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最美好的
精灵。

它是美丽的， 五彩斑斓， 姿态各
异；它是芬芳的，沁人心脾，心旷神怡；
它是多情的，热烈奔放 ，恬静淡然 ；它
是怡人的，森林田野，都市乡村。

历代文人不惜笔墨赞颂他， 丹青
妙手挥毫泼墨描绘她。 街头巷尾的小
儿歌谣中有她， 口口相传的民俗故事
中也有她。

上下五千年， 芸芸众生都与花结
缘，生成了一个个带着花香的故事，培
育出历久弥新的花卉文化。

兰花，花姿高雅朴实，花色清新淡
雅，花香幽韵纯正，位列花中“四君子”
之一。 历代文人墨客对兰花质朴高洁
的品格与坚韧刚毅的气质赞颂不绝。

朱德元帅一生钟情兰花， 众人皆
知。 无论是在狼烟四起的井冈山，还是
在庄严肃穆的北京城， 抑或是在春意
盎然的南国花都，兰花始终伴随着他。

缘起：战火硝烟中的一缕芬芳

二十来岁朱德在从军云南时 ，就
喜欢上了兰花。 那时，他非常喜爱一种
开着白色花朵的野兰花。 每到春夏之
交，这种兰花漫山遍野 ，清风徐来 ，芳
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因为经常作战，流转不定，朱德就
用瓶子养着采来的野兰花。 再后来，他
当了军官，就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在山
里采集野兰， 然后把它们移植到各种
简易的可以携带的“花盘”中。 时间一
长，朱德认识了许多兰花，能准确地辨
别它们的品种。

1928年， 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
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胜利会师 ， 这就是著名的 “朱毛会
师 ”。 他在井冈山上的兰花坪又一次
发现了久违的野兰花， 以后经常到那
里休憩赏花。

兰妻：寻芳万里几回看

提到兰花， 熟悉朱德历史的人马
上 会 想 起 他 的 亲 密 战 友 和 革 命 伴
侣———伍若兰。 朱德对兰花的挚爱，也
是对亡妻的一种怀念，“爱若兰而及于
兰蕙”。

伍若兰1903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
庭，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
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3月参加红军。 先后担任过耒阳县妇
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
农运动委员妇运科长等职。 美国作家
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称赞她“在
农民里是无人不知的，是个不怕死的农
民组织者。 ”

1929年2月12日, 年仅26岁的一代
女英豪， 被惨杀于赣州。 噩耗传出，朱
德仰天长叹，泣下如雨，痛心至极。 他
悲愤地说：“她搞宣传，口才超群；论打
仗，智勇双全。 这样的女子难得啊！ ”

伍若兰虽然牺牲了，但她高尚无私
的品质和英勇无畏的形象永远印在了
朱德的心灵深处，红军和井冈山的人民
称赞她是“井冈山上永不凋谢的兰花”。

1962年3月4日，朱德委员长重上井
冈山。 他临下山时，什么也不要，只带
走一盆井冈兰！ 这是一盆永不凋谢的
井冈灵兰！ 她香飘万里，长青万年！

采兰育兰：雅韵普惠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朱德对兰花的喜爱越来越深，对兰花的
知识日渐丰富，栽培兰花的技术也突飞
猛进。 朱老总对革命事业向来坚定不
移，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 他对兰花的
喜爱也很执著， 从来不愿坐享其成，而
是身体力行，通过实践进行培育。

采兰育兰是他的一种实践，一种乐
趣。 朱德到各地视察，公务之暇，只要
打听到有兰花的生长地，往往亲自上山
采挖，以期发现优良品种。 他在广东从
化、四川彭县、江西井冈山以及海南岛
等地，都曾亲自上山采挖过兰花。 在广
东， 他得到过 “金丝马尾”、 “银丝马
尾 ”； 在四川 ， 他找到 “隆昌素 ” 和
“大红朱砂”； 在江西， 他也寻得过异
种兰花。

朱德对采集到的兰花， 十分爱护，
利用余暇时间亲自修整栽培， 精心培
育， 繁殖推广。 他从兰花专著和杭州、
福州、广州等地的兰花专家那里，学到
了一套完整的栽种和培育兰花的技术。
在实践中，他根据兰花的习性，北京的
气候、土壤特点，因时因地制宜地加以
改进，使之适应新的环境。

