塘江引水

上，花港充分显示出植物群落的多层次搭配，太

明代一位日本僧人游览西湖后写了一首诗：“昔年

深邃。三是坚持东方园林美学原则，诗情画意，意

时，引水渠道由此直线穿过。太子湾建园之初确立

子湾采用的乔木树丛配花卉地被，减少了中间的层

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

境深远，形神兼备。布局上开合收放，跌宕起伏，

了“自然、野趣、简洁、开畅”的建园理念，在意

次，显得舒朗而开畅。

画工还欠费功夫”。

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优秀艺术成就。四是将历

境创造上，更显示浪漫清新，自由舒展的情趣。

园林文化

·LANDSCAPE CULTURE

2 山光湖塞与湖光山色的华丽转变
西湖从1809-1949年未有较好疏浚，湖深仅

史文化、文物古迹与西湖的山水融为一体，延续西

太子湾的造园理法，运用的是中国传统山水画

湖文脉，突出西湖园林文化的核心价值：秀美而雅

的构图手法。在地理处理上，根据立地条件，挖湖

山自天目飞来南枕九曜碧野千畴臻画境；

致，逸情而厚重。

堆土，使公园地形和九曜山的坡地自然衔接；在理

水自钱江注入北融西湖长河一线贯京华。

水上，把直线形的引水渠道加以改变成有收有放，

太子安在，帝业烟消流水无奈斯人去；

委婉曲折的线型，并向两侧逶迤延伸。特别成功的

湾迹犹存，涟漪星散青山依旧宾客来。

0.55m。1952-1958年，杭州市政府投资453万
元，挖泥720万m3，深度达到1.8m。以后又经历了

太子湾公园的楹联勾勒出了造园的地理条件和

4 兼收并蓄，继往开来

历史渊源，颇耐人寻味：

1976-1982年，1999-2003年两次较大的疏浚。其

几十年来，西湖的风景园林建设在传承历史的

是把引水口筑成一处自然瀑布，达到了“虽由人

曲水绕老桥似说故园旧事；

中，1999-2003年投资2.35亿元，疏浚底泥260万

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创造了独特的、具

作，宛自天开”的境地，一般不了解情况的游客，

青松伴高屋神游画里桃源。

m3，水深达到了2.15m。

有西湖风格的风景园林。从园林学逐步形成为今天

1949年前，西湖群山呈现出山光秃秃的一片荒

的风景园林学，西湖是最好的诠释。1989年中国风

芜景象。从1950-1956年，7年时间造林绿化，封

景园林学会的成立就在杭州，正式出版物第一次以

山育林，使4000hm 2山体披上绿衣，逐步形成地带

“风景园林”命名的就是《西湖风景园林》。

性植被。杭州是国内最早实施山林绿化的城市，柳

风景园林学大师孙筱祥先生适应时代的发展，

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等一大批公园和风景

在花港观鱼的规划设计中开创了中国风景园林的一

点得到全面的复建、重建和发展。1956年建成的城

代新风，使中国园林别开生面，成为既传承历史又

建系统的第一个植物园——杭州植物园也将迎来建

开拓创新的优秀典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图书馆

园60周年华诞。本世纪以来实施的西湖综合保护工

主任看了花港观鱼后说，“过去我只知道东方园林

程，西湖的山水资源和人文历史得到进一步提高和

在日本，现在我知道真正的东方园林在中国”。而

完善，西湖的美誉度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世界IFLA主席戴安妮娜女士一进花港观鱼大门后却
说，这是“英国园林”。这是两位西方学者，从不

3 传承历史，坚守本根

同的角度诠释了花港观鱼传承与创新的融合。

甲子轮回，西湖的60年是坚守传承历史，坚守

中国传统园林的建筑比例普遍比较大，空间组

根本的60年，始终把保护自然山水和传承历史文化

织和分隔常常通过建筑来划分。花港观鱼突破了传

作为保护建设的宗旨。正因为如此，以西湖十景为

统的造园手法，以植物造景为主，用植物来划分组

核心价值的西湖文化景观成为世界遗产。山依旧，

织空间，建园之初园内除了原来留下的蒋庄、小陈

水泱泱，历史人文交相辉映，风景名胜反映了唐宋

庄及一个御碑亭和藏山阁（亭子）以外，新建的只

以来的基本历史风貌，如果说有所变化，那是时代

有一座竹结构的翠雨厅和牡丹亭，1964年才建临水

发展的必然，而且基本在可控范围内。但格局未

茶室，新建建筑占地面积不到1%，这和18世纪以后

变，风貌依然，价值长存。这是几十年来西湖保护

的欧洲公园相仿。

太子湾公园郁金香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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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湖风景园林建设而言，新建的公园始终把

园林文化

全面开浚西湖，所浚

宋淳祐七年（1247年）赵与

006

建设者们始终如一的苦心坚守、营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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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Analysis Of West Lake Couplet Culture
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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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信 王其煌 / Liang Xin Wang Qihuang

Abstract: couplets of West Lake have uniqu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alues, as a method to convey humanistic
connota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West Lake landscape; a performance of the "poetic" and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West Lake Cultural Landscape; a summary of the appearance of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and cultural
太子湾公园逍遥坡草坪（刘延捷 摄）

landscape, as well as a highly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of spiritual realm sublimation; it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and is with great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aesthetic value. Through the couplets of West Lake people can not only fully
appreciate the beautiful scenery, but also learn couplets and its relevant knowledge and enjoy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culture of West Lake.
Key words: West Lake couplet；couplet culture；celebrity；cultural influence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建设部城建司把太子湾公
园作为新型公园的代表向全国推广，是它适应了时
代发展而带来的审美需求，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无愧于时代，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
的风景园林。
现在那种以洋为尊、唯洋是从，顶礼膜拜，追

1 西湖文化与西湖楹联文化

花港观鱼公园和太子湾公园的共同特征都是以

在别人后面低级模仿而又浪费大量社会财富的、俗

杭州自古繁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倚湖

东方传统园林的艺术构思为基础，吸取西方造园艺

不可耐的园林作品，那些伪生态、伪科学和伪艺术

而兴，因湖而名。杭州的魅力，大多来自西湖，然

西湖文化，是在西湖产生、发展、创新和保

术的手法和环境意识，“巧于因借”，利用原有场

的东西一定经不起时间老人的考验，并受到历史的

西湖之吸引人，岂仅仅因为它的天生丽质，乃依仗

护、改造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创造、积累、

所的自然、文化条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布置

嘲笑和追责，如不信，请拭目以待之。

其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精神。如果说，西湖是

沉淀下来的丰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以杭州

杭州的魂，那么人文则是西湖的根。

与西湖为特有地域和历史文化为土壤和背景，以爱

经营，是东西方风景园林艺术和生态理念相融合的
范例。

5 结语
中华园林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园林文化之
一，当代追求自然生态的园林文化精神是我们祖先
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提出并一以贯之，这比国外要

【作者介绍】

千百年来，西湖的秀丽风光，让不少文人墨客

国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精神，以山水文化、

施奠东，男，1936年生，上海人，高级工程师，著名风景园林专家，

为它吟咏，让不少政客魂思梦萦。直至今日，它依

园林文化、建筑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61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今

然以其独特的风韵，吸引着五湖四海接踵而来的

文化、旅游文化、诗词文化、楹联文化、休闲文化

学会顾问，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及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名誉理事长，

游客。当然，现在的西湖是经过保护和改造后的西

等为主要内容，以西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载

杭州市城市规划专家咨询委员。曾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局长、总工程

湖，它从最天然的湖泊，变成最具人文底蕴的“天

体，对杭州城市和社会发展、地方文化和人文精神

下西湖”，是历经了“百千万劫”，方成的“大功

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特色文化。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专业。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中国风景园林

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中国
公园协会副会长。

早1000多年。我在对比了世界各国的名园胜境后，
不无自豪地说，杭州的风景园林水平即使放在当今
世界上也是在前列的。其它各城市古往今来也有许

德”。
注：本文由杨小茹根据作者在“全国‘乡土园林’与生态修复研讨会
暨浙江省第5届园林人居论坛”的演讲材料整理，经作者修改。

多范例，且不说北京的“三山五园”、承德避暑山
庄、苏州、扬州、广州等地的古典园林，只要我们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推陈出新，我们一定能创造出

注：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西湖的人文底蕴，主要体现在精巧的园林建

在众多文化内容中，楹联文化处于较为突出的
位置。

筑、丰硕的故事传说、灿烂的楹联诗词等方面，以

楹联，也称“对联”、“对子”或“楹帖”，

文字、建筑和园林景观为载体的创造，它们点缀着

它是随着汉魏骈体文和唐代格律诗的成熟而形成

“最美”的西湖，而在众多的人文节点上，西湖楹

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清乾隆时才被雅称为“楹

联则占有很重要一席。

联”。它以骈俪对仗，音调铿锵，节奏优美，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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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湖楹联有着独特的文化作用和审美价值，作为传达旨趣、解析西湖景观建筑物的人文内涵、营
造西湖景观意境的手段，是西湖人文景观的“诗意化”和“心灵化”表现，是建筑景观、人文景观表象和心
灵境界升华的一种高度审美概括，具有不可或缺性和浓厚的历史、人文审美价值。通过西湖的楹联，不仅可
以充分领略西湖优美的景色，还可以了解楹联和与其相关的文化知识，欣赏独具魅力的西湖文化。
【关键词】西湖楹联；楹联文化；名人名联；文化影响

文的意境与韵文的节奏于一体，浅貌深衷、寓意深
远。
当楹联与西湖相碰撞，产生激烈的火花，西湖
楹联便应运而生。在西湖悬挂、张贴或者记诵西湖

西湖佳景，通过几个或者十几个字的组合加以描

（徐渭撰）

“爵比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寿同广成子，住

绘，有着无穷无尽的魅力。这些对联，镌刻在木板

此联原为明代才子徐渭（字文长）为故乡绍兴

崆峒万八千年”，可视为早期西湖楹联抒述西湖历

或者石柱之上，悬挂或镶嵌在景点之中，能帮助游

府山飞翼楼所作，删去了原上下联中“王公险设，

史的一种尝试。

客深入领略西湖的美，激起游客的情感共鸣，起到

带砺盟存”“牛斗星分，蓬莱景胜”十六字，用在

画龙点睛的作用。

吴山城隍阁似乎更为贴切，点明了登阁远眺，左湖

经过粗略统计，西湖现有楹联一千余副，或悬

述西湖的美景，歌咏与西湖相关的人、事、物，表

挂于西湖景点之上，或记录在史籍、书册之中。这

达爱国、为民、仁爱、公恕、中和、慈孝、诚信、

些楹联，多为明清、近现代的作品。明清时期，徐

谦恭、谨让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渭、董其昌、张岱、康熙、乾隆、阮元、林则徐等

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

如小瀛洲联：

为西湖留下大量的楹联佳作，至近现代，名人名联

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

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卅折画桥，览沿堤

更是数不胜数。

（黄文中撰书）

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
未尝见；

西湖楹联，有它独特的文化作用和审美价值。
它涉及文学、书法、美学、哲学、宗教、建筑等

在众多描绘西湖美景的楹联中，最著名的莫过
于黄文中撰书的“西湖天下景”亭联：

（西湖）右江（钱塘江），杭城尽收眼底的“吴山
天风”的意境。

领域，作为艺术语言，不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或建

西湖楹联，脍炙人口，名传千古，有的描写自

此联把西湖的山水风光、晴雨景象尽收联中。

筑物典雅的装饰品，更是一种审美艺术本体的建

然风光，感受胜景，怡人性情；有的赞颂英雄，揭

上联说西湖的山山水水，到处都是明媚秀丽的；下

霸业销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

构。西湖楹联作为传达旨趣、解析西湖景观建筑物

示真理，见心明志；有的教化世人，蕴含哲理，议

联取意苏轼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暮霭，春煦秋阴，饮山水渌，坐忘人世，万方同慨

的人文内涵、营造西湖景观意境的手段，是西湖人

论抒怀。无怪乎，西湖被誉为“楹联的大观园”，

奇”，讲西湖“晴”“雨”之时的佳奇幽妙。

更何之。

文景观的“诗意化”和“心灵化”表现，是建筑景

与景共存，为景争辉，赋予西湖独特的文化气息和

观、人文景观表象和心灵境界升华的一种高度审美

生生不息的活力。

概括，具有不可或缺性和浓厚的历史、人文审美价
值。

正如有人讲的，楹联犹如“人之眉目”。通过
西湖的楹联，好似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湖文化打开一

有意思的是，这幅叠字联，也是回文对。倒过

（康有为撰，萧娴书）

来读：秀秀明明处处山山水水；奇奇好好时时雨雨

此联乃清末康有为撰。上联将三潭印月的美景

晴晴。同样描绘了西湖的明丽，读起来朗朗上口，

描绘得淋漓尽致，下联是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因

富有韵律。

为变法的失败，所以才有了“坐忘人世”，归隐西

纵观西湖发展史，西湖文化与西湖楹联相生相

扇心灵互通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不仅可以充分

撰书者黄文中（1890—1946），字正心，后改字

长，若西湖文化发展处于低迷甚至停止状态，西湖

领略西湖优美的景色，还可以了解楹联和与其相关

中天，甘肃临洮人。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学士，同

楹联的创作也随之低迷而停止。

的文化知识，欣赏独具魅力的西湖文化。

盟会会员。他抨击军阀专制，批评时政，倡导民主

如平湖秋月梅鹤轩联：

自由，有“民主斗士”之称。1931年后避居杭州，为

胜地重新，在红藕花中、绿杨阴里；

西湖景观题写了多幅名联，为一代楹联大家。

清游自昔，看长天一色、朗月当空。

早在唐、五代，西湖景观基本定型，一些知名
的诗人逐渐注意到西湖的美，并留下不少诗篇。

2 西湖楹联文化对西湖文化的润泽

湖的念头。据载，毛泽东同志寓杭时曾不止一次地
书写过此联。

黄氏另外所撰联，撷取一二，如湖心亭联：

（阮元撰）

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消长的关系。

隔市怒潮吞旭日；

此联是清代乾嘉名宦阮元为整治后的平湖秋月

化、钱塘江文化、运河文化、西溪文化等）和西湖

西湖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通过山水景

绕亭绿水拱青山。

所撰。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

楹联文化初生。初唐诗人宋之问《灵隐寺》中句

观、园林艺术、建筑艺术、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和

如三潭印月联：

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户、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

书法楹联等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传说故事、诗词

潭影湖光浑万象；

兵、工部侍郎，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

香云外飘”，以其工整的对仗、优美的意境，为后

歌赋和楹联等形式都是隐性的表现形式，它们默默

山容水意自天然。

卒谥文达。曾三次任官浙江。在浙江当官期间，主

世西湖楹联文化的繁荣开启了大门。中唐白居易的

装点西湖，间接提升西湖的文化。

如春淙亭联：

要的两件功绩，一是疏浚西湖，改善“西湖十景”

西湖楹联中蕴含的内涵和文化特点，把西湖塑

山水多奇踪，二涧春淙一灵鹫；

的景观环境；一是创办“诂经精舍”，延请名师培

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尤物，把一幅幅对

天地无凋换，百顷湖水十里源。

养高素质经史学术人才。

联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西湖文化史。

黄氏所撰联，大多是撰并书。春淙亭联乃黄氏

此联联意即指平湖秋月的美丽景色，红藕、绿

集李白、苏轼、苏辙句而成。黄氏书法典雅得体，

杨、长空、朗月，色彩和空间上的视觉效果，让

所撰联句描摹得当，可见其学养深厚。

平湖之美映入眼中。此联语使用句中自对的对仗方

如宋之问、孟浩然、李白、王昌龄、白居易等。此

西湖楹联文化是西湖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两者

时，广义的西湖文化（即杭州文化，包括西湖文

到来，则为西湖楹联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白居易歌咏西湖的句子“山寺月中寻桂子，郡
亭枕上看潮头”（《忆江南》）、“松排山面千
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春题湖上》）、“乱

毋庸置疑，西湖楹联文化对西湖产生了巨大的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钱塘湖春

作用。

行》）、“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唐泻绿油”

2.1 画龙点睛作用

西湖景点中，不乏名人撰联，或集名人诗句成

式，灵动清新，意境开阔。

（《答客问杭州》），虽然是从诗词中抽取，但其

提到西湖楹联，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描写西湖山

联，为西湖添色不少。

对仗的样式，已经开启西湖楹联的先河。它对西湖

山水水的旖旎风光、抒发愉悦心情的对联，且这一

如吴山城隍阁联：

林花经雨香犹在；

楹联的兴起和精彩的表现，提升西湖的文化内涵，

部分对联也是最多的。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

芳草留人意自闲。

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

（集句）

促使西湖楹联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楹联，既是点景之作，又是悟景之作，将

又如花港观鱼绿猗亭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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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名胜的对联，也称为名胜联。它的内容大多描

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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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宋代，大诗人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曾题

上联出自北宋寇准的《春晚书事》诗，下联出
自欧阳修的《再至西都》诗，均系名家名句。联句
清新，描绘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景。

历史上，杭州香火鼎盛，寺庙道场林立，如灵
隐寺、净慈寺、天竺三寺、抱朴道院、黄龙洞等

以上楹联，瑰丽的辞藻，出众的文采，俊美的

等。这些寺院，除了本身的佛道文化、建筑文化之

情思，使西湖因之而更韵致，确是对大好湖山的点

外，还留下众多的楹联，在西湖楹联文化中占有较

睛之笔。

大的比例。

2.2 深化导向作用
西湖楹联，除描绘美景之外，不少是赞颂名人
烈士、留题名山古刹的。这一类联通常是励志警策
品质，教人除恶向善，注重表达修身养性、陶冶情

联中不仅写出了桂花的颜色金黄和形状如雨，

如净慈寺联：

也写出了它的甜香扑鼻，沁入心田。此联用于满陇

塔飞山坐，一样空华，今逢末世万年初，如是

桂雨，有如天作之合。

道场，愿尔众生圆觉；
珠照灯传，三轮真谛，顿悟现前四大假，傥求
法相，莫忘梵境庄严。

如断桥残雪联：
断桥桥不断；
残雪雪未残。

如灵隐寺联：

（潘天寿撰书）

（旧联）

五蕴皆空，一尘不染，虽非类横侵，终与感化

如济公塔院联：

联语嵌入“断桥残雪”四字，并从“断”与

而归正觉；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有情通则，更期精进
共证菩提。

怕事忍事不生事，自然无事；

“残”字面意出发，饶有生趣地写了此处景象，引

平心守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人入胜，心生向往。

（旧联，刘江书）

此类联与现在所说的“名人效应”一样，它是

操之意，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因而，它在深化西

（旧联）

湖内涵、丰富西湖底蕴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联意谓遵循佛教教义，排除物欲，保持身心

张苍水、秋瑾、弘一大师、济公等名人或者佛道、

如岳坟联：

纯洁，是是非非不能侵扰，最终得以感化，从而大

墓园、浮屠的楹联，都具有教育警示作用，不但深

文化需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需要继承

青山有幸埋忠骨；

彻大悟，归之正觉。下联则是奉劝世人恶事莫作，

化了它的内核，而且提升了西湖的形象。倘若说，

和创新，西湖文化犹然。西湖楹联文化深刻反映

白铁无辜铸佞臣。

从善而行，勇猛精进，而达到觉悟的境界。

写景联是西湖的风姿，励志警策联则褒扬了它的风

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西湖状况、时代风貌和精神积
淀。所以西湖楹联的文化传承作用不容低估。

楹联本身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岳飞、于谦、

“名联效应”，起到了不错的广告宣传作用。
2.4 文化传承作用

（松江女史徐氏撰，陆维钊书）

如城隍庙联：

节。

此联中，对忠臣和佞臣进行议论，以“青山”

阴报阳报，迟报速报，终须有报；

2.3 导游宣传作用

和“白铁”比喻之。将“青山”、“白铁”人格

天知地知，人知鬼知，何谓无知。

化，仿佛青山在庆幸埋了忠骨，白铁却在叹息铸成

（旧联）

佞臣。联语爱憎分明，从而凸显岳飞的忠诚。

上联言善恶到头终有报，告诫人们要懂得“种

西湖楹联较好地介绍了西湖的美景、特色和内

要的作用。其次，西湖楹联文化传承着“真、善、

如张苍水先生祠联：

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的道理。下联意

涵，名联名句能最大、最快、最广泛地传递西湖的

美”的人文精神。这些精神，往往体现在具有高尚

纵横海陆，入闽回浙，廿年赤手挽波澜，一掷

为，做任何事情都需光明正大。俗话讲：“若要人

相关信息，激发和诱导游客前来参观游玩。除上

德行的文化名人身上。西湖楹联就记忆着这样一批

不知，除非己莫为”。此联意在警示人们做人做事

文提到的西湖最出名的联句——宋之问、白居易、

名人，如马一浮、章太炎、沙孟海、潘天寿等，他

要光明磊落，不可走邪门歪道。

苏轼和黄文中所撰“西湖天下景”亭联外，又如石

们的纪念馆均坐落在西子湖畔，并悬挂相应的对

又如上天竺法喜寺联：

治棠集苏轼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更邀明月说明

联。

（桂心仪撰）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世事付之一笑；

年”，都不可谓不出名。

上联描述张苍水（名煌言，字玄著，号苍水）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身躯报故国；
俯仰湖山，师岳友于，三片丹心昭日月，长留
信史传忠魂。

西湖楹联是西湖独具特色且有效的广告传播形
式。

首先，西湖楹联文化促进楹联本身的发展。楹
联经过千年的发展，到如今依旧生生不息，拥有
顽强的生命力，还在为新西湖文化的形成发挥着重

如马一浮纪念馆联：

自南宋以降，评选出的西湖十景、新西湖十

学通儒释；

毕生坚持抗清，最终慷慨殉节的壮烈事迹；下联

（佚名）

景、三评西湖十景，均配有相关楹联，不少是脍炙

行绍程朱。

歌颂了张苍水与岳飞、于谦一起长留西湖，永垂不

这虽是描写弥勒佛的联，却真切地写出了佛之

人口，广为流传的，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

（许绍光撰，沈定庵书）

朽。
如于忠肃公祠联及墓道联：
两袖清风昭万世；
一轮明月耀三台。

笑口常开，对待世事之宽容大度。意在劝诫人们应

如曲院风荷联：

当笑对人生，以宽和待人。

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

其他有关于佛道的联，亦撷取一二，如黄龙洞
联：

此联高度评价了马一浮的学问贯通儒释，为人
处事则以程朱（程颐、程颢，朱熹）为范。

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又如章太炎纪念馆联：

（旧联）

遗志托南屏，谋国岂逊张阁学；

这同样是一副巧妙运用叠字手法赞誉园内秀丽

高名仰北海，传经难忘郑公乡。

（胡澍沛撰）

黄泽不竭；

血不曾冷；

老子其犹。

风景的对联。倒读亦可。

风孰与高。

（易孺题）

如满陇桂雨联：

（佚名）

如葛岭初阳台联：

饰金软雨来天阙；

的节气，称赞了他在治学方面的造诣。章太炎在史

指明了于谦两袖清风的美德昭示千秋万代，就

晓日初升，荡开山色湖光，试登绝顶；

袭祴香尘入涧溪。

学、文学、训诂学等方面均有很大成就。

像一轮明月光辉，照亮了三台山。他精神不灭，其

仙人何处，剩有石台丹井，来结闲缘。

（旧联）

（汤炳正撰书）
此联评价了章太炎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革命

西湖楹联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继承与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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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传达爱国主义情怀，歌颂高洁、刚正、清廉的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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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永远激励着后人。

较强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不断
丰富和充实，不断与外界事物发生联系，相互影响
并促进。

征鸿雪；
文泉印泉，四照阁边同剔藓，挹孤山苍翠，合

成寺的浓浓禅意。
可以说，西湖是“楹联的大观园”，西湖也是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这一传统文化
的保护、继承与发扬，有着重大的意义。
楹联严谨的文字，精炼的语言，和谐的韵律，

