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白玉兰荣誉奖、白玉兰纪念奖、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到各大绿地、公园、广场随处可见的玉兰元
素，白玉兰花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

这一独特的公共文化资源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能否成为继“樱花猫爪杯”之后的下一个文创爆款？近日，浦江学者、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慧敏，晨光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曹祎遐，高级工程师、园林文化专家林小峰以及文旅专家刘志泉，

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了热议。

白玉兰能否成为下一个文创爆款
■ 本报记者 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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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树玉兰，带来春天气息
■ 施渊 王艺婧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阳春时节，草长莺飞，花香四溢。花是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点缀， 也是情感沟通的桥梁纽
带。在泱泱花木中，玉兰以傲挺树姿、花形之
美、清香淡雅，古往今来为人所称颂，成为我国
古典园林和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

宛若遗世仙子

玉兰，又称木兰、木笔、玉树、望春、应春
花、玉堂春、辛夷花。因树姿花形之美，2500年
前就开始作为名贵花木广栽于园林庭院中。玉
兰自古便受到文人骚客的青睐，其文化内涵不
断提炼、升华与传承，拥有美学、文学、艺术、民
俗等多重价值。

第一，美学价值。

玉兰之美，宛若遗世仙子，从其花、其形、

其香可略见一二。

花之美。王世懋《学圃余疏》曰：“其千千万
蕊，不叶而花，花大色白，花瓣、花萼同为匙形，

共九片，质厚，莹洁清香。”玉兰花开润白若玉
璞，却并无脂腻，恍疑冰雪；花萼处敷有渐变的
紫红色，宛若少女羞赧。玉兰花莹洁清丽、遗世
独立，颇为庄重圣严、空灵脱俗，因而寺庙多栽
玉兰。北京西山大觉寺千年古刹中一株玉兰树
即为代表，是当年与乾隆帝私交甚笃的迦陵住
持亲手栽种。

形之美。玉兰树树干挺拔、枝干广展，其形
饱满热烈、骨气铮铮。李渔《闲情偶寄》感叹：

“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玉兰高雅、淡定之
姿犹如君子气概， 故世人常将玉兰广植于庭
院、胜景和显要之地，文人雅士也以居处有玉
兰而感到欣慰。

香之美。玉兰花开馥郁芳香，又毫无浓烈
突兀之感。 明代丁雄飞诗云：“玉兰雪为胚胎，

香为脂髓。”清人朱廷钟《满庭芳·玉兰》曰：“玉
玲珑，吹兰芬馥，搓酥滴份丰姿。”这都在试图
用文字来描述随风飘来的玉兰花香。

第二，文学价值。

自古以来，咏玉兰之色、之形、之香、之姿、

之韵的诗词歌赋不少，以玉兰明志的也比比皆

是。屈原对玉兰喜爱有加，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
兮，夕餐菊之落英”的赞美。唐人说“晨夕目赏白
玉兰，暮年老区乃春时”，更是用夸张的手法形容
经常赏析白玉兰对一个人心态、容貌都有正向积
极的作用。

李商隐的“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
身”、柳三变的“留恋处，兰舟催发”、李易安的“轻
解罗裳，独上兰舟”，乃至苏东坡的“桂棹兮兰桨，

击空明兮溯流光”， 更是以玉兰来彰显个体的高
洁不屈。到了宋代，还出现了以木兰为名的词牌
名，如《木兰花慢》《木兰花令》等，进一步突出人
们对玉兰及其品格的认可。

第三，艺术价值。

因为高洁清雅、吉祥如意的形象，玉兰还常
常成为吉祥画的题材。流传甚广的玉兰绘画作品
最早可追溯至五代时期的两幅《玉堂富贵图》。画
中，玉兰取其“玉”，海棠取其谐音“堂”，牡丹取其
“富贵”之义，合成“玉堂富贵”的美好寓意。此类
题材作品在明代之后更为流行，及至近现代的吴
昌硕、齐白石等大家都绘过此类画作，相关作品
被中国台湾、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博物馆收藏。

以玉兰为题材的吉祥名画还有 《玉树临风
图》和《必得其寿图》。这两个名字也有典故。自李
渔“世无玉树，请以此花当之”后，人们便将玉兰
迎春而开的形象喻为“玉树临风”；“必得其寿”则
出自《中庸》，后人作画时以木笔花（即玉兰花）和
寿石为素材，取“必”字谐音与“寿”字组合来构成
吉祥寓意，传达美好祝福。

