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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

国际山茶协会成立于1962年，是国际茶花界最具影响的民间组织，

是包括观赏茶花、茶叶和油茶在内的山茶属植物品种登录的权威机构。

协会为国际山茶研究者、种植者、经营者和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为国

际山茶界提供咨询和服务，为开展山茶研究提供资助。

国际山茶协会目前分为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区域。

各区域由各国或地区山茶协会组成。目前共有中国、英国、美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其它亚洲地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奥、

南非和克罗地亚等近40个会员区域，有单位组织和个人会员2000多名  

(个)。

国际山茶协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4人，各区域根据其会员人数有

理事1-3名，目前共有理事31人。协会官员有财务官1人，基金会主任1

人，期刊编辑1人，会员登记官1人，网站负责人1人、秘书1人、古山茶

保育委员会主任1人。协会理事由各区域协会会员选举产生。协会主席

和副主席由理事投票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以及理事任期3年，可连

选连任两届。协会官员由主席提名任命，不受年限限制。协会还负责向

国际园艺学会推选国际山茶属植物品种登录官，负责全世界山茶属植物

品种的登录工作。

协会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会费、企业或个人赞助。目前下属有一个

基金会，每年有相对固定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目前协会经费主要用于

协会会刊的编辑印刷和寄送，此外每年还资助1-2个项目开展与山茶属

植物相关的科学研究。

国际山茶协会每两年在不同国家举行一次国际山茶大会。两年一次

的国际山茶大会由各会员国提出申请。此外，每年还有不定期的学术交

流活动，包括国际学术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等。此外，协会设有“国

际杰出茶花园”称号，每两年对世界各国的茶花园进行评选。对符合规

定条件的茶花园授予“国际杰出茶花园”称号。对获得该称号的茶花园

每十年重新评估一次。对不符合标准的茶花园予以摘牌。另外，从2020

年开始，国际山茶协会对全世界的山茶古树名木进行评价认定。对符合

古树名木标准的山茶属植物古树名木进行命名和授牌。目前已经对中

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6株古树名木进行了认定和授牌。

中国于1984年正式参加国际山茶协会的活动。90年代后期，中国茶

花研究和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茶花研究者、种植者和爱好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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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国际山茶协会。中国于2003

年、2012年和2016年分别在浙江金

华、云南楚雄和云南大理承办了国

际山茶大会。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管开云研究员是现任国际山

茶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教授级高工王仲朗是国际茶

属植物登录官员，中国林业科学院

浙江亚热带林业科学研究所的李纪

元研究员是国际山茶协会会员登录

官员。

«国际山茶会志»（International 
Camellia Journal）是国际山茶协会

的官方正式会刊，目前为年刊，至

今已经出版发行了51期。2020年是

该会刊的第52期。«国际山茶会志»

的宗旨是：促进全世界对山茶的热

爱、保持和提升茶花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开展与山茶有关的历史、科

学和园艺研究；开展与各国和地区

山茶协会和其它园艺协会的合作；

传播与山茶相关的各类信息以及鼓

励全球山茶爱好进行友好交流。

本期刊从创刊至今仅有英文

版。经过各方的努力，从本期开

始，«国际山茶会志»将同时用英文

和中文两种文字印刷出版。中文版

主要面对中国大陆以及其它华语地

区的中文读者。这对广大中文读者

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此谨

对«国际山茶会志»中文版的印

刷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相

信，«国际山茶会志»中文版的出

版将对广大中文读者对国际山茶

界的充分了解，对广大中国区域

的国际山茶协会会员与其它地区

的广泛交流，对中国茶花产业的

蓬勃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等都有重要意义和极大的推动

作用。

管开云 

博士，博导，研究员

国际山茶协会主席

2021年1月10日

International Camelli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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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主席致辞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蝗灾、华南地区的洪水以及其他灾害使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平静。幸运的

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际茶花协会的会员或我们的山茶朋友被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报道。 

日本五岛国际茶花大会原定于2月29日（星期六）至2020年3月6日 

（星期六）举行。会前考察预定于2020年2月24日开始，2月29日结束。 

会后考察则是2020年3月6-11日。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新冠疫情的流行，

大会以及大会前后的考察都被取消了。

为了成功举办这次大会，五岛市和我们在日本的山茶朋友花了很多年

的时间进行准备。在过去的几年中，市长、政府官员、组委会的所有成

员以及五岛市的普通市民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并决心使本届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大会以及会前和会后的考察的取消给五岛市和组委会带来了

更多的困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要向大会组委会、市政府和五岛市人

民以及我们的日本茶花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五岛！ 谢谢五岛人

民！ 感谢所有为大会做出贡献的人！ 我也要感谢所有国际茶花协会的会

员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由于取消了日本五岛大会，2020年的国际茶花协会理事会通过电子邮

件进行。在理事会上，共收到来自官员和理事的26张选票。所有要讨论

的事项均已投票通过。虚拟董事会的会议纪要也将随后发送给所有的理

事和官员。

从左到右：侯文卿、肖特和管开云 管开云教授与野野市粟贵章市长

王仲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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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事会上，六座花园被认证为国际杰出茶花园。这些茶花园分别

是澳大利亚的利斯加尔园、中国的阿婆六茶花谷、意大利的莫塔别墅花

园、日本的野野市中央公园、葡萄牙的波尔图植物园和西班牙圣克鲁

斯－德里瓦杜拉园。有六座茶花园再次被确认为国际杰出茶花园，分别

是日本的石桥文化中心的茶花园、日本的五岛茶花森林公园、日本的久

留米茶花园、瑞士的帕科茶花园、意大利的安纳利别墅花园和南非的伐

黑列亘庄园与花园。

2020年的主席勋章授予了侯文卿先生、田中孝幸博士和史蒂芬·乌提

克博士，在此热烈祝贺获奖者！

根据最近通过的《阿婆六宣言》，国际茶花协会古山茶保育委员会颁

发了四项古山茶奖。这四个奖项分别是：1.中国广东省广宁县排沙乡的

广宁红花油茶Camellia semiserrata被认证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原生古山

茶树； 2.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清晖园的山茶被认证为重要的观赏古

茶花树。 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霍斯比市利斯加尔园的’Cassandra’

山茶被认证为重要的观赏古茶花树。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戈登市艾

琳园的8株山茶被认证为重要的观赏古茶花树群，这些树是由国际茶花协

会首任主席沃特豪斯教授培育和种植。我们期待将来更多古山茶树获得

认证。 这些认证可以通过国际茶花协会的当地理事提名。

我希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的山茶花能照常绽

放出美丽的花朵。愿我们所有的山茶朋友身体健康！

管开云 教授/博士

国际茶花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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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年度报告� Gianmario�Motta

 王仲朗 译
网站访问统计

当前的国际茶花协会官网基于2016年在大理（中国云南）举行的国际

茶花大会期间理事会批准的模板，于2017年1月启动的。从2018年开始，

可以通过手机访问网站。

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10月的总点击次数为52,719，在4月达到峰值

（8,443）。 这种趋势表明茶梅和冬季山茶吸引了很少的山茶爱好者。 

最受欢迎的部分涉及茶花管护和常见问题解答（12395次点击，超过总数

的20％），排名第三的是品种注册（2539次点击）。毫不奇怪，英语国

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点击总数为36,898，其中美国

（15,199）和英国（12,711）排名前2位。 相反，在中国有很多国际茶

花协会会员的某些地区的点击量实际上很少（57次点击），这大概反映

了语言障碍的影响。

主页
经过将近5年的时间，应该对主页进行更新，更清晰地显示访问按

钮，以便直接访问最受欢迎的板块，例如新闻、订阅和区域代表/理事、
茶花管护和相关主题的常见问题解答、文章、网络山茶品种注册、杰出
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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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区
官网包含一个会员区，区域会员注册代表/理事应在其中更新会员名

单。它们各自的状态可能是“确定”（=完全更新），“将要更新”（于

2020年订阅），“未更新”（所有或几乎所有成员都标记为“未订阅”

）。非洲是一个特例，我没有消息。双重订阅（成员可以直接订阅或通

过成员资格代表订阅），造成了潜在的混乱。因此，鉴于欧洲和亚洲的

语言障碍，订阅只能通过地区代表进行。

文章区
自2018年以来，文章板块未作改变，分主题存储了相关论文。密码 

（黑框标注）限制了对大多数主题的访问。如果国际茶花协会的宗旨是

促进山茶文化和知识的传播，就应取消这些限制。
Subject Target Access 

Caring for Camellias All 

Historical Researcher / All

Showing Camellias It contains 1 short note

Congress proceedings Researcher

Identification and DNA Researcher

Hybridization All (it is almost didactic)

Conservation & Preservation Mixed: All & Researcher

Historic Camellias All (unstandardized content) 

Grafting and Propagation All

Special Interest Articles Mixed  

Journal Archive Researcher 

网络山茶注册将迁移到世界山茶数据库
近年来，作为国际茶花品种登录官的王仲朗教授，领导开发了一个

世界山茶数据库（http://camellia.iflora.cn/），该数据库不仅包含

茶花品种，而且还包含物种及其描述和图片。这个新数据库具有许多重

要的改进，因此它将成为国际茶花协会的唯一数据库。当然，以前的网

络山茶花库（https://internationalcamellia.org/international-

camellia-register）的图片将被上传到新数据库中。该过程将花费一些

时间，并应在2022年国际茶花大会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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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山茶数据库 (http://camellia.iflora.cn)
该数据库具有许多实质性的改进：

1. 包括山茶属的所有品种，包括茶花、茶叶和茶油品种及其异名（异名、不同拼

读、缩写、正字法错误、暂定名称、正字法变体、日语名称错误、错误异名，拉丁语错

误等）。

2. 所有条目可以使用品种接受名、异名进行搜索，或选择全文进行搜索。有些条

目还用日语（汉字、平假名）和中文（汉字）查询东方语言的原文名称和描述。

3. 所有内容均符合《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解决了印刷版International Camellia 
Register 中的2300多个重复名称，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日文长音符号中用折线的符号(â, 
ê, û, ô)已统一根据法规更正为上画横线的形式(ā, ē, ū, ō)。

4. 这是一个国际协作的平台，可以由编辑（在各个国际茶花协会区域中都有代表

成为编辑）进行编辑。 当然，数据库会自动记录并显示相关更改。 此外，注册用户可

以上传照片并合作鉴定品种。 当然，新的茶花品种可以在线注册。

5.  每个品种可以有多张高分辨率照片（最多15 M），每张照片都有相应的标签都

显示作者和相关的版权。 此外，您还可以打印带有其二位码的植物标牌，用于茶花园

园或苗圃。

我以知名品种‘Lavinia Maggi’为例作简单说明如下. 

Figure 1 Retrieving ‘Lavinia Ma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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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Lavinia Maggi‘ : synonyms  

网络山茶注册现状�
 (https://internationalcamellia.org/international-camellia-register)

我给网络山茶注册作一些说明，这些说明在几个月内还有效，完成合并后将失效。

网络山茶注册有品种描述，并包括约1000个图片和5000张照片。每幅图中都有来

源说明。 山茶图片的复制品由M. Bertin、A.Corneo、M.De Coninck和G. Motta提供。 照
片包括美国茶花协会、澳大利亚、新西兰山茶研究协会和西班牙茶花协会的照片。大多

数照片来自40多个山茶爱好者，这要归功于他们！ 我要特别感谢T. Barnes（约300张照

片）Y. Chapel（超过400张照片），M. Chelednik（超过500张照片），A. Corneo（超过

400张照片）和S.Takano（超过1.000张照片）。 这些个人贡献确实扩大了我600张照片的

初始设置。

您可以通过单击“Camellia register”按钮从主页访问网络山茶注册（图3）。此外，

您可以按描述字段（“所有字段”，“仅品种/物种”，“仅描述”）和术语（“所有术语”，“
任何术语”）的任意组合进行搜索。假设您搜索“ Lavinia Maggi white”。使用“所有字段”
，软件将同时考虑描述和品种名称。使用“品种/物种”，它将仅考虑品种或物种的名称。

使用“仅描述”，引擎将在描述中搜索。在此搜索中，使用“所有术语”选项，引擎将检索

包括（或仅有）“Lavinia”，“ Maggi”和“white”的描述（实际上只有5个品种）（图4）。

对于不确定的品种，“仅描述”和“所有术语”的组合非常有用。由于某些品种很受欢

迎，因此我按地区，土壤或芽变上传了同一品种的多张图片（图5），并在标题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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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每张图片的作者和地点。单击插图的右上角可以放大每张图片（图4）。图片是可下

载的。有些图片受版权保护，例如来自美国茶花协会的。

Figure 3 To access Web Camellia Register, click the “Camellia Register” button in the home page.

Figure 4 Searching camellias by the combination “All terms” and “Descrip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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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ultivar variations and sports under the entry ‘Lavinia Maggi’

Figure 6 The cultivar picture mag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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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报告� Frieda Delvaux
 王仲朗�译

亲爱的茶花朋友们，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一期《国际山茶杂志》。至少可以

说，2020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肆虐世界各地，并扰乱了我们

计划中的所有茶花活动。

由于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封锁状态，我们不得不取消公共安排和访问。

但是，就新冠肺炎措施而言，可能会采取一些额外措施，并包括有关这

些措施的报告。尽管有各种限制，但令人惊奇的是，本卷还能记录那么

多有趣的故事，而另一些会员则受到启发，又写了一些书籍。日本五岛

大会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提供了筹备工作的相关信息。我们的日本朋友

分享了有关日程安排的一些细节，而且，肥后茶花协会友善地同意将会

前考察的肥后茶花研讨会的文件包括在内。您还能看到一些大会交流的

论文摘要。完整的文档将上传到国际茶花协会官网，供那些希望阅读全

文的人使用。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2022年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茶花大会，吉安马

里奥·莫塔（Gianmario Motta）教授为大家提供了令人期待的办会计划。

非常感谢大家的贡献，使本卷生动有趣。

特别感谢我们的翻译团队，译文准确并年复一年地接受翻译任务。我

们也感谢忠实的广告客户和Pieter Geerts将所有内容整理成清晰的布局成

此最终版本。

保持健康且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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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伴海顿研究基金会报告–�2020
 王仲朗�译

冠状病毒和全球范围内的封锁严重影响了截至2020年5月的财政年度

的计划。它涉及到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大伴海顿(Otomo Haydon) 研究基

金。

但是，在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之前，新西兰山茶信托基金会主席托

尼·巴恩斯（Tony Barnes）于2019年9月20日提出了基金申请。这是一个

新项目，旨在完成基金会对寻找能有效防止山茶花腐病的有机喷雾剂。

该信托基金资助了梅西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发现并分离了由抗性

山茶属植物产生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可在实验室条件下有效防止花瓣

枯萎。”现在，它正在为新的博士生寻求经济支持，以“开发和试用这

种天然喷雾剂……在室外空旷的地方使用这些生物化合物的组合。”

大伴海顿研究基金的顾问委员会建议提供5,000美元的基金，该基金

经由国际山茶协会主席管开云同意，并得到理事会的批准。由于新西兰

元疲软，它为该项目可利用的资金增加了8088新西兰元。但是，由于新

西兰边境已经关闭，因此不允许来自海外的博士生进入新西兰从事该项

目研究。

大伴海顿研究基金会为乔治·奥雷尔（George Orel）所做的有关“ 基于

HPLC数据研究山茶科的分类系统”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更多有关资助项

目的信息，请参见本志的“文献和新出版物中的山茶”一章。

筱田清三（Kyyomi Shinoda）将在顾问委员会中担任第二任期，

至2025年5月结束。唐·贝加米尼（Don Bergamini）的任期将于2021年
到期，斯蒂芬·乌蒂克（Stephen Utick）2022年到期，赫伯·肖特（Herb 
Short）2023年年和马克·德·康宁克（Marc De Coninck）2024年到期。

年内未收到新的基金申请。截至2020年5月，可用资金为86,141英
镑。

在这一年中，我们共收到了1,524英镑的捐款。我们感谢所有捐款的

人。如果您也想捐款，请通过您的会员代表来捐款。

赫伯 肖特		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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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茶属（Camellia）自然分布

于东亚和东南亚。山茶是人类非常

重要的经济植物，作为饮料、食用

油、化妆品和观赏植物被广泛种

植。经过近两千多年的栽培和选

育，已选育出成千上万千个茶叶、

茶花和茶油品种。悠久的山茶栽培

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古树名木。

这些栽培的古树名木以及野生的古

山茶树，都是全世界的宝贵资源，

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

些古树名木的保护不仅对茶花原产

或栽培的国家或地区很重要，对全

世界也很有意义。

关键词：�山茶，种质资源，保育��

前言

山茶属(Camellia)隶属于山茶

科(Theaceae)。该属主要分布于东

亚和东南亚，大部分种类产于中

国和越南。该属的种类数量，张

宏达系统约280种，而闵天禄系统

为119种。根据《山茶科红色名录

（Emily Beech et al.）记载，该属有

152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物

种或分类群被发现和记录（George 
Orel and Anthony Curry）。我个人

估计山茶属应该有200多个物种，

根据分类处理物种的定义，可能有

大约250个好种。

山茶属植物树形优美、花色丰

富、花型繁多、叶色常绿，深受

花卉爱好者的喜爱和世界园艺家

的推崇。山茶花在亚洲、北美洲、

大洋洲和欧洲的各个国家普遍种

植。栽培山茶作为观赏植物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近两千多年前。在漫

长的山茶栽培历史长河中，已经

培育或选育出数以千计的山茶品

种。迄今为止，全世界已注册的

观赏茶花品种名称超过四万个。

山茶属的野生种类虽然很多，但

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种类却屈指

可数。在这些物种中，栽培最广

的是山茶（Camellia japonica）、

云南山茶（C. reticulata）、茶梅

（C. sasanqua）。近几十年来，金

花茶（C. nitidissima）和其他许多

具有黄色花朵的新物种的发现，

以及培育出新的黄色山茶品种，

山茶古树名木保护的全球意义� 管开云

� 王仲朗�译

古树保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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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山茶爱好者和育种者重新焕发了

活力。另一个引起山茶花育种者兴

趣的物种是四季开花的杜鹃红山茶

（C. azalea）。茶（C. sinensis）
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大理茶(C. 

taliensis)在云南西南部用于制茶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

当地人如同用普通茶叶，也采摘大

理茶的叶子用于制茶。茶及其数以

千计的栽培品种和品系，现已在热

带、亚热带地区的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栽培。许多山茶属植物也是重要

的含油植物。这种油是可食用的，

在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广泛

用于食用油和化妆品。在中国的一

些地方，山茶油是最重要的或主要

的食用油。山茶油被认为是高品质

的油，因为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

肪酸。几乎所有山茶属植物的种子

都含有油。然而，用于茶油生产被

广泛种植只有大约10种。山茶属植

物品种是不可替代的植物遗传资源

库，已经在人类文明的数千年中自

然形成。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人类

通常追求新品种，却容易忘记老品

种。这些古老的品种是宝贵的种质

资源，对人类也很重要，应与野生

古树和栽培古树同等保护。以中国

一些古老的山茶树和栽培品种为

例，保护这些资源的重要性受到各

级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重视。然而，

保护的实际行动总体上并没有太大

作用。有效的保护策略和技术都有

待加强和改进。本文介绍和讨论了

中国一些名贵的古茶树和老品种，

以及国际山茶协会采取的古茶树保

护行动。

古茶树

中国是茶（C. sinensis）的起

源地。茶是中国最受欢迎的饮料，

被认为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藏区的

酥油茶和蒙古族的奶茶就是很好

的例子。除了大多数人熟悉的绿茶

和红茶外，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类型

的茶，如白茶、黄茶、黑茶（真正

的黑色，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红茶）

等。中国饮茶史尚无明确和确切的

记录，有人说从神农时期开始，大

约在5500-6000年前，有人说从商

周时期开始，大约在3500年前。饮

茶的原产地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四

川、云南、江苏、浙江等地都宣称

是我国饮茶的原产地。但认为中国

西南地区是茶树的起源地，也是中

国饮茶的发源地的说法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云南近年在野生和栽培中

发现的一些真正古老的大山茶树，

应该是茶树起源和栽培的有力证

据。这里给出了一些例子。

云南省镇沅县千家寨的古茶

树（图1）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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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茶树（C. sinensis）。这棵古

树高25.6米，估计有2700年的树

龄。2001年，该树被上海吉尼斯世

界总部评为世界最大茶树。 

图1 云南省镇沅县千家寨的野生古茶树（

王仲朗 摄）

茶（C. sinensis）不是仅有的

可用于制茶的物种，山茶科许多其

他物种在生产保健茶方面也备受追

捧。大理茶（C. taliensis）在云南

省西南部用于制茶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当地人认为，植物分类学家

划分的两个种：茶和大理茶，都是

茶树，都适合制茶。实际上，茶和

大理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

在中国云南省临沧市的大雪山最近

的实地调查发现了数千株大理茶古

树。这些大茶树大多分布在海拔

2700米。据当地政府统计，胸径50

厘米以上的大理茶古树有上万棵 

（图2）。大多数古树的高度都超

过了15米，一些古树的树龄估计大

约有2700年。

云南省凤庆县香竹箐的最大的

栽培古树，被称为“锦绣茶王”

。这棵古茶树高10.6米，胸径1.85

米。这棵树的年龄估计约为3200

年。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

栽培古茶树。云南省双江县勐库镇

有一个山村叫做冰岛村，是另一个

栽培了许多古老茶树的地方。村内

种植了数千株古茶树，其中一些古

树据说已有1000多年的树龄。这

些古老的茶树大多数仍然有生产

能力。近年来，用古茶树制茶变

得非常流行。人们认为老茶树的

茶更好。冰岛村最大的茶树“冰

岛茶王”（图 3）一年产茶的价

格，2019年为88万元人民币（约

合 12 万美元）和2020年为99万元

人民币（约合 14 万美元）。这些

古茶树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好的收

入。然而，这些树木的保护情况令

人担忧。

产茶油的种类

使用山茶油烹饪可以追溯到汉

代（约公元前200年）。我国栽培

油茶植物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几

乎所有山茶属植物的种子都含有

油，但我国常栽培的茶油植物只有

十种左右。最普遍栽培的物种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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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位于云南临沧大雪山的野生大理茶古树

图3 位于云南双江冰岛村的冰岛茶王（左）和其他古茶树



20

茶(C. oleifera)（图 7）、落瓣油

茶（C. Kissi）、博白大果油茶(C. 
gigantocarpa)、广宁红花油茶（C. 
semiserrata）、多齿红山茶（C. 
polyodonta）、浙江红山茶（C. 
chekiangoleosa）（图 6）、云南红

花油茶（C. reticulata f. simplex）、

红皮糙果茶（C. crapnelliana）、锯

叶茶（C. grijsii）、高州油茶（C. 
gauchowensis）（图 5）等。生长

于广东省广宁县的南山茶于2019年

被国际山茶协会评为“广宁红花油

茶王”（图4），树龄400年，高11

米，胸径64厘米。它是迄今为止世

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广宁红花油茶（

中文名亦称为 南山茶）。

老品种与古树茶花

我国栽培观赏山茶的历史悠

久。中国栽培山茶花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蜀汉时期（公元221-263年）

。从晋代至南北朝（公元265-589

年），山茶花是庭院造景的重要

观赏植物，山茶花栽培由南向北传

播，成为中国“二十四名花”之

一。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

宫廷开始栽培山茶花，开始出现山

茶诗画。宋朝（960-1279），培育

出更多的山茶品种，将山茶栽培推

广到民间。此外，这一时期亦出现

了盆景山茶花。元代（公元1271-

1368年），进一步扩大了山茶的栽

培范围，最早出现了关于山茶的

文献记载。明朝（公元1368-1644

图4 广东广宁的广宁红花油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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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浙江红山茶

图5 高州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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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山茶贸易开始，山茶栽

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近两千多

年的栽培，选育了许多古老的栽培

品种，甚至培育了一个黄花品种。

那些古老的品种有‘三学士’、‘

紫袍’、‘狮子头’、‘鹤顶红’

等。（图8）可惜的是，这些古老

的品种很多已经失传了，包括那个

黄色的品种。幸运的是，在中国的

一些偏远山区或一些古迹中，仍有

一些古老的山茶树和品种。云南省

丽江市玉峰寺有一棵名木得到很好

的保护。这棵树是于1700年种植，

迄今已有320年的历史，该古树被

命名为‘万朵茶’（图9）。它有

两种类型的花，一种是完全重瓣的

（接穗），另一种是单瓣花（砧

木）。据王仲朗等人的调查，云南

省楚雄市黑牛山有3万多株古山茶

树。在这些古树中，树龄超过200

年的有1893株，树干周长超过85厘

米，树龄500年以上树干周长超过

300厘米的有21株（图10）。这些

古老的山茶树有不少是美丽的重瓣

或半重瓣花。古树本身是珍贵的观

赏植物，也是新品种育种的重要种

质资源。 国际山茶协会保护濒危

野生山茶树的行动受到重视，部分

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一些国家

也对栽培山茶古树和名木采取了的

保护措施。

国际茶花协会的行动
国际山茶协会（ICS）非常重

视野生和栽培的山茶古树和名木的

保护。2018年，国际山茶协会古树

保育委员会正式成立，2019年第

二次委员会会议在中国广州从化召

开。会议期间，发表了《山茶古树

保护宣言》（阿婆六宣言）。与会

人员讨论并同意了山茶古树和名木

的关键标准。山茶古树和名木的关

键标准、奖励标准和奖励程序将在

日本五岛大会期间由国际山茶协会

图 7 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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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批准。所有获得批准的山茶

古树和名木将在未来几年由国际山

茶协会进行正式编号和颁发。

结论

我们还敦促有山茶属植物生长

或栽培的国家或地区。英国和海峡

群岛、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非、巴西以及包括西班牙、葡萄

牙、法国、意大利、比荷卢三国、

德国、奥地利、瑞士、克罗地亚在

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保护山茶古树

和名木。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国际

社会更好地保护这些重要的山茶古

树和名木，它们是无价的、也是不

可替代的，是数千年来人类文明、

园艺和文化发展的象征。建议那些

成为稀有和濒临灭绝的山茶品种也

应适当保护。可能还需要像对野生

物种所做的那样，评估和列出那些

稀有和濒危的品种。

图8 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山茶古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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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云南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王仲朗 摄）

图10 云南楚雄黑牛山的野生云南山茶古树 （王仲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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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六宣言”是什么？为什么意

义重大？

在COVID 19 病毒全球蔓延之

前，由ICS发起的一项重要的全球

性事件获得批准，标志着全世界范

围内在山茶古树名木保护方面向前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事件就是

我们所说的“阿婆六宣言”，是世

界上首次提出的关于在全世界范围

内鼓励山茶古树名木保育的国际声

明。其中制定了山茶古树名木的认

定标准，规范了古树的测量和记

录，制定了国际山茶古树名木的授

奖制度。该宣言于2019年10月首次

在其诞生地，即位于中国广东省从

化附近的一座独立山谷------“阿

婆六茶花谷”，正式公开发布，并

命名为“阿婆六宣言”。该宣言于

2020年1-4月以email方式在ICS委

员会和理事中进行投票表决、调整

后，最终由ICS正式批准通过。

宣言全文概要包括如下几部

分：

第1部分：原种山茶古树（即生长

于原产地的古树）之关键标准

第2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观赏性

山茶名木之关键标准

第3部分：国际山茶协会(ICS)授奖

制度

（i）最重要的原种山茶古树

------包括单株，群落或收集园

（ii）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观赏性山 

 茶名木

------包括单株、群落或收集园

“阿婆六宣言”全文�
国际山茶协会向国际社会，特别

是那些种植山茶属植物的国家，包括

其国家公园保育区和庄园、植物园、

园艺和农业协会、遗产和文化协会等

对山茶科古树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山茶

科山茶属植物古树名木的保育发出倡

议。

经过数千年人类文明、特别是在

亚洲，以及后来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

在内的这些山茶属的植物，呈现了一

个培育出来的全球经济作物，包括茶

叶、食用油、化妆品、天然木材、苗

木和花卉种植的不可替代的植物基因

宝库。

国际山茶协会还呼吁保育这些树

木，特别是在中国、日本、越南、朝

“阿婆六宣言”：国际山茶协会关于古山茶保育
的国际倡议
 Stephen Utick 博士

 许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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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老挝、柬埔寨和其他亚洲国家的

故土，其美学之美启发了2000多年来

的园林设计、艺术(包括绘画、诗歌、

文学和陶瓷)和宗教实践的灵感。

认识到油茶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已

成为全球花卉，因此国际山茶协会进

一步敦促保育包括英国和海峡群岛，

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古

老和历史悠久的山茶树（包括土著和

观赏树），新西兰，南非，巴西和所

有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

法国，意大利，比荷卢三国，德国，

奥地利，瑞士和克罗地亚。这些树木

是园林和其他景观中的国际生活标

记，标志着人类园艺事业和园林历史

的数百年过去了。

17世纪以来，山茶花已成为一

种国际性的名贵花卉，国际山茶协会

进一步呼吁保育世界各地古老和具有

历史意义的山茶树（包括土著原生和

观赏性），包括英国和海峡群岛、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巴

西，以及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西班

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比荷卢

三国、德国、奥地利、瑞士和克罗地

亚。这些树园林艺和其他景观中的国

际生态守卫，标志着人类数百年的园

艺努力和园林历史的历程。

总而言之，国际山茶协会呼吁国

际社会保育这些珍贵的古山茶树和具

有历史意义的山茶树，这是千年人类

文明中经济、园艺和文化成就的无价

和不可替代的象征。

第1部分：原种山茶古树（即
生长于原产地的古树）之关键
标准

1单株原种山茶古树之规定
包括世界各地的原种山茶古树

（就地或迁地）。

•树龄标准：> 100年

•级别：

1级：> 500年

2级：300-499年

3级：100-299年

•原种树种需要鉴定到“种”

的分类级别。

2原种山茶古树的群落或收集
园之规定

包括原种山茶古树的群落、灌木

林、森林（就地或迁地）。

级别：

1级：至少包括5棵树龄超过500年  

 的树木

2级：至少包括20棵树龄超过300年 

 的树木

3级：至少包括100棵树龄超过100  

 年的树木

4级：至少包括30棵树龄超过100年  

 的树木

5级：至少包括10棵树龄超过100年 

 的树木

原生种树种需要鉴定到“种”的分

类级别。

3计量和记录之标准
分类：物种或栽培品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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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所处的位置，经度和纬

度，周围环境如土壤、水、光

线等；

• 所有权；

• 树龄估算：记录有照片、图

片、书目引文、林业报告和生

态研究或其他可靠的文件，佐

证树龄估算的合理性；

• 尺寸测量（树干除外）：高

度，树冠记录及树冠宽度密

度；

• 树干尺寸：独干树距地面1.3米

处的树干周长（非直径），或

者多干树的所有最大侧枝的地

平面周长（非直径）；

• 枝干构造的内部测试；

• 长势：包括树干、叶子和花朵 

• 植物检疫报告；

• 价值：自然、科学、教育、纪

念性、观赏性和美学价值；

• 历史意义（用文件佐证）；

• 任何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记录，

例如在书籍、诗歌、电影或其

他媒体中描绘的，或由著名作

家、小说家或诗人引用的。

  上述测量标准和其他记录应予以

汇编，并应提供山茶树的估计树

龄。同时，该宣言考虑世界各地山

茶树所表现出的生长特性的显著差

异，并考虑了山茶树所处的原生条

件和生态环境。

第2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观
赏性山茶名木之关键标准�

注意：这些树可能生长在原产

国，也可能不在原产国。本宣言还

考虑到，在亚洲的许多地方，尚有

许多未知的原种山茶古树，目前

尚不清楚是当地的森林遗迹还是

由当地社区种植或养护。在这种情

况下，所有权者可以选择将其认定

为原种古树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名

木。这些标准还包含了具有历史意

义的盆栽植株或盆景等。

1单株具有历史意义的观赏性
山茶名木之规定�

首先一定要明确到种或品种的

分类级别，并且至少符合以下两条

标准：:

树龄大于100年；对于自然寿命短

于100年的种类，树龄可小于100

年；

• 历史真实性必须尽可能得到文

献佐证；

• 见证了重要的历史时刻，或由

历史人物种植；

• 是意义重要的山茶园艺品种的

原母株；

•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收集园的重

要补充，包括苗圃；

• 在神社、宗教场所、纪念馆（

包括墓地）和古迹的背景下具

有特殊的宗教或文化意义；

• 具有文学和文化影响，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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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诗歌、电影或其他媒体

中有所描绘，或由一些著名作

家、小说家或诗人所引用。

2具有历史意义的观赏性山茶
名木收集园之规定（<50株古
树）

必须列出收集的每株植物，并

符合单株具历史价值的古山茶树的

标准。

位于以下地点内部或范围内：

• 宗教圣地、历史古迹和古迹；

• 历史悠久的园林或庄园；

• 一个国家中的某个省或当地政

府管辖的独立分布区；

树龄鉴定、测量及记录标准，
参照原种古山茶树所规定。

第3部分：国际山茶协会(ICS)
授奖制度�

1 奖项

（i）最重要的原种山茶古树

 -包括单株，群落或收集园

（ii）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观

赏性山茶名木

 -包括单株、群落或收集

园。 

建议像国际山茶协会(ICS)杰出茶

花公园授奖一样，国际山茶协会启

动上述奖项，以记录这些获得授奖

的山茶古树和和名木在促进全球山

茶保育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2�授奖认定标准
（i）最重要的原种山茶古树

------包括单株，群落或山收集园

1. 必须符合原种山茶古树的规

定；

2. 树龄的鉴定有按照测量和记录

标准的数据作为佐证，尽可能

提供较多的数据；

3. 提供有关计量标准和记录标准

的综合报告；

4. 提交高质量的树木、叶子和花

朵（以及种子）照片；

5. 有保育计划的细节。

（ii）最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观

赏性山茶名木

------包括单株、群落或收集园

1. 必须符合山茶古树相关规定；

2. 树龄的鉴定有按照测量和记录

标准的数据作为佐证，尽可能

提供较多的数据；

3. 提交高质量的树木、叶子和花

朵（以及种子）照片；

4. 有保育计划的细节；

5. 相关园艺和遗产协会的宣传策

略。

3�古树认定及授奖程序
申请者准备申请表格、所附文

件、照片等古树资料，通过邮寄或

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给国际山茶协

会古山茶保育委员会的各国或各区

域理事；如果得到了认可并获得批

准，那么该理事向古山茶保育委员

会主席（主任？）或其他指定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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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网站上指定的委员会成员名单

转交全部的申请材料。

古山茶保育委员会主席按照收

到的顺序（是申报材料提交顺序

吗？）提出合理的建议，以供理事

们考虑并审议；

保育委员会批准后，将提交国

际山茶协会理事会批准，由国际山

茶协会主席和古山茶保育委员会主

席共同签署认定证书；

授奖取决于古山茶保育委员会

的评估决议；

对于存在较大分歧或严重缺失

的申请材料， 古山茶保育委员会

主席可以要求委员会成员进行一次

实地考察，考察费用由申请者承

担；

如果委员会建议授奖，奖项证

书（列举了该山茶古树名木主要特

点）将由ICS主席和古山茶保育委

员会主席共同签署，并通知所属区

域的ICS副主席和理事；

为了便于古山茶保育委员会的

初期管理，每年受理申请的上限为

20个，每个国家或地区一年的受理

申请的上限为10个。执行2年后，

由古山茶保育委员会根据实际运行

情况再灵活调整；

ICS将通过在线数据库登记获

得认定的山茶古树及名木。奖项将

分配编号，登记注册。编号示例

及说明如下：CN00001-00001-I（

或C）-20191016，表示“国家/地

区代码”–“该国内授奖古树编

号”–“国际编号”–“单株（或

群落、收集园）”–“批准日期”

。

对于所有权为私有者或山茶收

集园的申请者，将一次性适度地收

取申请费用。关于费用设置和支付

方法将会在ICS网站进行公布。

奖项的有效期持续至该山茶古

树名木死亡。

在本宣言生效前已经获得由

ICS古山茶保育委员会主席认定的

山茶古树名木奖项，将会按照本宣

言中的奖项设置获得认定，无需重

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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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阿婆六宣言》的评估

中，古山茶保育委员会向国际茶花

协会（ICS）理事们陈述了我们需

要保护重要的原生古山茶树的主要

原因：

第一，ICS应该认识到，我们

目前正目睹着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

来包括原生山茶种在内的植物生物

多样性的最大损失，因此推动对原

生古山茶树的保护工作是我们向后

代表明ICS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保护历史悠久的古山茶

树，也有助于保护这些珍贵的山茶

属植物的遗传资源，对维持山茶产

业的未来繁荣，包括茶叶、食用油

和苗木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这既

是道德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

它关系到许多亚洲国家区域经济中

人们的生计。

第三，保护历史悠久的茶花观

赏品种有助于阻止19和20世纪培育

出的众多茶花品种的灭绝。对于许

多西方国家来说，过度的城市发展

摧毁了许多园艺品种丰富的郊区花

园，已成为阻碍园艺发展的问题。

在整个苗圃产业中，单一园艺栽培

种的推广已经迫使许多专业供应商

（包括茶花）停产，而这反过来又

导致了人们对茶花栽培品种专业知

识的减少。

此外，ICS在保护历史悠久的

观赏茶花方面提出的任何倡议，都

将为世界各地努力保护其它有价值

的园艺植物收藏的园艺家们提供希

望之光。

第四，全球气候危机（全球多

个国家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

下，以牺牲掉非必要的观赏植物

来保全那些生态价值更大的植物资

源，尤其是无性繁殖的种类，引发

了全球性的“园艺分类”的担忧。

随着水资源减少或气候变化的日趋

严重，这也可能成为公共园林的品

种收集的一个严重问题。

第五，对山茶古树名木的保育

行动不仅能让ICS促进茶花开得更

艳，同时也让山茶无论是在艰难时

期还是在美好时期，都成为忍耐力

的象征，代代开花。

ICS古山茶保育委员会感谢各

位理事在最后审议《阿婆六宣言》

时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历史悠久的古山茶树呢?� �
国际山茶协会古茶保育委员会主席，Stephen Utick 博士

许林  译



32

首届ICS授予的重要山茶古树名木奖项� �
� 许林  译

根据最近通过的《阿婆六宣

言》，ICS古山茶保育委员会

很高兴的宣布首次颁发的四个

奖项。
其中两个奖项授予中国的古树，两

个授予澳大利亚的古树。

它们是：

i.“重要原生古山茶树”------授予中

国广东省广宁县排沙乡的‘广宁红花

油茶’（CN0001- 0001-I-20191017）
。其重要性如下：

• 近400岁的中国古老的原生山茶

之王 (至2019年)；
• 中国原生古山茶树种及更广泛

的野生植物的代表；

• 作为一种珍贵的植物资源，守

卫着中国油茶产业未来的繁

荣。

ii.“重要观赏古山茶树”------授予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清晖

园的山茶 ‘大红金心 ’（CN0002-
0002-I-20191016）。其重要性如

下：

• 中国清朝时期历史悠久的名

木；

• 代表了中国唐代的山茶栽培品

种；

• 明代早期由中国第一学士黄世

君建立的清晖园的代表性植

物。

i i i .“重要观赏古山茶树 ”------授
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霍恩

斯比Lisgar花园山茶 ‘Cassandra’
（AU0001-0005-I-20200304）。其

重要历史意义如下：

• 保存最完好的新南威尔士州早

期殖民时期的稀有历史品种，

树龄75年以上；

• 该品种被威廉麦克阿瑟爵士于

1849列入《澳大利亚植物学和

园艺公报》

• 作为“卡姆登公园”的原始山茶

品种之一，它更广泛地代表了

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的园林遗

产；

• 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发行的国

际山茶邮票中的一个特色品

种，以纪念2015年举办的国际

山茶花协会研讨会。

iv.“重要观赏古树收集”，授予由

ICS创始主席E, G. Waterhouse教授

开发并种植于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

戈登区Eryldene，残存的8个植株

（AU0002-0006-C-20200304）。其

重要历史意义如下：

• 这些品种包括：山茶 ‘Janet 
Waterhouse’(1952)、山茶 
‘Robin’ (1952)、威廉姆斯系

列Camellia x williamsii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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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rie’ (1952)、威廉姆斯系列

Camellia x williamsii‘Margaret 
Waterhouse’ (1955)、威廉姆斯系

列Camellia x williamsii‘Charles 
Colbert’(1959) 的原株，以及

1个山茶Camellia x williamsii 
‘Lady’s Maid’（1962）的盆栽

苗1株和茶梅‘Mignonne’（1979
年）2株；

• 收集品种代表了ICS创始人（及

主席）的开创性园艺工作；

• 收集品种也与20世纪中期澳大

利亚人们对茶花爱好的复兴有

关；

• 对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园林遗产的贡献。

    

  

我们希望2021年能公布更多奖

项。

尽 管 2 0 1 9 年 冠 状 病 毒 病

(COVID-19)大流行导致全球混乱，

但这些奖励程序仍然可以继续进

行。提名可以由世界各地的ICS理

事提交，由他们通过电子邮件转发

给ICS古树保育委员会轮值主席，

由主席将申请送交给委员会成员审

议。尽管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申请预

编表（将来可能会有），但我们鼓

励申请者根据《阿婆六宣言》中指

南列出的原生古山茶树或重要观赏

古树的奖励标准提供尽可能多的信

息。

Stephen�Utick博士

ICS古茶保育委员会主席

sutick@grapevi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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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作为大会筹备委员会成
员讨论欢迎计划时，秘书处报告
说，五岛市的中小学生每年都会采
集山茶的种子自制茶油，他们想把
茶油作为礼物送给国际茶花协会的
代表们，以表示他们诚挚的欢迎。

