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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上海花展纪事
	

赵莺莺 徐 喆 李  莉 黄梅林 

	 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徐汇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植物园承办的“2012
上海花展”于 3 月 30 日至 5 月 6 日在上海
植物园隆重举办。本届“上海花展”，以“关
爱花卉，关爱未来”为主题，秉承“展示园
艺新品种，运用园艺新技术”的宗旨，布展
总面积达 20 公顷，分 8 大“爱”之展区，
14 个“爱”之景点，展示花卉 100 多万株。
花展以花为媒，以花会友，挖掘花卉蕴涵的
文化内涵，以“爱”为主线串联所有的景点
和景区，营造爱心满园，温馨满园的氛围，
用斑斓的花卉渲染出满园“爱”的春色，以
优良的花卉品种、最适宜的植物配置、最节
能的造园工艺、最精美的园艺景观作为指导
方针，把最精彩的园艺景观奉献给广大游客，
让市民在植物与文化的交融中得到美的享
受。	
	 始于 2007 的“上海花展”已迈入它的
第六个年头。五年的积累和沉淀，让这个品
牌从无到有，再到蜚声沪上！到上海植物园
探春赏花，已成为许多市民的习惯。	“上
海花展”在业界也显示出了强大的品牌效应，
吸引了众多参展单位参展。当上海世博会完
美落幕，从 2007 年至 2010 年一直以世博为

题的“上海花展”也已实现它的华丽转身。
2011 年上海花展以牡丹为主题花卉，以其
雍容的姿态、王者的气度，承接了盛世中华
对“后世博”时代的美好期盼。2012 年上
海花展再接再厉，继承和发扬“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的世博理念，以“关爱花卉，关
爱未来”为主题，把花卉与园艺技术、植物
与文化、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

花卉为人们生
活服务这个理
念，向人们展
示未来绿化、
园林、景观的
魅力，通过“爱”
之展区精彩演
绎、时令花卉
争奇斗艳及丰
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为亮点，
以精彩纷呈的
花卉文化丰富
市民的精神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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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之展区精彩演绎

	 在全园 8个主题展区内，以“爱之色彩”
为核心，通过 14个“爱”之主题大型景点，
构成本次花展最亮丽的风景线，为游客带来
无以伦比的视觉体验。
1.1	爱之色彩
	 本区主题“爱之色彩”，花期贯穿整个
花展。该展区位于 2 号门绿化示范区，展览
面积 4 万平方米，一直是上海花展主要的景
点展示区。本区有 11 个景点，主要由 7 个
新建景点和 2 个恢复景点串联而成，并因地
制宜地利用固有原有攀援廊架和瑶华桥装饰
成《爱之廊》、《爱之桥》2 个景点。7 个
新建景点由上海绿化行业内 7 个单位设计建
设，展示了最新的园艺技术和花卉品种，是
上海绿化行业最高水平的展示。《执手园》	
、《暖暖的爱意》、《花仙传奇》、《绿色
田园 , 悠然生活》、《翱翔》、《等你来坐
坐》、《青葱岁月》分别以红、橙、黄、绿、
兰、紫、青七彩色来体现“爱之色彩”，给
游客勾画出了值得用心感受的空间。2 个恢
复景点保留了上届上海花展原有结构，在此
基础上修复成《爱之源》和《彩虹花园》两
个首尾呼应的景点，体现了节约办展的理念。
1.2 爱之希望	
	 烂漫满树的樱花容易给人爱的希望，预
示着爱就在不远处。樱花花期约 3 月底至 4
月中旬，位于蔷薇园、四号门区域和展览温
室西北角。通过 2011 年底的樱区花改造，
全园的樱花 60 余个品种 1 千余株，观赏面
积近 1.5 万平方米。在游线设置上以闲庭信
步为基础串通各区，分为水上游、路中赏两
部分：游船码头可开展泛舟湖上赏樱线路；
路上游线则将突出赏樱十景（樱花大道、镜
花映月、晚樱夕照、一帘晨曦、兰室飞樱、
花影泛舟、福樱满堂、缤纷落樱、晴雨樱早、
绿荫飘雪），享受樱花带来的浪漫美景。近
年赏樱成为游览热点，我园则力争成为上海
品种最多最全、景观最优美的赏樱之地。
1.3	爱之高雅
	 郁金香代表“爱之高雅”，洋水仙代表
“爱之坚定”。该区位于 4 号门以南张家塘
桥以北的区域之间，展览面积 2 万平方米。
郁金香、洋水仙等球根花卉展示面积约 5 千
平方米，花期 3 月下旬至 4 月中下旬。该区
设置流动的生命符号、和平花园 2 组主题景
点，布展面积3千平方米。大面积的郁金香、

洋水仙集中展示，给游客以视觉上的震撼，
传达郁金香“爱”的象征意义。
1.4	爱之幸福
	 热带兰尤其是蝴蝶兰代表着“爱之幸
福”，百合花有“爱的纯洁”与“百年好合”
的之意。此区域位于展览温室及其周围区域，
展览面积 24000 平方米。其中展览温室主要
展示热带兰花，达到100多个品种1000多株，
配以其它热带珍奇植物，花期贯穿整个花展；
展览温室西南侧以引进的 4 个百合新品种 1
万株作为景点《幸福时刻》的主题花，花期
4月末至至 5月上中旬。
1.5 爱之富贵
	 牡丹代表娇美富贵，体现经历贫寒之后
的“爱之富贵”。此区占地 3 万多平方米，
区内牡丹花期 4 月中旬至下旬。该区牡丹品
种、数量繁多，花开时绚烂多姿，历年来是
上海市民春季赏牡丹的胜地。今年新增菏泽
牡丹 11 个品种，牡丹园牡丹名品达到 160
多个。5 月上中旬，牡丹过季之后，园中的
芍药接踵而至。

1.6 爱之喜悦
	 茶花代表“爱的承诺”，杜鹃代表“爱
的喜悦”。杜鹃园面积近 1 公顷，园内有杜
鹃70多个品种2千余株，种植了春鹃、夏鹃、
毛白杜鹃、西洋杜鹃、云锦杜鹃、迎红杜鹃、
鹿角杜鹃、马银花等各种杜鹃，此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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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色山茶 100 余品种近千株。园南廊侧植了
2 种猕猴桃，园西北是大片柿林，有柿科植
物近10种，北部主要种植秤锤树、野茉莉、
小叶白辛树、赛山梅、垂珠花等野茉莉科植
物等。3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满山山茶和杜
鹃热情绽放，给人以“爱的喜悦”。
1.7 爱之和谐
	 具有江南古典园林特色的海派盆景收集
展示区 , 是海派盆景艺术的发祥地。园内汇
集以海派盆景
为代表的精品
2千余件。盆
景以小见大，
给人以和谐自
然之美，体现
“爱之和谐”
的主题。其中
树桩盆景展示
区、山石盆景
展示区、海派盆景博物馆等背景配置完善，
景观效果佳，也是2012上海花展的亮点之一。
1.8 爱之家园
	 该区位于植物大楼展厅。壁画厅以国花
牡丹和大型人造花景组合迎宾，凸显“爱之
家园”的城市美好景象。一号厅的书画艺术
展则展示了以花鸟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并辅
以仿真插花、盆栽植物，将书画、插花与植
物文化相融合。二号厅由上海木偶剧团表演
的经典海派木偶折子戏，亲子家庭凭当日票
根即免费观看。在大自然放映厅放映科普视
频，游客在游赏花展时接受动植物保护教育。

2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花展期间，主办方还设计多种参观体验
活动，让游园可获得科学知识和传统文化的
双重享受。樱花盛开时的“爱之希望—公益
樱花季”，来自公益机构的百余名残疾朋友
们欢聚在如云似锦的樱花树下，共同开展“园
艺疗法”、“盲人乐队表演”、“创意午餐”、
“公益义卖”等精彩纷呈的活动。植物大楼
科普文化展馆书画艺术展以花鸟为主题的书
画作品，并辅以仿真插花、盆栽植物，将书
画、插花与植物文化相融合，展馆内以国花
牡丹和大型花景组合迎宾，凸显“爱之家园”
的城市美好景象。亲子木偶剧，由上海木偶
剧团表演的经典海派木偶折子戏，为亲子家

庭带来欢乐。“爱之花朵”巧虎见面会通过
活泼可爱的巧虎跟小朋友们一起拍照、做游
戏，号召小朋友们来一起爱护小花小草和我
们的美丽家园。“爱之园”杯摄影比赛鼓励
游客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烂漫春色。“爱之长
久”浪漫百合季，针对五月份庆祝纸婚、锡婚、
水晶婚、银婚、金婚 5 个结婚纪念日的夫妻
开展浪漫游园活动，由志愿者在《幸福时刻》
景点旁协助其拍摄合影，留下美好回忆。导					
	 	 	 游定点讲解服务，由自愿者组	
	 	 	 成的科普导游队伍，推荐赏花	
	 	 	 线路与提供科普解说。为方便	
	 	 	 游客，还制作花展折页，游客	
	 	 	 可按图索骥，赏花游园。

后语

	 追求以科学内涵和公园外貌相结合为特
征的上海植物园，开放至今，走过而立之年，
逐步形成了规模适度、亮点鲜明集中、物种
与景观并举的特点，以品种多样、技术先进、
理念领先见长的上海花展风格也已然形成。
“2012 上海花展”用五彩斑斓的花卉打造了
满园“爱”的春色。花魅，姹紫嫣红，夺人
眼球；花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花趣，
缤纷呈现，让人久久回味。在众多春季主题
花展竞相登场、各种游憩场所纷纷涌现的上
海及长三角地区，今年花展期间，植物园持
票入园游客量逾 30 万人次，取得这样的成
绩实属不易。此外，作为城市社区一分子，
花展还惠及了周边社区数以万计的长期持卡
居民游客以及市内众多的残障人士，他们在
优质的游园环境中享受了花展带来的身心欢
愉和文化熏陶。植物园成功和成熟的花展是
城市社会文明进步的生活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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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荣获“上海市首批市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徐  喆

	 今年 4 月下旬，2012 年上海市旅游标准
化工作会议暨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表彰大会
在上海植物园召开，国家旅游局、上海市旅
游局、徐汇区政府相关领导以及上海市旅游
企事业单位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期间，上
海植物园等十家单位被上海市旅游局、上海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上海市首批市级旅
游标准化示范单位”称号。这是自去年年底
获得国家 4A 级景区称号以后，我园获得的第
2个旅游“金字招牌”。
	 为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在提高旅游业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中的作用，促进旅游业发
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国家旅游
局近年来积极推进旅游标准化试点工作。上
海市旅游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先后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各级各类旅游标准化示范
试点建设。在两年的试点建设过程中，各试
点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努力、开拓创新、大
胆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11 年底，经

过国家旅游局组织的评估验收，确定了上
海市首批国家级、市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位。这些单位包括：徐汇区（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区）；上海锦江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全
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上海市锦沧文
华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静庐旅店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上海太太
乐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嘉定现代农业园区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
有限公司、上海华亭宾馆有限公司、上海
植物园、上海恒悦餐饮有限公司、东方商
厦有限公司（上海市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上海植物园跻身上海市首批 10 家市级
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之列，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市旅游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植
物园旅游标准化工作的肯定。植物园旅游
标准化工作于去年上半年启动，在得到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徐汇区政府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积极纳入徐汇区旅游
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范畴，从成立领导小
组开始至落实旅游标准化各项工作，历时
半年之久，通过有序推进，创新方法，建
立起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和管理模式，全面
提升了旅游工作水平，实现了植物园旅游
工作新的飞跃。上海植物园将以此为起点，
再接再厉，进一步优化管理制度，完善服
务质量，创建旅游品牌，扎实推进旅游标
准化工作，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能级，为上
海旅游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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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下旬，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夏颖彪
副局长一行，到上海植物园调研北区改扩建
规划编制和城维建设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书
记施俊、园长奉树成、副园长陈必胜等园领
导及基建科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调研会上，园方对照《上海植物园北区
规划设计任务书》，对植物园北区改扩建规
划项目方案，以及城维建设项目进度，作了
详细的工作汇报。夏颖彪副局长指出，上海
植物园应抓住机遇，强化意识，结合市建交
委已经批复的植物园改造发展规划，明确实
际需求，认真梳理规划改造项目，及时纳入
管理，依照轻重缓急实施项目计划；针对近
期建设项目，保证安全，抓紧实施；总体上，
务必理清思路，把握几个工作原则，多与市
局沟通，听取各方意见，保证各个规划项目
顺利实施。调研会前，夏颖彪副局长一行对
植物园杜鹃园等完成改建的专类园进行了实
地考察。（徐喆）

新闻简报

市绿化市容局夏颖彪副局长来园调研

徐汇区旅游局来园指导旅游工作

	 2 月上旬，徐汇区旅游局王逸副局长一
行四人来上海植物园调研指导旅游工作。奉
树成园长、李雪梅副园长和相关人员出席会
议。在徐汇区旅游局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园
于去年年底晋升为国家 AAAA 级景区，也成
为徐汇区第一家获此殊荣的景区，在新的一
年里，两家单位将在旅游行业领域加强合作，
共谋发展。王副局长在调研会上为园方介绍
了徐汇区旅游局的基本情况，以及“唐韵中
秋”、“龙华庙会”等比较有特色的区旅游

节庆活动，并建议植物园积极纳入区乃至市
旅游体系，进一步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提高
管理服务水平，同时，他也表示区旅游局将
大力提供帮助，共同完善植物园旅游工作。
奉园长向旅游局同志详细介绍了植物园整年
的花展主题活动，重点是春季“上海花展”
等情况，也指出植物园存在全年游客量冷热
不均等问题，表示植物园将主动对接区旅游
局工作，积极与其他景区联动发展，尽最大
努力做好旅游工作，打造旅游品牌。（徐喆）

我园荣获 2011 年度
市科普教育基地先进集体及个人称号

	 4 月末，在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
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大会上，上海
植物园荣获“2011 年度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
先进集体”称号，其中，修美玲同志荣获“2011
年度优秀科普工作者”称号。此称号是全市

于 2000 年，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导
下开展工作，目前有 255 家会员单位，涵盖
天文、地理、生物、环境、交通、航天、医学、
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我园是上
海第一批科普教育基地及理事单位，也是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除了作为休闲游憩场所，
更是进行植物和环境保护科普教育的专业单
位，长期秉持“建设科普教育基地，营造良
好的科普氛围”的科普建设发展目标。近来，
通过不断增加相关的科普设施设备，充实、
丰富科普展示内容，在园内外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各种科普活动。园内科普活动以

各基地评优申报
和联合会组织有
关专家进行评审
推荐，经本次理
事大会选举产生。
上海市科普教育
基地联合会成立

05



2012 2  Issue 1-2  Spring & Summer 

新
闻
综
合

丰富的植物资源为依托，以参与性、趣味性
强的活动为载体；园外科普活动以学校和社
区为重点，宣传普及植物知识和提高环境保
护意识。通过不断创新，以植物园为基地，
强化社会的科普氛围，并建立长期、广泛的
社会联系，在全市植物科普宣传和活动中具
有较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并具有一定的导向
作用，较好地发挥植物园的科普功能。当前，
进一步根据重点人群的需要，开展针对性科
普活动，不断推动科普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赵莺莺 蔡玉珠）

我园茶花和木瓜海棠新品种
通过实地审查

	
	 4 月中旬，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保护
办公室组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
研究所、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山东农业大学的有关专家来到上海植物园，
对‘玉女’、‘玉立’、‘翠玉碗’3 个木
瓜海棠新品种进行实地审查。在认真听取园
方育种组的汇报和实地审查之后，专家组均
认为 3 个品种分别在花色、株形等方面具有
特异性，繁殖材料符合新品种的一致性和稳
定性，一致通过给予新品种保护实地审查。
本次审查是上海植物园继 2011 年 4 个木瓜
海棠新品种之后再次获得新品种权，3 个品
种分别是景观绿化、家庭盆栽、盆景的优良
材料，将有助于上海观赏植物新品种的丰富
和应用。

				 

					 

	 此前，1 月 12 日，国家林业局植物新
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专家到上海植物园，通
过了对我园培育的 2 个束花茶花新品种‘玫
玉’和‘俏佳人’的实地审查，并给予了新
品种保护授权。这是继‘玫瑰春’和‘小粉
玉’2 个新品种之后，再次通过茶花新品种
实地审查。四个茶花新品种具有明显的差异
性，是极具应用前景的优良景观绿化资源。
( 张亚利 刘炤 叶康 )

	著名园艺家沈荫椿先生
再访上海植物园

	 著名园艺家、美籍华人沈荫椿先生继
2009 年 5 月来园后，4 月再次应邀来访问上
海植物园，与园长奉树成及科研中心茶花课
题组、园艺科部分专业人员进行交流。沈先
生在相关人员陪同下参观我园改建后的山茶
杜鹃园，了解茶花和杜鹃品种收集展示情况，
然后介绍了当前国际上杜鹃和山茶育种新进
展。座谈中，奉树成园长表示正努力加强茶
花育种工作，并计划扩大山茶品种的收集展
示，希望得到沈先生的指导和支持。沈先生
认为，植物园的相关工作值得肯定，并与茶
花课题组人员交流育种工作心得。沈先生表
示，将协助我园对山茶、杜鹃传统品种的宣
传工作，并就其它合作事宜进行交流。
	 沈荫椿先生出身自园艺世家。在中国传
统的兰花、山茶、杜鹃等花卉和盆栽盆景方
面卓有建树，是著名的兰花、山茶、杜鹃和
盆景盆栽专家。八十年代赴美后，扩大国际
交流，融贯中西，成为享誉国际的园艺大师。
著作《山茶》在茶花的历史沿革、国际名品
介绍等翔实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莫
健彬 张亚利）

‘玉女’

‘玫瑰春’ ‘小粉玉’

‘玉立’ ‘翠玉碗’

‘玫玉’‘俏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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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莫顿树木园来客访问上海植物园

	 4 月上旬，来自美国的莫顿树木园（The	
Morton	 Arboretum）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Gernard	 T.	 Donnelly 及北京植物园王康博
士等一行访问上海植物园，在副园长陈必胜
等陪同下，客人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园区。
Donnelly 博士在参观盆景园后，对盆景园
规模之大和盆景展品质量之高十分惊异，连
连感叹这是他参观过的最好的国立盆景园之
一，不愧是海派盆景的发源地。他认为上海
有此珍贵的盆景资源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并建议园方应该养护好这些国宝，让它们传
承下去并得以发扬光大。
	 陈副园长介绍，现在中国盆景在朝大型
化、特大型化发展，所以盆景艺术在老百姓
中间难以普及；青少年又被现代科技所吸引，
很少有人能够沉心于古典艺术的创作，所以
盆景在传承上面临传统艺术都必须面对的尴
尬状况。Donnelly 博士表示理解，并介绍说
在美国年轻人也同样喜好新、奇、快的事物，
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
到植物的重要性，开始关注更加健康、时尚
的绿色生活，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接
受并学习东方的传统文化，来改善生活中糟
糕的心境。比如说制作盆景，这种很“中国”
的艺术，不但在美国，在加拿大、欧洲及其
他国家目前都十分的“潮”。随后，客人们
游览了杜鹃园、牡丹园、竹园及 2012 上海
花展郁金香展区，对我园的花展布展水平和
专类园景观给与较高的评价，并表示希望有
机会再此来访来，也希望今后能与上海植物
园合作，共同宣扬植物文化。（王娟）	

江西省第三届花博会执委会
至上海植物园学习考察

	 2 月末，杨建国副巡视员带队，宜春市

林业局、城建局等江西省第三届花博会执委
会下设部门负责人一行来上海植物园学习考
察，奉树成园长、施俊书记等园领导陪同座
谈并参观展览温室。江西省第三届花卉园艺
博览交易会将于今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0
日在宜春市举行，筹备工作正全面进行。据
来访嘉宾介绍，为承办第三届花博会，宜
春市已筹备两年多时间，其中花博会重点项
目—温室项目基础部分刚刚完成，希望通过
此行为后续建设提供好的建议。双方在温室
植物配置、景观效果、养护管理等进行交流。
园方为来宾介绍目前植物园温室管理状况，
为他们今后在花博会的后续管理方面，提供
专业性意见和建议，还向对方引见了辰山植
物园温室工程项目的承接公司。双方表示今
后可以保持沟通，加强合作。（徐喆）

2012 上海植物园春季名品兰花藏品展

	 一年一度的春季名品兰花藏品展于 2 月
29 日至 3 月 13 日在我园兰室举办。兰室具
有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的大型赏兰、养兰场所。
自上海植物园成立伊始，春兰展就成了植物
园的经典保留展览，推陈出新，经久不衰。
春兰名品的展出，为游客和兰花爱好者提供
体验国兰文化的佳处。国兰以素雅的姿色和
清新的芬芳受国人喜爱，在我国文化中占据
重要地位。春兰早春开花，其花色丰富，自
然变异类型多，极具资源优势和特色，享誉
海内外。今年春兰展展出68个品种近200盆，
包括寰球荷鼎、宋梅、绿云、大富贵、绿英、

四喜蝶、张荷素等
中国名品，及月光、
绯鹏、黄冠、红樱
等日本名品；从瓣
型上分，有梅瓣、
荷瓣、水仙瓣、奇
瓣、素心瓣等。今
年早春低温和阴雨，
造成梅花晚开，出
现梅、兰同期开放。
今年龙年，展览中
有一品名为“红龙
字”的春兰，花葶
低矮，兰幽谷深之
趣。（赵莺莺 蔡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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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牡丹真国色 - 牡丹花色研究

高  燕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属于芍药科芍药属多年生落叶亚灌木，起源
于中国。在我国，牡丹栽培历史已逾千年之
久，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成为我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候
选国花。牡丹叶形秀丽，花大色艳，有“花
中之王”之美誉，为我国的传统名花和世界
名花。研究者们根据牡丹品种栽培演化的地
域，目前将其划分为 8 大品种群，国内主要
有中原品种群、西北品种群、江南品种群、
西南品种群；国外则有欧洲品种群、日本品
种群、美国品种群、法国品种群。
	 花色赋予自然界美丽的色彩。植物花色
狭义上是植物花叶中发育成花瓣状的部分所
显现的颜色。植物花色主要有色素组成、色
素含量和色素分布三大因素决定，它们分布
有不同的基因或基因群控制。花色归根结底
是色素的表现，色素形成后，基本的花色就
可以确定。栽培牡丹丰富的花色为观赏牡丹
产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言而喻。
	 牡丹野生种花型、花色单一 ,	但经过漫
长的自然选择以及人为因素的作用，花色逐
渐丰富。从花色的角度考虑，目前已形成了
红、粉、紫、白、黄、黑、绿、复色等色系，
各色系又派生出不同的近似色、过渡色 ,	如
红色系有桃红、脂红、肉红、紫红等；白色
系有洁白、牙白、粉白等；黄色系有淡黄、
暖黄、米黄、金黄等；紫色系有深紫、红紫、

