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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for RNA extraction from floral 
buds of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Abstract:
Introduction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is native to China,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namental and medicinal plants.  Like other perennials in temperate and boreal zones, fl oral buds dormancy 
and cold accumulation have major effect on blooming time and fruit production. Due to the high level of 
secondary metabolites, it makes the isolation of high quality RNA from fl oral buds extremely diffi cul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improved method suitable for extracting high quality total RNA from secondary 
metabolites-rich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Methodology –We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five different method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CTAB)  and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based methods, a modifi ed 
SDS-Trizol protocol, and two commercial kits (Trizol and Qiagen RNeasy Plant Mini Kit).
Results –The modifi ed SDS-Trizol method was capable of effi ciently removing polyphenols and  pigment 
in fl oral buds. The A260/280 ratio of approximately 2.0, and RIN values of more than 9.0 indicated the isolated 
total RNA was of high purity. Gel electrophoresis assay validated that the extracted RNA had clear 28S and 
18S ribosomal RNA bands without residual DNA contamination. The RNA isolated by this protocol was 
successfully used for downstream manipulations, such as RT-PCR, RACE, and real-time PCR.
Conclusion – The modifi ed SDS-Trizol protocol is an easy, effi cient, and highly reproducible method for 
RNA isolation from fl oral buds rich in secondary metabolites. 
Key Words: fl oral buds; RNA isolation; secondary metabolites; tree peony

■ Yan Gao, Guangqi ZHAO, Changhua JIANG,Yao SONG, Kang YE, Shucheng FENG*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 No.1111 Longwu Road, Shanghai 200231, China;）

Introduction
According to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he world 
fl oral industry generated $32.1 billion in profi ts in 2011.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cultural 
and high added value.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is native to China, being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ornamental and medicinal plants (Wister, 1995).  Like other 
perennials in temperate and boreal zones, fl oral buds dormancy 
and cold accumulation have major effect on blooming time 
and fruit production in these tree species (Cooke et al., 2012). 
The fl oral buds dormancy is a major bottleneck for fl owering 
of tree peony in winter. Technically, the buds can effectively 
break dormancy and bloom by sufficient chilling treatment.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information on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floral buds dormancy release by chilling 
treatment. Thus, it is attractive and important to dissect the 
development of fl oral buds at molecular level. 
  The extraction of high quality RNA is a prerequisite step for 
following molecular biological research. In temperate perennial 
plants, the bud activity-dormancy transi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ir survival and growth. The apical and subapical meristem 
play different roles and functions during the bud dormancy 
cycle (Cooke et al., 2012). Due to their phys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omplexity, floral buds often contain high levels 
of carbohydrates, anthocyanidin, polyphenols, hormones, 
and other secondary metabolites (Mornya et al., 2011; Li et 
al., 2012). These rigid and complicated compounds make 
the isolation of high quality RNA from fl oral buds extremely 
difficult. So far, a bunch of different RNA extraction 

*Acknowledgments: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Afforestation and City Appearance (JB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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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isolate intact RNA from 
samples with abundant polysaccharides, polyphenols and 
secondary metabolites. To develop an improved method 
suitable for extracting high quality total RNA from secondary 
metabolites-rich floral buds of tree peony, we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five different method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cetyltrimethylammonium bromide (CTAB) (Chang et al., 
1993; Xu et al., 2010)  and 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
based methods (Zhou et al., 1999; Wu et al., 2006), a 
modified SDS-Trizol protocol (Wang et al., 2012), and two 
commercial kits (Trizol and Qiagen RNeasy Plant Mini Kit). 
Here, we provide an effective and rapid protocol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SDS and Trizol, allowing to isolate high 
quality total RNA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Experimental
Plant material
Tree Peony (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 cultivar ‘Fengdan’ 
plants were cultivated in a farm field in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 Shanghai, China.. Floral buds were obtained at the end 
of November when undergoing the transition from dormancy 
to activity. After cutting, the buds were harvested and frozen 
in liquid nitrogen, and stored at -80 °C used for further RNA 
isolation.
Reagents and solutions
All reagents used in this study are in analytic purity. 
Plastic materials were pretreated overnight in 0.1% diethyl 
pyrocarbonate (DEPC) water and then autoclaved. The mortar, 
pestle and ironware were baked for 3-6 h at 180 °C.

CTAB extraction buffer: 2% (w/v) CTAB, 100 mM  
Tris-HCl (pH8.0), 25mM EDTA (pH8.0), 2% (w/v) 
polyvinyl pyrrolidone (PVP), 2 M NaCl, add 1% (v/v) 
β-mercaptoethanol just before use.
SSTE washing buffer ：10 mM Tris-HCl (pH8.0), 1 mM 
EDTA (pH8.0), 0.5% (w/v) SDS, 1 M NaCl. 
SDS extraction buffer: 100 mM Tris-HCl (pH 9.0), add  
2% β-mercaptoethanol (v/v) just before use.
20% SDS (Sodium dodecyl sulfate) (w/v), add 0.1%  
DEPC, autoclave and store at room temperature.
RNeasy Plant Mini Kit (Qiagen, Germany), Trizol  
(TIANGEN, Beijing, China), Phenol solution (Sigma, 
P4682, Saturated with 0.1 M citrate buffer, pH 4.3 ± 0.2).

Protocols
CTAB method  (adopted from Chang et al., 1993; Xu et 
al., 2010 with modifi cations)

Floral buds were ground into fi ne power in liquid nitrogen (1) 

by using mortar and pestle.
A volume of 6 mL CTAB extraction buffer was added to (2) 
the powder (1 g) in an RNase-free 15 mL tube, the sample 
was mixed thoroughly using a vortexer and incubated at 
65 °C for 15 min with occasional inversion.
An equal volume of chloroform : isoamyl alcohol (24 : 1, v/(3) 
v) was added and mixed thoroughly, the mixture 
was centrifuged at 12,000 rpm for 10 min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to a new 15 mL tube and (4) 
then repeated step (3).
The aqueous phase was carefully transferred to a fresh (5) 
tube, 1/3 volume of 8 M LiCl (2 mL) was added, mixed 
gently by inversion and incubated at 4 °C for 8 h.
After centrifugation at 12, 000 rpm for 20 min at 4 °C, the (6) 
supernatant was discarded and the pellet was resuspended 
in 0.5 mL SSTE buffer.
The sample were transferred into a new 1.5 mL tube, an (7) 
equal volume of phenol : chloroform : isoamyl alcohol 
(25 : 24 : 1) was added and mixed thoroughly.
The mixture was centrifuged at 12, 000 rpm for 10 min at 4 (8) 
°C, the supernatant was collected in a new 1.5 mL tube and 
an equal volume of chloroform : isoamyl alcohol (24 : 1) 
was added and mixed thoroughly. After centrifugation 
at 12, 000 rpm for 10 min at 4 °C,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into a fresh 1.5 mL tube, 1/10 volume of 3 
M sodium acetate (pH 4.8) and 2 volume of ice-cooled 
ethanol was added and mixed by inversion several times, 
and precipitated at -80 °C for 30 min.
After centrifugation at 12, 000 rpm(9)  for 20 min at 4 °C, the 
supernatant was removed using a pipette and 500 μL of 
precooled 70% ethanol was added.
The sample was centrifuged at 12, 000 rpm for 5 min at (10) 
4 °C, the supernatant was discarded and the pellet was 
allowed to dry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0 min.
An appropriate volume of DEPC-treated H(11) 2O was used 
to dissolve the pellet, and then stored at -80 °C for further 
use.
SDS method  (according to Zhou et al., 1999; Wu et al., 
2006)
The powder (1 g) was suspended into 6 mL SDS (1) 
extraction buffer, mixed thoroughly using a vortexer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5 min with 
occasional inversion.
A volume of 300 μL 20% SDS was added into the (2) 
mixture, and inverted gently for 5-8 times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5 min.

After centrifugation at 12, 000 rpm(3)  for 10 min at 4 °C,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into a new tube and 1/3 
volume of 8 M LiCl (2 mL) was added, mixed gently by 
inversion and incubated at 4 °C for 8 h.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the same as the CTAB method (4) 
step 6-12.
SDS-Trizol method  (adopted from Wang et al., 2012)
Approximately 0.2 g powder was suspended into 0.4 mL (1) 
SDS extraction buffer, mixed thoroughly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5 min with occasional 
inversion.
A volume of 20 μL 20% SDS was added into the (2) 
suspension inverted gently for 5-8 times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5 min.
After centrifugation at 12, 000 rpm(3)  for 10 min at 4 °C, 
the supernatant was transferred into a new tube and 2 
volume of Trizol (0.8 mL) was added, mixed thoroughly 
and incub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10 min.
1/5 volume of chloroform (240 μL) was added and (4) 
mixed thoroughly, then centrifuged at 12, 000 rpm for 10 
min at 4 °C.
The supernatant (0.7 mL) was carefully transferred to a (5) 
fresh tube, an equal volume of isopropanol was added, 
and mixed by inversion several times, and precipitated at 
-20 °C for 20 min.
The following steps are the same as the CTAB method (6) 
step 6-12.
Commercial methods 

For comparison, RNeasy and Trizol methods were also used 
to isolated total RNA from floral buds,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
Evaluation of RNA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quantity and purity of the isolated total RNA was 
determined through the ratios of A260/A280 and A260/A230, using 
the NanoDropTM 1000 spectrophotometer (Thermo Scientifi c). 
RNA integrity was evaluated by electrophoresis on a 1.0% 
native agarose gel at 5 V/cm, with EtBr (Ethidium Bromide) 
staining. RIN (RNA integrity number) values were further 
calculated using the Eukaryote Total RNA Nano assay on an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with RNA 6000 Nano LabChip 
(Agilent Technologies, CA, USA). 
Reverse transcription and downstream applications
The remnant amount of DNA contamination was removed 
by using RNase-free DNase I (Takara) treatment. For 
RT-PCR, first strand cDNA was synthesized using 2 μg 
total RNA with oligo d(T)18 primer using AMV reverse 
transcriptase XL (Takara). The PCR reaction of 20 μl 

contained 2.0 μl 10×PCR buffer (with Mg2+), 0.4 μl 10 mM 
dNTP mixture, 0.4 μl 10 μM each degenerated primers 
of  CYCLOIDEA, a TCP transcriptional factor (forward 
primer: 5’-AAAGAYCGGCACAGCAARAT-3’; reverse: 
5’-CCTTTCCCTYGCYCTYGCYCTYGC-3’), 0.2 μl Taq 
polymerase (2.5 U/μl, TIANGEN, China), and 1.0 μl 10-
fold diluted cDNA. The cycling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predenatutation at 94 °C for 5 min, then 35 cycles at  94 °C for 
20 s, annealing at 56 °C for 20 s and extension at 72 °C for 30 
s, and a fi nal extension for 10 min at 72 °C. The  PCR product 
was analyzed on 1% (w/v)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The 5′  RLM-RACE of Tree Peony APETALA1 
gene was obtained using the FirstChoice® RLM-
RACE Kit (Ambion) with the following primer (5’-
TTGGAGTATTCTAGGGACCAGTTT-3'),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The opening reading 
frame (ORF) of the PsAP1 was amplified using KOD 
Plus Polymerase (Toyobo), with the primers AP1-F (5′-
ATGGGAAGAGGCAGGGTTCA-3′) and AP1-R (5′-
TGCACCAAAGCACCCAAGGT-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perennial woody plants, fl oral bud initials evolve between 
the end of July and middle of September, and continue to grow 
till the fi rst chilly days. Its differentia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biological process to anthophyta, which is accompanied with 
extensive gene expression shift. The extraction of high-quality 
RNA is the fi rst step to perform such kind assay. Floral buds 
are rich in polysaccharides, polyphenols, and other secondary 
metabolites, which interfere with RNA extraction and 
downstream applications.
The method based on Trizol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RNA 
isolation from various tissues and species. We fi rst attempted 
to use Trizol reagent to isolate RNA from Tree Peony floral 
buds. The extraction buffer can not effectively remove buds 
pigment, which makes the aqueous phase red after chloroform 
purifi cation. The polyphenols are readily oxidized to quinines 
that could tightly bind proteins and nucleic acids and finally 
result in brown and insoluble RNA pellets (Muoki et al., 
2012). As shown in Fig. 1 (Lane 1 and 2), only smeared 5.8 
S rRNA band could be detected (Table 1) and three is still 
many contaminants reserved in the well. This makes the RNA 
extracted by Trizol method unsuitable for further analysis.
RNeasy Plant kit is designed specifi cally to extract RNA from 
plant tissues rich in secondary metabolites, such as conifer 
needles. As a result, a small amount of RNA was successfully 
extracted using this kit, but it was seriously contaminated 
(Fig.1 Lane 3 and 4). The major problem of RNeasy k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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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buds powder was easy to form a sticky, a glue-like 
gel in Buffer RLT, making the separation of two phases by 
centrifugation extremely difficult. Moreover, this mixture 
seriously decreased the selective binding of RNA to the 
RNeasy membrane. The RNA yield was very low, about 44.5 
μg/g fresh weight, and the A260/280 ratio was only 1.29 (Table 1).
  Due to these two guanidine-based RNA extraction protocols 
could not give satisfactory results, we then tried to use a 
CTAB-based method to isolate RNA from Tree Peony fl oral 
buds. The CTAB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RNA 
isolation from polyphenols and polysaccharides-rich plants, 
including pinus needles (Chang et al., 1993), many tissues 
and organs of Chinese fi r (Wang et al., 2007, 2011) and cotton 
(Zhao et al., 2012), Spurge (Xu et al., 2010), and tea (Muoki 
et al., 2012). Unexpectedly, it failed to extract high quality 
RNA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The isolated RNA was 
degraded with typical symbols, smear in the lane and very 
bright 5.8 S rRNA band (Fig. 1 Lane 5 and 6). The yield was as 

low as 94.4μg/g fresh weight, and the purity was also not well 
(Table 1). This possibly caused by the cross reaction between 
LiCl and the complex secondary metabolites presented in fl oral 
buds, which highly affected RNA precipitation effi ciency.
We next attempted to use a SDS-based method,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remove polysaccharide compounds and have been 
successfully used to isolate RNA from onion epidermis (Zhou 
et al., 1999) and lily floral organs (Wu et al., 2006). A LiCl 
precipitation step was used before the phenol/chloroform 
purification and the isopropanol precipitation, which 
minimized gel formation in the homogenate by dissolution 
of the gel-forming materials (Zhou et al., 1999). It could 
successfully isolate RNA with high yield (186.5 μg/g fresh 
weight), but A260/280 ratio was very low (Fig. 1 Lane 7 and 8; 
Table 1). There was also serious genomic DNA contamination 
in the extracted RNA. Moreover, the entire procedure wa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A recently published SDS/Trizol RNA extraction protocol 
was then applied. It was shown to be suitable for isolating 
RNA from samples containing high levels of starch (Wang 
et al., 2012). Two critical steps were included before 
conventional Trizol extraction. The alkaline condition (pH 
9.0) in the suspension buffer was feasible to lyse cells and 
inhibit endogenous ribonuclease. Second,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SDS was used to further promote cell lysis and to 
inhibit homogenate solidification by effectively dissolving 
polysaccharides in samples. In addition, we added an SSTE 
washing step that could cleanup contaminants co-precipitated 
with RNA.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modified SDS/Trizol 
method could also effectively isolate high quality RNA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The mean yield of total RNA obtained by this method was 
165.7 μg/g fresh fl oral buds (Table 1), which was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SDS method mentioned above. The 

ratios of A260/280 and A260/230 were near to 2.0 and above 2.0, 
respectively (Table 1).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extracted RNA 
is of high purity without detectable contamination of proteins 
or other secondary metabolites. Electrophoresis on 1% agarose 
gel indicated that the total RNA had good integrity, with bright 
and sharp 28S and 18S rRNA bands and no sign of degradation 
(Fig. 1 Lane 9 and 10). The extracted RNA was further 
analyzed on an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Micro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displayed three clearly peaks, corresponding to 
28S, 18S and 5.8S, respectively (Fig. 2a). The RNA Integrity 
Number (RIN) values was 9.2, and the rRNA (28S/18S) ratio 
was 2.1.  The generate gel-like image also showed that the 
total RNA isolated from fl oral buds is of high quality (Fig. 2b).
  To confi rm that the RNA isolated by the modifi ed SDS/Trizol 
protocol is suitable for further molecular assays, we applied the 
prepared RNA for RT-PCR and RACE analyses. A homolog 
fragment of CYCLOIDEA transcriptional factor was obtained 
from Tree peony using the degenerated primers. It was about 
450-bp in-length and was validated by DNA sequencing (Fig. 
3a). To isolate the full-length cDNA of APETALA1, a clear 
400-bp PCR product was obtained by performing 5′ RACE 

Fig. 1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total RNA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Lane 1-2: RNA isolated using Trizol reagent (TIANGEN). Lane 
3-4: RNA isolated using RNeasy Plant kit (Qiagen). Lane 5-6: RNA 
isolated using the CTAB-based method. Lane 7-8: RNA isolated using the 
conventional SDS protocol. Lane 9-10: RNA isolated using the modifi ed 
SDS/Trizol method. All lanes were loaded about 1 μg total RNA.

Fig. 3 Downstream application of RNA isolated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using the modified SDS/Trizol method. (a) Homolog fragment 
of CYCLOIDEA transcriptional factor obtained from Tree peony. (b) 5′ 
RACE product of APETALA1 gene. (c) The ORF product of APETALA1. 
DNA Ladder: 100 bp.

Fig. 2 Analysis of total RNA isolated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using the Eukaryote total RNA nano assay on the 
Agilent 2100 bioanalyzer. (a) Micro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of RNA sample 2 present on the right panel with detailed 
parameters: concentration 466 ng/μl, rRNA ratio 2.1, and RNA integrity number 9.2. (b) The corresponding gel-like image 
generated by the bioanalyzer. L, RNA ladder; 1: RNA isolated using Trizol reagent, as a negative control. 2-4: RNA isolated 
using the modifi ed SDS/Trizol method.

procedure (Fig 3b). Moreover, the opening reading frame 
(ORF) of APETALA1 was amplifi ed from the cDNAs reverse 
transcribed from the RNA extracted by our method (Fig. 3c).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solated RNA is suitable for 
further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In summary, we systematical compared five commonly 

Table 1  Yield and purity of total RNA extracted by fi ve methods from fl oral buds of Tree Peony. 

Method

NanoDropTM 1000 Bioanalyer

A260/280 A260/230
Yield 
(μg/g fresh weight) RIN rRNA ratio

(28S/18S)

Trizol 1.53 ± 0.15 0.59 ± 0.10 32.9 ± 5 2.2 0.0

RNeasy 0.90 ± 0.05 0.42 ± 0.08 44.5 ± 3 nd nd

CTAB 1.58 ± 0.02 1.47 ± 0.05 94.4 ± 5 nd nd

SDS 1.69 ± 0.05 1.18 ± 0.03 186.5 ± 10 nd nd

SDS/Trizol 1.95 ± 0.03 2.06 ± 0.03 165.7 ± 8 9.2 2.1
Values represent the mean ± SD of at least fi ve replicate samples.
RIN, RNA integrity number. nd, not 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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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香樟群落类型对土壤有机碳氮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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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protocols for RNA isolation, and reported a modified 
SDS/Trizol method for isolation RNA from floral buds of 
Tree peony. This protocol is an easy, efficient, and highly 

reproducible method for RNA isolation from fl oral buds rich in 
secondary metabolites, and could be widely applied for other 
ornamental plants.

Effect of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ies on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Soil Nitrogen in Urban Area

■ 冷寒冰   奉树成   秦俊*

     LENG Han-bing  FENG Shu-cheng  QIN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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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Sustainable Plant Innovation, Shanghai, 200231）

摘要：以上海城市人工绿地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土壤有机碳（SOC）、全氮

（TSN）含量和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各类型香樟群落显著影响0~40cm土层平均SOC

（p<0.05），其中0~20cm土层SOC变化范围在10.77~26.87g/kg，20~40cm土层变化范围在

6.60~12.87g/kg，均表现为：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林群落（MF）>地被覆盖的香樟纯林群落（PF）

>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群落（BF）；（2）0~40cm土层土壤TSN和C/N因群落类型而异，变化趋势与

SOC相同，但差异性并不如SOC明显，总体而言碳素增加速度高于氮素;（3）群落叶凋落量与土壤有

机碳和全氮分别显著正相关，R2达到0.9483和0.7176。混交林叶凋落量对土壤有机碳和全氮的增加

效应大于纯林，提高了114.90%。研究表明，群落通过地上凋落物的输入和地下空间根系周转而影响

SOC和TSN，城市配置香樟群落时，应考虑多树种混交，多层次搭配，增加地上和地下有机物输入

量，提高土壤SOC含量，增强土壤碳汇能力。

关键词：香樟群落；有机碳；全氮；碳汇；凋落量

Abstract: The soil organic carbon(SOC), total soil nitrogen(TSN)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the soil 
profi le under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types were studied in Shanghai urban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unity types signifi cantly infl uenced SOC in the 0-40cm soil 
layer（p<0.05）. SOC in the 0-20cm soil layer varied from 10.77 to 26.87g/kg, in the 20-40cm layer 
from 6.60 to 12.87g/kg, in the order of mixed forest planting with grass and shrubs>pure forest only 
with grass> pure forest on bare soil. TSN and C/N in the 0-40cm soil layer varied with community 
types in the same order with SOC, but in less remarkable difference. Carbon(C) got the higher 
rate of increase in soil than Nitrogen (N).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f 
litter mass and SOC（R2=0.9483）and TSN（R2=0.7176）.The increase of leaf litter mass affected 
SOC and TSN which rose by 114.90% in mixed forest compared to pure forest. We conclude that 
plant community types modify the input of litter mass and fi ne root turnover, and thereby infl uence 
SOC and TSN. With more mixed species and structured collocation,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increased the ground and underground input of organic matter and improved SOC 
and soil carbon sink capacity.
Key words: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soil nitrogen; carbon 
sink; litter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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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其碳汇资源受自然和

人类的双重驱动，城市化更是对城市碳汇资源产生剧烈冲

击[1]。因此，人工配置群落对城市生态系统具有恢复和重新

构造的功能，可促进植被、土壤及其他生物等生态条件的

融合[2]。森林的重建一般都会提高土壤的固碳能力，土壤有

机碳（SOC）主要来源于地上部分的枯落物输入以及地下部

分根系周转产生的碎屑，而树种主要通过控制有机质输入

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分解机制来影响土壤有机碳库及其动

态变化[3]，土壤有机碳库是土壤肥力高低的重要测定指标，

是各种养分的重要来源，有机碳的增加可以改善受损土壤

性质[4]。而有机碳的输入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壤氮的积

累[5]，两者相互依存，存在耦合关系。不少研究均表明了不

同类型的植物群落对土壤碳氮储量的差异性影响[6-8]，但是

在城市化影响下，关于某一特定树种的人工配置群落对土

壤碳氮影响的研究却很少。

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樟科、樟属常绿乔木，在

上海及亚热带地区城市绿地广泛种植，也是上海主要的绿

化树种，病虫害少、树形优美，被作为林区、行道树骨干树

种进行应用栽培。由于很多香樟绿地群落结构存在问题，

踩踏现象也比较严重，因此深入调查分析香樟群落密度和

结构特征，探讨合理的香樟群落结构，改善植物土壤理化

性质，提高土壤碳汇显得尤为重要。

本试验以上海植物园不同配置类型的香樟群落为研

究对象，通过对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以及凋落物的测

算，分析香樟群落类型对土壤碳汇能力的影响，旨在为合

理配置香樟群落及提升绿地土壤碳汇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上海植物园位于上海徐汇区，地标位置为31°10'N和

121°26'E，占地81.86hm2。该地区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气候温和湿润，年降雨量1 123mm，年平均气温15.7℃左

右，全年无霜期约230天。

1.2 样地选择

上海植物园人工植被类型丰富，各种人工栽培的植物

形成多样化的群落类型，但种类和结构相对单一，并多呈

块状镶嵌分布，人为养护程度较低。本次选择了园内3种具

有代表性的香樟群落类型，分别是香樟纯林（土壤裸露）

（BF）、香樟纯林-草本地被（PF）、香樟混交林-灌木-草本

（MF），每个类型各选取了3个样地，均无人工养护干预。

1.3 植被调查

本研究于2015年4月，对植物园内各香樟群落进行系

统的群落学调查。由于研究区域内绿地群落斑块较小，设

立研究样地面积为100m2进行调查：（1）记录各群落样方内

乔本层植被种名、个体数量、高度、胸径、盖度和生长状况；

（2）记录灌木层植物种名、高度、盖度及生长状况；（3）记

录草本层植物种类、盖度，调查结果见表1。

1.4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在不同群落样地内，沿对角线布置5个点，清除土壤表

层凋落物层，分别按0～20cm，20～40cm分层取样，多点混合

取样，分层充分混合后的新鲜土样放入塑料袋内，自然风

干、磨碎、过筛，土壤有机碳（SOC）用H2SO4-K2Cr2O7外加热法

测定，全氮（TSN）用凯氏定氮法量的测定[9]。

1.5 凋落物生物量采集与分析

采用样方收获法测定，在样地内沿对角线布置5个

0.5m×0.5m小样方，收集样方内所有的凋落物层，并进行分

类，分成叶、枝、果三类。将收集到的凋落物带回实验室，称

量得鲜重，再将凋落物于105℃下杀青20min，杀青结束后，将

温度降为80℃烘干至恒重并称量，测得生物量。

1.6 数据处理

利用软件SPSS18.0和sigmaplot12.5进行试验数据的统计

表1 不同香樟群落主要植物特征

Table1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ies 

类型
Types

植物群落
Plant community 

数量（株）
Numbers

平均高度（m）
Average height

 平均胸径（cm）
Average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层盖度
Layer coverage

其他主要伴生植物
Other main 

accompanying plant

BF 香樟 10 11.94 28.98 90% -

PF

香樟 8 12.33 35.48 90%

二月兰（Orychophragmus 
violaceus）、细叶麦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

春云实（Caesalpinia 
vernalis）、蔓长春（Vinca 

major L.）、渐尖毛蕨
（Cyclosorus acuminatus）

- - - 60%

MF

香樟 3 14.15 53.21

90%
朴树（Celtis sinensis）、

池杉（Taxodium 
ascendens）、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海
桐（Pittosporum tobira）、

瓜子黄杨（Buxus 
microphylla）

广玉兰
（Magnolia grandi� ora linn）

1 11.10 36.90

银杏（Ginkgo biloba） 3 12.35 16.38

八角金盘
（Fatsia japonica）

13 1.50 - 50%

蔓长春 - - - 50%

注：BF为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PF为地被覆盖的香樟纯林；MF为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林。
Note：BF-Pure forest on bare soil；PF-Pure forest only with grass；MF-Mixed forest planting with grass and shrubs.

表2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0~40cm土壤有机碳含量（平均值±标准差）

Table2 The level of SOC in 0-40cm soil layer under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types（mean±SD）

群落类型
Community types

样本个数
Sample numbers

有机碳含量
SOC (g/kg)

变异系数
 Coeffi cient of variation（%）

BF 3 8.68±0.6a 6.90

PF 3 13.15±0.6b 4.50

MF 3 19.86±1.8c 9.04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三种香樟群落之间差异显著（p<0.05）。
Note：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denoted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communities（p<0.05）.

分析和绘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LSD）检验参数

在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性，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两个变

量之间的回归方程。

2 结果和分析

2.1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对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植被是土壤有机碳的重要来源，植被类型不同，土壤

有机碳的输出方式也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三种香樟群落

类型的平均有机碳含量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中土壤

裸露的香樟群落（BF）土壤有机碳含量最低，在0～40cm土

层，平均有机碳含量仅为8.7g/kg，而乔草香樟纯林（PF）和乔

灌草香樟混交群落（MF）有机碳含量则分别达到13.2g/kg和

19.9g/kg，是BF群落类型的1.52倍和2.29倍。这表明，香樟复层

群落结构的提高有利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累积。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土层的降低，三种群落均呈现出

有机碳含量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MF群落下降最为明显。

与0～20cm土层相比（变化范围在10.77～26.87g/kg），20～40cm

土壤有机碳变化范围在6.60～12.87g/kg，平均降低了52.04%，

香樟的复层群落结构有助于表层土壤有机碳增加。0～20cm

图1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剖面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

Fig.1 Distribution of SOC and TSN in the soil profi le under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types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三种香樟群落同一土层之间差异显著（p<0.05）

Note：Different letters denoted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same soil layer among three communities（p<0.05）

相同土层中，MF香樟群落土壤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PF和BF

群落(p<0.05)，分别是它们的1.63倍和2.48倍；20～40cm土层，

三种群落类型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差异幅度减小，BF和MF群

落有显著差异(p<0.05)，BF群落土壤有机碳含量是MF群落的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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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对土壤氮含量及碳氮比的影响

如表3所示，与BF群落相比，PF群落和MF群落的全

氮含量为1.03g/kg和1.44g/kg，分别提高了37.33%和92%

（p <0.05），碳氮比为16.06和18.93，分别提高了11.61%和

31.55%（p<0.05）。这一结果表明，香樟群落在增加复层结构

的同时，土壤全氮含量和土壤碳氮比也会相应显著提高。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土层的降低，三种群落均呈现

出全氮含量下降的变化趋势，MF群落下降最为明显，与

0～20cm土层相比，其20～40cm土层全氮含量下降了58.82%。

在0～20cm土层，MF群落土壤全氮含量比BF群落和PF群落分

别提高了134.48%（p<0.05）和55.73%；20～40cm土层中，三种

表4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凋落量（平均值±标准差）

Table4  Litter mass under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community types（mean±SD）

群落类型
Community types

叶凋落量
Leaf litter mass（g/m2）

枝凋落量
Branch litter mass（g/m2）

枝叶总凋落量
Total litter mass（g/m2）

BF 0 0 0

PF 108.03±25.68 220.42±59.35 328.46±64.29

MF 232.16±33.19 142.83±22.66 375.00±42.13

图2  SOC、TSN与总凋落量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soil 

nitrogen and total litter mass                            

群落类型的土壤全氮含量差异幅度减少，但依然表现出MF

群落与BF群落差异显著（p <0.05）。

2.3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对凋落量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BF群落由于为人为踩踏区，凋落物被

收集和清除，其生物量为0。MF群落枝叶总凋落量高于PF群

落，是其1.14倍。从各组分来看，MF群落叶凋落物比例较大，

占总量的61.91%；而PF群落则枝凋落物所占比例大，为总量的

67.11%。MF群落的叶凋落量高于PF群落，是其2.15倍，枝凋落

量降低，仅为PF群落的64.80%。混交林除了香樟树种外，增加

了其他落叶树种，叶凋落量明显增加；另一方面，香樟纯林密

度过高，结构不合理，致使冠层内部枝条脱落，枯枝增加。

2.4 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与凋落量的相关性

一元回归分析表明，枝叶总凋落量和叶凋落量与土壤

有机碳含量和全氮含量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凋落

物的增加，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呈上升趋势，其中叶凋落量与

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的拟合性更好，R 2分别达到0.9483

和0.7176，而总凋落量与土壤有机碳和全氮的拟合R 2仅为

0.5250和0.4109，说明叶凋落量大小与土壤碳氮含量关系更

为密切。

存有机物，根系微生物、根系残体以及根系死亡后的空穴

对于转化土壤有机碳和无机氮起着重要的作用[10]。分析表

明，各类型群落0～40cm土层平均有机碳含量大小关系为：

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群落>地被覆盖的香樟纯林群落>

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群落（表2、3）。在0～20cm和20～40cm

土层，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群落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土

壤裸露的纯林群落相比，分别提高了148.20%和95.45%。从

中可以看出香樟群落层次越复杂，树种越多样，有机碳含

量越高。这与郭家新等[11]和黄丽华[12]等的研究结果大体一

致。凋落物是人工林土壤碳库的主要来源，凋落物的性质

和多少直接决定了表层土壤碳储量的多少。研究中土壤裸

露的香樟纯林，地表无植被覆盖，由植被输入土壤的有机

碳极少，致使土壤贫瘠，雨水淋溶作用强，土壤碳汇能力最

低；有地被覆盖的香樟纯林，群落结构比较简单，凋落量

较低，也影响有机碳的积累；香樟混交林物种不仅丰富，而

且林下的凋落层明显，叶凋落量比例较大，为总凋落量的

61.91%，是纯林的2.15倍。经回归分析，叶凋落量与土壤有机

碳关系最为密切（图3），拟合效果最好（R 2=0.9483），也证

明了土壤有机碳随着叶凋落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另一

方面，根系的垂直分布特征直接影响输入到土壤剖面各层

次的有机碳数量[13]。有研究表明植被群落的灌草覆盖度是

影响根系生物量的主要因素，而根系生物量与土壤碳储量

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根系生物量可以作为土壤碳储量大

 图3  SOC、TSN与叶凋落量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total soil nitrogen 

and leaf litter mass

3  讨论

本研究中，三种群落均是在建园之初栽培的稳定群

落，土地利用历史、立地条件、林龄均一致，其土壤特性的

差异主要归因于树种的影响。植被类型反映了植被向土壤

输入有机物量的高低[7]，土壤有机碳主要来源于地上部分

的凋落物及根系周转产生的碎屑。凋落物数量及其分解速

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土壤有机质的形成和对植物养分

的供应[8-9]，而根系在土壤中吸收水和矿物质来合成和储

小的指标[14]。本研究中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林植被覆盖

度高，植物物种丰富，根系生产力也相应增加，广大的根系

分布通过改善土壤孔隙，帮助地表有机质分解，并有助于

增强土壤动物与微生物的繁殖力和生存范围，从而提升土

壤固碳能力。这也是多层次香樟混交林土壤有机碳含量较

高的原因之一。

土壤氮主要来源于有机质，有机质的积累与分解直接

影响氮素在土壤中的储存和转化，对土壤氮素含量起主导

作用[15]。碳氮元素作为土壤中酶类和微生物合成的物质基

础，影响着酶类和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影响着土壤有效养

分的含量[16]。而土壤碳氮比（C/N）既是土壤质量的敏感指

标，也是衡量土壤碳和氮营养平衡状况的指标[17]。本研究

中，各类型群落0～40cm土层平均全氮含量和C/N大小关系与

有机碳变化趋势相同，均为乔灌草结构的香樟混交林最高，

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最低，后者的全氮含量和C/N仅为前者

的52.08%和76.02%，这也再次印证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土壤

有机碳与全氮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18]。随着香樟群落物

种的丰富，层次的增多，土壤碳氮积累速度明显加快，碳素

的增加速度高于氮素，即C/N上升，这说明地上植被变化导

致了土壤有机碳氮含量及其C/N发生分异[19,20]。另一方面，土

壤C/N的提高可对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能力产生一定的限制作

用，促使有机质和有机氮的分解矿化速度减慢，提高土壤固

定有机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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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三种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对土壤有机碳、

全氮含量和碳氮比垂直分布特征的影响，结合地上凋落物

研究，筛选出土壤碳汇能力最强的香樟群落类型。

各类型香樟群落显著影响0～40cm土层平均SOC

（p<0.05），TSN变化不如SOC显著，但大小关系均表现为乔灌

草结构的香樟混交林群落>地被覆盖的香樟纯林群落>土壤

裸露的香樟纯林群落。地上凋落量的输入和地下空间根系周

转是主要的影响因子。群落叶凋落量与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分

别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 2达到0.9483和0.7176；灌草覆盖的混

交林群落0～20cm和20～40cm土层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均

高于地表裸露和仅草本覆盖的纯林。结果表明，多树种混交、

多层次搭配的香樟群落能够较好地增加地上和地下有机物

输入量，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高，增强土壤碳汇能力。

1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3BAJ02B0103）；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2013-2015）；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沪
农科攻字（2013）第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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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奉树成，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园林植物与应用。E-mail: 846058770@qq.com

摘要：利用盆栽试验开展污泥胁迫试验，通过分析红叶石楠生长和叶片光合数据，揭示不同剂量污泥处理对红叶石

楠生长和光合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剂量处理的污泥施用后，红叶石楠幼苗的株高、基径和生物量均显著增加，

以5.0%处理的增量最大；随着污泥施用量的增大，叶片的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含量均比CK增大，且叶绿素a的含量

增速比叶绿素b的更明显，叶绿素a/b值呈现升高的趋势。而叶片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随着污泥施加量加

大出现降低的趋势。与CK相比，污泥施用量在最大（7.5%处理）时，净光合速率降低了49.13%；而2.5%、5.0%和7.5%

处理的叶片Tr值分别比对照下降了15.67%、5.07%和21.20%。气孔导度（Gs）在5.0%处理时达最大，为17.98%，并高

于CK。胞间CO2浓度（Ci）在7.5%处理为最高，分别比对照和5.0%处理高出28.96%和11.28%。伴随着污泥施用量的

加大，胞间CO2浓度表现出上升趋势。在不同季节，8月份平均净光合速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最高，气孔导度和蒸腾速

率随季节的更替而降低。

关键词：污泥；红叶石楠；光合生长；响应

Abstract:  A potted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municipal sewage sludge application on 
Photinia frasery‘Rubens growth and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 The results showed plant height, stem basal 
diameter, and biomass of the Ph. frasery seed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sewage sludge application, with 
5.0% sludge treatment the maximum. All of the contents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in leaves of Ph. frasery 
‘Rubens’ tended to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sewage sludge dosage，and the contents of chl a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at of chl b. The chl a/b showed an increase tendency, whereas the net photosynthesis rate（Pn） 
and transpiration rate（Tr）in leaves showed a decrease.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7.5% sludge treatment led 
to a decrease in Pn by 49.13%, and the Tr treatments of 2.5%, 5.0% and 7.5% decreased by 15.67%, 5.07%, 
and 21.20%, respectively. The stomatic conductance（Gs） reached an increase by 17.98% at 5.0%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Ci）came to a climax at 7.5% treatment, increased 
by 28.96% compared with control and by 11.28% compared with 5.0% treatment. Basically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Ci)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ewage sludge dosage. The average and maximal value of net 
photosynthesis rate（Pn) in August increased to the maximum in different seasons after sewage sludge land 
application. The maximal value of stomatic conductance（Gs）and transpiration rate（Tr）decreased with the 
season.