这激发我们想到了一个好主
意，就是如何收集玉之浦种子，
并将其作为礼物由日本茶花协
会（JCS）成员在国际山茶协会
（ICS） /日本茶花协会（ JCS）联
合欢迎晚会上将其呈现给所有ICS会
员，以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互动。

为了支持该项目，曾经主办过
2010年会前参观的JCS玄海支部做
出了贡献，为大会制作了几百个环

保的折纸盒子，这些纸盒没有微小

的塑料污染。

图1 玉之浦的种子收纳盒

关于五岛大会取消背后的一些事件的报告�
� 图片和文字由Katsuhiko�Higuchi提供

五岛大会组织委员会副会长

沈云光�译

图2 想象一个世界的和服项目

五岛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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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S的久留米支部也想要一些

这样的纸盒子，用来包装从长岩山

采集的茶梅种子，在会前参观阶段

赠送给出席‘欢迎演讲和晚宴’的

来宾。长岩山是茶梅自然分布的北

沿，曾经被定为2010年久留米大会

的考察地，但因为大暴雨被取消

了。久留米人民把这种欢迎方式视

为与2010年久留米大会参会者的重

逢，热切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欢迎仪式的亮点之一就是尾崎

幸雄(Yukio Ozaki)博士的演讲，

他是玉之浦研究的顶级专家之一。

（见后文‘在久留米的欢迎致辞’

）

在众多的亮点中还有一个就

是‘想象一个世界的和服项目’，

这个创意来源于久留米市一家名叫

蝶屋的和服面料店。

振奋人心的说：“试想一个没

有国界的世界”。通过和服和腰带

（饰带或腰带）向世界传递和平与

友好的信息，每一个和服和腰带都

经过独特的设计和编织，分别代表

着参加东京奥运会的196个国家。

这些和服将由开幕式上每个国家的

领队者穿着。

我们向和服项目的组织者呼

吁，“为什么不通过久留米的山茶

花来想象一个世界”，他们很乐意

为我们进行介绍和提供示范，尽管

离东京奥运会还早。

图3 想象成为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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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更独特的演示，那就

是田中久重先生的机械娃娃，他出

生于久留米，几百年前开始制作和

表演机械娃娃。他的技术为日本的

现代化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东芝在现代

日本的原始创始人。久留米机械娃

娃的促销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展示和

演示。

就在福冈市会前游览的第一

天，Nanbou茶道学校的校长在櫛田

神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茶会，这是

一所由黑田武士家族建立的学校，

我恰巧是这里的聘用教授。在櫛田

神社中展览着属于世界遗产的装饰

节花车，它是古镇游行时期的物品

之一。

这些只是被取消的大会幕后众

多支持和努力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经历了，而且我也参与其中。

我想大胆的报道这些事件，只为表

彰他们为2020五岛大会所作的深切

而无微不至的努力。

图4 意大利和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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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法国和服项目

图6 在古镇的
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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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久留米的欢迎演讲
起源于五岛的红山茶‘玉之浦’的白色镶边形成的季节性变化� �

� Yukio�OZAKI（日本福冈县九州大学农学部）

 沈云光�译

红山茶‘玉之浦’-图片来自美国茶花协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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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玉之浦’是在长崎县五

岛群岛福江岛上发现的一个品种，

它的花瓣为深红色具白色镶边。作

者调查了白色镶边在栽培种中的形

成机制，发现白色镶边部分花青素

的含量减少，是由于查尔酮合成酶

基因的表达受到了抑制。根据经

验，品种镶边宽度的变化因开花时

间而异。即，在开花期（九州北部

从1月下旬至4月上旬），对于开花

早的品种镶边宽而清晰，但是对于

开花晚的品种镶边窄。然而，这种

镶边宽度随时间变化的机理是完全

未知的。因此，作者调查了影响’

玉之浦‘花瓣镶边宽度的时间和因

素。

已经具有花蕾的盆栽‘玉之

浦’植株种植在没有加温的塑料大

棚中，然后从2012年11月1日起移

植到人工气候室中，温度保持在

15℃和20℃。还有一些仍然保存在

没有加热的塑料大棚中（对照组）

。开花时，从每朵花的近轴侧选取

3个花瓣测量长度和宽度以及镶边

的宽度。在11月1日开始温度处理

时，花蕾中的花瓣还没有颜色。在

花开的始期（2月下旬），镶边的

宽度较宽，在对照组中（没有加热

的塑料大棚）随着开花时间的推

迟，镶边逐渐变窄。在这个样地

中，在开花季节的最末期可以观察

到镶边极窄或没有镶边的花朵。相

反，在15℃和20℃的恒温条件下，

镶边的宽度没有发生季节性的变

化，但是在20℃下的镶边宽度比

15℃下的要宽。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在花

蕾期花瓣开始着色时生长温度会影

响‘玉之浦’白色镶边的形成。也

就是说，在花瓣着色期高温和低温

会导致花瓣宽的和窄的镶边形成。

在对照样地中可以识别出镶边宽度

的季节性变化。因此推测在开花季

的早期，在花瓣着色的初始阶段，

高温导致形成宽而清晰的镶边，而

窄的镶边则出现于花季的后期/末

期，此时是温度较低的隆冬季节。

（*）镶边：一些园艺学家称某种典型的图案为镶边，即在花的外部边缘具有不同的颜色，例如康乃

馨和秋海棠。玉之浦的花具有明显的白色边缘，因此作者在这里使用了这个词。



40

肥后山茶与盆景
 肥后山茶协会 井上一则 副会长

 王仲朗 译

肥后六花

为培养和弘扬武士精神，熊本

细川家历代诸侯大力提倡园艺，

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兴

起了许多花卉爱好者团体（花连

Hanaren）。肥后是熊本县的旧称。

每个团体都有严格的栽培方法和欣

赏方式等规则，并为新（理想）品

种的选育设定目标，单瓣但大朵的

花，创造独特的品种。古称“肥后

铭花（Higo-meika）”。1974年更

名为肥后六花（Higo-rokka），包

括肥后山茶、肥后牡丹、肥后牵牛

花、肥后菖蒲、肥后茶梅、肥后菊

花。

肥后山茶协会

肥后山茶协会成立于1958年，

最高峰时有500名会员，但已逐渐

减少。1974年肥后山茶被指定为熊

本市花，1983年协会改组。现在

（2019年12月），会员人数为48

人，其中熊本县外11人，海外会员

14人，主要来自欧洲。每年举办花

期盆景展和年会，每年举办3次盆

景实践班。肥后山茶协会也在保护

这些品种。

 

1 Note: This article was onc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Japan Camellia Society, Tsubaki Vol. 57 in 2019 and translated for the 
seminar of the Pre-Congress Tour of the 2020 International Camellia Congress in Goto. The English was kindly corrected by Mr. Karato.

肥后茶花协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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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后山茶
肥后山茶最古老的记录是在

1829年的《江户白金植木屋文助》

中记载的，记载了30个肥后山茶品

种的栽培方法。

2019年肥后山茶正式栽培品种

共有124个，其中红色25个、粉红

色34个、杂色48个、白色17个。

花型独特优雅，花大而单瓣，花瓣

5-10个，雄蕊放射状。作为庭园

灌木和盆景肥后山茶深受喜爱。其

中，盆景是肥后山茶的最佳展示方

式。 

日の丸（Hinomaru) 長楽（Osaraku)

王冠（Ôkan) 満月（Mangetsu)

肥后山茶盆景Higo  bonsai 研讨会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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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剪裁
2016年熊本地震后，肥后山

茶协会每年举办3次盆景技术实训

班，由大师担任导师，提高成员技

能。在四小时的课程中，他们教授

实用技能；口头讲授后，教授盆景

的嫁接、整型、修剪，最后展示盆

景的方法和评价。他们专注于肥后

山茶盆景技术的传承。下面为大家

介绍肥后山茶盆景的制作技术。

1 砧木

长期以来砧木一直从野生森林

中获取。也有从实生苗通过人工弯

曲来获得。作为盆景，好看的老砧

木最好是波浪形或扭曲的。

1) 如何获得砧木

一般盆景用砧木可在2-8月采

收；挖土的最佳季节是五月初之

前。当山茶灌木开始发新梢时，树

皮很容易剥落，破坏了盆景树干的

美观，以后的日子，日本的自然条

件炎热多雨就更不适合。

首先，需要得到森林主人的许

可，在山茶林中的行为举止要端

正。森林里最好是三人以上的团

队，准备好手机和应急食品。在森

林中，检查森林位置、时间表和集

合点也很重要。

检查根和砧木的状况，将正面

和背面想象成盆景，然后小心地将

砧木挖出来，不要损坏它。挖完

后，感谢上苍送与砧木，并把坑回

填好。

几乎没有细根，但以粗根为

主。运输时要包裹好砧木，避免阳

光直射，将根部浸泡在水中约三至

四天，以吸收足够的水分。一定注

意温度要高于5°C以防止受冻。

进山工具

2) 评价砧木

我们必须决定作为盆景的砧木

的正面或背面。树木的方向营造出

稳定、优雅和个性的感觉，使外观

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盆景品种不

同，肥后山茶盆景的对象也是大型

花。因此，从形状和方向来评价砧

木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影响着

盆景的后续美观。

我们可通过旋转台从所有方向

观察，考虑与根茎的平衡、嫁接的

位置、未来盆景的形象，甚至与花

盆的平衡性等。一般以距树干深度

较长的砧木方向为前端。用修枝剪

或手锯剪掉多余的根，以在准备好

的盆景盆中留出足够的空间。然后

再次检查砧木的正面、斜角和嫁接

位置。侧根切面朝上，再用锋利的

刀刮平，防止腐烂，促进生根。嫁

接位置的高度必须根据品种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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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枝条、花的大小和叶片的大

小和形状进行综合考虑。嫁接部位

应稍微斜切。虽然使用的盆栽土是

附近山上的肥后沙，但产量正在减

少。最近也流行用混合排水良好的

商售土壤，如宝来土、桐生土、赤

玉土等。

为保护砧木切面，一定要剪

平，用铝箔包住，用绝缘胶带固

定。然后砧木必须绑在盆景盆上，

以免移动。将砧木固定在盆上有两

种方法；预先使用电线穿过盆底的

洞，或在种植后使用塑料绳系在花

盆上。浇水后，用塑料袋将盆中的

砧木全部盖好，置于半阴条件下直

至用于嫁接。注意防止干燥和低

温，并根据需要浇水。如果状况

好，它会发新梢。 

2 嫁接

“瓶嫁接”用于肥后山茶盆

景，也用于常见的靠接法。嫁接季

节为3月下旬至8月，除了正在发新

梢的时期。即便是在7月这一瓶嫁

接的最佳季节，由于近期夏季炎

热，嫁接成活率也有所下降。. 

这里介绍肥后山茶最流行的繁

殖方法——瓶接法。有根的盆栽植

株用于靠接，无根的接穗用于瓶

接。因此，我们需要将接穗的基部

浸泡在小瓶的水中供水，让接穗活

得更久。

1) 瓶嫁接

我们要准备好嫁接刀、圆凿、

嫁接胶带、铝箔、绝缘胶带、绳

子、电线、塑料袋、小瓶子、砧

木和接穗。如果砧木的直径小于

Front 前面 Back 后面 Cut the small roots off 去掉须根

Front after treatment 处理后前面 Fix the stock to the pot把砧木固定盆上	Side	view	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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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m，可以嫁接一个接穗，如果大

于这个直径，可以接2到3个接穗来

保持砧木的活力。

从树形和您的喜好选择适合盆

景的品种。由于接穗的基部必须浸

入水中，因此瓶接需要比普通切接

枝更长的接穗。可用小的或不重的

清洁塑料瓶作为供水容器。

a - 准备砧木

检查砧木切面是否还存活。挖

掘或种植后经过很长时间，切割面

可能会长出愈伤组织。在这种情况

下，最好保留愈伤组织。如果没

有，将表面切到砧木的活性部分，

并用刀小心地切除死去部分。从砧

木顶部向下切2至3厘米长的嫁接

口。上部接口深至木质部，接口宽

要略窄于接穗。如有必要，用小刀

调整接口。 
b - 准备接穗

春天用前一年的枝条作为接

穗，夏天用当年的枝条。甚至可以

使用带分枝的接穗。想象要形成的

盆景形状来确定砧木的嫁接位置和

接穗大小。将接穗要嫁接部分平顺

地削到木质部，接穗的基部保留完

整不用环剥，接穗的中间部分环剥

约2至3厘米长。

c - 固定

将接穗的环剥部分稍微松散地

放入砧木的接口中，并用塑料胶带

将它们绑起来。然后在砧木顶部铺

上双层铝箔，用塑料胶带固定，

防止水渗入接缝处，并用接枝蜡加

固。

将接穗的基部放入供水的小塑

料容器中，并将容器绑定到砧木

上。用电线做一个框架，并用半

透明的塑料袋盖住接穗。给花盆浇

水，用另一个塑料袋盖住砧木。标

注品种名称和嫁接日期。这就是

嫁接工作的全部内容。得到结果

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与此同时，

Tools for grafting 嫁接工具 Groove to xylem至木质部的接口 Fix the scion tightly 接穗固定好

Bottle grafting 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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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容器中的水给花盆浇灌。即使

嫁接失败，也可以在嫁接季节再次

嫁接，或者把砧木留到下一年继续

用。

Irrigate carefully 细心浇水

One year after grafting 嫁接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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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嫁接后照护

当嫁接的接穗发芽时，春季嫁

接即告成功。秋季可以取下供水容

器，剪掉接穗的基部，但在次年春

天剪去会更安全。嫁接成功后的次

年春季开始施肥。第一次换盆或移

栽应在第五年春季进行。将植物放

在半阴的桌子或架子上。给植物浇

足够的水，以防止暂时枯萎，在花

芽形成时期要适当控制浇水量。花

芽6-7月在顶芽和（或）侧枝上分

化。花芽分化后，充分浇水，以免

枯萎。

3 盆景造型

1) 布线和造型

在确认植株还活着的那一年夏

天开始，可通过金属线进行初步造

型，也可结合修剪初步成型。夏季

未发芽或者夏季嫁接的植株，应在

次年春季进行造型。如果生长良

好，从嫁接后的第三年就可以赏花

了。但是你可以通过限制花的数量

来更好地优先考虑植株的形状。 

肥后山茶在新枝上分化出花

蕾，花和植株也是盆景的主题。因

此，当您想欣赏带花的盆景时，您

必须主要通过布线而不是修剪来给

树枝造型。布线的最佳时间是7月至

8月，此时新梢刚刚木质化。布线

使用盆景用铜线或铝线，但最近铝

线由于易于处理而变得更流行。根

据分支的大小和弯曲程度选择金属

线的尺寸。金属线必须至少为树枝

或树干直径的1/3，布线方式与一般

盆景相同。对于山茶花，您可以将

其连接到拇指大小的树枝上并在它

咬入树皮组织之前将其移除（直到

10月底）。由于花和叶比其他盆景

树种大，所以要留出足够的分枝空

间，并综合考虑树干、根与花的配

置来形成整个盆景形状。 

 嫁接当年7月 次年7月 第二年7月 第三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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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剪

保持盆景的形状也需要修剪，

最好的季节是在花期之后（3月）

。用叶芽在节点处剪掉过长的枝

条。由于花朵在枝条末端分化，因

此您需要考虑枝条的剪切位置。如

果芽的位置向下，新芽可能不会生

长。因此，应将具有重要芽的分支

向上整形。当新梢变硬时，将其用

金属固定。

花蕾长到黄豆大小后，应根据

枝条的强弱、花蕾的大小和来年春

天的开花位置进行细化。这时候一

定要注意不要让叶芽掉下来。如果

树枝过于拥挤或太长，则无法留出

鲜花的空间。那时，需剪掉多余的

树枝。嫁接几年后，枝条变得拥挤

或有时则向相反发展而过于稀疏，

布线也可能使盆景形状不自然，具

体取决于品种。当盆景植株难以留

出开花空间时，必须剪除或修剪枝

条。恢复生机和修复树形为盆景的

方法有两种：1) 修剪但保留足够

的叶子；2)重修剪直到基茎没有任

何叶子。如果混合使用这两种方

法，则会导致树干枯萎。 

3) 盆景造型的改良

对理想盆景造型的改良是通过

大量修剪、布线、在茎或树干需要

分枝的地方进行附加嫁接，如劈

接、茎接、靠接。根部形状的改变

可以通过根接来改善。

4 移栽

移植的最佳时间是三月。老盆

景树每3年移栽一次，并进行重修

剪。在植株失去活力前，应尽早移

植。移植时，减少根部，使用新土

壤，并将植株固定在盆上。移栽

后或重修剪后，注意不要使植株干

枯。保持房间的湿度和温度或用塑

料薄膜覆盖盆景植株并仔细灌溉盆

土，也不要太潮湿。

5 施肥与灌溉

将油枯和少量骨粉包在无纺布

袋里，放在盆上，大约每隔30天

换一次。也可以使用稀释的商业

液体肥料。每年施肥两次：3月中

 第四年7月          第五年3月         重修剪和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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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为“发芽肥料”，11月至2月初

为“冬季肥料”。移栽后20天左右

施一点肥料。充分灌溉花盆，直到

水从盆底大量流出。夏至秋季旱

季，盆景每天浇一次，其他季节注

意盆土湿度，必要时才浇水。冬天

也要注意低温，特别是结冰。在日

本11月到2月，最好保持在5℃以上

的温室，也可将盆埋在地下，防止

盆根结冰也是有效的。

6 病虫害防治l

精确的害虫防治可遵从其他

技术书籍，但应谨慎使用和储存

农药。叶斑病（山茶花黄斑叶病

毒，CYMLV）是一种导致叶子上出

现白斑的病毒性疾病。它很容易被

误认为是观赏变异，常通过修剪或

嫁接感染。要小心，因为它是一种

不治之症。 

肥后山茶协会的新举措
在肥后山茶的悠久历史中，获

得肥后山茶协会认证的品种有124

个。如今盆景在肥后山茶协会的特

别盛行，所以我们有些担忧那些不

适宜做盆景的老品种的保存。肥后

山茶协会正在调查会员的栽培品

种。我们也希望通过公园和其他设

施以及私营公司的合作扩大调查范

围。

此外，在1950年代中期，熊本

市认定了估算在200多年历史的肥

后山茶古树。然而，由于发展或世

代更替，重要山茶古树受到了威

胁。我们将调查肥后山茶古树的现

状，希望下一代能继承传统肥后山

茶文化。 

本文由国际茶花协会理事田中孝幸博士从

日文翻译成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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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主席勋章
文字由肖特夫人提供，照片拍摄于2019年10月国际山茶古树保育大会上

王仲朗�译

主席勋章授予田中孝幸（照片1）

，侯文卿（照片2）和斯蒂芬·乌蒂克

（照片3），以表彰他们在我们茶花界

中的贡献和成就。

����田中孝幸教授

田中孝幸（Takayuki Tanaka）
博士是日本东海大学名誉教授。 

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山茶研究

生涯。田中孝幸教授由于有丰富山

茶知识，对日本山茶界和国际山茶

协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茶

花栽培和文化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茶

花世界中众所周知。 他目前是国

际茶花协会日本和其他亚洲地区的

理事。他被称为日本山茶文化的大

使。 

Photo 1

 
 
 

 
 
 

Int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TThhiiss  iiss  ttoo  cceerrttiiffyy  tthhaatt  
TThhee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CCaammeelllliiaa  SSoocciieettyy  PPrreessiiddeenntt’’ss  MMeeddaall  

hhaass  bbeeeenn  aawwaarrddeedd    
ttoo  
 
 

Takayuki Tanaka 

 

 

DDrr..  TTaakkaayyuukkii  TTaannaakkaa  iiss  PPrrooffeessssoorr  EEmmeerriittuuss  ooff  TTookkaaii  UUnniivveerrssiittyy,,  

JJaappaann..  HHee  ssttaarrtteedd  hhiiss  ccaarreeeerr  ooff  ccaammeelllliiaa  rreesseeaarrcchh  wwhheenn  hhee  wwaass  aa  

ggrraadduuaattee  ssttuuddeenntt..  PPrrooff..  TTaakkaayyuukkii  TTaannaakkaa  mmaaddee  hhiiss  ccoonnttrriibbuuttiioonn  

ttoo  tthhee  JJaappaanneessee  ccaammeelllliiaa  wwoorrlldd  aanndd  tthhee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CCaammeelllliiaa  

SSoocciieettyy,,  bbeeccaauussee  ooff  hhiiss  aabbuunnddaanntt  kknnoowwlleeddggee  ooff  ccaammeelllliiaass..  HHiiss  

kknnoowwlleeddggee  ooff  ccaammeelllliiaa  ccuullttiivvaattiioonn  aanndd  ccuullttuurraall  hhiissttoorryy  iiss  vveerryy  

wweellll--kknnoowwnn  iinn  tthhee  ccaammeelllliiaa  wwoorrlldd..  HHee  iiss  ccuurrrreennttllyy  aa  ddiirreeccttoorr  ooff  

tthhee  IICCSS  JJaappaann  aanndd  ootthheerr  AAssiiaann  RReeggiioonnss..  HHee  iiss  kknnoowwnn  aass  tthhee  

aammbbaassssaaddoorr  ooff  JJaappaanneessee  ccaammeelllliiaa  ccuullttuurree..    

  

  

  

  

Guan Kaiyun 
PPrreessiiddeenntt  
55  MMaarrcchh,,  22002200  

��侯文卿先生

侯文卿（Hou Wenqing）建立

了一个名为阿婆六茶花谷的山茶

园。该园不仅是种植和展示山茶花

的花园，而且是帮助当地贫困家庭

摆脱贫困的花园。近年来，侯文卿

十分重视古茶花的保护。 在他的

智才能和资金的全力支持下，国际

茶花协会古山茶保育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中国从化成功举行。会后发

表了《阿婆六宣言》。 他对茶花

的热情、慷慨和友善，给绝大多数

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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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2

 
 

 

 

Int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TThhiiss  iiss  ttoo  cceerrttiiffyy  tthhaatt  

TThhee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CCaammeelllliiaa  SSoocciieettyy  PPrreessiiddeenntt’’ss  MMeeddaall  

hhaass  bbeeeenn  aawwaarrddeedd  

TToo  

  

Hou Wenqing 
  

HHoouu  WWeennqqiinngg  ffoouunnddeedd  aa  ccaammeelllliiaa  ggaarrddeenn  nnaammeedd  AAppoolliiuu  CCaammeelllliiaa  

VVaalllleeyy..  TThhee  ggaarrddeenn  iiss  nnoott  oonnllyy  aa  ggaarrddeenn  ffoorr  ppllaannttiinngg  aanndd  

eexxhhiibbiittiinngg  ccaammeelllliiaass  bbuutt  aallssoo  aa  ggaarrddeenn  wwhhiicchh  hheellppss  ttoo  lliifftt  mmaannyy  

llooccaall  ppoooorr  ffaammiilliieess  oouutt  ooff  ppoovveerrttyy..  IInn  rreecceenntt  yyeeaarrss,,  HHoouu  WWeennqqiinngg  

hhaass  ppaaiidd  ggrreeaatt  aatttteennttiioonn  ttoo  tthhee  ccoonnsseerrvvaattiioonn  ooff  aanncciieenntt  ccaammeelllliiaass..  

WWiitthh  hhiiss  ffuullll  ssuuppppoorrtt  ooff  wwiissddoomm  aanndd  ffiinnaannccee,,  tthhee  sseeccoonndd  mmeeeettiinngg  

ooff  tthhee  IICCSS  CCoommmmiitttteeee  ffoorr  HHiissttoorriicc  CCaammeelllliiaa  CCoonnsseerrvvaattiioonn  wwaass  

ssuucccceessssffuullllyy  hheelldd  iinn  CCoonngghhuuaa,,  CChhiinnaa..  TThhee  AAppoolliiuu  DDeeccllaarraattiioonn  wwaass  

aannnnoouunncceedd  aafftteerr  tthhee  mmeeeettiinngg..  HHiiss  eenntthhuussiiaassmm  oonn  ccaammeelllliiaass,,  

ggeenneerroossiittyy  aanndd  aammiiccaabbiilliittyy  mmaaddee  aa  vveerryy  ddeeeepp  iimmpprreessssiioonn  ttoo  mmoosstt  

ppeeooppllee  wwhhoo  hhaavvee  mmeett  hhiimm..    

 

 

Guan Kaiyun 
PPrreessiiddeenntt  
55  MMaarrcchh,,  22002200  

��史蒂芬·乌蒂克博士

作为国际茶花协会古山茶保育

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乌蒂克

（Stephen Utick）博士提出了世界

上第一个保护山茶属古树的国际宣

言，在山茶古树保护的历史上留下

了自己的印记。历史悠久的山茶古

树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乌蒂克博士的贡献不仅对茶花圈乃

至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Photo 3

 
 
 

 
 
 

Int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TThhiiss  iiss  ttoo  cceerrttiiffyy  tthhaatt  

TThhee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CCaammeelllliiaa  SSoocciieettyy  PPrreessiiddeenntt’’ss  MMeeddaall  

hhaass  bbeeeenn  aawwaarrddeedd    

ttoo  

 

Stephen Utick 

  

  

AAss  CChhaaiirr  ooff  tthhee  CCoommmmiitttteeee  ffoorr  HHiissttoorriicc  CCaammeelllliiaa  CCoonnsseerrvvaattiioonn  ooff  

tthhee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CCaammeelllliiaa  SSoocciieettyy,,  DDrr..  SStteepphheenn  UUttiicckk  bbrroouugghhtt  aa  

wwoorrlldd--ffiirrsstt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DDeeccllaarraattiioonn  ttoo  ccoonnsseerrvvee  aanncciieenntt  aanndd  

hhiissttoorriicc  ttrreeeess  ooff  tthhee  GGeennuuss  CCaammeelllliiaa..  IItt  mmaaddee  iittss  mmaarrkk  iinn  tthhee  

hhiissttoorryy  ooff  CCaammeelllliiaa  ttrreeeess  ccoonnsseerrvvaattiioonn..  HHiissttoorriicc  aanndd  aanncciieenntt  

ccaammeelllliiaa  ttrreeeess  aarree  tthhee  nnaattuurraall  aanndd  ccuullttuurraall  hheerriittaaggee  ffoorr  uuss  hhuummaann  

bbeeiinnggss..  DDrr..  SStteepphheenn  UUttiicckk’’ss  ccoonnttrriibbuuttiioonn  iiss  nnoott  oonnllyy  ssiiggnniiffiiccaanntt  ttoo  

tthhee  ccaammeelllliiaa  cciirrcclleess  bbuutt  iiss  ooff  wwoorrllddwwiiddee  ssiiggnniiffiiccaannccee..    
 
  

  

Guan Kaiyun 

PPrreessiiddeenntt  
55  MMaarrcchh,,  22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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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名的国际杰出茶花园� �
� F.Delvaux

� 王仲朗�译

在每次茶花大会期间，对“国

际杰出茶花园”提名候选园的申请

进行评估和投票。今年，所有相关

文件和建议均已分发给国际茶花

协会理事，并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投

票。正如管开云教授在主席致辞中

已经提到的那样，六座花园被评为

国际杰出茶花园。发布了每个花园

的简短介绍和从申请书中提取的图

片。

可以在国际茶花协会官方网

站– Gardens of Excellence上查

阅完整的申请书，包括山茶种类名

录。

根据国家的字母顺序排列

1.澳大利亚利斯加花园

2.中国阿婆六茶花谷

3.意大利莫塔别墅花园

4.日本野野市中央公园

5.葡萄牙波尔图植物园

6.西班牙圣克鲁斯里瓦杜拉花园

1.�澳大利亚利斯加花园
花园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由砂

岩砌块墙创建了不同的层次。到

1950年，花园里种植了杜鹃花、栀

子花和其他外来植物，与本地树木

和蕨类植物和谐相处，重点突出山

茶花的品种。许多原生的山茶花今

天仍然存活于花园中，如今树龄已

经七十多年了。自市议会购买该场

地后，Max Cotton 开创的工作仍在

继续。

花园现在拥有300多个山茶花

样本，包括200多个不同品种。花

园还在花园中种植了一年生草本植

物，也有一些设施：一个用于婚礼

和其他庆祝活动的凉亭、一个包含

鱼塘的遮荫房、三个瀑布、非正式

草坪区、野餐桌和热带雨林步道。

利斯加花园拥有许多小型“种

质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

1.沃特豪斯教授培育的一系列非

常稀有品种，包括鲍文（Camellia 
williamsii ‘Bowen Bryant’）、

水屋小姐（Camellia williamsii 
‘Margaret Waterhouse’）、莉莲皮特

斯(Camellia japonica ‘Lilian Pitts’)
和知名品种粉色布罗迪（Camellia 
japonica ‘Brodie’s Pink’）。

2.新南威尔士州传统山茶花，包括

麦克阿瑟1849年培育的卡桑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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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lia japonica ‘Cassandra’）
、牧羊人苗圃1862年培育的至美

（Camellia japonica ‘Speciosissima’
）和牧羊人苗圃1878年培育的威廉

教皇（Camellia japonica ‘William 
Bull’）。最近，利斯加花园增加了

其引种保育范围，包括作为山茶花

方舟项目（2009-2014）的一部分，

繁殖帕克斯山茶的稀有品种。

已经建立了花园内所有山茶花

的最新登记册以及它们在地图中的

位置。

所有已知的山茶花品种都已挂

上标签。

这包括附在每株植物上的金属

标签，用于识别物种/栽培品种类

型，以及用于在地图上参考的植物

识别编号的树干标签。利斯加花园

每周7天免费向公众开放。通往花

园的入口位于霍恩斯比的利斯加

路，楼梯穿过砂岩悬崖，还有一个

适合行动不便人士使用的倾斜器。

利斯加花园免费入场。有关利斯加

花园的信息可在霍恩斯比郡议会网

站上找到：
hornsby.nsw.gov.au/lifestyle/sports-and-
recreation/parks-and-playgrounds/lisgar-
gardens

 
 
five
The garden maintains a register of all its camellias,  
and their location in the garden

An up to date register has been established of all 
Camellia’s within the garden as well as mapping of their 
location. Attached is both the register and map.

six
All cultivars and species have identifying labels  
where known; unknown cultivars should bear  
labels explaining the lack of identification

All known cultivars of Camellias have been labelled. 
This includes with metal tags attached to each plant 
identifying the species / cultivar type as well as timber 
tags indicating the plant identification number for 
referencing on the map.

seven
The garden has some method of making cultur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visit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formation on Lisgar Gardens is available on  
Hornsby Shire Councils website:  
hornsby.nsw.gov.au/lifestyle/sports-and-recreation/ 
parks-and-playgrounds/lisgar-gardens 

The Friends of Lisgar Gardens, a group of volunteers 
dedicated to assisting visitors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 
gardens, regularly volunteer at the gardens to impart 
knowledge and history of the both the Camellias and the 
site in general. The Friends of Lisgar Gardens have also 
compiled a history book of the site ‘Lisgar Gardens – 
One man’s dream, now a community treasure’ outl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te and the history of Camellias.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Friends of Lisgar Gardens can 
be found at lisgarfriends.wordpress.com/

Camellia Gala Day, held annually in July with the support 
of Friends of Lisgar Gardens, features Camellia bloom 
displays, cultural talks and guided walks focussing on 
and informing about Camellias.

Copies of the map of the gardens and location of 
cultivar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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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阿婆六茶花谷��������������������������

阿婆六茶花谷由创始人侯文卿

先生于2003年创立。侯先生非常

热爱山茶花，20多年来一直专注

于山茶花的研究和种植。为更好

地推动茶花谷的发展，2015年成

立了广东阿婆六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山谷总面积约400公顷；

山茶花种植面积约20公顷。谷内

共有山茶分类群（种、变种、品

种）约600个，其中已鉴定并列入

申请书的山茶原种和品种有548
个。谷地不仅采集和种植传统山

茶（Camellia japonica）、云南

山茶（C. reticulata）、茶梅（C. 
sasanqua）等类群的品种，还有黄

色茶花、最新杂交品种四季茶花，

以及茶叶用品种，如为“英红9号”
、“金萱”，及当地特有种毛叶茶

（C. ptilophylla）。近日，阿婆六

茶花谷被健康中国工程管理委员会

授予健康中国工程茶花谷。

13 
 

 
 
 

 
Apoliu Camellia Valley view by Google Earth 

 

4. Statements for the verification on the Criteria for recogn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Camellia Garden of Excellence 
 
4.1. The garden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th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are stable and 
perpetual as far as can be reasonably assessed. 

 

Apoliu Camellia Valley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by professional design company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3. Recently the Valley was awarded as Healthy China Engineering 

Camellia Valley by Health China Committee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esign book 
The award of Healthy China Engineering Camellia 
Valley 

工程设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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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ook 
The award of Healthy China Engineering Camellia 
Valley 
健康中国工程茶花谷 证书

阿婆六茶花谷拥有一支由25名

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来维护和管理

这些植物。比较特别的是，茶花谷

配备了专门的厨房机器和绿色垃

圾处理机。这些机器可以利用周围

的厨余生产一种特殊的有机肥料，

既保护了环境，又有助于健康茶花

的种植。这些肥料非常环保且可持

续。阿婆六茶花谷的所有山茶数据

均已正确记录。阿婆六茶花谷种植

山茶花面积20余公顷，分为11个花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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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山茶园

•华东山茶园

•茶梅园

•物种园

•四季山茶园

•金花茶园

•精品茶花园

•芳香茶花园

•茶园

•国际茶花友谊园

•农业耕种园

园内所有品种和原始物种均有

记录、标识和标签。我们已经为相

应的山茶树打印了带有二维码的特

殊定制标签。参观者可通过手机

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从世界山茶

属植物品种数据库（DICR https://
camellia.iflora.cn/）中了解更多信

息，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DICR二维

码的花园。参观者可以进一步了解

每一个品种，包括学名、英文描

述、中文描述和日文描述，了解其

异名，并可以看到更多关于该品种

的花、叶芽、果实、枝条、嫩芽和

全株植物的照片等。

19 
 

cultivar, including scientific name, description in English, in Chinese and in Japanese, learn its 
synonyms, and could see more photos about that cultivar’s flower, leaf bud, fruit, twig, young 
shoots, and whole plant etc.  

 

   

Garden Labelling 

  

A label sample of Camellia sasanqua ‘Asakura’ Scanning QR code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n DICR 

  
4.7 The garden has some method of making cultur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visit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Visitors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e camellia culture information in the Valley by those 
instruction panels throughout every gardens in the Valley. In the entrance of the valley visitors 
could get brochures with information on its location and history,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arrive, what to see or what to do in tha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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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婆六茶花谷，每年都会进

行一些实践活动，如山茶种植、修

剪和嫁接活动。

23 
 

Some reports about Apoliu Camellia Valley 
 

  
Guangzhou TV’s report on Apoliu Camellia Valley Conghua TV reports on Apoliu Camellia Valley 

 
4.10.3．Demonstrations of good growing practices such as pruning, at appropriate times.  

In the Apoliu Camellia Valley some practical activities, for example camellia planting, 
pruning and grafting activities etc. were carried out every year. 

  
Mr. Hou Wenqing explained the planting and pruning 

technique 

Technician trained the surrounding farmers on camellia planting 

technique 
 
4.10.4．The maintenance of special theme collections such as species or named sasanqua 
cultivars. 

The genus Camellia is the largest genus in the Family of Theaceae and China is the center 
of world’s camellia distribution. Up to now, more than 300 camellia speci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named in the world, and of them, more than 90% camellia species are distributed 
in China. These valuable resources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ornamentals, but also for edible oil 
and tea. In addition，they also are precious materials as parents for breeding new camellia 
varieti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esources of Camellia，Apoliu Camellia Valley has built Camellia 
Species Garden. There have been 100 camellia species collected in the garden,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aking the garden as one of important conservation places of camellia species in 
China. 

The species C. ptilophylla which has been cultivated here in the Valley for 160 years, has 

Mr. Hou Wenqing explained the planting and pru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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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山茶花盛开的季节，山谷

还定期举办山茶花展、诗歌比赛等

丰富多彩的山茶花主题文化活动，

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

22 
 

  
Promotion and Demonstration Base on Uti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y for Camellia Germplasm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4.10.2．Shows or displays during flowering times.  

Every season when Camellia blooms, the Valley also regularly holds Camellia exhibitions, 
poetry competitions and other colorful Camellia theme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propagandizes 
them through the media. 

 

The camellia show held in the Valley 

  

Ceramic Art with Camellia Element 
 

The camellia show held in th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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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 Art with Camellia Element 
 

Ceramic Art with Camellia Element

阿婆六茶花谷全年向公众开

放。开放时间为8:00至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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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大利莫塔别墅花园

花园建于十九世纪。当时
种植的树形杜鹃(Rhododendron 
arboretum)的杂交后代和山茶品种
贝拉南伯蒂（Camellia japonica 
‘Bella Lambertii’）仍生长
茂盛。目前的布局是由建筑师
Mazzuccotelli为主设计的，现任

业主的祖母Rosa Antonione Motta
女士也参与了设计。1979年的一场
龙卷风破坏后，花园进行了重建，
现在的大部分树木都是在随后的几
年里种植的。种植了爬藤的玫瑰花
作为前缘，背缘线是冬季开花的山
茶花。

Requirements 2 & 3

Requirement 2) - The garden is 
open regularly to the public, and 
the focus of its Charter, Rules or 
other regulations are for it to 
operate as a public amenity.
The garden can be visited at any 
time of the year by a mail or phone
Requirement 3) - Admission may 
be free, by donation or by set fee 
as the garden determines to its 
needs.
Visits are free, and, when possible, 
guided by the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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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塔别墅是意大利历史大厦协

会（Associazione Dimore Storiche 
Italiane ）的成员。别墅和花园均受

美术局监管。莫塔别墅位于奥尔塔

半岛北端的奥尔塔，位置独特，在

湖畔，花园和湖滨之间有一条公共

堤道。花园位于湖岸边，因此参观

奥尔塔的游客可以看到像一个地标

的莫塔别墅（每年有超过10万人参

观）。该别墅由来自都灵的绅士加

利尼先生于1864年之前建造，采用

莫雷克式意大利风格，该风格建筑

在苏伊士海峡（1854-69年）之后

的那些年非常时尚。1921年，它被

工业工程教授、议员贾辛托·莫塔

(1870-1943)收购。，从1916年到

1940年，他担任爱迪生公司（现为

国家电力公司 ENEL）的首席执行

官。1940年，他被教皇十二世任命

为伯爵。别墅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

伽利略（1906-1988），现任业主

是他的孙子吉安马里奥（1947年出

生）。1986年出生的吉安马里奥的

儿子Giorgio Alessandro Motta将

致力于维护花园，并为此分配了专

项资金。

Requirement 1- The garden is well established, and the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are stable, and perpetual, as far as it can be reasonably assessed. 

The garden was laid dow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f those days, a 
large hybrid of Rhododendron 
Arboreum and a Camellia japonica 
“Bella Lambertii” are still thriving. 
The current layout was designed by an 
architect (Mazzuccotelli) with the 
input of Ms. Rosa Antonione Motta 
(grandmother of the current owner). 
After a whirlwind in 1979, the garden 
was reconstructed, and most of the 
current trees were planted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A long edge of old 
rambling roses is planted, with a back 
line of winter flowering camellias.

R.  arboreum hybrid

C. japonica «Bella Lamber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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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定期向公众开放，并在韦

尔巴尼亚举行的全国冬春山茶花展

期间开放（靠近奥尔塔的小镇）。 

通过邮件或电话预约后，也可以在

一年中的任何时间组织参观。花园

参观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根据花

园的需要，可以通过捐赠或支付固

定费用入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

业主带领参观。

莫塔花园拥有大量的茶梅和类

似的品种和原种，沿着湖堤种植，

便于游客更好地欣赏这个给冬天带

来欢乐的美妙物种。

花园里保存着所有山茶花的登

记册，以及山茶在花园中的位置。

登记册记录了物种名、品种名、原

产地、位置和种植年份。所有栽培

品种和物种都有识别标签。山茶花

的标识是“大岛式”标签，即刻有

标识的塑料标签，通过弹性不锈钢

弹簧挂在植株上。花园有一些方法

可以向来访的公众提供栽培信息。

游客可以访问的网络山茶花登记看

见山茶花的图片。此外，游客还会

收到印刷的山茶花清单。业主吉安

马里奥自1982年以来一直是国际山

茶协会的会员，他曾担任意大利理

事和欧洲副主席。他还是国际山茶

协会官网的管理员。他的配偶和儿

子也是国际山茶协会的会员。别墅

的图书馆包含登记册和几本关于山

茶花的书。

Requirements 5,6,7
• Requirement 5) - The garden maintains a 

register of all its camellias, and their 
location in the garden.
The register shows the species, variety, origin, 
position and plantation year. See attachment.

• Requirement 6) - All cultivars and species 
have identifying labels.
Camellias are identified by an “Oshima-style” 
label, i.e. a plastic label where identification is 
carved, that is attached to the plant by an elastic 
stainless-steel spring.

• Requirement 7) - The garden has some 
method of making cultur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visit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Pictures of camellias are in the Web Camellia 
Register that visitors can access. Additionally, 
visitors receive the printed camellia inventory the 
camellia inventory attached here. 

 “大岛式标签”

Requirement 4 -The garden need not be devoted completely to camellias, but must
feature them prominently, accessible and maintained to a high standard in a
manner suitable to the garden and its climate. A minimum collection of 200
cultivars or species is required.

Camellia cultivars are 
around 240, with 
approximately 10 
species, 50 C. sasanqua 
(sasanqua, hiemalis, 
vernalis), over 150 C. 
japonica (including C. 
rusticana and Higo), and 
30 C. hybrid (williamsii, 
cuspidata, reticulata, 
etc.). Among hybrids, the 
garden hosts the original 
“Professor Motta”, a 
quite popular cultivar in 
China, registered by 
Professor Gao. 

