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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四季花木景观历史沿革及其文化内涵探讨
俞青青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浙江杭州 310025）

摘 要：杭州西湖四季花木景观，即“春桃”、“夏荷”、“秋桂”、“冬梅”，在西湖植物景观营建演进历史中，通过文人间的唱和，与书

画、诗词、园林营造相互补益，至南宋确立为西湖四时幽赏之代表性景物，与宋“西湖十景”相呼应，成为杭州“四时节序”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现了古代中国特有的以四季变迁为标志的时空观，为后代文学、艺术、园艺之母，成为江南地域文化中历时最为悠久的

四季花卉景观，游赏风俗延续至今。
四季花木是西湖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其欣赏活动则是西湖文化于千年传承中的重要体现。四季花木不仅在西湖独自成景，更

与西湖十景等诸多景观密切相关，展现了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因春夏秋冬四季变迁而形成的赏花活动，也深

刻地影响到了自古以来杭州这座城市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节奏，并成为一种风俗固定下来延续至今，成为市民阶层生活方式和理想

的重要体现。
本文以四季花木（春桃、夏荷、秋桂、冬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代文献的研读，探讨了杭州西湖四季花木景观的历史沿革，分

析了 4 种植物与杭州西湖之间相互关联的独特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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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十景”的四季观赏特征相呼应的四季花木（春桃、
夏荷、秋桂、冬梅）以及分布于湖西群山中承载了中国

茶禅文化重要价值的传统龙井茶园及其景观。其中，

“四季花木”又在“西湖特色植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桃、荷、桂、梅是西湖景观的四季特色花卉，分属春、
夏、秋、冬不同季节的植物观赏主题，在湖光山色中交

替绽放飘香。它们作为杭州地区的传统植物品种，不仅

形态优美，而且具有独特、深刻的文化内涵，随着西湖

景观的营造与发展，逐步形成了凸显观赏主题的特色

植物景观，吴自牧在南宋文献《梦粱录》中，已特别指明

了这 4 种花卉赋予西湖景观的独特美感。千百年来，每

当花期来临，不仅引发诗人与画家的隽咏诗篇和精美

画作，也吸引着杭州城市居民纷纷出游赏花，成为延续

千年、至今不衰的市民文化娱乐传统。
四季花木作为“西湖文化景观”中重要的植物景

观，同时也是各阶层游赏活动的重要对象，其诞生、形
成和西湖山水景观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

自古以来杭州市民的生活习性息息相关。因此梳理西

湖四季花木景观历史沿革，有助于增进对西湖景观发

展史乃至杭州地域文化和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西湖四

季花木景观得以形成并得到延续，离不开自唐代以来

士大夫阶层的参与和传承。在四季花木的观赏活动中，

这一精英阶层所起到的创造及引导作用，对西湖山水

景观乃至杭州城市性格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力。因此探究西湖四季花木景观的人文内涵,以花卉作

为切入点观察西湖的历史文化变迁，对解读西湖山水

景观的审美理念与人文精神，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2 桃花

原产我国，分布广，易种植，经济价值高，梳理历代

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杭州西湖应用桃花在唐代之前多

已不可考证。桃花在西湖景区的应用最早始于唐朝的

杭州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其山水景观肇始于

9 世纪，成形于 13 世纪。自秦汉时期至清代的 2000 多

年间，经过不断治理开发和景观营建，成为中古以来以

秀丽的湖光山色和悠久的历史人文内涵著称的著名山

水名胜，形成了由外湖、北里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
金沙港、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水域及南北两列峰

峦组成的面积约 4235.76hm2 的山水范围, 并在多次疏

浚工程中产生了白堤、苏堤、杨公堤、小瀛洲、湖心亭、
阮公墩等人文景观，形成了“三堤三岛”的山水景观格

局，并对唐宋以来乃至东亚地区的园林史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在漫长的西湖治理史中，随着湖东岸陆地的出现