Key words: Sludge application; Photinia frasery‘Rubens’; Photosyn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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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导致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不断发生，处

置这些城市垃圾过程中形成了堆积如山的固体废弃物，即

城市污泥。越来越多城市污泥的处理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大

城市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在城市污泥中含有足够的钙、

氮、磷、有机复合物和其他微量成分，不妨可作为肥料或土

壤改良剂（周立祥等，1999；周志宇等，2000），但污泥中却

不同程度地含有病原菌、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存在二次

污染的可能（李国学等，1998）。若将污泥应用于园林绿化

或林业种植，既可避免农用的食物链风险，又可改善土壤

环境（Gavalda等，2005；Mosquera-Losada等，2001），促进植物

生长（王连祥等，2007；闫传胜等，2009；Adegbidi等，2003a；

Adegbidi等，2003b；Labrecque等，1998）。此类研究目前主要

是探讨污泥施用的园艺或园林植物的生长调节或环境响应

（王新等，2005；Felix等，2008；Moffat等，2001），而针对污泥

应用对绿化植物的生理生态响应的研究尚不多见。

红叶石楠（Photinia frasery‘Rubens’）为常绿彩叶小乔木，

其叶、花、果均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被誉为“红叶绿篱之

王”（姜卫兵等，2005）。耐贫瘠、高盐碱和干旱抗性、抗病

性强、适应性广等诸多优点，使其在城市绿化中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杨静等，2007）。以红叶石楠为对象探讨污泥在

绿地林地中的消纳效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关于红

叶石楠在一般条件下的光合生理特性已有一些研究（姜卫

兵等，2005；李映雪等，2009；樊慧敏等，2009；刘智慧等，

2010），而关于施用污泥对红叶石楠的光合生理影响方面鲜

有报道（李映雪等，2009）。水肥条件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基

础，以红叶石楠为材料，研究植物生长和光合作用对肥料胁

迫的响应，不仅对揭示彩叶植物的逆境光合生理机制有理

论意义，而且有助于探究彩叶植物的水肥管理与园林配置

规律。本文通过城市污泥对红叶石楠幼苗生长和光合特性

的影响研究，探讨红叶石楠的土壤适应性和污泥的土地利

用价值及其环境风险评价，为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和彩叶植

物栽培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实验于上海白龙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大院空旷地进

行。试验土壤取自该厂以客土改良过的0～20cm表层土，经

风干、磨细后过4 mm尼龙筛种植用，再过20目和100目筛用于

各类理化测试。在对该厂污水处理产生的消化污泥稳定化

处理、快速好氧堆肥之后，将污泥和稻草混合强制通风静

态堆肥（混合比例以稻草15%计），堆肥工艺参数见文献（陈

玲等，2005）。在30～45d后即可堆成腐熟的干污泥，再进行

风干、碾碎、过筛后备用。用常规方法测定土壤和污泥的理

化性质和重金属含量（表1）（中国土壤学会农业化学专业

委员会，1983），红叶石楠苗木取自浙江省萧山园林集团苗

木基地的鲁宾斯（Photinia frasery‘Rubens’）3年生实生苗。

表1  供试土壤及污泥的营养成分与重金属含量

Table 1  The contents of nutrient and heavy metals in cultivated soil and sewage sludge

项目
items

供试土壤
cultivated soil

污泥
sewage sludge

有机质Organic matter/（g·kg-1） 8.02 686.00

全氮Total N/（g·kg-1） 0.64 30.20

速效氮Available N/（mg·kg-1） 187.44 2136.61

全磷Total P/（g·kg-1） 0.57 16.44

速效磷Available P/（mg·kg-1） 67.90 410.00

全钾Total K/（g·kg-1） 1.03 13.24

速效钾Available K/（mg·kg-1） 105.65 1129.46

pH 8.95 5.72

Cd/（mg·kg-1） 0.08 4.53

Pb/（mg·kg-1） 2.92 77.36

Cu/（mg·kg-1） 18.05 179.21

Zn/（mg·kg-1） 21.43 403.66

1.2 试验设计

盆土中的污泥施用量分为4个处理，即对照处理（CK，

不添加污泥）、污泥添加量为土壤质量的2.5%（25g·kg-1）处

理、5.0%（50g·kg-1）处理和7.5%（75 g·kg-1）处理，每个处理至

少10个重复。选用3kg的塑料盆钵，装土2.5kg。土壤样品和污

泥混合均匀后装盆，将土壤水分调至70%的田间持水量，静

置1d。2014年3月至浙江省萧山园林集团苗圃选取苗高、基

径、根系大小等指标均匀一致、长势良好的3年生红叶石楠

幼苗栽入盆钵，每盆栽种1株幼苗。常规水肥管理2个月后，

选择株高约50cm、生长健壮、长势一致的植株和成熟叶片

进行试验，分别测量植株的生物量、株高和基径。

1.3 指标测定

1.3.1 叶片光合指标的测定

待苗木生长正常后，选择晴天于2014年8月19～22日的

9:00～11:00，每天各2～4次进行光合测定。选取植株上部成

熟叶片，以美国LI-COR公司的Li-6400型便携式光合测定系

统测定叶片的净光合速率（Pn）、蒸腾速率（Tr）、气孔导度

（Gs）和胞间CO2浓度（Ci），体系内参数为常规设置。各处

理选择健壮苗，至少4个重复，测定时连续读取8～10组稳定

的数值，取平均值为该处理指标值。再测定叶片的叶绿素

（Chl.）含量，以丙酮乙醇混合液提取植株上部同一叶位的

新鲜叶片（朱广廉等，1990），至少有4次重复测量，取平均

值为最终值。

1.3.2 生长指标的测定 

2014年10月23～25日对各处理的红叶石楠植株的生长量

做测定。各处理随机选择4盆植株，用直尺及游标卡尺测量

株高和基径。

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Excel 2003和SPSS 12.0相结合的

方法，并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数值差异显著性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幼苗生长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污泥施用量对红叶石楠的株高、

基径和生物量的影响差异显著（P  <0.05）。与对照相比，总体

上污泥施用后对红叶石楠的株高、基径和生物量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作用规律基本相同，即随着污泥用量的增加，试

验植物的株高、基径和生物量不断加大，且都在5.0%处理

时达到最大，分别较CK提高了56.95%、72.69%和57.18%；而在

7.5%处理中各项指标值均有下降的趋势（株高、基径和生物

量仅较对照提高了48.65%、55.04%和51.91%），但总体上还是

要比对照略高。在试验的污泥用量范围内，株高平均比对照

增加了41.89%，基径平均比对照增加了52.24%，生物量平均比

对照增加了49.10%。这一结果表明，红叶石楠幼苗对于污泥

一次施用的最大限度可能是5.0%（50 g·kg-1），再大时则对植

株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表2   不同污泥处理对红叶石楠幼苗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ewage sludge on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Photinia frasery‘Rubens’seedlings

处理
Treatment

株高
Height/ cm

基径
Basal diameter/ cm

生物量
Biomass/ g·plant-1

CK 5.18±0.47 a 2.38±0.12 a 10.23±0.51 a 

2.5% 6.22±0.61 b 3.07±0.33 b 14.14±0.38 b

5.0% 8.13±0.22 c 4.11±0.60 c 16.08±0.17 c 

7.5% 7.70±0.33 d 3.69±0.21 d 15.54±0.49 d

注：数据为同一处理3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水平（P<0.05）。
Note: Data presented in the table are mean values ± SD of three repetitions in the same treatments.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2.2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叶片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叶绿素含量是植物光合作用能力的间接指标。从试验

结果看，与对照相比，随着土壤中污泥参入比例的增加，叶

绿素a含量、叶绿素b含量、叶绿素总量及叶绿素a/b值均逐

渐增大，以7.5%处理达到最大值（表3）。5%和7.5%处理均达

到显著水平（P <0.05）；7.5%处理的叶绿素a、叶绿素b及叶

绿素总量分别比对照增加了97.22%、57.33%和80.87%，且叶

绿素a的含量比叶绿素b的含量增加得快，增速几近2.4～2.8

倍。说明随着污泥施用量增长，红叶石楠叶片叶绿素含量呈

现增加的趋势。

2.3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植物叶片净光合速率（Pn）是衡量植物光合能力的重要

指标，光合能力的强弱反映出植物对有机物的积累能力（卢

振兰等，2001）。施加污泥对红叶石楠幼苗叶片净光合速率



科研论坛 科研论文

20

2016.1-2 科研论坛

21

科研论文
2016.1-2

（Pn）的影响显著（P <0.05），施加污泥的3种处理的叶片净

光合速率（Pn）均低于对照（图1A），且随着污泥施用量加

大，Pn  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CK处理最大，为4.68 µmol·m-2s-1，

而Pn  减量最大的7.5%处理比对照下降了49.13%，除2.5%处理

与5.0%处理之间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处理之间呈现显著

差异（P <0.05）。

2.4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叶片蒸腾速率的影响

植物的蒸腾速率（T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植物对水

分的代谢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养分的吸收

表3   不同污泥处理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ewage sludge o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leaves

处理
Treatment

叶绿素a
Chl a/(mg·g-1FW)

叶绿素b
Chl b/ (mg·g-1FW)

叶绿素a+b
Chl a+b/ (mg·g-1FW)

叶绿素a/b
Chl a/b

CK 1.08±0.17b 0.75±0.04b 1.83±0.21b 1.44±0.27

2.5% 1.22±0.22b 0.80±0.11b 2.02±0.33b 1.52±0.35

5.0% 2.01±0.29a 1.14±0.03a 3.15±0.32a 1.76±0.11

7.5% 2.13±0.51a 1.18±0.15a 3.31±0.66a 1.81±0.16

注：数据为同一处理3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水平（P<0.05）。
Note: Data presented in the table are mean values ± SD of three repetitions in the same treatments. Different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at P<0.05 level.

图1   污泥对红叶石楠叶片净光合速率(A)、蒸腾速率(B)、气孔导度(C)和胞间CO2浓度(D)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sewage sludge on net photosynthesis rate(A)，transpiration rate(B)，stomatic conductance(C) and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D) in Photinia frasery ‘Rubens’ seedlings.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Same letters are not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and different letters within treatments indicat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P<0.05).

能力（陈安强等，2008）。施加污泥的3种处理中红叶石楠

幼苗叶片Tr  值均低于对照（图1B），但各处理间无显著差异

（P <0.05）。叶片Tr在各处理间的大小顺序为CK<5.0%处理

<2.5%处理<7.5%处理。与CK相比，2.5%、5.0%和7.0%各叶片Tr

值分别下降了15.67%、5.07%和21.20%。

2.5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叶片气孔导度的影响

气孔是叶片与大气的气体交换通道，直接影响光合

作用和蒸腾作用效率。气孔导度（Gs）表明了气孔张开的程

度，其大小可以表明H2O和CO2的供应程度。不同用量的污

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幼苗叶片Gs 的影响没有呈现明显的规律

（图1C），Gs 在5.0%处理时为最大，比对照高出了17.98%，其

余两个处理比对照低，最低为2.5%处理。除2.5%处理与各

处理间的Gs 达到显著差异外，其他各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

（P <0.05）。

2.6 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叶片胞间CO2浓度的影响

如图1D所示，红叶石楠叶片胞间CO2浓度（Ci）在7.5%处

理为最高，分别比对照和5.0%处理高出28.96%和11.28%，

5.0%处理的Ci 也比对照高出15.88%，而2.5%处理的Ci 比对照

降低6.96%，除2.5%处理的Ci与对照和5.0%处理差异显著外

（P <0.05），其他各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Ci 在污

泥施用量递增后总体上表现出上升趋势。

2.7污泥施用对红叶石楠光合特性在不同季节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揭示红叶石楠对施用污泥后在不同季节的

光合适应特性，2015年选择春、夏、秋季再次测量其光合作

用，分别对红叶石楠幼苗在不同季节的光合参数月平均值

和最大值进行比较（表4）。结果显示，秋季（11月）叶片Pn 总

体水平低于夏季（8月），Pn 的最大值较平均值的降幅大于

夏季，在8月的平均净光合速率和最大净光合速率最高，分

别是6月和11月的3.05、1.36和1.87、1.44倍；气孔导度和蒸腾

速率的数值均在6月最高。气孔导度和蒸腾速率最大值依季

节变换而降低，特别是蒸腾速率随着季节推进至11月份最

大净光合速率和平均净光合速率比6月降幅达到33.79%和

28.86%。

表4   红叶石楠在不同季节的光合参数变化

Table 4 Photosynthetic indexes of Photinia frasery ‘Rubens’ in different seasons

季节
Season

光合指标
Photosynthetic indexes

最大值 
Maximal value

平均值 
Average value

春季（6月）
Spring（Jun.）

Pn/（µmol·m-2s-1） 7.63±0.22 3.82±0.42

Gs/（mmolH2O·m-2s-1） 71.09±0.11 65.72±0.12

Tr/（mmolH2O·m-2s-1） 2.16±0.02 1.94±0.07

夏季（8月）
Summer（Aug.）

Pn/（µmol·m-2S-1） 14.29±0.65 11.65±0.45

Gs/（mmolH2O·m-2s-1） 66.38±0.03 58.15±0.01

Tr/（mmolH2O·m-2s-1） 1.83±0.48 1.67±0.42

秋季（11月）
Autumn（Oct.）

Pn/（µmol·m-2S-1） 9.95±0.20 8.56±0.36

Gs/（mmolH2O·m-2s-1） 63.41±0.11 60.93±0.20

Tr/（mmolH2O·m-2s-1） 1.43±0.02 1.38±0.07

注：表中平均值和标准差为多个重复的计算结果。 
Note: All values in Table 3 are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based on many replicates.

3 结论与讨论

污泥施入土壤后对植物生长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

应。一方面污泥中含有大量营养元素，可以增加土壤有机

质，促进植物生长；另一方面，污泥中难免混杂着重金属、

寄生虫卵和病原菌等有害有毒物质，抑制植物生长，因而

超过一定的施用量时使植物生长指标降低。本实验中，污

泥施用量小于5.0 %时，其所增加的营养元素和改善土壤结

构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其有毒有害物质对植物的抑

制作用。在污泥施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有毒有害物质

的抑制作用超出红叶石楠的忍耐限度，表现出生长指标开

始下降，红叶石楠幼苗可能容许的污泥一次施用量最大为

5.0%（50 g·kg-1）。

叶绿素作为光合作用中最重要、最有效的色素，其含量

可以衡量植物同化物质的能力（赵广琦等，2005）。叶绿素

含量决定光合作用强度，而叶片光合活性取决于叶绿素a与

叶绿素b的比值（张露洁等，2006）。本实验随着污泥施用量

加大，红叶石楠叶片的叶绿素a和叶绿素b的含量均比对照

增多，由于叶绿素a比叶绿素b的含量递增更快，所以叶绿素

a/b值呈上升趋势，表明叶肉细胞的光合活性随污泥的施加

而提高。这与卢振兰等于杨树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卢振兰

等，2011）。导致叶绿素增加也可能是植物抵御环境胁迫的

一种保护机制（朱喜锋等，2009），作为对污泥中重金属的

反馈，植物会增多叶绿素来维持自身的正常代谢。

土壤质量和肥力决定着植物的生长和同化产物的品

质。本实验中，红叶石楠叶片的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均随

着污泥施用而下降，此与卢振兰等于杨树幼苗（卢振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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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白莉萍等于小叶黄杨的研究结果类似（白莉萍等，

2010），在他们的试验中施用无机复合肥呈增大趋势，可

能是污泥中所含的重金属对植物产生了生理抑制（朱宇林

等，2006）。此外，植物受到重金属胁迫，细胞中的碳酸酐

酶等酶系统紊乱，影响胞间的CO2合成有机物，导致CO2在

细胞内积累（刘全吉等，2009）。本实验中，污泥施用量增

加，Ci呈现上升趋势，推测是重金属胁迫造成叶肉细胞光

合活性降低，重金属与酶结合减弱了催化功能、损伤了光

合酶系统（刘全吉等，2009），致使为PSⅡ反应中心失活或

捕光色素－蛋白质复合体解体，从而光能的吸收、传递和

激发功效下降，光合代谢的电子供应和转移受阻（柯世省

等，2004）。

研究指出，常绿树种（柯世省等，2004）、彩叶树种（姜

卫兵等，2005）的光合特性在不同季节的表现存在差异。本

实验中红叶石楠在夏季的平均Pn 最高，Gs 和Tr 的平均值和最

大值均在春季最高，并且最大值随季节变换而降低。此与姜

卫兵等在田间条件下对红叶石楠的研究结果一致（姜卫兵

等，2005），因而污泥混入保持了红叶石楠的光合节律。春

季和秋季空气温度和湿度低，是Pn低于夏季的主要原因（曹

晶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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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观果荚蒾属资源

■ 黄增艳  陈洁

1荚蒾属资源概况

荚蒾属（Viburnum L.）隶属忍冬科（Caprifoliaceae）落叶

或常绿灌木，是该科大属之一。全世界约200种，中国约74

种，占全属总数的37％。除了黄栌叶荚蒾（V. cotinifolium）、

聚花荚蒾（V. glomeratum）、蒙古荚蒾（V. mongolicum）、壶花

荚蒾（V. urceolatum）、蓝黑果荚蒾（V. atrocyaneum）、显脉荚

蒾（V. nervosum）、球核荚蒾（V. propinquum）、大花荚蒾（V. 

grandiflorum）、红荚蒾（V. erubescens）、漾濞荚蒾（V. chingii）、

滇缅荚蒾（V. burmanicum）、珊瑚树（V. odoratissimum）、粉团（V. 

plicatum）、鳞斑荚蒾（V. punctatum）、水红木（V. cylindricum）、厚

绒荚蒾（V. inopinatum）、淡黄荚蒾（V. lutescens）、锥序荚蒾（V. 

pyramidatum）、海南荚蒾（V. hainanense）、臭荚蒾（V. foetidum）、

浙皖荚蒾（V. wrighti i）、荚蒾（V. dilatatum）、西域荚蒾（V. 

mullaha）、吕宋荚蒾（V. luzonicum）、宜昌荚蒾（V. erosum）、朝鲜

荚蒾（V. koreanum）、欧洲荚蒾（V. opulus）27种外，其他47种原

产地均在中国。中国是荚蒾属植物的分布中心，种类丰富、

特有种多。

该属植物主要分布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的东亚、北

美东部，中美洲和南美洲比较多，向南延伸到马来西亚（15

种），而欧洲及邻近地区仅分布5种。

中国是荚蒾属植物的亚洲自然分布中心：北起黑龙江、

吉林，南至云南、海南，西至川藏，东至华东沿海地区，其中

以西南(云南、贵州、四川)、华中地区(湖南、湖北等)地区种类

最多。

荚蒾属多为灌木或小乔木，落叶或常绿，常被簇状毛，

茎干有皮孔。冬芽裸露或有鳞片。单叶对生，稀轮生。花小，

两性。花序由聚伞花序合成顶生或侧生的伞形式、圆锥式

或伞房式，有时具有白色大型的不孕花或全部由大型不孕

花组成。花冠白色，较少淡红色，辐状、钟状、漏斗状或高

脚蝶状，裂片5枚。果实为核果，核扁平，较少圆形。

新选模式种：绵毛荚蒾（V. lantana）。该属资源丰富，许

多种类是世界园林中重要的观花、观果灌木。其花型奇特

迷人，常有放射状排列的大型不孕花，花序大而洁白，如著

名的琼花、蝴蝶荚蒾等。大多数荚蒾属植物的果实成缀，玲

珑可爱，其色殷殷绯红或是奇特透亮的蓝黑色，具有较高

的观赏价值。

2  华东地区观果荚蒾属资源

2.1 华东地区行政范围

华东地区位于中国东部，自北向南包括山东省、江苏

省、安徽省、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面积79.83万

km2，约占中国面积的8.7%。地形以丘陵、盆地、平原为主，主

要山峰有泰山、黄山、九华山等。气候以淮河为分界线，淮河

以北为温带季风气候，以南为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集中于

夏季，冬季北部常有大雪，通常集中在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中

北部地区以及山东省境内。年平均气温为15～18℃。水资源

丰富，水系有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京杭大运

河贯通四大水系。中国五大淡水湖中有四个位于华东地区，

分别是江西省的鄱阳湖、江苏省的太湖和洪泽湖，以及安

徽省的巢湖。

华东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生物资源种类多、数量大。

其中，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地区有中国最大的银杏树种植区；

浙江省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有45种，素有“东南植物宝

库”之称；山东境内有各种植物3 100余种，其中野生经济植

物645种，被称为“北方落叶果树的王国”。

2.2 观果荚蒾资源特点

荚蒾属植物的果实颜色一般为红色和蓝黑色两大系，

果色鲜艳夺目，绝大多数种类都具有一定的观果效果。在这

次的资源调查中，将华东地区自然分布且能开花结果的种类

均列为观果资源范围。

查阅了《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中国植物志》《中

国高等植物图鉴》及各类公开发表的文献，对华东地区有野

外自然分布的观果荚蒾种类及上海植物园对这些种类的引

种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结果显示有以下3个特点：

（1）种类丰富

华东地区自然分布观果荚蒾共38个种类（25种、2亚

种、10变种、1变型）。上海植物园共引种栽培16个种类（11

种、4变种、1变型）。

（2）分布集中

观果荚蒾产地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福

建、安徽等地区。仅陕西荚蒾、鸡树条、宜昌荚蒾和裂叶

宜昌荚蒾分布能到达山东省境内，其中裂叶宜昌荚蒾在国

内仅产于山东青岛崂山地区（该变种在朝鲜和日本也有分

布）。观果荚蒾在上海市地区无自然分布（绣球荚蒾的模式

标本采自上海凤凰山，但该种全为不孕花，不结果）。

（3）生态环境

华东地区观果荚蒾大多生长在空气及土壤湿度较高的

山谷林中、林缘或溪涧旁的疏林中，在树木群落中属于中下

灌木层。垂直分布范围广，从海拔140～3 200m均有观果荚蒾

种类的分布，部分种类分布的海拔跨度达2 100m，如聚花荚

蒾的垂直分布范围为1 100～3 200m。

2.3 分组及种类

分类学上荚蒾属分为9组，各分组情况及华东地区分布

的观果种类如下。

2.3.1  组1.裸芽组—Sect. 1. Viburnum

植物体被由簇状毛组成的绒毛，冬芽裸露。聚伞花序

伞形或复伞形式，顶生，花冠白色或有时外面淡红色，辐

状、筒状钟形或钟状漏斗形，花药黄色。果实黄红色后转

黑色。 

（1）聚花荚蒾（原亚种）（Viburnum glomeratum subsp. 
Glomeratum）

性状：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达3(～5)m；叶纸质，花冠

白色；果实红色，后变黑色；花期4～6月；果熟期7～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江西、浙江；甘肃、河南、湖

北、宁夏、陕西、四川、西藏和云南也有分布。

生境：生于山谷林中、灌丛中或草坡的阴湿处，海拔（1 

100～）1 700～3 200m。

（2）壮大荚蒾（亚种，植物分类学报）（Viburnum 
glomeratum subsp. Magnifi cum）

性状：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达3(～5)m；叶较宽大，卵

状矩圆形至卵形，边缘有牙齿；花序径8～10cm；果实红色，

后变黑色，果实矩圆形，长1.3 cm；花期4月；果熟期9～10月。

产地：华东地区的安徽西部、浙江西北部和江西（庐

山）。模式标本采自浙江西天目山。

生境：山谷林下蔽荫处，海拔600～960m。

（3）琼花（琼花集）聚八仙（洪武郡志）；八仙花（花
境），蝴蝶木（拉汉种子植物名称），扬州琼花（博物）
（Viburnum macrocephalum f. keteleeri）

性状：落叶或半常绿灌木，高达4m；聚伞花序仅周围

具大型的不孕花，花冠顶端常凹缺，可孕花花冠白色；果

实红色而后变黑色，椭圆形，长约12mm；花期4月；果熟期

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苏南部、安徽西部、浙江、江西西

北部；湖北及湖南也有分布，庭园亦常有栽培；上海植物园

金山荚蒾 蝴蝶荚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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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栽培。

生境：丘陵、山坡林下或灌丛中。

（4）陕西荚蒾（原亚种）（Viburnum schensianum 
subsp. Schensianum）

性状：落叶灌木，高可达3m；聚伞花序，花冠白色，

结果时直径可达9cm；果实红色而后变黑色，椭圆形，长约

8mm；花期5～7月；果熟期8～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山东（济南）、江苏南部、浙

江；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混交林和松林下或山坡灌丛中，海拔700～2 

200m。

（5）壶花荚蒾（Viburnum urceolatum）
性状：落叶灌木，聚伞花序直径约5cm；花梗紫色，花

冠外紫内白，裂片直立；果实先红色后变黑色，椭圆形，长

6～8mm；直径5～6mm；花期6～7月；果熟期10～11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西南部至南部、江西、福建；台

湾、湖南、两广、贵州、云南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林中溪涧旁阴湿处，海拔600～2 600m。

2.3.2 组2.合轴组——Sect. 2. Pseudotinus C. B. Clarke

植物体被鳞片状簇状毛，冬芽裸露。聚伞花序伞形或

复伞形式顶生，平顶，无总花梗。花冠辐状，有大型的不孕

边花或不具，萼筒无毛，雄蕊长约为花冠之半。果实紫红色

或先红色后转黑色，核有1条深腹沟和1条浅背沟；胚乳深嚼

烂状。

（6）合轴荚蒾（Viburnum sympodiale）
性状：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10m；聚伞花序直径

5～9cm；周围有大型、白色的不孕花，无总花梗，花芳香，可

孕花花冠白色或带微红；果实红色，后变紫黑色，卵圆形，

长8～9mm；花期4～5月；果熟期8～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北部；台

湾、陕西、甘肃、湖北、湖南，两广、四川、贵州及云南也有分

布

生境：林下或灌丛中，海拔800～2 600m。

2.3.3 组3.球核组——Sect. 3. Tinus (Borkh.) Maxim

植物体无毛或薄被簇状毛，冬芽有1对鳞片。叶常绿，

革质。聚伞花序复伞形式，顶生，花冠辐状。果实蓝黑色或

由蓝色转为黑色，核圆形、卵圆形或椭圆形，有1条极狭细的

线形浅腹沟或无沟。

（7）球核荚蒾（原变种）（Viburnum propinquum var. 
propinquum）

性状：常绿灌木，高达2m，叶片离基三出脉；聚伞花序

直径4～5cm，果时可达7cm，花冠绿白色；果实蓝黑色，光

泽，近圆形或卵圆形，长(3～)5～6mm，直径3.5～4mm。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陕

西、甘肃、两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台湾也有分布。上

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林中或灌丛中，海拔500～1 300m。

2.3.4 组4.圆锥组——Sect. 4. Thyrsosma (Ra� n.) Rehd. 

