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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是中国传统名花， 具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 因其花色娇艳、 婀娜多姿而著称， 素有 “ 花
贵妃”、 “花中神仙” 的美称。 其中， 西府海棠、 垂丝海棠、 贴梗海棠、 木瓜海棠共享 “ 海棠四品”
的美誉， 在诗词、 绘画、 园林绿化中被广泛应用。 三叶海棠 （ Ｍａｌｕ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分布于山东、 陕西、
甘肃、 浙江、 四川、 广西等地区， 其秋季叶色有绿、 黄、 红等多种色彩， 季相变化丰富， 极具观赏
价值。 科研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 以国内外原生种为亲本培育出众多不同花型、 花色、 果型、 果色
的海棠栽培品种， 但目前观叶海棠品种相对较为稀少。 本研究结果为彩色叶海棠新品种培育， 丰富
园林景观中的色彩美提供了理论参考。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海棠栽培品种。 １． ‘绚丽’ 海棠； ２． ‘路易莎’ 海棠； ３． ‘印第安夏天’ 海棠； ４． ‘ 雪球’
海棠； ５． ‘科里’ 海棠； ６． ‘完美紫叶’ 海棠； ７． ‘白兰地’ 海棠； ８． ‘凯尔斯’ 海棠； ９． ‘红丽’ 海棠。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１５７２
～ １５７８ 页汤努尔·瓦力拜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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