C.  yuhensiensis C.  saluenensis
hybr. «Professor 

Motta»

C. sasanqua
«Marta Piffaretti»

C. japonica Higo
«Asahi-no-mimato»

茶花品种约有240个，
粗略算有10个原种，50
个茶梅（包括普通茶
梅、冬茶梅和春茶梅）
，超过150个华东山茶
品种（包括雪椿和肥后
系列），20个杂交品种
（威廉姆斯系列、尖叶
山茶、云南山茶等），
杂交品种中，保存了
高继银教授命名注册
的品种‘莫塔教授’的
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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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野野市中央公园

野野市中央公园是野野市市内

最大的公园。自开业以来，游客

们就可以欣赏到沿路种植的山茶

花。2017年3月，一个名为“山茶

馆”的新公园设施和名为“茶花

山”的公园新区域在野野市主办的

第27届全国山茶花峰会召开时的同

时对外开放。结果山茶花的数量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在山茶馆，

有大约700株盆栽山茶植物包括大

约300个日本和外国栽培品种。展

示了大约500株植物，而其余200株

植物则在附近的栽培室中得到照

护。这些植物在观赏季则被转移到

山茶馆的展示空间，以便游客在一

年中尽可能长时间地欣赏山茶花。

在公园的室外区域，包括茶花山在

内，种植了约200个品种的约900株

山茶植物。

野野市中央公园概况

地址：日本石川县野野市市下

林3-97野野市中央公园

所有者和管理者：野野市市

自1979年9月17日起开放

园区面积：67,000平方米

山茶属植物数量：约1,700株

植物

山茶花品种数量：约400个品

种

每株植物都可以很容易地接近

并近距离观察。

园内设有浏览角，游客可在此

自由浏览山茶品种一览表和园内地

图。未来我们计划记录每株山茶的

纬度和经度，以便可以使用GPS来

引导游客。

公园内所有已鉴定名称的山茶

植物都贴有带有二维码的识别标

签。当使用智能手机或其他设备读

取二维码时，可以访问有关每个品

种特性的信息。公园入口处设置有

相关信息的小册子和面板。野野市

市自2018年9月起成为国际山茶协

会会员。我们将展示有关国际山茶

协会（ICS）的信息，并邀请访客

加入ICS。从ICS主页下载的国际山

茶名录印刷版可在公园内的浏览角

获得。我们将定期用最新版本替换

它们。每年3月，该公园都会作为

野野市山茶花节的举办地。花期以

外的期间，分别在山茶馆和栽培馆

举办手绘图文展和植物繁殖课程。

设施：

• 赏花设施（野野市山茶馆）

• 栽培设施（栽培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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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设施 （市民棒球场、多

功能场地、网球场、相扑馆）

• 厕所（两栋楼）

• 停车场（103个停车位）

野野市中央公园全年向公众开

放。入场免费。

5.�葡萄牙波尔图植物园

波尔图植物园-波尔图大学自然

历史和科学博物馆。波尔图植物园

位于Lordelo do Ouro和Massarelos
联合教区人口稠密的地区，自1951
年以来融入到波尔图大学校园（理

学院、文学院、建筑学院和未来的

营养与食品科学学院）。花园的主

入口位于Rua de Campo Alegre，即

生物多样性大厅的所在地-Centro 
Ciência Viva-艺术与科学和自然历

史相结合的博物馆。植物园占地约

4公顷，是波尔图的地标。它经过

不同时期的塑造，其历史价值体现

在植物类群的保育和花园的布局

上。

大多数品种来自比利时、意大

利和葡萄牙，其中一些在当代已经

很少见。葡萄牙品种由园艺家在波

尔图培育，知名的园艺家有：何

塞·马克斯·洛雷罗（José Mar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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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reiro）、阿尔弗雷多·莫雷
拉·达席尔瓦（Alfredo Moreira da 
Silva）、科斯塔和科斯塔（Costa 
& Costa）、泽费里诺·德·马托斯
（Zeferino de Mattos）、哈辛托·
德·马托斯（Jacintho de Mattos）和
何塞·马丁斯·布兰科（José Martins 
Branco）。

植物园的镇园之宝是一种独特
的山茶品种‘珍安德生’（Camellia 
japonica ‘Dona Jane Andresen’），
它是品种Camellia japonica ‘Doutor 
Balthazar de Mello’的芽变品种，该
品种由阿尔弗雷多·莫雷拉·达席尔

瓦于1896年为纪念珍·安德生而特别
培育，Quinta do Campo Alegre的已
故所有者。

植物园目前分为三层，各具特
色。第一层是生物多样性大厅和
受到工艺美术运动影响的规则花
园（formal garden），其间被百年
山茶花形成的的高大绿篱隔开，
规则花园分为几个园区：丛林园
（Bosquets）、玫瑰园 (Roseiral)
、J’s花园(Jardim do Peixe)、片岩花
园(Jardim do Xisto)和鱼园(Jardim do 
Pei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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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tanical Garden is emblematically associated to a unique camellia cultivar – Camellia japonica 'Dona 

Jane Andresen' (a sport of Camellia japonica 'Doutor Balthazar de Mello'), which was specially created by 

Alfredo Moreira da Silva in 1896 in honour of Jane Andresen, the late owner of Quinta do Campo Alegre.  

In the hedges, we can find cultivars from diverse origins, such as 'Mathotiana', 'Lavinia Maggi', 'L'Avvenire', 

'Mont Blanc', 'Prince of Wales', 'Sophia'. Among these, there are many cultivars of Portuguese origin, for 

instance: 'Augusto Leal de Gouveia Pinto', 'Angelina Vieira', 'Bella Portuense', 'Dona Herzília de Freitas 

Magalhães', 'Dona Jane Andresen', 'José Marques Loureiro', 'Perfeição de Vilar', 'Conde do Bomfim' and 

'Madame Jules Mechlynch'.  

In 1986 begin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mellias of the hedges, resulting in 560 specimens mapped and 43 

different cultivars identified. This originated the “Catalogue of the Camellia Exhibition” held at the Botanical 

Institute Dr Gonçalo Sampaio, today the Hall of Biodiversity, on 12, 13 and 14 February 1987, in celebrat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University of Porto. 

  
Map of camellia clipped hedges around J's Garden, Rose Garden and Fish Garden and Schist Garden, 1986 
 

In 2006, the Estación Fitopatológica Do Areeiro (Galiza, Espanha), made a study about the Camellias of 

Botanical Garden, targeting the hedges of the Rose Garden, Fish Garden and 'J's' Garden published in the 

Catalogue nr. 1 of Alfredo Moreira da Silva describing the 
cultivar 'Dona Jane Andresen', 1897 

Hedges of Camellia surrounding the Hall of 
Biodiversity.  

 
 
 

 

 
 

 
Applic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Botanical Garden of Porto –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as 

INTERNATIONAL CAMELLIA GARDEN OF EXCELLENCE 
 

 
 

January, 2020 
Porto,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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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amellia Journal  (Salinero et al., 2007) referring the presence of 545 living plants in the 

hedges, including some new specimens. 

  
Map of camellia clipped hedges around J's Garden, Rose Garden and Fish Garden (Salinero et al., 2007). 
 

In 2015, additional mapp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Camellias beg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rtuguese 

Camellia Association, aiming to consolidate the previous works as it was necessary to update the maps and 

include new specimens. 753 Camellias, of which 369 were identified of 266 different cultivars were mapped.  

The Botanical Garden is currently organized in three level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first level includes the Hall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formal gardens, separated by high hedges of 

centenary camellias and influenced by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The formal gardens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spaces: the Bosquets, the Rose Garden, the J's Garden, the Schist Garden and the Fish Garden. 

Scenic view of the Camellia clipped hedges around Fish Garden and Rose Garden (view from Hall of Biodiversity). 

Hedges of Camellia surrounding the Hall of 
Biodiversity

Camellia japonica ‘Dona Jane Andresen’. Joana 
Andresen Guedes

Scenic view of the Camellia clipped hedges around Fish Garden and Rose Garden (view from Hall of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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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园（Bosquets）

代表了十九世纪末和

二十世纪初的风格，

主要植物种类是杜鹃

花，组成了的小而有

序的小树林，环绕在

房屋的北、东和西的

三个方向。它们呈现

出自然主义的构图，

营造出一种微弱光线

的氛围。体现了典型

采集者的爱好，形成

了大乔木层和灌木层

等多层生境，其中包括以山茶花、

雪松、南洋杉、甜胶、酸橙、郁金

香树、杜鹃花和红木为代表的不同

寻常的外来物种。丛林园中的一些

地方展现了索菲亚的故事和诗歌。

植物园入口两侧是南洋杉林和雪松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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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squets represent the tastes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with a predominance of 

azaleas and rhododendrons. They are small, ordered 

woods that surround the house at north, east and 

west. They display a naturalistic composition, casting 

an ambience and a faint light. Unveiling a typical 

collector's interest, they create multi-layered 

habitats of large trees and shrubs with an unusual 

assemblage of exotic specie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amellia, cedar, araucaria, sweetgum, lime, tulip tree, 

rhododendron and redwood. Some places in these bosquets appear in Sophia's tales and poems. The 

entrance to the Botanical Garden is flanked by the Araucaria bosquet and the Cedar bosquet. 

The Bronze Boy Bosquet (Bosquete do Rapaz de Bronze) is linked to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s 

short story “The Bronze Boy”. The statue of the lady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 inspired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this flower tale – the Bronze Boy. The garden dates back to the late 19th century but was subject to 

alterations in the 1950s. The Liquidambar bosquet (Bosquete do Liquidambar) gets its name from the 

existing sweet gum specimen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and is also a place of reference in Sophia's story 

“The Bronze Boy”. 

 

The Rose Garden (Roseiral) is a formal garden 

delimited by high hedges of old camellia cultivars. It 

develops like a huge carpet, facing the south of the 

house, with a geometric pattern layout typical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is a simplified habitat, 

dominated by shrubs and sub-shrubs, displaying a 

floristic composition with a significant chromatic, 

textural and olfactory contrast. It is the most 

luminous and central space of the Garden, where 

hybrid tea rose cultivars grow among aromatic bushes. In its corners, young cypresses rise, pointing up to 

the open sky. 

Rose Garden (Roseiral) 

Bronze boy bosquet (Bosquete do Rapaz de Bronze) Bronze boy bosquet (Bosquete do Rapaz de Bronze)

玫瑰园（Roseiral）

是一个四周由古老山

茶品种组成高大绿篱

的花园。它像一张巨

大的地毯，位于房屋

的南面，具有典型的

十九世纪后期特征的

几何图案布局。它是

一个较为简单的生

境，以灌木和亚灌木

为主，显示色彩、质

地和嗅觉对比强烈的

植物组成。它是光照最

好的花园中心的位置，其中生长着

杂交茶香玫瑰品种组成的芳香灌木

丛。在其各角落，较高的柏树指向

开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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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story “The Bronze Boy”. The statue of the lady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 inspired the centr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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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ations in the 1950s. The Liquidambar bosquet (Bosquete do Liquidambar) gets its name from the 

existing sweet gum specimen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and is also a place of reference in Sophia's story 

“The Bronze Boy”. 

 

The Rose Garden (Roseiral) is a formal garden 

delimited by high hedges of old camellia cultivars. It 

develops like a huge carpet, facing the south of the 

house, with a geometric pattern layout typical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is a simplified habitat, 

dominated by shrubs and sub-shrubs, displaying a 

floristic composition with a significant chromatic, 

textural and olfactory contrast. It is the most 

luminous and central space of the Garden, where 

hybrid tea rose cultivars grow among aromatic bushes. In its corners, young cypresses rise, pointing up to 

the open sky. 

Rose Garden (Roseiral) 

Bronze boy bosquet (Bosquete do Rapaz de Bronze) 

Rose Garden (Rosei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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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园(Jardim do 
Peixe)也是一个被

高高的山茶花绿篱

包围的空间，其间

有多个由低矮黄杨

木绿篱（parterre a 
l’anglaise）分割的小

块草坪组成。该园创

建于1950年代，因中

央花坛的像鱼的形状

而得名。这是一个以

草本和灌木为主的生

境，点缀着些柑橘和柏

树，其间还有一小部分古老的玫
瑰迎接春天的到来。

Fish Garden (Jardim do Pei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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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sh Garden (Jardim do Peixe) is a space enclosed 

by high hedges of camellia, made of grass beds 

bordered by low boxwood hedges ("parterre a 

l'anglaise"). Created in the 1950s, the Garden owes 

its name to the shape of the central flowerbed. It 

forms a habitat dominated by herbaceous and shrub 

coverings, punctuated by citrus and cypresses, with a 

small collection of ancient roses celebrating Spring. 

 

The J's Garden (Jardim dos Jotas) is a formal space 

designed by low boxwood hedges, encircled by 

historic camellia hedges. It maintains the 

symmetrical tracing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th J-

shaped beds — the initials of João and Joana 

Andresen, former owners of the Quinta do Campo 

Alegre. 

It is a habitat of shrubs and herbaceous plants (bulbs 

and annuals), where the wavy flowerbeds invite the children to wander and play, exploring the possible 

labyrinth. At the northern top, under a wisteria, a tiled bench creates a space for contemplation and 

romance. 

The Schist Garden (Jardim do Xisto), built in the 1950s, has a modern geometric layout softened by the 

rustic irregularity of the stones. The circular small ponds in its centre form a constructed habitat where 

cattails, papyrus and water lilies thrive. The garden also suggests a certain warmness of Douro landscapes, 

with its schist walls and sidewalks, vineyards, strawberry trees, and lavender. A pedunculate oak surmounts 

it at the south, emphasizing an autochthonous note. The Schist Garden celebrates Porto's connection to 

wine, vineyards and the Douro region. Its low walls, schist pa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 plants evoke 

scenery and elements of the Douro region. 

Fish Garden (Jardim do Peixe) 
 

J's Garden (Jardim dos Jotas) 

 

字母J园 (Jardim 

dos Jotas) 是一个

由低黄杨木绿篱为

主设计的花园，周围

环绕着历史悠久的山

茶花绿篱。它保持

了十九世纪后期的

对称设计的思路，设

有J形苗床——João 

和 Joana Andresen 

的首字母，他们是 

Quinta do Campo 

Alegre 的前主人。

主要种植灌木和草本

植物（鳞茎和一年生

植物），波浪形的花

坛吸引孩子们漫步和玩耍，探索迷

宫。在北边的紫藤下，铺有瓷砖的

长凳，形成了一个沉思和浪漫的空

间。

J’s Garden (Jardim dos Jo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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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collection of ancient roses celebrating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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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 camellia hedges. It maintains the 

symmetrical tracing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th J-

shaped beds — the initials of João and Jo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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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nuals), where the wavy flowerbeds invite the children to wander and play, exploring the possible 

labyrinth. At the northern top, under a wisteria, a tiled bench creates a space for contemp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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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ist Garden (Jardim do Xisto), built in the 1950s, has a modern geometric layout softened by the 

rustic irregularity of the stones. The circular small ponds in its centre form a constructed habitat where 

cattails, papyrus and water lilies thrive. The garden also suggests a certain warmness of Douro landscapes, 

with its schist walls and sidewalks, vineyards, strawberry trees, and lavender. A pedunculate oak surmounts 

it at the south, emphasizing an autochthonous note. The Schist Garden celebrates Porto's connection to 

wine, vineyards and the Douro region. Its low walls, schist pa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 plants evoke 

scenery and elements of the Douro region. 

Fish Garden (Jardim do Peixe) 
 

J's Garden (Jardim dos Jo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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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花园(Jardim do Xisto) 建
于1950年代，其现代几何布

局因石头质朴的不规则而变

得柔和。其中心的圆形小池

塘形成了一个人工生境，香

蒲、纸莎草和睡莲在这里繁

衍生息。花园的片岩墙和人

行道、葡萄园、草莓树和薰

衣草展示了一定的杜罗景观

的温馨。

树木园(Arboreto)位于较低

的一层，约占整个花园的一

半，生长着世界不同生物气

候区的木本植物。沿着蜿蜒

的小径，人们可以体验到一

组更为不规则的空间，在那

里各种森林栖息地融合在一

起，可以欣赏到许多树木和

灌木的自然形态，包括山茶

花。引人注目的是几种落叶

乔木、裸子植物、棕榈树、木

兰、桉树、紫杉和三叶草等。

植物园自2018年起成为葡萄牙

茶花协会荣誉会员，2019年植物园

荣获“绿旗奖”。这是奖励管理良

好的公园和绿地的奖项。国际山茶

花名录的数字版可在植物园以及与

山茶花相关的一些出版物中查阅。

花园里的山茶花在地图上标明了其

代表。

历史信息和带有植物清单的地

图可在 https://jardimbotanico.up.pt/.下
载

也可下载所有引种山茶花的清单
（按所属物种或栽培品种确定）。

花园每天上午9点至晚上7点向

公众开放，免费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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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beloved place of events and meetings, where 

poetry, singing, frogs, and reflexes coexist tunefully 

from time to time. Occasionally, a heron dawns on 

the edge of the lake expecting a fat carp to spring. 

In the Arboretum (Arboreto), at a lower lev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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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西班牙拉科鲁尼亚

所有者：圣克鲁斯·德·里瓦杜拉

侯爵，胡安·阿玛达·迪兹·德·

里维拉。

地址：Lugar de Ortigueira,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Vedra, 15880 A Coruña, Spain

面积：30公顷

园内种植的山茶花：山茶花植株约

2000株（百年古树150余株，已鉴

定品种近200个，野生状态山茶林

1500余株）。

其他植物：1800多个株，属于约

175个物种。知名的有-百年橄榄树

步道（有500多株）、箱形植物、

巨型木兰古树、澳大利亚树蕨、日

本雪松、弗吉尼亚郁金香、翁布、

金字塔形橡树……

设施：停车场、庄园、教堂、厕

所、托儿所、商店、喷泉、池塘、

瀑布、河流、磨坊、地窖、藤蔓凉

棚、玻璃温室、日晷等。

产权自16世纪初就属于该家族，代代
相传，被视为“加利西亚绿色遗产”

的一部分（Rodríguez Dacal, 2014）。

6.�西班牙圣克鲁斯德里瓦杜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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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zo	de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Location: A Coruña (Spain)  

Owner: Juan Armada Diez de Rivera. Marquis of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Address: Lugar de Ortigueira, Santa Cruz de RiBadulla, Vedra, 15880 A Coruña (Spain)  

Surface area: 30 ha  

Coordinates: 42.7725, ‐8.426389 (42º 46' 21''N, 8º 25' 35''W) 

Camellias planted in the garden: around 2,000 camellia specimens (more than 150 centenary 
specimens,  almost  200  identified  cultivars,  and  a wild  camellia  forest with more  than  1,500 
specimens).  

Other  plants:  more  than  1,800  specimens  belonging  to  around  175  species.  Stand  out  the 
centenary  olive  trees walk  (with more  than  500  specimens),  box  plants,  giant  specimens  of 
magnolias, Australian tree‐ferns, the Japanese cedar, the Virginia tulip, the ombu, the pyramidal 
oak …  

Facilities: car park, pazo, chapel, toilets, nursery, shop, fountains, ponds, waterfall, river, mill, 
cellar, vined pergola, glass greenhouse, sundial,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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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非凡的多样性和丰富

的观赏花卉，许多人认为它是加

利西亚最迷人的植物园之一。它

被授予西班牙文化名胜区的称号

(BOE. 21/01/2002)并获得了多个

奖项，其中比较重要的奖项有：马

德里皇家植物园之友协会花园奖

（1985年）；西班牙橄榄树市政协

会授予的西班牙最佳纪念性橄榄树

奖（2015年）和西班牙历史建筑和

城堡协会颁发的西班牙最佳花园奖

（2018年）。

该花园的独特性

基于：

• 其存在的第一个世

纪的单一布局，农田

两侧种有橄榄树。

• 西班牙最大的古代

山茶花品种收集区。

• 源自种子实生苗的

西班牙最古老的四株

华东山茶植株。

• 逸生的山茶花（野

外自己繁育的、未种

植的）森林，这些山

茶花是花园里原始山

茶花的后代。

• 加利西亚独有树木

的数量和多样性的最

大收集区。

• 池塘、喷泉、长

凳、石日晷、温室，

以及天然瀑布和流入

石墙的溪流等。

历史缘由：十六世纪初胡安·

伊瓦涅斯·德·蒙德拉贡 (Juan 

Ibáñez de Mondragon)买下了奥尔

蒂盖拉（Ortigueira）地块。当时

已有建筑物、喷泉和藤蔓；它在自

己的酒厂生产葡萄酒，并有一个水

磨来研磨在那里种植的谷物。

Coca fountain,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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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stinctive element of the Pazo de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is encompassed in a residential, 
agricultural and landscape ensemble. Olive trees for oil production were added to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of  vineyards,  cereals  and  livestock.  Consequently,  in  addition  to  the  buildings 
intended for housing, winery and cellar, threshing floor for cereals, flour mill, bread oven and 
stables, also had an oil mill with its press; many of these buildings are still in use today.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ardening one because  in Santa 
Cruz they form a whole. Hence it has to be kept as such, and if possible, go on restoring it in 
continuity with w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past centuries. 

Reserved gardens  and buildings: The Pazo and  the  gardens of  Santa Cruz have been  taking 
shape  throughout  the  five  centuries  of  its  history.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the  successive 
owners, of the Ibáñez de Mondragón family, structured the property, improved the buildings, 
built the Parish Church and made plantations such 
as  olive  groves,  vines  in  vineyards,  gardens  and 
orchards.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buildings were expanded. 
Mr.  Andrés  de  Mondragón  ordered  the 
monumental  fountain  to  be built  and  completely 
reformed  the  house.  They  traced  the  essential 
walks  in  the  Reserve,  planted  the  flanked 
walkways, channeled the cascade stream with  its 
ponds and built the other pipelines. 

In  the 18th  century, with  the Armada  family,  the 
current granary was built next to the threshing era 
and the pond as a water warehouse for the mill. It 
was expanded with the bread oven. The dovecote 
was  also  built,  and  the monumental  sundial  was 
probably built in that time period as well. 

Picture of the Olive Trees Walk, with more than 500 specimens.

Coca fountain,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a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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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橄榄步道：作物区的布局基

本上是正交的，由两条平行的、三

条横向的大道组成，两侧是一排排

的橄榄树。这种设计的想法与西班

牙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尔果园的布

局非常相似，尽管四个世纪后，形

象却大不相同。时间的流逝和橄榄

树的种植方式已经让位于独特的美

学步道。

Picture of the Olive Trees Walk, with more than 500 specimens.

圣克鲁斯最古老的山茶花：在

一个未知的日期，可能在十七世纪

或迟至十八世纪，一些山茶花是从

种子中种植的-单瓣的红色花朵-靠

近花园的主要长廊，属于十六世纪

的布局。有4株乔木状古山茶树，

相隔约4米，都是高大的成年植

株，高约11.5m。这些都是西班牙

最古老的山茶树。

西班牙独有的逸生山茶花林：

古老的单瓣山茶花，帕索德圣克鲁

斯独特的条件，几个世纪以来，潮

湿阴郁的环境让山茶花在那些年可

以自由生长和繁育，最终形成了“

天然山茶林”。

花园定期向公众开放，冬季10:00-13:00 

和 15:00-18:00开放，夏季10:00-13:00

和16:00-20:00开放。周日下午也开放。

参观花园需要预约，并且都是由花园的专

业人员带领。可以在网站 http://www.

pazoderivadulla.com/contacto/或致

电：0034 981512011进行预约。花园有自

己的网站 (http://www.pazoderivadulla.

com/) 和包含有关它的位置和历史信息的

小册子，以及如何到达、该地区的景点或

活动的信息。游客在花园入口处可获得小

册子。更多信息请访问庞特维德拉和加利

西亚旅游局(https://www.turismo.gal/

que-facer/ruta-da-camelia?langId=en_

US)。此外，花园信息也可在西班牙山茶

协会 (http://www.cameliagalicia.com/

ribadulla.html)的网站以及加利西亚旅

游局的网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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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的

技术和程序对171个山茶属植物，35个

山茶属的品种和变种以及山茶科的12个

属（设21个重复）进行化学分析，利用

水萃取、LC-MS 和LC-MRM程序结果，标

准曲线的制定和定量分析，再利用聚类

分析和Ward链接程序去评价。结果显

示了目前山茶属植物之间和山茶科属

之间基于形态学为基础的分类系统所不

能反映的分类学复杂性。这些新发现揭

示了，即基于咖啡因、L-茶氨酸和另外

8个次生代谢物的分析，表明在新的分

类系统HPLC数据、当前应用的形态学以

及分子为基础的研究之间存在不可忽视

的不兼容性和差异。新获得数据已经证

明了仅依据HPLC得到信息去建立一个新

的、独特的分类系统是可行的。因此，

新的HPLV数据将会大大增强目前已用的

山茶属和山茶科植物的分类系统，并且

对解决大量的正在讨论的相关问题和迄

今尚未解决的分类问题作出贡献。

For the complete presentation, kindly refer to the 
ICS website.

山茶科植物叶的HPLC数据分析结果的综述
 Dr George Orel - Project Camellia - g_onebonobo@hotmail.com 

� 耿芳�译

C. Luteonerva

C. Erubescens

C.Crassisep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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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versidade dos Açores. CHAM-Açores 
 (maria.iw. albergaria@uac.pt)

植物采集的兴起贯穿于整个19

世纪和日益增长的西方对东方主义

的迷恋文化使茶花在欧洲园林中成

为最受青睐的观赏植物，并逐渐发

展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

非，以及山茶属植物的原产地日

本、中国和其它东亚地区。自从

1962年国际茶花协会（ICS）的成

立，山茶属植物的知识宣传与传播

以及历史文化和基因研究，栽培、

杂交和保护过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改

进，并且提供给山茶花爱好者以及

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观众。在19世

纪末，国际山茶协会设立了“卓越

花园”项目，即向大众推广具有漂

亮茶花的美丽花园。毫不奇怪的

是，最新版本的国际山茶花协会大

会的议程里包含了文化和旅游这一

类。这一栏主要阐明了由亚速尔群

岛绿色花园项目创造的“山茶花之

路”数字工具（程序和网页）所带

来的贡献。偏离经典旅游的结构，

即包括线路、参观地点和住宿，圣

米格尔岛（亚速尔群岛）山茶主题

路线具有很强的说教成分，利用替

代交流程序很好的与创意旅游的感

念和文化映射程序结合起来。这样

就可以研究、发现和学习有关山茶

的历史收藏和历史品种，模式标

本，山茶艺术和传统文化，品种鉴

定研究，以及重要事件、展览和文

献资料。

1.�引言
考虑到美丽的花园中种植山茶

花作为旅游资源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一段时间以来，茶花已成为

主题旅游线路的一部分，甚至在许

多国家建立了跨国规模，例如2011

年提交的由欧盟委员会内部资助的

创建欧洲茶花路线项目，或者以西

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亚山茶花路线为

例，这是2014年在蓬特韦德拉举办

的ICS大会上提出的。最新版本的

ICS大会议程中也显示了对茶花旅

游市场的合理定位的需求。他们的

项目不仅包括文化和旅游类，还包

括90年代末期ICS设计的“卓越花

园”项目，旨在向公众介绍美丽花

园因有美丽茶花而更美丽。除了这

些国际性的活动之外，在不同地区

还有各式各样的传统茶花展览也同

样一直吸引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这些活动和项目的举办使得一个基

于图像和经济影响的地方品牌建立

的现象可以说是全球旅游市场中的

园林旅游线路中的茶花：亚速尔群岛绿色花园研
究项目的贡献�

伊莎贝尔·苏亚雷斯·德·阿尔贝格里亚

耿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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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特战略。基于过渡空间的迅

速增长(Marc Augé, 1992)，考虑到

我们生活的后现代和全球化世界，

我们急需找出差异性和独特性。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拼命寻找记忆、

遗产和传统的地方（是否发明）

(Nora, 1984)。关于茶花及其传统活

动、历史收集和稀有的老品种之间

的文化联系，亚速尔群岛都有着无

可置疑的位置优势。

过去的20多年中，越来越多

的山茶品种被鉴定，这要感谢国

际专家Guido Cattolica， Andrea 
Corneo， Marc de Coninck-Andries，
和已故的Waldemar Max Hansen以
及其他人的杰出贡献。从1999年开

始定期举办茶花展，现由Povoação
市政府和Terra Nostra公园管理办

公室接管，国际五大ICS亚速尔群

岛会议（2000年、2007年、2010
年、2013年和2015年），由João 
Sampaio 和 Carina Nobrega 运行的

森林保护、植物育种和繁殖服务项

目，由Isabel Albergaria 和 Eduarda 
Paz 执行完成的关于山茶的历史、

起源与文化以及市场贸易的档案文

献研究，收藏了699个品种资源的

Terr Nostra公园评定为“卓越公园”
以及其他成就，如新发现的康托约

瑟夫（Mata-jardimJosé do Canto）
很显然使得亚速尔群岛（尤其圣米

格尔岛）成为欧洲的一个山茶花热

点。

2.亚速尔群岛-绿园项目

亚速尔群岛绿园研究项目

(https://www.otacores.com/

greenga/?lang=en)的目的是挖掘

历史性公园的新文化内涵，从而

有助于其更好的发展（Pierce et 

al., 2011）。该项目对亚速尔群

岛的三个岛屿上12个具有悠久历史

的公园的历史元素、植物元素以及

1.Camelias exhibition in Furnas valley,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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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遗产元素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作为一个相对淡季利基的市场，为

了提高亚速尔群岛园林旅游的客流

量，我们进行了SWOT分析，同时明

确了亚速尔群岛上所有公园的优势

和弱势。最重要的输出结果是有一

个应用程序移动工具和一个网页。

对山茶花而言，该项目的主要成果

是制定了“山茶花旅游路线”，包

括了说教性、创造性和探索性要

素，很好的映射出创意旅游和文化

旅游的概念(Duxbury, 2015)。这就

意味着偏离了经典之旅的结构，即

包括了路线、游览地点住宿，圣米

格尔岛的山茶花主题路线的重点是

整合新方法去收集和利用从生产中

得到的数据，从而提升社会资源（

政府和私人），以聚集更多的参与

者、园林参观者和ICT用户。 

2. Azores - Green Gardens Projects’ Web page (https://www.otacores.com/gree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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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与方法�

为了达到项目的目的，我们选

择了6个类群：1）6个原始种质；2

）10个文化相关联的栽培品种；3

）三位创意家、艺术家和工匠；4

）植物保护、育种与繁殖组；5）

研究与网络信息传输组；6）当地

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所用的方法非

常接近文化映射的概念，作为文化

资产、当地故事、实践、关系、记

忆和仪式研究的另外一种模式，也

揭示了地区的自身特征，同时也增

强了他们与外国游客、国际交流和

专家组的关系。在这里要非常着重

的强调一下工作过程中不同参与者

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和公共行政

服务（波瓦昂市和德尔加达市的市

长办公室和市森林服务局）；公司

和协会，如Grupo Bensaude，葡萄

牙历史花园协会，葡萄牙国际山茶

协会，何塞杜坎托基金会；以及私

人拥有者，专家和研究人员，艺术

家和工艺师。

为了更详细的去描述这个跨学

科的研究，我们大约对30个花园和

绿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有兴趣的

标本进行了定位，记录了有标记的

变种和栽培种并对非常稀有的变种

作了信号标记。负责植物育种和繁

殖的团队已经繁殖了约1000个山茶

的新芽并准备重新引入到历史花园

中。关于茶花栽培早期历史的更多

信息，如大量植物爱好收集者，海

上茶花供应链和当地苗圃的活动的

信息现在已经对公众开放。山茶花

旅游路线项目还包括一名摄影者，

一名雕塑家和一名工匠，他们每个

人寻求将他们的工作扎根于这个项

目以及创意旅游的方法。

3.Group Photo at Mata-Jardim José
do Canto,during a showing by 
Andrea Corneo on the layering 
proce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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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讨论�

亚速尔群岛-绿色园林工程项

目中“山茶花路线”的主要成果可

概括为3个方面：说教性、信息性/

用途和创新。还有三种不同的沟通

策略：a) 数字工具：包括移动应

用程序、网络：用于与社会连接并

有可能直接向花园拥有者和照顾着

发送信息；b) 书籍和文献的出版，

尤其为资深观众者的设计；c）一

个可以量身定做旅游的创意旅游平

台。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工具，我

们打算接触更多的受众，包括年轻

人、群体（中年人）和老年人。这

些领域之间的联系有望改善游客的

体验。他们的反馈对于一个持续过

程的知识转移至关重要。

4. Camelia Route on the Azores- Green Garden’s web page (http://www.azoresgreengardens.com/)

教学工具包-对于那些想要更多的

审美观照的人来说，网站上会有关

于山茶属植物的信息，如它们的野

生和自然种，园艺栽培品种和杂交

种，以及山茶花的形态学分类。也

会有关于如何种植茶花，茶花育种

及实生苗；不同类型的种植园：绿

篱、树丛、孤植或修剪成防风林。

最后，还会有书籍、杂志和专门的

网站作为参考资料去查阅更多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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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原始种的收集-根据收藏规

模、公众可及性和可获得的信息等

标准，选择了6个收藏有精美茶花

的花园。其中两个是私人地产，必

须实现安排进入。对于所有其他站

点，有关位置和方向、时间表、便

利设施、入场费和推荐行程的信息

都是可用的。

5.Four of the six gardens where one can find fine camellia collections. A - Jardim Pitoresco: B- Santana Gardens; C -josé 
do Canto Woodland Gardens; D - Camellia Garden at Terra Nostra Gardens

贾迪姆皮托雷斯科（ Jardim 
Pitoresco）-在塞特·西达德斯的

拉戈亚-阿苏尔西南岸，在岛的西

端，Jardim Pitoresco是以前一个

大型植物园的遗迹。目前占地5公

顷，海拔260 m。在那里，人们可

以找到最好的一套古代茶花，特别

是沿着小巷和小径，形成完全封

闭商场。一些古老的意大利品种，

如‘弗朗西斯科·费鲁乔’，‘伯

爵’拉维尼娅·玛吉，‘变形金

刚’，‘加洛弗洛’、‘伊涅亚’

或‘茨威提’维拉脱颖而出；其

它的是白色花的变种：Mathotiana 
Alba，还有“阿尔巴露西娜”，甚

至还有稀有的日本品种‘摩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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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纳酒店（Jardim de 
Santana） 桑塔纳宫，目前是亚速
尔群岛自治区主席的官邸，周围环
绕着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花园可以追
溯到橙色贸易的黄金时期。贵族
的优雅是19世纪花园和宫殿的标
志，与其他建筑不同，它保留了原
始设计的维多利亚精神，在那里，
延伸到新古典主义宫殿正面的大型
花坛占据了主要的景观。在这里
展示的丰富的植物收藏中，有巨
大的新西兰圣诞树（Metrosideros 
excelsa）、莫顿湾（大叶榕Ficus 
macrophylla）、不同的白千层（
下垂白千层Melaleuca armillaris、
白千层M. linariifolia和柱叶白千
层M. styphelioides），诺福克海
岛松（南洋杉Araucaria bidwillii、
柱南洋杉A. columnaris和异叶南
洋杉A. heterophylla）脱颖而出。
乔斯·雅科姆·科雷亚Jose Jacome 
Correia（1815-1886）在旧时代果
园曾经是一个最大和最著名的茶
花收藏者。直到1862年，共种植
了281种茶花，所有品种都在一个
手写的小笔记本上进行了编号和鉴
定。然而，只有极少部分当时的品
种还留在原地。其中一部分是非常
稀有的品种，如‘Fimbriata Alba’,，
以及非常流行的´Calypso´, 和 ‘Sara 
Frost’。

平哈尔广场Parque do Pinhal da 
Paz.  Pinhal da Paz森林保护区和休

闲公园是António do Canto Brum在

20世纪中期向社区提供的一个大

型（49公顷）归化林地。“米尔哈

弗尔教堂”观景楼让游客可以360°
欣赏壮观的岛屿景色。山茶园、茂

密的日本雪松林、黄杨木迷宫、蕨

类植物园、棕榈树木园、仙人掌花

园和悠长的小路以及两边都是杜鹃

花和山茶花的小径是最吸引人的地

方，这些景点早在1989年时就对外

开放了。徒步旅行、享受大自然和

野餐是在这个公园可以进行的主要

活动。在山茶花中有些比较稀有的

品种是非常突出的，如‘Fimbriata 
Alba’，  ‘Oranda Kô’，‘Virginia 
Franco’ 或 ‘Latifolia’； 意大利

的‘Montironi’， ‘Madonna’；英国

的‘Clara Maria Pope’和 ‘Spectabilis 
Loddiges’；外来的品种‘Monstrous’
，这个名字是因为花是砖红色而非

花的大小；一些蓬蓬花Pomponias
被视为‘贵族Nobilissima’，尤其 ‘红
蓬蓬花Pomponia Rubra’以及其它的

一些，从单瓣到复瓣。

赫尔达德·达里贝拉·多萨

尔托Herdade da Ribeira do Salto. 
位于北部海岸的里贝里尼亚，在

岛上，Ribeira do Salto的古老

庄园占据了岛上最重要的农业区

之一。从房子的阳台上可以看到

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农业生产的情

况。由于灌溉系统的建设，种植

了小麦、木材、甘蔗、柑橘、亚

麻，甚至水稻，最近还种植了烟

草、菊苣和甜菜根。目前，这片

土地几乎全部用于放牧。房子附

近有一个种着茶花的果园。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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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品种中，人们可以欣赏到著

名的经世代突变的古老的´Alba 
Plena´和‘Cariophylloides’；法国

的‘Drouard Gouillon’，英国的

´Kelvingtonia´和‘Cup of Beauty 
Dark Pink’ (‘Taça de Formosura’)
，这些都是在欧洲非常稀有的

品种；葡萄牙的‘Augusto Leal 
Gouveia Pinto’（当地称´Bidona´）
或者美丽的双形‘Parvula’。另一

个亮点是最近收集的古老的意大

利茶花，如‘Stella di Compito’， 
‘Oscar Borrini’ 或者 ‘Ridolfiana’。

玛塔·贾迪姆·何塞·多·
坎托Mata-jardim José do Canto. 何
塞·多·坎托森林公园位于熔炉湖
畔，是岛上拥有最多山茶花数量的
公园（目前大约有1500株）。在众
多山茶品种中可以找到来自欧美不
同产地的华东山茶的栽培品种，如
`Contessa Lavinia Maggi´, `Chandleri 
Elegans´, `Garafola´, `Honneur d’ 
Amerique´, `Mathotiana Rubra´, 
`Mutabilis Trasversii´, `Princepessa 
Aldobrandini´, `Isabelle´, 
`Rubina´, `Spectabillis Loddiges´, 
`Pensylvanica´, `Zwethii Vera´或者
葡萄牙的`Bracarense´，和`Augusto 
Leal Gouveia Pinto´。在何塞多坎
托拥有的广阔林地上，茶花种植发
生在1858年至1885年间。150多个
老品种的正确鉴定是一个国际专家
和当地学者感兴趣的挑战。由现
在的主人亨里克和玛格丽达·奥

利维拉·罗德里格斯（Margarida 
Oliveira Rodrigues）培育的一种新
的山茶属植物，有大约200个不同
种类和品种的标本，包括葡萄牙、
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老
品种。

诺斯特拉广场Parque Terra 
Nostra. 这就是位于熔炉谷的最著
名的亚速尔公园，这个公园已作
为维护的范例，并因种种原因，它
是一个必看的景点。一个巨大的热
水箱，周围环绕着一圈高高的南洋
杉属植物，给你一种舒适放松和不
一样的浴室感觉。如果游客冒险进
入12公顷的陆地上，他们会发现难
以置信的植物资源：山茶、苏铁、
蕨类、凤梨科植物、亚速尔特有植
物园、维利亚花园和其它主题的花
园；这里还有火山湖、铁路溪流、
洞穴、桥梁和瀑布。然而，茶花是
冬天的皇后花，从11月到4月是公
园的主要景点。这个设施覆盖了四
个相邻的地区，在这里可以发现由
园丁费尔南多·科斯塔自从1994年
采集的山茶杂交种、华东山茶、茶
梅和滇山茶的标本。共有45种，约
800个分类群（699个已标记）。在
老品种中，从茶、华东山茶和滇山
茶中选出了10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
的茶花，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起源
（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中国、
日本、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以
及它们的稀有性、知名度或象征意

义。



79

1.茶树 Camellia sinensis var. 
sinensis.有关报道证实，雅辛托·

贝当古特（Jacinto Bettencourt）

于1820年左右从里约热内卢的植物

园引进了茶树。1860年至1914年

间，北部沿海的广大茶园支持了岛

上成功的工业茶叶生产。Gorrana

茶园是最古老和最大的仍在生产的

茶园。

2.�滇山茶‘归霞´Captain Rawes´.

起源于中国的滇山茶在1820年被

英国的海军上校罗威士带到欧洲（

肯特郡，英国）。1830年，它被《

英国荷鲁斯》Hortus Britannicus

和《伦敦园艺学会学报》命名为“

罗威士船长”茶花。1843年，它已

经出现在圣米格尔现有品种的列表

中。它呈现出一个大的折叠花，花

瓣呈亮粉色起伏。它是亚速尔群岛

种植的唯一的一种滇山茶，所以被

十个文化相关品种

6. Six of the 10 cultivars selected as of relevant interest. A – ´Bidona´ (´Augusto Leal Gouveia Pinto´), B – 
´Masayoshi´or ´Donckleari´; C- Camellia sinensis; D - ´Pena de Pato´(´Fimbriata Alba´); E - ´Captain Rawes´(C. 
reticulata); F - ´Autonomia dos Açores´.