粉紫、浅黄紫等；雪青色还有淡雪青色等。
但是目前仍然缺乏真正的蓝色花，以及中国
人民喜爱的鲜红色花，现有的花色也存在不
稳定的问题。
	 牡丹的花色素属于类黄酮化合物，主要
有花青苷、黄酮和黄酮醇的苷类。目前，从
牡丹花瓣中检出的花青苷有 6 种，分别是芍
药花素 -3,5- 二葡糖苷（Pn3G5G）、矢车菊
素-3,5-葡糖苷（Cy3G5G）、天竺葵素-3,5-
二葡糖苷（Pg3G5G）、芍药花素 -3- 葡糖苷
（Pn3G）、矢车菊素 -3- 葡糖苷（Cy3G）和
天竺葵素 -3- 葡糖苷（Pg3G）。在苷元水平
上检出了 3 种黄酮，即芹黄素（Ap）、木犀
草素（Lu）和金圣草黄素（Ch）；还检出
了 3 种黄酮醇包括山奈黄素（Km），槲皮素
（Qu）和异鼠李黄素（Is）。在糖苷水平上
已分离得到的黄酮苷有芹黄素 -7- 葡糖苷、
芹黄素 -7- 鼠李葡糖苷、芹黄素 -7- 新橙皮
苷和木犀草素 -7- 葡糖苷；黄酮醇苷有山奈
黄素 -3- 葡糖苷、山奈黄素 -3,7- 二葡糖苷
和山奈黄素 -7- 葡糖苷。
	 当前，牡丹 8 大品种群中已有 5 个品
种群的花色素组成得到了初步调查。中原
品种群的花青苷以 Pn3G5G 为主体，其次是
Pg3G5G 和 Cy3G5G，而 Pn3G 和 Cy3G 的含量
较低，几乎都不含有 Pg3G。西北品种群大多
数品种花瓣的非斑部分的花青素由 Pn3G5G、
Cy3G5G 和 Cy3G 组成，Pn3G 含量很低，几
乎不含 Pg 系色素；黄酮和黄酮醇类组成为
Ap、Lu、Ch、Km、Qu、Is。其中‘粉金玉’
等少数几个品种的非斑部分花青素类色素组
成为 PnPg 型，黄酮和黄酮醇类以 Ap、Km 为

A：江南品种‘西施’；B：江南品种‘呼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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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RHSSC 比色卡；D：本园工作人员室外测定牡丹花色

主，含少量 Is。日本品种群黑红或深红紫
色品种的花瓣中含有大量花青苷，而粉色或
白色品种含有微量花青苷。红色花品种主要
含有 Pg3G5G 和 Pg3G；粉色花品种主要含有
Pg3G5G 和 Pn3G5G；紫色花品种中 Pn3G5G 是
主要成分，Pn3G 和 Cy3G 次之。该品种群的
黄酮和黄酮醇类色素，主要是 Ap 和 Km。美
国品种和法国品种中，大部分含有 Pn3G、
Pn3G5G、Cy3G 和 Cy3G5G， 缺 少 Pg3G 和
Pg3G5G，几乎所有的品种都含有查尔酮。江
南品种群和西南品种群的花色和花色素组成
还未见研究报道。
	 在江南牡丹品种群中，牡丹仅有白色系
（如凤丹、凤尾、玉楼），粉色系（如西施、
粉莲、轻罗），紫色系（云芳、呼红、昌红）
等少数几个色系，花色单一问题十分突出。
而花色丰富的中原品种群等其他牡丹品种在
包括上海的江南地区适应性较差，因此，丰
富江南地区适生的江南牡丹品种花色新品
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以及推动牡丹在江
南地区应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牡丹盛开的四月是一年中测量牡丹花色的最
重要的时间。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牡丹课题
小组自去年底即开始相关的准备工作，初步
拟定今年的调查计划。相关人员与各地牡丹
园或栽培基地负责人实时保持着联系，共同
预测各地的牡丹品种花期，据此具体落实调
查路线及人员分工。4 月以来，课题组开始
有条不紊地奔赴安徽铜陵、亳州，浙江慈
溪，上海浦东，江苏盐城，湖北保康及湖南
湘西等合计十个江南牡丹盛产区，收集江南
牡丹品种，测定牡丹花色，保存盛开期牡丹
新鲜花瓣，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HPLC-ESI-MS）确定牡丹花瓣中的花色苷
种类。
	 经过这次系统的调研，课题小组基本掌
握了各省区牡丹品种资源及主栽品种，全面
获得了丰富的实验材料，取得了第一手研究
资料，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各地牡丹科研
人员的联系与交流。近期，研究小组将进一
步测试实验材料，深入分析各地牡丹栽培技
术和适生品种特性，同时合理安排秋季的牡
丹引种工作。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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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环城绿带建设效益后评估”
课题结题

	 3 月中旬，上海植物园应邀参加上海市
环城绿带管理处召开的本课题总结交流会，
与会单位包括上海市环城绿带管理处、华东
师范大学环科系，以及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
等。该课题主要将各类型的环城绿带的生态
效益（生物多样性、调节小气候、滞尘、降噪、
抑菌、碳汇、空气负氧离子等）和经济效益（游
憩、赏花、观景等）进行系统科学的货币化
估算。
	 上海植物园主要承担的项目内容是对上
海环城绿带热岛缓解能力、固碳释氧能力、
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水平做系统的建设
后评估研究，并于去年 12 月底上海植物园
递交了相关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上海环城绿
带的土壤动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水平随着建设
年代的长远而不断提高；2010 年 10 月份的
环城绿带热岛强度为 3.2℃，而同区域 500-
1500 米的非绿地平均热岛强度为 4.4℃，
其热岛缓解幅度达 1.2℃，经估算，如在夏
季高温时段，其热岛缓解幅度将达到 2.0-
2.5℃；整个外环林带绿地常绿乔木的平均
叶面积指数（LAI）为 2.35，平均单位叶面
积年固碳量为 622.8	 g•m-2，落叶乔木的平
均 LAI 为 2.14，平均单位叶面积年固碳量为
482.2	 g•m-2，经计算，整个外环林带绿地
平均每公顷年固碳量达 5.91±1.2t，释氧量
为 15.76t±3.3	t，固碳释氧价值达 1.04 亿
元 •a-1。经过初步计算目前上海市环城绿带
的年直接经济价效益达 8.9 亿元，这其中还
不包括各类间接的附加值和固有价值。
	 上海环城绿带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使用功能和作用也在发生
着变化。近年，城市居民对生态服务的需求
不断提升，但环城绿带总体表现在其生态服
务功能的发挥存在不足，因此，环城绿带从
原先意义上的防止城市无限扩张，转化到了
如何提高绿地游憩休闲价值、改善周边人居
环境和提升上海文化品质的作用上，科研人
员为此提出了以追求经济、生态、社会三效
益统一为中心，提升主导功能，拓展社会功
能为基本点的后发展目标。研讨会上各方达
成共识，希望共同将环城绿带项目和信息合

科研快讯 作平台继续开展下去，尤其在绿化对周边小
气候的改善方面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合作。( 高凯 )

“冬季固碳水生植物群落建设”
课题取得新进展

	 本课题是上海市科委关于崇明专项“东
滩湿地公园低碳建设与运行关键技术集成”
课题中的一项子课题，针对崇明东滩湿地公
园冬季固碳植物引种研究，课题由上海东滩
国际湿地有限公司牵头，与上海植物园合作
共同承担。2011 年上海植物园首先对崇明东
滩地区生态环境基础和植物资源现状进行前
期的调查汇总，确立了冬季固碳水生植物群
落建设研究的整体框架。对崇明东滩地区现
有土壤盐碱度、地下水位、污染物、容重、
质地和有机物等理化特性指标进行系统的调
研检测，根据当地植物资源的调查，结合上
海长三角地区的植物收集名录，初步筛选出
高观赏性、高固碳和耐盐碱耐水湿的新优植
物资源 6 种。目前已选址东滩湿地公园正门
作工程示范点，建设面积为 150 平方米。
2012 年课题组将继续引种冬季高碳汇植物，
并在来年春季对筛选植物及群落进行耐盐碱
性、生长势、固碳能力的测试和景观评价，
进行植物景观配置技术体系构建，形成明确
的寒季景观特色。（高凯）

“低碳社区碳汇工程技术体系研究”
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研究项目是上海市科委关于崇明专项
“陈家镇国际生态社区建设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中的一项子课题，项目由上海市建科
院牵头，与上海植物园合作共同实施，主要
针对崇明陈家镇低碳社区碳汇工程技术体系
进行研究。
	 2011 年期间，上海植物园已对崇明城
镇区域的经济发展趋势、生态环境基础、植
物资源现状和人居的需求进行前期的调查汇
总，确立了低碳城镇绿化建设研究的整体框
架。根据当地植物资源的调查，结合长三角
地区的植物收集情况，筛选出能够在崇明盐
碱地生长基本良好、景观丰富和生态效益突
出的城市园林高碳汇植物 100 余种和芳香植
物 30 余种，对初步筛选出来的植物资源进
行耐盐碱性、生态效益、固碳能力的测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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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评价，并初建单株生态效益固碳模型和
景观评价体系，整合筛选植物的形态特征和
生态习性，形成景观绿化单株植物资源信息
库雏形；初步筛选出室内优化植物30余种，
并正在开展植物空气净化效果的测试和室内
人员满意度调查；对崇明现有土壤盐碱度、
地下水位、污染物、容重、质地和有机物等
理化特性指标进行系统的调研检测，勘察陈
家准城镇社区的地形，以及周边农林有机废
弃物，为以后的土壤改良方案提供有效的基
础数据和实施办法。2012 年，上海植物园已
同甲方和设计方就有关示范点进行沟通，目
前已基本将示范地工作落实于陈家镇 4 号公
园内建设面积为 1000 平方米的绿地，以及
能源中心两翼上1000平方米的坡顶。（高凯）

“高异质空间植物固碳模型的遥感驱
动方法”取得中期成果

	 上海植物园参与的该研究课题是 2011 年
由华东师范大学周坚华牵头华东师范大学和
上海植物园合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城镇绿化植物群自身和影响植物生产
力的环境压力因子存在极高空间异质性，成
为城镇地区碳收支估算不确定性的主因。该
项目将开发完全由遥感数据驱动的绿化植物
群地上干生物量和地上净第一生产力测算模
型，实现模型驱动参数的自动提取；以分树
种单株测算取代现有碳收支模型中使用的基
于生态群系的评估，来适应城镇绿地树种、
分布、结构等的高异质性。最终给出城镇绿
地固碳性能精确快速和时空连续定量的合理
解决方案。项目成果对于多层面评价城镇绿
化植物群的碳储量分布、碳汇水平，以及由
此产生的对碳循环的定量影响和城市的生态
承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为绿化总量目标、
绿地布局、层次结构和植物材料等决策提供
理论和技术支持。
	 2011 年，上海植物园主要对样本骨干
乔木香樟的地上生物量、净生产力与冠幅进
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到香樟地上生物量、净
生产力与胸径、冠幅的回归模型及香樟的生
长曲线，并在“城镇绿地植物固碳模型的遥
感驱动”技术框架中应用。目前已经通过砍
伐获取实验建立了香樟为主，以及女贞、水
杉和意杨 4 种乔木植物的生物量、净生产力
与绿量关系的模型，以及通过光合测定和年

轮获取，建立了香樟单株植物理论固碳模型，
以期给出更合理的固碳预测方案，为后续模
型构建减少破坏性砍伐试验。2012 年，项
目组将再增加 3—4 种上海骨干树种的生物
量及生产力测定，完成通过四季光合测定和
年轮钻取方法，估算树种理论生物量和净生
物量的生理实验。同时，将探索环境因子和
管养模式的差异，对植物叶 N 或叶绿素含量
的影响，建立与光合固碳能力相关的回归模
型，确立光合理论净生产力和生物量的修正
系数。（高凯）

“上海城市绿地碳中和能力与服务功
能提升技术研究”取得中期进展

	 上海植物园参与的该研究课题是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辰山专项中的子课题，项
目由上海辰山植物园牵头，两家植物园携手
合作，目前取得中期进展。
	 2011 年上海植物园首先对上海城镇区
域的绿地生态环境基础、植物资源现状和人
居的需求进行前期的调查汇总，已确立城镇
绿化碳汇能力提升和评测研究的整体框架。
筛选出在上海基本生长良好、景观丰富和生
态效益突出的城市园林高碳汇植物300余种，
并对初步筛选出来的植物资源，进行生态效
益、固碳能力的测试和景观评价，测定典型
绿化配置类型的生态效益，包括固碳释氧、
降温增湿、降噪滞尘、杀菌吸污、负氧离子
等。城市绿地碳汇效益价值评价方面，在归
一化植被指数、灰度共生矩阵统计指标和形
状系数等经典描述符的基础上，再结合归一
化阴影指数、饱和度明度相对差、相对边缘
点数、相对暗细节密度、相对骨架密度、加
权平均冠径等 14 个新描述符，利用遥感参
数自动提取技术对主要骨干树种形状描述符
的测试和评价，已经实现了上海城镇绿地 12
个树种的自动识别，随着研究的深入，有望
进一步改善这些描述符的性能；并通过同步
设计和改进分类模型，来实现更多树种的识
别。2012 年将扩大高效固碳植物优势树种筛
选和系统评价体系的应用，完善植物资源信
息库。同时做好常见树种叶性状及骨干树种
生产力测定，基于叶层性状的生产力预测模
型构建，典型群落生态效益室内室外测定、
分析，以及群落生态效益综合评价基础上群
落模式优化等工作。（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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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碳汇系统构建应用”
探讨新领域

	 该课题由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牵
头，十一家子课题共同承担的研究项目，主
要针对虹桥商务区绿地（包括屋顶绿化）建
设技术研究。课题于 2012 年 3 月 9 日进行
了总结和交流。根据项目组新的目标要求，
虹桥商务区的环境建设不仅地面绿化要美
化、高碳汇、低维护，屋顶绿化也要起到同
样的作用，并提出了两个“50”的要求，即
50%屋顶有绿化和50%屋顶绿化以乔灌为主，
同时，建后将以地面绿化的规格统计在绿化
面积当中。上海植物园作为研究项目的重要
参与方，主要从植物固碳角度出发，筛选固
碳节能、净化空气的高功效植物，同时结合
特殊绿化技术，提高虹桥商务区的固碳能力，
构建多功能的商务绿化复合空间，增大绿化
面积，提升商务区的环境品质。上海植物园
结合项目组的新要求和方向对课题内容做了
相应的调整，在特殊绿化技术的研究内容中
将主要突出屋顶绿化技术，围绕商务区的低
碳目标，在保证商务活动的基础上，开展环
保轻型的一体化屋顶成型栽培介质和可移动
模块拼装技术的研究，充分考虑虹桥商务区
内限高、禁鸟和低碳的限制要求，筛选出空
中俯瞰景观优美、低维护高碳汇和少果避鸟
的植物，通过合理配置，营造高效低碳的屋
顶绿化空间。通过屋顶建筑绿化一体化形式
的构建，将虹桥商务区比上海已建同类商务
区的绿化碳汇能力提高 15%，编写出上海虹
桥商务区建筑屋顶绿化技术手册，并为将来
的示范工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高
凯 冷寒冰）

江南牡丹品种资源调查及
杂交牡丹田间筛选

				一年一度牡丹开花的时节，是上海植物
园科研中心牡丹研究小组最忙的时候。牡丹
在漫长的品种栽培与培育过程中，形成了诸
多的品种，根据品种培育过程中的地域特性
分为不同品种群，国内品种大致分为中原、
西北、江南、西南四个地理类群。江南牡丹，
在长期的引种驯化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夏季
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而别于其它品种群。
目前，江南各地牡丹栽培地分布较广，以沪、
浙、苏、皖、鄂、湘诸省市的部分地区栽培

较多，这些品种包括传统品种及近期培育一
些新品种。
	 2006 年至 2008 年，上海植物园曾经开
展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江南牡丹资源调查工
作，拓展了研究思路，获得了新的研究方向，
在此基础上，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牡丹研究
组着重围绕江南牡丹品种群相继开展了引种
驯化、新品种选育、适应性筛选、花型演化
及花色形成等方面的研究。今年，根据的研
究目标，研究团队再次对江南牡丹品种资源
作进一步调查和采样。在实时预测和了解各
地牡丹品种花期的基础上，各调查路线人员
于 4月分批赴安徽铜陵、亳州，浙江慈溪、
上海浦东、江苏盐城、湖北保康及湖南湘西
等地区，开展牡丹资源调研及实验材料采样。
经过今年的系统的调查，课题组基本掌握了
各省区牡丹品种资源及主要栽品种，并获得
了丰富的实验材料，还取得了第一手研究资
料，研究小组将对试样品材料进行测试，分
析各地牡丹栽培技术和适生品种特性，同时
为秋季牡丹的引种作准备。
				与此同时，2006 以来开展一系列牡丹人
工杂交工作的结果，科研中心的牡丹种质资
源圃里多年杂交的牡丹实生苗，今年已经有
超过 1000 株开花，这些材料花色丰富、花
型多样，为此，科研人员对其中具有观赏特
异性和适应性强的植株进行了田间筛选，作
为培育新品种的对象。牡丹花期较短且集中，
整体集中花期约 20 天，单花期则更短，一
般从初开到衰败，短的3～5天，长的7～10
天，盛开期一般只有 2 ～ 4 天，而且，每年
此时也是江南雨水开始增多的时期，在保证
埠外调查的同时，部分科研人员留守植物园，
以免错过宝贵的牡丹花期。今年的许多工作
是乘着雨过天晴、顶着烈日进行的，对形态
性状进行了测试与记录，为进一步的筛选和
繁殖积累了参考数据。（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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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希望——公益樱花季”

文 / 赵莺莺  图 / 赵莺莺 黄梅林

	

	 满目春色，心系公益。由上海植物园、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爱
之希望——公益樱花季”活动 2012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植物园举行。来自上海社会创新
孵化园、闵行区社会组织孵化园和知了公益
文化传播中心等超过 20 家公益机构及数百
名残障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正值
2012 上海花展期间，参与活动的残疾人朋友
和众多市民游客不但在上海植物园感受到了
浓浓的春意，也在自然中与公益文化来了次
亲密接触。搜狐网对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
	 刚开幕的上海花展，春意盎然，景点精
美，花开热烈。樱花正处盛开期，游园赏樱
正是时候。樱花，象征着“生之希望”。每
当樱花盛开之时，那如云似锦的壮丽美景，
总能让人不禁感叹生活的美好。而对于残障
人士来说，绚烂、富有生命力的樱花能带给
他们更多鼓舞和激励，带来对大自然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希冀。因此，主办方邀请残障朋

友走出家门，到植物园观赏壮丽的樱花美景，
并参加插花等园艺疗法项目，在欣赏美丽春
色，感受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并体验植物在
改善情绪、减缓疼痛、增加活力等方面的功
效。
	 游园赏樱。上午，参加活动的各公益
机构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开始游园赏樱，沿着
2012 上海花展景点游线，从上海植物园 2号
门“爱之色彩”大型花展景点展示区到“爱
之幸福”郁金香花海、“爱之希望”樱花林
等特色景点，一路上大家沿路的春意花香感
受大自然的气息，洋溢着游人的欢声笑语。
七彩的花坛，盛开的樱花，客人们或驻足赏
花，或拍照留影，浩浩荡荡的赏花队伍组成
为植物园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白鸽放飞。在槭树园大草坪，简短的开
幕式后，残障客人亲手放飞白鸽。100 多只
矫健的白鸽振翅直飞云天，在蓝天白云下，
自由飞翔着，带着爱心与美好飞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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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队伍

唱出心声

参加活动的朋友

园艺疗法示范

	 音乐歌舞秀。上午，由五名 80 后组成
的 GLOW 盲人乐队开始了精彩的电声表演，
将现场的气氛引向高潮。盲人乐手们娴熟的
技法和高水平的演绎赢得了场下观众的热烈
欢呼。下午，来自残疾人艺术团和由智障小
朋友们组成的锣鼓队进行了艺术表演，展现
了残疾人朋友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吸引了
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公益机构互动。下午，各公益机构纷纷
加入与公众的互动活动环节，展示自己的特
色。上海植物园的园艺疗法、WABC 的才艺演
出、海惠的亲子游戏、随手执梦的手语互动
体验、快乐小陶子的少儿绘本阅读体验等，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植物园的园艺疗法，
通过插花把具有自然美的植物材料按照自己
的想象进行布置处理，使其成为艺术品；这
种活动可以激发创作情。大家在参中互动体
验，充满乐趣。
	 淘好玩，献爱心。公益乐淘市集前也是
人流涌动，游人们流连于各个摊位，淘走自

己中意的工艺品。摊位上的工艺品大多出自
残疾人、贫困群体之手，每售出一件就为他
们增加一份小小的劳动报酬。
	 在花开满园的上海植物园中，此次“爱
之希望——公益樱花季”活动持续了6小时，
通过公益赏花及互动活动向社会传递了公益
理念，活动也为残障人士、公益人士、志愿
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平台。残障
人士通过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增进了他
们与人沟通和处理简单问题的能力。对于志
愿者及公众，通过此次活动也增进了对残障
人士和公益的理解，让更多人关注公益、热
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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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 在路上”绿地音乐会

文 / 赵莺莺 图 / 蓝  风

	

	 花满园酝酿曲芬芳，2012 上海花展玩起
“跨界音乐”。正当郁金香、芍药、牡丹，
植物园的上海花展渐入“开到荼靡时”，吉
它与琵琶、爵士与评弹……“海派”气息浓
郁的跨界音乐会也在花展的大背景下不安静
地怒放，一场以“春”为名的绿地音乐会给
上海花展的纯“视觉画面”注入鲜活的灵魂，
数百名现场观众从感官的各方面深度体验上
海植物园的“春和景明，莺歌燕舞”。这是
继 2011 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在徐家汇绿地
公园举办“印象衡山路爵士绿地音乐会”之
后，徐汇区旅游局在旅游资源“文艺化”的
进一步实践。
	 上海植物园的“上海花展”是徐汇区“老
牌”的旅游节庆活动。今年花展自开幕来 ,
已接待 20 万游客。为让花展形成“动态”
的活动效果，吸引更多游客互动，徐汇旅游
局与上海植物园共同主办此次“春天·在路
上”上海花展绿地音乐会。通过前期微博招
募，一百名新浪微博“徐汇旅游”的粉丝被
邀请参与音乐会，成为幸运的体验客。音乐
会于 4 月 21 日下午在展览温室北侧草坪举
行。游客免费观赏本次音乐会。
	 音乐会亮出海派文化的鲜明旗帜。具有
“高校”、“高知”、“高水平”的人气乐

队“酱紫乐队”，上海实力唱将、跨界音乐
人邵隽彦，原创音乐人郭一凡等年轻乐队、
乐手、歌手秀出时代音乐的跳跃与多姿。上
海曲艺奇葩 - 评弹丽调传人周红以最为“跨
界”的姿态进入音乐会，展现传统中国风的
独特魅力，及其她本人深厚的功底。音乐会
上，这些互相看似“不搭界”的音乐元素被
表演嘉宾们融合为一体，形成轻舞飞扬的春
之旋律。到场的观众粉丝们也获得与嘉宾们
合作表演的机会。
	 徐汇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绿地音乐
会不仅为植物园旅游资源扩容，更是针对“年
轻游客群体”进行植物园的品牌推广。采用
“时尚、环保、互动、融合”的方式，做场“小
清新、文艺范、文化气、海派味”的草地音
乐活动，对旅游节庆活动市场需求的“搭脉”，
如效果持续良好，这样的模式会进一步推广
到更多的旅游节庆中去，让旅游不仅满足人
们的浅层次观光需求，还能逐步满足人们更
高的文化、体验、审美需求。
	 在国外，植物园举办音乐会是高雅的文
化社交活动，也是各植物园的传统节目，美
国纽约植物园、密苏里植物园、长木花园等，
每年举办多场音乐会，尤其在夏秋之际，而
且收费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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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母祠修缮重新开放

