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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四個來自東方的

品種轟轟烈烈的改變了玫瑰

世界的族譜（圖1），窮本追

源，愛美是全人類的共識，

如果沒有西方「植物獵人」

眼光，科學家和育種家鍥而

不捨專業的用心，這四種玫

瑰之光仍然是相藏之於野而

未芒披於世？雖然玫瑰千姿

百媚，但在中國它還排不上

前五名，遠遠落後於梅花、

牡丹、菊花、蘭花和芍藥。

1 9 9 2 年 英 國 著 名 玫 瑰

專業作者：羅傑‧菲利普斯

（Roger Phillips）和馬丁‧里

克（Martyn Rix）對中國雲南

四川進行了為期九天的薔薇

「現代玫瑰」
   東西方交匯的火花

文、圖／林  彬

1930年英國遺傳學家賀史特（Hurst）博士將現代花園玫瑰的遺傳學追溯到中

國的四個品種－譽為影響現代玫瑰的「中國四大老種」。這四個玫瑰影響何其深

遠，可用海恩斯（Haynes）之玫瑰史的一句話總結：「它們完全地改變了玫瑰的世

界。」（備註）。

MAGGIE  寶相

圖1. Rose Gene  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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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之旅，企圖尋找東方古老玫瑰和中國

四大老種中被疑已經絕跡的粉紅香水月季

和黃香水月季（Hume's Blush Tea–Scented / 

Parks' Yellow Tea–Scented China），他們更

加好奇中國還有些什麼未發現的品種和新近

研發的品種？但是，他們首先發現「和平玫

瑰（Peace）」（圖2）－這西方流行了70年

的老品種和其他常見的野生薔薇種，如木香

（圖3）、粉團（圖4）、峨嵋（圖5）、碩苞

（圖6）、繅絲（圖7）、懸鉤子（圖8）等，

唯在麗江見到大花「麗江粉」（圖9）時手舞

足蹈即稱足回此程之票價。

今天中國每年生產1.4億裸根玫瑰（王

波），但幾乎全部栽培品種都是從西方引

進的流行品種。當地育種者陪育的「中國玫

瑰」少之又少，那些逃過文革碩果僅存的古

代品種，如「藍田璧」、「白玉堂」、「斗

雪紅」、「軟香紅」、「四面鏡」、「佛

見笑」、「寶相」（刊頭）、「荼蘼」（圖

10）等吉光片羽零零落落散佈於大江南北。

以致一些西方人存疑中國怎麼會是玫瑰的故

鄉，更難想像到仍然有不少中國人也驚訝－

玫瑰原來不是舶來品？

「現代玫瑰」之所以歷久不衰風行世

界，其中參有西方現代化的動力和東方古典文

明共同交匯的光輝。色香不相讓，一起出紅塵！

圖3. 木香

圖6. R. bracteata  碩苞薔薇 圖7. Rosa roxburghii  繅絲 圖8. R.rubus  懸 子薔薇

圖5. R. sericea  峨眉薔薇圖4. R.multiflora var. cathayensis  粉團
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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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玫瑰到歐洲之前，究竟西方的玫瑰有些什麼不同的

特徵，何以要借重東方品種呢？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以 前 ， 歐 洲 玫 瑰 主 要 是 法 國 薔 薇

（Gallica），千葉薔薇（Centifolia），白薔薇（Alba）的後代，

後來十字軍從中東引進了大馬士革（Damask）（圖11），

這四種源包涵所有歐洲主流系列。這些玫瑰以令人陶醉的香

味而受寵聞名。但其顏色範圍局限於粉紅色，紫色和白色之

間的色譜，不整齊對稱的短芯花形和粗放而較抗寒的生長勢

等局限性，但其令人陶醉的香味而深受歐洲達官貴人的隆

寵，而地位尊崇；莎士比亞說過的至理名言，「任何其他名

字的玫瑰，都會聞到甜蜜的氣味。」、「花花世界唯玫瑰最

美。」等（圖12）。

圖13. Rosa chinensis 圖14. Guillot 家族 圖15. 眉揚兩代 Meilland

圖12. 莎士比亞說過的至理名言

圖10. Rosa fortuniana  荼蘼 圖11. Damask Rosa damascana  大馬士革

圖9. LIJIANG  麗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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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1 年 瑞 典 植 物 學 家 ： 奧 斯 貝 克

（Osbeck）從廣州把中國的月季帶到歐洲，

給了他的老師：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

一個大大的驚喜，林奈一直以為認為紅朱

槿（Hibiscus rosa–sinensis）就是來自中國

的玫瑰。奧斯貝克的「發現」Rosa chinensis

（圖13），從此讓歐洲見到真正的「中國玫

瑰」。

1792年帕森斯（Parsons）率先在英國商

業化引進中國月月粉（Old Blush）並且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Parsons' Pink China），逐漸被西

