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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人间四月天ꎬ 桃花夭夭ꎬ 渌水盈盈ꎬ 正是踏春赏花的好时节ꎮ 天气晴朗ꎬ 四野清明ꎬ 或许您
早已见得杨柳吐蕊ꎬ 樱花开得烂漫ꎬ 或许您依旧行走在山野田间ꎬ 无边春色充溢耳目身心ꎬ 但还是会着


急看不够这时节百花争艳ꎬ 赏不尽那枝头片片花海ꎮ 其实ꎬ 开花并不是这一季的特权ꎬ 绣球属 ( Ｈｙｄｒａｎ￣

ｇｅａ Ｌ.) 植物的花期大多都在夏季ꎬ 每当看到绣球属的花时ꎬ 大家通常都把她的不育花看作是它的花ꎬ 其
 
实不然ꎬ 她的可育花藏在鲜艳的不育花底下ꎻ 绣球属的植物大多具有不育花ꎬ 如西南绣球 ( Ｈ. ｄａｖｉｄｉｉ)、
蜡莲绣球 (Ｈ. 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中国绣球 (Ｈ.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冠盖绣球 ( Ｈ. ａｎｏｍａｌａ)、 马桑绣球 ( Ｈ. ａｓｐｅｒａ)、 绣
球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等ꎮ 她们花开夏季ꎬ 虽不是什么特别名贵娇艳的花ꎬ 但平凡而绝不平庸ꎮ 若您未曾知晓她们那色彩多
变的不育花ꎬ 那您一定没有见过她们花粉的模样ꎮ
照片示: 部分代表性绣球属植物ꎮ １. 西南绣球ꎻ ２. 蜡莲绣球ꎻ ３. 中国绣球ꎻ ４. 冠盖绣球ꎻ ５－７. 马桑绣球ꎻ ８. 绣球ꎮ
(相关内容详见本期正文 ２９７~３１１ 页张梅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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