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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af color transformation and related physiological changes 
of fi ve camellia varieties

5个山茶品种的叶色变化及相关生理研究1

摘要：为探讨5个山茶品种的叶色变化规律及相关生理，以5个品种10-15年生的植株为材料，在叶片

变色期间，统计其叶片的变色率，每隔30天测定其叶片的光合色素、花青苷、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含

量。结果表明：冬季‘玫玉’和‘小粉玉’的叶片分别呈现古铜红色和赭色，叶片变色率分别为70%和

60%，两者在冬季叶色方面均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5个品种春季嫩叶均为鲜红色，红叶期可持续一

个月左右。花青苷含量的变化是山茶叶色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冬季，5个品种叶片中的可溶性蛋白与三

种色素的合成没有直接关系，而‘玫玉’和‘小粉玉’叶片中的可溶性糖与花青苷之间存在着极显著的

正相关；在春季，新叶中的可溶性糖含量显著低于冬季老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则高于冬季老叶片。

关键词：山茶；叶色；花青苷；可溶性糖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leaf colo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me physiological 
index, five camellia varieties with the age of 10-15 years were taken as materials, leave color 
changing rate, the contents of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nthocyanin,soluble sugar and soluble 
protein in the leaves of fi ve varieties were measured during the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every 
30 day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ld leaves of‘Mei Yu’and‘Xiao Fenyu’changed to bronze 
red and ochre color respectively in winter,and the leave color changing rate were 70% and 60% 
separately,both of them have high ornamental value in winter. New spring leaves of fi ve varieties 
are bright red,and the red period can last about 1 month. The content of anthocyanin was the key 
factor for leave color change of these fi ve camellias.In  the winter,soluble protein of fi ve varieties 
had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ree kinds of pigments, whil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luble sugar content and anthocyanidin content of‘Mei Yu’and‘Xiao Fenyu’; In the 
spring, soluble sugar content in the new leaves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old leaves in winter,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was higher than old leaves in winter.

Key words: Camellia;Leave color;Anthocyanin;Soluble sugar

■ 郭卫珍1   张亚利1   王荷2   刘燕3   奉树成1

GUO Wei-zhen1  ZHANG Ya-li1  WANG He2  LIU Yan3  FENG Shu-cheng1

（1.上海植物园 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200231；2.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8；3.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北京 100083）
（1.Shanghai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Plant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Shanghai 200231,China;2.Su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Suzhou 215008,China;3.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山茶属（Camellia）植物为山茶科常绿灌木或乔木，是中

国传统的观赏花卉，也是世界名花之一。关于山茶属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分类系统[1]、抗寒性[2-3]、种质资源调查和新

品种培育[4-6]等方面，而对叶色方面的研究较少。宋绪忠等[7]

研究了茶树（C. sinensis）品种的叶色值与叶绿素的相关性，

1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科研计划项目：束花茶花新优品种的选育与示范（11391901102）；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14年科技项目辰山专项：束花茶花在不同栽培条件下的适应性及观赏特性研究（G142436）
作者简介：郭卫珍，硕士，助理工程师，从事园林植物栽培应用等研究。Email：shouhudaocaoren@163.com
通讯作者：奉树成，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观赏植物资源创新与应用。Email：846058770@qq.com

季鹏章等[8]对茶树品种‘紫鹃’和‘勐海大叶种’叶色变化与

色素含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叶乃兴等[9]探讨了茶树叶片中

光合色素、测色值与净光合速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山茶变

色期间相关生理的研究较少，且缺乏转色期色素与相关生

理指标关系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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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以连蕊茶组原种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培

育出的5个山茶品种除了具有观花特性之外，其色叶突出，

观赏性极高，冬季老叶片由绿色逐渐变为红色，期间红叶期

可持续2-3个月；春季新萌发的嫩叶鲜红色，红叶期能保持1

个月左右，弥补了山茶属彩叶植物的缺乏，对于落叶季相色

彩单调、花果少的冬、初春是很好的点缀。目前尚未对5个

品种叶色变化规律及相关生理基础进行系统研究，本试验

重点对其叶片的变色情况、色素含量及相关生理指标进行

了研究，为进一步探讨5个品种冬春叶色变化的规律和生

理机制奠定基础，为其栽培措施的制定及推广应用提供理

论依据，为我国山茶属资源的开发利用做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上海植物园科研基地进行。试验材料选用由‘黑

椿’（C. japonica‘Kruo-tsubaki’）和 ‘小卵叶连蕊茶’（C. parviovata）

杂交选育获得的五个表现差异较大的品种，分别为‘玫玉’、

‘玫瑰春’、‘俏佳人’、‘小粉玉’以及‘垂枝粉玉’。选用10-15

年生苗，每个品种3株，植株的长势、形态、大小基本一致，叶

片变色和开花正常，无病虫害。具体品种信息见表1：

表1  5个山茶品种的叶色和开花情况

Table 1  Leaf color and fl owers of fi ve camellia varieties

品种 冬色叶 春色叶 开花情况

‘玫玉’ 叶片古铜红色，1月和2月为最佳观赏期 鲜红色，持续一个月 玫瑰红，花量多，花期1月上旬到3月下旬

‘玫瑰春’ 叶片红褐色，2月为最佳观赏期 鲜红色，持续一个月 玫瑰红，半重瓣，花量多，花期2月下旬到4月

‘俏佳人’ 叶片橘褐色，2月为最佳观赏期 鲜红色，持续一个月 白粉色，重瓣，花量多，花期2月中旬到3月下旬

‘小粉玉’ 叶片赭色，2月为最佳观赏期 鲜红色，持续一个月 白粉色，单瓣，花量多，花期2月下旬到4月

‘垂枝粉玉’ 叶片在冬季不变色，保持绿色 鲜红色，持续一个月 白粉色，花量多，花期2月下旬到3月下旬

1.2 试验方法

从2012年10月到2014年5月对5个品种冬季叶片和春季

新叶的叶色变化进行定期观察和测定。

1.2.1 种植地气温监测

采用德国Testo-174T温度记录仪对上海植物园科研基地

进行实时监控，气温每15分钟自动采集一次。由获得的数据

可知，上海植物园科研基地在12月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温

度较高，晚上温度较低。随着白天温度的降低，12月底昼夜

温差开始变小。其中日最低气温出现在次年1月23日到1月26

日。2月20日之后夜晚温度达到了0℃以上，3月初之后昼夜

气温均开始迅速上升。

1.2.2 叶片变色率的统计

每个植株选取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具有代

表性的枝条，统计每个枝条的叶片总数Y，并定期统计变

色的叶片数y，单个叶片的变色面积超过30%时记为该叶

片变色，该植株的叶片变色率TY（%）=（y1+y2+y3+y4+y5）

/（YI+Y2+Y3+Y4+Y5）*100%。每个品种三株重复，取平均值。

1.2.3 叶片变色期生理指标的测定

在测定之前，分别在每个植株的东、西、南、北、中五个

方位选取光照强度相同的叶片进行标记。从2012年10月到

2013年4月，每隔30天测定一次生理指标。每次取样分别在

各个方位的已标定叶片的周围选取8片叶来进行生理指标

的测定，选取叶片的颜色参照已经标记好的叶片，每个品种

三株重复。叶绿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丙酮浸提法[10]；花青苷

含量的测定采用盐酸甲醇浸提法[11]；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

采用蒽酮比色法；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

（G-250）法。

1.3 数据分析

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Origin 85和Microsoft excel 2007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冬季叶色的动态变化分析

2.1.1 叶片的变色率

5个山茶品种叶片变色不均匀，就单个老叶片来说，叶

片从边缘开始变色，随着叶色程度的加深，逐渐向叶脉中

部扩展。就整株来说，随着单叶变色数量和程度的增加，其

观赏性增强，本文就5个山茶品种整株叶片变色率的变化情

况进行了统计。

由图1可以看出‘玫玉’和‘小粉玉’从11月开始零星变

色，且随着昼夜温差的加大，叶片变色率迅速增加，变色时

间持续近4个月，且当2月出现日最低气温的时候，2个品种

叶片的变色率达到了最大，分别为70%和60%，其中1月和2月

为‘玫玉’的最佳观赏期，而‘小粉玉’仅2月为其最佳观赏

图1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叶片的变色率

Figure 1  Leaf color change rate of fi ve varieties in winter

期，到了3月夜温达到了0℃以上，且白天的气温开始迅速上

升，二者叶片均开始复绿；‘玫瑰春’和‘俏佳人’从次年1月

才开始零星变色，3月已经开始转绿，变色时间仅持续2个

月，且变色率最高仅分别达到30%和20%；‘垂枝粉玉’冬季

叶片未发生变色，一直保持绿色。

2.1.2 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叶绿素是高等植物叶片中的重要组成色素。如图2可以

看出，在冬季，‘垂枝粉玉’的叶片保持绿色，其叶绿素的含

量较为稳定，先是逐渐缓慢的上升，后在3月达到了最高值；

‘玫玉’的叶绿素含量先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11月和次年

1月期间呈上升趋势，2月呈现急剧上升；‘小粉玉’先略微下

降后缓慢上升；‘玫瑰春’和‘俏佳人’在12月以前先上升，1

月呈下降趋势，2月以后即缓慢上升。5个山茶品种叶绿素含

量的变化趋势略有不同，但均在3月达到了最大值。

图2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变色期叶绿素含量的变化

Figure 2  Dynamic changes of chlorophyll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winter

图4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变色期花青苷含量的变化

Figure 4  Dynamic changes of anthocyanin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winter

2.1.3 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化

5个山茶品种在冬季叶色表达期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

化趋势如图3所示，‘垂枝粉玉’在11月和1月期间呈显著上

升，而在2月和3月时则缓慢上升；‘玫玉’和‘小粉玉’先急

剧下降再急剧上升，1月之后缓慢上升；‘玫瑰春’先急剧上

升，12月下降之后呈平缓趋势；‘俏佳人’在1月以后急剧上

升；5个品种的类胡萝卜素含量均在3月达到了最大值。但类

胡萝卜素的含量均明显比叶绿素含量低。

图3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变色期类胡萝卜素含量的变化

Figure 3  Dynamic changes of carotenoids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winter

2.1.4 花青苷含量的变化

花青素属于酚类物质，它在植物体内通常与糖结合为花

青苷，使植物叶片呈现出丰富的色彩[12]，并具有光破坏防御能

力[13-14]。如图4所示，其中‘玫玉’和‘小粉玉’的花青苷含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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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开始逐渐上升，并在2月达到了最高值，并显著高于其它3

个品种，3月其含量急剧下降；‘玫瑰春’和‘俏佳人’的花青

苷含量变化较为稳定，仅在2月时略有增加，3月即呈下降趋

势；‘垂枝粉玉’的花青苷含量在12月和次年1月均为最低。

2.2 春季新叶叶色的分析

2.2.1 新叶的变色情况

‘玫玉’和‘小粉玉’新叶抽出时间较早，为4月中下旬，

‘俏佳人’和‘垂枝粉玉’于4月下旬抽出新叶，‘玫瑰春’新

叶抽出时间较晚，5月初萌发新叶。5个品种春季萌发的新叶

均为鲜红色，随着气温的升高，新叶逐渐变为粉红色，最后

全部转变成绿色。虽然5个品种新叶萌发的时间略有差异，

但均能持续一个月左右的红叶期。

2.2.2 新叶的色素含量

5个山茶品种春季新萌发的嫩叶由鲜红色转为绿色发

生在一个月内，本文仅对其鲜红色叶片的色素含量进行了

测量，见表2。

表2  5个山茶品种春季新叶色素含量

Table 2  Pigment content of fi ve camellia varieties in spring

品种 叶绿素（mg·g-1FW） 类胡萝卜素（mg·g-1FW） 花青苷（mg·g-1FW）

‘玫玉’ 0.257±0.023bc 0.082±0.007b 0.710±0.053bc

‘玫瑰春’ 0.285±0.035bc 0.071±0.010b 0.707±0.085bc

‘俏佳人’ 0.238±0.065c 0.071±0.018b 0.940±0.129a

‘小粉玉’ 0.436±0.057a 0.127±0.015a 0.626±0.056c

‘垂枝粉玉’ 0.336±0.048b 0.081±0.011b 0.819±0.098ab

注：表中数值等于平均值±标准差，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在0.05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下同

‘小粉玉’新叶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含量显著高于

其它4个品种，‘俏佳人’新叶的叶绿素含量最低；5个品种

春季新叶的花青苷含量显著高于冬季叶片变色期间的花青

苷含量，由方差分析可知，‘俏佳人’新叶的花青苷含量显

著高于其它4个品种，而‘小粉玉’新叶的花青苷含量最少。

2.3 叶片变色期三种色素含量百分比的变化

叶色是各种色素综合作用的最终表达，色素含量的比

例直接影响着叶片呈现的颜色[15-16]，图5直观的展现了冬季

（10月到次年3月）和春季（次年4月）5个山茶品种叶片的三

种色素含量百分比（类胡萝卜素∶叶绿素∶花青苷），并在对

应的位置下方展示同时期叶片所呈现的颜色。

其中‘玫玉’和‘小粉玉’冬季叶片的三种色素含量百

分比变化较大，花青苷所占的比例在1月和2月达到了最高，

类胡萝卜素∶叶绿素∶花青苷的比值为1∶5∶4，此时‘玫玉’

和‘小粉玉’叶片颜色最红。‘玫瑰春’和‘俏佳人’三种色素

含量比变化较小，仅在1月花青苷所占比例呈现略微的上升，

两者叶色表现均不明显。‘垂枝粉玉’的花青苷所占比例较

少，叶绿素所占比例均超过70%，其叶片在冬季保持绿色。5

个品种春季新萌发的嫩叶中花青苷所占的比例均在50%以

上，叶片呈现鲜红色。

2.4 冬季叶色变化的相关生理指标分析

2.4.1 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5个山茶品种在冬季叶色表达期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趋势如图6所示，12月以前是5个山茶品种冬季叶片变色的前

期，此时可溶性糖的含量不断的上升，并在12月和1月达到了

最高值；2月之后可溶性糖含量均开始下降。

图5  5个山茶品种变色期三种色素含量百分比的变化及对应的叶色

Figure 5  Dynamic changes of percentage of three pigments of fi ve varieties and corresponding leaf color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图6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变色期可溶性糖含量的变化

Figure 6  Dynamic changes of soluble sugar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winter

2.4.2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如图7，12月‘小粉玉’和‘垂枝粉玉’的可溶性蛋白含

量最高，且与其它三个品种达到了显著性差异，‘玫玉’的

可溶性蛋白含量最低；次年1月可溶性蛋白含量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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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佳人’的可溶性蛋白含量最高，而‘玫瑰春’的最低，且

2个品种之间差异性显著；‘小粉玉’在2月再次达到最高，而

‘玫瑰春’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仍旧最低，2个品种之间差异

显著。

图7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变色期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Figure 7  Dynamic changes of protein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changing period in winter

和类胡萝卜素与可溶性糖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玫玉’的花

青苷与可溶性糖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小粉玉’的花青苷与

可溶性糖呈显著正相关。‘小粉玉’的类胡萝卜素与可溶性蛋

白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其它品种的三种色素均与可溶性蛋

白无显著相关性。

2.5 春季新叶的相关生理指标

本文对5个山茶品种鲜红色新叶的可溶性糖和可溶性

蛋白含量进行了测量，由表4可知，春季新叶中可溶性糖含

量要显著低于冬季老叶片，‘垂枝粉玉’新叶中的可溶性糖

含量最高，‘小粉玉’新叶中的可溶性糖含量最低。春季新

叶中可溶性蛋白含量高于冬季老叶片，5个品种新叶中的可

溶性蛋白含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玫玉’和‘小粉玉’在冬季叶色方面的观赏价值较高，

‘玫玉’最佳观赏期为1月和2月，叶片为古铜红色，‘小粉

玉’最佳观赏期仅为2月，叶片为赭色；‘玫瑰春’和‘俏佳

人’冬季叶片的变色期短，变色率低，叶片分别为红褐色和

橘褐色；‘垂枝粉玉’在冬季叶片保持绿色；5个品种春季新

萌发的嫩叶均为鲜红色，新叶萌发的时间不同导致了春季

色叶期不同，但其红叶期均能持续一个月。5个山茶品种的

老叶在春季开始复绿时，紧接着新萌发的鲜红色嫩叶延续

了叶片的观赏期。

表3  5个山茶品种冬季叶片生理指标与三种色素含量的相关性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ological and three pigments content in winter

品种
与可溶性糖的相关系数 与可溶性蛋白的相关系数

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 花青苷 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 花青苷

‘玫玉’ 0.181 0.319 0.621** -0.013 0.017 0.329

‘玫瑰春’ -0.164 -0.270 0.333 0.302 0.268 -0.046

‘俏佳人’ -0.364 -0.497 0.298 0.151 0.500 0.296

‘小粉玉’ 0.103 0.443 0.502* 0.295 0.660** 0.313

‘垂枝粉玉’ 0.247 0.466 -0.259 0.105 0.069 0.226

注：采用积差相关、双尾检验进行相关分析，*代表在0.05水平上显著性相关，**代表在0.01水平上显著性相关

表4 5个山茶品种春季新叶相关生理指标的含量

Table 4 Physiological content of fi ve varieties during color-
changing period in spring

品种 可溶性糖（mg·g-1FW） 可溶性蛋白（mg·g-1FW）

‘玫玉’ 1.900±0.020ab 1.157±0.094a

‘玫瑰春’ 2.140±0.158ab 1.214±0.039a

‘俏佳人’ 2.170±0. 122ab 1.120±0.063a

‘小粉玉’ 1.830±0.086b 1.098±0.031a

‘垂枝粉玉’ 2.260±0.123a 1.110±0.090a

叶片内色素含量的比例发生了变化是山茶叶色变化的

原因之一。冬季随着气温的下降，‘玫玉’和‘小粉玉’叶片

中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降解，导致其含量减少，与此同时花

青苷开始合成，并不断增加，使花青苷所占的比值增大，其

叶片呈现红褐色，这与Saure M C[17]等在彩叶植物中的研究结

果相同。‘玫瑰春’和‘俏佳人’叶片中花青苷含量的比值仅

略微增加，两者表现出叶片变色率小，变红程度弱；而‘垂

枝粉玉’中花青苷所占比值较小，叶绿素所占比值较大，均

超过了70%，其叶片在冬季一直呈现绿色。5个品种春季新

萌发的嫩叶中花青苷所占的比例均在50%以上，叶片呈现鲜

红色，因为春季幼叶中叶绿素合成还较少，在强光照射下产

生了较多的超氧化物，导致花青苷的大量合成并占主导作

用，所以此时叶片通常为红色和紫红色[18-19]。可见花青苷含

量的变化是山茶叶色变化的关键因素。

除‘小粉玉’的可溶性蛋白与类胡萝卜素呈极显著的

正相关外，其它4个品种可溶性蛋白与三种色素之间无显著

相关性。5个山茶品种的可溶性糖与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

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玫玉’的可溶性糖与花青苷之间存在

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小粉玉’的可溶性糖与花青苷之间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与荣立平等[20]研究发现三角枫叶片中

可溶性糖与花青苷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的结果相同；其它

3个品种的可溶性糖与花青苷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这与陈

继卫等[21]在对红枫秋冬转色期叶色变化的生理特性进行

研究时发现花青苷与可溶性糖之间并不呈显著正相关的

2.4.3 叶片生理指标与色素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了5个品种冬季叶片中可溶性糖、可溶性蛋

白与三种色素含量的相关性，由表3可知，5个品种的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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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ading on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遮荫对两种地被竹光合特性的影响1

摘要：以菲黄竹（Sasa auricoma）和翠竹（Sasa pygmaea）两种地被竹为试验材料，研究全光照，遮荫

度35%-40%，和遮荫度75-80%三种处理后其光合特性的变化，探讨两种地被竹对遮荫环境的光合

生理适应性。结果表明：在3种光强下，随着光强减弱，两种地被竹叶片最大净光合速率（Pnmax）、光

饱和点（LSP）、光补偿点（LCP）和暗呼吸速率（Rd）等光合参数，类胡萝卜素（Cars）含量、叶绿素a/b

（Chla/b）比值和类胡萝卜素/叶绿素（Cars/Chl）比值以及比叶重（LMA）和可溶性蛋白（SP）含量均

有降低趋势，而叶绿素（Chl）含量增加，表明两种地被竹均能适应不同的生长光强。在相同光强下，

翠竹拥有较低的LCP和较高的LSP、Pnmax和Chlb相对含量，与菲黄竹相比，对遮荫环境的适应能力较

强。作为地被竹耐荫性评价的1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转换成相互独立的2个综合指标，通过综合

隶属函数值评定的耐荫性强弱顺序：翠竹 > 菲黄竹。

关键词：地被竹；遮荫；光合适应性；主成分分析；评价

Abstract: The experiments on the changes of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Sasa auricoma and Sasa pygmaea under full light , shading 35%-40% and shading 
75-80% conditions were conducted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bility under shading environment 
was also explored in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light 
environment, shading decreased maximum net photosynthetic rate Pnmax),light saturation point 
(LSP), light compensation point(LCP), dark respiration rate(Rd),carotenoid content (Cars), ratio 
of Chla toChlb (Chla/b),ratio of carotenoid to total chlorophyll (Car/Chl),lamina mass per unit 
area(LMA)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SP), while the chlorophyll content(Chl) increased. It is 
displayed that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could acclimate to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in this study. 
Under all light regimes, S. pygmaea had lower LCP and higher LSP,Pnmax and Chlb. The acclimation 
capacity to shading environment was stronger in S. pygmaea than in S. auricoma. 10 suitable 
indexes for shading tolerance evaluation were transformed to 2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indexes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ccording to subordinate function value the order of 
shade tolerance from high to low was as follows: S. pygmaea > S. auricoma.

