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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梅园导游词

 

无锡梅园导游词1

无锡梅园风景区南临太湖，北倚龙山，距市中心5公里，交通便利。中国
民族工业之“首户”荣宗敬、荣德生仲昆本着“为天下布芳馨”之宏愿
，于1912年在此购地筑园，倚山植梅，以梅饰山，称为“梅园”。新世
纪的梅园风景区成为集自然景观、人文古迹、名花异卉、园林建筑及休
闲健身于一体的著名旅游胜地。

风景区现有三大主要景区：以梅文化为主题的梅花景区。有洗心泉、天
心台、念劬塔、诵豳堂、读书处等众多的“荣氏”人文古迹；又有集天
下古梅与奇石于一体，结合中式园林建筑的古梅奇石圃。内有中国唯一
的梅文化博物馆、岁寒草堂、冷艳亭等建筑，徜徉其间，可以了解梅花
的生产资料知识，领略博大精深的梅文化，感受梅花人格化的精神。

园林博览园集自然与风格各异的园林景观为一体，布置有风车、吊桥、
咖啡屋、教堂等。畅游其间，开阔的大草坪、高大的香樟林，眩目的球
宿根花卉，浅滩倒景，无不体现出浓郁的异国风情。

花溪景区引种奇花异卉100多个品种，并建有规巨大的岩石景观，绿树巨
荫与突兀大石相间，流水淙淙其间，倒映着蓝天白云，与群山融为一体
。她把中西方环境艺术巧妙结合，敞开大地般的胸怀，吸引无数游子的
心。让人享受回归自然的欢畅与快乐，享受山石永恒不变坚定不移地精
神，体验人心与山石相通则咳与万物相通的灵感。人在其间，无不感受
到设计师的匠心独具。

“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几十年断的园林营造，使风景
区形成了“初春探梅、仲夏观荷、金秋赏桂、隆冬踏雪”的四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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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景观，给人一种回归自然、超越自然的感受。

无锡梅园导游词2

梅园位于无锡西郊的东山和浒山南坡，距市区7公里，距太湖1.5公里，
园内遍植梅树，是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公园。园林设计者根据地势高低，结
合梅园特点，以梅饰山，倚山植梅，梅以山而秀，山因梅而幽，别具特
色。园内植梅5500多株，品种繁多。园内还有天心台、洗心泉、清芬轩
、招鹤亭等步步登高的观赏景点。

无锡梅园，全名无锡荣氏梅园，以老藤、古梅、新桂、奇石来显示出它
的高雅古朴风格。主要景点有：梅园刻石、洗心泉、米襄阳拜石、天心
台、揖蠡亭、清芬轩、香海、诵豳堂、招鹤亭、小罗浮、念劬塔、豁然
洞、开原寺、松鹤园、小金谷、吟风阁。梅园，距市区7公里，位于无锡
市西郊东山、浒山和横山。面临太湖万顷，背靠龙山九峰，以梅花驰名
，是久享盛誉的江南赏梅胜地。 解放前曾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私家花
园梅园以梅花儿驰名,现有面积812亩，其中梅林占56亩。梅树5000多株，
梅桩2000多盆植梅数千，多为果梅.花梅有银红、假朱砂、骨里红、素白
台阁、小绿萼等。至今植梅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建国后，梅树的数量和
品种均逐渐增多.园中有梅树4000多株，盆梅2000多盆，品种近40个，不
少是从苏州、常熟、扬州、杭州、成都、武汉、安徽引进的。 著名的有
素白洁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玉萼如翡翠的绿萼梅，有红颜淡妆的宫粉
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有浓艳如墨的墨梅，有枝杆盘曲矫若游龙的
龙游梅等。还有造型幽雅、虬枝倒悬、枯树老干、疏影横斜的梅桩艺术
盆景。

