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蜀千年归家
故宫博物院

太平花
赠植都江堰市

民航局公安局昨发文明确：

护照可以作为
有效乘机证件

近期，关于护照到底能否作为国
内航班有效乘机证件的问题在国内引
起广泛关注，因为没有主管部门明文
指导，各个机场在执行上有所差异。为
了统一行业操作标准，明确护照乘坐
国内航班政策，民航局公安局于5月23
日下发通知，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照可以作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办理国内航班购票、值机、安检手续。”

通知同时指出，旅客乘坐国内航
班，办理购票、值机、安检手续时，应当
使用同一个有效乘机身份证件。

民航局公安局还提示，居民身份
证过期不能继续使用。若有效期满的，
可以凭临时居民身份证或公安机关出
具的贴有本人近期免冠证件照，并加
盖户籍专用章、注明有效期的《申领居
民身份证回执》作为有效乘机身份证
件替代使用。通知要求，民用机场公安
机关应本着“便民、服务”的原则，为有
需求的旅客签发《乘坐民航飞机临时
身份证明》，保证乘客的顺利出行。

据成都双流机场安检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机场已经收到该通知，
会按照通知要求积极执行。”在成都的
一些航空公司也已经收到该项通知，
正在做相应的服务准备。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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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 两度赐名数次迁徙

至少在明代，太平花都还在
青城山繁衍。然而从清末开始，太
平花却在青城山消失了。于是，从
清末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太平
花的踪迹。寻踪的人群里，既有知
名学者，亦有专注于地方文化的
杜政远、程玉长、苏可文、王克明、
施廷俊、彭刚等。

据都江堰著名作家王国平介
绍，被誉为“三百年来草书第一
人”的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曾数

次登上青城山寻访太平花，但每
次都抱憾而归。1943年春夏之交，
第三次寻访太平花未果后，于右
任在他的《青城纪事诗》中无比惋
惜地写到：“名山名卉知名久，不
见花开醉太平。”并在诗后注：醉
太平为山上名花，余三至未见。其
遗憾与惆怅之情溢于字间。

都江堰市地方文史学者、著
名书法家李启明先生晚年也曾自
述：年轻时读范成大、陆游等人的

诗歌了解到至少在宋时，青城山
中就有一种叫“太平瑞圣花”的名
花。但攀爬青城不下千次，终不见
此花踪影。后在读徐珂《清稗类
钞》时，得知此花尚存于北京故
宫，为此三上故宫寻访。直至2012
年，李老以96岁高龄辞世，亦未能
在故乡见到太平花绽放，唯留花
诗念花名：“名花生长本青城，流
转兵戈滞北京。欲共携归归未得，
卿须怜我我怜卿。”

寻觅芳踪 数上青城抱憾而归今
生

都江堰市政协文史资料《岁
月的记忆》还刊发了相关文章，
呼吁太平花回归故里。

为了让太平花早日回归故
里，2016年8月，都江堰市开始了
对太平花的寻访与考察。先后对

故宫绛雪轩前一丛太平花和东
华门文华殿前4丛太平花进行现
场确认，并反复与故宫博物院沟
通，将《青城太平花瑞圣花寻踪
——太平花图文资料汇编》送故
宫博物院。

2017年1月18日，都江堰市考
察组人员前往故宫博物院，介绍了
太平花的历史与现状，并表达了希
望引种太平花让其回归家乡的愿
望。经故宫博物院院长办公会研
究，故宫博物院同意赠植太平花。

离家千载 今朝迎归太平花

春暖花开时节，故宫御花园
绛雪轩门前，一簇簇洁白似雪的
花朵正在枝头怒放，仿佛用它的
芬芳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千年前
的故事。它就是离蜀千年，即将
回到故乡的太平花。

根据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资料显示，太平花（Philadelphus-
pekinensisRupr。），别名太平瑞
圣花、丰瑞花、北京山梅花、常
山、绢毛山梅花等。虎耳草科、山
梅花属中的一种，多年生落叶灌
木，枝叶茂密，花乳黄而清香，花
多朵聚集，颇为美丽。叶对生，长
卵形，缘疏生锯齿，子房半下位，
3出脉。花5~9朵成总状花序；乳

白色，微芳香；花瓣4，卵圆形；花期
4~6月，果期8~10月。生长于海拔
1500米以下山坡、林地、沟谷或溪边
向阳处。喜光，稍耐阴，较耐寒耐干
旱，怕水湿，水浸易烂根。产自中国
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山西、陕
西、湖北。

