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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旅行时经常会被普通家庭的花园美景所吸引，无论是精心的布局，还是

盛开的花朵，或者休憩于花园中的那份享受，都深深地震撼并吸引着我。有资料说，

在过去的 15 年中，园艺已经成为美国最流行的户外活动。原因何在，总结一下大

概有那么两点：首先，家庭园艺可以使他们的家变得更加漂亮；第二，园艺活动可

以更加亲近大自然，修身养性，而且还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以此为乐。在国外，也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花园，但他们通过装饰阳

台、窗台、门厅、室内环境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家庭园艺的喜爱。

虹越·园艺家，是虹越自 2010 年起推出的一个全新的平台式终端服务品牌，

以 Garden Center 为主的连锁经营模式，目的就在于倡导为园艺行业经营者和家

庭园艺爱好者提供中高端的商品和服务，将家庭园艺带领至一个更生活化、更专业

化、更商业化、更系统化、更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园·艺·家》杂志作为虹越·园艺家体系的一个媒体平台，创办至今一直致力

于介绍时尚家庭园艺消费理念，结合国内外园艺产品与市场，向广大读者传播最新、

最贴近生活的园艺资讯。通过这一平台，我们结识了很多热衷于园艺的朋友，同时

也欣喜地发现广大读者对于相关园艺资讯的迫切需求。

杂志出刊即将满 3 年，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美好家园》杂志社一起合作。

《美好家园》是美国百年大刊《Better Homes and Gardens》的中文版，以居

家空间规划、装饰陈设、物品选购、园艺种植以及家庭事务为核心内容，涉及生活

的各个层面。其中的家庭园艺版块，通过美景花园的展示和介绍，更是强调把园艺

作为休闲活动的一种，丰富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所以本期杂志内容上偏重于国外优秀的花园营造指导和先进的园艺理念传递，

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和展示国外优秀的园艺作品，在读者、消费者与企业、产业间建

立沟通的桥梁，更好地引导和推动国内园艺消费的发展。

当然对于国内优秀花园的介绍也不会因此而被舍弃，我们的编辑团队将一如既

往地搜集整理国内更具动手指导意义、更有本土特色的材料，为读者献上高品质的

阅读感受。

期待园艺能够真正地溶入大家的生活！

浙江虹越花卉有限公司

董事长

Letters /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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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Garden Centre

花园中心
园艺购物新体验

Garden Culture / 花园文化

花园中心是指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以销售观赏植

物和园艺相关用品为主要业务，同时提供庭院规划设计、

施工养护、技术指导等服务，且具备较充足展示面积的

大型终端零售型服务平台。

上世纪 50 年代，很多花卉生产者的产品主要以卖

给批发商或者小商店为主，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利润

越来越薄。出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生产者开始自己开

店直销花卉产品，出现了花园中心的雏形。1965 年，

“Garden Centre”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

起初生产者只是销售自己种植的产品，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方便客户能一次性

购齐所需要的产品，花园中心里销售的商品种类也越来

越丰富，涵盖了与家庭园艺相关的各类产品。

最初，花园中心主要建在城区内，但是随着城市的

发展，汽车拥有量的迅速增加，在市区购物存在赌车、

停车位不足等问题 , 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积极性。于是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花园中心逐渐向城市郊区迁移。

目前花园中心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

的消费形式，在德国 , 约 2-3 万人就拥有一个花园中心，

英国有 5 千万人口，却拥有近 2000 个花园中心。世

界上花园中心的发展主要有几种形式：独立花园中心、

连锁专业花园中心（也被称为花园中心集团）和附属于

家装超市的花园中心。独立花园中心不同于后两者，规

模较小，往往以家族经营为主，但卖场布置及商品陈列

更具艺术感，主要发展在欧洲；家装超市，英文中也称

为 Home Centre，经营各种家庭用商品，比如百安居

（B&Q），这类超市会专门辟出一块区域销售与园艺

相关的产品，Home Centre 在美国发展的尤为明显。

但相比之下，专业的花园中心更注重高质量、门类齐全

的园艺产品 , 全面周到的服务和体验式的消费环境。

植物种类多样
花园中心销售的植物产品的特点之一即为“丰富”。

首先是品种齐全，包括小盆栽、灌木、乔木、藤本植物、

地被植物、垂吊植物、观赏蔬菜、香草植物、多肉植物、

水培植物等。其次是规格多样，部分植物产品规格上也

会提供几个档次供消费者自由选择。同时还会展示开花

植物不同的颜色组合搭配。

花园中心植物产品的特点之二为“优质”。植物产

品都采用标准化体系生产，品质优良，规格统一。为了

符合花园中心对植物产品的要求，生产种植者也会尽可

能按照种植标准进行生产。在国外，很多花园中心都会

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选择认为符合要求的生产者。这类

供需关系在花园中心产业刚刚起步的中国还不能平衡，

但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生产商，如缤纷园艺 , 专业生产标

准化小盆栽。

2

1：英国ALL-IN-ONE 花园中心
2：美国Armstrong 花园中心
3：德国 Dauchenbeck 花园中心
4：小盆栽都采用标准化体系生产，品质优良，规格统一。
5：花园中心根据季节变化，会配置不同的植物专题，如种球节、年宵花等。
6：植物作为花园中心的主要商品，丰富优质是其区别于普通花卉市场的主要优势。

7：虹越·园艺家花园中心无锡农博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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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消费
花园中心的卖场布置既有货架部分的展示，同时

还配有十分人性化的应用实景，如组合盆栽、阳台花园、

窗台花园等。通过在卖场内外布置各种微型景观或风格

多样的小花园，将商品融入到模拟场景中，顾客通过对

实景花园的亲身体验，能快速直观地看到组合商品的整

体空间效果，从而达到引导顾客消费的目的。

标准化、规范性程度高
花园中心参照超市的理念和管理模式，货品全部

明码标价，实现条形码管理，除了上面我们讲到的产品

生产时的规范化，产品在进入卖场后，其标准化也要求

规范统一。

如植物商品，所有观赏植物除了条形码标签外，

都会带有统一标签，上面详细介绍了该产品的名称、适

养环境、植物寓意、养护知识等信息，使顾客在购物的

同时可以学习到一些园艺知识。

1：花园中心的产品非常丰富，
涵盖了与园艺相关的方方面面。
2：室外花园用装饰材料。
3：浇水工具
4：剪具类产品
5：花园中心内植物盆器搭配销售。

6：以实景的形式展示园艺产品。
7：样板小景配置。
8-10：产品规格统一，明码标价， 
且都带有统一的标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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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产品齐全
除了植物产品外，花园中心的商品范围还涵盖了

与花园相关的家居、水景、建材、工具、园艺饰品、

花盆容器等配套产品，门类非常齐全，能够满足顾客

实现一站式购齐所需物品的要求。除了大类齐全，单

类产品的可选择空间也更加多样。以盆器为例，从材

质上可以分为陶土、瓷器、玻璃、塑料、金属等，用

途上可分为室外大型、室内落地型、桌面摆设型等，

再加上颜色上的多样性，或时尚新颖，或古朴典雅，

或清新自然，观赏性和装饰性都较高，可以让消费者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最为合适的搭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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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室外卖场的遮阴结构为顾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购物环境。
2：温室结构建筑使室内卖场宽敞明亮。
3：花园中心内配备的咖啡吧。

购物环境优美
由于花园中心内商品的特殊性，会按照产品进行

适当的分区，大类可以分为室内植物区、室内资材区、

室外植物区、室外资材区，其室内卖场主要采用温室结

构建筑，这不仅给植物提供了一个好的生长环境，而且

可以为顾客提供宽敞明亮的购物空间。室外卖场的产品

也多以实景的形式布置，使顾客在享受花园美景的同时

选购自己想要的产品，而且室外卖场大多配有遮阴结构，

以保证顾客在晴天不被曝晒，雨天不被淋湿。除此之外，

顾客在花园中心还可以感受到无时无处不在的服务，手

推车、购物筐、塑料袋、详细介绍商品种类及折扣信息

的服务小贴士等，使顾客在舒适的环境中轻松愉快地选

购所需商品。

此外，成熟的花园中心还会配备部分餐饮等休闲

功能，消费者可以与家人朋友来这儿购物并逗留一整天。

花园中心除了批发、零售园艺产品外，配套
服务也是其一大特色。

花园中心的客户服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花园设计、建造与养护服务。主要是指庭院、露台、

阳台等小型景观的设计与建造，及其后期养护，包括修

剪植物、割草、灌溉及其他园林设施的安装与维护等。

免费咨询服务。花园中心通常会聘请花园顾问免

费帮助顾客选配合适的植物或其他园艺产品。而且如果

您在植物养护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网络或

电话进行免费咨询。

送货服务。对于一些不方便携带的大件物品，顾

客购买后只需留下具体地址，花园中心便会送货上门。

花园中心一般根据不同的配送范围收费，有的在一定范

围内还可免费送货上门，这为顾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退换货服务。如果购买后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非

人为损坏），在一定期限内，您可以亲自到卖场进行退

换货，也可以通过邮寄或快递的方式退换货。

安装服务。除了 DIY 产品外，花园中心的很多产

品都需要临时安装，这对很多顾客来说很麻烦，不过没

关系，因为大多数的花园中心都有专业的安装人员免费

帮您上门安装。例如：安装庭院照明设备、花棚藤架、

灌溉设施及栅栏等。

特色服务。有些花园中心还会将业务范围扩大到

相关行业，如鲜花绿植租摆、婚庆装饰及花艺等。

其他服务。大多数花园中心都有技术熟练的泥工、

瓦匠及杂工等，他们可以提供以下服务：油漆、修理腐

坏的木制品、整理并清扫地下室和车库，甚至是清理化

粪池和清洁除油器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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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月季园
Berkeley Municipal Rose Garden

伯克利月季园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由建筑师 Vernon M. Dean 和月

