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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花的栽培歷史與文化意蘊 
 

關傳友 

（皖西學院皖西文化藝術中心） 

 

摘要  紫薇花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栽培歷史。漢晉時期就與中國園林結緣；唐宋時代栽培

最為興盛，被視為「官樣花」和「花聖」；元代以後仍保持不衰之勢。中國人之喜植紫

薇花，究其原因是在於其較高的審美價值和豐厚的文化象徵。文章還對紫薇花的名實之

源進行了考證。 

 

關鍵詞：紫薇花，栽培史，名實，審美價值，文化意蘊。 

 

一、前言 

紫薇以花色美麗和開花期長而著稱，是中國栽培較為廣泛的傳統木本花卉。在中國

有著悠久的栽培歷史，長期以往人們賦予並形成了紫薇花的文化意蘊。台南科技大學周

明儀的《古典文學中具功名仕宦意象的植物及其文化意涵探討——以槐、紫薇、柏、桂

為例》一文1
 僅對紫薇花的功名仕宦意象進行探討，但缺乏對紫薇的名實、栽培史及文

化意蘊全面論述。本文對此問題作一探討，敬請諸方家批評指正。 

二、紫薇的名實 

歷史上紫薇花的名實很多，清《廣群芳譜》載曰：「紫薇，一名百日紅，四五月始

花，開謝接續，可至八九月，故名。一名怕癢花，人以手爪其膚，徹頂動搖，故名。一

名猴刺脫，樹身光滑。」2
 除紫薇花外，還有「猴郎達樹」、「猴刺脫」、「百日紅」、「紅

滿堂」、「官樣花」、「紫綬花」、「怕癢樹（花）」等名稱。 

「猴郎達樹」名稱見於唐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其說：「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

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3
 是說善於爬樹的猴子都攀

援不上，當是時人的誇張。 

「百日紅」是因紫薇花期長達百日而稱之。宋朱弁《曲洧舊聞》曰：「其花夏開，

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4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也曰：「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

俗又謂之百日紅。」又稱：「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

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5
 宋楊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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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露堂前紫薇花兩株每自五月盛開九月乃衰》有「誰道花無紅百日，紫薇長放半年花」
6
 詩句稱頌。 

「紫綬花」見於唐詩人劉禹錫的《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中有「明麗碧天霞，

豐茸紫綬花」7
 稱道，因紫薇花色紫，似古代結於腰間的綬帶，故稱「紫綬花」。 

「官樣花」得名是與唐代所設官制有關，歐陽修《新唐書．百官志二》載：「開元

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天寶元年曰右相，至大曆五年，紫微侍郎

乃復為中書侍郎。」8
 儘管「紫微省」用的時間不長，卻產生出「官樣花」的典故。後

世人們由此產生聯想，「紫薇」與「紫微」音諧，紫薇也就有了「官樣花」的別名。南

宋陸遊《紫薇》也有「鐘鼓樓前官樣花」9詩句稱述。 

「怕癢樹（花）」又稱「不耐癢樹（花）」，宋葛立方《韻語陽秋》載說：「爪其本則

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又稱「本朝梅聖俞時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

曰：「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

離離碎葉剪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10
 

紫薇花開之時繁葩密綴，堆錦簇繡，遠望似晴霞豔豔，若絳雪霏霏，繽紛絢爛，故

稱「紅滿堂」。南宋王十朋《紫薇》的「盛夏綠遮眼，此花紅滿堂」11，道出其名之由來。 

三、紫薇花的栽培歷史 

中國是紫薇花的原產地之一，並且還是世界上的栽培中心。文獻中首次記載紫薇花

栽培史實則是東晉王嘉所著《拾遺記》：「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

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

官、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囿，皆種紫薇，以為厭勝。」12這還是紫薇花名的首次

出現。中國傳統的天文觀認為天體由三垣、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座組成。三垣即紫薇垣、