80

广泛推广。一个非常著名的标本植

物就位于熔炉教区教堂前面的花园

中。

3. Taça de Formosura. 
´桃金娘Myrtifolia´(澳大利亚) 或 ´美
丽的玫瑰杯Cup of Beauty Rosea´ (
华东山茶C. japonica)。它们是罗伯

特·福琼从中国带来的，并且被van 
Houte在1857年的Flore des Serres中
得12卷183页中所描述。有两个芽

变种有时会与这个品种混淆：´Cup 
of Beaty´和´Madame de Cannart 
d´Hamale´，它们具有同样的规整的

叠瓦状圆形花瓣，但分别是白色和

浅粉色。‘Taça de Formusoura’实际

上是1999年在亚速尔群岛的庞塔德

尔加达艺术学院举办的茶花展上被

一个到访的国际茶花专家重新发现

的。从那以后，它就在一些欧洲花

园被繁殖推广。

4.´Pena de Pato´，´Fimbriata Alba´. 
属于华东山茶的栽培品种，被

命名为´Fimbriata Alba´，在当地很

有名。它的花很容易辨认，因为花

瓣末端有像牙齿一样的锯齿。在

1851年的《农业促进协会目录》

中有提到，但没有任何描述。目

前在种植上非常罕见，在Pinhal da 
Paz的休闲森林和Ponta Delgada的
Sant’Ana花园有这种品种的优良标

本。

5. ´Masayoshi´，´Doncklaeri’´. 
华东山茶的品种，这个品种在

比利时被称为‘唐克莱里Donkelarii’
，并于1833年由考图瓦Courtois，

在马加津德霍尔蒂库特尔Magazin 
d’Horticulteur首次描述。在亚速

尔群岛，唐克莱里的种植至少可

以追溯到1851年（SPAM植物拍

卖，1851年）。

6. ´Espanhola´，´Calypso´. 
华东山茶品种，这种牡丹型品

种的花有很大的红色花瓣，在当

地被称为‘Espanhola’，可能是因为

它的花色 艳丽，尽管它起源与意

大利。范霍特van Houtte在1858年
的目录中描述了它。中文的同义

词：‘Calypso Vera’和‘Wola’。是亚

速尔群岛分布最广泛的品种之一，

在莫加多迪奥戈农场有一个很大的

标本植物，目前是里贝拉格兰德阿

格里贝拉托儿所的一部分。

7. ´Camélias das Furnas´， ´Olho de 
Craca´，´Otome´? 

华东山茶的品种。这个华东

山茶的重瓣花品种在农田防风

林中是很常见的，但它真正的

起源还是未知的。它被怀疑是曾

在“Michaelense植物标本”中提到

的并于1843年出版在“O Agricultor 
Michaelense”上称为“克拉卡之眼”
的同义词。目前它已经被确认

为‘Otome’，但这个确认很难令人

信服。

8. ´Bidona´，´Augusto Leal Gouveia 
Pinto´.

华东山茶的品种。原产葡萄牙

的品种‘Augusto Leal Gouveia Pinto’
，并被列入真正的葡萄牙农业钟表

公司目录（Nº33，1899，p.23）。



81

由于在波尔图的Alfredo Moreira 

da Silva苗圃中，该品种成为葡萄

牙原产茶花中最受欢迎的品种之

一。2004年，它被皇家园艺学会的

一个专家委员会选中，以庆祝该学

会成立200周年。在圣米格尔，它

以‘比多纳Bidona’而闻名，这多

亏了D. Leonor Machado de Faria 

和 Maia对这个品种所做出的贡献。

这个品种的美丽标本植物可以在拉

戈阿达斯熔炉Lagoa das Furnas的

玛塔-贾尔迪姆何塞多坎托Mata- 

Jardim José do Canto看到。

9 . A ç o r e a n a ´ ( 华 东 山 茶 C . 
japonica).

´Açoreana´ 具有纯白色规整

的重瓣螺旋状花，最早是由当地

的一个苗圃人发现的，这个人很

可能是S.Miguel的园丁乔治.布

朗George Brown（1813-1881）

，在他1858年出版的113个品种目

录中首次公布了这个品种(Paz & 

Albergaria, 2016)。新品种由

José Marques Loureiro（目录

号：1，1865，目录号：9，1872-

1873，目录号：19，1883-84

）和波尔图Real Companyhia 

Horticolo Agricola（1902年第36

号目录，第47页）注册。

7. The Stuttgart Botanical Garden Director receiving 
from Waldemar Max Hansen, then vice-President of ICS, 
a plant of ‘Sophia’.

10. ´Autonomia dos Açores´ （华

东山茶C. japonica）
半重瓣到银莲花状粉红色，

不规则地有纯白斑点，部分雄蕊

瓣化。专家首次命名为‘索菲

亚Sophia’。因为它最初起源

与比利时，后被献给德国公主

Sophia Frederica Matilda of 

Württemberg。经过当地的一个

园艺工作者Carlos Afonso繁育

后，曾经有一个新的子代被送

给了斯图加特的植物园。但因

种种原因，它的性状并没有得

到保留。Horticola公司的原始

记录表中关于‘Autonomia dos 

Açores’的参考，并没有任何描述

（Guedes&Oliveira，2010:51），

留下来作为线索。最后，书证终结

了争议。1894年出版的当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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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记录，被存放在Ponta Delgada

公 共 档 案 馆 和 图 书 馆 的 保 留

房间中，记录到：《目录2 3 1

号：´Autonomia dos Açores´，

以美丽的形状、大小和颜色著称》

。‘Soph i a’在同一目录中注

册，编号为200。现在可以肯定的

是，´Autonomia dos Açores´起源

于亚速尔群岛，几乎肯定是在自治

法令颁布前一年由园艺工作者João 

Augusto Carreiro繁育的的。

茶花摄影工作室

第一次茶花摄影研讨会于2020

年2月14日在圣米格尔举行。在福

纳斯展览向公众开放之前，参加者

有机会参观了此次展览，并参观了

自然环境和摄影棚环境中的茶花。

与Pedro do Canto Brum一起拍摄是

一项艰巨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参

与者学习了照明技术的秘诀、最佳

框架选择、短/深度聚焦选择、必

要的装备（过滤器、反光镜、洒水

器、剪刀等）和合适的镜头。其结

果是通过技术设备沉浸在植物环境

中的难忘经历。

“自制纪念品”意义上的手工香皂

工作室

Márcia Vieira Lima在Furnas

8. Plant catalogue by the local nurseryman João Augusto Carreiro de Mendonça where is mentioned the new 
cultivar ´Autonomia dos Açores´, in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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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营着一个小型有机农场和一家

高档手工肥皂店。她对自然的热爱

和对当地资源的利用使她在产品中

使用茶油和茶叶玛西娅住在百慕

大，在纽约艺术设计学院学习设

计。对岛上遗产的强烈奉献和分享

知识的意愿使她成为在“山茶花之

路”计划（计划于2020年4月）中

经营手工肥皂车间的合适人选。

亚速尔群岛-绿色花园项目的

核心是共同创造过程，来自不同学

科领域和机构的人员为该项目产出

中“茶花路线”的设计、营销和执

行提供了更有效和创新的方法。在

创意旅游和文化地图中，研究人

员、管理人员、艺术家和政策制定

者正在努力理解旅游业的新动态和

需求、新的传播战略以及新技术和

数字工具的影响。我们相信，整合

创新的方法来收集和使用来自该领

域的数据，促进社会联系和组织来

源，将促进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
致谢�

很多人和机构值得我们

真诚的感谢。在这里要特别

感谢Margarida Rodrigues, 

João Forjaz Sampaio, Carina 

Nóbrega, Eduarda Paz, Ricardo 

Cruz, Maria Lima, Carina 

8. The brochure for Camellia Photography Workshop and a handmade soap shop owned by Márcia Viera L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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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Fernando Costa, Pedro 

do Canto Brum, Márcia Vieira 

Lima, the Bensaude Group, the 

Municipalaty of Povoação, 地

区林业局the Regional Foresty 

Services,地区科学和技术管理

局 the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

及亚速尔群岛旅游观测站 the 

Observatory of the Tourism of 

the Azores。 这项研究是由欧洲

区域发展基金通过业务计划“亚速

尔2020”共同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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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有能力适应其环境中的

特定条件，从而导致形态多样化和

物种形成。人们认为物种形成更可

能是交配前隔离而不是交配后隔离

的结果。因此，要阐明植物的物种

形成，重要的是确定导致交配前隔

离的因素。在日本，山茶组中的山

茶（Camellia japonica）和雪椿（C. 

rusticana）都是自然分布的。尽管

它们的栖息地和形态存在差异，但

根据研究人员的不同，它们被归类

不同的等级：变型、亚种或种。因

此，它们的分类地位仍不清楚，而

且如果它们的栖息地彼此相邻，它

们就会产生杂交。雪椿生长在多雪

的地方，而山茶则不然。

山茶是鸟类传粉，而雪椿是昆

虫传粉。

基于传粉者的变化讨论山茶组的物种形成
 日本新潟大学 阿部晴惠

 王仲朗 译

Fig. 1 A cross section morphology observation of leaves of C.japonica and C.rust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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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物种都适应了不同的生

长环境和传粉媒介。因此，它们可

能是通过交配前的分离而形成的，

这会导致花和叶的形态突变。因

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花叶形态

和遗传分化来检查两个物种的物种

形成程度。在结果中，可以通过叶

形态中是否存在皮下组织来区分这

些物种。有皮下组织的种群主要分

布在雪椿的分布区，而没有皮下组

织的种群主要分布在山茶分布区

（图1）。在花形态上，PCA分析清

楚地区分了这些物种，并且这些物

种之间的花瓣和花丝颜色也有统

计学差异（图2）。累积贡献率在

PC1轴上约为87%，在PC2轴上约为

96%。在PC1轴上，特征值接近上

限-0.5，具有最大的雄蕊长度、聚

结率和雌蕊长度。

基于8个cpSSR位点和151个SNP

的遗传结构可分为三支：南部山茶

和北部山茶及雪椿。山茶的单倍型

多样性为3.13，雪椿为30.8。这些

结果表明这二个物种之间的形态和

遗传差异很明显。此外，我们定

量地调查了候选传粉者，即山茶是

鸟类传粉者和雪椿是小昆虫传粉

者，这意味着两个物种之间的基因

Fig. 2 PCA analysis using flower traits of C. japonica and C. rust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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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可能很少见。综上所述，由于

形态差异不连续，遗传多样性无差

异，因此认为山茶（C. japonica）
和雪椿（C. rusticana）应为不同的

物种，且亲缘关系较远。这也表明

环境差异导致的交配前隔离是促进

山茶组物种形成的因素之一，鸟类

和昆虫之间的传粉媒介的不同而产

生差异。山茶的主要传粉媒介是鸟

类，因为它在温带森林中水果和昆

虫供应有限的冬季开花。另一方

面，雪椿在昆虫开始出现的早春季

节由小昆虫授粉。因此，不同环境

的适应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授粉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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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至1859年间，在与世隔

绝但和平的江户时代，长崎是外国

进入日本的唯一通道。尽管从1793

年到1815年失去了独立时间，但荷

兰一直是长崎港德岛贸易和文化交

流的欧洲独家代表。

在江户时代的218年间，许多

欧洲人来到这里。日本历史上的重

要人物是恩格伯特·坎普弗、卡

尔·桑伯格和菲利普·弗朗茨·

冯·西博尔德。他们对这个远东国

家很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日本人

对这些欧洲人来自哪里感到好奇。

我想有朝一日去欧洲看看他们的

家。

一开始，恩格尔伯特·坎普弗

（1651-1716）从未打算来日本。

他是德国人，出生在德国西北部的

莱姆戈小镇。他从斯德哥尔摩北部

的乌普萨拉（Uppsala）开始了他

的旅程，当时他是瑞典驻波斯贸易

代表团的成员。在冒险旅行之后，

他从巴达维亚（现在是印度尼西亚

的雅加达）来到日本，成为荷兰东

印度公司的一名船上医生。他在长

崎的逗留时间是从1690年到1692

年。回国后出版了《异国情调》。

（图1）。

Fig.1

 莱姆戈博物馆，一座奇特

的博物馆，展示了中世纪女巫狩

猎的历史和山奈夫的作品（图2

）。山奈夫用蚀刻的图画描绘了

许多日本植物。书中还发现了一

个日语单词“Tsubaki”（椿）

，意为山茶（图3），但奇怪的

是看到一个不完整的日本字符，

缺少“日”字部分（图4）。我

在2018年法国南特的大会上认识

了一位来自英国的茶花朋友。我

们谈论了坎普弗的作品，特别是

山茶花的绘画。他在山奈夫出版

这本书时出现了经济困难。我猜

他买蚀刻机的钱还不够。这可能

就是一部分字符丢失的原因。

从长崎到欧洲研究人员的家中
 Tadashi Karato 

 (zip.179-0081 Kitamachi 5-9-9, Nerima-ku, Tokyo, Japan  fam.karato@nifty.com) 

耿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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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Fig.3

Fig.4

他死后所有的财产都被他的侄
子接管了。汉斯·斯隆爵士是英国
著名的收藏家、皇家医生和可可
豆配方的发明者，他买下了坎普
弗生前旅行所搜集的文献资料。
文件中部分与日本有关的资料被
一个瑞士医生约翰·卡斯珀·谢
赫泽翻译成英文，称为“日本历
史”（图5），也在博物馆展出。 

Fig.5

197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访问日本时，她在故宫的宴会演

讲中引用了这本书的序言：“伊

丽莎白一世时代第一批来到日本的

英国海员和商人，在你们的文明中

发现了许多值得惊叹和钦佩的东

西。后来，在1727年，一位《日本

历史》的英文翻译家在他的序言中

写道，他的书描述了一个勇敢的国

家……一个有礼貌、勤劳和善良的

民族，他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使他们

富裕起来，并拥有一个大自然为其

倾注了最宝贵财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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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名人是卡尔·彼得·桑
伯格（1743-1828）。我在德国皮尔
尼茨的城堡花园遇到了这个传奇人
物，当时我作为建筑项目经理参与
了1997年波兰的一个发动机装配厂
项目。圣诞节前的一天，我的一个
朋友把我带到了德累斯顿和皮尔尼
茨。我在城堡花园里发现了一座巨
大的玻璃房子，专门为一株可能有
240多年历史的山茶花而建(图6）

。

Fig.6

在那里我听说了一个传说，桑

伯格从日本送来了茶花（图7）。

这个传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写了一本

关于山茶花如何从长崎到达皮尔尼

茨的小说。它的名字是“安爱山茶

花”，后来又出现了德语版本（图

8）。这些书促使我加入了日本茶

花协会和国际茶花协会。桑伯格是

卡尔·林恩的学生，他被称为分类

学之父。桑伯格听从教授的指示，

在南非探险后作为荷兰东印度群岛

的船上医生来到日本公司，和山奈

夫一样。

Fig.7

Fig.8

桑伯格在德岛只呆了一年

（1775-1776），因为小岛上的生

活让他无法忍受。他把岛上的荷兰

分支机构称为监狱。所有外国人都

被限制呆在那里。每次出岛采集植

物，他都要征得许可，就像坎普弗

一样。他破例获准前往日本当时的

首都江户（东京），但他只能经历

一次长途旅行。长崎和东京之间的

距离约为1200公里，往返需要步行

和乘船大约4个月。这一次不仅对

桑伯格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对那些对西方文化和科技感兴

趣的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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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坎普弗和桑伯格从乌

普萨拉开始了他们的探险，这让我

非常感兴趣，我想去参观一下这个

城市。经过一番考虑，我找到了进

化博物馆，那里仍然保存着桑伯格

在日本收集的标本，在那里我可以

约个馆长，Hjertson博士. 当我在

2019年一个美丽的秋天找到博物馆

的植物园和行政大楼（图9）时，他

亲切地引导我进入了桑伯格的宝藏

室（图10）。他给我看了桑伯格从

日本带来的茶花标本。茶梅的原始

材料（图11）让我想起了1784年出

版的《日本植物志》中对茶梅的蚀

刻（图12）。蚀刻画可能是参照这

个标本画的。除了日本山茶花的标

本（图13），他还向我展示了当时

在乌普萨拉和丹麦种植的另一片山

茶花（图14），最后提到，桑伯格

的日本植物收藏是乌普萨拉大学进

化博物馆和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在

日本筑波的一个联合项目。

Fig.9

Fig.10

Fig.11

来到长崎最著名的人是菲

利普·弗朗茨·冯·西博尔德

（1796-1866）。他对日本学者和

医生影响很大。他非常有名，日本

学校的每个学生都知道他是谁。他

是在明确的国家指示下从荷兰被派

往日本的，即应系统地采集和收集

日本的本土植物和相关信息，以促

进荷兰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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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Fig.13

Fig.14

在他逗留期间，他可以很容易

地离开岛屿，并在长崎郊区建立他

的私立学校，因为他的医学知识和

能力是迫切需要的。在学生们的帮

助下，他收集了许多本地植物，并

把它们从长崎送到巴达维亚，在那

里他建造了自己的花园，从那里他

的植物被运往荷兰。就在他预定

于1828年秋天离开长崎之前，他因

一桩丑闻被捕。他想拿走当时的最

高机密——日本地图的复印件，以

及从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得到的官方

服装，因为眼科医生不允许他随身

携带。然而，停泊在港口的荷兰船

被强台风吹走搁浅。他的89个板条

箱，已经包装和装载，被收回和详

细检查。他受到了严厉的审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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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又被关了一年。如果没有这件

事，他可能会把许多其他的茶花送

到欧洲。

他送的最著名的茶花

是‘Tricolor’（Ezonishiki）
和‘Donckelarii’（Masayoshi）。去

年秋天，我参观了德国维尔茨堡的

西博尔德博物馆（图15）。在大楼

的楼梯间里，展出了他的《日本植

物志》的画作。我发现了茶梅（图

16）和华东山茶花（图17），这似

乎不是我们熟悉的华东山茶花，这

个是单瓣。可能是在这本书出版的

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

Fig.15

Fig.16

Fi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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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这三位
来自欧洲的研究人员是在江户时代
来到长崎的，当时经济非常好，文
化运动非常活跃。山奈夫出现在
元禄时代（1688-1704），桑伯格

出现在安永时代（1772-1781），
冯·西博尔德出现在文化文政时代
（1804-1830）（表1）。可能是历

史巧合的一部分。

T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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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豆大岛是东京都内伊豆七岛

中最大的一个，是日本最著名的野

生山茶（Camellia japonica）的生

长地。它是一座四面环海的火山

岛，海洋性温暖气候，雨量充沛，

得天独厚的周边海域，土壤排水良

好，适宜山茶植物生长。

根据伊豆大岛町政府的统计，

伊豆大岛约有300万棵野生山茶

树。山茶（C. japonica）是岛上植

被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环境中，伊豆大岛的

岛民喜爱美丽的山茶花，在日常生

活中将山茶作为熟悉的优良树种用

于多种用途。伊豆大岛的山茶花主

要有两种使用方法：

一是种植山茶树，作为农田和

民居的防风林。在多风的伊豆大

岛，强风造成的破坏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人们必须加以防范。另一个

是制作加工产品，例如通过压榨种

子获得的山茶油和由山茶木材制成

的高级木炭。

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旅游业

中，攀登三原山是经典的观光之

旅。自古以来，伊豆大岛的人们对

她敬仰不已，因火山口不断喷发，

将这座山命名为御神火（天神火之

山）。游客们也在游岛赏花，在回

家的路上购买酱油等特产。每年2

～3月左右，伊豆大岛的山茶花盛

开的景色吸引着众多游客。

最终，由山茶树制成的木雕安

可娃娃和由种子制成的配饰被开发

为新的伊豆大岛纪念品。因此，山

茶与伊豆大岛人的日常生活、历

史、文化和产业息息相关。

 

但近年来，由于区域开发和养

护管理不善，山茶树的数量有所减

少，开花山茶的景观面积有所缩

小。与山茶有关的生活、文化、风

俗、产业在也逐渐萎缩。这种趋势

不仅在伊豆大岛，而且在整个日本

都可以看到。

振兴伊豆大岛观光产业的“椿座项目”
 冈田一郎

 日本東京都港区芝大門2-9-16大岛椿株式会社 

I_okada@oshimatsubaki.co.jp

 王仲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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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岛椿株式会社（一家山

茶油企业）自伊豆大岛创业以来，

对伊豆大岛和山茶油的了解已超过

90年。我认为在伊豆大岛培育多年

的山茶文化自然会随着现代生活而

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认为结束

大岛优质山茶油的生产和培育是非

常遗憾的。

被称为“山茶之岛”的伊豆大

岛的游客高峰期是在山茶节期间

（2月至3月）。许多游客亲身体验

各种节日、山茶花、山茶产品和当

地菜肴等。  

伊豆大岛的三座山茶园是游客

的重要目的地：椿花园、都立大岛

公园、都立大岛高中园，均被国际

山茶协会认定为国际杰出山茶园。

但是，伊豆大岛的相关人士认为，

提供旅游产品，让游客能够享受伊

豆大岛作为“山茶花之岛”的独特

气候“还不够”，我们也这么认

为。最近，从统一的团体旅行转向

私人/个人旅行，以及反映个人兴

趣和偏好的短期旅游项目。而强调

学习和山茶花相关活动体验的内容

也非常受欢迎。但在伊豆大岛的巡

演节目中还是很少见的。

 

因此，作为一种尝试与人们的

利益和价值观相结合，探索、重构

和实现可以融入现代生活的山茶文

化新方式，椿座计划已经启动。

座（ZA）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将

志同道合的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

团结在一个地方”。这些椿座活动

的目的是为许多人提供一个场所和

机会，让他们重新确认山茶花的美

好。

伊豆大岛的椿座项目主要有两

项活动。一项是营造伴随村民生活

的繁花似锦的里山（Satoyama）风

光。从前，伊豆大岛被茂密的野

生山茶花和柏树林所覆盖。岛民热

爱、照顾、培育和收获各地的山茶

果。为了再现正在衰退的伊豆大岛

的原始景观，该项目试图通过加速

当地山茶花的开花和生长来增加种

子的产量。在伊豆大岛，已经开发

了一种传统的管理方法，用于生产

用作燃料的木炭的森林。我们决定

采用这种方法。

另一项是在椿座举办山茶花相

关活动的体验式观光旅游项目。赏

花会、山茶花导览、植树体验、山

茶果采摘体验、榨油体验、木材和

果实、种子工作、天妇罗派对和使

用山茶花和油的烹饪派对等正在计

划中。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些活动

来传播对山茶花的兴趣和理解。伊

豆大岛已经有3个赏花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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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座项目将提供主要与山茶花

相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相关的内

容。从2017年8月开始，作为项目

的第一阶段，已经与志同道合的成

员合作开发了已成为我们活动基地

的所谓“椿座里山”的椿里山。起

初，我们通过间伐促进山茶花的生

长、开花，最后是山茶种子来改造

竹林。

旅游方面，在一年一度的节日

期间的两个月里，游客们参观在活

动主会场山茶花广场的展位和伊豆

大岛元町的大岛椿株式会社的精炼

油厂。

里山村的建设方法

六年前的2013年，考察了山茶

花的山林，那里乔灌木茂密，林地

昏暗，倒下的树木被遗弃。我们首

先确认了山茶树的存在。那里有几

棵大山茶树，但大部分都被其他高

大的树木遮蔽了，由于光照不足，

它们又高又瘦。山茶叶子稀少。在

自然状态下不开花，也不结实。常

春藤攀爬、缠绕、侵蚀山茶树干，

造成山茶树的严重生长迟缓。在某

些情况下，倒下的树靠在相邻树木

的树干和树枝上，干扰了它们的直

线生长。（表2，照片1）。到了夏

天，葛根茂密的叶脉覆盖了山茶林

的树冠，遮蔽了阳光。这片土地曾

经被村民用来耕种，但几十年来一

直被当作灌木丛留下。

2017年是本公司成立90周年，

开始了“里山”的开发计划。里山

是与村庄相邻的一座山，具有独特

的生态系统，由于日常生活而受到

人类活动较大的影响。

里山既不是农田也不是森林，

而是将自然植被与村民的日常生活

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因此，里山

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也是分享

大自然恩赐的地方。

日本人一直在与自然打交道。

在伊豆大岛这个自然环境适宜的地

方，山茶花生长得很好，只需最少

的照护，只依靠它们与生俱来的生

长力即可。只要具备了一个适合山

茶花生长的环境，基本上靠山茶花

本身的生命力，山茶花生长旺盛，

一个季节即能恢复盛开。人们将享

受覆盖伊豆大岛的鲜花美景。以花

为目标，鸟和虫来授粉，山茶就能

结出果实。人们收获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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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山茶花生长受阻的地

方，我们首先通过去除攀爬在山茶

树上的藤蔓来拯救衰弱的山茶树。 

藤蔓从地里长；我们把它们剪下

来，用剪刀一个一个地取下来。我

们还小心地去除了山茶树细枝上的

藤蔓。

除了山茶花以外的灌木和幼树

被从森林地面上清除。用人力通过

电锯或手锯砍倒倾斜的树木，而如

果使用重型机械进行施工，其重量

会压实山上的软土并使土壤硬化。

为了不让重型机械损坏树根或使土

壤变硬，我们选择了一种低效手工

的方法：人工。

东京都立大岛高中农林学科的

学生成为这项工作的有力合作伙

伴。毋庸置疑，他们是伊豆大岛三

大杰出山茶园之一的都立大岛高中

山茶园的管理者，我们经常向他们

学习。 

此外，大阪市的园林绿化公司

美昌树园负责整体设计、高空和伐

木工作，这些工作对普通人来说是

相当危险的工作。

美昌树园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管理被指定为文化财产的寺庙和神

社的花园。

经过我们与他们一起工作，森

林逐渐变得越来越明亮。当足够的

阳光照射到山茶树上时，树干开始

长出新梢。当阳光照射到地面时，

灌木丛开始生长。在夏天，杂草过

分茂盛生长，会覆盖矮小的灌木

丛，并遮蔽阳光。因此，在夏季增

加了除草/割草工作。

每次我们挖出被砍伐的树桩，

就会出现一条蚯蚓。这也是我们感

受到土中生命气息的时刻。冬天拔

出树桩时，越冬的飞蛾和昆虫会从

根部的缝隙中出现。原来生活在这

片森林里的野鸡，每次来都会出

现。森林里有许多微生物和动物。

我认为它将继续成为许多生物可以

生活的地方。当采伐进展到一定程

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站点时，我

们创建了一个通道，并将每个站点

的名称命名为A到E段。

我们甚至利用砍伐的树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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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大树用作楼梯。这样的工作是由

景观园丁美昌树园完成的。他们使

用砍下的原木建造通道和楼梯。（

表2照片2）。大岛高中的学生主要

做的工作是用砍刀把树枝打碎然后

复耕在地上，这样杂草就很难生长

了。就算地上的藤蔓被砍断了，根

还是伸在地上。从土壤中挖出杂草

的根部，重新种植山茶树。

油枯施于新栽油茶树周围的土

壤表面，可作为有机肥和防除杂

草。因此，从2017年8月开始，为

期两年的工作进行了702天。

大约7,000平方米的场地整理

到位。曾经山茶都被树木挡住了，

现在当太阳照射到山茶树上时，花

又能开了。 

第一年花开并不多。然而第二

年，即2019年，从1月1日到5月2

日，在A、B、C和D段中，总共600

株山茶中约有90%开花。那时将近

一半的山茶树木都满树盛开了（表

2照片3）。树木和地面被山茶花染

成了红色，绣眼鸟在花中穿梭跳

跃。

六月结了很多山茶果。每棵树

上大约有50-300个果实成熟，我们

观察到最高产的山茶树了400-500

个成熟果实。这些确实令人难以置

信--却是真实的--结果。 

预计种子收获将超过一吨，

至少数百公斤。然而，台湾松

鼠（Callosciurus erythraens ssp. 
thaiwanensis）频繁来访，瞄准幼

果。台湾松鼠是一种外来物种，最

初并不生活在日本，但今天它在日

本各地繁衍生息。除了山茶树和果

实外，它们还会破坏庄稼，捕食野

鸟蛋和小鸡，对电线、电话线和房

屋的破坏也在增加。也有人担心它

们可能成为本土的日本松鼠的区域

灭绝因素。为此，2005年，台湾松

鼠被外来法案指定为特定外来物

种。与大岛高中合作，放置了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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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鼠夹，但台湾松鼠似乎有几十倍

之多。

山茶树下，散落着被台湾松鼠

吃掉的山茶种子。6-7月，山茶果

实数量继续减少，8月底果实已经

几乎被台湾松鼠吃光，收成仅12公

斤（表2照片4）。 

台湾松鼠不仅会损害果实和种

子，还会损害树干。松鼠用牙齿将

山茶树皮横刮，在树干上划出无数

道伤痕。光滑美丽的山茶树干出现

许多凹凸不平的咬痕。

咬过的树皮不仅仅是长得不好

看的问题。树皮具有防止真菌、昆

虫等外敌入侵、防止树木干燥和水

分渗透、阻挡阳光直射的热量和缓

和温度变化的作用，但如果去除树

皮，树木就会变弱。台湾松鼠对食

物损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以“山茶-伊豆-大岛”为主题

的旅游活动

伊豆大岛不仅是可以观赏到山

茶花盛开的地方，还是一个在气候

和生活上都受益于山茶花的岛屿。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开展

活动，让游客了解这个新的伊豆大

岛，特别是在山茶节期间位于大岛

西侧元町山茶园内的和大岛都立公

园的大岛椿株式会社的精炼油厂（

表3照片1）。

大岛椿株式会社的精炼油厂使

用在岛上收集的种子展示提取山茶

油。榨油提炼的过程由三个人在这

家工厂一周内完成，如果有游客来

参观，每次都非常欢迎。炼油厂内

设有榨油方法讲解板，向参观者讲

解如何用机器压榨出油。

此外还展示了许多在伊豆大岛

进行的山茶籽收获和山茶油生产的

老照片。不仅有很多了解山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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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和兴趣，而且访问者还经常

在博客和社交网络上分享他们的经

历。对山茶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观光不仅对游客很重要，

对小学生在伊豆大岛的学习也很重

要。

据申请参观的老师介绍，当地

社区几乎没有学习使用山茶油的经

验。孩子们感到自豪，并意识到他

们岛上的山茶油产业非常出色。在

山茶油体验之旅中，大岛椿株式会

社炼油厂与东海汽船共同策划了使

用山茶油进行手部护理的讲座。山

茶油含有多种接近人体皮脂的成

分，特别适合肌肤，无刺激性，具

有防止皮肤干燥、保持柔软的特

性。参与者写作博客，山茶油非常

适合，高度滋润，让手、皮肤和指

甲有紧致感。 

伊豆大岛山茶花节从每年一月

底到三月底举行，为期两个月，这

里有一个展示半个多世纪前伊豆大

岛山茶油产业相关照片和工具的休

息场所。游客们可以免费体验由当

归叶制成的明日叶（Ashitaba）

茶。此外，伊豆大岛的许多女性，

被称为安可（Anko），从事山茶油

的工作，例如爬树采摘果实、晒干

果实和种子榨油等。这些过程在各

种照片中有所展示。这项工作仍然

由人力完成，机器无法复制。

这些岛屿与岛上的生活密切相

关，但并不为游客所熟知。当游客

购买山茶油作为纪念品时，准备椿

座项目有助于加深他们对山茶油的

了解和体验。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体

验什么样的山茶树出产山茶油，开

什么样的花，开出什么样的果子，

收获什么样的山茶油，游客可以更

容易地了解山茶油的制作方法，以

及什么是极品山茶油。 这将是比

以往更好的旅游内容。

任务

体验“山茶之岛”的伊豆大岛

的游客面临着两个挑战。一项挑战

是如何在旅游和自然保护之间取得

平衡。

除了我们的山茶花，岛上的灌

木林是村民的私有财产。岛上某座

山茶林的主人道：“我想这里再现

辉煌，但又不想林子被毁。”山茶

林是结合土地的宗族资产，是承载

宗族历史和家族记忆的重要场所。

有必要建立一种方式去发挥他们的

旅游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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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针对外来台湾松鼠的

对策（表4照片1）。当山茶的生长

环境得到改善时，种子产量将大大

提高。但是，这会诱发外来台湾松

鼠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外来台湾松

鼠造成的破坏不仅影响茶油产业，

而且会损害山茶树本身。

结论

在山茶村的建设上，通过砍伐

多余的山茶树，留出足够的间距，

既能提供充足的阳光和通透适宜的

风力，又能改善土壤质量。最后，

这些措施将激活山茶树更好的开

花。我们既能够体验到山茶花盛开

的美景，收获较好的种子，又提高

了优良的山茶油产量。

同时，当地的山鸡、绣眼鸟等

小动物和鸟类与山茶树形成和谐相

处关系。但外来的台湾松鼠会吞食

山茶种子并损坏树干，这仍然是一

个威胁。原始生态系统中不存在的

外来台湾松鼠与伊豆大岛的自然环

境格格不入。清除外来台湾松鼠是

维持最佳环境所必需的。对山茶树

采取防外来台湾松鼠的保护措施，

既不伤害山茶花，也不伤害本土绣

眼鸟。如果能获得成功的结果，这

将是外来生物与当地环境和文化之

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我想在

未来找到一个有效的措施，把问题

成功解决。

通过椿座项目，游客可加深旅

游的理解和兴趣，重要的是提供丰

富的内容满足针对个人兴趣，而不

是针对旅游团。亲自观看可以促进

理解并产生亲切感。

我们相信，通过探索山茶油之

旅，可让游客亲身体验山茶油生产

的相关内容，将推动大岛山茶旅游

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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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茶花腐病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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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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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g_onebonobo@hotmail.com

Abstract is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本期有摘要

5.园林旅游线路中的茶花：亚

速尔群岛绿色花园研究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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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iw. albergaria@ua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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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resentation in this Journal.
本期有全文

在五岛举行的大会上安排了不同的演讲。由于涉及多页文字，下面仅提及题目和作者。 

请参阅国际山茶协会网站查看完整内容 – Goto Congress（五岛大会）。中文版仅翻

译题目。

五岛大会的摘要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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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RNA-seq的转录组学分
析揭示山茶中α-亚麻酸和茉
莉酸生物合成途径对寒冷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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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茶叶栽培的经济多样化
B PIEIRO-LAGO. Dept. Innovation, Pazo 
Quinteiro da Cruz. A Cruz 12–Lois, 36635 
Ribadumia, 
Pontevedra, Spain bepi.lago@icloud.com, 
info@pazoquinteirodacruz.es

12.适用于重新研究山茶属遗
传关系的标记开发
Kei Fukuyama1, Hironori Katayama2, Thi Lieu 
Nguyen1, Van Dung Luong3, Nguyet Hai Ninh 
Le4, Tana Wuyun5, Huimin Liu5, Naotoshi 
Hakoda6, Chiyomi Uematsu1

1 Botanical Gardens,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Osaka City University
2 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Kobe 
University
3 Da Lat University
4 Hoa Lu University
5 Paulowni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 China
6 Emeritus Professor of Keisen University
Contact e-mail address for KF:
m18sc028@vt.osaka-cu.ac.jp

13�与西班牙山茶花枯死相关
的新真菌和卵菌
Pintos C., Redondo V., Rial C., Aguín O., 
Salinero, M. C.*

Estación Fitopatolóxica Areeiro, Deputación 
de Pontevedra, Subida á Carballeira, s/n, 
36153 Pontevedra, Spain. 

Email: carmen.salinero@depo.es

14.云南山茶合作研究综述.
conducted by the Botanic Gardens of 
Toyama, Japan and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a.
Toshiaki Shiuchi 1*, Masashi Nakata 1, 
Zhonglang Wang 2 and Kaiyun Guan 2

1 Botanic Gardens of Toyama
*t-shiuchi@bgtym.org
(corresponding author); 
2 Kunming Botanical Garde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5.山茶属植物rbcL基因序列
的分离与分析
Lu Qiu1,2, Zheng-Fu Qi1, Qianjin Chen3, 
Jiangong Yu3, Shengfu Shao4, Changjie Jiang5, 
Yanying Luo5

1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Life Scienc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P. R. China; 
2 Institute for Bio-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in Central Yunnan Plateau, 
Chuxiong, Yunnan 675000, P. R. China; 
3 Jinhua Forestry Seedlings Station, Jinhua, 



107

Zhejiang, 321000, P. 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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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托斯卡纳到阿尔卑斯山之
旅，发现意大利的山茶花

茶花品种在意大利历史悠久。
在十八世纪的上半叶和下半叶，
意大利的苗圃创制了成千上万的
栽培品种，其中约2000个品种记
录在我们的名册中，并且它们是
Berlese和Verschaffelt肖像画插
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苗圃位于弗罗
伦萨罗马，有一些品种是由米兰
地区（(Lechi, Maggi, Sacco）和
托斯卡纳（博里尼）的绅士培育
的。今天一些意大利品种仍然很受
欢迎，象“Lavinia Maggi alba”
、“Vergine di Collebeato”
和“Dionisia Poniatowski”。山
茶花是贵族花园的典型成分，这样
的花园，尤其在亚高山的湖泊中，
还具有杜鹃花和映山红的边缘。

大会以及会前和会后的参观考

察，提出了一个行程计划，提议在
托斯卡纳、马焦雷湖、瑞士的奥尔
塔湖，最后是科莫湖的多种场景中
穿越20个杰出花园。这些花园中有
4个是国际山茶协会的杰出茶花园
（Compito Camellietum，洛迦诺
的山茶公园，安内尔利别墅，莫塔
别墅）。总的来说，你会看到不同
的花园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何
体（波波里，奥利瓦别墅），长透
视效果的王子公园（雷亚尔别墅、
杜拉佐.帕拉维奇尼别墅、圣雷米
焦别墅、博罗梅欧群岛），植物园
（塔兰托别墅、布里萨戈、甘巴罗
尼奥），最后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
纪建造的浪漫花园。在这些浪漫花
园中，让我们提一下安内尔利别
墅，它是由已故的意大利茶花协会
的创始人塞维西医生创建的，塞维
西也是茶花品种名册的合著者。
  

 意大利 韦尔巴尼亚  3月26日-29日

 沈云光 译

图：“Vergine di Collebeato”，意大利山茶协会
的标志品种，在伦巴第培育

图：“Dionisia Poniatowski”，由佛罗伦萨布特林
伯爵培育的品种

邀请参加2022年山茶协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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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地点
参观阶
段

所有权 网址 简介

瑞乐别墅 
玛丽亚，卢卡 

（I）
会前 私人 https://villarealedimarlia.it/

由伊丽莎·波拿
巴公主于1806

年创建 

波波里
佛罗伦萨
（I）

会前 政府
https://www.uffizi.it/giardino-

boboli
文艺复兴时期

的花园

波波里 Compito (I) 会前 私人

https://www.capannori-
terraditoscana.org/scopri/
storia-e-architettura/ville-

storiche/villa-orsi/

十九世纪山茶园

博里尼别墅 Compito (I) 会前 私人

https://www.capannori-
terraditoscana.org/scopri/
storia-e-architettura/ville-

storiche/villa-orsi/

几个意大利品种
的原始种（已有
200年历史）

La Chiusa 
Borrini 

Compito (I) 会前 私人
http://www.camelielucchesia.

it/la-chiusa-del-borrini/
由G. Cattolica
创建的新品种集

奥利瓦·布翁
维西别墅

潘克拉齐奥，
卢卡

会前 私人
http://www.villaoliva.it/

la-villa/
文艺复兴后期

别墅 

帕拉维奇诺
别墅

斯特雷萨
（I）

会中 私人
www.isoleborromee.it/parco-

pallavicino
十九世纪的大
型贵族公园 

贝拉岛
斯特雷萨
（I）

会中 私人 www.isoleborromee.it
皇家园艺协会
合作伙伴巴洛
克式花园

马德雷岛 
斯特雷萨
（I）

会中 私人 www.isoleborromee.it
皇家园艺协会
合作伙伴19世
纪初植物园

鲁斯科尼别墅
韦尔巴尼亚

（I）
会中 私人 www.villarusconiclerici.it 十九世纪贵族

公园

圣雷米焦别墅 
韦尔巴尼亚

（I）
会中 政府

https://it.wikipedia.org/wiki/
Villa_San_Remigio

二十世纪初期
贵族公园

塔兰托别墅
韦尔巴尼亚

（I）
会中 政府 www.villataranto.it 二十世纪早期

植物园

安妮利别墅
奥贝比奥
（I）

会中 私人 www.villa-anelli.it
国际山茶协会 
GOE十九世纪末

公园

莫塔别墅
Orta S. Giulio 

(I) 会后 政府 www.villamotta.it 
国际山茶协会 
GOE十九世纪末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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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萨戈群岛
布里萨戈
（CH）

会后 政府 www.isolebrissago.ch 在一个小岛上
的植物园

洛迦诺茶花
公园

洛加诺（CH） 会后 政府
www.ascona-locarno.com/it/
commons/details/Parco-delle-

Camelie-Locarno

国际山茶协会 
GOE于2005年

推出

甘巴罗尼奥植
物园 

甘巴罗尼奥
（CH）

会后 私人

https://www.ticino.ch/
it/commons/details/
Parco-botanico-del-

Gambarogno/85680.html

玉兰和山茶花
的收集

史密瑟爵士
花园 

维科·莫尔科
特（CH）

会后 私人
http://www.adhikara.com/sir-
peter-smithers/bodhisattwa.

htm

一个著名的植
物园

卡洛塔别墅
贝尔吉拉泰

（I）
会后 私人 https://www.villacarlotta.it/ 世界闻名的别墅 

梅尔齐别墅
贝尔吉拉泰

（I） 
会后 私人

http://www.
giardinidivillamelzi.it/

星球大战的一
个拍摄现场

图：“Lavinia Maggi Alba”， 韦尔巴尼亚Rovelli苗圃培育的品种

Park Location Tour Owner-
ship Websit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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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参观：托斯卡纳��

3月21日

星期一

3月22日

星期二

3月23日

星期三

3月24日

星期四

3月25日

星期五

3月26日

星期六

转车和比萨站 佛罗伦斯 卢卡花园 Compito 佩斯卡利亚和

卢卡市

转车和热那

亚站

•从马尔彭萨

机场转车0

•在比萨停

留***

•在卢卡接待

•欢迎自助餐

•波波里花

园***

•在佛罗伦萨

乌菲齐和蓬特

韦基奥用午

餐***

•雷亚尔别墅

•在雷亚尔别

墅用午餐

•奥利瓦别墅

•Compito 茶
花*

•Compito别

墅： 博里

尼，奥西，La 

Chiusa

•茶花展 

•佩斯卡利亚

剧院

•孟吉尼花园

•卢卡城墙

•普契尼演

奏会

• 欢送晚宴

•离开

•杜拉佐帕拉

维奇尼别墅（

热那亚）

•出发到马尔

彭萨机场或韦

尔巴尼亚

（*）国际杰出茶花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图：奥利瓦别墅，文艺复兴时期的别墅（G. Motta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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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参观是在卢卡。从中世纪
到拿破仑时期它是一个独立的城市
国家，在巴菲亚特安菲塔特罗广场
（圆形剧场广场）中保留着巴洛克
式的墙壁、中世纪的布局以及罗马
的印记。市中心是步行，走路或骑
自行车都很容易。我们将在卢卡参
观贵族花园，当然还有佛罗伦萨
的，并且我们将在比萨停留，观看
意大利的标志性斜塔。我们还计划
了贾科莫·普契尼（他出生在卢
卡）的咏叹调演唱会。我们将在
Compito度过一整天，这是一个国
际山茶协会的杰出茶花园，该园由
国际山茶协会已故的主席格雷格·
戴维斯于2005年推出，目前这里拥

有约1000株山茶，包括不同的组
成：红山茶（滇山茶和杂交种），
肥后茶，茶梅，原种。在2020年，
增加了一个教学花园，该花园对茶
花的各种花型和颜色进行了分类，
并为茶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标准。

其他古老的花园都在卢卡周围，
在Compito也是如此。特别是在La 
Chiusa和博里尼别墅的茶花，种
植于19世纪初期，已有200年的历
史。最后，3月26日，我们将在热
那亚参观杜拉佐帕拉维奇尼别墅，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植物园，于十
九世纪上半叶以马森风格设计。

图 比萨的 “Piazza 
dei miracoli”（奇迹
广场），意大利的标志
（摄影G. Motta）

Villa Durazzo Pallavicini, Genova (photo by G. Motta)图 热那亚的杜拉佐帕拉维奇尼别墅（摄影G. M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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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
大会将在位于米兰以北约100

公里的韦尔巴尼亚举行，地点是

意大利6个亚高山湖泊之一的马焦

雷湖。韦尔巴尼亚由3个镇组成，

即苏纳，帕兰萨和Intra。东侧的

伦巴第，西侧的皮埃蒙特和北端

的提契诺州（瑞士）共享马焦雷

湖。几个世纪以来，该湖区属于米

兰公国，由博洛梅欧家族管理，

该家族仍然拥有博洛梅欧群岛，

安杰拉城堡和其他大型庄园。.  