主要景点有：梅园刻石、洗心泉、米襄阳拜石、天心台、揖蠡亭、清芬
轩、香海、诵豳堂、招鹤亭、小罗浮、念劬塔、豁然洞、开原寺、松鹤
园、小金谷、吟风阁。

念劬塔是梅园的点睛之笔，也是梅园的标志性建筑。该塔八角三层，高1
8米，建于1930年，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母亲石太夫人而建的纪念性
建筑，以怀念父母的养育之恩。 当年，荣宗敬、荣德生先生的母亲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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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冥寿，特地建造这塔，以示纪念。初次拟名为“念慈塔”，恰巧钱振
锽先生来梅园赏梅，荣先生请钱先生作文书写塔记。钱先生向荣德生先
生提出建议，改塔名为“念劬”。他说：取《诗经小雅》“哀哀母心，
生我劬劳”之句，以示对父母的怀念。又取《诗经凯风》“棘心夭夭，
母氏劬劳”之句，又包含纪念母亲之意。

无锡梅园导游词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今天我们将要游览的景点是位于横山风景区的江南
近代著名的园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梅园，又名荣氏梅园。

梅园距离市区7公里，位于无锡西郊的的东山和浒山南坡，是江南著名的
赏梅胜地之一，与苏州邓尉、杭州孤山并称江南三大赏梅胜地。1912年
由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两所建。

那么，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荣氏梅园，去解读荣氏家族的血泪
成功史吧。从三星石起、观米襄阳拜石、登天心台、穿过香海轩、漫步
梅林、参观全园精华景点诵豳堂，随后参观乐农别墅、招鹤亭、登念劬
塔，在花溪结束游览。

【三星石】我们面前的“米襄阳拜石”高3米多，据说石身有九九八十一
孔，大可容拳，小仅纳指，是典型的水中湖石，古怪离奇，酷似米颠拱
手作揖拜石模样。

三星石中又以“嘘云”福石最为明显。奇妙的是，透过石中最大洞窍，
远处浒山之巅的念劬塔隐现其间。当初此石落于此处，不知是否刻意为
之。

我们现在看见的梅园刻石是1980年按旧老照片重新临摹重刻的，旧刻石
已毁于文革。刻石旁的紫藤，已有100多年历史，寓意“紫气东来”，象
征吉祥富贵。园门东侧的洗心泉,凿于1916年,由荣德生先生为它取名。

【天心台】沿着这条道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们会看到一个六角亭坐落于
假山石上，这就是著名的天心台了，建于1914年，源于“梅花点点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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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意。环绕着亭子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桥，大家知道它叫什么
名字吗?它叫野桥。影射古诗“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意境。大家
可以在亭子里休息一会儿，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拿起相机在这拍照
留念。

【香海轩】循着石径，我们就来到了香海轩。

关于轩内的匾额，据说是轩屋建成时，荣德生花五十两购得康有为手书
的香海轩，后被前来游玩的康有为识破是有人假冒的，便重新题香海两
字。

香海轩是梅园中赏梅最佳处之一，梅花品种尤繁。有洁白素净的玉蝶梅
，胭脂滴滴的朱砂梅，还有浓妆艳抹的墨梅等。

轩前的荣德生铜像是马万祺先生于1986年所赠。

【诵豳堂】从香海轩穿堂而过，就是梅园的主体建筑诵豳堂了。诵豳堂
俗称“楠木厅”。于1916年建成。诵豳堂为“荣氏梅园”的主体建筑，
居中朝南，随势设景：左有乐农别墅，右为留月村，前置香海轩，后设
招鹤亭，众星托月，堂皇焕然。大家抬头看，我们面前的“湖山第一”
匾额为两广总督岑春煊所书，两侧廊柱所挂的，一为秦岐农录江南才子
祝枝山的佳句: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一为1929年钱以振撰
赠、唐肯手书的“使有粟帛盈天下，常与湖山做主人。这些楹联、匾额
点名了园址的环境之胜，造园的意趣所在。步入堂内，中堂正中高悬匾
额“诵豳堂”，是当代著名书画家吴作人的手迹。荣先生取《诗经�豳
风》种庄稼艰辛劳作之意用为堂名。寓意深刻，出典古雅而不忘根本。
荣氏在实践其“工业救国”思想的过程中，深知民生以衣食为本，故以
面粉业为起点，继之以纺织业，这两大产业的基础都在农村。两柱上的
对联“与众人同游乐开园囿空山;为天下布芳馨栽梅花万数”，点出了造
园宗旨，表现了园主人当年造福桑梓、无私奉献的的博大胸襟。

