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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花崇明水仙
□ 陆茂清
水仙在崇明，具有悠久的栽植史和
深厚的人文底蕴，作为上海地方特色花
卉、海上花岛传世名花，与漳州水仙齐
名，
是我国两大水仙品系之一。
2015 年，崇明水仙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颁发的国家级农产品地理
标志。
2019 年 7 月，十年来我国举办级别最
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博览会——北京
世园会上，
崇明水仙荣获特等奖。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吉祥物“圆圆”
“梦梦”，整体造型以洁白清香、朵朵向上
的上海市花白玉兰，和芳馨淡雅、亭亭玉
立的崇明水仙为创意原型。

如玉，状同圆盘，心呈金黄，宛如酒盏，有
金盏银台之美称，花期一至两个月，花清
香，经月不散。崇明水仙株型较矮，球根
略小、紧密，
香味浓郁。

重铸辉煌

历史悠久
据考证，崇明水仙已有约 500 年的栽
培史，
《正德崇明县志·物产》中，就有崇
明种植水仙的记载。
崇明水仙与漳州水仙同出一源。
传说很久以前，一艘装满漳州水仙
的帆船乘风北上，经过长江口时，不幸碰
上暗沙，船翻人亡。后来暗沙涨露出了
水面，
与崇明东沙连在了一起。
一年农历年底，几个村民去滩涂上
张网捕鱼时，看到一种不知名的青草开
着洁白晶莹的花朵，
散发出阵阵清香。
“寒冬腊月还有香花开，从未见过，
真是神了！”这几人惊奇之余，拔了一把
回去，意在让乡亲们见识见识。有个曾
在福州经商的老先生一看，知道这是名
贵的漳州水仙，于是种在房前屋后沟边，
成了崇明水仙。
经过崇明岛特有风土的驯化，
以及一
代又一代先民的培育，
崇明水仙逐渐形成
了独特的品性，
据清朝《雍正崇明县志·物
产》记载，
崇明水仙分两种，
“单瓣者名
‘金
盏银台’
，
亦有密瓣者，
色香无异而丰标少
逊。”30 年后《乾隆崇明县志·物产》里，密
瓣水仙也有了高雅好听的芳名
“玉玲珑”
。
青出于蓝胜于蓝，崇明水仙的色、香
已超过漳州水仙了。
为什么崇明水仙比漳州水仙香？还
有一则有趣的传说呐！
唐朝女王武则天登基后，
诏告花王牡
丹，令天下鲜花在同一时辰开放以示庆
贺。花王为保荣华富贵，令众花仙子照
办，不得违拗。众花仙子有的唯命是从，
有的敢怒而不敢言。
水仙仙子秉性耿直，不畏权势，厌恶
武则天滥施淫威、牡丹花王曲意逢迎，决
计逃离花山以示抗议。
她趁着清晨大雾弥漫之际，带着两
种花籽急匆匆向南飞去。飞啊飞啊，眼
见得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不禁紧张起
来：万一花王得知了追来，光天化日之下
无法隐身，被抓住的话后祸难量，于是越
飞越快。
心急慌忙飞经长江口上空时，不小
心掉了一颗种籽，就是鳞茎、花蕊稍小，
香味浓郁的那种。这颗水仙花籽径直落
到了崇明岛上，就在崇明生根落户。而
另一颗鳞茎、花蕊大、香味清淡些的种
籽，
则由她带去漳州安了家。
初时，水仙仅是崇明岛上富贵之家
与文人墨客的观赏花卉。也有少些农户
将它种在住房周围或宅沟边上，美化宅
院外，也因传说中水仙娘娘法力高强，能
驱邪除秽，
保佑合宅老小吉祥平安。
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 年）前后，堡
镇、合兴地区已有人进行水仙种植，试销
获利。

民国年间，崇明水仙开始走向市场，
乱世磨难中曾有过少许灿烂。
合兴镇有位叫施谷郎的农民，长年
种些花卉卖了补贴家用，一次去上海卖
花时，顺便带了几支水仙。正叫卖时，有
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停下脚步，指着水
仙“哇啦哇啦”问价。施谷郎以为水仙少
了五颜六色的美丽，只能贱卖了，伸出两
个手指比画了一下，示意二角钱够了。
出乎意料，外国人竟给了 2 美元，施谷郎
心里又惊又喜：
“看来水仙能赚钱！”
自后，施谷郎频频带了水仙去上海，
都卖了好价钱，于是不断扩大种植面积
多至 10 间花厢。
“施家花厢”由是出了名，宗族里 20
多户人家，跟着施谷郎种起了水仙，以此
养家糊口维持生计。
至抗战前夕，崇明水仙产销两旺，据
1989 年版《崇明县志·林业·花卉》，60 多
户种植 600 余亩，年产水仙球根鳞茎 2000
余担。两家专业户——合兴的施家花厢
与堡镇的槐荫花园，均在上海和南京设
花圃、花店，水仙球根运销武汉、北京等
地。抗战后期，于上海静安寺设水仙经
销合作社，销往北京、天津、郑州、西安、
沈阳、哈尔滨等地，并有少量远销香港、
日本及南洋诸埠。