蔡玉珠

	 位于上海植物园内的黄母祠是本地民众
为缅怀黄道婆的历史功绩而建的。历史上，
它经历了十余次重建，现已成为上海境内仅
存的黄道婆纪念祠。作为上海市政府正式公
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黄母祠历经 2 个多
月的修缮，于黄道婆诞辰日农历四月初六（4
月 26）重新向市民游客开放。黄道婆早年流
落海南崖州，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制
造纺织工具和织布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
（1295—1297 年）渡海回归故里，根据从海
南学到的当时先进棉纺织经验，结合自己长
期的生产实践，系统改进了棉花初加工技术、
纺织工具及其技术、织染技艺等棉纺生产全
过程，推动了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至明初，
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故
有“衣被天下”之美誉，黄道婆功不可没。
	 黄母祠占地面积 42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 570 平方米。在此次修缮工作中，对祠
内原有物品进行了全面更新，利用三个展厅，
分别开设了纺织历史馆、纺织机具馆和纺织
植物馆。纺织历史馆主要介绍黄道婆的功绩
及纺织的历史，内设黄道婆半身像，四周布
置纺织相关历史介绍，展柜内还展示各类纺
织物品。纺织机具馆内陈列了捍、弹、纺、
织类工具，介绍纺织工序等。纺织植物馆放
置了各类纤维植物、染料植物的精美图片。
黄母祠内的布置陈设文化韵味浓厚。纺织历
史馆中黄道婆塑像两侧的立柱上，有著名书
法家启功先生在 1991 年题写的楹联：“纬
地经天棉植见慈恩一方衣被，梯山航海机声
垂教泽千载馨香”。黄母祠西侧有一朱红长

廊，长廊东侧有一口水井，取饮水思源之意。
纺织机具馆前广场东侧，一座栩栩如生的黄
母专心纺织的花岗岩雕塑，掩映在翠竹林中。
纺织植物馆前的浮雕墙用青砖细雕的纺织艺
术形象，充实了黄母祠的文化艺术气息。莲
花池畔的“上智舫”为临水船形建筑，取“下
下人有上上智”之意，勾起人们对黄母漂泊
远航崖州学艺的无限追思。大门正上方悬挂
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书“元代科学
家黄道婆纪念堂”的匾额。除馆内陈设外，
各馆周围还种植草棉、菘蓝、鹰爪豆、构树、
凤尾兰等多种纺织植物，庭院结构环境优美
娴静。修缮后的黄母祠，更显示了集人文景
观与园林艺术于一体的特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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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动态

自然导赏员培训

	 继 2009 和 2010 年成功举办“自然生态
（导赏）讲解员培训班”后，为持续促进本
市生态旅游，自然观察活动的发展，上海野
鸟会与上海植物园再度联合举办“2012 年自
然导赏员培训班”。前期通过上海植物园志
愿者群和上海各大环保论坛发布招募信息，
报名人数多达60余位。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
最终选出28位学员参与本届培训班的学习。
本次培训还吸引了兄弟植物园的科普同行也
远道前来参与培训。考核通过的学员大多在
自然方面的综合素质较高。培训班分春季初
级班和秋季进阶班，2期共 12 次（全天）的
授课培训，通过室内授课、游戏和野外实践
结合等互动方式，使学员能掌握基本的自然
常识、自然导赏讲解技巧、以及野外自然观
察的方法。与去年相比，无论是培训内容还
是课程安排，本届培训班都有较大调整。培
训的内容在原有的鸟类、植物、昆虫等基础
上，更增加了新的博物方面的课程，如土壤、
地质、岩石、上海常见兽类等。培训的形式
仍以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为主。针对上海植
物园的特色科普活动——“暗访夜精灵”设
专项的课程培训，以便更好地实践学员所学
的知识。本届培训还赴上海科技馆湿地、南
汇东滩、辰山植物园和天马山等地进行实地
考察。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将参加结业考试，
拿到资格证书的自然导赏员，将在上海植物
园今后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中发挥作用。( 修
美玲 )	

志愿者增色上海花展

	 2012 上海花展中活跃着一支由热心公
益的志愿者们组成的科普导游队伍，他们陪

同游览“上海花展”，推荐最佳赏花线路，
并提供科普讲解服务。通过网络发布了讲解
志愿者招募信息得到了热烈回应，仅 2 天时
间就有500余人报名，为了保证培训的质量，
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背景及志愿者经历筛选了
300 余人参加了为期 2天的志愿者培训。

				通过20名大众评审及工作人员的考核，
最后近 100 名志愿者获录取，加入了花展期
间的科普导游队伍。花展期间的每个周末及
节假日在二号门展区、展览温室、盆景园、
蔷薇园、牡丹园与杜鹃园 5 个服务区域为游
客提供专业讲解和导游服务。志愿者们来自
于不同学校、不同职业及不同专业背景，但
热心公益、乐于奉献、乐于投身于志愿者事
业。他们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时间，加入 2012
上海花展。他们通过服务他人，也锻炼了自
己，增加了知识，提升了自我，从中获得了
快乐和经历。本届自愿者活动由于专业和敬
业，受到游客赞许和肯定。（沈菁）

“暗访夜精灵” 对接“地球一小时”

	 3 月 31 日上海花展开幕的第二天，在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大力支持下，上海
植物园首次参加 2012“地球一小时”活动。	
“地球一小时”是 WWF 发起、全球最大的环
保活动之一，活动号召人们每年 3 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六关上灯，并做出一个环保改变，
并同时动员身边的其他人也加入环保行列。
2011 年该活动全球有十亿人参与，世界著名
建筑，包括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
中国的故宫、水立方、鸟巢、上海的东方明
珠等地标性建筑都熄灯一小时表示对活动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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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如何参与“地球一小时”，植物园
建议市民可走出家门，融入自然，赏花、观星、
观察夜间的自然物候现象，欣赏夜幕下的自
然之美。于是在上海植物园有了“地球一小
时”与“暗访夜精灵”的结合。为了防止光
照对园内生物产生不良影响以及环保节能的
考虑，上海植物园内并未安装路灯等照明设
施。本次活动恰逢 2012 上海花展，游客参
加“暗访夜精灵”，欣赏夜色朦胧下的精美
景点和绚烂繁花，遥想古人“只恐夜深花睡
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诗情画意，并邀请
天文专家与游客一起欣赏美丽的星空，体会
与白天不一样的自然之美。园方还邀请 WWF
的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地球一小时”活动
的缘由和全球影响力。关注气候变化和能源
问题的同时，“地球一小时”行动也是在对
光污染说“不”。活动中游客针对上海地区
的存在光污染情况及其对植物和生态的影响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内植物园中，除了上海植物园，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也参与了2012“地球一小时”
活动。虽然两座植物园所处的地理和环境不
同，一座位于东部沿海的大都市，另一座位
于西南边陲的热带林海，两座植物园都积
极关注生态和环保问题，上海植物园开发的	
“暗访夜精灵”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开发
的“乌兰魅影”，都是以夜游植物园为内容
的环境教育品牌活动。通过引导游客参观夜
色中的植物园，充分调动人体感官，从听觉、
视觉、嗅觉等方面体验自然的美丽和神奇，
内容涉及到植物、昆虫、鸟类、星空等，两
个活动自推出后都获得游客的广泛认同和赞
誉。31日晚间2012“地球一小时”活动之时，
两座植物园首次同时举办夜游植物园活动，
并且通过微博直播活动实况，彼此进行互动。
（赵莺莺）

爱鸟周活动

	 2012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华东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爱鸟俱乐部、上海野鸟会、
上海植物园携手在上海植物园共同举办“和
谐共处，拥抱同一片蓝天”—2012 年上海植
物园“爱鸟周”活动。这天正值爱鸟周，又
是世界地球日，植物园首次在世界地球日举
办爱鸟周活动。活动目的是通过多种互动方
式，向市民普及低碳和爱鸟护鸟知识，提高
市民的环保意识。活动分为六部分：观鸟讲
座、知识问答、摄影展、鸟类拼图、《找家园》
游戏、《勺嘴鹬迁徙》游戏、定点观鸟活动。
参与活动的游客有机会获得鸟类照片等小奖
品。观鸟讲座，将向游客讲解观鸟知识、上
海常见鸟类等。鸟类知识有奖竞答，通过问
答的形式，调动参与者的兴趣，加深对爱鸟
护鸟和低碳生活的了解。科普知识展板展示
和“爱鸟周”摄影作品展，通过图文的形式
欣赏各种鸟类摄影作品，了解上海常见鸟类
知识。鸟类拼图比赛，以游戏的形式增加相
关知识。“找家园”小游戏，教会小朋友们
了解身边常见鸟类的栖居地、关注鸟类的生
存环境。勺嘴鹬迁徙游戏，通过走棋盘游戏，
让参与者感受鸟类生活的艰难。定点观鸟活
动，由上海植物园和华东师范大学爱鸟俱乐
部共同组建的志愿者队负责，引导大家亲身
体验身边的鸟类。（赵莺莺）

保护森林—
从多用手帕少用纸巾做起

	 3 月 21 日是今年的世界森林日，上海
植物园首次提出环保倡议“少用一张纸巾，
少砍一棵大树”，并准备 1000 条印有上海
地区花讯的手帕免费赠送。随着人类的发展，
近现代对木材及林产品的消耗猛增，导致全
球森林面积急剧减少，森林品质不断下降，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纸巾就是随着社会生活
习惯改变而取代手帕的一次性消费之一，小
小纸巾的生产和消费，事关森林资源、环境
污染、二氧化碳排放和其它生态问题。因此，
在世界森林日，上海植物园要市民们呼吁重
新使用手绢，改变大量使用纸巾的习惯以保
护环境。此次赠送的花讯手帕既环保又方便
游客针对花期赏花外出赏花。此次活动规模
虽小，理念意义却不小。（赵莺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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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上海花展主题设计及效果

文 / 胡真 图 / 蓝风 胡真

	 2012 年上海花展的主题为“关爱花卉，关爱未来”。在展示内容上，通过总体规划面积
为 20 公顷的 8 大展区内 12 组主题设计景点，以“爱”作为主线将全园所有的景点、景区无
缝衔接，结合花卉展示、园艺布展、科普文化活动，全面挖掘花卉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欣
赏花卉、植物和园艺之美的同时，感悟植物、关爱自然，感悟当下、关爱未来。通过营造满
园的爱心和温馨，标示着社会的和谐、美好和进步的现实与愿景。主题设计景点主要分布在
三大展示区内：主题景区（二号门区域）、郁金香花海区（四号门区域）、兰花百合展区（展
览温室周边）。

1	主题景区
	 该展区位于二号门绿化示范区，展览面积 4 公顷。从二号门入口至瑶华桥，共设立了九
个以爱为主题的景点。在整个主题景区的游线中分布了七组主题景点，以红、橙、黄、绿、兰、紫、
青七种颜色来体现“爱的色彩”，分别对应不同的爱的主题。在游线的首尾各设立了一组景点，
分别为“爱之源”和“彩虹微笑”，作为首尾呼应。

19



2012 2  Issue 1-2  Spring & Summer 

Ⅰ《爱之源》
	 该景点位于二号门入口广场的椭圆形花
坛，占地面积约 155 ㎡。设计创意来源于远
古时期祖先为我们留下的，距今年代最久远
的可识的汉字形态——甲骨文。简体字中的
“艺”字，在甲骨文中用“		”表示，它的
本意是一个人手持树木种植的意思。景点的
主景部分运用了立体花坛的表现形式，通过
各种色彩深浅不一的植物，把植树少女和参
天大树装饰得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视觉效
果，将“		”字的内涵与意境完美地展现在
游客面前。前景的花坛图案好似少女的柔美
长发与飘逸的衣裙，象征爱与自然的悠悠情
绵。此外，在缤纷的花带间镶嵌了三色的鹅
卵石，配以白色沙砾，使整个平面图案更富
有古朴感，体现了远古时代的历史痕迹。本
景点是二号门“爱之色彩”主题景区的第一
个主题景点，寓意着爱的源头。作为爱的起
点，引申出之后的七色主题景点，以突出本
届花展“关爱花卉，关爱未来”的主题。

主要植物：小叶绿草、小叶红草、绿景天、黄景天、    
          报春花、杜鹃等。
参展单位：上海市黄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艺”字，在甲骨文中用“		”表示，它的

果，将“		”字的内涵与意境完美地展现在

Ⅱ《执手园》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红”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 370 ㎡。本

景点延用了原有日式庭院的主体框架，保留
了木制门楼、卵石道路、毛石景墙、石拱桥、
水池等一系列景观元素，并运用各种布置手
法，凸显红色的主题。红色代表了纯洁、浪
漫的爱情，装饰一新的红色建筑、鲜艳夺目
的红色系花卉、精致的爱心造型花坛、有趣
的心形植物以及缠满红色丝带的许愿树，将
整个景点烘托的温馨而又浪漫。情侣们可以
牵手在小径中赏花、漫步，细细品味其中的
韵味，默默许下爱的心愿，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

主要植物：天竺葵、红掌、西洋杜鹃、羽扇豆、金雀花、 
       龙血树等。
赞助单位：上海滨江森林公园

Ⅲ《暖暖的爱意》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橙”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 520 ㎡。橙
色是最温暖的颜色，景点以“爱之初”、“童
趣花园”、“缤纷未来”三个主题来表达父
母对孩子无私的爱。以充满主题立意的“天
鹅”、“爱之初”立体花坛引入景点的主题，
利用原有炭化木透墙围合出充满童趣的花园
空间，以暖色系的花卉表达父母对孩子未来
的无限遐想。整个花园充满了欢乐与爱意，
仿佛是父母给孩子打造的成长乐园。

主要植物：五色苋（绿草）、细叶蜡菊、含羞草、  
          摸摸香、薰衣草、猪笼草、杜鹃、双荚决明、   
                  地中海荚蒾等。
参展单位：上海市长宁区绿化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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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绿色田园，悠然生活》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绿”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 220 ㎡。绿
色是自然界的基调色，人类与生俱来对绿色
有着强烈的亲近感和安定感。如今生活于钢
筋混凝土丛林中的人们渴望回归温馨、朴实、
纯粹的田园生活。景点充分利用中式田园元
素，巧妙地利用各种形式的蔬果花架布置于
基地的主要入口以及转角处，不但点明了主
题、丰富了整个场景的立面效果。散落于绿
地边的南瓜小品组合以及几畦蔬菜地更是增
添了几分现代农家田园氛围，展现出一派生
机盎然、纯朴、和谐的田园风情。整个园区
使用了深绿、草绿、嫩绿、亮绿，以营造浓
厚的绿色氛围，体现出关爱植物，与动物和
谐相处的生动场景，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
富有浓浓生活情趣的温馨画面。

主要植物：罗汉松盆景、榆树桩、铁树、散尾葵、 
       绿宝、鱼尾葵。
参展单位：上海市闵行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Ⅵ《青葱岁月》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青”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220㎡。“青”
是指万物从春分到夏至三个月的生长阶段，
是万物的茁壮成长阶段，是青年的时代。景
点以“青葱岁月”为主题，通过《荀子	劝学》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历史典故，借以体
现“青”在万物生长历程中的重要性。铁艺
制树形雕塑，挂青苹果，展现“青葱岁月”

Ⅳ《花仙传奇》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
“黄”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200㎡。
黄色是活泼的色彩，代表着灿烂和希望，景
点使用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黄色系花卉来烘托
整个景点欢快的氛围。景点制作方还特别为
2012 上海花展绘制了十二幅以十二花仙为主
题的竹屏风镶嵌在景点背景的竹制围栏中，
向人们述说了十二段美丽动人的故事，可谓
是整个景点中的一大亮点。游客们漫步在青
花瓷瓶图案的石子路中，欣赏着栩栩如生的
竹制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好一片春意盎
然的景象。

主要植物：勋章菊、万寿菊、黄晶菊、大花天人菊、 
       牛蛇樱草。
参展单位：上海古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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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翱翔》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蓝”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约 400 ㎡。蓝
色代表着上海“海纳百川、自强不息”	的
城市精神，代表了宽广的胸怀，象征着上海
城市生命的活力。景点根据大海的主题，将
原有比较平整地形改造为弧形波浪的起伏地
形，使用各种蓝色系花卉组合成波浪起伏的
花带，仿佛是层层叠叠的海浪，生动地营造
了一片蔚蓝海面；用白色观赏草来营建立体
海鸥造型，富有动感的在海面和空中上飞翔；
并在景点中用“锚”的立体造型加以装饰，

Ⅷ《等你来坐坐》
	 该景点为“爱之色彩”七色主题中以“紫”
作为主题色的景点，占地面积 230 ㎡。紫色
是大自然中最为神秘，最为浪漫的色彩。景
点的主背景为一株高达6米的大树造型绿墙，
左右两侧分别设置了两组拱形的紫藤架，并
在由低到高的廊架上点缀了各种紫色系的花
球和花袋，增加了色彩感和层次感。同时，
通过一组扇形的阶梯式花台，将廊架中间和
两侧的空间融为一体，使整个景点更丰富、
更完整。阶梯式花台布置了各种紫色花卉，
层层叠叠的紫色、深浅不一的绿色以及廊架
远端虚为以待的座椅，为整个景点增添几分
温馨浪漫的气息。为身心疲惫的您带来一份
温馨一份关爱。

主要植物：紫藤、红绿草或佛甲草、角堇、薰衣草、  
       南非万寿菊等。
参展单位：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的美好时代氛围；花岗岩雕制“书”形体文
化主题标识，展现“青”文化这一主题；以“邮
筒”为背景的组合小品，展示青年间的纯真、
简单的交流方式。同时利用各种植物布置形
式，将整个景点营造成为一个具有校园文化
色彩的围合空间，多角度展现了“青葱岁月、
青涩校园”的主题。

主要植物：水果兰、月季、石竹、常春藤、杜鹃、玛格丽特、  
       薰衣草。
参展单位：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园艺发展有限公司

体现大海的氛围。景点在原有木栈道上增加
了海港风格的粗木桩与麻绳相结合的栏杆，
既起到了区域分割与阻挡人们进入的作用，
又烘托了景点气氛，让游人宛如置身海边。

主要植物：角堇、三色堇、矮牵牛、美女樱、南非万寿菊、 
            飞燕草。
参展单位：上海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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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彩虹的微笑》
	 该景点位于二号门展区大直道的末端，
占地面积 560 ㎡，是整个展区游线中最后一
个主题景点。作为七色主题景点的结束曲，
利用七色彩虹点明了该区域“爱之色彩”的
主题。景点围绕“彩虹”、“微笑”而展开，
保留了原有的廊架、木栈道、木平台及花钵
等小品，并将原来的红框架改造成了七彩微
笑景墙。景墙采用红豆、绿豆、黑豆、花生、
红豆、黑米、玉米等各色种子，勾勒出一幅
幅生动活泼的笑脸。景点的中心区域是以立
体花坛形式勾勒出的七色彩虹，周围由彩色
麻绳制作的“彩虹棒棒糖”作为点缀。缤纷
的色彩，活泼的氛围，让每一个游客都能感
受到爱与被爱的幸福，体现了爱生活、爱花
卉的主旨，成为二号门“爱之色彩”展区中
最华丽的篇章。	

主要植物：角堇、何氏风仙、四季海棠、大花飞燕草、万寿菊等。

参展单位：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2兰花百合展区
	 该区域位于展览温室及其周围区域，展
览面积 2.4 公顷。其中展览温室以代表“爱

之幸福”热带兰花为主，布展达到100个品种、
1000 株，配以其它热带珍奇植物，花期贯穿
整个花展；同时，在展览温室主入口西侧区
域设置了一组主的景点，利用引进的 4 个百
合新品种作为该景点的主题花。

Ⅹ《幸福时刻》
	 本景点位于展览温室西南侧，面积约
300 ㎡。作为本景点的主题花，百合有着很
多美好的含义：在西方象征着圣洁、纯洁、
庄严，在中国则具有“百年好合”之意，代
表了深深祝福。景点的两组主景造型均采用
了立体绿化的形式，一组为一双碰着爱心的
手，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对爱
的用心呵护之意；另一组为一对深情相望的
新人，周围装饰了百合花造型的铁艺背景和
“LOVE”字母，仿佛正在举行圣洁的婚礼。
此外，景点中种植了4个品种近1500株百合，
以渲染圣洁婚礼气氛，突出爱的主题。

主要植物：红绿草、南非万寿菊、海棠、矮牵牛、花毛茛、 
            天竺葵等。
参展单位：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3郁金香花海区
	 郁金香花海区位于四号门以南张家塘桥
以北的区域之间，展览面积 2 公顷，展示球
根花卉面积约 5000 ㎡。大面积的郁金香、
洋水仙集中展示，给游客以视觉上的震撼，
传达郁金香“爱”的象征意义。此外，该区
域还设计 2 组以和平、和谐为主题的综合景
点，布展面积近 3000 ㎡。

Ⅺ《和平花园》
	 该景点位于四号门区域樱花大道南侧，
南、北、东侧三面环路，西侧为茂密的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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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约 2600 ㎡。景点区块内有十多株
高大的水杉，水杉南侧为原动物园景点，北
侧为原国树国花区。通过一条弧形的道路与
数条纵向的小径，把两个独立景点串联起来。
在景点的中心位置种植了一片象征和平的油
橄榄，并在树丛间设置了一大一小两组由几
十只金色小鸽子组成的和平鸽雕塑。栩栩如
生的和鸽子宛如一个个和平使者，衔着橄榄
枝展翅高飞，把和平、友好与希望撒播到世
界各地。在整个区域内设置了 4 组弧形的白
色景墙，或高或低，前后交错，穿插于景点
之中。为了烘托“爱之和平”的主题，景墙
上还手绘了五副毕加索和平主题作品，增强
了景点的立面景观效果，展现了对自然和谐
的向往、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游客们可以漫
步在花丛中、小径上，一边赏花观景，一边
静静地体会和平的意蕴。

主要植物：油橄榄、红叶石楠、山茶、金雀花、铁线莲、 
                            花毛茛、白晶菊等。
赞助单位：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
	

Ⅻ《流动的生命符号》
	 该景点位于四号门樱花大道南端环路中
间的圆形花坛，面积约 300 ㎡。景点将现有
的圆形立体构架进行修整和再创造，并运用
各种花卉和观叶植物将整个圆形构架的内外
两个立面进行了装饰。通过不同的植物颜色
和肌理，形成了拥有流畅线性图案绿墙。围
绕在立体构架外围的三块花坛中通过花卉色
块拼接的形式制作了一副抽象的世界地图，
并在内圈的背景区域设置了层次分明、色彩
缤纷的花境作为点缀。拥有柔美线条的绿墙
代表了流动的、和谐的生命符号，而五彩地
图象征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对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

主要植物：花灌木、特色造型植物及草本花卉
参展单位：上海辰山植物园

	 此外，根据二号门主题展区的桥、廊固
有结构布置的花桥、花廊两个景点构成花团
锦簇的温馨、浪漫情调，被喻为“爱之桥”、
“爱之廊”，以舞春花、半边莲、非洲凤仙、
垂吊矮牵牛、半边莲等装饰而成。

24



2012 2  Issue 1-2  Spring & Summer 

2012 年茶花精品展回顾

张亚利 胡  真

	 没有玫瑰的年代，山茶花是传递爱情的信物，清丽雅致而不失真诚与忠贞，每一次的绽
放似在吐露一句情话，坚守一份执着，传递一丝想念。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曾从云南引进 20
余个滇山茶品种进行展示，在沪上引起轰动。2012 年来临之际，上海植物园奉树成园长等领
导及科研人员在对上海居民初春出游需求和上海植物园特色的分析中，决定重新振兴上海植
物园的茶花品牌和特色，逐步形成上海独具特色的茶花展。于是在上海星源农业实验场的协
助下，有了我园新时期以来的首届茶花精品展（2012.02.04 ～ 02.26）。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展示茶花型多样和多姿多彩。在珍奇茶花展示区、茶花花朵展示区，
展现了传统、珍奇或稀有种类计 100 余个品种（或种），包括国内外现代新优品种、国内传
统品种及自主创新品种。如，传统品种“十八学士”、黑色花的国外名品“黑魔法”，珍稀
种类有“梦幻之花”美誉的金花茶、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叶似杜鹃的杜鹃红山茶、叶
形似鱼尾的鱼尾茶等，以及上海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特色山茶新品种‘小粉玉’、‘玫瑰春’等。
花型上有半球状的宝珠型山茶，有花蕊瓣化、重重叠叠形若牡丹的牡丹型山茶，有花瓣多层、
形若鱼鳞般排列的复瓣玫瑰型等。花色上则包括罕见的黄色、绿色、黑红色，娇艳的红色、粉色、
白色等。茶花艺术展示区则由我园插花大师王路昌以茶花为主要花材创作，从插花艺术造型、
家居茶花应用等形式展出。由于本次展览筹办时间紧张，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上海植物园
展览温室，布展形式上采取了以茶花为主题的花朵展、插花展及国内外精品盆栽展。
	 在展示时间上，注重突出春节、元宵节及情人节期间游客观赏的需求，营造高贵、典雅
的节日氛围，同时弥补新春前后观赏花卉种类较少的不足。本文通过回顾展览情况、总结经验，
以资后续相关展览借鉴。