第四，民俗价值
我国古代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一说，与二十

四节气相对应， 是中华花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其中，“立春”有三候：一候迎春，二候樱花，三候
望春（即玉兰花）。

此外， 还有一个关于玉兰花的民间传说，讲
的是深山里住着红玉兰、白玉兰、黄玉兰。三姐妹
偶然下山发现村中冷水秋烟、一片死寂，得知是
秦始皇赶山填海杀死龙虾公主、 惹怒了龙王。从
此，龙王封锁盐库不让张家界人吃盐，以至于瘟
疫肆虐、民不聊生。三姐妹决心帮村民讨盐，却几
遭龙王拒绝。于是，她们用自酿的花香迷倒了蟹

将军，趁机将盐仓凿穿。村民得救了，三姐妹却被
龙王变作花树。为了纪念她们，人们将花树称作
“玉兰花”。

这样一个富有传统神话意味的故事，反映了
人们对英雄的缅怀、对善良的追求，也与玉兰“报
恩”花语契合。

象征上海朝气活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玉兰花不仅是我国传统
文化传承中的瑰宝，而且在城市品牌营造上扮演
着重要角色。

1983年 4月，上海市林学会、园艺学会提出
将月季、桃花、海棠、石榴、杜鹃、白玉兰等作为候
选市花。同年，在人民公园、中山公园、复兴公园、

杨浦公园等 11 个公园入口设点开展评选市树、

市花活动，请市民投票评选，最终收得 10万多张
票。 其中， 以白玉兰票数最多。1986年 10月 25

日，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决定白玉兰为上
海市花。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白玉兰遍植上海中
心城区、郊野公园和公共绿地，上海植物园还培
育出“盆景白玉兰”。可以说，白玉兰已成为上海
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是城市人文特征的浓缩与
象征。

在文化建设方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
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等，有效推动了戏剧电
视的繁荣发展；在对外交往方面，为表彰做出积
极贡献的外国专家和友人，上海专门设立了“白
玉兰荣誉奖”和“白玉兰纪念奖”。同时，设立以
“白玉兰奖”命名的建筑工程质量奖，含金量仅次
于国家建筑工程的“鲁班奖”。此外，“无偿献血白
玉兰奖”也颇具影响力。

不少市级机构组织的标识也融入了白玉兰
元素。比如，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沪上数
所知名学校的校徽，包括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宛平中学等。百年名校复旦大学原址的庭院
中曾有数株白玉兰树， 后于 1947年在老校长李
登辉正式提议下成为复旦校花。 上海市妇联、上
海动物园、上海档案局、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

究院、上海市作家协会等单位的标识，也以白玉
兰为主体图案元素。

申城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在设计中亦广泛采
用市花白玉兰元素。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的顶部
由四片硕大的连体薄壳艺术造型组成，犹如四朵
正在盛开的白玉兰， 象征上海充满朝气和活力。

上海迪士尼乐园入口广场上的路灯，也特意设计
为玉兰树造型；整个广场的地面纹路藏了一朵巨
大的玉兰花；标志性城堡上的尖顶冠也有白玉兰
元素。

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市公路零公里”标志，

是多条国道的起始处或终止点。该标志采用铸铜
工艺精密加工制作， 中心设计元素即为白玉兰。

此外，上海陆家嘴中心绿地、旗忠网球中心、北外
滩白玉兰广场、天山公园的白玉兰花形烈士纪念
碑等地，处处可见玉兰之姿。

作为城市精神象征，白玉兰经常成为上海经
典赛事、节庆活动的标志。全球最高级别网球赛
事“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标志、上海国际马拉松
赛的吉祥物、上海国际广告节的官方标识以及上
海市医务职工第七届文化艺术节、第十二届全国
学生运动会等标识中，都采用了玉兰元素。

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可查的企业
注册登记信息来看，冠以“白玉兰”的企业多达
150多项，类型涵盖医疗美容、食品餐饮、影视广
告、酒店宾馆、房地产、旅游、计算机、烟草家具设
备等各行各业。

作为上海城市的友好使者，白玉兰还扎根于
不少上海的友好城市和对口援助城市， 如日喀
则、汉堡等地。登录上海市政府网站，还能看到
“白玉兰助手”，提供多项智能咨询服务，既亲切
活泼又与市花相匹配。

当前，在擦亮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
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进程中，有必要将市花
“开路先锋、奋发向上”的内核注入进去。特别是，