楹联书法，篆、隶、楷、行、草，诸体皆有。除去

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自古以来便受文人雅

（胡宗成撰，沙孟海书）

集古人字或帝王书写外，大多由知名书法家书写，

士、市井小民的喜爱，可谓雅俗共赏。

密切的关系。楹联装饰性和观赏性的作用，让它

此联为西泠印社柏堂门联，由西泠印社第四任

如赵之谦、商承祚、于右任、钱君 匋、沈增植、饶

西湖楹联中就有一个案例。现今位于灵隐景区

不仅仅是保留在故纸堆里，更多的是展现在人们眼

社长、著名书法大师沙孟海先生题写。沙先生学问

宗颐、启功、沙孟海、萧娴、沈定庵、刘江等。一

内的冷泉亭，明代董其昌撰有“泉自几时冷起；

前。它可以整合于书画、雕刻、小说、戏剧、曲

渊博、研究精到、书法精深。其书法篆隶真行草诸

般来说，篆书肃穆挺拔，隶书严肃苍朴，楷书俊朗

峰从何处飞来”，上下联均用设问句，令人遐想，

艺、广告之中，起到催化剂和调味品的作用。

体皆精，沉雄茂密，俊朗多姿，以气势磅礴见称。

典雅，行书遒劲洒落，草书流畅奔逸。

回味无穷。自此以降，不少人围绕着“冷泉”和

楹联并不是孤立的艺术，它与其他的艺术具有
园林文化

完美融合，开创一个深具人文内涵的新西湖。凡是

此件作品行楷相间，朴拙而富韵致，自然而天成。
堪称佳作。

楹联配上适当的书法，达到了珠联璧合的效

“飞峰”撰联。如石治棠撰“泉自冷时冷起；峰从

果。楹联书法，直接表现出楹联所撰写的意境，为

飞处飞来”，左宗棠撰“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

有楹联的地方，都会带来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均

如虎跑大门联：

西湖楹联文化的形成、繁荣以及传播，产生了巨大

起；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俞樾撰“泉自有

为“最美西湖”锦上添花。

智慧照十方，庄严诸法界；

的影响。

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张载阳撰“峰峦或再有

大慈念一切，无碍如虚空。

3 书法与西湖楹联文化的关系

（李叔同撰书）

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

4 当代西湖楹联文化的发展和运用

迎”，如黄文中撰“峰欲再飞无净土；泉甘耐冷有

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书法，以其独

此联系弘一大师（即李叔同）撰并书。弘一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因为历史原因和客观因

特艺术表现形式，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动的舞、无

师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高僧，

素，除了极少数幸免于难之外，西湖大部分楹联遭

图的画、无声的乐。它通过西湖楹联这有形的表现

南山律宗一代宗师。他早年就以书法闻名，与西泠

到破坏。自八十年代开始，西湖景区部分景点陆续

方式，让人产生无穷的想象。书法的端庄、俊逸、

印社创始人叶为铭关系极为密切，出家后持戒精

得以修缮，重书了部分旧联，补充了些新联。

豪放、灵秀、妍美、粗犷、古拙，种种意象，通过

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艺术

近些年，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西湖风景名胜区

洋。西湖楹联文化，正熠熠生辉，它以其独有的魅

书法家们笔下的线条，表现出书写者的性格和气

风格。他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的书法避露锋芒，恰

管理委员会多次广泛向社会征集，或定向特约撰写

力与湖光山色遥相呼应，为西湖文化的繁荣，为杭

象，是西湖独特的文化瑰宝。

似这一件作品。朴拙圆满，浑若天成，是弘一大师

楹联，得到众多知名楹联家和普通爱好者的大力支

州文化的昌盛，发挥着重要的价值。

独有的特色。

持。所选用的楹联，大多已制板悬挂于景点亭阁之

纵观西湖楹联书法，有的端庄俊逸，有的粗犷
潇洒，有的严谨有度，有的朴拙险峻，有的舒畅流
丽。

讲到弘一大师，不得不提另一位书法家，原中

上，或刻于石柱上立于景区门口。

名山”（左宗棠和俞樾的联今不存）。楹联的趣味
可见一斑。
西湖，是天下的西湖，它是一个开放的、大气
的、包容的、精致的湖，它是诗的天堂，联的海

【作者介绍】

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他曾以

如三潭印月我心相印亭联：

梁信，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

如吴山茗香楼石柱联：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评价大师一

曲岸烟笼，正飞花入户；

王其煌，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名誉会长。

六十尊法像，列显明威，尽属东皇统御；

生。

寒潭影息，仍落月窥窗。

五百载神宫，重新至德，犹承南宋标题。

这副联如今悬挂在弘一法师纪念馆，书写者正

如万松书院仰圣门联：

（旧联，赵之琛书）

是赵朴初先生本人。这件书法有明月清风之禅意，

松岭仰弥高，万仞宫墙，居仁辅义；

此联系旧联，书写者是清代钱塘人士赵之琛，

浓郁朴茂而骨气深隐，因其高深的佛学素养涵养书

杏坛瞻在迩，一堂弦诵，扢雅扬风。

法，自成一家。

如漱碧亭联：

以隶书书写。赵之琛是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和书画
家，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系“西泠后四家”之

又如吴山宝成寺联：

梅开期月至；

一。他的隶书朴拙幽澹，自成一格。该联原是太岁

随影随形，观色观空西子月；

鱼跃顾人来。

庙联，赵之琛以此书体书写，彰显神明的庄严与威

即生即灭，听钟听磬浙江潮。

如赵公堤牌坊联：

德。

（王其煌撰，蔡云超书）

古道重辉，直向诸峰深处；

因一些不可抗因素，原先的楹联书法大多不

该联由国内著名书法诗文家蔡云超先生书写。

今朝更美，尤当双桨来时。

存，仅镌刻于石柱上的保存下来，而今悬挂于西湖

蔡先生有“浙江碑廊书法第一人”、“王书传人”

各个景点的楹联，书写者大多是近当代知名的书法

之美誉，沙孟海先生曾以“端庄、俊逸、清新、遒

家。

劲”八字赞其书法。此联作品，正楷书写，悬于宝

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成寺，与庄严法相、静肃气氛相融合，更加凸显宝

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国务院把楹联民俗列为

如西泠印社联：

如上等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注：文中所引楹联摘自刘颖主编，2015年杭州出版社《西湖楹联集
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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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西湖楹联，与书法、绘画、雕刻、建筑等

仰名贤。

园林文化

“书法的大观园”。整个西湖景区、景点中悬挂的

2.5 资源整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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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雨新雨，西泠桥畔各题襟，溯两汉渊源，籍

西湖龙井寺茶楹联匾额赏析

地相宜”，龙井草堂用匾“景光迅迩”等皆是。
清末民初，龙井寺几度重修，留下一幅风雅耐

Appreciation Of Tea Plaque Couplets In Longjing Temple West Lake

读的楹联：“秀萃明湖游目频来过溪处；腴含古井
怡情正及采茶时。”此联作者一般多认为佚名，而

张 珏 雨 友 / Zhang Jue Yu You

民国初年出版的《新增绘图西湖楹联》收录时称撰
联人正是对西湖龙井茶与景情有独钟的乾隆皇帝。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Couplets and plaques play a very special role,

2 墨色茶香

相得益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龙井茶为主题的楹联
匾额在龙井寺集中涌现，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2

3

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正值中
国改革开放之时，西湖龙井茶文化得到复苏与提

It blends Chinese calligraphy well with couplet, one can admire poetry and philosophy while appreciate calligraphies.
Taking Longjing Temple West Lake as an example，this thesis tries to talk about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plets

1_《西湖佳话古今遗迹》 苏轼与辩才（张珏 摄）

and plaques among the landscape aesthetics.

2_西湖龙井寺“秀萃堂”匾额（张珏 摄）

Key words: Couplets and plaques；Longjing Temple；the landscape aesthetics

3_龙井寺“秀萃堂”楹联“泉从石出情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圆”
（张珏 摄）

升，在龙井寺景区，出自名家之手的以茶为主题的
楹联、匾额重新开始出现。
1980年，杭州市园林管理局为了装点明代始
建、清朝和民国初年屡经重修的龙井寺主殿遗构，
约请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题书“秀萃堂”匾

南朝画家宗炳曾言，“山水以形媚道”，名胜
古迹，山水景物主要是通过视觉效果来打动、愉悦

文中并没有直接出现“茶”或“茗”的字样和信

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额，书法名家刘炳森先生书写楹联“泉从石出情宜

息，或难感受到龙井的茶痕茗香。

的宗旨相符，又同清初文人陆次云称赞西湖龙井茶

冽；茶自峰生味更圆”。这两件茶联匾书法杰作，

为“无味之味”相通，颇有“茶禅一味”之意。

后来分别加以制作，悬挂在主殿改辟的茶室门口，

人。楹联以对仗、齐整为特征的形式美以及其与书

龙井景区题写茶景匾额的出现，在时间上明显

法、工艺美术等的兼容，一经与名胜景物相结合，

比茶联早。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西湖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

便被赋予对历史文化内涵的提示，对景物审美意蕴

名刹上天竺寺方丈、龙井“茶祖”辩才法师退居龙

杭州时二上龙井，作了七律《再游龙井作》：“清

第二阶段则始自2002年杭州实施西湖综合保护暨

精到点化和提升之效用。西湖天生丽质，龙井茶人

井寿圣院后，募缘整治山林，开辟风篁岭引种茶。

跸重听龙井泉，明将归辔启华旃。问山得路宜晴

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到推动 “茶为国饮，杭为

间尤物，两者以楹联匾额为载体如影随形地在同一

辩才与苏轼、秦观等著名文人在此雅集品茗，使龙

后，汲水烹茶正欲前。入目景光真迅尔，向人花木

茶都”战略决策的当下。期间，为了展示龙井历史悠

个得天独厚的山水空间里优美地传承着，从古至

井茶名声大振，也首开龙井禅茶活动先河。（图1）

似依然。斯诚佳矣予无梦，天姥那希李谪仙。”在

久、底蕴深厚的禅茶文化，特将龙井寺西厢房辟为

今，备受世人青睐。

元丰七年，御史赵抃访龙井，与辩才和诗往来，赵

北宋以来题咏龙井茶景、记写品茶风情的大量诗篇

“龙井问茶”文化展示陈列厅，展厅充分利用原建筑

诗曰“珍重老师迎意厚，龙泓亭上点龙茶”，辩才

中，乾隆这首诗，以其对龙井佳茗与龙井寺美景所

古色古香的特色，依次展示了自唐以来龙井茶事活动

和诗云“公年自尔增仙篆，几度龙泓咏贡茶”，

抒发的情怀之深，表露的赞叹之挚切，较之苏东

的历史，上有吴震启手书“风篁余韵”匾，两边柱上

西湖龙井景区最早有文字记载可考的楹联出现

可见当时龙井茶已是朝廷贡茶，寺院内外曾出现过

坡、孙东瀛（隆）、张岱等文人所作，并不逊色。

为张旭光手书抱对“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

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当时西湖景区

“方圆庵”、“潮音堂”、“二老亭”（“过溪

乾隆首次来到龙井寺以及其后的重游，都在龙井

毁于倭寇侵扰的名胜古迹多被修复，以楹联、匾额

亭”）等一批和禅茶理趣意境相关的品茶建筑和匾

寺一再写诗品题“龙井八景”（龙泓涧、风篁岭、

加以品题之风盛行。江苏常熟文人季婴的《西湖

额。“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为龙井题额“蓄

过溪亭、方圆庵、涤心沼、一片云、神运石、翠峰

龙井寺“清虚静泰”殿辟为茶艺展示场所，其

手镜》和著名文学家张岱的《西湖梦寻》均提及在

深发远”，苏东坡密友释道潜也题过“龙泓笑月”

阁）。那些题咏诗作中的赞誉词，成为后世人们对龙

内桌椅均为仿古式样，加以仿古宫灯照明，悬用的

龙井寺内“片云亭”处有出自万历年间任杭州织造

匾额。不过，真正将西湖龙井茶与胜景融合在一起

井名胜古迹与茶景、茶情不断予以关注、修缮、品题

匾联，分别为“清虚静泰”和截用自明代诗人王雅

太监近二十年的孙隆（字东瀛）之手的联语“兴来

加以品题的名家，还是要首推清高宗乾隆。

和提升时的珍贵素材。在现今之龙井寺，仍可看到大

登《龙井》诗开头两句的“深谷盘回入，灵泉觱沸

1 禅茶遗韵

历史钩沉

并沿用至今。（图2、3）

人”，联句出自于苏轼诗句。置身其间回味当年辩才
初创的龙井禅茶遗韵，恍若回归古时。

临水敲残月;谈罢吟风倚片云”。张岱也曾为龙井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皇帝第一次临幸

批联匾，或直接引用，或取意化用乾隆的龙井赋题，

流”。另外，配以张索手书“篁岭卷阿”匾，以及

撰题过一副“柱铭”楹联（因题刻在寺中石柱上，

龙井寺，就在前堂留题“篁岭卷阿”匾额，作为全寺

如龙井茶室用匾“清虚静泰”和楹联“欣于所遇何空

汪庭汉手书抱对“欣于所遇何空色，乐在其间足古

故名）云：“夜壑泉归，渥洼能致千岩雨；晓堂龙

胜景的概称，列入“杭州二十四景”。素以精研并善

色；乐在其间足古今”，与偕亭抱对“玉毫珠顶无

今”。室内正中为郭仲选手书“茶为国饮”匾。游

出，崖石皆为一片云。”从具体内容看，都是明朝

用佛教禅宗禅理而自诩的乾隆，又加题龙井寺额为

离即；皓月清池得证因”，御书楼匾额“湖山第一

人至此除可看到相关的介绍以外，还能够现场观看

文人所撰且同西湖名胜龙井直接相关的作品，但联

“不着一相”，这既与禅宗六祖慧能著名的“菩提

佳”，风篁阁用匾“清籁犹闻”，荪壁山房匾额“人

茶艺表演，并品茗纯正的龙井茶，涤荡身心，沉浸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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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传统山水园林的景观构建中，楹联匾额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
法与对联融为一体，翰墨之中品味美文的诗情哲理，词句之间赏观佳书的风神韵致。本文试以西湖龙井寺的
楹联匾额为例，浅谈楹联匾额在山水审美当中的独特韵味。
【关键词】楹联匾额；龙井寺；山水审美

1

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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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寺南入口，悬“龙井问茶”匾额，出自著名

在精神体验用语言和艺术表现出来就是“雅”，唯

从杨柳芙蓉到桃红柳绿

书法家王个簃之手。而新建的龙井石坊上题刻的柱

有借助于“品”方能体验“禅茶文化”深奥所在。

——苏堤植物景观的形成与演变

联，有明张岱所写“夜壑泉归渥洼能致千岩雨；晓堂

在杭州龙井寺景区，凡品茗赏茶景者，不经意间抬

龙出崖石皆为一片云”和截清乾隆帝所撰《再游龙井

头举目就能看到和读到茶楹联、匾额，那些或楷、

作》诗颔联的“问山得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欲前”

或隶、或行、或草、或篆的书法艺术，入目就让人

两副典雅之作。在龙井东厢房，还有“岚翠浮香”匾

滋生一种风雅文采相伴的微妙心思。如“泉从石出

额和“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的老联作。

情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圆”出自明代陈继儒《试

在禅茶文化之“正、清、和、雅”之中。

茶》诗，从自然生态环境角度盛赞龙井泉与茶。

的举措，促使龙井茶主题楹联、匾额在龙井景区

而“清虚静泰”出自三国时魏末“竹林七贤”嵇康

全面出彩，茶景、茶情艺术表现上也呈多元并存格

（字叔夜）之《养生论》，反映了古代文人追求清

局。上世纪八十年代，杭州市组织“新西湖十景”

心寡欲、虚怀若谷、静心如水、泰然自若的无为理

评选，“龙井问茶”以最高票数入选。

想境界。水甘茶郁，于人乃有情有味，相看两不
厌，也是饮茶能清心进而养生的玄妙所在。

3 与古为新

品茗赏景

龙井寺和“龙井八景”众多茶景及品茶建筑匾

4 结语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 Landscape At Su Causeway
杜清雨 / Du Qingyu

【摘 要】西湖的苏堤因北宋文豪苏轼所筑而名，自修建初始便是西湖春季游览佳处。在历代西湖竣治中，
苏堤屡有修葺，堤上的植物景观也从最初的杨柳芙蓉为主至明代转变成了今日为世人熟知的以桃红柳绿为特
色的植物景观。苏堤景观的变迁不仅仅是水利工程带来的结果，也是时代风尚与审美取向的体现，其背后所
蕴含的经济社会的变化与士大夫阶层精神思想的变异，最终促成了苏堤植物景观的定型。
【关键词】苏堤；桃花；木芙蓉
Abstract:

The well-known Su Causeway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was built by Su Shi, a literary giant of earlier

Song Dynasty in ancient China. It has been the best place for sightseeing in spring around the West Lake ever since

联的文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与古为新”，借鉴了

元代画家赵孟 頫 言“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

中国园林“用典”和“因借”思想，采用截用前人

意，虽工无益。”现代建筑师王澍曾言“中国传统

renovated for many times in history. The plants dominating the landscape also changed from the original “weeping

诗篇成句的手法，如风篁阁楹联“竹径随泉上，山

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时间诗意的体会。”龙井寺茶楹

willows and hibiscus trees” style which lasted till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current well-known landscape style

云触石生”，截用北宋米芾五绝诗“竹径随泉上，

联、匾额相对而言体量微小，但若细究却能见微知

water conservancy, but also the epitome of the prevailing customs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s in different ages. And it

山云触石生。宝楼弹指处，的的是分明。”风篁阁

著，形象地表现出茶文化丰厚的感染力和真实性，

另一副联语“炉篆得香抽露穗；石泉借茗作云涛”

并创造一种怀古的氛围，集文学、书法、装饰等多

和方圆庵“风流二老归灵鹫；笔墨千年续楚骚”、

种功能和魅力于一体，如诗如画，而又胜似诗画。

“檐牙徇铎关幽事；溪曲无弦出妙音”两副楹联，

对仗工整又长短不拘，可因景随形描绘，有情有

均截用南宋郑清之《到龙井寺》七律四首原句而

景，不受画面局限，引发联想，充分表现了儒雅之

成。其他如荪壁山房的楹联“竹光杯影里；人语水

风。因此，站此高度作进一步深思，从真实性、完

声中”，截用南宋叶绍翁五律诗《秋日游龙井》；

整性、可持续性等角度去诠释龙井景区禅茶文化内

北宋元祐五年（公元1089年），苏轼就任杭州

存有不少记载。《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七》：

龙井草堂联语“缘阶井涡通泉乳；绕殿花香挂薜

涵，再现典雅文化氛围恰是保护和传承西湖文化景

知州，面对淤塞严重的西湖，上《乞开杭州西湖

“轼既开湖，因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

萝”，截用明贺灿然《游衍庆寺》诗句成句。

观遗产的重中之重。

状》，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和疏浚，以湖

两山，夹道植柳，林希榜曰‘苏公堤’，行人便

中所挖出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通西湖南山与北山

之，因为轼立生祠堤上。”这段文字明确提到苏

另有一些楹联匾额，则以化用手法成稿。如浣

it was built. As the dredging and renovation of the lake took place in different dynasties, the Causeway has also been

featuring “red peach blossoms and green willows”. The changing landscape was not only the consequence of the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ocieties behind,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spirit and ideas of the literati class
in feudal China, that ultimately caused the finalization of the plant landscape at the Su Causeway.
Key words: Su Causeway; peach blossom; Hibiscus mutabilis

水池楹联“晨鸟暮还，闲游放意固为好；凉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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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苏堤的锦绣芙蓉——苏堤植物景观的
形成

芙蓉的花卉。
所谓的芙蓉即木芙蓉，在深秋开花，原产地在

今天的苏堤以植物景观“桃柳间植”著名，而

我国西南，自古以来尤以蜀地为盛，成都因之有

花木作为植物景观因“堤”的出现才得以形成。关

“芙蓉城”、“锦城”的美誉，木芙蓉也因此成

于苏轼当时所筑的苏堤上的植物状况，文献资料尚

为了今天成都市的市花。木芙蓉花似牡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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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千年佳茗的文化积淀，实现文化创意目标

From“Weeping Willows And Hibiscus Trees” To “Red P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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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之精神在于悟，茶之意境在于雅，把茶的内

多变，十分美艳，且喜欢潮湿的环境，故多临水栽

的主人张鎡著有《赏心乐事并序》一文，其中列数

锦带。”则是有可靠史料记载苏堤有具体规划且成

北宋时苏轼所筑的苏堤，经过党争和战争的破

了从一月至十二月的全年中在临安城内、西湖湖山

规模的栽种桃花的开始。主要活动在明代嘉靖至万

故乡的原生花卉，苏轼自然十分熟悉。北宋时位于

坏，到南宋时已经无法起到良好的沟通西湖南北

之间以及在其私家园林中不同的游赏活动，文中

历早期的张瀚著有《松窗梦语》：“然暮春桃柳芳

杭州凤凰山的州治中有一“中和堂”，庭院中就植

交通的作用，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乾道年

“九月季秋”下有“苏堤上玩芙蓉”一项。证明木

菲，苏堤六桥之间一望如锦，深秋芙蓉夹岸，湖光

有木芙蓉。于苏轼任杭州通判时任杭州知州的理学

间“宋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

芙蓉盛开时的苏堤是秋季西湖上重要的游赏之地，

掩映，秀丽争 姸 。”此时，春季桃柳秋季芙蓉在

家陈襄曾作有《中和堂木芙蓉盛开戏赠子瞻》一

抵北山”。苏堤经过修补和加筑，恢复了北宋时的

与《梦梁录》等文献的记载正相照应。

苏堤上各自成景，相得益彰。“后缘兵变，斫伐殆

首：“千林寒叶正疏黄，占得珍丛第一芳。容易得

旧观：“起南讫北，横截湖面，夹道杂植花柳，中

虽然芙蓉是苏堤花卉欣赏的主角为当时临安市

尽。万历二年，盐运使朱公炳如复植桃柳，灿然更

开三百多，此心应不畏秋霜。”对此苏轼以《和陈

为六桥九亭。”至于堤上的具体植物景观，《梦梁

民所钟爱，但依然能在宋词的海洋中看到些许的关

新。”自此，桃柳间植成为苏堤的固定景观，曾经

述古拒霜花》和之：“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

录》中亦有记载：“木芙蓉，苏堤两岸如锦，湖水

于堤上桃花的踪影。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张元 幹有

美艳的芙蓉逐渐被人忘却，甚至在日后孙隆整修

独自芳。换作拒霜知为称，细思确实最宜霜。”两

影而可爱。”北宋时苏轼所属意的木芙蓉仍是南宋

《浣沙溪·武林送李似表》一首，“燕掠风樯款

白堤仿照苏堤栽种桃柳时，时人高攀龙在《武林游

人在诗中均赞美了木芙蓉在百花凋落之后，凌霜而

时苏堤上主要的植物景观。约活动于南宋中期的词

款飞，艳桃秾李闹长堤”一句中的长堤应该指的就

记》中评价：“堤为中贵孙隆新葺。旧堤所植惟桃

开不畏秋寒的品格，在咏叹花卉的同时也是对自身

人高观国作有《菩萨蛮·咏苏堤赏芙蓉》一首“红

是苏堤。张元幹约逝世于公元1161年前后，为宋高

柳，孙复集植诸卉甚整”，赞叹孙隆的整饬让苏堤

在仕途上不畏艰难的写照。芙蓉与杨柳，一为秋

云半压秋波急，艳妆泣露啼娇色。幽梦入仙城，风

宗绍兴末年，他应该尚未来得及见到宋孝宗乾道年

拥有了更多花卉的品种。至清朝时，王同《武林风

景，一为春景，一为花，一为叶，是苏轼为自己所

流石曼卿。宫袍呼醉醒，休卷西风锦。明月粉香

间重新修筑一新的苏堤。而从文献来看南宋时西湖

俗记》中对于前代秋赏芙蓉的记载已是“按今则苏

建的长堤所择选的观赏植物，选择代表家乡的花卉

残，六桥烟水寒。”词人以“红云”、“艳妆”来

周围主要的赏桃之地在包家山、栖霞岭等地。“包

堤遍栽杨柳，久无此俗。”

配以西湖的代表性植株柳树作为自己主持修建的重

比喻木芙蓉的盛放，除可直观地感受到芙蓉花之

家山桃花关，桃花甚盛。旧有‘蒸霞’二字。春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苏堤赏桃开始风行。宋

要水利工程的装饰，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杨柳

美，还能通过“红云”一词大致窥探苏堤木芙蓉的

游人甚多” [1]。“栖霞岭，宋时桃花灿烂，色如凝

朝时就已被周密感叹过的“杭人亦无时不游，而

长堤和木芙蓉的出现为春秋两季的西湖增添了一抹

栽植情况，确如《梦梁录》里所言“如锦”呈现出

霞，故云。岭畔有水一道，名桃溪，经岳坟前入

春游特盛焉”此时加入了全新的元素，更胜过往。

亮色，除了景观配置的考虑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

连绵之势。此外，南宋临安著名私家园林桂隐泉林

苏堤上的桃柳（章丹峰 摄）

湖” 。《武林旧事》在论及寒食清明节习俗时则

《西湖游览志》记载“苏堤一带，桃柳荫浓，红翠

云：“若玉津、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

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

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

刀、吐火、跃圈、斛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

游，随处各有买卖赶趁之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

纷然丛集。”同时，以桃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数量

趣。”由此可见，当时的苏堤，虽有桃李，尚没有

骤增，在士人的游记与笔记中，必会提到白苏二堤

成规模的桃花种植，因而并未成为观桃胜地，故而

的桃花。汪汝谦《西湖韵事》记载：“过苏堤，循

没有引起士人群体的足够关注，鲜有诗词咏叹，苏

六桥十余里，桃花夹岸，香车宝马，络绎缤纷……

堤桃花观赏的兴盛还要等到更晚一些的时候。

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集于堤畔，一树

[2]

