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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虽说仍是三

九严寒时!但二十四番花信

之首的梅花! 冰枝嫩绿!暗

香浮动"""一年一度的探

梅盛宴已到!爱梅之人不要

错过了这寻香之时!雪中探

梅!听花开之声# 推荐国内

最佳六大观梅胜地!供出游

者参考#

!!!!!!

龙泉探梅是昆明十六景之一! 位于昆明北郊黑

龙潭公园内!占地面积
4:6;

公顷!也是国内著名的

赏梅胜地!拥有唐元古梅!花开时雪梅香涛!美不胜

收"

黑龙潭公园前身是#汉黑水祠$!唐宋元明均在

此扩建祠!有#滇中第一古祠$之称!公园由古建筑群

和#龙泉探梅$两大景区组成!清人硕庆题联#两树梅

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正是公园景观特色的

写照% 园内植有被郭沫若视为&三异木$的唐梅'宋

柏'明茶!以及元杉'清玉兰等!明清时期梅花均汇于

此!故至今古梅荟萃!特别是园内的&唐梅$!相传由

南诏移植过来!与安宁漕溪寺的&元梅$!被认为是云

南最珍贵的古梅"

&龙泉探梅$分为盆景园'品种区'果梅区和赏梅

区
"

景区"盆景园又称梅花艺景区!展出有数百盆珍

稀古梅盆景(品种区在梅园山腰!上连红枫林!下接

艺景区!汇聚全国梅花珍稀品种(品种区建有梅花品

种展厅'接待室和爬山廊(赏梅区依山傍水!有水榭

亭廊及喷泉(果梅区汇集了滇中'滇西'滇南果梅树

4<<<

多株!分片栽种!果梅花素洁芳香!花期早%

昆明

龙泉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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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山梅园位于东湖景区内!山湖相依!登高而望

清涟!踏浪以览群山!可体味山水之情趣%

磨山梅园创建于
!$;5

年!占地面积
=4

公顷!地

栽梅花近万株!有
=<<

多个梅花品种!是世界上最全

的梅花品种资源库! 郭沫若有诗云
>

&且喜东湖春早

到!红梅万株一齐开%$为蜚声海内外的赏梅胜地%磨

山梅园设有蜡梅园'妙香国'江南第一枝'花溪'放鹤

亭'梅友雕像'冷艳亭等景点!其中妙香国为中国梅

文化馆所在地!长年展示包括梅花典籍'名人书画资

料在内的梅文化精华% 蜡梅园前几年已进行了改建

升级!新植
4<

余种'

=<<<

余株蜡梅!成为全国蜡梅

品种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游客在园中可欣赏到世界

上
$<?

的蜡梅花品种%在中国梅文化馆中!你不仅可

看到各种蜡梅'梅花的品种!还可以了解如何辨别品

种(馆内设计犹如迷你版的苏州园林!小小的拱桥!

红色木质的长廊!再配上形态各异的梅花'蜡梅树!

雅趣至极%走过&放鹤亭$再往里!便是大片大片的梅

花林%

二月!是磨山梅园最佳观赏期!景区将举办东湖

梅花节!你除了可观到多个梅花珍品外!还有各流派

的梅花桩'梅花组景'梅艺表演等活动%

武汉

磨山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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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梅园位于无锡西郊的东山和浒山南坡!距

市区
@

公里!始建于
!$!4

年!占地面积
"<

多公顷!

园内遍植梅树!以老藤'古梅'新桂'奇石为特色!高

雅古朴!是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

梅园至今已有
@<

多年历史! 园中有梅树
;;<<

多株!盆梅
4<<<

多盆!品种达
"<

多个!不少是从苏

州'常熟'扬州'杭州'成都'武汉'安徽引进% 著名的

有素白洁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玉萼如翡翠的绿萼

梅!有红颜淡妆的宫粉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有

浓艳如墨的墨梅' 有枝千盘曲矫若游龙的龙游梅

等% 还有造型幽雅'虬枝倒悬'枯树老干'疏影横斜

的梅桩艺术盆景% 早春季节!梅花盛开!这里一片

&香雪海$!香气馥郁!沁人心肺%

梅园不但以梅花驰名!在园林设计上也别出心

裁!设计者根据地势高低!以梅饰山!倚山植梅!梅

以山而秀!山因梅而幽(梅开时节!竞相吐艳!白玉

如雪!红晕似杏!犹如置身于&若无香风吹!疑是白

云绕$的玉泽香国% 园内还有天心台'洗心泉'清芬

轩'招鹤亭等建筑!组成步步登高的观赏景点% 放眼

眺望!太湖烟波!龙山翠屏!近山远水!虚实相映!构

成一幅天然图画%

无锡

无锡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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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山位于南京市中山门外

的紫金山南麓! 山上遍植梅花!

