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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金莲新品种‘佛乐金莲’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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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涌金莲‘佛乐金莲’是从野生种群天然变异植株中选出的新品种。多年生草本，具叶鞘

联合形成的假茎；株形紧凑，株高（129.4 ± 8.9）cm；叶片卵圆形，叶形指数 1.77 ~ 1.94，叶片羽状侧脉
凸出不明显，中脉腹面橙红色，背面绿色；苞片卵状三角形，腹面黄橙色，背面橙红色；可广泛应用于
室内装饰及景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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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usella lasiocarpa Cultivar‘Fole Ji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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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e Jinlian’is a new cultivar which is selected and bred from the natural variant plants of
Musella lasiocarpa（Franch.）C. Y. Wu ex H. W. Li. The cultivar is tufted perennial herb with persistent
leaf-sheaths and compact in plant type.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plants is（129.4 ± 8.9）cm；Its leaf is ovate
in shape with leaf index ranging from 1.77–1.94；The midrib of leaf is adaxially orange-red and abaxially
green ， pinnate veins indistinct along midrib；The bract is triangle-ovate in shape whose color is
yellow-orange on adaxial surface and orange-red on abaxial surface. The variety has great ornamental
value，strong growing vigor and high complex resistance to main disease. It is suitable to be cultivated for
domestic decoration and landscape designment widely.
Key words：Musella lasiocarpa；cultivar
作为独具特色的观赏植物，地涌金莲[Musella lasiocarpa（Franch.）C. Y. Wu ex H. W. Li]开花时
大型莲座状花序，金黄色苞片逐层开放，色彩富丽祥和，如金色莲花（Ma et al.，2011；Li et al.，
2012；万友名 等，2013；马宏 等，2013）。据记载，地涌金莲富有深厚的佛教文化寓意：每一代佛
均是在一种树下成道，菩提树为第 28 代佛主释迦牟尼的“成道树”，地涌金莲则是第 23 代佛主洗哈
的“成道树”（许再富和刘宏茂，1995）。
‘佛乐金莲’（图 1）是 2008 年从地涌金莲野生种群的天然变异植株中经单株无性繁殖选育而
成的新品种。与对照地涌金莲原种相比，叶形指数 1.86 ± 0.12（卵圆形），而对照 2.63 ± 0.20（长椭
圆形）；叶片中脉腹面橙红色（34B-D，按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比色卡判定，下同），背面绿色（1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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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照背腹面均为绿色；叶柄背腹面均为橙红色，而对照背腹面均为绿色；苞片腹面黄橙色（23A-B），
背面橙红色（30B-C），而对照背腹面均为黄色（9A-C）。在西双版纳、普洱和成都等地经 2 代无性
繁殖后代田间观测，特异性状稳定且表现一致。2012 年 8 月通过云南省林业厅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
登记办公室组织的现场审查和鉴定，同年 9 月获注册登记证书。
品种特征特性
多年生大型草本，株形伸展；株高 121.8 ~ 137.6 cm；具叶鞘联合形成的假茎，高 47.2 ~ 57.8 cm；
叶片卵圆形，65.1 ~ 88.4 cm × 35.2 ~ 44.9 cm，叶形指数 1.77 ~ 1.94，中脉腹面橙红色（34B-D），背
面绿色（135C），羽状侧脉凸出不明显；叶柄长 18.7 ~ 27.6 cm，背腹面均为橙红色；群体花期 4—
10 月，单株花期 3 ~ 6 个月；莲座状花序直立生于假茎顶端；苞片腹面黄橙色（23A-B）
，背面橙红
色（30B-C）；种子百粒质量约 10 g。
栽培技术要点
对气候无特殊要求，在极端最低温–10 ℃以上地区均可种植。土壤以酸性（pH 5 ~ 6.5）为宜。
带根吸芽或炼苗 2 个月以上的组培苗于 4—9 月份定植，株行距 1 m × 1.5 m。第 1 年每次每株施复
合肥与钙镁磷的等比混合肥 30 g，每月 1 次，第 2 年每株施 50 g，第 3 年植株由营养生长期转入生
殖生长期，每株施 80 g。主要虫害为皮氏叶螨，病害主要为灰纹病，可于发生初期喷施杀螨醇、敌
力脱等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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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涌金莲新品种‘佛乐金莲’

A new Musella lasiocarpa cultivar‘Fole Jin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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