季专家 C. V. Covell 总设计 , 建筑师 Bernard Maybeck 加盖了一个 220 英尺

(67 米 ) 长的月季游廊，于 1937 年 9 月 26 日向公众开放。园中种植了 250

余种月季，共计 3000 多棵。

伯克利月季园的建造颇为特殊，整体依山而建，月季种植在一层层如梯田

的种植槽内，每一道种植槽边都留有游步道，方便游人近距离欣赏及游览。每

层种植槽的立面，被藤蔓植物完全覆盖，即使月季处于落叶期这里都不会显得

缺乏生机。

这种独特的梯田状种植，不仅有效地利用了坡地，同时站在最高处向下看

去，大片的月季尽收眼底；从底部望向上方，绿色的藤蔓植物衬托出月季的艳

丽颜色，同时给人置身花海的强烈视觉冲击。

无论构筑种植槽的石块，还是游人行走的台阶、小道，都是体现自然风味

的粗犷石料，甚至连游人休憩的座椅都用厚实的木料做成，更多地衬托出月季

的野趣味道，给周围的城市人一个与自然拥抱的场所。

这里的月季园没有精细的修剪，有的是精心的场地布局；没有过于现代化

的修饰，有的是一份返璞归真的亲切。这种月季园的建造模式，可以更多的被

应用到城市街心花园及各种公园中。

缤纷月季  浪漫满园
Beautiful Rose & Romantic Garden
品种繁多，姿态各异的月季在全球范围内都深受爱花人士的喜爱，以种植月季为主的公园也
屡屡成为游人驻足留念的好去处。这里我们挑选了全球 3 大洲的 3 个月季园，让我们尽情领
略月季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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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奥斯汀月季园 David Austin Rose Gardens
奥斯汀月季园位于英国的阿尔布莱顿，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月季园之一。园内共有 700 多个月季品种，

总占地面积约 2 英亩（约 0.8 公顷）。这个花园被分成很多个小区域，每个区域的风格各不相同。 

长形花园 The Long Garden
长形花园是整个月季园的中心，种着很多品种古老的月季，大

部分在初夏就开花了。为延长花期，这里还种着许多现代灌木月季

和英国月季。

花园里还有很多花架，上面攀爬着藤本月季，在夏末的时候，

上面结满了蔷薇果。

维多利亚花园 The Victorian Garden
维多利亚花园里种着很多英国月季和其他不断开花 （重复开

花）的灌木月季（野蔷薇）。事实证明某些英国月季作为攀援植物

效果是非常好的。

2006 年建造了一个高 8 英尺，长 300 英尺的环形墙用来展

示这些藤本月季。很多藤本月季是背着墙种植的，这在盛花期的时

候看起来非常壮观。许多漂亮的藤本月季也顺着拱门和凉亭攀爬。

狮园 The Lion Garden
狮园里面有种植床，围绕着狮子雕塑分别种着中国月季、丰花

月季和英国月季。种在岛状种植床上的英国月季紧凑雅致，而且可

以多次开花。

狮园的两边各有一条长条形的混合种植床，很好地展示了华丽

的英国月季和明亮轻快的多年生宿根花卉的混种效果。

文艺复兴式花园 The Renaissance Garden
这个区域被认为是整个月季园中最美的，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英

国月季，不仅品种丰富，而且花期非常长，从 5 月底至初冬霜降，

一直开花不断。

这个美丽的花园证明了英国月季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不仅具

有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香味，还有不同的栽培习性及不同的规格。

品种展示园 The Species Garden
品种展示园里有很多纯野生蔷薇及其杂交种。这个花园

是最早开花的，并且初夏是其盛花期。花败后开始结果，直

到秋天果熟，可引来很多小鸟。



17

神代植物园坐落于日本东京都调布市深大寺园町，广阔的园内密布了各种植物、杂木林、池沼，

各种别具一格的花坛被草地环抱，大温室的奇花异草吸引着游客。据统计此园栽有 4500 种，10 万株

植物。该园在日本是极有代表性的植物园，又被称为现代都市中的绿洲。

每年 5 月和 10 月是月季展的季节，大温室前的月季园在植物园中占地面积最大，为植物园之精粹，

250 种 5000 株以上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月季争相怒放，美不胜收。

此处种植了许多在国际月季节中获奖的新品种，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各国月季在这里吐芳争妍，

使人难辨甲乙。‘Rubylips’（红玉唇）,‘Fanfare’（夸张）,‘Polynesiansunset’（波利尼西

亚晚霞）等为美国品种，华丽、奔放。而淡桃色的‘天女’，大朵黄色的‘秋月’为日本的经典名作，

柔美纤细。

整个月季园的中心处为一喷泉，游人赏花的同时又有美妙的水流声相伴，由于其位于花园正中间

的位置，也使得满园的月季不再单调。在游人的照片中，喷泉是月季最好的背景，被修剪的异常整齐

的绿篱也时刻担当着背景的角色。

神代植物园
Tokyo Metropolitan Park Association

Garden Culture / 花园文化

月季展期间，植物

园内游人如织，有慕名

前来的摄影爱好者，有

举家前来度周末的市民，

甚至还有现场演唱的表

演团体等。神代植物园

在日本也是比较典型的

现代都市绿洲，为城市

居民提供了一个放松、

休憩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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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 from 

ACountry Garden
山野中的      乡村花园

At Muddy Creek Farm, a gardener grows with her garden and shares her wisdom.

一条铺满青草的小路穿过种满各种多年生植物的小花园，
路边环绕着郁郁葱葱、繁花似锦的植物，争奇斗艳，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

小花园门外的远处，是泰瑞·艾伦亲手建造的森林花园，面积大约有 1011 平方米，
一条阳光斑驳的小路穿过长着几棵老橡树的小山坡，一棵高大的栗子树指向泰瑞的小书屋。

艾伦夫妇在属于自己的“泥溪”农场内，用双手建造着属于自己的大花园，
并与大家分享着他们惬意的园艺生活。

Colorful Garden / 缤纷庭院

Photography _ Jim Westph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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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线莲‘Polish Spirit’2:落新妇‘Peach Blossom’
3:黛比陶醉在这座面积只有 38 平方米的多年生
植物小花园中，桃红色的落新妇，黄色和白色的
百合，樱桃红色的倒挂金钟，遍地的薰衣草，还
有蓝紫色的老鹳草将黛比团团围住。

这片位于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格林山地的 81 万平方米的广阔土地终于圆了艾伦夫妇

的田园梦。黛比和泰瑞·艾伦自结婚以来，一直在努力地寻找着一片未被开垦过的土地，

以开始她们全新的田园生活。站在格林山脉间的这片高地上，这对新婚夫妇可以非常清楚

地看到这条纵贯佛蒙特州中部的大山脉间的每一条溪流、每一片森林和草原。“我们准备

在哪儿建造我们的新家园？”面对泰瑞的询问，黛比斩钉截铁地答道：“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顺着一条小溪可以到达艾伦夫妇农场的中心，他们给自己的农场命名“Muddy 

Creek”农场，意为“泥溪”农场。黛比一直梦想着盖一座仿古的房子，模仿旧时美国东

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农舍的式样，有着石板瓦的屋顶和松木的地板。黛比请了一位景观设计

师帮她进行花园的规划，设计师建议黛比在长满牛蒡和野蓟的草原上，以及长满松柏的山

林间建造几个小型花坛和露台。起初，黛比对园林景观并不十分了解，怀着一种敬畏的心

态听完了设计师的建议。但很快，她戴上手套，走到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花园工作中。

在一位年轻的园艺师米兰达·菲斯克的帮助下，黛比学会了锄草、栽种、堆肥和修剪。

“自从我有了花园以后，我就获得了园艺学的学位。”黛比经常这样笑谈自己的花园生活。

几年前，根据自己多年来在园艺方面的实践经验，黛比出版了一本书《泥溪花园笔记：多

年生观赏植物每月养护指导》。

现在，在艾伦夫妇的农场里，“住”着不计其数的各色各样的多年生植物。最为耀眼

的当数农场里的两个小型花园：位于房屋后面的一座带围栏的雅致的多年生植物花园，面

积大约 38 平方米；位于房屋另一侧的面积为 24 平方米的香草植物园。“整个夏季，我们

的这个多年生植物花园可以用‘壮观’来形容，所有的植物都是‘热情四射’，色彩非常

丰富，有粉色、白色和黄色等。”黛比说起她的花园十分兴奋。多年生植物小花园的围栏

很特别，嵌有苍鹭造型的铁围栏十分古老，是居住在宾西法尼亚州亚米希人所特有的一种

Colorful Garden / 缤纷庭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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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this
herbal parterre

香草园内
植物种类和数量

1

2

4

5 3

1:

2:

3:

4:

5:

黄杨：11 株 / 药鼠尾草：3 株 / 石竹：3 株 / 薰衣草：2 株 / 北葱：

2 株 / 败酱：2 株 / 金叶柠檬百里香：6 株 /  簇生百里香：6 株

黄杨：11 株 / 药鼠尾草：1 株 / 石竹：3 株 / 薰衣草：1 株 / 北葱：

1 株 / 败酱：2 株 / 金叶柠檬百里香：6 株 /  簇生百里香：6 株

黄杨：11 株 / 药鼠尾草：1 株 / 石竹：2 株 / 薰衣草：2 株 / 北葱：

1 株 / 败酱：2 株 / 金叶柠檬百里香：6 株 /  簇生百里香：6 株

黄杨：11 株 / 药鼠尾草：1 株 / 石竹：2 株 / 薰衣草：1 株 / 北葱：

2 株 / 败酱：3 株 / 金叶柠檬百里香：6 株 /  簇生百里香：6 株

铁线莲：1 株 / 圆头大花葱：4 株 / 石竹：3 株 / 金叶柠檬百里香：

6 株 /  簇生百里香：6 株

在低处的草地上，主人搭起一道矮石墙作为花
园和农场的分界线。石墙外广阔的草原上长满
了美国紫菀和一枝黄花。农场内的草地上用藤
本月季和梾木围起的小露台和池塘，是劳作累
了的人们休息放松的好场所。

这座直径约为 6米的香草园紧挨着车库，四周
被一圈黄杨围了起来，黛比在那里种下一盆盆
香草植物。在圆形小花园的中央竖立着一根缠
满铁线莲的木桩，上面系着一个老式餐钟，非
常有创意。薰衣草、北葱、鼠尾草、百里香混
种在一起，再加上圆头大花葱和石竹，种类十
分丰富。

样式。另外，他们在四周种植的攀援绣球和铁线莲，也把整个小花园包围了起来。小花园

内有两个小花坛，分别种植了落新妇、牡丹、福禄考、老鹳草、毛地黄、飞燕草和亚洲百合。

“这棵开满粉色小花的酸苹果树是这个花园内最精彩的植物。”黛比说她最喜欢的就是紧

挨着淡黄色小屋的这棵树。

香草园的外围种植了一圈朝鲜黄杨，黛比把它们修剪得十分整齐，高度大约保持在 76

厘米左右，通常是在每年的 6 月初和 8 月进行修剪。百里香、迷迭香和鼠尾草所散发出的

阵阵清香，混合着北葱、牛至和罗勒的味道，沁人心脾。黛比把芫荽叶和欧芹种在花盆里，

石竹、薰衣草及各种葱属植物则被直接栽种在地上，用稻草覆盖在它们根部周围，以帮助

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天。每年春季和夏季，当堇菜竞相盛开时，小园中草木葳蕤、欣欣向荣