太薇垣和天市垣，《晉書．天文志上》載：「紫宮垣十五星，其西番七，東番八，在北斗

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宋書．天文志》也載：「紫

薇垣，在北斗北，左右環列，翊衛之象也。」說明紫微星是三垣的中星，是北斗星系的

主星。古人由此將紫微星稱為「帝星」，命宮主星是紫微星之人就具帝王之相，皇帝居

住之地也稱紫禁城。因熒惑星沖犯紫微星，故須栽植紫薇花以壓勝。這是當時人深受天

人感應思想影響的結果，也說明當時栽培紫薇花較為普遍。 

唐代是紫薇花栽培史的新時期，唐開元元年（713年）朝廷改中書省為紫微省，中

書令為紫微令，因紫薇花名與紫微音諧，而被移植到省中。明王象晉《群芳譜》稱：「唐

時省中多植此花，取其耐久且爛漫可愛也。」13
 唐開元以後，紫薇花還在官邸、寺院中

盛植。唐詩文可以佐證，如唐劉禹錫《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的「有人移上苑，猶

                                                        
6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5。 

7
 同前註，頁 903。 

8
 宋 歐陽修：《新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三十七〉。中華書局（北京），1975年。 

9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5。 

10
 宋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六。 

11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4。 

12
 清 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三百四卷，〈紫薇部〉。上海文藝出版社（上

海），1999年。 
13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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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占年華」14，是郡齋所植紫薇；白居易《紫薇花》的「潯陽官舍雙高樹，興善僧庭一

大叢」15，是官舍和寺廟所植紫薇；李商隱《臨發崇讓宅紫薇》的「一樹濃姿獨看來，

秋庭暮雨類輕埃」16，是私人宅院所植紫薇；韓偓《甲子歲夏五月自長沙抵醴陵入南小

江村籬之次忽見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廳前皆是花遂賦詩四韻聊寄知心》的「職在內庭

宮闕下，廳前皆種紫薇花」17，是中書省廳前所植紫薇。 

宋繼唐之風尚，不僅廣植紫薇花，還視其為「花聖」。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曰：「今

古凡花，詞人尚作詞稱慶，紫薇名盛，似得花之聖。」18稱譽紫薇為花中之聖。宮廷中

盛植紫薇，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至今舍

人院紫微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19就是其真實反映。梅堯臣《閣後紫薇花盛開》

詩有「禁中五月紫薇樹，閣後近聞都著花」20句稱譽。葛立方《韻語陽秋》也載稱：「省

中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於此。晏元獻嘗作賦題於省中，所謂「得自羊墅，

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繹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21當時宮廷中栽植之況可見一斑。 

宋人所寫詠紫薇花詩文亦可反映宋代紫薇花栽培之況。歐陽修任穎州（今安徽阜陽

市）太守時，於州治內建「聚星堂」以紀念曾先後任穎州郡守的蔡齊、韓琦、晏殊，有

如繁星匯聚，《聚星堂前紫薇花》有「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22稱道；蔡襄《過真慧

