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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地图

拿着这份中心城区最全赏花地图踏春去
这些天，
这些天
，随着天气持续晴好
随着天气持续晴好，
，重庆开启赏花模式
重庆开启赏花模式，
，市民纷纷外出踏青赏花
市民纷纷外出踏青赏花。
。不
少人觉得 ，今年
少人觉得，
今年，
，春花开得要早一些
春花开得要早一些，
，而在同一片花海
而在同一片花海，
，总能听到“桃花好美
桃花好美”
”
“樱花
海”
“ 梅花林
梅花林”
”这些不同的称呼和感叹
这些不同的称呼和感叹。
。 我们在路边和公园里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花 ？ 为此
为此，
，记者采访了多个园林绿化部门
记者采访了多个园林绿化部门，
，教市民认清什么是桃花
教市民认清什么是桃花、
、梅花还是樱
花。同时记者还带来了中心城区最全赏花地图
同时记者还带来了中心城区最全赏花地图，
，
市民朋友记得收藏哟！
市民朋友记得收藏哟
！

渝中区 记者从渝中区绿化维护管
理处获悉，目前渝中区的北区路、南区路、
长江路，
美人梅正在盛开，
隔离带的美人梅
像是一条粉色的丝带，唯美又浪漫。公园
方面，
虎头岩公园、
佛图关公园等也有。红
梅方面，红岩纪念馆、鹅岭公园、国泰广场
有分布。
渝北区 据渝北区园林绿化管理中
心介绍，
机场路、
渝北广场、
龙脊广场、
武陵
路社区公园、
新南路、
红锦大道等近期都盛
开着美人梅，
此外，
海棠、
玉兰花、
迎春等花
卉也盛开。除上述地点外，
碧津公园、
中央
公园、
机场转盘、
桃源大道转盘也有红梅。
两江新区 据两江新区城管局绿化
科介绍，
近期，
金州大道、
古木峰立交、
和睦
路等路段美人梅正在开放。红梅的话，照
母山公园的山顶大草坪、
德隅园、
照母山梅
林、照母山庄、邀月阁等都有分布。除了美
人梅和红梅，红叶李和玉兰花近期也在盛
开。山顶总部公园、
天宫殿公园、
金开大道、
金山大道、
金渝大道分布有红叶李，
照母山、
金州大道、赵家溪立交分布有玉兰花。此
外，
金海湾公园、
百林公园也有樱花。
江北区 记者从江北区园林绿化管
理所获悉，江州立交到黄花园大桥北延伸
段的美人梅正在开放，
此外，
鸿恩寺公园鸿
顶路、静心苑栽植的近百株红梅也在 2 月
绽放。除了美人梅、红梅，接下来，市民还
可以在嘉华北延伸段、
金源路、
华新分流道
看到照手桃，
鸿恩寺公园、
铁山坪公园还可
以看到海棠。
沙坪坝 记者从沙坪坝区城市管理
局园林绿化科了解到，除了 212 国道和沙
坪公园，融汇支路社区公园等一些小游园
也可以看到美人梅。

▲渝中区佛图关公园的美人梅

今春花开比往年要早一些
不少外出踏青的市民都发现，近期，重
庆的道路和公园里，不少花儿已经开放，白
的、红的，美不胜收，当中，红色的花更是因
为颜色鲜艳，而成为大家与之合照的“对
象”。周末，记者在照母山公园和佛图关公
园都看到不少人打卡轨道列车穿过花海。
现在开的红色的花叫什么？比往年更
早一些吗？对此，
渝中区绿化维护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张元财介绍，红梅的花期要早一
些，
现在盛花期已过，
基本要谢了，
早樱还有

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近期在公园和一些道路
看到的多是美人梅，
佛图关公园近期大家打
卡的花海也是美人梅。美人梅素有植物界
的美人之称，为梅花中花期最晚的品种，花
期一般在 2 月中旬左右，今年也算正常日期
开放，
与去年相比，
时间差不多，
美人梅的盛
花期一般在 10 天至半个月左右。

如何区分梅花、樱花、桃花？
那么，具体如何来区分梅花、樱花、桃
花呢？对此，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绿化科
科长饶毅介绍，梅花、桃花、樱花最大的区