因此得名! 占地面积
;<

多公顷!

被称为&天下第一梅山$%

梅花山是中国四大梅区之

一!植梅共
=

万余株!其中不少为

梅中极品% 根据花色!这里的梅

花可分为白梅' 绿梅' 朱砂
A

红

梅
B

'宫粉
C

粉红
B

'黄梅等!以梅王'

梅后和情人梅著名(最为珍贵的

是&别角晚水$品种的梅花% &别

角晚水$ 是真梅系直枝梅类宫粉

型的优良品种! 花期一般在
4

月

下旬至
=

月上旬!花淡玫瑰红色!

浅碗状!花瓣层层叠叠!多达
";

瓣!内有碎瓣婆娑飞舞!是梅花山

的&镇山之宝$%探梅'赏梅是南京

的民俗! 而南京植梅与赏梅的历

史悠久!历六朝至今不衰%每当春

季梅花盛开之时! 梅花山的万株

梅花竞相开放!层层叠叠!云蒸霞

蔚!繁花满山!如香雪海%

南京

梅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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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城西南约
=<

公里处

的光福镇 ! 崇山前抱 ! 太湖后

绕!地势十分幽深% 邓尉山因纪

念东汉大尉邓禹!故名% 这里自

古为江南赏梅佳处 !有 &邓尉梅

花甲天下 !望中无地不栽梅 $之

称%

远在西汉时!这里就开始种

梅 !梅树成林 !素有 &十里香雪

海 $ 之誉 % 邓尉山梅树品种繁

多!雪梅'寿桃梅 '肝梅等名种 !

各展风姿% 梅花盛绽时!花香四

溢% 登临赏梅最佳处&梅花亭$!

举目四顾 !但见山上山下 !由远

及近弥漫几十里 !浪拥雪堆 !一

片花海!美不胜收% 诗曰
>

&十里

梅花香雪海 ! 千树万枝浮暗

香$% 清诗人孙原湘有诗云)&人

山无处不花枝 ! 远近高低路不

知% 贪受下风香气息!离花三尺

立多时 % $现除植白梅外 !还有

红梅'绿梅'墨梅等各色名种%

苏州

邓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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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青浦淀山湖畔的大观

园中!有一处名为&梅坞春浓$的

景点 !又称梅花园 !是上海最大

的赏梅胜地 !每逢早春 !梅花怒

放!绽红吐白!雪海香涛!引人入

胜% 赶上明月之夜!徜徉梅林之

间!沐浴香涛之中!情趣盎然%

淀山湖梅园位于大观园东

北部青商公路两侧!其东及东南

面为淀山湖! 正门在公路东侧!

水杉木门楼! 上悬 &梅坞春浓$

匾% 入门即见湖石假山!上刻&梅

园$两字% 梅园内共植梅
;<<<

余

株!树龄最大的约
=<<

年!大多数

为
;<$5<

年% 在红梅'绿梅'白梅

三大类中!白色的有玉碟'残雪'

素白台阁 !粉红的有宫粉 '单粉

照水!红色的有朱砂'骨里红!还

有花白萼绿'小枝绿色的绿萼等

品种% 沿湖建有
3$<

米长的紫藤

廊架!可尽情欣赏湖色风光% 品

种有绿萼'朱砂'骨里红等
"<

多

个% 园内四周是一组江南仿古建

筑!配以奇花异卉!古树秀竹!呈

现一派 &素艳乍开株蓓蕾 !暗香

微度玉玲珑$的境趣% 最佳观赏

点在梅园里的冷香亭!在此能独

赏一株罕见珍贵的 &银红台阁$

老梅!每当
=

月上旬!红'白'绿各

色梅花竞开!暗香浮动% $新民%

上海

淀山湖梅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