桃花一角灯……”袁宏道《西湖记述》则记曰：

2 明代苏堤的灿然桃花——苏堤植物景观的
演变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

元代西湖的疏浚工程被废置，至明朝时，西湖

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

的堰塞已经十分严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

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

记载“我朝成化以前，里湖尽为民业，六桥水流如

矣。”而游人过多，则让张京元在《西湖小记》中

线”。因为各种原因，明代前期杭州地方官员均只

人发出了西湖太过喧闹不如非花期时清净的感慨：

对西湖做了小规模的整治，直到正德年间杨孟瑛任

“苏堤，度六桥。堤两旁尽中桃柳，萧萧摇落。想

杭州知州，才在任上主持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疏浚工

二三月，柳叶桃花，游人阗塞；不若此时，自为清

程。其中“西抵北新堤为界，增益苏堤，高二丈，

胜。” 此时苏堤的桃花已不仅是堤上的景观，更是

阔五丈三尺，列插万柳，顿复旧观。”这是对苏堤

西湖的代表性景物，李鼎《西湖小史》称“西溪之

的一次大规模修葺，基本恢复了宋时苏堤绿柳成荫

美、满陇之桂、翁山之李、六桥之桃，尽人皆知，

的样貌。其后，“嘉靖十二年，县令王 釴令犯人小

何烦予笔。”

罪可宥者，得杂植桃柳为赎，自是红翠烂盈，灿如

岚。……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

以此，在高濂的《四时幽赏录》中，与南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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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苏轼个人的审美取向。

事”一样，将“苏堤看桃花”列入“春时幽赏”，

经典。宋以前的桃花审美和桃花文学不仅十分的发

成为明代人在西湖游览中必不可少的景观。与张功

达，人们对桃花的喜爱程度也非其他花卉所能比

元代有：

甫只列叙了赏心乐事的名录不同，高濂对六桥桃花

拟。尤其是在唐代，桃花文化十分繁荣，仅在文学

宋无《青衣洞隐者》“莫舍茅庵去，白桃花又

的观赏做了十分细致的描写，称“其趣有六：其

一隅，唐代桃花意象作品数量是唐前几个朝代总和

一，晓烟初破，霞彩影红，微雾轻匀，风姿潇洒，

的21倍，而《全唐诗》常见的观花植物的咏物诗，

若美人初起，娇怯新妆。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

以咏桃诗数量最多。如果说桃花的秾丽和唐朝的审

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若美人步月，风致幽

美气质正相偶合，那紧接着五代而来的宋朝则因其

闲。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

审美属意清逸的品格，对梅花的欣赏达到了鼎盛，

不胜，若美人微醉，风度羞涩。其四，细雨湿花，

相应的，桃花在花卉品评中的地位则跌落低谷。

蒲江《乌夜啼》“柳色津头泫绿，桃花渡口啼
红”；

春”；
张翥《清明雨晴游包山龙华寺过慈云岭》“野
桃著雨春红落，岭路埋云湿翠生”；
王冕《登七宝峰》“夜静何人吹凤管，碧桃千
树月华明”；
杨维桢《嬉春体三首》“柳条千树僧眼碧，桃
花一株人面红”；

聂大年《苏堤春晓》“三竺钟声催落月，六桥
柳色带栖鸦”。
苏堤柳树成名久已，既占有“春晓”之名，自
然要名副其实，以春天的象征桃花配柳树，不仅是
传统上以色彩鲜亮取胜的固定组合，且更能体现西
湖十景的“春晓”之名，于是在苏堤的修葺中因名
造景的桃花顺理成章被选中为代替芙蓉进行景观重
构的花卉。
3.2.2 世俗文化发展与桃花审美高涨
桃花在唐代曾经是国力的昌盛与繁华的象征，

粉容红腻，鲜活华滋，色更烟润，若美人浴罢，暖

花卉的人格化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传统，《楚

艳融酥。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

辞》中屈原曾以香草自喻。在儒学重新占据思想主流

争研弄色，若美人晚妆，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将

的宋朝，以色优而盛的桃花在审美地位上便被以香

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兼之封家姨

盛，且以“君子”比拟的梅花、桂花等花卉远远甩在

从这些诗词中可见，西北至天竺，东南至吴

无情，高下陡作，使万点残红，纷纷漂泊，或拍面

了身后。宋姚宽《西溪丛语》曰“牡丹为贵客，梅

山、包家山的西湖范围内，桃花群落的分布十分广

撩人，或粘樽粘席，意恍萧骚，若美人病怯，铅华

为清客，李为幽客，桃为妖客……”甚至“以为梅

泛。桃花欣赏在宋代遇冷之后在明代重新兴起并非

明代商业的发展，使得面向于市民阶层的世俗

消减。六者惟真赏者得之。又若芳草留春，翠 裀堆

有山林之风，杏有闺门之态，桃如倚门市娼……”

是突然之势，而是对宋之前就十分兴盛的桃花欣赏

文化发展迅速。明代中后期，人口管制松动，旅游

锦，我当醉眠席地，歌咏放怀，使片花历乱满衣，

加之临安在南宋地处京都，两宋时的西湖又因林和

的一种复兴。

开始盛行，西湖成为各阶层游观的目的地。相较于

残香隐隐扑鼻，梦与花神携手巫阳，思逐彩云飞

靖“梅妻鹤子”之名赏梅之风盛行，士人阶层对桃

3.2 苏堤桃花在明代西湖兴起的原因

高雅的梅花，无论在时间还是地域的欣赏史上都

动，幽欢流畅，此乐何极。 [3]”以桃花比拟美人是

花的关注度远不及其它花卉便是自然之事。

3.2.1 苏堤植物景观重构的需要

更为悠久和广泛的桃花欣赏更加容易被各阶层所喜

张昱《合涧桥》“桃花逐流水，未决是人
间”；

明代桃花审美的复苏也正伴随社会经济的复苏而发
生，并与世俗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说从林和
靖而来的梅花精神所体现的是士子的洁身自好，不
畏凌寒，坚持理想的精神，那欣赏群体更为广泛，
以花色见优的桃花则更多的带有世俗化的一面。

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来传统的文

尽管如此，桃花审美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断绝，

桃花欣赏在明代复兴，而此时，宋代传统的桃

爱和接受。在心学得到发展的当时，挣脱理学于士

学意象。高濂在《四时幽赏录》中则进一步将苏堤

除清明上巳时节包家山的熙攘外，宋代的宫廷也延

花观景地开始衰落，这就需要有全新的可以替代包

人在道德品格上的束缚后，正如王阳明所言满街都

桃花比作了“初起”、“浴罢”、“微醉”、“步

续了唐代宫廷的赏桃之风，禁中赏花就有“桃源观

家山、栖霞岭的景观出现。

是圣人，万花丛中的梅花也不再以其清高的人格

月”、“晚妆”、“病怯”六种不同情态下的美

桃”一项。两宋至元虽然描写西湖桃花诗词的作品

“先秦时期，桃花既以物候作用即春天的表征

象征居有魁首的地位。甚至出现了袁宏道《西湖记

人，发展和充实了固有的桃花意象。至此，苏堤桃

数量远不及描写梅花、桂花和荷花的作品数量，桃

出现在古代典籍之中……《礼记·月令》中也有桃

述》中记载的“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

花已成为西湖的翘楚，其风头已远远盖过西湖的梅

花文学的声音也并非完全消失无寻。

花的物候意义记载‘始雨水，桃始华’……”。而

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

花、荷花、桂花等其它花卉，成为明代西湖游赏的

北宋时有：

“桃花花期与柳树展叶大致同时…… 晋·谢尚《大

忍去。”这样的故事。张 鎡 的玉照堂赏梅在宋代

象征性景物。

智圆《孤山种桃》“我欲千树桃，夭夭遍山

道曲》中就有‘青阳二三月，柳青复桃红’春意萌

不仅十分有名，张鎡自身也是品梅行家，著有《梅

动的景象描写，此后成为一种模式。 [4]”南宋时品

品》。这样的宋代遗迹都无法引起正沉迷于白苏

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列入其中，至元时，再

二堤十里桃花的袁宏道的兴趣，即使是在士大夫阶

题钱塘十景又有“六桥烟柳”代之。无论是宋十景

层，梅花欣赏之风也比宋朝要低落了很多。

还是元十景，苏堤的春日景致皆围绕柳树成文，这

3.2.3 苏堤植物景观演变背后的社会思想变迁

谷。山椒如锦斓，山墟若霞簇”；

3 苏堤植物景观演变的历史成因
从不畏严寒的木芙蓉到如美人娇俏的桃花，苏
堤的植物景观从宋代到明代有了很大的转变，除了
明代地方官在治理西湖修葺苏堤时选择了桃花补植

清顺《西湖僧舍》“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
坞”；
杨蟠的《涌金池》“涌金春色晚，吹落碧桃
花”；

和因历史的推移最初的木芙蓉逐渐被遗忘外，植物

南宋时有：

景观的转变背后也揭示了宋与明时代风尚与审美取

周紫芝《西湖夜月》“颠春柳絮风前落，卧水

向的变化。
3.1 桃花在宋代西湖的审美地位
桃花是我国原产植物，分布地域广，易种植又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故而很早就出现在了文学作
品中。《诗经》中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桃花鉴里开”；
杨万里《寒食雨中同舍约游天竺四首》“两岸
桃花总无力，斜红相对卧春风”；
周弼《显应观桃花》“白云随鹤乘将去，深碧
桃花落故宫”；

一点由宋末至明初题写的大量西湖十景的诗词可作
参照：
宋代：
王洧《苏堤春晓》“孤山落月趁疏中，画舫参
差柳岸风”；

在桃花欣赏兴起，梅花欣赏式微的背后，是明
朝的政治黑暗与士子精神的衰落。
明朝是继东汉、唐之后第三次宦官专权的顶
峰，君主集权专制下出现了锦衣卫、东厂和西厂这
样的特务机构。与对士大夫格外优容，且“共定国

明代：

是”成为法度的宋代不同，明代废除了相位，“从

高孟升《六桥烟柳》“画桥六曲绕湖头，最爱

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且特

晴烟柳上浮”；

别“针对士阶层设立了种种凌辱和诛戮的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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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鎡将“苏堤上玩芙蓉”列入秋季九月的“赏心乐

不同土壤和光照条件对长筒石蒜生长
及光合特性的影响

使得政治生态极端恶劣，士大夫无法实现“得君行
道”的理想，不再像宋儒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另一方面，人口从明初的约六千五百万，到
1600年前后，则已高达一亿五千万，科举制度中地

Influence Of Soil And Light Intensity On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Lycoris Longituba

方学校的秀才名额不断的在扩增，但“监生”、
“举人”、“进士”的名额有限，通过科举考试进
入仕途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感觉

张鹏翀 鲍淳松 江 燕 周 虹 冯 玉 / Zhang Pengchong Bao Chunsong Jiang Yan Zhou Hong Feng Yu

到仕途的不顺与艰辛，甚至有了无意仕途之风，还
有不少士人弃儒从商。
为理想的避世之所，也为当时受累于科举艰难，政

苏堤压堤桥畔的木芙蓉（杜清雨 摄）

治混乱的士人所青睐。繁华秀美的西湖山水，桃红
柳绿的春日苏堤，正是士人可以抛却烦恼，徜徉桃
源之美的所在，嘉靖、万历年间苏堤六桥的桃花景
观的出现正迎合了此种社会风气，从而得到了士人
连绵不断的赋诵。
至清代，曹之璜提出了“桃花为六桥称最”的

【摘 要】以长筒石蒜（Lycoris longituba）开花种球为材料，采用土壤(沙土，沙土+泥炭土3:1，园土+
泥炭土 （5:4）和光照（遮阴率88%，54%，0%）双因素试验设计，探讨了不同土壤和光照条件对长筒石
蒜叶片数量和长度、鳞茎干重和湿重比，以及净光合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叶片数量、鳞茎干重和湿重比
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升高，叶片长度随着光照的增加而减少，适当的土壤养分有利于增加叶片数量和长
度、鳞茎干重和湿重比，但过量的土壤养分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不同土壤基质对盛叶
期叶片的净光合速率无显著影响，而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净光合速率显著增强；土壤和光照的交互作用也存
在显著差异，光照的影响要大于土壤的；此外，考虑到沙土的持水能力较弱，对光照、土壤养分和水分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得出光照的相关系数最大，其次为土壤水分，最后为土壤养分。因此，长筒石蒜在叶期属于
阳生植物，为提高其鳞茎产量应保证充足的光照和适量的土壤养分。
【关键词】长筒石蒜；土壤；光照；生长量；光合特性

观点，并撰写了《西湖六桥桃评》以时、地、遇、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oil and light intensity on growth and photosynthesis of Lycoris longituba were researched utilizing

友、韵、俊六个方面来阐明六桥桃花之美。其文

flowering bulb and an experiment with a two-factor design of three different soil(sand, sand+peat 3:1, garden soil+peat

虽未能跳出以高濂为首的明人赏桃的窠臼，确可见

5:4) and light intensity(88%, 54%, 0% shading) application lev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f length, dry weight and

桃花经过明代的种植、维护、观赏和赋文，已经定

wet weight ratio of bulb and net photo synthetic rate were raised as light intensity increasing, but leaf number was
苏堤压堤桥畔的桃花（孙小明 摄）

型为苏堤植物景观的主体，成为最具代表性也最能

reduced. Although appropriate soil nutrient would improve leaf number and length, dry weight and wet weight ratio
of bulb, the

彰显苏堤春晓之美的景物，昔日苏轼所择选的木芙

excessive

nutrient would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and

even depress them later. The interaction of

two factor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well, and the light intensity had a bigger influence. In addition,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on light intensity, soil nutrient and water was made considering that the water holding capacity of

蓉，则彻底成为了一种鲜有人知的文献记载。

sand is limit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rder is light intensity, water content and nutrient. In conclusion, Lycoris

longituba is a sun plant at its foliage stage, so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production appropriate nutrients and sufficient

4 结语

light are needed.
Key words: Lycoris longituba ; soil; light; growth; photosynthesis

从宋代的杨柳芙蓉到明代的桃红柳绿，苏堤的
景观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着变化。植物景观既
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是审美趣味的体现。从苏
堤的植物景观变迁中可见西湖十景的形成也并非一
蹴而就，而是在历史中通过不断的重建和构建最终
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固有景观。西湖文化自
诞生起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自我演进，无论是
宋代的芙蓉还是明代的桃花，都是苏堤植物景观的
一部分，也是依然在传承和发展的西湖文化的一部
分。花卉景观不仅有观赏之美，也是时代的写照，
政治经济的变化通过思想文化来体现，最终反映在
花卉的欣赏上。最终，桃花因苏堤景观变迁赢得了
在西湖的花卉审美中至关重要的一席之地，而苏轼
家乡的木芙蓉则退出了审美的舞台。

【参考文献】
[1] 宋·周密《武林旧事》，《西湖文献集成》第2册《宋代史志西湖
文献专辑》[M]杭州出版社，2004年．
[2] 明·俞思冲《西湖志类钞》，《西湖文献集成》第3册《明代史志
西湖文献专辑》[M] 杭州出版社，2004年．
[3] 明 ·高濂等辑《四时幽赏录（外十种）》[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4] 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08年.
[5] 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M]三联书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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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清雨，女，1989 年 4 月生，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院文化遗产学专业，在韩美林艺术馆研究推广部担任学术研究工作，从
事艺术史和西湖历史文化方向的研究。

长筒石蒜（ Lycoris longituba ）隶属石蒜科

近年来，随着长筒石蒜的推广和应用，相关的

（Amaryllidaceae）石蒜属（Lycoris Herb.），

研究也相继开展。李虹颖 [2] 和刘晓萍 [3] 对其叶片的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具地下鳞茎，早春出叶，花期

发育生物学进行了研究，鲍淳松等 [4]研究了长筒石

7-8月，花白色，花被裂片腹面或有淡红色条纹，

蒜生物量构成和养分质量分数季节动态，刘志高 [5]

顶端稍反卷，边缘不褶皱，主要分布于江苏 [1]。由

和鲍淳松 [6,7] 研究了施肥和切根对长筒石蒜生长的

于其优良的观赏特性，花叶分离的独特习性，以及

影响，王光萍[8]、谷海燕[9]、王婷[10]和鲍淳松[11]对繁

鳞茎中多种提取成分的药用价值，已成为一种极具

殖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邓传良等[12]对遗传多样性

开发潜力的球根花卉。

进行了测定分析，梁永奇等[13]对鳞茎化学成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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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片成熟叶的中上部进行测量，不少于3个重复。

技术，实现其产业化生产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

为减少测量时间的先后对净光合速率造成的影响，

求。本文以长筒石蒜为试验材料，研究了不同土壤

测量顺序按照重复进行，即将所有处理的一个重复

和光照条件对其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揭示出适

测量完成后再进行下一重复的测定。测量角度与地

合长筒石蒜栽培的土壤和光照条件，为大规模的生
产提供依据和参考。

1.1 试验材料

叶片数量

处理水平

平均

B1

B2

B3

A1

6.21±1.50

9.83±2.20

10.61±3.35

8.86±3.10a

面平行，使用开放式气路，空气流速为500μmol•

A2

7.88±2.42

10.65±2.29

13.38±4.80

10.63±4.04b

s-1，待叶室稳定后记录数据。

A3

7.04±1.97

11.67±4.27

13.09±4.89

10.56±4.64b

平均

7.04±2.09c

10.72±3.13d

12.37±4.52e

1.5 数据统计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表1 2012年4月11日长筒石蒜单丛平均叶片数量

试验数据用Excel进行表格、图表处理，运用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SPSS 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选取鳞茎大小均一的种球（平均湿重为47.9 g/

2 结果与分析

球），各处理的平均湿重无显著性差异。供试沙

2.1 不同土壤和光照对叶片数量的影响

叶片数量

处理水平

平均

B1

B2

B3

2012年4月11日（盛叶期）对长筒石蒜单丛平均

A1

4.36±1.62

10.30±3.76

12.14±6.61

8.96±5.52a

HAWITA（维特）泥炭。

叶片数（叶片是从定植的1个母球生长而来）的观测

A2

5.75±2.24

11.57±4.40

15.13±5.32

11.10±5.69bc

1.2 试验方法

结果如表1所示。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土壤和

A3

5.00±1.73

10.95±5.06

14.64±9.03

10.12±7.16ac

试验在杭州植物园科研圃地的沙床中进行

光照条件下叶片数量均存在显著差异，土壤养分的

平均

5.02±1.92d

10.94±4.39e

14.00±7.12f

（30°15′N,120°06′E），于2010年8月底种

适量增加（A2）使得叶片数量增多，但是过量的土

植，栽植株行距为15×20cm，采用土壤和光照双

壤养分（A3）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下降

因素、3水平3重复试验设计，每行（1个重复）种

的趋势；叶片数量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显著增多。

植8个球。3种土壤基质分别为沙土，沙土+泥炭土

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光照

土为河沙，田间持水量为23.1%，泥炭土选用德国

（3:1，上层30cm为沙土，下层10cm为泥炭土）和

的影响要大于土壤的。2013年4月7日盛叶期的测量

园土+泥炭混合土（5:4），分别用A1、A2、A3表

数据存在相同的结果（表2）。

示；利用不同层黑色遮荫网进行遮光处理形成，光

2.2 不同土壤和光照对叶片长度的影响

照处理设置了88%、54% 和0% 三个遮荫梯度，分

2012年4月11日（盛叶期）对长筒石蒜单丛平均

别用B1、B2、B3表示，相对透光率采用ZDS-10照

叶片长度的观测结果如表3所示。方差分析的结果

度计（上海）测定获得。

表明：不同土壤和光照条件下叶片长度存在显著差

1.3 生长量的测定

异，土壤养分的适量增多（A2）有利于增加叶片长

生长量选取了叶数、叶长、鳞茎干重和湿重比4

度，但是过量的土壤养分（A3）下，叶片长度与沙

个参数，为了避免移栽对长筒石蒜叶形态的影响，

土中（A1）的无显著差异；遮荫程度的增加有利于

叶片数量和长度于栽种后的第二个叶期（2011年10

叶片的伸长，而遮荫率54% 与88% 的无显著差异。

月）开始测定，每隔20d左右测定一次（枯叶期除

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光照

外）；鳞茎于2013年6月初统一挖掘称重，计算湿重

的影响要大于土壤的。2013年4月7日盛叶期的测量

比；将鳞茎放入85℃烘箱中，烘干至恒重，测定其

数据存在相同的结果（表4），只是遮荫率88%的叶

干重。

片长度较54% 的已经出现显著的减小。

1.4 光合特性的测定

2.3 不同土壤和光照对鳞茎干重及湿重比的影响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3 2012年4月11日长筒石蒜单丛平均叶片长度
叶片长度/cm

处理水平

平均

B1

B2

B3

A1

53.13±10.36

51.21±6.19

40.91±7.52

48.52±9.71a

A2

48.29±9.12

57.43±9.98

50.46±9.49

51.99±10.17b

A3

51.25±10.47

49.04±10.31

45.04±6.26

48.49±9.48a

平均

50.89±10.06d

52.49±9.56d

45.54±8.73c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4 2013年4月7日长筒石蒜单丛平均叶片长度
叶片长度/cm

处理水平

平均

B1

B2

B3

A1

47.05±11.90

50.91±6.13

38.05±10.83

45.42±11.15a

A2

45.90±9.92

59.17±8.76

50.83±8.92

52.22±10.55b

A3

47.61±9.48

47.64±6.03

38.50±7.33

44.63±8.79a

平均

46.89±10.35d

52.65±8.54e

42.71±10.84c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光合特性选取了净光合速率（Pn）这个参数，

2013年6月初对长筒石蒜鳞茎干重及湿重比的测

利用LI-6400 XT便携式光合仪（Li-COR,USA）

量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

土中（A1）的无显著差异；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鳞

照强度的增加鳞茎的湿重比也显著增大。两个因素

的透明叶室，分别于2012年4月中旬和2013年3月中

同土壤和光照条件下鳞茎的干重及湿重比均存在显

茎干重显著增大。对于鳞茎的湿重比，适量的土壤

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光照的影响要

旬（第二和三个叶片生长的旺盛期）进行测定，天

著差异。适量的土壤养分（A2）使得鳞茎的干重显

养分（A2）有利于鳞茎的增大，而过量的土壤养分

大于土壤的。

气晴朗无云，时间为9:00-11:00。各处理选取基部

著增加，而过量的土壤养分（A3）下鳞茎干重与沙

（A3）反而使得其小于沙土中的（A1）；随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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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年4月7日长筒石蒜单丛平均叶片数量

长筒石蒜的种球取自杭州植物园资源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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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和归类。但目前仍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的栽培

表5 2013年6月长筒石蒜平均鳞茎干重

2.5 土壤、光照和水分与鳞茎湿重比的相关性分析
平均

B1

B2

B3

A1

7.00±2.71

24.49±8.03

24.33±9.95

18.61±11.12a

A2

7.43±2.60

31.10±13.45

37.66±14.73

25.40±17.38b

A3

6.73±2.25

19.66±7.61

28.22±15.61

18.21±13.36a

平均

7.05±2.51c

25.08±10.98d

30.07±14.60e

表9 各处理土壤相对含水量（%）

B2

B3

A1

0.73±0.13

2.15±0.35

2.17±0.44

1.68±0.77b

A2

0.78±0.15

2.52±0.66

3.20±0.53

2.17±1.16c

A3

0.80±0.07

1.65±0.13

2.15±0.39

1.53±0.62a

平均

0.77±0.11d

2.11±0.53e

2.50±0.65f

平均

B1

B2

B3

A1

32.7

55.7

67.9

52.1a

A2

38.0

66.2

68.0

57.4a

A3

40.3

63.8

59.0

54.4a

平均

37.0b

61.9c

65.0c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2.4 不同土壤和光照对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增加。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

2012年4月对长筒石蒜叶片净光合速率的测量结

且光照的影响要大于土壤的。2013年3月的测量数据

果如表7所示，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的土壤条

也存在相同的结果（表8）。

件对Pn无显著影响，而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Pn显著
表7 2012年4月长筒石蒜叶片净光合速率
净光合速率/µmol•m-2 s-1

处理水平

平均

B1

B2

B3

A1

6.35±1.13

11.16±1.46

16.63±1.31

11.38±4.59a

A2

6.30±2.64

13.09±0.95

15.57±1.03

11.02±3.82a

A3

6.73±2.80

13.67±0.52

15.92±0.22

16.04±0.96a

平均

6.46±2.01a

12.64±1.45b

16.04±0.96c
长筒石蒜（张鹏翀 摄）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8 2013年3月长筒石蒜叶片净光合速率
净光合速率/µmol•m-2 s-1

处理水平

平均

3 讨论

＞B2＞B1，表明光照条件越充分单丛叶片数量越

B1

B2

B3

不同的土壤和光照条件下，长筒石蒜的单丛叶

多；土壤基质对叶片长度的影响与叶片数量类似，

A1

2.24±0.24

6.87±1.29

11.41±3.26

6.94±4.36a

片数量、叶片长度、鳞茎的生物量均存在显著差

A2＞A1＞A3，适量的土壤养分对叶片长度有促进

A2

2.54±0.34

7.15±1.32

13.45±2.86

7.63±4.96a

异。盛叶期的单丛叶片数量，A2＞A3＞A1，说明

作用，而过量土壤养分的负面效应已经凸显，适度

A3

2.48±0.32

6.60±1.42

13.54±2.31

7.46±4.91a

适当的土壤养分含量增加了单丛的叶片数量，而土

的遮荫（B2）有利于叶片长度的伸长，但过度遮荫

平均

2.41±0.35b

6.98±1.40c

12.65±2.94d

壤养分含量的继续增加反而出现了负面的效果（虽

（B1）使得叶片长度开始下降。遮荫使得植物叶片

然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而遮荫处理的结果为B3

变多、变长，是对遮荫影响光合效率的一种补偿机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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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B1

土壤相对含水量/%

处理水平

表6 2013年6月长筒石蒜鳞茎湿重比
处理水平

为密切，其次为相对含水量，最后是土壤养分。

对含水量进行了测定（表9）。以鳞茎湿重比为自变

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鳞茎湿重比/%

含水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以光照关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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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沙土的持水能力较差，对各处理土壤的相

鳞茎干重/g

处理水平

量，土壤养分（全氮、全钾和速效磷）、光照和相对

制，以增加有效的光合作用面积来保证干物质的积
累[14]。3年后挖掘出的鳞茎干重及湿重比，A2＞A1
＞A3，B3＞B2＞B1，仍然说明适度的土壤养分和
充足的光照条件有利于鳞茎的生长，过量的土壤养
分反而减低了鳞茎的产量。这与鲍淳松[15]和作者[16]
之前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光照条件为一个主要的环境因子，影响着植物
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17]。此外，植物为了保持较
高的光合作用效率，会依据外界不同的光照条件来
物被认为是耐阴植物，园林中也常被作为耐阴植物
来应用。这可能与其“退化”速度慢，不易被人
察觉有关[19]。不同的土壤条件对叶片净光合速率无
显著影响，但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显著增大，表明
一般的土壤条件即能满足长筒石蒜生长对养分的
需求，而需要充足的光照条件，在叶期属于喜阳植

[7] 鲍淳松, 张鹏翀, 张海珍等. 施肥对长筒石蒜生长与净光合速率的影
响[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3, 35( 4): 715-721.
[8] 王光萍, 陈英, 周坚, 张露, 黄敏仁. 长筒石蒜鳞片诱导和植株再生

[9] 谷海燕, 谢孔平, 李策宏, 张国珍. 长筒石蒜种球的无性繁殖试验[J].