看来看去，太平花产地中居然
没有四川。

然而遍布他地的太平花却与四
川密不可分，一千年前的蜀为其最初
产地。据应邀参加此次活动的著名学
者苏叔阳先生和蒙曼女士介绍，太平
花，最早名丰瑞花，产于四川，以青城
山太平花最佳，早在唐代即有此品
种，为蜀中珍品名卉。后被宋仁宗赐

名为“太平瑞圣花”。彼时，据
说最好的丰瑞花只生长于剑
南道青城一地，有宝仙、醉太
平、玉真等品种。

宋代学者宋祁不仅雅好
诗词，而且对动植物偏爱有
加。他曾经为青城山所产之
慈竹、天师栗、楠、桤木、红豆、
蝉花、芎、金星草等植物和红
桐嘴、胡花鸟等鸟类写诗赞
美，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他
就为太平花赋诗一首《瑞圣
花》：“众跗聚英，烂若一房。有
守绘图，厥名乃章。繁而不
艳，是异众芳。”对太平花之
赞美可见一斑。不唯如此，宋
祁还在《益部方物略记》中写
道：“瑞圣花，出青城山中，干
不条，高者乃寻丈，花率秋
开，四出，与桃花类，然数十
跗共为一花，繁密若缀，先后
相继而开，凡阅月未萎也。蜀
人号丰瑞花，故程相国琳为
益之年，绘图以闻，更号瑞圣
花。然有数种，差小者号宝
仙，浅红者为醉太平，白者为
玉真。成都人竟移莳园中，以
为尤玩。”对太平花之身世有
了明确交代：出青城山中。

蜀中名卉 青城山太平花最佳

5月23日，故宫博物院-都江
堰市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及故宫
太平花赠植都江堰市仪式在故
宫文华殿前广场举行。

当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郑
重地将带着泥土气息和扑鼻芬芳
的太平花交到都江堰市委副书
记、市长何维楷手中时，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参与寻访和赠归
活动的都江堰人激动不已，喜极

而慨：“离开家乡上千年的太平
花，终于回归故土了。”都江堰方
面有关人士表示，太平盛世迎归
太平花，具有特殊的意义。太平花
移归故乡后，他们将认真种植和
培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青城山
定会遍开太平花。同时，他们也希
望以花为媒，文化联姻。

“一千多年前，生长在都江
堰青城山中的太平花在历史的

风雨中一路北迁，这段漫长的文
化之旅成就了今天故宫与都江
堰文化联姻的佳话。”都江堰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尤其是故宫与
都江堰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将在文物保护、展示利用以
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进
行广泛深入的合作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都江堰市委宣传部供图）

5月21日，央视《等着我》节目，当
缘分门打开，83岁的赵小姐在主持人陪
同下走向著名导演张华勋时，正在等待
的张华勋激动得双唇颤抖，拉着她的手
双腿跪下。这一幕，张华勋等待了71年。

“可以说，没有赵小姐和在赵公馆
的生活，就没有我后来的电影事业，没
有我现在的一切。”张华勋说。跨越71
年的寻找，两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执手
相看，相对而跪，感动了千万观众。

救下母亲
为收留张导挨一顿打

张华勋家在彭州，年少家境困苦，只
有母亲和自己两人。一天起床时，母亲突
然不见了。“有人跟我说母亲跳河了，上
吊了。”张导流着眼泪回忆，许是父亲死
后母亲借债葬夫，为躲避逼债寻短见。张
导变成孤儿，从此与猪为伍，裹一床破棉
絮住在猪圈旁，在野狗口下夺食。一日，
舅舅带来消息，母亲并没有死，而是在成
都帮人打长工。张导一路乞讨寻母，终于
在成都大街上见到了正在买菜的母亲。

母亲回忆，当时她想投河自尽，不
料被路人所救，后来在赵公馆打长工。

在赵小姐赵延福的记忆中，对张母
最初记忆，始于张母的上吊自杀。那时，
赵延福不过八九岁，一日看到张妈在梁
上悬挂脖子，吓得赶紧抱住张妈的大
腿，大呼救命，这才把张妈解救下来。

张母带着儿子求赵公馆太太收
留，却被拒绝。张母转而向赵小姐求
救，赵小姐最后说动太太，却为此挨了
一顿打。赵延福只觉得高兴，这样的打
骂，她早已习以为常。

赵延福说，太太和老爷不是她的
亲生父母，其实是姑妈姑父，在奶奶主
持下过继的。张妈的到来，无疑给她的
生活增添一丝温暖。张妈把她抱到佣
人房一起睡，为她盖被暖脚，此后被老
爷太太发现呵斥。