Key words: Dwarf bamboo species;shading;photosynthetic adaptability;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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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它

以环境信号的形式，通过光敏色素等途径调节植物生长、

发育和形态建成[1,2]；另一方面，植物特别是其光合机构可以

对外界光强、光质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响应与适应[3]。有研究

表明弱光环境下，植物形态解剖结构、光合机构和光合作用

相关生理生化过程等均发生相应变化[4]。耐荫植物的叶片具

有发达的海绵组织，没有典型的栅栏薄壁细胞[3]。光强与叶

片的光合速率、蒸腾速率、叶肉导度、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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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j表示第j个公因子在所有公因子中的重要程度，

pj为各品种第j个公因子的贡献率。

综合评价[12]                                             i=1,2,……., k   （7）

式中，Di 为竹种综合评价所得的耐荫性综合评价值，k

为样品个数。

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法（two-way ANOVA）检验光合参

数、光合色素、比叶重和可溶性蛋白的差异性。通过主成分

分析和隶属函数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所有数据利用Excel 2007，SigmaPlot12.5和SPSS18.0软件制

表作图。

2 结果和分析

2.1 不同光强对两种地被竹种叶片光合-光响应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指数模型进行Pn-PPFD 光响应曲线的模拟

有显著的相关性[5]，遮荫通常会降低叶片的光合速率，增加

光能利用效率和调节植物的碳氮代谢[2]，同时叶绿素、类胡

萝卜素等光合色素也受到影响，植物色素通过调整其构成

和含量来适应波动的光照条件[6]。

菲黄竹（Sasa auricoma）和翠竹（Sasa pygmaea）均为赤竹属

地被竹类竹种，株型矮小、枝叶密集，具有较强延展能力，

能迅速覆盖地面且抗污染能力强，易于粗放管理[7]。菲黄竹

叶色淡黄具绿色条纹，原产自日本，我国上海、浙江、江苏、

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等地有引栽，作地被植物供绿化和观

赏，也可作盆栽；翠竹叶丛低矮，叶色翠绿，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重庆、四川、云南有栽培，同样作盆栽和地被植物

绿化。目前地被竹耐荫性研究多集中于田间观察[8]和经验性

配置应用[7,9]，针对其生理变化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以两

种地被竹种为材料，研究了不同遮荫环境对其光合生理的

影响，初步筛选了地被竹耐荫性指标，并对供试竹种的耐荫

性进行了评价，为地被竹的园林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以菲黄竹（Sasa auricoma）和翠竹（Sasa pygmaea）当年出

笋竹苗为试验材料，菲黄竹叶片具黄色条纹，翠竹叶色纯绿

色，盆栽竹苗高度40-50cm。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地设在上海植物园，选取植株整齐一致、生长良

好的竹苗于2014年6月置于平整试验地内；试验材料随机区

组排列并设对照组，植株间保持生长距离，试验地上方架

设拱形钢筋支架并覆盖不同遮荫度的遮荫网，遮荫处理分

3个水平：（1）CK，遮荫度0%，全光照处理；（2）T1，遮荫度

35%-40%，透光率60%-65%；（3）T2，遮荫度75-80%，透光率

20%-25%。经过一个月后对竹苗光合特性进行测试。期间，

有常规的田间管护，包括水肥、防病虫害等措施。

1.3 试验方法

1.3.1 光合-光响应曲线的测定

测定当天，天气晴朗，微风少云，于9∶00-11∶00选取

不同处理下1年生竹苗自上而下第3-4叶位的叶片，利用Li-

6400便携式光合作用测定系统（Licor Inc.，Lincoln，USA）配套

的LED红蓝光源系统依次设定光强为2 400、2 100、1 800、

1 500、1 200、1 000、800、600、500、400、300、250、200、

150、100、50、20、0 μmol·m-2·s-1。测定时设置气源CO2浓度为

380μmol·mol-1，相对湿度为65%，每个测定重复3次。测定前使

用1000 μmol·m-2·s-1光强诱导30min，使叶片充分光适应。

1.3.1 光合色素含量的测定

使用混合液浸提法[10]，提取液以纯丙酮、无水乙醇和

蒸馏水按4.5∶4.5∶1配成，使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并计算出叶

绿素a（Chla，mg·g-1 FW）含量、叶绿素b（Chla，mg·g-1 FW）含量

和类胡萝卜素（Cars，mg·g-1 FW）含量以及相应的叶绿素a/b比

值（Chla/b ratio）、类胡萝卜素含量/叶绿素含量比值（Cars/Chl 

ratio）。

1.3.2 比叶重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测定

比叶重（LMA，g·m-2）：用一定面积的打孔器打下50个叶

圆片，120℃处理30 min，80 ℃烘干24 h后，用电子天平称取干

重，计算LMA。

可溶性蛋白（SP）含量：称取鲜样0.2g，采用考马斯亮蓝

法[10]，在595nm波长下比色测定吸光度，通过标准曲线获得

蛋白质含量。

1.3.3 试验数据处理

光合 -光响应曲线拟合：采用非线形回归分析法

（Nonlinear regression）。根据Prado和Moraes[11]提出的指数模型

拟合Pn-PPFD光响应曲线，模型表达式为：      

                                                                                           （1）

Pn为净光合速率（μmol·m-2·s-1）；I 为光合有效辐射

（μmol·m-2·s-1）；α为初始量子效率（μmol·μmol-1），Pnmax为

最大净光合速率（μmol·m-2·s-1）；Rd为暗呼吸速率（μmol·m-

2·s-1）。通过公式（1）迭代对每一组光响应曲线进行拟合，

得出α、Pnmax、Rd。同时计算光补偿点（LCP，μmol·m-2·s-1）和

0.90Pnmax的PPFD的光饱和点（LSP，μmol·m-2·s-1），计算表达式

为：

                                                                                          （2）

                                                                                          （3）

耐荫性评价：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值法，运用

公式如下：

耐荫系数=处理测定值/对照测定值×100%             （4）

隶属函数值[12]                                                                 （5）

式中，xj表示第j个因子的得分值，xmin表示第j个因子得

分的最小值，xmax表示第j个因子得分的最大值。

    

权重[12]                                       j=1,2,……. ,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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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光照条件下两种竹种Pn 随PPFD 的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在较低光照下，Pn 迅速增加，但随着PPFD 持续增强

逐渐显示出竹种Pn 对PPFD 响应的差异。

有表1统计表明，随着光强降低，Pnmax、LSP、LCP和Rd呈现

逐渐降低的趋势，规律明显，这是地被竹对遮荫环境的生

理适应。其中菲黄竹Pnmax、LSP 和Rd 受到遮荫影响较大，最

大降幅分别达到35.57%、48.41%和79.86%，而翠竹受影响较

小，最大降幅仅为26.50%、33.80%和39.33%，却拥有较低的

光补偿点，最低仅为2.96μmol·m-2·s-1。翠竹拥有较高的LSP 和

较低的LCP ，说明翠竹不但对强光有较高的利用率，对弱光

同样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光强的适应范围较大。

2.2 不同光强对两种地被竹种叶片光合色素含量的影响

表2所示，随着光强的降低，菲黄竹和翠竹叶片的Cars

含量、Chla/b和Cars/Chl比值均降低，而Chl含量却呈现增加趋

势。两种地被竹的Chl含量、Cars含量、Chla/b和Cars/Chl的差异

性却有所区别。翠竹叶色翠绿，Cars含量、Chla/b、Cars/Chl在

图1  不同光强下两种地被竹光合作用的光响应曲线

Figure 1  Light-photosynthetic response curves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表1  不同光强下两种地被竹光响应参数 (平均值±标准误差)
Table 1  Light response parameter for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mean ± SE)

试验材料 光照处理
最大净光合速率

Pnmax

光饱和点

LSP
光补偿点

LCP
暗呼吸速率

Rd

Test materials Factor level (μmol.m-2.s-1 ) (μmol.m-2.s-1 ) (μmol.m-2.s-1 ) (μmol.m-2.s-1 )

菲黄竹 CK 17.77±0.33a 953.97±53.04a 25.80±3.46a 1.39±0.45a

Sasa auricoma T1 15.13±1.02ab 855.69±81.70a 21.74±5.36a 0.47±0.11b

T2 11.45±1.75b 492.17±60.43b 15.67±2.51b 0.28±0.19b

翠竹 CK 20.23±0.35a 1403.20±58.29a 20.61±2.66a 0.89±0.18 a

Sasa pygmaea T1 18.90±0.71a 1204.10±152.71ab 16.90±3.12b 0.60±0.29ab

T2 14.87±0.51b 928.90±11.41b 2.96±1.25c 0.54±0.17b

数字后小写字母表示5%水平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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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遮荫程度下均呈显著差异（p <0.05），Chl含量在遮荫75-

80%时差异显著（p <0.05）；菲黄竹叶片带黄色条纹，不同光

照下Chl含量和Chla/b差异不显著（p >0.05），在遮荫达到75-

表2 不同光强对两种地被竹叶片光合色素含量的影响（平均值±标准误差）

Table2 Effect of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on the pigment content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mean±SE)

实验材料

Test materials
光照处理

Factor level

叶绿素含量

Chl
（mg.g-1FW）

类胡萝卜素含量

Cars
（mg.g-1FW）

叶绿素a/b
Chla/b

类胡萝卜素/叶绿素

Cars/Chl

菲黄竹

CK 1.65±0.017a 0.24±0.011a 2.46±0.108a 0.15±0.008a

T1 1.65±0.012a  0.22±0.020ab 2.32±0.152a  0.13±0.009ab

T2 1.67±0.044a 0.20±0.003b 2.28±0.061a 0.12±0.005b

翠竹

CK 2.12±0.022a 0.18±0.006a 1.60±0.044a 0.08±0.006a

T1 2.18±0.029a 0.13±0.003b 1.39±0.027b 0.06±0.002b

T2 2.36±0.070b 0.09±0.018c 1.23±0.057c 0.04±0.004c

数字后小写字母表示5%水平差异显著

80%时，其Cars含量和Cars/Chl差异明显（p <0.05）。推测翠竹

通过显著增加Chlb相对含量提高捕光能力，增加对蓝光利用

以适应遮荫环境。

图2  不同光强对两种地被竹叶片比叶重和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different light regimes on LMA and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mean±SE)

2.3 不同光强对两种地被竹种叶片比叶重和可溶性蛋白

含量的影响

图2所示，两种地被竹叶片LMA 和SP 含量随着遮荫处理

强度的增加逐渐降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LMA 在不同

光强下差异显著（p <0.05），SP 含量在遮荫程度达到75-80%

时才呈现比较明显的降低（p <0.05）。

2.4 竹种耐荫能力评价

2.4.1 主成分分析

在遮荫处理后，2种地被竹与对照相比，植株受到不同

程度的遮荫影响。为了有效的评价地被竹耐荫水平，根据

其耐荫系数（表3），对2种竹种的10个指标（Pn、LSP、LCP、Rd、

LMA、Chl含量、Chla/b、Cars含量、Cars/Chl、SP 含量）进行主成分

分析，提取2个综合指标，其贡献率分别为62.17%和34.66%，

累积贡献率达96.83%，第一主成分包括LCP、Chl含量、Chla/b、

Cars含量、Cars/Chl、SP 含量等6个指标，第二主成分包括Pn、

LSP、Rd、LMA 等4个指标。这样，把原来10个指标转换成2个

新的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表4）。

2.4.2 隶属函数分析

选取能够反映地被竹耐荫能力的2个指标进行隶属函

数值的计算，根据2个综合指标的贡献率大小，由公式（6）

分别求出各综合指标的权重，为64.20%和35.80%，再由权重

和隶属函数值得出竹种耐荫性综合评价值（表5）。其数值

越大，表明耐荫能力越强，表中，翠竹D值为0.613，耐荫能力

强，菲黄竹耐荫能力较差，D值为0.556。

表3  2种地被竹各指标的耐荫系数    
Table 3  Shade resistance coeffi cients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

竹种

Species
Pn LSP LCP Rd LMA Chl Chla/b Cars Cars/Chl SP

菲黄竹
0.85 0.90 0.84 0.34 0.74 1.00 0.94 0.92 0.92 0.93 

0.64 0.52 0.61 0.20 0.54 1.01 0.93 0.83 0.82 0.89 

翠竹
0.93 0.86 0.82 0.67 0.72 1.03 0.87 0.72 0.70 0.94 

0.74 0.66 0.14 0.61 0.60 1.11 0.77 0.50 0.45 0.87 

表4  各综合指标的系数和贡献率

Table 4  Coeffi cients of comprehensive indices and proportion

主成分

The main component
Pn LSP LCP Rd LMA Chl Chla/b Cars Cars/Chl SP 贡献率

1 0.52 0.59 0.98 -0.34 0.68 -0.94 0.88 0.91 0.91 0.88 62.17%

2 0.85 0.76 0.06 0.92 0.69 0.33 -0.47 -0.41 -0.40 0.41 34.66%

表5  2种地被竹公因子得分值F(x)、隶属函数值U(x)、综合评价值D
Table5  The values of component score F(x), subordinative function U(x)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D of two dwarf bamboo species

试验材料

Test materials
处理

Factor level
F(1) F(2) U(1) U(2) D

菲黄竹 T1 1.592 1.264 0.732 1.000 0.829 
0.556

T2 0.949 1.121 0.000 0.782 0.282 

翠竹 T1 1.827 0.971 1.000 0.553 0.839 
0.613

T2 1.479 0.608 0.604 0.000 0.386 

贡献率 62.17% 34.66%

权重  64.20%  35.80%

3  讨论

3.1 不同光强对地被竹光响应参数的影响

植物光合作用的光响应曲线对于了解植物光化学过

程中的光化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13]，本研究中可以看出生

长在不同光照水平下两种地被竹叶片光合进程受光照的

影响程度（图1）。不同植物在相同条件其LCP、LSP、Pnmax是

反映植物需光特性的主要指标，植物LCP 的高低直接反映

了植物对弱光的利用能力，是植物耐荫性评价的重要指标
[14]。LCP 越低，耐荫性越强，植物LCP 低而LSP 较高，则反映

其有较强耐荫性又能适应光照充足环境[15]。叶片的Pnmax

反映植物叶片的最大光合能力[16]。本研究两种地被竹叶片

Pnmax、LSP、LCP 和Rd 随着光强的减弱而降低（表1），表明其

光合特性对光照强度改变有不同程度的可塑性。这与不少

耐荫性树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5,17,18]。翠竹比菲黄竹拥有

较低的LCP 和较高LSP 、Pnmax，表明翠竹具有较强的光合能

力，无论是对高光环境还是弱光环境都有较强的适应能

力。薛伟[19]等对疏叶骆驼刺（Alhagi sparsifolia）遮荫叶也有相

似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为适应遮荫环境，两种地被竹叶

片光合机构暗反应效率（Rd）均有所下降，减少了植株因呼

吸作用造成的碳损耗，以提高有机物积累[20]，维持植株正

常生长。

3.2 不同光强对地被竹光合色素的影响

光合色素能够吸收、传递和转换光能，是植物进行光

合作用的物质基础[21]。叶绿素中有一部分叶绿素a在光反应

中心负责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其余叶绿素则负责光能的

捕获和传递[22]。类胡萝卜素主要行使光能捕获和光破坏防

御两大功能[6]。本研究中两种地被竹不同遮荫处理后Chl含

量增加，Chla/b值下降，说明其通过增加Chlb相对含量提高捕

光能力，增加对蓝紫光利用以适应遮荫环境。Chla/b已成为

评价植物耐荫能力的重要指标[22]。翠竹Chl含量和Chla/b值变

化明显，比菲黄竹更加耐荫。另一方面Cars含量和Cars/Chl比

值降低，也表明遮荫环境下地被竹更倾向于合成用于捕光

的叶绿素，而作为活性氧有效猝灭剂的类胡萝卜素在强光

下含量较多，以保护光合机构免受光破坏。菲黄竹为花色叶

片，Cars含量较高，叶片可以通过Mehler反应和光呼吸耗散过

剩的激发能，该竹种适宜光环境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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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光强对地被竹比叶重和可溶性蛋白的影响

在荫蔽环境中，地被竹的茎秆变细，植株变矮，但叶

片更薄，叶面积更大，说明遮荫对地被竹生长产生了影响，

为此需通过增强叶片吸收利用入射光的能力，将光合产物

优先供给叶，扩大叶面积，来弥补因光能减少而造成的低

光合速率。LMA 的降低是植物对低光环境做出的典型的形

态学反应[23]。可溶性蛋白是光合作用中的光合产物之一，

也是光合作用的酶以及电子传递体和光合色素的主要成

分[24]。遮阴处理使植物叶片不能获得足够的光照强度，光

合产物无法积累；同时呼吸作用加强，消耗一部分可溶性

蛋白，使其积累减少。两种地被竹叶片LMA 和SP 含量随着遮

荫处理强度的增加逐渐降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这是植

物对遮荫环境的适应结果。其中LMA 在不同光强下差异显著

（p <0.05），SP 含量在遮荫程度达到75-80%时才呈现比较明

显的降低（p <0.05）。

3.4 地被竹耐荫能力评价

研究中将2种地被竹Pn、LSP、LCP、Rd、LMA、Chl含量、Chla/

b、Cars含量、Cars/Chl、SP含量等10个指标换算成耐荫系数进

行比较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转换成相互独立的2个综合指

标，以D值作为植物耐荫性的综合评价标准，消除单个指标

带来的片面性。这一方法既避免了应用多种指标进行评价

时的信息重叠性，又可简捷、迅速地量化评价结果，使筛选

耐荫品种更具科学性和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翠竹耐荫

能力好于菲黄竹，与前面的研究分析相同。

4 结论

试验系统研究两种地被竹在不同遮荫环境下对光强

的适应能力，对影响两种地被竹耐荫能力的光合指标进行

分析：

遮光后，两种地被竹叶片Pnmax、LSP、LCP和Rd等光合

参数降低；光合色素中，Chl含量增加，而Cars含量、Chla/b和

Cars/Chl比值均下降；LMA和SP含量同样降低。这是地被竹在

适应遮荫环境时逐渐形成的适于自身生长发育的生理生

态特点。与菲黄竹相比，翠竹拥有较低的LCP和较高的LSP、

Pnmax和Chlb相对含量，对遮荫环境具较强的适应能力。通

过主成分分析和隶属函数对各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也证

明翠竹较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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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ling Requirement and Physiologically and Biochemically Dynamic 
of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Luoyanghong' during Buds 
Dormancy Release under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t 

牡丹‘洛阳红’芽休眠低温解除中需冷量
和生理生化动态变化的研究1

摘要：以4年生牡丹‘洛阳红’为试验材料，经历0～42天低温处理观测其芽萌动成花情况，探讨上海

地区牡丹花芽低温休眠解除过程中需冷量和生理生化指标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处理7天为低

温累积期，处理14天即可启动休眠解除但萌动率（52.8%）和成花率（27.8%）均较低，基本解除休眠

需要21天低温处理，萌动率可达90.3%，但成花率为51.6%，而彻底解除休眠则需要至少低温处理28

天，成花率急剧增加至71.8%。花芽中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的变化趋势类似：休眠完全解除前随着

低温累积量的增加急速增加；彻底解除后随着需冷量的增加变化趋缓。花芽内源激素及其比值的动

态变化表明：GA3和ABA的含量变化与花芽休眠解除的进程分别呈显着的正、负相关；在基本与彻底

解除休眠区间内二者含量急剧变化，GA3/ABA的值可以直接显示花芽休眠的程度。进一步证明GA3

是最为重要的促进休眠解除激素，而ABA则是休眠解除的主要拮抗物。

关键词：牡丹；花芽；休眠解除；需冷量；内源激素；动态变化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chilling requirement and physiologically and biochemically dynamic 
profiles of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during dormancy release, buds from four-
year old potted Luoyanghong plants were used for subsequent analysis during a series of 
chilli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effects on bud outgrowth and fl oral organ initiation, the fi rst 
week (7 days) chilling treatment is the accumulation stage, followed by two-week (14 days) 
chilling dormancy release initiation, three-week (21 days) chilling dormancy largely release and 
at least four-week (28 days) chilling dormancy completely release. The dynamics of soluble 
proteins and carbohydrates were similar, with a drastic increase before the complete dormancy 
release and then keeping stable levels. The dynamic profi les of endogenous hormones during 
chilling treatment bud dormancy release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GA3 and ABA were 
tightly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ormancy release process, respectively, 
accompanying with an abrupt change before the entire dormancy release. Moreover, the ratio 
of GA3 to ABA could directly indicate the specifi c stages of bud dormancy release process. The 
results further supported the conclusion that GA3 is an inducer of bud dormancy release while 
ABA is an inhibitor of this process.  

Key words: tree peony, fl oral bud, dormancy release, chilling requirement, endogenous hormon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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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有“花王”之称。自然条件下，牡

丹花期大部分集中在4月到5月上旬，持续开花时间较短。由

于市场在不同时节对鲜切花均有较大的需求量，牡丹的反

季节促成生产是当前牡丹产业开发中的核心技术和瓶颈。

因此，开展牡丹花芽休眠解除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休眠是多年生木本植物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的生理

现象，是指所有含有分生能力的组织结构暂停生长的生物

学过程[1]。 牡丹休眠包括暂时休眠和深休眠两种类型。暂

时休眠指牡丹在夏季高温干旱季节停止生长的现象，当温

度和湿度等条件达到适合生长的状态时，可以自动解除休

眠；深休眠是牡丹在冬季停止生长，必须经过0～10℃的持

续低温打破休眠，直到环境适合后继续生长的现象[2]。深休

眠是决定牡丹花芽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牡丹具有典

型的深休眠现象，只有在足够的低温期和低温值，牡丹休

眠才能解除，才能保证芽体的正常萌发和生长。而不经过低

温处理或者低温不足则不能开花或开花不良[3] 。低温对解

除牡丹深休眠具有质的作用，是解除牡丹深休眠的根本措

施。花芽为打破自然休眠所需要的有效低温积累时数，即

需冷量，是牡丹低温休眠研究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牡丹

休眠芽的质量、深休眠的需冷量、休眠期内源激素的变化对

牡丹催花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基因型的差异、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差别及外

界环境条件的变化等因素，不同牡丹品种的催花效果存在

较大地区差异性。 已有牡丹休眠解除的研究将牡丹催花

分为北方（山东、河南、北京等地）温室催花和南方（广州、

佛山、深圳等地）室外催花，而针对于江南地区牡丹催花的

研究尚未见报道。‘洛阳红’属于中原牡丹中最为重要的传

统品种，也是主要的催花品种，具有重要的观赏价值和经济

价值[4]。在上海地区，以牡丹品种‘洛阳红’为材料进行花芽

低温休眠解除分析，系统观察和比较了不同时期花芽的分

化发育，以及关键生理生化成分的动态变化，旨在揭示牡丹

‘洛阳红’花芽休眠解除过程中的生理动态变化规律，为探

讨牡丹品种‘洛阳红’的催花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2011～2012年在上海植物园城市植物资源开发

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试验材料为上海植物园牡丹

种质资源圃中4年生‘洛阳红’品种。2011年10月起苗入盆，

经过14天的适应生长后，移入控温冷库（1～4℃）进行低温

处理，并取10盆直接移入温室（16～22℃）培养作为参照。每

隔7天随机选取10盆转移至温室继续生长，同时取花芽（纵

径≥1.6 cm，横径≥0.6 cm）10～15个用于生理指标检测，以起

始移入冷库前材料的花芽为对照。

1.2 试验方法

1.2.1 需冷量测定

控温冷库温度介于1～4℃之间，符合需冷量测定的

0-7.2℃模式[5]（即以秋季日平均温度7.2℃为标准，以打破自

然休眠所需0～7.2℃的累计低温值为品种的需冷量），统计

单位为冷温小时数（chilling hours，指经历7.2℃以下低温的小

时数（h）[6]）。移入温室后每天观察花芽的萌动情况，记录

初始萌动及开花的时间及最终萌发和成花的数量，计算萌

动和开花天数、萌动率和成花率。

1.2.2 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可溶性糖分析用硫酸蒽酮比色法[7]，可溶性蛋白测定

采用考马斯亮蓝G-250吸亮度测定法[8]，内源激素由中国农

大作物化控中心提供的ELISA酶联免疫法测定。每次测定进

行3次技术重复以及3次生物学重复，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洛阳红’休眠解除过程花芽发育

牡丹低温休眠过程中，发育速度缓慢，但不会完全停

止。如图1a所示，刚入冷库，‘洛阳红’处于休眠状态，芽鳞

包裹紧密，起到抵御寒冷等不利条件，保护鳞芽的作用。花

芽休眠解除后，即使处于低温环境中，仍会较慢速的萌发

生长，如图1b，芽鳞松动开裂，有生长趋势。

图1  牡丹花芽低温处理0天（a）和28天（b）鳞芽生长状态

(a) (b)

2.2 最佳需冷量的检测

为了确定牡丹‘洛阳红’花芽打破休眠的最佳需冷量，

在0～4℃冷库低温分别处理0~42天后移入16～22℃的温室中

继续生长，观测统计每批处理材料能否经历花芽萌动、膨

大、现蕾等阶段最终成花（表1）。

与未经过低温处理的‘洛阳红’对照相比，冷处理累积

168 h（7天）后移入室温的材料个别花芽萌动，但是无法成

花；冷处理累积336 h（14天）的‘洛阳红’叶片生长较弱且皱

缩，花芽萌动数急剧增多达到52. 8%，部分萌动的花芽在后

期生长中开始萎缩，最终有少量开花（27.8%），部分解除了休

眠；冷处理504 h（21天）后进入室温的叶片略有皱缩，但叶片

数量明显比上一批多，花芽萌动数再次增多达到90.3%，成花

数也明显增多（51.6%），休眠进一步打破；冷处理累积672h 

（28天）叶片完全展开，且生长速度较快，花芽萌动数量略

有增加，成花率急增至72%，花蕾较大，休眠完全解除；冷处

理累积840h（35天）和1 008 h （42天）的洛阳红生长状况与处

理672h （28天）的没有明显差异，成花率也大致相当。由此可

表1 ‘洛阳红’低温处理过程中花芽休眠解除变化情况

编号
冷温小时

数/h
总芽数/个 萌动率/%

成花率

/%
叶片生长

情况

入室温后

萌动天数/d
入室温后

开花天数/d
后期花芽发育状况

0 0 42 0 0 芽逐渐变成黑褐色，有部分萎缩

1 168 38 5.3 0 56 芽略有萌动，后萎缩

2 336 36 52. 8 27.8 略微展开 30 64
叶片略展开，芽萌动，后大部分长势
弱，个别开花

3 504 31 90.3 51.6 略微蜷缩 24 58 叶片未能完全展开，芽萌动数量增多

4 672 39 94.9 71.8 完全展开 17 53
叶片完全展开，芽长势较好，花芽抽
长速度快，成花完全

5 840 35 94.3 74.3 完全展开 16 50
叶片完全展开，芽长势较好，花芽抽
长速度快，成花完全，与28天发育情
况差异不大

6 1008 37 97.3 75.7 完全展开 15 50
叶片完全展开，芽长势较好，花芽抽
长速度快，成花完全，与35天发育情
况差异不大

知，处理168 h（7天）为低温累积期，处理336 h（14天）即可启

动休眠解除但萌动率（52.8%）和成花率（27.8%）均较低，基

本解除休眠需要504 h（21天）低温处理，萌动率可达90%，但

成花率为51.6%，而彻底解除休眠则需要至少低温处理672 h 

（28天），成花率急剧增加至71.8%。

2.3‘洛阳红’低温处理过程中花芽主要储藏物质的动态变化

植物芽解除休眠的过程伴随着储藏物质的水解，从而

为其早期生长发育提供能量来源。酶类占体内可溶性蛋白

的绝大部分，其含量变化大致可以指示植物体总代谢活动。

由图2a所示，可溶性蛋白在低温处理过程中基本呈上升趋

势，这表明了蛋白酶催化储藏蛋白的水解程度以及芽自身

生长活力的不断增强。从移至冷库开始，到低温休眠彻底解

除的第28天，可溶性蛋白累积达到最大值并逐渐趋于平缓，

表明花芽的休眠已完全解除并达到较高的生长活力。

在低温条件下，可溶性糖维持细胞膜的正常功能，增

强植物抗寒性，同时为呼吸作用提供能量。如图2b，整个阶

段，可溶性糖含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花芽为打破休眠

图2 ‘洛阳红’低温休眠期间可溶性蛋白(a)和可溶性糖(b)含量变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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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生长积累能量物质。在‘洛阳红’进入冷库的第一周，