冬芽有1对(极少2～3对)鳞片，叶具羽状脉，无托叶。聚伞

花序圆锥式，花冠漏斗形、高脚碟形、筒状钟形或辐状，花

药紫色或黄白色。果实紫红色或后转黑色，核通常浑圆或稍

扁，具1条上宽下窄的深腹沟。

（8）短序荚蒾（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短球荚蒾（拉
汉种子植物名称）球花荚蒾（植物分类学报）（Viburnum 
brachybotryum）

性状：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8m；叶革质，倒卵形

至矩圆形；圆锥花序通常尖形，顶生或成假腋生状，花冠白

色；果实鲜红色，卵圆形，顶端渐尖，基部圆形，长约1cm，直

径约6mm；花期1～3月；果熟期7～8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及云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密林或山坡灌丛中，海拔（4 0 0～）

（600）～1 900m。

（9）短筒荚蒾（植物分类学报）（Viburnum brevitubum）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4m；圆锥花序顶生，宽3～4cm，苞

片和小苞片带紫红色，显著，宿存；花冠白色而微红，筒状钟

形，裂片宽卵形，花药紫褐色，略外露；果实红色，花期5～6

月；果熟期7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武功山；湖北、四川、贵州也有

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林中或林缘，海拔1 300～2 300m。

（10）伞房荚蒾（原亚种）（Viburnum corymbiflorum 
subsp. Corymbifl orum）

性状：灌木或小乔木，高达5m；伞房状圆锥花序，花芳

香，有长梗，花冠白色；果实红色，椭圆形，长7～8(～10)mm，

直径5～6mm；花期4月；果熟期6～7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北部；

湖南、湖北、两广、四川、贵州及云南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和山坡密林或灌丛中湿润地，海拔1 000～1 

800m。

（11）巴东荚蒾（拉汉种子植物名称）（Viburnum henryi）
性状：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当年小枝带紫褐色或绿色，

叶亚革质；圆锥花序顶生，总花梗纤细，花芳香，花冠白色；

果实红色，后变紫黑色，椭圆形；花期6月；果熟期8～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南部，江西西部（武功山），福

建北部；湖北、广西、四川、贵州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

栽培。

生境：山谷密林中或湿润草坡上，海拔900～2 600m。

（12）珊瑚树（原变种）（Viburnum odoratissimum var. 
odoratissimum）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高达10（～15）m；叶革质，椭圆形

至倒卵形；圆锥花序宽尖塔形，花芳香，花冠白色，后变黄

白色，有时微红；果实先红色后变黑色，卵圆形或卵状椭圆

形，长约8mm，直径5～6mm；花期5月；果熟期7～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福建东南部；湖南、两广、海南、印

度东部、缅甸北部、泰国和越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

栽培。

生境：生于山谷密林中溪涧旁蔽荫处、疏林中向阳地或

平地灌丛中，海拔200～1 300m。

（13）日本珊瑚树（变种）法国冬青（上海、杭州）
（Viburnum odoratissimum var. awabuki）

常绿小乔木，叶倒卵状矩圆形至矩圆形；果核通常倒

卵圆形至倒卵状椭圆形，长6～7mm；其他性状同珊瑚树；花

期6月；果熟期8～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普陀、舟山），长江下游常见栽

培；中国台湾、日本和朝鲜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2.3.5 组5.蝶花组——Sect. 5. Pseudopulus 

落叶灌木，被簇状毛，冬芽有1对鳞片。叶有锯齿或牙

齿，侧脉伸至齿端。聚伞花序伞形式或复伞形式，生于具1对

叶的侧生短枝之顶，有大型不孕花。果实成熟时红色或后

转黑色。

（14）蝴蝶戏珠花（变种）蝴蝶荚蒾（中国高等植物图
鉴）（Viburnum plicatum var. tomentosum）

性状：落叶灌木。花序外围有4～6朵白色、大型不孕

花，具长花梗，花冠直径达4cm，不整齐4～5裂，中央可孕花

花冠黄白色；果实先红色后变黑色，宽卵圆形或倒卵圆形，

长5～6mm，直径约4mm；花期4～5月，果熟期8～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浙江、江西、福建；陕西、河

南、湖北、湖南、两广、四川、贵州云南及台湾也有分布。上

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于山坡、山谷混交林内及沟谷旁灌丛中，海拔

240～1 800m。

（15）蝶花荚蒾（广州常见经济植物）（Viburnum 
hanceanum）

性状：灌木，高达2m；伞形聚伞花序，直径5～7cm，花稀

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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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外围有2～5朵白色、大型不孕花，不整齐4～5裂，可孕花

花冠黄白色；果实红色，稍扁，卵圆形，长5～6mm，直径约

4mm；花期4～5月；果熟期8～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南部、福建；湖南、贵州、两广也

有分布。

生境：山谷溪流旁或灌木丛之中，海拔200～800m。

2.3.6 组6.侧花组——Sect. 6. Platyphylla

落叶灌木，冬芽有1对鳞片。叶具牙齿状锯齿，侧脉全

部或部分直达齿端。聚伞花序伞形式或复伞形式，生于具1

对叶的侧生短枝之顶，花冠辐状。果实红色，核具1条浅背

沟和2条浅腹沟，胚乳坚实。

（16）侧花荚蒾（Viburnum laterale）
落叶灌木，全体无毛；聚伞花序复伞形式，直径

4～5cm；花生于第二至第三极辐射枝上，宿存花柱高出萼

齿；花冠、雄蕊和果实不详。特产华东地区的福建福州。

2.3.7 组7.大叶组——Sect. 7. Megalotinus 

该组没有原产华东地区的种类

2.3.8 组8.齿叶组—Sect. 8. Odontotinus

植物体被簇状毛或无毛。聚伞花序复伞形式，顶生或

生于具1对叶的侧生短枝之顶，花冠白色，很少粉红色，辐

状，花药黄白色。果实红色，极少黑色。核扁，有3（～1）条腹

沟及2（～1）条浅背沟，有时背、腹沟均退化，或背面凸起，腹

面凹陷。

（17）金腺荚蒾（原变种）（Viburnum chunii var. chunii）
性状：常绿灌木，高1～2m；富有金黄色或黄褐色腺点；

复伞形式聚伞花序顶生，花冠蕾时带红色；果实红色，圆

形，直径（7～）8～9（～10）mm；花期5月；果熟期10～11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南部、浙江东部至南部、江西南

部和西部、福建北部；湖南、两广及贵州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密林中或疏林下蔽荫处及灌丛中，海拔

140～1 300m。

（18）常绿荚蒾（原变种）（Viburnum sempervirens var. 
sempervirens）

性状：常绿灌木，高可达4m；叶革质，椭圆形至椭圆状

卵形，全缘或上部至近顶部具少数浅齿，光泽；复伞形式聚

伞花序顶生，有红褐色腺点，花冠白色；果实红色，卵圆形，

长约8mm；花期5月；果熟期10～12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福建、江西、浙江；两广、贵州、

海南、湖南、四川及云南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密林或疏林中，溪涧旁或丘陵地灌丛中，海

拔100～1 800m。

（19）具毛常绿荚蒾（变种）（Viburnum sempervirens 

var. trichophorum）
性状：幼枝、叶柄和花序均密被簇状短毛，有时还夹杂

简单长毛；叶顶端具较明显的锯齿，侧脉5～6对；果实较大，

红色。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福建、江西、浙江；两广、贵州、

海南、湖南、四川及云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20）直角荚蒾（变种）（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Viburnum foetidum var. rectangulatum）

性状：呈直立或攀援状，枝披散，侧生小枝长蜿蜒，常

与主枝呈直角或近直角开展；叶厚纸质至薄革质，卵形至矩

圆形，全缘或中部以上有少数不规则浅齿，侧脉基部一对常

作离基3出脉状；果实红色；花期5～7月；果熟期10～12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两广、贵州、河南、湖北、陕西、

四川、西藏、台湾、云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坡林中或灌丛中，海拔600～2 400m。

（21）茶荚蒾（原变种）汤饭子（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Viburnum setigerum var. setigerum）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4m，叶纸质；复伞形式聚伞花

序有极小的红褐色腺点，常弯垂；花芳香，花冠白色；果序

弯垂，果实红色，卵圆形，长9～11mm；花期4～5月，果熟期

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福

建北部；台湾、两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湖北及陕西也

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溪涧旁疏林或山坡灌丛中，海拔

(200～)800～1 650m。

（22）沟核茶荚蒾（变种）（新拟）具沟刚毛荚蒾（黄
山植物的研究）（Viburnum setigerum var. sulcatum）

性状：叶缘锯齿较细密和尖锐而常外展；果核通常较

小，因两缘向腹面反卷而明显地纵向凹陷，背面明显凸起。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浙江西

北部、江西、福建西部；湖北、四川也有分布。

生境：山坡丛林或灌丛中，海拔200～900m。

（23）黑果荚蒾（黄山植物的研究）（Viburnum 
melanocarpum）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3.5m；叶纸质，复伞形聚伞花序，

直径约5cm；花冠白色；果实由暗紫红色转为酱黑色，有光

泽，椭圆状圆形，长8～10mm；花期4～5月；果熟期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浙江东

部和西北部、江西（庐山）；河南也有分布。

生境：山地林中或山谷溪涧旁灌丛中，海拔约1 000m。

（24）桦叶荚蒾（Viburnum betulifolium）

性状：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7m；叶较厚，宽卵形

至宽倒卵形，边缘离基1/3～1/2以上具开展的不规则浅波状

牙齿；复伞形式聚伞花序顶生或生于具1对叶的侧生短枝

上，直径5～12cm，通常多少被疏或密的黄褐色簇状短毛，总

花梗果时可达3.5cm；花冠白色，辐状，裂片圆卵形；果实红

色，近圆形；花期5月；果熟期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浙江的西北部；甘肃、广西、贵

州、河南、湖北、宁夏、陕西、台湾、西藏、四川及云南也有分

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林中或山坡灌丛中，海拔1 300～3 100m。 

（25）腺叶荚蒾（变种）（新拟）（Viburnum lobophyllum 
var. silvestrii）

性状：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冬芽红褐色；叶纸质，叶下

面散生发亮的微细腺点；复伞形聚伞花序，花冠白色，较

大，直径约6mm；果实红色，近圆形，较大，长约7毫米；花期

6～7月；果熟期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四川、湖北

也有分布。

（26）衡山荚蒾（黄山植物的研究）(Vi b u r n u m 
hengshanicum )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2.5m；冬芽长尖，顶具小突尖，叶

纸质；复伞形聚伞花序顶生，直径5(～9)厘米，花冠白色；果

实红色，长圆形至圆形；花期5～7月；果熟期9～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江西、浙江；广西、贵州、湖南

也有分布。

生境：生于山谷林中或山坡灌丛中，海拔650～1 300m。

（27）浙皖荚蒾（新拟）（Viburnum wrightii ）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3m；叶倒卵形至卵形，边缘有牙

齿状粗尖齿，下面脉腋集聚簇状毛，有透明腺点。花序直径

5～10cm；总花梗长6～20mm；果实红色；花期5～6月；果熟期

9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黄山）、浙江（昌化）；日本和

朝鲜也有分布。

生境：溪边林下。

（28）荚蒾（原变种）（Viburnum dilatatum var. 
dilatatum）

性状：落叶灌木，高1.5～3m；幼枝、叶柄和花房均被开

展的刚毛状糙毛；复伞形式聚伞花序稠密，直径4～10cm，花

冠白色；果实红色，椭圆状卵圆形，长7～8mm；花期5～6月；

果熟期9～11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

北、陕西、台湾、河南、湖南、湖北及日本和朝鲜也有分布。

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生于山坡或山谷疏林下，林缘及山脚灌丛中，海

拔100～1 000m。

（29）庐山荚蒾（新变种）（新拟）黄褐绒毛荚蒾（植物
分类学报）（Viburnum dilatatum var. fulvotomentosum ）

性状：幼枝、叶柄和花序均被由黄褐色簇状毛组成的

绒毛，叶有8～9对侧脉，下面脉腋有发达的集聚簇状毛，花

序下的一对叶常中下部最宽。

分布：特产华东地区的江西（庐山、武宁、寻乌）。

（30）粤赣荚蒾（新拟）（Viburnum dalzielii ）
性状：灌木，高达3m，毛被较硬而呈刚毛状或小刚毛

状；复伞形式聚伞花序直径5～6cm，花香，花冠白色；果实红

色；花期5月；果熟期11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武功山、铜鼓镇、景德镇）；广

东也有分布。

生境：山坡灌丛或山谷林中，海拔400～1 100m。

（31）南方荚蒾（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东南荚蒾（拉汉
种子植物名称）（Viburnum fordiae ）

性状：灌木或小乔木，高可达5m；壮枝上的叶带革质，

常较大，边缘疏生浅齿或几全缘，侧脉较少；复伞形聚伞花

序，直径3～8cm，花冠白色；果实红色，卵圆形，长6～7mm；

花期4～5月；果熟期10～11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安徽南部、浙江南部、江西、福建；两

广、贵州、湖南及云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溪涧旁疏林、山坡灌丛中或平原旷野，海拔

数十米至1 300m。

（32）吕宋荚蒾（植物分类学报）（V i b u r n u m 
luzonicum ）

性状：灌木，高达3m；叶纸质或厚纸质。复伞形式聚伞

花序，直径3～5cm；花冠白色，蕾时圆球形；果实红色，卵圆

吕宋荚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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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长5～6mm；花期5月；果熟期10～12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台湾；

广东、广西和云南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生境：山谷溪涧旁疏林和山坡灌丛中或旷野路旁，海拔

100～700m。

（33）台中荚蒾（原变种）（新拟）台湾荚蒾、净花荚蒾
（植物分类学报）（Viburnum formosanum subsp. formosanum 
var. formosanum）

性状：灌木；叶厚纸质，卵形，边缘基部除外有开展的

锯齿，上面光泽；复伞形式聚伞花序，直径3～4cm，花冠白

色，裂片边缘微啮蚀状；果实红色，长约8mm。

分布：华东地区的福建、江西、浙江；两广、四川、台湾

也有分布。上海植物园有栽培。

（34）毛枝台中荚蒾（变种）（新拟）毛枝光萼荚蒾（植
物分类学报）（Viburnum formosanum Subsp. formosanum var. 
pubigerum ）

性状：当年小枝、叶柄和花序均密被黄褐色簇状短毛，

并夹杂长毛；叶矩圆形、卵状矩圆形或卵状披针形；果实长

约9mm。

分布：华东地区的江西；湖南、广东也有分布。

生境：山谷溪涧旁疏林或密林中或林缘灌丛中，海拔

130～1 000m。

（35）光萼荚蒾（亚种）（植物分类学报）（Viburnum 
formosanum subsp. leiogynum）

性状：当年小枝和叶柄无毛或被簇状短柔毛，并夹杂

长毛。叶长可达11cm；花序被簇状短柔毛；果实扁圆形，顶

端急尖，宿存花柱远高出萼齿；花期5月；果熟期8～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西、四川也

有分布。

生境：山坡沟谷旁林中，海拔700～1 100m。

（36）宜昌荚蒾（原变种）（Viburnum erosum var. 
erosum）

性状：落叶灌木，高达3m；叶纸质，形状变化大，边缘

有波状小尖齿。复伞形式聚伞花序，直径2～4cm，花冠白色；

果实红色，宽卵圆形，长6～7(～9)mm；花期4～5月；果熟期

8～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山东（崂山）、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

西部、浙江、江西、福建；台湾、陕西、河南、湖北、湖南、两

广、四川、贵州和云南也有分布。

生境：山坡林下或灌丛中，海拔300～1800(～2300）m。

（37）裂叶宜昌荚蒾（变种）（植物分类学报）
（Viburnum erosum var. taquetii ）

性状：叶矩圆状披针形，边缘具粗牙齿或缺刻状牙齿，

基部常浅2裂。

分布：华东地区的山东青岛崂山。

2.3.9 组9.裂叶组——Sect. 9. Opulus

落叶灌木，无毛或被简单柔毛或簇状短毛。冬芽有

1～2对合生鳞片。叶纸质，掌状3～5裂，有时2或4裂，具掌状

3-5脉，基部或叶柄顶端有2～4枚腺体；托叶2枚，钻形。聚

伞花序复伞形式，顶生或生于具1对叶的短枝之顶，边缘有

大型的不孕花或无之，花冠白色，花药紫红色或黄白色。

果实红色。

（38）鸡树条（东北）天目琼花（中国树木分类学） 
（Viburnum opulus var. calvescens）

性状：落叶灌木树皮质厚而多少呈木栓质；小枝、叶柄

和总花梗均无毛；叶下面仅脉腋集聚簇状毛或有时脉上亦

有少数长伏毛，花药紫红色，不孕花白色；果实红色，近圆

形；花期4～5月；果期8～10月。

分布：华东地区的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甘

肃、黑龙江、河南、湖北、吉林、陕西、四川也有分布。

鼠尾草属唇形科（Lamiaceae）、鼠尾草属（Salvia）一年或多

年生草本或小灌木，药用芳香植物，原产于欧洲南部与地中

海沿岸地区，阿拉伯、美国、加拿大等国和中国均有栽培[1]。

中国植物志记录中国有78种、24变种、8变型，分布于全国各

地，尤以西南地区为最多[2]。鼠尾草叶对生，椭圆形，香味浓

郁，夏季开紫色花，生长强健，耐病虫害。近些年，由于其品

种繁多，花色鲜艳，又为芳香植物，在园林绿化中得到了一

定的应用。

贵州鼠尾草（Salvia cavaleriei Lévl.）又名紫背鼠尾草、朱砂

草、血盆草、叶下红等，可作为园林绿化植物栽植，由于全

草可入药，具有凉血解毒、散瘀止血的功效，也可用于肺结

核咳血、衄血、血痢、血崩、刀伤出血、月经过多、胃脘痛的

治疗，外用治疗跌打损伤，疖肿等[3]。本文通过组织培养的

方式实现贵州鼠尾草的快速繁殖，不仅为快速获得大量鼠

尾草优质苗木提供可能，也为贵州鼠尾草后期的遗传转化

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于2014～2015年在上海植物园进行。供试材料为上

贵州鼠尾草组织培养育苗技术1

■ 高燕1  魏宇昆2  奉树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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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201602）

摘要：以贵州鼠尾草为试验材料，探讨以种子和茎基部为外植体的组织培养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当以种子为外植

体时，75%乙醇30s结合2%次氯酸钠（含吐温80）7min为最佳灭菌方法，此时6-BA 1 mg/L和NAA 0.1 mg/L诱导率可

以达到90%，且诱导出的小苗生长健康、发育较快；而以茎基部为外植体时，75%乙醇30s结合0.1%升汞（含吐温80）

10min为最佳灭菌方法，此时6-BA 2 mg/L和NAA 0.2 mg/L诱导率可以达到75%，同样诱导出的小苗健康。在增殖过

程中，以种子和茎基部为外植体诱导的植株没有显示出差异，最佳培养基为MS+6-BA 0.6 mg/L+NAA 0.05 mg/L，生

根培养基为1/2MS。

关键词：贵州鼠尾草；组织培养；快繁

海辰山植物园魏宇昆博士提供的贵州鼠尾草种子和贵州鼠

尾草1年生植株。4月初，分别用种子和植株茎基部作为外植

体，进行组织培养诱导。

1.2 试验方法

取鼠尾草茎基部，去除上部的茎和下部的根，保留1～

1.5cm，洗洁精清洗干净。分别将种子和茎基部放置在玻璃

瓶中，纱布封口，流水冲洗1h。准备75%酒精、0.1%升汞、2%

次氯酸钠溶液、0.5%（V/V）吐温80、灭菌水、100ml无菌三角

瓶、无菌镊子、无菌滤纸备用。

超净工作台中，先用无菌水冲洗种子和茎基部2次，75%

酒精震荡浸泡30S，无菌水冲洗3遍，后用消毒液消毒，消毒

液中加入0.5%（V/V）吐温80，无菌水冲洗5遍，滤纸吸去外植

体表面水分。

1.2.1 灭菌方法

鼠尾草种子和鼠尾草茎基部分别用0.1%升汞或2%次氯

酸钠溶液消毒。种子消毒时间和茎基部消毒时间不同，比

较不同时间和不同消毒液对外植体污染率的影响，确定针

对不同外植体的最佳消毒方法。

1.2.2 诱导培养基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度的细胞分裂素6-BA

1基金项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辰山专项（G162408）。
作者简介：高燕（1982～），女，江苏盐城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植物细胞生物学和细胞工程研究。TEL: 021-54363369，
E-mail：gaoyan106@126.com.

*通讯作者：奉树成（1966～），男，湖南娄底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植物学研究。TEL:021-54363369，E-mail：shbg200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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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长素NAA。其中，细胞分裂素6-BA 0～4 mg/L，生长素NAA 

0～0.4 mg/L。根据不同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下鼠尾草的生长状

态确定最适合的激素含量。

1.2.3 增殖培养基

诱导鼠尾草出芽后，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浓

度的细胞分裂素6-BA和生长素NAA调节芽增殖。其中，细胞

分裂素6-BA 0～1.2 mg/L，生长素NAA 0～0.1 mg/L。根据不同

激素配比的培养基下鼠尾草的生长状态确定最适合的激

素含量。

1.2.4 不定根诱导及驯化移栽

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观察鼠尾草生根情况。完成生

根后，在培养室揭开瓶盖，室温下放置3天。取出组培苗，

清洗附着在组培苗上的培养基，整理根并种植于配好的基

质中。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菌方法的筛选 
起始材料是鼠尾草种子和茎基部两种。初期用流水冲

洗1h后，进入超净工作台操作。选择2%次氯酸钠溶液和0.1%

升汞溶液各加入一滴0.5%（V/V）吐温80，分别对种子和茎基

部进行消毒处理。如表1所示，每个起始材料每种灭菌方式

都分别用3种灭菌时间处理。

以种子为起始材料时，2%次氯酸钠溶液4min和0.1%

升汞溶液2min的灭菌处理后污染率较高，分别是80.0%和

73.3%，对应的出芽率分别是13.3%和6.67%。随着灭菌时间

表1  不同灭菌液和灭菌时间对鼠尾草种子和茎基部诱导脱菌的影响

起始材料 灭菌液
灭菌时间

（min）
污染率

（%）

出芽率

（%）

种子

2%
次氯酸钠溶液

4 80.0 13.3

7 6.67 86.7

10 0 33.3

0.1%
升汞溶液

2 73.3 6.67

5 13.3 63.3

8 0 0

茎基部

2%
次氯酸钠溶液

10 86.7 6.67

20 40.0 53.3

30 20.0 36.7

0.1%
升汞溶液

5 83.3 13.3

10 13.3 66.7

15 3.33 20.0

的增加，污染率降低，2%次氯酸钠溶液和0.1%升汞溶液分

别处理7min和5min后污染率降为6.67%和13.3%，对应的出芽

率分别为86.7%和63.3%。采用2%次氯酸钠溶液和0.1%升汞

溶液分别处理10min和8min后污染率均为0，而出芽率分别为

33.3%和0。以鼠尾草种子作为起始材料，在2%次氯酸钠溶

液为消毒液的情况下，7min灭菌时间污染率为6.67%，出芽率

为86.7%，而以0.1%升汞溶液为消毒液的情况下，5min灭菌时

间污染率为13.3%，出芽率为63.3%，这两种灭菌时间分别是

两种不同灭菌剂对应的最佳灭菌时间。比较2%次氯酸钠溶

液和0.1%升汞溶液灭菌处理对应的污染率和出芽率，2%次

氯酸钠溶液更优。因此，以种子为起始材料，选取2%的次氯

酸钠溶液灭菌7min为最适合的灭菌方法。

以鼠尾草茎基部为起始材料时，因为茎基部与土壤接

触，土壤中携带的菌类会影响茎基部的灭菌时间和灭菌程

度，因此设置灭菌时间相较于种子略长。以2%次氯酸钠溶

液处理10min和0.1%升汞溶液处理5min的灭菌方式发现污染

率较高，分别是86.7%和83.3%，对应的出芽率分别为6.67%

和13.3%。以2%次氯酸钠溶液20min和0.1%升汞溶液10min的

灭菌处理后，污染率分别为40.0%和13.3%，对应出芽率分别

为53.3%和66.7%。当2%次氯酸钠溶液和0.1%升汞溶液的灭

菌处理时间分别达到30min和15min后，鼠尾草茎基部污染率

分别为20.0%和3.33%，对应出芽率分别为36.7%和20.0%。以

鼠尾草茎基部为起始材料，在2%次氯酸钠溶液为消毒液的

情况下，20min灭菌时间污染率为40.0%，出芽率为53.3%；而

以0.1%升汞溶液为消毒液的情况下，10min灭菌时间污染率为

13.3%，出芽率为66.7%，这两种灭菌时间分别是两种不同灭

菌液对应的是最佳灭菌时间。比较2%次氯酸钠溶液和0.1%

升汞溶液灭菌处理对应的污染率和出芽率，0.1%升汞溶液

更优。因此，以鼠尾草茎基部为起始材料，选取0.1%升汞溶

液灭菌10min，为最适合的灭菌方法。

2.2 鼠尾草诱导的激素选择

以MS为基本培养基，添加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植物

细胞中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是启动细胞分化、脱分化和再

分化的关键因素。

从表2看出，以种子为起始材料、6-BA和NAA为激素组

合，6-BA 1 mg/L+NAA 0.1 mg/L是最佳的诱导激素配比，诱导

率可以达到90%，前7天就可以诱导出带2片子叶的无菌幼

苗（图1）。一般情况下20天左右可以诱导出苗。出苗后，子

叶快速长大，茎伸长，个别幼苗在接触培养基的部位长出

细弱的根。当激素浓度低时，未能生长出幼苗或者诱导率

低，幼苗生长缓慢；当激素浓度过高时，幼苗可能会导致

玻璃化。

表2  不同激素含量对鼠尾草诱导的影响

起始材料 6-BA浓度（mg/L） NAA浓度（mg/L） 诱导率(%) 诱导状态

种子

0
0
0

0 0 未能诱导出芽

0.1 0 未能诱导出芽

0.2 0 未能诱导出芽

1
1
1

0 20.0 生长缓慢，芽细弱

0.1 90.0 最早7天，普遍20天左右诱导出芽，生长速度较快，发育正常

0.2 55.0 20天左右诱导出芽，生长速度较快，发育正常

2
2
2

0 15.0 芽生长快

0.1 30.0 芽生长快，但细弱

0.2 35.0 芽部分基部畸形，玻璃化倾向

茎基部

0
0
0

0
0.2
0.4

0
12.5
12.5

未能诱导出幼苗
茎段无变化，可以诱导出腋芽，但诱导率较低

茎段基部接触培养基的部分略微膨胀，诱导率较低

2 0 37.5 生长较慢

2 0.2 75.0 最快25天长出腋芽，生长速度快，发育正常

2 0.4 50.0 腋芽生长速度快，发育正常

4 0 12.5 腋芽生长缓慢，长出的子叶短

4 0.2 50.0 腋芽茎段短小

4 0.4 37.5 腋芽短胖，略脆，色泽淡绿，略玻璃化

以茎段为起始材料、6-BA和NAA为激素组合，6-BA 2 

mg/L+NAA 0.2 mg/L是最佳的诱导激素配比，诱导率可以达

到75%，最快的出苗时间是第25天，从茎基部长出腋芽并成

长迅速。普遍的出苗时间为30～40天之间。在此浓度配比

下，腋芽生长健壮。待腋芽生长至1～2cm时，更换至增殖培

养基。

图1  鼠尾草种子诱导

2.3 增殖培养基的激素选择

幼苗生长至2cm左右，从茎基部切下，接至增殖培养基

中，结果如表3所示。

以种子和茎段为起始材料，在增殖过程中没有发现明

显差异。以6-BA和NAA不同激素配比，继代一个月，观察伸

长倍率和增殖倍率，结果表明，6-BA 0.6 mg/L+NAA 0.05 mg/L

的组合，伸长倍率为3.24倍，而增殖倍率可以达到4.62倍，在

此配比下，芽生长迅速并且粗壮，适合后期持续扩大培养。

当6-BA 0.6 mg/L+NAA 0.1 mg/L的组合时，增值倍率和伸长率

均达到最大值，且芽生长迅速，但出现个别畸形现象，芽下

端有部分连接在一起，因此不予考虑。当6-BA达到1.2 mg/L

时，芽生长的比较细弱，且芽的生长量差异较大，长势不整

齐。当NAA的浓度上升至0.1 mg/L，经过几次继代后，玻璃化

现象比较严重，芽脆，含水较高，并逐渐透明化。

2.4 生根培养基及试管苗移栽

以1/2MS为基本培养基、蔗糖20%时，30天后的生根率

可以达到100%，根长约4.23cm，生根均匀，根白绿色，每株生

根数为4.23条（图2）。

生根1个月后，在培养间揭去瓶盖2～3天后，用清水冲

洗根部，去除黏附的培养基。在穴盘中装入泥炭和蛭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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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继代1个月时不同激素含量对矾根增殖的影响

起始材料 6-BA浓度（mg/L） NAA浓度（mg/L） 伸长倍率 增殖倍率 诱导状态

种子/茎基部

0
0 1.12 1.3 增殖速度缓慢

0.05 1.26 1.36 增殖速度缓慢

0.1 1.06 1 芽不伸长，基部略膨胀

0.6

0 2.21 3.1 芽生长缓慢

0.05 3.24 4.62 芽生长迅速，但粗壮

0.1 3.33 4.71 芽生长迅速，略生根，个别畸形

1.2

0 2.19 3.04 芽细弱，不整齐

0.05 2.68 5.89 芽增殖速度快，非常细弱

0.1 2.76 6.04 芽增殖快，非常细弱，几次继代后玻璃化较严重

的混合土（体积比）。整理鼠尾草根部并种植于混合土中，浇

透水并加盖穴盘，上方安置遮光网，放置大棚内，湿度保持

85%左右。生长2个月后，鼠尾草成活率90%以上。以后每半个

月浇水时混用0.1%多菌灵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杀菌。另

外，每半个月施加薄肥（1‰氮磷钾肥）以促进鼠尾草生长。

3 小结

植物细胞在离体条件时，在一定的营养物质、激素和

适当的外部环境下能够表现出全能性。植物体分生能力强

的部位，例如植物根尖、茎尖，在无机盐、糖类、激素、酵母

提取物等配置成的培养基中，能够分化成具有根、茎、叶的

完整植株。鼠尾草培养过程中，采用种子和茎基部两种外

植体进行培养，在适当的激素调节下形成完整植株。

针对不同的外植体，不同的灭菌剂和灭菌时间会有不

图2  鼠尾草生根示意图

（2A：鼠尾草生根18天；2B：鼠尾草生根培养1个月；2C：鼠尾草炼苗植株）

同的灭菌效率。以鼠尾草种子为外植体时，使用2%次氯酸

钠溶液加0.5%吐温80（V/V）灭菌7min后，污染率为6.67%，出

芽率为86.7%，是比较适合的灭菌时间和灭菌方式；以鼠尾

草茎基部为外植体时，使用0.1%升汞溶液加0.5%吐温80（V/

V）灭菌10min后，污染率为13.3%，出芽率为66.7%。当灭菌时

间较短、灭菌不完全时，污染率会大幅度提高；当灭菌时间

过长时，污染率虽然大幅度降低，但对植物造成不可逆转

的伤害，也会影响鼠尾草的出芽率。另外，消毒完成后，鼠

尾草种子在浸涨后有胶质包裹，在接种过程中，需要用解剖

刀在种子一端轻戳破，可以显著提高种子的萌发率。

4 讨论

在培养基中添加适当比例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可以

诱导细胞的脱分化和再分化过程。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

合理配比在组培过程中具有调控细胞分裂、芽生长、愈伤形

成等功能。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生长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细

胞生长与分裂，用于诱导愈伤组织形成、根分化以及细胞

分裂；细胞分裂素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细胞的分裂和分

化，两者在诱导芽分化、叶绿体发育、运输和分配养分、植

物抗衰老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6]。组培中大多情况下两

者同时使用，通过调节两者的浓度和比例实现理想的生长

与繁殖效果。一般来说，当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值较

大时，可以促进芽的形成；当细胞分裂素与生长素的比值较

小时，有利于根的分化[7]。在鼠尾草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配

比研究中发现，当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比例较低时，鼠尾草

可能出现愈伤，或者部分生根；当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过高

时，鼠尾草细弱，生长缓慢，或者增殖率较高，但个体生长

势差异较大，部分出现玻璃化倾向，试管苗很难继续用于

继代培养和扩繁材料[4]。很多报道指出，激素种类和浓度对

玻璃苗的发生有重要影响，但激素对玻璃苗的影响程度随

外植体种类和琼脂浓度的不同而异[8]。Leshem等发现，过量

的NAA诱导了培养物内源细胞分裂素浓度过高而造成玻璃

化[9]，培养基中外源细胞分裂素供应过多同样容易导致组

培苗玻璃化。根据本试验目的，为了鼠尾草诱导及繁殖最大

化，且器官发生的繁殖正常，合理浓度的生长素和细胞分裂

素至关重要。在鼠尾草的诱导过程中，以种子为外植体时，

采用6-BA 1mg/L+NAA 0.1 mg/L的组合具有较好的诱导效果；

以茎基部为外植体时，采用6-BA 2mg/L+NAA 0.2mg/L的组合具

有较好的诱导效果。在增殖过程中，6-BA 0.6 mg/L+NAA 0.05 

mg/L 浓度组合最适合鼠尾草产生发育正常的芽，并保证繁

殖的快速高效。

以鼠尾草种子和茎基部为外植体的起始材料对后期植

物增殖和成活没有太大影响，而从灭菌效率和诱导效率上来

看，鼠尾草种子都明显高于茎基部为起始材料的情况，因此，

两种植物起始材料优先选用鼠尾草种子具有更高的效率。

利用1/2MS培养基进行鼠尾草生根培养1个月后，生根率

达100%；继续在培养基中生长，根可以延续伸长，但对后期

炼苗没有太多优势。生根培养1个月后，开启瓶盖，给予3天

左右的培养间环境适应期，即可开始炼苗。将适应环境的

贵州鼠尾草转至泥炭和蛭石为1:1的混合土中，放入大棚，培

养温度20℃、湿度85%以上。如果光线比较强，可以在上方

安置遮光网。高湿度可能会造成杂菌滋生，所以在2个月的

开盖培养后，每半个月用0.1%多菌灵溶液喷洒。另外，每半个

月施加薄肥（1‰氮磷钾肥）以促进鼠尾草生长。后续鼠尾草

长大后，可以转移到较大的营养钵或者盆中生长，以保证足

够的土壤空间和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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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election of early and medium flowering 
Cerasus

早中花观赏樱属植物筛选初报*

摘要：本文通过对25个早中花观赏樱属品种的观察研究，综合适应性、观赏特性、可育性等主要评价因子，筛

选出适应性强、观赏性好，易繁殖，达到Ⅰ级评价标准的优良早中花观赏樱属品种10个，其中钟花樱、河津

樱、大寒樱等早花品种5个；美国樱、染井吉野樱等中花品种5个。筛选出达到Ⅱ级评价标准，适应性、观赏性

等较好的早中花樱花品种12个。观赏性较差，不宜应用的品种3个。本研究为利用不同花期的樱花品种组合，

延长樱花观赏期、美化樱花景观效果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观赏樱属；筛选 

Abstract:Through the research on 25 species of early and medium fl owering Cerasus ,combining the main factors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adaptation,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produce viable gametes etc, 10 good ornamental 
varieties reached Grade Ⅰstandard are selected, which are adaptable , ornamental and easy to breed,Among them 
,there are 5 spieces of early flowering Cerasus Cerasus campanulata、Cerasus×kanzakura ‘Kawazu-zakura’、
Cerasus×kanzakura ‘Oh-kanzakura’ ect.;5 spieces of medium fl owering Cerasus:Cerasus×yedoensis 'America'、
Cerasus×yedoensis ‘Somei-yoshino’ ect.；12 species  with adaptable and orn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 screened 
out, which reached standard Ⅱ are selected ； 3 with poor ornamental are screened out, which are not recomme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making use of different blooming Cerasus, prolonging blooming period and improving fl ower 
visual effect..

