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赏花推荐： 杏花、 玉兰花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承载着顺义人

的骄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它不但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奥运会
过后这里就成了最具品质感的郊游去
处。 除了赏花外， 这里还有吃玩一体
的有趣的集装箱小镇———未·堂小镇。
从4月开始， 水上公园即将开放游船和
针对团队的龙舟竞渡活动， 还有孩子
们最爱的儿童嘉年华和四季都能玩的
冰世界。 踏青、 遛娃一地搞定。

云峰山自然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等
云峰山的春天是花朵的盛宴， 花

儿们次第登场。 成佛石步道两旁是杏
花的家； 在桃花古道， 淡红的是碧桃，
深红的是绛桃， 粉红的是寸桃， 你都
能分辨得出吗？ 梨花最喜欢安静， 所
以她们都躲在大元宝山的梨园小径旁

……每年春天 ， 古道两侧春花掩映 ，
登山、 赏花， 感受春天的馈赠。

灵慧山生态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
这里四季有景， 季季不同。 如果

来此赏花， 春季的灵慧山是让人不虚
此行， 满山遍野的野花与桃花、 杏花、
梨花竞相绽放， 沁人心脾。 除了美景，
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 据明万历三十
二年 《怀柔县志 》 记载 ， 灵慧山有 ：
“二十四寺、 七十二茅庵”， 历来为佛
门清修之佳地。 灵慧山生态景区在原
有寺庙遗址上重新恢复了天溪庵、 山
西庵、 德胜庵、 朝阳寺等四处古建筑
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落古老庞大， 辽、 金、 元、 明、 清时
的古民居多， 而且过去民间所信仰的
诸神尽有。 一到春天， 站在村子里远
望， 远处山花绚丽的四处蔓延， 吃一
顿地道的山里饭菜， 喝上一碗举人粥，
感受京西的人文气息。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遗

址公园， 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
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让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园内陆续开放
的牡丹、 芍药、 桃花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 在长春园西路绵延八百余米
的山坡上， 你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二
月兰。 如果登上圆明园湖面上的画舫
船， 从船上观赏园内风景， 又别有一
份风味。

纪晓岚故居

赏花推荐： 紫藤花、 海棠
清朝学者纪晓岚就钟情于紫藤 ，

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棠； 还有雍容华丽的牡丹、 芍药， 特
别是满地的二月兰， 兀自生长， 开起
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

□辛望

拾趣就来白虎涧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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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涧， 位于北京昌平的阳坊镇， 离
繁华拥堵的中关村仅30多公里的路程。

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白虎涧村 ，
此景区以此命名。 但始终如养在深闺
的美女， 一直不为大众所认知， 因此，
白虎涧也一直没有火起来。

几年前， 有好事的文人将之命名
为 “北京后花园”， 顿时在网络上有了
点击量， 白虎涧也变得日益热闹起来。

说到此地的历史渊源 ， 其实白虎
涧的身世还相当的显赫呢———白虎涧
属于太行山余脉， 景区总面积460万平
方米， 最高峰850米， 景区山峰错落林
立 ， 山体绵延宏伟 ， 有 “神岭千峰 ”
之称， 曾经是著名的 “燕平八景” 之
一。 金章宗和乾隆帝都曾来过这里。

我和好友两年前的清明节前夕曾
经去过一趟白虎涧， 觉得京城近郊之
野趣， 此地堪称魁首， 那一天的游览，
只是逛了景区一角， 却已觉得妙趣无
穷， 遂决定今年春天再去一次。

依然是清明前， 满山的野桃花开

得恰到好处———山底桃花已盛开 ， 半
山腰将开未开， 山顶背阴处则含苞待
开。 上山的路有三条， 我们选择那条
平缓一些的拾趣之路， 一边赏花， 一
边看水。 一路上桃花伴行， 顺着山涧
缓缓向上， 涧中尚有寒冰残雪， 供游
人凭吊去冬的景色。 最为让人兴奋的
是， 涧边多巨型怪石， 如神象， 如猕
猴， 如奔马， 如巨桌。 有游人选择一
个平坦的天然石桌躺下， 什么也不干，
就是晒太阳， 那也是十分惬意的呀。

上到山腰， 我们选择从一线天登
顶 ， 此地险狭异常 ， 堪比华山天险 ，
我们手脚并用 ， 并依赖铁索的援助 ，
方才攀援成功。 山顶巨石磅礴， 直插
云霄， 极为雄峻。 叉手立于峰巅， 偌
大的北京城尽在眼底。 又逢天公作美，
碧空如洗， 眼底的北京城如同梦幻般
的图景， 远处的中央电视塔和中国尊，
近处的中关村、 颐和园都历历在目。

