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们的印象中， 梅树多生长于江南， 其实北京
也有梅树栽植， 只是由于气候原因， 江南的梅花多盛
开在二月底三月初， 而北京的梅花则在三月底四月初
开放。 香山脚下的梅园便是京城赏梅的好地方。 初春
时节， 正是梅花次第绽放之时， 于是慕名前往， 一探
春梅的花容丰姿。

踏访北京的 “香雪海”

香山梅园位于北京植物园西北
侧， 从南门入园， 沿中轴大道一路向
北， 行至卧佛寺前岔路口时， 见西侧
路边的一块白色岩石上镌刻着 “梅
园” 二字。 由此前行， 便是一树树盛
开的梅花。

北京植物园从1998年开始种植梅
花， 2003年建成梅园， 而今已有杏梅
系 、 真梅系 、 樱李系梅花等90个品
种 、 1300余株 ， 有紫红 、 粉红 、 淡
黄、 淡墨、 纯白等多种颜色， 因花色
品种多 ， 种植数量大 ， 一派靓丽景
象， 被誉为北京的 “香雪海”。

徜徉于青山绿水间， 梅花尽放 ，
香气袭人， 给人一种 “花不醉人人自
醉” 的感觉。 仔细观赏， 梅园中的梅
花品种真是很多。 白似瑞雪， 绿如碧
玉， 形成梅海凝云， 云蒸霞蔚的壮观
景象。

登上西侧高坡处， 放眼望去， 梅
园宛若一幅画。 花间中人影蠕动， 一
阵清风吹过， 花瓣纷纷落下， 恰似飘
雪， 阵阵暗香浮动， 馨香弥散四野。

梅园里栽植最多的是 “丰后梅”，
花朵密集， 有粉红的、 淡粉的、 雪白
的 。 其次是 “美人梅 ”， 花色浅紫 ，
花态近蝶形， 瓣层层疏叠， 瓣边起伏
飞舞 ， 花心常有碎瓣 ， 婆娑多姿 。
“江南朱砂梅”， 又称 “红梅”， 几何
造型突出， 花姿幽雅， 花瓣平展， 花
心卷曲， 花蕊挺拔， 花色绚烂， 花香
浓烈， 被誉为梅中珍品。 “垂枝梅”
风韵独特 ， 悠长的枝条杨柳般倒挂
着， 一串串梅花犹如倒挂金钟般镶嵌
其上。 风儿袭来， 花枝招展， 十分风
趣 。 而 “三轮玉蝶 ”、 “素白台阁 ”
等也是各领风骚， 或浓香四溢， 或冰
清玉洁， 或花中有花。

在这里赏梅， 可以根据梅树上悬
挂的标识， 在手机上查到每种梅花的

相关信息 ， 由此为赏梅平添不少情
趣。

赏梅、 品梅、 咏梅， 陶醉在这梅
花姹紫嫣红里， 不由得吟起古诗中那
些赞美梅花的诗句。 “梅须逊雪三分
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淡淡梅花
香欲染， 丝丝柳带露初干”、 “竹影
和诗瘦， 梅花入梦香”、 “柳垂江上
影， 梅谢雪中枝”、 “白梅懒赋赋红
梅， 逞艳先迎醉眼开”。

这里远离京城， 位于山夹处， 整
个梅园显得独具幽雅， 也使这里的梅
花别具神韵， 清逸而幽香。

“梅花文化馆” 里溯梅源

在梅园中 ， 有一处幽静的院落 ，
这就是2017年开放的 “梅花文化馆”。

院落为开放式的 ， 南侧为正门 ，
两侧雪白的墙壁上各有两幅梅花图
案 ， 墙里墙外一树树梅花已悄然盛
开， 别有韵味。

走进院落 ， 正中央是一尊塑像 ，
底座上写着 “陈俊愉” 三个字， 并附
有人物介绍， 他就是被誉为 “梅花院
士” 的植物学家陈俊愉先生。

来到文化馆内， 使人沉浸在丰富
的 “梅文化” 中。 梅花文化展由四部
分组成， 一是梅花历史， 二是梅花品
系类型， 三是介绍植物园梅园， 四是
介绍 “梅花院士” 陈俊愉。 通过色彩
鲜艳、 图文并茂的24块展板， 使人对
梅花的历史与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

据记载， 远在元明时期， 北京已
有梅树栽植 ， 由于地域与天气的原
因， 露地梅花很难正常越冬， 所以那
时的梅树均在暖棚中培植， 为达官贵
人和文人雅士所赏之花卉， 而较大范
围种植梅花还是近50年的事。 从上世
纪50年代开始， 北京进行了长达半个
多世纪 “南梅北移” 的艰苦实践。