3月26日

星期六

3月27日

星期日

3月28日

星期一

3月29日

星期二

3月30日

星期三

转车和接待 茶花展和波罗密

欧岛

韦尔巴尼亚别墅 安妮利别墅和圣

雷米焦别墅

转车到马尔彭萨

•从马尔彭萨机场

转接

•在马焦雷剧院

接待

•欢迎自助餐

•学术研讨会

•韦尔巴尼亚茶

花展

•鲍罗密欧群岛**

•学术研讨会

•鲁斯科尼别墅

•塔兰托别墅

•学术研讨会

•安妮莉别墅*

•圣雷米焦别墅

晚宴

•转车到马尔彭萨

图：Distretto Turistico dei Laghi Golfo Borromeo Lago Maggiore.（摄影S. Longodorni）

（*）国际山茶协会杰出茶花园

（**）皇家园艺协会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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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l Maggiore”，大会地点（由韦尔巴尼亚市政府提供）)

图：圣雷米希奥别墅，通过花园模式进行的绝妙行程：意大利，浪漫，果园（摄影G. M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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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被认为是景观瑰宝，但在

18世纪，当时的所谓大巡游目的

地却使湖变得时尚。在19世纪，

这里变成了几个贵族和上流社会家

庭的避暑胜地，这些家庭主要来自

米兰，他们建造了别墅和浪漫的公

园。从南到北长达66公里的湖岸，

由宏伟的公园和别墅组成的无缝序

列，是马焦雷湖仅与Lago di Como

共享的独特景观。许多公园仍然属

于创建它的家族所有。毫不奇怪，

酸性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贵族花

园的需求为苗圃创造了

市场，例如历史悠久的

Rovelli’s， Lavinia Maggi 
Alba的创始人和当代茶

花生产商，估计产量为

100万株，主要是成年

植株。在茶花中，茶梅

越来越受欢迎，并被选

为2006年第20届冬季

奥运会的花朵。马焦雷

湖度假胜地的外观给人

些许的误导。实际上，

这里还培育了纺织，化

工，银器，精细机械等

行业的许多企业，包

括“阿莱西”。大会将

在“Il Maggiore” 剧院

举行，这里拥有500个

座位，在湖岸上，有一

个大自助餐厅，是为各

种活动而设计。该建筑

是由一个国际团队创作

的，该团队由一些明星

建筑师组成（彼得·库克，萨尔瓦

多·佩雷斯·阿罗约，巴尔戈内和

C，比安基尼·卢西迪和C）。酒店

位于韦尔巴尼亚，距离会议地点仅

几步之遥。不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会

员可以参观韦尔巴尼亚周围的优质

苗圃，这些苗圃繁殖出大量的古老

的意大利山茶花品种。此外，他们

还可以参观茶园，和北方第46纬线

的地区一样繁荣。

图：韦尔巴尼亚和博罗梅欧群岛：长的伊索拉·德·佩斯卡托里（Isola dei Pescatori）
（渔夫岛），伊索拉·贝拉及其意大利花园，以及背景中的伊索拉·马德雷岛和它的浪漫花
园（由Archivio Fotografico Distretto Turistico dei Laghi供图，Silvia Longo Dorni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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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 星期六 3月31日 星期日 4月1日 星期一 4月2日 星期二

奥塔 奥塔 科莫 梅尔齐别墅 

•从韦尔巴尼亚转车 •去洛迦诺 •去科莫，途经卢加诺 •梅尔齐别墅

•圣朱利奥岛

（Longobardian晚期

遗址） 

• Parco delle Camelie* •在科莫用午餐 •转去马尔彭萨

•莫塔别墅* •在洛迦诺用午餐 •卡洛塔别墅

• Sacro Monte *** •Gambarogno或史密瑟

爵士的花园

•在切尔诺比奥用晚餐

•欢迎晚宴 •在洛迦诺享用晚餐   

图：奥尔塔的圣朱利奥岛，及其大教堂（12世纪）、修道院和19世纪别墅区（摄影G. Motta）

会后参观

（*）国际山茶协会杰出茶花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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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之旅横跨3个湖泊-马焦

雷、奥尔塔、科莫。第一站是奥尔

塔，我们将参观圣朱利奥岛，岛上

有一个大教堂，教堂的历史可追溯

到5世纪。在小岛上，有一个超浪

漫的地方，电影“信件”在这里取

景。下午，我们将参观莫塔别墅或

Sacro Monte，它们位于奥尔塔湖

边的山上。第二天是前往马焦雷湖

的瑞士一侧，我们将参观洛迦诺的

茶花公园，它如今比2005年要大得

多。植物爱好者将享受史密瑟爵士

的花园和Gambarogno的艾森胡特苗

圃。最后，在科莫湖，我们将参观

卡洛塔别墅，该别墅不仅因其公园

而著名，而且还因卡诺瓦的“丘比

特与普赛克”而闻名。最后一站位

于梅尔齐别墅，可欣赏到湖上最引

图 “ Minato-no-akebono”，一个极好的杂交山
茶，在瑞士洛迦诺茶花公园（摄影G. Motta）

图 科莫的卡洛塔别墅，也以雕塑博物馆而闻名
（Jean_Christophe BENOIST _自己的作品，CC BY 
3.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 
= 16407555）



120

卡罗琳·贝尔（Caroline Bell）
在英格兰乡村长大，有两名热衷植

物的女士为祖母启发她，即使他们

没有种植山茶花。她在18岁的假期

首次被带到美国的山茶花，而在新

奥尔良的春季花园之旅中：一见钟

情。在获得历史学学位之后，她在

有四个孩子之前就获得了律师资格

并从事过工作。她的第一个山茶花

被保存在伦敦的一个小花园里，装

在花盆里，准备“大招”。 1996年，

她和家人搬到西南部乡村的广阔空

间后，山茶花收藏迅速增长，她的

重点是所有种类的山茶花。

她20多年前加入ICS，非常喜

欢研究茶花并撰写有关茶花的文

章，以在英国推广它们。当她最小

的孩子在家里患重病约七年的时

候，这变得很有帮助。2018年，她

因其大量的茶花（包括茶树属和藜

科植物）被授予英国国家收藏称

号，该收藏既用于保护又用于研

究。她还喜欢佗助型和琉球连蕊茶

的杂交种，并且对其他山茶种类，

古老的（有历史的）植物和网纹植

物也很感兴趣。

卡罗琳·贝尔 Caroline Bell (UK)� (文字和图片由肖特女士提供)

� 王仲朗�译�

新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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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花品种登录

2020欧洲登录品种�� � � � � 王仲朗�译

 
佩瑟里克 Camellia reticulata 
‘Christopher Petherick’,欧洲登录号152
。首次发表于《国际山茶会志》2020, 
52: 121。选育自品种皇族Royalty的实
生苗，父本可能明石潟Akashigata。 
由英国康沃尔郡的Charlotte Petherick
种植。实生苗于2005年培育，2010
年首次开花。Martin Petherick命
名，Porthpean House Gardens引种，
以植物育种家克里斯托弗·佩瑟里克
（Christopher Petherick）的名字命
名。 植株开张，生长速度中等。芽卵

形，乳白色，芽尖红色。 花半重瓣，大而扁，胭脂粉红色/珊瑚玫瑰色，
花后脱落；花朵的大小和形状类似于品种归霞（Captain Rawes）。雄
蕊松散排列，乳黄色，花丝黄色。 开花较晚，花期中等。 叶平，深绿

色，长度和宽度中等。  

波特皮安 Camellia  williamsii 
‘Porthpean’, 欧洲登录号153，首次发

表在《国际山茶杂志》2020, 52: 121
。选育自克里斯蒂(Mary Christian)的
实生苗，父本未知。由英国康沃尔郡

的Charlotte Petherick种植。大约1980
年培育，1985年首次开花。马丁·佩瑟

里克（Martin Petherick）命名，并由

Porthpean House Gardens引种。 以实

生苗的起源地Porthpean House命名。 
植株直立，生长快。芽披针形，外面

奶油色，牙尖粉红色。花半重瓣。雄蕊松散排列，少数瓣化。 雄蕊和花

丝黄色，瓣化花瓣粉红色。花大，较深的粉红色，带紫色阴影。花整个

脱落。叶大，弯曲，深绿。花开较早，花期较长，花量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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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公主�Camellia reticulata  
‘Princesa Maria Beatriz’，欧洲登录号

154，父母本不明，葡萄牙的Casimiro 
Alves Bastos培育，于2009年初花。以

培育者的女儿的名字命名，其曾祖父

在她出生时给她的昵称“我的公主”

。植株直立，生长速率中等。芽扁平

伸长，浅绿色。花半重瓣，全开时深

玫瑰粉色（Pantone 205C），花瓣波

浪形，有时会出现相同颜色的瓣化的

花瓣。雄蕊和花丝黄色，散生在花瓣之间。几个内花瓣通常有白色的肋

纹。花整朵脱落。叶中等大，长而狭窄，浅绿色。花期中，时间长。

西班牙2020登录品种

 

博伊罗� Camellia sasanqua ‘Boiro’,首次发表西班牙文的Sociedad Española 

de la Camelia(西班牙茶花会志)第34

期（2019）第43页。由贝戈尼亚·佛

朗哥（Begoña Franco）在西班牙加利

西亚的农场培育。2015年种植在以其

名字命名的小镇，位于文化宫附近的

查达公园（Parque da Cachada）。植

株灌木状，半开放，生长速度快。叶

小，绿色，披针形，边缘具齿，先端

尖和基部楔形。花非常香，微型（直

径5.5-6厘米），托桂型，明亮粉红色

逐渐向基部扩散，正常花瓣15-20枚，雄蕊瓣80多枚。开花很早，花期很

长，花量极丰富。八月底初花，一直持续到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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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安�Camellia japonica ‘Goián’在西班

牙加利西亚庞特维德拉的戈安花园里

种植的古老植物。首次发表在《西班

牙茶花会志》第34期（2019）第41页

上。该植物灌木丛生长茂密，具有半

开放的生长习性和快速的生长速率。

叶中等大小，椭圆形，具齿状边缘，

先端渐尖，基部锐尖。花玫瑰型，

花径约10厘米，深6厘米，粉红色具

白色斑点，花瓣约90枚，圆形或椭圆

形，雄蕊瓣化多少有变化，0到35枚。花期长，12月始花，一直持续到4

月。

卡斯特罗�Camellia japonica ‘Marcos Castro’，2006年由Juan Castro从其

山茶（C. japonica）实生苗中培育，

位于西班牙加利西亚的Vilanova de 

Arousa的花园中，已其儿子的名字命

名。首次发表在《西班牙茶花会志》

第34期（2019）第42页上。2011年首

次开花。灌木，直立，生长速度中

等。叶片波浪状，椭圆形，边缘具齿

状，先端渐尖。花中等大，半重瓣

型，白色至浅粉红色，有鲜艳的粉红

色条纹。外花瓣10-20个，卵形或圆

形，内花瓣椭圆形或不规则，具波浪形边缘；雄蕊约100枚，基本连生成

管状。花期早，12月至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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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尼亚尔斯�Camellia japonica ‘María 
Vinyals’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从C. japonica 
‘Berenice Boddy’的实生苗中选育，首次

发表在2020年《西班牙茶花会志》第36

期50页。该品种是为纪念玛丽亚·维尼

亚尔斯（María Vinyals，1875-1940）

而命名的。玛丽亚是一位早期的女性作家

和社会活动家及女权主义者，她致力于捍

卫了妇女的受教育权和选举权。该品种生

长在Soutomaior城堡的花园中，在那里建

立了一座花园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性，以

彰显她在当地和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该植物枝条多、直立、生长速度快。叶深

绿色，卵形到圆形，边缘齿状，先端尖，

基部钝至圆形。花中等大小，花初开时红

色，完全开放时粉紫色；玫瑰型，花丝部

分瓣花，奶油色。开花迟，二月下旬出现

第一朵花，一直持续到五月。

埃斯科菲特�Camellia 
reticulata ‘Paula Escofet’，
于2000年Mina Crespo在

西班牙加利西亚蓬特韦德

拉的瓦尔加（Valga）培

育。六年生的云南山茶实生

苗，2006年始花。首次发表

2020年的《西班牙茶花会

志》第36期第51页。植株半

开张，生长迅速 叶中等大

小，深绿色，椭圆形，叶缘

锯齿状，先端短尖至渐尖，

基部钝圆。花直径超过10厘米，单瓣至半重瓣，6-8枚，亮粉色，雄蕊

200枚，肥后型花丝排列。春季开花，花期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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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ong Quang Cuong1, Luong Van Dung2*  

Le Van Son1, Tran Ninh3, Anthony Curry4

1. 越南林同省越南比豆普奴伊巴 

国家公园

2. 越南林同省大叻富东天安 1号 

大叻大学

3. 越南河内青春区阮豸街334 

河内国立大学自然科学大学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2000 

山茶科研究学会

*通讯作者: luongvandungdl@gmail.com

比豆普奴伊巴国家公园位于越

南林同省东北部，占地64000公顷，

拥有植物1900种。

目前，比豆普奴伊巴及周边

区域分布有 柳雪茶 C. inusitata，  

长叶越南油茶 C. krempfii，C.
quangcuongii，落瓣油茶 C. kissi，
女贞叶山茶C. ligustrina和泰山茶

C.sonthaiensis，共计6种山茶科植

物，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的

调查中，我们开展山茶科植物的收

集，并通过其形态学特征的分析，

与相似种的比对，我们认为该种为

新种，并定名为比豆普茶Camellia 
bidoupensis。

比豆普茶�Camellia bidoupensis  
(图1,2)

小到中型常绿乔木，高3-7m，

树皮灰褐色；枝幼时被短柔毛，后

逐渐无毛。 
叶具柄，宽椭圆形或椭圆形，

长8-12cm，宽3.5-5.5cm，厚革质；

叶尖锐尖至渐尖，叶基近圆形至钝

圆形，叶缘具规则锯齿；叶面暗绿

色，具光泽，叶背浅绿色； 叶两面

光滑无毛； 叶主脉及侧脉在叶面凹

陷，叶背凸起；羽状脉 7-11 对；叶

柄镰刀形，稍弯曲，圆，纤细，淡

蓝紫色，长8-12mm，无毛。

花1-2朵腋生，花径2-2.5cm ；

花梗长 4-5mm，无毛，淡绿色或黄

绿色，苞片3-(4)，长2-3.5mm，宽

2.5-4mm，灰色，无毛，花后逐渐

脱落。

萼片5，扁圆形或近圆形，长

4.5-5.5mm，宽4-5mm，淡绿色，无

毛，宿存。

花瓣5-6枚，淡黄色，花瓣基部

具紫色条纹，无毛，外轮2-3枚花瓣

近圆形至宽倒卵形，长8-11mm，宽

7-12 mm ，内轮3枚花瓣宽倒卵形，

长1-1.5 cm，宽0.7-1.2 cm ，基部与

雄蕊连生1.5-3mm。 

山茶属一新种比豆普茶Camellia bidoupensis
 

张亚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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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比豆普茶Camellia bidoupensis              A, B. 叶；C. 花(背面观)；D. 花(正面观)；E.苞
片 (内侧)； F. 萼片(内侧)；G.花瓣(内侧); H.萼片及雌蕊; I. 雄蕊; J. 花丝及花药； K. 
果；L. 种子。Luong Van Dung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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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比豆普茶 Camellia bidoupensis (a)�花；(b) 果枝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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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蕊多，3-4轮，花丝长1.0-
1.3cm，淡黄色，无毛，外轮花丝

基部连生3-4.5mm，成杯状，花药

黄色，约1.5mm。 雌蕊3室，子房

卵圆形，长2.5-3 mm，宽1.5-2mm
无毛，花柱3，离生，长 2-3 mm，

无毛。

蒴果弯曲到一侧，不对称卵圆

形， 1-（2）室，种子1粒，中轴

近退化，果皮厚1-1.5mm，无毛，

长 3-3.2cm，宽 2.4-2.8cm。种子

椭圆形或近圆形，长3-3.5cm，宽

2-2.5cm，无毛。

词源：该种的种加词指的是该

种的地理分布位置，越南比豆普奴

伊巴国家公园是该种首次发现的地

方。

分布与生境：本种零散分布于

落基山脉海拔1600m的常绿林中。

花期11月至次年1月，果期4月至6
月。

模式标本： 越南，林同省，比

豆普奴伊巴国家公园，海拔1600m
的常绿林中，采集人Truong Quang 
Cuong， Luong Van Dung，Do 
Cong Thuan，Trinh Van Muoi， Tran 
Hoang Than

DL.181201 (正模式標本, DLU)
， DL.190401(副模式标本, DLU)。

分 类 学 特 征 ： 比 豆 普 茶

Camellia bidoupensis 的部分形态学

特征与连蕊茶组的种接近，比如花

小，1-2朵腋生。苞片 (2 ) 3–5(–8)宿
存，萼片 5，多少合生。花瓣5（–7
），白色，基部与雄蕊连生。雄蕊

2轮，无毛，外轮花丝约2/3 合生成

管状. 雌蕊无毛。子房3（–5）室。

蒴果1（–4）室，通常1种子，稀更

多；中轴近退化；果皮厚约1mm，

革质，3爿开裂(Sealy 1958, Minh & 
Bartholomew 2007)。

基于此, 比豆普茶 Camellia 
bidoupensis 归类于连蕊茶组 Section 
Theopsis，该组资源分布于越南和

中国，从形态学特征来看，接近于

本组新种 Camellia quangcuongii。
两种的主要区别在比豆普茶嫩

枝被毛（C. quangcuongii 的嫩枝

无毛）；叶宽椭圆形或椭圆形

（C.quangcuongii 的片叶 长椭圆形

或卵状披针形），叶背无毛（C. 
quangcuongii 的叶背被疏毛）；花

径2-2.5cm （C. quangcuongii的花

径4–5cm），花瓣基部具紫色条纹

（C. quangcuongii的花瓣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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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山茶属一新种安德森茶Camellia andersenii�
Dr�George�Orel

张亚利�译

Camellia andersenii Orel, sect. 
Dalatia Orel
TYPE: Camellia luteocerata Orel

安德森茶 Camellia andersenii Orel sp. nov. 

的模式标本于1999年12月12日采自越南 永

福省，一座未命名山的山脚下，采集人 

G. Orel, A. S. Curry, R. Cherry, G. Richards, A. 

Raper & P. Cave. Orel myt-3-23 (主模式 NSW).

鉴别特征

花具花梗，淡黄色，至白色 , 
花径3.5-4.0 (-4.5)cm，顶生和腋

生，1朵或2-4(-5)朵簇生；萼片离

生，4(-5)枚，宿存；花瓣状萼片4-5
；花瓣6-7，松散的螺旋状排列，

并与螺旋状排列的花瓣状萼片相

接，花瓣基部连生1.2-1.7cm；花

丝长2.0-3.0cm；花柱 3 或4条，离

生 ；子房上位，一般3或4室，无

毛，光滑具光泽，黄绿色，长2.0-
3.0mm，宽2.0-3.0mm。

特征描述

多年生常绿小灌木至中等灌

木，高3.0m，有时丛生主干，疏分

枝，直立； 嫩枝光滑、无毛、具光

泽，绿，至逐渐成熟转为红褐色；

半木质和枝条光滑，淡灰色，具明

显的叶痕；成熟枝条及干光泽减

弱，淡灰色，光滑。

无裂纹；叶柄线形到稍镰刀

形，有时扭曲，圆或稍扁平，较

薄，最初与叶颜色相同，后变深，

长1.0-1.3cm，宽 2.0-2.2(-2.3)mm，

叶柄与枝条呈45–60° 角； 初生脉

在叶柄上呈浅槽状；初生叶芽光泽

弱，灰色，扁平，稍镰刀状，先端

锐尖或钝圆，长(1.0-) 2.0-4.0mm ；
顶芽纤细，相当薄，狭窄，不均匀

镰刀形，具尖，柔软的先端，长

可达10.0mm，宽可达；幼叶狭椭

圆形，边缘具不明显锯齿，稍起

伏，柔软，稍有光泽，浅绿至黄绿

色，中脉暗沉，中绿色；成熟叶椭

圆形至宽椭圆形，叶缘具不规则浅

锯齿，至叶基部减少，不均匀波

状，长14.0-16.0cm，宽6.0-7.5cm；

部分叶片叶尖锐尖，稍具尖端; 叶

基钝圆，在较小的叶片上叶基呈

楔形; 叶正面无毛，中等绿色，具

光泽，叶背淡绿色，具光泽；主

脉近叶基处宽1.0-2.0mm，远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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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小于1.0mm，背面突出，正面凹

陷; 二级叶脉浅，臂状, 10-12对，

正面凹陷，背面突出；三级叶脉不

明显，几乎与二级叶脉成直角，均

匀分布，叶缘正面和背面突出；叶

脉形成的网状结构模糊，最大网格

尺寸2.0×5.0 mm，但通常较小；花

具梗，花梗短，长3.0-8.0mm，上

部稍宽，直立到半直立，完全被小

的，浅绿色后棕色的小苞片所覆

盖，花淡黄，后逐渐为白色，顶

生和腋生，单朵或2-4朵簇生；花

芽球状、不均匀球状到卵形，下

端钝或扁平，不规则分布的浅黄

色；花径3.5-4.0(-4.5)cm, 细腻, 蜡

质 ,易碎，光滑、无毛，易碎，光

滑、无毛，有轻微的光泽，无味；

萼片离生，4-5，较大，宿存，硬

但未木质，明显内凹，萼片内侧淡

绿色，外侧黄绿色，2轮，(2+3)或
(1+4)，部分外轮萼片的外侧呈红

褐色，内轮萼片长6.5-7.0mm，宽

4.0-5.0mm；外轮萼片小；瓣状萼

片明显，螺旋状与花瓣连接, 瓣状

萼片覆瓦状，4-5枚，明显内凹，革

质但未木质，大小不一，淡黄色，

外部瓣状萼片在其中部具褐色，长

1.5cm，宽1.2 cm，但通常靠近边

缘较小；花瓣6-7枚，呈松散的螺

旋排列，与花瓣状萼片呈连续性衔

接，自由重叠，细腻，具韧性, 非

蜡质, 光滑，部分花瓣外翻，基部

 

 

C. andersenii Orel - mature leaves, adaxial surfaces.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the senescing, achromatic flowers and a developing flower bud.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flower buds and persistent sepals.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a deconstructed mature flower.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flower buds and persistent sepals.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a deconstructed mature flower.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mature leaves, adaxial surfaces.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flower buds and persistent sepals. 
Image: G. Orel

C. andersenii Orel - a deconstructed mature flower. 
Image: G. O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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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生1.5-1.7cm呈管状，花瓣椭圆

形，内凹 ，先端微凹，两面有微弱

的平行条纹，无味；雄蕊多数，呈

紧密的环形，直径1.0-1.5cm；花丝

长2.0-3.0cm，粗细不等，无毛，淡

黄色，具轻微的光泽，外轮花丝基

部与内轮花瓣连生10.0-12.0mm，

有时更少，内轮花丝离生；花药宽

椭圆形， 背部着生, 小，深褐色至

中等褐色，边缘呈亮黄色，使其外

观引人注目，长1.0-1.5 mm，宽小

于1.0 mm；花柱3或4条，离生，

基部彼此紧密贴着，黄绿色，光

滑，具光泽，无毛；柱头形成不足

1.0mm的2裂结构，子房上位，呈

不明显3或4室，无毛，具光泽，光

滑，黄绿色，长2.0-3.0mm，宽2.0-
3.0mm；果：蒴果或种子未见。

物候特征

花采集于12月，花期11月至12
月。预计3-4月结果。

分布与生境

安德森茶C. andersenii Orel分
布于多山，高海拔，潮湿的亚热带

雨林，在其分布地形成密集的林下

层，出于对该物种的保护，作者保

留物种出处的详细信息。

词源

种加词andersonii是为了致敬本

刊编辑Peta Jinnath Andersen女士。

IUCN红色名录

模式标本采自两株成年植株，

其周边分布着很多实生幼苗。由于

时间限制，没有开展进一步的工

作。 

分类学特征

安德森茶 C. andersenii Orel是
大叻组（sect. Dalatia Orel.）的一

个非典型种，但它具有一些典型的

原始特征，比如说花萼和花典型

的螺旋状排列方式(Orel & Wilson 
2010). 该新种与古茶组（sect. 
Archecamellia (Merrill) Sealy）和实

果茶组（Sect. Stereocarpus (Pierre) 
Sealy）的一些种近似(Sealy 1958; 
Orel & Curry 2015; Orel & Curry 
2019)。与 Dalatia组的同组种比较

显示，该种从地理分布和形态特征

来看，与分布于北越的 Dalatia组的

红顶金花茶C.insularis Orel & Curry
相近(Orel & Curry 2015)。其显著的

相似特征在于: 花较小，花梗短，5
枚宿存萼片，花瓣基部连生成短

管，较小的淡黄色子房，以及离生

的花柱。

安德森茶C. andersenii Orel与
C. insularis Orel & Curry的区别在

于开花末期的白色花，革质的花瓣

状萼片，此外，其花瓣 6-7枚 (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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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dersenii Orel - the senescing, achromatic flowers and a developing flower bud. Image: G. Orel

C. insularis的9-11枚),花丝长2.0-3.0 
cm (非 C.insularis的1.0-1.5 cm), 3 
或4 条长 2.0 cm 的花柱(而非3条长 
6.0-8.0 mm的花柱). 一般来说，与

高5.0 m的 C. insularis Orel & Curry 
相比，高3米的C. andersenii Orel在
山茶属中属于较小的类群。

参考文献
Orel G & Wilson PG 2010. Camellia 
luteocerata sp. nov. and a new section of 
Camellia (Dalatia) from Vietnam. Nordic 
Journal of Botany 28: 280-284.

Orel G & Curry AS 2015. In Pursuit of Hidden 
Camellias; or 32 New Camellia Species from 
Vietnam and China. Theaceae Exploration 
Associates, Sydney, Australia.

Orel G & Curry AS 2019. Camellia: Work in 
Progress. Theaceae Exploration Associates, 
Sydney, Australia.

Sealy JR 1958. A Revision of the Genus 
Camellia. Wisley: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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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dersenii Orel - the senescing, achromatic flowers and a developing flower bud. 

 Image: G. Orel 

 



133

论文

十年前，Marc De Coninck在
《国际山茶会志》上发表了一篇

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

国并提时的简称)地区关于茶花历

史和对未来期望的文章。在这篇

文章中，他提到的一种叫 ‘Greffe 
Belge’嫁接茶花的方法，是由Louis 
Casier（路易斯.卡西耶）于1812年
引入。所谓的‘Greffe Belge’（通过

在砧木尽头接穗各品种茶花苗的幼

枝），这种方法繁殖比以前快得多

也更容易。它使根特镇（Ghent）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世

界茶花中心。我好奇的在谷歌上

搜索了‘Greffe Belge’的意思，发

现“greffe”和英文单词“graft”有很多

含义是相似的。一开始，我找到

了法院办公室和Belgian studios for 
hair implantation（扦插工作室）,
只有当我增加‘山茶花’为关键词搜

索时才出现了1845年的‘Annales de 
la Societé Royale d’Agriculture et de 
Botanique de Gand’. 从第456页开

始，《年鉴》报道了山茶花，并详

细描述了‘Greffe Belge的发展。从

中国引入到英国，它对早期发现各

种繁殖红山茶的方法进行了有趣的

探索。直到1829年，冯·西博尔德的

五名日本兵将山茶才从日本直接运

达安特卫普。 
这种‘Greffe Belge’嫁接方法有

个特点是:它可以一年内扩繁价值

高的品种。它的发明，使重瓣山茶

花从一种很难买到的植物到成为大

众产品。根特苗圃主因这项创新从

中获益匪浅。根特大学的一篇硕士

论文中说：1836年，6000株茶花从

比利时根特运往乌克兰敖德萨。当

时，比利时大约有700个品种。单

瓣的红色山茶花，此种山茶花贸易

的砧木必须早在1800年之前从英格

兰引入根特。

《年鉴》清楚地表明了：在早

期，繁殖重瓣茶花给苗圃工人带来

的各种问题。1808-1809年Vilbond
试图用伦敦进口的山茶花扩繁，看

起来像是早期的空气分层（压条）

的方法：他在叶子下切了一个口，

放入土壤并用铅制的盆盖住。重

瓣品种有愈伤组织但没有根。1811
年‘the 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 
et Botanique de Gand,’创始人Van 
Cassel从英国进口了大量的茶花植

物。其中一些送给了面包师兼狂热

的植物爱好者Montier。他发现其中

一种嫁接方法仍然清晰可见：根状

Niels Röling, The Netherlands

 王新蕊�译

比利时Greffe	Belge嫁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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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被切成楔形，嫁接物被切成V形

并放在根状茎上。像是骑马者。但

是疤痕很难看，操作也很困难。

大约在1814，嫁接和靠接的方

法(greffe par approche in French,or 
plakgriffel =‘attach graft’in Flemish)
被广泛使用。从重瓣山茶的枝条上

切下一条一年生

的木质化枝条。

伤口处与根茎上

的一个类似伤口

处相接，即用作

砧木的“野生”红
山茶。使两个伤

口紧紧捆绑在一

起。砧木的顶端

没有被切断，同

样有价值的品种

的根也没有被损

伤。一种是把两

株活植物连在一

起

40天后，它

们通常会连接在

一起。然后你可

以把嫁接苗上面

的砧木的顶端剪

掉，把你想要繁

殖的山茶花的新

植 株 剪 掉 。 第

二 年 ， 我 们 可

以再次使用 “母
体植物 ”。根据

《Annales》的说

法，为了获得大

量可销售的幼苗，苗圃工人在苗圃

挂满有砧木的母株盆栽，但是这一

过程似乎使浇水变得困难，而且容

易导致失败。

1815年Louis Casier发明了greffe 
Belge，可能最好的翻译是“插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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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Trehane, 2007:335)或佛兰芒

语中的zetgriffel。他的思想摆脱束

缚：接穗不需要有两个或三个，

可以将一个带有叶子的芽用在所

需品种的树皮，形成层和木质的“
后跟”上，然后将其尽可能低地插

入砧木枝上的切芯或切缝中。砧

木没有像裂缝嫁接那样被切断；

它保留了树枝和树叶。从而可以

在砧木中插入多个接穗，以确保成

功或获得形状更好的幼株。接穗用

椴树（欧椴树）的树皮、棉花和麻

绳绑在砧木上。一个问题是如何在

盆中种植处理砧木植物，包括它们

的枝叶和一个或多个插入的接穗。

起初使用的是大的玻璃钟罩但是通

常这意味着要牺牲一些砧木的分

支。然后Casier把嫁接的砧木侧放

在玻璃下并放在阴暗较冷的架子

上。插入物处的倒挂啤酒杯确保了

足够的湿度。显然，嫁接砧木经受

住了这种处理方法没有任何问题

出现。同样的方法在1880年仍在

美国使用（Halliday，1880年：第

83页展示了一幅冷架里面装满了

盆栽的砧木植物的版画。如今，

接穗插入的地方覆盖着一层保鲜

膜（Trehane，2007：第335页的图

片）。人们可以在4月份使用greffe 
Belge，也就是叶芽仍然紧闭的时

候，或在10月、12月使用。一些苗

圃工人一年用四次。显然，它解决

了繁殖重瓣日本山茶的瓶颈。顺便

说一句，《年鉴》中没有提到日

本红山茶（single red Japonica）砧

木繁殖的方式。Halliday，1880年
曾为美国东部的圣诞节市场生产“ 
Alba Plena”鲜花，他写道，砧木是

通过枝条扦插而成的。事实上，他

自豪地描述了他现在是如何使用扦

插繁殖他的“‘Alba Plena”，使用的

技术在当时是新的，大约60年后，

取代了greffe Belge。

 Niels Röling, The Netherlands

De Coninck, Marc (2010). Camellia history and future in the Benelux and renewed links with 
Japan. ICS Journal 2010: 41-47 

Halliday, Robert J. (1880). Practical Camellia Culture.: A treatise on the propag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Camellia Japonica. Baltimore, Maryland. Republished in Bedford (Mass.) by Applewood 
Books

Morren, Charles, Ed. (1845). ‘Annales de la Societé Royale d’Agriculture et de Botanique de 
Gand’, Ghent: Chez Murquardt Libraire

Trehane, Jennifer (2007). Camellias, the gardener’s encyclopedia. Portland (Ore.): Timber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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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与再次采集
 Anthony Curry 

 王新蕊�译

国际山茶协会（ICS）古山茶

保育委员会和嘉宾于2019年10月访

问了“阿婆六茶花谷”。该花园位

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图1: 2019年10月19日ICS古山茶保育委员会
和嘉宾参加“ 阿婆六茶花谷”

图2: 2019年10月19日来自澳大利亚的斯蒂
芬·乌蒂克 （Stephen Utick）博士宣布“ 
阿婆六宣言”
 

我们访问阿婆六山茶花园的目

的无疑是因为这是宣布《阿婆六宣

言》的主要场所。阿婆六茶花谷因

其山地，亚热带气候而得天独厚。

我们被它的环境所吸引：宽敞的梯

田式花园以及宽阔、蜿蜒曲折的小

径。并且以茶花为主题大规模种植

的过程中，人们有设计的放置了园

林雕塑和小品，以达到壮观的场

面，缓解心情的效果。 

图3: Le Ninh Hai Nguyen博士（越南）在
阿婆六茶花谷里休憩  Images: A. C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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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参观的日期错过了山

茶花盛花期，但是在阿婆六的山茶

花播种过程也预示着很多更好的的

事情将要来临。 

图4: 从观景台俯瞰山上植物  

图5: 从花园经过水车到达图书馆 

图6: 阿婆六茶花谷的侯文卿先生
和澳大利亚的比尔·帕克（Bill 
Parker）参观心形池塘，左后方是安
德里亚·科尼奥（Andrea Corneo） 

图7: 访客通过木拱桥过河 

图8: Darryl Baptie（澳大利亚）与阿婆六的
导游谈论花园

图9: 通过踏脚石穿越溪流前往图书馆
 Images: A. Curry

参观完花园后，我们从花园设

施角度讨论了阿婆六茶花花园的一

些项目开发。图书馆里陈列着许

多山茶花的书籍和期刊，包括西里

（Sealy）的《山茶属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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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达教授的《山茶》，冯国楣等

人的《中国云南山茶花》，高继银

教授的《山茶属植物主要原种彩色

图集》，奥勒尔（Orel）和柯里

（Curry）的《寻找隐藏的茶花》

，以及《澳大利亚山茶新闻》。这

些书和参考资料都可供员工和访客

免费使用。

图10: 杜鹃红山茶-阿婆六山茶花系列中展
出的众多花之一 

图11: 高教授杂交种，杜鹃红山茶“厦门
春灵”，——阿婆六山茶花系列的一部分 
 Images: A. Curry

我们和意大利山茶协会主席安

德里亚·科尼奥（Andrea Corneo）

一起探讨了他的计划关于在韦尔巴

尼亚（Verbania）的山茶花公园拥

有一个集推广、研究和教育为一体

的博物馆。他告诉我，他继祖父的

过去对于社会的贡献，《澳大利亚

山茶花新闻》刊物就是其中之一。

他问我是否有可能获得一些他遗失

的复本，我告诉他当我回到澳大利

亚的时候，会尽我所能帮助他。

图12: “ 2008年春季山茶新闻”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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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第200期“ 2016年秋季山茶花新闻”
封面

图14: “2019年冬季山茶花新闻“封面
 Images: A. Curry

安德烈（Andrea）的继祖父安东

尼奥·塞维西（Antonio Sevesi）博

士曾受过电子工程师的培训，对花

卉和园艺一直很感兴趣。尤其是他

经营的花园中的山茶花和杜鹃花。

然而，他不明白为什么在意大利

马焦雷湖周围如此优越的生长条件

下，他的花长势不好。

图15：安东尼奥·塞维西（Antonio Sevesi）
和亚历山德拉·安妮莉（Alessandra Anelli）
以坎内罗城堡在马焦雷湖为背景拍摄 

图16: 安东尼奥·塞维西（Antonio Sevesi）（
左）与同伴（中）和安德里亚·科尼奥 （Andrea 
Corneo）（右）谈论山茶花
 Images courtesy of Andrea Corneo Italian (Italy)

在意大利，山茶花作为园林植

物广泛流行并在19世纪达到顶峰，

一直持续到20世 纪中叶减弱。为了

了解更多有关山茶花的信息，塞维

西（Sevesi）博士通过查尔斯·普

德尔（Charles Puddle）（英国）

联系了ICS。在Puddle先生以及其

他ICS成员E.G.教授和沃特豪斯 

（1962年至1977年ICS总裁）的帮
助和启发下，塞维西博士充满了对
于茶花的热情。塞维西（Sev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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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刻苦的研究人员，他问了很
多专家和苗圃主。他与ICS成员进
行了交流并从英国进口了山茶花品
种。他同时还才参加了ICS大会,收
集了包括《澳大利亚山茶新闻》在
内的期刊和参考书，有关茶花的任
何他能“拿到”的东西。这些交
流，资源和技能的掌握决定了塞维
西（Sevesi）博士未来的方向。实
际上，他的文献研究为汤姆·萨维
奇（Tom Savige）编著的《茶花名

册》的编写提供了模板。
有了这样的鼓励和帮助志趣相

投的苗圃主，1965年4月9日，安杰
洛·扎诺尼（ Angelo Sevesi），
马里奥·胭脂红（Mario Carmine）
和皮耶罗·希兰布兰德（Piero 
Hillebrand）在意大利的坎内罗
里维埃拉策划举办了第一场山茶
花展。并且在附近的瑞士山茶花爱
好者的帮助下，展览厅摆满了山茶
花。事实上，山茶花实在太多了只

能成堆的展示。
塞维西（Sevesi）博士对于这

场展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感到高
兴。蜂拥而至的参观者参观了这充
满状观的开花景象的展厅。许多人
向“专家”询问适合他们所在地区
的植物，品种筛选以及花园中山茶
花的栽培技巧。塞维西（Sevesi）
认为，随着人们对山茶花的兴趣和
成功程度的提高，塞维西相信，如
果得到在适当的鼓励和支持下，人
们对茶花的热情将会高涨。

但是，在茶花展览会之后，许
多当地苗圃主者仍然不相信，对坎
内罗里维埃拉（Cannero Riviera）
及其周边地区的茶花市场潜力缺乏
信心。尽管当地的苗圃行业对山