“四大品牌”带来的产业升级和创意产品，应有意
识地体现市花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和民革上海市委调研部“花文化创意产业”课题
成果）

催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解放周一：白玉兰花“色如玉、气若兰”，素
来为文人雅士所青睐。请问，它为何能成为上
海市花？

王慧敏：在我国 400多个大中型城市里，评
选出市花的就有 167 个。这些当选市花，绝大
部分是我国传统的名花，它们受到民众广泛认
可与接受。

市花是城市的历史传承和精神象征。大致
来看，东方人含蓄内敛，多喜爱兰花、菊花、水
仙； 西方人相对热情奔放， 往往选择玫瑰、月
季、百合、郁金香为国花、市花。虽然市花通常
不被写入法律，但人们在它身上寄予了对城市
的热爱，对本土文化的浓浓情感，以及对脚下
土地及其承载历史的敬重。

刘志泉：国花、市花一般是本地特产，栽培
历史较长且分布较广，与当地历史地貌、自然
环境有很大关系，且对当地旅游产业的提质增
效有极大促进作用。

以日本为例，“花见经济”（花见是日本的
民间习俗，即赏花）涵盖饮食、服装、交通、礼物
等。日本甚至有专门的“全国樱花预报网站”，

每年初就开始预报各地樱花花期，具体可精确
到开花日、盛开日，并做到实时更新。

林小峰：国花、市花是国际、城市间交往的
重要使者。市花对外代表城市形象、体现城市品
位，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比如，新加坡的国花是
“兰花”。据说，每当贵宾来访，新加坡政府会安
排到访贵宾用自己的名字或根据贵宾所决定的
名称，为新品种的胡姬花命名。这种不同于常规
接待的礼遇，显得有礼有节且更有温度。

曹祎遐：市花的产生一般都会有民众的积
极参与。 这样的过程体现了对公众意见的尊
重， 市民也因自身参与而更加关心和认同市
花，进而催生出一种城市的归属感。

密切与市民生活的联系

解放周一：上海有很多以白玉兰为主题的
公共场所，但白玉兰花期很短、下雨即落，普通
市民与它的接触时间一般只有两周左右。请问，

它怎样才能真正走进市民的文化生活？

曹祎遐：确实，人们对这种花的符号功能
认知尚处于碎片化阶段，对它的情感共鸣也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建议在市级层面研究强化市
花品牌的运行推广力量，以便更好地通过文创
产品、文艺作品、节庆活动等途径和方式实现
文化附加价值和城市美学引领。

王慧敏：花是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
的纽带。坦率地讲，由于活动载体不够丰富、市
花主题活动较少，广大市民对白玉兰的认知度、

亲近感并不高。为此，有必要通过举办市花文化

节等方式，密切市花与市民文化生活的联系。

综观国内外的国花、市花，花期通常包含一
个传统节庆，如荷兰的郁金香节、保加利亚的玫
瑰花节等。上海可在每年市花盛开之际举办市花
迎春文化节，举办提升市民艺术修养、人文涵养
和文明素养的花文化赛事活动。在此期间，公园
和植物园应免费开放赏花； 通过花卉诗词大赛、

音乐绘画摄影大赛等，搭建“零门槛”参与的花文
化互动平台。

进一步来看， 白玉兰是属于上海的公共资
源、公共品牌，具有城市文化符号价值。但目前，

上海并无相应的使用规范和保护条例，对市花的
无形知识产权也缺乏保护意识和管理举措，使市
花的无形资产和品牌形象打了折扣。由此，有必
要从“城市 IP（知识产权）”建设的高度来推进市
花品牌建设。

比如， 着力拓展市花白玉兰的城市名片功
能。当务之急是整合以白玉兰冠名的各类市级奖
项，完善代表上海城市最高荣誉的白玉兰奖项体
系， 表彰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以
此来树立城市标杆和榜样。

打造人格化“城市 IP”

解放周一：前一段时间，某知名咖啡品牌开售
“樱花杯”。在 30多款限定杯子中，一款“猫爪杯”最
为抢手。这对打造白玉兰花的“城市 IP”有何启发？

曹祎遐：“猫爪杯”虽然火爆一时，但仍处于
文创产品设计的初级阶段，持续性不够强。在“城
市 IP”的打造中，关键要找准目标群体，在市场需
求的基础上作创新，在赢得消费者青睐后借助口
碑效应不断扩大影响力。