[10] 王婷, 智永祺, 周坚. 长筒石蒜叶片薄层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发生的
研究[J]. 北方园艺, 2014(01): 91-94.
[11] 鲍淳松, 张海珍, 张鹏翀等. 长筒石蒜无性繁殖技术研究[J]. 安徽农
业科学, 2010, 38(30): 16836- 16837.
[12] 邓传良, 刘建, 周坚. 长筒石蒜居群遗传多样性RAPD 分析[J]. 广西

[13] 梁永奇, 冯煦, 赵兴增, 陈雨, 董云发, 王鸣. 长筒石蒜鳞茎中的生
物碱类成分[J].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010, 22:241-244.
[14] 王 雁, 苏雪痕, 彭镇华. 植物耐荫性研究进展 [J]. 林业科学研究,

[16] 张鹏翀, 鲍淳松, 江燕等. 不同土壤和光照条件对红蓝石蒜生长及
光合特性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3: 1023-1024.
[17] Lambers, H., F.S. Chapin, III, and T.L. Pons. Plant physiological
ecology. New York: Springer, 1998.
[18] Liao Jianxiong, Zou Xiaoyan, Ge Ying, et al. Effects of light intensity on

筒石蒜生长的主要因素。因此，长筒石蒜在叶期为

growth of four Mosla species [J]. Botanical Studies, 2006, 47: 403–408.

阳生植物，为了增加其产量在保证适量的土壤养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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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差异。但是由于本试验各处理梯度的设计较为
宽泛，只能定性说明遮荫对长筒石蒜生长的影响，
土壤养分、水分以及光照对石蒜属植物生长的影响

Abstract: Zinc and boron fertilizers were set for topdressing fertilizing to study the fertilizing effects on leaf and
bulb growt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ertilizing couldn’t increase the leaf number, leaf length and bulb biomass.
Generally, fertilizer is not necessary for Lycoris plants.
Key words: zinc；boron；leaf growth；biomass；Lycoris aurea

[15] 鲍淳松, 张鹏翀, 张海珍, 等. 沙床栽培中施肥对忽地笑生长量及净

比的多元回归的结果中得出，光照和水分是影响长

效提高产量，以及石蒜属植物属于耐阴植物的观点

【摘 要】为探求通过施肥来提高忽地笑叶生长量和鳞茎产量，以高浓度锌肥和硼肥在沙床上进行施肥试
验，对叶生长量和鳞茎生物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沙土栽培施肥未明显增加叶数量、叶长度及鳞
茎生物量，石蒜属植物通常不需要施肥的特性也适用于微量元素。
【关键词】锌肥；硼肥；生长量；生物量；忽地笑

2002, 15(3): 349-353.

61-65.

下，必须提供充足的光照，这与传统认为施肥可有

031

植物, 2007, 27(3): 401-405.

结果一致。

过对土壤养分、光照和土壤相对含水量与鳞茎湿重

鲍淳松 江 燕 / Bao Chunsong Jiang Yan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0, 26(9): 773-774.

光合速率的影响 [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36(5):

显著差异，且光照的影响较土壤的要大。此外，通

Growth Responses Of Lycoris Aurea To Application Of Zinc And
Boron Fertilizers

[J]. 植物生理学通讯, 2008, 41(4): 457-460.

物，这与其他对红蓝石蒜[16,20]和长筒石蒜[21]的研究
土壤和光照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存在

锌、硼肥对忽地笑生长的影响

石蒜属(Lycoris Herb)植物为具地下鳞茎的多年

促成栽培技术有重要意义 [1]。笔者近几年的研究表

生草本，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药用价

明，温度、光照、水分是石蒜属植物生长是关键因

值，但目前生产上栽培技术落后，生长慢，种球产

子，适当的环境条件能大幅提高鳞茎生长速度，但

量不高，无法满足市场日益扩大的需求，为此寻求

N、P、K以及基肥施用皆未见显著增产效果，认为

艺文摘, 20 13, 9: 17-19.
[20] 鲍淳松, 张鹏翀, 张海珍等. 施肥对长筒石蒜生长与净光合速率的
影响[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13, 35( 4): 715-721.
[21] B ao, C.S., Zhang, P.C., Chen, C. and Zhou, H.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responses of Lycoris haywardii Traub to watering
frequencies. Journal of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2013. 5(11):
218-223.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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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鲍淳松, 朱春艳, 张海珍等. 施肥对长筒石蒜生长的效应研究[J], 浙

试验材料选自通过栽培繁殖而来的忽地笑鳞

分别用Z1、Z2、Z3、Z4表示，硼肥施用水平为0、

表1、表2为不同观测日期每丛平均叶数和平均

要施肥[1-4]。会不会存在某些微量元素的施用能增加

茎，平均湿重19.06g/个，于2011年5月31日种

2.5、5、10 g/株,分别用B1、B2、B3、B4表示。

叶长，结果显示差别不大，从总体平均数而言，锌

2

鳞茎产量的可能？由于未见有该类植物这方面的报

植，每半行均匀种4个鳞茎，株行距15*25cm。

每株2g的施用量相当于450kg/hm 。

肥处理响应比较一致，即Z2水平处理叶数和叶长最

道，为此我们用河沙在加高的沙床上栽培，探讨石

供试肥料为锌肥(沈大锌肥，c(MgSO4.7H2O+

1.3 生长量测定

高，Z4水平处理叶数和叶长最小，而硼肥处理响应

蒜属植物忽地笑（L.aurea）在相对贫瘠的栽培条件

CaSO 4 .2H 2 O)>=82%、c(FeSO 4 .7H 2 O)>=3%、

在2012-2013年第一生长季观测9次，第二生长

没有规律可循。经对盛叶期2012年12月11日2013年

下施用微量元素Zn、B对植株生长和鳞茎产量的影

c ( Z n S O 4. 7 H 2O ) > = 4 % ) 和 硼 肥 ( 新 东 方 红 ，

季在2013年12月11日观测1次，测定叶数、叶长指

12月11日叶数和叶长度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各处

响。

c(Na2B4O710H2O)>=99.9%)。

标。2014年6月8日挖掘鳞茎计湿重。

理水平间无显著性差异，即锌肥和硼肥未显著影响

1.2 试验设计

试验结果用MS Excel 2003和SPSS16进行分

采用锌肥和硼肥双因素4水平3重复随机区组设

1.1 试验地概况

计，交叉组合处理样本数8(分二个半行种植)。施肥

析，平均值差异采用LSD检验，显著性水平P≤
0.05。

2.2 施肥对鳞茎生物量指标的影响
2014年6月8日收获鳞茎，经分析，湿重、湿重

试验在杭州植物园扦插床进行，床宽135cm，

共2次，分别于2012年9月10日和2013年10月10日进

内高35cm，基质为河沙，有机质2.4g/kg、pH值

行，采用土壤表施方式，肥料均匀施于植株周围和

2 结果与分析

差异在处理间匀未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各处理平

5.6。

两株行之间。锌肥施用水平为0、2、4、8g/株，

2.1 施肥对叶量的影响

均值及多重比较见表3、表4和表5。

表1 各观测日期不同处理平均每丛叶数
2012
2012
2012
-10-29 -11-20 -12-11
5.6
5.7
5.7a

表3 各处理鲜重及多重比较

Z1

2012
-10-9
3.8

Z2

4.5

6.1

6.2

6.1a

6.0

5.8

5.0

3.0

0.5

6.2a

4.9

Z3

4.4

6.1

6.2

6.2a

6.0

5.6

4.7

2.4

0.4

6.3a

4.8

Z4

4.2

5.8

5.8

5.7a

5.3

5.0

3.9

1.6

0.4

5.3a

4.3

B1

4.0

5.8

6.0

6.0a

5.9

5.8

5.4

2.9

0.6

6.0a

4.8

B2

4.0

5.8

5.8

5.8a

5.5

5.1

3.9

1.6

0.4

5.7a

4.3

B3

4.8

6.1

6.1

6.1a

5.8

5.4

4.4

2.7

0.5

5.9a

4.8

B4

4.2

5.8

5.9

5.9a

5.7

5.3

4.3

2.5

0.5

5.9a

4.6

处理

2013
-1-14
5.6

2013
-2-4
5.2

2013
-2-25
4.4

2013
-3-18
2.7

2013
-4-7
0.6

2013
平均
-12-11
5.7a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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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观测日期不同处理平均叶长度(cm)
2013
-1-14
32.6

2013
-2-4
30.9

2013
-2-25
26.1

2013
-3-18
19.5

2013
-4-7
6.4

2013
平均
-12-11
30.9a 24.9

鲜重(g)

Z1

Z2

Z3

Z4

平均

B1

385.6

418.0

399.1

354.9

389.4a

B2

386.2

428.9

467.4

289.9

393.1a

B3

392.4

333.4

356.8

421.4

376.0a

B4

325.4

439.8

478.1

298.3

385.4a

平均

372.4a

405.0a

425.4a

341.1a

表4 各处理鲜重比及多重比较
鲜重比

Z1

Z2

Z3

Z4

平均

B1

2.67

2.63

2.75

2.43

2.62a

B2

2.42

2.66

3.01

2.05

2.54a

B3

2.70

2.26

2.27

2.48

2.43a

B4

2.35

2.88

2.84

1.98

2.51a

平均

2.53a

2.61a

2.72a

2.24a

Z1

2012
-10-9
10.1

Z2

13.5

31.3

34.2

34.5a

34.1

32.6

29.4

20.7

5.2

31.4a

26.7

Z3

10.1

30.7

34.0

34.4a

33.3

31.1

25.4

17.3

3.7

32.1a

25.2

鳞茎数

Z1

Z2

Z3

Z4

平均

Z4

10.8

29.4

32.7

33.0a

30.9

27.8

23.9

12.9

2.7

29.5a

23.4

B1

7.0

8.3

9.0

8.3

8.2a

B1

10.4

29.4

32.8

33.2a

32.6

31.5

28.7

20.0

6.6

30.4a

25.6

B2

8.0

8.7

10.0

7.3

8.5a

B2

12.1

29.0

32.5

32.9a

31.2

28.4

22.4

11.7

3.0

30.9a

23.4

B3

8.7

7.7

8.3

9.0

8.4a

B3

11.7

31.2

34.0

33.9a

33.1

30.3

25.1

19.6

4.9

31.1a

25.5

B4

8.3

9.3

8.0

7.7

8.3a

B4

10.2

30.1

33.7

34.4a

34.0

32.4

28.5

19.6

5.1

31.5a

26.0

平均

8.0a

8.5a

8.8a

8.1a

处理

2012
2012
2012
-10-29 -11-20 -12-11
28.3
32.0
32.4a

比(收获时的湿重与种植时的湿重比值)和鳞茎数量

表5 各处理鳞茎数量及多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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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数量，也未显著影响叶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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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蒜属植物具有缓生种的养分策略，一般土壤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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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配施对紫花苜蓿草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锌、硼均是植物必需的微量营养元素，在农作物上应用
2

较多，通常微量元素Zn肥试验用量在0—120Kg/hm 、B肥
2

在0-150Kg/hm 范围内，并且在不同的条件和试验材料下
皆得到良好的使用效果[6-11]。前期的研究表明，施肥未显著
增加红蓝石蒜、换锦花、忽地笑、长筒石蒜鳞茎产量

[1,3]

。

在大量元素施用及微量元素常规施用均未有显著成效的情况

草地学报, 2004, 12(4):268-272.
[10] 杜新民, 刘建辉, 裴雪霞. 锌锰配施对小白
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 大

1 西湖山区的植物类型及分布

1230余种，属于157个科，550属，自然分布的竹类

杭州西湖风景山林，位于杭州市区，从南、

植物有6个属，18个种，其中常绿阔叶林树种有36

西、北三面包围西湖，风景山林总面积38km 2。西

种，在群落中占有优势。西湖山区主要植物类型

钙、镁、硼、锌施肥效果的研究[J]. 北方

湖群山，属于中国东南沿海丘陵，是天目山的余

有：

园艺, 2011, (9):37-40.

脉，地势由西南向东逐渐降低，区内山峦起伏，逶

1.1 亚热带针叶林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5(4):159-162.
[11] 曹 庆昌, 王乐乐, 曹均, 孙明德. 燕山板栗

下，本试验进行了增加微量元素施用量的探讨，经过连续2

迤绵亘，风景如画，海拔在50-400m之间。杭州的

以马尾松为主，马尾松林在砂岩、火山碎屑岩

年的施肥试验，表明在河沙上种植忽地笑，锌肥和硼肥高施

【作者介绍】

亚热带季风气候，西湖山区复杂的岩性地质特征和

分布区尤为集中，如天竺山、北高峰、虎跑山、五

用量皆未显著增加叶生长量和鳞茎产量，因此进一步证实石

鲍淳松，男，1963年生，浙江义乌人，硕士研

多变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土壤特性，是西湖景区山

云山、葛岭等地。其余为黑松林、刺柏林，尚有少

蒜属植物具有缓生种的养分策略，营养在体内小循环发达

究生，高级工程师，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

林景观形成的客观条件，决定了风景山林群落的演

许柏木林，其特点为苍翠欲滴，意境深远，但易受

替和结构外貌上的各自变化。

病虫危害。在西湖风景名胜区中的针叶林地，目前

[2]

，土壤养分一般不是石蒜属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通常土

壤不需要施用大量元素肥料，也不需要施用微量元素肥料，
皆能满足其生长对养分的需要。为了使石蒜属植物更好地生

科学研究院），研究方向：园林植物栽培。
江燕，男，1964年生，安徽人，本科，高级
工程师，杭州植物园（杭州市园林科学研究
院），研究方向：园林植物栽培。

长、获得更高的鳞茎产量，满足其对光照、水分和温度的需
求

[1,3-5]

，仍是石蒜属植物栽培技术的关键。

注：文中图片由张鹏翀摄影

西湖山林常见的树种有壳斗科的苦槠、青冈
栎、钩栗、石栎等；樟科的红楠、紫楠、浙江楠、

正在演替为针阔混交林。
1.2 常绿阔叶林

华东楠、香樟、浙江樟以及山茶科的木荷等。西湖

常绿阔叶林是西湖山林的主要类型，分布于西

山区植被有7个类型，22个群系，共有维管束植物

湖山林的西南部、梅家坞、五云山、九溪、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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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玉皇山、南高峰、九曜山、龙井寺、飞来峰等，

有苦槠、青冈、木荷、米槠、香樟、冬青、石楠、

在土层较薄、立地条件较差的环境中，不易长成高

红楠、钩栗、杜英等，以混交林为主，树木基本郁

大粗壮乔木，冬季落叶后在景观上更显得单薄，且

闭成林，四季常青，是西湖山光水色的基本基调。

易受病虫侵害。

同时分布着较纯的常绿林，形成富有特色的植物景

1.4 常绿及落叶针阔叶混交林

观。
苦槠林：以马鞍山、龙头山麓、石人岭为典
型，伴有香樟、青冈栎、冬青、石栎等树种。

这类林相不仅景观好，而且生态合理，是西湖
樟、马尾松、青冈、木荷、冬青、石楠、枫香、麻
栎、朴树、白栎、复羽叶栾树等。其中含常绿阔叶

山北侧，龙头山、云栖等有小片林，混生着杉木、

树种和针阔混交林分布于梅家坞山坡、五云山、马

老鼠矢等。

鞍山、北高峰南坡，第一乔木层以马尾松、杉木为

整，伴生着棉槠、香樟等。

主，伴有白栎、木荷等；含落叶阔叶树种的针阔混

杭州西湖山林（九矅山）（闵庆耀 摄）

2 西湖山林景观的历史演变

杭州动物园附近山林（闵庆耀摄）

是日本侵华8年间，西湖山林遭受毁灭性滥伐，上好

交林属常见树林，分布凤凰山、云居山、宝石山等

在唐朝以前，西湖周边山林茂密，树老林深，

的珍贵风景林木被砍伐运往日本，连韬光成片的合

地，树林上层由马尾松、白栎、朴树、化香、梧桐

人烟稀少。自唐起，袁仁敬植九里云松，开辟了

抱大叶钩栎及清乾隆年间的九里松林也未能幸免。

构成，见于紫云洞的山坡，此类林相的特点是树种

人们改造林相、优化风景林带的历史。诗人白居易

理安寺的大片珍贵浙江楠也于1937年被寺僧盗伐。

丰富，层次明显，季相变化丰富。

的名句“松排山面千重翠”，不仅描绘出西湖诸山

至解放前夕，西湖风景林带已被破坏殆尽。

1.5 竹林

松林叠翠、绵亘不绝，更是点出松林是当时西湖群

解放以后，杭州市人民政府为恢复西湖风景区

主要是毛竹，是西湖山区的重要风景林。除云

山的主要风景林。在经历宋代的极盛、元代的破坏

的游览环境，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道路林带以及西

栖以外，法云弄、黄龙洞、双峰、灵峰等地竹林

以后，明、清时期，西湖风景林又再度兴起，在长

湖群山风景林的营造工作。在1950年至1956年的7年

也长势茂密，姿态飘逸，四季常青，特别是雨后春

达数百年间，西湖“春水红船，境入天上，秋山黄

间，基本实现了山区的全面封山育林和人工植树绿

生黄檀、化香等。

笋，气象清新，具有独特的观赏效果。

叶，人入画中”、“山川秀发，景物华丽”，灵隐

化，景区38km 2的山体重新披上绿装，又经过以后

1.3 落叶阔叶林

1.6 茶叶

寺周围“长松入云，巨柏合抱”、“苍藤老树，山

30余年的封山育林和有计划的林相调整工作，西湖
群山风景林的美丽景观得以形成［1］。

米槠林：在五云山东坡有成片分布，与木荷、
青冈栎伴生。
楠木林：分布在九溪的理安寺一带，有浙江
楠、紫楠等，为少有的楠木类植物集中的景观。抗
日战争时期，已经成材的楠木惨遭盗伐，几成空
林。解放后又重植，现已蔚然成林，恢复了景观。
杜英林：随处可见，而以玉皇山南坡较好，伴

这类林相的面积不大，但比较集中，主要树种

西湖风景区是著名龙井茶叶的产区，主要分布

花藐藐”。清乾隆时，九溪、龙井、天竺、北高

有麻栎、枫香、化香、黄连木、沙朴、白栎、黄

在龙井、满觉陇、梅家坞、双峰、茅家埠、灵隐、

峰、南屏等山，尤其是雍正8年，在万松岭“补植万

檀、复羽叶栾树、三角枫等。林相特点是季相变化

翁家山等地，遍布环湖丘陵，形成一种常绿人工灌

松，以还旧观”，西湖群山风景林再次得到恢复。

大，叶色丰富。这类林相，多分布于石灰岩地区，

丛景观。

清末以及民国以来，山林又被破坏殆尽，尤其

3 西湖山林的特色景观林带
杭州城郊的特殊地理关系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造就了西湖山林独特的植物景观林带。
3.1 灵隐路特色林带“九里云松”
灵隐路全长3036m，修路于1920年，原为进香

杭州西湖及周边山林景观（三面云山一面城）（章梦德 摄）

小道，1927年改为碎石路面，1976年整修道路时采
用25m宽现浇水泥混凝土平石。在曙光路口至洪春
桥段，行道树为无患子，两旁为香樟、麻栎等树
种。
洪春桥至灵隐合涧桥前一段，全长约2km，沿
途多植松树，苍翠夹道，绿霭连云。有钱塘十景之
一“九里云松”，陈贽《九里松》诗云“沿湖九里
植苍松”。清雍正《西湖志》卷三：“唐刺史袁仁
敬植松于行春桥(即今洪春桥)，西达灵竺，路左右
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阴霭如云，
日光穿漏，若碎金屑玉，人行其间，衣袂尽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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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六和塔等处，这类林相俗称照叶林，主要树种

梅树也因僧人无心料理，日见衰败。抗日战争时，

观峰，合称“云栖六景”。清末以后，云栖竹林屡

火棘、南天竹等。2003年分别在宝石山平台南侧、

南宋亡后，九里松两旁松树日趋衰败，《万历杭

杭州沦陷，灵峰寺坍毁，僧侣星散，梅林更为凋

遭破坏，不复旧观。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期间，竹林

蛤蟆峰下、警报台下等处种山坡植了银杏、无患

州府志》载有松二百零六株，《武林山志》载有松

零。1951年杭州市建设局园林管理处在四周补植红

更遭滥伐，几近灭绝。

子、栾树等秋色叶树种。2004年对宝石山林相进行

九十一株清初重新栽植。《西湖志》卷三：“今旧

梅数百株，因地势较高，放蕊独早，花盛开时，清

1950年后，在杭州市园林部门护理下，竹林逐

了全面优化、改造，主要在宝石山南坡2hm2的山体

松多不存，而新植者已渐如偃盖，时时与灵山白云

芬冷艳，柔香袭人，探梅不逊于孤山。后因管理不

步复壮，整修寺宇并对竹林进行了扩大，并增加了

范围内分10个区块进行，种植了马褂木、无患子、

相接，故曰‘云松’。嘉靖后，九里松旧观渐复。

善，梅树再度衰败。1956年归属杭州植物园，辟为

品种。2004年启动云栖整治工程，竹径按清康熙时

杜英、鸡爪槭、枫香、日本红枫、南天竹、银杏等

民国以后，路两旁松树逐年衰败。抗日战争期间，

果树区，改种金桔、蜜桔、苹果等果木。1985年，

的御道原状修建，尽头是云栖寺旧址，种植地被及

10多个色叶植物种类计4000株，进一步优化了景区

杭州沦陷，侵占杭州的日军作扫荡式砍伐，九里松

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决定重建、扩建灵峰探梅

苗木约4700m2，修复原民国建筑，通过环境整治和

林相。

的松树幸存无几。

2

发掘云栖景区深厚的文化内涵，使云栖景区成为以

1950年后，九里松经多次补植与整理。初期在

粉、绿萼等45个品种5000余株。1992年在梅园西侧

“绿”、“幽”、“雅”为特色，集接待、休闲、

两旁栽植无患子等行道树，多次补植松树。1961年

新辟蜡梅园，占地1.3hm2，利用自然坡向，散栽蜡

观光于一体的高品位风景点。

将路旁的香樟移出，种植黑松1000余株，并从附近

梅千丛。

3.6 吴山香樟林

4 西湖风景山林景观的规划及展望
西湖山区的现状植被，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
如尚有部分灌丛草坡和疏林草地急需绿化和补种，