1上海植物园茶花展的起缘

1.1 冬季国内外三大节日期间，市民亟需赏 
 花游园地
	 每年的 12 月～ 3 月期间聚集了国内外
共同关注的‘圣诞节’、‘春节’和‘情人节’
三大节日，而此期间，杜鹃、兰花、一品红、
丽格海棠等花卉占据年宵花卉市场的半壁江
山。在各大植物园及公园的迎春花展中，苦
于室外木本观赏花卉的匮乏，兰花及催花牡

丹、杜鹃成为近年来展览或环境装饰用用的
主题，由于单调或重复，无法充分表现百花
迎春以及春节期间市民外出游憩，寻花赏花
的需求。而茶花不仅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也
是少有的冬春季节观赏花卉，尤其是国内外
茶花品种已达数万之巨，品种的花型和色彩
极为丰富。

‘黑骑士’ ‘黑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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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植物园茶花研究成果的转化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植物园以山茶、
杜鹃及兰花为主的‘三花’声名显赫，1979
建国 30 周年之际，本园为在虹口公园举办
的百花齐放展览会提供了 90 种采用花期调
控措施促成开花的花卉，其中就有茶花。上
海植物园至今保留着原有的茶花品种。
	 近年来，上海植物园加大山茶种质资源
收集与创新力度。在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应
用方面，已经收集传统茶花品种近 60 个，
山茶属植物原种 20 余个。在育种方面，致
力于芳香小花型茶花及集观赏与经济价值于
一体的油茶选育研究，已经初步选育出茶
梅杂交 F1 和 F2 代近 300 株，茶花杂交单株
100 余株，目前国家林业局申请新品种保护
4 个，美国国际山茶协会登录新品种 4 个，
这些品种良好观赏性状和适应性的为上海的
绿地应用创造了良种条件，也为进一步筛选
适合上海立地条件的茶花新品种种质奠定了
较坚实的基础。

1.3 上海植物园特色提升的挖掘
	 植物园是拥有活植物收集区，并对收集
区内的进行记录管理，使之可用于科学研
究、保护、展示和教育的机构。上海植物园
从建园之初的引种收集保护，到目前的科
研、科普并重，已经逐渐体现出一个植物园
应有的功能，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特色并实
现与同在本市的辰山植物园错位发展，实现
各自特色，是上海植物园未来发展需要解决
的问题之一。在国内植物园中，武汉植物园
的猕猴桃，北京植物园的桃花等就想一张特
色名片一样令人印象深刻，而上海植物园近
年来逐渐重视和发展牡丹、茶花及木兰三大
传统观赏植物的种质创新工作，为打造上海
植物园的花卉名片奠定了较厚实又具有特色
的基础。山茶属约有原种 250 种，主要分布
在中国的长江以南至云南及越南地区，及东
亚与东南亚地。经济上，因为茶（Camellia	
sinensis）、茶油及精油而重要；园艺上，
因为山茶（C.japonica）、茶梅（C.sasanqua）
及滇山茶（C.reticulata）而美丽。茶花花
期从 11 月份到来年的 4 月份，花期长达近
半年之久，茶花的展示不仅满足了市民游憩
赏花的需求，也是向市民普及茶花知识以及
展示上海植物园茶花研究成果的窗口，成为
打造上海植物园特色名片的重要使者之一。

2首届上海植物园茶花展的经验启示

	 2011 年 12 月～ 2012 年 2 月 3 日，整个
花展的筹备时间紧迫，如何办好上海植物园
首次茶花展，是对上海植物园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上海植物园合作及创新能力的考验。
为此，上海植物园园艺科、科研中心及经营
策划科开展了多次的沟通与协调，认为此次
茶花展重在深入挖掘中国山茶文化的同时，
寻找山茶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探索一
种方法使山茶走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为处
于亚健康状态的都市白领们营造身心俱美的
健康生活空间。
	 根据各个部门的分工，园科研中心在接
到任务后，首先结合上海星源农业试验场在
茶花品种收集方面的优势，开展了精品茶花
盆栽展示的品种选择及催花技术探讨，准备
了近年来国内外培育的黄色系及黑红色系等
茶花精品品种 100 余个；其次开展了容器的
选择、搭配及花朵的瓶插寿命等相关的准备
工作。通过模拟家居条件的试验，将选取的
鲜切茶花分别插入装有水或花泥的器皿中，
观察容器中茶花的寿命及观赏效果，为茶花

花朵展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地，将上海植
物园自主培育的束花茶花‘小粉玉’和‘玫
玉’2 个新品种在本次花展中亮相，不仅为
游客带来全新的茶花面孔，也使本项成果得
以在茶花展中推介。园艺科历来是园内各大
类型花展的重要组织者和实施者，此次茶花
展从容器、花材到造型，园艺科相关人员都
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通过与园艺科设
计师胡真、插画大师黄路昌等深入探讨，确
立以茶花精品、艺术插花及花朵展示为主线，
以美化家居生活为主旨、大力倡导时尚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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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展示方案。经营策划科，则在时间极其
紧迫的情况下，完成了花展宣传资料的设计
与布置，同时开展了‘茶花树下寄相思，共
度低碳情人节’及上海植物园官方微博“茶
花插花作品征名”活动，受到了游客的喜欢
和关注。通过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使得本
次展事圆满完成，尤其是科研中心的积极介
入，为本次花展增添了新的亮点和科学内涵。

3首届上海植物园茶花展的特色

	 本次花展上，在展览温室内先后有 100
余个国内外现代新优品种、国内传统品种及
上海植物园新育品种与游客见面。

（1）盆栽展
	 “珍奇茶花展示区”位于展览温室四季
花园区内，占地面积约 2000 ㎡。其中展示
了各种珍奇茶花 20 个品种，约 50 株。包括
了黑色系的‘黑魔法’、‘黑椿’、‘黑蛋石’，
绿色系的‘可娜’，黄色系的‘黄惊喜’、‘抱
茎金花茶’、‘凹脉金花茶’，垂枝的‘孔
雀椿’等各类特色和珍奇品种，另外，该区
域还展示了部分国外优秀的茶花品种，如‘劳
克’、‘美丽’、‘香屋’、‘情人节等 50
余个品种，约 150 株。

化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我们筛选瓶插寿命
长的品种提供了比较试验基础。主要展示了
6 大类花型，60 多个品种的山茶花朵，此次
展览中，部分品种的瓶插寿命在一周以上，
如‘新世纪’、‘小妮子’等品种，是良好
的家居瓶插材料。

（2）花朵展
	 “茶花花朵展示区”位于展览温室西侧
塔楼底层，国外茶花花朵展屡见不鲜，但在
国内，此为首次，花朵展不仅为家居生活美

（3）新品种
	 上海植物园多年来致力于茶花种质资源
创新工作，如何让游客早日一睹我们新品种
的芳容，茶花展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本
次展览中由上海植物园自主培育的山茶新品
种‘小粉玉’、‘玫玉’等首次亮相，显示
了我园在的茶花育种领域科研成果。

（4）插花展
	 “茶花艺术展示区”位于展览温室东侧
塔楼底层，由上海著名插花大师、我园的王
路昌先生亲自操刀，首次采用茶花为主要插
花材料，创作了 12 组形态各异的艺术插花

‘小粉玉’ ‘玫玉’

               ‘新世纪’                         抱茎金花茶

               ‘黑魔法’                         ‘劳克’

            ‘小粉玉’                         ‘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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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人节”造型
	 山茶花是传递爱情的信物，本次茶花展
结合情人节的活动，别出心裁的采用茶花作
为主题。在展览温室中心水池中，园艺师们
采用浮岛和竹艺的形式，运用茶花花朵组成
“心心相印”的图案；同时，采集了具有‘情
人节’、‘贝拉大玫瑰’等富有节日气息的
品种花朵赠与前来游园的情侣们，同时，开
展杜鹃山茶园山茶认养活动，让大家了解茶
花，享受茶花带给大家的那份贞洁与美丽。

造型。同时，借本次茶花插花展，我们还开
展了微博征名活动，让 12 个作品更加的栩
栩如生，充满诗情画意。

年来，春节期间上海地区的花展多以兰花、
牡丹为主，而此次花展，不仅满足了茶花爱
好者的需求，对于普通游客，看到如此众多
花色、花型的茶花，给他们难以想象的视觉
冲击和享受，对于摄影爱好者，更是提供了
很好的素材。一份期盼，由于今年茶花展时
间紧迫，虽然考虑到了茶花花朵、茶花插花、
茶花盆栽的展示形式，并结合了茶花文化普
及，但在展示规模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比如空间上缺少室外布展，形式上也缺少茶
花盆景展示，游客在今年春节上海植物园获
得惊喜之余，更期盼着来年更为精彩和壮观
的茶花展。对于我们，作为园林人，则收获
了一份欣慰，看到游客对茶花的热爱及游客
量的增加，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游客的认同；
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来年的压力与期待继
续燃烧青春的渴望。
	 本次花展过程中，并未见明显的游客量
增加，通过对首次茶花展的系统分析，我们
对本次花展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思考。从客
观原因来看，2012 年 2 月份共 29 天，晴天
数量为 5天，茶花展期间，晴天数量为 3天，
这成为影响今年花展期间游客量的一个主要
因素。历年 1 ～ 2 月份植物园游客量较少，
本次尝试打破现有的格局，并为取得很好的
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规模上，本
次花展主要集中在展览温室，花朵展及插花
展面积偏小，珍奇植物盆栽数量 150 余盆，
其景观效果及展览效果未达到一定的层次。
其次，宣传上，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宣传
成了直接影响受众的重要媒体，由于本次花
展规模较小，宣传力度也相对薄弱，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宣传与展示的脱节。另外，在配
套展示上，文化的宣传及活动的策划比较欠
缺，未能形成多样化的展示氛围。
	 本次茶花展，有成功也有不足，希望在
未来的茶花展中，能从规模和内涵上展示茶
花的多姿多彩和文化魅力，因此，改变在局
促空间办展的方式，通过足够的室内和露地
空间展示相结合，才能展示茶花品种的丰富
多样性。此外，茶花与杜鹃作为我国的传统
名花，栽培和展示上常彼此呼应，我园杜鹃
园通过改造，景观效果得以较大幅度提升，
因此，加强山茶的专类收集和展示对植物园
有极大意义。果其如此，定能迎来万人赏茶
花的空前盛况，重塑上海植物园当年‘三花’
的威名。

4上海植物园 2012 茶花展的启示

	 2012 年 2 月 26 日，上海植物园首次茶
花展圆满结束了，留给游客的是一份惊喜、
一份期盼，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欣慰、一份渴
望。对于游客，此次花展带来一份惊喜：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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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延长上海地区牡丹观花期
	

叶康（文）王荣（图）

	

	 4 月中旬是上海植物园牡丹园里牡丹花
集中盛花期，进入下旬以来，牡丹花已经陆
续凋落了。但是，游客们仍能看到一些牡丹
花在盛开着，它们花色各异，有白色的“五
大洲”、粉白色的“天衣”、桃红色的“花逰”、
红色的“八千代椿”以及紫色略带蓝色的“长
寿乐”等等。这些盛开的牡丹花多是日本牡

‘天衣’（日本品种）

‘凤丹白’（江南品种）

‘五大洲’（日本品种）

‘长寿乐’（日本品种）

丹品种。植物园引入的这些
中晚花的日本牡丹品种，恰
好与国内的一些早开的品种
在花期上形成互补，延长了
牡丹园的牡丹整体观赏花期。
日本牡丹早年引自中国，经
过日本园艺家两百多年的品
种改良，培育出了今天众多
的日本牡丹品种，并形成独
立的日本牡丹品种群。由此
想到了在上海地区如何延长
牡丹观赏期的问题。
	 牡丹雍容华贵，素有“花
王”之称，深受国人喜爱。
然而，牡丹虽然好看，但是
花期并不长，一般来讲，牡
丹单花期 5 ～ 6 天，集中花
期 20 天。单瓣品种比重瓣品
种早开 3 ～ 4 天，而花期短
2 ～ 3 天。在我国，牡丹集
中花期一般在 4 ～ 5 月份，
南北各地略有差异，一般南
方花期略微偏早，而北方花
期相对较晚。如山东菏泽地
区的中原牡丹品种一般清明
过后花蕾迅速膨大，谷雨（4
月 20 号）前后开始开花；而
青岛牡丹花期则一般在 4 月
中下旬至 5 月初。北京地区
牡丹集中花期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位于甘肃地区的西
北牡丹品种群的花期则一般
在 4 月底到 6 月初。西南地
区牡丹花期则普遍偏早，一

般在 3 月下旬始花，至 4 月初即已进入盛花
期，4月中旬即开始谢花，少数可到 5月初；
云南部分地区始花期可早至3月中旬。总之，
不同的地区不同品种群之间略有差异，但整
体花期均不长，大约在 20 ～ 30 天左右。
	 据记载，历史上，上海栽培牡丹较盛
是在清代五口通商之后，当时“最盛于法华

寺，品种极繁，甲于东南，有
小洛阳之称”，至民国时期，
牡丹品种极多，仅真如园，
已有四百余种，且年年增加。
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黄园
先后从日本、法国引进牡丹品
种，开创了引进国外牡丹品种
的先河。1979 年，上海再次
从国外引种牡丹。此时，上海
植物园已建成。如今，上海植
物园已引种及筛选出大量适
生的日本及欧美牡丹品种。通
过它们不仅丰富了牡丹品种
花色等观赏特性，同时也延长
了牡丹观赏花期。
	 据多年观察总结，上海
地区牡丹花期一般在 4月中旬
到 5月初。随着早春气温的差
异，不同年份稍有不同，一般
江南地区栽培最多的单花品
种——‘凤丹白’开花最早，
在 4 月 8 ～ 10 日始花（少数
年份可提前至 3月底），紧接
着一些中原品种、江南品种、
日本品种陆续开放。部分日本
牡丹品种及西北紫斑牡丹品
种则相对较晚，如，西北品种
‘书生捧墨’、‘紫蝶迎风’，
一般在 4月下旬，甚至到 5月
初，而欧美牡丹品种花期普遍
较晚，如‘Banquet’、‘Golden	
Isles’等一般在 4 月末到 5
月上旬开花。因此，目前上海
地区的牡丹花期在 4 月初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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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花的日本牡丹品种及欧美
牡丹品种，来延长 5 月的牡
丹花期，同样丰富这些品种
及增加种植数量，由此达到
延长上海地区的整体牡丹花
期。初步估计，通过此种方
法可以使整体观赏花期延长
到近 50 天。而且不同牡丹
品种群也具有各自的特点，
如西北品种花瓣上独特的紫
斑、欧美品种群中一些牡丹
特别的黄色；再如日本牡丹，
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势强，
萌动迟、花期晚，花大、色
彩艳丽纯正、花型结构较为
简单、花茎挺立、丰花、成
花率高、着花容易、花香淡
雅等特点，这些特点都使得
牡丹的观赏效果大大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直接引
自日本牡丹的品种，由于是
通过芍药根砧嫁接繁殖的，
一般寿命较短，同样存在品
种更替的问题，而且日本牡
丹的遗传基础与我国的中原
牡丹相同。因此，通过有意
识的人工杂交和定向选育，
力争在杂交后代选育出一些
早花、晚花以及二次开花的
品种（如部分日本品种还能
于每年秋冬之交或冬季二次
开花，形成“寒牡丹”），
来从根本上延长牡丹观赏花
期。

‘Banquet’（欧美品种）

‘紫蝶迎风’（西北品种）

‘Golden Isles’（欧美品种）

‘书生捧墨’（西北品种）

月上旬，集中花期则在 4 月
中旬至 4 月末，前后约 20 多
天。
	 目前，延长牡丹观赏花
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
通过花期不同品种的搭配来
实现的，这是最有效的方法。
二、通过栽培技术来延长单
花花期及整株开花期，这种
方法可以适当延长花期，但
效果不明显。三、人工促控
栽培，也就是通常所说“催
花”，这是现在较为流行的
方法，一般用于重大节庆日，
可作为是作为延长牡丹观赏
期的补充。目前，国内牡丹
催花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基
本可以达到应时而开，较为
常见的有国庆及春节催花牡
丹。当然，最长远的方法还
是通过不断的选育早花和晚
花的品种来延长整体观赏期。
	 那么如何通过品种的
搭配来延长牡丹的观赏花期
呢？在上海地区，根据经验，
可以引种筛选一些适生的偏
南地区的早花品种以及江南
早花的凤丹系列品种，这些
品种一般开花早，有望能够
在每年的 3 月下旬始花，丰
富这类品种，可以使早花的
牡丹花色、花型不显得单调；
同样，可以通过加强引种筛
选适生的西北紫斑牡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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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植物闲谈
	

茅汝佳 谢维荪	
	

1 概念和生物学特征 	 人们利用多肉植物的这些特点，逐步收
集栽培驯化，如今已多肉植物成为一大类颇
具特色的室内观赏植物。除了具观赏性外，
它们在晚上不与人类争夺氧气，很多种类的
表皮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能吸收紫外线和其
他射线，因而现在流行电脑桌上放小型多肉
植物。少数种类还具有食用（如火龙果、菜
用仙人掌等）、药用保健（如芦荟）等功能。

2主要类群和分布区
2.1 主要类群分布特点
	 多肉植物的主要类群，最常见的有景天
科、仙人掌科、番杏科、大戟科、百合科、
龙舌兰科和夹竹桃科。以下是上述几个科多
肉植物原产地地理分布特点。
	 ①	景天科（Crassulaceae）：景天科
是多肉植物中最重要的科之一，虽然种类数
不及番杏科，但园艺上更为重要。景天科植
物全球分布，主要分布于南部非洲（以下简
称南非）、加那利群岛、墨西哥和马达加斯加;
	 ②	仙人掌科（Cactaceae）：仙人掌科
除一种外，全部在南美洲。而这特殊的一种
为森林性仙人掌科植物，系迁徙所至。南美
洲和北美的墨西哥又是仙人掌的主产地。
	 ③	番杏科（Aizozceae）：番杏科是一
个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而尤以南非为
主要分布区的科，少数属种在大洋洲和美洲。
	 ④	大戟科（Euphorbiaceae）：分布于
非洲和中美洲。
	 ⑤	百合科（Liliaceae	传统意义上的
百合科）：主要分布于非洲，少数在大洋洲。
	 ⑥	夹竹桃科（Apocynaceae）：分布于
非洲，极少在美洲、亚洲和大洋洲。
	 ⑦	 龙 舌 兰 科（Agavaceae	 传 统 意
义上的龙舌兰科，现归并为天门冬科
Asparagaceae）：全在美洲。

2.2 几个多肉植物特殊分布区
	 前述分布区中有几个特殊的地区对多肉
植物有特别意义：墨西哥、南部非洲、加那
利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这些区域的环境与多
肉植物种类特点如下。

	 多肉植物通常是指根、茎、叶三种营养
器官中至少有一种是肥厚多汁、贮藏着大量
水分的一类植物，或者说，多肉植物是指这
样一类植物：根、茎、叶三种营养器官中至
少有一种具特别的贮水组织，从而在外形上
显得肥厚多汁，呈“肉嘟嘟”的样子。有人
常错误地把多肉植物和沙生植物混为一谈，
其实，他们之间有交集，但概念和内涵不一
样，在此不多赘述。
	 全世界共有多肉植物近万种，在植物分
类上涉及到 50 余个科。它们分布除南极洲
外的所有大陆，很多生态地理类型区都有多
肉植物，但主要分布在荒漠、半荒漠和热带
稀树草原。原产地环境的共同特点是每年都
有固定的较长时间的旱季。从生理生态学的
角度，多肉植物至少具有一种多肉组织，这
种组织是一种活组织，除其他功能外，它能
贮藏可利用的水，在土壤水状况恶化、不再
能为植物根系提供必要水分时，多肉植物依
靠体内贮藏的水分，并且尽可能减少蒸腾等
水分消耗来度过漫长的旱季。为了减少水分
消耗，一部分种类叶退化，光合作用主要由
茎来完成；很多种类具刺与毛，以抵抗环境
温度、光线的剧烈变化，同时还有免受动物
破坏的功能；大多数多肉植物在晚上打开气
孔吸收二氧化碳，转换成有机酸贮藏在体内，
白天在气孔关闭的环境下脱羧放出二氧化碳
进行光合作用。

温室多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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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墨西哥：墨西哥全境大部分为高原
和山地，仅沿海有低地平原。国土狭长，
南北延伸几千公里，地形复杂，东西两面濒
海，受洋流和信风的影响，气候多样化，各
地区降水量差异大。故而不同地区分布的多
肉植物种类差异也很大。以加利福尼亚半岛
最为特殊，这是个狭长的多山半岛，北部
属美国，南部属墨西哥。降水量很少，但
气候温和：7 月份平均气温不超过 25℃，1
月份也在 15℃以上。受加利福尼亚寒流影
响，空气湿度大，形成少雨多雾的气候特
点。半岛大部分地区海拔很高，因而阳光
中紫外线充足。在这么多特殊的环境影响
下，这里所分布的掌类和其他多肉植物形
态和习性都比较特殊。主要种类有强刺球
属（Ferocactus） 的 半 岛 玉（Ferocactus	
peninsulae）、龙眼（F.	 viridescens）、
金冠龙（F.	 chrysacanthus）。另有观峰玉
（Fouquieria	columnaris）、仙女杯（Dudleya	
traskiae）。
	
	 ②南部非洲：南部非洲植物种类异常
丰富，其中多肉植物有 3000 余种，其密度
为世界之冠。南非大部分地区为亚热带草
原，土层较厚，年降水量在 500mm 上下，
有明显的干湿两季之分，集中雨期有的在
夏季，有的再冬季。西北部卡拉哈里沙漠
地区年降水量为 200mm。而东南部受印度
洋湿气流影响，雨量较多，气候也比较温
和，最冷季节月平均温度 12℃以上，而
最热月平均才 21~24℃。这样的环境植物
既免受霜冻破坏，又避免旱季高温威逼下
过度蒸腾，有利植物维持生命。冬雨地区
主要是西南部好望角地区。著名的种类有
两歧芦荟（Aloe	 dichotoma）、矢毒麒麟
（Euphorbia	virosa）、棒槌树（Pachypodium	
namaquanum）、 多 枝 柳 麒 麟（Euphorbia	
monteiri	ssp.	ramosa）、多叶芦荟	（Aloe	
polyphylla）。

	 ③加那利群岛：该群岛位于大西洋东部，
距非洲大陆 130 公里，岛上崎岖多山，气候
温和干燥，夏季最热时月平均气温 23℃，最
冷月 12.5℃，年降水量 200~1500mm。夏季
一般有 4 ～ 5 个月旱季，其中 7 ～ 8 月份几
乎滴雨不下，但晴日很少，多雾，所以虽然
不下雨，空气相对湿度都常在 75% 左右。在
这种独特的环境中生长着一些奇异的多肉植
物，其中景天科莲花掌属种类是该岛特产。