1957年植物学家陈俊愉在北京林
学院 （今北京林业大学 ） 一边教学 ，
一边与北京植物园合作， 进行梅花引
种驯化研究， 尝试着把江南的梅花移
到北京。 三年后， 四株幼苗吐出一二
十个鲜艳的花蕾。 但在朔风寒流的不
断袭击下 ， 大部分花蕾被吹干枯死 ，
到3月底就只剩下两个花骨朵了 ， 不
过这两个花蕾终于在1962年4月初怒放
了。 翌年 ， 那些梅花开了更多的花 ，
初夏时还结了一个硕大的梅子。 两朵
梅花度过北国严寒， 由此宣告了 “南
梅北移” 的成功， 随后梅树在北京的
种植数量逐步增加。 由此主导 “南梅
北移” 研究的陈俊愉被誉为 “梅花院
士”， 并荣获 “中国梅花研究终身成
就奖”。 如今北京市域内的梅花品种
已经超过125个， 约占中国梅花品种登
录总数的32.64%， 遍布全市40多个景
点景区。

伫立于庭院中的梅树下， 仰视满
树梅花 ， 给人一种通体蕴香的感觉 。
香山的梅园虽没有江南的壮观， 而赏
梅的时节也晚于江南， 但北京的梅花
同样有着江南梅花的风韵与芬芳。 香
山探梅， 与梅相约， 同样可以感受到
“俏也不争春 ， 只把春来报 ， 待到山
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的意境。

□户力平 文/图

漓江一直很吸引我， 它总是诱惑我
联想到桃花源般的世界。阳春三月，当我
来到漓江面对它时， 正是春天的蒙蒙细
雨，把层层山峰笼罩在薄薄的青纱之中，
如梦似幻，泛舟当中别有一番滋味，这正
是漓江最美的时刻“烟雨漓江”。

漓江发源于桂林东北兴安县的猫儿
山，属于珠江水系，流经桂林、阳朔，至平
乐县恭城河口，全长170公里，是桂林山
水的精华。“世上无水不东流”，可漓江的
水由北向南而下， 与相连接的由南向北
流的湘水形成 “湘漓分流”“相离而去”，
漓江故此得名。此外，“漓”在字典中是清
澈透明之意，也是实至名归。

上午9点，我从桂林市大圩镇的磨盘
山码头起航。尽管下着毛毛雨，但我还是
登上游船，朦胧山水尽收眼底。游船在杨
堤景区按线路缓缓移动， 仿佛生怕破坏
了这一份宁静。 望向远处竹筏， 船影若
幻，雨浪如烟。著名的“杨堤烟雨”，果真
绝尘。

漓江两岸，连绵的群山起伏蜿蜒，遥
远的群山， 在烟雨中只有一片青黛的阴
影，江岸的连峰却是苍翠欲滴。那姿态万
千的群峰， 将这百里漓江点缀得如诗如
画。 看： 这座像一双翩翩于烟雨中的蝙
蝠，这是一只下山的猛虎，时而宛如群龙
汲水， 时而似骆驼奔驰…… “水是青罗
带，山似碧玉簪”，船行山间，山映水中，
青山碧波，烟云回聚，不知是泛舟于群峰
之间，还是舟行云雾之中。山势回环，清
流荡漾，一川碧波倏而开阔起来，绿竹、
青山、白沙、碧波、水雾融为一体，显得特
别和谐。远空中轻纱缭绕，雨丝飘洒；碧
波中山影动荡，寒光粼粼。远方崖壁上突
然显现出一匹白色骏马， 这便是漓江最
著名的景区———九马画山。

下午4点半，我登上游艇去观赏兴坪
十里画廊最美的景点。 随着马达的轰鸣
游艇逆流而上，江水缓缓流过，浪花一路
欢歌离我而去。窗外细雨如烟，江面上蒙
蒙细雨密密斜织着，轻轻地，细细地，如
牛毛在江面上织出一道巨大的帷幕。我
冒雨站在甲板上放眼望去， 江畔一叶小
舟上站着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挑
鱼鹰的老渔翁。此时柳宗元先生的“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凄美意境在我脑
海中闪现，让人有种“舟行碧波上，人在
画中游”的感觉。我不由自主发出感叹：
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古老而优美绝伦的
中国天然山水画，真是一江流淌的水，万
千迷人的画。 雨中的漓江如此闲适、恬
静，是任何一幅最美的画也不可媲美的。
它是大自然恩赐的，天然形成的，它能把
喧嚣的尘世万物都融化进去， 让你体验
到城市喧嚣之外的一种古老的山水之
乐，让人仿佛置身于虚无缥缈的仙境，完
全陶醉在这自然的山水画廊之中， 如痴
如醉。

游览漓江， 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所折服。烟雨漓江，如诗如画，我的梦魂
之所在。漓江，如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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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建民

驴友
笔记

漓江，
邂逅一场烟雨

■■周周末末推推荐荐

香山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