和城市的发展，西湖的群山和水域逐渐得到开发，成为

士人吟咏和市民游赏的佳处。东晋以来，佛道两家在此

落脚，唐代以来，历代郡守亦对西湖山水勉力经营,尤

其是吴越和南宋 2 次建都，对西湖景观进行了大规模

的营建，为西湖增添了大量人文景致。如今西湖景区内

的宫观祠庙、亭台楼阁、佛塔造像等古迹皆是人类活动

的产物，也由此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来此游观纪胜。自
然与人文的交融，造就了士大夫理想的山水模式，西湖

作为山水美学思想的典范传承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精英的精神家园, 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

天堂。
1 西湖四季花木概述

2011 年 6 月 24 日，西湖文化景观正式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西湖特色植物”作为“西湖景观”六大基

本组成要素之一，是西湖文化景观遗产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
“西湖特色植物”是指在植物景观特征上具有悠久

历史和突出文化象征含义的特色植物，包括始于宋代

并传衍至今的沿西湖堤、岸间种桃、柳的特色景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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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节，“……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
因为花朝节举办时间正值桃花绽放期，花朝节的赏玩

活动便自然而然和桃花有了关联[1]。当时临安城（今杭

州） 西湖环湖一带以赏桃闻名的景点有包家山、栖霞

岭、半道红、下竺御园、阅古堂等，尤以包家山一带最

盛。
两宋之时，桃花的应用虽不如梅花为盛，然围绕西

湖仍有不少桃花欣赏踪迹可循，尤以苏白二堤、包家山

最为著名。
到了明朝，桃花应用重新兴盛。苏白二堤的桃花，

赏桃之盛，大有超过宋代孤山赏梅胜景。而且在地理范

围上有了迅速的扩张，多个桃花景观地同时兴起。其

时，花港观鱼、白堤、苏堤、半道红都、明初学士港皆为

赏桃胜地。“花港观鱼”之“花港”在宋代仅为地理位置

的表示，并未有花卉上的明确指代，而在进入明代之

后，时人普遍以桃花指附花港之花，遂渐成共识。“湖上

春来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阴浓。”“浪暖桃花，锦障鸳鸯

渚。”“余红水面惜残春，不辨桃花与锦鳞。”都是很好的

证明。[1]

在明代的多个赏桃胜地中，尤以苏堤最为著称。
“嘉靖十二年，县令王釴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杂植桃

柳为赎，自是红翠烂盈，灿如锦带。”则是有可靠史料记

载苏堤有具体规划且成规模的栽种桃花的开始 [2]。此

时，春季桃柳秋季芙蓉在苏堤上各自成景，相得益彰。
而后在倭寇进犯东南沿海的过程中，西湖景观再次遭

到重创。“后缘兵变，斫伐殆尽。万历二年，盐运使朱公

炳如复植桃柳，灿然更新。”[1]自此，桃柳间植成为苏堤

的固定景观，曾经美艳的芙蓉逐渐被人忘却。“苏堤一

带，桃柳荫浓，红翠间错”,“过苏堤，循六桥十余里，桃

花夹岸……”此时苏堤的桃花已不仅是堤上的景观，更

是西湖的代表性景物，“西溪之梅、满陇之桂、翁山之

李、六桥之桃，尽人皆知，何烦予笔。”[1]