朱德曾对身边人员说：“养兰入门
易，精通难。 须窥天时，测气候，勤于护
持，做到栽养有法。 ”当他休息脑筋的
时候，常会走到兰花旁边，细察它们的
生长情况，像对老友一样嘘寒问暖。 有
时，他会用双手轻抚叶片，从下部直到
叶尖，入迷一般投入，甚至达到了身兰
合一的境界。

朱德采兰育兰的目的是为了分栽
百处，供更多的人观赏。 他总是叮嘱全
国的兰花栽培者，要广泛收集野生兰花
资源，大量繁殖推广，培育更多更好的
兰花，以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他曾对杭州一位养兰专家褚友仁
说：“杭州解放了，兰花不能像过去那样
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
家。 你有精湛的技术，你的专长一定可
以很好地发挥。 希望你多培养一些徒
弟，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为发展兰花事
业多作贡献。 ”

他还嘱咐中山公园不单要把兰花
养好，还要争取出口，换取外汇。 要普
及兰花知识，让兰花深入到老百姓家。
他甚至还建议中山公园把兰花低价卖
给兰花爱好者， 人家养坏了可以送回
来，中山公园负责养好后，再还给人家，
做好服务，可谓是“兰痴”。

赠兰：寻得幽兰报知己

朱德采集、繁育兰花，不是孤芳独
赏，而是与各地调剂余缺，繁殖推广，供
人民群众观赏。 朱德把广大人民当作
知己，常常趁视察、疗养之机，携带名种
兰花，送给各省市的园林部门，供他们
繁殖或展览用。

杭州、 南京、 南昌等地的园林部
门和四川的杜甫草堂， 都收到过朱德
赠送的兰花 。 北京中山公园的兰花 ，
大都是朱德所赠。 中山公园虞佩珍在
《朱委员长与兰花》 中回忆： “经他手
给我们带来的有无锡的名种春兰、 海
南岛的 “象牙白 ”、 湖北鸡公山的蕙
兰、 四川的雪兰以及云南的 “红舌头”
等等， 真是数不胜数。 从而沟通了我
们和全国各地的联系， 为我园搜集兰
花品种作了大量的工作。”

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他自己
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都送给中山公
园， 这为中山公园乃至北京的兰花发
展，都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至今中山公
园里朱老总生前所养的兰花，还能在每
年的兰花展中和观众见面。 北京能有
各大名兰供大众鉴赏，不能不引起人们

对朱德的怀念。
朱老总还有一段“以花为媒”的外

交故事。 1963年，中、日两国建交前，中
日两国的友好使者、日本知名人士松村
谦三来中国访问。他和朱老一样爱兰如
痴，在北京中山公园赏兰后，点名要了
“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
漪”４个品种的兰花。周恩来总理特意找
朱老总求助， 从朱老总处要去名种，赠
与这位友人。 得到名兰的日本朋友特
别高兴， 感谢不已。 回国之后， 又回
赠了几株日本兰。 就这样， 以花为媒，
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为中、 日
建交开辟了途径。 这些充当着国际友
好使者的兰花， 朱德嘱托中山公园要
精心养护起来。

如今，这两位令人尊敬的老人都已
辞世，但承载友谊的兰花却依然年年芬
芳。 松村先生的长子每次来北京，总是
要来看看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兰花。他还
从当年父亲养植的“寰球荷鼎”上分出
一丛赠给中山公园，以使友谊之兰代代
吐艳。

北京的中山公园， 在留有朱老总
常常驻足赏兰的旧兰圃原址上， 建起
了“蕙芳园”， 按照朱老总的嘱托， 终
年展出兰花， 供人民观赏。 他亲笔写
下 “兰室” 两个大字， 高挂在展室的
门额上。 这两个字刚劲有力， 浸透着
他坚强的个性。

兰节：不朽芳名留处处

朱老总曾说：“兰花的生性是高洁、
倔犟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
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所以它的
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
‘香祖’，‘王者之香’。 ”

戎马一生的朱德元帅，正像他栽培
的兰花一样， 不朽芳名传遍中华大地，
高贵品格香留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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