的玉泉青龙山、灵峰等地移植马尾松到此，当年栽

至此，栽培观赏梅花、蜡梅共约6000株，每逢

吴山海拔94m。五代时，武肃王钱 鏐 在这里修

部分林区植被林相杂乱、色彩单调、覆盖率低，这

植各类松树3000余株。1965年从洪春桥至灵隐沿路

寒冬腊月，寒梅怒放，漫山遍野，如云似海，蔚为

建城隍庙，从此又称为城隍山。山上树木苍翠，遍

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山林景观优化中逐步解决。在今

两边各征土地40m，种植马尾松、金钱松、黑松等

壮观。青山环抱，葱郁幽谷，草地如茵，梅林似

植香樟、枫香、金钱松、银杏等，又以香樟为盛，

后的山林植被调整中，要以西湖山坡及主要风景

2000余株。此后几年里，松毛虫猖獗，至20世纪70

海，楼阁参差，暗香浮动，景色十分诱人。

有500年以上古香樟10余株，其中5株树龄高达700年

点、线为重点，以保护好现有植被为前提，以观赏

年代松毛虫毁坏松林后改种从美国引进的松树。20

3.4 满觉陇桂花林

以上，茗香楼前有一株树龄逾800年的“宋樟”。解

树种为主，增加森林覆盖率，恢复和开辟植物名胜

世纪80年代末，人行道外种植槭树等落叶树，树下

满觉陇因古有吴越佛寺满觉院(初名圆兴院)而得

放以后，杭州市园林管理部门在此添植黑松、黄山

景区，营造金钱松林、香樟林、银杏林、枫香林、

层种杜鹃，构成“九里云松十里枫，林下片片映山

名。满觉陇俗称满家弄，明清时盛产桂花，为西湖

松、柏树等常绿针叶树以及枫香等树种。由于松柏

瑛珞柏林、楠木林等十片重点风景山林［2］，逐步组

红”之九里云松新意境。

著名赏桂胜地。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期间，桂花树被

类常绿针叶树种成活率较低，1961年开始在吴山大

成以常绿树为基调的常绿、落叶混交林，反映亚热

3.2 万松岭松林

大量砍伐，仅剩少数农家屋前屋后几株老树。抗日

量种植香樟、苦楝、重阳木、梓树等，营造吴山香

带北缘植物景观的风景林。

战争胜利后稍有恢复。

樟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继续补栽以香樟为主

指凤凰山、万松岭成片松林景观。清雍正《西

的常绿阔叶树，至今吴山香樟林已经形成，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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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园林管理部门已对宝石山林

于世。现有竹林8.3hm ，不但修篁蔽天，而且古木

相进行了局部的充实和调整，1972年开始直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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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1988年春重新辟梅园12hm ，植有朱砂、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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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年间，道上建一字门，题额“九里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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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次”的营造
——柳莺宾馆临湖空间景观改造研究
Design Of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Renovation Of Lakefront Space In Liuying Hotel
许立南 倪 明 / Xu Linan Ni Ming

【摘 要】柳莺宾馆是杭州为数不多的直临西湖主湖的宾馆之一，“携一景而揽九景”的特色，使其拥有独
特的景观优势。柳莺宾馆原先的临湖空间设计因过于简单直白地向西湖开放而缺少了空间层次，该研究通过
探寻杭州传统园林中的“中间层次”的营造方式与价值，旨在柳莺宾馆临湖空间景观改造实践中通过“中间
层次”的设计，实现“湖景价值最大化”。最后，该研究在湖中选取重要视点反观模拟改造后的临湖界面对
湖景的景观影响，论证改造设计的合理性。
【关键词】柳莺宾馆；临湖空间；中间层次；借景
Abstract: Liuying Hotel is one of the few hotels which face to the West Lake directly in Hangzhou. The hotel is
beside one major scenic spot with viewing the other nine major scenic spots. So the location brings the hotel unique
advantage. The previous design directly open the hotel to the lake, so that it lacks of space hierarchy. The research

1

2

attempts to search the present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n Hangzhou traditional garden, in order
to design with the intermediate level, for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the lake view. Finally, the intermediate level was
observed from key spots in the West Lake,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Key words: Liuying Hotel；the intermediate level；Lakefront space；borrowing scene

1 柳莺宾馆的环境特色与研究缘起

的主要问题：临湖各处观景视野过于直白与雷同，

杭州柳莺宾馆位于杭州西湖东侧，紧邻柳浪闻

缺少中间层次及空间变化（见图2）。怎样在有限的

莺的南侧。相比于西湖边直接临湖的其他宾馆（国

宾馆庭院空间中进行理景处理，通过有效的环境改

宾馆、西子宾馆与大华饭店等），柳莺宾馆的规模

造设计去实现“湖景价值最大化”进而提升整个宾

2_柳莺宾馆环境现状

与湖岸线长度（约240m）都不是最大的，但是拥有

馆的品质，便成了此次研究的主要内容。

3_杭州郭庄空间布局——“双重分隔”

1_柳莺宾馆环境特色

3

在西湖十景中“携一景而揽九景”的独特观景视线

2 杭州传统园林的启示——“中间层次”的
价值

杭州园林与苏州园林同属江南园林一系，造园

苏州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典型代表，多数苏

手法与风格颇为相似。但因杭州城中多山林、且有

柳莺宾馆建筑本体部分为西向开放的三合院布

州名园处于市井之中，在用地有限又相对封闭的环

西湖这一得天独厚的天然景观，杭州园林在传统江

位于西里湖西岸的郭庄，面积1hm 2 ，临湖界

局，原先的环境处理（即现状）是将三处主要庭院

境之中通过抑扬、曲折之变创造多样的中间层次，

南造园手法的基础上，更多地将外部山林湖景的因

面长约120m。郭庄没有将庭院直接向湖面简单开

空间直接向湖面敞开，便于欣赏湖景。但是，从宾

进而营造出小中见大又极富意境的空间体验。空间

借与内部院落空间的处理结合考量，实现了山湖入

放，而是使用了“双重分隔”模式将全园主体空

馆的第一个院落走到最后一个院落，所观赏到的西

对比与营造多样的中间层次，成为苏州园林乃至中

园，极大地拓展了原有有限空间中的观览感受。对

间划成了6个部分（见图3）。首先是纵向分隔，

湖景观都一样，这也就是改造前的柳莺宾馆所面临

国传统园林的精髓之一。

外部风景环境的精心利用与处理是典型杭州传统园

通过回廊、阁轩的分隔，将全园分成尺度不同的

优势和纯粹的自然景观视野（视野中没有城市建筑
干扰）（见图1），这两大特色使柳莺宾馆的临湖景
观空间成为影响宾馆整体环境品质的关键因素。

林的一大特色，而对山湖的具体借景形式，其本身
也成为该“杭州园林”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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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从南至北先抑后扬，从狭窄的天井庭院

3.2 大堂入口与第一临湖空间（枕湖听风与草坪中

到自然岸线的内向山水庭院再到规则开阔的镜面

庭）处理，中间层次=门洞+漏窗景墙

水庭，营造了三个风格各异的空间，组织了从幽

进入宾馆后，在大堂门口设一处独立水景，作

闭向开敞过渡的空间序列。其次是横向分隔，在

为第一院落前的“中间层次”，界定草坪空间又避

纵向三个空间的基础上分别以建筑、门洞和矮墙

免直视院落内景，之前的草坪空间作为这进院落的

三种形式进行分隔，以临水建筑、框景和透景来借

空间中心则完全保留；大堂向西的望湖视野方向，

西湖之景，营造出具有不同感受体验的三个临湖空

在泳池与临湖楼之间设一处门洞（取名洞天门）与

间。三段临湖空间都避免了直白的通视西湖，通过

连续漏窗景墙，框景与漏景西湖，引人进入。通过

每个内部庭院的过渡和对西湖的不同形式的借景引

门洞进入临湖的“枕湖听风”院后可透过乔木树干

人入胜，进而在最后的临湖小庭院形成了豁然开朗

看到湖景，形成整个空间序列中的第一个高潮体验

的空间体验。

4

区。“枕湖听风”院又以泳池/茶吧建筑和漏窗景

位于孤山西峰的西泠印社山顶庭院，是在自然

墙为背景，整体开放，局部又以自然种植分隔，形

山岭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形成的（见图4）。中部

成多个相对独立的木平台咖啡茶饮空间。院北设一

的山石泉池和竹树花木对庭院进行了自然的分隔，

条小路深入半岛深处，取名“探湖小院”，增加景

几处景观建筑依地形而布，各有进退。题襟阁在北

观进深。

侧较高的视点俯瞰全院，南侧的平台和丰富的前景

3.3 第二临湖空间（景别小院）处理，中间层次=

6

中层植物形成的空间隔离

树木使得西湖的远景在阁前只能被依稀看到，下至
中部泉池平台，园景甚美但西湖却并不能见，当进
入最南侧的四照阁，透过窗框，西湖与群山尽收眼

临湖楼的西侧空间之前是直接开放的，观湖视
5

线通透但是房间住客不能出门体验。改造研究中通

4_西泠印社山顶庭院布局平面

底。利用山岭地形与花木形成视线与空间的进退变
化，进而强化“最终景观点”的观景感受，是西泠

5_柳莺宾馆改造意向——在宾馆

过中层植物划分出独立属于每个房间门前的私密临

与湖景之间增加“中间层次”

湖庭院，并通过铺装平台的进退在有限空间中创造

印社山顶庭院的一大特色。

尽量大的活动范围与空间变化。在最南侧的宴会厅

从广义上概括而言，杭州传统园林正是在优

前设置一片更大面积的室外平台拓展室内空间，南

越的天然景观与有限的庭院空间之间巧妙地通过

=Σ（宾馆+x1)+(x2+湖景)>>（远远大于）Σ宾

端以顶部镂空的矮围墙实现宴会厅与南部公共空间

“中间层次”的营造，创造了比直接看到天然景

馆+湖景。“X”就是本文所提的“中间层次”，

的空间分隔。

观更为丰富深远的景观效果。对风景环境“不过

是设计过程中需要仔细推敲和反复论证以实现最

3.4 第三临湖空间（十景汇观、塔影水庭与桂花

于奢侈地简单利用”——先“小之更小”可显后

终的“湖景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见图5）。从前

院）处理，中间层次=空廊+漏窗景墙

“大之更大”，含蓄渐进地展露最精华部分可以

面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出其实应对不同的环境，

第三临湖空间是宾馆最大的内庭院，是本次改

更好地实现引人入胜、小中见大，使空间体验有

“X”有且形式多样，并且中间层次对于内部空间

造研究的核心。我们首先在草坪中庭与第三临湖空

序列有变化地层层递进——这是杭州园林给予我

和外部空间也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x1≠x2（见

间之间设置了一道景观花门，以明确界定宾馆环境

们的有益启示。

图6）。

中最为主体的两个大空间，强化“庭院深深”的景

3.1 宾馆入口处理，中间层次=入口改直为曲+入口

3 柳莺宾馆的临湖空间处理——“中间层次”
使湖景价值最大化

7

观意境，另一方面又通过乔木与藤本的配合将花门
6_柳莺宾馆改造平面

标识空间

7_宾馆入口景观引导空间

将入口道路绕过原有值班亭及相近的大树，避

本身隐与自然景观之中，实现“暗示性”的空间划
分，避免形式过于直白而产生的空间局促感。

一个宾馆建筑紧临一处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

免直视宾馆内景，营造景观进深；在第一段道路视

观，即使景观不做处理，宾馆的景观品质也未必

线尽头设置作为对景的中间层次——酒店标识与

在宾馆主体出现之前先形成酒店的空间标识感。

面西侧设置了一道曲折的空廊，并利用水系将原有

低。但是此次研究设定的目标是：Σ宾馆+X+湖景

花境，沿路设置景观引导柱形成入口引导序列，

（见图7）

的一个院落划分成十景汇观、塔影水庭与桂花院三

第三临湖空间的最大改造内容是：在原有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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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间（见图8）。
由景观花门进入塔影水庭后，首先可以透过飞
虹廊看到一部分西湖以及远处的雷峰塔。飞虹廊作

水系让庭内水面宛如西湖的一部分（之前是孤立的

间比“枕湖听风”更加开阔直接。“塔影水庭”南端以漏窗

水面与水沟），更让水面西侧区域突破酒店空间而

景墙分隔，并有由数珠桂花围合形成的独立小空间“桂花

成为西湖中一个“半岛”。

院”，既有局部透景又可屏蔽宾馆南侧的水域管理处码头的

为第一道中间层次强化了内外水面的联系，扩大的

随后飞虹廊继续向南延伸，并随微地形与假山
的起伏至老柏树处（毛泽东与胡志明合影处）形成

不良视线，并形成一处小尺度的可以静谧观雷峰塔景致的独
立空间（见图11）。

一处面水轩，廊内展示区域与廊外的柏树草坪共同

通过“中间层次”的融入，在中部庭院收敛视线、增加

形成一个讲述宾馆历史的主题空间。面水轩（见图

精致园内景营造空间过渡并局部透景西湖，最后在临湖“十

9），向西走出后，透过作为中间层次的轩内挂落

景汇观”开阔地或“桂花院”的静谧清幽地欣赏西湖，这样

看到西湖。轩西侧设置一处开阔的平台（取名“十

的景观价值之和，远远大于在各处都直接简单且形式相同地

景汇观”），近距离深入湖中达到空间高潮（见图

看到西湖的。

4 西湖湖中视线的影响评估——“中间层次”的外部
检验
8_柳莺宾馆第三临湖空间实体模型

“中间层次”对于两侧空间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前述设

9_第三临湖空间的中间层次：空廊+漏窗景墙
10_“十景汇观”轩透视图

计重点考虑了对内部空间的积极意义。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

11_十景汇观、塔影水庭与桂花院空间关系

产对其周边的景观建设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本研究选取西
湖中几处重要节点（雷峰塔顶层、小瀛洲东码头、西子宾馆
东北端、孤山光华复旦牌坊和两处近距离湖中游船视点），

[3] 彭一刚.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 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4] 周
 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2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作者介绍】
许立南，男，1985年11月生，浙江湖州人，东
南大学景观建筑系硕士，工程师，杭州园林设

述改造内容对湖景的影响（见图12）。

倪明，女，1986年2月生，江苏泰州人，南京
林业大学城市规划系（风景园林设计方向）硕
士，工程师，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园
林设计师。

面相对湖岸线有一定的后退，改造内容对湖景影响极微。白
色景墙部分则因为自身颜色与背景植物颜色的反差而可能被
察觉，检验提醒我们在后续设计中需要进一步补充中层植
物，弱化其影响而使新增的界面与背景环境融为一体。

12_西湖重要节点对界面改造的反馈评估对比

11

[2] 童雋. 江南园林志[M]. 2 版. 北京：中国建

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园林设计师。

廊、景墙、新增植物）本身相对空灵的形态，且中间层次界
10

南大学出版社[M].2007.

反向观测柳莺宾馆的临湖界面，通过模型模拟进一步评估前
从图片对比可以看出，得益于中间层次界面（平台、空

9

[1] 刘
 先觉，潘谷西. 江南园林图录. 南京：东

筑工业出版社，1984.

10），此处平台仅有老香樟树干作为前景，临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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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柳莺宾馆庭院改造方案由杭州园林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园林五所设计，本文是在该方案
的前期研究内容基础上整理编写而成；改造方
案处在研究阶段，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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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龙井茶文化景区之“龙井八景”构思与设计
The Conception And Design Of “Eight Views Of Longjing” In
Longjing Tea Culture Scenic Area
秦建中 / Qin Jianzhong

杭州市政府在2002年推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取

这里群峰环绕，环境清幽，古木参天，溪水丁冬，

得巨大成功之后，又于2005年至2006启动了对龙井

自古以来就是杭州的游览胜地，拥有众多的名胜古

茶文化景区的全面整治工程。2006年在龙井村、龙

迹。乾隆皇帝六次巡游江南，四次亲临龙井，亲笔

井寺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完成后，进一步对久居山

为“风篁岭、过溪亭、涤心沼、一片云、方圆庵、

坳而不被民众熟悉的“龙井八景”区块进行整治。

龙泓涧、神运石、翠峰阁”等“龙井八景”题名，

“龙井八景”区块的历史人文资源十分丰富，
【摘 要】龙井茶文化景区的全面整治，是西湖湖西综合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龙井茶文化景区
整合工程二期“龙井八景”景区的恢复建设为例，提出整治水系，恢复“八景”，以“八咏”为意境，整治
历史遗迹，创造多变的饮茶场景，丰富龙井茶文化内涵。“龙井八景”的恢复进一步提升了龙井茶的知名
度，对杭州市打响“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风景园林；龙井茶；龙井八景；西湖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Longjing tea culture scenic are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并为龙井茶作诗赋歌。

是龙井茶文化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龙井八

1.2 现状分析

景”，创造多变的饮茶场景，使人们在赏景的同

1.2.1 有利条件

时也能体验到不同的饮茶氛围，对打响杭州茶都品

该区域为喀斯特地貌，有丰富多彩的奇石景

牌，丰富龙井茶文化内涵，进一步提升龙井茶的知

观。周边群峰竞秀，茶园碧绿以及郁郁葱葱的风景

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林植被。紧邻龙井寺景点，且周边景点众多，如
西湖湖西景区、南高峰、龙井山园、九溪十八涧、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oject of the west of West Lake.This paper take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of Longjing tea

1 项目概况与现状分析

老龙井御茶园等，区域交通便捷，有利于旅游线路

culture scenic area integr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It presents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system, recovery of eight

1.1 项目概况

的组织，方便游人到达。

views of Longjing, and taking eight porty as artistic conception, conduct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relics, and creating
changeable tea drinking scene, to enrich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ngjing tea. The recovery of eight views of

“龙井八景”区块位于龙井寺东北部的山谷

1.2.2 存在问题

Longjing is important to the reputation of Longjing tea and the branding—“ tea is the nationd drink and Hangzhou

中，西、北以龙井路为界，北端与西湖湖西景区相

地块内违章搭建严重，有一些农居，占据了原

is the capital of tea”.

连，东、南达南高峰山脚，总面积约17.56hm 2 。

“龙井八景”的遗址；自行修筑的引水渠道对自然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Longjing green tea；Eight Views of Longjing；West Lake

水景造成了破坏；随处搭建的混凝土平台对自然石
景造成很大的损坏；房屋出租，从事陶瓷烧制，对

俯瞰荪壁山房、茶饮集市

龙井寺牌坊

景区环境造成污染，存在安全隐患。“过溪亭”东
侧的建材堆场，对景观环境造成极坏影响。
历史上的“龙井八景”区块，山道伴溪而行。
经历了数百年雨水的冲刷，古道破损严重，部分湮
灭在丛林中。村民自行修筑的山道各自为政，道路
系统极其混乱。车行系统不完善，缺少停车场地。
综上分析，设计着重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尊重历史，尽可能遵循历史记载，根据
记载在相近遗址处恢复“龙井八景”。在少拆迁的基
础上利用现状地形地貌条件，创造完善的游赏格局。
（2）利用不同场所的景观空间，创造不同的饮茶
意境，充实龙井茶内涵，丰富人们的品茶体验。
（3）搬迁与游览活动及农民基本生活无关的企业
单位。
（4）完善内部游览系统、车行交通及停车设施。

2 景观布局
“龙井八景”的恢复建设重在意境的创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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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篁阁西南山谷的平坦之地复建方圆庵，并以矮墙
围合出一个小院落，于墙亘角落结合石崖设水塘，
塘边植梅花，营造疏影横斜、青灯孤影的禅意境
界。
2.1.5 龙泓涧
由于龙井路的横向穿越，切断了龙泓涧上游部
分水脉，造成上游流水常沿龙井路四处溢流，致使
龙泓涧缺少水源，景观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浣花
池几乎干涸。设计在龙井路路基下设涵洞沟通龙泓
方圆庵

龙泓涧

涧上下水脉，以给下游水系带来丰沛的水源。整修

乾隆与茶文化陈列馆

浣花池周边环境，整修原有叠石假山，并以野花点
缀于水畔及山石旁，营造旁莳杂花、飞英蘸水的意
境。
2.2 “十二味”品茶意境

过对历史景点的恢复，使“龙井八咏”的意境与多

在过溪亭的溪流上游北岸有一院落，院子的西

种饮茶场景相结合，赋予每一处景观以特别的情

南角有一口清泉，泉出石间，其形似钵，俗称“钵

感，使原本沉寂的山林呈现活的灵魂，使饮茶与生

池”，整治时去除住家在石壁上安装的陶瓷龙头，

在“八景”的恢复中，涤心沼旁、风篁阁以及

活、艺术以及自然环境相融糅。方案意在创造“八

恢复钵池的自然景观风貌。对院子的主体建筑及环

钵池边民宅可营造凉台净宅的饮茶氛围；方圆庵则

景十二味”的景观效果。

境进行综合整治，使其体现一种凉台净宅的意境。

有一种小庵梅下的禅意境界。

2.1“八景”的恢复整治与“八咏”意境的营造

2.1.2 风篁岭

2.2.2 山堂精舍，品茶第次，林下草亭

2.2.1 凉台净宅，青灯孤影

乾隆皇帝四次游览龙井，不仅在龙井寺题了

在钵池西北侧有一石崖，玲珑峻峭，其上有乾

在过溪亭东侧有一处幽深的山谷，裸露的石

《龙井八景》，而且每次都为“八景”作诗以表游

隆御书“风篁岭”三字，由于年代久远，现今石崖

崖，清澈的溪水，良好的山林植被，构成良好的

兴。共为“八景”作诗三十二首，从而有了“龙

上字迹已泯灭不可辩。整修石崖周边环境，修复崖

构景基础条件，但被建材堆场所占据。设计搬迁建

井八咏”，成为古今美谈。龙井寺中的一片云、神

上石刻。在风篁岭摩崖石刻的崖脚，有一处水塘，

材堆场，恢复“荪壁山房”。在溪流交汇处扩大水

运石、翠峰阁已恢复整治完毕。本设计着重对过溪

据记载称“小水乐”，因溪流叮咚，如音乐之声而

面，布置曲桥、平台、水榭，主体建筑形成丰富的

亭、风篁岭、涤心沼、方圆庵、龙泓涧等五景的恢

名，在“小水乐”西岸恢复风篁阁，四周广植竹

院落层次。院中植松、竹、梅，愈向山谷中，建筑

复整治。

林，营造风篁夹道的景观效果。

灵巧轻盈。结合溪流形成的“寒潭”旁布置曲廊，

2.1.1 过溪亭

2.1.3 涤心沼

左可赏自然丛林、奇石裸岩，右可赏片片茶园，营

龙井八景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过溪亭。过溪亭，

在风篁岭的南面，有一处方形水池，历史上称

又名“二老亭”。相传苏东坡上山拜访高僧辨才，

“涤心沼”，“涤心”即清澈之意。“涤心沼”现

在山谷的尽端，结合石崖、溪流营造曲水流觞

两人一见如故，秉烛夜谈，次日辨才亲自送苏东

状由于管理不善，充塞残枝枯叶，成为一潭死水，

的景致，依水散置几只曲几，供游人品茶，把盏临

坡下山，后来人们在二人送别处建亭，名“二老

没有“清澈”之感。设计将该水池与龙泓涧水系贯

风，品茶次第。

亭”，两侧有龙池、泻池。由于受周边住家活动的

通，形成跌宕起伏、喷流四溅的水体景观。沿溪岸

出“荪壁山房”后院柴门，沿山路前行，在茶

影响，部分水池被掩盖在地面以下，景观效果受到

铺设园路与风篁阁相通。在“涤心沼”西北岸复建

园边际设一处草亭，亭前木平台上设泥炉，供人们

地，结合停车场设游人中心，借助聚集的人气，设

很大影响。设计根据立地条件，恢复并拓展龙池、

小楼“月林堂”，形成转承启合的院落空间。

自主煮茶，壶中沸水的汩汩声，与山林的风声相呼

茶饮集市，集市中摆设路边大碗凉茶，供人品饮，

泻池水面，并对周边绿化进行充实调整，补植松、

2.1.4 方圆庵

应，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情怀。

并定期开展斗茶活动，丰富人们的饮茶体验。

2.2.3 茶饮集市

2.2.4 樟荫品茗

竹等植物，对过溪亭周边农居按西湖山地民居形式
进行立面改造。

方圆庵圆盖方趾，相传是米芾的题书，秦观的
《龙井记》刻于庵旁石壁，为辨才居住的地方。在

造出访隐居之士、鼓琴看画的意境。

在荪壁山房北面，问茶古道旁，有一处林缘空

振鹭亭晴

鸡笼山西侧有一处山谷，片片茶园，层层茶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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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独具魅力的茶乡风光，几株大香樟三三两两点