	 ④马达加斯加岛：该岛是世界第四大岛，
东面是辽阔的印度洋，西面是莫桑比克海峡
和非洲大陆最近距离 400km。马达加斯加岛
与非洲大陆分离已有几千万年历史，因此该
岛植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区系，总的
来说，全岛处暖流包围之中，东西向陆地狭
窄，海上气流易侵入，所以不出现极端干旱
气候。全岛降雨量超 1000mm 的地区占总面
积五分之三以上。除了东部沿海全年有雨外，
大部分都是夏雨区，一般 11 月至翌年 4 月
为雨季，5～ 10 月为旱季，但西南角旱季更
长。除了海拔较高山区偶有降霜外，全岛都
是温暖甚至炎热天气。这样的环境自然有利
于多肉植物的生存。全岛有 77 种芦荟，全
为特有种，如拉达芦荟（Aloe	 laeta，又名
乳白叶芦荟）。

3几种趣味多肉植物
	 经过十年来的苦心收集，目前我园有
各类多肉植物近 2000 种（包括种以下分类
单位），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支援辰山植物园
建设，但大部分品种仍保留在生产温室。
由于原展出温室（沙生馆）计划翻修，大

木本梅斯菊
（Mestoklema arboriforme）

多叶芦荟（Aloe polyphylla）生石花（Lithops sp.）

规模展出要待工程
结束，目前定期有
按主题布置的小型
展出。今年是壬辰
龙年，多肉植物中
也 有 许 多 讨 彩 的
植 物， 如 龙 舌 兰
科（Agavaceae）
和 龙 树 科
（Didiereaceae）
植物，此外也有些
种类比较有观赏性
和趣味性如芦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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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石花属中的一些种类
（或品种），个别如木本
梅斯菊较少见。

龙舌兰
	 高贵的世纪植物。
在以“龙”冠名的多肉植
物中，自然以龙舌兰最为
常见，龙舌兰是龙舌兰
科龙舌兰属（Agave）植
物的总称，目前认为该属
约 200 种，包含种以下分
类单位则约 240 个，原产
地全部在美洲。哥伦布探
险美洲后被陆续引种到欧
洲。龙舌兰大多数是一次
开花，即开花后整株植物
随即死亡，但是开花时整
个花序高数米，小花多达
几千朵，非常壮观，但往
往种了几十年看不到再开
花。当时欧洲的植物园都
把龙舌兰开花作为大事件
详细记录，在开花时贵
族阶层还要多次举办游园
会。在命名龙舌兰时用了
个希腊词 Agave，即高贵
华丽的意思。由于难得见
到龙舌兰开花，使它更蒙
上一层神秘色彩，以至于
大家认为龙舌兰要 100 年
才能开花，从而又有“世
纪植物”这个别名。

亚龙木

亚龙木（Alluaudia procera）

龙发 (A.striata)

雷光龙 (A.ferox)

小花龙舌兰 (Agave parvifl ora) 女王龙舌兰 (A.victora-reginae`Snow	Queeǹ )																															

小苞龙舌兰 (Agave sp.) 矮蝴蝶龙舌兰 (A.isthmensis)

彩叶大美龙（A.lophantha ' 
Variegata'）

矮蝴蝶龙舌兰变叶品种
（Agave.cv）

	 马达加斯加原住民的吉祥树。原产地马达加斯加西南部，天气
炎热，雨量稀少，一般植物很难生长，只有大戟科（Euphorbiaceae）
和龙树科（Didiereaceae）的多刺灌木生长较多。由于大戟科植物
有毒，很难直接为原住民利用，故生长迅速、分枝多的龙树科植物
亚龙木就显得特别重要。其嫩枝新叶可做饲料，老枝可做薪柴。不
仅如此，由于其常年郁郁葱葱，枝条全部向上伸展，且生长特别快，
即使雷劈火烧、刀砍斧伐，总是能很快恢复生机，因而被当地居民
视为吉祥树，在当地，不但宅前宅后栽种，在陵园里也是常用的树种，
犹如我们这边的苍松翠柏，龙树科是一个较小的分类群，有 4属 11
种，其中亚龙木属（Alluaudia）6 种，均产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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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世界 ( Ⅰ )—走进腋唇兰

张如瑶

	 说到兰花，往往人们想到的不是清新淡
雅的国兰，就是花大色艳的蝴蝶兰、卡特兰。
其实兰科（Orchidaceae）植物种类丰富，
约有 700 余属 20000 多种，是有花植物中最
大的家族之一。而颇有特色的兰科植物也不
胜枚举，腋唇兰（Maxillaria）就是其中一
类群。
	 腋唇兰属（Maxillaria）是兰科植物
中较大的一个属，约有 570 种，广泛分布于
美洲海拔 0 ～ 3500m 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由于分布地理环境差异，腋唇兰属的植物
形态也十分多样，性状差异很大，根据其形
态，他们有时候也会被称为蜘蛛兰（Spider	
Orchid）、火焰兰（Flame	 Orchid）或者是
老虎兰（Tiger	 Orchid）。腋唇兰属的学名
来自拉丁词 maxilla，颚骨的意思，指蕊柱
与唇瓣相接的部位由侧面来看很像某类甲虫
的颚，因此有颚唇兰之称，但在更多人看来
这个像颚的部位其实更像是人的腋下，因此
大家约定俗成的把它称为“腋唇兰”，我国
原也译成鳃兰属。
	 腋唇兰属的植物大多是附生在树上，
但也有一些列外，如巴西产的 Maxillaria	
rupestris 是长在岩石上的，还有一些是地
生兰。腋唇兰属的植物大多花比较小，只有
少数品种花大色艳，但其因为花形、花色或
特殊的香味，而逐渐受到兰花爱好者的追捧。
以下为上海植物园收集的观赏性较好的 3 种
腋唇兰。
	
1 热带兰中的黑美人——苏克安娜腋唇兰     
    M. schunkeana

	 众所周知自然界不存在真正黑色的兰
花，而苏克安娜腋唇兰的出现几乎打破了人
们对兰花色彩上的认知。其实苏克安娜腋唇
兰，也并非完全是黑色的，而是非常深的紫
红色，但它确确实实是自然生长的兰花中最
接近黑色的兰花。苏克安娜腋唇兰原产于
巴西东南圣埃斯皮里图州（Espiritu	 Santo	
State）的海拔600～ 700米的热带雨林中。
它花朵娇小可爱，只有 1.5 厘米左右，张开
的花瓣，就像一个展翅的小雏鹰，是热带兰
花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2 最好闻的热带兰——四棱茎腋唇兰       
  M. rufescens
	 四棱茎腋唇兰，也称鲁菲桑斯腋唇兰或
暗黄色腋唇兰，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包括

苏克安娜腋唇兰

苏克安娜腋唇兰

四棱茎腋唇兰

特立尼达，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秘鲁、玻
利维亚、委内瑞拉、
巴西和圭亚那等海拔
200 至 2000 米 之 间
的地带。鲁菲桑斯腋
唇兰的花朵也不是很
大，约在 3 ～ 4 厘米
左右，但色彩明亮，
且花期很长，可以持
续不断开花 3 个月左
右。它的特别之处莫
过于它的香味了，类
似肉桂、香草、巧克
力、菠萝等多种味道
的复合体，香香甜甜，
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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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似国兰的热带兰——紫柱腋唇兰    
   M. porphyrostele
	 也许是历史、文化的原因，人们总觉得
热带兰不如国兰雅致，有气质。可当你看过
紫柱腋唇兰后就不会这么说了。紫柱腋唇兰
原产于巴西的热带雨林中，花朵黄绿色，约
3 ～ 4 厘米，一般成熟健康的球茎可抽出二
至三朵花，有类似柠檬清爽的香气。因其优
雅的花朵，淡雅的清香，整洁的植株，在热
带兰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

4 味如奶油巧克力的热带兰——细叶腋唇兰 
    M. tenuifolia
	 细叶腋唇兰在造型上也许并不算出众，
花也不是特别的漂亮，可它却用它独特的香
味成为了目前市场上贩售最多的一种腋唇
兰。细叶腋唇兰，叶子为线形，植株基部有
扁平的假球茎，花梗会从球茎基部抽出，每
个假球茎可长出 2 ～ 3 朵花，鲜红至暗红，
花径约 3 ～ 5 厘米，花朵皆具奶油巧克力味
浓香，十分特别。

紫柱腋唇兰

细叶腋唇兰

微科普

植物园—城市的健康“绿肺”
	

	 植物园具有植物资源收集保护、科学研
究、科普教育及游憩的综合功能。满足城市
人群日益增长的健康环境需求，充分发挥城
市“绿肺”作用，已经成为新时期植物园的
一项重要功能和社会责任。当今，植物园及
其他大型公园绿地已经成为市民在城市区域
中少数可依赖的空气净地。针对植物园进行
的调查表明，公众对植物园的需求按重要性
排列依次是“空气新鲜，环境宜人”、“具
有外面看不到的动植物”、“景色优美，赏
心悦目”以及“是回归自然的地方”。日
前，国家环保部已经决定在 2016 年前将大
气 PM2.5 颗粒吸收物浓度纳入《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中。PM2.5 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
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
物。据研究，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增加 1 倍，
则慢性障碍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增加 38％、
肺心病死亡率增加 8％。上海植物园作为城
市中心区域较大的自然绿地，面积达81公顷，
其中多为高大乔木配比，且植物种类丰富，
在植物的光合和生理作用下，空气湿度适宜、
负氧离子浓度高、PM2.5 等可吸入颗粒浓度
低。城市人群尤其是长期在密闭大楼工作的
白领人士，更应该坚持每周至少一次到大型
绿地进行自然“洗肺”，以深呼吸的方式临
近自然、享受自然的要远优于其他方式排解
职场上紧张情绪。（高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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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长寿龙血树
	

李  萍

	 龙血树其实是龙血树属（Dracaena）植

物的统称，属名语源自古希腊语“drakaina”，

“雌龙”的意思。龙血树属原置于龙舌兰科

或单独作为龙血树科，现归并为天门冬科，

目前认为 113 种。因其茎干能分泌出鲜红色

的树脂，称之为“龙血”而得名。本属植物

大部分种原产非洲，少数在南亚，个别在中

美洲。为乔木或灌木，有的因茎干肉质或膨

大而作为多肉植物。龙血树大多生长缓慢，

还是最长寿的树木之一，据说树龄最长的可

达 6000 多岁。

	 龙血树属中许多植物树形优美，叶片革

质有光泽，且栽培品种众多，叶形、叶色多

变，作为重要的室内观叶植物用于室内绿

化布置，它们的身影早已为人们熟悉。常见

品种有金心香龙血树（Dracaena	 fragrans	

‘Massangeana’），树干粗壮，俗称巴西铁树，

其茎干直立，叶长披针形，簇生干顶。绿色

的叶片中央有金黄的宽纵条纹，非常美观，

是十分流行的室内观叶植物。紫边狭叶龙血

树，（D.	 marginata），叶片狭长，叶片深

绿色，叶缘有紫红色的边；其花叶变种有三

色龙血树（D.	marginata	‘Tricolor’）、

彩虹龙血树（D.	marginata	‘Rainbow’）等，

区别在于绿色叶片上有黄、白色和红色的纵

条纹，栽培环境光照充足则叶片颜色更鲜艳。

密叶龙血树（D.deremensis	‘Compacta’），

俗称‘太阳神’，植株低矮，叶片短而密集，

叶色墨绿色。银纹龙血树（D.	 deremensis	

‘Warneckeii’）株形较前者稍高，叶片也

较长些，先端扭曲，边缘浓绿色，具白色纵

条纹，黄纹龙血树（D.	deremensis	‘Roehrs	

Gold’），一看就知道，它是银纹龙血树的

“兄弟”，唯一的区别是它的叶片边缘是黄

绿色而非绿色。除了以上品种，常见种类还

有富贵竹类（D.	sanderiana），百合竹类（D.	

reflexa）等，品种丰富，包括有色的金边

和银边品种。

	 除了观赏之外，龙血树有着很高的药用

价值，非洲用龙血树属的植物树干割取血竭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止血、活血和补

血及治疗包括肿瘤在内的其他多种疾病的药

金心香龙血树

效，我国国产的血竭则是由我国著名植物学

家蔡希陶教授于 1972 年首次在云南发现大

片龙血树后才得以开发。该种的学名为柬埔

寨龙血树（D.	 cambodiana），又称岩棕，

乔木状，分布于云南南部及西南部、广西、

海南等地，柬埔寨、泰国、越南和老挝也有

分布。由于其树形美观，亦可作庭园观赏。

此外龙血树的血竭也可用于制作天然燃料，

龙血树的提取物对猫、狗有一定毒性。

	 龙血树树植物喜高温多湿和阳光充足环

境。生长旺盛期，保持盆土湿润，上海地区

家庭养护须注意冬季低温期的防寒保暖，5℃

以下植株易受冻害，应保持盆土适当干燥。

每1～ 2年于春季进行换盆，盆栽以腐叶土、

培养土和粗沙的混合土最好。

            银纹龙血树                      黄纹龙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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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龙血树 ‘印度之歌’百合竹

‘牙买加之歌’百合竹

								密叶龙血树       

            三色龙血树                      彩虹龙血树

						紫边狭叶龙血树         

微科普

寒牡丹品种——‘时雨云’

	 寒牡丹，主要特征是能够冬春两次开花，
故名。上海植物园引种的几株寒牡丹‘时雨
云’产自日本，去年冬季开花的后，今春 4
月再次应时而开，和众多牡丹品种花期一致。
	 ‘时雨云’花瓣深紫红色，单瓣型，花
瓣 2—3 轮，花瓣基部具深紫色斑晕，先端
略具白色边缘。‘时雨云’冬花时由于极少
能见到开花牡丹，其光秃秃的枝条顶端绽放
的几朵深紫红色的花朵，往往会带给人意外
惊喜之感，还会让人联想到“枯枝牡丹”。
在上海，‘时雨云’的春花按照花期属于中
花品种，4 月下旬盛开期，也许在浩瀚的牡
丹花海中并不起眼，但她的确开了，而且开
得那么灿烂。与冬花不同的是这次开花量较
大，一株能见到十多朵花，还可以看到郁郁
葱葱的绿叶，形成红花绿叶的最佳搭配，正
所谓“红花需要绿叶来衬”。
	 另外，上海植物园还有一些其它牡丹也
有在深秋和冬季开花的现象，如产自美国的
黄花品种‘Golden	Isles’在深秋少量开花，
一些播种的实生苗也偶见秋、冬季节开花，
不过尚不稳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叶康）

‘时雨云’春花

‘时雨云’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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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阴雨对花卉生长的影响
	

吴  伟

	
	 阳光是花卉赖以生长发育的最基本条件
之一，只是不同种类的花卉对光照强度和日
照长短的要求不同。今年初春，上海连续低
温阴雨，创造近 40 年的记录，缺少阳光的
日子，如人的不适应一样，植物生长也受影
响，尤其是草本和球宿根花卉更为明显。

1 阴雨对花卉营养生长的影响
	 首先，日照影响着花卉生长过程中的光
合作用。连续的阴天造成光照强度减弱，叶
绿素的合成速度和数量都减少，光合作用产
生的有机产物减少，营养累积速度减慢，花
卉生长速度下降、叶色变淡发黄、植株生长
质量减弱。其次，初春季节室外的温度不高，
连续的阴雨天造成室外的温度更低，植物体
内酶的活性降低，植物的活性降低，植物合
成有机物和生长激素的速度均减慢，积累少，
生长速度慢，产生植物矮小、枝干细弱等现
象。再次，连续阴雨天，植物为了争夺阳光，
会造成植株徒长。此外，连续的阴雨天会造
成土壤中水分含量增加，土壤的温度降低，
土壤中氧气的含量减少，这样植物的根系长
时间处于无氧呼吸且低温的环境中，易造成
烂根现象，影响花卉的正常生长，甚至死亡。
尤其是抗性差的品种表现极为严重，如今年
何氏凤仙死亡率就比往年上升了许多。
	
2 阴雨对花卉开花的影响
	 连续阴雨天，会造成外界温度降低，连
续的低温造成有效积温的累积速度减慢，延
长花卉生长发育周期，花期推迟。连续的阴
雨天会影响花的孕育，影响花蕾的形成，花

朵数量变少。有时会影响开花，造成落花、
花蕾开不了。植物为了生存，必须把有限的
营养用在保全生命的方面，因而会发生落
花、落蕾、孕育了花蕾却开不花等现象。此
外，阳光照射影响花青素的合成，连续阴雨
天影响花青素的合成速度和量，从而产生影
响花的着色，这样开出的花朵颜色比正常
光照下会暗淡。一般花卉最适宜在全光照
50％～ 70％的条件下正常生长发育。如果所
接受日光少于全光照的50％，花卉生长不良，
花期推迟；开花品种的花卉着花量少，花朵
变小，花色淡；有香味的花，花香淡薄；叶
色发黄，叶片变薄，叶面的光泽度下降，而
且植株的抵抗能力减弱，易收病虫危害。今
年我园的洋水仙、郁金香的花期比去年晚了
10 天，叶色也较上一年浅，叶片薄，花葶细
弱脆，遇大风易倒伏，尤其是高杆的花卉品
种表现得更加明显。
	 此外，植物开花期间，连续降雨会影响
花的传粉受精，主要表现为：，花粉吸水过
多破裂，柱头过湿受粉不良，雨水冲走花粉，
影响花卉结实。连续降雨还影响昆虫的活动，
使需要虫媒传粉的植物传粉受限，连续降雨
使需要风媒传粉的植物不能传粉，花卉的结
实率下降，种子的饱满度受影响，严重的导
致不结实。
	
3 长期低温阴雨阴雨期间花卉的管理
	 连续的阴雨天对花卉生长不利，首先可
以选择抗性强的品种，其次，采取适当的栽
培管理措施，如加强肥水管理，适当的控水，
注意排水改善土壤排水通气性，以防烂根；
增施磷、鉀肥增加抗性；人工补光增强光合
作用等方法，促进植株生长，减少不良天气
对花卉正常生长的影响，开出茁壮的花朵。

洋水仙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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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的春天

王  娟

鸡爪槭

初春的紫薇

	 盆景，尤其是树桩盆景，是以盆栽植物
的形式浓缩自然景观的活的艺术，制作和欣
赏盆景的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传统的盆景
通常以松、柏、罗汉松、榕树类等常绿树种
和榆树、雀梅、枫树等落叶树种为主要素材
创作的，约二十余种，后来又发展了多种观
花、观果乃至观叶类植物等杂木作为盆景材
料，常见植物种类约六十种左右。上世纪后
期，通过园艺师的发掘，可用于树桩盆景的
植物有将近一百七八十种之多。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普通大众对植物的认知与喜爱日
益增加，盆景类装饰也日渐普及。很多人原
以为盆景就是一年四季常青的几类植物，少
了观赏意趣，殊不知其实有很多观花、观果
类盆景也会随季节变化而展现季相的美丽，
即使一些花、果不显的盆景，也有很多色泽
的绚丽，让人惊喜流连。在上海地区，每年
冬寒过后，气温逐渐回暖，植物开始萌动复
苏，随后以新绿盛装到百花争艳的姿态迎接
和展示春天，由梅花初动、樱花如云，直至
荷花玉兰飘香，季节由初春至临夏，绿色和
缤纷构成春天的主旋律。在满园春色中，盆
景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春天之美，尤其是
一些落叶树种桩景，由冬态到春景，别有一
番韵味。
	 惊蛰节气过后乍暖还寒，榔榆、雀梅、
对节白蜡等落叶桩景开始萌动、枝头逐渐出
现细小的嫩芽，直至仲春时节，满眼青翠新
绿，也是这些盆景最美时候。
	 三月湖水绿，银杏抽新枝。银杏盆景伸
伸懒腰，舒展筋骨，一点一点地冒出黄绿尖
尖儿来。银杏是一种孑遗植物。和它同门的
所有其他植物都已灭绝，是现存种子植物中
最古老的孑遗植物。银杏盆景虽然起步较晚,

但因银杏枝干虬曲、叶形奇特 , 集树形美、
叶美、果美于一体,是制作盆景的珍稀树种。
春意氤氲，小小的叶片如阳光般织成的扇子，
娴静优雅，春色无边。银杏大树常发生气根，
称之为“银杏乳”。截取这种气根进行扦插
形成新的植株制作而成酌盆景，颇具古老奇
特之态，实属珍贵的盆景材料。
	 春风拂面正当时，盆景园里枫叶红。一
扫隆冬灰绿的厚重和湿冷天气带来的阴霾，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里的槭树科树种一片鲜

妍，红的娇，绿的嫩，
随微风飘展，宛如娃
娃的小手，对着你欢
乐的招摇。三月里正
值长新叶的主要是三
角枫和青枫，它们刚
刚长出猩红的叶片，
在一片青绿的盆景园
中甚是打眼。随着叶
子长大，若干天以后
叶片逐渐转绿，清脆
欲滴，煞是好看。三
角枫为槭树科落叶乔

木，又称鸭掌树。用三角枫制作的盆景，初
春嫩叶满枝，娇艳诱人；入夏绿叶扶疏，潇
洒灵秀；深秋黄叶满树，橙艳飘逸；隆冬叶
落枝现，典雅高洁。一直以来颇受盆景专业
人士和老百姓的喜爱。青枫，也称作鸡爪槭，
因叶形细长如爪而得名，有多个变种或变型。
青枫叶形美观，入秋后转为鲜红色，色艳如
花，灿烂如霞，为优良的盆景观叶树种。

	 清明时
节，头旬初
晴。梨树盆
景“春春欲
动”，雪白
如玉，琼花
满枝，其花
如雪六出，
具有香气。
梨树在我国
栽培历史悠
久，自古以
来深受人们 梨 花

的喜爱，其素淡的芳姿及淡雅的清香更是博
得文人骚客的广泛推崇。唐朝有诗赞道：艳
静如笼月，香寒未逐风。桃花徒照地，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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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妖红。梨花盛
开，满树洁白的
美景，怕是让很
多人一见难忘。
海棠花是中国的
传统名花之一，
花姿潇洒，花开
似锦，自古以来
是雅俗共赏的名
花，素有“国艳”
之誉。盆景海棠
胜在娇俏可人，
玲珑精致，置于
案头细细欣赏，
仿佛红袖添香，

海棠盛开

银 藤

紫 藤

已茂密青绿，颇具丛林之风了。世界五大庭
园树木之一的金钱松，金钱松属只此一种，
是我国特产珍稀树种。其长枝和距状短枝通
直，散生于枝上的如钱币的簇叶，树姿挺拔，
枝叶优美，制作成丛林盆景极具野趣，制作
成多干或附石式则秀丽端庄。金钱松的叶，
早春时候如韭菜黄，色泽养眼，仲春之际，
叶呈浅绿色，柔翠娇嫩，清晨一缕阳光穿林
隙之间而过，观赏者犹如身处名川，不禁叹
然。犹记美庐前两株相依偎的情人树，充满
生命与爱情的张力，仿佛春天里无尽的希望
与期盼。
	 盆景之美，在于其生命。春花秋实，夏
叶冬枝，景随时异，各具风姿。欣赏盆景，
并不局限于其苍劲古朴，傲然如斯，莫若观
其韶华，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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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黄英，微风吹拂，摇摇欲坠，甚为悦目。
	 到四月中旬，就是紫藤开花的日子了。
见过紫藤的朋友们一定被其绚烂的紫、婀娜
的姿所打动过，如斯美眷，似幻似真。最近
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组日本足利紫藤园的照片
更是震撼了无数人的视觉感官，梦幻般的身
影！在植物园盆景园，您还能欣赏到难得一
见的紫藤盆景。紫藤，豆科紫藤属，是一种
落叶攀援缠绕性大藤本植物。树干皮深灰色，
不裂；花紫色或深紫色，十分美丽。开花时
呈穗状，如同紫色的稻穗般垂挂于枝条下，
满目摇曳，魅影芳踪。紫藤盆景虽然不像一
般园林中造景般营造成紫色的瀑布，但是观
其形，修长苍劲；观其色，淡泊高雅；观其