Key words:Ornamental Cerasus; Select；Research

■ 朱继军 奉树成 陈必胜

Zhu Ji-jun  Feng  Shu-cheng  Chen  Bi-sheng

（上海植物园，上海200231）
( Shanghai Botanical Garden   200231 )

观赏樱属一般指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Mill.）

中具有较好观花效果的典型樱亚属（Subgen.Cerasus）植物，

通常也统称为樱花。目前，世界樱属植物有150种，其中，中

国樱属植物超过50个种或变种〔1〕，且一部分为中国特有。由

于樱花兴于日本，观赏樱属的品种选择及培育，仍以日本为

先，据《日本樱花图鉴》记载的樱属植物品种约500个〔2〕。

目前，中国樱花景观应用仍以日本品种为主，仅有中

花期的‘染井吉野’（C.s×yedoensis‘Somei-yoshino’）和晚花的

‘关山’（C. serrulata‘Kanzan’）等少数品种投入应用，观赏性

*基金项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项目《观赏樱属植物引种繁育及栽培养护技术研究》（F130304）
 作者简介：朱继军（1969～），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植物引种保育及绿化观赏植物筛选。Tel：13816082521；E-mail：xf-zhujijun@163.com。

单一，花期短，缺少延续性等问题较普遍，受到人们喜爱的

早中花期樱属植物的品种比较稀缺。

为了加快国内外优良早中花樱属资源的推广应用，上

海植物园开展观赏樱属的引进与筛选工作，并在早中花樱

属植物筛选上取得初步成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材料

‘染井吉野’樱是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中花品种，以此

为参照，不同观赏樱属可分为早中晚品种及秋冬季二次开

花品种等四类，其中，早于‘染井吉野’樱的为早花品种，花

期一般3月中旬以前；与‘染井吉野’樱花期相当的为中花品

种，花期一般3月底至4月初；迟于‘染井吉野’樱的为晚花品

种，花期一般为4月中下旬，此外还有春季和秋冬季二次开

花的品种。

本研究材料为分别从福建、青岛、湖南等省市引进的

樱属植物，共12种、25个品种（见表1），种植于上海植物园

的蔷薇园、专类园等区域。其中，钟花樱、尾叶樱、樱桃、华

表1  早中花观赏樱属植物引种名录

Table 1 Eearly and medium fl owering  ornamental Cerasus introduction list

序号 中文名称 拉丁学名 引种来源 栽植时间 花期

1 寒樱 Cerasus × kanzakura ‘Praecox’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2 钟花樱 Cerasus campanulata 福建 2012 早花

3 迎春樱 Cerasus discoidea Yü et Li 湖南株洲 2012 早花

4 樱桃 Cerasus pseudocerasus 园存 - 早花

5 河津樱 Cerasus × kanzakura ‘Kawazu-zakura’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6 才力 Cerasus ‘Okame’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7 泰山香樱 Cerasus pseudocerasus ‘Taishan’ 青岛 2010 早花

8 尾叶樱 Cerasus dielsiana (Schneid.) Yu et Li 湖南株洲 2012 早花

9 大寒樱 Cerasus × kanzakura ‘Oh-kanzakura’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10 修善寺寒樱 Cerasus × kanzakura ‘Rubescens’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11 华中樱 Cerasus conradinae (Koehne) Yu et Li 湖南株洲 2012 早花

12 崖樱桃 Cerasus scopulorum (Koehne)  Yu et Li 湖南株洲 2012 早花

13 小彼岸樱 Cerasus subhirtella (Miq..) Masam.& S.Suzuki 上海青浦 2012 早花

14 越之彼岸樱 Cerasus spachiana Lavallee ex E.Otto var koshiensis (Koidz.) H.Ohba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15 大叶早樱 Cerasus subhirtella - 园存 中花

16 寒关大岛樱 Cerasus speciosa‘Kanzaki-ohshima’ - 园存 中花

17 神代曙樱 Cerasus spachiana‘Jindai-akebono’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18 阳春樱 Cerasus‘Yoshun’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19 美国樱 Cerasus × yedoensis‘America’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20 染井吉野樱 Cerasus × yyedoensis‘Somei-yoshino’ 青岛 2012 中花

21 三岛富士樱 Cerasus jamasakura‘Mishima-fujimizakura’ 上海青浦 2013 中花

22 白妙樱 Cerasus serrulata‘Sirotae’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23 小松乙女樱 Cerasus spachiana‘Komatsu-otome’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24 大岛樱 Cerasus speciosa  (Koidzumi)H.Ohba 上海青浦 2012 中花

25 旗重大岛樱 Cerasus speciosa‘Hatagasane-ohshima’ 园存 中花

中樱等8个为国内种，河津樱、美国樱等17个为国外引进品

种。

1.2 种植区域概况

上海地处东经120°52′至122°12′，北纬30°40′至

31°53′之间，平均海拔4m；年均日照时间2000hr左右，年均

降雨量1200mm，年降水日数131天左右；年无霜期约230天；

年平均气温16℃左右，极端最高温40.8℃(2013年8月7日)，极

端最低气温-12.1℃(1893年1月19日）；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气

候，雨热同期，日照充分，雨量充沛；适宜多数植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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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植物生长，上海地区存在一些不利因子，如夏季

常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如2013年6～9月间，上海日最高气温

≥35.0℃的天数累计达47天；梅雨、台风等形成涝灾对不耐水

湿的樱花生长极为不利；上海土壤主要由长江淤泥冲积形

成，以中性偏碱为主，易板结、偏盐碱化，也对樱属植物生

长造成不良影响。

1.3 研究方法1.3.1 物候及性状调查

选择移栽2年以上的植株为研究对象，观察、记录各品

种的花期、新梢生长等物候，以及夏季高温、梅雨季节等生

长反映和病虫发生情况。 

1.3.2 筛选评价方法

根据对游客观赏性喜好的调查，结合专家分析评价，

确定樱属植物筛选体系及各评价准则评分标准（见表2和

表3）。

表2 优良观赏樱属植物的综合评价体系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excellent ornamental Cerasu

目标层A 筛选优良观赏樱属植物

准则层B
适应性B1 观赏性B2 可育性B3

0.42 0.42 0.16

准则层C

耐
热
性
C1

耐
湿
性
C2

病
虫
抗
性
C3

花

色
C4

花

相
C5

花

量
C6

花

径
C7

特

质
C8

繁
育
力
C9

0.21 0.14 0.07 0.13 0.11 0.09 0.05 0.05 0.16

方案层D 待评价目标

表3  观赏樱属评价准则及评分标准

Table 3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scoring criteria for ornamental  Cerasus

评价准则
评分分值

100-80 80-60 ＜60

耐热性 植株生长健康，无受害现象
一般浇水等措施下，无明显受害

现象
抗旱措施下，仍有枝干枯死

或植株死亡

耐湿性 植株生长健康，无受害现象 经过地形等技术处理，基本无受害 落叶、烂根、死亡

病虫抗性 无病虫或偶发病虫，不影响生长势
1～2种主要病虫害，经防治，可

正常生长
病虫害难以控制，生长差，

受害，至死亡

花色 花色鲜亮，愉快 花色较明亮 较暗，令人不快

花相 先花后叶，或花叶同放时，基本见花不见叶 花叶同放，花的观赏性较强 花的观赏性较差，或被叶片遮掩

花量 花密集，分布均匀 花较密集 花量少

花径 花径大，花瓣紧密 花较大 花朵小

特质 有叶、枝等2种以上较好的其他观赏性， 有1种其他特色观赏性 无其他观赏性

繁育力 播种、嫁接等繁育容易 有一种简便快速的繁育方法 繁育系数低，成活率低

通过对各樱花品种的开花特性、适应性及抗病虫等

性状观察记录，以及各品种嫁接、扦插等繁育特性研究，

按同类花期进行比较评价，通过筛选体系评分得到各品种

综合评分值。根据分值的分布情况，划分为4个等级：Ⅰ级

（≥90）；Ⅱ级（90～80）；Ⅲ级（80～70）；Ⅳ级（≤70）。其中，

Ⅰ级评价标准适应性强、观赏性好，繁育简便，为主栽品

种；Ⅱ级评价标准适应性、观赏性较好，可搭配栽植；Ⅲ级

标准为各性状表现一般，可应用；Ⅳ级标准则主要为观赏性

或适应性较差，不宜应用。

2 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25个樱花种（品种）的观赏性、适应性等综合

评价，筛选出Ⅰ级标准的早中花樱花品种10个，其中，早花

品种有钟花樱、河津樱、大寒樱等5个；中花品种有美国樱、

表4 优良樱花的主要性状及观赏性调查（达到Ⅰ级标准）

Table 4 Investigation on main characters of good ornamental Cerasus (Reach the standardⅠ)

序号 名称 主要性状及观赏特性 花期

1 寒樱 乔木，单瓣，淡红色，先花后叶 早花，2月下旬至3上月旬

2 钟花樱 乔木，单瓣，紫、红、淡红等，先花后叶 早花，2月下旬至3月中旬

3 河津樱 乔木，单瓣，淡红紫，先花后叶 早花，2月下旬至3月中旬

4 大寒樱 乔木，单瓣，淡红，先花后叶 早花，3月上旬至下旬

5 崖樱桃 乔木，单瓣，淡红色，先花后叶 早花，3月上旬至下旬

6 ‘越之彼岸’樱 乔木，单瓣，淡红，先花后叶 中花，3月中下旬

7 ‘神代曙’樱 乔木，单瓣，淡红，先花后叶 中花，3月下旬至4月初

8 ‘阳春’樱 乔木，单瓣，淡红，先花后叶 中花，3月下旬至4月初

9 ‘美国’樱 乔木，单瓣，淡红，先花后叶 中花，3月下旬至4月初

10 ‘染井吉野’樱 乔木，单瓣，粉白，先花后叶 中花，3月下旬至4月初

‘染井吉野’樱等5个。达到Ⅱ级标准的樱花品种12个，达到

Ⅳ级标准，不宜应用的樱花品种3个。

筛选的钟花樱、美国樱等10个早中花樱属的主要性状

见表4，适应性、观赏性等评分及加权综合评分见表5。

2.1 花期

10个樱花品种的花期可相互搭接，延续樱花观赏期。

5个早花品种中，寒樱花期最早，一般为2月下旬始花，最佳

观赏期为3月上旬；钟花樱、河津樱始花一般在2月末，最佳

观赏期为3月10日左右；大寒樱、崖樱桃始花期在河津樱之

后，最佳观赏期一般在3月20日左右，可与中花品种（‘越之

彼岸’樱）形成搭接；中花期品种‘越之彼岸’樱花期较早，3

月中旬始花，3月下旬盛花；其后是‘神代曙’樱、‘阳春’樱、

‘美国’樱和‘染井吉野’樱，盛花期一般为3月末至4月初，

因气温升高，花期持续时间一般10天左右，较寒樱等早花品

种花期明显缩短。通过上述品种组合，可使樱花观赏期从

早春的二月下旬延续到4月初，持续时间可达一个月以上。

2.2 适应性

一般正确栽培养护措施下，10个樱花品种均能适应上

海的气候等生态条件。其中，大寒樱的新梢萌发健壮、叶片

宽大，相对耐热、耐湿等适应性最强；‘染井吉野’樱的耐

湿、热性相对较差；钟花樱、‘神代曙’樱、‘阳春’樱等未见

天牛等危害，抗虫性较强，而‘染井吉野’樱等易被天牛等

害虫危害。有资料显示大寒樱、河津樱等为钟花樱的杂交品

种，观察结果表明，钟花樱、大寒樱、河津樱等早花品种长

势强，未见天牛危害，抗病虫性相对较强；‘染井吉野’樱等

日本品种对天牛抗性相对较差。

2.3 观赏性

10个品种均为单瓣品种，其中，钟花樱的花色较艳丽，

以红色为主，河津樱、大寒樱的花色为桃红色，大寒樱末花

期，花瓣中心红色变深，更加独特美丽，美国樱、‘染井吉

野’樱等初开为粉红或淡红，为樱花传统的观赏色；10个品

种均为花先叶开放，盛开时，基本只见花不见叶，花的品相

均为优良；花序花量最多为崖樱桃，为5～7朵/序，其次为美

国樱、‘染井吉野’樱，钟花樱、寒樱、河津樱较少，一般为

2～4朵，但由于花枝多，整体花量均很大；花径较大为美国

樱、钟花樱等，一般≥3cm，花径最小为崖樱桃，一般2cm左

右；寒樱、钟花樱、河津樱等坐果率较高，果成熟为红色，

‘染井吉野’樱果熟时为黑色，可观赏；‘染井吉野’樱叶片

冬季落叶前为红色，河津樱为金黄色，可观叶。

上述品种均为乔木，其中，寒樱生长较缓慢，树形较

小，其他生长较旺盛，树形高大，可孤植或片植，或用作行

道树栽植等多种绿化方式。

2.4 繁育能力

早中花的樱属植物，结实率一般较高。有研究报道，经

过层积或低温冷藏处理，播种繁育可获得较高的成苗率。

本研究通过用毛樱桃做嫁接砧木，进行了10个优良品种的

早春嫁接繁育，结果表明，3月初早春嫁接，崖樱桃、‘神

代曙’樱成活率高达100%，美国樱的嫁接成活率最低为

66.67%，其他品种嫁接成活率可达80%左右，比较容易繁育

推广。

2.5 综合评价

表5综合评分结果，10个优良品种中得分最高为钟花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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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的93分，最低为寒樱的90.65分，其他品种得分高低

依次为大寒樱（图2）、崖樱桃、‘神代曙’樱（图3）、‘美国’

樱（图4）、‘染井吉野’樱、河津樱、‘阳春’樱、‘越之彼岸’

樱。研究表明，钟花樱花色艳丽、花朵密集、繁育性较好，为

综合性状最优的早花品种；中花品种中得分最高为‘神代

曙’樱，但仅比得分次低的美国樱、‘染井吉野’樱高0.2分，

差异不明显，其中‘染井吉野’樱在国内非常普及，而‘神代

曙’樱，美国樱等综合性状与‘染井吉野’樱相当，值得大力

推广；其他品种也有较好的观赏性和适应性，均有较高的

推广价值。

2.6 其他

达到Ⅱ级标准的有尾叶樱、华中樱、‘小松乙女’樱、‘白

妙’樱等12个品种，也具备了一定的观赏性和适应性，花期各

有早晚，可与主栽品种搭配栽植，增加观赏的多样性，进一步

表5 优良樱花的筛选综合评分

Table 5  Screening composite score of  good ornamental Cerasus

名称
耐
热
性

耐
湿
性

病
虫
抗
性

花

色

花

相

花

量

花

径

特

质

繁
育
力

加
权
分

（100）

寒樱 18.90 12.10 6.30 11.70 10.00 8.50 4.25 4.50 14.40 90.65

钟花樱 19.10 12.80 6.50 12.20 10.40 8.50 4.60 4.50 14.40 93.00

河津樱 18.90 12.60 6.30 12.00 10.00 8.20 4.50 4.60 15.00 92.10

大寒樱 19.50 12.60 6.30 12.10 10.20 8.30 4.50 4.30 15.00 92.80

崖樱桃 18.90 12.80 6.30 12.00 10.30 8.40 4.30 4.30 15.20 92.50

‘越之彼岸’樱 18.90 12.60 6.30 12.00 10.00 8.10 4.20 4.20 14.50 90.80

‘神代曙’樱 19.10 12.80 6.50 12.10 10.00 8.00 4.50 4.20 15.20 92.40

‘阳春’樱 19.00 12.60 6.50 12.10 10.10 7.80 4.30 4.00 14.80 91.20

‘美国’樱 18.80 12.50 6.30 12.20 10.60 8.50 4.60 4.50 14.20 92.20

‘染井吉野’樱 18.50 12.40 6.00 12.20 10.50 8.80 4.50 4.80 14.50 92.20

填补观赏空档期。此外，三岛富士樱、大岛樱等3个评价为Ⅳ

级，因花与叶同放或晚于叶开放，观赏性欠佳，不宜应用。

3 结论与讨论

樱花花期短，常因气候变化导致花期难测，给人们赏樱

带来了极大不便。对25个早中花樱属品种的筛选研究表明，

筛选的钟花樱、美国樱等10个优良早中花品种，可通过组合

栽培应用，使樱花观赏期得到延续，即从早春2月下旬持续

到4月初；同时，不同品种的樱花花色、花型等观赏性各具特

色，能进一步美化春季樱花景观，增加观赏的多样性，满足

人们不同的欣赏要求。

由于条件限制，中国还有许多优良的野生樱属资源，各

地也有一些引进的樱花品种，没有得到及时观察，这有待今

后进一步研究以丰富优良樱属品种库；部分优良樱花的繁

殖技术也有待深入研究，以便通过快速繁育，加快优良早

中期樱花品种的应用推广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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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科研人员
参加林业新品种保护培训

■ 文·图 / 容容   

2016年11月9日至10日，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本次培训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发展中心举办，上海植物园

科研中心派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欧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主席马丁先生（Mr. Martin Ekvad）、欧盟新品种质量审定专家（Mr. Gerhard 

Schuon）、国家林业局新品种保护处处长、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等专家，围绕新品种的国内外保护现状以及中国林业新品

种审批和执法展开培训，具体包括以下专题：如欧盟植物新品种发展情况和DUS测试技术、中国植物新品种权司法保护进展

与案例、中国林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与现状、林业植物新品种执法与审批、实在性派生品种的说明与分析、品种权申请文

上海植物园参加2016中国植物园联盟园林园艺
与景观建设培训班

■ 文·图 / BYK

2016年10月24日至11月6日，由中国植物园联盟委托昆明植物园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承办了2016中国植物园联盟园林园

艺与景观建设培训班,上海植物园派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本期培训旨在通过植物园间的交流学习，提高中国植物园园林园艺与景观建设水平。此期培训是中国植物园联盟举办

的第四期园艺景观建设培训，与往期相比，首次增加丽江高山植物园（往期为昆明植物园和版纳植物园）作为授课实习地，

让学员了解了高山气候下的植被类型、生长环境及在此类环境下如何进行植物栽培和养护等内容。通过课堂讲解、讲座、园

区实践和小组讨论汇报相结合，操作和互动结合的培训方式，开展了18个专题的交流学习，学员们都大大开阔了眼界，受益

匪浅。在首站昆明植物园，课程涉及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规、植物园植物常见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治、播种与扦插、重要植物

类群有效迁地保护和知识传播为目标的园区植物配置与展示、植物与昆虫相互作用关系、观赏植物自然杂交与园林园艺利用

等7个专题，为期5天；第二个实习基地——丽江植物园，课程包括木本植物的修剪与整形、植物种植技术与植物管护3个专

题，为期4天。值得一提的

是，在种植实践课程中学员

们为丽江高山植物园种下

了132棵树，助力植物园建

设的同时，也为此次培训留

下了美好的纪念；在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的课程中主

要包括植物园园林管理如

何支撑科研与物种保存、

植物科学信息记录与管理、

园林工具、机械发展现状、

种植资源收集与采集、专类

园管理与景观提升等8个专

题，为期4天。 

通过此次培训，上海

植物园的学员感觉收获颇

多，不论在景观营造和园艺

技术方面等都大大开拓了

眼界，增加了知识积累。此

外，本次培训中学员通过和

其他植物园的老师及学员

们交流探讨各自实际工作

中碰到的问题，为以后更好

地开展自己园区的工作提供

了参考。

件填写和常见错误等。参加此次培训的人员共约100

人，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

上海植物园目前获得国家林业局授权植物新品

种共计25件，申请林业植物新品种12件，并顺利通过

了国家林业局第三批全国林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验

收。上海植物园已初步形成了以城市新优观赏植物

种质资源创新为特色的技术体系，包括一系列植物

新品种和相关园艺专利，目前正逐步整合行业资源，

搭建产学研用一体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

务平台，凸显上海城市生态建设的最新科技成果和

科技支撑能力。

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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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
参加第二届国际LED光源与植物照明技术论坛

上海植物园
赴兰州参加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

■ 文·图 /  郭卫珍 ■ 文·图 /  冷寒冰

2016年10月20日，由上海市生态文化协会、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国际LED光源与

植物照明技术论坛”在华亭宾馆隆重开幕。来自国内外景观照明领域的管理者、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围绕“LED光源与植物照

明技术”展开研讨交流。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论坛由上海市生态文化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郭骅、上海照明学会副理事长王小明主持，杭州钱江新城管委会副主任章云

泉作特邀报告，欧司朗光电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市场高级经理吴森、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

凯君、上海辰山植物园园艺部部长杨庆华等8人作主旨演讲，分别就国内外LED光源应用于植物景观照明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进行了展示，并通过国内外相关案例的比较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交流探索，思考LED灯光技术在植物景观照明实践中如何

进一步加以应用。

植物照明是近年来兴起的有效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手段，是契合五大发展理念的

一项具体实践。素有‘远东不夜城’的上海在植物配植及景观灯应用方面都极具特色和优势，对它的研究和探索，于上海城

2016年8月26日，第十五届中国生态学大会在甘肃兰州召开，上海植物园相关分管领

导及科研人员前往交流学习。此次大会由中国生态学学会主办，兰州大学承办。大会主

题为“创新生态科学，建设美丽中国”。会议包括特邀专家报告、分会专题报告、学术墙

报、第七届中国生态文明腊子口论坛、全国生态学研究生论坛等。同时举办与生态学相

关的科研仪器、设备、软件、文献出版和生态产品展示活动。

开幕式上特邀生态学学会理事长刘世荣做精彩的演讲，他阐述了学会在学科建

设、学术能力提升、社会服务推进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随后，兰州大学校长王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学部处长于振良、甘肃省科协副主席张炯也分别介绍了兰州大

学生态学学科概况和地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未来生态领域的资助力度和方向、甘

肃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生态理念等。开幕式后，大会邀请了葛剑平教授、

俞孔坚教授、朱永官研究员和闵庆文研究员做专题讲演，分别从中国东北虎豹生物多样

性监测、生态关系与美丽中国的“深邃”之形、土壤微生物生态学研究进展与思考和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使聆听者受益匪浅。

专题报告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大会共设立了28个分会场，聚焦当下热门生态话

题，研究范围也极其广泛。从大尺度的全球变化与生物入侵、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管理

到微观的植物适应环境的生理生态学与分子生态学，从农业生态、城市生态到湖泊生

态、湿地生态等各个领域，每一份研究都在探索能够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方式方法。

市的建设和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海

植物园自2012年以来一直从事景观灯与植物互作

机理的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次会议为上

海植物园进一步推进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景

观灯后效应’产生机理及其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

响”以及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的项目“不同光质

的景观灯对山茶光适应性的影响”的开展，并为其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植物照

明研究理论，提升城市绿地整体形象，为优化植物

照明效果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撑。

上海植物园从事景观灯与植物研究试验现场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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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召开科技创新讨论会

■ 文·图 / 高燕

2016年6月29日下午，上海植物园组织全体科技人员在植物大楼二楼教室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共同讨论上海植物园科技

创新工作的发展方向。本次大会由上海植物园总工程师秦俊主持。

会议开始，秦俊总工就国家最新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了简要叙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九大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本次科技创新大会，也

旨在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群策群力，为上海植物园的科技创新工作提出建议。

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科研中心副主任赵广琦从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和结果创新三个方面，结合上海

植物园近些年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草本、花灌木等观赏植物的引种与筛选，以及功能性植物资源收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温

室中心主任刘永强从园艺应用和生态应用出发，建议科研工作应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加强成果在景观上的应用，并为市民多

提供一些家庭养花方面的服务。园艺科科长胡真希望加大上海植物园与外部的跨界合作，拓展思维，碰撞更多的思维“火

花”。基建科科长赵长虹对比国内外先进科普基地的情况，指出上海植物园在科普工作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后，与会

的其他科技工作者也纷纷对科技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植物园副园长毕庆泗从“人才管理”“自我提升”“团队合作”“结合单位核心目标”和“心胸宽广”五个方面提出了

科技创新工作的要求。副园长沈帅从“科技创新要和国家要求结合，也要依据上海特色” “科技展示导向，面向家庭，面向

社会”和“借助外企业的实力，对已有成果进行包装宣传”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未来上海植物园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方向。

园长奉树成在肯定大家意见的同时，也提出了希望，他鼓励大家在科技创新的热潮中做“能干、能说、能写”的“三能”人才。

书记郑生全希望大家要脚踏实地、做有抱负的实干之人。

本次科技创新大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家都坚信：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上海植物园全体科技

人员将在未来的科技创新热潮中锐意进取，用实际行动为上海植物园创造更多的科技价值。

“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联盟”正式启动成立

■ 文·图 / 赵广琦 黄梅

2016年7月5日下午，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科技信息处钱杰

处长、戴咏梅副处长和张亚利助理冒着高温来到上海植物

园，就成立“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联盟”一事召开座谈

会。上海植物园奉树成园长、沈帅副园长、秦俊总工携科研中

心和园艺科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上，钱处长首先就目前上海

科创中心在市绿化市容局的落地问题进行了形势分析，并就

我园的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中心目前的运行

状况、存在问题和必须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问询。奉园长、沈园

长、秦总工分别就上海植物园定位、科研动向、社会责任和科

研机制进行了汇报和交流。科研中心和园艺科负责同志分别

就目前承担的科研任务、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了交流，特别是

提出了科研成果转化存在的一些问题。

会上，钱处长宣布了市绿化市容局的决定，以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中心为载体，由上海植物园牵头，联

合行业内科研院所，并整合相关企业成立“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联盟”。该联盟将使科研单位、企业和应用推广单位

三方得利，形成共赢局面。科信处将建立良种推广目录，通过联盟每年推广一定数量的优良品种。

奉园长表示，科技创新利国利民，上海植物园愿意拿出所有资源与社会共享，希望打破行业垄断和自我封闭局面，尽快

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并希望联盟尽快成立。接下来，上海植物园将陆续完成联盟章程、组织构架、运作机制和实施方

案等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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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农夫 科普新品牌

■ 文  / 朱筱靓  图  / IPYG

2016年，上海植物园在科普品牌塑造的进程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即与

霏霖公益合作，试水“都市小农夫”科普活动，以城市孩子的“自然缺失

症”为切入点，与学校自然教育课相结合，让孩子们体验不同以往的田园生

活，在耕种、学习中亲近自然、茁壮成长。在活动开展前期，主办方针对如

何有效开展科普活动、如何塑造科普品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

成功申报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局团委的“青年调研课题”项目。在活动开

展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开拓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招募对象针对为中小学生，内容设置贴合校园课业

活动开展之初，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紧抓植物科普的主要对象——

中小学生。因为，从学生阶段起培养对自然的亲近感，能很好地激发人们自

主参与的热情，能较为明显地提升科普效果。而在内容方面则选择了较为

贴合校园课业的内容，围绕目前中小学愈发重视的自然课（科学课），以现

场的田园种植体验为课程内容的落地实践，充分争取学校和家长的支持，

也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

（2）活动安排分为多个周末，活动时间进行合理控制

活动时间的安排也让主办方费尽心思，单次的活动无法达成长远效果，而过于频繁的活动则容易与参与者的课业安排

冲突，不利于活动有序开展。因此，在经过多方讨论后，在配合植物生长周期的前提下，将活动内容分为5个周末，以6个小主题

活动进行串联，尽可能保证参与者的出席率和活动兴致。每场活动也基本保持在总时长半天左右，讲座时长30分钟以内，每场

讲座之间增加丰富有趣的实践活动和种植体验，最大化激发孩子们的求知热情，区别于日常授课的模式，合理调配教学。

（3）亲手实践田园种植

内容配合科普教学植物科普活动，科普只是目的之一，最终目标还是引导孩子们走近自然、爱上自然，因此，活动主要

场所也在自然环境之中。在上海植物园4号门区域开辟出的“都市菜园”，按期规划进行植物种植。植物种类也以生长周期较

短的品种为主，孩子们拿起种植工具，将一颗颗种子播撒下去，就像科普人员在孩子们的心间播下绿色的种子一样，用植物

趣闻灌溉，用科普知识施肥，然后静待它的成长。种植实践与科普教学

有机结合，实践中学、学以致用，十分有效地向孩子们传递着植物知识

与环保理念。

（4）团建活动凝聚集体力量，自然体验提升用户粘性

除了科普讲座与种植体验外，为了增强孩子们对活动的向往（也就

是参与者的用户粘性），活动过程中增加了团队建设内容，以4支小队分

别完成各自任务，并以相同的总目标开展劳动的形式，让孩子们产生集

体荣誉感，并结下深厚的友谊。通过团建活动凝聚集体力量，集体凝聚

力聚拢孩子们的关注点，孩子们完成从要求参加到主动参与的心态转

变，有效提升了用户粘性。

随着项目的持续调研，活动的思路与脉络愈加清晰，活动逐渐成

型，先后5次、共计6场的活动也让我们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探索、

不停思考更好的模式。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推进以点带面式的

理念传递，让活动的体验者转变为活动的推广者，并计划在将来的活

动中简化外部设施需求，在各级中小学校园内进行有效地普及推广，打

造上海植物园另一张科普名片！

触摸植物

触摸植物

也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我们的菜园

有机结合，实践中学、学以致用，十分有效地向孩子们传递着植物知识

与环保理念。

蔬果采摘

型，先后5次、共计6场的活动也让我们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型，先后5次、共计6场的活动也让我们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不断探索、

不停思考更好的模式。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开展，推进以点带面式的

菜园除草

活动合影

葫芦藤

划定地盘

颁发证书和书籍

种植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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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从2009年起开始科普志愿者培训，与上海野鸟会等单位合作培养“自然导

赏员”，为上海地区输送自然教育人才。2016年起，上海植物园尝试独立培养“科普讲解志愿

者”。这几年来，随着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同年龄层次、文化水平和从事不同职业的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植物园的志愿者工作中来，上海植物园的科普志愿者队伍不断壮

大，除了讲解类志愿者外，也从社会人员和大学生中招募了摄影摄像志愿者、科普活动报道志

愿者、现场管理维护志愿者等。这些志愿者一起参与到上海植物园的各类展览活动中，承担了

科普讲解、摄影摄像、活动报道、现场维护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植物园科普活动的开展。

志愿者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志愿者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工作环节。经过这几年的志愿者管

理实践，以及与其他植物园、博物馆等机构的交流学习，上海植物园初步建立了志愿者管理体

系。其基本程序由招募、培训、上岗三个阶段所组成。完善的科普志愿者管理体系，能确保志

愿者的招聘质量相对稳定，同时使植物园的志愿者具备了较高的服务水平，进而使志愿者工作

稳健发展。下面将以科普讲解志愿者为例，介绍上海植物园的科普志愿者管理体系。

第一阶段：面向社会招募，严格考核报名市民

上海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志愿者既有本园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由于志

愿者各自的人际网络，也无形中扩大了上海植物园的社会影响力，因此面向社会各阶层招募志

愿者，已成为植物园吸纳志愿者的主要方向。对于个人，招募信息可在公共媒体和自媒体平台

上发布，也可在游客中心等区域常年或阶段地投放报名表，供参观者任意取阅，选择报名。对

于团队，可主动到学校或单位团委等相关部门，向其提出招募要求，完成招募填表报名工作。

打造科普志愿者管理体系
          规范服务广大市民游客

■ 文  / 赵莺莺   图  / 资料图

2016年年初，“科普讲解志愿者”招募启动，在各大媒体上发布了招募信息，共收到135件社会人员的报名表。

笔试和面试是综合性考察报名者是否具备作为志愿者基本条件的关键步骤。科普讲解员的岗位区别与其他工种，它对志

愿者的专业基础、外部形象、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普通话水平、性格气质等方面都应有所要求，而报名表上填写的

内容，是无法全面反映上述内容的。因此，在招募中一般会安排笔试和面试环节，对报名的志愿者进行测试，并筛选出入围下

一阶段培训的人员。经过严格的考核，2016年“科普讲解志愿者”招募中最终共有22位志愿者入围培训。

第二阶段：接受专业培训，全面学习讲解技能

抓好志愿者的专业培训，是提高志愿者科普讲解工作质量的基础。一个优秀的志愿讲解员，应具有与岗位相关的专业理

论知识和自我学习、提高的能力。2016年“科普讲解志愿者”的培训包括以下内容：（1）必修课：①基本科学素养：物理、化学、

地理等；②生物专项素养：细胞学、分子与遗传、生物化学基础、植物形态、植物分类、生态学基础等；③语言与实践：语言基

础、讲解词写作、园内讲解实践等。（2）选修课：包括知识与应用扩展内容，如信息学、仿生学、现代农业技术、当代环境问题

等。而针对2016上海（国际）花展、上海植物园秋季花展、2016年夏季的“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等展览活动，上海植

物园还开展了志愿者专题培训。通过这些课程培训，志愿者已具备科普讲解员的基本技能。

志愿者工作的管理者，应以理论授课和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加以引导，并把握培训方向，充分激发志愿者的自学能力，切

实抓好培训工作。在理论授课中，请相关专业人员为参加培训的志愿者授课，选择知识重点、要点进行入门培训，并提供相关

书目和学习资料，便于其深入学习。在实地参观中，请优秀的志愿讲解员带领参观，了解如何开展植物园讲解；结合授课内容，

加深对抽象理论知识的认知。

除社会志愿者外，植物园有时也招募本园职工作为科普讲解员。因科普讲解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同岗位的讲解内