诵豳堂内陈设物品均为荣家原物，有红木家具，福禄寿喜的透雕木屏，
九九归一的古铜镜和大理石挂屏等等，建筑与陈设珠联璧合，匹配有情
。它与香海轩南北呼应，面阔九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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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三间为正厅。因用楠木为梁，称楠木厅。额下悬挂梅园全景图，197
9年周怀民冒暑之作。中堂两侧，悬有《豳风》八章，突出了主题，取得
满堂生辉的效果。这里所悬的两匾两联，及荣德生先生于1949年清明节
为周怀民所书“妙笔天然”匾和当代书法家李泽民的“清香远布”匾;清
伊秉绥sui的“晴日醉，雨日睡，福简简，吁可愧;短歌强，长歌狂，诗平
平，乐未央”联，清沈兆霖书写的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
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两联虽均为他事所作，用在诵豳
堂，却十分得体。现在看来，还成了荣德生先生一生志向远大、生活简
朴的写照。他从实业救国开始，造福桑梓。荣德生先生不仅一生立志高
远，且脚踏实地、待人宽厚，荣氏家族的兴旺不败，和荣德生先生为人
处事的准则是分不开的。每年早春，游人都争先恐后前来一睹其风采。
此情此景，正如堂前这副篆书楹联中所书：“四面有山皆人画，一年无
日不看花。”

【乐农别墅】因荣德生先生号“乐农”，所以取名为“乐农别墅”。乐
农别墅门口还有圆形石台三张，这原是保兴面粉厂1902年所用的法国石
磨

【招鹤亭】 在诵豳堂的后面，就是招鹤亭了。

【念劬塔】远处的念劬塔是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为纪年母亲而建的纪念性建筑。

【花溪】花溪景区因引进奇异花卉并建有巨石景观，让人有种回归自然
的欢畅。
游客朋友们，今天的梅园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参加此次游览。

无锡梅园导游词4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就到梅园了。无锡梅园位于无锡市的西南
郊，距离市区7公里，南临太湖，北倚龙山梅园被誉为无锡春天开始的地
方。1912年，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本着为“天
下布芳馨”的宏愿，购地筑园，依山种梅，以梅饰山，顾称梅园。1955
年，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将梅园除了乐农别墅外赠送给了无锡政府。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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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锡政府将园林扩建至横山。现在的梅园已经成为融名卉、建筑、
文化为一体的游览胜地。好了，景点概括也介绍到这里了。现在大家请
随我走进梅园。

进入梅园，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梅园刻石。刻石旁的紫藤，是荣德生先
生亲手所植的，有“紫气东来”的意思。在园门东侧是“洗心泉”，“
物洗则洁，心洗则清”。

朋友们这边走，前面的就是米襄阳拜石和三星石，三星石，因形状像“
福 禄 寿”三星，故称“三星石”。而这“米襄阳拜石”是指的北宋书法
家米襄阳特别喜欢奇石，每看见奇石都会去拜一拜，所以叫米襄阳拜石
。还有一说法，这块石头就是米襄阳，正在拜前面的“福禄 寿”三星石
。我们看一下它们都是太湖石，有着瘦，皱，漏，透的特点。据说，在
这奇石下面点一支香，缕缕青烟会从孔中冉冉升起。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心台，它建于1914年，源于“梅花点点皆天心”之
意。天心台是梅园的第一个赏梅点。台下这座桥，叫“野桥”。“骑驴
过野桥，独叹梅花瘦”。这说的是梅花以瘦，斜，曲为美。