迭经坎坷
解放后，以合兴园艺场和堡兴农场
为水仙生产基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崇
明全县种植 500 余亩，年产水仙球根 1500
多 担 。 六 十 年 代 中 期 ，水 仙 生 产 被 迫
中断。
改革开放起步，合兴、堡镇恢复水仙
种植经营，崇明水仙开始恢复曾经的辉

煌，岛上水仙世家、
“施家花厢”的后人施
克松功不可没。
七十年代中，迎来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新时代，其时父亲已经过世，施克
松继承父志，操起了种植水仙的“家传”，
发誓要让崇明水仙在自己手中发扬
光大！
然此时已没有了崇明水仙的种子，
他坚信“好种出好苗”，务必要找到本岛
原种，于是东奔西走，四处寻访十多年前
的水仙花农。
天无绝人之路，两户人家说，尚有少
些水仙在沟里、塘里自生自灭，只是不知
道还有没有用。
施克松如获至宝，挖出来买回去，种
在自留地上，这是当时岛上仅存的崇明
水仙。
这些水仙长年未加管理，长得很密，
球茎只有鸽蛋那么大，何况市面上、圈子
里本就有“崇明水仙长不大”的说法，面
对这般现状，施克松很伤脑筋，但他没有
气馁，
没有退缩！
他回忆当年父亲言传身教的秘诀，
又往来奔波，登门拜访老一辈的水仙花
农。还曾六次南下漳州考察学习，看、
听、问、记，虚心求教，吸取漳州的“水培
法”
“ 阉割法”等经验。又调整了种植时
间和种植工艺，年复一年提纯、复壮、培
育，
其间的劳神费力一言难尽！
经受了太多的艰辛，付出了太多的
心血，经多年摸索改良，崇明水仙的鳞茎
长大了，围径接近 25 厘米，也逐渐恢复了
固有的优良品性，显现了“金盏银台”
“玉
玲珑”
的原貌。
1984 年，全县水仙种植面积 213 亩，
年产球茎 500 担，还远销去了港澳、日本、
欧美。
对此，1989 年版《崇明县志·土特产》
上有介绍：水仙为本县特产，其花瓣白润

跨入新世纪，专业从事崇明水仙生
产与开发的两大公司成立：
向化镇上海百叶水仙花合作社，第
一期水仙面积 358 亩，年产 30 万个水仙
球茎应市。
港沿镇上海晓斌水仙花合作社，会
员 60 户，种植面积 400 亩，年产商品球 50
万个。
合作社的主要产品是优质礼品水
仙、优质水仙商品球、园林绿化水仙球、
水仙鲜切花。
施克松经营的上海百叶水仙花合作
社，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复瓣水仙花基
地，
“ 施家花厢”商标获得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核准注册。
媒体纷纷报道，清丽的崇明水仙在
沉寂多年之后，终于在上海花市上重出
江湖。除了原有的“金盏银台”
“玉玲珑”
良种外，新培育出了白玉水仙、琉璃水
仙、喇叭水仙、球头水仙、亚香水仙等新
品种。
上海农科院专家权威评价，中国水
仙 中 ，数 崇 明 水 仙 和 漳 州 水 仙 最 为 有
名。崇明水仙独具特色，花球虽小，可花
瓣层层叠叠，花势饱满，花香优雅馥郁持
久，经月不散，为别地水仙所不及。因其
浓郁的芳香而著称国内外花卉市场，可
与英国玫瑰齐名。它是上海唯一具有水
仙花卉种质资源的花卉品种。
2010 年，崇明水仙作为“上海最有特
色的花卉和体现上海园林园艺水平的产
品”，参加了中国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受到了国内外游客一致赞誉，有中新社
等媒体报道为证：
——久负盛名却几近消亡的崇明水
仙，近日踏上宝岛台湾，在台北国际花卉
博览会上重新绽放光彩。
——崇明水仙花香浓郁，满园飘香，
受到花博会游客喜爱。
——崇明水仙，花瓣润白如玉，心呈
金黄，以其香味浓郁的特点，吸引了众多
游客驻足观赏。
进入冬季，百花退役，群芳凋谢，唯
有“凌波仙子”傲立寒风。幽香浓郁经月
芬芳的崇明水仙，可按需要控制开花期，
陆续栽培成了“圣诞花”
“ 元旦花”
“ 春节
花”
“元宵花”
……
崇明城镇乡村众多家庭的厨房、书
斋、卧室、窗台、桌案、壁橱里，水仙生机
勃勃含苞绽放，青翠欲滴的叶子，白润如
玉的花朵，馥郁四溢的清香，亭亭玉立的
秀姿，
令人赏心悦目！
上游无止境。
近年，施克松与其儿子施豪，再创崇
明水仙的雄风，继续提纯复壮和改良品
种，同时创新发展了种球阉割法、催花技
术，培育出了花朵硕大、花香更浓、品质
更优的崇明水仙。
他们在反季节开花技术研究获得阶
段性成功后，
努力巩固成果，
扩大生产，
让
崇明水仙的开花时间精确到天，
实现
“花开
花落随人意”
；
让原本处于休眠期的崇明水
仙，展现“金盏银台”
“ 玉玲珑”的喜人风
采。在家门口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上，
崇明水仙以更加美丽的姿态绽放在世
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