悦人心智。春光迤逦，观花类的盆景先后绽
放，盆景玩友可以尽情欣赏一树梨花压海棠
的美景。
	 除了花红叶绿，还能找到金雀盆景，金
黄灿烂，明艳照人。金雀，又名锦鸡儿，是
豆科锦鸡儿属的落叶灌木，4 至 5 月开花，

金 雀

瓣端稍尖，旁分两
瓣，势如飞雀，故
名“金雀花”。金
雀树根虬曲苍劲，
树干铮铮铁骨，柔
软的枝条便于扭曲
蟠扎，适于制作悬
崖式、丛林式、附
石式等不同形式的
盆景。乍一看，还
以为是明黄展翅欲
飞的“鸟儿”，满

姿，古朴恬静，
颇具中国古典美
女气质，惹人驻
足，怦然心动。
与之同属的变型
品种白花紫藤，
也称银藤，花序
略短，花期略早，
花近乎雪白，纯
洁淡雅，甚是“小
清新”。
	 五月将近，
暮春风光。深受
普通老百姓欢迎
的金钱松盆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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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花开富贵
b、春风拂面
c、轻歌漫舞

d、绰约
e、春意
f、盎然

g、出水芙蓉
h、窗境有语
i、野趣

j、银妆素裹

a

e

f g

h

i

j

b c d

春季情趣插花 王路昌 ( 作 )    蓝风   徐吉吉(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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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传统茶花品种简介

莫健彬  张亚利

1 概述
	 我国是世界山茶属（Genus	Camellia）
植物的分布中心，山茶属植物栽培应用历史
悠久，以茶、茶花和油茶等最为著名。茶花
是山茶属植物所有种类的泛称，但通常是指
其中具有观赏价值的种类，尤其是观赏性强
和深受人们喜爱的栽培品种。传统茶花主要
源于 3 种，红山茶（C.japonica），自然分
布于我国东部沿海的台湾北部、浙江东部、
山东半岛东部及日本、朝鲜半岛南部，该种
分布范围广、适应性强，是近现代栽培最广
泛的世界名花，品种类型丰富，在我国长江
以南栽培史可能已逾 2000 年；滇山茶（C.	
reticulata），主要分布于云南，少数见于
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可能隋代以前就有
栽培，但由于地处西南，早期不为外界所知，
唐宋以后闻名；茶梅（C.sasanqua）现分布
日本南部和琉球群岛，我国自宋代已有栽培，
以枝叶形态和早花为世人所喜爱。
	 经历代人工栽培和选育，从品种类别和
地理区域上看，我国的茶花大体可以分为 4
大区块。第一是包括江浙、福建、山东沿海
地区、以及江西、湖南东部的华东区块；第
二是四川、重庆区块；第三是包括云南、贵
州在内的西南区块，第四是广东、广西的华
南区块。华东区块栽培的主要是红山茶（C.	
japonica）品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东茶
花。四川、重庆一带也是红山茶类品种，但
因地理环境特殊，其品种构成具有独特的地
方特色。西南区块栽培的主要是花大色艳的
滇山茶（C.reticulata）类品种，华南区块
栽培的多为耐热性较强的红山茶和金花茶类
的品种。当然，茶梅（C.sasanqua）品种各
地均有栽培。上述 4 大区块中，华东一带的
茶花叶片浓绿、光亮、稠密，花朵鲜艳夺目，
经霜耐寒，从古至今，栽培历久不衰，而成
为茶花家族中的佼佼者。
	 由文字资料分析，华东茶花的栽培及品
种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隋朝以前的
栽培早期，最早甚至可上溯至春秋末期的吴
越时代，华东茶花由野生进入观赏栽培并逐
渐向北扩展到中原，南北朝以后，作为江南
名花（时称“海石榴”）主要用于庭园造景
或宫廷观赏花卉；二是隋唐至宋朝的引种发

展时期，华东茶花进入栽培发展阶段，在宫
廷和文人名士中兴起，唐代首先出现了华东
茶花品种和茶花的异地引种，栽培范围在长
江南北有更大扩展。南宋时期，华东茶花已
闻名中原（时称“中州花”），华东茶花园
艺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品种数量增为十余
个，茶花商品生产和民间栽培之风渐盛，茶
花文化有较大发展；三是栽培恢复和兴盛时
期，经元朝短暂停滞，至明代，茶花栽培开
始复兴繁荣，品种数量更快速发展，有关茶
花的专门论述渐多，山东半岛的红山茶类群
‘耐冬’开始栽培。清代，茶花的观赏和栽
培继续发展，品种大量增加，花型花色变化
增多，有关传统茶花的品种记录更详尽，并
伴随着日本茶花的引进。明清两代华东山茶
品种记录增加到近百个，且在观赏性状如花
型、花色、香味也有新突破，品种记录和园
艺技术的文献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王象晋
的《群芳谱》（1621），清代陈淏子的《花
镜》（1688）、朴静子的《茶花谱》（1719）、
李祖望的《茶花谱》（1846）等。近现代学
者对现存茶花传统品种资源的调查和记录，
如黄岳渊和黄德邻的《花经》（1949）、陈
绍云和徐碧玉的《浙江山茶花》（1985）、
王守中的《山茶花》（1988）、高继银等的《国
内外茶花名种识别与欣赏》（2005）、沈荫
椿的《山茶》（2009）等，为华东传统茶花
品种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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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金心’全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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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地区主要适生传统品种
	
	 我国华东地处东海之滨，四季分明，气
候温润，雨量充沛，茶花栽培历史源远流长，
古代茶花产于吴越而盛及中原，浙江、江苏
等地现代留存的茶花古树树龄甚至超过一千
余年，浙江一带至今仍然是华东茶花的主要
栽培地区。调查表明，当前以上海为首的华
东长三角地区现存传统茶花品种约 50 个，
许多自明清时期传下来的品种至今仍然可在
公园或居住区以及苗圃中见到，如‘红露珍’、
‘状元红’、‘六角大红’、‘白六角’、‘白
十八学士’、‘粉霞’、‘金盘荔枝’、‘松
子’、‘小桃红’、‘雪塔’、‘胭脂莲’、
‘鸳鸯凤冠’等常见品种，也有一些仅见于
专类收集而普通园林绿地鲜见的品种。
	 从适应性上来看，通过对上海 50 余个
公园的茶花种植及生长状况分析，本文对上
海适生的部分优秀传统品种进行介绍，以期
为上海茶花的应用及爱好者的栽培提供借
鉴。
	 ‘红露珍’（图 1a）：源自福建。植
株立性，紧凑，叶色泽深绿 ,	叶面微泡沫状
隆起，尾突尖，叶长7～8.5cm，叶宽4～5cm,
嫩枝及叶柄红褐色，植株生长强健。牡丹花
型，花红至深红，花中至大型（花径7～9cm），
花期 2 月下旬至 4 月，着花繁密，盛花期观
赏效果极佳。该品种是华东尤其是浙江地区
非常流行的品种，且由于生长快，适应性好，
常用于做砧木。在中国有两个品种来源于该

品种的突变体，一是‘花露珍’（又名‘花
蝴蝶’）（图 1b），花红色具白斑，由花
被中部扩展至外缘生长势略弱，着花量中等，
花期更长，长势较‘红露珍’略差，地方名
种；另一个则具有变色叶。
	 ‘状元红’（图 2）：又名‘葡萄红’，
植株立性，紧凑，植株生长强健，叶椭圆
形，尾长尖，叶片尾部扭曲或后翻，叶长
6～7cm，叶宽2.5～3.5cm，叶色深绿具光泽。

花 色 由 粉 红
至亮深红，花
型由玫瑰重瓣
至 完 全 重 瓣
（6～8轮），
小 中 型 花
6.5～7.5cm），
花未全放时花
心呈念珠状，

     ‘红露珍’（图 1a）       ‘花露珍’（图 1b）      

花繁盛，花期 3 ～ 4 月，自下而上开。为长
江以南流行品种，上海 1990 年代建造的居
住区中仍可见。

	 ‘金盘荔
枝’（图 3）：
古 称‘ 鹤 顶
红’，别名‘大
红宝珠’，‘金
盘托荔’，花
大红色，托桂
型，一轮外瓣
大而长，中部

雄蕊瓣化密集呈球状，排列紧密、整齐，中
型花（花径6～ 7.5cm），叶色浓绿，质厚，
植株紧凑，着花量中等，上海花期 3～ 4月，
该品种广泛用于江苏、浙江景观绿地。
	 ‘松子’（图 4）：植株立性，叶倒卵

形，常叶绿色，
花鲜红色，中
部花瓣具一不
显 著 白 色 条
斑，玫瑰型，
大瓣5～6轮，
中心雄蕊金黄
色，重瓣排列
如 开 裂 的 松

果，小中型花（花径7～ 8cm），着花量大，
上海地区花期 3 ～ 4 月。该品种突变产生的
一系列品种包括‘大松子’、‘小松子’等。
	 ‘小桃红’（图5）：又名‘玛瑙’、‘雨春’、
‘宫粉’，沈荫椿先生认为该品种可能源自
日本，在华东地区栽培已久，陈淏子的《花
镜》中有记录。植株立性，紧凑，生长强健，
叶宽椭圆形或倒卵形，叶缘两侧下曲，叶色
深绿具光泽，花淡雅的粉红色，小中型（花
径6～7cm），完全重瓣型，花瓣60～ 90枚，
倒卵形瓣质厚，花形匀整如盆，花期2～4月，

 ‘松子’（图 4）

 ‘金盘荔枝’（图 3）

 ‘状元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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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花密集，
冬季开花显
得美丽异常，
尤以孤植观
赏效果佳。
该品种在上
海表现良好。

‘胭脂莲’（图 8b）

‘胭脂莲’（图 8a）

叶椭圆形深
绿色，具光
泽。花白色，
完全重瓣型，
中部花心略
泛黄色或淡
绿色，中型
花（ 花 径
8～10cm），

花期 2～ 4月，为上海地区早花品种之一。

	 ‘白六角’（图7a）：又名‘六角白’，植
株立性，紧凑，叶长椭圆形，深绿，具有光

 ‘白六角’（图 7a）

 ‘红六角’（图 7b）

 ‘小桃红’（图 5）

 ‘雪塔’（图 6）

六角’（图 7b），也非常流行。江浙佳种。

	 ‘胭脂莲’（图 8）：叶色深绿长椭

7 ～ 9cm，中型花，花瓣数 100 枚左右，10
层以上成莲状排列排列，盛放时外层花瓣略
后翻。为川茶佳种，上海地区生长良好，花
期 3～ 4月。

		 另外，‘美人茶’、‘大红金心’等单
瓣品种在上海地区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开花期间，整体效果极佳（图 9）。‘美人
茶’为山茶属一种，学名单体红山茶（C.	
uraku），原产日本，我国引进栽培200年以上。

	 ‘雪塔’（图 6）：植株立性，紧凑，

‘美人茶’（图 9a） ‘大红金心’（图 9b）

泽。花纯白
色，完全重
瓣型，呈六
角形排列，
很美观，花
中型（花径
7～ 8cm），
花 瓣
70～80枚，
着花量少，
花 期 2 ～ 3
月。本品种
为上海地区
的 早 花 品
种，惟显不
足的是早春
开花易受霜
雪冻害。与
六角白花形
相似的另一
品种是‘红

圆 形， 叶 长
7.5 ～ 9cm， 叶
宽 3.5 ～ 4.5cm，
叶缘波状扭曲，
有时出现花叶，
株型开展。着花
量 中 等， 花 胭
脂 红 色， 完 全
重 瓣 型， 花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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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花色的‘鸳鸯凤冠’（图 10a） 

不同应用的‘十八学士’（图 10b） 

‘紫重楼’（图 10f） 

‘点雪’（图 10c） ‘粉嫦娥彩’（图 10d） ‘白嫦娥彩’（图 10e） 

‘粉霞’（图 10g） ‘九曲’（图 10h） 

3 部分优秀传统品种鉴赏
	 从观赏性状上看，我国的传统茶花品种以中到大型、中晚花期为主，花型多为牡丹型、
玫瑰重瓣型、完全重瓣型，花色则包括红色系、白色系、复色系等。这些传统品种不仅是优
良的观赏和绿化材料，也是我国宝贵的种质资源 (图 10)。
	 以上是上海植物园为进行茶花品种资源创新而收集整理的华东地区优良传统茶花部分品
种，它们具有适应性强、在冬季和早春开花良好的特点，但在苗圃或绿地中保存有限，加强
对它们的保护收集，无论作为育种的种质资源或作为景观材料都具有极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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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玫瑰、月季和蔷薇

莫健彬

	 常见人们对“玫瑰”、“月季”和“蔷薇”
不能分明。要了解它们可先从植物分类入手。
蔷薇属（Rosa）是蔷薇科大家族中广泛分布
于亚、欧、北非、北美各洲寒温带至亚热带
地区的一大植物类群，以西南亚和中亚最丰。
本属分类仍存歧议，一般认为 3 或 4 亚属，
其中著名的蔷薇亚属分 11 组，现认定全属
149 种及 42 个种下单位，另有很多地位未定
类群，我国植物志认为世界约 200 种，我国
原产约 80 种。
			本属植物在东西方至少有二三千年的栽
培史，但直至近代所涉种类不多，却演化复
杂。在西方，蔷薇属野生或栽培植物泛称为
蔷薇。在我国，自西汉至北宋就逐渐有了蔷
薇花、玫瑰花、月季花的区分，明代《群芳
谱》中就系统记录了三者的不同品种，蔷薇
多系藤蔓性一季开花种，包括粉团蔷薇、七
姐妹、白玉堂、荷花蔷薇等在内的野蔷薇
（R.multiflora），此外还有可多季开花的
巨花蔷薇（R.odorata	 var.gigantea），后
者现已归为香水月季；月季主要指一些多季
开花种，包括‘月月红’、‘月月粉’等在
内的中国月季（R.	 chinensis）和具有彩
晕、淡黄等品种的香水月季（R.odorata，
原认为杂交起源，现认为野生种），玫瑰
花（R.×	rugosa，原认为野生种，现认为
杂种起源）是一季开花，具有密刺的芳香
种。欧洲在 18 世纪前栽培的蔷薇主要为法
国蔷薇（R.	 gallica）、百叶蔷薇（R.×	
centifolia）、突厥蔷薇（R.×	damascena	）、
白蔷薇（R.×	alba	）、异味蔷薇（R.foetida）
等少数种类，此类植物多源于古波斯、中东、
地中海地区到欧洲的扩展和演化。自 18 世
纪初，包括野蔷薇、月季花、玫瑰花、香水
月季、亮叶月季（R.lucidissima）、黄蔷
薇（R.hugonis）、硕苞蔷薇（R.bracteata）、
华西蔷薇（血蔷薇）（R.moyesii）等大量
的中国栽培和野生植物陆续被引种到西方，
与欧洲早期栽培的几种蔷薇反复杂交，自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杂交
香水月季、丰花月季、壮花月季、微型月季、
藤本月季、灌木月季等为代表的现代月季品
种群，即现通称的月季，这些品种获得了中

国的野蔷薇的攀缘性和多花性、月季花的连
续开花和红色性状、玫瑰花的抗寒性和芳香
性、香水月季的黄花性状等，使得月季品种
的观赏品质大为提高，现代月季约由 15 种
原种蔷薇属植物参与演化，其中近 10 种产
我国。这些现代月季品种具有复杂的遗传特
性，与我国原有的古老月季已大为不同。除
了春季开花和四季开花的许多大花品种，丰
花、微型、藤本等月季类群都具有野蔷薇的
藤蔓性与多花性，花色或形态上已具有了蔷
薇属植物的多种特性。
			 	我国几种蔷薇属植物主要识别特征如
下。玫瑰：落叶直立灌木，皮刺直立或弯曲，
小枝和皮刺被绒毛；小叶 5-9，质地较厚，
上面有明显褶皱，下面密被绒毛和腺体；花
单生，花期 5-6 月，芳香浓郁，果扁球形，
砖红色。月季：常绿或落叶直立灌木，有短
粗的钩状皮刺或无刺，小枝近无毛；小叶3-5，
两面近无毛，上面暗绿色，平展常带光泽；
花红色、粉红色稀白色，通常 4-5	朵集生，
花期 4-9月，微香或无香；果卵球形，红色。
香水月季：常绿或半常绿攀援灌木，小枝有
稀疏钩状皮刺，无毛；小叶5-7，两面无毛，
革质；花单生或 2-3朵，粉色、黄色或白色，
芳香，花期 6-9 月，果扁球形。亮叶月季：
常绿或半常绿攀援灌木，老枝无毛，有基部
扁的弯曲皮刺，有时密被刺毛，小枝上除皮
刺外，有时密被刺毛；小叶通常3，两面无毛，
老时常呈紫褐色，上面深绿有光泽；花单生，
紫红色，花期 4-6 月，果倒卵球形，常呈黑
紫色。野蔷薇：落叶攀援灌木；有短、粗稍
弯曲皮刺，小枝通常无毛；小叶 5-9，上面
无毛，下面有柔毛；花多朵排成圆锥状花序，
白色、粉红、玫红，花期 6-7 月，有芳香，
果近球形，红或紫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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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茶花、木瓜海棠新品种推介

张亚利

	 近年来，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围绕环境
园艺和观赏园艺开展了系列相关研究工作。
以园艺植物品种选育为主的观赏园艺研究，
通过植物生理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手段解析
植物抗性生理机制，筛选适合上海及周边地
区绿化的适生植物，培育高抗逆性（耐湿热
等）新优品种，丰富区域城市园艺植物种质
资源。至今在牡丹、山茶及木瓜海棠等资源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山茶方面，
主要以具有开花繁密、适应性强等特点的束
花茶花最为令人瞩目，目前向国家林业局申
请新品种保护 6 个，美国国际山茶协会登录
新品种 4 个。在木瓜海棠方面，以丰富早春
开花的新品种为主要目标，通过杂交育种培
育出 296 个木瓜海棠杂交苗，2007 年至今，
通过田间观测和评价，进行了优良单株筛选，
并采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其遗传鉴
别和分类，目前已逐步筛选出 7 个具有特色
观赏性状和园艺用途的木瓜海棠新品种。这
些上海及国内景观绿化及室内景观构建提供
了创新性的品种资源和技术，丰富了新时期
绿化材料应用选择的可能。

Ⅰ茶花新品种

1束花茶花
1.1	束花茶花新品种
	 上世纪，上海植物园以山茶、杜鹃及兰
花的‘三花’沪上闻名。进入新世纪，上海
植物园茶花资源的收集与品种创新步入新
阶段。目前已引种收集国内外现代茶花品种
250 余个，国内传统茶花品种 60 余个，山茶
属原种 30 余中。在新品种选育方面，在继
续开展符合现代标准和需求的杂交育种工作
的的同时，对已有的杂交育种资源进行了系
统的筛选与评价，其中，具有束花特性的 4
个品种从培育至今，已经历了 15 个年头，
表现出了优异的园艺性状。

（1）小粉玉
(‘Belle Princess’)
品种权号：20120001（国家林业局）
登录号：ACS Registration #2768（美国）

（2）玫瑰春
品种权号：20120002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王立翠

‘小粉玉’

‘玫瑰春’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王立翠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说	 明：花粉白色，
基部深粉红色条纹，
单瓣，小花型，花
极其繁密。花期 2
月下旬～ 4月，长
达 40 天左右。嫩叶
紫红色，成熟叶片
浓绿色。立性，稍
开展，常绿。冬季
繁花，冬春色叶，
是优良的地被、花
篱和绿篱材料。

说	 明：花玫瑰红色，
半重瓣型，小型花，	
花繁密。花期 2 月下
旬～ 4 月，长达 40 天
左右。嫩叶紫红色，成
熟叶片浓绿色。立性，
紧凑，常绿。可观冬季
繁花、冬春色叶，是优
良的地被、花篱和绿篱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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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俏佳人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  
         刘炤、李健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申请号：20110037

园
艺
论
坛

‘玫玉’

1.2 束花茶花观赏特性
	 上述 4 个品种具有开花繁密（每个叶芽
及顶芽花蕾数量最多达到近 40 枚），观赏
期长（1 ～ 1.5 个月花期、1 ～ 1.5 个月春
季色叶期、1.5 ～ 2 个月冬季色叶期具有，
应用形式多样（花篱、绿篱、花境等），抗
性强（耐湿热、耐盐碱）等优点，为国内首
次自主培育的小花、密花茶花品种。

说	 明：灌木，半开展。
芽紫绿色，簇生，嫩枝
黄褐色，披针形叶稠密，
水平或稍下垂，成熟叶
片绿色或深绿色，嫩叶
红褐色；花小，单瓣，
花玫瑰红色。花期早，
上海地区 2 月上旬～ 3
月下旬。冬季繁花、冬
春色叶，是优良的地被、
花篱和绿篱材料。

1.3 束花茶花应用前景
	 目前，在进行景观设计和植物配置中，
优良的景观效果和低维护成本一直是应用者
所追求的，但在设计中，往往由于植物材料
的限制而难以很好地实现上述目标，束花茶
花品种既不失草花的轻盈可爱和群体美，也
兼具乔木的低维护成本；冬春观花，群植可
形成花海景观，孤植可欣赏其轻盈飞舞的小

‘俏佳人’

（3）玫玉（‘Sweet Gem’）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  
         刘炤、李健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申请号：20110036 （国家林业局）
登录号：ACS Registration #2769（美国）

说	 明： 灌
木， 开 展。
芽 紫 红 色，
簇 生， 嫩 枝
黄 褐 色， 披
针形叶稠密，
水平或稍下
垂， 成 熟 叶
片绿色或深
绿 色， 嫩 叶

红褐色；花瓣外轮花瓣粉色，内轮花瓣淡粉
色或近白色，花期早，上海地区 2 月中下
旬～ 4 月上旬。冬季繁花、冬春色叶，是优
良的地被、花篱和绿篱材料。

' 玫瑰春 ' 花期群体效果

花；春夏观紫红色嫩叶，冬季观赏其冬色叶，
都具有很好的色彩效果。在适应性方面，4
个茶花新品种在上海夏季全日照的生长条件
下仍表现良好，具有良好耐湿热特性，同时，
在中性和偏碱性土壤中生长良好，为其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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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区或更广应用范围提供资源保证。
	 根据该类束花茶花的观赏及适应特性，
可作为花篱、绿篱、地被及群植的优秀资源。

束花茶花在世博期间的应用

‘粉 羽’

（6）墨红刘海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刘炤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申请号：20100055
说		明：常绿小乔木，植株紧凑；成熟叶片
浓绿色；花黑红色，有蜡质感，半重瓣型，
中型花，开花量中等；花期3月初至4月下旬，
50 天以上。

‘玫瑰春’春季嫩叶及‘小粉玉’春季嫩叶

（7）‘Fenyu’（‘粉羽’）
登录号：ACS Registration #2766
说			明：本品种由茶梅品种‘醉杨妃’和‘小
玫瑰’杂交选育而成，株形紧凑，生长量中
等，叶片深绿色，长约 4.5cm，宽 2.4cm 花
朵初开始玫瑰型，盛开后半重瓣型，花粉色
（Group-68-A	或	68-B），花瓣数量约 20枚，
平均花径 7.8cm，具淡香。花期早，单朵花
期约 5天，整体花期约 2个月。

