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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 许你一份“赏花地图”

地坛园外园
主花：大花月季
花语：持之以恒，等待希望，美
艳长新
花期：4-9月
其他花：三色堇 花期：4-7 月；
矮牵牛花期：4-11 月；串红 花
期：5-11 月；四季海棠 花期：
5-7月；夏瑾 花期：5-10月

经历过冰雪消
融和十里春风，不觉
又到了桃花红、李花
白、菜花黄的时节。

春光三月邂逅
花海，赏花的最佳时
节悄然而至。

瞧，春天的脚步
刚到，已有不少市民
带着装备出门，各大
公园成了摄影爱好
者的聚集地，他们用
画面定格繁花美景
留住“春天”。

为让大家观赏
到春天里东城花儿
最美的姿态，不待春
风报花信，本报特制
作“赏花地图”，与你
共享这一份美好。

记者 王慧雯

二十四节气公园
（天坛公园南侧）
主花：连翘
花语：预料、不可思议
花期：3-5月
其他花：海棠 花期：4月；
紫叶李 花期：3-4月；天
目琼花 花期：4-5月；迎
春 花期：2-3月；连翘 花
期：3-5月；紫藤 花期：4
月；碧桃 花期：3-4月

青年湖公园
主花：碧桃
花语：有消恨之意
花期：3-4月
其他花：海棠 花期：4 月；迎春
花期：2-3月；玉兰 花期：3月；连
翘 花期：3-5 月；紫叶李 花期：
3-4月；榆叶梅 花期：3-4月

柳荫公园
主花：杏花
花语：娇羞、疑惑、少女的慕情
花期：3月
其他花：山桃 花期：3月；连翘 花期：
3-5月；毛樱桃 花期：3月；榆叶梅 花
期：3-4 月；山茱萸 花期：3 月；玉兰
花期：3 月；碧桃 花期：3-4 月；海棠
花期：4月上旬；丁香 花期：4-5月；黄
刺玫 花期：4月；紫荆 花期：4月

地坛公园
主花：牡丹
花语：圆满、浓情、富贵
花期：4-5月
其他花：腊梅 花期：3-4月；玉兰 花
期：3 月；碧桃 花期：3-4 月；榆叶
梅 花期：3-4月；丁香 花期：4-5月

北二环城市公园
主花：三色堇
花语：沉思，快乐，请思念我
花期：4-7月
其他花：矮 牵 牛 花 期 ：
4-11月

南馆公园（东直门内）
主花：榆叶梅
花语：春光明媚、花团锦簇和
欣欣向荣
花期：3-4月
其他花：碧桃 花期：3-4 月；
菊花桃 花期：3 月；连翘 花
期：3-5月；紫藤 花期：4月

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
（工人体育馆西北侧）
主花：紫云英
花语：幸福
花期：2-6月

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公园
（豆瓣胡同2号楼东南侧）
主花：黄角堇
花语：沉思、思念。
花期：3-4月
其他花：矮牵牛 花期：4-11
月；四季海棠 花期：5-7月

皇城根遗址公园
（南河沿大街）
主花：矮牵牛
花语：安全感，与你同心；有你
我就觉得温馨
花期：4-11月。
其他花：三色堇 花期：4-7月；
天竺葵 花期：5-7 月；比格海
棠 花期：5-7月

前门箭楼公园（前门大街）
主花：紫叶李
花语：幸福、积极向上
花期：3-4月
其他花：碧桃 花期：3-4月；
玉兰 花期：3月；丁香 花期：
4-5月；棣棠 花期：4-6月

明城墙遗址公园
主花：梅花
花语：坚强，忠贞，高雅
花期：3-4月
其他花：碧 桃 花 期 ：
3-4月；山桃 花期；3月

天坛公园
主花：丁香
花语：光荣、不灭、光辉
花期：4-5月
其他花：二月兰 花期：3月；
月季 花期：4-9月；杏花 花
期：3月

永定门公园
（永定门东滨河路18号）
主花：迎春
花语：新的开始，美好而幸福
花期：2-3月
其他花：紫叶李 花期：3-4月；西府海
棠 花期：4-5月；紫丁香 花期：4-5
月；棣棠 花期：4-6月；紫叶矮樱 花
期：4-5月；红王子锦带 花期：4月

燕墩公园（永定门外铁路桥南侧）
主花：丁香
花语：光荣、不灭、光辉
花期：4-5月
其他花：玉兰 花期：3月；海棠 花期：4
月；天目琼花 花期：4-5月；榆叶梅 花
期：3-4月；连翘 花期：3-5月；迎春 花
期：2-3月；紫叶矮樱 花期：4-5月

玉蜓公园（永定门东滨河路17号）
主花：白玉兰
花语：报恩、真挚、高洁、纯洁、真挚
花期：3月
其他花：碧桃 花期：3-4月；西府海棠 花
期：4-5月；美国海棠 花期：4-5月；紫叶
李 花期：3-4月；连翘 花期：3-5月；紫丁
香 花期：4-5月；榆叶梅 花期：3-4月；红
叶桃 花期：4-5月；棣棠 花期：4-6月；垂
枝桃 花期：3-4月；鸢尾 花期：4-5月

龙潭公园
主花：海棠
花语：游子思乡、离愁别
绪。温和、美丽、快乐
花期：4月
其他花：连翘 花 期 ：3-5
月；梅花 花期：3-4 月；山
桃 花期：3 月；龙游桃 花
期：3 月；榆叶梅 花期：
3-4 月；紫叶李 花期：3-4
月；樱花 花期：4 月；碧桃
花期：3-4 月；红叶桃 花
期：4-5 月；玉兰 花期：3
月；棣棠 花期：4-6 月；红
王子锦带 花期：4 月；丁
香 花期：4-5 月；金银木
花期：5 月；牡丹 花期：
4-5月；芍药 花期：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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