可溶性糖含量略有增加，从第14天到第28天，可溶性糖含量

增加的速率较快，随后增速趋于缓和。可能是因为到第四周

‘洛阳红’的生理状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与我们观察的

28天‘洛阳红’休眠完全打破的情况一致。

2.4 内源激素在低温解除休眠中的动态变化

休眠是由内源激素控制的，休眠的起始、终止和调控

以及休眠各阶段的变化均受激素调节。郑国生等[9]以牡丹

‘胡红’为材料检测了其在低温解除休眠过程中四种内源

激素的变化。IAA和ZR变化比较缓和，而GA3和ABA变化较剧

烈，均呈前期上升后期下降。为了比较不同牡丹品种在不同

生境条件下花芽休眠解除中内源激素的动态变化，本研究

也系统测定了‘洛阳红’在该过程中4种内源激素的变化。

GA3一直被认为是促进休眠解除的重要内源激素。由图

3可以看出，从进入冷库开始GA3在低温作用下逐渐积累，到

了第28天GA3激素含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峰值，这可能与休

眠彻底打破直接相关；在第5和42天GA3含量大幅度降低，可

能是因为GA3已消耗于彻底休眠打破。

ABA是一类脂溶性的小分子植物激素。研究表明，ABA

参与休眠的建立和维持，并大量存在于已休眠和正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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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低温休眠解除过程中‘洛阳红’内源激素的变化情况

休眠的组织和器官中[10]。在牡丹进入冷库低温处理的前21

天，花芽的ABA含量逐渐累积并数倍于GA3的含量（图3），表

明该阶段牡丹花芽仍然处于深度休眠。低温蓄冷第21天ABA

含量达到峰值后，开始大幅度下降，表明在花芽休眠解除

过程中GA3逐渐累积，而ABA在该过程中持续分解代谢。

IAA是较重要的一种生长素，在花芽休眠解除过程中，

IAA含量较低，变化较小，表明IAA可能不直接参与花芽休眠

解除过程。

ZR是植物体内天然的细胞分裂素，与植物的生长发育

关系密切，其功能在于促进细胞分裂和扩大，诱导芽分化。

在牡丹休眠解除过程中，ZR开始的14天基本保持不变，到后

期几个阶段略有增加。整体来看，ZR含量在打破休眠的整个

过程中呈现上升趋势。

2.5  ABA与其他3种内源激素在低温休眠解除中的交互

作用

植物生长发育是多种激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植物休

眠解除过程中，ABA和GA3、ZR之间存在显着的拮抗效应，

ABA起抑制作用而GA3、ZR则促进解除休眠，而IAA在其中的

作用不明显；GA3/ABA、ZR/ABA的比值可以指示植物打破休

眠的进程。本试验中，GA3/ABA在3个比值中的变化趋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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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低温休眠过程中‘洛阳红’内源激素比值变化情况

低温累积量对牡丹来年开花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植物或

品种在不同生境条件下，打破休眠所需的低温量可能存在

差异。在上海地区，牡丹‘洛阳红’在0～7.2℃之间低温经历

672h（28天）可以完全打破休眠。到第28天，花芽顶端鳞片

开裂露绿，此表型可以作为最简易的花芽是否打破休眠的

检测标准。

休眠解除过程中，植物的表型虽然变化缓慢，但是体

内却经历复杂的生理生化代谢，营养物质也发生巨大的变

化。可溶性蛋白的变化大致反应了体内蛋白质合成与降解

的相对关系。而酶类是可溶性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植

物体内的代谢水平。在‘洛阳红’花芽休眠解除过程中，可

溶性蛋白不断积累并在低温处理28天达到最大值。该结果

与百合鳞茎[11] 和苹果根及茎 [12] 低温诱导休眠解除过程中可

溶性蛋白质的变化趋势一致。这表明在低温处理过程中，植

物体内的代谢活动不断增强待达到一定的代谢阈值后即可

完全解除休眠进入新一轮 生长发育程序。可溶性糖则能够

维持细胞膜在低温下正常功能，增加植物抗寒性，并为呼

吸作用提供能量。Hansen[13]研究认为休眠过程中可溶性糖和

淀粉的含量变化趋势相反，淀粉在相关酶的作用下水解为

可溶性糖。休眠期间可溶性糖的积累为后期花芽分化提供

能量来源。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可溶性糖含量也随着低温

处理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因此，低温休眠解除过程中，大

幅度增加的可溶性糖来源于储藏物质淀粉在淀粉酶作用下

的不断水解。

植物内源激素的变化是检测植物休眠和解除休眠的一

个重要信号。Horvath[14]认为休眠是由内源激素中促进生长物

质与抑制生长物质之间的平衡状态决定的。在百合鳞茎的

研究中也已经证明，和内源激素的绝对含量相比，打破休眠

更重要的是激素间的平衡[11]。内源激素GA和ABA参与植物休

眠解除过程。GA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参与活化水解酶，由此GA

诱导合成α淀粉酶，使储存物质分解从而为胚发育提供能

量。在野生燕麦的研究中表明，GA会增加α淀粉酶的mRNA

水平，促进野生燕麦发芽[15]。而ABA则参与建立和维持植物

的休眠。拟南芥中ABA缺陷突变体不需低温打破休眠即可

萌发。ABA不仅可以抑制蛋白的合成减缓体内的代谢水平，

而且能够诱导合成参与调控休眠和萌发的相关蛋白进一步

加强休眠[16]。

本研究中，ABA在休眠解除过程中的高峰值在GA3之前，

GA3的整个过程基本呈现上升趋势，GA3、ZR共同作用抑制了

ABA，在低温处理三周后，ABA含量开始减少，而GA3在低温四

周‘洛阳红’完全打破休眠的时候数值达到最高，同样GA3/

ABA的比值也是在此时增幅最大。由此表明，GA3含量和 GA3/

ABA的比值可以作为打破休眠的信号指标。而IAA含量在花芽

解除休眠过程中一直处于较低且稳定水平，表明它可能不

直接参与该过程。

在上海地区，‘洛阳红’是适应性和观赏性状均较好的

牡丹品种，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推广前景。通过系

统研究‘洛阳红’花芽休眠解除过程中的生理动态变化规

律，建立其低温打破花芽休眠的技术体系，为实现催化牡

丹江南地区本地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明显，整个过程都呈上升趋势。其中第

28天的变化最明显，到第35天开始趋于

平缓，这与花芽休眠解除的表型变化一

致。由此表明，GA3是花芽解除休眠中最

重要的一种激素促进因子。ZR/ABA是3个

比值变化中位于第二，其变化也是上升

的趋势，与GA3/ABA的区别在于到第35天

仍然有较高的上升趋势。一方面说明ZR

也是花芽休眠解除中的一类重要的激素

促进因子，另一方面可能在休眠解除后

促进牡丹花芽细胞分裂和生长有关。IAA/

ABA的变化趋势非常平缓，表明IAA可能

在花芽解除休眠中作用较小。

3 讨论

休眠是多年生植物适应冬季寒冷气

候等不利生长的生物和非生物胁迫进化

获得的重要生物学功能，只有经过适当

的低温过程，才能够保证植物在解除低

温后正常生长发育。适合的低温包括两

层含义，一是适合的低温值，二是足够

的低温累积量。赵海军等[2]证明低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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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ly Recorded Naturalized Plant of Geranium L. 
(Geraniaceae) from China

中国老鹳草属(牻牛儿苗科)归化植物新记录1

摘要：报道在江苏省发现的中国归化植物新记录刻叶老鹳草(Geranium dissectum L.)，对其形态特

征进行了描述，并提供了形态照片。

关键词：刻叶老鹳草；归化植物；中国；新记录

Abstract: An Europe originated cranesbill, Geranium dissectum L., is fi rst recorded as naturalized 
species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nd color images are provided for 
this alien.

Key words: Geranium dissectum L.; Naturalized plant; China; New record

■ 叶康

YE Kang
(上海植物园，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200231）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 Shanghai 200231;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Sustainable Plant Innovation, Shanghai 200231)

1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专项(10231201602)；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沪农科攻字(2013)第 1~5 号]资助

 作者简介：叶康(1981~ )，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植物区系及资源评价研究。E-mail: yekang2007@163.com

作者于2008 年在南京植物园博览园内发现但未鉴定出

本种，而暂时搁置。2012 年，南通市通州区植保站退休的张

治先生将于南通、扬州两地拍到的本种照片通过江苏植物

研究所褚晓芳硕士问询到作者。作者鉴定后，认为是原产

欧洲的刻叶老鹳草（Geranium dissectum L.），系中国新归化植

物，并予以报道。

刻叶老鹳草（新拟）图1

Geranium dissectum L., Cent. Pl. 1: 21. 1755; D. A. Webb et 

I. K. Ferguson in T. G. Tutin et al., Fl. Europ. 2: 198. 1968. Lectotype: Linn. 

858/82 (LINN), from south Europe; designated by Carolin, Proc. Linn.Soc. 

New South Wales, ser. 2, 89: 326–361. 1965.

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具纤细直根。茎单出或自基部多

分枝，直立或斜升，长可达70 cm，上部有分枝。叶对生，托叶

三角状披针形，常略带红色，长达1.5 cm，宽3~5 mm，向上极

度简化；叶柄长可达15 cm，密被开展柔毛，茎上部叶具短柄

或无柄；叶片圆肾形，长1.5~3 cm，宽3~5 cm，基部心形，掌状

5 深裂，裂片羽状分裂，末回裂片线形，宽1~3 mm，较茎下

部叶裂片窄，边缘和顶端常带红色，尤以茎上部叶片明显，

茎下部叶片末回裂片顶端圆钝或略尖， 两面被短柔毛；叶

脉在叶面下陷，于背面隆起。花 序 腋 生，具2花，花 序 梗 

图1  刻叶老鹳草 A. 生活型；B. 植株；C.花；D. 果 （张治摄）

F i g . 1  Geranium dissectum L.A.Habit； B.Plant；
C.Flower；D. Fruits.  (Photoed by ZHANG Zh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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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柔 毛，果 期 长 达1~2 cm；花梗果期长可达1~2 cm，被腺毛；

苞片锥形，长达5 mm，宽1~2 m，被纤毛；萼片5，直立，长4~6 

mm，先端具1~2 mm 钻形尖头，内面被柔毛，边缘被纤毛，背

面被柔毛及腺毛；花瓣5，玫瑰红或略带紫色，长4~6 mm，顶

端微凹，基部具丛生毛，背面被腺毛；花柱5，长1~1.5 mm，顶端

深粉红色，具腺毛， 柱头长约1 mm。果实成熟时变暗褐色或

黑色，果体长2~3 mm， 喙长 8~12 mm，密被腺毛，具5果瓣，每

果瓣具1 种子。种子肾状圆形，长1.5~1.8 mm，具细网状突起。

2n=22。花果期：4–6月。常生于路旁、草地、苗圃等。

本种在形态上与野老鹳草（G. carolinianum L.）极为相似，

不同在于本种茎上部叶裂片较细，花瓣玫瑰红色，花梗、萼

片背面及果实均被腺毛[1–2]

本种为中国老鹳草属新归化种，发现于江苏省南京市、

扬州市及南通市。凭证标本：中国， 江苏： 南通市通州区

正场镇路旁，张治 NT001；南京市中山植物园植物博览园草

坪空旷处，叶康 NJ-2013001，2013 年 5 月 25 日；扬州公道镇

远离公路的农户宅基屋旁，叶康 YZ-2013005，2013 年 5 月28 

日。凭证标本均存放于上海植物园标本室、江苏植物所标本

馆（NAS）。

老鹳草属植物全世界约有 380 种，广布于世界各地， 

尤其温带和热带山地较多分布，我国有 51 种， 其中， 归

化植物 4 种， 分别为野老鹳草（G. carolinianum L.）、 软毛老

鹳草（G. molle L.）、 矮老鹳草（G. pusillum L.）以及刻叶老鹳草

（G. dissectum L.）， 这些归化物种中，野老鹳草已成为我国

多个省区的常见归化杂草， 而软毛老鹳草、 矮老鹳草在

我国仅台湾发现有归化[1–2]。江苏原记载分布有野老鹳草、

老鹳草（G. wilfordii Maxim.）及朝鲜老鹳草（G. koreanum Kom.）[3-5] 

在韩国国立植物检疫所 2002 年发布的一项进口谷物

杂草检疫新规定中，本种作为有害杂草，被要求在储存、运

输过程中实施有关安全防疫措施[6]。在我国，此种在江苏为

我国境内首次发现，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应加强对此

种的检疫和防治、根除等相关研究。

中国老鹳草属 4 归化种检索表

1. 总花梗常数个集生茎顶 ……………………………………………………………………………………野老鹳草 Geranium carolinianum L.

    总花梗单生叶腋，具 2 花。

2. 花梗、萼片背面及分果爿均被腺毛 ………………………………………………………………………刻叶老鹳草 G. dissectum L.

    分果爿无腺毛。

3. 花瓣淡紫色，外轮雄蕊无花药。分果爿不具横肋 ………………………………………………………矮老鹳草 G. pusillum L.

4. 花瓣亮紫色，雄蕊全部具花药。分果爿具横肋 …………………………………………………………  软毛老鹳草 G. molle L.

致谢  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李振宇研究员、 上海辰山植物园马金双研究员及华东师范大学李宏庆教授提出宝贵修

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Xu L R, Huang C J. Geranium [M]//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e, Tomus 43(1).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8: 22–83.
[2]徐朗然, 黄成就. 老鹳草属 [M]// 中国植物志，第43卷第1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8: 22–83.
[3] Xu L R, Aedo C. Geraniaceae [M]// Wu Z Y, Raven P H. Flora of China, Vol. 11. Beijing: Science Press & St. Louis: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Press, 2008: 7–30.
[4] Jiangsu Institute of Botany. Flora of Jiangsu, Pars Secunda [M]. Nanjing: Jiang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2: 383–

385.
[5]江苏省植物研究所. 江苏植物志, 下册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383–385.
[6] Chen S L, Liu S L. Key of Vascular Plants in Jiangsu [M]. Nanjing: Jiang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6: 1–357.
[7]陈守良, 刘守炉. 江苏维管植物检索表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357.
[8] Ye K, Liu Q X, Deng M B, et al. New records of vascular plants in Jiangsu Province (V) [J]. J Plant Resour Environ, 2013, 

22(1): 110–111.

[9]叶康, 刘启新, 邓懋彬, 等. 江苏维管植物分布新记录 (五) [J].植物资源与环境, 2013, 22(1): 110–111.
[10]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ice of new 

regulations on Korea imported weeds in cereals and quarantine [EB/OL]. (2002–06–18) [2014–01–05] http://law.148365.com/
47206.html.

[1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关于韩国实施进口谷物杂草检疫新规定的通知 [EB/OL]. (2002–06–18) [2014–01–05] http://
law.148365.com/47206.html.



科研论坛 科研论文

30

2015.3-4 科研论坛

31

科研论文
2015.3-4

植物园科普教育和宣传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中国植物园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植物园之间的差距不在于植物园的规模与科研成果，而在于

中国植物园的科普手段、信息研究和交流。本文基于对植物园科普教育理念、传播方法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对不同人群设置不同参与形式和内容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方案，构建以“公众理解科学”为理

念，以提高“科学素养”为目标的现代植物园科普教育模式，使植物园科普工作真正朝着健康、有序

的方向发展。

■ 沈帅

植物园因其始终基于理论和实践的交叉点上，所以是

进行科普教育的理想场所。植物园丰富的植物资源，完备

的科普设施，为公众学习知识、欣赏自然、培养解决环境问

题的态度、行为和技能等方面提供帮助，其科普功能日益体

现，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目前国内外有许多植物园把科

普教育视为一项重要职能。特别是在当前生态环境遭到日

益严峻的破坏和威胁的形势下，植物园肩负着越来越重要

的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的使命。

1 国内植物园科普教育和宣传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科普教育应与园林、园艺教育相互配合，服务于当今

社会的生态文明教育，让科普教育的受众能够在游园和参

加各项科普活动的过程中有所学、有所思。在接受以植物学

为主的科学知识之后，能够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

义，正确认识和植物有关的一些科学技术，从而能支持并

参与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个层级（如物种多样性、生态系

统多样性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中。

西方发达国家的植物园建设和发展比较早，由于国家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科普教育的重视，政府和各类社会组

织、企业等对于植物园的投入都相当可观。很多国家把植物

园作为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环境教育的重要基地，如英国

邱园皇家植物园、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等，一

方面它们经过几十甚至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在园艺、科研

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另一方面在科普软硬件建设上也不

断创新和探索，拥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而国内的植物园起步

相对较晚，大部分都是在建国之后建设起来，在科普教育

的投入相对不足，因此在科普教育的效果方面和国外相比

还是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缺乏面向教育受众和对象需求的系统调研

植物园不同于一般的公园和旅游景点，而来植物园游

览的游客也有着不同的需求。虽然植物园的科普教育功能

是明确的，但是一直以来其科普的方式却始终是以传播者

为中心的单向模式，对于“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科普”这个问

题缺乏系统规划和量化的考察，对科普受众的需求把握一

直不很准确，造成科普活动和内容和效果往往与组织者意

愿不相匹配，而且很少对活动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全面的

评估，也缺乏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法，导致科普活动与公众的

实际需求脱节。

1.2 对科普教育的设施投入不足

国内的植物园一般都是隶属于中科院、林业局、城乡

建设部门，一般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其重点工作

往往偏重于科研、园艺，对科普的投入相对欠缺。特别是在

植物园内的科普设施如专题科普场馆、科普教室、博物馆等

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比如新加坡植物园、美国密

苏里植物园、美国莫顿树木园、芝加哥植物园等专门开辟了

面向青少年的儿童植物园，英国邱园有专门的植物博物馆，

这些设施对于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都是十分必需，但在国

内类似的设施较为罕见。

1.3 科普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

在国内植物园的科普活动中，占主导的还是一些较为

传统的方式，包括通过科普馆、温室、专类园等展馆和植物

标牌来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开展主题科普讲座、相关专家

进行科普报告、现场口头解说等等，缺乏比较创新、富有启

发意义的展陈形式和内容，因此对于游客，特别是青少年

比较缺乏吸引力。

1.4 植物园科普宣传的途径和手段较为陈旧

科普教育和宣传是相辅相成，不可剥离的，但目前植

物园里两者缺乏有机的统一，形成了科普和宣传两张皮。从

事植物园科普工作人员的宣传经验相对不足。他们往往是

植物园、园林等相关专业毕业，虽然有一定的植物学基础，

但是在媒体宣传方面所受的训练不足。此外，植物园的宣传

没有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科普和宣传的网络，没有充分发挥

一些宣传工具，特别是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作用，传播的深

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

2 加强植物园科普宣传教育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植物园科普工作与发达国家植物园之间的差距不

在于植物园的规模与科研成果，而在于中国植物园的科普

手段、信息研究和交流。把植物园科研工作及其新进展及时

准确地传递给大众，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是植物园科学

普及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针对上述植物园在科普教育和宣

传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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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展基于游客需求的科普教育调研

科普教育必需基于受众的需求，只有明确知道游客想

要什么，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呼应其需求，从而开发和制作

满足其要求的科普产品或者内容。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日

益发展，游客的需求也日趋多元化，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分

类管理和系统思考。一是可以积极吸取国外的经验。国外

的科研机构、植物园等在这方面起步较早，相关学界已经

有很多基于科普受众在环境教育需求方面的研究成果，很

多与我们的发展进程有类似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

考意义，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二是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游客

需求的分析。近几年，上海植物园结合大型主题活动、“暗

访夜精灵”、自然导赏员培训等开展了一些游客需求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调研等形式了解和分析特定群体的需

求，积累和掌握了一些数据以及游客偏好，对于我们今后设

计相关活动起到了较好的参考作用。三是充分运用好大数

据这个工具。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相关软硬件的不断完

善，对于游客偏好的分析就有了可能。上海植物园通过官方

微博、微信、网上售票、场馆游客量动态统计等，可以对相

关人群的偏好有相对精准的统计，这些数据对于了解游客

的需求无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比如，通过微信的后

台统计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哪一类文章和知识更受公众喜

欢，从而调整我们的相关内容。

2.2 系统科学地推进科普设施建设

植物园不同于动物园，因为植物本身相对是静态的，

因此在吸引游客方面相比动物园而言不具有优势，特别是

对青少年游客。而且，植物在不同阶段的形态特征都不尽

相同，游客在某一时段所能看到和感受到的对象都是具有

一定局限性的。因此，植物园里对植物的介绍、诠释和导

览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需要相应的科普设施发挥这个作

用。在科普设施建设方面，应该特别注重三个“科学”。一

是加强科学的规划。近期上海植物园正按照局要求加紧制

定十三五发展规划，其中也明确了科普设施的发展目标。

其中包括已建的自然放映厅、自然教室；也包括规划中的植

物大楼、科普馆、北区科普互动区等。这些科普设施的规划

建设，是完善植物园作为科普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设施按照不同的功能，从不同角度对植物知识加以科

学诠释，引发公众对植物和环境的兴趣和关注，是植物园

科普教育必要的基础设施。二是注重科学的内涵。有了科

普设施这些硬件，必需在软件，也就是其科学内涵方面进

行匹配。科普教育要注重“内容为王”，展示的内容是对公

众教育的核心，必须强调知识性、真实性、严谨性和趣味性

的有机统一。在设计科普内容方面，一方面应该注重引入外

部智力，请专业的设计制作单位在形式上、安全上和趣味性

等方面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在内容上由自己的专

业团队严把科学性和严谨性，保证相关科普内容的真实准

确。三是实施科学的管理。应该进一步加大科普人才队伍

的建设，引入了一系列专业人员加入科普队伍，特别是有环

境教育和植物学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从而不断优化科普

队伍结构；同时根据不同科普场馆的要求制定规范化的管

理制度和管理标准，以实现科普场馆的科学管理，发挥科

普设施的最大社会效应。

2.3 进一步创新和丰富植物园科普活动形式

植物园科普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教育，让公众在欣赏到植物景观的同时，增

长对植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树立起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上

升到自觉行为。要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植物园的科普工

作者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理念和方法，在了解不同人群年

龄结构、身心特点、学习需求等方面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

种人群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如艺术、游戏、表演等来开展

科普教育工作。

2.4 利用新媒体等手段加大科普宣传的力度

    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网络的不断发展，科学知识的传播

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植物园也应该紧密迎

合这样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大科普宣传的力度，不断变

革科学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除了

通过电视台、报刊、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进行多角度、多层

次地报道相关活动和植物知识之外，也要积极通过官方网

站、官方微博微信、移动端APP等新媒传播体来开展科学知

识的传播。今后应该进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加强和粉丝的互

动，回答广大粉丝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植物问题，并积极开

展系列线上线下活动。这些宣传手段的运用，可以更好地服

务公众了解植物知识，进一步提升植物园的社会影响力，使

植物园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和社会认同。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对

于环境治理的投入不断加大，公众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

识正在不断提升。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基地，植物园在科普

教育和宣传上承担着重要职责。植物园的科普工作要达到

更好的效果，必须在充分了解公共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科普软硬件的建设，进一步创新科普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运用各种形式的宣传工具和手段，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环

境保护和生态多样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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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
在绿化市容行业科技大会上获得多项荣誉

■ 文 / 张亚利   图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科技大会上，上海植物园取得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

技成果一等奖1项，科技创新奖三等奖1项、科技创新奖鼓励奖1项，及优秀科技论文一等奖1项等多

个奖项。与此同时，上海植物园两位科研人员入选了行业领军人才名册，这些荣誉都是对上海植物园

“十二五”期间在科学研究与创新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给予的肯定。

会上，获奖代表分别就本职工作及单位发展等作了交流发言，为与会人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具有借鉴意义。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马兴发分别

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并围绕科创中心、行业特色，对科技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全体科技人员能在

“十三五”期间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与发展。

上海植物园再获八件植物新品种权

■ 文·图 / 张婷

近日，上海植物园在植物新品种研究方面再获新成果——新增国家林业局植物新品种权8件，分别是山茶属新品种

‘玉之蝶舞’‘玉之台阁’‘玉之芙蓉’，木瓜属新品种‘翠玉篱’‘小橘灯’‘雪丹’‘雪荷’以及芍药属新品种‘娇容闭月’，

展现了上海植物园在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创新研究中的雄厚实力！

迄今为止，上海植物园在观赏植物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以茶花、木瓜海棠和牡丹为特色的系列新品种，并已获得国家