方世界所認知接受；由於其重覆開花的能力

和矮小緊密的樹形而被另眼相看，逐漸被西

方世界所認知接受；因此很快就傳到臨近諸

國，並且進一步隨殖民權勢的擴張而成為世

界上最受歡迎的中國玫瑰。中國玫瑰到處留

情的結果，十九世紀初即掀起了波瀾壯闊的

「玫瑰革命」，導入現代玫瑰的雜交風潮，

如諾易瑟特（Noisette）和波旁（Bourbor）

雜 交 系 列 所 帶 動 的 四 季 花 種 系 （ H y b r i d 

Perpetual）奠定了現代玫瑰育種的基礎（1840

年）。

自從奧斯貝克帶來了重複開花的「月

月粉」到英國，或者更早的荷蘭專家帶回

Chineesche Eglantiere（1733年），由於不能抗

北歐之寒冬，五十多年來玫瑰界一直未受重

視，直到在19世紀初的「諾易瑟特」和「波

旁」和「波特蘭」等中西抗性高強的雜種出

現，玫瑰的創新進化才從此風起雲湧！這批

來自亞洲新貴，其令人興奮的遺傳基因，確

確實實開創了一片無與倫比的未來，通過中

西品種之交叉融匯的火花，又美又香又耐又

多姿的精彩於焉誕生。

十九世紀初，法國國勢如日中天，挾

皇親國戚的雄厚財力和影響力支援下，由女

皇約瑟芬·波拿巴和拿破崙的愛屋及烏，

使玫瑰從業餘嗜好變成時尚的專業，率先領

導風騷，首度採用人工授粉方式進行育種，

提升了世界玫瑰產業。約瑟芬聘請的杜邦

（Dupont）功不可沒，他是一位著名的玫瑰

愛好和收集者，幫助約瑟芬搜索世界各地玫

瑰的品種，從26種到250種（1814年），包

括107種法國玫瑰，32種千葉薔薇，7種白玫

瑰，8種大馬士革（Damask）加上其它稀奇古

怪的品種，充沛了育種的基因庫，大量優先

用於先期的育種工作。

這期間杜邦創造了25個品種，深深地影

響了法國後起之秀，玫瑰業者將這些技術和

資源，一而再的與中國玫瑰血緣結合；約瑟

芬過世後的30年裡，法國育種家創造了1,000

多個新的玫瑰品種，到了20世紀初，8,000種

新雜交玫瑰，栽植於世界第一個玫瑰專屬花

園（Gravereaux）內，成就了許多知名的育種

先輩，如培育出第一個HT玫瑰現代的Guillot

（圖14）和鼎鼎大名、家喻戶曉的「眉揚世

家」（Meilland）（圖15）。

筆者認為「諾易瑟特」家族的專業眼

光把「月月粉」從法國引到美國後再引進

其重覆開花的雜交子代到法國，而引發了

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書；1798年

法國花卉專家諾易瑟特 把月月粉送給在北

卡的美國鄰居好友：水稻農夫約翰·查芬尼

（John Champney），查芬尼以種水稻的方

式任其與當地的麝香薔薇（Rosa moschata）

天然授粉交配出重覆開花成串的Champneys' 

Pink Cluster（圖16），再把他回送諾易瑟特

（1803年），而繁育出了以諾易瑟特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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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品系；十九世紀初「月月粉」也到了

法國的非洲屬地留尼汪島（Reunion），也是

天然授粉方式和大馬士革玫瑰交配，而得波

旁玫瑰，也由諾易瑟特引薦到法國（1824

年）。

這兩個中國玫瑰與麝香薔薇和大馬士

革玫瑰交配重覆開花的後代，得以首度在當

時的玫瑰育種聖地－法國以及歐洲各地銷

售，都是諾易瑟特引薦的功勞，這批鳳情龍

種因此而被應用於研發育種而培育出雜交四

季花系統，簡稱HP（1837年），進一步燃起

了歐洲四季玫瑰花的熱潮！再加入香水月季

（1834年）的血源後，1867年終於育出了現

代HT玫瑰（Hybrid Tea）的先鋒La France（圖

17）；從此蛻變出了更多的顏色譜、不同

的花型樹型，更加耐寒，緊湊的植物習性，

蓬勃的生長勢，花期長的HT、景觀（1923

年）、豐花（1907年）和巨花（1954年）等

系列，這些新潮品種叱 風雲，佔據全球景

觀和花卉市場主導地位，HP系列已完成其歷

史任務而退場。

圖17. LA FRANCE 圖18. Iceberg  冰堡
圖16. Champneys' Pink Cluster （

before 1810）

圖19. 花地毯 圖21. Slater's Crimson China  月月紅圖20. Knockout  奪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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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玫瑰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花卉