5 诗碑廊

3.2 步行系统

缀于茶园中，形成清新可餐的风景，设计在大樟树

恢复从外鸡笼停车场东侧起，伴龙泓涧蜿蜒而

诗碑廊为“龙井八景”恢复工程新建项目。清

设木平台，人们在茶园中体验采摘的快乐，在樟荫

上的问茶古道。路侧采用自然石砌坎，上嵌刻“问

乾隆皇帝四次亲临龙井，不仅为“龙井八景”题

下品尝新茶的清香。

茶古道”四字。整修古山道，在破损处以自然山石

名，而且每次均为八景各赋诗一首，四次共作诗32

2.2.5 精品茶宴，大众茶馆，荷亭避暑

或弹石作衔接过渡。小路跨越龙泓涧其左右，形成

首，从而有了“龙井八咏”，成为古今美谈。为了

龙泓涧旁有由花房改建而成的“龙井草堂”，

步移景换的山道景观。选用自然石材，铺筑“龙井

能让后人系统地欣赏这一文化趣事，决定利用“龙

环境清雅。镂花景墙将草堂划分为动静两个院落空

草堂”的园路及铺地面层。为使各景点间的联系更

井八景”恢复工程，建设“龙井八咏”诗碑廊，将

间，由于现有建筑为长条形，立面呆板，房屋结构

加密切，增设了少量游步道，仍以自然石材为主，

32首乾隆题诗集中雕刻在诗碑廊中。

质量也较差。根据原建筑的空间关系，将“龙井草

局部采用竹、木等材料，以更好地与环境协调。

入口处建筑因临近大路，易聚集人气，可改建

4 绿化设计

乾隆六次巡幸江南，在杭州、在龙井均留下来

现状风景山林以落叶阔叶林为主，生长良好。

不少历史印迹。利用一座民国时期的老建筑，通过

池塘北面建筑背靠茶山面临水塘，环境清雅，

主要树种有：麻栎、白栎、枫香、三角枫、香樟、

对其外立面及外部环境进行改造，使其与周边环境

可改造为有一定院落结构的庭院，庭院或面水或以

冬青等。林下植被有络石、扶芳藤、蕨类和石蒜

相协调，辟为展现乾隆与龙井茶文化陈列室。

曲廊相隔，人们可在环境幽雅的庭院中品尝精品茶

等。

为大众茶馆。

宴。

诗碑廊

6 乾隆与茶文化陈列室

堂”分为三个板快进行改造。

绿化设计结合自然山林群落，在原有次生混交

7 农居整治

调整原有水系，与龙泓涧打通，池中种植荷

林基础上，增加观花、观叶、观果等树种，为增

地块内围绕“涤心沼”沿山脚零星分布有一些

花、睡莲等水生植物，形成丰富的水景。水岸边设

加景点的古朴、典雅情调，增植加松、竹、梅等植

农居，虽然户数不多，体量也不算太大，但大部分

廊榭，当炎炎夏日在水边亭廊品茗龙井茶，将体会

物。观花树种选用腊梅、杏、梅、山玉兰、二乔玉

却占据了“龙井八景”造景的最佳位置。尤其是

到荷亭避暑的意境。

兰、山樱等；色叶树种选用红枫、鸡爪槭、石楠、

“过溪亭”东北侧的三幢农居，严重地影响“过溪

2.2.4 华堂高阁

无患子、乌桕、黄山栾树等；林下地被种植络石、

亭”的景观。因此，设计对现状农居位置进行全面

蕨类、南天竹、杜鹃、二月兰、喷雪花、石蒜、常

调整。东北侧的三幢农居整体移位，向后侧平移六

春藤、蝴蝶花、紫金牛等。

米，拉大了“过溪亭”前方的景观空间，游人从主

了。一方面，市政府要求在国庆节前建成开放的日

展由专业人员演示的茶艺，将饮茶与艺术相结合，

道一转弯就能看见“过溪亭”的全貌。其余农居位

期不能变，另一方面，由于该地块地处山坳，地形

引发思维以助清兴，提高人们的修养与情操。

置不变，建筑整体外观按照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变化大，伴有季节性大水，运输非常不方便。

2.2.5 农家堂前

划对农居的要求进行改造。

在龙井草堂背后茶山的高台上建“夕佳楼”，
与“三台阁”形成良好对景，在“夕佳楼”中可开

在“龙井草堂”北，挺拔的枫香给龙井古道平

游步道

农居

虽然外部条件很严峻，但我们经过无数次现场

“龙井八景”恢复整治项目获得了2007年度杭

协调和图纸临时调整，通过各方的共同协作、努力

添了几分清苍。改建道旁农居，形成院落关系，营

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奖（优秀勘察设计）一等奖，

工作，还是按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面建设完成“龙

造质朴的西湖山地民居群落。游人可在农家堂前观

2008年度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优秀勘察设

井八景”项目。开放后，幽静的周边环境，浓郁的

摩茶农炒茶，品饮新茶。

计）三等奖。

文化内涵，为杭州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3 交通系统设计

8 后记

3.1 车行系统

“龙井八景”恢复项目于2005年底开始进行方

设计拓宽通向过溪亭的车行道，以满足两车交

案设计，到2006年4月完成施工图设计。上面提到的

会的需求。并在过溪亭东南侧设一处停车场，和

“龙井八咏”诗碑廊是一个补建项目，六月份接到

“龙井草堂”及景点入口处设置小规模停车场，分

通知要增加诗碑廊项目，院里马上组织方案设计、

别容纳10辆大客车、35辆小轿车和30辆小轿车。

通过专家评审，当完成施工图设计时已是七月份

获得了市民广泛的好评。
【作者介绍】
秦建中，男，1964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园林规划三所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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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老年人的公共绿地规划设计的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Green Space Planning
For The Elderly
丁时安 / Ding Shian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从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对在城市绿地中
设置不同形式的老人活动区，满足老年人健身、交往、娱乐等活动的要求进行探讨。提出了老人活动区的设
置形式、内容及组成要素的布置手法。
【关键词】老年人；绿地空间；公共绿地；规划设计

2 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应对老年人活动场
地给予足够重视

老年人活动的需要；切忌为追求形象需要，挖掉铺

2.1 合理的服务半径，适于老人的到达

重罚”的警示牌。

许多老年人由于行动能力的限制，不能去较远

3.2 组织宜于开展相应流动的空间

的公园，因此在居民区附近的绿地对老年人而言相

公共绿地中的公园、街头游园等服务功能较

当重要。据调查，对老年人来说，步行最大距离约

强，为满足不同年龄结构的需要，可进行集中分

在800m左右，所以一些街头绿地应临近居民区，以

区，一般分为儿童活动区、青少年活动区、老年人

700-1000m为服务半径进行布局规划，以利老年人

活动区及相应各景区；对于老年活动区宜与以观景

方便地到达。

为主的区域融为一体，并与其它各区相互联系又有

2.2 注重周边环境，提高社区服务设施利用率

所隔离。不同的年龄段所经历的时代不同，身体条

一般来说，60-75周岁的老人如不患大的疾
Abstract: The trend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is more and more obvious. Setting different activity areas for the

装地面，换上草坪，再插上“游人禁止入内，违者

件不同，老年区还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的需要再进

病，生活能自理，也有独立自主的心理要求，购

行相应划分。

form, content and elements of the activity areas for the elderly are proposed.

物、邮寄、就医、存取款等一些基本的生活活动都

3.3 结合游园规划设置老人活动区

Key words: elderly people；green space；public green space；planning and design

愿意自己进行，所以公共绿地与居民区应统一规

在居住区绿地、街头游园内设置一定面积的老

划，临近如商店、邮局、医疗所、菜市场、储蓄网

人活动区，为附近的老年人服务，服务半径小，使

点、活动中心等十分必要，老人们在户外活动之余

用方便，利用率高。内容设置上主要考虑以休息、

可进行相应的行为活动。

聊天、小型体育锻炼为主，注重室外活动、个体活

2.3 综合规划，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

动的开展。可布置休息活动场地、疏林、花坛、水

elderly in green space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itness,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arrangement,

公共绿地规划，除应与居住区有合理的关系

体、茶室、坐椅、亭、廊、花架等，为老年人提供

外，还应避开工厂、污染源、噪声源、垃圾站；由

就近休息、散步、遛鸟、下棋、打牌、晨练、晒太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

识的增强，老年人不再满足于退休后在家带孙子

于老年人行走不便，反应迟缓，所以到达公共绿地

阳等活动场地和绿色空间，使老人们创造老有所

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随着

辈，希望走出小家到社会中去交往、健身，排解退

不宜穿行交通繁忙的城市主次干道。

乐，悠闲自在，怡然自得，颐养天年的环境。

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研究适宜老年人

休后的寂寞、孤独感，让晚年生活过得充实、有意

2.4 足够的面积，保证老年人的需要

3.4 结合单位附属绿地规划设置老人活动区

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要。老年人的大部分时间，都

义，延年益寿。他们有较充沛的精力和较多的时间

如前所述，公共绿地中可供老年人使用的面积

随着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单位绿化得到

是在住宅及附近公共环境中度过，尤其在气候较

来安排晚年生活，对社会活动、人际交往、文体活

明显不足，使老年人得不到舒服的娱乐活动场地。

日益重视，结合单位附属绿地规划设置老人活动

适于户外活动的春、夏、秋三季，公共绿地以其

动等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迫切希望社会能为

在绿地系统规划时，应对绿地所在地进行充分的调

区，直接为单位宿舍区的老年人服务，解决一些在

良好的生态环境、开放的活动空间、适宜的活动

他们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但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城

查，包括对绿地周围居民区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查分

城市近郊或远郊单位的老年人游公园的不便和老年

场地、广泛的社会参与已成为老年人户外活动的

市专门设置的老人活动区较少，如浙江省杭州市不

析，以确定相应的绿地面积及场地面积，使其满足

人对绿地的就近、经常使用的需求。内容设置上主

首选场所，其作用对老年人来讲几乎与住房同等

少原本属于老年人的活动场所，或因扩建街道、兴

老年人的需求。

要考虑以休息、小型文体活动为主，可结合单位老

重要。

建高楼被拆除，或被占用，或转化为以中青年人为

1 我国老年人的现状

年活动室布置，注重室外活动与室内活动相结合，

主、商业性极强的活动场所。城市中所设置的老年

3 公共绿地中老年人活动区的规划设计

集体活动与个体活动相结合。布置休息活动场地、

活动中心，往往面积较小，数量又少，不能满足为

3.1 保证足够的活动场地比例

疏林、花坛、水体、坐椅、亭、廊、花架、学习

我国对城市居民现实行离、退休制度，一般情

数众多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少老年人抱怨，城

《公园设计规范》(CJJ48-92)中规定，居住区

室、活动室、门球场、宣传报栏等，为本单位的老

况下，干部男60周岁，女55周岁；工人男55周岁，

市变得越来越大了，而老年人的生存空间却变得越

公园、居住小区游园、带状公园、街旁游园中的

年人晨练、跳舞，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活动、集体

女50周岁退休。这批人从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退下

来越窄了。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应结合城市绿

园路及铺装所占比例分别为10-20%、10-20%、

操、书画展览等提供空气清新、舒适宜人的绿色空

来后，子女已成家立业，不再需要他们负担。随着

地设置多种形式的老人活动区，以满足老年人的精

15-30%、15-30%；在以上几种公共绿地中，应根

间，充分调动老年人身心的内在积极因素。

城市居民休闲意识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养身保健意

神需求。

据其所在地段居民年龄结构确定相应比例，以保证

3.5 结合综合性公园规划设置老人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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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交融的自然植物空间

城市综合性公园面积大，环境优美，交通方
便，在公园内集中划出一定面积的地块作为老人活

——回首2008年太子湾公园的整治设计

动区，设置老年文娱设施活动场所，为全市的老年
人服务。内容设置上主要考虑以多种形式的文娱、

Space Of Natural Plants With Iutegration Of Mountains And Water

体育活动为主，可结合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

A Review Of Reconstruction Of Prince Bag Pack In 2008

布置，注重社会活动与个人活动相结合，室外活动
顾力天 高 艳 / Gu Litian Gao Yan

与室内活动相结合，娱乐活动与科技学习活动相结
合。在提倡国人“终身学习”的时代，需要布置供
学习交流的阅览室、书画摄影展览室，供娱乐的音
乐室、棋牌室、乒乓球室，供室外活动的健身、跳
舞场地，门球场，垂钓区，草坪、树丛、花坛等。

老年人健身绿地（丁时安 摄）

【摘 要】太子湾公园建成开放历近20年，2008年开始提升改造，改造的宗旨是对园区空间进行整理，以
恢复原有的英国风景园的景观空间；以及加强公园与西湖的景观联系，最终达到“还湖于民”的目的。
【关键词】太子湾公园；英国风景园；空间开放；整治设计；植物名胜

使老年人在这里能得到身心放松，感受到欢歌笑

Abstract: Prince bay park has opened for nearly 20 years. in 2008,reconstruction was conducted for organizing the

语、生机勃勃的气息。这种形式的老年活动区面积

space,to restore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dscape style garden;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dscape of
the west lake and the park, finally the goal of "Return the lake to people"was achieved.

比前两种大，内容设施更为丰富，增强了全市老年

Key words: Prince Bay Park；English landscape style garde; open space；renovation design；plant places of interest

人健身、娱乐、学习活动的参与性、选择性、主动

物、存车、寄存、电话等设施也应设置。

性和持久性，增加了老年人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

3.7 有寓意的景观

交往机会。他们既可在环境优美宜人的老人活动区

在公共绿地中宜设置一些有助于激发老人生命

娱乐、学习，又可在公园的其他景区游憩，也可带

激情的景观，通过景物引发联想，唤起老人的活力

孙子辈同去游玩(老人活动区的规划位置与儿童活动

或引发他们美好的遐想，调剂心情。一些有特点的

区邻近，老人、儿童各得其所)，可谓一举多得。在

建筑、建筑上的匾额、对联、景石、碑刻、雕塑、

管理上可采取学习、文体活动由市老年活动中心负

建筑小品、植物等只要设计构思恰当都可以获得较

责，园林绿化由公园负责的方式。

好的效果。如植物中老茎生花的紫荆、深秋红叶、

3.6 必要的服务设施

花开百日的紫薇以及青松、翠竹等都可以激发老年

不少老年人在天气较好的日子里，白天大部分

人精神活力。

时间是在室外度过的，在公共绿地中应为老年人设
置必要的服务性建筑，老人易失禁，厕所、洗手间

4 结束语

应必不可少，且应尽量靠近老人活动区，不宜过于

在城市绿地中设置多种形式的老人活动区，是

隐蔽，通往道路不宜过窄，一般应在1.5m以上，室

我国老年人口增加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要

内注意防滑，并设置扶手以及有放置拐杖的地方，

求。我国的绿化工作者应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

其它如饮水站、茶室、小卖店、管理服务办公室也

充实而有意义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老年人充

宜注意相应位置，以备老人方便使用。

分感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的美

老人们需要的设施在公共绿地中也不宜忽视，

好生活。

如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单杠(高度宜低)、压腿杠、

太子湾公园玉鹭亭

1 太子湾公园简介

瀑布边补植的樱花

下，开始规划设计和建设，1990年竣工开园，并与

太子湾公园位于杭州西湖西南隅，因南宋庄

1996年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奖。2008年8月再次对太

文、景献两太子游历并葬于此处而得名，是西湖风

子湾公园提升整治。2009年3月20日竣工并正式对游

景名胜区环湖景区中的一级景点和市级公园，面

客免费开放。

2

球网、教练台等，老人喜欢退休后舞文弄墨，也热

【作者介绍】

积17.75hm 。公园用地原系杭州西湖疏浚工程的

衷搞展览互相品评，所以一些必要的展出场地、设

丁时安，男，1963年生，浙江杭州人，大学本科，风景园林高级工程

淤泥堆放场，由于1985年建设西湖引水工程而进入

施应相应设置，但不必特别豪华，一二排展览栏则

师，现任杭州和达市政园林公司副总经理。

人们的视野。公园于1988年春在风景园林专家施奠

从2002年开始，杭州市政府、杭州西湖风景名

东（原杭州园林文物局局长）和刘延捷夫妇的主持

胜区管委会实施西湖风景名胜区的综合整治，并将

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他如挂鸟笼、栓宠

2 2008年整治提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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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西湖的公园绿地都免费开放，打破了西湖周边公

带。即使游客步行在公园外侧的南山路，也很难感

园独立割据的格局，使西湖恢复了完整性。随着西

受到太子湾公园的存在。正是“雄险奇幽绿翠秀，

湖综合整治的逐步开展，环西湖的公园绿地相继免

藏在深山人未识。”南山路是环西湖道路系统中的

费开放，为杭州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

城市干道，担负着环湖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的重

益。

任。改造重点之一就是对于公园北侧和南山路沿线

为贯彻还湖于民、还景于民的总体方针，2008

梳理山水植物空间，适当打通公园内外景观视廊，

年杭州市政府根据杭州市政协委员的提议整治太子

使游人在南山路上就能感受太子湾公园及南屏山和

湾公园，对游客免费开放。为此，太子湾公园整治

九曜山的风光，加强公园内部与南山路北侧西湖景

提升的主要目的是将公园与西湖山水交融，显山露

观的交融，使太子湾公园真正成为西湖景观的组成

水；景观上，太子湾公园不仅要实现对民众的免费

部分。

开放，更要实现景观视觉上的开放。

3.2 植物的多年生长改变了英国式风景园的空间构架

太子湾公园景观一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太子湾公园的建设中，太子

3 整治设计工作的重点

湾公园借鉴了英国式风景园的空间构架，运用了英

通过对太子湾公园现场的反复踏勘，资料收集

国式造园手法，结合西湖引水工程带来的优质景观

归纳整理。总结出三个提升改造中切实需要解决的

水，形成了舒朗开阔的公园特色。经过20多年的风

主要问题亦即整治设计的要点。

雨之后，植物的生长、地形的变化以及公园局部水

3.1 太子湾公园与西湖景观之间的视线隔离问题

系的淤塞，使公园景观与最初的设计构想有了许多

改造前的太子湾公园被浓郁的复合林带隔离，

的变化。提升工作需要继承和延续公园自然、浪

南山路和西湖上游人的视线很难穿透高郁闭度的绿

漫、返朴归真、以植物造景为主，以优质活水景观

三条新的景观廊道

太子湾公园景观二

为重的特色，通过植被梳理、强化特色树种、增加

太子湾公园整治工程总平面图

地被种植，结合地形和水系的整理再现公园设计的

的植物墙，把太子湾公园展现在西湖和游客的面

湾公园北侧沿南山路一侧十分浓郁密闭的植物带

初衷成为提升重点之二。

前，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植物梳理，而是要从空间和

中，上层以20-30m高的水杉、池杉为主，包含少量

3.3 多年形成的植物特色需要更加凸显以适应游客

视线方面着手进行处理。

香樟、枫杨、马尾松、珊瑚朴、沙朴等；中层以郁

根据太子湾公园内部的主要景观视线以及公园

闭度较高的桂花、珊瑚树以及点景的鸡爪槭为主，

太子湾公园经过多年的园林管理逐渐在逍遥坡

与周边西湖景区的视线关系，我们选择了三条主要

还有少量白玉兰、浙江楠、紫叶李、棕榈、火棘、

和主要步行道上已形成了樱花草坪和樱花道的景

的景观视觉通道，分别是苏东坡纪念馆——西湖南

棣棠、石楠、绣球等；下层和地被植物则以八角金

观，每年的郁金香花展适时在樱花开放的季节举

泠亭—张苍水墓道—望山坪—南屏山；西湖—西湖

盘、黄馨、书带草为主。南山路上建设大郁闭度林

行，形成了樱花、郁金香的植物特色。每年春季4月

引水工程出水口—曲桥—大瀑布；花港观鱼南门广

带的初衷是为了阻挡原有的淤泥堆放场对西湖风景

份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赏花，渐渐形成了太子湾公

场—新建太子湾入口小广场—玉鹭亭—逍遥坡—九

的影响，而1988年的太子湾公园建设时增加了中下

园自身的品牌名片。加强这一品牌特色是公园提升

曜山。在这三条景观视线上，移除植物墙中所有阻

层的植物遮挡，则是基于阻挡南山路交通带来的环

改造的重点之三。

挡视线的乔木，并在公园内调整视线上的乔木种植

境压力。数十年的绿化基础造成太子湾公园与西湖

位置，从而使三条视廊拥有良好的景深，丰富的层

的隔绝，大量外地游客经过太子湾公园却完全不知

次和通透的视野。三条景观廊道的打通将太子湾公

道身边还有如此美景。

的需要

4 整治设计手法

园内部主要的景观视线与西湖其他景区的视觉廊道

整治设计清除和移植了自张苍水墓道至公园婚

具体思路和措施。

连通，从而拉近了太子湾公园与西湖的整体关系，

庆区的几乎所有在人视线范围内的中层植物，仅适

4.1 打开密闭的植物墙，加强与西湖景观的交融

加强了太子湾公园与西湖景观的相互融合。

当保留沿公园内部水系一侧的鸡爪槭、红枫等色叶

根据上述整治工作重点，设计相应提出了下列

要打开南山路北侧与太子湾公园之间近30m宽

迁移中层植物，打开南山路的行人视界。太子

植物，以及南山路杨公堤交叉口的对景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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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使特色植物景观向山体延续，使公园植物景

特色游览之外增加其余季节的观赏性，增强公园对

观特色更为突出。考虑到其他季节的游赏需求，避

游客的吸引力。

免游客量的大起大落，整治工程加强公园山体植被
的林相改造，适当增加了秋色叶植物，如枫香、银
杏、黄连木、无患子等，使太子湾公园在春日赏景

5 结束语
太子湾公园的整治设计中强化了植物在景观中
的作用，让植物景观从常规的景观配角上升为主
角；探索了全开放式公园的景观空间与视廊的收放
手法，让空间更加收放有度，游刃有余。整治工程
于2009年3月20日完成，并正式对游客免费开放。
期间再次得到了施奠东、刘延捷等老专家的悉心指
导。尤其是刘延捷老师，多次亲临现场，指导放
样，指导树木的调整，她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和追求
完美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整治后开园适逢樱花、郁金香盛花期，并与周
末、清明小长假相遇，因此开放后第一个周末就创
记录地接待了6万名游客，清明3天小长假游客数量

太子湾公园逍遥坡远眺
太子湾公园的植物空间

超过了20万人次，至5月3日，45天总客流量达124.4
万人次，最高一天达到9万人。游客对于太子湾公园
的景观环境的满意度很高，达99.2%。游客对于园

这样在人的视线高度上，太子湾公园的美景就穿过

物群落进行梳理，将下层的无刺枸骨、云南黄馨、

内道路、厕所的满意度达96.6%，由此可见，整治

水杉林下，若隐若现的展现在游人面前。结合北侧

海桐、红花檵木等长势过于茂盛的球状灌木全部移

提升工程得到了游客普遍的认可，成效显著。

风景如画的花港公园，这样南山路就成为一条真正

走，加大地被宿根花卉的种植面积。对长势较差或

太子湾公园整治提升设计获得了西湖杯（优秀

意义上的景观大道。

未能形成很好背景的植物群落进行梳理与加强，形

勘察设计）一等奖，钱江杯（优秀勘察设计）三等

4.2 梳理公园植物景观，强化“英国式风景园”特色

成良好的空间围合与浓厚的背景。从而打通公园内

奖。

太子湾公园在最初设计时，是以中国园林的山

部各条景观廊道，优化视觉美感。太子湾公园美丽

水关系为基础，融入了英国风景园的植物空间，

的草坪空间又一次流动了起来。

形成了公园的基本布局和景观。因此，空间上强调

4.3 增植樱花，强化特色植物景观

【参考文献】
秋天的无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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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草坪空间和简洁的植物层次，1988年建园

太子湾公园的樱花植物景观和郁金香景观为公

时植物配置单纯简洁，疏密有间。上层突出乐昌含

园的名片，是公园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但由于早

笑、川含笑等木兰科植物以及无患子、鹅掌楸、湿

期的樱花局部受到病虫害的侵蚀，已显老态，沿园

地松等点景植物；中层春季为樱花和玉兰，秋季为

路的樱花尤其明显。只有逍遥坡大草坪位置的樱

顾力天，男，1979年生，浙江宁波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红枫、鸡爪槭；下层灌木为火棘和三棵针；地被植

花长势相对较好。樱花的种植仅限于逍遥坡周边区

高艳，女，1965年生，浙江杭州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副

物则多为宿根花卉和水生湿生植物。空间大气而自

域，其他地块仅仅少量点缀种植，樱花并未形成全

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然。但经过近二十年多年的时间，局部区域植物已

园的特色。整治改造时加大沿园路、水系的樱花栽

过于茂密，特别是下层的球状灌木，严重阻碍了公

植量，对已显病态的樱花进行替换。为强化太子湾

园的视觉通透感，空间层次和序列被弱化。

公园的樱花植物景观特色，沿瀑布两侧顺山体栽植

整治工作正是对有碍景观视线，过于郁闭的植

大量樱花品种，形成春日樱花烂漫、水声潺潺的

【作者介绍】

景观5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注：文中图片由周骅摄影

樱花、郁金香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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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艺术馆
Tang Yun Art Museum

唐云艺术馆藏有唐云家属捐赠给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唐云书画作品、收藏品共195
件，其中唐云书画作品38件，书画收藏品等106件，此外还有紫砂壶及砚台、铜镜51
件。其中八把“曼生壶”均由杨彭年制、陈曼生铭，是唐云艺术馆的镇馆之宝。建馆
以来，唐云艺术馆通过各种艺术交流活动，还收藏有国内外书画名家作品500余件。
唐云艺术馆作为一个对外开展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重要窗口，建馆以来还举办了
众多较有影响力的书画艺术交流活动，特别是从2002年起，每年举办“相约西湖”文
化系列活动，业已成为杭州市的知名文化品牌。

Tang Yun art museum was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in May 1999. It is an oldstyled building, located by the side of beautiful West Lake, south of Longbridge, East of
Wansong college, north to Orioles Singing in the Willows, west to Leifeng Pagoda, echoes
the Zhejiang Art Museum.
Tang Yun Art Museum is mainly formed with three parts which are the exhibition
hall, the art communication room and Bahu Society. The couplet at the entrance of
Exhibition hall “loving painting into the bone marrow, writing poem with literary
excellence”, is the motto of Mr. Tang Yun in his whole life, but also a true portrayal
of his art life. In addition to holding a regular exhibition of Tang Yun’s works and
collections, the museum also holds a variety of art activities each yea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exchanges between Tang Yun art museum and Xu Beihong
Memorial Museum, Guan Shanyue Art Museum, Zhu Qizhan Art Museum as well as
domestic well-known art institutions and art groups such as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Luxu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Shanghai Chinese
Painting Academy, Beijing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so on.
In Tang Yun art museum there are 195 pieces donated by his family to the H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including 38 Tang Yun’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and

唐云艺术馆于1999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它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仿古建筑，坐落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南接长桥，东临万松书院，北近柳浪闻莺，西对雷峰夕照，与浙江美术
馆遥相呼应。

106 piece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llections, also 51 pieces of teapots, ink stones
and bronze mirrors. The eight "Mansheng pot" made by Yang Pengnian, engraved by
Chen Mansheng, are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s of the museum. Through a variety of
art exchange activities, Tang Yun art museum also collected a colle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works of more than 500 pieces.