林业局新品种授权共计25件，美国茶花协会登录茶花新品种4件，获批美国PCT专利1件。

下面是新增植物品种的简要介绍：

1. 玉之蝶舞（山茶属）

品种权号：20150022

主要观赏特性：小乔木。中型花，半重

瓣至托桂型，花白色。

应用前景：适宜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

等绝对最低温度在零下5摄氏度以上，喜欢

温暖、湿润的气候，喜酸性土壤。

2. 玉之台阁（山茶属）

品种权号：20150023

主要观赏特性：灌木，株型开张。中型花，花白

色，托桂型至牡丹型。

应用前景：适宜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绝对最

低温度在零下5摄氏度以上，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喜酸性土壤。

3. 玉之芙蓉（山茶属）

品种权号：20150024

主要观赏特性：小乔木，直立。中型花，花白

色，托桂型或牡丹型。

应用前景： 适宜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绝

对最低温度在零下5摄氏度以上，喜欢温暖、湿润的

气候，喜酸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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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山专项课题“牡丹低温催花技术
及其分子机理研究”通过专家验收

■ 文·图 /  高燕

7月17日，受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上海辰山植物园组织专家，对上

海植物园主持的辰山专项课题“牡丹低温催花技术及其分子机理研究”（编号：

JB110325）进行了验收。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庆、春节等节庆观花已经成为一种高雅的

时尚。牡丹作为中国传统名花，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必须经过足够的低温处

理才能正常开花，牡丹催花生产年产值已超过一亿元，由此，催花技术成为了产业

化的关键技术之一。而牡丹低温休眠及解除过程中分子生物学和后期的转基因

研究让“花随人意应时开”成为可能，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本次课题专家组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研究员戴咏梅、复旦大学研究

员任国栋、上海园科院教授李跃忠、上海农科院农业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吕卫光、

上海农科院研究员殷丽青和国家林业局教授王剑波六人组成。在听取课题负责

人——上海植物园博士蒋昌华针对课题进行的汇报并审阅相关验收文件后，专家

组在答辩基础上，对后期延续性试验提出了一些建议。最终，专家组一致同意上海

植物园通过课题验收。

（图文：高燕  审核：宋垚  责任编辑：黄梅林）

4. 翠玉篱（木瓜属）

品种权号：20150039

主要观赏特性：灌木，植株立性，花单

瓣，碗型，初开淡绿色，盛开后白色。

应用前景：景观绿化中孤植、列植、群

植，也适宜于用作花篱和绿篱。

5. 小橘灯（木瓜属）

品种权号：20150040

主要观赏特性：灌木，植株扩张。花重瓣

型，橘红色。

应用前景：盆栽及景观绿化中孤植、列

植、群植。

6. 雪丹（木瓜属）

品种权号：20150041

主要观赏特性：灌木，立性。花单瓣，碗

型，花白粉色，盛开后深粉色。

应用前景：孤植、列植、群植。

7. 雪荷（木瓜属）

品种权号：20150042

主要观赏特性：灌木，扩张。花单瓣，

浅碗型，花呈，盛开后深粉色。

应用前景：孤植、列植、群植。

8. 娇容闭月（芍药属）

品种权号：20150056

主要观赏特性：呈菊花型花朵，花径16厘米；花色粉色。

应用前景：抗病、抗湿热能力强，可在华东、华中地区推

广种植，亦可在华北、西北等牡丹适栽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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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喜获第二十七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
优秀发明金奖

■ 文·图 / 张亚利

2015年9月15日，第二十七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总结表彰大会在海鸥饭店召

开，上海植物园申报的项目“观赏植物新优品种选育和产业化”，在历经初审、复审、答

辩及终评等环节后，最终斩获金奖。

第二十七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于2014年启动申报工作，参赛项目达1400余项，

经过层层选拔与审查，最终遴选出68个优秀发明金奖项目。上海植物园作为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局选派的参赛单位，重点突出本单位在植物新品种及专利技术方面的优势，

成为本次选拔赛中唯一植物研究领域的金奖获得者。

植物新品种在此次选拔赛中崭露头角，得到了众多知识产权管理及创新人员的关

注。随着科创中心项目在上海的不断深化，上海植物园也将在植物新品种及新技术方

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应用，为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的新优植物资源。

上海植物园
参加2015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

■ 文·图 / 高燕

植物园是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的专业机构，为农林、园艺、医药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植物种质资

源，在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11月11日至13日，以上海植物园园

长奉树成为团长的团队一行8人赴云南西双版纳参加“2015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的方

式，探讨植物园的功能与社会责任，促进植物园的建设与长远发展，交流在植物园建设、管理、研究、保育、科普等方面的经

验，学习国内及国际先进的植物园管理和科研技术，推进植物园的规范化建设和有序发展。

2015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以“生态文明建设  植物园的使命”为主题，围绕“植物园发展与展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教育与科普旅游”“园林建设与园艺品种培育”四个主题，探讨植物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植物

园与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全球变化与植物园物种保育、植物园环境教育、植物园园艺技术与城市园林绿化、园艺植物新种

植创新、保护性植物园的建设与展望等话题，吸引了来自全国62个植物园（树木园）、26所科研院所（高校）及24个国际国内

学术组织和相关国家部委等112家单位的410余名代表前来参加。

2015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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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
派员参加2015年园林植物新品种交流会

■ 文 / 郭卫珍  图 / 毕玉科

近日，“园林植物新品种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现代园林》编辑部主办。大会邀请了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张启翔、国家

林业局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发吉、北京植物园教授级高工郭翎、国家林业局

场圃苗木总站苗木行业处处长鲁新政等一批资深专家到场作专题报告。报告紧扣当

前园林苗木行业现状，内容涉及园林植物新品种培育的途径与技术、国外新品种的

引种方法、国际园林植物品种登录系统、花卉苗木良种的审定方法、园林植物新品

种保护的方法、园林植物新品种的规模化生产新技术、产学研合作的有效途径等方

面。在苗木花卉新品种推荐与合作交流会上，上海植物园科研人员就自主培育的新

品种彩色图册与各单位进行了交换和交流，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前任主席、南京中山植物园名誉主任贺善安老先生就“一带一路与植物园建设”开启了特邀大会

的篇章。贺老讲述了植物园的重要性，以及在形成园林精品的同时，被赋予的物种和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科研、园景

双赢道路可以广泛推广，成为植物园良好的发展模式。现今全球生态条件的变化，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现代科技的高速

发展都让植物园面临着全球变化的挑战，在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引导下，植物资源交流、保护、新有用植物的挖掘利用任务

艰巨、空间广阔，植物园以植物为载体，传承和创新人类文明的精华。贺老大力推崇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英国邱园和新加

坡植物园，认为他们是全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植物园。植物园必将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中起到桥梁作用。

植物园的界定性特征是要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植物收集，长期从事植物收集维护，对收集植物进行适当档案记录（包括

野生来源）、检测和科学研究，有适当的植物名牌，对公众开放，通过推广和环境教育促进植物保护，与其他植物园、树木园

或研究机构交换种子或其他材料等综合性特征。如今，中国植物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中国有近200个植物园，多数建

于50年代以后，收集物种20000种，占植物区系2/3。

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植物园的发展整体水平与国际同行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廖景平老师总结了

以下几点现存的问题：植物园及其迁地保育现状不清，缺乏针对性引种收集和顶层整体规划；国内植物园缺乏统一的迁地保

育管理规范；档案信息管理和科学数据采集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基于活植物收集的科学研究严重滞后；存在植物园泛公

园化趋势。中科院植物所李敏老师强调了构建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的重要性。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可以提供植物标本信息、

植物名录、志书文献和彩色图片等相关植物分类

学信息整合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马金

双研究员分析了中国植物分类学当今的处境和与

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分析了文献和标本收藏、人

才队伍和志书编写与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世

界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是中国在二战后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全球植物保护战略会议等

历次会议中的处境，结合经典分类学在国内的发

展情况，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和迫切改变的愿望。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北温带植物种类最多、最丰

富的国家，是世界植物学史上植物资源采集时间

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采集国来源最广、采集人员

最复杂、采集成果最多的国家，被西方称为“园林

之母”，维管束植物达3万多种，是欧洲和北美的总

和。而中国历史资料与文献收藏严重不足，并且没

有系统整理；标本收藏极度有限，管理严重滞后；

经典分类学人才短缺，基础志书质量欠佳……中

国的科研与世界发展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

广大植物园人共同努力。

在对比中找差异，在思索中求进步。通过本次

大会，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未来在植物

园的建设和发展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

们将不断推进全国植物园的规范化建设和有序发

展，进一步完善植物园布局，推进植物园间物种资

源、信息的共享，促进中国植物园体系建立和创新

能力的提升，为植物园服务于生态文明发展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而努力。

展情况，表现出极度的担忧和迫切改变的愿望。大会报告

2015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闭幕式

新型国家建设而努力。上海植物园参会人员合影

本次会议为上海植物园

新品种的推广提供了平台，也

为上海植物园后期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园林植物新品种

的培育，加强自育苗木新品

种的登录、审定和保护，加快

已有新品种的规模化生产和

推广应用等提供了借鉴。

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张启翔做专题报告

园林植物新品种交流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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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赴北京植物园考察北美海棠

■ 文·图 / 毕玉科

为推进上海植物园2015年海棠类植物秋季引种项目，近日，上海植物园科研人员赴

北京植物园开展北美海棠的调查与交流学习。

在北京植物园研究人员的陪同下，一行人参观了北植的海棠专类园，着重观察其引种

的北美海棠的形态特征、生长状况及虫害情况等，同时拍摄并记录了园里栽培的近百个

品种。北美海棠正值观果期，不同品种的果实，大小不一，色彩缤纷——既有大如花红的

‘白兰地’，也有小如樱桃的‘紫雨滴’‘雪球’等；既有晶莹亮红的‘红巴伦’‘亚当’等，也

有颜色金黄的‘棒糖’‘金峰’等。此外，北美海棠的树形也很多样，从高窄的‘红巴伦’到

低矮的‘灰姑娘’等；还有一些可作为园林绿化彩叶树种的紫叶品种，如：‘王族’‘完美

紫叶’‘紫雨滴’等。对于引种建议，北京植物园研究人员推荐了经多年观察评价筛选出

的综合性状及株型较好的‘春雪’‘亚当’等品种。

通过此次北美海棠实地调查，上海植物园科研人员学到了北京植物园十多年的北美

海棠引种栽培经验，北京植物园研究人员给出的引种建议，将对上海植物园的海棠植物

秋季引种提供帮助。

“束花茶花繁育及栽培养护技术”
 培训课程正式启动

■ 文·图 / 张亚利

2015年6月31日，“束花茶花繁育及栽培养护技术” 第一期培训班在长风公园正式启动，相关系列课程还将陆续推出。

在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小粉玉’等3个新特茶花的示范推广”的支持下，为了让更多的公园绿地景观设计

人员、养护人员了解束花茶花新品种的品种特色、应用形式、栽培养护等，上海植物园与上海市绿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联合

开办了“束花茶花繁育及栽培养护技术”培训班。培训面向普陀区、崇明县等各个区县，培训对象包括绿地施工、养护、管理

等相关人员。培训班为更好地将上海植物园自主培育的束花茶花新品种推广、应用到公园绿地打下了基础。

此次培训的现场讲座和交流互动，不仅让养护人员了解并认识了束花茶花新品种，更让上海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了解到

一线工作人员的所需所求，为后期的产品研发及推广应用提供了更为详实、有力的理论及实践支撑。

金蜂海棠

‘五月快乐’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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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科研人员
赴杭州、常州考察木兰、鸢尾植物新品种

■ 文·图 / 叶康

2015年10月14日，上海植物园总工秦俊一行4人来到位于浙江杭州的浙江

嘉泰园林有限公司基地，实地考察鸢尾科( Iridaceae)植物品种。浙江嘉泰园林

有限公司以水生植物收集为重点，尤其以鸢尾科植物的收集为特色。本次考

察是在总结已完成的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课题“鸢尾属等其他剑叶类

水生与湿生植物的收集与繁育”成果的基础上，对鸢尾科植物研究的延伸。

考察队伍由园艺科及科研中心科技人员组成。

在了解鸢尾科植物品种及其栽培应用后，考察组决定引入一些适应性

好、观赏效果佳的品种，应用到上海植物园金山示范基地，为金山百花节增

添色彩，这也是鸢尾课题成果的一次示范应用。本次考察引种重点选择了鸢

尾科庭菖蒲（Sisyrinchium rosulatum）、玉蝉花（Iris ensata）以及花叶玉蝉花及日本

花菖蒲及路易斯安那鸢尾品种共计26个10250株。

2015年8月27日～28日，上海植物园科技人员赴常州金坛红花玉兰基地

实地考察新优玉兰品种并学习繁殖技术。本次考察的目的是实地了解新优

的红花玉兰品种，学习其嫁接繁殖技术，为我园玉兰研究工作的开展深打基

础、拓展合作。同时为即将开展的木兰园改造挑选优质苗木。

金坛玉兰基地种植有国内最新颖的玉兰品种，包括‘娇红1号’‘娇红2

号’‘娇菊’‘娇姿’、速生型红花玉兰等数个花瓣色泽度层次不同、花型各

异、叶型奇特的红花玉兰品种及‘铃铛叶’玉兰等玉兰新品种。

红花玉兰（Magnolia wufengensis）又名五峰玉兰，是2004年发现于湖北省五

峰县，并于2006年被正式发表的我国玉兰属新植物。具有国内其它玉兰不具

备的玫红至鲜红色花朵，所有的9枚花被片内外为均匀的红色，不同于产自当

地的武当玉兰（M. sprengeri）。自被发现以来，红花玉兰的高观赏价值即被认

可和重视。一个个红花玉兰品种不断被选育出来，一代代红花玉兰苗也被繁

育出来，并不断被引种到河南、北京及江苏等地。

础、拓展合作。同时为即将开展的木兰园改造挑选优质苗木。

金坛玉兰基地种植有国内最新颖的玉兰品种，包括‘娇红1号’‘娇红2
鸢尾

鸢尾

常州金坛红花玉兰基地 考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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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结合经典 塑造科普品牌

■ 文·图  / 沈菁

从2009年起，依托园内丰富的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上海植物园在暑期向

亲子家庭推出“暗访夜精灵”的自然观察活动。“暗访夜精灵”科普活动主要

受众是家长带领下的暑期放假的青少年和幼儿，活动已连续7年成功举办，深

受参与者的好评，受到了广大游客欢迎、多家媒体报道和同行单位的借鉴。

【活动特色】“暗访夜精灵”科普活动是一项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主

线；将传统、单一的动、植物科普活动整合为按生命科学为系统的生态科普活

动。其以“暗访”的观察方式，让参与者在近自然的生态群落中认识植物王国

另一面的神奇；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方式，成功地把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共生

关系等深奥的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寓于生动而有趣

的观察体验之中。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充当探索者主

角；以大手牵小手的亲子活动，丰富和加深了孩子

与家长的亲情沟通。

上海植物园良好的科普团队以及领先的科技

成果为“暗访夜精灵”科普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支撑

作用；将植物新品种引种驯化等科研活动通过科

普活动加以推广，丰富和提升科普内容。同时活动

深受领导的重视以及全园同事的支持，以专家型科

普人员、自然导赏员、科普志愿者队伍为基础，将

活动推陈出新。

【第三方评价】 作为上海植物园科普活动

的品牌活动，“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在

媒体宣传中，都是正面的报道，大多是从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的角度出发，以儿童体验式的自然环境教育，来开展充满“正能

量”的活动。“暗访夜精灵”科普活动被认为是上海乃至全国同行业中，同类活动做得最成功的活动之一。

活动中，孩子们无疑是主要的探索者。通过“暗访夜精灵”，上海市的青少年得以了解这座城市的另一面。这种接触自然

的方式，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与好评。

【成果应用和普及情况】 上海植物园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多种生物的生存提供了栖息地和避难所，

同时，园领导、科普人员、自然导赏员、党员或青年对该活动的全力支持和参与，为“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人力保障。该活动提升科普队伍的综合素质，通过多次活动的磨练，科普人员的专业水平、活动组

织等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在本活动成功的基础上，上海植物园还开展了大量各类主题的自然教育活动。

作为科普性活动，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该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关注，活动接待人数逐年大幅提升。不少游客都

表示对植物园能举办这个活动，以及能与自然亲密接触表示赞赏。参与者在活动后，辨识物种的能力、热爱自然的程度、环保

意识的提升等方面有了明显增强，并有不少游客多次报名参加。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该活动已成为上海植物园乃至沪上的

一大科普品牌，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2014年更是获得了“彭博新闻社”的冠名赞助，为业界少有。

【社会效益和贡献】 该活动自2009年首次推出，至今已实践了7年的时间，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上海植物园科普活动的品

牌活动，带动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相关单位乃至全国各大植物园的纷纷效仿和追捧，可谓引领了全国夜游的浪潮，使

夜间游览和自然观察成为一种时尚。2014年该活动还被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特色科普活动16例之一。

该活动充分利用上海植物园园区丰富的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把植物学、园艺学的科普知识寓于游憩之中，让参与者在

领略了自然的奥秘之后，辨识更多的物种，更自觉地尊重自然、爱上自然、关注自然、保护自然，意识到保护生命、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暗访”主要参与群体是暑期放假的青少年，对于改善孩子们对自然认知的缺失，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

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015年，上海植物园首次尝试了半开放式的夜间观察形式，全程设有6个特色定点讲解岗位。新的路线及游园方式点燃

了游客们的探索精神，一再要求增加场次。上海植物园表示将吸取历届经验，总结不足之处，继续积极探索，让更多的孩子

走进自然、亲近自然、领略自然之美，重建与自然的联结，更加关爱地球环境！

经典场“暗访夜精灵”讲座

传统场“暗访夜精灵”讲座 夜间观察

看！树上有好多“宝贝”！

灯诱

亲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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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参加人数 备注

1 1月17日 播撒花籽，孕育春天
播撒花菱草种子，探秘热带
雨林

40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2 2月14日 别出心裁的爱 讲座：山茶胸花制作 40组情侣或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3 3月8日 做精致女人，享优质生活 鲜切花插花制作 38人
前期网上报名，68元/份材
料费

4 3月14日 趣识野草 辨识野草、花间除草 40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5 3月28日 有腔调地赏樱花&有创意地吃樱花
樱花知识、蔷薇科植物辨
识、制作樱花棒棒糖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6 4月4日 卖得一手好萌——创意多肉组盆
多肉植物知识讲座、多肉组
盆DIY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7 4月11日
繁殖的魔力——从一粒种子到一片
森林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8 4月18日 当糖果盒遇上艺术插花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9 4月25日 “食”在自然，味觉的感动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0 4月26日 一花一世界，心灵的飨宴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1 5月2日
家里也能做的盆景——山野草盆景
DIY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2 5月9日
装点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变废
为宝制作个性花盆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3 5月16日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造家庭蔬
菜阳台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4 5月23日 智慧植物，奇妙生活 讲座、实践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5 5月30日 植物重生记——郁金香种球的奥秘 讲座、讲解、挖郁金香种球 15组亲子家庭 前期网上报名，免费参加

16 6月1日 缤纷园艺 欢乐六一 赠送垂吊花卉 100人 凭票免费领取

17 7月25日 苔藓微景观DIY 讲座，苔藓景观瓶制作 未招满20组 活动取消

拓展家庭园艺 丰富自然之趣

■ 

2015年初，上海植物园首次推出“家庭园艺DIY”年度系列活动，每月围绕当季园艺主题开展活动，让更多的园艺爱好者

感受家庭园艺的魅力。因为DIY的内容过于受限，因此借助上海花展契机，将名称改为了“家庭园艺沙龙”延用下来，活动内容

包含园艺劳作、趣味讲座、自然导赏、快乐采摘等。

上海植物园作为专业机构，在为市民提供家庭园艺的指导方面义不容辞，不仅近年来春天的上海（国际）花展以“家庭

园艺”为主题，而且更希望能够为广大市民全年度的园艺活动提供专业帮助，同时还为喜爱园艺的市民提供体验场地和植物

材料，由专家为大家进行技术指导，满足广大市民的园艺热情。

家庭园艺沙龙活动作为首次开展的全年性的科普项目，活动前期项目组与园艺科沟通撰写了全年的活动计划，基本每月

开展一至二次活动，花展期间每周都有活动（详见附表）。活动中邀请园艺科、科研中心及园外专家共同完成23场活动，接待

游客约2 000人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参加活动的门票费用需自理，全年活动不收取场地费和专家费，但其中部分活动

需收取基本材料费。每次活动的参与者均会得到一枚活动纪念徽章，年底集齐徽章的还有鼓励奖品发放。

春季，上海植物园首次尝试推出线下园艺活动“家庭园艺DIY大赛”，旨在让广大市民朋友 “足不出户”来参加活动。活

动要求参与者根据所给教程在家自行完成作品并拍照，通过微信发送至“上海植物园”官方公众号。大赛分三季推出，主题

包括艺术插花及多肉组盆。网友的参与热情让工作人员倍受鼓舞，每一季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教程，参与活动的网友也一

季季地增多。丰富的活动形式和较高的市民参与度也是植物园科普人员所追求的目标。

2015年家庭园艺沙龙全年系列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报名反响热烈，活动组织有序，活动内容得到

3. 长期展示与临时展览的取舍

在家庭园艺体验活动中，植物并不能作为一次性使用，见

证植物的生长过程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周期。花展作为一年

中最重要的展览，很多区域需要规划变更，如果家庭园艺体验

中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活动用地，那势必会变更为花展展区，

原先种植的植物也将重新布局。对于孩子们而言，他们希望自

己在植物园种植的植物能较长时间保留的愿望也将落空。建

议今后植物种植的选址在非展览区域，同时相对固定。

了家长们的认可，孩子们也体验到了园艺的魅力。参加

过的市民对该活动一致给予好评，并对活动的组织给

予高度评价，纷纷表示今后会继续关注上海植物园并

参加家庭园艺系列活动。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

还是发现存在着一些问题。

1. 小众精致与大众参与的兼顾

家庭园艺沙龙每次参加活动的人数一般在50人以

下，小众人群便于活动材料的准备和自然导赏的全面，

如果面对大客流则无法得到较好的活动效果。一个优

秀的活动，社会影响力大，大众参与的热情也相对较

高，因此如何兼顾两者是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

2. 运行成本与社会公益的平衡

上海植物园作为公益服务机构，承担着一定的社

会责任，因此活动多以免费为主。但在开展一些插花

类、导赏类活动时，活动材料和人员参与占据了很多成

本费用，经营策划科也很难保障植物园的经济利益。

所以在今后的组织活动中，应多借助外部力量，以期取

得社会、经济效益上的平衡。

高，因此如何兼顾两者是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花之韵插花艺术沙龙

得社会、经济效益上的平衡。
插花DIY

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棒棒糖 孩子们除草的成果展示

变废为宝制作个性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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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2015年露营活动纪实

南瓜精灵夜 助兴万圣节

■ 文  / 

■ 文·图  / 朱筱靓

2015年春季，上海植物园在春季花展期间联合无痕生态工作室推出了“乐游春天”露营活动。活动针

对亲子家庭，主题围绕科普教育与自然探索，结合露营的形式，受到了欢迎与好评。

在春季三期露营活动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上海植物园又于秋季花展期间再次推出“趣在金秋”露营

季。上海植物园与无痕生态工作室总结经验，邀请“梦想田园”加入到露营工作团队，在活动体验项目、硬

件设施以及其他细节方面进行更新与完善，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活动体系，使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精彩。

春秋两季6期露营活动，共吸引了82组“沪内外”亲子家庭参加。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园夜宿的同时，还

能在营地制作手工；在室外记录自然（自然笔记）；在黑暗中寻找夜精灵（夜游探索）；和其他“大小朋友”

们一起欢乐的聚餐......整个露营活动充满了“意外”惊喜，希望植物园的活动能继续做下去，让更多家庭体

验到如此充满趣味的露营活动。

上海植物园作为上海以及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一直将科普教育视为重要使命，致力于探索趣味、创新、

富含教育意义的科普活动。今年（2015）的春秋两季露营活动，是上海植物园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园内外资

源，结合已经成熟的品牌活动（夜游探索、自然导赏），在2014年秋季首次尝试开展露营活动后推出的全新

项目。

城市公园露营季活动的吸引力不在于富有野性的大山大水，也不在于比拼装备、满足烧烤大餐，而在

于触动和培育公众参与社区环境改善的意愿。上海植物园打开一扇夜宿公园的自然之门，以公园夜宿作为

自然体验形式，融入更多的科普教育以及趣味元素。活动引领理念创新，致力于将露营活动打造成使公众

接受生态理念、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的自然教育精品活动。

2015年10月31日，上海植物园首次尝试结合“万圣节”推出“南瓜精灵夜”主题亲子活

动，围绕万圣节“南瓜”主题开展活动，让更多的亲子家庭来到上海植物园感受自然的魅

力。除了景点与氛围布置外，活动内容包含南瓜雕刻、南瓜彩绘、面具彩绘、奇幻版画、百变

气球、儿童涂鸦墙等。

为了更好地增强游客参与活动的游园体验，同时提升活动科普内涵，让游客能够学习

与娱乐兼得，上海植物园还联合上海市农科院、上海德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奥丁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为活动出谋划策、增光添彩，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各方面需求。

“南瓜精灵夜”活动作为首次开展的万圣节主题活动，在活动时间上首先做出突破，

活动从下午2点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通过合理安排与精心布置，让游客们夜游

植物园，一次玩个够！活动中还邀请多名外国友人绘画和做手工等游艺项目来烘托活动气

氛。日间活动游人如织，夜间活动时间虽然短短2小时，也迎来了300多位游客参与，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益，反响强烈。