山高风大， 向阳处居然有一株桃
树逆风而立， 满树姹紫嫣红， 像是在

宣示其不可遏阻的生命力。 真正的美
丽， 可能就该如此张扬吧！

下山的路， 我们依然选择前年玩
过的通天八十一洞。 一路上奇洞贯穿，
洞洞串连 ， 大者可容十几号人聚餐 ，
小者连一个小孩通过都得低头弯腰 。
游人走到洞穷路尽之处， 往往十分窘
迫， 四下搜寻出口， 绝望之时， 则往
往有一线光亮给人希望 。 此种趣味 ，
在别处很难遇得到， 比幼年时与小伙

伴在野外捉迷藏还有趣一些。
快到山脚的地方，居然发现路边有

一块天然巨石，平整的石面上俨然挂着
一幅世界地图。 定睛细看，竟然是天造
地设的天然图案， 上边的中国地图，清
晰可辨，其余则欧洲美洲，也很神似。 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真是不可思议。

一路上下奔波， 身体上已经很疲
劳了， 但大家还是意犹未尽， 遂相约
来年再来白虎涧。 （摄影 饮风）

京城赏春十个好去处

■■周周末末推推荐荐

周末， 趁春暖花开， 去踏青赏春吧。 哪些地方人少景又
美？ 其实， 用一张人民文旅年票就可赏遍京城春色。 此次，
我们为您挑选了几处目的地。

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赏花推荐： 杏花、 玉兰花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承载着顺义人

的骄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它不但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奥运会
过后这里就成了最具品质感的郊游去
处。 除了赏花外， 这里还有吃玩一体
的有趣的集装箱小镇———未·堂小镇。
从4月开始， 水上公园即将开放游船和
针对团队的龙舟竞渡活动， 还有孩子
们最爱的儿童嘉年华和四季都能玩的
冰世界。 踏青、 遛娃一地搞定。

云峰山自然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等
云峰山的春天是花朵的盛宴， 花

儿们次第登场。 成佛石步道两旁是杏
花的家； 在桃花古道， 淡红的是碧桃，
深红的是绛桃， 粉红的是寸桃， 你都
能分辨得出吗？ 梨花最喜欢安静， 所
以她们都躲在大元宝山的梨园小径旁

……每年春天 ， 古道两侧春花掩映 ，
登山、 赏花， 感受春天的馈赠。

灵慧山生态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
这里四季有景， 季季不同。 如果

来此赏花， 春季的灵慧山是让人不虚
此行， 满山遍野的野花与桃花、 杏花、
梨花竞相绽放， 沁人心脾。 除了美景，
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 据明万历三十
二年 《怀柔县志 》 记载 ， 灵慧山有 ：
“二十四寺、 七十二茅庵”， 历来为佛
门清修之佳地。 灵慧山生态景区在原
有寺庙遗址上重新恢复了天溪庵、 山
西庵、 德胜庵、 朝阳寺等四处古建筑
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落古老庞大， 辽、 金、 元、 明、 清时
的古民居多， 而且过去民间所信仰的
诸神尽有。 一到春天， 站在村子里远
望， 远处山花绚丽的四处蔓延， 吃一
顿地道的山里饭菜， 喝上一碗举人粥，
感受京西的人文气息。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遗

址公园， 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
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让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园内陆续开放
的牡丹、 芍药、 桃花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 在长春园西路绵延八百余米
的山坡上， 你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二
月兰。 如果登上圆明园湖面上的画舫
船， 从船上观赏园内风景， 又别有一
份风味。

纪晓岚故居

赏花推荐： 紫藤花、 海棠
清朝学者纪晓岚就钟情于紫藤 ，

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棠； 还有雍容华丽的牡丹、 芍药， 特
别是满地的二月兰， 兀自生长， 开起
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

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赏花推荐： 杏花、 玉兰花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承载着顺义人

的骄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它不但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奥运会
过后这里就成了最具品质感的郊游去
处。 除了赏花外， 这里还有吃玩一体
的有趣的集装箱小镇———未·堂小镇。
从4月开始， 水上公园即将开放游船和
针对团队的龙舟竞渡活动， 还有孩子
们最爱的儿童嘉年华和四季都能玩的
冰世界。 踏青、 遛娃一地搞定。

云峰山自然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等
云峰山的春天是花朵的盛宴， 花

儿们次第登场。 成佛石步道两旁是杏
花的家； 在桃花古道， 淡红的是碧桃，
深红的是绛桃， 粉红的是寸桃， 你都
能分辨得出吗？ 梨花最喜欢安静， 所
以她们都躲在大元宝山的梨园小径旁