產業，年產80億莖，8千萬盆和2.2億株玫瑰

花，豐富我們的文明、景觀和社會功能…

等，從以百萬計的「和平」（圖2）到「冰

堡」（圖18）到「花地毯」（圖19）到「奪

標」（圖20）和更多的後起之秀，這美麗

的產業不僅豐富了人們的內涵，以快樂、

幸福、愛情和美麗之姿進入了平常百姓

家，種得一支春欲放，日日醉花邊；也為

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困苦第三世界有

了脫貧抗毒的養分，在花花世界中異軍突

起！

因為大多數西方的中國玫瑰由東印度

貿易公司承運，在印度加爾各答轉運，但這

些來自中國的玫瑰，並非全都轉運到歐洲，

大部分被馴化並且改名為「孟加拉玫瑰」

（Bengal Rose - Rosa indica）。因此，見怪

不怪，至今仍然有法國人和德國人還在叫

孟加拉玫瑰。經過漫長從中國到印度到西歐

的海陸旅程，只有千分之一存活的機率，可

知「中國四大老種」歷盡滄桑而不辱「史」

命，橫空出世，讓西方和東方文明的交匯，

光芒萬丈。

除了中國廣東的「花地」苗圃和加爾各

答的東印度貿易公司，精明的英國植物探險

家團隊，尤其是Parks，Hume，Slater和Parson

等，他們為西方帶來了「中國四大老種」

（1792～1824年），也為自己青史留名。這

些中國玫瑰「完美」了西洋玫瑰的重要組成

部分，如重複開花的月月粉（Parsons' Pink 

China），月月紅（Slater's Crimson China）（圖

21），黃色香水月季（Parks' Yellow Tea - 

Scented China）花瓣對稱高芯單枝花的香水月

季（Rosa x odorata）（圖22）和不同的植物

習性，香味和顏色變化等，使玫瑰起了革命

性的變化。

華夏江山保存了超過93種野生薔薇（陳

俊瑜．馬燕），和其許多古代歷史雜種玫

瑰，幾乎佔全世界的玫瑰基因庫的一半。

一些值得關注的古典中國玫瑰可追溯自宋朝

（公元960～1279年），迄今仍然擁有不少中

外粉絲；中國玫瑰源遠流長是不爭的事實，

上可碩及華山玫瑰燕山龍（圖23），「華」

即「花」，「花」即「玫瑰」的不朽典故！

印度玫瑰大師M.S.ViruViraraghavan說：

「中國及其玫瑰對玫瑰世界的貢獻是無與倫

比的。」。我們珍惜這些對這玫瑰的故鄉賦

予無數的讚美，然而，今天國內的育種事業

圖22. Rosa x ordorata  香水月季 

圖23. HuaShan Rose  華山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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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待放，面臨中國植物育種者權利（PBR）

的一些疑慮和不確定因素，以致彼此對品種

交流充滿了緊張和不安，特別是商業運作的

高風險指數，訴諸更明確的法律權利規章和

信心的灰色地帶，交流需要更多的信任來建

立合作雙贏，而中國國內的花卉研發產業，

有待提升實質誘因的保障，禮失求諸野，一

衣帶水；因此增強中國現代玫瑰產業，世界

各地育種者之間需要更強大的交流合作而

互惠，比口頭的讚賞更具非常時代回饋的意

義。

備  註

中國月季影響西方關鍵性的至親血緣

子代品系 父母本 年代 國家

Noisettes China x R.moschata 1803 美國

Portland China x Gallica/Autumn Damask 1800 意大利

Bourbons China x Autumn Damask 1819 留尼汪

Teas Tea-Scented China x Bourbon/Noisette 1825 法國

Hybrid Chinas China/Noisette/Bourbon x 歐洲一季花品種 1829 法國

Hybrid Perpetuals Hybrid China x Portland/Noisette/Bourbon 1840 法國

Hybrid Teas Hybrid Perpetual x Tea 1867 法國

Polyanthas China/Tea x R.multiflora/R.wichurana 1875 法國

Floribundas Polyantha x Hybrid Tea 1907 丹麥

Miniature R.chinensis minima x Polyantha/HT/Fl 1918 瑞士

Grandiflora Floribunda x Hybrid Tea 1954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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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譯刊載於第35屆印度玫瑰協會年報
（2017）“China'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Roses”

漢時玫瑰唐時詩，花開不捨獨自衰；

幾度隨風渡海劫，花魂從此可謝天！

　　　　　　　　　　　　  －林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