“南瓜精灵夜”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报名情况十分火爆。活动设

计新颖，得到了家长们的期待，孩子们也体验到了夜游植物园的欢乐。参加过的游客对该

活动给予好评，纷纷表示明年还想参加这类活动。初次尝试宣告成功，但也让我们发现其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参与人数与现场管理的匹配

本次“南瓜精灵夜”夜间活动共招募120组家庭，约300多人次参与其中，虽对于活动

材料的准备和活动内容的安排已有准备，但对于大客流的集中游玩却有些考虑不足，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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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同时接待量较小，许多游客无法及时参与，只能选择其他项目或选择不玩，对游客体验度有所影响，所幸活动项目较

多，内容也极为丰富，能有所弥补。而现场人数的增多导致现场管理难度加大，无法落实十分有效的准备措施来及时进行现

场管理与引导。

2. 景点布置与科普内涵的考量

在活动中，万圣节主题的南瓜景点布置是活动亮点之一，由

小推车、稻草人和形态各异的南瓜组成的小景点吸引了大量游

客的目光。但景点布置不单是为了活动氛围的衬托与点缀，更要

作为一个长期景点进行科普内涵的介绍与推广。如何更好地将

相关科普知识对游客进行通俗易懂且引人入胜的科普推广，这

仍是工作开展的一大难点，本次活动中所使用的科普木牌未能

切实达到科普效果，有待继续改进。

3. 运作投入与社会效益的权重

上海植物园作为承担着科普科研等重要社会责任的公益单

位，活动的成效并不以简单的经济收益为考量标准，更多注重

其社会效益的各方面成效。但活动的参与人数即便再三扩大，其

容量毕竟有限，而良好的活动及其配套服务意味着不小的运作

投入，活动投入的多少与其收效的大小必须在合理的范畴内，

活动才算是优秀的和成功的。如何能在合理的投入和有限的参

与人数下，产生更大更具有影响力的活动效果与社会效益，这

是上海植物园始终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上海植物园
“自然课堂”系列科普活动精彩纷呈

■ 文·图  / 朱筱靓

亲近自然、体验自然，培养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真情实感，是

身体力行采取环保行动的第一步。2015年3月起，上海植物园开设了

“自然课堂”系列科普活动，结合主题花展和四季时令开展自然教育

活动，全年共举办主题活动27场（详见附表），参与人数超过千人，其

中包括自然课堂分享会1次。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空间，但是长期以来，自然一直被

人们视为被“征服”的对象。到了近代，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一些地区性、全球性环境问

题开始初露端倪，有的甚至严重恶化。环境教育问题因此引起全球

性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引导民众认识大自然、了

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以有效保

护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

植物园是珍稀濒危植物的迁地保育机构。得益于园内丰富的植

物多样性和闹中取静的环境，上海植物园成为城市野生动物的庇护

自然课堂之“地球一小时”

自然课堂之“月季花的日常养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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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春天的百花、蝌蚪；夏天的荷花、萤火虫；秋天的硕果、鸣虫；冬天的翠竹、鸦雀，上海植物园一年四季都呈现出不同的

自然面貌。在此基础上，园方开展的一系列自然讲堂活动，将引导市民走进大自然这个“大课堂”，观察周围的自然事物与现

象，亲近自然，领略自然之美，重建与自然的联结，以使广大市民更加关爱地球环境。

“自然课堂”系列科普活动在2015上海（国际）花展中首度推出，市民游客在踏青赏花的同时，感受最真切的大自然。之

后的每个月，都推出一至多个主题的活动。活动招募通过上海植物园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发布信息，市民游客自

行报名参加。自然课堂秉承公益性原则，在这一年的试运行中，一般课程免费，其中部分活动的入园门票需由参与者自理。

近一年的“自然课堂”系列科普活动，受到市民的极大欢迎，在网络上一经推出就一抢而空。参与活动的市民也对植物

园坚持推出公益性的自然教育活动表示赞赏。但近一年的运行下来，我们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1. 课程内容与植物园特色结合不足

自然课堂从2015年3月起开始举办，最初是为配合2015上海（国际）花展的主题活动而策划。策划之初较为仓促，大部分

内容都使用了原有的讲座。之后的课程主题结合四季时令而策划，其中夏季以“暗访夜精灵”为主题举办，未策划其他夏季

相关的主题。总体来说，课程内容还不能全面反应上海植物园最具特色的自然元素。

2016年的课程内容设计将在历年活动的基础上，请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园艺科专家，以及上海各类生物专家做指导来

进行，以期全面反应植物园的自然资源，让参与者更好地认识大自然。

2. 课程形式单一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自然课堂的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室内授课和园区实践两部分。室内授课通过PPT展示此主题的图文内容，由主讲老师进行

讲解，并在过程中与参与者互动。园区实践根据主题不同，大多以自然导赏为主。授课老师主要为上海植物园工作人员和外

请的专家。虽然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可以保证，但由于主讲老师来源途径较多，受个人的授课经验所限，2015年的课程形式比

较单一，与参与者的互动效果一般。

2016年的课程将会加强课程形式多样化的设计，根据主题和内容的不同，融入专家讲课、自然导览、自然笔记、生态游

戏、角色扮演、探索活动、科学调查、影片欣赏、音乐舞蹈等多种适宜用于自然教育的课程形式。对于主讲老师，“自然课堂”

负责人会做好课程设计培训，以及提前沟通、排练相关的课程。

3. 人员招募方式无法保证活动目标群体的参与率

由于活动招募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市民游客自行报名参加，且由于课程免费，因此经常是活动一上线，名额就被一抢而

空。但是部分报名人员不珍惜活动名额，临时放弃的比例较高。有些想参与的人反而抢不到名额。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主讲人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招募方式

1 3月28日
2015“地球一小时”上海植物园夜摄
活动

余儒文（艺文美术工作室）、赵
莺莺（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园区摄影 20
网上报名，入园免费。
活动免费。

2 3月29日
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小小阳台花园天
地

崔娜欣（同济大学） 专家讲座 40
网上招募20人，入园
门票自理，现场报名20
人。活动免费。

3 4月5日
最美赏花季，花事早知道——上海植
物园春季赏花全攻略

裴鹏（复旦大学） 专家讲座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4 4月12日 观鸟入门讲座 小枭（上海野鸟会） 专家讲座，园区观鸟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5 4月12日
此花无日不春风——月季花的日常养
护管理

田爱民（虹越•园艺家） 专家讲座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6 4月19日 植物手绘——妙手慧心描画春日美景 雷桂香（艺文ART） 专家讲座，绘画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7 4月26日
自然笔记——开启奇妙的自然探索
之旅

芮东莉（上海教育出版社） 专家讲座，自然笔记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8 5月3日 寻找上海生灵——大城市也有小野趣 何鑫（华东师范大学） 专家讲座 4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9 5月10日
多彩的昆虫世界—— 沉醉微小生命
的悸动

李利珍（上海师范大学） 专家讲座 10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10 5月17日 以花入馔——舌尖上的鲜花美食 胡禾丰（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10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11 5月24日
室内植物的观赏应用——绿色植物
点缀惬意居室

修美玲（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100
社区居民及现场报
名，活动免费

12 5月31日
多肉植物的夏季养护——炎炎夏日，
肉肉如何苦度酷暑

茅汝佳（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100
社区居民及现场报
名，活动免费

13 6月20日 端午民俗与植物文化 赵莺莺（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30 现场报名，活动免费

14 6月21日 走进身边的植物 毕玉科（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自然导览 100
社区居民及现场报
名，活动免费

15 6月22日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夏至游
园手绘爱玩日

裴鹏等（复旦大学） 自然导览、自然笔记 20
网上招募20人，入园
门票自理，活动免费

16 6月28日
“魅力田园之拥抱蔬菜精灵”第一期
活动

周斌、顾凌丽（自然公益学堂） 自然导览、自然笔记 2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自理，活动免费。

17 7月25日
“魅力田园之拥抱蔬菜精灵”第二期
活动

周斌、顾凌丽（自然公益学堂） 自然导览、自然笔记 2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自理，活动免费。

18 9月5日 走近我们身边的野菜 裴鹏（复旦大学） 专家讲座、自然导览 2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自理，活动免费。

19 9月19日
创新就在您身边——家庭里的植物
育种

张亚利（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1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0 9月20日 “秋分未纷，秋意寻踪”自然导赏 裴鹏（复旦大学） 专家讲座、自然导览 1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1 10月4日 品菊金秋——领略菊花别样的美 吴伟（上海植物园） 专家讲座 1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2 10月5日 萌肉来袭——办公桌上的秘密花园 周芮（怪物森林） 专家讲座、动手制作 4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自理，材料费80元/份

23 10月17日 自然课堂分享会
奚志农（“野性中国”工作室）、
Anton Lategan（南非自然导赏专
家）、任众（自然笔记爱好者）

专家讲座、自然笔记 2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4 10月24日
缤纷南瓜世界——科普讲座与试吃
体验

马坤（上海农科院） 专家讲座、现场试吃 1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5 11月7日
笔端流淌的秋意——自然笔记记录
申城金秋

徐喆（上海植物园） 　 100
网上招募，入园门票
免费，活动免费。

2016年“自然课堂”招募，将考虑设置黑名单，将抢到活动名额却又无故不参加的人员列入黑名单，以后不接纳其参加

植物园的类似活动。为保障出席率，对于报名人员将收取一部分的报名押金，正常出席后押金返还，如不能出席则没收押金

（没收的押金将用于公益活动）。另外，对于植物园的忠实粉丝，今后可能会考虑设置会员制度，专门为会员开设活动，培育

自然教育的忠实爱好者甚至传播者。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上海植物园今后将继续依托“自然课堂”“园艺沙龙”“暗访夜精灵”等

自然教育活动，让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体验自然，让自然与每一个人连接得更加紧密。

自然课堂之“自然笔记” 自然课堂之“植物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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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植物园
“自然导赏员”理论培训与实践应用

■ 文·图  / 

1. 项目背景

随着上海定位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城市的规划注重自然、生态和可持续性建设，大面积的绿化增加、

生态林和涵养林的建成，一些野生动物栖息地也日益得到保护和关注，这为广大市民体验自然、了解生态提

供了外部环境基础。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市民，更主动地去关心和了解身边环境的建设和保育发展。在这个前提

下，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享受着出游和户外活动的同时，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了解和熟悉自然常识、生态知识；

更多的希望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体验和生物多样性的了解。但与此不对称的是，虽然外部环境得以改善，

市民愿望日益增加，而应该起到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的、以自然生态为主的环境教育缺非常欠缺！ 

植物园作为一座以静态展览为主的科普场馆，理应承担起自然教育为主体的科普工作，为游客们普及植

物相关知识、常识。植物园里有众多来自大自然的瑰宝，默默等待着慕名前来的游客们探索其神奇奥秘。植物

们苦于难以开口直叙，致使许多游客入宝山而空回，科普讲解人员对植物园科普工作的推进作用不言而喻。科

普讲解员不同于普通导游，他们的专业性要更强一些，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储备更要丰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教育和称职的导赏讲解员，不但是完善科普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将外部客观环境和广大市民主观愿望连

结起来的纽带，这根纽带更可以促进城市环境保育，并形成积极的互动作用。

然而，植物园乃至各大科普场馆的科普工作人员毕竟是有限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所能完成的工作仍存

在极大的局限性，我们更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2. 项目现状

自2009年起，上海植物园与上海野鸟会合作开办自然导赏员培训班，2014年上海动物园也参与合作，至今

培训班已经开办了六期，培训了近一百七十位学员。自然导赏员培训班，已经成为沪上环境教育的一个知名品

牌。每次培训班的报名人数，都远远超出所需招募的名额，可见大众对能参加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热情。

同时，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学员，在培训之后，也活跃在各种自然教育的场所，特别是针对上海植物园的“暗访夜精灵”

和上海动物园的“动物园奇妙夜”夜游活动，学员们更是投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协助，使得夜游活动成为上海自然教育

方面的特色活动。

3. 项目执行团队

上海野鸟会是一家隶属于上海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民间社团。野鸟会以宣传教育保护野生鸟类及其栖息地为宗旨。

通过观鸟、生态观察、自然体验等科普活动来吸引和激发市民对野生动物和环境的保育理念。

近年来，上海植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已经与上海野鸟会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合作基础。如上海植物园定点观鸟活动、上海市

市民观鸟比赛、上海植物园和上海动物园的夜游活动，以及已经成功举办过六年的自然导赏员培训班。这些活动和项目为上

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上海野鸟会长久合作奠定了信任基础和合作的默契。

4. 自然导赏员培训项目方式

上海植物园和上海动物园为此培训项目提供部分课程、室内教室和户外实习场地，以及必要的资金支持，上海野鸟会

负责统筹培训讲师和培训教材。培训内容涉及鸟类、植物、昆虫、蛙类等的辨识和讲解；自然生态讲解的技巧和实践；自然观

察活动的组织策划等。

自然导赏员培训，不同于平时的书本知识教学，它以室内培训和野外实习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较为注重实践的

操作讲解，将每位参与课程的自然爱好者以一名优秀的自然导赏员为培养目标，真实模拟为游客开展自然导赏的完整过程，

并考虑到更多细节方面的实际问题。同时在多年培训尝试中所总结出的常规授课基础上，增加了野外实践部分和针对性物

种培训部分，调整了室内的授课内容，整个教程十分紧凑且实用性强。

就2015年的培训而言，在内容上增强了具有实用性的气象、湿地和环境保育等方面，同时也加强了特定科普项目如“暗

访夜精灵”等的课程内容的提升，如增加了鸣虫部分，以便为2016年初秋季时，可以开展听秋等项目作铺垫。

自然导赏员培训班的周期：春季和秋季班，共计12个整天。

5. 目标和预计成果

目标：

a.通过上下年度的培训，培养一批具有完整的自然生态知识、初步掌握生态讲解技巧、能独立组织和策划户外自然观察

活动的志愿者。

b.通过培训班，能积累一批为自然爱好者提供科普知识的辅导员。今后能在相应的活动中，起到科普和指导讲解的作

用。

2015年导赏班合影 阿髅与树懒向学员布置任务 观鸟作业汇报 观察归来，做自然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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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成果：

可以有为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上海野鸟会进行相关活动提供人员技术支持的志愿者，为以后进行相关培训和活

动打下基础。

6. 2015自然导赏员培训班具体课程和时间安排

时间 4月19日 4月25日 5月9日 5月23日 5月30日 6月27日 7月4日 8月30日 9月13日 9月26日 10月17日 10月31日

观鸟作业
交流

观鸟作业
交流

观鸟作业
交流

观鸟 观鸟

上午

分组/课程
介绍

布置特长
分享

植物园讲
解作业说

明

交流开
场白
自然笔
记分享

了解
动物园

了解
天马山

寻找食物 园林木本
模拟定点
观鸟 湿地知识

活动

观鸟作业
交流

观鸟作业
交流

自然观察
导论和导
游技巧

植物学
基础

观鸟基础

天马山
观鸟

岩石、土
壤和植物

自然步道
设计汇报

持续自然
笔记交流

植物学
实践任
务布置

观鸟实践
强调望远
镜找鸟

持续观察
南汇东滩
观鸟

终测笔试

午餐
（特长
分享）

植物园 植物园 动物园 自带 农庄 动物园 自带 自带 植物园 植物园

下午

野外观察
力训练

植物学
任务

植物园
路线模
拟讲解
（穿插
进行）

节肢动物
与相关植
物学

盲径
植物昆虫
样线

香草茶田
间生态和
保护

观鸟作业
交流

观鸟作业
交流寻找
上海的野
生动物

底栖生物
持续观察
总结

栖息地游
戏

雀鹰游戏 结业式

自然笔记
（芮东
莉，需事
先沟通）

寻找/拍摄
昆虫

田间物种

两爬简
介、昆虫
分类II及
诱捕

上海哺乳
动物、

上海野保
现状

寻找踪迹
制作脚印
模型

湿地生态
和湿地鸟

类

底栖动物
学习

自然步道
设计导赏

自然笔记
活动

植物识别
游戏

阿髅分发
盆栽作业

收集品
交流

种植实验 夜间观察
动物行为
及其拍摄

现场物种
测试

东滩物种
讲解

7. 目前成果与应用

上海植物园联合上海野鸟会、上海动物园开办的“自然导赏员”培训班至今已经开办6期。为期一年的培训班，通过专

业、合理的课程安排，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结合，培训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自然导赏员人才，源源不断地为上海植物

园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的科普工作提供着有生力量。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暗访夜精灵”等科普主题活动，定向培养的自然导赏

员们倾情加盟，让活动进行得更加有声有色的同时，也是检验学习所得的最佳时机。

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连续6年成功举办，深受广大游客欢迎和好评，该项目已成为上海植物园

乃至沪上的一大科普品牌，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

上海植物园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多种生物的生存提供了栖息地和避难所。同时，园领导、科普人员、自

然导赏员以及志愿者对该项目的全力支持和参与，为“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资源和人力

保障。该项目充分利用自然导赏员培训班所取得的良好成果，大量任用往届与应届培训班成员和植物园本身科普队伍相互

配合，作为活动各个站点的科普讲解人员为游客开展科普讲解服务，锻炼自然导赏员科普工作能力，检查培训班培训情况与

成效，更能提升自有科普队伍的综合素质。

在本项目成功的基础上，上海植物园还开展了自然课堂、园艺沙龙，上海（国际）花展、秋季花展的科普讲解等各类主

题的自然教育活动，也让自然导赏员们能够学以致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与资源良好利用。

除此之外，自然导赏员们还大量参与到上海地区各大科普基地、多个NGO组织的科普活动中去，甚至有些自然导赏员自

己成立了自然教育工作室来开展活动，为上海自然教育工作的开展添砖加瓦，也让自然导赏员培训班成为沪上一大亮眼的自

然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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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的特色凤梨科植物品种

■ 文·图  /  秦佳奇

观赏凤梨为凤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以附生种类为主，一般附生于树干或石

壁上。市场上常见的种类有光萼荷属（Aechmea）、丽穗凤梨属（Vriesea）、果子蔓属（Guzmania）、铁兰属（Tillandsia）、水塔花属

（Billbergia）、彩叶凤梨属（Neoregelia）。观赏凤梨是集观花，观叶和观果于一身的时尚花卉，因为它性喜温暖、潮湿的半遮阴环

境，并且观花期、赏叶期或挂果期可达数个月之久，且非常适合室内摆放，因而近年来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上海植物园拥

有的凤梨科植物种质资源非常丰富，现有凤梨品种一千多种，成为植物园温室的一大特色，下面就介绍一下这六大属的特征

及上海植物园温室拥有的一些极具特色的品种：

1．光萼荷属，拉丁属名Aechmea 是来自希腊文aehme（尖锐），意指其花萼尖锐。全属约有150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

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常附生于林中大树的树干上。光萼荷属的主要识别特征是：株型外形呈漏斗状或莲座状，中间

有一蓄水的水槽；叶片边缘有锯齿，摸之有刺手感，花序直立，极少下垂，从叶筒中央抽出，穗状或圆锥花序，基部有红色苞

片包裹，小花白色、黄色或红色，常隐藏于花苞片之内，花苞片一般为红色，分为两列排列成剑状，浆果圆形，呈豆粒状，

某些圆锥花序的种类其果序呈红珊瑚状，十分耀眼夺目。主要的品种有：斑马光萼荷凤梨（Aechmea allenii），绿叶光萼荷凤梨

（Aechmea chlorophyll），白背光萼荷凤梨（Aechmea dealbata），刺齿光萼荷凤梨（Aechmea distichantha glaziovii），哥伦比亚珊瑚凤梨

（Aechmea servitensis），红软叶珊瑚凤梨（Aechmea weilbachii var. leodiensis），罗美罗（Aechmea‘Romero’）等。

2．丽穗凤梨属（Vriesea）是凤梨科的一个大属，约有200个原种，全部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亚马逊河

流域为分布中心，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等国种类最多，是当地热带雨林中常见的附生植物，

常与热带兰花为伍，在树上附着生长，少数为湿地或干旱沙地的地生种类。本属的拉丁属名Vriesea 来自于人名韦利斯氏（W.H.de 

Vriese），十九世纪荷兰的植物学家。1843年，英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林德利（Lindley）以其名字创立了此属，纪念他在教授植物

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丽穗凤梨属的主要识别特征是：植株外形为莲座状，叶丛中央有能蓄水的水槽。叶片带状，边缘无刺而

平滑，革质，绿色或有虎斑样斑纹。花序直立，极少下垂，从叶筒中央抽出，穗状或复穗花序，花苞片2列排列成剑状或扁穗

状，单枝或分歧成多枝，具有深红色、黄色或绿色的花苞片。小花管状，花瓣三枚，黄、红、绿或紫色。主要的品种有：美丽斑

马红剑（Vriesea‘splenriet’），蒂芬妮（Vriesea‘Tiffany’），大丽穗凤梨（Vriesea gigantea‘Nova’），波尔曼（Vriesea poelmanii）等。

3．果子蔓属，其拉丁属名Guzmania 来源于人名顾斯曼氏（Antonino Guzman），19世纪西班牙的化学家和植物采集者，

通过他，在19世纪初讲果子蔓凤梨第一次引入欧洲。全属约有120种，主要分布于中、南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从

巴西的东南部一直到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多生于热带雨林的树上或林中，附生或地生均有。主要的品种有：单穗果

子蔓凤梨（Guzmania monostachia），红叶果子蔓凤梨（Guzmania sanguinea variegata），帝王星凤梨（Guzmania‘Empire’），浅紫星

（Guzmania‘Gwendolyn’），马丽娜（Guzmania‘Marina’），马赞星（Guzmania‘Marjan’），沃伟星（Guzmania‘wowie Zowie’）。

4．铁兰属（Tillandsia），全部原产于美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整个属共有500多个原种，是凤梨科中最大的一属。本属的

拉丁属名Tillandsia是来自于人名第伦德斯氏（Ellas Tillands），17世纪瑞典Abo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主要的品种有：气花铁兰（Tillandsia 

aeranthos Miniata），贝利耶（Tillandsia baileyi），短茎铁兰（Tillandsia brachycaulos），布思铁兰（Tillandsia butzii），章鱼铁兰（Tillandsia eaput-

medusae），杜氏铁兰（Tillandsia duratii），方氏铁兰（Tillandsia funckiana），鸢尾铁兰（Tillandsia ixioides），粉叶铁兰（Tillandsia pruinosa），扭叶

铁兰（Tillandsia streptophylla），屋顶铁兰（Tillandsia tectorum），细叶铁兰（Tillandsia tenuifolia），松萝铁兰（Tillandsia usneoides）。

5．水塔花属（Billbergia），在欧洲统称为vase plant，意为水瓶植物，泛指本属植物具有一个由叶片包裹组成的中央水槽，

犹如装有水的水瓶。主要的品种有：可爱水塔花（Billbegia amoena），紫红水塔花（Billbergia euphemiae），火焰水塔花（Billbergia 

pyramidalis‘Kyoto’）。

6．彩叶凤梨属，拉丁属名Neoregelia是由希腊文neo（新）和旧属名regelia合成产生。全属共有原生种约30多个，主要分布于

巴西，仅1种产圭亚那，多生于热带雨林中的大树上。彩叶凤梨属的主要识别特征是：附生莲座状草本，植株筒状，中央有一

个储水的水槽，一般有叶20-25片；叶片革质，边缘具锯齿，顶端常有尖锐的小凸尖，平展，绿色、褐色或深红色，有各种线艺，

如金心。金边或洒金等斑纹或斑点，有时叶尖部分有一红点，成熟开花的植株叶杯中央部分会成红色或白色，以吸引昆虫前

来传粉，弥补花序隐于水槽中的不足；头状花序生于水槽中，一般不高于叶面，埋藏于水中，由许多小花集生而成，花蓝色、

罗美罗 浅紫星

刺齿珊瑚凤梨 单穗果子蔓凤梨

紫红水塔花 午夜彩叶凤梨

蒂芬妮 马丽娜

哥伦比亚珊瑚凤梨 红叶果子蔓凤梨

火焰水塔花 橙光彩叶凤梨

绿叶珊瑚凤梨 马赞星

红软叶珊瑚凤梨 魅力彩叶凤梨

狄克凤梨 日出彩叶凤梨

白背珊瑚凤梨 沃伟星

可爱水塔花 蔓越莓彩叶凤梨

帝王星凤梨 瓶状彩叶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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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或粉红色，花瓣3片，开放时从集生成针垫状的苞片中伸出，有时会散发香味。主要的品种有：瓶状彩叶凤梨（Neoregelia 

ampullacea），同心彩叶凤梨（Neoregelia concentrica），午夜彩叶凤梨（Neoregelia‘midnight’），橙光彩叶凤梨（Neoregelia‘Orange’），日出

彩叶凤梨（Neoregelia‘sunrise’），蔓越莓彩叶凤梨（Neoregelia‘Cranberry’），魅力彩叶凤梨（Neoregelia‘Allure’）。