茶的潜在市场缺乏信心。塞维斯
（Sevesi）仍然于1965年8月29日
发起并成立了“意大利山茶花社”
，在那里他一直担任主席直到2000

年去世。

图17: 但丁·因弗尼兹（Dante Invernizzi）（左）
，安东尼奥·塞维西（Antonio Sevesi）（中）
和 亚历山德拉·安妮莉（Alessandra Anelli）

（右）在“意大利山茶花社”颁奖晚会上。 

图18: 安东尼奥·塞维西（Antonio Sevesi）博士获
得了“意大利山茶花社”的奖项和冠军杯 

塞维西（Sevesi）与国际同事
保持着联系，热心的收集茶花文
献，并建立了自己的burgeoning
图书馆以供参考和研究。从1965年
起，塞维西（Sevesi）的意大利茶
花协会在米兰，佛罗伦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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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和马焦雷湖上举行了多场
展览。 

从这些不起眼的开始，到塞维
西（Sevesi）博士不断的推动和坚
定承诺下，意大利茶花协会发展壮
大到今天的样子。目前，安德里
亚·科尼奥（Andrea Corneo）是
意大利茶花协会的主席，有150多
名活跃成员。与他的继祖父一样，
安德里亚（Andrea）认为“让人们
注意到美丽的山茶花，并说服人们
种植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们
放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安德里
亚（Andrea）于2000年继承了其继
祖父的图书馆，他决定将这些藏
品捐赠给韦尔巴尼亚市山茶推广
园。像他的继祖父一样，安德里亚
（Andrea）成为茶花栽培，园艺和
植物学的爱好者。

图19：安德里亚·科尼奥（Andrea Corneo）：意大利
山茶协会会长
Image from La Camelia d’Óro website 
https://www.lacameliadoro.com/en/

我回到澳大利亚后，在查尔斯·李
（Charles Lee）和伯尼·威尔克斯
（Bernie Wilkes）的帮助下，我设
法为韦尔巴尼亚（Verbania）（山
茶花主题）的图书馆寻找关于《澳
大利亚山茶花新闻》的信息。 安德
里亚（Andrea）于2019年12月3日
收到了第一批期刊 （2009年至2019

年），第二套期刊（包括2004年至
2008年）于2020年8月收到。 随着
这些互动，重新收集工作完成，我
们之间的连接也被重新激活。

参考文献

Andrea Corneo Italian (Italy) pers. comms. 
2019; 2020; International Camellia Journal 
No.5, 1973; No.7, 1975; No.9, 1977; No.10, 
1978; No.13, 1981; No.14, 1982; No.16, 1984

To find out more about Andrea and Orsola 
Corneo, Villa Anelli and the Corneo’s ‘Golden 
Camellia Garden’ visit their website:

https://www.lacameliadoro.com/en/
elementor-2232/

Anthony Curry
30th 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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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我已故的父亲，让我对

山茶花产生了兴趣。他是一个热

情的园丁，总是热衷于尝试新引

进的种，今天我将它称之为“稀

有植物”。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

做稀有植物的其中之一，毫无疑问

的是品种赠奉（ C. x williamsii 

‘Donation’），他把它种在排水

良好的土壤中，面向朝南的墙上。

每年它都会接受到大量的农家肥料

的施用，因此每年它都变得越来越

强壮，花也越来越多。

我是在森威克房子长大的，是

一个在博格尔有围墙花园的大庄

园，就在苏格兰西南部海岸附近的

丹弗里斯和加洛韦的柯克库德布赖

特郊外。我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从60年代著名的爱尔兰格兰披

治（Innes Ireland）大赛司机那

里买了下来，然后改建成了一家酒

店。这个12英亩的花园非常隐蔽，

以春天盛开的水仙花闻名，这是我

见过的最好的花园。我就是在那里

学会了这门手艺。

参观附近的花园让我相信，山

茶花通常是在室内的山茶花屋里种

对山茶花的热爱�
 Richard A. Baines, Curator

 Logan Botanic Garden, Port Logan, Stranraer 

 王新蕊�译

照片 4 : 赠奉‘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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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例如，在威格敦湾靠近

加里斯顿村的加洛韦别墅，以及在

Maybole附近的艾尔郡海岸的卡尔

森城堡。我非常钦佩我父亲的“捐

赠”标本。因此，从一个13岁的初

出茅庐的园丁开始，事情有了很大

的发展: 我现在在道格拉斯堡的家

中，在户外种植越来越多的茶花品

种，还有洛根植物园的30多种优势

栽培品种。

赠奉‘Donation’（照片4）是20
年前我在家里种的第一朵茶花，如

今它已达到近七英尺的高度。 在我

看来，这可能是苏格兰气候下可以

开花的最多的山茶花，它的花朵可

以忍受一点霜冻——一位全能的实

干家！ 植物的来源很广泛，其中包

括与国际山茶协会前任主席帕特·肖
特（Pat Short）的一次会面，这次

会议促成了一系列由克利福德公园

（Clifford Parks）领衔的中国物种

考察探险队。 接下来是对某些物种

的一些观察，给出的观点是可以在

苏格兰西南部非常温和的气候（由

墨西哥湾暖流）下可以生长植物的

想法。

浙江红花油茶C.chekiangoleosa 
（照片2）是其中最惊艳的种之一，

有着直径达12厘米的巨大、发光的

红花，基部卵黄雄蕊组成。它来自

中国的浙江，江西，湖南，福建，

湖北和安徽省。它的最大特点可能

是花期的持续时间很长，比大多数

物种长很多。花期在四月初，耐寒

性极好，可以经受零下7摄氏度的

低温完好无损。关于这个物种最奇

怪的事情是就是它乌黑色的花蕾，

我第一次摘下它的花蕾时，以为它

们已经被霜冻了，但这是正常的！

它很容易从种子和枝条上生长，这

当然是山茶花中最令人惊叹的种之

一。

照片2 : Camellia checkiangoliosa

照片6 : Camellia parvilimba

细叶连蕊茶C.parvilimba（照

片6）是一种冬季开花的种，也表

现出很强的抗寒能力，能够忍受湿

润的土壤。分布于广东、四川、湖

南、江西、福建等省的林下。它通

常是灌木状生长，高达1.5米。它

被小的，独立的白花覆盖着，从叶

腋深粉色花芽中开放，产生一种令

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在寒冷的冬

天，它是最实用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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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果猴子木C.trichocarpa来自

云南省东南部和贵州省西南部的

蒙自，文山，广南和鹤庆以及鸡

足山–其花朵令人印象深刻，长达

9厘米，花瓣呈7或8个白色褶皱，

花瓣中还点缀着一簇金黄色的雄

蕊。它能经受住轻微的霜冻，最终

形成一棵具有迷人的肉桂色树皮的

小树。我推荐它作为在无霜的温室

里，可以生长成一株壮观的植物。

照片7 : Camellia rosiflora ‘Cascade’

玫瑰连蕊茶C.rosaeflora(照片7)

被认为是一个杂交起源。但它是在

江苏，浙江，四川和湖北省发现的

野生物种。我的植物来源于已故的

爱德华 · 尼德姆，在康沃尔特雷

盖的花园里的。它们在冬末开出淡

淡的粉红色花朵，不幸的是，由于

特性不强，许多花朵被部分隐藏。

它将成为一个理想的生长课题的摇

篮。

云南连蕊茶C.tsaii来自中国云

南省南部、越南和缅甸，花极其丰

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在英国

温和地区广泛种植。芳香的白花在

叶腋的小枝中生长，形成整体聚集

的展示。它需要避风，能抵抗零

下5摄氏度。我在越南北部观察过

它，它是一棵小树，高约6米。我

们在洛根种植，在那里它正在稳步

生长。

越南油茶C.vietnamensis已经达

到1米以上的高度，但迄今为止尚

未开花。该种起源于广东，海南和

广西省，越南和老挝，具有丰富的

绿色，光泽的叶子和大而艳丽的白

色花朵，达13厘米。 在西部沿海

一些温和的花园中值得尝试。

金花茶C.nitidissima来自中国广

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定是其中真

正的珍宝之一，生长着金黄色的花

瓣，还有一簇黄色的雄蕊。生长相

当缓慢，生长出吸引人的紫红色嫰

叶，随着树龄的增长，长成有光泽

的绿叶和较深的叶脉。我的标本已

经长到40厘米，但没有开花。我屏

息以待！在中国和越南以外，我听

说过的唯一一个试图在中国和越南

以外种植它的人只能在室内种植和

开花。我的植物在零下3摄氏度时受

到的受损最小，因为我的供暖系统

坏了24小时了。

照片5 : Camellia luchensis

琉球连蕊茶C.lutchuensis来自琉

球群岛(特别是日本的冲绳县)，晚

春时节生长了一串的小的、有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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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4厘米的白色花朵，，营造出令

人印象深刻的成片效果。这种植物

有一种非常开放的习性，但它相当

耐寒，也很容易取悦。

陕西短柱茶C.shensiensis来自

中国山西、湖北和重庆，可以忍耐

少量的霜冻。它生长迅速，形成密

集的灌木丛，在冬末开出艳丽的花

朵。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福建、湖

北、四川和广西的花瓣相似，花

瓣白色，直径可达6厘米，非常精

致。

心叶毛蕊茶C.cordifolia产于中

国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省，

被当地人称为“野山茶”(Wild 

Camellia)。八年后，我的样本已

达到了1米高——一个强壮的生长

者，但是目前还没有开花。花，当

它们开的时候，应该是白色的，有

点香味，直径2厘米，生长在叶腋

处的对生花。这个种能够耐阴，我

的样本经受住了零下3摄氏度的考

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照片3 : Camellia crassipes

厚柄连蕊茶 C.crassipes(照片3) 

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分布于云南省中

部和东南部的物种，很少在栽培中

见到。 它在晚秋/初冬开花，在茎

尖和叶腋开都能开花，花团锦簇。 

最终它会形成一个高达 5 米的整齐

灌木，并能忍受几度的霜冻。

照片1 : Camellia taliensis

大理茶C.taliensis原产于云南

省西部和缅甸北部，生长在海拔

1300-2700米。作为云南茶叶的重

要来源被广泛种植，在云南被称

为“大叶茶”或“感通茶”。晚

秋时节，花瓣呈雪白色，长达5厘

米，具一簇卵黄色雄蕊，可自由

生长至晚秋。最终它可以长到8米

高，喜欢一个稍微有点阴的位置。

在洛根，样本保持了零下10摄氏

度，没有受到伤害，当然应该被更

广泛地培育。

随着洛根茶花种类的不断扩

大，我们现在一年中大多数月份都

会开花，这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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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根花絮报道�
Text and pictures by  Richard Baines 

 傅志成�译

洛根植物园是爱丁堡皇家植物

园中的一个区域性花园，因其是苏

格兰最具异国情调的花园而闻名。

这个亚热带天堂位于苏格兰西南部

斯特兰拉尔以南14英里处，距离苏

格兰最南端的加洛韦岛（Mull of 
Galloway）北部仅7英里。

该花园位于加洛韦山脉的锤头

半岛上，得益于墨西哥湾暖流的延

申——北大西洋洋流的影响，洛根

能够种植北半球罕见的异国植物，

Views from the Logan Entrance Trachyca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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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树蕨、棕榈树、香蕉、海棠和

生姜。

该花园在历史上是一个传统的

乡村别墅花园，由麦克杜尔家族拥

有。他们的中世纪城堡在1500年左

右被烧毁，其遗迹为花园增添了另

一种异国情调。1869年，当艾格尼

丝-布坎-赫本与詹姆斯-麦克杜尔结

婚时，她种下了第一棵桉树，自此

花园从种植蔬菜转向了种植异国植

物。

她的儿子肯尼斯和道格拉斯继

续着她对外来植物的热爱，并在他

们的海外旅途中获得了许多新的植

物。这些材料来自于植物猎人探险

队，如乔治•福雷斯特、在中国西

部的欧内斯特•威尔逊、在喜马拉

雅山和西藏的弗兰克•金顿•沃德和

约瑟夫•洛克等牡丹。紫斑牡丹种

子则是约瑟夫•洛克亲自送到了麦

克杜尔家的，至今还在洛根开花。

目前，洛根在有一套数量不菲

的栽培品系与物种的收藏体系的同

时，也在计划着种植更多的茶花品

种，这样一来，一年中的12个月几

乎都会有茶花保持绽放。

Forwarded photos as promoted by EasyJet 
Traveller: 10 places that you wouldn’t 
believe were in the UK.  https://traveller.
easyjet.com/10-places-you-wont-believe-
are-in-the-uk/?utm_source=easyJet&utm_
medium=email&utm_content=lang_EN_
market_UK&utm_campaign=mkt_05102020&
fbclid=IwAR0fWbXTzXulvBXUu6HerrjTlTH4dzl2
Bozj3L-iyv559P9Wo0szEpAyL38

Palms walled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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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理事找到了一种方法有助
于推广山茶花和国际山茶协会。

他们想要和你一起分享这些点
子，用安东尼奥的话就是‘在冠状
病毒肆意的阴暗时刻，总有一些事
情是美好和难忘的’。

在克罗地亚，安东尼奥·克维

特科维奇(Antonija Cvetcovic)和克
罗地亚茶花协会的会员马丁娜·普
兹有着联系，马丁娜·普兹负责制
作纪念品。她愿意去尝试制作一些
漂亮的口罩，上面带有国际山茶协
会的徽标。这些口罩也可以做成海
军蓝和黑色。

白色的口罩可以用90℃的水
洗，蓝色和黑色的口罩用60℃的水
洗。

如果你想要一件精美的礼物，
你可以订购这款口罩，每个3.35欧
元，邮费另加。

在荷兰，维茨·霍克斯特拉
(Wytze Hoekstra)在互联网上找到了
一种口罩，可以在上面打印山茶花

的图片。

对于那些想了解更多信息的人，请联系

Antonija Cvetcovic：  
antonija.cvetkovic@zg.t-com.hr
Wytze Hoekstra: 

非常时期里奇思妙想的人
 F. Delvaux

（摄影：Antonija Cvetcovic 和 Wytze Hoekstra）
 沈云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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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累斯顿和易北河谷-山茶花在德国的摇篮-瑞斯
苗圃的剪影
 文字 Anke Koschitz, 照片 Reinhild Hellenberg, 德国

 王仲朗 译

雅 各 布 ·弗 里 德 里 希 ·塞 德
尔（Jacob Friedrich Seidel）于
1813年在德累斯顿建立了德国第
一个专门的山茶花观赏植物苗
圃。 “Kamelienseidel”是马里昂
（Marion）和马蒂亚斯 ·里德尔
（Matthias Riedel）在备忘录中对他
的称呼。他的父亲约翰·海因里希·
塞德尔（Johann Heinrich Seidel）
是德累斯顿皇室庭园的园丁。他收
集了4000多种不同植物，其中有
一种是山茶（Camellia japonica）

，1792年在德累斯顿首次开花。雅
各布(Jacob Friedrich Seidel)和他的
兄弟们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绿色基
因”，成立近35多年后，每年培育
超过130,000株山茶花，塞德尔家族
将山茶花卖给了欧洲各地的富裕公
民和王室，甚至卖到了圣彼得堡的
沙皇。这些植物被小心地用箱子和
柳条篮子包装，然后用马拉车、汽

船和后来的铁路运输到各地。

这为德累斯顿的撒克逊观赏园

艺奠定了基础，易北河谷的小气

Drawing nursery approx.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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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比周围的乡村气温高2-3度。酸

性土壤和不含石灰的水有利于山茶

花和其他沼泽植物的种植。许多

苗圃都种植了山茶花，其中大部

分选择塞德尔品种，1854年瑞斯

园艺（Gartenbau Risse）创立的

苗圃，至今仍为家族所有。2020

年7月，我拜访了里塞园艺的现

任所有者莱因希尔德·海伦伯格

（Reinhild Hellenberg），如今

是在科斯威格经营园艺业务的第五

代家族传人。她的曾曾祖父恩斯

特·瑞斯（Ernst Risse）于1854

年在洛马茨施（Lommatzsch）建立

了一个所谓的混合农场，在那里，

蔬菜和观赏植物在冷棚架和玻璃温

室中种植。

1889 年，她的曾祖父古斯塔

夫·恩斯特·瑞斯 (Gustav Ernst 

Risse)也乐于种植玫瑰，将业务

迁至 科斯威格（Coswig）。那里

建了一个火车站，简化了向最重

要的市场德累斯顿运送蔬菜、玫

瑰、蕨类植物和切花的过程。与莱

因希尔德·海伦伯格（Reinhild 

Hellenberg）的祖父亚瑟·瑞斯

（Arthur Risse）于1936年开

始种植山茶花，尤其是钱德勒

（Chandleri）山茶品种和其他沼

泽植物。即便如此，山茶花还是根

据萌芽的枝条进行分类和提供。亚

瑟不想成为一名园丁，他对技术感

兴趣，更喜欢学习机械工程。然

而，他的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阵亡，所以亚瑟完成了园丁学徒生

涯并接管了家族企业。然而，他对

技术的兴趣仍然存在。他对业务进

行了许多技术改进，例如大型雨水

灌溉系统，这在当时的德国尚属首

次。它是一种管状钢结构，带有由

泵驱动的雨水喷嘴，雨水喷嘴以约

1.5-2m宽的条带灌溉植物。 

Rearrangement of the watering can to the rain system 
approx. 1940 with Arthur Risse

然后必须手工移动系统下一个

位置，每个场地需移动5次。一刻

钟后，整个2,000平方米的场地都

可以完成浇水，为园丁节省了大量

时间。以前，需要25到30名园丁分

别为每株植物浇水。莱因希尔德·

海伦伯格（Reinhild Hell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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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她祖父在1930年代建造的设备

工作到1990年。她说“在民主德国

时期，什么都没有。如果想要建造

或进行技术改造，或者只是需要建

筑材料，也必须申请许可证，并在

某个时候分配一定数量。没有什么

可以轻易得到。如果能有必要的工

匠来做这项工作，那么人们就会很

高兴”。

1990年柏林墙倒了之后，建成

了半自动喷水系统。“今天我只需

按下按钮就可以走了，”海伦伯格

夫人笑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产量减少，苗圃现在不得不种

植蔬菜，尤其是土豆和卷心菜，食

物变得稀缺。幸运的是，亚瑟·瑞

斯并没有被召唤去参战，因为他“

具有系统相关性”。这使他能够在

艰难的战争和战后岁月中继续开展

业务。由于邻近苗圃的主人在战争

中丧生，亚瑟·瑞斯就接管了1.5

公顷的土地，从而将他的农场扩大

到3公顷，并租用了更多的土地。

1944年，他的儿子恩斯特·亚

瑟·瑞斯（Ernst Arthur Risse）

在16岁时应征入伍。感谢上帝，他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于1945年回

国。他和父亲一样遭遇了相同命

运：他也不想成为一名园丁，他在

艺术上有天赋，弹钢琴和吹长笛，

他的母亲是一名歌手，家里经常举

办家庭音乐会。他有两个姐姐，但

作为独子，他不得不继承遗产。

在当时，将生意交给其中一个女儿

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在拉德博

伊尔（Radebeul）接受了园丁培

训。1950年，恩斯特在科隆附近的

弗里斯多夫 (Friesdorf)的一所硕

士学校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沃尔特

劳·瑞斯 (Waltraut Risse，原名

Mönnich)。 她也来自奥尔登堡的

一家苗圃。随后多年前往柏林、汉

堡、比利时和瑞士旅行，获得了作

为园丁的国际经验。

恩斯特接手了他父亲的生意。

当时，在五十年代，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GDR）仍然允许私营企业。

但很快很多朋友因为政治局势和日

益增加的国有化趋势而离开了东

德，但恩斯特对祖国的热爱更为强

烈。他的妻子沃尔特劳已经离开了

她的西德故乡，婚礼后不能再去西

德旅行，甚至不能去参加她父母的

葬礼。

National Flower Show, Ronneburg 2007 - winner of 
several awards

1972年，党的官员威胁要拆除

瑞斯园艺（Gartenbau Risse），

将其国有化或转移到园艺生产合作

社。幸运的是，瑞斯与另外两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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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的苗圃建立一个“独立的”园艺

生产合作社(GPG)。合作社接管了

整个业务，只允许现场的私人住宅

留下称为他的财产中。因此该财产

没有被国有化，恩斯特成为合作社

的合伙人（其实是他自己的产业！

）。雇员都必须加入合作社，成为

社员。

由于合作社必须生产出口

（30.000株山茶花、50.000株石楠

花），急需外汇，恩斯特与外贸办

公室达成了共识，合作社没有任命

党支部书记。1990年恩斯特在园艺

生产合作社解散后得以继续作为私

营企业开展业务。但在1990年代初

期，市场崩溃了：由于外贸办公室

继续提供老价格，不得不销毁50%

的产品。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恩斯特

不得不于1993年将业务交给了他年

仅24岁的女儿莱因希尔德·海伦伯

格 (Reinhild Hellenberg)，她刚

生完儿子，现在突然要经营一家拥

有8名员工的企业。但在这里，家

族传统再次证明了它的价值：莱因

希尔德在学徒期间还遇到了她未

来的丈夫安德烈亚斯·海伦伯格

（Andreas Hellenberg），他能够

在这个艰难的初期与父亲和叔叔一

起支持她，并且仍然为今天的公司

协调处理了许多事情。

除了石楠花和杜鹃花之外，莱

因希尔德现在还提供160多个山茶

花品种，包括许多经常获奖的品

种。她的农场占地4公顷，其中1公

顷在玻璃温室。.

Nursery today

未来将移交给第6代是肯定的

了：她的儿子埃里克·海伦伯格 

(Eric Hellenberg)也完成了他的

园丁教育。祝贺！

3 generations on the new tractor 2007

(1) www.mitteldeutsche-
kameliengesellschaft.de/der-verein/
mitglieder-beitraege/details/der-
kamelienseid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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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应阿婆六茶花谷

的老总侯文卿先生的邀请，赴中国

南部的广东省广州市参加国际山茶

协会古树茶花保育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侯先生对保育委员会的邀请其

实也是一个隐喻的“月亮门”[1]，

让我们进入了广州的茶花世界。

西樵山公园的“月亮门” 

会议安排包括参观当地的旅游

景点、公园和植物园以及茶花育种

设施。在整个游览过程中，这座城

市的山区、绿树成荫的公园、树荫

下的街道和广州热爱山茶花的人

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参观了广东最好

的、最亮眼的茶花园。

我们考察和欣赏了佛山海景

森林公园收集的大量山茶花品种

和原种。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

在封闭的小路两边，探寻着仿佛

无限伸展的山茶花。红皮糙果茶

(Camellia crapnelliana)是一种原产

于香港的木本油料茶树。1903年W. 

J. Tutcher首次在香港的帕克山采

集到模式标本。该种也分布于香港

的马鞍山峰的茅坪，以及中国大陆

的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和浙江

等省。IUCN红色名录将其保护类别

归为易危物种。虽然这个物种的植

株尚未开花，但由于在树冠上结了

许多大而浅棕色的果实、显眼的锈

红色树干，确实引起了这群人的兴

趣。 

[1] 在中国，贵族和富人的花园通常有围墙，可以通过墙上的圆形开口的“月亮门”进入。这样的拱门是迎接贵客通往花园深处的
门户，用于将一个花园与另一个花园、内部与外部连接起来，或与私人共享。传统上，“月亮门”具有象征意义，被认为代表天
堂、月亮和珍珠——月亮的女儿。所有这些都声称能赋予智慧、不朽、知识和生育能力等美德。我们参观的山茶花园、藏品和
种植园，无疑是广州山茶花世界中的一颗明珠。
(blog.rosstours.com, 18/02/2020; en.wikipedia.org, 21/01/2020; gemsociety.org, 18/02/2020; houzz.com, 21/01/2020).

旅行报告

广州的“山茶花世界”
安东尼·库里（Anthony Curry）

王仲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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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糙果茶的果实

红皮糙果茶的树干

在红皮糙果茶的附近有罕见且

极度濒危的杜鹃红山茶（Camellia 

azalea），野生种产自广东省阳春

县的鹅黄樟自然保护区。在野外目

前仅有800-1,050个体存活，该物

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杜鹃红山茶的叶深绿色，叶形

细长，叶尖圆钝，具大量繁星点点

的深红色花朵（花径6-10厘米）。

该物种鲜明的特点，再加上其花期

长，使其成为全球植物育种者的首

选，在中国尤其如此。

佛山花园也有一些来自越南

北部的山茶花—越南抱茎山茶

（Camellia amplexicaulis）。该物

种在越南佛教寺庙附近广泛种植，

其中一些在越南已有200多年的栽

培历史。在越南北部，山茶花的发

芽枝条和盆栽植物传统上被用作“

春节”礼物、供品和贡品，因此该

种被广泛种植和销售。虽然这个美

丽的物种在野外已经灭绝，但如今

在越南南部和中国南部的私人花园

和公共植物园可见更广泛的种植。

 

越南抱茎山茶的成年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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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金花茶花园的封闭通道

佛山海景森林公园珍藏着大量

的金花茶（Camellia nitidissima）。

该物种原产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部和越南北部。金花茶的保护状

况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

种。

佛山园的山茶花收集区共有30

余原种和200多个杂交品种或栽培

品种，其中许多是嫁接的，生长和

健康状况良好。考察组对山茶花的

种植规模和范围以及整个花园的园

艺水准印象深刻。基于这些标准的

认可，佛山海滨森林公园于2014年

被认定为国际杰出茶花园，它确实

名副其实。

西樵山公园占地25公顷，以巨

大的观音像而闻名。对我们来说，

公园最有趣的特色之一是来自陕

西秦岭以及中国东部、南部和西

南部的四方竹（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据当地民间传

说，四方竹是忠诚爱情的象征。西

樵山公园的另一个亮点是高州油

茶（Camellia gauchowensis）。该

物种是广东省西南部的特有种，

常作为木本油料植物栽培。一条

人迹罕至的泥土路引导我们穿过封

闭的低矮森林，该物种不在开花

期，其中许多植株已经结出了一簇

簇西番莲大小的绿色果实。西樵山

公园为考察团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

察和拍摄该物种的绝佳机会。这种

植物让我想起了在中国也用于油

料植物种植的越南油茶（Camellia 

vietnamensis）。

.

高州油茶的果实

高州油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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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县以产油茶而闻名全粤，

是南山茶（Camellia semiserrata）
的故乡。抵达种植园后，市长和该

镇的大多数居民都出来迎接国际山

茶协会考察团，在该县及其茶油种

植园受到了热情款待。

拿着南山茶果实的种植园主

越南的阮海宁博士和中国的高继银教授

种植园的主人自豪地引导我们

穿过她的种植园，沿着蜿蜒的小路

穿过山茶林，山茶树上面挂着苹果

大小的深红色和绿色的果实。确

实，它们的整体外观让人想起树上

成熟的苹果。在我们登上巴士前往

我们行程中的下一站“南山茶王”

之前，考察团的大部分人都纷纷与

市长和种植园主合影。

“南山茶王”藏身于广宁县森

林密布的山腰。这棵高大的树位于

陡峭蜿蜒的山地小径的尽头。 由

于下午炎热潮湿，且导游告诉我们

路径陡峭、泥泞和湿滑，我们团队

中的一些人就在大巴车上停歇。此

外，为了人身安全，导游建议所有

徒步上山者都使用手杖。上山的主

要目的是实地参观“南山茶王”，

并参加该大树作为国际茶花协会的

原生山茶古树的加冕仪式。它那巨

大的树冠印证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名

副其实的获奖地位。
 

澳大利亚的斯蒂芬和中国的管开云在南山
茶的树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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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公司有限公司位于肇庆市

的苗圃是高继银教授和他的团队的

育种项目的基地，用于培育四季盛

开的山茶花和其他杂交种。山茶花

育种设施有一个30公顷的苗圃和花

园，种植了数十种杂交种、原种和

砧木，进行生长、植物抗寒性和多

花性等方面的试验。据悉，高教授

团队已培育出3万多株杜鹃红山茶

的杂交后代，参观期间，许多选育

的杂交后代正在开花，收获颇丰。

高教授的田间试验还展示了

他的团队用于杂交实验的一些有

趣的物种，包括越南抱茎山茶

（Camellia amplexicaulis）、显脉

金花茶（Camellia euphlebia）、广

西南部和越南北部特有濒危的多

种金花茶，以及一种原产于中国

广东、广西和湖南省的、广泛种

植用于生产食用油的多齿红山茶

(Camellia polyodonta)。

杜鹃红山茶品种‘夏日台阁’

杜鹃红山茶的花

棕榈公司的山茶花育种设施充

满了工人对使命的活力和热情。国

际茶花协会考察团与研究团队讨论

项目进展，以及看到了高教授的工

作、生活和“肉身”，同样令人兴

奋。

杜鹃红山茶品种‘夏日台阁’

杜鹃红山茶品种‘四季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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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红山茶品种‘夏梦可娟’

阿婆六茶花谷是国际山茶协会

古树保育委员会的会议主办方。阿

婆六茶花谷位于广州市从化区东北

约50公里处，海拔650米。 

Statue of elderly lady representing the myth of the 
naming of Apoliu 

阿婆六茶花谷是我们广州及

其周边地区山茶花之旅的最后一

站。茶花谷中栽培了600 多个茶

花品种。茶花谷是有目的地布置

的，每组杂种或物种都有一个分

配给自己的种植区，例如红山茶

区（Camellia japonica）、云南山

茶区（Camellia reticulata）、茶梅

区（Camellia sasanqua）、茗茶区

（Camellia sinensis）、金花茶区、

香茶花区、精品茶花区、四季山茶

品种区（Camellia azalea）。这个

主题种植计划让游客和山茶爱好者

在第一次观赏时就沉浸在花园中，

并希望回访以了解更多的花园进展

并看到茶花盛开时的景观。

阿婆六花园概览

在阿婆六茶花谷俯瞰水车和花园

杜鹃红山茶品种‘夏日七星’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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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阳光系列的凤仙花（*）

两头毛（Incarvillea arguta）（*）

（*）花园的地被植物

虽然阿婆六茶花谷的山茶花开

花高峰期是11月至3月，但在我们

访问期间，考察团对展示的花卉展

示感到满意。阿婆六花园的另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使用了五颜

六色的百日草(Zinnia elegans)、大

波斯菊(Cosmos bipinnatus)、橙色

大波斯菊(Cosmos sulfureus)、两头

毛(Incarvillea arguta)和充满活力

的、耐晒品种‘五月阳光系列’的

新几内亚凤仙花（Impatiens hawkeri 
‘Sakata Sunpatiens Series®’）。

山茶品种‘贝拉大玫瑰’

杜鹃红山茶品种‘夏梦春陵’的花

山茶品种‘花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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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还设有许多雕塑、花园装

饰品、观景台和凉亭，所有这些都

为游客增添了体验和观感。这些都

展现了园主的使命感和对企业的承

诺，以及展示了该园引种栽培的大

量的山茶花原种和栽培品种。我代

表国际山茶协会古树保育委员会，

向会议的组织者和东道主表示诚挚

的感谢。我们感谢所有的导游、花

园和种植园的主人和主办方，特别

是侯文卿先生、陈子健先生和阿婆

六茶花谷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

们为我们的考察活动取得如此巨大

的成功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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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PLC数据为基础的山茶科分类系统新观点�
乔治·奥雷尔博士，�山茶属项目 

耿芳�译

为了解决目前山茶科植物中存

在的一些具有争议的分类学问题，

我们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对山茶的系统发育进行了调查。上

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阐明或绕过一

系列经形态学和相当不完善的分子

研究（由于研究物种的不足导致）

的数据二遗漏下来的一些历史问

题。在过去的20年中，已有超过50

个山茶的新种被挖掘与开发，本文

作者已鉴定出关于山茶科植物的其

他领域，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保证。然而，当使用目前已有的

方法时，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取得进

展的，因此，建立了HPLC数据采集

系统。这里有3个问题需要得到解

决:

1) 已经出版的分类描述特征是

否能代表整个山茶属群体里的任何

一个种？

2) 对于那些不能鉴定为新种的

种质资源的分类地位如何确定？因

为这类种质资源的自然的形态差异

不在任何已有的分类单元的变化范

围之内。

3)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多

年生植物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解

决的分类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

在目前山茶科和山茶属的分类系统

中？

针对第一个问题，据我长期研

究的经验表明答案应是否定的。一

般来说，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都认

为任何植物种内的单体个体都是相

互具有差异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上述所说的变化都是相当小而且不

具有显著性。这就允许了分类单元

的所有成员都被包括在植物种的目

录下。

然而，一些出版的和长期公认

的山茶属植物的描述并不能代表野

外或栽培的一个或同一种植物特征

的动态变化现状。这里举两个例

子：越南抱茎茶（C.amplexicaulis 
(Pitard） Cohen Stuart)和杜鹃红山

茶（C.azalea Wei）。然而，这篇

短文章并不允许我们详细的去讨论

这个话题。我只能说，出于各种原

因，已出版的关于越南抱茎茶的描

述不能代表这个物种的多样性。

茶花的文献及出版物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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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抱茎茶最初的1910年的描述和

1958年西利的描述是相当简短的，

可以说，如果以现在的标准，是不

完整的。2017年，Orel和Curry在

中国和越南的一些省区发现了102

份越南抱茎茶的种质资源。遗憾的

是他们未能发现一个单株能完全准

确地符合1910年Pitard或1958年

Sealy所描述的标本的形态特征。

关于越南抱茎茶更多的详细资料和

更新的形态特征描述请参考Orel和

Curry（2017）。

据有关描述杜鹃红山茶的报道

指出，已经发现了1986年在中国红

花潭溪流两岸发现的模式标本。同

样，如上所述，实际存在的问题是

已经出版的模式标本并不能代表

所有现存和仍在进化过程中的群体

（Orel 2005; Orel, Marchant & Curry 
2007; Orel, Marchant & Curry 2009
）。模式标本仅能代表原始采集的

样本。说明：杜鹃红山茶完全是一

个热带喜温暖的物种。它并不像人

们所说的那样，一年四季都开花，

只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反复开

花而已。重要的是，据作者观察指

出，在整个群体中，并不是所有的

个体都会在同一时间开花。群体分

布不同，他们开花的时间就存在差

异。因此，授粉现象只存在目前开

花的组内个体之间。剩下的未开花

 

C. piquetiana (Pierre) Sealy. Image: G. Orel

C. luteocerata Orel. Image: G. Orel

C. viscosa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piquetiana (Pierre) Sealy. Image: G. Orel

C. luteocerata Orel. Image: G. Orel

C. viscosa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piquetiana (Pierre) Sealy. Image: G. Orel

C. luteocerata Orel. Image: G. Orel

C. viscosa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piquetiana (Pierre) Sealy. Image: G. Orel

C. luteocerata Orel. Image: G. Orel

C. viscosa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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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株就这样被忽略了。所以，每

一组植物的进化路径不同导致了群

体的多样性，从而出现了持续不断

的形态特征和分子特征的差异性的

增加（Orel 2005; Orel, Marchant & 
Curry 2007; Orel, Marchant & Curry 
2009）。

第二个问题包括了过去20多年

所发掘搜集的30多份待定的山茶属

植物种。所获得这些种的形态特征

与已出版的和公认的山茶属植物的

特征并不完全一致。这些植物的绝

大部分拥有了山茶属分类系统中最

典型的特征。然而，重要的是，它

们中也存在了大量的非一致性特

征。因此，这些种质就不能被宣称

为一个具有新自主知识产权的山茶

物种。与此同时，这些种质又没有

足够的不同性能被归纳在任何一个

已经被公认的山茶属分类系统中，

就所有可行的目的而言，这类种质

的身份在分类上仍然是未定的。

毫无疑问，这样田间收集的植

物资源是自然变异的结果（自然选

择，表观遗传学）。把它们称之为

杂交种或品种显然是不合适的。有

时，这些野生的山茶属植物群体分

布互相相隔几千米。不用说这些异

常形态变异的存在不属于任何一个

目前正在使用的山茶属植物的分类

系统。因此，现在山茶属植物的分

类学并不能反映出野外的观察结果

和条件。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使用基

于HPLC数据的方法和程序来解决这

种困境。但问题是，所谓这些观察

到的差异形态特征是否能表明它们

代与代之间以及次生代谢积累的差

异。如果答案是是，那又到什么程

度呢？

最后，是否有一种机制能够有

助于解决当前山茶科和山茶属植物

基于形态学特征的分类系统中一

直存在的“无法解决”的分类差

异。很简单的答案是否定，正如所

说的这些差异都是经过每个分类学

家长期研究讨论的结果。不管怎么

说，分类学上的差异来源于对被检

测材料所观察到的物理性质的解

读。目前的分类系统，Sealy （1958
）; Chang & Bartholomew （1984
）；Gao et al （2005）； Ming 
&Bartholomew （2007）； Orel & 
Curry （2019）；建立是很完善

的，并且形成了山茶属和山茶科植

物分类系统的基础。

然而，作者认为上面所阐述的

观点是可以被忽略或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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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的分类系统HPLC数据，

即重点对10种次生代谢物和从184

种山茶属植物的叶片中的提取物进

行重点生化分析，得出了令人惊讶

的详细分类结果。这些结果是不可

能从形态学和分子基础研究中得

到的（Orel 2019; Orel 2020）。值

得注意的是，基于新的分类系统

的HPLC数据所用的程序和方法是

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科学方法（Orel 
2019; Orel 2020）。因此，所获得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例

如，基于新的分类系统HPLC数据表

明山茶属植物的存在是合理的。基

于生化分析，即测定了大约10个

次生代谢物的存在或不存在，表

明前期的山茶属植物和后期的山茶

属植物之间无显著的区别。相反的

是，前期山茶属植物的一些成员在

分类上更接近后期山茶属植物一些

成员，甚至比他们的同系物更近。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及其同事所

做的大量分子研究具有同样的结

果(Orel, Marchant & Richards 2003; 
Orel, Marchant & Gao 2005; Orel & 
Marchant 2006; Orel & Curry 2013)。
总而言之，最近基于新的分类系统

HPLC数据的建立，为进一步研究山

茶科植物的分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

平台。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研究课

C. insularis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dongnai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cattien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insularis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dongnai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cattien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insularis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dongnai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cattien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insularis Orel & Curry. Image: G. Orel

C. dongnaiensis Orel. Image: G. Orel

C. cattienensis Orel. Image: G. O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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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若干相关的主题，需要进一步

的科学研究来证实。但是，任何进

一步的研究都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和

资金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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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6年，1971年与丽

赛特结婚，我们住在比利时法兰德

斯东部的阿尔特。我们有两个孩

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四

个孙女，她们都非常可爱。

我的职业生涯十分丰富，我不

仅担任过餐饮业的质量和培训经

理，还为获得令人垂涎的布鲁塞尔

机场和比利时多个高速公路餐饮设

施的ISO9002证书而做过必要的文

书工作。

2010年，我退休了，我决定做

些什么，因为闲逛对我而言实在不

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自2002年以来，我就是国际

茶花协会的成员，首先是在比利

时，直到2008年，从2008年至今，

我是ICS德国和德国茶花协会的

成员——“Deutsche Kamelien 

Verein”。

2015年，我开始了目前对茶花

的研究，并于2020年1月完成。但

由于资金短缺，英国没有人有兴趣

出版这部作品。

因此，我决定在我的彩色打印

机上按需出版我这部作品的英文

版，定价是145欧元（135英镑）涵

盖了包装费与邮费。

个人印刷的成本比印刷公司的

报价要高，但印刷公司至少需要50

份才起印。

这本《英国茶花百科全书》是

一部历史著作。

第一部分是对“18世纪早期开

始的灌木历史”、茶花历史中的园

丁和重要人物、我用于研究的书籍

以及七个英国“卓越花园”的介绍

等的总结（页92）。

英国山茶花百科全书
 另附作者Luc Dhaeze-Van Ryssel 的介绍

 傅志成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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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花园的贵族”包含

1006种茶花的列表（页8），然后

是历史上茶花种类和品种的字母顺

序描述（页512）。

此外，还辅有320张重印的版

画、130张花卉图片以及我的160份

欧洲目录数据库中的其他信息。

我希望山茶花爱好者们能在这

本书中找到必要的信息，这本书是

许多小时艰辛研究的结果。

2020年4月
Luc Dhaeze-Van Ryssel

我的茶花课程�
我对山茶花的参与始于2004年

对比利时山茶花品种的研究。最初

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搜索，结果

在2008年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出版

物，”De camellia. Een aristocratische 
roos”（“山茶花：一朵贵族的玫瑰”
）。 后来，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比利

时栽培品种及其培育者的历史。我

建立了一个比利时目录的数据库，

随后又补充了德语、英语、法语、

荷兰语和葡萄牙语的目录。

在这些初步调查之后，通过使

用 “国际山茶花登记册”，编制了德

国、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的山茶花

名单，并转发给有关国家。

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关于

比利时园艺家 “Louis-Benoït Van 
Houtte “的出版物在2010年应运而

生了。

该书涵盖了他的传记、工作、

主要出版物 “Flore des Serres et des 
Jardins de l’ Europe”、他的园艺学校

和教授、他的葬礼和雕像等等。

调查仍在继续，随后与

Verschaffelt家族的后裔Robert De 
Bauw合作出版了法文版的《Une 
Dynastie d’entrepreneurs horticoles à 
Gand au XIXe siècle》（19世纪的根

特园艺家族Verschaffelt），对他们

栽培的茶花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

出版了 “Nouvelle Iconographie des 
Camellias” 

同时，我又为 “茶花杂志 “撰写

了几篇文章。2014年，”ICS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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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茶花部分 “出版了我2008年茶

花书的汇编。

在2015年出版的德国茶花丛

书《Deutsche Kamelien und ihre 
Geschichte》中，回顾了德累斯顿

的“塞德尔家族”、“弗里德里希·格
伦伯格”、“塞巴斯蒂安和雅各布·
林茨”和法兰克福的“普罗奈男爵”
以及其他德国园丁寻求的“路德维

希和埃米尔·利比格”的家族传记和

创作，奥古斯特·盖特纳（August 
Geitner）和两座德国优秀花园，同

时也不会忘记怀斯特的茶花朋友兼

园丁彼得·费舍尔（Peter Fischer）
及其令人愉快的茶花创作。

由作者于2019年出版。(德语-38页-25欧元 ) 

2016年我出版了我的德国茶花

书的补编《来自埃尔富特的德国

园丁阿尔弗雷德-托普夫》。2017

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介绍了来自

Bollweiler（法国阿尔萨斯）的 
“Baumann家族 “的历史，同时还为

该书和《国际茶花杂志》编撰了

英文。特别关注的是家族成员的

族谱，以及 “Bollweilerer Kamelien 
“的出版。 2018年，我出版了一

本关于来自根特的比利时园艺家 
“Baumann Joseph “的书，包括他的

部分目录，他在Floralies展览中的

参与。在与该组织发生争议后，他

开始了自己的展览以及园艺出版

物。我还注意到根特的六位未发表

的园艺家的故事，他们都有自己的

植物专长。

为了我的下一本书，我跨过了

北边的国境线。在那里，乌特勒

支（荷兰）的园艺师Glym对国王威

廉二世去世后的植物销售产生了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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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成果是Aristocraten in 
Nederlandse tuinen，其中有三位国

王的信息。

Willem I、Willem II和Willem 
III，以及Franz von Siebold（莱顿）

和Utrecht的园丁C. Glym。(荷兰语 - 
32页 - 25欧元)

同年，我写了一本关于 “莱肯

皇家玻璃温室”（布鲁塞尔）的茶

花的书，其中包括这座寺庙的历史

和对109朵插图茶花的描述。

2019年的 “Il Giardino delle 
Camelie ”讲的是是意大利育种家

萨科博士在意大利引进山茶花的历

史。萨科有一套美妙的山茶花收藏

集，以奇妙的水彩画版呈现。

2020年，我回到了德国。在这

本新书中，你可以了解到塞德尔家

族的所有情况，更确切地说，是他

们在园艺界的活动。

所有家庭成员的出生日期、婚

礼（结婚）和死亡日期的家谱都包

括在内。在可以找到的范围内。(

根据隐私法很难找到)

这提供了一个与以前关于这个

家族的文章完全不同的方法。该

书是深入研究的结果。关于塞德

尔茶花的书（“塞德尔茶花1844-

1906”）是一个美丽的版本，包含

50页，其中28页是彩色印刷的，它

包括一个来自28个目录的22页茶花

清单。(费用30欧元)

另一份出版物共43页，大部分为彩

色印刷，讲述的是德龙根（B）的

园丁们。De Bisschop, Boddaert和
Dehert “德龙根的山茶花”(荷兰语文本 - 费

用为30欧元)  

Luc
如果你想订购这一些出版物，请联系

Lucas.dhaeze@telene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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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原定于2020年2月开始的

2020年ICS五岛大会及其后续旅程被取消

了。我司原计划向大会后访问伊豆大岛的旅

行团的每个参与者赠送一本我在下文中解释

的书。

已故的小川隆夫先生（1934年-2017

年）是大岛周边岛屿和以大岛为中心生长的

山茶花的著名研究者，他于2015年10月1日

出版了一本名为《Japoneira》的书。我司

一直在准备出版该书的英文版本。不幸的

是，由于大会的取消，我们失去了向与会者

介绍英文版的机会。因此，我们想把这些书

送给那些为大会努力及原本计划参会的人，

以示感谢。英文版本的翻译是由松本茂雄先

生完成的，并由曾担任《国际茶花杂志》编辑的Jennifer Trehane女校

对。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精彩的英文版本得以完成，我们为自己感到

骄傲!