‘墨玉鳞’

‘墨红刘海’

2 山茶及茶梅新品种
	 除了培育束花茶花品种外，还结合国内
外的育种目标，培育了部分山茶和茶梅品
种，这些新品种具有良好的观赏性和适应
性，不仅是未来培育束花茶花的重要亲本材
料，也是园林绿化应用的优秀品种。

（5）墨玉鳞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刘炤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
申请号：20100056

（8）‘Yanhong’（‘嫣红’）
登录号：ACS Registration #2767
说		明：本品种由茶梅品种‘醉杨妃’和
‘小玫瑰’杂交选育而成，株形紧凑，生长
量中等，叶片暗绿色，长约 4.9cm，宽 2.1cm
花半重瓣，红色（(Red	Group-53-A	或	Red	
Group-53-B)），花瓣数量约 20 枚，平均花
径 6.7cm，花期 11 月中旬到来年 1 月。开花
繁密，花期长及花色艳丽是其主要观赏点。

说	 明：常绿
小乔木，植株
紧凑；成熟叶
片浓绿色；花
黑红色蜡质
感，半重瓣型，
中到大型花，
呈裂开的松果
状排列；花顶
生，花量中等；
花期 3月中旬
至 4月下旬，
约 4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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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红’

‘香玉堂’

‘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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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木瓜海棠新品种

(1) 香玉棠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  
      马其侠、魏宇昆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
申请号：20100034
品种权号：20120013
说  明：主要形态特征：株形紧凑，干皮红
褐色，光滑，枝刺中等。叶长 3.11cm，宽
1.69cm。开花繁密，花期 3 月下旬～四月上
旬（上海），花单瓣，花径约2.47cm，	花色：
红色（R-45-A），雌蕊部分退化，雄蕊 3轮，
花萼绿色，多为绛紫色所掩。结实，8 月份
果熟，为早熟品种，果实呈橙黄色，具浓香。
应用前景：盆栽观花观果。

(3) 早春之光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启翔、
             张亚利、潘会堂、王佳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北京林业大学
申请号：20100024
品种权号：20120011
说  明：主要形态特征：株形紧凑，低矮，
干皮灰褐色，无枝刺。叶长3.28cm，宽1.94cm。
开花极其繁密，花期早且长：3月中下旬～-4
月中旬，花单瓣，花径约 2.78cm，花色：橙
红色（OR-32-B），雌蕊部分退化，雄蕊3轮，
花萼绿色，多为绛紫色所掩。结实	。
应用前景：群植、孤植、列植，盆栽。

浅粉色 R-48-C，雌蕊退化，雄蕊 3轮（花初
开时花丝呈绿色，盛开后呈酒红色），花萼
绿色，为绛紫色所掩。不结实。	
应用前景：群植、孤植、列植。

(4) 彩云追日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启翔、
             张亚利、潘会堂、王佳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北京林业大学
申请号：20100023
品种权号：20120010
说  明：主要形态特征：株形立性，干皮灰
绿色，枝刺极少。叶长 3.76cm，宽 2.62cm。
花期：4.2～4.14，重瓣，平均花径：4.18cm，
花色：单朵花花色渐变，从初开的水粉色到
盛开后的橙红色，色卡编号：初开 R-32-D，
盛花 R-40-D，雌蕊部分退化，雄蕊 3轮，花
萼绿色，多为绛紫色所掩。结实。
应用前景：群植、列植，盆栽。

(2) 雪玉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  
      马其侠、魏宇昆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
申请号：20100033
品种权号：20120012
说  明：主要形态特征：株形立性，株高可
达 200cm，干皮深灰褐色，枝刺较少。叶深
绿色，长约 4.53cm，宽约 2.00cm。开花极
其繁密，花期 3 月下旬～ 4 月中旬，单瓣，
花径约 2.74cm，花色渐变，初开时花瓣基部
黄绿色，花呈白粉色（W-155-A），盛开后

‘早春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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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玉女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刘群录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20110039
说  明：申请品种‘玉女’是以‘东洋锦’
为母本、‘银长寿’为父本杂交选育获得。
株形紧凑，株高 130cm，冠幅 120cm，干皮
灰褐色，枝刺少。叶长约3.69cm，宽约1.91cm。
上海花期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花重瓣，
花径 2.4 ～ 4.0cm；花色为绿白粉色（初开
150D+	 155A，盛开后 48C 或 155A+	 48C）；
雌蕊退化，雄蕊 3 轮；花萼绿色，多为绛紫
色所掩。不结实。
应用前景：群植、孤植，盆栽。

(6) 玉立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刘群录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20110040
说  明：申请品种‘玉立’是以‘东洋锦’
为母本、‘长寿乐’为父本杂交选育获得。
植株直立，紧凑，干皮深灰褐色，几无枝刺。
叶深绿色，倒卵形，长约3.66cm，宽约2.19cm。
花半重瓣或重瓣，上海花期4月上旬至下旬，
花径 1.9 ～ 3.2cm；花初开为白色（155B）,	
盛开到末花期为粉色（51B）；雌蕊退化，
雄蕊3轮；花萼绿色，萼片边缘红色。不结实。
应用前景：群植、列植，孤植，其株形立性，		
尤其适合列植观赏。																	

(7) 翠玉碗
培育人：费建国、胡永红、张亚利、刘群录
申请人：上海植物园、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号：20110041
说  明：申请品种‘翠玉碗’是以‘东洋锦’
为母本、‘银长寿’为父本杂交选育获得。
植株直立，株高90cm，冠幅60cm，干皮灰褐色，
枝刺中等。叶长约 3.36cm，宽约 2.39cm。
上海花期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半重瓣，浅
碗形；初开时花色黄绿色（1C），盛开后淡
绿色至白色（155B）；花径约2.2～ 3.0cm，
雌蕊 4～ 6个，雄蕊３轮，萼片绿色。
应用前景：室内盆栽。

‘玉女’

‘翠玉碗’

‘玉立’

‘彩云追日’

	 以上品种在花色、株形等方面具有典型
的特征，如‘香玉棠’具有浓香的果实，‘翠
玉碗’绿色的花朵，‘玉立’直立的株形等。
在园林景观中，孤植、散植有很好的观赏效
果，在室内景观绿化中，绿色的花朵，浓香
的果实无疑是增添室内环境的优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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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的几个野生近缘种

叶康

	 野生近缘种是相对于栽培植物而言的，
也就是与栽培植物隶属于同一科属的物种，
包括栽培植物的祖先种及与其亲缘关系较近
的自然分布的野生植物种。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原产我国，是十大传统名花
之一。在植物分类中，牡丹隶属于芍药科芍
药属，《中国高等植物》记载芍药属全世界
约有 31 种，我国有 16 种。牡丹作为观赏栽
培的历史至今至少有 1600 年，多样的牡丹
品种来源复杂，据研究，至少有凤丹（P.	
ostii）、紫斑牡丹（P.	 rockii）、黄牡丹
（P.	 lutea）等 6 个以上的野生近缘种参与
了现代牡丹品种的演化。目前全世界牡丹品
种超过 1200 个。
	 上海植物园多年来从事牡丹新品种的选
育和相关研究工作，其中包括野生近缘种的
引种驯化。目前，我园已经引种了凤丹、紫
斑牡丹、卵叶牡丹（P.	qiui）、细叶芍药（P.	
tenuifolia）、草芍药（P.	 obovata）、川
赤芍（P.	anomala	ssp.	veitchii）等 6个
野生近缘种，经过筛选淘汰，已有少部分基
本适应上海的气候及土壤环境条件，能正常
开花。其主要识别特征如下：

	 卵叶牡丹，
落叶灌木；二回
三出复叶，小叶
9 枚，卵形或卵
圆形，表面多呈
紫红色；花单生
枝顶，粉色或粉
红色。原产河南
西部、湖北西部。

	 凤丹，落叶
灌木；二回羽状
复叶，小叶15枚，
卵状披针形或窄
长卵形，绿色；
花单生枝顶，白
色，稀花瓣基部
粉色或淡紫色晕。
原产河南西部。 凤丹

卵叶牡丹

细叶芍药

草芍药

川赤芍
紫斑牡丹

	 紫斑牡丹，
落叶灌木；二回
至三回羽状复叶，
小 叶（15）19—
60 枚，卵状椭圆
形或长圆状披针
形，背面常被白
色长柔毛；花单
生枝顶，通常白色，稀淡粉色、红色，腹面
基部具黑紫色斑。原产甘肃南部、河南西部、
湖北西部及陕西中南部。

	 细叶芍药，
多年生宿根草本；
二回三出复叶，
小叶呈羽状分裂，
裂片披针形，全
缘；花单生茎顶，
花瓣 6—9 枚，亮
红色。原产俄罗
斯高加索地区及
黑海北部。

	 草芍药，多
年生宿根草本；
茎下部为二回三
出复叶，茎上部
叶为三出复叶或
单叶，小叶不分
裂；单花顶生，
花 瓣 6 枚， 色、
红色或紫红色。
分布较广，原产
我国西南、华中、
西北、华北、东北及东北亚其他区域至俄罗
斯远东。

	 川赤芍，多
年生宿根草本；
二回三出复叶，
小叶呈羽状分裂，
裂片线形，全缘；
花 2—4 朵，生于
茎顶或叶腋，有
时仅顶端一朵开
放，花瓣6—9枚，
紫红至粉红色。

产我国西南至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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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茶花育种的新视角

Bradford King（文）张亚利（译）

（译者按：本文根据 Bradford King 先生发表
于 2007 年《美国茶花协会年刊》中的‘New 
Horizons in Camellia Hybridizing’一文编译，
并增加插图说明）

	 无论是商业团体、康疗中心还是教育机
构，他们的成功都与其成功的战略计划密切
相关。茶花育种亦然，制定战略性的育种计
划是茶花育种成功的第一步，而其中最关键
的就是首先要有好眼力，洞悉茶花育种的新
视角。

1	育种策略
1.1 育种理念
	 美国牛西奥苗圃（Nuccio's Nurseries）的
创始人 Julius Nuccio 曾经在 1978 年提出了他
的茶花育种理念：推出集山茶（Camellia 
japonica）的叶形 ,	 茶梅（C.sasanqua）的
长势，琉球连蕊茶（C.lutchuensis）的芳香，
滇山茶(C.reticulata)的大花型，怒江山茶(C. 
saluenensis) 的繁花于一身的茶花以及黄色
的茶花。这一理念沿用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1.2 育种计划
	 过去的几十年，大部分的育种计划都集
中在选育适合园林景观应用的茶花或者观赏
用茶花新品种。这些育种计划在丰富茶花
的大小，花型和花色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茶花博览会成为最好的展示和观赏茶花新品
种的场所，至今，这些育种计划依旧为很多
茶花爱好者所使用。牛西奥苗圃每年约有
25000 棵杂交苗以期在未来的 7～ 10 年间能
有 2 ～ 3 个新品种推向市场。这种大规模的
选育计划使牛西奥苗圃在过去的 70 年里获
得了 200 多种茶花新品种！我们也期待育种
工作者培育观赏和景观应用茶花新品种的兴
趣不减！

1.3 育种目标
	 育种计划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比如说
芳香茶花育种、黄色茶花育种等。第二步就
是确定母本，选择的母本至少要有 1 个或者

更多的观赏特性或者适应性符合育种目标。
第三步就是获取同样具有符合育种目标特性
的花粉，也就是父本。

2	育种领域
	 茶花育种包括了抗寒茶花、黄色茶花、
芳香茶花、束花茶花以及多季开花茶花等诸
个重要的领域，分述如下：

2.1 抗寒茶花
	 抗寒育种的发展是茶花育种中非常重
要的一个领域。Dr. Clifford Parks 和 Dr. William 
Ackerman	 博士是抗寒育种者的先驱，并取
得了卓著的成效。Clifford Parks 致力于山茶
（C.japonica）的种内杂交，并培育出 ‘April 
Blush’，‘April Dawn’，‘April Remembered’，
‘April Rose’，‘April Snow’和‘April Tryst’
等抗寒性新品种。Dr.William Ackerman 致力于油
茶（C. oleifera）和春秋季开花品种的杂交选
育上，选育出‘Snow Flurry’，‘Polar Ice’，
‘Winter’s Beauty’，‘Winter’s Hope’，‘Winter’s 
interlude’和‘Winter’s Rose’等秋季开花的抗
寒茶花品种及‘Fire n’Ice’，‘Ice Follies’和‘Spring 
Frill’等春季开花的抗寒茶花品种。Dr.William 
Ackerman 在 2005 年美国茶花协会年刊上报
道，他在过去的 45 年里总共选育出 51 个抗
寒茶花新品种。
	 Dr.Clifford Parks 博士和 Dr.William Ackerman 博
士的抗寒育种计划是茶花育种领域中骄傲！
正因为有了这些抗寒茶花品种，才使得茶花
在背部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的应用得以实
现！

2.2 黄色茶花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发现的金花茶
(C.nitidissima)让茶花育种工作者兴奋不已，
也为大花型黄色茶花育种带来了希望。不幸
的是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并没有选育出预
期的黄色茶花新品种。Dr. Ackerman 认为这一
黄色基因对其他的花色基因都是呈隐性的，
包括白色。另外，Dr. Ackerman 报道，金花茶
和其他种之间的杂交很难获得黄色花F1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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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Parks	 和 Du 指出：“金花茶在茶花育
种中已经广泛应用，但是金花茶和和其他山
茶原种几乎是不亲和的”。在最近的一次个
人交流中，Dr. Ackerman 指出以金花茶作为母
本在培育深黄色的茶花育种中十分重要。
	 日本的 Tadao Yamaguchi 先生是黄色茶花
育种的先驱，他选育了‘Shoko’，‘Kicko’，
‘Kiho’ 和‘Ki-no-gozan’4 个 黄 色 茶 花 品
种。其中的 2 个山茶的母本并未在 2006 年
的 Southern California Camellia Nomenclature 中 列
出。另外 2 个的亲本在 1996 年的 California 
Supplement 中列出。他们都是白色花品种：
‘Hatsuarashi’(‘First Storm’) 是 1935 年来
自日本的一个小花型单瓣品种，是‘Kicko’
的母本；‘Hakuko’是一个中花型、牡丹花
型的品种，他是‘Kiho’的父本（金花茶为
母本）。Yamaguchi 先生用‘Kiho’和金花茶
进行回交从而获得目前为止最具前景的两个
黄色茶花品种：‘Ki-no-senritsu’，一个从小
花型到中花型，牡丹花型到松散牡丹花型的
黄色茶花品种，该品种生长迅速，立性；
‘Senritsu-Ko’是一个淡黄色品种，花瓣边缘
桃粉色，小花型到中花型，月季花型，该品
种生长速度中等，立性。目前，这些品种已
经在牛西奥苗圃繁殖。
	 日本的 Kazuo Yoshikawa 先生在黄色茶花
育种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他应用了怒江山
茶 (C.saluenensis)， 山 茶（C. japonica），
茶梅（C.sasanqua）及滇山茶(C.reticulata)，
目前牛西奥苗圃拥有了他的 4 个杂交单株：
‘Ki-no-moto#92’，‘Ki-no-moto#95’，‘Kogane 
Nisgiki’和	‘Kogane-yuri’。
	 在黄色茶花育种领域中，除了金花茶之
外，还可以运用其他 38 个黄色茶花。根据

作者对黄色茶花育种的了解，特推荐以下
三个极具前景的亲本。首先是显脉金花茶
(C.fl ava)，据 Gao，Parks 和 Du 指出：该种为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小，花小（不足2英寸），
但花瓣数量多，与山茶（C. japonica）具有
亲和性。其次是薄叶金花茶（C.euphlebia），
Gao、Parks和Du认为该种生长迅速，适应性强，
并且抗病性强，是园林和景观绿化的优良材
料，并且在黄色茶花育种中可能大有作为。
最后推荐的是东兴金花茶（C.tunghinensis），
该种花淡黄色，开花繁密，叶片大小中等，
光亮，立性中等。

2.3 芳香茶花
	 大部分的育种计划都希望运用琉球连蕊
茶（C.lutchuensis）选育芳香茶花品种，另外，
希陶山茶（C.tsaii），和毛花连蕊茶(C.fraterna)
也被应用到茶花芳香育种中。

	 在过去的 40 年中，芳香茶花育种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牛
西奥苗圃 2005 ～ 2006 年的品种目录中仅列
出了 10 个芳香茶花品种，其中最亮眼的是
‘Scented Gem’，该品种宝珠型，微花型，花瓣
玫红色，雄蕊瓣化成乳白色管状型。
	 培育黄色茶花的一种途径是运用微香
型品种如 ‘Kramer’s Supreme’ 和琉球连蕊茶
（C.lutchuensis）进行杂交。最好的例证就
是 1978 年 Dr.Ackerman 选育的‘Ack-Scent’，
该品种具有浓郁的辛辣香味，中花型，牡丹
花型，贝壳粉色。
	 日本的育种者致力于运用具有香味的肥
厚山茶（Higo Camellia：日本肥厚地区的一个
特有的自然或半自然类群，被认为是山茶
C.japonica 的一个突变类型，但分类地位尚

黄色的金茶花 (C.nitidissima)
（高继银供图）

具有花香和密花特性的毛花连蕊茶 (C.frat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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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争议）进行芳香育种。最突出的一个亲本
是‘Nioi-fubuki’(‘Scented Snowstorm’)，
该品种白色花带玫瑰红条纹，具有 150 多个
金黄色雄蕊。
	 至今，新西兰的 Jim Finlay 先生培育出了
目前最为成功的芳香茶花。其中最出色的三
个品种是‘Superscent’，‘Scentuous’和‘High 
Frangrance’，而其中首推的芳香品种是‘High 
Frangrance’，该品种属于牡丹花型，花淡粉
色至花瓣边缘深粉色，具清香。以‘Salab’
和‘Scentuous’的杂交实生苗为父本，山茶
品种‘Mrs Bertha A. Harms’（该品种花象牙粉色，
大花型，半重瓣，花瓣褶皱）为母本选育而成。
	 在芳香茶花育种领域，育种亲本还涉
及到更多芳香茶花的运用，如蒙自连蕊
茶 (C.forrestii)，希陶山茶（C.tsaii），毛
花连蕊茶 (C.fraterna)，大花短柱茶 (C. 
kissi)，五柱滇山茶 (C.yunnanensis)，琉
球短柱茶（C.miyagii）和川滇连蕊茶（C. 
synaptica）。作者认为五柱滇山茶是首选，
因为该种同时具有芳香和束花两种特性，该
种为小花型，白色，株形立性。该种是‘Yume’
的父本，‘Shishigashera’是‘Yume’的母本。
‘Yume’小花型，单瓣，粉色，具白斑，开
花繁密。第二种很有潜力的是长瓣短柱茶(C. 
grijsii)。该种花白色，小花型，芳香，具束
花的潜力。另外，染色体数目的确定对杂交
将会极具推动作用。目前的研究报道认为长
瓣短柱茶是一个双倍体同时具有不同染色体
数的亚种，比如说 30，45，75 和 90 条染色
体。如果亲本具有同样的染色体数则杂交的
成功系数会高，如，运用双倍体山茶（30）
与同样具有 30 条染色体的长瓣短柱茶进行
杂交就比较容易成功。相反，选用具有 45，
75 和 90 条染色体的亚种进行杂交组合就很
难成功。

2.4 束花茶花（微型茶花）
	 束花茶花指那些花小，叶小但开花极
其繁密似成束开放的茶花类型。从 1948 年
J.C.Williams 培育的‘Cornish Snow’获得英国皇
家园艺学会的“新品种奖”开始，束花茶花
逐渐受到育种者的亲睐。育种工作者发现玫
瑰连蕊茶(C.rosaefl ora)有助于培育粉色花，
毛花连蕊茶(C.fraterna)有望选育束花茶花，
希陶山茶（C.tsaii）可以选育波状叶，山茶
品种黑椿‘Kuro-tsubaki’具有深红色花。

	 新西兰的 Neville Haydon 先生用玫瑰连蕊
茶和希陶山茶进行杂交获得‘Baby Bear’和
‘Baby Brother’2 个品种，并继续选育新的
微型杂种。1999 年，牛西奥苗圃推出的新
品种‘Bunny Ears’也属于玫瑰连蕊茶杂种，
微花型，半重瓣，粉色。新南威尔士州的
Thomas Savage 先生也运用了玫瑰连蕊茶作
为亲本并选育出很多束花类型的茶花，如
‘Wirlinga Princess’，‘Wirlinga Bell’和‘Wirlinga 
Bride’。在 20 世纪 90 年代，Ray	 Garnet 推
出了两个阿里山茶 (C.transnokoensis) 杂
种：‘Sweet Jane’和‘Transtaman’都具有束
花的特性。
	 束花茶花在园林景观中具有极佳的表
现，同时，束花茶花的育种也可以在其他方
面具有价值，如香味，花色，叶形以及多季
开花等。山茶属拥有很多具有多种观赏特性
的茶花供育种者选用。继续使用阿里山茶有
望选育出芳香的束花茶花。它和大花型的茶
花进行杂交有利于丰富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品
种。希望培育黄色束花茶花的育种者可以尝
试将东兴金花茶（C.tunghinensis）作为亲本。
在期望选育花期长、连续开花品种的育种计

具有束花特性的
玫瑰连蕊茶 (C.rosafl ora)

( 高继银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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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五柱滇山茶（C.yunnanensis）无疑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目前该种并未在育种中
大范围应用，因此具有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
	 对于选育大花型红色花的茶花来讲，浙
江红山茶（C.chekiangoleosa）应给予重视，
该种结实容易，可以作为父本或母本。虽然
浙江红山茶不是一个束花种，但开花极其繁
密，同时具有抗病性和抗寒性强。日本的育
种工作者成功地运用浙江红山茶和山茶进行
杂交获得红花品种。浙江红山茶的染色体数
目为 30 条，与山茶相同。另外，育种工作
者如 Dr.Parks	，Gene Phillips 和 Tom Nuccio 推测
这些种极有可能打破花色的局限。因此，该
种在育种计划中是一个极好的候选种。

2.5 多季开花茶花
	 据作者了解，目前尚无有关两季或者
多季开花的茶花新品种的报道，但这绝不
是不可能的。Gao，Parks 和 Du 已经确认很
多种具有多季开花特性。最具前景的是越
南抱茎茶（C.amplexicaulis），杜鹃红山茶
（C.azalea）和前面提到的五柱滇山茶（C. 
yunnanensis）。越南抱茎茶花粉色，略带紫
色，花瓣边缘白色，花杯型，花期整个夏秋，
在适宜的环境中可以随时开花。花瓣厚而肉
质，雄蕊黄色束生，花粉量大。叶大，深绿色，
光亮，结实容易。可同时作为父本和母本。
	 最具选育四季开花茶花实力的是杜鹃红
山茶，花单瓣，鲜红色，叶光亮，该种因其
花和叶与杜鹃相似而得名。该种株形紧凑，
立性。Gao 在 2005 年美国山茶协会年刊上曾
经写道：“我曾经 4 次访问杜鹃红山茶的原
始生境 (5 月，8 月 ,10 月及翌年 1 月 )，每

花芽并最终开
花的能力。这
种不均匀的生
长模式在山茶
属实属罕见。
众所周知，山
茶属一般情况
下一年抽 1 次
或 2 次新稍，
并 形 成 花 芽
最终开放。Dr. 

