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庆龄与何香凝的菊石之谊

宋庆龄与何香凝， 两个名字 “皎
然如寒夜双星”， 常被人们一同提起。
两位奇女子分别被形容为 “花朵与雄
狮 ” “寒梅性格和猛虎精神 ”， 都在
中国近现代历史画卷上留下了瑰丽奇
异的浓墨重彩。

何香凝曾为宋庆龄绘制了一幅
《菊石图》， 并提下了：

唯菊与石， 品质高洁；
唯石与菊， 天生硬骨；
悠悠清泉， 娟娟明月；
唯菊与石， 品质高洁。

这既是何香凝对宋庆龄的赞美 ，
也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 长达60年的
岁月中 ， 她们互相扶持 ， 默契前行 。
她们共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
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 她们是同志 ，
是战友， 是朋友， 更胜似亲人。

孙中山和宋庆龄、 廖仲恺和何香
凝是情深谊重的革命伴侣。 在孙宋联
姻受到很多批评的情况下 ， 廖仲恺 、
何香凝夫妇支持他们， 何香凝还绘制
了一幅 《万派朝宗》 作为贺礼。 北伐
期间 ， 宋庆龄与何香凝发起成立了
“出征军人慰劳会”， 二人并肩携手亲
赴前线慰劳将士 。 “永丰舰事件 ” ，
何香凝冒着危险看望脱险的宋庆龄 ，
还乘舢板去永丰兵舰为孙中山送去换
洗衣服。 1925年， 孙先生临终前， 特
地将宋庆龄嘱托给自己无限信任的战
友何香凝： “彼亦同志一份子， 吾死
后望善视之， 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
而歧视之 。” 何香凝也是孙中山遗嘱
的见证人。

何香凝学习绘画 ， 不是出于兴
趣， 而是为革命而习画。 孙中山要国
内组织武装起义， 需要起义的军旗和
安民布告告示的画样、 军用票的图案
等等， 需要有人设计图案， 把它画出
来。 于是， 何香凝转学到东京本乡女
子美术学校日本画高等科 。 自此以
后， 何香凝自己说， 在辛亥革命过程
中 ， 反清 “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
号， 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
绘和刺绣缝制的。”

何香凝画的狮， 体态轩昂， 神色
威猛 ， 寓意着她渴盼中华崛起的心
愿；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她的画风
转为冷酷， 喜画寒冬之物， 冬梅、 青

松、 翠竹， 梅冷而弥香， 菊凌霜傲雪，
竹挺拔有节， 松百岁长青———傲然于
世的植物， 有如何香凝在阴霾混乱的
世道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 寄托着
她希望祖国像这些耐寒植物一样， 能
够抗风雪、 斗严寒的情思。 新中国成
立后， 她的画风一改旧时的悲愤，偏爱
画彩色的山水画， 过去很少画的牡丹、
红枫，经常在腕底出现，笔随神驰。

这幅 《菊石图》 就是何香凝与宋
庆龄相会于德国柏林 ， 何香凝绘制 ，
送给宋庆龄的， 体现了两人深厚无比
的同志情和姐妹谊。

菊花在唐宋之前就已经积淀了深
厚文化内涵。 给菊花注入丰富的文化
内涵的主要有三个人： 屈原、 钟会和
陶渊明。 屈原最早以菊入诗： “春兰
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表明了洁身
自好 、 不随流俗的节操 。 魏人钟会
《菊花赋》 中， 从菊花的形状、 颜色、
花期、 气候、 利养生等方面提炼出菊
花的五种美德。 陶渊明同样以诗赋的
形式进一步丰富了菊花的文化内涵 。
“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 的诗句，
为菊花留下了 “霜下杰” 的美名。

正是因为菊花在唐宋之前已经积
淀了很深厚的文化内涵， 此后的文人
画家在创作菊画的时候， 都力求把菊
花超凡脱俗的一面表现出来 。 此外 ，
菊与石的组合亦十分常见。

宋庆龄与何香凝的 “菊石之谊”，
又给菊花文化增添了一段佳话。

冰心和玫瑰花

冰心 ， 多么熟悉的一位女作家 ，
《寄小读者》 《小橘灯》 早早就出现在
了我们学习的课本中。 她经历的年代
太过丰富， 交往的人物也很传奇。

冰心先生爱玫瑰花，是众人皆知的
事情。 她专门写过一篇 《我和玫瑰花》
的散文，诉说她和玫瑰花几十年的“交
情”；她是“月季夫人”蒋恩钿的老师，并
以此为荣；她鼓励身患重病的杨百荔种
植月季，并为其撰写的《月季花》一书亲
自做序。 蒋恩钿之子陈棣先生曾感慨
地说：“冰心老人一生爱孩子， 爱月季
花， 她为了表示对月季花事业的支持，
决定修改遗嘱，希望百年之后把骨灰埋