的美景让人不禁陶醉其间。

为了使花园显得更有情趣，艾伦夫妇在园中摆放了一些雕塑，其中有一些是黛比自己

动手制作的陶器。一根老旧的木梁上悬挂着一个旧时用以召集农场工人的铃铛，仿佛回到

了十八世纪的庄园。在靠近香草植物园的地方，他们搭了一个葡萄架。另外，他们还在农

场内低处的草地上用藤本月季和梾木围起了一个小露台，并用红色石英岩搭了一座小凉亭，



25

土壤管理要点：

花园中植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土

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花园中植物的长势，

间接对花园的整体景观效果产生影响。土

壤表层经过雨水和灌溉水的长期冲刷，结

构会被破坏，土料分散。土壤的团粒结构

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土壤团粒结构的

破坏致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及通透性降

低，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的含量是土壤

肥力和团粒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有机质

的降低，致使土壤板结。土壤有机质的分

解是以微生物的活动来实现的。

在“泥溪”农场，黛比最开始使用

的是重黏土，经过很多年后，黛比发现需

要着手进行土壤改良，增加土壤中的有机

质含量。于是，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黛

比会进行两次堆肥，然后将配制好的微生

物肥料施入土壤，恢复团粒结构，消除土

壤板结。“我每年配制的微生物肥料足有

15 立方米。”黛比说。

你可能没有黛比做的专业，但是只

要注意以下几点，也可以自己动手堆肥。

先用一些不易分解的物质铺设底层，

如各种作物秸杆、杂草、落叶、藤蔓、泥

炭等，再铺上一层含氮较多和富含高温纤

维分解细菌的物质，如蔬菜垃圾、粪便、

老堆肥及草木灰等，再洒上水和少量石灰

或其他磷肥。

不要使用油脂、骨头、乳质品等厨

余垃圾。

保持肥料堆适当的含水量，是促进

微生物活动和堆肥发酵的首要条件。保持

堆中有适当的空气，有利好气微生物的繁

殖和活动，促进有机物分解。高温堆肥时

更应注意堆积松紧适度，以利通气。

1:花园的后门廊是艾伦夫妇放松休闲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和可爱的狗狗“沙莫斯”、“露
西”一同玩耍。园中种满了玉簪、香车轴草和筋骨草，几盆草花悠闲地盛开着。透过门
廊的玻璃门，可以尽情地欣赏着佛蒙特州特有的山野风光。
2:一丛紫菀、锦葵、福禄考，以及粉色和白色的百合，把这道满是青苔斑点的石墙紧
紧地“抱住”。

用来休息。开着白色和蓝色小花的紫藤装点着亭廊，日本卷丹在开满鲜花的园

中尽情绽放。

把一片荒野变成有着引人入胜美景的花园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它

不仅仅需要你有激情和想法，而且还需要你踏踏实实地动手劳作。黛比不断地

在和大家分享她的经验，她在建造花园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如何

堆肥；如何帮助花园中的植物越冬；到花园中心需要采购什么东西；在开始着

手建造花园时，如何根据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选择植物；如何才能及早地将有

侵害性的植物去除等。另外，在进行花园规划设计时要富有想像力，大胆地进

行植物色彩的搭配；花园的结构要有层次感，要对植物特点有充分的了解，在

植物种下之前就能勾画出开满鲜花的花园的“模样”。还有，就是要记住打理

花园是会花费大量时间的。多年以前，黛比每天要在花园中工作 5 至 6 个小时。

现在花园建成了，她基本上每天有 2 至 3 个小时在花园中度过，享受着园艺带

来的快乐。“我非常热爱我居住的这片土地。”黛比自豪地说。

1

2

盛开的粉色百合‘Sweet Surrender’认真地“欣赏”着佛蒙特州的夏季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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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花园之前请放下你心中所有的忧虑，因为在这座亚洲式花园中有诸多美景正等待

着你的欣赏。这是一座传统的日式花园，处处洋溢着一种静谧、安祥的气氛。漫步在葳蕤

的草木间，放下心中那所有的尘世间的烦恼，仔细地品味着园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

还有那自在游戏的锦锂，感悟着生活的美好。打造这类日式风格的禅意庭园，一定要注意

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花园的设计应处处体现自然。本园的主人根据花园的地势，修建了一条蜿蜒而

错落有致的水道，贯穿于整个花园，而不是随便地挖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池塘了事。无

论是水边那些未经任何修剪的花草，还是园中那经过雕琢的松树和灌木，都是花园中自然

景致的艺术体现。为了打造花园的四季美景，使整个园子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显得萧条，

可以在园中种植一些常绿树木，如松树等，即便是在冬季，它们也会把花园装饰得优美雅致。 

这是一座亚洲风格的花园。小小的石板桥，潺潺的流水，还有那小池塘边郁郁葱葱的草木，

园中的一切让人感到无比清新自然。步入园中，远离尘嚣，仿佛间若归隐山林。这一刻时

间都停止不动了，只有溪水在自由流淌，抚慰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This Asian-style retreat makes time stand still. Enveloped by natural materials, the free-flowing pond 
soothes the soul.

1:水生植物丛，开花的小灌木，各类地被植物，还有那些松柏，装点着这个宁静的东方式小花园。
小池塘上铺着用科罗拉多岩石制成的石板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2:这棵造型松是花园的点睛之物。

Colorful Garden / 缤纷庭院

1 2

Touch of 
          ZEN庭园禅意浓

Photography _ Tim Murphy



29

其次，就是石头。一座完美的东方式花园中各式的岩石和自然奇石是必不可少的。推

开花园的大门，顺着铺着圆形大块步道石的小路直接进入园中。沿着小路前行，踏上那铺

在池塘上的石板桥，一路听着水声，望着茂盛的花木，感悟着生活的美好。园中僻静之处，

有一天然的大石凳可供小坐休息，非常舒适。另外，园中的池塘和花坛的四周也都是用石

头砌成的，非常整洁干净。在靠近房屋的地方，竖立着一块巨型砾石，诠释着佛教中生命

永恒的理念。

最后要强调的是日式花园内一定要有一条引路小径，园中央应建造一座小桥。这些元

素在传统意义上象征着人从现实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旅途。日式花园的这种设计，能够

直接将访客引领至花园中心。置身于园中的美景，那一瞬间仿佛放下了全部。注视着水中

自由自在的鱼儿，聆听着小桥边汩汩的水流声，突然发现所有的烦恼已不复存在，还有什

么比仔细品味这简单而又宁静的感觉更为重要的呢！

1:这尊佛像是花园的灵魂所在。佛像旁边的大石凳是个读书、休闲的好去处。
2:花园四周木制的围栏以及园中小瀑布的潺潺水声，将尘世的嘈杂阻挡在园外，
让心灵享受这难得的平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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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花园设计元素中最具吸引力的一种，

它可以与周围的建筑物、植物、雕塑和小动物相组合，

打造出一座独具风格的小庭院。如果你的小院足够大，

可以砌一个小池塘，种上一些水生植物，

养上几尾鱼，享受水带来的生机勃发和宁静平和；

如果你的小院空间有限，那么可以自已动手用红陶球

做一个小小的喷泉，随意放在小院的任何地方，

享受着水带来的灵动和清凉。

Make a splash in your backyard using these two refreshing 
water-garden designs. The pond plan shows 
how an old roadbed yielded to the magic play of water, 
aquatic plants,and wildlife. For pocket gardeners, 
a simple drilled terra-cotta sphere can bring the 
resonant sound of water anywhere. 

水景花园可谓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Just add

自然雅趣的
      小型水景花园

 Water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Photography _ Matthew Benson      Ed Goh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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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真考虑池塘的位置特点。如果想

全方位地观赏池塘的美景，那么在池塘四

周的区域应种植一些长势较矮小的植物，

这样可以完整地将水景呈现在你的面前。

如果是想达到在花园中若隐若现的水景效

果，则可以选择池塘的任何一侧，在其较

远处种植一些高大的植物，形成一面引人

注目的背景墙，从而将人的目光吸引到池

塘中。另外，在不适宜直接种植植物的区域，

可以摆放一些盆栽植物，例如可以将几盆

草花组合盆栽摆放到池塘四周的石头地面

上，使得整个水景花园花木繁茂，植物种

类更加丰富多彩。

2. 方便近距离观赏。花园中的池塘非

常有吸引力，通常人们都愿意靠近它，近

距离仔细观察着水中的鱼儿和植物。可以

在池塘中搭建 1 块或 2 块踏脚石，这样你

就可以站在上面观赏水中的一切了。也可

以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放置一张长椅，坐

在上面，享受这份宁静。

3. 要选择适宜的植物。虽然说池塘周

边的土壤并不比花园中其他地方的土壤更

湿润，但是仍然需要种植一些喜湿的植物，

如蕨类、苔草属植物、鸢尾、常春藤和玉

簪等，因为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自然的水

景花园，这样看上去比种植一些耐旱植物

更谐调。

4. 在池塘中放置一些雕塑小品。可爱

的动物造型的雕塑小品能够大大增加水景

花园的趣味性，不妨到市场上“淘”些回家。

一些大中型的花园中心都能够买到。

Tips 
for successful
pondside plantings
小型水景花园的
建造要点：

池塘里通身铜绿色的“仙鹤”，水中茂盛的植物，
还有旁边花境中蓬勃生长的多年生植物，构成了一幅宁静和谐的优美画卷。

A

B

C

D

E

F

伞莎草 5 株 （每棵单独种植在大号黑色塑料花盆中）（适生区：8-11 区）

菖蒲 12 株（平均种植在 4 个黑色塑料大盆中）（适生区：4-11 区）

紫叶野芋 1 株（适生区：10-11 区）*

凤眼莲 3 株（适生区：10-11 区）

绿叶野芋 1 株（适生区：10-11 区）*

热带睡莲 4 株（适生区：10-11 区）*

建议种植植物及数量：

如果你的小院足够大，那么砌一个小池塘，种上各种水生植物，养上几尾鱼和几只小青蛙，给

野生动植物们建造一个舒适的家吧。这个小院的土壤比较贫瘠，且土质过于紧实，通气性较差，不

适宜植物生长，所以设计师决定建造一个水生植物花园。池塘应挖得足够深，因为需要在挖好的坑

中垫上衬垫，以防止水渗漏，而且也可以保证池塘中的鱼儿顺利度过寒冷的冬天。

在池塘四周的地面上铺上大块的石头，这样显得干净整洁，且容易打扫。如果能在池塘区的四

周建若干个小型花境，那么整个小院将会更加丰富多彩。池塘中茂盛浓密的水生植物不仅可以给鱼

儿提供荫蔽，而且还吸引了大批蜻蜒驻足、蛙儿嬉戏。在池塘的另一侧，几只仙鹤悠闲地在野芋和

鸢尾丛中觅食，仔细一看，原来是几座仙鹤雕塑，它们给整个池塘和花园平添了几分闲静。

花园中的小池塘 Welcome Wildlife

A B

C

D

E

F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注：如在冬季较寒冷的地区种植带 * 的植物，
应将其放置在室内越冬，或是将其放置在深水中，
并保证周围的水不会结冰。
适生区请查询 P64页的我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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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凤仙 3 株 （一年生草花）