在高濂的《四时幽赏录》中，与南宋时张功甫将“苏

堤上玩芙蓉”列入秋季九月的“赏心乐事”一样，将“苏

堤看桃花”列入“春时幽赏”，成为明代人在西湖游览中

必不可少的景观[3]。至此，苏堤桃花已成为西湖的翘楚，

其风头已远远盖过西湖的梅花、荷花、桂花等其它花

卉，成为明代西湖游赏的象征性景物。繁华秀美的西湖

山水，桃红柳绿的春日苏堤，正是士人可以抛却烦恼，

徜徉桃源之美的所在，至此以后，桃花就成为西湖春季

重要植物景观之一，一直延续保留至今，并成为了“苏

堤春晓”、“断桥残雪”、“花港观鱼”等西湖十景的重要

景观元素，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3 荷花

原产亚洲热带和温带地区，是睡莲科莲属多年生

水生花卉，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荷花种类很多，分观赏

和食用两大类。中国早在周朝就有栽培记载。
西湖作为拥有大片水域的山水景观，荷花作为维

持水域，兼养经济，资娱审美的水生植物物种，在唐初

已经得到大面积种植。而等到中唐时期，荷花俨然已经

成为西湖水域内引人瞩目的花卉之一。自白居易来到

杭州担任刺史，疏浚了西湖，沿湖种植荷花，展现出“绕

郭荷花三十里”的盛况[1]。到了宋代苏东坡第二次来杭

任官时，再次开挖西湖，堆土筑堤，绕湖种荷，呈现出

“十里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自

然景观[1]。此时，赏荷之地日渐增多，尤以曲院风荷最为

著名。至元、明和清初，西湖荷花景观已是一片繁荣之

象，有诗为证“我昔扁舟泛湖去，回望荷花浩无数”、“六

合荷花香满湖，红衣绿扇映碧波”、“十里荷花荡六桥”
[1]。到清康熙年间，因感叹于岳湖跨虹桥畔的荷花胜景，

康熙提名“曲院风荷”，至此名闻天下。但从晚清到解放

前夕，名闻天下的西湖荷花一度衰微，就连著名的“曲

院风荷”景点也只剩下一碑一亭和亭前湖面的少量荷

花。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几代园文

人的不懈努力下，逐渐恢复了西湖荷花景观，同时，在

广泛收集荷花优良种质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

荷花在湖面的种植面积，荷花景观广布于北里湖、断
桥、平湖秋月、西泠桥地，十分繁荣。

西湖是自然美和人文美的结晶，西湖水域宽广，荷

花长于湖泽池塘，荷花景观与西湖山水相得益彰，是一

种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是自然和人文结合的睿智和妥

帖搭配。荷花倚水而生，正是有了明湖万里，才有千顷

碧荷。
4 桂花

原产我国，是木犀科木犀属的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枝叶茂密，姿态优美，是我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也是

杭州市市花，集绿化、美化、香化于一体的观赏与实用

兼备的优良园林树种。分为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 4

大类。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称一绝。尤其是仲秋时

节，丛桂怒放，夜静轮圆之际，把酒赏桂，陈香扑鼻，令

人神清气爽。
杭州西湖应用桂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主要集中于灵隐、天竺一带，“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玉颗珊瑚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

中事，应是嫦娥掷于人”、“还闻天竺寺……桂子落秋

月”、“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宿因月桂

落，醉为海榴开。”都是反映灵隐寺及天竺的桂花胜景

的。[1]

到了宋朝，西湖周边桂花应用更为普遍，种植范围

更广，“几回闻桂子，无复忆山阴”、“有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湖山北山天竺寺，满山桂子月中秋”、“不会溪

堂老居士，更谈桂子是天香”都是描述当时桂花开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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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1]

而在明代，满觉陇桂花已经广泛分布。“满家灵（满

觉陇）是桂花最盛处，……珠英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

深，恍入灵鹫金色世界。”[3]

清代，赤山埠栽植桂花多数，景观优良。“在赤山埠

内，四山丛桂数百株，中有百余年物，中秋前后最为佳

景。”[1]

建国以后，随着桂花成为杭州市市花，杭州植物园

内建成了桂花紫薇园，满陇桂雨成为收集展示桂花的

专类公园，西湖景区平湖秋月等沿湖区域都配置了桂

花，每逢秋季，桂花飘香，为金秋西湖增色不少。
5 梅花

原产我国，是蔷薇科李属落叶乔木，我国传统十大

名花之一，与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还与松、竹并

称为“岁寒三友”；中华文化有谓“春兰，夏荷，秋菊，冬

梅”。梅花以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

的激励。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梅花在

我国有 3000 余年栽培历史，是极具观赏性和文化象征

的植物。就杭州西湖而言，赏梅胜地诸多，且历史悠久，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有多首诗赞美西湖的梅花景观：