在月季花丛中！ ”
冰心先生在还没有见过玫瑰花儿

的时候， 就已经通过 《红楼梦》 对它
心向往之了。 她认定玫瑰花是 “既浓
艳又有风骨的花”。

1918年， 冰心走进了协和女大的
校园 （现166中学所在地， 灯市口同福
夹道）。 这里曾是个王府府邸， 里面种
植着猩红的玫瑰， 花朵碟子大小。 花
开时节， 女同学们 “都爱摘下一朵含
苞的花朵 ， 插在髻上 ”， 清纯又有俏
丽。 同学们还 “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
上， 在香气氤氲中读书， 这是一幅多
么令人向往的情景啊。 为此， 冰心还
写了一首 《玫瑰的荫下》 的小诗。

《玫瑰的荫下》 冰心
衣裳上，
书页上，
都闪烁着
叶底细碎的朝阳。

我折下一朵来，
等着———等着，
浓红的花瓣，
正好衬她雪白的衣裳。

冰凉的石阶上，
坐着———坐着，
等她不来，
只闻见手里
玫瑰的幽香！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 《晨报副镌 》

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６日署名冰仲， 后收入诗、
散文集 《闲情》）

等到冰心出国留学、游学，在美国、
在欧洲， 品种繁多的玫瑰到处可见，尤
其是印度泰姬陵畔五彩缤纷、香气四溢
的玫瑰园，更是令她惊喜万分。

1929年， 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
学临湖轩举行了婚礼， 一段佳偶天成。

于是， 她在自己家的廊前种了 “两行
德国种的白玫瑰”， “花开的很大， 而
且不断地开花”。 冰心不仅将这些美丽
的白玫瑰剪下来， 插在自己家的花瓶
里， 繁花不断； 而且还送给朋友， 或
是送去给在校医院养病的学生。

之后战火硝烟， 让种植玫瑰花的
生活化为了灰烟。 新中国成立后， 冰
心先生住到了中央民族学院 （现中央
民族大学）的宿舍。恰好和陈于化、杨百
荔夫妇做了邻居。 冰心先生称他们“芳
邻”，确是实至名归。因为当他们得知冰
心也喜欢玫瑰花后，他们就在每天清晨
整理花圃后， 给冰心老人送上 “一把
一把的鲜艳的带着朝露的玫瑰” ……

“芳邻” 中的杨百荔女士， 是我
国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的长女， 曾身
患重病， 几乎卧床不起。 她的丈夫陈
于化为了让病中的妻子有好心情， 就
在楼前空地上种了月季。 没想到这个
小小的月季园竟然吸引来了平日不太
来往的邻居们， 其中就包括冰心、 费
孝通等人 。 冰心和他们住的不算近 ，
但是经常绕道来这个小小的月季园赏
花。 她鼓励杨百荔要种好月季花， 顽
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冰心还特意写信
给她早年在清华大学讲学时的学生 、
被陈毅元帅誉为 “月季夫人” 的蒋恩
钿， 请她帮助像杨百荔这样热爱月季
的年轻人。 在蒋恩钿的帮助下， 杨百
荔夫妇得到很多国外月季花品种和资
料， 也因此开启了他俩研究月季花的
旅途。 几年后， 杨百荔不但养好了病，
还与陈于化、朱秀珍、陈棣、沈龙朱等一
起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月季花专著《月季
花》。 冰心老人高兴地为此书做序。

冰心和玫瑰花 ， 几十年的交情 ，
几十年的伴随。 浓艳而不失风骨， 国
色天香却又长满尖锐的刺， 这真是玫
瑰花的独特品格。

2000年9月28日， 一种法国玫瑰新
品种在首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节上正
式命名 “冰心玫瑰”。 这是欧洲玫瑰家
族第一次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 从
此， “冰心玫瑰” 成为玫瑰家族中的
新成员。 它是法国园艺家花了15年心
血培育出来的玫瑰花， 是法国国际梅
岚德公司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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