林小峰：要提升白玉兰的知名度和存在感，关
键还是要深入挖掘文化属性。 对园林工作者来
说，应致力于“园林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生活时
尚化、 时尚产业化”， 积极开发一些衍生文创产
品。这些周边产品应当成体系地与市民生活应用
结合起来， 而不只是大头娃娃之类的吉祥物。与
之相伴，建立有关玉兰花的文博场馆，不失为一
个可行方案。

从生态可持续性角度来看，还应不断丰富上
海地区的白玉兰的生物体系。据了解，上海园科
院正在做的研究是如何把白玉兰扩展成玉兰科，

从生态体系上扩展影响力、反哺市花品牌。

刘志泉：文创品牌的本质是具有独占性，需要
拥有自己的版权，需要授权。比如，法国的埃菲尔
铁塔、德国的红绿人符号等，均是需要授权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版权决定了一个文化符号能否成
为一个 IP， 内容和粉丝的独占性则帮助 IP产生
经济价值。

以白玉兰花为元素设计推出相关产品是需
要的，但这离“城市 IP”尚有距离。经验表明，“城
市 IP”需要有高辨识度和强人格化特征。日本的
熊本熊就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白玉兰若能将花
具象出人格化，如结合已有传说，拟化成三姐妹，

并赋予不同的人格创新和代表内涵，就有可能形
成爆款，具有很高的产业价值。

挖掘长三角花文化故事

解放周一：据我所知，国外的花文化背后有
很多动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连接了花与人的情
感，使得花文化更加引人入胜。

林小峰：这样的故事在我国也有很多。

1939年春天，日军军医山口诚太郎随侵华日
军来到南京城。当看到曾经繁盛的南京只剩下一
片瓦砾和白骨时，他充满震惊与不安。回国前，他
在紫金山下采集了一些种子，那是一种在战争废
墟上倔强盛开的紫色野花。

1940年春天，山口家院里开遍紫色小花，但他
没敢提及南京的见闻，只写了一篇短文连同带回
来的种子一起分发给亲朋好友。 短文是这样写
的：这是我从中国大陆带回来的，我给它取名紫
金草。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撒在你的庭院里吧……

1966年 4月，《朝日新闻》刊登了一位华侨青
年写的小紫花怀念文章。 这促使 77岁高龄的山
口选择将多年前的故事讲出来。之后，大门高子
女士深受感动， 创作了合唱组曲 《紫金草的故
事》，引发热烈反响。由此，紫金草开始成为战后
追思的一个标志。

所以说，花文化不仅是花本身的内涵，更要
挖掘深层历史及文化价值，使其真正成为情感的
桥梁、历史的纽带。

解放周一：在南京，也能看到很多玉兰花吧？

王慧敏：是的，南京东郊明孝陵的玉兰路旁，

栽满白玉兰； 中山陵碑亭侧的山坡上也有白玉
兰，树龄近百年。

放眼看整个长三角， 玉兰花更是各处盛放。

在浙江嘉兴，早春时节红玉兰迎风而立、傲骨向
上，与“红船精神”交相辉映。安徽革命圣地大别
山的“望春谷”及“红军的摇篮”金寨县，就存有国
内规模最大的纯野生玉兰带。野生玉兰树面积近
万亩，可观赏的玉兰树达 1.5万株，以白色为主，

间有少量红色。

解放周一：借助玉兰花，可否专门设计一条
长三角赏花文化之旅？

王慧敏：长三角地区革命历史素材丰富，红色
文化是一大特色。我们完全可以将革命时期仁人志
士的品格与玉兰的花性结合起来， 一边观赏高洁
之花，一边接受心灵洗涤。同时，不同地域又有着
不同花色的玉兰代表， 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长
三角红色旅游路线的品质。 江南水乡的清淡雅致
也与玉兰契合。因此，可开发“江南觅雅”旅游路线，

为喜爱玉兰、追寻自然的消费者提供遁世之游。

当然，白玉兰花期相对较短，能否形成“樱花
效应”，既是客观存在的短板，也是很多人不认同
做大白玉兰品牌的理由。其实，这种稀缺性反倒
能为文创价值的挖掘提供想象空间。对此，上海
应有自信。

上周，《解放周一》头版“瞄一流 献
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栏目推出《申城
地铁服务，如何驶入“快车道”》报道，聚
焦从地铁购票、 无障碍设施配置与使
用、出行标识导引到地铁安检和出行安
全、地铁商业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原创报道一经发出，引发了其他网
络媒体的转发， 并引起读者的热切关
注。一些热心市民来信来电，发来自己
的地铁出行故事并建言献策。我们挑选
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内容刊登，以期进一
步推动完善上海地铁服务。