容各不相同，除非该职工本身就是讲解员，一般在上岗前仍需进行专业培训。如在“暗访夜精灵”活动开始前，来自植物园各

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需接受专题培训后才上岗服务。

第三阶段：按需上岗讲解，不断学习服务游客

上海植物园的科普讲解志愿者一般在春秋季花展、大型科普活动中上岗。上岗时，要求志愿者必须佩带志愿者挂牌并穿

着志愿者马甲，以告知游客其身份，表示对游客的尊重，同时也是志愿者规范服务和扩大影响的需要。服务结束，需在上岗统

计表上填写并签字确认当日的工作情况。植物园一般为上岗的志愿者提供午餐（或晚餐，视上岗时间而定）和交通补贴。

对于上岗后的志愿者，带队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领队必须全程关注，现场指导。虽然他们已通过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但作

为讲解员，还会面对如何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怎样从容面对各种类型的观众等问题。上海植物园始终提倡志愿者在讲解

员的岗位上“终身”学习的精神，志愿者们应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完善讲解技能，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

在“志愿者权利和义务”中明文规定志愿者全年需完成的工作时间。年末在考核志愿者的个人工作时，工作时间将作为

重要的考核指标，决定该志愿者是否能继续

保留下一年的志愿者资格。当然，志愿者根据

个人因素，也可考虑自己下一年是否继续参加

志愿者工作。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上海市科普教

育基地，上海植物园的科普工作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科普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科普志愿者

管理体系是上海植物园“彩虹心桥”志愿者服

务基地工作的一部分。上海植物园志愿者工作

的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游客为本”的理

念，拓展了志愿者的服务空间，突显出深远的

社会意义。

科普讲解志愿者实地培训 科普讲解志愿者的魅力

科普志愿者积极参加“暗访夜精灵”带队讲解



科普乐园 科普活动

56

2016.3-4 科普乐园

57

科普活动
2016.3-4

2016年共举办了26场夜游活动，其中包括19场园内经典版、1场七夕情人节版、6场社区体验版，约2 500人次参加，创历年

活动参与人数新高。夜游活动让参与者认识到一个不同于白天的植物园或花园，感受到都市中的野趣。

创新一：全户外自然体验 游客量成倍增长

2016年，我们将“暗访夜精灵”活动全部在室外举办，趣味讲座结束后分批开展自然游戏和自然观察活动，全程设有花

精灵、水精灵、光精灵、树精灵、灯诱夜精灵5个特色定点讲解岗位。分批开展活动既能保证游客体验，又不破坏环境资源，同

时增加游客量。全程的户外体验让大家不走重复线路，步行较远的线路还有电瓶车短驳。新的路线及游园方式点燃了游客

们的探索精神，2016年参与活动人数较去年成倍增长，创有史以来活动参与人数新高。

创新二：夜游活动进社区 家门口感受自然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进自然、亲近自然、领略自然之美，我们将2016年“暗访夜精灵”的活动地点搬到了黄浦区、静安

区、徐汇区、浦东新区的6个街道社区、单位中，成为上海首家走进社区花园的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社区版夜游通过各个社区

自行组织参与人员，邀请上海植物园导赏员前期踩点，选择合适的场所开展夜游活动，让小朋友不出小区就可以探索都市里

的自然。活动保留了讲座、自然观察等经典环节，各个小区在夜间也展现了别样的魅力，在导赏员的带领下，小朋友认识了小

区夜间的美丽，也推动了自然教育的生活化。

创新三：夜游研讨交流会 沪上公园共谋划

8月24日，上海植物园举办了“2016公园夜游活动研讨交流会”。目前上海举办夜游活动的单位，如上海辰山植物园、上

海动物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上海野生动物园均受邀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交流会以夜间自然观察的启示为主题，对市内

公园开展夜游活动的现状、遇到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会议建立增进联系的平台，起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人员互

相交流、活动方案的复制等作用。各公园希望通过此次会议的契机，探讨夜游活动的特点、各单位间同类活动的差异化，提

供一种园林绿化行业夜公园运营模式。

“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已逐渐成为上海植物园的科普品牌，未来还将增添更多有趣的活动内容、活动设施

……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发现、了解、爱护身边的奇妙世界，让更多的人重新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只有对自然的真正关怀，才能更好地去解决关于自然的问题。

第八季“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的创新

■ 文  / 蔡玉珠   图  / 资料图

上海植物园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植物、昆虫、鸟类和蛙

类等物种丰富。“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依托园内的

动植物资源，以自然观察的方式，由专业知识丰富的自然导赏

员和讲解员们带领着大家，一同探秘上海植物园的美妙夜晚，

让小朋友们亲身体验，看看那些动物们、植物们到了夜间都会

有些什么样的神奇表现，并从探索中了解植物与其他生物在自

然界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2016年是上海植物园第八年开展夜游活动，鉴于去年1.5h

经典场能够增加参与人数，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今年的活动主

推1.5h经典场，分为19∶00场和19∶30场，分批次共接待60组家

庭约120人参加活动。内容包括暗访夜精灵主题讲座、自然游

戏、园区自然观察（带队讲解+定点讲解）、活动总结评奖，由

导赏员带队进行定点讲解。活动对象以在校中小学生为主，以

亲子家庭为单位，每位学生必须有1位家长陪同参与。

暗访夜精灵户外讲座

社区版“暗访夜精灵”

2016公园夜游活动研讨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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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里的加州阳光
——2016年生态宜居城市管理技术研究培训随想

■ 文·图  / 张如瑶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上海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型

时期。如何使城市园林绿化质量进一步提升、城市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循环利用、市容市貌景观不断优

化等方面，受到了各级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关注。在这关键时期，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城市管理和技术

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寻求在城市发展中生态环境恶化等难题的破解之道，对于上海建设生态宜居

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上海市的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水平，2016年11月

9日至22日，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的“生态宜居城市管理技术研究”培训班（第3期），一行

20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赴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进行了相关培训。

培训基本情况

本次培训学校为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 Poly，Pomona），位于洛杉矶东区波莫纳

市。该学校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体系中23所高校之一，承担本次培训任务的延展教育学院以理工、

生物、园林管理课程为主。本次培训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分别为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课堂教学采取

理论学习、研讨交流的方式，现场教学则采取走访调研和实地观摩实践的方式，两种教学形式相结

合，使学员通过学习和比较中美两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总结成功经验和科学有效的

管理模式并学以致用。

课程内容简介

本次培训以城市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污水治理等为切入点，

一是课堂学习城市绿化市容景观管理与技术的有关课程。主要由相

关专业教授进行“城市自然与人文景观-建设与管理”“后巴黎时代

城市森林和岸线景观建设”“美国城市园林景观创新建设”“全球

化视野和创新”“城市光环境与照明应用与管理”“公共与环境艺术

建设”“规划师的地理信息系统”“新常态时代的山林防火与生态修

复”等课程授课。二是现场调研圣地亚哥巴布亚植物园、垃圾分类处

理及污水治理等企业，以了解美国特大型城市发展中生态景观建设

和保护的典型案例。

其中的《全球化视野和创新》课程使笔者印象深刻。随着各国

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经济愈来愈趋向于一体化。要想在全球化中

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人才的吸引。全球化视野人才，就是指具有国际

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

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水平人才。全球化

视野的核心属性是开放性、包容性、独特的时空性。全球化的四个阶

段：本土化、国际化、跨国化、全球化。该课程教授以苹果公司品牌案

例及其他商业经典推广案例，讲述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思考的方

式、提升发展的思路以及扩充能量的途径等内容，从而培养学员以

独特视角解决事情的能力。

圣地亚哥Balboa Park

参访圣地亚哥的Balboa Park无疑是这次紧张而充实的培训行程之

亮点。圣地亚哥Balboa Park位于市区北部，是一座集古老的西班牙建

筑、钟塔、植物园以及艺术品市场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包括15个博

物馆、数个风格各异的花园以及西班牙村艺术中心。

Balboa Park始建于1835年，得名于最早在这里驻扎的西班牙总督

Balboa，公园因两次举办万国博览会而留下了大量展馆，后来将其均

改建为博物馆，于是形成了由航空航天博物、艺术博物馆、汽车博物

馆、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摄影博物馆、提姆金艺术博物馆等

在内的15个博物馆所组成的博物馆群。此外，还有一个mini的“万国

公园”，中国馆也在其中。

Balboa Park是文化胜地更是艺术天堂，建筑物外墙装饰华丽，造

型自由而富有动态，建筑顶部的人物雕塑，层次丰富，墙面、柱头装

饰和雕刻富丽繁复。Balboa Park同时也是一个植物园，园内树木葱郁、

花团锦簇。园内的玫瑰园、始建于1915年的热带植物温室、沙漠花园、

仙人掌花园等与园区富有历史感的建筑相映生辉。

热带温室

与其说这是一个热带温室，不如说这是一个木结构的阴棚。由

于圣地亚哥地处美国西部海岸，属热带沙漠气候，所以降雨量极少，

全年降雨量仅240ml。游客在这里会明显感觉到气候的干燥，气温更

是没有严寒和酷暑之分。夏季，特别是最热的7月份，这里的气温维圣地亚哥Balboa Park建筑 是没有严寒和酷暑之分。夏季，特别是最热的7月份，这里的气温维圣地亚哥Balboa Park

复”等课程授课。二是现场调研圣地亚哥巴布亚植物园、垃圾分类处

理及污水治理等企业，以了解美国特大型城市发展中生态景观建设
圣地亚哥Balboa Park（网络图片）

视野的核心属性是开放性、包容性、独特的时空性。全球化的四个阶

段：本土化、国际化、跨国化、全球化。该课程教授以苹果公司品牌案

例及其他商业经典推广案例，讲述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思考的方

式、提升发展的思路以及扩充能量的途径等内容，从而培养学员以

热带温室凤梨区

亮点。圣地亚哥Balboa Park位于市区北部，是一座集古老的西班牙建

筑、钟塔、植物园以及艺术品市场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包括15个博

物馆、数个风格各异的花园以及西班牙村艺术中心。

热带温室蕨类植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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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22℃左右，而在全年最冷的1月份，也有13℃，所以这

里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温室。这个木砖结构相结合的镂

空建筑，其实是一个可以遮阴的阴棚，里面种植的大多是

喜高温，但又不耐强阳的热带雨林植物。

在这里有热带兰区、蕨类区、凤梨区等几个专类区。

园艺师通过不同的种植方式，将各类植物分别种植在各

区域的种植池内，每个种植池虽然不大，但各有特色，十

分精巧。

沙漠花园

在植物园外围，布置有露天沙漠花园和仙人掌花园。

这里的植物都种植在室外，看似无人管理，但却章法有

度。自然的种植方式，得天独厚的气候，造就了这里“独

木成林”的壮观现象。许多有着老根、老桩的多肉植物，

在这里随处可见，可谓是多肉植物的“天堂”。游客穿梭

在巨型多肉植物之间，对蜿蜒曲折的植株、高大挺拔的树

林连连称叹。

月季花园

Balboa Park除了有极具地方特色的沙漠花园和温室以

外，还拥有一座别具一格的月季花园。各色系、品种的月

季依据欧洲传统的对称式进行种植。这里的月季不仅养

护到位，而且花色齐全，白色、粉色、黄色、紫色等颜色应

有尽有。

美国城市废弃物处置与管理              

培训班还实地考察了朋地冈填埋场（Puente Hill Land� ll）

和废弃物分拣回收工厂和美国洛杉矶郡设

臵卫生特别行政区（Sanitation Districts of Los Angeles 

County）开展城市卫生系统的运营管理。该特别行政区是

根据国家法律设臵的一处公共机构，成立于1923年，服务

区域约850平方英里，涵盖24个独立的特别行政区、78个

城市和郡内的其他领土，服务人口达560万人。卫生区负

责郡辖区内的固废处置和资源化设施、污水收集和处理

设施的运营和管理，共管辖6座垃圾填埋场、2座垃圾回

收中心和11座污水处理厂。其管理宗旨是保护公众健康和

环境，对废水和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

置，使其转化为再生水、能源和可回收材料等。

市政污水处理厂SAN JOSE CREAK污水处理厂

此行还对洛杉矶SAN JOSE CREEK WATER RECLAMATION 

PLANT（再生水厂）市政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厂进行了

现场参观和学习，对水厂的设施布置和运行工艺进行了考

察。该水厂是洛杉矶最大的城市污水厂，位于波莫纳SR60

高速公路北侧，占地39公顷，处理能力达1亿加仑/天，

服务人口达100万。污水处理工艺采用活性污泥法处

理工艺，处理设施包括初沉池、生化池、二沉池、过滤

池和氯气接触池。经过处理达标的水进行再利用，再

利用率高达45%，主要用于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和绿化

的维护和灌溉，还有附近高尔夫球场的绿化维护等。

    

两个星期的培训交流活动安排紧凑，课程内容丰

富，现场教学切合工作实际，所有学员都受益匪浅。

专家们的授课紧紧围绕“生态宜居城市管理技术”主

题，生动活泼的课堂讲演结合大量案例，为学员们带

来了全新的理念和知识。培训时间虽然短暂，但对学

员而言，不仅亲身体验了美国的教学方式，也了解和

学习了发达国家城市对于“生态宜居”这个理念的贯

彻和落实，更感觉到自身肩负的行业责任重担，力争

将所学知识拓展到更广阔的实践工作当中。

这里的植物都种植在室外，看似无人管理，但却章法有

度。自然的种植方式，得天独厚的气候，造就了这里“独

温室龙血树展示区

护到位，而且花色齐全，白色、粉色、黄色、紫色等颜色应

有尽有。

温室热带兰区

城市和郡内的其他领土，服务人口达560万人。卫生区负

责郡辖区内的固废处置和资源化设施、污水收集和处理

设施的运营和管理，共管辖6座垃圾填埋场、2座垃圾回

沙漠花园

察。该水厂是洛杉矶最大的城市污水厂，位于波莫纳SR60月季花园 

月季花园 

洛杉矶SAN JOSE CREEK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再生水厂）市政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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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家庭眼中的“暗访夜精灵”

■ 文·图  / 张如瑶

 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自2009年夏季首次推出，开启了国内植物园夜游的先河。截止2016年，“暗

访夜精灵”活动已连续举办了8年，深受市民的欢迎，是上海植物园科普活动中的品牌项目。

“暗访夜精灵”项目依托上海植物园内的动植物资源，以自然观察的方式，让活动参与者在寻找夜间开花或睡眠的植

物、昆虫、蛙类、鸟类、刺猬等小动物的过程中，认识一个不同于白天的植物园，也感受到都市的野趣。目前，项目招募对象为

6至12岁孩子的亲子家庭。 

“暗访夜精灵”每年夏天一经推出，名额迅速被秒杀、场场爆满、频现一票难求的景象。可是，除了知道夜游活动深受

欢迎外，我们对参与家庭能从夜间自然观察活动中带走什么， 他们对活动的看法都是不甚了解。为此，在2016年夏天，我们

进行了“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的推广成效分析，尝试从活动参与家庭视角探讨如下问题：1. 活动参与家庭对“暗

访夜精灵”活动的满意度；2. 调查活动参与家庭的环境知识、态度、行为意向；3. 活动中，有哪些闪光片断，给参与家庭留下

深刻印象。 

这项研究以2016年7月“暗访夜精灵”活动参与家庭为研究对象。在活动结束后，参与家庭将收到网上问卷邀请，自由选

择填答，以评估此活动的立即效果。

然而在情意部分，虽然参加活动引发了参与者对大自然的感情，但对比参与者的环境无力感，即“在维持萤火虫栖息环

境上，没有责任”和“不管个人如何努力，环境仍在恶化”两道反向题，发现参与者喜爱这类型活动体验，但对于环境的维护

和未来的预期是无力的。 

参与家庭认为的活动闪光片段 

从“请问本次活动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一问的回答来看，萤火虫是当之无愧的夜游明星。在参与者眼中，夜

赏萤火虫如此之美，“在黑夜看到萤火虫飞舞，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很美”。“萤火虫，第一次看到，内心很震撼，如此美丽的

小精灵，激发我们要爱护环境的使命，让各种小生命可以自由自在的和人类永远相处下去”。城市中萤火虫难得一见，更凸显

环境保护的迫切性“以前田野常见的萤火虫，在城市里居然是稀有物种，更感觉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有位参与者还分享了很长一段充满画面感的文字，令人动容：“带着孩子漫步在丛林的街道上，四处无灯光，一切本自

然。此时远处半空中星星点点闪烁着一只只小萤火虫，轻盈的慢悠悠的向我们飞来，友好地停留在孩子的发梢上。周围的孩

子们惊奇地看着，没有一个人去触碰它。有一个孩子对着萤火虫轻轻吹气，虫儿再次飞翔，隐没在丛林中。 这是人与于自然

最美丽的互动，相互友好，相互尊重。虽然过程短暂，却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音符”。在那一刻，自然与人和谐共处。 

此外，“神树”上的昆虫，金蝉脱壳、青蛙、飞蛾扑火等也令参与者记忆犹新。一株受伤的老榆树，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昆虫

驻扎，真是当之无愧的“神树”。“‘神树’上这些昆虫相互依存，组成了复杂的生物链，为我们认识自然界的生物链提供了很

直观的观察对象。”对于城市里的小孩来说，哪怕只看到一只小动物也会非常兴奋，如“小盆友回来说这是她整晚印象最深

刻的事，看到了独角仙！老师（注：带队讲解员）还帮我们找到了一只萤火虫”；“第一次看到刚退去了壳的蝉，挂在树上晾晒

翅膀，觉得很有意思”；“看到了小螃蟹和小龙虾，觉得它们很可爱”。讲解员也时不时受到参与者的褒奖，如“是工作人员的

认真责任和耐心讲解，激发了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参与者而言，植物园的夜游活动提供了别样的体验，丰富的物种，

生动的讲解，激发对自然的热爱。 

夜间自然观察活动推广建议

本研究发现，“暗访夜精灵”活动深受参与者喜爱，活动满意度高，并认为这项活动带给参与者非同寻常的自然体验，

对萤火虫的印象尤为深刻。在环境教育成效方面，虽然活动参与者认同保护环境，但对环境保护充满无力感。 

夜游活动容易因为讲解员解说能力的参差不齐，产生不同效果，在分场次、分组进行活动时尤为明显。建议在活动前将

讲解员的培训标准化，并加强实地训练，降低因讲解员素质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

参与活动家庭的孩子年龄跨度大。在活动中，存在孩子年龄小于6岁或大于13岁也参与活动的情况，有时每组成人数量

远超孩子数量，影响了活动的整体效果。建议日后活动中按孩子年龄分组，并限制每组人数，以提升活动体验感。

目前活动的讲解内容偏重于单个物种信息，比如：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建议重新调配解说内容，给予更详细且完整

的知识，例如：它们的生存状态？城市环境对它们的不利影响？加强参与者的自然连结性，才能激发起环境感知。

期待让参与者透过夜游活动养成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尚须与参与者生活经验结合，否则接收到的生态知识难以让活动

参与者去身体力行实践。主办方应考虑到参与者对环境保护的无力感，在未来活动规划中，可考虑增加环境信念或环境希望

感的环节。

受制于不同报名渠道，问卷邀请仅发布在2016年夏天15

场夜游活动微信群，大概覆盖到759组家庭。问卷收集时间是

2016年7月1日至8月1日，为期一个月，共收到204份，有效问卷为

191份。 

调查问卷分为量化和开放性问题两部分。量化部分，涉及

活动满意度与环境知识、态度、行为意向；而开放性问题共有2

题：“请问本次活动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和

“您对本次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参与家庭的活动满意度 

参与家庭对活动满意度是高的，他们对活动内容、现场解

说、时间安排是满意的。但是，从开放性问题的反馈来看，有不

少参与者认为活动内容和观察时间应该增加和延长，添加自

由观察环节；还有人提出应该将参与家庭的孩子年龄分层，同

时减少每组参与人数，以提升讲解效果和体验度。 

参与家庭的环境知识、态度、行为意向 

根据问卷所示，尽管在“我知道野外随意抓取昆虫是不

对的”上，参与者一致赞同，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多次观察到，小

朋友捕捉昆虫、小螃蟹并装在瓶子中欲带走的现象。在“我无

论到哪里自然观察，都会尊重当地环境”与“我认为有必要吸

引更多人来保护环境”上，也获得了参与者很高的认同。 引更多人来保护环境”上，也获得了参与者很高的认同。 围观“神树”上“夜精灵”众生相 老师讲解灯诱 “夜精灵”之萤火虫

63

“夜精灵”之黑蚱蝉“金蝉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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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梨？菠萝？傻傻分不清楚……

■ 文·图  / 修美玲

群众：凤梨是凤梨，菠萝是菠萝，是两种水果。

“砖家”：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

群众：凤梨是高级的外来水果，菠萝是中国的本土水果。

“砖家”：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

群众：凤梨身上的刺少，菠萝刺多。

“砖家”：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

其实，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属于凤梨科凤梨属，凤梨是中文正

式名，菠萝是俗称而已。作为水果，菠萝的栽培历史相当悠久。在哥伦布发现新

大陆之前，美洲的土著居民就开始种植菠萝了。当地的印第安人还会有意识地

选择那些个大、味甜、多汁的个体加以培育。1493年，当哥伦布第二次到达美洲

之后，菠萝就随着探险家的船队航行到了世界各地。16世纪50年代，我们中国人

也开始种植菠萝了。

一会儿叫“菠萝”，一会儿叫“凤梨”，那植物到底是怎样命名的呢？其

实，每种植物都只有唯一的一个“学名”——拉丁名。拉丁文如今已经成了一门

“死”语言，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目前除了梵蒂冈教廷，已经没有其他国家（地

区）使用它作为交流之用。“死”语言的好处在于原有单词的词义和书写不再发

生变化。此外，拉丁文在早期欧洲科学界曾广泛应用，影响深远，因此当瑞典

植物学家林奈在1753年确立用“双名法”来命名植物时，就选用了颇有“贵族意

味”的拉丁文。

拉丁名是由属名、种加词和命名人三部分组成。比如凤梨的学名是Ananas 

comosus (Linn.) Merr.，其中Ananas是“属名”，即凤梨属，又叫菠萝属、斑叶凤梨属。

该属名来源于巴西印第安语ananas，是指可食用的凤梨，全世界共有10个野生

种，原产于巴西、巴拉圭和圭亚那。comosus是“种加词”，种加词是用于描述凤

梨的具体特征，有“多叶的”之意，就是叶片数比较多。Linn.是命名人林奈的缩

写。而最后的Merr.则是移属人的姓氏，也就是说原命名人（在这个学名里就是

Linn.）把某个种（此处为凤梨）归入某个属，后来人们发现不妥而将该种移到另

外的属（就是目前的凤梨属）。生物学界习惯将原命名人姓氏（Linn.）加圆括号，

并将移属人的姓氏（Merr.）置于原命名人姓氏的后面。有时命名人（含移属人）也

可省略不写。

这么一说，是不是感觉中文名就不应该存在，大家都要去记住拉丁名呢？

其实不然。没有拉丁学名，就可能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交流沟通的

时候。但如果不用俗名来表达，又与本国的文化相隔绝，显得不接地气。中文俗

名本来就没有对错之分，但为了用汉语准确表述，通常我们建议使用“中文正式

名”，一般以《中国植物志》上所使用的中文名为准。

再回到菠萝和凤梨的话题上。其实，在中国台湾地区，菠萝的名字就一直是“凤梨”，从这种水果从南美洲远渡重洋到

达台湾地区，它就叫这个名字。这是因为菠萝的“头顶”上有20~30片狭长的、带有小刺的叶子，好似凤凰尾巴，因而得名“凤

梨”。但现在“凤梨”这个名称也被某些不良商家利用，把有些品种的菠萝冠以“凤梨”的称号，给人以误导它是一种洋气的

外来水果，以卖高价。

菠萝的果实类型比较特殊，在植物学上被称为“聚花果”，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果实不是一朵花形成的，而是由很多小

花共同发育形成的，小花数量可多达200余个。我们食用的部位其实是它的花序轴，食用前通常会被挖掉的部分是它的花萼、

苞片、残余的柱头和雄蕊等结构。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在室内或温室里栽培的凤梨主要集中在果子蔓属（Guzmania）、丽穗凤梨属（Vriesea）、铁兰属

（Tillandsia）、光萼荷属（Aechmea）、水塔花属（Billbergia）、彩叶凤梨属（Neoregelia）等观赏价值比较高的种类之中，以观花和观

叶为主，它们结出的果实都是不能食用的。 

“砖家”：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

其实，菠萝和凤梨根本就是一种植物，属于凤梨科凤梨属，凤梨是中文正

式名，菠萝是俗称而已。作为水果，菠萝的栽培历史相当悠久。在哥伦布发现新

菠萝--凤梨属

拉丁名是由属名、种加词和命名人三部分组成。比如凤梨的学名是

comosus (Linn.) Merr.，其中comosus (Linn.) Merr.，其中comosus

该属名来源于巴西印第安语

菠萝

白边大苞凤梨的果实--三色苞叶凤梨

‘Grace’彩叶凤梨属

红宝石（铁兰属）

丽穗凤梨属

‘红色世纪’菠萝

菠萝

擎天凤梨属＝果子蔓属

‘Grace’彩叶凤梨属‘Grace’彩叶凤梨属菠萝的花

拉氏凤梨（光萼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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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萤光
草木管时令，冬至节气今日至，花信风自小寒始

■ 文  /  蔡玉珠  图  /  资料图

■ 文  /  赵莺莺  图  /  蓝风  赵莺莺  百度百科 

上海植物园已连续八年举办“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每次夜游前，大

家都会问：“能不能看到萤火虫？”可见大家对萤火虫的心心念念，也反映了萤火虫

的稀缺性。

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生境中必须植被丰富，周围有洁净水源，而且一定

不能有光污染。这样的条件就造成了很多地方，特别像上海这种大城市里——高楼

林立、霓虹璀璨、车流不息，看到萤火虫的概率越来越小了。目前，上海仅有地处市区

的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华师大校园，以及相对较为偏远的共青森林公园、崇明

东平森林公园、青浦淀山湖、奉贤南桥等地发现有萤火虫出没。能发现萤火虫的地方

肯定是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因此萤火虫对环境的好坏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上海常见萤火虫

上海最常见的就是黄脉翅萤，郊区也能发现条背萤。黄脉翅萤：前翅有两条棱，

前胸背板及翅鞘均为橙黄色，翅末端为黑色，腹部除发光器外，均为黑色。条背萤：

萤火虫背上有两对翅膀，前翅当中的缝上颜色较浅，像一条线，所以叫条背萤。

萤火虫的“变态”全过程

萤火虫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即它在发育过程中，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等4个

阶段。幼虫生活在水中或草丛里，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爬到沿岸湿润的土壤上陆续化

蛹，之后变为成虫，成虫再将卵产在水生植物上，这就是完全变态的全过程。年复一

年，就能每年看到萤火虫了。

萤火虫的食物

为什么萤火虫幼虫喜欢生活在湿润的土壤中呢？因为它吃的东西生活在那里，

所以它一定要跟着食物走。幼虫一般以螺类或蜗牛、蛞蝓等为食，成虫却只吃花蜜、

露水等。幼虫用上颚去攻击食物，并注入毒液，毒液将食物消化成液体，然后它靠前

端的口器刺破后吸食猎物的液体，最终留下猎物干瘪的驱壳。

萤火虫为什么要发光？

萤火虫幼虫发光是为了躲避敌害，让对方觉得它有毒，这样就能够起到警戒和

防卫天敌的作用。成虫发光则是为了吸引配偶。夜幕降临后，萤火虫慢慢地从草丛中

爬出，来到空旷的场所，发出萤光，借助彼此的光亮找到对方，然后慢慢靠拢，进行

交配，交配后约10天就会死亡。萤火虫的发光需要体内的萤光素和能量，而且需要氧

气。如果用手电筒直照，它也不会发光，所以萤火虫很难拍到发光的照片。

上海植物园每年夏夜都会举办“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活动，如果想与萤火

虫约会，记得要在七月中上旬来噢！

12月21日，今日冬至。上海，雨。

冬至，是冬天来了吗？漫步上海植物园，大树卸去了披挂，挺立在寒雨中，确实已是明明白白的冬景了。其实从气象学上

来说，上海入冬已经快一个月了。11月23日，小雪节气的第二天，上海即已入冬，据说比往年提前了10天。但这个12月只是微

寒，还未有严冬的感觉。“暖冬”之余，二十四节气的消息更是热热闹闹刷爆了朋友圈。因为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

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的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华师大校园，以及相对较为偏远的共青森林公园、崇明

东平森林公园、青浦淀山湖、奉贤南桥等地发现有萤火虫出没。能发现萤火虫的地方

肯定是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因此萤火虫对环境的好坏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黄脉翅萤

上海最常见的就是黄脉翅萤，郊区也能发现条背萤。黄脉翅萤：前翅有两条棱，

前胸背板及翅鞘均为橙黄色，翅末端为黑色，腹部除发光器外，均为黑色。条背萤：

萤火虫背上有两对翅膀，前翅当中的缝上颜色较浅，像一条线，所以叫条背萤。

萤火虫捕食

萤火虫为什么要发光？

萤火虫幼虫发光是为了躲避敌害，让对方觉得它有毒，这样就能够起到警戒和

左边黄脉翅萤，右边条背萤

萤火虫的

“变态史”

存在了数千年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先民的

智慧结晶。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

过的文明。在5 000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增强

了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也是当前“四个

自信”中“文化自信”的又一次精彩呈现。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指中国农历

中表示季节变迁的24个特定节令，反映了太阳的周年

视运动，所以在公历中它们的日期是基本固定的。节

气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到西汉二十四节气便

已完备了。在没有“天气预报”的中国古代，“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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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看似萧瑟，其实正孕育着生命的希望。一个个节气，一番番花信风，很快万紫千红的春天又将来临。从现在开始，

跟着节气和花信风，拿着手机，带着相机，在冬日暖阳、春花烂漫、夏日绿荫、秋色绚烂中里闲庭信步，走走、看看、停停，而

后陷入遐思……是的，上海植物园和你一起，和四季有约。

节气”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今仍在影响国人，指导着人们的农牧业生产和生活。随着中国历法的外传，二十四节气流传

到世界各地。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节气歌”，广为国人熟知，其中就暗含

了“二十四节气”的先后顺序。俗话说：“草木管时令”，季相变化就是由于花草树木对温度的感知，而引起四季自然景观的

变化，到具体的植物，其生长动态也与节气息息相关。譬如“谷雨三朝赏牡丹，立夏三朝看芍药”，就是说牡丹在谷雨前后盛

开，芍药在立夏前后开。“节气与植物” 的话题也曾在上海植物园的微博上连载过，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回看一下。

除了二十四节气，古人还有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花信风，应花期而来的风。中国节令用语。程大昌《演繁露》

卷一：“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说》：“始梅花，终楝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风。”根据农历节气，从小

寒到谷雨，共八个节气，一百二十日。每气十五天，一气又分三候，每五天一候，八气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二十四番花

信，就是自小寒起，每五天有一种花绽蕾开放。如此次第开到谷雨后，就已万紫千红，春满大地。二十四番花信以梅花打头，

楝花排在最后。楝花开罢，以立夏为起点的盛大的夏季便来临了。 

二十四节气

在古代，通常将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之间的时

间段（约365.25日）也就是岁实（回归年），分割为24段
（每段约15日2时5刻），每段起始于一个节气，依次

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

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二十四番花信风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说》：始梅花，终楝花，凡

二十四番花信风。根据农历节气，从小寒到谷雨，共

八气，一百二十日。每气十五天，一气又分三候，每五

天一候，八气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顺序为：

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

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

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

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

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蔷薇；

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

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

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糜、三候楝花。

Tips:

霜降节气

梅花

冬日暖阳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说》：始梅花，终楝花，凡

二十四番花信风。根据农历节气，从小寒到谷雨，共

八气，一百二十日。每气十五天，一气又分三候，每五

夏日绿荫

秋色绚烂

牡丹 芍药

楝花

春花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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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苣苔——你的花园“新宠”

■ 文  /  修美玲  秦佳奇  图  /  蓝风  秦佳奇

10月15日~24日举行的“2016上海植物园秋季苦苣苔展”共计展出苦苣苔科植物

约400株。展品采用玻璃、艺术陶盆、造景器皿等搭配种植的方式，营造出时尚、温

馨、明快的氛围。苦苣苔——这类略显神秘的花卉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又有哪些常

见的品种？适合普通家庭种植么？

苦苣苔是苦苣苔科（Gesneriaceae）植物的简称。全世界约150属3 700余种。分布

于亚洲东部和南部、非洲、欧洲南部、大洋洲、南美洲及墨西哥的热带至温带地区。

中国拥有非常多的苦苣苔野生植物，已知的有59属460余种，其中28属377种为中国特

有，而且近年来一直有新种被发现。苦苣苔科植物大多生长在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

石缝中，密林下阴湿处或者熔岩洞穴入口处，其分布生境相对较隐蔽，因此很难被发

现。而且其生境一旦被破坏就难以生存，所以很多种类都正处于濒危状态，甚至已经

灭绝。

苦苣苔科植物花色艳丽、身姿妖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自上世纪被引入欧

洲，其极高的观赏价值吸引了众多园艺爱好者的眼球，时下更成为欧美市场上的热

销花卉。本次苦苣苔科植物展中，共展示了苦苣苔科六个属植物：

“彩色皇后”长筒花属（Achimenes）

长筒花属原产于中南美洲。花朵形状多样、花纹色彩丰富，有的还有淡淡香味。

它深受欧美人士的喜爱，常被当作夏季地被植物或吊盆植物的主角。在冬季有休眠

的特性，即地上部分植株枯萎，以它的鳞茎在土下面越冬，休眠期长达3~6个月。在次

年4~5月天气转暖后，鳞茎开始发芽、继续开花。

养护小贴士：需排水良好的栽培介质，可混合珍珠岩、蛭石后使用。需明亮的

散射光，成株可接受直射光，只需避开夏天中午强烈的日晒即可。若欲植株生长茂密

（特别是吊盆品种），可于新芽窜出土面且长出第2~3对叶子时进行摘心，促使更多新

芽长出。适宜温度为20~30℃。

“室内花卉之王”非洲堇属（Saintpaulia）

非洲堇，又称非洲紫罗兰。作为该科的代表，它是最早被引入欧美的品种。叶片

肥厚多汁，叶型及叶色因品种而不同，有匙状、波浪状、心型、斑叶等变化。花型及花

色丰富，花型有重瓣、半重瓣、单瓣、皱瓣等；花色几乎涵盖了各种颜色，花瓣上又有

喷点、镶边、渐层等变化。依株径的大小，植株可分为迷你、半迷你和标准型。非洲堇

在欧美还被作为园艺疗法的植物材料使用。近几年，在家庭或办公室内常可看到它

的身影，是非常适合栽种在室内的开花植物，因此拥有“室内花卉之王”的美誉。

养护小贴士：非洲堇适宜生长温度是15~25℃，需要明亮的散射光，切忌夏日阳

光暴晒，土壤需保持相对稳定的湿度。

 