寻找恩人
历经71年终于相见

跨越大半个世纪，回忆起赵小姐，
张华勋仍十分感恩。“小姐问我想学
么？想学她教我。”张华勋说，自己名字
就是小姐教的，从数字到算数，后来也
是小姐求老爷让自己上了学。

赵延福寒暑假看电影，也带着他。
童年看的电影，公馆的生活，皆成为张
导日后考电影学院的基础。

好日子，在4年后戛然而止。张妈
因为得罪贵人，和儿子一起被轰出了
赵公馆，赵延福对此完全不知情。彭
州、成都先后解放，张华勋考上彭州一
中，当了海军战士。1956 年张导前去
寻找赵小姐，赵公馆沦为大杂院，赵小
姐已经前往西藏工作。

1962 年拍摄《小兵张嘎》和在乐
山拍《神秘的大佛》时，张华勋都托人
打听赵小姐的下落，均没有结果。直到
看到《等着我》栏目，张导才重燃希望，
分别给栏目组和倪萍写了一封信，附
上公馆的简图。

两人的相见，了却张华勋和母亲
的心愿，也开启了两人新的联系。双方
约定，8 月份，张华勋回老家彭州，届
时还会再邀请赵小姐到彭州玩几天。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著名导演张华勋
71年找到恩人

故宫赠植都江堰 青城山将遍开太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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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孟夏的北
京，夏风习习，树木
葱郁。最初产自蜀
地，后在“故乡”青城
山销声匿迹的太平
花，时隔千年终归故
土。5月23日，故宫博
物院—都江堰市战
略合作协议签署及
故宫太平花赠植都
江堰市仪式在故宫
文华殿前广场举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将种植在故宫，
带着泥土气息和扑
鼻芬芳的太平花交
到都江堰市市长何
维楷手中。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青城山定
会遍开太平花。

原本产于四川的名花，最后
在蜀中居然找不到踪迹了。原
来，在漫长的一千年间，太平花
有过不平凡的迁徙史。

公元965年，北宋灭后蜀，蜀
后主孟昶被俘押往汴梁（今开
封），太平花遂从成都迁徙至开
封。公元1023年，太平花作为贡品
献给宋仁宗赵祯，赵祯为它赐名

“太平瑞圣花”，移植御花园。金代
海陵王灭宋时，抢运了大量太平
花等珍奇花卉。海陵王迁都燕京，
便把太平花移栽到了金中都及中
都的西郊。金朝灭亡以后，金中都
皇城里的太平花被毁弃，可是在

京郊的太平花却躲过此劫。元、明
时期，京郊的太平花被移植到皇
城御花园精心培植。清初，清政府
把太平瑞圣花移植到畅春园和圆
明园。因嘉庆帝去世后谥号仁宗
睿皇帝，“睿”与“瑞”同音，为避
讳，道光皇帝下令把“太平瑞圣
花”的“瑞圣”二字去掉，太平花一
名沿用至今。同一花卉经两位皇
帝赐名，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三山
五园”时，畅春园、圆明园中的太
平花全被焚毁，只有长春园中幸
存两丛。1886年，慈禧太后重修颐
和园时，将幸存的两丛太平花移

植到了排云门前，一边一棵。不料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太平
花再遭浩劫，但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第二年春天有一棵冒出
了新芽，慈禧太后见了非常高兴，
移植一部分种在排云门的另一
侧。清末，因李连英、小张德等总
管太监偷挖私种，北京城里官家
私宅才开始有了太平花。北京大
觉寺内有5丛太平花，虽无文字考
证，但推断也该是明清时皇帝的
恩宠以至延续至今。专家称，北京
的太平花，由于水土原因、多年丛
种，生长缓慢，已大不如蜀。然仍
香艳袭人，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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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太平瑞圣花、丰瑞花、北京
山梅花等。虎耳草科、山梅花属中的
一种，多年生落叶灌木，枝叶茂密，花
乳黄而清香，花多朵聚集，颇为美丽。
花期4~6月，果期8~10月。喜光，稍耐
阴，较耐寒耐干旱，怕水湿。

宋代学者宋祁《益部方物略记》
云：“瑞圣花，出青城山中……蜀人号
丰瑞花，故程相国琳为益之年，绘图
以闻，更号瑞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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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勋寻找的恩人赵延福

故宫太平花赠植都江堰市
仪式现场

制图 李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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