素上人院見紅薇盛開因思西閣後軒數枝遂成短章寄翰林院原叔八丈禹玉閣長》的「八月

吳天覺早涼，翠叢初折碎朱房」23，稱頌寺廟紫薇之景；楊萬裡《凝露堂前紫薇花兩株，

每自五月盛開九月乃衰》的「晴霞豔豔覆簷牙，絳雪霏霏點砌沙」24，稱述堂前紫薇之

景。清康熙時任貴州巡撫的田雯《紫薇》文記貴州撫署紫薇古樹曰：「黔署有二株大可

十圍，高出鴟表，離奇輪囷，傑幹喬枝，數百年物也，以餘平生所見莫大於此。」25
 從

其所記判定此樹當在宋代以前所植。 

明清時期紫薇花的栽培遍及全國各地，文獻記載較多。如明《書傳正誤》載稱紫薇

花「吳中、黔中最多」26；明王世懋《花疏》也稱紫薇花是「閩花物物勝蘇杭」27；明文

震亨《長物志》載：「山園植之，可稱耐久朋，然花但宜遠望。」明嘉靖朝進士、浙江

僉事皇甫涍《紫薇花行有序》稱其蘇州私人庭園中所植紫薇花：「秋日散步亭隅，薇花

爛目，徘徊久之。亭故餘讀書處也。昔嘗眷戀此花，為之賦。」28
 明萬曆天啟年間任司

寇王心一在蘇州拙政園東側建「歸田園居」，園中栽植紫薇，有「紫薇沼」景點，「亦園

                                                        
14

 同前註，頁 903。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頁 904。 
18

 宋 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十六，〈花部〉。農業出版社（北京），1982年。 
19

 宋 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辯證一〉，〈芳州采杜若〉。時代文藝出版社（長春），2001年。 
20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4。 
21

 宋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六。 
22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2。 
23

 同前註，頁 904。 
24

 同前註，頁 905。 
25

 清 田雯：《古歡堂集》卷三十九，〈紫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年，頁 462。 
26

 清 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三百四卷。 
27

 同前註。 
28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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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之一幽勝也」29。明末徽州鹽商鄭元勳在揚州建私人園林「影園」，曾植紫薇為景，清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古跡二》稱他於「小山招隱處岩下，（植）……青白紫薇、香櫞，

備四時之色」30。清初浙江名士高士奇卜居浙江平湖建「江村草堂」園林也植紫薇，其

作《江村草堂記》稱園中是「紫薇烏桕，接葉交枝」31。清揚州文人焦循《半九書塾自

記》稱其私人小園林是：「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於竹中，

晨起坐闌楯間，眾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32花時紅薇與翠竹交相輝映，

相得益彰。明王象晉《群芳譜》對紫薇花的栽培技術作了系統總結，曰：「栽種以二瓦

或竹二片，當叉處套其枝，實以土，俟生根分植。又春月根傍分小本種之，最易生。此

花易植易養，可作耐久交。」33
 

近現代的紫薇花在全國城市、鄉村廣為栽培。公園、風景區、住宅區、機關、學校、

鄉村、道路，皆可見其綽約身姿，或孤植、或片植，或為綠化帶，或為行道樹，種植數

量之多，地域之廣，面積之大，勝於歷代。全國確定紫薇花為市花的都市有十多個，散

佈於大江南北，陝西咸陽市，山西晉陽市，山東泰安、煙台市，河南安陽、信陽市，江

蘇徐州、宿遷市，湖北襄樊市，貴州貴陽、遵義市，四川自貢市，臺灣基隆市。江西靖

安、山東海陽、浙江海寧則以紫薇為縣（市）花。 

四、紫薇花的文化意蘊 

中國古代人之所以廣植紫薇花，究其根源是在其具有豐厚的文化意蘊，主要表現在

其具獨特的審美價值和豐富的文化象徵意義。 

（一）紫薇花的審美價值 

紫薇花的審美價值主要體現在花色美、姿態美和意韻美等方面。 

1. 花色美 

紫薇花以花色美著稱。其花色眾多，花有多種顏色，開白花者曰銀薇，赤花者曰紅

薇，紫中帶藍者曰翠薇，開紫花者才為紫薇，因紫為正色，故統稱為紫薇。明王世懋《花

疏》稱：「紫薇有四種，紅、紫、淡紅、白，紫卻是正色。」34
 古人寫下了大量的詩詞

讚美紫薇的花色美。唐劉禹錫《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的「明麗碧天霞，豐茸紫綬

花」，《和郴州楊侍郎玩郡齋紫薇花十四韻》的「紫茸垂組縷，金縷攢鋒穎」35，均是讚

美紫薇花色之紫；宋楊萬裡《凝露堂前紫薇花兩株，每自五月盛開九月乃衰》的「晴霞

豔豔覆簷牙，絳雪霏霏點砌沙」36，宋王十朋《紫薇》之「盛夏綠遮眼，此花紅滿堂」37，

是稱頌紫薇花色之紅；明皇甫涍《紫薇花行並序》的「英菲窈窕綠窗前，豔影扶疏翠戺

連」，明薛蕙《紫薇》的「紫薇開最久，爛漫十旬期。夏日逾秋序，新花續故枝」38，則

                                                        
29

 陳植，張公弛：《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合肥），1983年，頁 230。 
30