“优雅皇后”扭果苣苔属（Streptocarpus）

扭果苣苔属是极具观赏价值的一属，原产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其

代表植物是堇兰。因其花型似洋兰，花色丰富而得名“堇兰”。堇兰是该科

最美艳的一种，叶片狭长飘逸，花朵如同一只只彩蝶飞舞，也称“海角樱

草”。按照不同的花色形状，将堇兰分为不同的系列，其中俄系、波兰系尤

为出众。这两个系列花朵大，花瓣有裙边，群植的景象非常壮观。

养护小贴士：堇兰需要明亮的散射光，或清晨的斜射光，忌阳光直

射。在上海地区，主要是在春、秋季开花，若于温室栽培，可全年开花。适

宜温度约为15℃~25℃，超过28℃生长停滞。喜欢疏松透气的土壤，避免土

壤过干或长时间积水，否则容易烂根。

“植物孔雀”喜荫花属（Episcia）

喜荫花属是苦苣苔科植物中最为特别的一个属。该属植物的花朵不

起眼，而叶片上色彩缤纷的斑块及纹路却成为了观赏亮点。大部分种的叶

片具有闪耀的金属光泽，因此收到了“植物孔雀”的赞誉。

养护小贴士：喜荫花怕冷，冬季气温若低于10℃时，最好移入室内或

启动避寒设施，并减少浇水量。空气湿度高，则叶色油亮、花纹明显；空

气湿度低，则叶色黯淡、无光泽。虽叫喜荫花，实际上还是需要一定的光

照，否则不易开花，最理想的光照是早晚的斜射光。光照过强会灼伤叶

片，让叶片花色变淡，但弱光同样也会改变叶子的颜色。

 

“欧美流行窗台花卉”岩桐属（Sinningia）

岩桐属大多生长在南美洲雨林，其花朵和布满绒毛的叶片都非常美

丽。最为可爱的是它们具有像小土豆一样的块根，这是它们区别于其它

苦苣苔植物的主要特征。岩桐因为比较耐热而成为欧美装饰室内及窗台

的理想盆栽花卉。依据株型大小，将不同品种分为大岩桐、中岩、迷你岩

桐、超迷你岩桐、套桐等。其中，套桐是中岩的重瓣类型。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岩桐属植物因为有超大的块根，而被归为多肉植物，如断崖女王（S. 

leucotricha）。

养护小贴士：岩桐类需充足光照，但不耐强光暴晒，夏季需遮阴，

晚秋至早春期间可全日照。在5摄氏度以上可安全过冬。喜疏松透气的土

壤，不可长时间积水，否则易烂根。

“可爱小精灵”艳斑苣苔属（Kohleria）

艳斑苣苔原产于中、南美洲。花朵鲜艳，花瓣和喉部均布满对比强烈

的斑点或斑纹，俗称“花猫”，花期为春至秋季。地下部分具鳞茎，其造型

酷似毛毛虫。在原产地，冬季休眠时地上部会萎凋，以鳞茎越冬，待春天

天气转暖会再度萌发新芽。

养护小贴士：艳斑苣苔是苦苣苔科中相对强健的种，易成活。需充

足日照，若日照不足易茎节伸长，枝条变柔软，且不易开花。适合摆放在

光照较好的地方。夏季过于毒辣的太阳也会灼伤叶片。水分的需求比较

多，但土壤不能长时间积水。

长筒花属品种‘红毛怪’

光暴晒，土壤需保持相对稳定的湿度。非洲属品种‘Pink Summit’

扭果苣苔属堇兰的品种

喜荫花属品种

喜荫花属品种

艳斑苣苔属品种‘Clytie’

石蝴蝶属髯毛石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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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美，独一无二

■ 文·图  / 修美玲

2016上海植物园秋季花展苦苣苔科植物专类展展出了不少难得一见的苦苣苔科原生种，令市民游客大开眼界。原生种

是指在自然界中原来就存在的物种，不是人工培育出来的。由于每一个物种都包含了大量的基因，一旦物种灭绝，其中蕴含

的独一无二的基因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原生种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本次展览主要展出的原生种有：

条叶唇柱苣苔

属名：唇柱苣苔属

学名：Chirita ophiopogoide
产地：广西

花期：3～4月

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粗壮，圆柱形。叶多数基生或簇生

于分枝顶端，披针状线形（条形），叶常被白色短毛。花序腋生，二

回分枝，每个花序具5~7朵花。花冠淡紫色，长约2cm，二唇形，上唇

长5.5mm，裂片近半圆形，下唇长1cm，裂片卵状长圆形。生于海拔

160~600m石灰岩山地的陡崖石隙中。根状茎可治风湿、骨痛等症。

河池报春苣苔

属名：报春苣苔属

学名：Primulina hochiensis
产地：广西

花期：10月

多年生小型草本植物。叶6～12枚，密生于茎的顶端。聚伞花序1～5条，高4～7cm，每个花序具1～4朵花。花冠紫色，长2～

3cm。花冠也是二唇形，上唇2裂，长3～5mm，下唇3裂，长4～7mm，裂片长圆形。苦苣苔科植物的果实通常为蒴果，有线形、长

圆形、椭圆球形或近球形等形状。河池报春苣苔的蒴果线形，长1.5～2cm，宽约2mm。生于海拔约600m的石灰岩石上。

圆苞吊石苣苔

属名：吊石苣苔属

学名：Lysionotus involucratus
产地：重庆、湖南

花期：7月

苞片圆卵形或近圆形，加上生于山谷的石头上，而得名“圆苞

吊石苣苔”。附生型的小灌木。多个叶片在枝条顶端的节上近轮生。

叶片革质，倒披针形或狭长圆形，长1.2～2.4cm，宽4～7mm。花冠长2～

2.6cm，上唇长约3.5cm，2浅裂，裂片半圆形，下唇长7～9mm，3裂至中

部，裂片宽卵形。蒴果线形，长2～2.5cm。生于海拔1 300～1 500m山谷

的石头上。

岩海角苣苔

属名：海角苣苔属

学名：Streptocarpus saxorum
别名：海豚花

产地：南非

花期：全年

快盛开的花苞，无论是颜色还是形态，都像极了萌萌哒

的海豚，故又得名“海豚花”。多年生草本植物。栽培、繁殖比

较容易，管理得当全年都能开花，但以春、秋季开花最盛。适

合吊盆种植。当花朵盛开时，彷佛一群蓝色小精灵开在半空

中，十分有趣。株高15～45cm，花色多为蓝色，亦有白花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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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荫花

属名：喜荫花属

学名：Episcia cupreata
产地：墨西哥、古巴、西印度群岛

花期：6～10月

常绿多年生草本植物。株高10～15cm，具蔓性及悬垂性。叶对生，叶子比较大，长5～12cm，叶上布满细绒毛，并有金属光

泽。其叶片上色彩缤纷的斑块及纹路是观赏重点。叶色因不同的品种而有差异，有浅绿、深绿、棕色、银色、粉红色等色彩变

化。花朵腋生，花朵基部呈筒状，花色多为红色及橘色，单朵花的花期不长。适合吊盆栽植。

美丽口红花

属名：芒毛苣苔属

学名：Aeschynanthus speciosus
产地：爪哇、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

花期：全年

花朵的形状和大红的颜色酷似口红而得名“口

红花”。多年生附生型常绿草本植物。柔软的枝条匍

匐下垂，肉质叶对生，卵状披针形。伞形花序生于茎顶

或叶腋间，红色的小花管状弯曲，花冠基部橙红色。

常作中型盆栽或吊盆植物，观赏价值极高。

同属于芒毛苣苔属的，还有一个叫毛萼口红花

（A. radicans）的植物，在城市的立体绿化中比美丽口红

花的应用更为广泛。毛萼口红花，别名大红芒毛苣苔，

原产马来半岛及爪哇等地。多年生藤本植物，枝条下

垂，茎绿色。叶子远看光滑，近看有毛毛，黑紫色的花

萼上有毛，花冠上也有毛。花期主要在夏季。两者都有

“口红吊篮”的别名。

中华石蝴蝶

属名：石蝴蝶属

学名：Petrocosmea sinensis
产地：云南、四川和湖北

花期：9～10月
植株通常比较矮小，生于低山阴处的石头上。开花时，好

似一只只美丽的蝴蝶落于石上，故得名“石蝴蝶”。多年生草

本植物。基生叶12～15枚，叶片宽菱形或近圆形。花冠蓝色或紫

色，上唇长6.5～7mm，2裂超过中部，下唇长约6.5mm，3深裂，所

有裂片均长圆形，顶端圆形。蒴果椭圆球形，长约4mm。生于海

拔400～500m低山阴处的石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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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在哪里？秋天在上海植物园的果实里

■ 文·图  / 毕玉科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是累累硕果挂枝头的季节。正所谓：无果实，不秋天！如果你想要感受充满丰收喜悦的秋天，就不

妨来上海植物园寻找秋天的果实吧。在这个奇妙的植物王国里，各种形态的果实都等着你来探寻。

长翅膀的果实

在自然界中，不只鸟儿有翅膀，很多植物也为它们的孩子“安装”上了翅膀，帮助它们飞向更远的地方。最具代表性的莫

过于槭树科的植物了，如我们熟悉的鸡爪槭、三角槭等，此时也都挂满了长翅膀的小果（植物学中称为翅果，是果皮的延伸

像铜钱的果实

鼠李科的铜钱树（Paliurus hemsleyanus），与“蛋挞”马甲子同科同属（马甲子属）,果实生得恰如其名。褐色圆圆的果实不仅

像铜钱也像一顶小草帽。那一圈帽檐是它果皮延伸出来的部分。如果细心的你能找到这么吉利的铜钱树，今年的财运一定不

错哦！

像耳坠的果实

见到过这种果实的人都会惊叹于它的神奇——果实像是从叶子的叶脉中长出来一样，像极了一只耳朵戴了一串耳坠。

这就是椴树科椴属（Tilia）植物果实的特征，而那只耳朵不是普通的叶子，而是苞片（长在花或花序基部变态的叶片），大多数

椴属植物的总花梗会和苞片的近中部结合，就展现出我们所看到的奇特的现象了。

像金莲花一样的果实

蓝果树科的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a）的果实成熟时金黄，一粒粒聚成一个金球，像生在陆地上的金莲花一样，所以

又名旱莲木。喜树不仅果实漂亮，也是有名的抗癌高手，从它的果实根皮提取出来的喜树碱，有抗癌活性，这样美丽又治病

的树怎不让人欢喜？怪不得名为叫喜树呢！另有一种说法是，喜树因喜鹊喜栖其枝而得名。

当然，秋天里有趣又好玩的果实不只这些，还要你亲自来到上海植物园找寻，放空自己，和有趣的植物、果实撞撞缘

分。热爱自然的你定会收到大自然增你的自然心情！三角槭

马甲子

铜钱树

华东椴 喜树

部分）。这类果实可是个气体动力学家，充满了生存的智慧，你

如果在地上发现它，可以捡起摸一摸，你会发现它的翅膀上厚

下薄，这种结构能帮助它们在风中螺旋旋转，让它们能飞得更

远。这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如果你够幸运，恰逢风来，就会看

到一阵螺旋雨，甚是奇妙！ 

像蛋挞的果实

第一次见到鼠李科的马甲子（Paliurus ramosissimus）时，简

直快被它萌化了，那一串串小蛋挞似的果实挂在枝头。鼠李科

里有人们喜欢吃的大枣，所以你会发现马甲子的叶子有点像枣

叶，有明显的三条叶脉从叶基长出，虽然长得可爱，但口感不

佳、硬邦邦的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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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上海植物园的野趣

■ 文  /  郭江莉  图  /  资料图

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我们每天都穿梭在钢

筋混凝土的森林中,偶尔静下来却发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什么。鸟

语虫鸣、泥土芬芳悄悄提醒了我们，原来我们的生活渐渐远离了

大自然，忽略了身边的野趣。难怪有人说21世纪的人们都患了“自

然缺失症”。

自然？野趣？在哪里可以发现它们呢？请来上海植物园吧！

这里不仅是植物的王国，更是野生动物的世界。如水域边可爱的

癞蛤蟆、灌木丛中拥有魔鬼身材的螳螂、树干上高歌的鸣蝉以及

夜幕下挑着灯笼的萤火虫，还有撑着降落伞的蒲公英果实和随

风摇动的狗尾草等。

上海植物园占地81.86公顷，拥有10万株以上的植物，有超过

120种鸟儿在这里繁衍生息。我们抬头就能见到其中的近10种，

比如，长着白色头羽的白头鹎、穿着一袭黑衣的乌鸫、抹着黑脸

蛋的树麻雀、围着黑头巾的灰喜鹊、带着珍珠项链的珠颈斑鸠以

及还有被称作小猛禽的棕背伯劳等，它们种群数量繁多，也是上

海地区常见鸟类。这里还能找到不少“珍禽”，比如，被列入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的凤头鹰、赤腹鹰、日本松雀鹰、雀鹰、灰脸�鹰、

普通鵟和红隼等7种鸟，都是我们难得一见的猛禽。河流滩涂处，

我们常常能看到小白鹭栖息于河堤上，矶鹬来来回回在觅食，扇

尾沙锥走走停停，小在潜水，真不愧为水鸟的乐园。林间鹊

鸲、大山雀、画眉、白腰文鸟正在欢唱，它们为树木的病虫害防

治、种子的传播以及生态系统的调节起了重要作用。

若是在仲夏夜，上海植物园更是暗访夜精灵的最佳去处，到处都

有野生动物出没。昏暗的夜幕下，夜鹭匆匆赶回巢中，结束了一天的劳

作；蝙蝠在头顶盘旋，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伴着窸窸窣窣的树叶响

声，刺猬和赤练蛇爬出洞穴开始觅食；壁虎爬上墙壁等待小飞虫的出

现；黄鼬探头探脑地从大树背后走出来，它行动迅速，只有待它驻足

时，我们才能看清它精致的脸。

园中有一棵历尽风霜的大榆树，我们称之为“神树”，何来此称？

原来这里是小型动物的王国。国王当属体型最大、力气最大、穿着铠

甲、长着犄角的独角仙，两旁有巨锯锹甲和中华大锹任左右护法，它还

有一只强悍的军队，由星天牛、云斑天牛、桑田牛、薄翅天牛、桃红颈

天牛等组成。大树上其他子民安居乐业，红天蛾、胡蜂吸食着树汁，蛞

蝓悠闲的爬来爬去，蚂蚁们忙忙碌碌，仅有一只脚的延管螺伸长了斧

足，号称“千足虫”的蜈蚣，以及蚰蜒和马陆迈着整齐的步伐。

灌木丛中，众多昆虫都爬了出来，因为鸟儿们已经休息，它们无

需再隐藏自己。蝗虫、螽斯还有鳞翅目幼虫大口咀嚼着叶片；螳螂、

草蛉、猎蝽、蠼螋捉来猎物大快朵颐；蜚蠊、蜣螂等腐食性昆虫则变

身为大自然的清洁工。灌丛下，蝼蛄、蟋蟀、土蝽忙着扒土兴建家园；

蟪蛄、蒙古寒蝉和黑蚱蝉的幼虫爬出地面，正在上演“金蝉脱壳”的

戏法。

池塘中生物更是丰富，有挥舞着双螯，被我们误称为小龙虾的克

氏原螯虾，还有发出低沉而又洪亮声音的牛蛙。上海植物园著名的“五

大呱”你知道吗？它们是黑斑蛙、金线蛙、泽蛙、饰纹姬蛙及中华大蟾

蜍。不同的蛙类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跟虫鸣、鸟叫一样，同种蛙也会多

种语言，或求偶、或宣告领域、或欢唱。水草上停歇着蜻蜓，蜻蜓主要

分为三大类，蜻、蜓和蟌。常见的有美丽的黄蜻、粗壮的碧伟蜓和纤细

的豆娘，它们可都是捕食蚊子的能手。蜻蜓幼虫生活在水里，称为“水

虿”，以蚊子的幼虫——孑孓为食。

夜幕下，发出点点萤光的便是植物园鼎鼎大名的明星昆虫——

萤火虫。萤火虫隶属于鞘翅目，植物园里现在能够看到的是陆生性萤

火虫——黄脉翅萤。它体长约5~8mm，以蜗牛等软体动物为食。萤火虫

发出的的光学信号，是用于求偶的，雌雄之间以光学信号相互交流。根

据它们腹端的发光器我们可以区分雌雄。雄虫腹部末端有两节在发

光，雌虫仅末节发光。所以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雄虫有两格电，雌虫

有一格电。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环境污染和水源污染让萤火虫的生

存陷入困境，尤其是光污染严重干扰了萤火虫的求偶。因此在上海市

区，只有植物园这样的区域才能看得到它们。

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在植物园可以看到如此多的野趣，更令人惊

奇的是这仅仅是上海植物园野趣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野生动物等

待我们去发现、去了解。让我们走出钢筋混凝土的包围，走进植物园的

大自然怀抱，寻找野趣，暗访夜精灵。

致谢：感谢芮东莉老师校稿指导，感谢杨志栋老师提供鸟类资料。

小白鹭 凤头鹰

120种鸟儿在这里繁衍生息。我们抬头就能见到其中的近10种，

比如，长着白色头羽的白头鹎、穿着一袭黑衣的乌鸫、抹着黑脸

棕背伯劳

鸲、大山雀、画眉、白腰文鸟正在欢唱，它们为树木的病虫害防独角仙

黄鼬

草蛉

刺猬

金线侧褶蛙

金蝉脱壳

黄脉翅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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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凤梨“开会”

■ 文·图  / 修美玲

空气凤梨，原产地为美洲大部分地区，包含近550个种以及90个变种，主要为凤梨科铁兰属（Tillandsia）的大部分品种和莺

歌凤梨属（Vriesea）的若干种，是凤梨家族中最多样的一个类群。空气凤梨为附生型植物，可以不直接栽植于土壤中，根部只

要有攀附物就可固定植株，叶片表面的特殊鳞片结构可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以保证植物的生长所需。有人称它们为地球上

适应力最强的植物，又因其卷曲多变的叶片，犹如来自外星球，所以被戏称为“外星系植物”。空气凤梨开花时有叶片变色的

现象；繁殖除了种子繁殖之外，只要管理得当，单株一年可以生出数个侧芽；多数品种经开花结果后，母株便会死亡，以侧芽

延续“下一季”的新生命。

目前在上海植物园展览温室（Ⅰ）展出的空气凤梨品种主要有以下几种（品种皆属凤梨科铁兰属）：

章鱼

别名：小蝴蝶

学名：Tillandsia bulbosa

分布于中、南美洲地区。叶基部抱合成壶状，叶略凹呈管

状，以利于水分的吸收；花期一般在春节前后，心叶会变色，

开放出管状的紫色花朵。

松萝凤梨

别名：老人须

学名：Tillandsia usneoides

因长相酷似松萝（一种地衣）而得名。

其广泛分布于美国西南部及中、南美洲等地

区，常见于海拔3 300m以下；银白色植株会

不断地分叉生长，呈现细丝状的外观，最长

可达6m。

紫花铁兰

别名：紫花凤梨、球拍

学名：Tillandsia cyanea

原产于厄瓜多尔雨林地区。一般春、秋季开花，大型的

扁平状花序，由具有近20片明亮的粉红色苞片组成，花瓣紫

色，有淡淡香气；花期不长，但粉红色的苞片能维持数月，观

赏价值极高。

小精灵

学名：Tillandsia ionantha

原产中南美洲至墨西哥。其常生于植

株的分枝处，茎短缩不明显，狭长的三角

形叶片轮生于茎节上；于心部开花，但不

同品种的小精灵，花期时叶片变色的情况

不同。

全红小精灵

学名：Tillandsia ionantha‘Rubra’

在家庭栽培中，一般被养成群生、丛

生状；单株养殖的话，株型会又肥又大，

更加好看；开花时全株通红，非常讨喜；

喜强光照，最好栽植于西晒阳台或光线

强的环境。

章鱼

别名：小蝴蝶

章鱼

别名：

学名：

分布于中、南美洲地区。叶基部抱合成壶状，叶略凹呈管

状，以利于水分的吸收；花期一般在春节前后，心叶会变色，

分布于中、南美洲地区。叶基部抱合成壶状，叶略凹呈管

状，以利于水分的吸收；花期一般在春节前后，心叶会变色，

色，有淡淡香气；花期不长，但粉红色的苞片能维持数月，观

赏价值极高。

扁平状花序，由具有近20片明亮的粉红色苞片组成，花瓣紫

色，有淡淡香气；花期不长，但粉红色的苞片能维持数月，观

赏价值极高。

松萝凤梨

别名：老人须

松萝凤梨

别名：老人须

Tillandsia usneoides

Tillandsia ionantha

原产中南美洲至墨西哥。其常生于植

Tillandsia ionantha‘Rubra’‘Ru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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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小精灵

学名：Tillandsia ionantha‘Fuego’

体型较一般的小精灵小，株型较为修长；

一般吊挂栽植，慢慢地能长成球状的丛生株；

开花时，叶片会变成血红色；开花后，增生的

侧芽数量不少。

树猴

学名：Tillandsia duratii

原产自玻利维亚、巴拉圭及

阿根廷等地。分布在海拔200～

3 500m干燥的地区，常生长在林

冠层上方。它是一种长茎型的原

种。叶片末端呈现卷曲的形态，

用来攀附生长以及固定在灌丛

枝条上。因其特殊的生长形式，

能攀附生长在树上的特性而得名

“树猴”。花期主要在秋季。

鸡毛掸子

学名：Tillandsia tectorum

主要产自安第斯山脉干燥的高原沙

地。其茎短缩不明显，属中大型原种；线

形的叶片上着生浓密茸毛状附属物，是用

来抵御高原上紫外线的。

红宝石

学名：Tillandsia andreana

有“空气凤梨中的宝石”之美誉。株型近乎球状，黄绿色或

嫩绿色的针状叶片轮生在短缩的茎上；于心部开出鲜艳的橙红

色花朵。

迷你树猴

学名：Tillandsia streptocarpa

广泛分布于南美洲地区。株高20～30cm，叶序

紧密，叶片的间距较为紧密，表面覆盖浓密的茸毛

“外衣”；花型相对较大，蓝紫色的花具有香气；

侧芽会从花梗侧方的叶片间隙中冒出来。

‘赤色火箭’铁兰

学名：Tillandsia dasyliriifolia‘Proliferata’

此品种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侧芽长在花梗上，一

个个侧芽看上去像“小火箭”而得名；光照充足时，

叶片呈现赤色，非常漂亮。

斜角巷

学名：Tillandsia plagiotrophica

原产地位于海拔1 300～1 640m的高山丛林或近湖的

边缘。其为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地区的天然种类；叶型

是锋利的刀状，花是少见的白色；喜欢高湿环境。

原产地位于海拔1 300～1 640m的高山丛林或近湖的

个个侧芽看上去像“小火箭”而得名；光照充足时，

叶片呈现赤色，非常漂亮。

个个侧芽看上去像“小火箭”而得名；光照充足时，

叶片呈现赤色，非常漂亮。

“外衣”；花型相对较大，蓝紫色的花具有香气；

侧芽会从花梗侧方的叶片间隙中冒出来。

“外衣”；花型相对较大，蓝紫色的花具有香气；

能攀附生长在树上的特性而得名

枝条上。因其特殊的生长形式，

能攀附生长在树上的特性而得名

“树猴”。花期主要在秋季。

火焰小精灵

学名：Tillandsia ionantha
火焰小精灵

学名：Tillandsia ionantha

形的叶片上着生浓密茸毛状附属物，是用

来抵御高原上紫外线的。

地。其茎短缩不明显，属中大型原种；线

形的叶片上着生浓密茸毛状附属物，是用

有“空气凤梨中的宝石”之美誉。株型近乎球状，黄绿色或

嫩绿色的针状叶片轮生在短缩的茎上；于心部开出鲜艳的橙红

有“空气凤梨中的宝石”之美誉。株型近乎球状，黄绿色或

嫩绿色的针状叶片轮生在短缩的茎上；于心部开出鲜艳的橙红

色花朵。

有“空气凤梨中的宝石”之美誉。株型近乎球状，黄绿色或

嫩绿色的针状叶片轮生在短缩的茎上；于心部开出鲜艳的橙红

色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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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脸’铁兰

学名：Tillandsia‘Blushing Giant’（T. streptophylla  x  T. seleriana）

是非常壮观和罕见的拥有假球茎的园艺杂交种，母本是‘犀牛

角’，父本是‘电烫卷’。开花时，植株顶端包括花箭，都会变成迷人的

粉红色。

贝姬

学名：Tillandsia bergeri

是一种长茎型的原生种。易从叶腋处增生侧芽，株型常见

丛生状；经冬季低温刺激，于春季开花，花色较为淡雅，紫色的

花瓣略呈波浪状。

赛肯达

学名：Tillandsia secunda

原产于厄瓜多尔，常见分布在海拔2 500m地区。其为大型

软叶系的种类，叶片革质，叶色深绿；具有花序长、寿命长的特

点，开花后于花梗处增生大量侧芽；在原产地，连同花序，株高

可达4m；不常开花，一般要栽培多年后才能开花。

‘贝蒂’铁兰

学名：Tillandsia‘Betty’(T. xerographica x T. brachycaulos)

是‘霸王凤’和‘贝可利’的杂交种。植株一般能长得很大，

株型雅致优美。快开花时，整个植株呈现出美丽的玫瑰红色，非

常吸引人。

花中花

学名：Tillandsia intermedia

为墨西哥的特有种。叶色灰绿，叶片会卷曲，

叶基部抱合成长筒状。此品种的独特之处在于开

花后，在花序末端会产生新芽，被称为花梗芽。如

果栽培多年的话，就会长成一长串，非常壮观。

薄纱

别名：薄纱美人

学名：Tillandsia gardneri

原产于委内瑞拉、巴西及哥伦比亚等地，常见生长于海拔200～400m干燥的

地区。叶质地轻薄、柔软，在阳光照耀下，薄如蝉翼的叶片具有丝绸般的光泽，下

部叶片就像欧洲贵族的晚宴礼服。栽培时，需要充足光照，否则叶表面的毛状体

会脱落，且叶色不佳。

在这个空气凤梨专题展示区里，有几种造型奇特的植物特别吸引眼球——它们就是姬凤梨（Cryptanthus acaulis）。姬凤梨

属于凤梨科姬凤梨属，而不是铁兰属（Tillandsia），只因为姬凤梨的叶片姿态优美奇特，色彩斑驳艳丽并可长期观赏，所以将其

布置进去，用以调节空气凤梨那灰灰的、略显单调的颜色。

姬凤梨的植株在凤梨科家族中算是比较矮小的，故名字中有个“姬”字。在植物的命名规律中，“姬”表示“小”的意思，

与霸王别姬的“姬”字意义不同。姬凤梨的叶片紧贴于地面丛生，一层层的叶子展开呈莲座状，好像海星的触角一样，故又名

“海星花”。

姬凤梨的茎极度短缩，几乎看不到，成熟的植株直径仅十几厘米，地上部分的高度也不过5cm左右。它的叶呈红色或铜

绿色，常伴有平行的银灰色条带，叶缘呈波浪状起伏。因造型像海星，也像天上的星星，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地球之星”。姬

凤梨的花葶自叶丛中抽出，花序也是莲座状的，小花、白色。

全世界的姬凤梨属植物大约有22个种，主要产于南美洲的巴西和圭亚那，大多生长在热带雨林的大树杈上和树皮的缝

隙中。由育种学家人工培育出的姬凤梨杂交品种更是众多，种间杂交很常见，属间杂交的品种也有不少。姬凤梨体形小巧，

株形规则，色彩绚丽，易于栽培，适宜作桌面、窗台等处的观赏装饰，是优良的室内观叶植物。还可栽植于中、小型的山水盆

景之中，能起到很好的画龙点睛的效果。家庭栽培时，可用腐叶土或泥炭土加少量河沙作为介质，也可采用附生植物的培植

方法，将它绑扎在树皮、蛇木板等物体上栽培。

霸王凤

别名：法官头

学名：Tillandsia xerographica

分布在墨西哥等地海拔为140～600m，年降雨

量仅500～800mm的干旱疏林中。其属大型品系的

空气凤梨，叶长可达60cm；耐旱，叶鞘基部可储存

水分。

‘红脸’铁兰‘红脸’铁兰

Tillandsia

是一种长茎型的原生种。易从叶腋处增生侧芽，株型常见

丛生状；经冬季低温刺激，于春季开花，花色较为淡雅，紫色的

是一种长茎型的原生种。易从叶腋处增生侧芽，株型常见

丛生状；经冬季低温刺激，于春季开花，花色较为淡雅，紫色的

学名：

是‘霸王凤’和‘贝可利’的杂交种。植株一般能长得很大，

株型雅致优美。快开花时，整个植株呈现出美丽的玫瑰红色，非

‘贝蒂’铁兰

学名：Tillandsia

是‘霸王凤’和‘贝可利’的杂交种。植株一般能长得很大，

分布在墨西哥等地海拔为140～600m，年降雨

量仅500～800mm的干旱疏林中。其属大型品系的

分布在墨西哥等地海拔为140～600m，年降雨

量仅500～800mm的干旱疏林中。其属大型品系的

空气凤梨，叶长可达60cm；耐旱，叶鞘基部可储存

花后，在花序末端会产生新芽，被称为花梗芽。如

果栽培多年的话，就会长成一长串，非常壮观。

花后，在花序末端会产生新芽，被称为花梗芽。如

果栽培多年的话，就会长成一长串，非常壮观。

Tillandsia gardneri

赛肯达

Tillandsia secunda
赛肯达

学名：Tillandsia sec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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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寻找昆虫

■ 文  /  郭江莉  图  /  郭江莉  资料图

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活动自开办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市民尤其是小朋友们的追捧。此活动设计灵活，可操作性强，

活动地点不仅可设在公园，社区、绿地、绿化带里等区域。但如何才能准确快速地找到这些大自然的小精灵呢？让我们来了

解一些小技巧吧。

作为一位专业“虫人”，可以用到搜索和搜集法、网捕法、振落法、诱集法及工具收集法等方法来寻找昆虫。但在物种多

样性比较丰富的地方，比如在上海植物园里，我们仅仅通过搜索的方法，根据昆虫的生存环境同时参照其生物学特征和生活

习性就能很轻松的找到它们。

静态寻找

昆虫的卵

有些昆虫会将卵产在植物叶的背面较隐秘的地方，而且卵的颜色和形态具有保护色或拟态，防止被天敌发现，如草蛉，

蝶、蛾类昆虫。尤其是草蛉的卵与植被间还拥有长长的连接柄，更是防止被天敌猎食。

30cm以下便可发现。

螳螂卵鞘

螳螂的卵鞘俗称螵蛸。雌性产卵时会选择较高的植

株茎干，将卵产于卵鞘内，附着在树枝上。不同种类的螳

螂其螵蛸的大小和形状也不相同，但都呈泡沫状，结构

像千层饼一样，不少于7层。一枚卵鞘会孵化出数百只小

螳螂。

痕迹

昆虫啃噬树叶留下的咬痕，啃噬树干留下的洞或者

产生的分泌物等都可视为痕迹。例如二月兰的叶片背面

被潜叶蝇或潜页蛾取食叶肉后留下的弯弯曲曲的白色轨

道；梧桐被梧桐木虱寄生后分泌的保护幼虫的白色粘稠

絮状物；杨树、柳树等被天牛钻出的树洞。

巢

蜂巢是我们常见的昆虫巢穴。大型的有马蜂巢和胡

蜂巢，马蜂的巢呈开放式，像一个倒挂的莲蓬，仅一层，

站在巢下就可以看到一个个六边形的房间，马蜂出入方

便；胡蜂的巢一般呈封闭式圆形，内部结构多层，仅留出

口和入口通道。诗经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的巢

也是一种蜂巢，泥土制作，呈圆形，肚大，口小。

动态寻找

开花植物

在开花植物上我们通常能发现各种访花昆虫，比如

各种蝶类、蛾类、蜂类、食蚜蝇、金龟等昆虫。尤其在蜜源

植物上我们可以寻到各种前来采集花蜜或花粉的蜜蜂。

树干

在树干上，我们能发现各种具保护色的昆虫，如具有

刺吸式口器的蝽类，尤其是麻皮蝽，身体呈保护色，体黑

褐色密布黑色刻点及细碎不规则黄斑，与所寄生树木的

枝干颜色相近，很难被发现；还有各种蝉，如斑衣蜡蝉，

世代生活在枝干上，幼虫似鸟屎，成虫前翅保护色后翅警

戒色；另外在粗壮的大树上，还会发现口器着生在长吻基

部的象鼻虫，幼虫是锯树郎的天牛，以及独角仙和各种

锹甲。

灌木草丛

在草丛中，我们最容易发现的就是以植物为食的各

种植食性昆虫和它的天敌昆虫。例如：有青草收割机之称

的各种蝗虫、螽斯、鳞翅目幼虫等，它们喜欢呆在叶片上

啃食，在其附近可能发现螳螂、猎蝽的身影；灌木丛中有

拟态成树枝状的竹节虫、尺蠖，还有要把叶片啃个精光

的叶甲。

虫瘿

植食性昆虫中，我们常见的造瘿昆虫如蚜虫、瘿

蚋、瘿蜂等会将卵产在植物组织中，植物受刺激后，细

胞会加速分裂和异常分化而长成畸形瘤状物或突起，

这就成为寄生昆虫生活的“房子”。卵孵化出的幼虫可

直接取食瘿瘤或附近的植物，我们通常可以在柳树、榆

树、蚊母树上发现虫瘿。

茧

有些植物，尤其是杨树、栾树，我们常常会在树干

上发现椭圆形的、质地比较坚硬的“小蛋”，上面的灰

白色不规则纵条纹看起来极似雀卵。将“小蛋”敲碎发

现里面是只金黄的肉虫，虫体上有鲜艳的刚毛，这“蛋

壳”便是黄刺蛾的茧，居住在里面的便是黄刺蛾的幼

虫。昆虫的茧还有丝质的，形状一般狭长，比如蚕茧、

绿尾天蚕蛾的茧，蓑蛾的茧等等。

蝉蜕

蝉蜕是蝉科昆虫羽化后的蜕壳，全形保留蝉猴的

形态但中空，稍弯曲，表面呈黄棕色，半透明，有光泽。

上海植物园常见的体型较大的蝉有黑蚱蝉、蒙古寒蝉、

蟪蛄，它们羽化时的高度不同，黑蚱蝉和蒙古寒蝉羽

化时爬的较高，在高大乔木上会爬至1~5m高度；在灌木

中，黑蚱蝉喜欢爬至顶端枝叶上，蒙古寒蝉喜欢呆在枝

干上。蟪蛄体型较小，约2cm，爬行能力弱，一般在树干

虫瘿

蚕茧

螳螂螵蛸

马蜂窝

黑带食蚜蝇

薄翅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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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