凤梨科是个大家族，除了以上凤梨科六大属之外，还有多肉类的凤梨科植物、蚁栖类凤梨科植物，具有食虫功能的凤

梨科植物等等，甚至我们平时经常吃到的菠萝也是凤梨科植物呢，接下来再介绍几种比较奇特有趣的凤梨科植物。

1．凤梨（Ananas comosus），大型种类，植株高约1米；叶片长带状，长90～120cm，宽3～4cm，绿色，边缘具刺状锯齿，革质；

肉穗花序从茎端长出，花后结出聚花果，果红色、黄色或绿色，顶端有一丛20～30片叶组成的果顶。原产于中、南美洲，就是

我们平常食用的水果“菠萝”。

2．布洛凤梨（Brocchinia hectioides），多年生草本，植株筒状，由叶片重叠产生；叶片宽带状，绿色，表面有白色鳞片和蜡质

层；花序直立，圆锥花序由中央水槽抽出，花苞片红色，花冠白色，有花瓣3片。原产巴西，生于高原沼泽地中。它的捕虫方式

是，当昆虫被叶筒内的水所吸引，前来饮水、产卵或猎食时，一不小心便跌落“水槽”中。由于“水槽”内缘叶片有一层厚厚的

白色蜡质层，使昆虫不能爬出而被困死或淹死。沉于水中的昆虫在细菌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氨基酸或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最后

由槽内的叶片腺体吸收，仅留下躯壳沉于水槽底部。平时我们可以定期捉一些小昆虫投入“水槽”中让他们“食用”，这样可

以补充养分，取代或减少施肥次数。另外还有两种是具有食虫功能的凤梨科植物，小布洛凤梨（Brocchnia reducta），食虫卡凤梨

（Catopsis berteroniana）。

3．鳞茎铁兰（Tillandsia bulbosa），凤梨科植物许多种类多有蚂蚁流连其间，但多是匆匆走过，并非在其间栖居。至今仅发

现一种称为鳞茎铁兰的凤梨科植物是真正的蚁栖植物。它以膨大中空的叶鞘供给蚂蚁营巢栖居，蚂蚁为它带来大量有机养

分供植株吸收，并保护植株不受外来昆虫或动物的侵害。本种广泛分布于中、南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墨西哥至西印度群

岛均有，生于海拔600～1 000m山地季雨林中，附生于树上或石上。

4．狄克凤梨（Dyckia brevifolia），丛生肉质草本植物，以多个莲座状叶丛的植株合生为主；叶肉质，三角状披针形，绿色，边

缘有刺状锯齿，背面浅绿色，长5～7cm，宽约2cm。穗状花序生于茎顶，高可达60cm，由许多黄色小花组成。原产巴西，生于季

节性干旱的沙地上。本种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是一种能够在华南地区露地栽培的多肉观赏凤梨。

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收集及应用

■ 文·图  /  张如瑶

兰科植物是植物界非常特殊的一个类群，是被子植物中仅次于菊科的第二大科。兰花在地球上存在的时

间约1.25亿年，经历了比人类更为漫长的历史。全世界所有的野生兰科植物均被列为《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范围，占该公约保护植物的90%以上，是植物保护中的“旗舰”类群。兰花不仅是

非常珍贵的药用植物，还是非常珍贵的观赏植物，受到广大花卉爱好者的追捧。上海植物园作为一个集科普

展示与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对兰科植物的收集及科普工作颇为重视。

1 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收集情况

1.1 现状

上海植物园位于徐汇区西南部，自1974年开始筹建，占地81.86公顷，是一个以植物引种驯化和展示、园艺

研究及科普教育为主的综合性植物园。植物引种以长江中下游野生植物为主，为城市绿化收集和筛选大量的

园艺品种，到目前为止，共收集3 500种，6 000多个品种。宿根植物、花灌木、凤梨科植物和仙人掌多肉类植物

颇具特色。

为了丰富上海植物园的植物品种，近5年来，以热带兰花为主题开展了系列引种收集工作。现已收集兰科

植物600余种，园艺种和品种共计5 000余株。

同心彩叶凤梨

方氏铁兰

细叶铁兰

气花铁兰

鸢尾铁兰

美丽斑马红剑

贝利耶

粉叶铁兰

大丽穗凤梨

短茎铁兰

扭叶铁兰

波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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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结合实际情况，以石豆兰，贝母兰，石斛为主要收集品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收集中国野生兰科植物。

1.3 收集目的

1.3.1 教育展示

兰科植物是世界濒危植物，在中国全部被收录在中国濒危红皮书内，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但老百姓对兰科植物的了解

又有多少呢？也许只是名贵的“枫斗”，还有“四君子”之称的国兰。其实兰科植物之多，不仅仅是一个石斛属和蕙兰属植物

可以涵盖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兰科植物并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和了解。上海植物园作为公众教育平台，收集和科普兰科植物知

识义不容辞。

1.3.2 驯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兰科植物野外调查和植物分类学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兰科新种、新变种以及新记录等相关研

究陆续发表，但目前中国野生兰科植物的本底仍不十分清楚，加之兰科植物在我国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因此在全国范围内

探讨我国野生兰科植物的资源数量及其地理分布特征很有必要。上海植物园结合自身特点，一方面进行了野生兰科植物

温室驯化和育种的探索，另一方面通过野外考察等手段，增强了对兰科植物栽培管理的技术，为收集兰科植物地理分布

尽绵薄之力。

2 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来源 

2.1 购买

购买，对于上海植物园来说无疑是最直接收集品种的一大方法。上海植物园地处上海，野生兰科植物资源较少，除了绶

草和白芨以外，几乎没有原生的兰科植物。许多优秀的兰科园艺品种都是通过购买进入植物园的。但原生兰科植物属于珍

稀濒危植物，要收集国外的兰花品种则困难重重。

2.2 交换

与其它植物园、兰园交换，也是一种很好的收集形式。上海植物园是以收集展示为目的的公益性单位。个人爱好者和相

同性质的同行很多，相互分享，相互学习。

1.2 收集方向

世界上兰科植物约有880属，2 700余种。兰科植物分布十分广泛，几乎世界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甚至北极圈

也有兰花的分布。但就品种多样性来说，热带美洲、热带非洲和亚热带地区分布较多，分别都有200～300个属。中国地处亚热

带地区，野生兰科植物共计187属1447种，包括特有兰科植物601种。

石斛

眉峰兰

石豆兰

吊桶兰

贝母兰

腋唇兰

2.3 野外采集

想要真正了解兰花，野外考察采集必不可少。只有到实地考察过了，才能从本质上了解兰科植物的原生境，更好地为驯

化管理打下基础。近5年来，上海植物园兰花团队，多次深入中国云南普洱、耿马等地，南至海南霸王岭、尖峰岭等地考察采

样，收集兰花品种近250余种。

2.3.1 采集形式

在野外，我们不仅记录海拔，纬度等地理位置，还采集周边的土样及其他信息，通过综合分析，了解当地原生兰花的生

境。在兰花采集这一块，我们只采集部分兰花样本，并不做破坏式采摘，目的是让更多的兰科植物留在当地，留在原生境中，

保护植物的多样性。

云南临沧耿马的小山丘，下面的大部分植被已被烧毁

65

小山丘上找到一小株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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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采集过程

在云南，我们发现兰科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破坏也十分严重。当地老百姓为了生计常常烧山开荒，或者伐木卖钱。很多

兰花就在不经意间被严重破坏。加之人们对石斛兰的错误认识，在海南，石斛兰被当地居民挖采一空，作为煲汤或者入药的

良物。因此，野外石斛兰属植物几乎无处可寻。

在林子中，凡有伐木的区域，我们都会去看看被伐的木头上是否有兰科植物的痕迹。根据情况进行处理，如果植株较

大，我们便就地另外寻找相对适合的地方，让其继续生长，如果植株脱水严重，我们则会带回园子进行实验性养护。

  

3 兰科植物驯化及养护

3.1 温室设备

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收集主要在面积约为200m²的玻璃温室内。该温室被划分为4个区域，1个干区，1个冷凉区，和2个高

湿区。温室设有自动浇水系统，自动喷雾系统，水墙，风扇，加温机，空调等一系列设备，尽可能保证湿度和温度都能达到植

物生长所需的条件。

3.2 养护驯化

根据植物的不同特性，我们选择不同区域种植。兰科植物的种植不同于其他植物，个体差异很大。所选的介质也不局限

于草炭，有树皮、蕨木、木炭、火山石、贝牡蛎、珊瑚石等。种植形式也不仅仅是盆栽，还有板植和悬挂。我们尽可能地还原植

株原生地的环境和介质，以便于它在异乡的温室中也能存活生长。通过几年的研究和实践，我们的野生兰科植物养护驯化

成活率达到了70%左右。

长在树枝上的蝴蝶兰

市场上买石斛的老太太

长在峭壁上的石豆兰

被砍伐的的树木和长在上面的兰花

长在树上的鸢尾兰

砍伐后被遗弃的饮料瓶和兰花

3.3 活植物管理

每一棵来到植物园的植株，我们都会配以相应的名牌，牌子包括引种号、引种时间、来源、拉丁名等相关信息，方便管

理。如遇情况不清楚的植物，也可在日后进行相关信息的修正，有助于兰科植物物候记录等信息的收集。

    

4 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科普及应用

4.1 兰花品种展

兰科植物品种繁多，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种美丽的植物，上海植物园会不定期地举办兰花的品种展。2011年，我们举

办了兜兰展，展示期间，近80多个品种、1 200多株兜兰竞相开放，配以蝴蝶兰500株和文心兰2 000株，总计展示4 000多株热带

兰花，受到了游客和相关业内

人士的一致好评。

4.2原生态兰花布展

2013年，上海植物园兰花

团队本着还原兰花生境的宗旨，

在展览温室做了区域性的试

验。把许多原生热带兰和品种

兰花混合种植在枯木桩上，并

配置蕨类、空气凤梨等植物。

在不失美观的前提下，局部还

原了兰花的原生境。

2014年3月，世界兰花大会

（WOC）主席、英国皇家园艺

学会RHS兰花委员会主席John 

种植在珊瑚石中的血叶兰

2011兜兰展组合盆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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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ans 博士携夫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HS兰花委员会副主席Clare Hermans女士，美国兰花协会AOS主席Sandra Tillisch-Svoboda 女

士及南非、西班牙等10多名专业外籍友人来到上海植物园展览温室参观。

美国兰花协会AOS主席Sandra Tillisch-Svoboda 女士指出，上海植物园兰花区的设计理念特别好，把植物原生的形态很好地

展现给大家，给游客带来更直观的感受。兰花区面积不是很大，当她听到我们在这里种植了80余种兰花时，不禁感叹我们做

的很好，即使与国外的植物园相比也毫不逊色。

4.3 奇优品种个体展示

对于一些特特或者珍稀的品种，我们采用个体展示的方式。一来可以把兰花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在大家面前，二来减少了由

于长期布展对植株造成的伤害。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开辟了为期一年的“每周一花”栏目。每个周末向广大游客介绍一种珍奇

的兰花，不仅在温室中展示，还做了详细的介绍牌，并通过网络等其它形式向更多人宣传兰花知识。

总之，上海植物园兰科植物的收集工作才刚刚开始，养护和布展经验也在不断摸索和创新中，通过我们的努力，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把更多更美丽的兰花展现在大家面前，让更多人了解兰花，喜爱兰花，保护兰花。

每周一花的宣传展板

展览温室的一角 专业友人来温室参观指导

绚烂萱草

■ 文·图  /  朱华芳

在上海植物园内，处处都能看到它们靓丽的身影，红、橙、黄、紫、粉、白……每一朵都开得那么娇艳、妩媚！

眼前那么多色彩鲜艳、花型各异的现代萱草品种是如何被选育出来的呢？这要归功于19世纪末，欧美兴起的群众性培

育萱草新品的热潮；特别是20世纪以来，欧美园艺专家更培育出了大量优质的杂交品种。下面就来介绍一下在上海绿地中

应用较多的部分萱草品种：

1. 萱草品种“金娃娃”——早花期品种，花色金黄，花朵较小，盛花时整株都是繁密的小花，是公园绿地中应用最多

的品种之一。

2. 萱草品种“红运”——花深红色，单瓣，花径约6～8厘米，是绿地中比较常见的红色系萱草品种。

3. 萱草品种“范海尔斯”——双色系品种，外围三片花瓣黄色，内围三片花瓣橙红色，花期6月中旬至7月。

除了上述较常见的萱草品种外，在上海植物园

新建的萱草园（上海地区集中展示品种数量最多的

萱草展示园，位于植物大楼南侧草坪内）二号门区

域及一号门附近的广玉兰树下，还栽种了许多不常

露面、鲜为人知的品种。

萱草品种“金娃娃” 萱草品种“范海尔斯”萱草品种“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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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桂共赏 品味金秋
                         ——2015秋季花展回顾

■ 文·图  /  吴伟

2015秋季花展作为上海植物园每年第二大主题花展于9月26日正式拉开帷幕，到10

月31日结束，共计36天。本届花展以“菊桂共赏 品味金秋”为主题，用“菊艺荟萃”“丹

桂留香”“多肉秋韵”“和平礼赞”4个版块串联起整个园艺展示的精彩亮点。运用菊

花短日照处理方法，将传统菊花、荷兰引进的盆栽菊的观赏期提前一个多月，并通过

各类造型菊艺、品种菊花以及全园秋季花卉的布置和展示，将传统菊花技艺与现代园

艺手法相融合，契合“菊桂共赏”这一主题，使广大游客在金秋十月品菊闻桂、玩转南

瓜精灵夜，体验一场色香俱全的欢乐之旅。

2015年秋季花展虽已圆满落下帷幕，但上海植物园人用“精致园艺”打造“美丽家

园”的努力永不停止。让我们共同期待2016年的第十届上海花展，以更为优美的景观、

更为优良的品种、更为优质的服务奉献申城市民！

2015秋季花展依然主要围绕方案策划、园艺展区的设计、施工与协调，以及园区

游线的规划布置等方面进行。在园领导的指导及科室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今年的秋季

花展的园艺水平和展示效果有了进一步提升。从园艺展示内涵、布展技术与手法，养

护技术的把握等方面有了更多的积累和心得，同时在整个办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有待改进与提高的地方，现对此次花展中

的收获与不足作如下总结：

1. 园艺展示内容增加

本届秋季花展景点面积达2 000多平方米，全园布置菊艺景点22组，花展中品种不仅有国产品种，还增加了国外新品种

（荷兰盆栽小菊、切花菊），应用造型菊348盆，传统小菊18 000盆，品种菊200盆，荷兰盆栽小菊10 375盆，草花10个品种28 

594盆，同时为了配套花展种植向日葵9个品种10 000余株，草花和菊花比例近1∶1，传统小菊和国外盆栽菊比例也近1∶1，造型

菊的类型也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新增植物大楼附近景点，扩大了布展范围，提升了园区的节日气氛。

2. 布展技术与手法

种植方法也不仅是简单平铺，又增加拼色等方式，设计手法增加，提升观赏效果，丰富花展内容。多渠道采购花材，保证

花材的质量和品种的多样化。

3. 提前介入施工，有力保障按时按质完工

布展前，多次和施工方现场进行设计方案调整，设定施工方案，施工期间实时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处理解决，

有力保障按时按质完工。预定苗木在运送前到现场检查质量，根据苗木情况及时做相应的调整，保证了苗木的质量和花展

展示的效果。

4、养护水平提升，观赏性提高

施工结束时，施工方和养护方面对面地交接，不仅交接养护范围，在技术上、管理要求上也进行交接，养护采用分区专人

管护，提高了责任心，养护水平得到一定提升，确保花展顺利进行，观赏性有所提高。

5. 明年秋季花展的思考与展望

（1）走出菊花瓶颈

2015年秋季花仍然以菊花为主，菊花是典型的短日照花卉，为了赶时间节点，只有做短日照处理促使花朵提前开放，短

日照处理的菊花具有花期短、品质差、花色暗、可用品种较少、成本高等特点，不能充分表现出应有的品质，明年拟适当调整

菊花的品种和数量，增加草花品种和数量，提升整体色彩鲜艳度、丰富度；还有2016秋季花展主题花卉是否不要选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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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而是更换其他花卉品种代替菊花，寻找新的亮点。

（2）花卉布置与展期游线的契合度还需加强

秋季花展采用以菊花为主，草花适当配合的模式。由于菊花是做短日照处理的，而且菊花颜色丰富度和鲜艳度较差，最

佳观赏期较短，花卉应用量较春季少，布置范围较集中，故使花展游线的花卉景观分布不均，观赏点较少。

今年大部分造型菊摆放在2号门入口广场—绿化示范区—四季温室—展览温室—桂花园—植物大楼—和平花园—四号

门区域，比较分散和隐秘，游客不易看到，菊花的主题不易显现，而且没有能突出造型菊的特色。如何在造型菊和环境景观

上加以协调是我们今后布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如何优化花展游线的植物景观结构，贯穿整个园区是不可忽视的元素。

为了保证花展的效果，设计方案还需再提前，根据方案来定菊花等花卉品种的数量，以免被动选择花卉的品种，确保花

展的效果。

（3）研究花展景点后期养护与利用的合理机制

我园花展每年举行，在当前体制下，花展景点的后期养护应用已经成为每年花展后的突出问题。今年的景点养护力度较

往年有所提高，但养护工人对养护内容及养护要点的认识能力不够，需要经常督促、提醒，才能相对较好的完成养护任务。

今后应将花展的方案设计、施工布展、后期养护作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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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花茶花‘玫玉’盆栽组合方式的探讨

■ 文 / 郭卫珍   图 / 李湘鹏

上海植物园束花茶花新品种‘玫玉’，为国内首次自主培育的小花、密花型的茶花品种，花玫瑰红色，单瓣

型，花朵极稠密，花期长，且具冬春色叶，属于具有景观、抗逆、经济、文化、生态多重功能的新特资源，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目前，上海植物园已通过嫁接繁殖‘玫玉’盆栽苗3000盆。

在“优质茶花有机介质栽培技术成果产业化开发”课题的支持下，上海植物园工作人员开展了‘玫玉’盆

栽组合方式的探讨。该课题选用长春花、微月季、大花马齿苋、薄荷、矾根、袖珍椰子、黄金锦络石、驱蚊草、幸

福树、金边吊兰、吊竹梅等常见的观赏性植物与‘玫玉’嫁接的盆栽苗进行配植，初步形成了观赏组合、食用组

合以及功能组合三大类组合盆栽，具有多层次、立体感的配植效果，且色彩搭配合理，形式多种多样。

+微月季”的组合中，幸福树叶子茂密青翠，充满朝气和活力，可以作为生旺的植物，寓意“幸福像花儿一样”。

在山茶盆栽中配植了薄荷的“食用组合”适宜室内摆放，除了观赏茶花外，还可偶尔摘几片薄荷叶泡茶喝，或用来煮粥

和做菜；另外，薄荷散发的香味还能起到一定的驱蚊作用。

功能组合盆栽有：“茶花+矾根+驱蚊草”“茶花+吊兰+吊竹梅”“茶花+袖珍椰子+矾根+金锦叶络石”“幸福树+袖珍椰

子+微月季”等。其中驱蚊草具有沁人心脾的气味，能起到驱蚊和净化空气的作用。金边吊兰不仅是居室内极佳的悬垂观叶

植物，而且是一种良好的净化室内空气的花卉，具有极强的吸收有毒气体的功能。袖珍椰子能同时净化空气中的苯、三氯乙

烯和甲醛。可见，功能组合盆栽均非常适合摆放在室内，尤其是新装修好的居室中。

通过不同观赏植物与茶花的配植模式探讨，制作成株形饱满、观赏期长的茶花盆栽组合，可满足时令、节庆、对象等不

同需求进行摆放，且具备丰富的视觉效果。上海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将进行长期观察，进一步筛选出适宜束花茶花盆栽的不

同组合方式，使茶花组合盆栽逐步满足品种多样化、养护成本低、替代性高、附加价值大等要求。

                                                      

观赏组合盆栽既可观花，又可观叶，其中“茶花+微

月季+大花马齿苋”的组合将直立型和垂吊型植物进行

搭配种植，增加了组盆的深度，改变了花盆的流线；而在

“茶花+长春花”的组合中，长春花美丽的花朵将山茶盆

栽装点的格外引人注目；在“茶花+袖珍椰子”的组合盆

栽中，高低错落的袖珍椰子营造出丛林的氛围；“茶花

+微月季+矾根”的组合配植，微月季和绿色的矾根高低

错落组合，营造出山茶被迷你花园围绕的感觉，另外微

月季和不同株型、不同颜色的矾根搭配，使组盆看起来

丰满匀称、和谐自然，更具观赏价值；在“幸福树+矾根

茶花+袖珍椰子+金锦叶络石 茶花+薄荷

茶花+金边吊兰+吊竹梅

茶花+微月季+矾根

茶花+微月季+大花马齿苋

茶花+幸福树+袖珍椰子+微月季

茶花+长春花（粉）

茶花+驱蚊草+矾根（绿色和红褐色）

茶花+幸福树+袖珍椰子+微月季茶花+幸福树+袖珍椰子+微月季茶花+微月季+金锦叶络石

茶花+微月季+矾根(绿色)

茶花+袖珍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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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园艺  畅想春天
——2015年英国、荷兰园艺考察

■ 文·图 / 胡真

为了进一步学习英国、荷兰先进的园艺理念，宣传上海花展，加强与两国植物园间的交流，谋

求建立更密切更开阔的交流合作平台。2015年5月19日-5月26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一行五人

受到英国、荷兰两所植物园的邀请，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专业考察行程。

八天的行程紧张而又充实，考察团先后参观考察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英国皇家植物园（邱

园）、英国威斯利花园、英国切尔西花展、荷兰苹果屯花园、荷兰莱顿大学植物园等专业单位、机构

和展览，期间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莱顿大学植物园专业负责人开展了详细交流，为双方今后合作

互动达成了初步意向。下面就本次考察、学习的具体内容，以及过程中的体会和收获作如下汇报：

一、考察概况

（一）英国、荷兰的植物园考察

1.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始建于1670年，占地面积约70公顷，是一个非政府部门的公共团体，由苏格兰环境和乡村事务

部（SEERAD）委任的董事局经营管理，分为科学研究部、园艺部、科普旅游部和后勤服务部等四个

部门和一个独立经营运作公司组成。全园共收集和保存活植物约34000种，是世界上植物收集量排

名第五的植物园，每年平均接待游客75万人。

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工作人员进行现场交流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景观

世界植物艺术摄影巡展（室外）蜜蜂科普巡展（室内）

本次参观得到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艺部主管Martyn Dickson先生和科普旅游部工作人员的盛情接待。在参观交流中了解

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由主园和三个卫星园组成。本次参观的爱丁堡园（Edinburgh），是该植物园的主园，位于爱丁堡市北面的

因弗伦思（Inverleith），占地面积约500亩，在四个园中它属气候最干旱的一个。主要由温室群（5个人工气候区，共10个温室）、

岩石花园、中国小山丘、苏格兰乡土植物区和树木园组成。另外三个卫星园，分别是本莫园（Benmore）、娄根园（Logan）和道克

园（Dawyck），由于所处海拔差异大（15m-260m），温度和年降雨量不同，收集和保存的特色植物及承担的职责也各不相同。

在两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考察团一行对爱丁堡园的树木园、岩石花园、中国小山丘、女王母亲纪念花园等室外展示园

区，以及科研、科普实践基地、园艺生产工作区等后台区域等进行了系统参观；对目前正在举行的蜜蜂科普展、植物摄影展的

办展模式、布展手法、展示对象和展期活动等进行详细了解。座谈期间，就双方植物园的基本情况开展了交流，并就爱丁堡

皇家植物园与上海（国际）花展在评委顾问、参展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沟通，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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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邱园始建于1759年，位于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南岸，占地120公顷，收集和保护活植物约50000种，约占已知植物的

1/8，是世界植物收集量排名第一的植物园。

园艺纪念品商店 威尔士王妃温室学生实践苗圃 棕榈温室

园内除了拥有26个展示园区、6个展览温室和40座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物外，还有千年种子库、标本馆、经济植物博物

馆和进行生理、生化、形态研究的实验室，是集科研、物种保育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世界最著名的植物园。

本次考察主要参观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南部园区，从伊丽莎白大门（Elizabeth Gate）入园，先后穿越三条由草坪大

道组成透景线（中国塔透景线、塞恩透景线和雪松透景线），参观了邱宫（Kew Palace）、攀爬架（Climbers and creepers）、树屋塔

（treehouse towers）、木兰园（Magnolias）、地中海花园（Mediterranean Garden）、空中走廊（Rhizotron and Xstrata Treetop Walkway）、玫瑰园

（Rose Garden）、棕榈温室（Palm House Parterre）、威尔士王妃温室（Princess of Wales Conservatory）等标志性景点和部分展览温室。

由于恰逢温带温室（Temperate House）闭馆维修，遗憾未能参观。

3. 莱顿大学植物园

位于荷兰莱顿的西南角，始建于1590年，归属于荷兰莱顿大学，是荷兰最古老的植物园，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