朋友们，沿着这条石径往上去，就到香海轩了，前面这是荣德生铜像，
是荣家姻亲马万祺先生在荣德生先生诞辰110年赠给荣毅仁先生的。这旁
边的是研泉，是荣德生先生给取的名字，站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梅林，
这里梅花品种众多，有玉蝶梅，绿萼梅，宫粉梅，朱砂梅，墨梅，骨里
红，龙游梅等等。香海轩原名为“遥看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香雪海
，后来康有为给改名为香海轩。

穿过长廊，我们转过头可以看到“一生低首拜梅花”的额匾，古人总是
把花木和自己的情趣联系在一起，梅花是花中四君子，梅花贞洁高雅，
在这里，梅园主人敬仰梅花高尚品质，愿意以梅花为榜样，一生一世伴
梅花。

朋友们这就是诵豳堂了，它建于1915,为清代早起建筑形式。因用楠木制
造的，所以称“楠木厅”。园主为什么取诵豳为堂名呢?这是因为荣氏在
“工业救国”的过程中，深知百姓以食为本，故以面粉业为起点，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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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纺织业。所以荣德生先生取《诗经�豳风》中种植庄稼辛勤劳苦之
意，来命堂名，出典古雅而又不忘本。

这中间悬挂着“湖山第一”的匾额，这两侧的楹联为“四面有山皆入画
，一年无日不看花” 这点明梅园优胜的环境。“使有粟帛盈天下，常于
湖山作主人”。，这说的是园主造园的旨趣所在。

朋友们，我们走进看一下，整个厅堂古色古香，用红木家具和石景布设
，悬有许多名人字画，使整个厅堂庄重典雅。

中间是“诵豳堂”匾额，两侧对联为，“与众人同游乐开园囿空山，为
天下布芳馨栽梅花万数”这表现了园主人造福桑梓，无私奉献的.博大胸
怀。

左上边是是荣德生写的妙笔天然匾，右边是李泽民写的清香远布匾，西
面墙的的楹联为“晴日醉，雨日睡，福简简，吁可愧，短歌强，长歌狂
，诗平平，乐未央。”来，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东墙的楹联，“发上等愿
，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它的横批就是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生低首拜梅花”。这发上等愿 指的是荣德生先生
一生志向远大，从实业救国开始，结中等缘说的是荣德生先生随遇而安
，一种平和的心态，享下等福说的是荣德生先生造福桑梓，在自己富裕
的时候，不忘百姓，建百桥惠，宝界桥，江南大学等等。荣氏家族的兴
旺不败，和荣德生有着梅花的精神和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分不开的。 走出
诵豳堂，我们去看一下乐农别墅，它是一个三间体的西式平房，原来荣
德生就居住在这里。荣德生号“乐农”，所以给取名为“乐农别墅”。
这边是保兴面粉厂里的石磨，放在这里，表现了园主不忘本。

随后上坡就看到是招鹤亭，，与杭州孤山的放鹤亭呼应。一放一招，使
人浮想联翩。 那山腰上是“念劬塔”，是园主为了纪念母亲而建造的。

朋友们，最后就到花溪了，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大家可以在花溪自
由活动。我的讲解也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无锡梅园导游词5

                              7 / 13



www.SanrenWenku.com
 

梅园始建于1912年，著名民族工商业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东山辟园
，利用清末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旧址，植梅数千株，经十余年建设，占
地81亩。当时所植梅花多为果梅。解放后，梅树的数量和品种均逐渐增
多.园中有梅树4000多株，盆梅2000多盆，品种繁多，不少是从苏州、常
熟、扬州、杭州、成都、武汉、安徽引进的。

