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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填补樱花研究空白

2007 年，严春风从南京林业大
学林学专业毕业，来到了宁波四明
山，从事樱花繁育、产业发展等相关
工作。

那年，相关部门花费 25万元从
南京中山植物园引进了25个樱花品
种。“一个品种就一根枝条，均价1万
元！”“天价”让严春风很震撼。

他惊讶地发现，当时杖锡樱花园
内只种有关山樱一个品种，偶见野生
山樱，而国内南京中山植物园、北京
玉渊潭公园、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
等樱花种质规模较大的单位，樱花品
种也不超过 50个，部分还是通过中
日友好活动由日本政府赠送的。

反观日本，却拥有 300 多个樱
花品种。一个源自中国的树种，却在
日本繁育得如此成功，引发严春风
及其团队深思，由此也开启了樱花
团队探索樱花引种、繁育研究工作
的“破冰之旅”。

严春风坦言，当时的他走上工
作岗位不久，零碎的樱花知识全部
来自大学老师、国内樱花研究权威
王贤荣教授上课所传授。那时中国
野生樱花资源大多长在深山，调研
不便，国内樱花研究人员严重匮乏，
樱花研究几成空白。

为了补上这一课，严春风几乎
从零开始，疯狂地汲取樱花知识。

听说日本《樱大鉴》一书被誉为
日本樱花研究的“圣典”，严春风便
托人带来了这本书；不懂日语，就将
其中的樱花图片和《植物志》等书籍
中记录的樱花图片进行比对注释；
不懂其中的拉丁语，就一个个单词
翻阅字典。

在严春风的书柜里，专业书、散
文书、外文书等各类樱花相关书籍
琳琅满目，其中在日文专业书籍上，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释。

潜心钻研让严春风从完全不懂
日语、拉丁语的“门外汉”，变成一看
见樱花品种日语名、拉丁语名，便立
刻叫出中文名的“外语通”；从一个
几乎不识樱花品种的“樱花盲”，变
成见到樱花花瓣、树叶，甚至树皮等
便能说出品种的“樱花通”。

7 年多时间，严春风和团队执着
地干着同一件事——认识樱花，“虽
然过程漫长且枯燥，但这是樱花研究
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当对每种樱花
的细微差别能分辨得一清二楚时，那
种成就感让人欣喜。”严春风说。

突破——
建立全国规模领先的种质资
源库

2014年 12月到 2015年 5月，樱
花团队开启了一场从云南南涧县无
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樱花谷，
到辽宁省大连龙王塘樱花园，跨越

中国南北、行程数千公里的狂热
“追樱之旅”。

“在实践中观察才能真正了解
樱花。”严春风说，他们团队走遍
了中国境内云南、福建、安徽、河
南、山东等 20 多个省的樱花种植
区，完成了国内常见樱花品种的搜
集、观察、整理和确认工作。

“云南樱花可从冬天开到春
天，福建钟花樱是所有日本园艺品
种的红色基因来源，无锡的樱花江
南园林味浓，武汉的樱花品种全，
郑州的樱花汉味浓……”严春风
说，他们如饥似渴，不放过每一个
品种，甚至一个地方去多次，生怕
错过樱花的某一个形态特征。

这次行程是一个重要突破。
“我们积累了上万张资料图片，引
进园艺品种 100余份，建立了中国
园艺樱花种质形态特征数据库。之
后的工作就是查漏补缺，进一步丰
富完善资料，这样接下来的筛选、
引种工作更加心中有数了。”严春
风介绍。

除了樱花园艺品种，野生资源
的优良基因是丰富中国樱花品种、
复兴中国樱花的种质根本，对野生
种更不放过。2014 年，他们在鄞
州东吴第一次发现了“传说中”的
野生早樱，大家兴奋不已，立即爬
到汽车车顶上采种。遗憾的是，经
过多次嫁接、播种，没能成功。

“一般樱花树只有五六十年寿
命 ， 而 这 种 樱 花 树 形 高 有 20 多
米，寿命上千年，一旦引种成功，
其长寿基因对樱花改良是一次革
命。”随后，他们又在鄞州横溪，
安徽、重庆、湖北等地发现了该种
的分布。严春风说，至今他们团队
还在努力，希望能繁育成功。

引种失败是严春风团队经常要
遭遇的挫折，尤其是引种野生樱
花，发现的时间、嫁接的气候，种
源、嫁接砧木的亲和性等很难把
控。尽管如此，如今杖锡樱花园内，
依旧引种成功100余个品种，品种单

一、花色单调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攻关——
全国首创“元迎探惜”樱花分
类法

樱花种质保存量全国领先，海
曙樱花团队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脚
步，他们将目光瞄向樱花资源分类
研究。“因为很多樱花品种来源不清、
档案缺乏、命名随意，建立一个涵盖
较多樱花资源的分类系统，对完善品
种鉴定技术以满足科研、生产及园林
应用都十分必要。”严春风表示。