……每年春天 ， 古道两侧春花掩映 ，
登山、 赏花， 感受春天的馈赠。

灵慧山生态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
这里四季有景， 季季不同。 如果

来此赏花， 春季的灵慧山是让人不虚
此行， 满山遍野的野花与桃花、 杏花、
梨花竞相绽放， 沁人心脾。 除了美景，
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 据明万历三十
二年 《怀柔县志 》 记载 ， 灵慧山有 ：
“二十四寺、 七十二茅庵”， 历来为佛
门清修之佳地。 灵慧山生态景区在原
有寺庙遗址上重新恢复了天溪庵、 山
西庵、 德胜庵、 朝阳寺等四处古建筑
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落古老庞大， 辽、 金、 元、 明、 清时
的古民居多， 而且过去民间所信仰的
诸神尽有。 一到春天， 站在村子里远
望， 远处山花绚丽的四处蔓延， 吃一
顿地道的山里饭菜， 喝上一碗举人粥，
感受京西的人文气息。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遗

址公园， 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
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让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园内陆续开放
的牡丹、 芍药、 桃花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 在长春园西路绵延八百余米
的山坡上， 你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二
月兰。 如果登上圆明园湖面上的画舫
船， 从船上观赏园内风景， 又别有一
份风味。

纪晓岚故居

赏花推荐： 紫藤花、 海棠
清朝学者纪晓岚就钟情于紫藤 ，

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棠； 还有雍容华丽的牡丹、 芍药， 特
别是满地的二月兰， 兀自生长， 开起
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

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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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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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赏花推荐： 杏花、 玉兰花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承载着顺义人

的骄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它不但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奥运会
过后这里就成了最具品质感的郊游去
处。 除了赏花外， 这里还有吃玩一体
的有趣的集装箱小镇———未·堂小镇。
从4月开始， 水上公园即将开放游船和
针对团队的龙舟竞渡活动， 还有孩子
们最爱的儿童嘉年华和四季都能玩的
冰世界。 踏青、 遛娃一地搞定。

云峰山自然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等
云峰山的春天是花朵的盛宴， 花

儿们次第登场。 成佛石步道两旁是杏
花的家； 在桃花古道， 淡红的是碧桃，
深红的是绛桃， 粉红的是寸桃， 你都
能分辨得出吗？ 梨花最喜欢安静， 所
以她们都躲在大元宝山的梨园小径旁

……每年春天 ， 古道两侧春花掩映 ，
登山、 赏花， 感受春天的馈赠。

灵慧山生态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
这里四季有景， 季季不同。 如果

来此赏花， 春季的灵慧山是让人不虚
此行， 满山遍野的野花与桃花、 杏花、
梨花竞相绽放， 沁人心脾。 除了美景，
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 据明万历三十
二年 《怀柔县志 》 记载 ， 灵慧山有 ：
“二十四寺、 七十二茅庵”， 历来为佛
门清修之佳地。 灵慧山生态景区在原
有寺庙遗址上重新恢复了天溪庵、 山
西庵、 德胜庵、 朝阳寺等四处古建筑
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落古老庞大， 辽、 金、 元、 明、 清时
的古民居多， 而且过去民间所信仰的
诸神尽有。 一到春天， 站在村子里远
望， 远处山花绚丽的四处蔓延， 吃一
顿地道的山里饭菜， 喝上一碗举人粥，
感受京西的人文气息。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遗

址公园， 是原北京内城城垣的组成部
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让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园内陆续开放
的牡丹、 芍药、 桃花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 在长春园西路绵延八百余米
的山坡上， 你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二
月兰。 如果登上圆明园湖面上的画舫
船， 从船上观赏园内风景， 又别有一
份风味。

纪晓岚故居

赏花推荐： 紫藤花、 海棠
清朝学者纪晓岚就钟情于紫藤 ，

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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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棠； 还有雍容华丽的牡丹、 芍药， 特
别是满地的二月兰， 兀自生长， 开起
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

雁栖湖

赏花推荐： 二月兰， 映山红
春天的雁栖湖， 不管是坐在游览

船上近距离欣赏着雁栖岛恢宏的建筑；
还是沿山路徒步登山， 俯瞰APEC会址
全貌和雁栖湖全景。 趁阳光正好， 微
风不燥， 周末带着亲朋好友相约在雁
栖湖畔， 给人生添一点诗意。