 朱江：《揚州園林品賞錄》，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2年，頁 152。 
31

 陳植，張公弛：《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頁 322。 
32

 朱江：《揚州園林品賞錄》，頁 372。 
33

 清 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三百四卷。 
34

 同前註。 
35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2。 
36

 同前註，頁 905。 
37

 同前註，頁 904。 
38

 同前註，頁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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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稱道紫薇花的花色美。 

2. 姿態美 

盛夏季節紫薇花繁葩密綴，堆錦簇繡；近觀繁絮纖秀，柔婉輕盈，微風過處，花枝

顫動，如舞燕驚鴻，風致可人，嬌姿妙態之美難以盡述。明王象晉《群芳譜》對紫薇花

的姿態之美載曰：「一枝數穎，一穎數花，每微風至，夭嬌顫動，舞燕驚鴻，未足為喻。」
39紫薇花的姿態之美盡得歷代文人喜愛而題頌不已。唐李商隱《臨發崇讓宅紫薇》的「一

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40，宋楊萬里《凝露堂前紫薇花兩株，每自五月盛開

九月乃衰》的「似癡如醉弱還佳，露壓風欺分外斜」，明皇甫涍《紫薇花行有序》的「旖

旎繁英重入賦，婆娑生意最愁餘」，都道出了紫薇花開時節的姿態美。 

紫薇樹姿優美，枝幹屈曲，幼齡時尚有外皮，以後逐年剝落，露出細膩光滑的樹幹，

成年後不再生出表皮，終年玉肌潤膚，如玉石鏤成，別具風韻。明都穆《南濠詩話》稱：

「紫薇花，俗謂之怕癢樹，爪其幹則枝葉俱動。宋梅都官詩云：「薄膚癢不勝輕爪」。又

云：「薄薄嫩膚搔鳥爪」。皆言其不耐癢也。草木無知之物，此花乃獨不然，何耶？」41清

詞人陳維崧《定風波．紫薇花》也有「才試麻姑纖鳥爪，嫋嫋」42詞句稱頌。 

3. 意韻美 

古代人們在欣賞紫薇花的時候，常進行移情和聯想，將之情感化、性格化，而賦予

各種精神意義和象徵，即是紫薇花的意韻美。因此紫薇花的意韻美，是紫薇花各種自然

內容美的凝聚和昇華，體現出紫薇花的風格、神態和氣質，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紫薇