欧洲细辛 3 株（适生区：4-9 区）

阔叶麦门冬 2 株（适生区：5-10 区）

澳洲袋鼠爪花 1 株（适生区：9-10 区）

彩叶草 1 株（一年生草花）

灰毛藿香‘紫精灵’1 株（适生区：5-10 区）

Materials 材 料
1, 直径 75 厘米，高 18 厘米的红陶大碗，底部

带有排水小洞。  2, 衬垫  3, 宽 23 厘米的红陶

茶碟  4, 小型接地潜水泵，每小时流量在 0.23

立方米至 0.3 立方米。 5, 直径 30 厘米至 40

厘米的红陶球。 6, 塑料软管   7,1 袋 0.6 厘米

至 1.3 厘米大小的鹅卵石。

Tools 工 具
1, 细绳   2, 大剪刀  3, 钻孔机  4, 硬质合金片，

石材，或金刚石钻头 （比塑料管直径略大）

5, 护目镜  6, 清洗砾石用的水桶

步骤 1：将细绳从红陶大碗的顶部一端经底部

绕到顶部另一端，不要绕得太紧，以该绳长为

直径，可以略微大些，裁剪出一块圆形衬垫。

将衬垫铺在碗内，高出碗沿的部分自然垂下。

在小喷泉制作完毕之前不要将高出的衬垫剪掉。

步骤 2：将红陶茶碟倒扣在碗内的衬垫上，确

定茶碟和碗底衬垫之间的空间是否能够容纳潜

水泵，并将潜水泵固定在碗的底部。用钻孔机

在茶碟底部钻若干个小排水孔，在底部中心钻

一个能够穿过塑料软管的大孔，在茶碟边沿上

钻一个小孔，将泵的电源线通过该小孔穿过茶

碟到碗外面。

步骤 3：用钻孔机在红陶球的顶部中心钻一个

比塑料管直径略大一点的孔，钻孔时一定要戴

上护目镜。

步骤 4：将塑料软管的一端从红陶球的内部穿

过球体顶部的孔，另一端穿过倒扣的茶碟底部

中心的大孔。注意不要太使劲以致把塑料管从

球顶部拽出。

步骤 5：将红陶球放在倒扣的茶碟的中央。将

穿过茶碟底部的软管端口与泵的排水口连接后，

小心地将倒扣的茶碟和球一起放在碗内。轻轻

地拉直塑料软管，保证软管笔直。把碗内注满水，

插好泵的电源插头，打开电源，检查一下泵的

工作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将高于球体顶

部的塑料软管剪去，以保证球体表面的美观。

步骤 6：将洗净的鹅卵石铺在碗内。看一下衬

垫是否铺满了整个碗的内壁，用剪刀剪去高出

碗沿的衬垫。铺满的鹅卵石一定要遮盖住全部

衬垫。

Tips 
Make this fountain
如何建造小喷泉：

A

B

C

D

E

F

建议种植植物及数量：

这个小型喷泉很容易制作，把它放在花园内，汩汩的流水和美丽的鲜花会引来鸟儿驻足。
放置的室外，经过日晒雨淋，红陶球表面会被一层青苔覆盖，看上去非常古朴自然。

A

B

C

D

E

F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花丛中的小喷泉 Dress up a Fountain
在花园中不适宜种花的角落，或是石台、桌子上面，都可以摆放这样一个小型水景，那柔滑流

动的水、娇艳的花儿、自然本色的红陶，让你的全身心一下子得到了完全放松。

如果是放置在室外，经过日晒雨淋，红陶球表面会被一层青苔覆盖。一定要选择经过高温焙烧

过的红陶。红陶球的周围可以放置一些耐寒性较好的植物，如迷你萱草等。冬季较冷的地区，可以

选择种植非洲凤仙，但温度不应低于 5℃，否则会发生冻害。如果喜欢澳洲袋鼠爪花，可以搭配种

植一些繸毛荷包牡丹，非常漂亮。

注：适生区请查询 P64页的我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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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花园面积有限怎么办？没关系，可以充分利用房屋墙面、花园门架等

立体空间，选择攀援植物及其他各类乔、灌木和高低不同的草花，将

其交错有序地种植于园中，使你的花园在每一方寸间都精彩纷呈。

“满目青翠满目花”，你的小花园，也可以拥有大视野！

攀爬在花园门架上的黄色藤本月季，一大片悠闲生长的黄排草中高高耸立的各色毛地黄，
散落其间的白晶菊和粉色月季，将这座小花园装点得别有味道。

Drama
小花园  大视野

High If space is limited, look up. This garden’s vertical 
structures and plantings maximize the visual impact of 
every inch.

Photography _ D.Randolph Fou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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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 米高的毛地黄，高高耸立的蓝刺头、黄排草（珍

珠菜属）、鼠尾草和剪秋罗，步入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的这座小花园，仿佛来到了植物巨人的王国。这里汇集

了一二年生草花和多生年宿根花卉中的众多“大个子”，

它们与那些毕生都在努力向上攀爬的攀援植物一起，构

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

如果你家的院子不是很大，不妨参考一下这座面

积只有 400 平方米左右的花园的设计理念，选择适宜

的花花草草们，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三维立体小花园。

首先，应根据院子大小选种植物。面积太小的花

园不适宜种植长势过于迅速、高大挺拔的乔木，因为这

样很容易将作为花园主体建筑的房屋完全地遮挡住，建

议选择一些株高中等的树木，如紫杉、松树等。在房屋

前面，可以用草花和宿根花卉做若干个小花境，选择一

1：房屋正门两侧边的花境中，粉色和白色的毛地黄十分抢眼，
修剪得低矮齐整的黄杨作为镶边植物，简洁自然。

2：位于房屋前面的这片树下花境，植物种类非常丰富，高低
错落，颜色亮丽，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些株高有差异的花草，如高大的毛地黄，株高中等的黄

排草，以及稍微矮一些的白晶菊等，间或种上一些月季、

火棘等。还可以在墙边种植一些形态优美的攀援植物，

如铁线莲、藤本月季等，它们可以顺着搭好的花架，攀

爬向上，为你的房屋外墙增添几抹绿意。在花境最外圈，

可以用修剪得低矮整齐的黄杨作为镶边植物，以使整个

花境显得协调、整齐。这样，整个花园里植物的搭配高

低相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不仅能够增强花园的立

体空间感，而且还使其更具趣味性，和谐自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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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你的花园面积不是特别小，可以考虑在花丛中建造这
样一个小小的鱼池，闲时看着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情趣十
足。

2：这只盛满水的古朴的水盆放置在花丛中，吸引着鸟儿们前
来嬉戏、饮水。

2

1

3
45

全国服务咨询热线  400-1890-001

庭园 花园 花房

假山，雕塑
各类园林小品设计与制作服务

水景及设备
配置与建造服务

设计和搭建及各种木结构产品的定制服务
亭、廊等构建物

别墅、私家庭院
整体规划设计及与营造服务

屋顶花园、阳台、露台
整体设计与园艺装饰建造服务

其次，植物种类应尽量丰富多彩。在选择开花植

物时，可以以房屋的主体颜色为基础，选择与其构成色

相对比效果的色泽鲜艳的花草。各种不同种类、不同颜

色的花草也可采用对比色交叉种植的方法，基本色调中

搭配具有冲击力的强调色，以使花园整体富于变化，且

动感十足。例如，在这座小花园中，一大丛开满黄色小

花的黄排草中，点缀着一小片蓝紫色的布劳阁林下鼠尾

草，间或冒出几枝高挑的蓝刺头，显得十分顽皮有趣。

同样，花丛中的带有别致的银色叶片的毛剪秋罗，也显

得格外引人注目。

最后，让你的花园做到自然繁衍。在这座小花园里，

很多植物都可以自播繁殖。每年，你只需把它们的种子

进行收集、晒干，然后再在适宜的地方播种就可以了，

这是最经济、最省时的能让你的花园一直保持花草繁茂

的方法。但是，对于一些侵占性较强的植物应加以限制，

不然它们会影响其他植物的正常生长。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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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Rooms
贝芙教你如何用小花坛

装点室外空间
用这些易于管理的花花草草们来装饰你的室外空间吧。

无论是露台还是天井，贝芙教你如何让它们充满生趣。

贝芙家的花园里开满鲜花。
剪下几枝，插在瓶中，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Bring your patio or deck to life with these two easy-care 
plants. If space is a premium,nestle beds around the patio 
or deck. If you have room to spare,break up the expanse 
with raised beds.