梅园横山风景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梅品种国际登录权威、中国工程
院资深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先生的支持下，向北扩建200亩的
“梅品种国际登录园”，种植获得国际登录的梅花品种381个共2000余株
，建成有梅品种国际登录种植园，展示陈俊愉院士一生科研成就的“梅
缘一生”，培养具有百年历史梅花桩景的梅艺苑、10000平方米华东地区
最大的万坪花田等核心景观。

历经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园林营造，梅园横山风景区成为集自然景观、人
文古迹、名花异卉、园林建筑及休闲健身于一体的著名旅游胜地。2006
年梅园横山风景区“荣氏梅园”古迹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9年梅园横山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同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全国重点公园”。

梅园，以老藤、古梅、新桂、奇石来显示出它的高雅古朴风格。如今若
到梅园踏雪寻梅，定不负湖山一片春。每当梅花冲寒而开，梅园门口车
水马龙，素花丛中，笑语阵阵，游人如云，盛况空前。

无锡梅园导游词6

梅园位于无锡西郊的浒山南坡，原为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荣宗敬、荣
德生兄弟于1912年建造的私家花园。每年2月-3月，景区内几千株梅花一
起开放，漫山遍野的花海吸引无数长枪短炮，无锡有老话，“春天从梅
园开始”。

游览梅园对季节性要求较高，最好是在春天。早春的梅花有红的、白的
、粉的，单瓣、复瓣，品种繁多，有的在同一株树上能开出不同颜色的
花朵，还有珍贵的淡绿色梅花，双休日来赏梅的游客尤其多，有条件的
话最好选工作日前来。比梅花花期稍晚点，等到了3月下旬-4月，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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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景区会举办郁金香花展。此外，位于园林博览园的观赏温室内可
以看到沙漠中的植物。不是春季游览的话，夏季来赏荷，秋闻桂花香，
中秋节有灯会可看。

若来时正好不是花期，那么梅园就如普通的大公园一般了，此时你可以
看看和梅园建造者荣氏兄弟相关的人文古迹。比如洗心泉，天心台和它
南侧三块形状分别像“福、禄、寿”三字的太湖石，荣氏建筑中的主体
建筑诵豳堂(俗称“楠木厅”，陈设物品均为荣家原物)，读书处等景点
。浒山山坡上荣氏兄弟为母亲建造的念劬塔是梅园的标志性建筑，为绿
顶六角形塔楼，有三层，高18米，老远就能看见它，走到念劬塔跟前不
需要爬太多路，登塔可俯看梅园。往东走到荣德生出资建造的开原寺，
开原寺素斋馆的素面很好吃。

古梅奇石圃也值得一看，你可以在园内的梅文化博物馆了解梅花的科普
知识和梅文化。

带小孩的游客进景区大门后可以往右手边走，生态乐园里有攀岩项目，
独木桥、单步桥、网桥、等组成的勇敢者的道路，孩子一定会玩得很高
兴。

梅园东边的横山也包括在景区内，零星地建有一些亭台楼阁，景点不多
，过去基本就是爬爬山登高。

无锡梅园导游词7

位于无锡西郊的东山和浒山南坡，距市区7公里，距太湖1.5公里，园内
遍植梅树，是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

园林设计者根据地势高低，结合梅园特点，以梅饰山，倚山植梅，梅以
山而秀，山因梅而幽，别具特色。园内还有天心台等步步登高的观赏景
点。梅园以老藤、古梅、新桂、奇石来显示出它的高雅古朴风格。

园内植梅5500多株，品种繁多。著名的有素白洁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
玉萼如翡翠的绿萼梅，有红颜淡妆的宫粉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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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艳如墨的墨梅，有枝杆盘曲矫若游龙的龙游梅等。还有造型幽雅、虬
枝倒悬、枯树老干、疏影横斜的梅桩艺术盆景。解放前曾是红色资本家
荣毅仁的私家花园梅园。