次都可以看
到它鲜艳美
丽的花朵”。
D r .  J a m e s 
H a r b a g e 在
2003 年的年
刊上提到：
“杜邦花园
（ L o n g w o o d 
Garden）的杜
鹃红山茶几

乎每月都在开花”，他解释说杜鹃红山茶在
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具有不断抽生新稍和形成

Harbage 报道，杜鹃红山茶的嫁接苗要优于扦
插苗：嫁接苗在形成新叶的速度中等，但生
长速度较慢，并且一直到 2002 年都没有结
实。他们为此咨询了高继银教授，高教授的
认为可能与成功的授精需要较温暖的温度有
关。
	 2005 年 12 月作者收集了少量杜鹃红
山茶花粉，并立即进行了人工杂交：5 朵
‘Tama-no-ura’，3 朵‘Egao’和 1 朵‘Tama-
Peacock’，6月初，‘Tama-no-ura’有3个果实，
‘Egao’1个果实，6月 17日，‘Tama-no-ura’2
个果实开裂，每个果实有 3 粒种子，并且最
终有 4 粒种子萌发并成苗。截止 2007 年，1
株死亡，2 株长叶并与杜鹃红山茶的叶形相
像，其他实生苗的性状暂无法明确判定。从
‘Egao’获得的 1 个种子让作者倍感失望，
作者认为其选用的亲本‘Egao’极有可能是
山茶和茶梅的杂交种。2006 年 10 月，作者
继续运用杜鹃红山茶做父本进行了 58 个组
合杂交并收获 10 个果实（来自 5 个山茶和
一个非滇山茶杂种），在这些组合中，所有
与茶梅的杂交均告失败。由于花期不遇而未
进行杜鹃红山茶与滇山茶的杂交。杜鹃红山
茶与茶梅、滇山茶以及其他种的杂交组合还
有待于进一步实施。附带地，由于杜鹃红山
茶原产中国，在其他地方极难获得，杜邦花
园可以为育种工作者提供花粉。
	
结束语
	 目前，茶花已经拥有 30000 多个不同花
型和花色的品种，茶花的育种领域逐渐向抗
寒，黄色，芳香，束花以及多季开花品种深
入。茶花育种是一个有趣而又极富挑战性的
事业，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亲自感受茶
花育种的快乐，分享经验、成功与喜悦！
文献来源：Aerican	Camellia	Yearbook	2007，p18 ～ 24

越南抱茎茶 (C.amplexicaulis)
( 高继银供图 )

具有多季开花特性的杜鹃红山茶
(C. azalea)( 高继银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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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植物研究面临的 100 个最重要问题

	
C.S. Grierson 等 ( 文 ) 莫健彬 （译）

	 日益增长和繁荣的人口需要大量安全和具有营养的食物、住房、衣物、纤维和可再生能源，
同时，人类需要重视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并保护自身的栖息地。要面对这些全
球挑战，惟有植根于人类对植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坚实而深刻的基本认知上。科学家在最
近的《新植物学家》（2011 年 192 期）中发表综合研究通讯指出，针对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
的而言，植物及相关科学研究（范畴比“植物学”更广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重要，
通过集合与植物研究相关的科学、商业和公共服务团体人士的智慧，研究指出了植物研究当
前需要面临的 100 个首要问题，涉及社会（A）、环境和适应（B）、物种间互作（C）、了解
和利用植物细胞（D）、多样性（E）等方面。这些问题中，前 10 个是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最重
要议题。

1 植物研究与社会面临的问题

	 本节首先列举了需要植物及相关科学研究直面的社会问题，前 10 个概括了当今社会最热

点论题，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植物有关的更具体的生

物学问题则在后续部分展开。

A1.2050 年，世界人口将达

到 90 亿，我们如何为我们

下一代的后代提供食物？

A2. 为供养数十亿人口，那

些作物是我们必须耕种的，

哪些又是我们必须牺牲的？

A3. 何时又如何做，我们才

能够同时增加产量并减少对

农业环境的冲击？

A4. 控制植物、害虫及病原

体等入侵物种最佳方法是什

么？

A5. 考虑有两种方法使植物

获得同样的特性，一种是通

过遗传（基因）工程技术，

一种是通过传统的植物杂交

育种技术，这两类植物面临

不同的法律管控，但它们是

否真的存在客观区别？

A6. 植物怎样才能为解决能

源危机和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作出贡献？

A7. 植物怎样对人类赖以生

存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作

用？

A8.21 世纪，什么科学手段

对植物学是最重要的？

A9.（a）如何确保社会意识

到植物的全面重要性？（b）

我们如何吸引最优秀的年轻

人到植物学领域来，以便他

们面对人类面临的巨大挑

战，诸如气候变化、食物安

全、化石燃料的替代？

A10. 我们如何确保科学正

确影响决策？

A11. 我们如何才能将植物

学的知识转化应用到食物安

全领域？

A12. 那些植物具有作为生

物燃料的最大潜能，并且对

生物多样性、碳足迹和食品

安全具有最少的影响？

A13. 作物生产能否从依赖

石油为基础的技术脱离？

14. 怎样利用植物学防止营

养不良？

A15. 怎样利用有关植物及

其特性的知识提高人类健

康？

A16. 植物及其群落（包括

形态、颜色、芳香、声音、

味道等特性）如何影响人类

福祉？

A17. 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植

物及植物学改善城市环境？

A18. 我们怎样鼓励和通过

必要的多学科协作达成联合

国以强调贫困和环境为主要

内容的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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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如何测试植物的适应

性？

B2. 用外源干扰调节个体对

环境的响应过程在个体寿命

期内的作用是什么？

B3. 将当前一年生作物发展

成多年生作物是否存在尚未

开发的潜在益处？

B4. 通过联合 C4 植物或者

C3/C4 的中间体或者利用景

天酸代谢 (CAM) 机制，我们

能否飞跃性改变 C3 作物的

产量？

B5. 植物如何调节植物系统

内物质在各部分的储存比

例？

B6. 作物的产量的理论极限

是什么，什么是妨碍植物达

到这一极限的主要影响因

子？

2 植物的环境及适应

	 千百万年来，植物已经进化并成功应对其自身环境的变化，但植物从野生种到栽培作物时，

这种适应性的维持则并非必然，评估和利用植物的适应能力应有助于增加边际土地的耕作利

用，即使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也能提高农业产出。

B7. 什么决定了植物种子的

寿命和休眠？

B8. 我们能否控制开花时

间？

B9. 荷尔蒙如何实现不同植

物间信息传递和交叉应答？

B10. 我们能否在没有创造

入侵植物的情况下发展耐

盐、耐重金属、耐旱农作物？

B11. 能否更好地利用植物

对退化或有毒的土地上进行

大规模的修复和改造？

B12. 怎样将有关植物和生

态系统得知识转化成更睿智

的农耕实践？

B13. 能否找到单作的替代

选择（作物种类和耕作模式）

且不影响产量？

B14. 能否培育出能克服旱

地盐分过高甚至能逆转土地

高含盐量的植物？

B15. 能否研发出对气候波

动具有更大弹性且不减少产

量的作物？

B16. 我们能否理解（解释

和预测）不同生境下植物种、

不同地方的作物品种在气候

变化条件下的演替？

B17. 在当前或将来，栽培

植物对环境的胁迫反应能达

到何种程度？

B18. 植物内生性适应机制

能否赶上人为环境变化的速

度？

B19. 怎样才能提高栽培植

物更好利用有限资源的能

力？

B20. 怎样在边际环境中选

择种植恰当的植物又不至于

造成生物入侵？

B21. 如何利用作物生长遏

制沙漠漫延？

3 物种间互作

	 栽培植物直接与其他物种相互影响（互作），包括病原体、有害生物、共生体和杂草。

一些互作是有益的，但一些则可能会导致农业的毁灭性损失。有效控制有害物种又不造成明

显的环境损害依然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但同时也存在利用有益的物种（如菌根和真菌）来改

善栽培植物互作关系的潜能。

C1. 控制物种入侵（包括植

物、害虫、病原体）的最佳

途径是什么？

C2. 我们能否为对付棘手的

病虫害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

案，并满足日趋严格的杀虫

剂使用管制？

C3. 在栽培植物中消除所有

病虫害是否可取？

C4. 控制杂草的可持续的最

佳方法是什么？

C5. 如何在根除饥饿的同时

保护生物多样性？

C6. 如何才能在非豆科植物

中实现固氮共生机制？

C7. 为什么固氮共生机制仅

存在于少数种类植物中？

C8. 如何使植物和菌根真菌

的共生得以改善并促进植物

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C9. 植物相互之间如何交流

和传递信息？

C10. 怎样才能利用我们有

关抗病的分子生物学知识开

发新途径实现病害控制？

C11. 植物自身系统所固有

的抗病体机制是什么？

C12. 当植物抵抗某种病原

体，是什么停止病原体的生

长？

C13. 病原体如何克服植物

的抗病性，这是不可逆转的

吗？

C14. 植物吸收和传输养分

的分子机制是什么？

C15. 我们能否利用非宿主

植物的抗性来实现植物的更

持久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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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晓和利用植物细胞
	 植物的结构和功能有赖于植物细胞的构成和行为。人类在识别细胞组分（包括 DNA、RNA、蛋
白质、细胞壁成分、膜质结构）及其如何服务于特定的过程（诸如发育、新陈代谢、抵抗病害）
等方面已取得大量进展。本节前部分主要是对植物细胞了解中尚待解决的前沿问题，后部分主要
针对未来的潜在利用问题。

E1.我们对植物多样性知道多

少？

E2.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对植

物多样性的更全面了解为人

类谋福利？

E3.我们能否增加作物产量又

不损害生物多样性？

E4.我们能否界定客观标准以

确定何时和何地进行集约或

粗放农业是适度的？

E5.植物如何贡献于生态系统

服务？

E6.我们如何确保能从具有社

会—经济价值的基因库中长

期、可持续地获得遗传多样

D1. 植物细胞如何保持全能
性，我们如何利用这一知识
来促进组织培养和再生？
D2. 细胞个体的生长和分裂
如何形成遗传特性决定的
形状、大小和组成等特定结
构？
D3. 植物中不同的基因组如
何相互应答以保持细胞器之
间适当的互补性？
D4. 植物为什么要、又是如
何进化成多细胞生物的？
D5. 我们如何通过基因组序
列提高我们对发育过程的基
因调控程序的理解？
D6. 植物如何整合多种环境
信息并作出响应？
D7. 植物如何存储既往环境
和发育过程诸事件的信息？
D8. 植物的表观遗传变化在
多大程度影响其遗传特性？
D9.植物蛋白结构如何排列？

D10.什么在植物中存在数以
百万计的短 RNA，它们有什
么功能？
D11. 植物细胞如何测定它们
在组织机体中的位置并协调
地发展？
D12. 植物细胞如何限制信息
传递并仅由其特定的区域进
行响应？
D13. 植物中是否存在一个细
胞壁完整性的监控系统？
D14. 植物细胞壁如何形成？
强度、成分如何决定？
D15. 我们能有效地在植物中
植入合成生物单元吗？
D16. 植物生物学能在多大程
度上变得具有可预见性？
D17. 杂种优势的分子或生物
化学基础是什么？
D18. 如何在植物中获得高频
率具有针对性的同源重组？
D19. 哪些因子控制有丝分裂

过程中遗传交换发生的频率
和分布？
D20.	如何利用我们有关光
合作用及其最优化的知识更
好地控制太阳能的利用？
D21. 能否通过更好地提高藻
类捕获 CO2 能力进而获得更
高产量的燃料用油或氢吗？
D22.	如何利用我们有关固
碳的知识，从生物化学、生
理学和生态学的水平上解决
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
的问题？
D23.	种类广泛的次生代谢
物的功能是什么？
D24.	我们怎样才能将植物
变成将来的化工厂？
D25.	我们如何利用有关细
胞壁的知识来更有效、更持
久地生产食物、燃料和纤
维？

5 植物多样性

	 目前估计全世界有花植物在 25 万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尚未测试其可利用特性。本节问

题强调识别植物中可能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潜能的必要性，在其利用过程中采取负责的方式并

保持可持续性。从通过上述获得的知识和了解到的自然资源可以用于未来解决新的挑战。

性？

E7.特定的遗传差异如何导致

不同植物种的多样性表型？

也即，为什么橡树之所以变

成橡树，小麦之所以变成小

麦？

E8.哪个基因组应该测序以及

怎样才能从测序结果中找到

最佳意义？

E9.基因组大小变异的重要意

义是什么？

E10. 植物寿命的分子和细胞

基础是什么？植物的寿命能

调控吗？

E11. 为什么植物界的寿命范

围比动物界大如此之多？

E12. 什么是一个植物的种？

E13. 为什么一些植物分支比

另一些分支物种更丰富？

E14. 什么是达尔文“可恶之

谜”—被子植物的快速崛起

和多样化——的答案？

E15. 植物的多倍性如何为

有花植物的成功进化作出贡

献？

E16. 什么是有花植物的最亲

近化石亲戚？

E17. 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系

统发育多样性以便保持进化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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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学致力于研究和解决人类面临的诸
多重要问题。食物生产的安全和质量依然是
21世纪世界性议题的关键。植物的重要性远
超越于农业和园艺之上，我们还面临着化石
能源的储量日益减少、气候变化，以及对更
可持续的方法生产燃料、纤维、木材和工业
原料的渴求。当然，在优化食物的营养特性、
发掘新的植物产品如药品等方面仍然存在未
开发的潜力。应对这些前沿问题需要新的科
学方法和多方的协作，因为现有的措施未能
完全回答相关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业已认定
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只有在多专业科学家整体

微科普

“花王”牡丹与“花相”芍药

	 江南 4 月花事“花王”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为主角，每年清明刚过，牡
丹就耐不住寂寞了。牡丹在上海的花期一般
在 4月中下旬，只有极少数晚开的品种会延
续到 5月初。当盛开的牡丹花逐渐减少时，
“花相”芍药（P.	lactiflora）始见花蕾迅
速膨大而后开放，可谓“君臣”配合默契有序。
芍药的自然花期一般在4月末至5月上中旬，
5月上旬正是盛花期，花色毫不逊于牡丹。
芍药，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它与

的努力才有可能解决。随着植物科学日益变
得重要，我们需要吸引最聪慧的头脑和具有
最优秀职业履历的人才进入植物研究领域。
鉴于相关研究推进得很快，对有关的问题和
建议及其解决方法有可能需要进一步修订，
同时，希望这些问题能激发相关讨论，并鼓
励植物科学家超越自身专业领域对有关最重
要的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实施令人信服的相
关研究，得以开发利用最有前景的方法，
能获得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参考文献：Grierson	

CS.,Barnes	 SR.,Chase	 MW.et	 al.,2011.One	 hundred	 important	
questions	facing	plant	science	research[J].New	Phytologist	
,192(1):6-12.

牡丹同属于芍药科芍药属，是牡丹的近缘种。
在先秦时期，古人并不将二者加以区分，而
是统称为芍药。如今，国内外也有众多园艺
品种。两者最直观的区别在于，牡丹为落叶
小灌木，具有木质的地上茎干，而芍药则为
多年生草本，地上部分为草质的茎。简单而
通俗的说：牡丹是树，芍药为草。在开花季节，
可见牡丹当年生长的新枝是长在浅黄褐色的
茎干上，而芍药只有当年生长的绿色枝条。
通常在入秋以后，牡丹叶片枯萎，但保留地
上光秃的茎干，而芍药地上部分则全部枯萎，
只能看到微露的紫红色芽。（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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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白及Bletilla striata

b、笋兰Thunia alba

c、多花指甲兰 Aerides rosea

d、栎叶绣球 Hydran gea quercifolia

e-f、品种八仙花Hydrangea cv.

g、‘如古’铁线莲Clematis 'Rooguchi'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q r

h、杜鹃红山茶 Camellia changii

i、抱茎金花茶 Camellia sp.

j、含笑品种 Michelia cv.

k、黄玉兰品种 Magnolis cv.

l、蝴蝶荚蒾 Viburnum plicatum

m-n、保加利亚玫瑰 Rosa ×damascena

o、黄木香Rosa banksiae var.bankisae f.lutea

p、柳叶红千层Callistemon salignus

q、重瓣大花石榴 Punica granatum var. pleniflora

r、穗花牡荆 Vitex agnuscastus

p

季节植物 莫健彬    张亚利    蓝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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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掠影—园中精彩 蓝风 黄梅林 若水 山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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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掠影—樱影流连 蓝风  若水 山鹰  一抹茶香 坐看云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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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集锦 产责任书。安全工作包括安全生产、消防、

治安管理等工作。聚焦园区安全，扎扎实实

做好安全生产及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确保园

区安全生产形势始终处于受控状态。提高安

全工作思想认识，以加强制度建设为基础，

日常监督检查为重点，强化考核为抓手，强

化内部管理，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单位平安，

是植物园实现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为社会提

供优质服务的前提。（曹玉洁）	

学习模范事迹，深化服务意识

	 2 月 13 日，我园干部职工观看全国道德

模范、上海市闸北区灵石环卫公司公厕班班

长李影同志的先进事迹电视纪录片。李影是

龙潭小区的公厕管理员，其坚守公厕 6 年如

一日，所管理的公厕被誉为全上海最干净、

最人性化的公厕。她自己琢磨的“跟踪式”

保洁法，换来了公厕持久干净；“小心地滑”

的温馨提示，烟灰缸、洗手液、小药箱、书

报架和大鱼缸等，看似细微的便民服务设施

都为居民解决了大麻烦；自己花钱改造残疾

车通道，方便双腿残疾的居民；几年来，一

直以“扶一把、问一声、望一下、送一程”

的理念，主动为输液老人提供服务。李影在

厕管工作岗位上勤奋务实，刻苦钻研，把平

凡的工作做到异常出色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

悟，体现在点滴小事和平凡故事中，她用自

己的热心、诚心和聪明才智让用厕的人称心、

舒心。同时，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从平

凡中追求卓越的精神成为本系统员工学习的

楷模。上海植物园作为一个公益服务场所和

城市文化标识之一，树立鲜明的为民服务意

识，成为优质的科学和社会文明的集散地和

传播地则显得更是责无旁贷。（徐喆）	

重视志愿者工作，提升植物园游园环境品质

	 志愿者服务历来是世界各地植物园生产

和服务的文化特征。4月中旬上海花展期间，

园党委副书记郑生全带领创建办的同志到我

园志愿者服务站和园区进行工作调研。我园

老年志愿者是爱园护绿和传播知识的有机辅

助力量。通过交流，郑书记了解了志愿者的

人员结构、工作情况，感谢他们对园区管理

工作的帮助，希望他们一如既往支持与关心

2012 年上海植物园工作重点

	 新年伊始，本园 2012 年首次园务会议

就我园今年的重点工作和管理目标进行了讨

论和布置。奉树成园长强调指出本年度上海

植物园的五项工作重点是：一、园容园貌明

显提升；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三、游客

量明显上升；四、园企和谐程度明显增加；

五、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除了花

展等常规项目管理外等，会议强调了今年要

落实的多项管理制度建设，包括：要加强公

园管理，制定并落实考勤、车辆、卫生、导

游等各项管理制度，真抓实干，切实提高上

海植物园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会议同时决定，

2012年，上海植物园将实施园务会议常态化，

每月举行一次园务会议，对上一个月的工作

进行总结，部署下一个月和下阶段的工作计

划，通过加强内部交流和沟通，促进部门间

协同合作，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顺利进

行，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房丽琴）
	
落实考勤制度，加强效能和作风建设

	 为强化全体职工的纪律观念和正常的工

作秩序，加强单位效能建设和作风建设，我

园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植物园考

勤与请假规定（试行）》，自 3 月 1 日起实

施。规定对员工出勤打卡、以及外出、加班、

请假等相关制度进行了规范管理。经过数月

的施行效果来看，《规定》对员工工作的自

觉性和纪律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规定》

的实施不仅是作息制度的规范管理，更调动

了全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岗位责任心，强

化了各员工和各部门整体的时间观念，保证

了工作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徐敏）
	
聚焦安全，长抓不怠

	 2 月 1 日，我园召开 2012 年第一次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奉树成园长、分管领导李雪

梅副园长、各科室和公司负责人、安全员参

加了会议。安全，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第

一要务，必须警钟长常鸣、长抓不怠。会议

传达上级局有关安全会议的内容，各科室和

公司作交流发言，最后各方签订年度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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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管理，在公园管理方与游客之间发挥良

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国家4A旅游景区，

上海植物园需要有更多的市民游客发扬雷锋

精神，自觉遵守游园规则，保持园内整洁，

爱绿护绿。长期以来，植物园的老年志愿者

团队也会每天在园内巡查，宣传文明游园，

捡拾垃圾。在园内志愿者工作室，则有青年

自愿者提供科普知识讲解、养花咨询服务。

今年花展期间，很多来自院校的大学生志愿

者积极来园做科普导游服务，让游客在游览

美景时也丰富了植物相关知识，颇受好评，

而志愿者本身也得到了提高和锻炼，增加了

对社会的感悟，在实践中获得了价值体验和

满足。我园地处城市生活社区，有多种类型

的常游客小组，如红枫亭唱歌角、儿童园地

书角、桂花亭老年交谊舞角等园区游乐点，

他们健康和丰富多彩的游园、锻炼方式体现

了植物园的风貌，也影响着其他人的游园行

为，植物园也成了社区文明的缩影。这些良

好的游园和服务风尚滋润了人们积极向上的

心灵，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文明情操。（张磊）

善用网络传媒，加强与大众沟通

	 网络传媒和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当代

社会的沟通，其规模、速度、参与者及影响

力均为过去所不可比拟。为适应网络时代新

传媒的特点，2012 我园系列学习活动首先聚

焦微博应用和数码摄影。为做好植物园的信

息交流，我园于 2 月 29 日邀请嘉宾举办了

针对全园职工的微博和摄影实务讲座。《旅

游时报》	策划部王琪主任主讲“如何提升

微博影响力实务”，《旅游时报》摄影记者、

市旅游局官方微博《乐游上海》美编蓝风先

生主讲“园林及花卉摄影”。“微博达人”

王琪主任由基础入手结合实际操作，对微博

的影响和应用，以案例进行分析和自身丰富

的微博操作经验，阐述了提升微博影响力的

几个注意点，如怎样用好个人资料、关注、

关注分类、求关注等栏目，如何在话题、时

机、图片、表达方式等方面做好内容，以及

如何检测，针对上海植物园官方微博如何办

出特色和风格提出了个人建议。“摄影达人”

蓝风老师则结合摄影作品，介绍了在园林花

卉及景观摄影中如何运用技巧达到不同拍摄

效果，强调摄影是门技术更是艺术，要多琢

磨多实践，才能提高水平，进而运用图片有

效传递信息，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徐喆）

统一垃圾箱配置，改善园区环境

	 我园自于去年年底获得国家 AAAA 级景

区授牌以来，始终把改善并巩固园容园貌作

为工作重点，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在各个细
节方面措施到位。今年 3 月底起，对园区内

原有类型不统一的垃圾箱进行了全面更换，

新安装垃圾箱 180 个，就此结束了园区内原

垃圾箱规格不一状况，为改善园容园貌、方

便游园提供了条件。更换后的垃圾桶材质均

为不锈钢材质，外观简洁大方，使用起来简

便，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园内环境，也方便了

清洁人员。（万宁海）

积极认养树木，倡导绿色风尚

	 4 月 14 日，欧唯特中国公司的员工携家

人一行60余人到上海植物园进行绿色之旅，

并认养日本樱花 50 余株。大家纷纷表示今

后会经常来看望自己认养的植物，随时关心

认养树木的成长状况。挂牌及证书颁发仪式

后，我园科普人员还在科普馆进行了环保知

识讲座，让来客获得各种树木、植被的科学

知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感性的

认识。欧唯特公司人员介绍，他们公司坚信

环境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致力于环境和气候保护工作，不仅努力

使生产和服务环节对环境产生的影响降到最

低，还在欧唯特业务所在城市，通过认养树

林或绿地、组织环保活动等实际行动，倡导

保护自然和环境的意识。（曹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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