花是典型的「唐代意象」。唐前文學作品中未提及紫薇花。唐代詩人在營造大量植物意

象之時，紫薇也被文化視野所覆蓋。《全唐詩》數萬首詩，言及的植物眾多。有人以《唐

詩三百首》為例，統計出所選的 310首唐詩中共有 109首出現植物，植物種類近 60種。
43

 故此紫薇花的意韻美產生是在中唐時期，當時詩人都寫有不少詠頌紫薇花的詩詞。最

早將紫薇花人格化是大詩人白居易，其《見紫薇花憶微之》云：「一叢暗淡將何比，淺

碧籠裙襯紫巾。除卻微之見應愛，人間少有別花人。」44形容其在綠葉襯托之下美麗絕

倫，猶如一如身著碧裙紫衣的美人。宋程俱《秋花無幾尚有紫薇相對》：「晚花如寒女，

不識時世妝。幽然草間秀，紅紫相低昂。榮木事已休，重陰必深蒼。尚有紫薇花，亭亭

表秋芳。」45則道出了紫薇花神態和氣質。明末清初李漁《閑情偶寄》對紫薇花的意韻

美做了高度總結，其說：「人謂禽獸有知，草木無知，予曰：不然。禽獸草木盡是有知

之物，但禽獸之知，稍異於人，草木之知，又稍異於禽獸，漸蠢則漸愚耳。何以知之？

知之於紫薇樹之怕癢，知癢則知痛，知痛癢則知榮辱利害，是去禽獸不遠，猶禽獸之去

人不遠也。人謂樹之怕癢者，只有紫薇一種，餘則不然。予曰：草木同性，但觀此樹怕

癢，即知無草無木不知痛癢，但紫薇能動，他樹不能動耳。人又問：既然不動，何以知

其識痛癢？予曰：就人喻之，怕癢之人，搔之即動，亦有不怕癢之人，聽人搔扒而不動

                                                        
39

 清 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三百四卷。 
40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3。 
41

 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第一冊，〈南濠詩話〉（不分卷）。齊魯書社（濟南），2005年。 
42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7年，頁 2651。 
43

 潘富俊：《唐詩植物圖鑒》，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2003年，頁 4。 
44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4。 
45

 同前註，頁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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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豈人亦不知痛癢乎？由是觀之，草木之受誅鋤，猶禽獸之被宰殺，其苦其痛，俱有

不忍言者。人能以待紫薇者待一切草木，待一切草木者待禽獸與人，則斬伐不敢妄施，

而有疾痛相關之義矣。」46古代文人喜藉物抒懷言志，一草一木又何嘗不是生命的載體？ 

（二）紫薇花的文化象徵 

1. 古代官職象徵 

最早將紫薇花賦予官職象徵的是中唐大詩人白居易，寫有《紫薇花》：「絲綸閣下文

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47詩人以紫薇郎象徵其

為皇帝草擬詔書敕命的官職中書舍人。白氏之後，紫薇花受到歷代文人們的推崇，被視

為古代官職的象徵，直到清王朝終結，時曆一千多年。晚唐大詩人杜牧也曾任職校書郎，

別號「紫薇舍人」，人稱為「杜紫薇」。其《紫薇花》詩云：「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

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豔陽人。」48校書郎即紫薇郎，雖品位不高，但

常在宰相身邊，時常能見到皇上，升遷的機會很多。所以唐進士，寧願當校書郎而不喜

歡到地方上做官。至於李商隱的《臨發崇讓宅紫薇》，更是絕唱：「一樹穠姿獨看來，秋

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搖落應為有，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綿相憶隔章臺。

天涯地角共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49
 此詩是李商隱以紫薇自況。 

宋人藉詠紫薇花表達其官職象徵的詩也有不少。如宋范祖禹《和蜀公紫薇花再發寄

中書舍人》：「幾年幽獨飲風霜，一日榮觀似堵牆。地養深根成異產，天回淑氣發新陽。

賓朋須醉千鍾酒，蜂蝶爭偷百和香。留得青氈真舊物，於今鳳閣有名郎。」50是將紫薇

花喻為「鳳閣名郎」。大詩人蘇東坡：「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

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禦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

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

篇，臣軾詩云》有「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

贊普。（謹案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

得以紫薇為故事。）」51，以此表達其對朝廷生活的留戀。宋陶弼《紫薇》：「人言清禁紫

薇郎，草詔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況別，也隨紅日上東廊。」52極含蓄地表示了對自

己處境的感傷。而南宋王十朋《紫薇》：「盛夏綠遮眼，此花紅滿堂，自慚終日對，不是

紫薇郎。」53是詩人面對盛開的紫薇，感歎未謀得官職而一展抱負的苦悶。南宋詩人陸

遊《紫薇》：「鐘鼓樓前官樣花，誰令流落到天涯。少年妄想今除盡，但愛清樽浸晚霞。」
54藉以自嘲年少時以身許國的壯志終未得酬。到明清時期紫薇花的這一象徵意義仍然影

響著文人騷客。如明王立道《詠紫薇花》有「絲綸閣下人誰伴，虛白堂中韻未成」55，

                                                        
46

 清 李漁：《閒情偶寄》，〈種植部〉、〈紫薇〉。作家出版社（北京），1995年。 
47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4。 
48

