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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付丽，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
产业处主任科员， 从事北京花卉行
业管理工作， 2018年被授予北京市
三八红旗奖章荣誉称号。

在书香园林公众号开设 “付丽
赏花” 专栏， 发表 《穿越时空， 说
说30年前的市花市树评选》 《寻找
〈诗经〉 中的植物》 《菊花是元大都
最美的秋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和习近平的梅花情结》 《老
北京的茉莉花儿茶》 等花卉文化文
章40余篇。

月季， 与北京这座城有着不解之
缘 。 从城市到乡村 ， 从院落到街道 ，
从公园到绿地 ， 随处可见月季的身
影； 每一次城市的大规模建设、 每一
次城市的有影响力活动， 都会出现月
季的身影。

在全市人民热情的推荐评选北京
市花的时候， 月季花是呼声最高、 投
票最多的花， 可见她是多么受北京市
民的欢迎。 上个世纪80年代， 北京地
区就已经成为月季科研、 生产和应用
的中心， 尤其是月季当选市花后的这
30年 ， 绚烂多彩的月季盛开在环路 、
在街边、 在公园， 成为北京靓丽的城
市名片。

月季夫人和北京的月季

吃水不忘挖井人， 赏花不忘养花
人， 在纪念市花30周年之际， 我们一
定要讲讲 “月季夫人” 和北京月季的
不解之缘。

“月季夫人” 名叫蒋恩钿， 出生
于19世纪初，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专业，
虽然没有大学同学曹禺、 钱钟书那样
的学术地位， 也没有中学好友杨绛那
样的显赫声名， 而她却因月季花载入
史册， 同样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1951年， 蒋恩钿接受了旅欧华侨
吴赉熙博士生前的重托， 将吴家多年
收集的国内外200多个品种的月季移植
到家中 ， 进行培育 。 后因工作调动 ，
这些月季要随她移居天津。 北京园林
局为了留住这批宝贵的月季， 特意聘
请蒋恩钿为顾问， 并在天坛公园修建
月季园种植这些月季。 蒋恩钿作为园
艺顾问， 就在天坛公园祈谷坛西坛院
的斋宫内工作住宿。 月季的魔力吸引
着她每隔一周就从天津赶到北京， 给
月季松土、 剪枝、 浇水、 施肥、 扦插
繁殖。 吴博士留下的月季书刊， 她读
了一遍又一遍， 同时她也不断的向各
位园艺家请教。 在学习和实践中， 她
成了全国闻名的月季种植高手， 只要
一看月季花的叶子， 就能知道将来会
开什么颜色的花。

上世纪50年代中期， 周恩来总理
曾访问印度， 道路两旁五彩缤纷的月
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国后周
总理就问： “首都能不能也用些漂亮
的月季美化起来 ？” 当时的北京市长
吴晗立即邀请蒋恩钿筹建人民大会堂
月季园， 她想都没想的就捐出了所有
的月季。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 人
民大会堂旁边的月季园里鲜花盛开 ，
所有的月季花都是按照蒋恩钿预先设
计好的颜色与图案准时绽放的， 成为
国庆期间一道靓丽的风景。

1963年5月中旬， 天坛公园迎来了
当年第一个月季花季， 成千上万的市
民争先恐后的到天坛公园看花。 朱德
老总以爱兰著称， 以花会友， 他常到
月季园赏花， 生性诙谐的陈毅元帅戏
称朱老总是 “兰花司令”， 指着蒋恩钿
说， “你是月季夫人”， 自此蒋恩钿得
下了 “月季夫人” 的美名。

蒋恩钿不愧为 “月季夫人” 的雅
号， 她最早确凿地考证出现在全球占
90%之多的 “杂交茶香月季” 母本出
自中国， 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认为月
季是由欧洲引进的洋花的观点。 她还
对月季品种做了分类， 编写了月季品
种目录， 月季品种的鉴定， 对于培育
新品种十分重要。 到了1966年， 天坛
的月季园已拥有3000多个品种。 北京
乃至中国今天能有这么多品种的月季，
蒋恩钿是功不可没的。

月季与和平的不解之缘

世人都知道月季 （玫瑰） 是爱情
的象征， 可是你可知， 这么小小的一
株月季， 曾令拿破仑为之停战， 也曾
穿越过二战的炮火， 成为二战胜利欢
庆盛典上的第一支花朵。 它是名副其
实的和平使者。