唐云艺术馆由展览厅、创作交流室、八壶精舍三部分组成。展览厅门口的对联“爱画入

Tang Yun Art Museum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in the

骨髓，吐词合风骚”，是唐云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艺术馆除举

art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useum, many influential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办唐云作品及藏品常规展览外，每年还举办各种艺术交流活动。同时，与徐悲鸿纪念馆、关

West Lake" series cultural activities,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famous cultural brand in

山月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等结成了兄弟馆；同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鲁迅美院、天津美

art exchange activities were held here, especially since 2002, an annual event, "Meet On
Hangzhou city.

院、西安美院、广州美院、上海中国画院、北京画院等国内著名的美术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
了广泛的联系。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 Zhang Ji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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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松书舍
Yun Song Shu She

相信金庸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

主要建筑。其中松风明月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不会陌生吧。当年查良镛（笔名金庸）先生的新派

构，其余为木结构。建筑色彩以白色、黑色及木本

武侠小说风靡了整个大陆、港澳台，乃至全世界的

色为基调，建筑间以回廊相连，回廊中点缀着各种

华人圈。他在英国、东京等世界多地，均有自己的

花式的窗框。

寓所，并各有藏书。在杭州西湖边，也有一处由杭

这里的庭院是苏州园林的格局，造园师法自

州园林设计院设计的金庸先生读书会友的雅园，那

然，山石玲珑，涧溪潺潺，松竹与亭阁交相掩映，

就是云松书舍。

廊回路转，移步换景。

云松书舍在杭州西子湖和北高峰之间，位于杭

金庸先生当年出资修建云松书舍的初衷，是

州钱塘十八景之“九里云松”起点，又在康熙帝御

“以供藏书写作和文人雅集之用”。不过1996年云

笔西湖十景“双峰插云”之碑亭侧。由杭州市政府

松书舍建成后，金庸先生觉得书舍建得太美了，又

拨址、查良镛（金庸）先生出资兴建。整个书舍占

在西子湖畔，不应由他一人独享，应公诸同好，让

2

2

地10955m ，建筑面积2993m 。

广大民众都能分享这良园美景。当年11月5日，他决

书舍大门气派不凡，横匾“云松书舍”四字由

定将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他的高风亮节，无疑

汪道涵先生题名，两边对联上书“飞雪连天射白

和近些年出现的不少将名园古建占为私人会所的行

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字囊括了金庸14部主要

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武侠小说作品。

得益于金老先生的还湖于民之举，至今书舍不

云松书舍是按江南特有的庭院风格建造的，白

售门票，游客可随意进出游览。漫步书舍，庭院深

墙乌檐。从外表看来，庭园并不大，但一迈进门

深，清风徐来，竹林萧萧，苍松遒劲。虽处于闹市

内，照壁、回廊、月洞门把全园分割为不同区域，

之中，却尽享幽静雅致之美，恍如尘世中一处世外

层层深入，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桃源。

云松书舍有耕云轩、松风明月楼及赏心斋三组

（ 文·图/伍恒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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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人在水

的情怀，不负她一生的依恋。

——西湖古韵中走出的女人们
Beauty Beside Water
The Woman From Ancient Melody Of The West Lake
余 弦 / Yu Xuan

秋瑾墓（孙小明 摄）

林徽因碑（杨小茹 摄）

前半生快乐的光景：童年的无拘无束，少女的天真

如果说苏小小是嬴柔多情的，那同样埋骨西泠

烂漫，灯下的掩卷沉思，下笔时的行云流水，著作

的“鉴湖女侠” 秋瑾却是位为创建共和慷慨赴死

被流传时的欢呼雀跃。然而怎料世事无常，丈夫获

的巾帼英雄。“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

罪，家道中落，她不得不中断创作，挑起全家的重

烈。”是怎样的气壮山河。然而，当你见到秋瑾本

担。未等丈夫归来，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可怜

人的影像时，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其江南女子的

才女薄命，最终也只能与爱人重续再生缘了。

秀美端庄。于是，在西泠桥边的秋瑾墓前，望着她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

那英姿飒爽的白玉雕像，你会感叹，这究竟是怎样

天。”西湖往南，花港公园西里湖南岸，有一座林

一位奇女子？娴静时静美如落花，眉眼中却透着英

徽因纪念碑，碑身为长方形，上有林徽因的剪影和

气，腹有诗书万卷，心在家国之间，义气如钢心如

她的文字。林徽因，一个让人只能仰望的女子，美

铁，甘为同胞洒热血，她可以笑对敌人的屠刀，却

艳如花，出身名门，才华横溢，在清波门外的姑母

在面对儿女照片时潸然泪下，她可以为了革命抛家

家度过了她无忧无虑的童年，西湖的青山秀水赋予

弃子，却唯愿死后可以魂归西子湖畔，她，终究还

了她美丽和灵性，江南的山水园林激发了她对建筑

是个女子，一个内心深处依然柔软的女子。

学的喜爱和热情，人们一直仰慕她的美貌与才情，

过孤山往北便是游人如织的断桥。“半是凡心

乐道她的爱情与婚姻，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作家，

半是仙，蛾眉空付一千年。 断桥难断尘寰事，西

一个建筑学者，她是民国女神，诗人徐志摩为她抛

子湖畔续前缘。”她是神话传说中走出来的女子，

弃发妻，哲学家金岳霖为她终生未娶，建筑学家梁

本是异类，虽为冷血，却偏偏又是侠骨柔情，只

思成守护了她一生，然而她却始终活的理性而优

为前世的一次不期而遇，今生便急急地赶赴那千年

雅，绚烂而从容，她用理性浇灌爱情之花，最终结

之约，在烟雨濛濛的西湖，眼神的碰撞，雨伞的传

出了婚姻的硕果，她用脚去丈量，用心去写作，用

递，相遇的美丽，在尘世的屋檐下，编织着人间烟

病体去工作，最终使自己的人生“生如夏花之绚

火的平凡，人妖相恋的悲剧，又怎能震慑住渴望真

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赢得了世间男子的爱与尊

爱的心？雷峰塔罩得住人，又怎能罩住亘古不变的

重。

情？断桥并没有断，断的只是白蛇与许仙的一世情

伊人在水，水伴伊人，女人本就是水做的，而

缘，那把多情的油纸伞，是否可以挽留他们匆匆而

从西湖古韵里走出来的女人更是至美至情，至聪至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自从

陵松柏下”,在西湖西北面，孤山西泠桥边的慕才

逝的旧梦？千年的情节早已注定，留下的却是永恒

慧。西湖的水滋润了她们的容颜与性情，她们的故

苏东坡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诗句开始，西湖，便已

亭，长眠着怎样一位传奇的女子？正史中不见她的

的传说。那些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又将落入谁的

事赋予了西湖诗意与柔情。

然是一名女子了。 历史长河中走来的西湖是一位

身影，她却留存在文人墨客的记忆中。南齐名妓苏

梦中？

名门闺秀，在千百年历史的积淀中展现着她的气质

小小与才子阮郁的爱情，给西湖增添了一抹浪漫与

“末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刚成血几丝，泪纵能

与内涵，她的山水笼罩在古韵悠悠的精致与典雅之

忧伤，这位身在风尘却冰清玉洁的才女，书写过多

干犹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词。”两百多年前的清

余弦，女，1989年生。命运多舛，重度脑瘫，经26年的医治、训

中；而与西湖有关的女子，则是西湖美景中最美丽

情的诗句，采折过离别的柳枝，流淌过相思的泪

代，西湖东边柳浪闻莺对面的荷花池头，素衣素服

练，7岁勉强站立。从最初2小时才能艰难地书写一个汉字，到汉语

的部分。

滴，多少次灯花挑尽不成眠，多少回高楼望断人不

的陈端生独坐池边，望着微风吹皱那一池碧水，双

从西往东，从北至南，湖畔的女子是柔美多

见，她最终还是尝尽了相思之苦，错过了花好月

眸满是哀伤，那一年，她20岁，正在为亡母守孝，

情、才华横溢的。伊人在水，她们因美丽和才华而

圆。“但生于西泠,死于西泠,埋骨于西泠,庶不负我

此时的她，已是闻名遐迩的才女，两年前开始创作

为世人所知，水润伊人，西湖因她们而萦绕着诗情

苏小小山水之癖”。在庭院深深的江南，月光为她

的《再生缘》，已广为流传，这便是日后被郭沫若

画意。

铺就温床，那无处可寄的魂魄，完完全全融入西湖

称为“南缘北梦”的“南缘”，将它与《红楼梦》

的青山绿水之中，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抚慰她高洁

齐名,足见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句山樵舍留下了她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

【编者按】

语言文学本科自考即将毕业，付出了她艰辛的努力和汗水。她是一
位乐观向上的少女，一位自强不息的姑娘，自幼酷爱文学，写下了
许多充满情感和深度的好文章。从该小文中也可以品读出余弦的顽
强和收获，编辑部在此向余弦表示崇高的敬意。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余弦加油！

杭州植物园的蜻蜓
Dragonfly In Hangzhou Botanical Garden

可自由伸缩的形似面罩的捕捉器。“面罩”平时折于

布黄色纵纹，腹部黑色具黄斑。雌雄相似，淡雄虫

头部底下，当猎物接近时，迅速弹出“面罩”，并用

第2腹节侧面具耳状突起。

“面罩”前方的锯齿捕捉猎物。老熟稚虫常于夜间
爬出水面，在植物或石头上羽化。蜻蜓成虫的复眼

于炜 / Yu Wei

极其发达，行动迅速敏捷，在飞行中捕食蚊、蝇、
蛾、蝶、叶蝉等多种害虫，是一种重要的益虫。
蜻蜓（差翅亚目）和蟌（束翅亚目）颇为相似，
成虫主要的区别在于蟌的体形细弱，腹部呈细圆棒
状，复眼间距大，呈哑铃状，翅膀可开张、合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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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寻地点：分类区、桃源岭，常见种。
科）

虫方面，蟌的稚虫体形纤细，腹部末端有3片尾鳃；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5mm，后翅长约

蜻蜓的稚虫体形粗短，腹部末端没有尾鳃而通过短

30mm。雄虫合胸及腹部背面具蓝灰色粉末，侧面

尾突进出水流，供直肠鳃呼吸水中的溶氧。

具2条黑纹，第2 -4腹节侧板具黄斑，后端黑色。

察到的蜻蜓有30余种，4-11月均可见，尤以春末及

雌虫体较小，腹部黄黑相间。
可寻地点：分类区、山水园，常见种。

夏季最多，池塘、溪流、山沟、林缘、草地等地都

6、黄翅蜻 Brachythenmis contaminate (Fabricius)

是适合观察蜻蜓的地点。现将部分杭州植物园观察

（蜻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5mm，后翅长约

1、联纹小叶春蜓 Gomphidia confluens Selys（春

20mm。雄虫复眼棕褐色，合胸黄褐色，具数条黑

蜓科）

细纹，腹部红褐色，前、后翅上缘约2/3面积为黄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50mm，后翅长约
条纹，侧面大部分黄色并具黑纹，腹部黑色具黄

14

纹与雄虫相似。

部扁平，复眼或多或少相连，翅膀平展无法合并。稚

45mm。雄虫合胸前面黑色，具1对“7”字型黄色

13

腹部前5节膨大，后端黑色。雌虫黄色至绿褐色，斑

5、蓝额疏脉蜻 Brachydiplax chalybea Brauer（蜻

到的蜻蜓介绍如下：

9

22mm。雄虫体淡蓝色，合胸具云雾状黑色条纹，

息时多将翅膀合并；蜻蜓的体形相对蟌大且粗壮，腹

杭州植物园植物茂盛，池塘、溪流众多，可观
5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18mm，后翅长约

褐色。雌虫复眼上褐下绿，体淡褐色，腹背有2条纵
向的黃白色斑纹。
可寻地点：竹区、木兰山茶园、分类区、桃花

纹，后端膨大，各腿节约1/2黄色。雌虫与雄虫相

园，少见种。

似，头顶具一对小突起。

7、红蜻 Crocothemis servilia (Drury)（蜻科）

可寻地点：山水园，少见种。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25-30mm，后翅长

2、小团扇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Rambur)（春

30-35mm。雄虫复眼红色，全身赤红色，腹部背面

蜓科）

具1条细黑线。雌虫复眼上褐下蓝灰色，体黄褐色，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45-50mm，后翅长

腹部背面的黑细纹较雄虫更明显。

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平时所说的蜻蜓其

1代。蜻蜓交尾时，雄虫用腹部末端的肛附器抓住

40-45mm。体黑色具黄色至黄绿色斑纹，腹部

实泛指整个蜻蜓目，是一类比较原始的昆虫。现蜻

雌虫前胸或头顶，雄前雌后，一起飞行。卵产于水

具黄斑，雄虫第8腹节侧缘外扩呈扇状，雌虫第8

桃花园，常见种。

蜓目共包括3个亚目：差翅亚目（统称蜻蜓）、束翅

中或水生植物组织内，有些种类盘旋在水面之上，

腹节外扩较小。本种与大团扇春蜓Sinictinogom

8、臀斑楔翅蜻 Hydrobasileus croceus (Brauer)（蜻

亚目（统称豆娘）以及间翅亚目，其中间翅亚目介

直接将卵撒落在水中；有些种类贴近水面飞行，突

phusclavatus (Fabricius)极为相似，区别在于本种

科）

于前面2个亚目之间，世界已知仅有2种：1种发现于

然用尾部碰触水面，同时将卵排出，这就是“蜻蜓

扇子区黑色，大团扇春蜓扇区中央黄色。

日本，另1种发现于印度山区。蜻蜓在全世界均有分

点水”一词的由来；还有一些种类可以爬到水面以

布，以热带地区最多，目前全世界已知29科约6500

下，将卵产在水生植物内。蜻蜓的稚虫俗称“水

3、闪蓝丽大伪蜻 Epophthalmia elegans (Brauer)

色至黑褐色，第4-7腹节背面具黄色圆斑，翅淡褐

种，我国已知18科700余种。

虿”，生活在水中，用腹部末端的尾鳃或直肠鳃呼

（伪蜻科）

色透明，后翅后缘内侧有一横向的黑褐色斑纹。雌

可寻地点：分类区、科研中心，少见种。

蜻蜓目属不完全变态昆虫，一生经历卵、稚虫

吸，捕捉孑孓、蝌蚪、小鱼等其他小型水生动物。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55-65mm，后翅长

和成虫3个阶段。一般1年1代，部分种类3-5年完成

水虿的口器结构非常奇特，下唇异常发达，特化成

50-55mm。合胸密被绒毛，青蓝色具金属光泽，上

可寻地点：竹区、山水园、分类区、桃源岭、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45mm，后翅长约
40mm。雄虫合胸黄褐色，侧面无斑纹，腹部黄褐

虫似雄虫，腹背无黑斑和黄色圆斑。
可寻地点：分类区，少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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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锥腹蜻 Acisoma panorpoides Rambur（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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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寻地点：山水园、灵峰，少见种。

9、白尾灰蜻 Orthetrum albistylum Selys（蜻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33-40mm，后翅长

紫薇园、分类区、桃源岭、灵峰，常见种。

35-43mm。雄虫复眼蓝灰色，老熟后合胸有黑化倾

15、黑丽翅蜻 Rhyothemis fuliginosa Selys（蜻科）

向，腹部黑色，第2-6腹节被蓝白色粉末。雌虫黄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25-30mm，后翅长

褐色，腹背具黑褐色具不连续的黑褐斑，第7-9腹

35-40mm。体蓝黑色具均属光泽，前翅前端1/3透

节黑色。

明，其余黑色具强烈的蓝色金属光泽。飞行缓慢，

可寻地点：木兰山茶园、分类区、桃花园，常
见种。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5mm，后翅长约

37-42mm。雄虫复眼蓝绿色，合胸及腹部密被蓝灰

30mm。雄虫复眼上褐下绿，前额具2个黑斑，合胸

色粉末，腹部末端黑色，翅基部深褐色被粉末。雌虫

黄褐色，侧面具1粗2细共3条黑纹，腹部红色，侧面

体黄色，合胸侧面具2条黑色宽纹，翅基部黄褐色。

具黑斑。雌虫腹部黄褐色，侧面黑斑较多。
17、晓褐蜻 Trithemis aurosa (Burmeister)（蜻科）

40mm。雄虫头及合胸深蓝黑色至黑褐色，腹部深

翅基部具红褐色斑块，翅脉红紫色，腹部末端具小

红色，翅基部具小黑斑。雌虫体黄褐色，腹部侧面

黑斑。雌虫复眼上褐下灰，体黄褐色，翅基部黄褐

具黑斑，翅基部黄褐色。

色，腹背及两侧具黑色纵纹。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35-40mm，后翅长
33-38mm。合胸黄绿色至绿色，具黑色条纹，腹部
第1、2节膨大，3节后变细，7-10节黑色较粗，腹
侧具白色的斑纹。
可寻地点：分类区，少见种。
13、黄蜻 Pantala flavescens (Fabricius)（蜻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31-35mm，后翅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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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5mm，后翅长约
30mm。雄虫体红紫色，额头具蓝黑色金属光泽，

12、狭腹灰蜻 Orthetrum sabina Drury（蜻科）

069

可寻地点：青龙山，灵峰，罕见种。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30mm，后翅长约

可寻地点：山水园，少见种。

20

可寻地点：竹区、山水园、分类区、桃花园，
常见种。
18、赤基色蟌 Archineura incarnata (Karsch)（色蟌
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60-65mm，后翅长
45-50mm。雄虫老熟后身体腹面被白色粉末，合胸
红铜色，翅基部约1/3面积玫瑰红色，翅痣狭长，
腹部黑色。雌虫翅基部无红斑。
可寻地点：桃源岭，罕见种。

部背面被白色粉末，翅分为淡色透明和黄色至黄褐

相似，但腹部蓝斑没有雄虫明显。雌虫潜入水下在

色两种，翅痣红褐色。雌虫翅黄褐色，翅痣白色。

水生植物组织内产卵。

可寻地点：桃花园、青龙山，少见种。
21、杯斑小蟌 Agriocnemis femina Brauer（蟌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18mm，后翅长约

可寻地点：灵峰，少见种。
23、翠胸黄 蟌 Ceriagrion auranticum Fraser（ 蟌
科）

10mm。雄虫复眼上黑下绿，老熟后合胸及各腿节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30-35mm，后翅长

40mm。雄虫复眼上褐下青灰色，体黄色，合胸具

19、透顶单脉色蟌 Matrona basilaris (Selys)（色蟌

密被白色粉末，腹背黑色，腹面绿色，腹部末端橙

20-25mm。雄虫复眼绿色，复眼后方红色，合胸黄

黑色细纹，腹部具黑色斑纹，老熟后腹部有赤化现

科）

色，老熟后橙斑褪去。雌虫合胸黑色具蓝绿色条

红色至黄绿色，腹部橙红色。雌虫合胸绿色至绿褐

纹。

色，腹部暗褐色。

象。雌虫色较淡。
可寻地点：竹区、分类区、桃源岭、桃花园、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50-55mm，后翅长
40-45mm。雄虫体绿色具强烈的蓝色金属光泽，翅

可寻地点：桂花紫薇园、分类区，少见种。

明星林，常见种。

金属蓝色，端部黑色，无翅痣。雌虫体灰褐色至绿

22、多棘蟌 Coenagriona culeatum Yu and Bu（蟌

心，常见种。

14、玉带蜻 Pseudothemis zonata Burmeister（蜻科）

色，翅褐色具白色伪翅痣。

科）

24、长尾黄蟌 Ceriagrion fallax Ris（蟌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30mm，后翅长约

可寻地点：桃源岭，少见种。

可寻地点：山水园、分类区、青龙山、科研中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8mm，后翅长约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33mm，后翅长约

38mm。雄虫复眼黑色，前额白色，合胸黑色，侧

20、透翅绿色蟌 Mnais andersoni McLachlan（色

18mm。雄虫复眼上黑下绿，合胸前面黑色具蓝色

23mm。雄虫复眼及合胸绿色，腹部黄色，第7-10

面具不明显的黄白色细纹，腹部黑色，第3、4腹节

蟌科）

条纹，侧面蓝色具黑色条纹，合胸腹面及足被白色

腹节背面黑色，并逐渐向腹面延伸。雌性色较淡，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43mm，后翅长约

粉末。第2腹节蓝色，侧面具“V”字型黑斑，第

腹背面黑褐色至黑色，腹面及侧面淡黄色至黄褐

33mm。雄虫体绿色带金属光泽，老熟后合胸及腹

3-5腹节具蓝色大斑，腹部末端蓝色。雌虫与雄虫

色。本种与短尾黄蟌CeriagrionmelanurumSelys极

白色，后翅基部具黑褐色大斑块。雌虫第3、4腹节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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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要点：成虫腹长35-40mm，后翅长

（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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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寻地点：分类区，少见种。
16、竖眉赤蜻 Sympetrum eroticum (Selys)（蜻科）

11、赤褐灰蜻 Orthetrum pruinosum (Burmeister)

18

姿态优美，似蝴蝶。

10、异色灰蜻 Orthetrum melanium (Selys)（蜻科）

可寻地点：灵峰、桃花园，少见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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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寻地点：竹区、木兰山茶园、山水园、桂花

为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短尾黄 蟌雄虫腹部末端黑斑
较少且不向腹面延伸，雌虫腹部黄绿色，无具黑斑
或黑斑较少。
可寻地点：分类区、科研中心，少见种。
25、日本黄蟌 Ceriagrion nipponicum Asahina（蟌
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30mm，后翅长约
20mm。雄虫复眼上红下褐，合胸及腹部橙红色。
雌虫眼后方黄褐色，合胸暗绿色，复腹部淡褐色。

25mm。雄虫合胸黑色具蓝白色条纹，各腿节基部

春兰的观赏价值与挑选技巧
Ornamental Value And Selection Skills For Cymbidium Geovingii

及中、后足胫节白色，翅痣红褐色，腹部黑色，第
3-6腹节基部蓝白色，第9、10腹节大部分蓝白色。

朱剑俊 / Zhu Jianjun

可寻地点：灵峰，少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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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叶足扇蟌 Platycnemis phyllopoda Djakonow
（扇蟌科）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24-28mm，后翅长
17-20mm。雄虫合胸前方黑色具1对黄白至黄细绿