目前占地3公顷，收集和保存活植物种类为10000多种，是世界上最大的食虫植物的收集地。更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的第一株

郁金香就是于1593年被引进至莱顿植物园，并由数代园艺家们的培植，该郁金香品种仍完好保留至今。

空中走廊 向荷兰专家介绍海派盆景

攀爬架邱宫外景

室外园景 双方座谈交流

魔纹花坛远眺中国塔 中草药园现场讨论参观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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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园长保罗·凯斯勒博士与园艺部工作人员放弃了国定假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座谈过程中，双方植物园领导

首先介绍了各自植物园概况，就双方目前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交换了意见和想法，并一致表示愿意在植物研究、园艺展示、科

普教育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

随后在对方的陪同下，考察团先后参观冬季花园（Winter Garden）、柑橘温室（Orangery）、高架温室（High Greenhouse）、维

多利亚温室（Victoria Greenhouse），纪念花园（Memorial Garden）、蕨类园（Fern Garden）、系统园（Systematic Garden）、月季园（Rose 

Garden）、克鲁修斯花园（Clusius Garden），对能在这方寸之地中保存了如此大量的植物品种而感到惊叹。参观过程中，还对该园

正在建设的中草药园（Chinese Garden）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开展了讨论，并就竹子种类的引进，竹类种植土PH值的把握，中国棕

榈类植物在当地的适应性等方面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二）2015切尔西花展考察

1. 切尔西花展概况

切尔西花展（Chelsea FlowerShow）自1862年创办至今已有150余年历史，是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每年举办的13个园艺展中规模

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展会，也是全世界最著名、最盛大的园艺展览之一。每年5月，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园艺师都会汇聚在伦

温室内部景观

室外园区景观

敦切尔西荣军医院的展出场地，共同创作和布置，展示最先进的造园技术、设计创意和栽培成果。展览时间虽然只有5天，

但每年前往参观的专业人士、园艺爱好者却高达数十万。

2015切尔西花展由室外展示和室内展示两个部分组成。室外以展示庭院、器材、园艺衍生品为主，有以集景观设计和植

物配置展示为一体的展示花园（Show Gardens），有以开拓挑战新工艺新技术为特色的创新花园（Fresh Gardens），有以展示各品

牌庭院小品、花园配饰、户外家具为主的工匠花园（Artisan Gardens）。室内则以展示各类各种最新的园艺品种、新优花卉和优

秀花艺作品为主。在主展区周围的道路两侧，主办方安排了许多园艺周边产品展位，集中展示玻璃小屋、庭院雕塑、户外烹饪

设备和园林工具等相关产品，同时还开辟了露天舞台、餐饮服务等功能配套区域，为观展游客提供便利服务。

创新花园

展示花园观展人群

工匠花园

园艺衍生品销售室内花卉品种展示

2. 观展感受与体会

切尔西花展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与国内知名花展相比，没有高大宏伟的标志新景点，也没有五彩斑斓的壮观花海，

却依然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园艺爱好者前来“朝圣”。切尔西花展的成功，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也是当

地民众对园艺疯狂热爱的结果。相比之下，国内园艺展览在不断扩大规模，追求游客量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园艺展览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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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初衷。园艺展览是新优植物品种、先进园艺技术、创新设计理念展示、推广的平台，是引导人们热爱园艺、普及知识和技能

的课堂，更是传播美丽、营造和谐生活的载体。参观人群希望在园艺展览中看到什么？参展方希望通过产品展示得到什么帮

助？如何通过园艺展览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三）英国、荷兰专业花园考察

1. 英国威斯利花园

威斯利花园位于伦敦西郊萨里郡，占地53公顷，最初是私人花园，并于1904年捐赠给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经过100多年的

辛勤耕耘，威斯利花园凭借其精致的花园设计、丰富的植物品种、高超的园艺栽培技术享誉世界，不但是英国皇家园艺协会

旗下最具盛名的花园，还被评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十大花园之一，享有“花园百科全书”的美誉。

围墙花园岩石花园

玻璃温室内景

小园丁比赛现场

高山温室内景

各类花园样板间展示

小园丁比赛现场 小园丁比赛作品 小园丁比赛作品

威斯利花园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示范性小花园和混

合花境，来展示最佳的园艺品种，让公众在愉悦的氛

围中收获园艺知识。园中共有30多个花园和景点，包括

各种主题的小花园、花境、温室、林地、雕塑等。这次

考察，除了观赏到各式各样的混合花境，我们还参观了

园中最核心的几个园区。如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s）、

七亩园（Seven Acres）、玻璃温室（The Glasshouse）、温室

花境（Glasshouse Borders）、岩石花园（Rock Gardens）、高

山温室（Alpine Houses）、蔬菜园（Vegetable Garden）、盆景

走廊（Bonsai Walk）、高山草甸（Alpine Meadow）、获奖花

境区（AGM Borders）香草花园（Herb Garden）、纪念玫瑰园

（Jubilee Rose Garden）等。

在园艺展示的同时，英国皇家园艺协会还在威斯利花园开设了园艺学校，定期举行培训活动。参观当日，园艺学校正在

举行小园丁比赛（RHS Budding Gardeners Competition），在园艺老师的带领下，来自多个幼儿园和小学的小园丁们自己动手，种花、

铺草、建木屋、搭篱笆，共同合作，创造出了一座座极具创意的迷你小花园。

2. 荷兰苹果屯花园

苹果屯花园位于荷兰中东部的一个只有600人的名为苹果屯（Appletern）的小镇，有一位名叫本·范·欧亨（Ben van Ooijen）的

当地人建造的。从1978年第一批十个花园样板间的诞生开始，到37年后的拥有超过200座花园示范案例，展示园区的面积也

从最初的0.5公顷发展到现在的22公顷，花园主人开创了世界花园样板示范园的先例。从大型郊野公园范例到细致精巧的小

庭院，从日式东方花园到英式自然花园，无论何时到访，都能看到属于这个季节的美丽。

整个苹果屯花园示范园一共有15个分区组成，每个区域都有不同主题或风格的花园展示。每座小花园都有属于自己的

独立空间，花园与花园之间则由蜿蜒的小路串联，移步异景之中，尽情感受一个又一个惊喜。游客们不但可以借鉴造园理

念，还可以置身其中，亲身感受花园的惬意，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园样板间。

花园资材展示区 园艺产品销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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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在示范园的200多座花园中，每年只有5-10%的花园需要重新换新的，大部分维持不变，有些花园甚至和20年前一

样。此外，为了吸引了更多年轻参观者，园方每年都举办园艺比赛，选出最好的20件设计作品，由园方提供资金，设计者完成

建造，每两年更换一次。另外，示范园中还有转为园艺资材赞助商设置的展示专区，从砖块到木料，从雕塑到叠水，不但有具

体的功能介绍，还有供货商的企业信息，内容全面，实用性强。

二、收获与体会

本次参观的世界知名植物园，虽然位于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但都拥有优美的园容景观、丰富的

植物收集、悠久的历史文化、完善的科普教育、先进的科研体系。尤其在分级养护管理、科普活动组织和人性化服务等方面，

有许多好的理念和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一）草地养护分级管理，营造植物园自然和谐环境

根据展示区域位置、功能的不同，草地管理等级也有所不同，这是三所植物园较为一致的特点。大致可归纳为四个类

园艺产品销售区

爱丁堡植物园的缀花草坪

邱园花境中自制覆盖物的利用

枯枝粉碎车

邱园的精养草坪修剪

邱园直径超过10米的树坛

植物垃圾分类堆场

花园资材展示区

邱园的自然草丛邱园的丛间草地

型：精养草坪，主要为烘托重要展示区域服务，打理精细，修剪整齐，无任何杂草；缀花草坪，一般位于较开阔空间，供游人

休憩使用，修剪较整齐，保留低矮野花，点缀期间，清新自然；丛间草地，是草坪与草丛的结合体，即在自然草丛中做部分修

剪，形成明显的道路界限，常作为道路两侧饰边或林间人行通道的形式出现；自然草丛，主要分布在大乔木树坛周围和成片

树林边缘，无修剪痕迹，任由各种野草野花自由生长。

在这些植物园中，除了草地管理，还有许多类似的养护分级，如孤植树与自然树林、花坛花境与野花坡地、人工水池与

自然河道等。这种将精致养护与生态维护有机结合的养护管理方式，给游客带来优美的植物景观，也为植物园物种多样性

的保护，提供了最好自然生境，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二）土壤改良科学严谨，覆盖物普及“夯实”养护基础

如果说改良土壤是促进植物健康，提升观赏性的基本要素，那么地表覆盖物的合理使用，则是给土壤穿上了一层既美

观又安全的外衣。在参观中，我们注意到这三家植物园对树坛管理、土壤改良以及覆盖物的使用，都有着非常科学、严谨的

方式。如，树坛随着植物树冠的增大而扩大，土壤也随着树坛扩大而不断改良，以促进新根系的生长，延缓古树衰老，确保

健康长势；在各类生境植物的展示区域，可以看到针对不同植物习性而个性化改良的土壤。同时，所有植物园覆盖物的使用

范围不局限于重点树坛，而是涉及到所有的种植区域。如木本、草本，常绿、宿根，所有可能会产生表土裸露的区域，都会采

用小型碎木块、树叶等植物废弃物进行覆盖处理。其实这些做法在我们日常工作早有借鉴，但通常只是作为一次性投入的工

作来对待，疏忽了“以植物为本”的长效管理和有序发展，需要加强重视和改进。

（三）植物垃圾分类回收，加工再利用体现生态环保

在爱丁堡植物园工作区参观时，工作人员特别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植物垃圾处理程序。首先是在堆放区将植物垃圾分

成：废弃盆花介质土、树干枯枝、树叶草屑等，并分开堆放在不同区域。介质土消毒后可重复使用，树干枯枝直接粉碎成小木

片后作为表土覆盖物使用，草屑树叶经过降解处理后再作为介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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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收、分类、再利用的概念，不只是单纯的“取之于植物，用之于植物”，而是要通过合理、有效的手段，达到生态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其中的过程需要极高的技术要求和科学严谨性。反思我们平时植物垃圾处理的方式，或是随意填埋、丢

弃，或是当垃圾直接外运，相比之下粗糙和马虎了许多，资源节约的意识不够强，需要有所改进。

（四）科普教育形式多样，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双重培养

归纳三所植物园的科普教育，大致有这几类形式：固定科普牌，通常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安装在各专类园中，以各种植

物、昆虫、鸟类等相关生物知识介绍为主；主题科普展，围绕特色植物及相关衍生知识的介绍展开，通过实物、标本与图片

相结合，更生动直观，如爱丁堡植物园的蜜蜂主题科普巡展、邱园温室的辣椒科普展等；园艺实践活动，在各家植物园中除了

开设针对专业学生的技能培训课程，还会根据不同年龄人群，定期组织园艺实践活动和技能示范课程，普及园艺知识，培养

和引导人们热爱植物、热爱园艺。

（五）临时提示及时到位，服务细致体现运营人性化

在邱园参观时，遇到温带温室闭馆维修，园方通过植物园大门告示牌、纸质及网站导游图中的特别提示等人性化方式，

及时告知游客闭馆消息，避免游客“兴致而来，扫兴而去”的尴尬。这种细致入微、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需要我们在今后的

工作中不断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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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园温室各种辣椒和辣椒酱展示

导游图上的特别提示

在栽植小苗的同时清理杂草

威斯利早春的花境状态

邱园蜂箱展示与蜜蜂科普

树坛表土的碎木片覆盖物 爱丁堡植物园的园艺课程家庭主妇们正在学习如何种菜 装扮成精灵的讲解员

爱丁堡植物园入口大厅玻璃展柜

园区主入口的闭馆告示

装扮成精灵的讲解员装扮成精灵的讲解员爱丁堡植物园蜜蜂普展

（六）精细管理出成果，专业园艺受青睐

一个将精致园艺推向极致的“花园百科全书”，一个是将

个性花园融入生活的“花园样板间”。无论是皇家园艺师，还

是平民爱好者，对园艺的热爱之情是相同的。俗话说：“细节

决定成败”，而在这两座花园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就

是“细节”。

1. 花境养护管理的精细化

花境以布置形式多样、植物种类丰富为特色，要使花境

保持较强的观赏性，就必须赋予更为精细的养护和管理。在

威斯利花园中，就能看到许多例子。比如，花境植物种植不盲

目追求密度，而是严格控制植株间距，给每株植物预留生长空

间，展现最美的姿态；园艺师利用枯枝、藤条或铁丝，提前为

这些植物搭起牢固的支撑架，以降低植物倒伏对花境观赏效

果的影响；花境土壤的严格管理，在确保土壤疏松、透气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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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园艺工人从早春萌发起，就不间断在花境中进行杂草清理，以降低日后杂草控制的工作压力。

2. 各类导览设施的人性化

对于一个专业展示园来说，导览设施应该包括：导游图、导览指示牌、景点介绍牌、科普知识牌、植物标牌等，以及实时

亮点介绍、活动介绍等。这些设施的硬件制作安装并不难，但如何使这些导览设施发挥更大的作用，给游客带来更多帮助，

就需要在设计阶段全面、细致地准备。

如，威斯利花园的花境中根据宿根植物不同高

度，个性化调整植物标牌的高度；苹果屯花园中每个

小花园都有专属的区位图，为游客计划游览路线提供

了便利。此外，花园布局图、花境种植图、重点展品介

绍等针对特定区域的详细介绍，让希望深入了解学习

的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有更多收获。

3. 景观保护手段的多样化

只要是游人量大的地方，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不

文明现象。面对这些游客，园方管理者寻找到了许多

巧妙、恰当的方式。比如在威斯利花园，“请勿踩踏草

坪”的提示牌，特别安装于最易受损的草坪折角处，

小身材也有大作用；高山温室中的提示牌，以换位思考

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劝告不文明游客；大型模纹花

花园定位图和语音导览设备 模纹花坛周围的可移动式隔离绳按照植物高度设置的标牌

花境配植图

花境配植图

当季特色植物导览牌

坛的周围，利用可移动式隔离绳或尼龙网分隔，温柔地引导游客在外圈观赏；新栽植小苗基部的铁丝网围栏，避免游客的不

小心破坏。无论是温馨提示，还是隔离围栏，都建立在友情提示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民众的文明游园意识，取得相互信任，建立良性、和谐发展。

三、结束语

在为其8天的英国、荷兰专业考察过程中，我们参观了世界顶级的植物园、园艺展览和专业花园，欣赏到各种奇花异草的

同时，也感受到广大民众对园艺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些都与当地政府机构和专业协会数百年来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回看上海，生态园林的发展在国内名列前茅，在专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喜欢种植花

草，尝试家庭园艺。对于基层园林单位来说，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把工作做实、做细，提高园艺品质；科普宣传应该以人为本，

积极引导，不断提升大众对园艺的关注度，倡导全民园艺意识，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态家园。

草坪折角处的温馨提示牌

新栽小苗的基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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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植物的物候观测
■ 文·图 / 

上海植物园的盆景园自2015年1月起开始对园内主要盆景植物品种和著名盆景进

行物候记录，共选取了包括五针松、大阪松、罗汉松、榔榆、雀梅、真柏、海棠、黑松、黄

山松在内的24个品种，共计46盆具有代表性的盆景。工作人员每周在进行巡园检查的

同时，对盆景进行观察，记录植物物候状况，结合去年已完成的盆景信息采集工作，对

盆景进行详尽的物候记录。

植物在一年的生长中，随着气候的季节性变化而发生萌芽、抽枝、展叶、开花、结

果及落叶、休眠等规律性变化的现象，称之为物候或物候现象；通过物候记录能研究

自然界的植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

为修剪、养护对植物的周期性生长的影响。它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

以服务于植物生产和科学研究。

物候现象是温度、降水、日照、土壤等多种环境因子影响以及植物本身生理生态

特性的综合反映。其中每个环境因子的波动都可对物候期的早迟带来影响。如春季树

木开花现象，一般说花芽在前一年夏末秋初就已经形成，经历了上年夏末的高温、冬

季的严寒、休眠和春季的回暖，其影响较为复杂。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只做过一些定性分析，而对其中一些现象的解释还有

争论，对于人工干预更多的盆景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而又少。

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发展为一门学科，就是物候学。物候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平行观测法，即同时

观测生物物候现象和气象因子的变化，以研究其互相关系。观测内容主要是定点观测生物物候现象的周年变化；按照统一

的观测方法组织物候观测网，对物候现象同时进行观测；通过试验来研究物候期受气候等因子影响时的生理机制。

各种生物物候现象的出现日期，虽然每年随气候条件变化而变，但在同一气候区域内，如果不受局地小气候的影响，其

先后顺序每年保持不变。在不同的气候区域内，由于生物品种

和气候条件的组合发生变化，物候现象的顺序就会改变。物

候现象的顺序性是编制自然历和预报农时的基础。

国内外对物候学的研究历史久远，中国古代的农民在生

产技术不发达，无法预知天气的情况下，就根据植物或动物

的物候来安排农时。在古希腊文中，就有物候期（phaino）这个

词汇。近现代，中国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

物候学的研究，编制了大量详细的自然日；英国马绍姆家族记

录诺尔福克地方七种乔木植物物候长达190年，总结出物候周

期性波动的规律；上海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王玉勤也凭借在

多年工作中对植物物候的观察与总结，在预报花期等方面远

近闻名。

由于气候分布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物候现象随纬度、

经度和高度的变化具有推移性的特点。因此各地区的物种物

候特性也会具有特异性，而盆景树种都经过了多年的人工驯

化，在造型、管理上均与一般（地栽、野生、温室等）植物呈现

较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植物物候是植物适应节律性环境

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同时也反映了植物对节律性环境的

适应策略。不同的植物物种可能具有不同的物候特征，不同

类型的植物群落生长节律也相差很大，但长期进化的结果都

是使物种的适合度最大化和生态系统功能的最优化。在人工

干预的条件下，盆景植物的生长节律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故

而对盆景物候的表现要有所区分。

物候学研究已成为生态系统分析和管理的一个方面，

除对盆景物候现象作宏观研究外，还可以对植物器官内部形

态的变化进行观察研究。在研究气象条件对生物物候影响方

面，研究人员已开始利用人工气候室进行实验研究，及建立气

象条件和生物物候变化的数学模式等研究，通过对比法，尽

可能剔除盆景生长中的不利因素。本次对盆景物候的调查，可

以从统计学角度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通过持续数年

甚至更久的观察与记录，详细地预测和解释盆景萌芽期、花

期、果期的时间以及变化规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预测

均可以实现。盆景园如此全面细致的记录物候情况，不仅能够

加强盆景养护能力，更能通过物候信息，可以科学地安排盆

景创作与修剪，利用天时地气为盆景园增添光彩，也能为以

后盆景园的科学管理打下牢固的基石。

黑松 鸡爪槭

络石

银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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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新洒脱，风格淡雅

上海地区园林多是由文人官僚出资，以营园彰显其得志，延请名家擘画主持，旨在满足居住和一定的精神需求。

故沿文人园轨辙，布局自由，随宜安排，结构不拘定式，亭榭廊槛，建筑精致宛转其间，一反宫殿、庙堂、住宅之拘泥

对称，而以清新洒脱见称。这些以蕴含诗情画意的文人园为特色的江南园林，是上海地区园林的主流。本于自然、高

于自然，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合，诗画情趣意境的涵蕴，构成了上海地区园林的显著特征。

海派盆景的风格与特色

海派盆景主要分布在上海及其周围各县市。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自然

条件的优越，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都是盆景流派形成的主要因素。据考证上海盆景有400多年历史，集众家之所长，在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盆景艺术的基础之上，师法自然，刻意求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成了海派盆景艺术。

1. 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开

海派盆景形式自由，不拘格律，无任何程式，讲究自然入画，精巧雄健，明快流畅。与日本盆景的严整规则相

比，海派盆景自然舒展，全无匠气；与苏派、扬派、川派盆景相比，海派盆景风格清新，符合画理。在创作枝片时偏爱

自然式，虽然有些树木枝片也做成圆片状，但与苏派、扬派盆景的云朵、云片不同，主要表现在片子形状多种多样、

大小不一、数量较多等方面，且分布自然、聚散疏密、注意变化，因此形式仍倾向于自然。海派盆景还以自然界的千

姿百态的古木为摹本，参考中国山水画的画树枝法，因势利导，进行艺术加工，赋予作品更多的自然之态，因此有“虽

由人作，宛若天开”的效果。在技艺上，海派盆景是首先使用金属丝加工盆景的流派之一，采用金属丝缠绕干、枝

后，进行弯曲造型，以粗扎细剪、剪扎并施，成条流畅，刚柔相济。

2. 微型盆景，形简意赅；玲珑精巧，趣味盎然

微型盆景，即在盆景圈内一般指高度在10公分以下，可以置于掌上把玩的微小盆景，精巧轻便，十分有趣。微型

盆景首先出现在上海地区，并且持续发展，目前上海微型盆景水平仍旧在国内首屈一指、享誉中外。王元康、倪民中、

许宏伟等一批名家不但在国内水平顶尖，更是被视为微型盆景的领军、权威人物，在盆景界地位卓越，是海派微型盆

景的代表性人物。上海植物园举办的数次以微型小品盆景为主题的展览取得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参观者均突破

十万人次，奠定了上海微型盆景在国内的领先地位。在家中摆放或是展览时，将一组微型盆景搭配置于博古架上，组

队成景，古意盎然，别有雅趣。微型盆景造型玲珑别致，并注意整体的布局、聚散有度、主题突出，最后达到制作者的

艺术构思和审美情趣，犹如旷野千年古术。 

上海地区古典园林艺术
对海派盆景的影响

■ 文·图 / 王娟

上海地区园林的起源与特色

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它特色鲜明地折射出中国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是最能代表中国

古典园林艺术成就的一个类型。上海地区园林自史料记载是从两晋甚至更早，因此园林生成期大约相当于

两晋至宋代。今上海地区，于公元751年（唐天宝十载）割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县，是自

华亭、松江等地往东直至海岸线的范围，包括今太仓、昆山、常熟福山以下。目前保存完好的上海地区古典园

林，大部分始建于明代，后多经修缮，留存至今。上海地区园林的全盛期约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一时期上海

的古典园林类型比较单一，均为文人们营建的私家园林。得益于王阳明的学说，文人们都主张应该勇敢地、

不受束缚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而于文人本身而言，营建园林既可获得可居、可游、可赏的园居生活空间，

更可显示自己的财富成就，亦或是彼此争胜。营建园林之风逐渐普及与盛行，载入志书的园林有百数处。上

海市内的豫园、南翔古猗园、嘉定秋霞圃、松江醉白池、青浦

曲水园并称上海五大古典园林。

上海地区园林有三个显著特点：

1. 叠石理水盛行

江南园林擅长水景，水石相映，构成园林主景。明清两

代名家辈出，如周秉忠、计成、张南垣、石涛、戈裕良等活动于

江南地区，各家园林均以堆石成山、理水成池为潮流。

2. 花木布局有法

江南气候土壤适宜花木生长，上海地区园林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四季有花。明代以来经济发达，内外交流频繁，富商

巨贾云集，受到他们广阔视野和高雅情趣的影响，园林中的

花木格局自然，搭配精心，颇具讲究，以佛学、禅意、道理为

纲，以少胜多。

派松树盆景-拂云擎日

纲，以少胜多。上海地区园林风格 园林与盆景完美融合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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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园林对海派盆景的影响

说到上海地区园林对海派盆景风格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提到上海地区古典园林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生成期、

转折期、成熟期、二次转折期等四个时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开放性”“纳异性”和“非同化性”，大体上可

见开放－封闭－开放的变化趋势，但上海古典园林求新求异及灵活布置的本质思想却一直得以传承和延续。而海派盆景正是

在对岭南盆景、苏派、扬派盆景等几个古老盆景流派风格、技巧的学习、研究并加以发展之后，受到本地园林风格的启示获

得灵感，求新求巧求自然，形成独树一帜的特色。

1. 风格影响

以豫园为例，原是明朝一座私人花园，设计精巧、布局细腻，以清幽秀丽、玲珑剔透见长，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体现明

代园林艺术的自然风情，是江南古典园林中的一颗明珠。海派盆景沿袭这种以小见大、以简代繁、以浅见深的风格，师法自

然，不拘一格，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状态；在造型技巧上追求减少人工的痕迹，模仿树木在自然中生长的状态，重在表

现勃勃生机、苍古青翠、宛如画作；主要有直干式、斜干式、曲干式、临水式、悬崖式等，还有多干式、双干式、合栽式及观花、

观果盆景，颇具江南园林植物的古朴自然之风。此外还有一种“点石式”盆景，在树木盆景内结合树干的蟠曲，根系裸露配

以山石，以增加山野情趣，颇为契合豫园、醉白池等园林内古树抱石的自然奇观，相映成趣。

2. 规格影响

上海地区园林受地形地域影响，特别是明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上海面积狭小，人口众多，因此园林擅长以小见大、

咫尺山林、螺蛳壳里做道场。现代以来海派盆景更受地域小的影响，而另辟蹊径发展出了微型盆景，更加适应环境，和上海

地区园林小中见大的空间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盆景艺术适应上海高楼建筑，场地有限的结果。 