别在于花瓣的形状：梅花花瓣呈圆头状，桃
花花瓣呈尖头状，樱花花瓣呈小三角状。
而红梅与美人梅都是梅花的不同品种，区
别在于：美人梅具有紫长梗，红梅没有花梗
或是具有短梗，美人梅有反曲，花色浅紫至
深紫，反面颜色略深，红梅花色呈淡粉色或
红色，
栽培品种有紫、红等色。
桃花和樱花，最大的区别在于樱花花
柄较长，樱花一簇一簇开，为总状花絮；而
桃花一朵一朵开，为单生花状。盛开时间
方面，桃花盛开时间普遍在 3 月至 4 月初，
樱花则分为早樱和晚樱，早樱 3 月就开花，
晚樱要到 3 月底至 4 月才开花。

九龙坡区 记者从九龙坡区园林绿
化管理处了解到，九龙坡区的美人梅进入
了盛花期，
粉红色的花朵挂满枝头，
花瓣随
风飘落芳香四溢，美不胜收。九龙坡区南
北大道、鹅公岩大桥桥头、黄杨路、迎宾大
道、锦龙路、六店子游园、抗战兵工旧址公
园、彩云湖公园、外国语学校路段、华岩攀
岩运动公园等地，
目前都可欣赏美人梅。
南岸区 记者从南岸区城市管理局
绿化科了解到，南岸区通江大道、南滨路、
学府大道、海峡路等路段可以看到美人梅
和红梅。
大渡口区 记者从大渡口区城市管
理局绿化工程处了解到，
西城大道、
春晖路
的中央隔离带，大渡口立交、新华立交进
口、出口，都分布有美人梅。公园方面，心
湖公园、美德公园和义渡公园二期等也有
美人梅。
巴南区 记者从巴南绿化园林建设
管理所管护科获悉，
渝南大道（炒油场至高
职城）、巴文化公园、
龙洲湾公园、
老街公园
分布有美人梅。

▲九龙坡区鹅公岩大桥桥头的美人梅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王渝凤 通讯员 邬姜 受访单位供
图）中梁山花卉博览园项目位于中梁山山
脉云峰村和中梁村境内，规划总面积 5560
亩，将建成以龙为主题的九大花卉园区，
即：青龙展荆、虬龙舞樱、云龙映彩、墨龙
点睛、应龙探薇、烛龙见玫、赤龙绣鹃、苍
龙绕粱、蟠龙卧梅。目前，花卉博览园一
期项目已完工，正在完善配套设施等，预
计将于今年 3 月底向市民开放，想畅游花
海的市民不妨去看看。
据了解，此次即将完工的一期项目，包
括 4 个花卉园区，其中有以茶花、茶梅为主
题的蟠龙卧梅园，占地 45 亩。设计理念源
于青黑蟠龙，园内分布山茶、茶梅约 300 个
品种，以白、红、粉为主色调，将其打造出曲
如游龙的景观效果。
以杜鹃、梅花主题的赤龙绣鹃园，占地

▲郁金香

▲市民在照母山森林公园赏花

畅游花海 下月底去中梁山花博园

▲中梁山花博园效果图

北碚区 据北碚区城市管理局绿化
科介绍，
北碚雨台山公园分布有美人梅，
此
外，
雨台山公园和大墨滩公园、
嘉运大道还
有红梅分布。除了梅花，
同源路、
嘉瑞大道
上近期还可以看到贴梗海棠开放。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实
习生 杨璐嘉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受访
者提供
190 亩。设计理念源于火(赤)龙园内以杜鹃
花坡及梅园组团景观为主，搭配四级花带、
槭树群植等，梅花品种约 100 个、杜鹃品种
约 200 个，包括粉、红、橙、绿、黄、白等几大
色系，
将其打造出花团锦簇的景观效果。
以多年生草根植物、三角梅为主，利用
原矿坑打造原生态为主题的云龙映彩园，占
地 145 亩，由三个展览园组成，其中宿根园
34.8 亩、三角梅园 39.9 亩、矿坑公园及公共
景观 70.3 亩，设计理念源于雨(云)龙，以白、
蓝、紫、粉为主色调，将其打造出似云似雾的
景观效果。
以樱花为主题的虬龙舞樱园占地 100
亩，设计理念源于白色虬龙。以樱花种植
为主搭配蓝花楹行道树以及四级花带等，
园内樱花共计 100 多个品种，以白、紫、粉
为主色调，打造具有舞动曲线的樱花组团
及花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