Photography _ Erica George Dines      Lynn K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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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自己家的花园里也搞个汩汩的喷泉吗？

这个小花坛的中央放置了一块古老的磨盘石，水

是通过插在石盘中央的管道，从花坛底部被抽送到石盘

表面喷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喷泉。喷出的水又流回花

坛底部的集水池，如此循环往复。

小喷泉的周围无疑是水生植物的乐园。为了保证

花坛中心区域的美观，应及时剪去已经调谢的花，尽量

多种一些花期较长的植物，如美人蕉等。如果能够种植

一些宽叶慈菇、粉绿狐尾藻等，将会使喷泉周围看上去

更有层次感。

在花坛的底层最好选择种植一些管理较粗放的一

年生草花，这样能够节省很多打理花园的时间。如果你

比较喜欢烹饪，可以种植一些可食用的香草植物。贝芙

家的这个小花坛的外围就种植了一些迷迭香、铺地百里

香等。美女樱、冰岛虞美人以及香草植物喜排水性良好

的土壤，比较耐干旱，即便不能定期浇水，它们也能茁

壮成长，这对于没有安装灌溉设施的花坛来说是个不错

的选择。

给你的花坛加点水

建议种植植物及数量：
美人蕉 1 株 （适生区：8-11 区）

粉绿狐尾藻 5 株（适生区：6-11 区）*

宽叶慈菇 3 株（适生区：5-11 区）*

铺地百里香 9 株（适生区：5-10 区）

矮薰衣草 9 株（适生区：5-8 区）

杂交美女樱 10 株（一年生草花）

冰岛虞美人 7 株（适生区：3-10 区）

注：如在冬季较寒冷的地区种植带 * 的植物，应将其放置在深水中越冬。

A

B

C

D

E

F

G

1. 应选择形态优美、花期长的植物。尽量选择株型紧凑整齐的品种，

不要选择株型细高、易于疯长的品种。

2. 人们都喜欢在自己的花园中嗅着花香，小坐休息。不妨种植一些能

散发芳香气味的植物，如东方百合、风信子、紫罗兰、天芥菜、杜鹃、

矮丁香、栀子等，各色的品种月季，还有大花烟草。大多数植物在傍晚

所散发出的香味是一天中最浓烈的，所以当你忙碌了一天回到家中，闻

着这些甜甜的花香，身体和精神都将得到巨大的放松，心情会格外愉悦。

3. 要定期施肥。种植时应施用底肥，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定期施用追肥，

这样才能有利于植株的生长。

4. 每次走进花园时，顺手拔拔杂草，或是摘掉已经凋谢的花朵。这会

使自己一直保持着打理花园的兴致。

Tips
for patioside plantings
天井花园建造要点：

花坛中心区域的小喷
泉边舞动着各种喜水
植物。如果你想常年
欣赏到喷泉，那么可
以在水中安装一个小
小的加热装置。

Add the Sound of Water Music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A

B

C

D

E

G

F

D
F

F

适生区请查询 P64页的我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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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量不要将花盆直接放在露台的木质地面上，

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木材表面霉变或腐烂。

2. 确定你的露台是否能够承受住装满栽培基质

的种植床的重量。可以在种植槽内安装一个假

底以减少栽培基质用量，这样可以减轻一些重

量。大多数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深度为 30 厘米

至 46 厘米，一些小型乔木或是大型灌木所需

的土壤深度应达到 90 厘米。如果种植床过重，

必须对露台进行加固，以确保安全。

3. 为了保证私密性，可以在露台周边搭一些木

质架子或铁架子，种植一些中型攀援植物，如

铁线莲或是藤本月季等。也可以在露台上建造

一个藤架，种植一些美国凌霄、葡萄、紫藤等

藤蔓类植物。

A

B

C

D

E

M

L

K

J I

H

G

F

蔓长春花 1 株 （适生区：6-11 区）

发草 2 株（适生区：3-9 区）

天竺葵 16 株（一年生草花）

银叶菊 6 株（一年生草花）

花烟草 11 株（一年生草花）

紫色喷泉草（狼尾草）1 株（适生区：8-10 区）

补血草 4 株（一年生草花）

角堇 10 株（一年生草花）

A

B

C

D

E

F

G

H

建议种植植物及数量：

I

J

K

L

M

石竹 2 株（一年生草花）

三色堇 8 株（一年生草花）

天芥菜 4 株（一年生草花）

熊耳草 4 株（一年生草花）

杂交矮牵牛 3 株（一年生草花）

Tips 
gardening on a deck
露台花园建造要点：

Gardening Practice / 造园实践 

让你的露台美丽如画
Frame Your Deck with Blossoms

当你穿过这个露台时，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欣赏这些尽情绽放的鲜花。这
种高出地面的花坛，不仅方便你坐下来慢慢地、近距离仔细品味美景，而
且在打理这些花草时，你也不需要过度弯腰，尽享园艺劳动的乐趣。

这是一个建在露台上的色彩斑斓的小花坛。花坛

高出地面大约有 60 厘米，是用原色的木材搭建而成，

颇有几分村野味道。建造这种以一年生草花为主的花坛，

植物种类应尽量多样化。在这个小花坛的顶角种植了 4

株天芥菜，它们散发出的阵阵清香弥漫于整个露台，沁

人心脾。均匀分布其中的四组天竺葵构成了这个花坛的

主景。其实，能构成这种美景的一年生草花有很多种组

合，在这里我们只是抛砖引玉，介绍了一些简单的草花

品种搭配。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家露台的特点

以及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草花组合，来打造属于自

己的美丽花园。

注：适生区请查询 P64页的我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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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ove of tulips 
As winter fades,this classic spring bulb beautifully transforms 
an Iowa yard into a showcase of brilliant color.

1:郁金香‘Gavota’，鲜艳夺目的双色花，猩红色和明黄色的完美搭配。
2:小屋前面的花坛中种满了黄色系郁金香。

Plant Encyclopedia / 花草笈

最爱郁金香
冬天渐渐远去，优秀的球根花卉家族总是首先迎接春天的到来。

花园中郁金香们绽开了迷人的笑脸，它们在仍略有凉意的春风中摇曳着，

舞动着婀娜的身姿，将位于美国爱荷华州的这个花园打扮得绚丽多彩。

郁金香——荷兰国花，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球根花卉之一，

非常惹人喜爱，在世界各地都被广泛种植。

经过园艺家长期的杂交栽培，目前全世界已拥有 8000 多个品种，

被大量种植的约 150 种。根据开花的早与迟，可将郁金香分为：

早花种 ,在 3至 4月份开花；晚花种，在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开花。

其花型富于变化，有杯型、碗型、百合型和球型等。

它的颜色十分丰富，令人眼花缭乱，完全能够“胜任”

打造个性化花园的职责。

1

2

Photography _ Jay Wi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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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选择一种花 , 任何一种都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把不同品种的它们种满整个花园。这座位于爱荷华州的

花园以郁金香为主题，成百上千棵不同花形、不同花色、

不同株高的郁金香在园中争奇斗艳。在郁金香花丛中，

主人搭配种植了一些月季、萱草和玉簪等，使得整个花

园植物种类更为多样化，季相更分明。如果你也想建造

一座属于自己的瑰丽壮观的主题花园，下面的几点建议

一定要仔细阅读。

每一个品种的种植数量至少在 20 株以上，如果太

少，会被茫茫花丛所淹没，难觅该品种的踪迹。只有数

量足够多，才能完美地展现该品种的形状和花色，达到

最佳的视觉冲击力。

选择开花时间不同的品种。这座花园中的郁金香

有早花品种、中花品种和晚花品种。初春时节，早花品

种最先绽放，当它们在盛花期的时候，中花品种已是含

苞待放。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晚花品种也在渐渐开放。

整个春天，你都可以漫步在郁金香花丛中。

搭配种植一些你喜欢的其他植物。因为在 5 月份

以后，天气逐渐变热，随着夏天的到来，郁金香会慢慢

凋谢。为了使自己的花园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在夏天

也能欣赏到美景，可以在郁金香丛中搭配种植一些多年

生植物，如玉簪、景天科植物和福禄考等。如果能再点

缀些一年生草花，色彩会更加斑斓亮丽。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建造一座以球根花卉为主题

的花园，那么要早点预订种球。虽然种球栽种的时间是

秋季，但是如果太晚才着手预订，极有可能某些你喜欢

的品种会被预订一空。如果你在今年春天已经欣赏过郁

金香花园的美景，并且也想在自己的小院中尝试一下，

记住一定要在秋天到来之前就把种球买到手。

1: 一对撑伞孩童造型
的小喷泉伫立在花丛
中，给这座小花园增
添了几分奇趣。

2: 在春日的阳光下，
郁金香花丛宛若一道
道美丽的彩虹，将整
个花园装扮得多姿多
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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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郁金香慢慢凋谢时，
这些矮小的针叶树和灌木，
还有玉簪等多年生植物使得整个花园依然生机勃勃。

‘福特思摩’洋水仙（Fortissimo）
和 ‘声音’洋水仙（Sound）在明媚

的阳光下微光闪闪。

洋水仙栽种季
每年11月正值种植洋水仙的季节，在花园里栽下你的洋水仙，

到了翌年春天，你就能欣赏一出露天好景了。

Think ahead

Plant Encyclopedia / 花草笈

Photography _ Ed Gohlich

郁金香栽培要点 :
中文学名：郁金香

生长条件：喜向阳、避风，冬季

温暖湿润，夏季凉爽干燥的气候。

宜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沙壤

土。

种植时间：10 中旬至 12 月中旬。

花期：根据生长地区纬度的不同

而花期各异，普遍约在 3 月下旬

至 5 月上旬。

开花高度：10 厘米至 40 厘米

颜色：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紫色、蓝色、黑紫色等，还有非

常素雅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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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水仙是春天最受欢迎的植物之一，这些亭亭玉立的花朵有成百上

千个品种。它们很容易栽种，仅仅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潮湿的土壤，但是

不能过湿，偶尔上一点普通的园艺肥料即可。

洋水仙比较耐寒，当然这也要分品种，个别品种由于缺少冬天的寒

冷，将不会开花。洋水仙每年都可以自然繁殖，分球繁殖是一种很流行

的做法，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很多品种的洋水仙都可以进行分球繁殖，

但不是全部，因此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认好。最受欢迎的栽培品种有：‘卡

尔顿’(Carlton)、‘荷兰船长’(Dutch Master)、‘悄悄话’(tete-a-tete)、

‘胡德山’(mount hood)，其中‘荷兰船长’是著名的洋水仙‘阿尔弗

雷德国王’的新变种。

如果年龄大的老球已经停止开花，这时需要将它们进行分球繁殖，

重新栽种。应在夏天它们枯死的时候，将其球根挖出，将母球两侧分生

的小球掰下，作种球，然后将母球重新种植回去。母球种植时宜浅不宜深，

如过深，则产生的子球数量较少。可以将分开的小球根送予花友，和他

们一起分享春天的喜悦。

1:9 至 10 月是种植洋水仙的最 佳
时机，如果土壤没有冻硬，11 月也
还可以。将球根种入土内，深度约
为 15 至 22.5 厘米，根须朝下。按
照使用说明添加球茎肥料。
2: 鹿和兔子是最爱啃食球茎植物
的，但它们几乎很 少碰 触洋水仙，
因为它的根并不合胃口。如果你的
花园总是被这些小动物祸害，那么
大举种植洋水仙吧，它们会保卫你
的花园不受啃食。
3: 等到洋水仙的叶子开始变黄枯萎
时再剪掉它们，这招能让明年的洋
水仙开得更旺盛。