“此前的樱花分类一般通过专
业的形态差别进行，专业性太强，难
以推广应用；而我们通过花期来分
类，有了明确的时间界定，更易记忆
与辨识，文化性和应用性强。”严春
风介绍，他们从中国经典名著《红楼
梦》中汲取灵感，以普及较广的“染
井吉野樱”为参照物，全国首创地将
樱花花期分为元春、迎春、探春和惜
春4个阶段。

海曙樱花研究团队的不断创新
与突破，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他们有 10 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核
心期刊上，2017 年樱花科研项目获
得全国最高林业技术奖——梁希奖
二等奖，2018 年又获得了梁希奖三
等奖。

海曙区樱花团队深知，作为地
方林业推广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
不同，将科研成果落地是他们的“分
内”工作。“有了樱花种质资源库，我
们能更好地选优培优，科学合理地
调整樱花种植的品种结构，不仅提
升樱花苗木的市场价值，而且延长
樱花花期、丰富审美层次，优化樱花
园林景观，吸引更多游客，从而促进
樱花产业由一产向三产转变。”严春
风分析。

今年，四明山樱花作为国内樱
花市场的“风向标”，已经在苗木结
构调整上尝到了甜头，樱花苗木价
格较去年年底上涨了 20%至 30%，

杖锡樱花园内一车不到 100株品种
樱花竟然卖到了二三十万元；有些
品种市价已经达到直径 1 厘米 600
元，实现了专家团队提出的“以质取
胜、提高亩产量”的目标。

目前，严春风团队还尝试开发
樱花盆景、插花，营建樱花文化景
观，研究品种樱花多样性应用和产
业融合模式及樱花茶的试制。在他
们看来，只引不用是“拿来主义”，
要充分运用已有的樱花种质资源，
挖掘每种樱花背后的故事和特色，
将技术元素与文化内涵有机结合，
推动樱花产业发展。

记 者 朱军备
通讯员 季春丽

村主任傅伟昌细数了村中的
桥，碧环桥、仁久桥、德润桥、
外斗门桥、红心桥等共 14 座，其
中四五座为新中国成立前兴建的
古桥。

这些桥中，最古老的要算碧
环桥了。75 岁的吴先生介绍，该
桥建于明嘉靖年间，迄今有近
500 年历史，为“宁波市十佳名
桥”。

走近这座单孔古石桥，桥石
板上爬满了绿藤，桥面为青石板

铺就，桥东、桥西两边各有十级
台阶，象征“十全十福”。10块桥
石雕着荷花，栏板 12 根立柱的柱
头也雕有荷花，且形状不一。桥
额上横刻着楷书“碧环”两个大
字。从河边石阶上看，河面上圆
月形倒影清晰可见。

小桥流水，江南人家。仁久
村最美的地方是仁久公园一带，
那里既是亲水湿地公园，又是一
处河湾，也是观赏风景的好去
处。一条古堰从水中穿过，石板
路两侧安放着石凳，公园里亭台
楼阁，吸引了众多村民流连于
此。

村党支部书记吴坚介绍，全

村现有村民 1532 人，外来务工人
员 4000 人。村里有工业小区、逸
夫中学、同泰嘉陵生态墓园等。
近年来，村里以倡导文明、解决
民生问题为总抓手，重点围绕村
容村貌、便民服务开展工作。新
建了福康庙至应家弄至逸夫中学
的公路，完成了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程；村道两侧、房前屋后拆
除了违建，新建停车场三处，划
停车位235个。

走在仁久村，道路变得宽敞
了，环境也变得洁美了。该村先后
被评为省级卫生村、市级文明村、
市级卫生村、区级全面小康建设示
范村。

记 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通讯员 蒋佳颖

这是地处宁海强蛟下蒲村的一
幢四层楼房，这里既是吴坚平的
家，也是他和父亲的工作坊。一楼
的大厅堆满了各种木板，散发着阵
阵清香。两张工作台上放着还未完
全加工好的船坯。风帆、锚、舵、
水密舱……航模精密的结构，令人
叹为观止。

造船父子兵

“一个看似简单的蓬叉架，就要
花一天的时间。”吴坚平说，航模的
每一个部件都是手工做出来的。作
为一个从事船模制作十多年的老船
匠，抚摸着这些“宝贝”，吴坚平充满
感情，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放下手中的活，父子俩领着笔
者上了二楼。宽敞的客厅里展示着4
艘各具特色、大小不一的船模。有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浙东沿海一带常见
的捕鱼船“绿眉毛”，有做工精致的
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主帅船。