龙潭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玉兰、 丁香
一提起赏樱， 大多数人都会去玉

渊潭 ， 但想去一个人少花美的地方 ，
那还得去龙潭公园。 在龙潭公园东岸
种有大量的樱花树， 园内还有一个樱
花岛。 每年樱花盛开之际， 如雪如云
如火 。 到了4月 ， 樱花开罢 ， 海棠争
艳， 月月都能享受花香。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赏花推荐： 杏花、 玉兰花
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承载着顺义人

的骄傲。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它不但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奥运会
过后这里就成了最具品质感的郊游去
处。 除了赏花外， 这里还有吃玩一体
的有趣的集装箱小镇———未·堂小镇。
从4月开始， 水上公园即将开放游船和
针对团队的龙舟竞渡活动， 还有孩子
们最爱的儿童嘉年华和四季都能玩的
冰世界。 踏青、 遛娃一地搞定。

云峰山自然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等
云峰山的春天是花朵的盛宴， 花

儿们次第登场。 成佛石步道两旁是杏
花的家； 在桃花古道， 淡红的是碧桃，
深红的是绛桃， 粉红的是寸桃， 你都
能分辨得出吗？ 梨花最喜欢安静， 所
以她们都躲在大元宝山的梨园小径旁

……每年春天 ， 古道两侧春花掩映 ，
登山、 赏花， 感受春天的馈赠。

灵慧山生态风景区

赏花推荐： 桃花、 杏花、 梨花
这里四季有景， 季季不同。 如果

来此赏花， 春季的灵慧山是让人不虚
此行， 满山遍野的野花与桃花、 杏花、
梨花竞相绽放， 沁人心脾。 除了美景，
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 据明万历三十
二年 《怀柔县志 》 记载 ， 灵慧山有 ：
“二十四寺、 七十二茅庵”， 历来为佛
门清修之佳地。 灵慧山生态景区在原
有寺庙遗址上重新恢复了天溪庵、 山
西庵、 德胜庵、 朝阳寺等四处古建筑
群， 登上3000余米的登山步道， 看群
山环抱之中的古建筑群， 禅意悠远。

灵水举人村

赏花推荐： 桃花、 李花
这 里 是 隐 藏 在 山 坳 里 的 桃 花

源———灵水村， 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
以来 ， 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 ，

曾有刘懋恒、 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
因此灵水被当地人冠以 “举人村”。

灵水村形成于辽金时代， 不仅村
落古老庞大， 辽、 金、 元、 明、 清时
的古民居多， 而且过去民间所信仰的
诸神尽有。 一到春天， 站在村子里远
望， 远处山花绚丽的四处蔓延， 吃一
顿地道的山里饭菜， 喝上一碗举人粥，
感受京西的人文气息。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梅花
距今已有58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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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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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是仅存的一段， 也是北京城的标
志。 这里是京城最佳赏梅的景点之一。
梅花的高雅清淡能与城墙凝重、 古朴
的氛围交相辉映， 美丽非凡。 正在这
里举行的北京市第十四届赏梅会以
“赏梅花古楼新春 品城垣悠久文化 ”
为主题， 公园铺设三条赏梅栈道， 通
过花廊、 风车等装饰烘托出春日游园
赏梅气氛。

圆明园遗址公园

赏花推荐： 樱花、 牡丹、 芍药
在如今的历史遗址上， 一园春色

让这里焕发新的生机。 园内陆续开放
的牡丹、 芍药、 桃花让人感受到浓浓
的春意， 在长春园西路绵延八百余米
的山坡上， 你能欣赏到漫山遍野的二
月兰。 如果登上圆明园湖面上的画舫
船， 从船上观赏园内风景， 又别有一
份风味。

纪晓岚故居

赏花推荐： 紫藤花、 海棠
清朝学者纪晓岚就钟情于紫藤 ，

在纪晓岚故居门前， 有一架浓阴密盖
的紫藤是他亲手所植。 据 《阅微草堂
笔记》 记载， 花时紫云垂地、 香气袭
人。 老舍先生生前多次来这里品晋风，
赏古藤， 曾留下七绝一首： “驼峰熊
掌岂堪夸， 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
香春几许， 庭前十丈紫藤花。”

郭沫若故居

赏花推荐： 连翘、 海棠、 牡丹
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 郭沫若先

生在这个两进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中
最后的15年。 院里最好的时节就是春
天和秋天。 特别是春天， 满院的色彩
变换不停， 百花争妍， 各成气象： 黄
色是报春的连翘； 粉红色是一树开得
热闹的西府海棠； 猩红色的是铁杆海
棠； 还有雍容华丽的牡丹、 芍药， 特
别是满地的二月兰， 兀自生长， 开起
花来一片淡淡的紫色。

协协 办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