无锡梅园导游词8

国家4A级景区无锡梅园以梅花驰名，又称“无锡荣氏梅园”，原本是无
锡本地名族资本家荣德生和荣宗敬兄弟俩于1912年所建的私人宅园。园
内遍植梅花，已经有近百年的栽培历史。梅园位于无锡西郊的东山和浒
山南坡，距市区7公里，距太湖1.5公里，面临太湖万顷，背靠龙山九峰
，以梅花驰名，园内遍植梅树，是江南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园林设计
者根据地势高低，结合梅园特点，以梅饰山，倚山植梅，梅以山而秀，
山因梅而幽，山翠梅艳，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四时风光旖旎。

梅园始建于1912年，是无锡一个有力的名胜。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工
商业家荣宗敬、荣德生所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东山辟园，利用清
末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旧址，植梅数千株，经十余年建设，占地81亩。
当时所植梅花多为果梅，至今植梅已有100多年历史。解放前是荣德生之
子——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私家花园。1955年，荣毅仁将园献给政府。1
960年园林部门扩建东部新区，1988年又扩建至横山。使梅园成为融名卉
、绿化、建筑、文化为一体的游览胜地。

建国后，梅树的数量和品种均逐渐增多。梅园现有面积812亩，其中梅林
占56亩。园内植梅5500多株，梅桩2000多盆，多为果梅。品种近40个，
不少是从苏州、常熟、扬州、杭州、成都、武汉、安徽引进的。著名的
有素白洁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玉萼如翡翠的绿萼梅，有红颜淡妆的宫
粉梅，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有浓艳如墨的墨梅，有枝杆盘曲矫若游龙
的龙游梅等。还有造型幽雅、虬枝倒悬、枯树老干、疏影横斜的梅桩艺
术盆景。

主要景点有：梅园刻石、洗心泉、米襄阳拜石、天心台、揖蠡亭、清芬
轩、香海、诵豳堂、招鹤亭、小罗浮、念劬塔、豁然洞、开原寺、松鹤
园、小金谷、吟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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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梅园，即可见一亭，名为“锡明亭”。无锡市和日本兵库县明石市
是一对友好城市（日本的县比市大）。1982年双方政府决定，由无锡市
赠送给明石市一座亭子，作为两市文化交流项目，并借以象征两市人民
的永恒友谊。1983年，由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李正（无锡籍）设计了两
座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江南地方风格，象征着无锡市与日本明石市年友
谊的“锡明亭”和“明锡亭”。其中锡明亭位于梅园内，而“明锡亭”
则位于日本兵库县的明石市。

“锡明亭”左侧的梅林下曲径通幽，我们拾级而上，有紫藤棚引路，在
老藤古柏的掩映下，一块高约2米，宽0.7米、重1.5吨的紫褐色巨石屹立
正中，上镌“梅园”两字，清秀韵致，此字为荣德生先生1916年亲笔题
写（该年荣毅仁出生）。原刻石已毁于“文革”，现刻石是1980年按旧
照片描摹重镌。但与旧照片作比较，字迹确有差异。刻石旁的紫藤，是
当年荣德生亲手所植，已有100多年历史，寓意“紫气东来”，象征吉祥
富贵。

在梅园老大门（铁栅门）的一棵老紫藤旁，有1998年新刻的石碑，上书
：“老树纷披，虬藤起舞，乐农居士手植紫藤。”旧有一联：“老树纷
披，恍有龙蛇起大泽；奇峰兀立，本来天地是洪炉。”紫藤尽处，横卧
大黄石作屏，上刻“疏影横斜”四字，石旁虬干老梅一株，映衬出“疏
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的意境。

梅园刻石的东南侧有“洗心泉”，凿于1916年，荣德生先生专门为它取
名“洗心泉”，意思是“物洗则洁，心洗则清。”1983年重浚，泉畔补
立刻石，著名梅花专家陈俊愉教授重书泉名。石壁上新镌荣毅仁少年时
代撰写的《洗心泉记》刻石。