经典的洋水仙在人们眼中永远是最美的，除了黄色的洋水
仙，还有其他许多颜色和花形的洋水仙能为花园增加魅力。
● 岔开花期 种植洋水仙的时候要注意不同栽培品种的花期，早
期、中期、晚期三类要搭配种植。同时期开花的，最好选择同一
品种。想整个季节欣赏到洋水仙开花，需要种植全部三类的洋水
仙。
● 随机插种 避免横平竖直的插种或组成明显的图形，相反，越自
然越美。
● 成片种植 单一种植一株洋水仙会显得单薄难看，用5株或以上株
数组成一片会更有观赏性。

1

3

2

最好的礼物

将分开的洋水仙球根送予花友，

能一起分享春天花开的喜悦。

用洋水仙装饰花园tips

‘音调’洋水仙
Accent

‘卡尔顿’洋水仙   
Carlton

‘塔西提’洋水仙
Tahiti

‘卡萨塔’洋水仙

 Cassata

‘新娘花冠’洋水仙
Bridal Crown

‘悄悄话’洋水仙
Tete-a-T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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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保拉·杰夫的父亲交给她一把外形酷似马铃薯的东西——

大丽花块茎，这几块东西让保拉为大丽花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坦白地说，

在我种下它们的前二十多年，由于我要照顾孩子，并有其他工作要做，这些大丽花

们几乎是在自己照顾自己。”保拉说。

直到保拉退休时，由于花园需要改造，她才完全投入到园艺工作中。保拉格外

重视大丽花的种植。2004 年，父亲的离世让保拉更加关注这些优雅迷人的大丽花，

因为大丽花是父亲一生的钟爱。

“直到我的父亲离世，我才真正地喜欢上大丽花。”保拉说，“由于父亲的原因，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它们。”保拉怀念着父亲所钟爱的每一棵大丽花，包括很多

获奖的品种，她已经完全投入到大丽花的世界中。

1:每天的清晨或黄昏，可以采收大丽花。保拉将它们剪下后，放入水桶中。“我将少量热水
倒入桶中，大约 2.5厘米高，将采下的切花直接插入桶里的热水中，封住切口，经过这个处
理，大丽花切花的花期至少可以达到 5天。”保拉介绍说。

2：保拉和她的丈夫丹尼斯用当地海里的一种岩石筑起了花园的台阶以及花坛的边沿。图中
台阶右边淡橘黄色的大丽花品种为‘Lloyd Huston’，是保拉父亲留下的一个品种。

Plant Encyclopedia / 花草笈

1

2

大丽芳菲迷人眼
A beloved summer classic sparkles in the perennial garden.

夏季最耀眼夺目的宿根花卉。

Photography _ Jamie H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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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perfect

完美的画卷
保拉的花园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座小

山的半山腰，呈阶梯型，面积大约为 2700 平方米。参

观完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保拉的园艺水平已远远超过

了一个初学者，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丽花专家。保拉和她

的丈夫丹尼斯一共种植了 125 个栽培品种的大丽花，

园中各种花形的大丽花布置得非常均衡。按照美国大丽

花协会对外公布的有关大丽花的描述，现代大丽花花形

有菊形、莲形、兰花形、芍药形等 19 种花形，另外花

朵大小和花色也有很多种。保拉花园中大丽花的花形和

花色非常齐全。

漫步在这座灿烂缤纷、热力四射的花园里，我真

切地感受到保拉对大丽花的痴迷。在整个夏季大丽花都

会一直开放，可谓是多年生植物中一棵耀眼的“明星”。

大丽花的故乡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的高原。几个世纪

以前，探险家们将大丽花 3 个种的切穗带回西班牙种植，

据专家考证，现代大丽花杂交品种中有上万个都是来源

于这 3 个种。

大丽花属菊科，适宜生长在无霜冻的地区。大丽

花膨大的块茎是由若干个红薯一样的小块根组成，每个

小块根都带有“芽眼”。大丽花的块茎中贮藏着大量的

养料和水分，种植到地下后，从有芽眼的块根处长出新

的植株，随着植株不断长高，叶片渐渐茂盛，最终开出

1

2

不断迸发的激情
凭借着对大自然的强烈热爱，以及来自旧

金山大丽花协会同行们的鼓励，保拉在大丽花

种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是一个做事

情非常专注投入的人”，保拉这样评价自己，“我

非常喜欢观察每一株大丽花的生长，它们就像

我的朋友们一样。”保拉不断尝试着种植一些

新的大丽花品种，但对一些过时的杂交品种也

十分钟爱。她经常与其他大丽花迷们交换块根，

从大丽花生产商那里邮购一些插穗，并致力于

大丽花的宣传和推广。

虽然保拉的花园所在的地区很少发生霜冻，

但是面对不是特别理想的土壤条件，以及其他

一些气候问题，保拉还是需要花费很多精力。

每年春天，由于花园的黏质土壤非常潮湿（特

别是在雨季），如果直接把块根埋下，非常容

易腐烂，所以，保拉会先将块根种植到凸出地

面的种植箱中，种植箱位于顶层平台的花园里。

待植株长大后，保拉再把它们移到较低层平台

的花园中，直接种在土壤中。为了改善土壤条

件，需要施用有机堆肥，并疏松土壤。“在黏

性土壤的改良方面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现在

我们正努力改善土壤的排水性。”保拉介绍说，

由于大丽花喜湿润但怕积水，水分过多会导致

根部腐烂，所以特别采用了滴灌系统，每一棵

植株都可以得到精确的浇灌。“我们在灌溉水

中添加了水溶性肥，这样通过滴灌系统就能直

接进行施肥了。”

每当强风席卷山区时，花园的西南面会

受到大风的侵袭。“我并不想用木桩固定住这

100 株大丽花，因为我想观察一下每个品种的

抗风性，挑选出有真正强壮枝干的品种。”保

拉介绍说，为了简单方便地对大丽花进行支撑

固定，她把每 4 株花按“田”字形种植，相邻

2 棵之间的间距为 60 厘米至 90 厘米。然后在

4 棵大丽花的中间放置一个种植番茄用的支架

笼子，如果任何一棵花的枝条倒伏，很方便地

就能把它捆绑在支架上固定住，这样就不用在

每棵花上面都安放支架了。

“在我的花园中，我最喜欢花色亮丽的大

丽花。”保拉告诉我，她更喜欢暖色系的花色，

如杏黄色、橙色、深粉红色、红色、深紫红色。

从顶层平台的花园到底层的果园，这些绚丽多

彩的大丽花在蜿蜒向下的小山坡上尽情绽放。

为了让花园的色彩更为丰富，保拉也会种植少

量的冷色系花色的大丽花。“我特别喜欢淡黄

绿色，所以我在花园内种了一些大戟属植物和

百日草。”保拉说道。

现在，保拉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于照看这

些她珍爱的大丽花及其他多年生植物，对这位

曾经的女教师、宴会承办人、女商人来说，园丁是她现在的职

业。她的父亲对她现在所取得的园艺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感到无

比骄傲。近几年，保拉获得了园艺大师的称号，并取得了专职

园艺顾问证书。保拉还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一些大丽花协会组织

的大丽花专业研讨会，并在会上讲授她的栽培经验，“栽培大

丽花并不困难”，保拉总是以这句话作为演讲的开始。

如果问保拉最喜欢哪个品种的大丽花，保拉会觉得很难回

答。“这就像问我两个儿子中我更喜欢哪个孩子，非常难回答，

因为每一株花都非常棒。”保拉说，“我深爱着这些美丽的花

儿们，因为它们是我父亲的最爱。”

多彩的花朵。大丽花的花朵，花瓣排列得十分整齐，从

中心向四周散射开，自然奔放而富有浪漫色彩。

1:大丽花‘Jessica’花茎笔直，枝条强壮，小型花，花朵形

状为仙人掌型，花鲜黄色，花瓣先端为红色。

2:通过与协会中其他大丽花迷们交换块根，保拉获得了一些

较罕见的大丽花栽培品种。

3：保拉在大丽花的旁边搭配种植了其他植物，图中右边开着

黄色和红色的细管状花朵的是南非吊钟花，左边开着奶油黄

色小花的是蓍草。

A growing pas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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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丽花栽培要点 :
中文学名：大丽花

适生区：9-11 区（如果在冬季有持续霜冻的地区种植，

则应于霜前或轻霜后掘出块茎，将其放置在无霜冻的地方

保存。）

生长条件：喜阳光和疏松肥沃、排水好的土壤。

花期：4 月至 10 月（盛花期一般出现在 8 月）

株高：90 厘米至 180 厘米（此株高属高秆品种，适

宜花园地栽，如室内或阳台栽种，应选择株高在 30 厘米

至 60 厘米的矮秆品种。）

大丽花的颜色绚丽多彩，美丽如画，它的头状花序中

央有无数黄色的管状小花，边缘是长而卷曲的舌状花，从

中心向四周散射开来，十分娇艳，惹人喜爱。大丽花属多

年生花卉，入冬前，当枝叶枯萎后，要将地上部分剪除，

搬进室内，原盆保存，来年可再开花。为避免大丽花块茎

受霜害，也可于霜前或轻霜后掘出块茎，妥善保存后，翌

年春天取出种植，可开出更多瑰丽的花朵。

大丽花不耐寒 ( 主要是块茎不能受冻 )，所
以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冬季会出现持续 0℃以
下的低温，则应将大丽花块茎取出，并进行
妥善保存。每年进入秋季时，大丽花开始休
眠，此时，可以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植株留 10 厘米至 15 厘米，剪去其余部分。

2. 露地栽培的大丽花掘前 8 至 4 天，不要浇水，

使土壤松干。用铲子或是铁叉小心地将块茎附近的土

壤弄松动，然后将块茎掘出。掘取时要注意勿伤块茎，

不可弄断根颈。

3. 掘出后将块茎上的泥土轻轻去掉。

4. 用干净、锋利的小刀、修枝剪或修枝锯把块茎

分割，同时去除根须和过小的根。分割后的块根根颈

处要有 1 至 2 个芽，这样来年种植后才能长出芽苗。

5. 将分割后的块根放在干燥、无菌的材料中贮藏。

可以用报纸包裹，也可以把它们放在扎有通气孔的塑

料袋中。也有人把块根用珍珠岩或是蛭石埋起来，也

可以用一些有机材料，如锯屑、泥炭、碎松木屑等。

一定不要忘了在包装袋上或是储藏箱外贴上品种标签，

以免把品种搞混。

Plant At a 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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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intering Your Dahlias
大丽花植株安全越冬要点:

6. 将包裹好的块根，或是放有块根的箱子放在低温潮

湿的地方，温度应保持在 4.5℃至 10℃。冰箱的保鲜冷藏

室是非常理想的贮藏块根的地方，也可以把装有块根的纸

板箱放在地下室或是狭小的空间里，屋檐下面也行。

7. 冬季贮藏期间要经常检查，最好每个月检查一次。

如果发现块根枯萎，则需要增加湿度，可以向块根上喷洒

雾状的水。如果发现块根开始破碎或腐烂，则必须降低湿度，

迅速把贮藏箱移至干燥的地方。翌年春季，确定不会出现

霜冻天气后，再将块根取出，重新栽种。

‘Ben Huston’， 雍容华贵的重瓣大丽花，橙色-古铜色的花瓣， 

 是最优秀的大花型品种之一，花朵直径超过 2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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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作为传统的廊架植物被广泛种植，4、

5 月开花时热闹非凡。真正被紫藤深深震住的

是今年 4 月底在上海嘉定藤公园见到的那一片

紫藤，美得梦幻让人痴迷。

嘉定藤公园坐落于上海市西北郊的嘉定区

博乐路护城河畔，靠近沪嘉高速公路的入口处。

公园占地 1.1 公顷，始建于 1997 年 9 月，于

1999 年 5 月对外开放。嘉定藤公园的紫藤由

大坂府八尾市和气町町长藤苯道生赠送，共计

25 个品种，90 余株。其花穗长，一般在 30

至 90 厘米，最长者超过 120 厘米，花色鲜艳，

有紫、红、粉红、黄、白等颜色。

回来查看其他人的介绍，这才发现原来这

些紫藤还与我们平日见到的紫藤有所不同。藤

公园引进的紫藤学名是多花紫藤或日本紫藤，

耐寒而花穗长。具体种植品种有八重、山之神、

森津、开东、久伊豆、紫藤奄等。

名称：多花紫藤
拉丁学名：Wisteria floribunda
别名：日本紫藤
科属：豆科，紫藤属

令人惊艳的植物（四）

多花紫藤
Wisteria floribunda

Text / Photography_ 啋菊东篱下Amazing Plant
Vo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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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三色堇‘自然’系列古风渐变的盆栽效果。
2:三色堇‘自然’系列玫瑰红霜的盆栽搭配应用效果。
3:第一届ACS 新奇奖获奖品种三色堇‘魔力蝴蝶’系列的花
坛应用效果。

1Q: 三色堇什么时候播种 ？
A: 三色堇是堇菜科堇菜属的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喜凉

爽气候，一般秋季播种，春季开花。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可于 8 月初至中旬播种，使花期提前至 12 月份。

Q: 三色堇播种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
A: 三色堇种子发芽适温 18 - 25℃，10 -15 天发芽，

发芽时要避光。最适宜生长温度为 10 - 13℃，播种后

约 14- 15 周开花。高温不易发芽时，可先催芽再播种。

催芽一般采用纸巾催芽法，即将卫生纸折成方形装入塑

胶袋，然后滴水少许，使卫生纸充分吸水而不被浸破，

然后将种子倒入袋内，将袋口密封，放置于 5 - 8℃的

冰箱环境中，约 6 - 7 天后取出播种。

栽培土质以肥沃富含有机质的壤土为佳，或用泥炭

土 30%、碎木屑 20%、壤土 40%、腐熟堆肥 10% 混

合调制。三色堇播种后必须始终保持介质湿润，播种时

种子表层需覆盖粗蛭石或壤土，覆盖厚度以看不见种子

为宜。发芽后，本叶长至 5- 7 片可进行移植，期间施 1- 

2 次水溶性肥料。

Q: 如何养护三色堇 ？
A: 根据种苗长势进行科学肥水管理，三色堇生长期每

20- 30 天追肥 1 次，各种有机肥料，氮、磷、钾肥均可。

土壤需保持湿润，切忌积水。三色堇花谢后要及时剪除

残枝、残花，对徒长枝通过摘心控长，促发新枝，使植

株圆满、冠形好，可延长花期。

三色堇

Plant Encyclopedia / 花草笈

植物门诊

4:水培风信子
5:每次换水时，都要
清洗容器内壁，保证
容器的清洁，同时要
小心地洗去根部的黏
液，避免细菌或微生
物的滋生。

2 Q: 滴水观音烂根怎么处理 ？
A: 将滴水观音的根从土壤中取出、洗净，将烂掉的部

分剪掉，放阴凉干燥处干燥几天，待切口愈合后置于透

明玻璃容器中开始水培。

Q: 水培植物日常的施肥如何管理 ？
A: 植物刚进入水培环境时，容易出现叶色变黄或植株

烂根现象，切忌马上施肥；约 10 天后，待适应了环境

或长出新的水生根后再施肥。

植物的根系直接与水接触，营养成分较土培更易被

吸收，因此对肥量要严格控制。尽量选用水培花卉专用

肥；而且不同植物对肥料的适应能力也不尽相同，对于

观叶植物，应以氮肥为主，辅以磷、钾肥，以保证叶子

肥厚，叶面光滑，叶色纯正。夏季高温时，应降低施肥

的浓度和频率，一般情况下一周左右施用一次水培花卉

专用液体肥或观叶植物叶面肥即可。

Q: 水培植物换水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
A: 在刚进入水培环境初期，应经常换水，甚至 1-2 天

换一次水，直至萌发出新根并恢复正常生长之后才能逐

渐减少换水次数。炎热夏季，2-3 天换一次水，春，秋

季一周左右换一次水，冬季换水间隔时间则应长一些，

一般 15 天左右换一次水即可。

水培植物

2

3

4
1

3 Q: 郁金香、风信子等球根植物，想让它们
在春节开花，应在什么时候种植 ？
A:10 月上中旬盆栽或水培，春节期间将可生长 5cm

的花芽。风信子表皮对种球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下种

前只需剥去腐烂长霉菌的部分，并用杀菌剂浸泡杀菌。

经过足够的低温后，风信子花序开始生长，如果此时温

度过低，植株生长量不够，常会导致夹箭。郁金香种皮

播种时则要全部剥除，尤其是根部的表皮，这样可以保

证郁金香顺利发芽。

Q: 如何把握球根植物的种植深度 ？
A: 球根植物的种植深度依照植物的种类与性质的不同

而改变。比如，上根生长势强的百合，要种得深一些，

大约在土层下 15cm，同时要间隔开来。下根生长势强

的郁金香，则适宜种在较浅的土层。一般的深度标准是

该球根尺寸的 3 倍。盆栽时同理，必须注意保持良好的

排水与透气性，生长期水分不足，易导致不开花。

球根植物

6:郁金香下种前对根部种皮进行处理。
7:水培风信子既可观花又可观根，更添观赏价值。
8:郁金香群植，搭配白晶菊等时令草花效果抢眼。

6

5

编者小注：植物门诊版块的内容都是我们从虹

越·园艺家咨询热线 400- 1890- 001 上面精

选出来的常见问题整理所得，希望能给喜欢花

花草草的读者们一定程度上的指导。

8

7



67

黑龙江
海拉尔

内蒙古

呼和浩特
玉门

西宁格尔木

青海

拉萨

西藏

狮泉河
兰州

甘肃

成都
四川

河北

北京
天津

烟台
青岛济南

山东

齐齐哈尔

哈尔滨

长春
吉林

沈阳
辽宁

大连

江苏

上海

杭州

浙江

福州
福建

厦门

台湾

台北

安徽

郑州

河南

湖北
武汉

南昌

江西

广州

广东广西

南宁

贵阳
贵州

云南
昆明

重庆

陕西
西安

山西
太原

长沙
湖南

海口
海南

南京

合肥

喀什

伊宁

克拉玛依

乌鲁木齐

温度
温度是关系植物是否能够生存的最重

要条件，包括该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月平

均温度、最低温度，绝对最高温度与绝对

最低温度。绝对最低温度通常是一种植物

生存的主要限制因素，主要取决于植物的

耐寒性。美国农业部 (USDA) 根据绝对最

低温度划出了相应的 9 个气候区，为植物

的成功种植提供了最基本的、准确的参考

依据。另外，一些彩叶植物的季相变化主

要受到温度的影响，如要求一定的低温或

一定的昼夜温差等。所以，根据植物对温

度和地区的要求，合理地、有针对性地选

种植物，是成功建造花园的关键。

降水
年降水量是该地区植被类型的决定性

因素，此外降水量的季节分布也十分重要。

除了气候因子外，还应考虑该地区的

土壤因素和植物的抗性，如抗风性、耐盐碱、

耐干旱、耐水湿等特性。这些因子直接关

系到花园中的植物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我 国 幅 员 广 阔， 地 形 多 样 化， 具 有

多种气候带和气候类型。根据美国农业部

(USDA) 发布的气候分布图，专业人员制

作了相应的中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每区

均规定了绝对最低温度的范围。各位花园

业主可以此为基本参照，按照文章中所标

明的各种植物的适生区，选择适宜自己花

园的植物，打造属于自己的花园美景。

我国植物适生区区划图
Hardiness Zones

in China

Consider your climate
如何根据气候特点选种植物
选择适宜的植物应根据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气候因子。

气候因子中最主要的是温度和降水。

附表：各适生区规定的绝对最低温度范围

适生区 绝对最低温度范围

低于-45℃

-45℃至-40℃

-40℃至-34℃

-34℃至-29℃

-29℃至-23℃

-23℃至-17℃

-17℃至-12℃

-12℃至-7℃

-7℃至-1℃

-1℃至5℃

5℃以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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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犹豫了，我保证你将以最小的投资

获得最大的乐趣。可不要小瞧这个小小的容器

池塘，也许它能够激发起你对园艺的热情，说

不定在不远的将来，你会亲手在自己的花园里

修建一个装满水的大池塘，一条蜿蜒曲折的小

溪，还有一个哗哗流水的小瀑布。相信我，这

会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现在马上开始你的

水上花园之旅吧。

首先，选择一款你喜欢的容器，要确保它

不漏水。木质的、土陶的、石头的，甚至是编

织的器皿，如篮子等，都可以用来做水培容器。

如果用篮子等这类易漏水的容器，可以事先将

塑料衬套垫在里面，或是在容器内壁涂上一层

密封剂。在出售花园用品的园艺中心可以买到

这种塑料衬套。密封剂则应根据你选用的容器

类型来选择。

选好容器后就可以开始种植各种植物了。

春季是最理想的种植时间，一直到夏季都可以

进行。种好后，将其放置在能晒到太阳的地方，

要保证每天至少能接受 6 个小时的日照。一定

要每隔几天就用盖子把容器盖上，以防止水分

蒸发掉。

为了保证植物的茁壮生长，最好能够定期

施用一些水生植物专用的缓释肥。一般在专业

的花园中心可以买到这种缓释肥。

找一个容器盛满水，自己动手建造一个富有创意的水生植物园吧！

把它们放在书桌上、茶几上，或是你的花园的一角，给你的生活加点料！

If it will hold water, a container can become a water garden! Check out these quick,
easy and creative gardens perfect for a tabletop or a small corner of your landscape.