3. 审美影响

海派盆景名家匠人在审美方面多受上海地区园林影响，将诗情画意蕴于景中，不仅在制作盆景时讲究自然别致，在搭

配盆、几架方面亦深于此道。在一树二盆三几架的构造中做到动静结合、虚实相映、大小得当、意境循序渐进，同时留有余

味，如同园林中的步移景异、虚实结合的造型手法，引出无限想象空间。成品盆景命名讲究诗情画意，体现作者思想感情，如

上海植物园著名盆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清风无闲时”“容止若思”等，都给人以意在言外，回味无穷之感。对比“古

猗”“秋霞”“曲水”等园林之名，体现文人审美的浪漫与雅致，同样也在盆景中广泛体现。

微型盆景 豫园景色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改扩建工程设想

■ 文·图 / 基建科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建于1976~1978年，于1978年正式对外开放，由著名园林设计师教

授级高工周在春先生主持设计，盆景园规划设计荣获中国建设部优秀设计二等奖。上

海植物园盆景园是上海植物园最早修建并开放的专类园之一，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

“植物造型艺术－盆景艺术”专类园之一，也是世界植物园史上由中国人首创的植物园中

的专类园，为全世界首例植物园内设盆景园的典范。

1 盆景园概状

盆景园共有精品盆景植物2 000余盆，多为海派风格盆景，是海派盆景的重要宣传和

展示场所，并为海派盆景成为中国盆景五大流派之一奠定了坚实基础。上海植物园盆景

园拥有比同等级国际一流植物园更丰富、类型风格更多样的盆景植物资源。而且上海盆

景园是欧美众多植物园仿效、学习的榜样，是盆景艺术、技术的指导者。由于修建年代较

早，盆景园在修建初期经费紧缺、时间紧迫，因此设施、设备简陋，景观结构简单，景观异

质度低。一方面，随着植物园的发展，园区建筑陈年破旧、基础设施老化，使得盆景艺术

作品的展示与艺术造型保持等现实需要都遭遇到巨大挑战，加上游客量的持续增长及游

客对景观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现有的园林景观无法满足要求；另一方面，现代艺术展览

形式的发展日新月异，艺术展示理念上的创新、新材料的应用以及更为合理的养护与管

理技术的出现，都受到盆景园现有的空间和环境的限制，使盆景园未来的发展受到了很

大局限。

2 盆景园建设必要性

盆景园作为一种人工植物造型的艺术形式，在现代植物园建设的整体体系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随着现在艺术的迅速发展，植物艺术形式愈发多样，盆景艺术逐渐作为一

种植物造景艺术被国内外植物专家和爱好者所接受，也作为区别于欧洲规则式植物修剪

艺术的独特植物造型艺术被引入各大植物园。

上海植物园是上海市植物种类保存和花卉展示宣传的首要场所，能够完善现代植物

园的专类园体系，突显上海植物园独特的盆景植物特色；在上海海派盆景蓬勃发展的大

环境下，盆景园是海派盆景最重要的展示和推广平台；然而盆景园人才大量流失，盆景

创作停滞，已多年没有盆景新作品出现，导致海派盆景展示平台的衰退，逐步减弱并丧失

了海派盆景在国内外盆景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且盆景园内建筑风格不一，基础设施设备

陈旧，景观结构单调，盆景展示方式单一，影响盆景园的整体面貌。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需要完善调整基础设施、健全服务功能、创新展示方式、提升艺术

水平，进一步扩大盆景园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全面提升盆景园整体的景观效果和服务水

平。因此，盆景园的建设对发扬海派盆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一

层面上，盆景园改造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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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盆景园建设内容

盆景艺术作品为盆景园的主要景观元素，是园区的重点展示内容；盆景园的建设除了更好研究及展示盆景艺术，现有

园区景观环境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互相承托、相互结合，共同构成盆景园的植物景观艺术。

盆景园改扩建工程立足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盆景园建设始终处于活性的改建过程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设计理念的

不断进步，使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景观风貌内涵和盆景作品展示与交流能力，始终位于世界盆景园的前列。

在满足盆景造型植物的景观观赏功能前提下，提高盆景艺术在普通大众中的认知度和知名度，通过切身的游览与视觉

体验，使游客增加对盆景艺术的了解和认识。改造建设盆景园成为盆景科学研究和科普展示的重要基地，保存现有盆景植

物资源，增加盆景材料种类，改善盆景作品养护方法与手段；培养盆景制作人才，成为上海盆景的栽培、收集和应用研究标

准平台。

3.1 改扩建理念

盆景园改扩建基于现有植物资源和园林景观，珍惜、保留盆景园原有良好的园林空间布局、大量珍贵的盆景资源和健

壮的树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园区建筑及破损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园林设施；统一建筑风格，优化园林布局；改善盆景

展示方式，提高盆景园的园林艺术水准和展示效果；弘扬海派盆景艺术，提升上海植物园盆景园作为世界盆景友好联盟的

示范基地的历史地位和总体水平。 

3.2 改扩建规划方案

3.2.1 入口布局调整

盆景园一期改造将入口大门位于原出口处旁，大门西移约150米，原有老入口大门必将废弃。盆景园原有从入口大门自东

向西，由序景区 → 树桩盆景 → 山石盆景→ 出口 → 茶室（图1），近40年沿用此布局。

本次改建将恢复原盆景园东侧入口的功能，增添新的景观元素，重建门卫、铭牌，调整入口空间序列。

3.2.2 空间序列调整

（1）全园突出海派盆景。盆景展

示要按盆景分类、盆景分级展示。

（2）通过拆除、新建部分廊架，

重组园林空间（图2）。

空间序列：

（1）盆景园出入口 →（2）流派

盆景展区（全国各地盆景主流派）→

（3）海派盆景展区 →（4）盆景博物

馆 →（5）盆景展览馆 →（6）海派精

品盆景展区（万松园） →（7）花木类

展区（锦绣园）→（8）山水盆景园 →

（9）综合展区（中、小盆景展区）（四

景轩）→（10）创新盆景展区（四季山

北侧）→（11）盆景园出入口

改建规划基本保留原有分区布

局，适当调整：入口区、序景区、流派

图1  盆景园原入口布局

图2  盆景园空间序列调整分析图

图3  盆景园改建总平面图

区、海派区、盆景博物馆、盆景展览馆、盆景精品中心园区、花木盆景区、水景过渡区、连接一期的山石盆景区、综合服务区、

创新作品区、四季花园、出口区。

（3）保留盆景园东部老入口，但门卫（售、检票房）东移至主干道旁，新建园门。一期改造的南入口封闭，改为应急出入

口。封闭老入口处原有“Z”直角弯道，改为园内道路。主园路截弯取直，将母本园草坪区原有小路改为弧形车行道接通老园

路，使道路更顺畅、便捷，亦使盆景园入口处于主干道十字路口处，便于游人入园游览。四季山、春山向东扩展与母本园一角

融合，形成一体。

（4）东北区，原地重建盆景艺术研究和交流中心，盆景创作室和创作温室；保留原有员工入口及管理区车行道路；改造

西部盆景养护区；维持内外分离的布局（图3）。

3.2.3 改造强度

（1）保留区：基本保留区域内建筑、铺装、园路、种植，对于局部损坏的部分进行微修缮，展示点缀配合盆景展示的植栽

或景观小品，包括部分生产、养护区及重新进行功能分区后的锦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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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改造区：主要包含四季山及周边的植物种植改造，围绕四季山进行改造，基本保留四季山地形及种植，局部改造

与四季山整体风格不合的种植，重点是减少春山的球形植物，去除日式风格，并适当扩大春山面积；调整其它区域的种植，符

合整个盆景园景观的风格；另外还包含盆景园原入口区域的改建，保留原空间布局（原入口椭圆门裂缝处需翻建）及入口门

卫房拆除东移，进行配套种植、园林小品的改建，根据新功能的划分重新布置盆景展示，保留该区域内的大型地栽盆景。

（3）重点改造区：重点改造区域分为A、B两个区。A区为中心改建区域，包括部分廊重建、拆除危房、改建原榕树馆、新挖

水系、园路改造等；B区为新开辟的主园路道路及两侧绿化带改建。

（4）拆除重建区：该区域改建内容主要为建筑的拆除重建，包括盆景博物馆、创作室、创作温室、交流中心等建筑；另外

根据整体风格进行园路、铺装、种植的改建（图4）。

图4  盆景园改造强度

3.3 专项改造方案

3.3.1 建筑改造方案

盆景园自修建开放至今，已经过三十多年时间，期间经过多次整修维护，建筑分布过于凌乱，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呼应

与联系，建筑风格样式不统一，难以满足盆景园的使用功能与景观要求（图5）。

盆景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传统园林的精品。盆景园内建筑风格传统应该偏向中国古典建筑形式，采用江南民居

“白墙灰瓦”的建筑形式，达成展示作品和外部建筑形式的统一。但由于在功能上盆景园还需要与现代陈列方式相结合，满

足盆景植物的正常生长需要，兼顾游人游赏，所以设计方案最终选择现代建筑与传统风格相结合的设计风格，力求能够达

成古典与现代的揉和，建设盆景园成为盆景艺术和江南民居相结合的具有现代气息的江南园林景观建筑。

盆景园的园林建筑整体风格仍采取江南民居建筑风格，以传统建筑的形式和黑、白、灰为基调（白墙灰瓦），外加粟壳

色或灰色门窗，体现自然质朴素雅风格，部分采用钢结构框架，大部采用砼框架结构新材料和传统风格相结合，再加上盆景

园内石灯、石座等中国传统元素，创造出既创新又富有传统韵味的景观效果和精美园林。改造建筑主要为盆景博物馆、盆景

展览馆、盆景交流中心、盆景创作室、四季轩等。

其中盆景博物馆原址重建，原有建筑面积534平方米，重建后建筑面积543平方米。框架结构：盆景博物馆分类展示盆

景史料、艺术、作品及中外交流等五个展馆（图6～8）。

图5  盆景园现状建筑分布图 图7  博物馆平面图（门厅前保留利用原凌霄架） 图8  博物馆正立面

图6  建筑改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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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博物馆原面积为550.99平方

米榕树馆，改造后面积不变，采用框架

结构。盆景展览馆屋顶四角设置可开

启天窗，用于采光、接受露水，保障盆

景正常生长。四周盆景围合中央空间，

形成中央展示区，北侧布置大师讲堂，

用于盆景技术、发展交流。盆景展览馆

是盆景园内主体建筑，位居全园中轴

之上，构成盆景园主体庭院，与博物馆

连成一体，二者功能互补（图9～12）。

盆景交流中心为原接待室（50年代

龙华苗圃老食堂），原址重建，拟建建

筑占地面积为184平方米，局部二层，总

建筑面积383平方米，拟采用框架结构。

主要用于会议、接待、办公。建筑南侧

花园拟称“龙华园”（为龙华苗圃留下来的花园）向南改造放大，周边原绿篱围墙统一改造（图13）。

3.3.2 盆景展示规划

盆景园原展示空间包括盆景博物馆、展览馆、山石馆、四景轩、四季山区域、景点盆景展示区以及各建筑之间的公共展

示空间。盆景园拥有数量丰富、观赏价值较高的盆景艺术作品和相关艺术展示，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文物珍品，具有很高的展

览价值和欣赏价值。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盆景园内现有盆景作品共2 044盆，其中生产区盆景1 056盆，展示区盆景988。展

示盆景中包含精品盆景83盆(特、一级)，普通展示盆景249盆（三、四级），养护区盆景作品656盆。 

目前，盆景园的艺术展示和文物保护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大部分花盆、几架、几座均为水泥制作粗糙、简陋，且部分已经

损坏，档次低、展示效果差；很多特极、一级精品盆景与普通盆景、周边绿化混为一体，盆景展示效果差。

盆景展示在原有展示空间的基础上重组展示序列，形成更科学、合理的展示空间及游览线路。新的展示序列如下：（1）

盆景园出入口 →（2）流派盆景展区（全国各地盆景主流派）→（3）海派盆景展区→（4）盆景博物馆→（5）盆景展览馆→（6）

海派精品盆景展区（万松园）→（7）花木类展区（锦绣园）→（8）山水盆景展区→（9）综合展区（中、小盆景展区）（四景轩）→

（10）创新盆景展区（四季山北侧）→（11）盆景园出入口。

图9  博物馆正立面

图10  博物馆正立面

图11  博物馆正立面

图12  博物馆正立面

图13  交流中心正、侧立面图，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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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景作品分类、分级别专题展示，盆景共分五类：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其中特

级、一级盆景为重点展示盆景。

3.3.3 水系改造规划

盆景园现有四处水体，面积共有1 228平方米，位于植物园整体水系的支线末端，且相

互之间并不连通呈断头河，成为垃圾污水、污泥聚集处，水质较差，富营养化现象严重。为

将园区现有分散的水系进行沟通，改善水质形成完整的水系，改建设计中在园内挖河，埋设

涵管，把此两段水面与兰花室湖面贯通，形成活水。增加临水环境，以便设置临水盆景，为其

创造有利环境条件，增加盆景艺术多样性。

3.3.4 绿化种植改造规划

盆景艺术是呈现于盆器中的以树木、花草、山石、水、土等为素材，经匠心布局、造型处

理和精心养护，是园林花木景观的艺术缩制品。植物造型、形态、种类是盆景造景手法中的

主要手段，是体现盆景艺术精、气、神，在咫尺空间集中体现山川神貌。相对于盆景园的建

设，盆景造型植物是盆景园造型的中心，而园林植物是烘托盆景园盆景艺术之美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者之间互相承托、相互结合，共同构成盆景园的植物景观艺术。室外绿化植物的

改造需结合建筑、地形、山石等其他景观元素，对区域景观效果及空间性格的塑造有重要

影响。在现有绿化基础上保留长势良好的乔木及中层特色灌木品种，增种特选的造型品种，

再搭配色叶植物进行景观色彩的补充。

3.3.5 给排水及电气改造规划

盆景园原给排水设备并不完备，局部地区地面积水改造工程需要重新对盆景园内给排

水系统进行改造。区域内排水采用雨、污水分流制。雨水系统沿园区主道路设雨水口，经雨

水管汇总后就近排入总园雨水管网；区域内的地面径流雨水尽可能的利用地形排水，流入

盆景园内水体。

植物园南区现有变电站两处，其中二号变电站（内有250KVA变压器）在盆景园西临松柏

园之东南角，满足盆景园供电需要。

3.3.6 游览线路（交通）改造规划

原有内部道路系统并不完善，难以形成明确的环形游线，改造后游览路线由保留的盆

景园原入口处进入，游览路线为：盆景园出入口 → 盆景流派展区（海派外其他主流派系）

→  海派盆景展区 →  盆景博物馆 →  盆景展示馆 →  海派精品盆景展区（万松园）→  花木

类展区（锦绣园）→  山水盆景园 →  中、小盆景展区（四景轩）→ 创新盆景展区（四季山）→  

盆景园出入口。

4 改造效果预期

上海植物园盆景园建成之后，将呈现给游客一个丰富的盆景收集展示的特色专类园，

逐渐形成华东地区收集盆景类型最丰富的专类园之一，并形成盆景科学研究和科普展示的

重要基地，能有效满足游客需求的休闲活动场所；增加盆景类型，在提升景观效果的同时

又能形成植物园的特色游园项目，满足科普要求。

盆景园的改造将重振海派盆景艺术，作为其研发、创作中心基地，稳固盆景园在上海植

物园专类园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上海植物园以盆景艺术为重要特色的发展特点；建设盆景

园成为盆景艺术作品创作和盆景作品展示方面的交流中心平台，提高盆景艺术在普通大众

中的认知度和知名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备注：上海植物园盆景园改造工程方案由上海市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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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茶园红樱树
——上海植物园赴福建引种考察

■ 文·图  / 朱继军

11月7日～9日，上海植物园园艺科科研引种人员一行二人前往我国福建省

龙岩市，考察我国著名的福建山樱花（Prunus campanulata）的种质资源及开发应

用情况。

福建省漳平市西南部永福镇后孟村，平均海拔780米，山高地险，生活环境

十分艰苦。上世纪90年代，台品樱花茶园董事长谢先生，不顾家人反对，看中了

这里与台湾阿里山的相似海拔气候环境条件，带着台湾的茶苗在山上开辟了茶

园，并在茶园中间和周边种上台湾的系列福建山樱花良种。弹指间，一晃二十过

去了，如今，满山茶园青翠、樱花红艳，远山、云海、鸟鸣……，“永福樱花”吸引

着人们讶异的眼神，成为国内观赏樱花的一处“新秀”！

据了解，永福樱花品种主要以我国原生的福建山樱花中优选的品种‘中国

红’、绯寒樱、‘牡丹’樱及云南樱花等。花色以我国人民喜爱的喜庆红色为主，

花期大约在每年的2月初至3月底，恰逢新春佳节期间，吸引了厦门、泉州等众多

市民举家前来观赏。

赏樱热也迅速带动了当地樱花苗木的快速发展。在革命老区古田镇故田樱

花生态旅游开发公司的苗圃里，我们了解了该公司收集的原生福建山樱花及嫁

接繁育的‘中国红’‘牡丹’樱等苗木的生长情况，以及当地福建山樱花垂枝型

芽变等资源的情况。据介绍，目前该公司已经和当地科研机构合作，成功进行了

福建山樱花的组培苗商品化生产，并在双方今后品种及技术的交流上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

此次福建之行，龙岩永福台胞将原生樱花与茶叶混搭，在樱花应用、种植布

局、生态式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对我园今后樱花应用

和栽培管理均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重庆南川金佛山植物资源考察

■ 文  / 黄增艳  张婷   图  / 黄增艳 张婷

南川位于重庆南部，与贵州省接壤，属重庆城市发展新区，总面积达2 602平方千米。其境内的金佛山，位于神秘的北纬

30°附近，拥有植物5 000多种，其中古生植物250余种，特有植物136种，稀有濒危植物82种，珍稀植物52种，是国家风景名胜

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首批科普教育基地。

此次考察，是在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两位同志的带领下进行的。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始建于1937年，有60多年的

悠久历史，是全国最早从事中药栽培研究的科研单位。

我们多次前往金佛山野外识别采集野生植物资源，最高达到海拔1 500米处，识别当地藤本植物、冬青、荚蒾、虎耳草科

等野生植物种类80余种。荚蒾属植物在金佛山分布集中在海拔1 400～1 500米处，主要种类有球核荚蒾、烟管荚蒾、金佛山荚

蒾、桦叶荚蒾等。考察时间为9月下旬，正值荚蒾类植物结果，红果累累。冬青类植物在金佛山整体分布较分散，有些种类分

布范围也极其狭窄，比如南川冬青只是在一条狭沟中生长。在植物识别途中，我们共采集41种植物，包括天胡荽、乌蔹莓、短

序荚蒾、地果榕、绞股蓝、猫花等。

除了金佛山野外考察，我们还参观了位于金佛山北麓的药用植物博览园。该博览园分为本草苑、药用植物园、生药标本

馆三大部分，保存活体药用植物3 000余种。其中，本草苑是一间智能温室，引种栽培具有金佛山特色的药用植物及珍稀濒

危植物500种，如崖柏、珙桐、红豆杉、南川木波罗等。温室内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结合假山、水池等组景，模拟自然山水景市民举家前来观赏。

赏樱热也迅速带动了当地樱花苗木的快速发展。在革命老区古田镇故田樱
樱花苗圃

步合作意向。

此次福建之行，龙岩永福台胞将原生樱花与茶叶混搭，在樱花应用、种植布
永福樱花园入口

樱花道 修剪的枝叶覆盖茶行 茶园中的樱花

秋天的樱花 荚蒾的红果

地果榕 考察人员在本草苑温室内识别植物

永福樱花园盛开（网络图片）

观，将具有代表性的金佛山十景，包括睡佛、狮子口、金龟朝阳

等进行缩小版展示，体现当地植物资源和自然景观特点。

金佛山植物资源丰富，风景名胜区和植物博览园巧妙结合，

将珍惜植物资源通过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形式展示给大众，正

逐步建成集药用植物资源保存、研究、开发，以及科普、教育、文

化宣传于一体的综合型风景园区。此行识别众多的当地珍稀植

物资源，采集了大量的藤本植物、荚蒾属、冬青属植物并带回我

园。目前团队已完成其扦插及种子清洗等工作，待观察日后的插

条生根情况及下一步播种出苗情况，为后续引种做参考。
金佛山药用植物博览园考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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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
派员参加园林园艺和景观建设培训

■ 文  /  秦佳奇 

为了提高中国植物园联盟成员单位的园林园艺与景观建设水平，特别是在高质量植物

园园林景观的营造、维护和管理方面增强互学互帮意识，增进植物园之间的交流，今年，中

国植物园联盟在昆明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开设了园林园艺和景观建

设的培训班。2015年10月26日至11月7日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本次培训为全封闭式培训，共分两个阶段，为期14天，分别在昆明植物园和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进行。培训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英国主要植物园的园林园艺概况、

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常见病虫害识别与防治、繁殖技术和修剪整形技术、陆地植物分

区、植物景观设计、西双版纳数字植物园概况、植物登记与检疫、苗圃管理、园林机械操作

以及热带植物识别与发布、分类、保护等。另外，部分课程由来自英国伍斯特大学珀谐园

艺学院的两位高级讲师Duncan和Adrian来讲解，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植物园联盟对这个培训班

的重视。

昆明植物园始建于1938年，是一个集科研、科普、旅游和教学实习为一体，具有明显

区域特色的多功能综合性植物园，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亚热带植物多样性及种子资源

保存研究基地以及山茶、木兰、秋海棠等植物的引种栽培中心。园区总面积44公顷，现已

收集植物近4 000种，设有10个专类植物园。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英国老师的讲解中，老师先

把我们24个人划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分别去植物园的一个专类园，找出这个专类园内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建议，最后由组长汇总后向老师汇报。每一个组员原先在

各自的岗位上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不同，大家就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进行阐述、讨论。从园林

设计、盆景造型、植物养护管理等多角度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令老师大吃一惊。

培训期间，昆明植物园的孙卫邦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国际栽培植物命名知识，让我们

对拉丁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植物迷宫”案例的分享课上，大家兴趣盎然、讨论异常热

烈。昆明植物园的植物迷宫从园地的设计、植物品种、植物颜色的选择，甚至对今后的生

长势以及耐修剪度等都进行了设计和探讨，对今后提高上海植物园的景观水平和游园体

验具有一定的启迪。在参观昆明植物园的山茶苗圃时，看到园内的繁殖基地内有一个非

常实用自制简易设备。苗床上用薄膜覆盖后，一端放一个盛满水的塑料箱，里面安装一个

雾化器使水不断雾化成水气，然后通过小型风机吹进苗床，这样苗床内的山茶苗就一直

处在一个“云里雾里”的状态下，很好地创造了适合小苗生长的空气湿度。上海植物园内

的食虫植物等喜欢高湿度的植物也可以应用到这个设备，使雨林里引种的植物可以在上

海正常生长。

在西双版纳植物园的夜游活动中，我体验到了美丽而神秘的昆虫世界，知道了很多昆

虫的生活习惯，深刻地理解了昆虫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人类不能为了获取完美的植物

景观而去破坏昆虫的生活环境。我们应尊重自然，与各种动植物和谐相处，才能获得共赢

的局面。通过14天的培训，除了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实践水平，还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植物园

的同行们，对于今后所从事的职业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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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上海植物园2015“植物课堂、我来主讲”知识讲座正式拉开帷幕，上海植物园副园长沈帅以“美国 

加拿大植物园考察学习”为主题，开展首场专题讲座。

8月，上海植物园再次被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8月23日下午，韩国国立生态园（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logy，NIE）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一行3人来访，上海植物园副园长 

沈帅率经营策划科工作人员陪同参观并进行了座谈。

9月初，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上海植物园开展主题为“走近我们身边的野菜”系列科普活动。 

9月14日，阿根廷国家一体化国务秘书Maria Alarcon女士、阿根廷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Martin Romero先生及阿根 

廷国务秘书助理Juliana Romero等一行四人访问上海植物园。

10月13日下午，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院长张浪、总支书记沈烈英携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7人到访上海植物 

园，就“园院合作”专题进行了研讨。

10月23日，中共上海植物园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园党委和 

纪委。

10月30日，以色列耶路撒冷植物园园长Oren Josef先生到访上海植物园，双方就种质资源交换、展览支持、人员互 

访等达成一致。

11月20日，上海植物园举行了“拾趣自然、珍爱绿色”植物识别系列竞赛之木本识别，全园近40名职工参加了竞 

赛。

11月23日，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十八大廉政新规知识竞赛”中，上海植物园代表队从八支决赛参赛队伍 

中脱颖而出，荣获了大赛一等奖。

11月27日，在“2015年上海绿化市容”政务微博(微信）工作总结会”上，上海植物园被评为“2015年政务微博工作 

优秀单位”，杨桦同志获得“2015年度政务微博优秀网评员”荣誉称号。

截至12月，上海植物园完成了盆景园改建工程公开招投标及网上公示工作，上海植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上 

海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中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