天心台建于1914年，源于“梅花点点皆天心”之意。台用黄石桑成，高2
.5米，上建六角亭。台下，三面小溪萦绕，上跨“野桥”。影射古诗“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意境。这里梅林最盛，品种尤繁。有洁白
素净的玉蝶梅，有花如碧玉、翡翠相托的绿萼梅，有红颜淡妆的宫粉梅
，有胭脂滴滴的朱砂梅，还有浓妆艳抹的墨梅等。老干古梅，绽开朵朵
繁花，使游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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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里的桃梨及其它未识名的花卉，正纷繁地开展着红白蓝紫诸色的花朵
，在继续着梅花装点春光的工作。我们走上招鹤亭，脑里即刻联想到孤
山的放鹤亭。

在梅园梅林中心区，两侧分别建有对衬的清芬轩和揖蠡亭。东轩清芬，
建于1916年。小屋三间，四面开窗，两旁月洞分立。前有古槐盘曲，后
临朱栏小桥。桥栏处，春赏万点梅，夏看一池莲。有一联云：
流水当琴，此地时得小佳趣； 围棋清夏，静里微闻自来香。

揖蠡旁为西轩，建于1916年，亭八角，半靠围墙，朱柱青瓦，透过梅林
隙，可见太湖和蠡湖一角。这是荣德生追念范蠡泛舟去齐，以示崇敬之
意。

念劬塔建于1930年，是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为怀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母亲八十岁冥寿那年特意在梅园最高处修建的。从前梅园的周边极少
有高层建筑，从梅园至太湖才区区一公里多路。登上念劬塔的顶层，远
眺风光旖旎的太湖，及其让人赏心悦目。

上世纪五十年代，荣氏家族将园林无偿捐赠给了当地政府，梅园从此焕
发新生，并逐步扩建到现在这个占地超千亩的规模。“春天从梅花开始
！”登上念劬塔眺望整个景区，可见梅花铺满园林，红白相间的梅花，
犹如一匹彩色的丝绸，从山脚下慢慢向山顶飘逸过来，让人恍然进入仙
境。

整个梅园景区分为老区和新区两大片区。老区是指梅园的横山景区部分
，这一大片园区是以前荣家的私人花园部分，种植梅花的历史最悠久，
不少老梅树都已有上百年，却依旧年年盛开。在这一片区不仅能欣赏梅
花，还能参观荣家当年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老宅、庭院、假山、池水
、宝塔、寺庙等，也是游人去梅园必看的部分。

新区部分是这几年景区拓展建设的，基本上在横山的北面，除了新栽的
梅林，还有梅品种国际登录园、文化中心、七彩花田等。其中最受人追
捧的要数占地200多亩、于xxxx年才建成的“梅品种国际登录园”。这里
有2000多株梅树，381个梅花品种国际登录成功。拥有如此多的梅品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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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江南地区极为罕见。

据资料介绍，早在1983年，梅花就和杜鹃花一起就被无锡市人民政府确
定为市花。梅花之所以能被选为市花，原因有三：

一是梅花在我国已有三千年的栽培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是梅花具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傲霜斗雪、凌寒绽开的风骨；

三是无锡梅园为我国著名的赏梅胜地，在规模和研究上已经在全国名列
前茅。

梅花的盛开很有意思，如果气温低，各个品种的梅花会按早、中、晚期
次序依次开花，但只要温度合适，已经含苞待放的梅花，会在一夜之间
绽放于枝头。早一天去赏花跟晚一天去赏花，梅花的开放程度截然不同
。套用现在网络上的流行语：你肯定去的是假“梅园”。

出了梅园，可以逛了一个群花如火的桃园；更经历了两三里碧草、幽林
的田野及山径，管社山南麓的万顷堂是暂时绊住我们的足步了。堂在湖
滨凭栏南望，湖波渺茫，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来出没其间，是
临湖很好的眺望地。

本文链接：https://sanrenwenku.com/fanwen/wxlydyc-doc-1541rc22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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