“儿子从小耳濡目染，20来岁开
始就跟着我学造船。”吴坚平的父亲
吴维垚今年78岁，身板硬朗，声音洪
亮。老人说，下蒲曾是个临海的小渔
村，村民大多以出海捕鱼为生，每户
人家有一艘木质渔船。他的父亲既
是渔民，又是擅长造船的匠人。父亲
把这门手艺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
下一代，“三代人造船的历史加起来
有100多年”。

随着钢质渔船逐步替代木质渔
船，父子俩一度很纠结：这门手艺还
要不要坚持下去？

割舍不下这份热情，吴坚平于
是转型做起了船模。模型船和渔船
在技艺上有很大的区别，造型上也
更讲究精准和美观。这对父子俩来
说又是一次挑战。

博物馆请他们造古船

2011年，吴坚平受邀为山东蓬
莱博物馆打造古船。他召集了十多
个人，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 3 艘
长 30 多米、宽 6 米的大船的建造。

“放桅杆的时候，我拿着斧头敲了
两个多小时，最后钢丝一剪断，桅
杆分毫不差地落入船体。”吴坚平
向笔者描述当时的情形，“桅杆如
果放歪了，整艘船就毁了；如果凿
得过于用力，桅杆就可能戳穿船
底。”

渐渐地，父子俩精湛的造船手
艺在行业内传开来，一些高校的教
授也慕名找上门来，希望合作造
船。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是首座国
家级海洋博物馆。几年前，吴坚平
走进这座展示神秘海洋世界的殿
堂，建造了 60米长、8米宽的“福
船”。这艘 1000 多吨的原船，是吴
坚平建造的最大仿古船。

在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博物
馆，吴坚平父子俩参与修复了保存
较为完整的独木舟。吴维垚还和其
他匠人一起，依照 《清明上河图》
里的汴河客船的样式，为博物馆制
作了一艘汴河客船。在上海航海博
物馆、嘉兴博物馆、长兴太湖博物
馆里，都留下了他们制作的航模。

“各个时代的古船各具特色，
我们做古船模型，既要符合当时的
历史条件，又要运用娴熟的技艺，
把它完美地复制出来。”吴坚平说。

技艺面临失传

从一个普通的造船匠，历练成
为船模设计、制作的土专家，吴坚平
坚信，“除了平时刻苦的钻研，还需
要坚守。”曾经，他也转过行，但凭着
对造船的热爱，他最终又回到父亲
身边，传承了这门手艺。

“以后做船的人越来越少，这门
手艺很有可能失传。”吴维垚告诉笔
者，他本来有十几个徒弟，现在除了
儿子，其他人都转行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吴维垚老人
依然雄心不减。“只要自己有力气，
就还想继续钻研古代造船工艺，多
造几只船模。”父子俩希望能与职业
学校开展合作，开设船模制作课程，
让更多年轻人来学习这门传统手
艺，传承中国的船舶文化。

二代造船匠
的
坚守

春日时分走进四明山
杖锡樱花园，万亩樱花盛
开，100 余个品种的樱花
争奇斗艳，令人陶醉。

谁也想不到，10余年
前，偌大的园内只有关山
樱一个品种。如今海曙拥
有全国规模领先的樱花种
质资源库，“樱花品种鉴定
技术研究及应用”等研究
成果两次荣获全国林业技
术最高奖——梁希奖。

从1到100，这神奇的
变化背后，是樱花专家严
春风带领的海曙区农业农
村局林业技术管理服务站
樱花团队 12 年如一日的

“寻樱”之旅。

12 年来，严春风樱花团
队日复一日，观察、记录、搜
集、建立和完善樱花种质资源
库，引种、选育、推广樱花，
使海曙区在樱花研究及应用方
面，开了全国先河，走在了全
国前列。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团队能
12 年坚持不懈、不断攀登科
研的高峰？

严春风说，目前全国樱花
研究者加起来不到 50 人，个
人和团队樱花研究的里程碑，
就是中国樱花研究的里程碑，
这是一件非常荣幸而有意义的
事。

如今日本拥有 300 多个樱
花品种，而中国约为其一半，
这差距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奋起
直追，复兴中国樱花的责任与
使命，让海曙樱花研究团队不
言放弃、执着探索。

樱花团队科技攻关，也为
我市调整樱花品种和产业结
构，促进林业提质增效、农民
增收，打下了基础。

仁久村：
一村十四桥 枕河听船歌

鄞州之东的五乡镇中心地段、坐落在329国道两侧
的仁久村，村中河流环绕，河上桥梁横卧，细细数来，
全村竟然有14座桥梁。“碧水环村，悠然自得，小桥玲
珑，绿意盎然。”是这个村的诗意写照。

记者手记

四明山杖锡樱花园樱花盛开。 （陈朝霞 摄）

严春风介
绍樱花研究书
籍。

（陈朝霞 摄）

临河而建的仁久公园一景。（朱军备 摄） 父子俩在工作。
（吴立高 孙吉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