十年前，当Jennifer Trehane女士第一次访问大岛时，我向她介绍了

椿花园的馆长山下先生，“这是一个自己构筑了一个165,000平方米的山

茶园的超人”。当她看到如此美妙的花园时，她热情地推荐他去申请国

际山茶花精品园。这就是大岛的三个IC优秀园（大岛东京都公园、大岛

高中山茶园和椿花园）获得认可的开始。她深受与这三个园子相关的人

的感激。

尊敬的小川先生于2017年9月去世，如果全世界的山茶花爱好者能读

到这本据说是山茶花文化的根的关于山茶的书，那么他在另一个世界会很

高兴的!

英文版Japoneira简介
 傅志成 译

Yukitaka Hihara
President, Tsubaki Co. Ld.

4-14-11 Moto-machi, Oshima, 
Tokyo, 100-0101 Japan Tel: 04992-2-5091

你想要这本书的话Hihara-先生会把它寄给你。但是书的数量是有限的，将仅为100名成

员准备（100本书，一人一册，不管你是否参加了上述的旅途）。-如有需要，请将您的

姓名和地址写成电子邮件，发送到: tubaki@tubak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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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各地区的消息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

 
新冠肺炎期传染病对我们2020

的计划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我

们当时期待着与会朋友的到来，忙

着筹办在比利时、荷兰的会议，还

有位于根特市（比利时）的植物展

销会和著名的‘Floraliën’的展

览（位于荷兰，5年举办一次）。

遗憾的是计划或被取消或被延后，

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的成员没有没怎

么受到病毒的影响。在Wageningen

的Belmonte 植物园，除了所谓

的“封锁”、“智能封锁”之类的

限制外，在扩大新的山茶花收集方

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几位

成员的帮助下，我们设法将80个野

生种山茶和杂交种放在了一起，这

些品种明年会在Higo上线。Edwin 

Deen，作为比荷卢联盟的成员之

一，关闭了他的山茶苗圃并给联盟

捐献了一百多植株，这些植株将分

配给现在正在做的收集工作或者私

人花园。难道关于山茶会议的内容

一点都没有了吗？不是，比利时的

朋友努力举办了一个关于山茶的重

要讲座——疫情爆发前的社会。

我们希望会议今年秋天可以举

办，还要去参观延迟到明年才举办

的‘Floraliën’展览，参加2020

年在Orta代表大会。我们祈祷着。

Wytze Hoekstra

Ready for digging up camellia’s at the nursery ( Edwin 
Deen with red shirt )

Transportation to the ‘Belmonte’ Arboretum

王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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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Text and Pictures: Davir Zwirtes Maffasioli, Translation: F. Delvaux

培育山茶的地质学家

在山茶花期期间，当地的杂

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是关于

我们在巴西的成员Davir Zwirtes 

Maffasioli的。下文对这篇文那张

进行了总结。

Davir with the C.japonica  ‘Alba Plena’, symbol of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Brazil, planted aside the road.

山茶在Rio Grande do Sul（

巴西的一个州）活得很好，因为山

茶喜欢冬天和阴冷的地方。移民者

将他们带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州

的大部分城市都又扦插种植的山茶

花。

A passion for… Camellias

D a v i r出生和生活在这个古

山茶树很繁荣的地方，20岁时学

习嫁接技术，久而久之，他掌握

了嫁接杜鹃花的技巧并将其应用

到山茶上，他说“我学会了如何

使用一种非常好的技术，它有一

千年的历史，甚至用于医学。我

开始把这个技术应用到茶花上，

它起作用了。”当问到他最喜欢

哪种山茶花，他回答：“全部都

是，但是从我青少年开就对对白色

茶花情有独钟，尤其是C.j.Alba 

Plena，看起来像玫瑰一样”。

在他的花园中大约有300 0个品

种。大部分株高超过了5米，每

年大约有300名参观者一起和他

共赏山茶花的千姿百态。他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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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Clara and CarlosBarbosa

镇的路边种植山茶花供人们欣赏。

C. japonica  ‘Imperatriz do Brazil’

自从2016年Waldemar Max 

Hansen（德国山茶协会理事）参观

过之后，Davir每两年去一次国际

山茶花协会并准备参加在南斯（法

国西部城市）的会议。很可惜会议

被取消了，可以确信的是Davir本

人要去日本观赏山茶花，这个机会

很难得。下次的会议定在了2022年

意大利。

C. japonica ‘Perola’ de Villar d’Allen / Portugal

Davir说他开始对树叶和树形

感兴趣，对花是没有太大感觉。其

他人们买茶花相比闪亮的绿叶，

他们更喜欢美丽的花朵。在巴

西，‘C. Sinensis’是最畅销的

产品之一。当问到他是否在世界其

他地方购买了小苗，他说那是禁

止的，即使是重要的植物资源收

集。“我最多只能在澳大利亚带带

有两片树叶的10cm小枝。”

除葡萄芽语外，Davir会说意

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无论到

哪里去旅游，他会报名的跟团游，

参观当地的植物园。迄今为止，

他最喜欢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还

想去新西兰、阿根廷、俄罗斯和南

非，还有Vergelegen庄园（南非历

史悠久的一个酒庄）。葡萄牙和西

班牙是当时准备去南斯开会的路上

进行参观的。阅读关于山茶的书籍

是他的另一大爱好，他想拓展关于

植物的知识面。他说：“我家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超多的书”。在2016

年，Davir在Carlos Barbosa第一次

组织了山茶展览会，从此之后每年

七月都会举办。问到他对家里山茶

树的感情，他很情绪化。他说：“

这些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在为

大自然做事情，我可以在很多不同

的地方种山茶，也可以把种子给想

要种植这么漂亮的植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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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giolina公园的山茶协

会的女士们，在温暖有雨的下午

在山茶园有个“见面会”。由于

新冠疫情的限制，事情在Parkovi 

d.o.o.城市如约在户外进行。见面

会之后，大家在莫扎特酒店的阳台

上享受下午茶，‘sasanqua’白色

的山茶花正在绽放，吸引了大家的

兴趣和注意……

【克罗地亚】

 
Text and pictures provided by Antonija Cvetkovic

In the Park Angiolina The beautiful Sasanqua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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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海姆路易公园的山茶花
在2018年，也就是两年前，我

跟曼海姆路易公园的管理者Ellen 

Oswald进行交流。她是一位用心的

园艺家，她知道如何鼓舞他们的员

工还有参观者，她也知道如何展

现曼海姆公园的不同的美。Ellen 

Oswald在2016年创办了一个花卉市

场兼国际展览“Snowdrop Days”

，而且每年都会在曼海姆公园举

办，目前已初具规模。这使我产生

了组织类似形式的山茶日的想法，

对于山茶来说，曼海姆的气候条件

是很理想的。跟科隆一样，曼海姆

也位于莱茵河畔，气候温和。在路

易公园的顶部，有一座很棒的中国

式的花园。

很多年来，曼海姆和镇江、青

岛都维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在

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期间，曼海姆

收到了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十万个口

罩。作为结为友好城市的标志，早

在2001年，由中国的景观设计师李

正设计的‘duo-jing’公园按照风

水的原则进行设计。为此，在中国

建造了茶室并用65个集装箱从上海

海运到了德国。

总之，一切条件对山茶花都是

有益的，Ellen Oswald同意并加入了

这个项目并计划了在2020年3月举

办关于茶花日的演讲、座谈会还有

茶话会。然而，新冠疫情来了……

【德国】�
Text: Anke Koschitz - Photographs: Anke Koschitz and Walter L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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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tors, Dr. Richter, Gabi Mueller-Lauer

Donators, left Dr. Liesche, Dr. Richter and his wife.

然而，Ellen Oswald做出惊讶

我们的事情并带来了好想法，我们

可以在中国园林中创建一个山茶

园，第一株树在三月种植，从此山

茶园就会一直在这里了。在ICS成

员不遗余力和其他朋友的帮助下，

我们已经栽种了180多个品种，不

仅仅在路易斯公园，在曼海姆的

Herzogenried公园，明年也会建造

一个小树园。

这会让山茶在2023年的路易斯

公园国际花卉展上收到万众瞩目。

因此，路易斯公园在2022年申

请优秀公园的想法并不遥远，这就

是我们现在做的努力。

山茶园会在2020年10月17日进

行开放仪式。



177

路易斯公园在1892年建立，在

四年后改名路易斯，用德国皇帝威

廉姆一世的女儿的名字命名。曼海

姆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居民

已超过300.000人。

路易斯公园变得著名是因为

1975的国际花园展，在这次活动之

后，路易斯公园得到了精心的维

护，新的景点也定期开放。2020年

10月17日，23个ICS的成员出席了

路易斯公园中国园内山茶园的开放

仪式。路易斯公园的主任Joachim 

Költzsch先生，欢迎了来自德国各

地的山茶爱好者，特别感谢了国际

山茶协会的领导者Anke Koschitz

先生，还有来自科隆的Linkand先

生和Rössner先生，Eggar教授（曼

海姆市第一任市长 1981-2005年）

，还有路易斯公园的管理者Oswald

女士和她的团队。

From left to right: Anke Koschitz, Prof. Norbert Egger, 
Joachim Költzsch.

媒 体 代 表 也 出 席 了 会

议。Költzsch先生对路易森公园的

扩建很满意，特别重视2023年在曼

海姆即将到来的国际花园展，路易

斯公园再一次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他感谢Koschitz先生和Oswald女士

建造山茶园的首创精神，在2023年

的展会上牡丹园和山茶园会起很大

的作用。

Left Stefan Linke (Flora) and right Alexander Haas 
(Donator)

Oswald感谢Koschitz先生”放

手”以及他对团队的信任，团队

【路易斯公园山茶园开放-�德国】
 

Text: Ines Kasimir - Photographs: Anke Koschitz and Walter L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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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就建议在中国园后边的空间

重新种植一些植物，打算三月份举

行的山茶日由于疫情原因被耽搁，

然后茶室后的建造小山茶园的建议

就被采纳了。用感染较少的山茶种

群建造山茶园的想法应运而生，德

国仅有的最佳公园—Flora公园进

行参观并给出了建议，将中式花园

之后的800平方米改造成茶花园。

她感谢和Anke Koschitz的友好合

作。Koschitz也感谢Oswald女士和

她的团队，特别是在德国全范围内

的资源收集，大部分苗子都是由

ISA捐献的。

Ready to dig.

总共种植了182个种类，有10

种来自路易斯公园还有不确定名称

的老山茶园。Egger教授对公民参

与印象很深刻，并表扬了这件事情

并用中国的谚语印证：路是走出来

的。他回忆起2001年建造中国园的

场景，也是居民参与一起创造的。

这个概念就是在1975年国际花园展

出现的，然后曼海姆和中国的联

系一直到现在。当时从中国运过来

140株牡丹建造了牡丹园。所有的

与会者都要去中国花园墙上的月洞

门，Egger教授剪断了通往新的茶

花园的彩带，客人们现在可以看到

完成了90%的园子，参观者富有激

情，拍了很多照片。在和捐献山茶

的与会者拍照之后，展示水彩画牡

丹，事情圆满成功。

Left E. Oswald, Mr. Roessner (Flora) Mirko, Mr. Linke 
(Flora).  C.Yellow butterfly Ki no 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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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相关报道】�
Text and photograph provided by Gianmario Motta

由于疫情影响，山茶展取消

了。虽然如此，公园和花园的开发

仍再继续。意大利茶花协会的理

事Andrea Corneo计划在Verbania（
意大利城市）建山茶专类园，和马

焦雷湖剧院毗邻，计划用为2022年
山茶会议场地，Pallavicini庄园可

能会成为一个潜在参观地。2022年
的会议要重新进行山茶种类的收

集，Anelli庄园Motta庄园都是很出

色的山茶园且免费为公众开放。例

如，在10月4日，国际历史住宅会

议期间，超过了150个人参观Motta
庄园。

 Camellietum Compitese，由

已故 ICS理事格雷格 ·戴维斯于

2005年创办的茶花花园的到2016
年来获得最佳花园。这个茶花园

受中央茶花园志愿者的帮助，它

是由 Augusto Orsi, PIerluigiMicheli
先生 Marilinda Troncon先生还有 
DanieleBosi先生和G.Cattolica（
山茶园创立者）先生和 G. Motta
这个团队协作管理的。在 10月
24日，山茶园启动了 “didactic 
section”，展出了通过颜色和形

状分类的 30多种茶花，白色、

红色、粉色、斑纹的；形状有

单瓣、重瓣、半重瓣、莲状、

牡丹瓣的；还包括五种有色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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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岛
 

Text and pictures provided by Janine Buckley

纪念Mayda�Reynolds

最近，在一个晴朗的九月早

晨，国际茶花协会的成员们协会的

成员，花园历史协会的成员，家人

和朋友为纪念梅达·雷诺兹聚集在

温斯顿爵士教堂去公园见证的牌匾

揭幕。在玛丽·宾斯(玛丽·宾斯

的女儿)和迈克尔（儿子）专门为

这件事来到了岛上，在正式揭开牌

匾之前，群岛的山茶协会的理事珍

妮·巴克利欢迎了所有人。Mayda

于2019年初去世，是山茶协会的前

任理事和花园历史协会之前的主

席，今年早些时候，在公园和花园

的许可下，公园里种了三棵“山茶

花”(“粉红”一株和“彩虹“两

株)，到了秋天，所有人都可以欣

赏它们的花朵，还可以闻到它们的

香味。

它继承了她西部的家种植的位

于La Marquanderie山脚下的老灌

（“Benten”）。通过这次重新整

理，山茶园弄清楚了一千多种山

茶灌木的种类情况。‘经典区’包
括860种植物和未确定品种的200
多种，有意大利、日本、美国的

品种。几年前，该地区盛产受欢

迎的山茶花C. granthamiana和珍

稀山茶花品C.rubitubercolata，
市场因此打开。在2018年 ,山茶

园开辟了包括大约50种山茶、春

花、冬花和秋花杂交品种的山茶

区。2019年，建立山茶专区，约

30个品种，新增山茶品种选育。

茶园逐渐成熟，Guido Cattolica从
2000年以来倡导在Compito（托

斯卡纳区 卢卡市）生产绿茶和红

茶。几年前，保罗·扎切拉(著名的

苗圃管理员)和安德里亚·科尼奥(

意大利茶花协会理事)在Maggiore
湖周围的Chiovenda 和 Mergozzo
这两个地方分别建立了大型种植

园。即使在冬天零度以下，植株

依然长得很好。 2019年开始试

生产，当然稳定生产和需求得好

多年。Maggiore湖纯净的空气是

产生了优质的茶叶。采茶是一个

比较大的挑战。茶树是一行一行

的，每平方米种植一株，虽然理

想情况下应该用手工采摘，但较

高的人工成本将推动机械采摘，

这反过来需要大型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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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Binns (daughter) and 
Michael Reynolds (son)

木，从那开启了梅达和茶花的缘分

从而开始了她与国际茶花协会的活

动。她和协会一起去各地交流，在

家里播种育苗，还支持当地的茶花

展览。茶花展最终被纳入皇家泽西

春季园艺展。

梅达对西部花园特别有感情，她

照管了将近四十年。该花园1987年10

月大部分被暴风雨摧毁，但她决定

在第二年夏天之前重建它使它更能

陶冶游客的情操。园内种植了近200

种茶花，部分地区的茶花花期可达9

个月。她觉得她的花园应该被尽可

能多的人欣赏，所以她很高兴该花

园也是计划开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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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茶花协会的朋友们，

我们听说对于茶花在挪威的生

存仍有争论。然而，在峡湾沿岸

荫蔽的地方生长和开花的茶花难道

没有说服力吗？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四月份可能会有一些冰雪天

气，但是三月份的气温高达15摄氏

度(59华氏度)，重点是选择合适的

小气候。

我们有证据表明，温度的变化

会影响开花时间。有些年的春天温

和，植物在四月中旬盛开。其他年

份，春天可能会相对寒冷，同样的

植物在4月也不会发芽，6月初才会

开花。直到现在，我们建议人们从

春花植物开始种植，确保植物和花

朵不会因为冬季缺少日光和早霜冻

和晚霜冻的夜晚而受到伤害。

2006年4月，Rogaland Arboret

决定和斯塔万格植物园和挪威茶花

协会对茶花进行驯化，这在驯化和

观察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那

以后的两年期间，这些植物花开的

很好。

The Norwegian Camellia Society 
Eli Margrete Stølsvik

【挪威】
 

Text and photographs provided by Eli Margrete Stølsv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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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西亚(西班牙西北部)颁布法令，在其领土
内保护和推广山茶花】
 

Carmen Salinero(1) y José Ramón Castiñeiras (2)

(1) Deputación de Pontevedra. Estación 
Fitopatolóxica Areeiro. carmen.salinero@
depo.es
(2) Xunta de Galicia. Agencia de Turismo 
de Galicia.

加利西亚(西班牙西北部)是西

班牙17个自治社区之一，根据1978

年西班牙宪法规定，除了两个自治

城市外，西班牙还实行行政管理。

每个自治区都是西班牙王国宪法秩

序下的一个领土实体，被赋予立

法自治和行政权力，以及通过自己

的代表管理自己的能力。Galicia 

Xunta de Galicia是政府的学院机

构，由总统副主席和顾问(地区部

长)组成，后者由总统任命。加利

西亚的行政职能是通过加利西亚省

和各地区部来履行的。加利西亚省

议会负责管理自己的税收，起草管

理国家税收的规则，并执行预算。

它还负责其他领域，如土地和沿海

规划、城市规划和住房;公共工程;

铁路、公路及交通运输;港口、机

场和直升机场、工艺品、艺术遗

产、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学校和

美术机构;促进文化和研究;推广加

利西亚语教学、旅游和体育。此

外，还出台了关于环境保护、消防

和环境灾害的新规定。

根据《自治法》，加利西亚自

治区负责促进和管理其领土内的旅

游业。

自2006年以来,当Xunta de 

Galicia认识到茶花为加利西亚的

市花时,已经采取了几个步骤来促

进花园和苗圃中生长的观赏物种,

同时也促进了与加利西亚的其他质

量产品相关的产品和其他活动。因

此,在同一年,茶花的旅游路线是与

研究中心Estacion Fitopatoloxica 

Areeiro 和西班牙茶社合作创建

的。后来,这条旅游路线与其他旅

游路线结合在一起,成为茶和葡萄

酒、Pazos(加利西亚庄园)和花园

的一部分。

目前，茶花路线由12个历史园

林组成。然而，许多人申请加入这

条路线并成为其中的一员，甚至在

有些酒店或餐馆的花园中都种植了

茶花，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巩

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提高其

质量。

因此，有必要制定协议，并召

集不同领域的专家小组，以便制定

花园和/或设施(酿酒厂、餐馆、酒

店等)必须遵守的标准，从而成为

路线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将负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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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决定今后将成为加利西亚山茶

花路线一部分的需求和资源。

经过三年多的会议和技术报

告，2020年5月25日，加利西亚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一项命令，规范

了茶花路线的管理，并成立了加利

西亚茶花委员会。本命令的目的是

建立茶花路线的规定，以及在这条

路线上添加、修改和移除花园的程

序。同样，根据这一秩序，成立了

加利西亚茶花委员会作为该路线的

管理机构，其组成、组织和运作也

受到了规范。

为了弘扬与茶花栽培、护理和

知识有关的文化，设计了一条园林

路线，所有的园林都具有很大的

旅游、历史和艺术价值。以下是

目前山茶的路线的一部分:Pazo-

Museo Quiñones de León,parque 

de O Castro (Vigo),castillo de 

Soutomaior, pazo de A Saleta, 

pazo de Quinteiro da Cruz, 

pazo de Rubianes, Casa-Museo 

de Rosalía de Castro, pazo de 

Oca, pazo de Mariñán, alameda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 pazo 

de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and 

pazo de Lourizán.。他们拥有欧洲

最大的茶花收藏和品种，也是我们

大陆上唯一的例子，这使得这条路

线成为特别重要的旅游资源。

这条路线还包括其他的旅游资

源，也是加利西亚身份的一部分:

它的建筑和文化遗产，它的食物和

葡萄酒供应。因为成功的旅游资

源,甚至能够提高人性化的需求能

力，由于山茶花的开花期(从12月

到4月),有必要提供应有的法律保

护,建立最低标准和条件将新的花

园路线,考虑到必须达到的质量水

平,以保证优秀的旅游资源。

茶花路线是加利西亚的一种旅

游资源，围绕加利西亚自治社区地

理空间内的公共或私人花园建造。

它建立良好，并有一个永久的管理

结构，使知识和享受最好的茶花收

藏在世界上有一个独特的环境，并

伴随着历史，艺术和自然遗产的伟

大的美丽。

茶花应成为园林的主要吸引力

之一，并融入到一个精心照料和和

谐的自然空间中。这种植物的美丽

引起钦佩，能够创造感官联系，吸

引沉思和吸引游客。在所有的花园

中，标准牌匾必须在主入口，在一

个清晰可见的地方根据模型提供给

游客

他们还必须在所有相关的宣传

材料中加入茶花路线的官方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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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Camelia Galicia

园林必须遵守的部分茶花路线
的要求和义务

作为茶花路线的一部分，园林

应符合以下要求:

a.拥有稳定和永久的所有权和结构

b.定期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固定

不变

c.有民事责任保险

d. 可能不完全用于茶花，但它们

应该位于显著位置，易于接近和妥

The Camellia Route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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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维护。在任何情况下，至少需要

200个品种或品种。特殊情况下，

那些属于公共历史、艺术或文化资

源的花园可以免除拥有200个茶花

品种或品种的要求

e.符合与环境平衡和谐的规划、美

学和景观标准。不符合加利西亚地

区自然环境和历史及流行建筑遗产

的元素和结构的花园将被排除在外

f.做好各类茶花及相关植物品种的

记录

g.准备一份包括推荐路线的地点地

图

h.最显眼的茶花和茶树应清晰识

别，并以方便游客看到的方式贴上

标签

i.为迎接和接待游客提供最低限度

的设施:厕所、有标识的停车场和

受保护的接待区

不符合山茶花路线要求但属于

旅游资源的园林，也可作为关联旅

游资源纳入山茶花路线。因此,他

们必须满足平衡和和谐的规划、美

学和景观条件,和以下类型的机构

之一:乡村旅游,历史遗产或加利西

亚语的传统建筑,帕索酒厂,帕索,

一个牧师(历史的豪华酒店)、寺

庙、博物馆和住宿或餐饮机构位于

独特的建筑。属于这一类，他们必

须有至少六棵茶树或一个具有特殊

和独特特征的单一标本。

一旦收到申请，加利西亚茶花

委员会将报告花园的合规情况。委

员会如有需要，可在其报告中指明

对花园作任何必要的改动或改善，

以便将花园纳入路线，并指明提交

的截止日期。该委员会将是负责监

督包括在内的花园，并维持其纳入

所需的条件或要求的机构。为此，

它应每6年出具一份关于维修条件

或要求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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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lia flower of galicia poster

关于加利西亚茶花委员会

它是负责协调、支持和沟通山

茶花路线的学院组织。其目标是:

a.在国内和国际上推广加利西亚茶

花文化

b.将加利西亚作为园林旅游的一个

参考目的地

c.通过茶花来提升加利西亚的旅游

品牌形象

d.重估加利西亚花园的价值，使其

成为加利西亚文化特征和自然特征

的一部分

e.巩固“园林旅游”产品作为目的

地的特色元素，同时作为社区旅游

产品中的非季节性产品

f.促进将茶花路线纳入加利西亚其

他旅游和工业资源(“加利西亚葡

萄酒和茶花”)

g.利用加利西亚的园林旅游作为一

种旅游产品，使其遗产更具可持续

性

h通过茶花花园提高加利西亚的旅

游质量

i.透过茶花:植物、园林或景观文

化，促进新世代尊重及爱护自然

j.推动茶花相关产品的创造和开

发，促进加利西亚经济和工业的发

展

k.与世界上其他具有类似可能性的

园林和自然旅游目的地建立联系和

关系

l.与专业人士和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在景观及园林旅游领域开展活

动

m.与全国其他通过茶花推广加利西

亚的工业部门建立关系:时尚、珠

宝、化妆品、装饰……

n.与全国其他文化和教育部门建立

关系，通过茶花推广加利西亚

o.提高茶花园在当地、区域和国家

媒体上的知名度

p.促进茶树种植，用于茶叶、油茶

及其在化妆品和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189

You can request the full text in 
English of this ORDER REGIONAL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GALICIA at: 
info@cameliaspain.com

加利西亚茶花委员会的组成

委员会应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是地方旅游部的负责人。

副总统:领导公共旅游机构的人。

成员:

1.代表旅游业公共机构的人

2.代表该地区自然遗产部的人

3.Pontevedra省议会的代表

4.代表西班牙茶花协会的人

5.一个代表科鲁纳省议会的人。

6.代表Xunta de Galicia地区文化

部的人

7.他是帕索花园的专家

8.属于加利西亚园林学院的建筑界

代表

9.加利西亚旅游团(加利西亚旅游

团)代表

10. 代表茶花生产者协会的人

11. 代表国际茶花园的优秀人

物，由国际茶花协会授予

12. 代表历史上加利西亚房屋和

花园所有者的人

13. 加利西亚广播电视公司(加

利西亚广播电视公司)

为了实现其目标，委员会应履行下

列职能:

a.就在茶花路线内设置花园的申请

作出报告，并监督维持所需的条件

或要求

b.对要求将其作为关联资源列入茶

花路线的旅游资源的准入情况提出

报告，并监督维持允许将其列入的

条件或要求

c.指定和创建工作组，以确保委员

会的职责和义务得到履行

d.有必要的资金来执行委员会要采

取的各种行动

e.起草年度行动计划

f.监督、监督和避免任何可能损害

或使茶花路线的形象处于危险之中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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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Soutomaior城堡和植物园—科学爱好
者打卡地】
 

Maite Vence Fernández, Founder and CEO of Observer

Inés Lusquiños Torres.Audits in Observer®

Soutomaior城堡中历史悠久的

花园在2012年被认定为最佳山茶

园，去年九月被认证为OBSERVER®

科学旅游标签的科学旅游圣地。这

证明了该园达到了认定标准并且承

认在城堡和花园中开展的科学旅游

活动为促进科学质量的不断改进方

面所作的努力。

经过认证可以作为公众共享空

间。他们必须在自然资源和基础设

施方面有足够的保障，并提供具体

的科学旅游服务，服务内容要有质

量。此外，还应积极推动科学研究

和对市民的科普计划，并致力于作

为在社会中传播科学文化的可靠工

具。

在对souomaior城堡评价之后

进行的科学审计的结果包括三项总

目标、14项标准、57项指标和197

项评价措施。科学旅游OBSERVER®

认证科学委员会已同意在2020-

2022年期间授予该认证: OBSERVER®

历史性的花园科学旅游目的地。在

不同的OBSERVER®认证类别中，根

据目的地的类型，souomaior城堡

被包括在“OBSERVER®历史花园”

中，定义如下：

“OBSERVER®历史花园是具有

植物和文化的地方。被定义为有价

值的历史自然或文化遗产，可以在

植物学和历史领域进行科学传播活

动。”

OBSERVER® HISTORIC GARDEN 
Science Tourism Destination 

因此，Observer®认证机构将

为souomaior城堡及其花园提供种

管理工具、制定战略和规范作为科

学旅游方案的先行者。省议会代表

团Pontevedra自1982年以来拥有并

经营这座城堡依靠这些策略和方法

改变游客的想法，让他们更走进不

同的科学领域，向他们传播这些研

究成果，明确保护自然遗产的重要

性。因此,科学旅游将会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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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将在旅游、环境保护和科学

之间建立永久的联系。

就这点而言，Observer®对

s o u o m a i o r城堡及其历史花园

的审核，重点工作是Estación 

FitopatolóxicaAreeiro研究中心

工作人员在城堡内开展的研究和

科普工作，尤其是关于山茶花的

收集工作。由于在保护、扩大和

研究这一物种方面进行了重要的

工作，在2012年souomaior城堡的

花园被国际茶花协会认定为最佳

茶花园。当时，园内约有25种不

同的品种，420多株样本植物。由

此，Soutomaior城堡中的茶花是该

花园的主要景点之一，但不是唯

一的景点。除了茶花，它还有25

公顷的花园超过1000个乔木、灌

木和草本植物。在souomaior城堡

的植物园里大约有145种不同的物

种和40种不同的植物群。其中三

棵树是很独特的树，智力南洋杉

(Araucaria araucana)，日本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和北美红

杉(Sequoia sempervirens)。对当

地的果树加利西亚品种的采集以及

扩大和改进的葡萄园和恢复原生林

地，在认证时有被考虑到。

多亏之前的工作和继续要做的

工作，Soutomaior城堡中花园自然

遗产的独特性是对游客的主要吸引

力之一。审核结果显示，“自然和

文化遗产”这一部分得分最高，满

分10分，得了10分。此外，作为一

个科学旅游目的地，Soutomaior城

堡及其历史花园也因其空间的生物

多样性和游客可获得的信息中而脱

颖而出。在审核中取得了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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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Soutomaior城堡和它的历史

花园作为是一个科学旅游目的地的

巨大潜力。Observer®兑现对城堡

管理者的承诺，即启动规范的科学

旅游模式，推出旨在传播科学的新

旅游产品，并为导游开发专门的培

训课程。

INFORMATION
https://www.observersciencetourism.com/es/destino/castillo-y-jard-n-hist-rico-de-soutomaior

https://www.castelodesoutomaior.com/inicio

http://www.cameliagalicia.com/soutomaior.html

Text and pictures provided by Carmen Salin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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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西班牙的活动】
 

Text and pictures provided by Pilar Vela

2020年本该是激动的，但是由

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三月中旬以来

的活动都被中止了，日程全被取

消。尽管如此，3月12日，茶花爱

好者们有机会欣赏了15个茶花展，

却也错过了让一些。

Rosalia’s Day

2月24日，为纪念著名的加利

西亚诗人罗莎莉娅·德·卡斯特罗

(Rosalia de Castro, 1837-1885)

而设立的罗莎莉娅节(Rosalia ‘s 

Day)在帕佐省的总部由Pontevedra

组织承办。在入口处，所有的参加

者都得到了一朵茶花和一本写着

著名作家名字的书。同一天，在

这位诗人的故居，即今天的罗莎莉

娅·德·卡斯特罗宅邸，举行了另

一场纪念活动，其花园是加利西

亚山茶花的一部分。山茶花“罗

莎莉娅·德·卡斯特罗”以这位

加利西亚诗人的名字命名，是葡

萄牙人Alfredo Moreira发现的，

是C. reticulata(‘ Rawes’ x 

‘Mathotiana’)的杂交种。

今年3月，Pontevedra组织开

展了一些活动，包括为争取性别平

等而组织的倡议。其中一项行动是

在Soutomaior城堡建立一个以女性

名字命名的茶花花园，在那里种植

以杰出女性名字命名的茶花。这个

主题花园的创建是为了向女性致

敬，让女性做的的工作被历史记

住。此外，根据Pontevedra代表理

事在第一个植株种植仪式上的说

法，“为了继续走向平等，有必要

让女性成为榜样”。
.

Plant of ‘Maria Vinyals’

在花园的开幕仪式上，种植

了一种名为“Maria Vinyals”

的茶花。该品种是E s t a c i ó n 

Fitopatolóxica  Areeiro研究中

心的新品系Areeiro源于茶花种

子“Berenice boddy”。 Mar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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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yals (1875 -1940？)她走在

时代的前面，是一位作家、社会活

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她是教育、妇

女选举权和妇女参与所有领域的

倡导者。这个花园将会扩大，还

会增加其他品种，比如“Rosalia 

de Castro”，“Bella Otero”或

者“Dona Jane Andresen’,”，还

会有其他人。

Golden Camellia

Antonio Odriozola Prize

第56届国际茶花展2月29日和3

月1日在维戈举行，就在COVID-19

爆发封锁之前。约有38位植物收

藏家参加，角逐12个奖项。这一

次，Begoña Franco是金色茶花的

获胜者，最佳茶花组合奖和安东尼

奥奖(Antonio)还有Odriozola奖阿

维拉多·巴颁给了尔卡拉·托拉

多，他的作品是“红叶贝拉”。3

月1日周日上午，由茶花协会理事

Pablo主持的一场辩论“茶花的用

处，远不止是一种美丽的花”在

Mansilla举行。当天下午,西班牙

花卉艺术学院的老师M.ª Dolores 

Fernández Covelo,做了题为“花

艺中茶花的处理”的演讲。

今年，认证Pazo de Santa 

Cruz de Rivadulla为最佳山茶园

的会议三月份在线举行。这个花园

拥有大量不同的植物种类并采集了

加利西亚最多的古代茶花种类。此

外，它还拥有一片由园内其他茶花

种子培育而成的天然茶树林，以及

三棵单花的大茶树，这可能是加利

西亚地区最古老的茶树。2018年，

西班牙历史房屋协会授予该园花园

保护奖。

Camellias in Pazo de Santa Cr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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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布茨（Javier Botas）
是一位好朋友和好伙伴，但最重要

的是，作为一名生物学专业的毕业

生，他热爱大自然。当他作为一名

运输企业家的工作让他小憩的时

候，他利用业余时间观察大自然，

观察鸟类的来来往往，成为一名优

秀的鸟类学家。他还喜欢欣赏和参

加硬摇滚音乐会，也喜欢打鼓，在

西班牙西北部的阿瑞斯河口的农场

种植了珍贵的山茶花。 

种植山茶让他致力于国际山茶

花协会，他是西班牙的会员代表（

国际山茶协会西班牙地区的会员代

表），他在2004年1月至2010年1月

期间担任该职位，加深了对山茶属

植物的广阔世界的国际了解和知识

传播。
 

他对山茶花的热爱促使他成为

西班牙山茶协会(SEC)和加利西亚

山茶协会(SGC) 的创始合伙人参与

其中，并一直与他们保持合作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为一个普通的参展者，他带

着他的花参加并不是为了竞争，他

不在乎获奖，但乐于见到他的最

爱的精致的山茶花。他给我们留下

了一百多棵质量上乘的大山茶树。

山茶品种‘Marchioness of Salisbury’
、‘Vergine di Collebeato’、‘Cidade 
de Vigo’、‘Coquettina’等是其中的

一员。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由于他的花园面积所

限，无法继续增加品种。

谢谢哈维尔，你给我们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

讣告

哈维尔·布茨
 

文字： Carmen Salinero Corral - 照片： Eusebio López.

王仲朗 译



196

游慕贤
 

游慕贤（You Muxian）先生出

生于1934年7月9日，1976年10月退

伍后回到茶花之乡金华。从那以

后，他就非常喜欢山茶花。1984年

创办成立了金华茶花协会并担任该

协会的首任会长。1987年，中国茶

花协会成立，任常务理事。1996年

至2000年任中国花卉协会茶花分会

副秘书长。2000-2008年他当选茶

花分会的副会长，2006-2018年他

被选为中国茶花育种小组的组长。 

2019年10月3日，他在金华逝世，

享年86岁。游先生为中国的茶花事

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山茶

古树的保护和调查、新品种选育方

面的发展

自2006年中国茶花命名与登录

照片和文字由王仲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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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川慎一郎
 

文字和图片由田中孝幸博士�提供

岸 川 慎 一 郎 （ S h i n ’ i c h i r o 
Kishikawa）是一名医生，1929年出

生，2020年病世，享年90岁。根据

他在《国际山茶会志》2013年165-

167页上的“简介”，他从1966年

开始了他的山茶花生涯，当时他碰

巧看到了’Daikagura’。从此，他对

山茶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收集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山茶品种和山茶

书籍，既有日本江户时代的，也有

西方国家的古籍和文献。

2007年出版了《江户山茶文献

委员会成立以来，已有300多个新

品种登录并正式发表在《中国花卉

园艺》上。游先生发表了许多篇论

文，并主编或参编出版了多部重要

著作，如2003年的《中国茶花文

化》、2004年的《茶花、友谊、

和平》、2004年的《茶花》、2008

年的《茶花栽培与鉴赏156问》

、2009年的《中国茶花古树觅踪十

年》和2014年的《中国茶花图鉴》

。2001年以来，游先生多次参加国

际茶花大会/研讨会。游先生还在

中国各地组织了一些茶花节、会议

或研讨会。在他的努力下，国际山

茶协会中国会员的数量也大大增

加。在瑞士，游先生于2005年获得

前任主席格雷格里·戴维斯（Greg 

Davis）先生颁发的“山茶花工作

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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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2013年出版了《西山茶

花栽培种》。曾任神户山茶学会名

誉会长，是我们日本传统园艺学会

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经常与我们分

享他关于山茶花的非常重要和准确

的信息。我们认为你们中的许多人

可能认识他，因为他的 Facebook 

有很多国际粉丝（主要是 ICS 会

员），他甚至在他去世前就展示了

美丽的山茶花的精彩照片。  

《岸川椿蔵書》是研究传统山

茶花的重要馆藏，包括珍贵的日本

和欧洲各国的植物学和园艺学文

献。他利用藏书出版了两个系列的

山茶花珍本重印本：《江户时代

古山茶图》和《欧洲古山茶图》。 

由于这一杰出贡献，他于2010年获

得国际山茶协会前主席帕特里夏·

肖特（Patricia Short）夫人授予

的首届国际山茶协会主席奖。该藏

品于2014年捐赠给大阪市自然历史

博物馆。

我们原计划在3月7日在五岛举

行的2020年国际茶花大会的会后

考察期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国

际客人去参观展览，但不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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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福德·帕克斯博士
 

管开云、田中孝幸和帕特里夏·肖特

帕克斯（Clifford R. Parks ）博士

于1936年出生于纽约州埃尔迈拉，于

2020年7月18日去世，享年84岁。

他的早期职业生涯是位于洛杉
矶的州和县植物园 (LASCA)度过
的，在那里他培育了瞩目的云南山
茶品种，包括1971 年培育命名的
知名品种‘Dr. Clifford Parks’（帕克
斯先生），两年后命名的‘LASCA 
Beauty’（加州美女）。随后，他
去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的生物学系担任教授，并在那里
度过了他剩余的科学生涯，从事
物种结构和进化研究。他在植物
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
北极-第三纪区系地理研究方面，
探索维管植物特别是北美和东亚
分布植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与邱
银龙博士等人一起开创了APG分
类的第一步，根据叶绿体DNA 被

子植物进行被子植物系统发育的研
究。他在山茶花界有很多朋友，我
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美丽的山茶花
品种‘Dr. Clifford Parks’认识他的。
然而，他不仅是山茶属的科研人
员，而且还是山茶杂交育种的爱好
者。请记住他培育的品种，如优
美的山茶品种，如 ‘Adeyaka’（鲜
艳），引人注目的茶梅品种，如 
‘Midnight Lover’（午夜爱人），山
茶早花品种，如 ‘October Affair’（
十月韵事）和 ‘Yoimachi’（宵待）
，以及许多种间杂交品种，包括芳
香品种春雾‘Spring Mist’。他还以
许多其他方式为山茶花世界做出了
贡献。他为《国际山茶会志》撰
写了大量重要论文；他培养了研
究山茶花的博士，包括近藤胜彦
（Katsuhiko Kondo）博士正在山茶
属的倍性方面的研究，乔纳森·温德

由于新冠疫情而取消。在YouTube
上准备了一个“无访客美术谈

话”（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1hMUVkyXyv8&t=138s），

用于代替该系列的展览。在山茶花

盛开之际，我们谨向于3月24日逝

世的岸川慎一郎博士致以崇高的敬

意。

田中孝幸博士注：在2013年的《国

际山茶会志》中，罗伯森女士发表

了她对岸川先生的采访。
https://internationalcamellia.org/public/
downloads/erulm/ICJ_2013_Shin_ichiro_
Kishikaw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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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博士于2012年10月18日获得了肖特女士颁发的主席勋章.