新华社 图

在超长线路上规划大站停

作为申城地铁的使用者，我也有机会经
常出国搭乘地铁。对比一番后，有这么几个
体会：

第一，1 号线刚开通的时候乘坐感觉超
好，起步和刹车都挺稳的，现在很多线路上
列车启动和刹车经常一冲一冲的， 特别是 7

号线和 2 号线。同时，很多列车在行驶时候，

钢轨摩擦噪音相当大， 希望好好改进一下，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噪音。

第二， 上海地铁每条线路都比较长，站
站停要坐很长时间才能到终点站，是不是可
以在一些线路上规划大站停？

第三，16 号线的列车座位偏小， 之前撤
掉的座位也没有再装回去， 乘坐感不好。同
时，16 号线沿线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人口涌
入，而且很多是从市区拆迁过来的，现有的
三车厢编组明显运力不够。

    ———网友 双鱼宫

地铁站应设置行李储存柜

日本东京主要地铁站点内都设有自动
存储柜。 我们这些拖着行李箱的游客看到后
就能立马用起来，然后轻轻松松地逛街购物，

这一点非常赞！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海内外
游客数量不少， 是不是也可以引入这一人性
化设施？应该说，在一些有条件的地铁站点设
置行李储存柜， 不仅能充分利用站内空间，

而且还补贴地铁运行成本，何乐而不为？

———网友 牛牛
5 号线除莘庄站外， 其他各站点的地铁

车厢和站台落差近 20 厘米， 轮椅车难以上
下。建议在车头或车尾部位设置固定的无障
碍斜坡，方便轮椅残疾人自主出行。

———闵行居民 杨彬
不少地铁的车厢连接处 ， 顶上没有扶

手。在上下班高峰期，连接处是一定会站满
乘客的。没有扶手可拉，一旦发生急刹车，很
容易致人摔倒。因此，希望经过技术和安全
评估后，在车厢连接处安装顶部扶手。

———上观网友 风生水起

安检漏洞需要“打好补丁”

上海轨交安检 ， 有两个明显的漏洞要
“打好补丁”。第一，双肩包检查，单肩包不检
查。女生背的小双肩包被要求安检，男生背
的大单肩包却予以放行。机械化操作 ，难免
留下安全隐患。第二，轨交站点半人高的围
栏，东西很容易绕过安检直接进站。

———网友 仁者爱人
地铁安检大家可以理解，但那个箱包过

带的架子实在有点高。建议地铁安检架子向
机场、高铁站看齐，稍微低一点，以方便乘客
放上大件行李。

———网友 金中三生石
在上海虹桥站和地铁站之间，是否可以

减少进出站的二次安检问题。 重复安检，实
在是低效率、高成本。

———网友 大鹏
11 号线浦三路地铁站，教条式安检给乘

客带来了很多不便。有一次，我背了一个几
乎空的双肩包进站， 里面只放了一把伞。安
检前，我主动将背包打开，并递给安检人员
检查。可工作人员竟然视而不见，说双肩背
包必须安检。 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空包，对
方依然无动于衷。

———浦东居民 刘宇卓

运输能力要跟上出行需求

上海是轨交发展迅速的特大型城市。目
前，上海只有一条环线地铁，其他十几条地
铁均构成发散状分布，不利于外环、中环附
近市民的就近换乘。为解决类似问题 ，日本
东京采取的策略是在远郊修建一条高速环
线。建议上海学习这一做法，通过中环、外环
地铁的发展，把向外放射的地铁串成真正的
网络化交通， 同时也借机把主要的机场、港
口、铁路等联通起来。这样的环线，不仅方便
远郊市民出行、 缓解市区地铁载客压力，而
且还有助于推广“绿色出行”，从而降低对环
境的污染。

———“上海大调研”网友 sisri106

金山铁路是轨交化运营的动车组线路，

分为从金山卫直达上海南的 “直达列车”和
途经 8 站的“站站停列车”。其中，站站停列
车的平均开行间隔为 48 分钟， 最大间隔为
71 分钟。中间站列车开行密度低，旅客候车
时间长，让沿线居民叫苦不迭。建议金山铁
路真正实行公交化运行，妥善解决直达和站
站停的矛盾。同时，呼吁莘庄至上海南站的
三四线工程尽快开工建设，使金山铁路能够
打通“最后一公里”。

———松江居民 邓先生
（本报记者 夏斌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