第一个故事： 令拿破仑停战
月季原产我国， 早在汉代就有栽

种。 清嘉庆年间， 英国人胡姆爵士从
我国广州引走了朱红、 中国粉、 香水
月季、 中国黄色月季四个品种的月季，
经印度传入英国。 当时正值拿破仑战
争爆发， 英法两国战火连连， 可是为
了将这批珍贵的月季安全的从英国运
送到法国， 气焰嚣张的拿破仑竟然和
英国达成了暂时停战协议， 娇艳欲滴
的中国月季由当时威震世界的英国海
军亲自护送， 直接送到了法国， 拿破
仑妻子约瑟芬手中。 自此， 这批名贵
的中国月季经园艺家之手和欧洲蔷薇
杂交、 选种、 培育， 产生了波特兰玫
瑰、 茶香玫瑰等众多新的种系， 直到
最后完成现代月季的典型 “杂交茶
香”， 至此月季育种发展到一个崭新的
阶段。 欧美国家的园艺家把 “ROSE”
的断代历史就确定在1867年， 1867年
以前的月季称为古老月季， 之后的称
为现代月季。

第二个故事： 穿越二战战火
1935年 ， 世界最著名的月季家

族———梅昂家族的佛朗西斯培育出来
深受国际园艺界赞赏的新品种月季 。
但此时二战的炮火已经烧遍了欧洲 ，
为了保护这个优秀品种， 佛朗西斯把
它们以 “3-35-40” 为邮包代号， 投
寄给美国的园艺家， 而后美国的园艺

家又把这些月季分寄到全国各地的月
季园进行栽培试验， 新品种月季在试
验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特性。 二战胜利
在即 ， 为了表达人类对和平的期盼 ，
1945年4月29日， 太平洋月季协会把这
个在战火中得以保存并繁茂盛开的优
新品种月季命名为 “和平”。 巧合， 就
在 “和平” 月季命名的这一天， 苏联
红军攻克了柏林， 希特勒彻底灭亡。

第三个故事： 联合国上和平使者
1945年联合国成立， 并在旧金山

召开第一次会议。 美国月季协会在每
个参会代表的房间里， 都送上了一束
“和平” 月季， 并附上了卡片， 上面写
着： 我们希望和平。 月季再一次作为
和平的使者， 表达了全世界人民对
和平 的 期 盼 。 从此和平月季誉满全
球 ， 各国培育了以和平为名的月季 ：
粉和平、 火和平、 芝加哥和平、 沙漠
和平等。

第四个故事： 月季回家
1972 年， 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 ，

中美关系恢复正常。 中国两国人民的
友情也解冻升温， 1973年， 美国友好
人士欣斯德夫人带着她丈夫生前对中
国人民的神情， 将 “和平” 月季敬送
给了我们的毛主席 ， 这个具有中国
“血统” 的月季品种重归故里并保留至
今。 现代月季一经传入， 就深受我国
人民的喜爱， 大江南北普遍种植， 北
京、 天津、 石家庄等52个城市把它作
为市花。

现在北京的月季园中都种植有
“和平” 月季， 1982年我国花卉专家薛
守纪先生通过 “和平” 月季牙变成功
选培出 “北京和平”， 其花黄色， 花瓣
有玫红色条纹， 花径约13cm， 花香浓
郁。 为了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为了
传颂 “和平” 月季的传奇经历， 更是
为了赞誉全世界园艺人对和平的期盼，
2015年的第七届北京月季文化节将
“和平” 月季作为主题花， 黄和平、 粉
和平、 火和平遍植北京城郊。

月季， 这样的一株娇艳多姿的鲜
花， 常开不败的鲜花， 作为和平的使
者， 穿越了战火， 跨过了国界， 向全
世界传播着爱与和平。 这就是月季与
和平的故事。

市市花花月月季季，，背背后后的的故故事事有有一一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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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讲讲人人：：付付丽丽

黄和平
花初开时为黄色， 后变淡黄、 泛

白， 花瓣边缘粉红色。 香味浓郁。

粉和平
色彩艳丽、 香气浓郁， 花径大如

牡丹， 花期长， 一年多次开花。

火和平
1960年在爱尔兰推出。 表里双色，

花正面红色 ， 背面黄色 。 香气温和 ，
多季节重复开花。

藤月季
攀援生长， 由 “黄和平” 芽变而

来。 植株高大粗壮， 生长旺盛， 花色
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