尔（Jonathan Wendel）博士用同工
酶研究山茶属植物种间变异，格洛
丽亚·卡德尔（Gloria Caddell）博士
用同工酶研究山茶的授粉系统，吉
川纪弘（Norihiro Yoshikawa）博士
研究山茶属分类问题等。他还领衔
考察了几次重要的中国植物狩猎之
旅，特别是收集植物材料以支持他
更新罗伯特·西利（Robert Sealy）
的“山茶属订正”的计划；遗憾的
是，该计划未能完成。他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都是国际山茶协会的会
员。由于他在开发耐寒山茶育种方
面的工作，他于2012年获得国际山
茶协会主席勋章。克利福德·帕克斯
如他培育出美丽的山茶花品种将永
远被人们铭记。帕克斯先生自1989 
-2005年在《国际山茶会志》上发
表了15篇论文。
注：学生Meg提供了帕克斯先生的参考书

目之链接：http://www.herbarium.unc.edu/
Collectors/Parks_Cliff_files/Bibliography%20
Clifford%20Park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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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琼斯，2010-2020�国际山茶协会秘书
 

由帕特里夏·肖特提供文字

琼斯（Joan Jones）自2010年起

担任国际山茶协会秘书，在与癌症

进行了短暂的斗争后，于2020年12

月3日去世。当我被选为2010-2012

年的主席时，她接任了秘书（一个

合法的职位和维护协会记录的重要

职位）。在我的第二个任期内，她

继续为国际山茶协会服务，后来她

担任了现任主席管开云的第一个

任期的秘书，现在是他的第二个任

期。1945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

在大学学习法语和德语。她的大部

分工作生涯都在地方政府度过，并

迅速晋升为地方政府协会助理秘书

长。因此，她负责英格兰和威尔士

的所有地方政府事务以及与中央政

府的联络。她于2002年退休，并

于2003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CBE)，以表彰她为地方政府服务

的贡献。退休后，她被任命为地方

政府边界专员，负责审查在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所有地方当局组织。她

继续从事咨询工作，直到她在英国

切尔滕纳姆的家中去世，她的丈夫

温（Wyn）和家人都在场。她喜欢

旅行、野生动物和她的花园。参观

了婆罗洲的猩猩，科莫多的龙，哥

斯达黎加的树懒，南非的五巨头。

去参观印度的老虎和澳大利亚的板

球和新西兰的橄榄球时候，也总是

不忘参观当地花园-一直在寻找山

茶花-并在当地丛林中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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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库报告

国际山茶协会

截止2020年5约31日收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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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山茶协会官员�2019�-�2021

President Guan Kaiyun,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132 Lanhei Road, Heilongtan,
主席 Kunming, Yunnan 650201, China
 Email: guanky@mail.kib.ac.cn

Treasurer Clare Million, 38 Galveston Road, London, SW15 2SA, U.K.
司库 Email: claremillion@gmail.com

Secretary  
秘书 31 Eldorado Road, Cheltenham, Gloucestershire GL50 2PX, U.K.
 Email: joanwynjones@hotmail.com

Membership  Dr Li Ji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Forestry, 73 Daqiao Road,
Registrar Fuchun Street, Fuyang City, Zhejiang, 311400, China
会员注册官 Email: jiyuan_li@126.com

Immediate Patricia Short, 41 Galveston Road, London, SW15 2RZ, U.K.
Past President Email: patricia-short@btconnect.com 
前主席
Vice- Don Bergamini, USA, 2023 Huntridge Court, Martinez, California
presidents 94553, U.S.A.
副主席 Email: camelliadon@comcast.net
 Joe Neuschwanger, Oceania, 4 Greystanes Place, Sandy Bay, 7005 Tasmania
 Email: jneuschwanger@optusnet.com.au
 Chuji Hiruki, Japan, 2-11 Fukue-cho, Goto-shi, Nagasaki-ken, 
 853-0007, Japan
 Email: chujihiruki@aol.com
 Dr Pilar Vela Fernández, Spain, Arquitecto Gómez Román, 54, Vigo, 
 Pontevedra, 36390, Spain
 Email: pilar.vela@depo.es

Journal Editor Frieda Delvaux, K. Madoudreef, 9, 2960 Brecht (St-Job), Belgium
会志编辑 Email: frieda.delvaux@telenet.be

Otomo Fund Herbert Short, 41 Galveston Road, London, SW15 2RZ, U.K.
Chairman Email: herbshort@hotmail.com
大伴基金会主席

International Prof. Wang Zhongla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132 Lanhei Road, 
Camellia Heilongtan, Kunming, Yunnan, 650201, China
Registrar Email: wang@mail.kib.ac.cn
国际山茶登录官

Web Manager Prof. Gianmario Motta, Via G. Boccaccio 4, Milano, 20123, Italy
官网管理员 Email: motta05@unipv.it
HCCC
古树保育委员会 Dr. Stephen Utick, 3 Revely Crescent, Stirling, ACT, 2611, Australia
主席 Email: sutick@grapevine.com.au

Joan Jones CBE   3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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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山茶协会各地区官员

Africa  非洲
Director   Keith Kirsten, P.O. Box 1458, Fourways, Gauteng, 2055, South Africa
理事  Email: keith@keithkirsten.com 
Mem Rep:  Keith Kirsten as above
会员代表 Subscriptions: R60 Double R7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Directors  Anthony Curry, 3 Ferguson Road, Springwood, NSW 2777, Australia
理事	  Email: anthonycurry55@gmail.com 
  Darryl Baptie, 52 McKays Lane, Palmwoods, Qld, 4555, Australia, 
  Email: darryl@camelliaglen.com 
  Dr. Stephen Utick, 3 Revely Crescent, Stirling, ACT, 2611, Australia
  Email: sutick@grapevine.com.au 
Mem Rep:  Anthony Curry, 3 Ferguson Road, Springwood, NSW 2777, Australia
会员代表 Email: anthonycurry55@gmail.com 
  Subscriptions: $20 Double $25

Benelux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Directors   Wytze Hoekstra, Zandstraat 2, Rosmalen, 5242 GR, Netherlands 
理事	  Email: red.mermaid@hetnet.nl 
  Frieda Delvaux, K. Madoudreef, 9, 2960 Brecht (St-Job), Belgium
  Email: frieda.delvaux@telenet.be 
Mem Rep:  Hugo Dirks, Lage Kaart 116, 2930 Brasschaat, Belgium
会员代表 Email: hugo.dirks@telenet.be 
  Subscriptions: €20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
Directors  Janine Buckley, L’Hirondelle, Mont à La Brune, St. Brelade, JE3 8FL 
理事  Jersey, C.I.
  Email: j.ninejersey@gmail.com 
  Peter Scott-Graham, Petit Coin, Rue des Vaux de L’Eglise, St. Martin, 
  JE3 1HT, Jersey, C.I.
  Email: psg@pjsg.co.uk 
Mem Rep:  Maxine Fergusson, Brookvale, La Rue du Pont, St. John,
会员代表 JE3 4FF Jersey, C.I.
  Email: maxinefergusson@gmail.com 
  Subscriptions: £10.50/13

China 中国
Directors  Dr Li Jiy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btropical Forestry, 73 Daqiao Road,
理事  Fuchun Street, Fuyang City, Zhejiang, 311400, China 
  Email: jiyuan_li@126.com 
  Zhu Fei, Jinhua Bureau of Forestry, 801 South Shuanglong Street, Jinhua, 
  321017, China
  Email: feimaqisho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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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Rep: Chen Qianjin, Seedling Station, Jinhua Bureau of Forestry, 205 Yongkang 
会员代表 Street, Jinhua, 321017, China 
  Email: jhhhmmw@126.com 
  Subscriptions: RMB150

Croatia 克罗地亚
Director  Antonija Cvetković ,  Stube M. Krleze , Opatija, 51410, Croatia
理事  Email: antonija.cvetkovic@zg.t-com.hr 
Mem Rep: Vilim Simone, Varljenka, cesta 3, Opatija 51410, Croatia
会员代表 Subscriptions: Kuna 133.144

France 法国
Director  Jacques Soignon 5, Rue des cerisiers, Nantes, 44000, France
理事  Email: Jacques.SOIGNON@mairie-nantes.fr
  Jean-Pierre Olry, Kermoguer Plouaret, 22420, France
  Email: jean-pierre.olry@orange.fr
Mem Rep: Yves Chapel, Leurcarpin, Milizac 29290, France
会员代表 Email: chapel.yves@wanadoo.fr
  Subscriptions: €15.50/18

Germany/Austria 德国奥地利
Director  Anke Koschitz, Kurhessenstrasse 24, Frankfurt 60431, Germany
理事  Email: ak@koschitz.de
  One vacancy
Mem Rep: Karin Jacobs-Gebauer, Fuchshohl 80, Frankfurt, 60431, Germany
会员代表 Email: karin.jacobs-gebauer@gmx.net
  Subscriptions: €15.50/18 

Italy 意大利
Director  Prof. Gianmario Motta, Via G.Boccaccio 4, Milano, 20123, Italy
理事	  Email: motta05@unipv.it 
Mem Rep: Mirella Motta as above
会员代表 Email: gloriamottamirella@gmail.com 
  Subscriptions: €15.50/18

Japan and other Asia regions 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
Directors  Katsuhiko Higuchi, Yasai 8-39-27, Sawara-ku Fukuoka-shi 814-0171 Japan
理事  Email: sinzheimboy@kzd.biglobe.ne.jp 
  Prof.Takayuki Tanaka, 4-15-29 Tatsuda Kumamoto-shi, Kumamoto-ken, 861-8006 Japan
  Email: ttanaka@agri.u-tokai.ac.jp  
Mem Rep: Noriko Kimata, 2-9-16, Shiba Daimon Minato-ku, Oshima Tsubaki Co. Ltd
会员代表 Tokyo, 105-0012, Japan
  Email: noriko.kimata.camellia@gmail.com
  Subscriptions: ¥2400/ 3300

New Zealand 新西兰
Directors  Elva Harwood, 154 Commercial Street, Takaka, 7110 , New Zealand
理事  Email: elva.harwood@gmail.com 
  Carolyn Chitty, 16 Derbyshire Road, Karaka RD1, Papakura, 2580, 
  New Zealand
  Email: ron@haunuifarm.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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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Rep: Rodger Aitchison, 381 Tane Road, Opiki,  R.D.4 Palmerston North, 4474
会员代表 New Zealand
  Email: aitch.r@xtra.co.nz 
  Subscriptions: $24.50/28
Portugal 葡萄牙
Directors  Eduarda Paz, Av. Do Emigrante, 291, Ovar, 3880-350, Portugal
理事  Email: eduarda.paz.camellias.portugal@gmail.com 
  João Forjaz Sampaio, R. Porto da Caloura, 9, Agua de Pau 9560-211, Azores
  Email: joao.mpf.sampaio@gmail.com
Mem Rep: Renata Ferreira, Rua da Boavista, 229-1º, Ermesinde,4445-348, Portugal
会员代表 Email: renata.f.camellias.portugal@gmail.com
  Subscriptions: €15.50/18

Spain 西班牙
Director  Carmen Salinero Corrall, Rio Tambre 19, A Caeria, Pontevedra, 36005, Spain
理事  Email: carmen.salinero@depo.es 
Mem Rep: Dr Pilar Vela Fernández, Estación Fitopatolóxica Areeiro, Pontevedra,
会员代表 36153, Spain
  Email: pilar.vela@depo.es
  Subscriptions: €15.50/18
Switzerland 瑞士
Director  Rolf Stockmann, Via sott’Ca 1, Montagnola, 6926, Switzerland
理事  dr.stockmann@bluewin.ch 
Mem Rep: Claudia Respini, Mondacce 33, Minusio, 6648, Switzerland
会员代表 Email: claudia.respini@ascona-locarno.com 
  Subscriptions: CHF27/33

United Kingdom 英国
Directors  John Fildew, 12 Church Road, Plympton, St. Maurice, Plymouth,
理事  PL7 3NH U.K.
  Email: johnfildew@yahoo.com.au 
  Gary Long, Trewithen Gardens, Grampound Road, Truro, 
  Cornwall, TR2 4DD, U.K.
  Email: gary@trewithengardens.co.uk 
  Caroline Bell,  Wringford, Lurley, Tiverton, Devon EX16 9QS
                                    Email: carolinebell@freeola.com
Mem Rep: Patricia Short, 41 Galveston Road, London SW15 2RZ  U.K
会员代表 Email: patricia-short@btconnect.com 
  Subscriptions: £18/20.50

United States 美国
Directors  Florence Crowder, 1149 Cockerham Road, Denham Springs, LA, 
理事  70726, U.S.A.
  Email: florence.crowder@cox.net 
  Brad King, 1530 Marendale Lane, Arcadia, CA, 91006, U.S.A.
  Email: bdk@usc.edu 
  Ron Wolfe 2019 Old Dominion Albany, Georgia 31721 U.S.A.
  Email: wolfe_er@bellsouth.net 
Mem Rep: Forrest Latta, 4708 Old Shell Road, Mobile, AL, 36608, U.S.A.
会员代表 Email: forrest.latta@burr.com 
  Subscriptions: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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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报告2020
单人终身
会员

双人终身
会员

单人会员 双人会员 总计 2019±

阿根廷   2  2 1

澳大利亚 1) 6  53 16 91 -13

奥地利   1   /

比利时 2)   43 9 61 7

巴西l   4  4 0

海峡群岛 3) 6 4 13 9 44 -44

中国 39 1 247 19 326 12

克罗地亚   15 9 35 -5

丹麦 1    1 0

法国   38 21 80 -16

格鲁吉亚 1 1 0

德国 4) 1  79 34 148 1

匈牙利   1  1 0

意大利   45 16 77 -4

日本 1 2 73  78 -5

荷兰   32 3 38 3

新西兰 3 1 20 8 41 -7

挪威   6 2 10 0

巴拿马 1   1 3 0

葡萄牙 5)   83 38 158 28

南非 4 1 7 2 17 -6

西班牙 6) 2  45 8 63 -5

瑞典    1 2 0

瑞士  1 18 14 48 -8

英国 7) 2 5 136 56 259 -4

美国 2  66 57 182 -28

越南   2  2 0

总计 68 15 1030 323 177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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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会员�2019-2020

BELGIUM 比利时 Geert Thiers

 Erik Windey

 Liesbeth Reiling

JAPAN 日本 Dr. Shinichiro KISHIKAWA

NETHERLANDS 荷兰 P. Luykx

UNITED KINGDOM 英国 Catherine Blight

 Brother Vincent Ssf

 Chris Durrant

 Peter Howarth

 Philip Evans

 Valerie Goldstein

 Michael Head

 A.e.f. “Tony” Lane

 Eric Taylor

 Joan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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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变动�202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New Members 新成员

BAXTER, Geoffrey. 11 Mortimer Avenue Mt Stuart, TAS 7000
CALLCOTT, Glenn. PO Box 641, Alstonville, NSW 2477
DANKIW, K. BOTANIC GARDENS & STATE HERBARIUM, North Terrace GPO Box 1047, Adelaide, SA 5000
HAPPELL, J. 7 Talbot Crescent, Kooyong, VIC 3144
KENT, Rod. 11 Oban Court, Huntfield Heights, SA 5163
LANDWEHR, Gay. “The Cubby House”, Lesmurdie, WA 6076
LOW, D. & C. G. 2 Narelle Avenue, Pymble, NSW 2073
McHUGH, Kirsten. 335 Foxground Road Foxground, NSW 2534
SHEILS, David. 296 Peats Ferry Road, Hornsby, NSW 2077
Total New Members=10, Single=8, Double=1.

Belgium 比利时
New Members新成员
COLMAN. Duffelsesteenweg 263, 2550, Kontich
DELIERE. Rue des Eaux Chaudes 23, 7331, Baudour
GARDEN CENTRE COQUETTE. Av.de la Forêt de Soignes 353, 1640, Rhode St.Genèse
VIDTS. Populierstraat 45, 9600, Ronse
VAN DER SYPT. Wezenstraat 6, 9090, Melle
VAN DE VOORT. Mastenlaan 10, 2950, Kapellen
VAN GHYSEGHEM. Berkenstraat 34, 9900, Eeklo
VERSTREPEN. Oudegracht 8, 2950, Kapellen
Total New Members=8, Annual Single=8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
New members 新成员
JACKSON, PL. No 8 Les Jardins de la Chapelle, La Rue au Blanq, Grouville, JE3 9HR, Jersey
OBBARD, Mr & Mrs Vincent. Samares Manor, La Grande Route de St Clement, St Clement, JE2 6QW, Jersey
Total New Members=3, Annual Single=1, Annual Double=1

China 中国
New Members 新成员
CHEN,Yi. Zhejiang Xuanding Assets Management Co.Ltd., North Building Jingu Business Development Zone, No 
755 Jinfan Street, Wucheng District,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2100
SHEN, Jian. Zhejiang Jinhua Extension Station for Forestry Technology, Room 907, No 205 Yongkang Street, 
Wucheng District,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2100
Hechi Landscape Management Office, Att. Wei, Yuanyuan. No. 53, Cuizhu Road, Jinchengjiang District, Hechi City, 
Guangxi 547000
Total New Members=3, Life Single=2, Annual Single=1

Croatia 克罗地亚
New members 新成员
Yambrusic, Natalija & Edward. Nazorova 8, Opatija 51410
Total New Members=2, Annual dou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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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德国
New Members 新成员
BAUERDICK, MARGIT & JENS. Josefstraße 83, Aachen 52080
BAZZACCHI, ALBERTO. Leopoldstraße 48, München 80802
BUCHMÜLLER, THILO. Nordstraße 2, Nordhofen 56242
FLICK, HANJÖRG & DORIS. Rebmannshalde 5, Offenburg 77654
GROSSKOPF, SUSANNE. Dohlenhorst 1 a, Hamburg 22453
INCAMPO, ANGELA & RALF LIPPOLD. Bärensteiner Straße 3, Dresden 01277
RICHTER, KLAUS. Salanderweg 5, Berlin 12685
RÖSNER, WERNER. Am Wapelsberg 52, Bergisch-Gladbach 51469
SCHWARZ, PATRICK. Kandlgasse 17/4, Wien 1070
STAACKE, DETLEV. Grethenweg 76, Frankfurt 60598
UNDT, SILKE DEGENHARDT-UNDT & MANFRED. Am Hang 19, Bad Vilbel 61118
VON POLHEIM, OLE. Zu den sieben Zwergen 6, Bergisch-Gladbach 51469
Total New Members=16, Annual Single=8; Annual Double=4

Japan 日本
New Member 新成员
ASAKO, ISHIKAWA. C-305,3-52,Yamadanishi, Suita-shi, 565-0824, Osaka, Japan. aasaa0321@yahoo.co.jp
Total New Member=1, Single=1
Change of address
ASAKO ISHIKAWA. M-port 301,13-93, tsunoura-machi, kita-ku Kumamoto-shi, Kumamoto-ken, JAPAN 860-0088

The Netherlands 荷兰
New Members 新成员
AMS/Tu Berlin, Attn: Library, Aalsmeer 1430, Box 750 AT
Total New Members=1, Single=1

Norway 挪威
Change of address 地址更改

KNUTSEN, Kjell. Håbakken 85, Kvernaland. N-4355. NORWAY

Portugal 葡萄牙
New Members  新成员
AMORIM, Ernesto Moreira. Rua Dr. Oliveira Salazar nº25, 4780-453, Santo Tirso
ANJOS, Maria Cidália Pinto de Almeida dos. Rua António Soares da Silva, n64, 3720-353, Vila de Cucuj ã es
BRANCO, Rui José Portela Jorge. Rua dos Areais nº5 – Espadanal, 3505-373, Viseu
CABRAL, Octaviano G. Estrada Regional, Populo, 208, 9500-613, Ponta Delgada - Açores
CASTRO, Isabel Maria Alves . Rua Oliveira Monteiro nº92, 6ºC, 4050-438, Porto
CASTRO, Maria José Mota de. Rua Dr. Ilídio Sardoeira nº12, C.E. 4ºEsq Traseiras, 4400-107, Vila Nova de Gaia
DIAS, CARLOS. Rua de Goa 292, 4465-148, São Mamede de Infesta
FURTADO, João Manuel da Mota. Rua Professor Mira Fernandes, Lote 10-A, 4ºEsq, 1900-381, Lisboa
FURTADO, Maria Guiomar da Mota. Av do Brasil, 200, 3º Esq. , 1700-079, Lisboa
Graça, António M. Rua de Medeiros nº293, 4405-372, Vila Nova de Gaia
LEHMANN, Ana Teresa Cunha de Pinho Tavares. Rua da Vilarinha n.823, 4100-516, Porto
LENCASTRE, Margarida Maria Mendes de Freitas de Queiroz e. Rua Pero de Alenquer n.123, 1ºDr Fr, 4150-616, 
Porto
LOPES, Maria Raquel F. Lobo. Rua Marechal Saldanha, 8 3ºEsq., 4150-650, 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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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S, Joaquim Manuel Gomes. Rua Central nº1541, 4785-827, Trofa
MONTEIRO, Laura Castro. Av da Republica nº737, 7ºDto, 4430-200, Vila Nova de Fgaia
NEVES, Adriano Augusto Vieira. Rua D. Maria Ferreira da Cruz n.150 - Casa do Arco, 4470-021, Gueif?es - Maia
NEVILLE SA, Paulo de Lencastre. Casa do Fojo, Rua da Quinta do Fojo n.238, 4400-658, Gaia
PROVIDENCIA, Francisco. Rua 1ºde Janeiro nº85, 1º Dto Traseiras, 4100-366, Porto
ROCHA, Antonio Manuel Adrego da. Rua João Gonçalves Neto, nº156, Aradas, 3810-386, Aveiro
Total New Members=19, Single=19

Spain 西班牙
New Member 新成员
ORBALLO. Lugar de Donín, 4, 15314 Paderne, A Coruña
DETRELL, Rosario Andrade. Pazo pegullal, Pegullal, 12, 36470 Salceda de Caselas, Pontevedra
Total New Member=2, Single=2

United Kingdom 英国
New Members 新成员
BLIGHT, Charlotte & Jake. The Stables, Retanning Lane, Sticker. St. Austell, PL26 7HH
CHAPMAN, Meyrick + one other. 36 Park Road, London, W4 3HH
ELKARTI, Omar. 29D Denbigh Street, London, SW1V 2HE
GREENFIELD, Simon. 192 Rempstone Road, Wimborne. Devon, BH21 1SY
LOPEZ-RIVERA, Rama. 27 Greenhill Road, London, NW10 8UD
REED, David & Tina HARRINGTON. Flat 2, Archway Apartments,110A Stanley Road, Harrow, HA2 8FZ
WALDON, Scott. Flat 78, Carrara Wharf, Fulham, SW6 3UE
WASILEWSKI, Mark. London, SW1A 2BJ
Total New Members=11, Single=5, Double=3
Change of address 地址更改

BROWN, Martin & Claire. Oak, Bisterne Close, Burley. Hants, BH24 4AU
GUETERBOCK, William & Jeanette. Barton Cottage, 26 Barton Farm, Cerne Abbas. Dorset, DT2 7LF
PETHERICK, Charlotte. House on the Strand, Porthpean. Cornwall, PL26 6AX
PETHERICK, Martin. Close Gate House, 47 High Street, Salisbury. Wilts, SP1 2PB
POCHIN, AJ, A.J. c/o Dean Bash, The Keeper’s Cottage, The Drive, Barkby. Leicester, LE7 3QG
WATERS, Bob & Pat. 3 Sequoia Mews, Shipston Road. Stratford upon Avon, CV37 7PZ.
WHEELER, Eileen. 34 High Street, Bulford, Salisbury. Wilts, SP4 9DS
Change of status
JAATUN, Harald & Marie Gilje-Jaatun. single to double
HYDE, Gail (Durrant). double to single

United States 美国
New Members 新成员
BARRICK, William E.& Jessica. 118 Ridgelawn Drive E., Mobile. AL, 36608, USA. webjuly20@gmail.com
CHEN, Johnston. 200 East 89th Street, Apt. 24D. New York, NY 10128, USA. johnston.chen@gmail.com
DEREUIL, James. 4405 Scenic Highway. Pensacola, FL, 32504, USA. jdereuil@gmail.com
HARRISON, James. 18662 Clear Creek Lane, Covington. LA, 70435. Jim.harrison@earthlink.net
MADDEN, Marietta. 517 Hunts Pointe Drive. Virginia Beach, VA, 23464, USA. mariettam3@yahoo.com
MARCY, Lynn. 118 Detha Lane, Ringgold, GA, 30736, USA. mrlynn118@aol.com
MIZELL, David & Mary. 13021 Village Trace Dr., Folsom, LA, 70437, USA. mizellmary@aol.com
ZEAGLER, Marsha. 2345 Rocky Ford Road, Sylvania, GA, 30467. hobbeshillfarm@gmail.com
Total New Members=10, Single=6, Doub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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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山茶协会章程
（2020年4月26日修改版）

第一条�会员、会员资格和会费

A. 本会会员分为以下几类：

1. 普通会员。认同本协会的宗旨，并每年按时缴纳会费即可成为普

通会员。会费的金额可由理事会做适时调整。

2. 终身会员。50岁以下需一次性缴纳相当于30倍的年会费，50-60

岁则需缴纳20倍的年会费，超过60岁者的需缴纳15倍的年会费即

可成为终身会员。

3. 荣誉会员。理事会可自行决定将这一头衔授予任何以某种方式对

促进本协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该名誉会员无需向协会缴

纳任何会费。

4. 单位会员。单位会员可由企业、花园和其他机构获得单人或双人

会员资格。单位会员的年度会费金额由理事会适时确定。

B. 会员的权利

协会的每位会员均有选举本章程所规定产生的理事的权利。每位会员均

有权出席定期举办的国际茶花大会和理事会召集的其他需要会员参加的

会议。

第二条�理事

A．名额

1. 除了定期选出的协会官员是当然的理事会成员之外，各区域选举

产生的理事具有同等权力、投票权和职责。各区域将根据以下

各区域的指定名额选举产生各自区域的理事：澳大利亚3名、日

本及其他亚洲地区2名、英国3名、新西兰2名、美国3名、非洲2

名、中国3名、葡萄牙2名、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2

名、意大利1名、海峡群岛2名、西班牙1名、法国2名、瑞士1

名、德国/奥地利2名、克罗地亚1名。

2. 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经理事会多数票同意，各区域分配的理事名

额可增加或者减少。

B. 期限

1. 理事会成员的任期为三年或续任至选出继任者为止。

2. 如果任何理事会成员因死亡、辞职或其他原因不再担任理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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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空缺应由主席向理事会提出动议填补任期未满的部分。主席提

出提名动议前，需与该地区在任的其他理事及会员代表协商，或

者因无在任理事则与该地区的会员代表协商。

C. 理事会的权力

1. 理事会对本协会的管理和运作进行规范和监督。它应处理和管理

协会的所有事务，并做出其认为最好的方式以开展协会的业务。

除了本章程明确授予理事会的权力外，它还可以行使法人协会的

所有权力，并进行所有法律、章程等规定的由会员行使或完成的

合法行为和活动。

2. 理事会的多数票通过的动议将成为理事会的决议。

3. 鉴于本协会的国际特性，本协会的所有事务实际上都可以通过邮

件的方式进行。当理事会会议和决议不得不通过邮件的形式进行

时，理事会特此明确授权发布其认为适合的参与方式和投票程

序。这里所说的“邮件”包括所有形式的电子通信如电子邮件及

其他电子形式，也包括传统的邮政邮件。

D. 缺席理事会

召开理事会会议时，因故不能出席的理事，可从其所在国家或地

区委托代理人代为参会和行使其权力。相关理事必须在会议开始

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协会秘书。是否接受其代理由出席会议的理事

们投票决定，并立即生效。

第三条�活动地点、会员会议

A. 协会可以根据其理事会的需要在尽可能多的地点开展活动。

B. 在年度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预计难以同时聚集。但可以定

期召开协会的区域会议。此类区域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将由区域理事

确定，并通知主席、秘书和居住在该区域的所有成员参加。

第四条�官员

A. 协会的官员是：主席、上一任主席、四名副主席、一名编辑、一

名秘书、一名司库和来自每个地区的会员代表。理事会可不时设立

其认为有必要的其他官员。

B. 新的官员。每位官员应任职至其继任者经正式选举并具备资格为

止。主席或副主席不得连续任职超过二届，每届为期三年的任期，

但之前因为填补该职位的空缺而任职不足三年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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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主席和副主席以外的秘书、司库、编辑等协会官员由理事会任

命，任期由理事会决定。

D. 会员代表应由相关地区的理事或在该理事缺席的情况下由主席在

与该地区的会员协商后向理事会提出动议任命。

E. 官员的职责应与这些官员通常所承担的职责相同。除此之外，还

有理事会不时指定或委派给他们的其他职责。会员代表的职责是协调

会员在该地区的活动，在理事会和会员之间建立联系。所有发送给理

事的文件都应同时发给会员代表。会员代表应邀请参加理事会，但无

权投票。理事会被授权为协会的任何官员或雇员规定补偿金额。

第五条 委员会

理事会可以将其认为需要的权力授予协会官员或它认为适合设立的任

何委员会。

第六条�附属关系

理事会可颁布其认为适当的法规，以允许本协会附属于其他园艺协

会，或者其他协会附属于本协会。

第七条�合同、支票、存款和资金

A. 合同。理事会可以授权协会的任何官员或者代理人以法人协会的

名义或代表法人协会签订任何合同或执行和交付任何文书，这种权力

可能是一般性的，也可能仅限于特定情况。

B. 支票、汇票等。所有以法人协会名义签发的支票、票据或其他支

付方式及债务证据，均应由该法人协会指定的一名或多名官员或代理

人签署，其签署人由理事会及时做出决议决定。

C. 存款。法人协会的所有资金应存入理事会选择的银行、信托机构

或其他存管处。

D. 礼物。理事会可以代表法人协会接受任何用于法人协会一般目的

或任何特殊目的的捐赠、礼物、遗赠或财产。

第八条�账簿和记录

法人协会应保存准确且完整的账簿和账目记录，还应保存其成员和理

事会的会议记录，并应在注册地办公室保存一份包含所有会员的姓名

和地址的记录。任何会员或其代理人或律师可出于任何正当目的在任

何合理时间检查法人协会的所有账簿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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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这些章程可以更改、修订或废除。新章程条款由会员在年度会议上

提出，并获得理事会多数票同意后获得通过。但提出章程修订的前

提是，至少提前三十天发出书面通知理事会的每位成员，并明确所

要更改、修订或废除或通过新的章程内容。

THE INT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By-Laws of the Int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Inc.

as of 26 April 2020
（本章程原文为英语。中文版由王仲朗翻译，管开云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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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茶花协会�
国际杰出茶花园认证方案

目标
1. 鉴定、认证并吸引公众关注经国际茶花协会确定的有相当高标准

的茶花园。

2. 授予此类花园“国际杰出茶花园”证书，籍此增进该园及国际茶

花协会的知名度。

3. 认证国际杰出茶花园的首要目标是为获此殊荣的花园能够籍此荣

誉在促进日常维护、扩大面积、资金筹措或其他特定项目上获得

更好的支持。

4. 为此类花园提供更广阔的交流机会或发展彼此之间都可受益的交

流项目。

标准
1. 茶花园建设完善，所有权和管理稳定，可合理持续发展。

2. 茶花园向公众定期开放。

3. 入园既可以是免费，也可通过捐赠或者根据需要收取一定的入园

费。

4. 茶花园不必全部栽种茶花，但是茶花必须是其主要特色而且易于

公众参观访问，并根据该园实际情况和气候条件得到很好养护。

要求园中至少栽种200个品种或原种。

5. 茶花园有日常维护茶花登记册，用于记载其所有的茶花及它们在

园中的具体位置。

6. 园中所有品种和原种都有经鉴定的名牌，并注明来源。

7. 茶花园有相应的措施方便参观者了解茶花文化信息。

茶花园必须是国际茶花协会的会员单位，须同意展示有关该协会信息，

包括为有意加入该协会者提供联系方式等。

8. 茶花园须持有最近版本的《国际茶花名录》，以备经常参考使

用。

非必要标准但作为鼓励具备的条件有：

1. 开展有关茶花文化、抗寒或耐热、病虫害防治、或其他有助于增

加茶花综合知识的研究。

2. 在开花季节举办展览或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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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时开展茶花种植实践示范活动，比如修枝整形等。

4. 特定主题类群（即专类园）的收集保存，比如原种或特定的茶梅

品种的收集保存。

5. 有相关茶花著作文献的销售，同时也鼓励有该园自己出版的此类

著作文献的销售。

6. 旨在增进公众对茶花的热爱和提高茶花种植水平的其他任何相关

活动。

评选程序
1. 认证申请可由一名国际茶花协会理事或官员或者该园相关者提

议，且必须提交给该区域的理事（们）。申请报告提交内容必须

按照《标准》提供相应的信息。

2. 该区域的理事（们）需根据《标准》评价该园，并推荐到国际茶

花协会秘书处和主席。如果申请得到该区域理事（们）的支持，

他们将把申请书转报给秘书处和主席。如果该区域的理事（们）

认为不能推荐该园，则必须在提交国际茶花协会理事会其决定之

前，告知国际茶花协会秘书处和主席及该园的管理部门他们认为

该园需要改进之处。

3. 如果该园获得本区域理事（们）的推荐，执委会将从另一个区域

的熟悉该园的理事或官员获取评价意见。如果也得到认可，执委

会将提交理事会授予称号的动议。该动议可通过全体理事会的会

议投票或通过通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4. 执委会必须维护好已获杰出茶花园称号的花园名册。每个杰出茶

花园每十年按上述程序2和3进行重新评估，并经理事会投票表决

再确认。如果该园的维护和运营被认定低于《标准》的要求，理

事会可取消该园的杰出茶花园称号。

5. 如有一名理事认为获此称号的花园已经低于《标准》的要求，即

使未到十年正常重审年限，也可随时向执委会提出要求对该园进

行重审。

 

提出时间：2014年7月21日

中文翻译：王仲朗

 中文译文审校：管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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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际山茶会志 International Camellia Journal 是国际山茶协会主办的
刊物，每年出版一期，是面向全世界的纯英文刊物，也是了解山茶世
界前沿发展的重要平台，但中国区有许多会员英文水平不太好，难以
准确理解阅读。2020年12月经国际山茶协会主席管开云教授的协调，
初步达成在中国出版中文版的意向。2021年3月在金华召开了第12届中
国茶花博览会，在同期举办的中国花卉协会茶花分会理事会上讨论并
通过了由副会长王仲朗负责组织团队翻译出版。茶花理事会认为翻译
出版《国际山茶会志》是为服务会员办的实事，是惠及多方的好事，
可让分会的广大会员有更好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也可让中国广大的茶
花爱好者和相关从业人员能及时了解国际茶花方面的资讯，提升茶花
分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接受2020版的翻译任务后，立即组织了强有力的翻译团队和工作
团队（成员名单见220页的编委会），对其中36篇文章进行了分工（
详见2-3页目录）。团队成员的贡献在每篇文章上都明确标明了翻译
者姓名，在目录上也有翻译者的姓名，便于更好地完整查询翻译者的
贡献。会志的主要部分，除第104-109页“五岛大会-摘要和报告”部
分仅翻译了题目外，其余绝大部分（第6-103页和第110-201）进行了
全文翻译；第202-213页仅翻译了国家名等重要信息。全文由王仲朗和
管开云负责审校。排版由云南师范大学的傅志成同学负责，尽量保持
英文原版的风格，做到每篇文章的页码与英文版保持完全一致，这样
有利于在引用文献时不会产生混淆。与英文版相比，增加了管开云主
席为中文版写的前言，删除了英文版中214-238有关“主席致辞、网
站报告、编辑报告”的7种语言的翻译部分：中文（214-217）、法文
（217-221）、德文（221-224）、意大利文（224-228）、日文（228-
231）、葡萄牙文（231-235）、西班牙文（235-238）。为让中国会员
更好地了解国际山茶协会，特增加了2篇文章，即第214-217页的“国
际山茶协会章程”和第218-219页的“国际茶花协会 国际杰出茶花园
认证方案”，其后是第220页的“编委会名单”，第221页的“后记”
，第222页的“致谢”。

第52期《国际山茶会志》是出版中文版的开端。根据中国花卉协
会茶花分会的工作计划，以后每一年将及时组织翻译出版后续的版
本，以更好地为中国会员服务。

                     王仲朗 谨记   

2021年7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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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国际山茶协会主席管开云教授为中文版题写了刊名，中国花

卉协会茶花分会施德法会长和沈剑秘书长特别重视中文版的出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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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aponica ‘Daikagura’ C. japonica ‘Dahlonega’

PAZO DE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Santa Cruz de Rivadulla / 15880 Vedra, A CORUÑA, SPAIN Tel.: (+34) 981 51 20 11
 Garden: www.pazoderivadulla.com
Garden Openings:  
Monday to Saturday: from 10:00 am to 1:00 pm and from 3:00pm to 6:00pm. How to get there: 

 N-525 Km. 323 // AP53 (Exi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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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widden Garden

Magnificent collections of  
magnolias, camellias and  
tree ferns set in a tranquil  
15-acre Cornish garden
Open 1st Feb 2021 to 26th Sept 2021
Seven days a week, 10.30am – 5.30pm

Free children’s trail and admission 
Tearoom, gifts and plant sales
Groups welcome

www.trewidden.co.uk

G
arden of Excellence

Int
ernational Camellia Society

ICS-GoE.indd   2 20/8/10   17: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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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il is perfectly made from Camellia japonic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igin of world camellias, of marvellous Camellia island Izu Oshima. 

lzu Oshima. An island 120km south from Tokyo, with a land area of 90 kn1 , only 8000 
habitants, but 3 million of Camellia japonica. 
On February 2016, at Dali, this 'Camellia islands 3 gardens were recognized at the same 
time as ICGoE. The trigger was a visit from Mrs. Jennifer Trehane, an ICS director that the 3 
gardens were worthy of nomination as ICS Garden of Excellence .. 
Tsubaki Co.,ltd which produces world-first 'Extra virgin Camellia japonica oil' is based 
here in Izu Oshima. 'Extra virgin Camellia japonica oil' is made from only domestic 
Camellia japonica. No heat is used throughout every process, from compressing to bottling, 
to make the highest quality with excellent moisturizing effect, high absorbability and 
smooth touch. It saves many women from the trouble of dry skin. That is why our sales 
have amounted to 600 thousand bottles in Japan. 

This oil is perfectly made from Camellia japonic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igin of world camellias, of marvellous Camellia island Izu Oshima. 

lzu Oshima. An island 120km south from Tokyo, with a land area of 90 kn1 , only 8000 
habitants, but 3 million of Camellia japonica. 
On February 2016, at Dali, this 'Camellia islands 3 gardens were recognized at the same 
time as ICGoE. The trigger was a visit from Mrs. Jennifer Trehane, an ICS director that the 3 
gardens were worthy of nomination as ICS Garden of Excellence .. 
Tsubaki Co.,ltd which produces world-first 'Extra virgin Camellia japonica oil' is based 
here in Izu Oshima. 'Extra virgin Camellia japonica oil' is made from only domestic 
Camellia japonica. No heat is used throughout every process, from compressing to bottling,
to make the highest quality with excellent moisturizing effect, high absorbability and 
smooth touch. It saves many women from the trouble of dry skin. That is why our sales 
have amounted to 600 thousand bottles in Japan. 
From May 2017 to March 2018, in Paris, our company's highest quality brand, whose name 
is 'The Japoneira', is exhibited and sold 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showroom 'Maison 
Wa', It is available for the first time all over the world. 
Go to Paris, and experience the amazing quality!

Maison Wa 
8 bis, rue Villeda 75001 Paris 
(Metro Pyramide station, 3 minutes walk)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ward to welcome 
ICS members to our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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