种。

纹，侧面黄白色至黄绿色，中、后足胫节白色并膨

我国古代把兰花与梅、竹、菊并称为四大名

五、奇花（蝶花）：副瓣或捧瓣舌化或半舌化

26、东亚异痣蟌 Ischnura asiatica (Brauer)（蟌科）

大如扇状，腹部背面黑色具白色细环。雌虫胫节不

花，并列为“四君子”。兰花又与水仙、菖蒲、菊

者皆称为蝶瓣。其中副瓣蝶又称凤尾蝶，捧心蝶则

膨大，未熟时体色发红。

花列为“花草四雅”。由此可见兰花在古人心目中

称三心（星)蝶或蕊蝶，花舌多重则称菊瓣蝴蝶。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3mm，后翅长约
18mm。雄虫合胸前方黑色具1对细绿纹，腹背黑
色，腹面黄绿色，第9腹节蓝色。雌虫合胸黄绿色，

可寻地点：竹区、木兰山茶园、山水园、桂花
紫薇园、分类区、科研中心、桃花园，常见种。
（ 图/于炜）

合胸背面黑色，腹背黑色，侧面黄绿色至蓝绿色。

赏鉴兰花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需要经过长期

放出来，走向平民百姓家，成为群众喜爱的十大名

的积累，普通市民在选购一般兰花时，可按以下几

花之一（名列第四）。养兰花可以充实人们的业余

个准则来考量：

文化生活，怡情养性，爽快精神。

可寻地点：山水园，罕见种。
27、蓝纹尾蟌 Paracercion calamorum (Ris)（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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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则共有八大项。传统理论要求花型端正（正
春兰传统五大分类法分别为：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20mm，后翅长约

一、梅瓣：外三瓣需圆头，紧边、肉厚、色

18mm。雄虫复眼上黑下蓝，合胸蓝色具黑色条

翠、肩平、捧不合背、捧端起兜，舌圆舒直不后卷

虫复眼上褐下绿，合胸褐绿色，腹部黄绿色，末端
不呈蓝色。
可寻地点：山水园，少见种。

蜻蜓交尾

者才能称为梅瓣。缺一条件只能称作梅型瓣。
二、荷瓣：外三瓣宽阔，收根、蚌壳捧（捧瓣
不起兜）、舌圆舒展者才能称为荷花瓣。瓣太长、
大落肩、捧狭舌细者只能称荷型瓣。

29、黄纹长腹扇蟌 Coeliccia cyanomelas Ris（扇蟌科）

三、水仙瓣：外三瓣必须宽阔，瓣头微尖、收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40mm，后翅长约

根放角、捧端微起兜、舌圆舒展者称之为水仙瓣。

26mm。雄虫合胸前方具4个蓝斑，侧面具1条黑细

未符合这些条件者，只能称竹叶瓣，另外，圆头长

纹。腹部黑色，第8腹节后半段蓝色，第9、10腹节

脚，捧端有兜者，无论深浅仍称之为梅瓣，只属于

蓝色。雌性似雄虫，但合胸斑纹为黄色，腹部末端

梅瓣中、下品。

蓝色不明显。
可寻地点：灵峰，少见种。

为上品，三角肩、落肩为下品（视觉上看）；

格）无奇花，现代理论要求花型新奇。

28、黑背尾蟌 Paracercion melanotum (Selys)（蟌科）

纹，腹背黑色，腹侧蓝色，第8-9腹节全蓝色。雌

4、肩呈水平展开称之为平肩（一字肩）或飞肩

四、素心：舌面无红点者称为素心，舌腮有红
晕者称桃腮素，舌全红者称朱砂素。

春兰盆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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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寻地点：山水园、分类区、青龙山，少见

识别要点：成虫腹长约37mm，后翅长约

园艺科普

园艺科普

070

30、白狭扇蟌 Copera annulata Selys（扇蟌科）

桔梗
【名词注解】
（1）圆头：外三瓣尾端呈半圆形，形同硬币。
梅瓣必须符合此种条件。

072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魏 婷 / Wei Ting

073

园艺科普

园艺科普

（2）紧边：外三瓣边缘微内卷。
（3）白头（白边）：外三瓣边缘成白色，证明
叶厚，为佳品。
（4）收根：瓣幅自中央部位向基部收狭。

学名：Platycodon grandiflorus

（5）放角：瓣幅自中央向尾端放宽，而后急缩。

别名：白药、苦苹根、包袱花、铃铛花、僧帽

大富贵
（6）盖帽：主瓣紧盖着捧瓣。
（7）起兜：捧瓣雄性化后，捧瓣顶端增厚所造
成（鉴别梅瓣）。

汪字

余蝴蝶

分叉，外皮黄褐色。茎直立，有分枝；叶部分轮生

（10）窠（中宫）：指内三瓣。

至全部互生，近无柄，叶片卵状披针形，边缘有细

（11）蚕蛾捧：捧端有白头，形似蚕蛾头，称软

锯齿；花大形，单生于茎顶或数朵成疏生的假总状

光洁亮丽的称观音额捧。
（13）蒲扇捧：捧瓣短圆微扁平，捧端微白头

6、舌点必须具备有一点、两点或品字点、U形点方能成品，
杂乱色浊者不列名品；
7、花梗以细长为佳，能架出者（高出叶面）为上品，与叶齐
高者其次，花隐叶下者为下品；
8、叶阔、脚收、尾垂、色浓绿者为上品，质厚、姿斜立者亦
佳，质薄兼狭细者为下品；
9、花色彩以嫩绿为上，浓绿次之，红绿再次之。色花则以色
彩鲜艳、明度高者为上品，色浊暗绿色者为下品。
兰花有很多欣赏点，在品评一株兰花是否珍贵时，可以通过这
些观赏点来对照，如是否带蝶、是否带有水晶体等，如果在一种
兰花上同时出现一个或几个欣赏点，价值就会得到提升，同一苗
上的欣赏点越多，其观赏价值一般也就越高。
如今国内已形成一股“国兰热”，推动了兰花产业的迅速发
展，也导致了兰花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严重破坏，致使春兰已成为
濒危物种，“天价兰花”不时见诸报端。因此，应大力普及兰花

浅兜。
（14）蚌壳捧：捧瓣似蚌壳张开状，内凹外凸。
（15）猫耳捧：捧瓣向上翻，似猫耳。
（16）剪刀捧：捧瓣略狭长，似剪刀状。
（17）全合捧：捧瓣与鼻头、花舌粘合成一体，
呈三瓣一鼻状。
（18）五瓣分窠：内外五瓣呈放射状，瓣边不

花序，含苞时如僧帽，开后似铃状；花冠钟形，先
桔梗（魏 婷 摄）

端五裂，倒垂时很像古代的钟，所以又称钟形花。
花有蓝紫色或蓝白色；蒴果倒卵圆形，熟时顶端开
裂。种子多数，褐色。花期7-9月，果期8-10月。
分布习性：原产于我国各地，在朝鲜半岛、日本
和西伯利亚东部等地均有分布。性喜温暖、向阳、

年经常走的那条山路旁。第二年春天，她的坟头开
满了紫色的小花，人们叫它“道拉基”。

凉爽湿润的环境，苗期怕强光直晒，须遮荫；成株

2、《桔梗谣》

喜阳光，怕积水。抗干旱，耐严寒，怕风害。适宜

是一首经典的朝鲜族民歌，曲调柔和细腻，旋

在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土质疏松而含腐殖质的砂

律优美动听。《桔梗谣》歌词为“桔梗哟，桔梗

质壤土上栽培。多野生于山坡、草丛间或沟旁。

哟，桔梗哟桔梗，白白的桔梗哟长满山野。只要

功效与应用：桔梗是我国传统常用中药材，具

采上一两棵哟，就可以装满一大箩哟，哎咳哎哟。

（19）分头合背：捧尖部分分离，其余相连。

有宣肺、祛痰、利咽、排脓等功能，主治咳嗽痰

这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哟，这也是我们的劳动生

（20）连肩合背：捧瓣相连，甚至与鼻头粘合

多、咽喉肿痛等症状。桔梗根可入药，亦可腌制成

产”。这首民歌音乐轻快明朗，往往会让人联想到

咸菜，在中国东北地区称为“狗宝”咸菜。在朝鲜

翩翩起舞的朝鲜族姑娘，生动地塑造了朝鲜族姑娘

半岛、中国延边地区，桔梗是很有名的泡菜食材，

勤劳活泼的形象。此民谣最初产生于朝鲜江原道附

当地民谣《桔梗谣》中描写的植物就是它。

近，后流传于全朝鲜半岛。

相连。

在一起。
（21）如意舌：舌前端微上翘，形似工艺品（如
意头）状。
（22）刘海舌：舌形长圆微下翻，形似齐眉短
发的刘海形。
（23）圆舌：舌形阔圆，微下翻。
（24）大铺舌：形似圆舌，稍长下拖。
（25）龙吞舌：舌尖内勾的尖如意舌。三瓣一
鼻头的多属于龙吞舌。

知识，从认识兰花，欣赏兰花到保护兰花，以推动野生兰花资源
的保育，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出贡献。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高20－120cm。全株
光滑无毛，有白色乳汁。根肥大肉质，圆锥形或有

（12）观音捧：捧端也有白头，形似观音额头，

舌、方版舌、微缺舌次之；

科属：桔梗科桔梗属

（9）皱角：瓣头微翻，歪曲不平整。

硬蚕蛾兜捧或硬捧。

5、舌以大如意舌、刘梅舌、大圆舌、大铺舌为上品，小如意

花、苦桔梗、土人参

（8）着根结圆：外三瓣基部结成圆球形。

蚕蛾兜捧，白头较少或呈半硬壳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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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梅（朱俭俊 摄）

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下载自百度网

桔梗花的花语：永恒的爱，无望的爱

3、《犬夜叉》

桔梗的传说、民谣与动漫：

是日本漫画家高桥留美子的著名作品，主要讲

1、“道拉基”

述了一个半妖与两个少女的爱情故事，是时下流行

朝鲜语称桔梗为“道拉基”。传说道拉基是一

的穿越剧情。桔梗是故事中的女二号，负责守护及

个姑娘的名字，由于她家境贫苦，地主强抢她抵

净化四魂之玉的巫女，拥有强大的灵力以及冷静的

债，她的恋人为救她杀死了地主，结果被投入监

思考和判断。《犬夜叉》后来被改编制作成电视动

狱，姑娘悲痛而死，临终前嘱咐家人把她葬在男青

画，共193集，桔梗的名字也被大家所认知。

兰花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许晔的兰缘

州市兰花精品展中获得金奖和银奖。

Love Between Orchilds And Leading Figure Xu Ye Of The Skill Master Studio

无保留的传授给同事和徒弟。

年举办精品兰花展，许晔作为主要负责人，精心

他积极参加兰花协会的活动，以兰会友，在

布置，细心呵护，使郭庄兰花展成为名优兰花品

兰花栽培和品种推广上尽心尽力。在近几年的兰

种竞相吐艳的舞台，得到众多兰花爱好者的追捧

花展览上，他坚持给游客和兰友们讲解兰花知

和好评。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他多年的心血

识，力求把养兰技能传授给每一位爱兰人。

和汗水。

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如今，在灵隐，

并以此撰写论文，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优秀论

花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园林绿化技师许晔，

文三等奖。2002年与姚毓平共同编撰并出版《兰

3 名家风范，奖掖后进

在花圃，丛丛美丽兰，树树大师情。来自四面八

男，47岁，杭州市人，现任浙江省兰花协会常务

花》一书，介绍兰花品种及栽培方法等知识。

常和兰花打交道的许晔，不仅有兰花栽培的

方的人们品兰话景，怡情悦性。登攀无止境，许

理事、杭州市兰花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兰花网顾

2 竿头精益，追求贯一

绝技绝活，更有兰花谦和高洁的品格。他非常注

晔仍将在自己钟爱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专注并快

问，先后获得“杭州市财贸系统职业技能带头

几十年来，许晔从一名兰花学徒成长为桃李

重技术传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兰花是花中君

乐着，享受着兰花的芬芳与雅趣。（ 图/唐吉娜）

人”、“争做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等荣誉。

满园的兰花技能大师，跟他孜孜不倦的求学和精

子，不能使兰花栽培后继无人。日常工作中，他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灵隐管理处）

2014年，他领衔的兰花班被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

益求精的高要求密不可分。灵隐管理处（杭州花

区授予“兰花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称号；在他的

圃）的兰花品种在兰花技能大师的悉心栽培下，

精心养育和带领下，大师工作室已保有兰花珍稀

获得骄人成绩。2002年浙江省首届兰花节中，春

名品200余种，共计4000余盆。

兰名品‘绿云’获得特别金奖，同年在参加浙江

1 缘定兰馨，孤诣研培

省第四届兰博会上，‘绿云’、‘天乐’分获金

1985年，许晔进入杭州花圃兰花班，自那时

奖和银奖，此后，灵隐管理处的多个珍稀品种如

至今三十余载从事兰花栽培养护及引种繁育，对

‘翠文’、‘梨梅’、‘天乐梅’、‘定新梅’

兰花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他刻苦钻研，善于学

等，在历年的兰花展中均荣获金奖。

西湖风景名胜区技能大师工作室简介
为推进名胜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切实发挥高技

（三）有项目：有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或企事业单位

能领军人才和能工巧匠在传授技艺、技术创新交流和绝

需要解决的技术工艺难题或技改项目，特别是参与国家、

技绝活代际传承等方面的带动作用，近几年西湖风景名

省、市、区重点工程和科技计划项目，以及参与重大技术

胜区成功开展了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工作。西湖风景名

和引进吸收再创新项目，或承担绝技绝活代际传承任务。

兰花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以后，许晔带领工

家姚毓坪在浙江龙泉发现野生细叶寒兰，这种寒

作室成员致力于兰花栽培技术的研究。他们对部

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建立，以园林绿化、文物保护、

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均可提出申请建立西湖风景名胜区技

兰是兰花中极为稀有的品种，许晔发现后如获至

分兰花品种改变其传统（土壤）的栽培方式，为

茶文化等传统优势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为重点，以科技

能大师工作室。只要符合申报认定的程序，
并通过由名胜

宝，小心翼翼带回兰花班栽培繁育，之后更将这

兰花无土栽培技术的运用和推广提供了坚实基

和技能含量较高的企事业单位为主要依托，由具有绝技

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委员会专家进行的资格审查、现

种细叶寒兰出口日本，在日本被命名为‘杭州寒

础。许晔还主持完成《名优春兰引种及春兰培壮

绝活的技能大师领衔，开展技术攻关创新和高技能人才

场考察和专业评估后，由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授

兰’。

研究》课题，引入珍稀名品春兰50个品种，蕙兰

培养的场所。通过搭建高技能人才研修平台，建立高技

予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和铭牌。

能人才绝技绝活代际传承机制，推行技能大师带徒制度，

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各类企业、事业

2012 年以来，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高度重视技

他痴迷兰花，勤于钻研。1999年，许晔通过实

3个品种。特别是去年底新引入的21个品种中的

培养一批具有绝技绝活的高技能人才，扶持一批能够继

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共推荐认定 21 家技能大师工作室，

践摸索，发现兰花炭疽病的发病规律及防治办法，

“海荷素”和“熊猫蕊蝶”分别在今年第四届杭

承传统技术工艺的能工巧匠。

其中省级 1 家，市级 5 家，区级 15 家，呈现数量多、分

兰花技能大师许晔

兰花名品‘翠文’

兰花名品‘逸品’

申报建立西湖风景名胜区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条件：

布广、特色鲜明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技术引领

（一）有大师：领衔人应是技艺精湛、贡献突出、群

作用，工作室涵盖大树迁移、兰花种植、杜鹃栽培、动

众公认且在生产实践中能够起带头作用的技师、高级技

物养育、楹联艺术、茶叶炒制、餐厅服务等工种。这些

师。申办的工作室拥有不少于 3 人（不含领衔人）的技

技能大师不仅自己技艺精湛、贡献突出、带头工作、具

能人才团队。

有绝技绝活，而且乐于传授、培养人才，带出的徒弟在

（二）有保障：申办单位要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

技能比武中名列前茅。西湖风景名胜区技能大师工作室

制度，明确技能大师的工作职责，并签署工作协议。有

的设立，为大师们带高徒、传绝技、攻难关发挥了显著

进行技术攻关、技术创新、技术交流、传授技艺的工作

作用，大力推进了西湖风景名胜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场所和设施、设备等，并有必要的经费支持。对工作有
贡献及培养技能人才、授艺带徒有成效的技能大师有相
应的奖励制度。

本刊将陆续介绍近年来已评定的西湖风景名胜区技
能大师，展示大师的风采。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 物】

【人 物】

习，周末常常进深山寻找兰花品种，曾和兰花专

胜区技能大师工作室是经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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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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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在郭庄每

总是言传身教，亲自示范，把自己的养兰知识毫

湖滨管理处举办2016钱王祠西湖迎春花展

元宵节，来郭庄看熊猫脸兰花

Hubing Administrative Office Hold A Flower Show In Qianwang Ancestral Hall
To Welcome The Spring Of 2016

In The Lantern Festival, Welcome To Guozhuang For Panda Face Orchid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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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精灵——球茎类花卉：芬芳的百合、鲜嫩的

2 月 22 日元宵节 , 郭庄兰展如期开幕，展览

滨管理处成功举办了以“金猴闹春”为主题的

郁金香、俏皮的番红花、萌萌的葡萄风信子、亭

持续至 2 月 28 日结束，本届兰展共展出名贵兰花

2016钱王祠西湖迎春花展。

亭玉立的洋水仙；有传统的腊月花卉：蜡梅、红

200 余个品种，共计 300 余盆，为市民、游客和兰

此次西湖迎春花展主要分室外和室内两部

梅、山茶、造型海棠，或含苞或怒放；有年节里

花爱好者奉上了一场高雅幽香的兰花盛宴。

分。室外由“猴年新帽”、“猴年音乐会”、

喜庆的观果植物金桔、朱糖桔、朱砂根；更有远

本届兰花展的主办单位是杭城兰界权威——

“过山车”、“皮影戏”、“儿孙满堂”等8组

从广东来杭展示的以“色、香、姿、韵”四绝著

杭州市兰花协会，以及坐拥全国著名兰苑之一的

特色小品组成。以钱王祠门口的小品“猴年新

称于世的中国传统名花——香茶花。鲜嫩的鲜花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去

帽”为例，三百多只身着锦缎的彩色迷你猴娃和

在花展期间群芳竟放、娇艳欲滴。

年开始，杭州兰花精品展多了一个“杭州市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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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展厅展出了新奇的多肉植物，而且是在

花节”的提法，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可

的“春”字，寓意“猴年新貌（帽）”，借此祝

杭城各大花鸟市场绝对不可能见到的“微胖界稀

以说，郭庄兰展已经成了杭州市民每年的一个节

福大家新年新面貌，在金猴年里以全新的精气神

客”。有造型奇葩的岩牡丹、多隆般若、年纪最

日。今年主办方继续通过市民兰花节这样一种形

儿迎接更多收获、更多喜悦。入门后，高大的小

大的“长者”群生松霞、身价最高的柒树、令人

式，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兰花爱好者在展览

素’也获得了广大市民的关注，和‘朱德素’一

品“猴年音乐会”映入大家的眼帘，喜庆的中国

过目不忘的猴年吉祥萌物“猴尾”、南非和墨西

期间到郭庄赏兰花，也让郭庄兰展成为了今后杭

样，也是黄色系的，不过它是我们浙江本地的素

红，巨型的古筝、长笛、二胡、琵琶等乐器齐刷

哥的龟甲龙、多头的小人帽子……这些珍、奇、

州元宵节传统文化活动的好去处。

心。更好玩的是，在黄色素心边上，它还有绿色

刷的招徕了许多游客的合影。

特的多肉老桩令市民游客叹为观止、大饱眼福。

喜庆的中式瓜皮帽子混搭在一起，构成一个大写

花展植物配置种类丰富、姿色俱佳，有冬日

（文·摄/莫烨犇）

喜欢赏兰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去年郭庄兰花展
上的‘翠文’、‘紫烟’、‘醉红素’等兰花名贵品

的镶边，瓣型则像荷花，十分好看！
今年的兰花展，除了精品兰花外，还有一个
超级配角，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防疫驱邪的

除了去年展出过的精品、名品外，今年还展出了

灵草——菖蒲。菖蒲和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

‘朱德素’、‘熊猫蕊蝶’、‘海荷素’等新优稀有

“花草四雅”，和兰花一起展出，那是相当的般配。

品种，它们在兰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这个‘朱

日本的‘黄金姬’，中国的‘金钱菖蒲’在这次展

德素’来头很大，看名字就知道，它是朱德委员

览上都得到许多市民朋友们的赞美。另外，此次

长送给杭州花圃的兰花品种。原来，朱总司令当

兰展还展示了蝴蝶兰、跳舞兰、秋石斛以及“称

年除了‘银边大贡’、‘玉沉大贡’等秋兰外，还

兰非兰”的植物，如吊兰、君子兰等，让人大开

给杭州花圃送来了原产地为四川的春剑品种——

眼界。
本次兰花展，还邀请知名画家华海镜教授展

所以就拿出来给大家瞧瞧。今年的展览中，还有

出其 60 余幅书画作品，华教授笔下的鸡冠花将花

一个兰花品种特别讨巧，不仅它的花蕊形状长得

朵的形态韵致展现得淋漓尽致。园中的迎春小品

很像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而且比较稀有，算是兰

以兰花为主基调，配以梅、菊、竹组景，与江南

界中名副其实的‘大熊猫’了。‘熊猫蕊蝶’是杭

私家园林郭庄的环境相得益彰，为市民和游客创

州花圃许晔兰花技能大师工作室去年刚引进的新

造出新春的喜庆氛围。

品种，幽香袭人。另外一个兰花品种——‘海荷

（文/潘高升）

【活 动】

【活 动】

种，而今年兰展上的兰花品种变得更加“精”了。

‘朱德素’。黄色系素心，因为今年花开得特别好，

自然乐园

熊猫蕊蝶（唐吉娜 摄）

西湖风景名胜区举办G20峰会彩化美化专题讲座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 Management Committee Hold A Lecture About
The Landscaping Work For G20 Summit

征稿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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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刊是综合性风景园林学术和科普的刊物，现为内部刊物。主要刊登风景园林学科及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方面原创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规划设计作品、专题综述、评论文章、科技新方法及国内外动态等内容。

为更加稳妥有效地推进杭州风景区彩化美化

三、养护问题

2.本刊优先发表国家级、省部级攻关项目或重点科研项目、各类基金项目所产生的重要论文。上述论文请在文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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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程，2016年2月27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在确保植物景观效果的同时，植物品种上要尽

区管委会邀请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总经理、教授

可能选择低养护种类，降低养护频次，同时制定

级高工于学斌同志作题为“重大活动花卉景观布

养护作业方案，内容主要包括养护人员（需经审

置项目设计与施工经验介绍”的专题讲座。讲座

查）、养护设备（含车辆）、工具、作业时间等。

4.来稿书写结构顺序为：文题（20字以内，含英文标题）、作者姓名（含汉语拼音）、中英文摘要（请用第三人称

主要内容：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类工程预防和处置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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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彩化美化提升方案

事件等应急预案，并将上述方案与相关部门积极

等）和参考文献（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并将参考文献的序号在文中相应处顺序标出，具体著录格式参见《文

针对杭州市G20彩化美化提升，他认为应注

沟通并报备，争取各类方案能最大化得到保障。

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作者或执笔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最高学历、职称

四、备苗问题

坏花卉作品整体性，建议G20 Logo和“G20”字

北京市重大活动绝大部分用花为北京市花木

样在花卉布置作品中不宜频繁出现，在少数重要

公司自研自产，花卉质量和用量能够得到有效保

节点出现即可。Logo的使用上尽可能尊重原图

障。而西湖风景名胜区主要由各实施单位通过招

案，确需调整的要注意保持Logo核心元素的完

标形式采购，要求实施单位要提前加强对花卉质

整性。二是为确保会期植物景观效果，在花卉品

量和用量的关注和把控。

【活 动】

同时，于学斌还结合近年来参与相关重大活

花期控制。三是在5月份彩化美化预演时，就要

动花卉景观布置经验，详细介绍了APEC北京城

注重花卉种植区域的土壤改良，确保后期开花质

市环境景观提升、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量。四是安装滴管系统的花卉作品要采取有效措

70周年纪念活动花卉布置方案和组织实施经验，

施，注意避免造成地面径流。同时，加强对景区

并以问答形式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交流。
与会者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内容丰富、针对性

二、施工安全问题

强，不论是从方案制定还是操作层面对杭州G20

一是立体花坛等大型园林作品，施工方案中

峰会彩化美化提升工作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构工程师签章确认，并附钢结构安全计算书报质
安监审核、备案。二是参照建筑施工标准，制定
“脚手架搭设专项施工方案”报相关部门审核。

超过6000字为宜（含图、表），要求主题明确、论点新颖、论据可靠、语言简练、具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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