“粉片妆梅朵，金丝刷柳条”、“海梅半白柳微黄，冻水初

融日欲长”、“偷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亭驿后梅”、“忽

惊林下发寒梅，便试花前饮冷杯”、“马上同携今日杯，

湖边共觅去春梅”、“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一万

株”、“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由诗中描述

可见，杭州西湖的植梅之地，遍及樟亭、湖边、州治、伍
员庙、孤山等,范围甚广。可见在唐朝，西湖梅花的种植

已非常广泛，且诸如孤山赏梅已名扬天下。[1]

孤山赏梅之所以全国闻名，与北宋诗人林逋隐居

孤山以“梅妻鹤子”的轶事分不开，“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北宋

时期孤山梅花数量并不多，到了南宋，孤山成为西湖第

一大梅花胜景。因孤山面积不大，遂成为了观赏性梅花

为主体的梅花盛景，其主要景观的营建均位于皇家宫

观园林的范围内，以凉堂、香月亭等建筑为代表。“孤山

凉堂，西湖奇绝处也。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备

游幸。”[1]“香月亭，在山椒，环植梅花，仍大书林逋诗一

联刻于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1]。除

凉堂和香月亭外，接近西泠桥的西村一代也是孤山梅

花集中种植区域，“隔墙莫是神仙宅，红白梅花五百株”
便是明证。[1]

孤山之外，在临安城（今杭州）内外和环湖各大园

林中，梅花应用颇为广泛。皇城大内御苑中“廊外即后

苑，梅花千树，曰梅冈，亭曰冰花”，“萼绿华，梅堂，李阳

冰书额，度宗易名‘琼姿’”。孝宗为奉养太上皇高宗所

建的德寿宫中有“香远堂”、“梅坡”、“冷香馆”均用以观

梅。[1]

玉津园、聚景园、集芳园中也不乏梅花景观。“天子

行春御六龙，五云回暖泛晴风。和鸾宝苑梅花路，剩有

香传玉座中。”描写的即是玉津园春天的梅花胜景。“聚

景园，植红梅”、“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
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即证明聚景园中有

不少梅花。集芳园在葛岭，“内有古梅老松甚多。理宗赐

贾平章。旧有清胜堂、望江亭、雪香亭等。”足见其景观

之优良。[1]

南宋时，苏堤之上也有为数不少的梅花，“闻君踏

雪访梅花，不怕苏堤十里赊。”“梅花雪岸去舟单，茅屋

水田白鹭寒。”都描述的是苏堤梅花胜景。[1]

到了明代，杭州西湖梅花应用在宋元的基础上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体上盛况不复往昔，北高峰南北

两侧的九里松此时增植了梅花，“西湖之梅，迩来颇不

甚多，惟九里松抵天竺路几万株，俗称梅园”，可见梅花

应用已从孤山一隅逐渐扩散。[1]

清朝道光年间，灵峰寺周围约近 1hm2 土地，环植

梅树数百株，因地势较高，此地梅花放蕊较早，当时与

孤山、西溪并称三大赏梅胜地。
建国以后，孤山始终以梅花为植物景观的主题，不

断扩大种植范围，现已在放鹤亭、孤山东侧和北侧山

坡、中山纪念亭周围坡地，充实梅花品种，景观优良，每

年盛花时节，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成为杭城市民早春

赏梅之佳处。而位于杭州植物园的灵峰探梅经过几次

整体改造提升，每年举办梅花展览，已经成为杭城市民

踏雪赏梅的旅游热点。
6 结语

西湖四季花木作为西湖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特色植

物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景观历史沿革和文

化内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梳理清楚四季花木景观的

历史演变过程，了解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且对于进一

步做好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综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坚信，在广大关心、呵护

杭州西湖的风景园林、文学、文物等方面学者的共同努

力下，杭州西湖四季花木景观必将沿着前人的足迹，强

调历史延续性，在努力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可持续

发展。
（收稿：2017-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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