有些昆虫把巢穴建在地表或土壤中，它们喜欢在地表

活动。有夹子虫蠼螋、林间清道夫蜚蠊、小巨人日本弓背蚁、

飞毛腿土蝽、掘土工程师蝼蛄、小提琴手蟋蟀等等。

水域

水域是众多昆虫的乐园，水中生活着有“游泳健将”之

称的龙虱，水面划游着有“水叮当”之称的水黾，“全职好爸

爸”之称的负子蝽，“捕食大魔王”之称的蝎蝽。在水中我们

还会发现有“捕蚊能手”之称的蜻蜓目幼虫，不仅蜻、蜓和

蟌的成虫捕食蚊子，它们的稚虫还能捕食蚊子的幼虫孑孓。

看植物找昆虫

根据昆虫的食性，我们可以在对应的植物上发现要寻

找的昆虫。樟树上生活着樟青凤蝶、樟巢螟和黑刺粉虱；朴

树上生活着黑脉蛱蝶；水竹芋的花朵中能发现偷吃花粉的

小蠊；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上生活着取食有偏好性的玉带凤

蝶和柑橘凤蝶；小叶黄杨上寄生着黄杨绢野螟；蔷薇上寄生

着叶蜂；卫矛上寄生着缘蝽；夹竹桃含有毒性不轻易招虫，

但寄生着夹竹桃蚜，有蚜虫的地方还能找到瓢虫及蚂蚁；柳

树、榆树和杨树是各种锹甲、天牛、金龟的乐园。

掌握以上寻虫搜索小技巧，相信我们会发现不少有趣的

昆虫，上海植物园还有很多昆虫种类等待我们去发现。

负子蝽

蠼螋

云斑天牛酢浆灰蝶

麻皮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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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物艺术创作  彰显环保魅力
——2016上海植物园环保艺术作品展

■ 文  /  朱筱靓  图  /  蓝风  资料图

2016届上海植物园秋季花展中，多项大型展览成为花展主旋律，形式各异、妙趣横生的主题活动推起花展的小热潮，为

各项展览增添一抹浓郁的科普色彩，也为秋季花展的宣传推广奉献力量。作为特色展览之一的“2016上海植物园环保艺术作

品展”也在这个秋天大放异彩，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饕餮盛宴。

市民也许在为冬日“寒风凛冽、万物凋零”的时光去哪休闲而烦恼，也许在为家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旧物怎样处

置而烦恼，也许在为城市“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未来如何达成而烦恼。而这场环保艺术作品展就是以上烦恼的最佳答案！

对于我们不再有用的东西，我们常常视为垃圾，一扔了之。可是，在艺术家的眼里，换个角度看，原本的垃圾，却常常充

满了各种的可能性，在艺术家们手中重新焕发了第二次生命，以全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传递环保的理念。本次展览由上海植

物园主办，上海霏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承办，围绕“生活没有垃圾，有爱的生活，有趣的城市”主题，将日常的废弃物转变为

精致、环保的艺术品，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只要爱得够深，废弃物可以再利用，生活可以很有趣，城市可以很有爱，人的

行为是决定这些的关键因素。”

艺术家和团队成员们或就地取材，利用植物园里的枯枝弃叶为底；或翻捡周遭，搜罗日常生活中的垃圾废物为料，经过

巧思编排、布置，升级幻化成一件件精致作品呈现出来。希望在艺术表达的同时，也能向大家传递一种生活态度：世间没有

垃圾，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好奇，用发现的眼光，再加点不同的尝试，他们就能变成资源，重新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版纳风情》

材料：广玉兰叶、树干、铅丝板、胶带、垃圾袋

走进展厅，迎面就能看到巨幅壁画，壁画之下，是艺术家用广玉兰

叶为主要材料，制作的《版纳风情》。

广玉兰在上海分布很广，常被用作道路绿化。植物园里，仅植物大

楼前的大道两边，就能见到不少。广玉兰

与秀气的市花白玉兰不同，高大的树干、茂密的枝叶，盛夏季里，花

开硕大，寒冬时，依旧常青。广玉兰之所以惹人喜爱，在于不矫情、不保

留，韧劲里透着股质朴与可爱。但犹如生活中的一些美好，太过常见了，

久而久之，我们便视为理所应当，觉得普通、乏味。不经意间，便怠慢了

它的美好。

当艺术家在植物园里漫步寻找灵感，在修剪的废弃枝叶中翻寻材

料时，一眼便看到了她的叶。

握一片，在手中细看，温和的长椭圆形，完整而结实。翻看叶面，是

浓厚的绿，带着蜜蜡的光泽，叶背则是均称的铁锈色，不焦不烂，配有

极短绒毛，质感十足。

艺术家们便以这两色为变化，在背后西双版纳大型壁画的映衬下，

一片片，用心拼贴出五座极简的三角造型，象征着傣族的尖顶竹楼。每

一个尖顶中间，用色泽艳丽的垃圾袋点睛，象征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具象的壁画，抽象的造型，互相映衬着，透露出浓厚的版纳风情。

期盼您观赏作品时，能特别留意到作为基本元素的这一片片广玉兰

叶，继而能在平日里路过某一棵时，驻足看上一眼，留意她的美。那样

的不矫情、有活力，花开时灿烂，叶绿得浓情。

《自然风》

材料：废弃铁皮网、棕榈树、树枝、拉菲草、麻绳等

壁画厅的转角处，摆放着另一件拙朴、自然的作品。

我们常常局限于既定的概念，书是用来读的，杯子是用来装水的，

隔离网自然是用来隔离的。然而，创造的秘诀之一，就在于打破、归零、

重设。

翻出生锈废弃的铁皮网，彼时用来隔离，此时却绕出三个大圆筒，

配上灯光的晕染，就成了绝好的插花容器。

再把捡来的枯枝弃叶——半截棕榈树、几小段秃枝干、一把拉菲

草、三两废木片，聚拢起来，听凭性情，随意插制，就有了这件《自然

风》。

师法自然、浑然天成。

《森林之光》

材料：树干、松针、红毛线

转角走进一号展厅，迎面而来的，是大型环保艺术作品——《森林

之光》。

这可是一件挑天气的作品。版纳风情

版纳风情

自然风

森林之光

森林之光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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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幸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与它邂逅，您将见到奇迹！午后的阳光透进大厅，投在倾泻而下的一束束线上，光

与影交相辉映，暖与艳绝美融合。

在边上停顿片刻，模糊掉时光，让自己融进暖阳里。

您若是留心闻着仍散有余香的枝干，细看上面一个个独特的结疤，那是整棵树最强有力的地方，是每一次受伤后努力的

证明，是一棵树的荣耀徽章；您抬头看，顶与树之间连接的一条条红线，像是阳光肆意洒下，又似树旺盛的生命力，自下而上

的迸发；您也留意到铺陈其间的松针，回想起第一次赤脚踩在大片之上的惊喜，绵密、蓬松，柔软、温暖。满满的，全都是记

忆里的味道。森林的、自然的、渐行渐远的。生命里有许多时刻，微小、短暂，发生时只在刹那，旁人眼里不值一提，可偏偏给

您独特感受，烙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若有，但愿这件作品，能唤起您久远的珍藏。

若没有，就拿这件作品当个起点吧。再怎样的室内作品，都是有限。看完展，走出门，去多感受自然吧。看一朵花，抱一

棵树，留一段回忆。

《本草八瑞图》

材料：观赏谷、雪松、苎麻、蒲葵、水稻、马尾松、莲蓬、芒萁

一号厅的整面白墙上，挂着《本草八瑞图》。

八种植物，八幅画卷。

本草，最早时，指的是草药。渐渐地，越来越宽泛起来，出现时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韵味的传递。八种植物里，大半就地取

材，枯萎变色了的蒲葵、长过头的狼尾草、修建下的芒萁、偶然捡到的雪松枝，再加上艺术家的私藏，家乡的水稻、莲蓬、苎

麻。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就那么细致、紧密地排列好，呈现出来。

有的回忆在生命中永存，有的生命也变成了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选用芯片来填充这个地图，世界就在眼前。

《厨房》

材料：荒废的容器、异域的盘子、晒干的植物、废旧的打包框、第一台烤土司机等

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厨房就是家中的天堂，看似平常不过的厨房总是隐藏着数不清的自然常识，而杂食类的我们，

三餐更是离不开瓜果蔬菜等花植。

如果我们把厨房变得五彩缤纷，我们的食欲一定也会总是很“振奋”。

《农具》

材料：布、废弃农具

农耕文明是城市产生与发展的基石。在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曾孕育出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洛阳，长安，汴

梁，临安，这些传奇版般的名字至今依然令人神往。

看着这八幅作品，我不禁想起王守仁和他朋友的

问答。

在郊外观赏风景，朋友指着山中开花的树木问：

“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山中树上的花自开自落，同我

心有何相关？”

王守仁回答：“你不来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

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

枯枝弃叶，循环往复。草木入画，人本多情。

《二十四节气》

材料：CD、植物、小装饰品等

最近申遗成功的中国二十四节气源于两千多年前

的秦汉时期，是祖先根据太阳运行变化而制定，用以

反映季节变化，引导农业生产的历法。它是农耕文明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一直到今天，都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

日常生活。

二十四个节气中，每一个节气都像是一首歌，有的浪漫，有的严肃，有的热烈，有的冷静。艺术家把它们构建到废弃的CD

上，二十四首悦耳的旋律就这样焕发了新生命。

《地图芯片》

材料：处理后的废弃芯片

曾经，这些移动电话和电脑芯片也许就与世界的某个角落取得了联系；现在，它们真的变成了那个信号到达过的地方的

一部分……

本草八瑞图

二十四节气

地图芯片 厨房

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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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个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正是使用着阁下眼前这些“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造就了一个不朽的伟大文

明。

信息时代的今天，农耕社会已退出历史舞台，可这些完美谢幕的“不插电”农机，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被珍藏。因为它

们始终是一份传承，是祖先们的智慧，勤劳与毅力的永恒载体。

《三个衣架》

材料：黑白区（废弃桌椅拼成的衣架、树枝、装饰品等）、马里奥（水管、灯泡、木板、小装饰品等）、草帽区（废弃树干、草

帽、装饰品等）

你的生活黑白分明，棱角分明，横竖有序；你的生活绚丽多彩，质朴无华，起起伏伏；你的生活是一场童话般精彩刺激

的历险，甚至上蹿下跳，却始终像马里奥一样为了找到蘑菇公主勇往直前。生活就是艺术！

妙手偶得的创意、

精心制作的展品，如此

多的精致艺术作品等着

市民游客来发现、认识、

了解，艺术源自生活，这

场艺术刮起的环保风让

市民游客大饱眼福之

外，更用实践将环保理

念的星星点点融入到

生活之中，为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提供更多可

能性。

衣架草帽 衣架黑白

衣架黑白
能性。

回家的路

衣架马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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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今秋，上海植物园来探“金”！

■ 文·图  / 毕玉科

国庆将至，正值金秋，可是金色的秋天在哪里呢？金秋，今秋，不妨来上海植物园探“金”吧！

金秋是向日葵金色的笑脸，4号门两旁坡地上已经绽放了满满的金色小太阳，欢迎您的到来！ 

金秋是菊花金色的身姿，园内各处尤其是2号门附近都可以看到它们傲然的风采，静观菊潇

姿，便见悠南山！

金秋是桂花的金色甜香，虽然今年天气异常，桂花仍未肆意盛开，但漫步植物园之中，许多角落

都会偶遇桂花香，幽幽的刚好。

金秋还是躲藏起来的、气息神秘的睡莲，俏丽的忽地笑，静雅的紫茉莉——轻嗅一下，充满了

童年的味道……

还有，那些金色的叶子，金叶草、金叶构骨、金叶甘薯……

当然，金秋还是金灿灿的果实，柿子、喜树、金桔……都开始泛出了金色的光芒。

最重要的是那“满地黄花堆积”的秋之烂漫，这萧索静美的感受，在上海，不是菊花，而是栾

树。当上海植物园探“金”之旅即将结束，准备回家时，无论是3号门附近种有黄山栾的小路，还是4

号门外排列着两排栾树的东泉路，都已黄花满地，美不可言。踏“金花”而归，定会有个金灿灿、亮

堂堂的人生！

4号门向日葵

菊花

桂花

睡莲

金叶构骨

金叶构骨 紫茉莉

栾树

忽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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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木犀

■ 文  / 王原原   图  / 蓝风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

重游。”白居易这首《忆江南》在G20峰会那一场美轮美奂的水上晚会

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其实这“桂子”清香才是整首诗词的点睛之笔。桂

香清冽悠远而又饱满馥郁，香味层次丰富而绵密，正如江南之秋缠绵

与甜润交错迷离之感。苏州、杭州两地不约而同地将桂花作为市花之

选，我想这其中的奥妙也不言而喻，桂花香俨然已经成为江南的一种

标志。 

书卷之木犀：人与花心各自香

江南清秋，风携着细细碎碎的甜香扑面而来，循香而望但见或

浅白或淡黄的小花嫩嫩地缀在桂树枝头，木犀小主就这么含蓄地翩

翩而至。木犀，古时桂花名，其实她还有很多别称：因为叶子像圭而称

“桂”；纹理如犀，又叫木犀；其清雅高洁，香飘四溢，被称为“仙友”，

亦被称为“仙树”“花中月老”。桂花通常生长在岩岭上，也叫“岩桂”；

桂花开花时浓香致远，其香气具有清浓两兼的特点，清可荡涤，浓可致

远，因此有“九里香”的美称；黄花细如粟，故又有“金粟”之名；桂花为

“仙客”,花开于秋，旧说秋之神主西方，所以也称“西香”或“秋香”。

描写桂花的诗词，从汉代的“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南方草木

状》)到南朝的“南中有八树，繁华无四时。不识风霜苦，安知零落期。”(

《咏桂树诗》)，至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文人吟桂蔚然成风。

宋之问《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故后人亦称桂

花为“天香”。

李白《咏桂》：“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植

君园”。

杜牧《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野店正纷泊,

茧蚕初引丝。行人碧溪渡,系马绿杨枝。苒苒迹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

念君别,惆怅桂花时。”

梅尧臣《临轩桂》：“山楹无恶木，但有绿桂丛”。

欧阳修《谢人寄双桂树子》中“晓露秋晖浮，清阴药栏曲”。

毛滂《桂花歌》：“玉阶桂影秋绰约”。

倪瓒《桂花》：“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

朱淑真《木犀》：“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支淡贮

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

而本人最爱的一首还是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暗淡轻黄体

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

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不以花

容月貌取胜，却以暗香浮动沁人心

脾；凡花香者，或清或浓，不能两

兼，惟桂花清可绝尘，浓能远溢，堪

称一绝，这才是桂花最独到之处。

据史料记载，中国桂花栽培

历史达2500年以上之久，自汉代就

开始栽培桂花。西汉刘撰《西京杂

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

群臣皆献名果异树奇花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接着在上林苑中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

其中有桂一百株。当时栽种的植物，如甘蕉、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橄榄、柑橘等，大多枯死，而桂花有幸活了下来。”作

为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桂花常与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四花同植庭前，以取玉、堂、富、贵之谐音，喻吉祥之意。桂花在

古代更被读书人士子视为科第吉兆的象征，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世以登科为折桂，此谓却诜对策东堂，自云桂

林一枝呀也，自唐以来用之。”后来“桂林一枝”被比喻为科举考试中出类拔萃者。古代乡试、会试一般例在农历八月举行，

时值桂花盛开季节，八月又称桂月，所以把考生考中喻为“折桂”，并与神话传说挂上钩，美称“月中折桂”“蟾宫折桂”；登

科及第者则美曰“桂客”“桂枝郎”，科举考场则美称曰“桂苑”等。

自然之木犀：情疏迹远只香留

“内心清凉，生活芬芳。”不知为什么每每嗅到桂花香，内心总会升腾起这样一句话。农历八月，也称桂月，是赏桂的最

佳之月，每年此时上海植物园中的500多株桂花在秋风中不疾不徐地玉珠暗结，静待一场“木樨蒸”。

桂花绽放，既需要一定的湿度，还需一定的温差。江南地区入秋后气温渐凉，但一般于中秋前后会突然闷热起来，好似

夏天又回来了。这种早晚冷凉、日间炽热的天气既有利于桂花树营养的积累，也促使雨露的形成，桂花一经蒸郁便盛放开来

了。因桂花又名“木犀”“木樨”，故此气象名“木樨蒸”或“桂花蒸”。周瘦鹃先生曾有诗云：“中秋准拟换吴绫，偏是天时未

可凭。踏月归来香汗湿，红闺无奈木樨蒸。”便是这番情景的最好写照。

桂花总体而言分为四大品系，包括：银桂、丹桂、金桂和四季桂。以花色而言，有金桂、银桂、丹桂之分；以叶型而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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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桂、金扇桂、滴水黄、葵花叶、柴柄黄之分；以花期而言，有八月桂、四季桂、月月佳之分等。上海植物园所植桂花品种

数可谓沪上之冠，包括：天女散花、大叶佛顶珠、状元红、玉帘碧株、玉玲珑、小叶丹桂、橙红丹桂、芙蓉桂、柳叶桂、波叶金

桂、小叶苏桂等等。

乐游之木犀：甜醉微醺悦心愉

今年，上海植物园还特别为游客准备了几条“寻桂”线路，开启秋日微醺之旅。

线路一：亲子乐游季  小森“桂香”野餐 
推荐地：环保区游船码头大草坪

少了桃红柳绿，却伴随着桂花甜香阵阵，秋高气爽似乎比春天更适合野餐露营。环保区游船码头东侧的这片草坪应该

是亲子活动空间的最佳选择。四周小森林围合、中心视野开阔，既能在阳光下奔跑也能在丛林中休憩。妈妈亲手准备的美味

三明治、再来一口新鲜果汁，就着草坪侧几株偌大桂树送来的缕缕香甜，一咽而下，满嘴留香。这，大概就是秋天的味道吧。

线路二：桂馥兰馨  竹君相伴品雅香

推荐地：兰室与广玉兰大道交汇处、桂花园与竹园交界处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单单闻桂花之香很容易发腻，而有其他香气的调和更能闻见其中的美好。好比被月饼甜腻

的时候，抿一口清茶，重重滋味萦绕心间。兰竹皆君子，桂花馥郁之香更映衬出其谦和雅致：兰室与广玉兰大道交汇处的几

株早银桂是园中每年最早开放的桂花品种，原本清甜之香在兰花的幽香中反倒显得更为浓郁；而与竹园交界处的桂花，在竹

叶的雅淡中更觉甜润。不与桂花争秋，清雅淡泊衬托沁甜醉香，兰竹二君子之德更得以彰显。

线路三：心动而美好 来一场木樨香芬spa
推荐地：桂花园

取悦自己，不妨从一缕清香开始。我们身体与肌肤是有脾气的，尤其是繁忙与压力带来的重重影响下，美妙香芬既能营

造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人心情愉悦，更能舒缓身体、提升精神状态。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款香芬“产品”既不用工业萃取手段，

也不会添加附加成分，更不会花一分钱，It’s free!没错，就是位于上海植物园3号门附近的桂花园，来一场由内而外的木樨香

芬spa吧！穿梭于桂花林间，沐浴在扑面而来的蜜香与清香之中，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浓淡相宜、层次丰富的香气既怡情

又令人迷恋，园中阡陌交通的小径更是把这份缠绵与暧昧延展到每一时刻。“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天香生净想，云影护

仙妆。”桂花园中心的小草坪柔和着醉人秋光、蓝天云影、点点细花、缕缕芬芳，正是“木樨日光浴”的不二去处。

线路四：岸芷汀桂  水憩微香冥想体验

推荐地：展览温室西侧水岸（近水杉大道）、3号门入口右侧水岸

普通的赏桂路线多在陆地，今年特地准备了2条水岸观花路线：①展览温室西侧水岸。其实展览温室外围均种植桂花，

可由展览温室正门起，循香而入小路；在小路与展览温室北侧大路交汇处，香气浓度达到极致。此时，再回转身来，静坐于水

岸边，疏林散植的几株桂花不浓不淡地香得恰到好处，水流汩汩、清风徐徐，正适合冥想静思，放松身心。②3号门入口右侧

水岸。虽与桂花园尚有一段距离，而正是这期间的层林小“隔离”，用叶之清香“稀释”了原本馥郁的桂花浓香，并随之飘散

在水中。如果恰逢一阵小风从水面拂过，进过第二轮“稀释”的桂香，夹带着湿湿软软的气息又重拂面而过，这鼻息间的享

受真是妙不可言。

线路五：桂离别苑  拾花之行

推荐地：上海植物园全园

桂花花期说长也短，错过了也就真的错过了。不过，花草不是无情物，满园桂花落又何尝不是人间美景？“人闲桂花落”

原本缀满枝头的小小黄花，雨打风吹落满地，却花香犹在。江南更有食桂花的传统，殊不知桂花宜拾不宜摘，因为新鲜桂花

中含有较多单宁，吃感苦涩且香味不足。若拾得落桂花请小心收藏起来，清水洗净后再慢慢烘干备用，留待来年春天入茶，

夏天做汤，秋天缀菜，冬天制糖，也算是作别秋日的一种小小仪式吧。

美馔之木犀：桂香雅味新煮意

桂花虽非江南独有，但江南人却在吃食上把桂花的清雅香甜演绎到了极致，桂花浸淋过的羹、汤、糕、糖、茶，才是真正

的江南味道。用味觉的形式，将稍纵即逝的桂花香保留下来，也是体味季节的一种方式。

桂花糖露：《影梅庵忆语》中曾写董小宛制作的一种鲜花糖露“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

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如今民间手作食品者众，独独网上

这一瓶“桂花糖露”吸引了我的注意。店主将杭城满觉陇的糖桂花与头年采摘制成的青梅一起慢慢熬制成酱，甜咸相得益

彰，浓稠的饴糖酱中分明还保留着桂花在枝头芬芳的样子。

糖桂花：江南食材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将稍稍腌制过的桂花与麦芽糖或蜂蜜或白糖制在一起，二次腌制成型。用于各

类小甜点上，既是形上的点缀更是味上的点睛之笔，最出名的大概就是桂花糯米糖藕了。这道菜看似藕是主角，但糖桂花绝

对抢戏小能手啊！吃过之后，藕的滋味早已忘记，满嘴满心都是甜甜的桂花酱，总忍不住蘸食盘中残留的糖酱，吮指留香。

桂花鸡头米、桂花糖芋艿、桂花赤豆汤：桂花花瓣不细看真看不分明，因此，吃桂花底色或清或深，才能将她的姿色衬

托出来。桂花鸡头米、桂花糖芋艿、桂花赤豆汤中桂花朵朵开，暗香阵阵来，俨然一场杯盘碗盏间的盛大花事。

桂花酒：选用秋季盛开之金桂为原料，配以优质米酒陈酿而成，酒色泽金黄，晶莹明澈，酒味芳香醇厚，口感生香，回味

绵长。早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有“尊桂酒，宾八乡”之记载。古人认为桂为百药之长，所以用桂花酿制的酒能达到“饮之寿

千岁”的功效。汉代时，桂花酒是敬神祭祖佳品，祭祀完毕，晚辈向长辈敬用桂花酒，长辈们喝下之后则象征延年益寿。

桂花茶：由桂花和茶叶窨制而成，香味馥郁持久，汤色绿而明亮，有清香提神功效，补阳气、美白肌肤、排解体内毒素、

止咳化痰、养生润肺，桂花茶的作用是舒畅精神，养阴润肺，可净化身心，平衡神经系统。    

水晶桂花糕：用糯米粉、澄粉、糖、蜜桂花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美味糕点，晶莹剔透、色泽莹润，香甜可口，具有浓郁桂花

香。

腌桂花：曾在《舌尖上的中国2》露过脸，也许只有江南才有“腌桂花”这等风雅事：采集后的桂花用梅卤水清洗“定”住

桂花的色与香。捞起晾干后，一层桂花一层盐，将桂花腌渍封存，沁人心脾。

木犀一枝，最是清甜；江南一忆，最是木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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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庐山瓦韦 

附生蕨类，隶属水龙骨科瓦苇属。根状茎

密被披针形鳞片；叶近生，线形。孢子囊群椭圆

形，聚生于叶片上半部。

4. 丝带蕨

附生蕨类，隶属水龙骨科丝带蕨属。叶近

生、长线形、坚挺、革质、光滑无毛。

5. 江南卷柏

土生或石生，隶属卷柏科卷柏属。小小的

草本，宛如木本柏树的一折小枝。

6. 粉背蕨

旱生常绿中小型植物，隶属中国蕨科粉背

蕨属。叶背被白色粉末而呈白色，色彩重，较为

抢眼。

7. 睫毛蕨

小型草本，附生或石生，隶属睫毛蕨科睫

毛蕨属，单属单种。十分娇小，叶两面均密被棕

色节状毛，边缘密被睫毛，由此得名。阳光照耀

下，由显其毛茸茸的质感，叶缘的睫毛随光闪

动，宛如美女在暗送秋波，甚是可爱。

8. 掌叶铁线蕨

陆生中小型植物，隶属铁线蕨科铁线蕨属。

叶片两次分叉生出4～6片线状披针形羽片，宛如

手掌。羽片清丽飘逸，在微风吹拂下深具美感。

蕨类植物生长的地方，往往伴有茂密的藓

类植物。蕨类植物中有很大部分为附生植物，

或是附生树干或是附生石头，且常常以藓为垫。

只要稍加留意，你肩旁的树干、腿边的石头上，

那小小的一团、或是成势的一片，亦或是垂下

来的几缕，就是别具一格的蕨类植物。虽然分

类上将其与高等植物区别，但是其物种之多

样、形态之丰富，并不逊色。

通过此次岚皋县野外考察，我建立起了对

蕨类植物的基本认识，关于蕨类植物的分类、

形态、生境等都有所了解。在一天半的考察之

行中，蕨类植物的专家们：北京的周云龙老师、

峨眉山的李策宏老师、贵州的骆强老师、浙江的

张豪老师、辰山植物园的商辉等前辈，一路上在

认知蕨类植物、采集标本及引种上对我给予了

莫大的帮助，他们亲切的指导和耐心的讲解为

我揭开蕨类植物的迷雾，将我渐渐领入蕨类植

物的门。

层林尽染 “蕨”色风华
——记陕西岚皋县野外考察之行

■ 文·图 / 陈洁

2016年10月17日～10月21日，中国蕨类植物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

多地的蕨类植物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围绕蕨类植物演化与系统

学研究、蕨类植物配子体发育和繁殖、蕨类植物生物多样性与保育以

及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主题展开学术交流，并赴岚皋县进行野

外考察。

岚皋县，隶属陕西省安康市，位于陕西南部，大巴山北麓；属亚

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少雨，夏季多雨多伏旱，春暖干燥，

秋凉湿润并多连阴雨；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悬殊，最高海拔2 

641m，最低海拔331m，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呈现出山地、古冰川地貌

特征，有“高山飘雪花，低山开桃花”之奇景。南宫山等五大山系如孔

雀开屏，羽盖全境；岚河等三条河流汇集。岚皋县物种丰富，现已查明

有林种和各类食（药）用植物分别达1 300种、2 000种以上，是富硒魔

芋、烤烟、茶叶及蚕桑最佳适生区。

秦岭多奇观。从世界上最长的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一出，景色便

与西安大不相同。岭南秋色已起，红橙黄，色彩绚烂而壮观。

首站南宫山二郎坪。二郎坪景区林茂草丰，植被尤为丰盛，更有风蕨舒芳之佳景。抵达时已是下午，天气小雨。时间与天

气原因，此站行程较为仓促，但于我而言，这是第一次参加蕨类植物的野外考察，见识与收获亦是颇丰。耳蕨属植物的鳞片

令我印象深刻；荚果蕨叶二形，能育叶两侧强度反卷成荚果状而得名；水龙骨科是最为进化的蕨类植物，叶片清丽；三翅铁

角蕨叶柄的上面两侧和下面的棱脊上各有一条棕色的膜质全缘阔翅，铁角蕨和铁线蕨，从直观上总让我分不清楚；披散木

贼是我首次见到的“不像蕨类的蕨”，宛如长毛怪，披头散发在雨地中凌乱。

翌日是神河源-千层河之行。此行堪称饕餮盛宴，美景、史迹、华物，络绎不绝，冲击人心。贾平凹先生之美誉“陕南九寨

沟”，此地名副其实。层林已尽染秋色，色彩斑驳而烂漫绚丽，山间雾气一时如玉带，而下一秒却又飘至山顶拂顶而逝，妙不

可言。神河源头宛如人间仙境，不染一丝尘埃。第四纪冰川遗迹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俯身翻寻石块可见残留遗迹的化

石，与历史如此亲近的接触令人恍惚如穿越一般。最大的收获，自然是对蕨类植物的认知。蕨类植物事实上并不止于日常所

见，其形态至多之异，常令人惊叹：原来这也是蕨！蕨类植物除了令人大开眼界、别具一格的种类，更不乏独具特色者，其丰富

多姿不输高等植物：

1. 披散木贼

隶属木贼科木贼属。枝一型，高10～30(70)

cm；有侧枝，纤细、较硬、圆柱状、有脊。在雨地

中凌乱得无法自拔者，就是它。

 2. 木贼

隶属木贼科木贼属。高可达1m，枝一型。我

想称它为光棍草，第一次见到这么赤裸裸的一

群枝。

秦岭多奇观。从世界上最长的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一出，景色便

与西安大不相同。岭南秋色已起，红橙黄，色彩绚烂而壮观。

层林尽染

披散木贼 木贼

庐山瓦韦

江南卷柏

睫毛蕨

丝带蕨-来自PPBC，张宪春

粉背蕨

掌叶铁线蕨

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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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盆景“相爱相杀”的二三事

■ 文 / 王玥明  图 / 王娟  王玥明

盆景作为具有生命的艺术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喜爱。它以植物、山石、

土、水等为材料，经过艺术创作和园艺栽培，在方寸中塑造出大自然的优美景

色，达到“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同时以景抒怀，表现深远意境，被

称为“立体的诗，无声的画”。1972年在陕西乾陵发掘的唐代章怀太子墓(建于公

元706年)的甬道东壁绘有侍女手托盆景的壁画，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盆

景实录。而在盆景漫长的生命中，有这么多“朋友”默默陪着它，或“相爱”，或

“相杀”，上演着植物界的情深意浓。

苔藓：别让你的美蒙蔽了我的眼

苔藓植物无花、无种子，以孢子繁殖，全世界约有23 000种，而中国拥有其

中的2 800多种。苔藓植物喜欢有一定阳光及潮湿的环境，需要一定的散射光线

或半阴环境，最主要的是喜欢潮湿环境，特别不耐干旱。

苔藓的生长对于盆景的养护来说，有利也有弊。许多苔藓植物可以作为土

壤酸碱度的指示植物，像适宜白发藓、大金发藓生长的一般是偏酸性的土壤；

适宜墙藓生长的土壤则一般偏碱性。我们通过苔藓的生长状况就能判断出土壤

酸碱度的变化。苔藓植物不仅本身能够贮藏大量水分，还具有一定的保持水土

作用，群集生长和垫状生长的苔藓植物，植株之间的空隙很多，就像在土壤上覆

盖了一层保水海绵垫一样，可以有效地保持水土，减少水分流失。同时，苔藓还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群居而生形成的或苍翠、或明艳的绿