 同前註。 
49

 同前註，頁 903。 
50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頁 2645。 
51

 宋 蘇軾：《東坡全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年，頁 259。 
52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5。 
53

 同前註，頁 904。 
54

 同前註，頁 905。 
55

 明 王立道：《局茨詩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7年，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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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瞿佑《西江月．紫薇花》有「標格共誇官樣，英華獨佔秋時」56，清田雯《紫薇》文

稱：「餘昔官秘書舍人，申鳧盟先生贈入直句云：『西青今夜月，應照紫薇花』。」57
 清

初著名詞家陳維崧《定風波．紫薇花》：「檀郎原是紫薇郎」58，不勝枚舉，反映了古代

文人對紫薇花的鍾情。但隨著清朝的衰敗，紫薇花的官職象徵也隨之消失。 

2. 吉祥好運象徵 

紫薇花「奪豔而不與百花爭春，燦爛而不怕酷暑炎炎」，附著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

澱，有著詩意的浪漫，象徵著吉祥好運。俗話說「天上紫微星，地下紫薇樹」。紫微星

是「帝王之星」，故人們視其為吉祥好運之星，紫薇樹自然也就有了好運吉祥的象徵意

義。歷代文人冩有許多讚美紫薇花的詩詞，如唐劉禹錫《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薇花》的

「明麗碧天霞，豐茸紫綬花。香聞荀令宅，豔入孝王家。幾歲自榮樂，高情方歎嗟。有

人移上苑，猶足占年華」59；唐孫魴《甘露寺紫薇花》的「赫日迸光飛蝶去，紫薇擎豔

出林來」60；宋楊萬里《凝露堂前紫薇花兩株每自五月盛開九月乃衰》的「似癡如醉弱

還佳，露壓風欺分外斜，誰道花無百日紅，紫薇長放半年花」61；明皇甫涍《紫薇花行

有序》的「未忘溫室瓊瑤樹，虛擬湘源杜若篇」62；清孫芳祖《薇花紅出牆外》的「玲

瓏莫搦胭脂雪，但倩仙人鳥爪爬」63；都表現了紫薇花色燦爛、平凡高貴、和諧美麗的

吉祥寓意。 

紫色代表著祥瑞富貴，紫薇花期長而具「旺氣」之象，迎合了人們追求事業、家庭、

財運、官運的美好願望。所以村落、庭院中喜植紫薇花為風水樹，以象徵著「紫氣東來」、 

「紫薇高照」等吉祥好運寓意。安徽歙縣洪坑口（今屬黃山市徽城區）古村落水口就植

有五株紫薇樹，今僅存一株，被移植於潛口古民居博物館。 

3. 高潔品性象徵 

古人因為喜愛紫薇花，而把它作為忠貞之士的化身。宋程棨《三柳軒雜識》稱：「紫

薇為高調客」64。紫薇花被古代文人視為超凡脫俗之高潔品性的象徵。古人們讚賞它不

與眾花爭春、不與群芳為伍；稱頌它孤賞而不怕酷暑炎炎的品行；敬重它「勝尋常木」

的芳直不屈。 

唐白居易被貶官為江州司馬時，在官舍虛白堂種下兩株紫薇花以自娛，其後又累遷

蘇州、杭州刺史，回憶這段經歷，曾作七律《紫薇花》：「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貌

不同。獨佔芳菲當夏景，不將顏色托春風。潯陽官舍雙高樹，興善僧庭一大叢。何似蘇

州安歇處，花堂欄下月明中。」65表現出紫薇花桀驁不群的高潔品性，只願在夏日獨妍，

不隨大潮、不入俗流。到宋時貶官外地的蘇東坡曾路過潯陽，特地到虛白堂一遊，目睹

高樹，感同身受，不勝唏噓，作《次韻錢穆父紫薇花》絕句：「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

                                                        
56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頁 2650。 
57

 清 田雯：《古歡堂集》卷三十九，頁 462。 
58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頁 2651。 
59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3。 
60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頁 2642。 
61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5。 
62