Floral Life / 花意生活

想不想
尝试一下
在小巧的容器中
建造一个
水生植物园？

1:只要细心养护，这盆种在黄色陶碗中的耐寒性
很好的迷你睡莲可以存活好多年。2:凤眼莲和水
蕨给这个普通的搪瓷盒子增添了几分耀眼的色彩。
3:一碗浮萍类植物大汇萃，非常适合放在荫蔽处。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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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涂了密封剂的镀锌盒子也成了水生植物的家，周边围满了常春藤，
守护着这一方小小的水世界。 2:盘子中的粉绿狐尾藻不知为何要争相
爬出来？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 3:白色的雪片莲、大薸，
还有满江红，散发着清新、自然的气息。4:斑色菖蒲、甘薯藤还有田字草，
挤满了这个铜锅。5:装满了小香蒲和加州满江红的白色罐子立在这丛
绿色的玉簪前面，是不是很抢眼！

1

3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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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盆的作用：

1、装饰美化。可以说，套盆就是植物的外衣，套

盆用的好不仅可以使植物更加美观，而且能达到装饰美

化整个空间的效果。目前市场上的套盆款式多样，每种

款式都有不同的规格和色彩，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

空间选择不同的套盆。

2、卫生洁净。如果将盆栽植物直接置于家具上，

浇水时多余的水分流出后不易清理，甚至腐蚀家具，而

套盆不设出水孔，如果在普通盆外面加一个套盆，则可

以防止水分直接流出，从而使家具保持干净整洁。

3、方便快捷。由于盆栽零售的发展，目前的植物

大多都是带盆出售的，而且普通栽植盆的规格也都有一

定的标准，买回来的植物直接连着栽植盆放到套盆里即

可，不仅方便后续更换植物，而且同一盆植物也可以通

过更换不同的套盆来适应更多的居家摆放环境。

4、促进根系生长。由于套盆与栽植盆之间有一定

空隙，为盆底增加透气性，这为根系的生长创造了一个

好的呼吸条件，从而有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

由于上述优点，套盆这一园艺产品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喜爱，市场上的套盆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

陶瓷套盆、塑料套盆、藤编套盆、金属套盆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家居装饰，

而用盆栽植物布置居室是美化空间最省钱、最有效、最

自然的方式，也是时下越来越流行的一种生活习惯。但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盆栽商品的时候往往会进入一个误

区，即认为盆栽就是植物，从而严重忽略了盆器搭配的

重要性。我们在应用盆栽装点居室的时候，选择健康的

植物当然是第一步，但真正能为环境起到增色效果的应

该是植物与盆器搭配的整体美。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盆器无论从色彩、材质还是

造型上都更趋于多样化，这为人们根据植物习性与居室

装饰风格进行选择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居家环境中，

由于套盆可以弥补花盆的很多不足，且装饰性更强，而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A Decoration of The New Favorites

Cover pot
盆器主要包括花盆和套盆，

大家对花盆并不陌生，

而作为居家新宠的套盆，

也因其便捷的实用性，

越来越多地受到欢迎和喜爱。

居家新宠—套盆

Floral Life / 花意生活

● 花盆：是指底部有排水孔，并用来栽种植物的容器。花盆在室内

摆放时还需要有一个配套的套盆或防止漏水的托盘。

● 套盆：是指底部没有排水孔，用来套在花盆外面的容器，具有不

透水不渗水的特性，且造型上多样美观。

● 盆托：又称盆垫，是常用来代替套盆的用具。形状像盘子，多用

塑料做成，常与塑料盆配套应用。
小型观叶植物与浅灰色套盆搭配 ,
低调又不失雅致。



75

套盆与花盆使用示意图对比：

步骤一：小盆栽一盆， 花盆一个
（底部有孔）。

步骤二：修剪植株，并将植株从栽
植盆中取出。

步骤三：将带土球的植株放入花盆，
并填土。

步骤四：观赏（配置盆托，避免漏水）。

步骤一：小盆栽一盆，套盆一个
（底部无孔）。

步骤二：修剪植株。
步骤三：将植株连同栽植盆直接

放入套盆。
步骤四：观赏。

由于植物是连着栽植盆直接放在套盆里的，所以

我们可以方便地将植物与不同的套盆搭配，以适应不同

的居室环境。

选择套盆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材质与室内风格协

调外，还要注意套盆的大小与色彩。套盆应比原盆稍大，

以能把原盆完全包住且不露边为宜。而对排水要求较严

的植物最好选择上大下小的款式或者选择套盆的深度比

原盆较深并且底部带有支撑杆、活动塞口或者卡槽的款

式，以形成良好的蓄水空间。此外，植物体量与套盆的

大小比例应适中，除了特殊造型外，植物放置在套盆中

应比较丰满。

其实，美化自己的居家环境并不难，普普通通的

绿植，只要你稍微用点心思，为他们配上合适的套盆，

就能在你的居室内营造出你想要的风格和感觉。

1：更具自然风的套盆组合。
2：根据植物体量选择大小合适的套盆。
3：套盆除于植物的组合外，还是节日气氛
装饰的理想选择。
4： 用于花艺的同色系植物与套盆搭配。
5: 同色系开花植物与套盆的搭配组合。

1
2

3 4

2
1

3 4

同样的植物，通过选择不同颜色
的盆器，搭配出不同的效果。

1
2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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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ncept Potting
新概念盆栽

Floral Life / 花意生活

人们真正开始消费观赏植物至今，已有将近 30 年的历史，但观赏

植物的质量、品种以及数量一直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长期以来，无论

是机场、酒店、办公楼，还是普通居民的客厅，我们看到的观赏植物，

几乎都种植在类似的盆器里。它们拥有着近乎千篇一律的外表，体薄身

轻，外壁上釉，盆底都有一个直径 2-3cm 的排水孔。这种花盆以其低

廉的价格和大众化的造型，成为中国人消费观赏植物时的首选。

调查显示，国内观赏植物消费能力一直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种植者

缺乏专业知识，植物无法得到较好的养护而生长不良甚至死亡，久而久

之导致种植者丧失了种植植物的热情及信心。目前花卉爱好者关心的更

多的是如何能做到每天只要花少量时间，就能把家里的植物打理好，而

不是经常失望地说养的植物又死掉了。如何让不懂植物的人养好植物，

让懂得植物的人充分享受园艺的乐趣？这也是众多花卉企业比较关注的

问题。花卉种植，盆器的选择很重要，如果盆器选择不当，不仅影响观

赏效果，对于植物的生长也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本文向大家介绍一

种新型的盆栽搭配——蕾秀盆栽。

与传统的花盆相比，蕾秀花盆具有精湛的工艺和时尚简约的外表，

与植物搭配可以更好的提升空间档次。除此之外，作为一种功能性盆器，

最值得称道的是其种植系统。所有蕾秀花盆按照插入件的有无分为带插

入件和不带插入件两大类。不带插入件的蕾秀花盆，盆壳和种植系统整

合到了一起，植物种植好之后，盆器和植物就将成为一个完整的组合；

而带插入件的蕾秀花盆，盆壳和种植系统是分开的，独立的种植系统又

由插入件和灌溉系统组成，栽种了植物的种植系统可以随意从一个盆壳

中取出来，放入另外一个同一规格的盆壳中，给客户根据自己喜好挑选

花盆颜色甚至不同的表面工艺提供极大的便利。

Cubico 40 龙血树
光照 / 半光照

生长适温 / 10- 25℃

水分 / 偏干

植物高度 / 70~80 cm

盆器高度 / 75 cm

适用环境 / 室内

Cubico 40 夏威夷椰子
光照 / 半光照

生长适温 / 10- 25℃

水分 / 中等

植物高度 / 120~130 cm

盆器高度 / 75 cm

适用环境 / 室内

Maxi-cubi 建兰日进斗金
光照 / 半光照

生长适温 / 15- 25℃

水分 / 偏干

植物高度 / 20-30 cm

盆器高度 / 26 cm

适用环境 /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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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秀盆栽”作为一种新型盆栽产品，力求摒弃传

统盆栽的缺点，突破传统盆栽的局限性，给顾客提供高

品质、高品位和高价值的产品。

蕾秀盆栽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1: 使用 100% 无

土介质栽培。2: 蕾秀花盆无需使用底托，绝不会弄脏

地板。3: 蕾秀花盆特有的水位显示计可随时显示盆内

存水量，指导种植者浇水。4: 所有蕾秀花盆都有存水

功能，保证植物在很长的时间里无需浇水。5: 蕾秀花

盆为高级塑料材质，不易损坏。6: 蕾秀花盆中带插入

件的款式占大多数，更换植物的工作在插入件内就可完

成，不需要连同盆壳进行搬运。

蕾秀盆栽的诞生是对传统盆栽的挑战。无论从品

质还是品位来看，都可以代表未来盆栽的发展方向。目

前，这种新型盆栽在中国的消费园艺市场已经占有了一

席之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优秀的盆栽产品最终

会走向千家万户。

Deltini 14 翠叶竹芋
光照 / 半光照

生长适温 / 10-25℃
水分 / 喜湿

植物高度 / 15~20 cm
盆器高度 / 18 cm

适用环境 / 室内

Delta 20 白掌
光照 / 半光照

生长适温 / 10-25℃
水分 / 喜湿

植物高度 / 20~25 cm
盆器高度 / 18 cm

适用环境 /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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