 同前註，頁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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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國光，曲奉先：《中國花卉詩詞全集．貳》，頁 2650。 
64

 清 陳夢雷，蔣廷錫：《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三百四卷。 
65

 清 汪灝：《廣群芳譜》卷三十八，頁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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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66發出了人生有限而事物前進恰是

無窮的感歎！而唐孫魴《甘露寺紫薇花》：「蜀葵鄙下兼全落，菡萏清高且未開。赫日進

光飛蝶去，紫薇擎豔出林來。聞香不稱從僧舍，見影猶思在酒杯。誰笑晚芳為殘列，便

饒春麗已塵埃。牽吟過夏唯憂盡，立看移時亦忘回。惆悵寓居無好地，懶能分取一枝栽。」
67對紫薇花不與春芳爭妍的品性讚譽有加，以致流寓他鄉未能再睹芳姿而備感惆悵。 

杜牧的《紫薇花》：「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

笑豔陽人。」68詩中雖一字不提紫薇，但使讀者享受到紫薇花的美麗質感，充分感覺到

紫薇不與群花爭春、淡雅高潔的風骨和一枝獨秀的品格。北宋歐陽修任穎州知州作《聚

星堂前紫薇花》曰：「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迷蒙，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

月？所得時節異。靚女不爭寵，幽質如自喜。將期誰顧盼？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強飲，

繁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69面對堂前幽質獨具、不願爭寵的紫薇，雖不

免有遭貶之慨歎而聊堪慰藉。明學問家皇甫涍《紫薇花賦並序》其稱：「乃若朱明肇，

謝龍火西傾，瓊丹沃而吐豔，霞赩爍以賦形；或扶疏妍儷而可悅，或宛轉姿映而難名，

霓裳造列後先，有經旗鸞和會，萬紱千纓，攬之擬象，孰厥化成。及夫殫而形之噫何為

乎！陶陶然予心之獲也。蕣榮不朝，伊屆秋而靡易；桃李爭妍，伊持重而奕奕；總其質

巨以實也，類其容麗以則也。遠而望之若垂紳正笏，休休乎德之茹物也；近而親之若摛

錦布繡，輝輝乎文之維國也。爍哉宏茂，眾美所專，豈婆娑之意盡，陋葉落而悲年，保

空穀之幽馨，諒華池之足宣。清風徐動，明月微娟。悠悠我心，誰與晤言？悲春華之不

實，絢紫閣而空傳。履閒庭以載歎，時徙倚而屢遷。垂貞嘉於餘藻，永封殖於茲軒。」
70則高度讚美了紫薇花曉迎秋露、不爭春妍、勝尋常花的高潔品性。清陳維崧《定風波》

詞：「一樹照畫梁，蓮衣相映鬥紅妝。才試麻姑纖鳥爪，嫋嫋，無風嬌影自輕。誰憑玉

闌干細語？爾汝。檀郎原是紫薇郎。聞道花無紅百日，難得。笑他團扇怕秋涼。」71
 

紫薇不僅因它可在炎夏中繁花照梁、相映荷花，也由於它自然天成的古雅高潔的形

象。因此，中國歷代文人墨客喜之愛之、植之賞之、詠之賦之、贊之畫之，是在於其高

潔的品性，是他們托物寓意、藉物抒情、以物比德的符號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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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rtle Flower Cultivation History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Chuanyou Guan 

(West Anhui University ) 

 

Myrtle Flowers had age-old cropping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Han and Jin 

Dynasty the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form ties, Their the most prosperous Tang and Song 

Dynasty, considered as "Official Flowers" and "Flowers Saint". Till keep yuan Dynasty after 

clearly clear strong point most greatly of the flower being looked upon as. That Chinese is 

fond of Chinese flowering crabapple investigating whose cause is to lie in it's thick culture 

symbols and High esthetic value. The article also took the name of the crape myrtle flowers 

was the source of real research. 

 

Key words: Myrtle Flowers; Cultivation History; Name; Esthetic Value; Culture Impl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