色地被，为盆景充当着尽职尽责的陪衬者的角色。每次展览来临的时候，盆景

玩家都会将各个品种的苔藓铺在盆面上，提升盆景的“颜值”，可谓极受欢迎的

黄金配角。而近年流行的山野草文化中，苔藓也被格外青睐，做成了许多极富禅

意的苔藓微景观，登上案头几架。

那么，为什么说它和盆景“相爱相杀”呢？苔藓的生长对于盆景的养护种植

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的。苔藓的附着会直接影响对盆土干湿情况的判断。

无法通过颜色和干湿度判断土壤情况，浇水的时候就可能会过量或者不足，从

而影响盆景生长。而且苔藓表面渗水速度也比较慢，浇水的时候水可能会直接

流出盆景，或者仅仅渗透至表层土壤，容易浇“半截水”，即造成盆面湿、盆内干

的现象，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盆景的死亡。

野草：引领自然&人工“反差萌”

野草，亦作杂草，一般指在庭园、草坪或农地等土地上并非经由刻意栽种

的植物，而这些植物并不只限于草本植物，也包括部分小灌木、蕨类及藻类。由

于野草生长迅速，根系发达，会抢走土壤中其他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又或者争

图/ 文/

夺空间中的阳光水分等，使周边的植物难以生长。“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的就是它们旺盛蓬勃的生命

力。南朝梁江淹《草木颂·杉》也有“群木敛望,杂草不

窥”的记载。

而在盆景中生长的一些野草，品种多样，形态各

异，偶尔还会冒出些可爱的小花朵来。一般的处理方

法，是对一些低矮的、不影响盆景生长的野草视而不

见，只有在它们特别猖獗以致影响盆景生长及景观效

果的时候，才会将其斩草除根。这是因为一些野草在生

长过程中能保持水土，起到固定土壤和肥料的作用，使得土壤不会因为浇水而过度流失。同时野草的适度生长，还会给盆景

增添一丝自然的野趣，减少盆景作品的人为痕迹，这也与海派盆景所追求的境界——“苍古入画，师法自然”一脉相承。野

草如果开花结果，还能带来些意想不到的景观。试想一下，柔弱的小花伴着古朴的松柏，这种刚与柔，力与美的对比，往往还

会带来“反差萌”哦。因此，一些不影响盆景整体感官的野草，也就不值得玩家们兴师动众地铲除。

盆景中我们得以窥大美世界的“冰山一角”。而养护盆景也是一件修身养性，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

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达。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荫否？人生七十稀。诸位如有意，

也不妨手植一盆盆景，“长年甘作花奴隶，悠然物外葆天真”。

地衣：你的好，我承受不来

地衣是真菌和光合生物（绿藻或蓝细菌）

之间稳定而又互利的共生联合体，真菌是主要

成员，其形态及后代的繁殖均依靠真菌。全世

界已描述的地衣有500多个属，26 000多种。地

衣适应性强，从两极至赤道，由高山到平原，从

森林到荒漠，到处都有地衣生长。

中国地衣资源相当丰富，关于地衣的食用

和药用价值也有颇多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可供

食用的地衣有15种之多，且营养价值较高，内含

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其钙含量之高是蔬菜中少

见的。

在盆景养护中，经常能在表层土看见一些

叶状地衣，附着在盆土表面。据上海盆景艺术大

师赵伟介绍，地衣的生长对盆景影响比较大，

它会影响土壤吸收水分，还会逐步侵袭到树干

枝条上，菌丝侵入树皮，或者导致其他真菌侵入

引起病害，危害树木生长。有了它的生长，就好

似树上长了"疮"，不但枝、干表面变得粗糙，而且

会造成树势衰退。因此，虽然地衣被称为“地

球的拓荒者”，既能检测环境污染，还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但是对盆景生长确是弊大于利，只

能忍痛在“初见端倪”时就把它铲掉了。

盆景是人类追求自然和美的生动体现，在

景实录。而在盆景漫长的生命中，有这么多“朋友”默默陪着它，或“相爱”，或

“相杀”，上演着植物界的情深意浓。

壁画

或半阴环境，最主要的是喜欢潮湿环境，特别不耐干旱。

苔藓的生长对于盆景的养护来说，有利也有弊。许多苔藓植物可以作为土

苔藓球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们群居而生形成的或苍翠、或明艳的绿

色地被，为盆景充当着尽职尽责的陪衬者的角色。每次展览来临的时候，盆景
盆景和苔藓

盆景和苔藓野草共存

展览中出现的野草和苔藓

苔藓山野草
见，只有在它们特别猖獗以致影响盆景生长及景观效

果的时候，才会将其斩草除根。这是因为一些野草在生

锦松和野草

地衣 树干上野花

展览中的小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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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雅江南，一叶趣田田
——第四届上海荷花睡莲展上海植物园参展景点赏析 艳阳高照果儿红

■ 文 / 王原原  图 / 豆格格 ■ 文·图 / 朱继军

木格窗棂间，婉约莲影若隐若现，灵动粉紫花影轻摆摇曳，仿佛还有小鱼穿梭其间。突然想起汉乐府诗《江南》：“江南

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简单明快的辞藻勾勒出一幅江南水乡夏令时节鱼儿嬉戏水莲间的美好意境。在城市的

钢筋水泥森林里赏玩这样的景象，似乎只是异想天开，但上海植物园却创造性地帮你实现了这个梦想。

日前，上海植物园应邀参加了由上海古猗园主办的第四届上海荷花睡莲展,参展景点为《一折江南》。展区以赏莲品诗为

主线，以古典诗词书画为脉络，通过深挖荷花睡莲在古典园林中的诗情画意，营造出一处展示交流的荷花主题景点；以汉乐

府诗《江南》为创意灵感，运用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景观手法，运用莲、石、水、鱼、木勾勒出一折夏日雅荷江南图。景点运用

的主要植物除莲荷以外，还包括：紫娇花、柳叶马鞭草、松果菊等夏季花卉，以粉红色为主观赏色搭配玫红、紫红等点缀，既

富雅趣浪漫、又显野趣轻盈。整个景点融合生态环保、乐理禅意、健康生活、文化传承等概念，将莲荷文化内涵与古典园林

完美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一致好评。

苹果属植物除了我们常见的食用苹果，还有相当的一部分品种或人工培育的品种成为了人们观花、观果的观赏植物。在蔷

薇园的月季园西边，种植了近年来引进的42个苹果属种（品种），经过一个炎热夏季的考验，看看哪些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吧！

‘李斯特’海棠，密集的红果挂满枝梢，在酷热之下还保有许多树叶，十分难得，红亮的果实像一串串跳动的音符，欧美

育种家用钢琴家李斯特命名此品种，是否受这果实的联想呢？

‘粉手帕’海棠，带点红的橙黄，有棱的果型，是不是想来一口呢？还有果实红艳的‘亚当’海棠、‘粉屋顶’，小巧似珍

珠的平枝海棠等，均是来自欧美的海棠品种。我国的一些海棠品种中能够经受高温干旱考验，挂果多，美观的则是冬红果，

听这名字就知道，其挂果持久，可一直到冬季不落。

目前，上海地区具有较好观果价值的园艺植物仍比较稀缺，因为植物的果实要不仅要避免鸟雀等生物危害，还要经受

夏季的酷暑干旱导致的落果影响，才能进入观果效果较好的成熟期。

此外，在景点视线焦

点处，还摆放展出了上海

植物园盆景园选送的两盆

造型各异的海派盆景代

表作——立体五针松与黑

松。其中，立体五针松已有

五十余年历史，黑松更是

上海植物园海派盆景中的

代表性树种。两树在景点

中既衬托出荷花高雅之气

质，也传达出延年益寿之美

好寓意。

‘乃馨’海棠‘凯尔斯’海棠

‘粉屋顶’海棠 冬红果

‘李斯特’海棠

平枝海棠

‘亚当’海棠

‘粉手帕’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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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的世界，你可懂？

■ 文·图 / 吴伟

城市绿化中，不仅有高大的乔木和低矮的灌木，也有地被形成的景观层。在地被景观层里有一种高度、造型和观赏性都

独具特色的植物——观赏草。观赏草是广泛用于花境造景，以禾本科植物为主的植物统称，其株型姿态优美、叶型线条清

晰、花序五彩缤纷、植物随风飘逸，给萧瑟肃杀的秋冬季带来生机。

步入初冬，禾本科的很多植物进入开花期，在上海植物园的草坪边、林缘、小河边，有不少高低错落的丛生状长叶植物，

正露出长长的“大尾巴”在风中摇曳、婆娑多姿，给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蒲苇 Cortaderia selloana

雌雄异株，叶多聚生于基部，长约1m，宽约2cm，下垂，叶的边缘有细齿，呈灰绿色，覆盖着短毛；圆锥花序大，雌花穗银

白色，富有光泽，雄穗为宽塔形，疏弱；花期9～10月；蒲苇性强健，耐寒，喜温暖、阳光充足及湿润气候。

矮蒲苇 Cortaderia selloana‘Pumila’

常绿多年生草本，株高120cm；叶聚生于基部，长而狭，边有细齿；花序呈羽毛状，银白色；喜光，耐寒，要求土壤排水良

好，为国外著名观赏草。

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 Spreng

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于海拔50～3200m的田岸、荒地、道旁及小山坡上；对土壤适应性较强，耐轻微碱性，亦耐

干旱贫瘠土壤。狼尾草生性强健，萌发力强，容易栽培，对水肥要求不高，少有病虫害。多年生狼尾草根系较发达，具有良好

的固土护坡功能。狼尾草全草、根或根茎均可供药用，全草可清热、凉血、止血，根或根茎清热解毒。此外，由于其固碳同化

能力强，被列为能源植物，园艺品种较多。

细叶芒 Miscanthus sinensis

多年生草本，叶直立、纤细，顶端呈弓形，顶生圆锥花序，花期9～10月，花色由最初的粉红色渐变为红色，秋季转为银

白色。

斑叶芒 Miscanthus sinensis‘Variegatus’

花叶芒中特殊的一个类群，其斑纹横截叶片，而不是纵向的条纹，生长季的叶片具有特别的黄斑，观赏性较强；开花后，

花序散开，种子带白色的髯毛，阳光下熠熠闪光；喜光，耐半荫，性强健，抗性强。

以上这些植物结果后可以挂2～3个月，在缺少明艳花朵的时节，能在园艺景观中给人以较大的视觉冲击。近年来，随着

自然野趣风的流行，观赏草作为回归自然的象征，正越来越受公众的喜爱，并得到广泛应用。它们既可盆栽又可以地栽，不

仅形态美丽、色彩丰富，而且繁殖容易，耐寒、耐旱、耐热、抗病虫害、对土壤肥力要求不严，具有养护成本低、管理简单的优

点。国内一般把观赏草作为花境的点缀，用以提亮花境的色彩；也可在河边、景石边点缀植株高、花絮飘逸的蒲苇等，柔化硬

质景观，使观赏草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带来新的视觉效果。

蒲苇

细叶芒 狼尾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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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Saulier小镇盆景观展小记

■ 文·图 / 王娟

每年公休最开心的事，便是将世界盆景展年度表拿出来，按照日

期挑出最感兴趣的展览再预订机票。受到法国盆景协会副主席Maryse 

Thiebaut多次蛊惑，今年国庆小微盆景展一结束，10月8号便启程赴法

兰西，直奔名不见经传的小镇Saulier。多年来对法国文化有一种深深

的执念，其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浪漫地镌刻在法兰西艺术品的骨髓

里。所以当我面对展厅门口标牌上醒目的“Bonsai San （盆栽君）”时，

委实大吃一惊，待踏入这个全日式的和风展厅后，也不算辜负了这倒

抽的一口凉气。

欧洲大大小小盆景展参加了不少，如此明显的日式展览倒还真

是头回见。日本盆栽在全世界的推广成就有目共睹，一直以来倒也心

服口服。不但欧洲盆景展、Noelanders还是Crespi展，头奖基本都是日本

树，但展厅内或多或少会弥漫出欧式散漫。“Bonsai San”的主办者脑

袋上裹着头巾，友善地介绍即将用于表演的粗胚和日本年轻的盆栽

表演嘉宾。展品质量远超意料，几乎可以叫板“欧盆展”，可是如此高

规格展览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将“铭风展”换了个国度呢？

像我这样不屈不挠、风格执拗的女士，Maryse是不好意思推诿

的，我坚持让她带我寻找法国盆景。一个国家的展览，没有自己的风

格，以舶来品为主显然很奇怪的。于是我满场寻找法国树，或者至

少欧洲本土树种。在风格整齐划一的日式盆栽中，依然找出了树形

丰腴的马哈利樱桃Cerasus mahaleb (L.) Mill.、气质凛冽的欧洲赤松Pinus 

sylvestris、满身逍遥的欧洲山毛榉Fagus sylvatica、气冲云霄的挪威云杉

Picea abies等。木秀于林，一眼入魂，经典的“欧洲风”完全能够自成体

系，笑傲江湖，何必苦苦追在日式盆栽后面，而忽略自己原有的风格魄力呢？

这棵获得最佳设计奖的锦熟黄杨就是Francois Gau先生的“亲生子女”，不但自幼从苗木开始养护，亲自动手修剪造型，最

狠的是连这个张牙舞爪的盆都是他自己设计制作出来的！Francois说盆景是个性的艺术，虽然他玩盆景才“区区几十年”，也

有好些从别人那里买回的树，但是每一盆都如同自己的子女般。他知道每棵树原来的主人，它们的喜好，如何装扮能够呈现

出最美的状况，用经典的法式表达：C’est la vie! 说到对本次展览风格的看法，这位南法帅哥耸耸肩：“我知道盆景起源于东

方，中国、日本的盆景都很美，可是为什么不多点法式元素呢？why not? ”三人相视大笑。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的盆景展各地经典作品层出不穷，这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盆景的宝藏。如果说

文化多元、艺术多样是合理的存在，让我们衷心祝愿：让盆景在不同的国度诞生更多的民族传奇吧！

最佳设计奖——锦熟黄杨 by Francois Gau 最佳松柏奖（真柏）by Noel Suarez Garcia

Picea abies等。木秀于林，一眼入魂，经典的“欧洲风”完全能够自成体Picea abies等。木秀于林，一眼入魂，经典的“欧洲风”完全能够自成体Picea abies真柏 by Xavier Massanet

服口服。不但欧洲盆景展、Noelanders还是Crespi展，头奖基本都是日本

树，但展厅内或多或少会弥漫出欧式散漫。“Bonsai San”的主办者脑
最佳设计奖作者Francois（左）和法盆协副主席 Maryse



园艺天地 园艺管理

114

2016.3-4 园艺天地

115

园艺管理
2016.3-4

2016上海（国际）花展总结及思考
■ 文·图 / 奉树成  毕庆泗  胡真  黄梅林

乘着上海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东风，在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下，上海（国际）花展迎来了第10个年头。3月25日至5月8日，为期45天的2016上海（国

际）花展落下帷幕。本届花展由中国公园协会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共同主

办，上海植物园承办，汇聚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专业机构，涵盖了32个室内外景

点和4场特色园艺专题展，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0余万人次，打造了一届内涵丰富、亮

点纷呈的精彩花事，为花展的十年历程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一部分 2016上海（国际）花展总结

一、园艺展示

本届花展主题为“精致园艺 美丽家园”，以“百合”为主题花。在40公顷的展览

面积中，设立“主题庭院、特色园艺、新优植物、十年庆典、体验互动”五大板块，内

容涵盖庭院园艺景点展示、新优植物展示推广、特色园艺专题展示等方面，满足了不

同层次的游客的需求。

庭院景点引领潮流，展示理念不断创新

作为花展十年来最为重要的环节和最为经典的展示板块，此次“主题庭院”板

块设立了中外庭院展示区、未来园艺师作品展示区和室内园艺展示区等三个区块，

延续了“庭院样板间”的特色，在新优植物应用、造园理念和布置手法上取得创新

和突破。

《肉肉之家》《水秀木华》两个景点，都将时下大热的多肉植物布置于庭院，时

尚新颖，深得市民游客欢迎；《百合花语》《世外桃源》《惬意的时光》等景点简约

朴素、小巧精致，力求展示、引领当前国内家庭庭院的发展方向；未来园艺师板块展

示了院校师生对庭院园艺的思考和实践，《我的雨水花园》温馨精致、《烁濯之境》

精致典雅、《神奇的箱子》倡导环保，无不展现了创作团队的创新思

维，凝聚着老师同学们在建设过程的汗水与付出；室内景点中，韩国

庭院含蓄素雅，泰国花艺热情奔放。此外，完全以蔬菜打造的“都市

菜园”，则以50余种常见的特色蔬菜向游客展示了“可食植物”在园

艺中的应用，更成为城市居民向孩子们科普的绝佳场所。

精致园艺纷呈亮点，展示模式不断创新

围绕本届花展的四场小型展览或时尚多彩、或珍奇多样、或底

蕴深厚，成为本届花展的点睛之笔。“山野草·石菖蒲展”以“茶香、

书香、药香、酒香”四大元素为主线，展示了五个大类的珍稀石菖蒲

品种和微型造景植物50多种，近300件（株）山野草作品，所有作品

均由上海植物园技术人员独立完成，向市民游客展示出一个新颖别

致的园艺类别，尽显赏、玩之趣；“珍品多肉植物联袂展”，与西萍园

艺联合办展，创新办展机制，在近千平米的展区内，将生石花类、景

天类、仙人掌类、十二卷类等等多肉品种，以新颖别致的手法汇聚一

堂，展示的多肉类型、品种及形式在国内均属领先水平；首届“苦苣

苔科植物展”共展示200余株不同品种苦苣苔，让市民游客欣赏到了

平日“养在深闺”的特色植物，也促进了上海植物园对该类植物的收

集整理；“王路昌插花花艺展”展示了王大师亲手创作的100件精品，

让广大游客能近距离欣赏中国传统插花花艺的独特魅力。

新优植物突出全景，展示内容不断创新

在本届花展中，上海植物园携手源怡种苗推出了一场全景式的

展览，在1000m2的室内展棚和室外近2000m2的实景应用中，展示了

来自8家国外著名种子公司的花坛花境植物，共计132个品种435个系

列；其中，来自荷兰的球根花卉有15个大类45个品种，来自波兰的铁

线莲有170个品种。该板块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组团参观的必到之地，

先后接待国内专业单位60余家，对服务于行业应用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作用。

环境布置打造特色，展示氛围不断创新

本届花展以百合为主题花，通过各种布置形式，展示了百合品

种22个近2万株。大型百合花坛和百合主题景点，展现了百合的雍容

尊贵之美，填补了上海地区百合花坛布置的空白；精巧的百合花境、

花箱和庭院布置，使百合元素贯穿整个花展游线，深刻表达了“花

展十年”的感恩之意。展览在花卉品种展示和配置手法上也有新突

破，通过地栽、箱栽、垂吊、浮船等布置形式，共展示了13个大类157

个品种26万株的球根花卉和31个品种的一、二年生花卉近10万盆，使

各类花卉在广场、道路、桥梁、空中、林下、水面等游线空间交替呈

现，充分展示园艺之美。

二、交流服务

花展不但是园艺展览展示的盛会，更是交流服务的平台，本届

花展将此功能进一步拓展，业内交流范围之广、参与单位之多为花

展举办以来的历年之最。

百合主题景点——十年感恩

与以色列耶路撒冷植物园交换合作备

忘录

与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交换合作备忘录

庭院景点——水秀木华

庭院景点——世外桃源

石菖蒲展

未来园艺师——烁濯之境

泰国风情景点《泰艺之水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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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论坛面向国际，提升报告水平

与花展开幕式同期举办的“2016上海（国际）花展园艺论坛”，

以“园艺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邀请来自爱丁堡植物园、耶路撒冷

植物园、华中农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植物园等国内外知名园

艺机构的专家、教授，为花展奉献了5场高水平的园艺学术报告，吸引

了来自全国近百家单位的220余位同行参加。

专题报告立足上海，服务行业发展

在本届花展中，围绕新优植物展示板块，举行了“上海市花协

花坛花境分会”成立仪式，并举办花坛花境新优植物园的专题报告

会。会议由上海源怡种苗有限公司与上海植物园联合主办，邀请了

来自先正达、坂田、泛美等国际知名种子公司代表参与，还有来自本

市园林管理部门的10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各类讲座贴近游客，普及园艺知识

除专业性较强的报告之外，花展主办方结合各类小型展览，还

推出了多场贴近市民游客的讲座，如山野草知识普及、多肉植物种类

及养护、传统插花花艺讲座等，内容贴近普通市民的家庭园艺实践，

实现了花展服务大众的功能。

合作层次走向深入，凸显桥梁作用

在花展国际化的进程中，借助植物园和花展的平台，合作伙伴

进一步向国内外拓展。本届花展期间，上海植物园先后与英国爱丁

堡植物园、耶路撒冷植物园、韩国高阳花展组委会、加拿大蒙特利

尔植物园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植物引种、人才培养、科研科

普、展览展示等方面加强合作。

三、主题活动

除了主题景点的静态展示外，各类主题活动的开展更动态地展

示了花展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花展的互动性。

主题活动多彩丰富，引爆游客赏花热潮

花展开幕前的“郁金香种球种植体验”，令游客能全程参与

郁金香的生长，感受鲜花盛开的感动与喜悦；“牡丹·汉服文化游园

会”充分挖掘中国花卉深厚的传统文化；由上海海派旗袍文化促进

会、上海植物园、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共同主办的“2016上海国际花

展之旗袍花艺秀主题日活动”成为展示、传播海派文化的平台，举办

当日吸引2万余人参与，将更多的传统文化融入花展主题。

科普课堂新颖别致，推动自然教育发展

“园艺沙龙”与“自然课堂”两大系列活动以“精致园艺·美丽

家园”为主题，专业性与趣味性并重。园艺沙龙周周有活动，如多肉

玩出彩、拾趣山野草、新优花木秀之解析“藤本皇后——铁线莲”、

新优花木秀之“容器花园制作”、匠心驭花艺、达人分享会等。自然

课堂推出赏花攻略介绍、花王“牡丹”讲座、爱鸟周科普知识讲座等

活动，努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科普内容呈现在公众面前，使

自然教育借助花展平台得到充分发展。

四、品牌宣传

花展十年历程，品牌效应初显，2016上海（国际）花展的国际形象、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

媒体积极参与，打造花展品牌

在花展策划之初，组委会即邀请本市多家主流新闻媒体共同为2016上

海（国际）花展出谋划策，为花展的推广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花

展媒体通气会有近30家电视、广播、报纸、杂志、新媒体等文字和50名摄影

记者参与。同时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对花展期间各类展览和主题活

动的报道，努力提升花展在新闻媒体的频率，提升市民游客的知晓率和社

会影响力。

线上线下结合，拓宽宣传渠道

本届花展的宣传加大了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提升微信、微博的推送量，

多次在《上海一周热门旅游微信排行榜》榜上有名。同时，加强了与上海花

城、上海花讯、乐游上海、上海地铁、上海绿化市容等微信号的合作，吸引

更多园艺爱好者。上海植物园官方微博、微信的粉丝量也都有明显提升。

通过园内道路指引、园外周边道路道旗悬挂、主要入口的氛围营造，

采用统一的VI设计，提升了花展的品牌感知度。

第二部分 存在的不足

回顾本届花展，虽然在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也得到了行业内外的认可，但与“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花展目标还

有较大距离，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

1.在参展单位（机构）方面，国内外业界内有影响力的单位（机构）数量不多，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2.在展览策划和设计方面，新优品种展示的形式还有待创新，展示品种的类型和数量有待突破，展览的科技含量有待

提升。

3.在展览机制和模式方面，今年虽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花展的长效发展机制和有效激励机制

仍需进一步探索。

4.在展览期间养护和管理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达到全方位、全覆盖，使花展的质量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

第三部分  思考与展望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中央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关键一环，也是全国范围内绿化

行业发展的指导纲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一直在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发

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花展应运而生，继而提出以打造“中国切尔西花展”为目标，不懈探索、砥砺

前行，走出了一条多元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但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想要将上海（国际）花展推向世界的舞台，需要经过漫长的积累与沉淀。唯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只有把对中国园林艺术和文化底蕴的深刻诠释，融入到对先进园艺技术和植物品种的全面展现中来，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中国的切尔西花展”。然而，打造这样的一个园艺展览品牌，不仅需要树立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把握上海“全

球城市”建设的方向与脉搏，成熟有序的市场环境以及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和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而这些，可能需要十

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全行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方能实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公园协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以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花展为起点，脚踏实地、锐意进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提升上海（国际）花展的美

誉度和影响力，使其成为代表上海乃至全国最高水平的综合性园艺展览。

花坛花境分会”成立仪式，并举办花坛花境新优植物园的专题报告
2016上海（国际）花展园艺论坛

实现了花展服务大众的功能。汉服文化游园会

三、主题活动

除了主题景点的静态展示外，各类主题活动的开展更动态地展

园艺沙龙活动

韩国高阳国际花卉博览会参展景点

《比花还美的宜居城市——高阳》

自然教育借助花展平台得到充分发展。珍品多肉展

插花作品展



园艺天地 园艺管理

118

2016.3-4 园艺天地

119

园艺管理
2016.3-4

2016公园夜游活动研讨交流会
在上海植物园召开

“园艺沙龙”成品牌 全民参与更精彩

■ 文 / 李丹青   图 / 蔡玉珠 ■ 文 / 蔡玉珠   图 / 资料图 

2016公园夜游活动研讨交流会于8月24日在上海植物园召开。此次研讨交流会

由上海植物园发起，召集了市内开展夜游活动的单位，来自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动

物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上海野生动物园的5位代表，以及上海植物园沈帅副园长

和经营策划科全体成员参加此次研讨交流会。

本次研讨交流会以夜间自然观察的启示为主题，对市内公园开展夜游活动的现

状、遇到的问题、提升的空间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研讨交流会由上海植物园沈帅副园

长主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缘起，希望通过此次会议的契机，探讨夜游活动的特

点、各单位间同类活动的差异化，提供一种园林绿化行业夜公园运营模式。

各与会单位代表分别介绍自家的夜游活动。根据诸位代表的描述，可以明确认

识到：夜游活动是要给孩子一个夜间不同于白天的游园环境，在活动中鼓励孩子亲

近自然、培养孩子间的协作能力。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人员延续了口头报告时的

热烈氛围，发问回答都很踊跃，主要就“活动怎么做”“谁来做活动”“活动如何定

价”“怎么和外部合作”和“活动开展能否延展至夏季以外的时间”几个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

短暂的研讨会只是开始，提供给各单位同行们间交流工作的机会，希望可以建

立增进联系的平台，起到培训信息共享、单位资源共享、人员相互交流、共同开发活

动方案等良性作用，也希望借此番有意义的夜游活动研讨交流会，今后加强各单位

在科普教育上的合作。

在2015年“家庭园艺DIY”系列活动的基础上，2016年，更名后的“园艺沙龙”活动招募人员不仅限于亲子家庭，而是覆盖

到了所有感兴趣的人群。过去的一年里，在园艺科、温室中心、科研中心及园外专家的共同配合下，完成了26场园艺沙龙，约

1500人参与活动，内容包含园艺劳作、趣味讲座、DIY制作、艺术插花、自然导赏、快乐采摘等。每次活动的名额均被“秒杀”，

参加过的市民游客也都给出好评。该系列活动逐渐成为上海植物园的品牌科普活动。

园艺沙龙作为科普全年项目，在活动前期要与相关科室沟通撰写全年的活动计划，并于每个季度发布活动预告，每次活

动开始前一周发布招募，做到有计划、有内容、有落实，才能顺利完成全年的活动任务。参加活动的市民无需支付场地费和

专家讲课费，有些活动甚至免收入园门票，只有少数活动收取材料成本费。

在总结今年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存在于活动组织过程中的特点：

活动形式多样，涵盖各年龄层人群

在活动内容的策划上，注重全民参与。特色植物主题

的讲座一般会吸引园艺爱好者，共同探讨家庭植物的养护

问题；园内导赏活动通常会吸引摄影爱好者，经过老师的

讲解，加深对植物的认知；DIY活动会受到青年白领人群的

青睐，制作的胸花、微景观等增添了生活的情趣；采摘、种

植等低强度的园艺体验活动适合亲子家庭参与，共同感受

园艺劳作的快乐。鉴于此，我们将结合特定时段，设计针

对不同人群的主题活动，满足大家的喜好。

发布渠道单一，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每次活动会通过上海植物园官方网站和微信发布招

募信息，链接到互动平台上报名。这就“固化”了受众群

体，长此以往会形成“仅限关注上海植物园或互动平台的

粉丝报名”的片面理解。为保证活动质量，部分活动会限制

参与人数，因此“活动一招满就停止报名”的方式还有待

改进。今后可采取转发抽奖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活动信

息，并且吸引到更多适合活动的人群参与。

活动制约不够，活动出勤率有待提高

在活动报名方式上，由于目前采取的是单一的网络抢

票的方式，报名者可能会重复参与同类活动，且有部分人

员并不珍惜“抢”到的机会，活动现场有人数不满的情况

3月永生花制作

4月山野草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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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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热带水果知多少 导赏、采摘 15组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 2月13日 甜蜜邂逅：糖果造型的艺术插花 DIY 18组 前期报名，30元/份材料费，门票自理

3 3月5日 永不凋零的爱——永生花胸花制作 DIY 20组 前期报名，40元/份材料费，门票自理

4 4月2日 仙人球的家庭养殖——在家里欣赏沙漠之花 讲座 6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5 4月2日 瓦苇属植物的园艺研究进展 讲座 8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6 4月9日 精致美丽的山野草 讲座 55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7 4月9日 山野草盆景DIY DIY 20组 前期报名，80元/份材料费，门票自理

8 4月16日 解析藤本皇后铁线莲 讲座 8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入园免费

9 4月16日 容器花园制作 讲座、DIY 46 前期报名，80元/份材料费，门票自理

10 4月23日 大师插花表演 讲座、DIY 60 前期报名,100元/份材料费,门票自理

11 4月30日 园艺达人分享会 讲座 76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入园免费

12 5月21日 居家花卉栽培技术——以山茶为例 讲座、示范 14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13 6月14日 水培——美丽的根系 讲座、DIY 21组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入园免费

14 7月30日 疯狂采摘季，亲子共体验 导赏、采摘 15组 前期报名，50元/份材料费，入园免费

15 8月13日 种下小小向日葵 秋季花展来采摘 导赏、种植 17组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入园免费

16 9月24日 空凤传奇 讲座、DIY 12组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17 10月2日 盆景示范表演及专题讲座 讲座、示范表演 75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18 10月2日 市民现场盆景制作 DIY 1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19 10月3日 盆景大讲堂-《微型盆景与山水盆景创作》《谈盆景创作》 讲座 42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0 10月3日 山野草制作+盆景示范表演 讲座、示范表演 5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1 10月15日 秋日丰收采摘季——柿子采摘 导赏、采摘 10组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2 10月15日 带您走进苦苣苔的世界 讲座 5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3 10月16日 浅谈治愈系小精灵——非洲堇的养护及押花手作 讲座、DIY、导赏 60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4 10月29日 百变南瓜的奇妙世界 讲座、试吃 22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25 11月19日 微型小品盆景艺术赏析 讲座 37 前期报名，活动免费，入园免费

26 12月3日 孕育春天——郁金香种植 导赏、种植 400 现场参加，活动免费，门票自理

发生，既影响了活动效果，也浪费了活动名额。因此在

活动招募时，我们会让参与者知晓相关要求，无正当理

由缺席的人员将无法报名后续活动。我们还考虑在今

后的活动中，收取小额的茶水费用，一方面提升服务品

质，另一方面可形成一定的制约，提高活动出勤率。

上海植物园作为专业机构，在为市民提供园艺指导

方面义不容辞，希望能够通过“园艺沙龙”活动品牌的

打造，为广大市民开展园艺活动提供专业帮助，同时为

喜爱园艺的市民提供体验场地和植物材料，让更多人

感受园艺的魅力。

4月铁线莲讲座

6月水培DIY

8月种向日葵 9月空凤传奇

10月市民盆景DIY 11月盆景讲座

10月柿子采摘活动

4月容器花园制作 5月山茶花嫁接示范

7月玉米采摘

12月播种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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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金秋 有梦则甜
——记2016上海植物园秋季花展室外园艺展区

■ 文·图 / 王原原 胡真

梦想是什么？是顺应自然、顺从内心，富有责任感地选择所努力的方向。

梦想不是一纸空谈，梦想也有生命，所以更要小心呵护，不可急于求成。

梦想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脚踏实地，所以我们选择用植物——一种属于自然的、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上的物质，作为实

现美好生命梦想的载体。

梦想更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情感的积累，它总会给你带来惊喜。根植梦想的过程单纯而美好，朴素、认真而坚持，从中你

可以获得身心合一的快乐。

寓意着生活中小小的团圆与圆满。绿化示范区草坪上，大珠小珠落

玉盘般散落着的俏粉、柳绿、明黄、乳白、炫紫等各色“小乒乓”，

更是滚滚惹人爱；除此之外，还有犹如焦糖布丁的‘体德查’、翠

绿鲜亮的‘绿橄榄’、娇艳欲滴的‘粉水晶’，也绝对都是你没见过

的品种。

绿意Recycle，织就可持续环保梦

其貌不扬的锈钢板经过裁剪、拼贴，呈现出一组组温馨怀旧

的家庭场景。家庭废弃物们通过园艺再利用，成为了一件生机盎然

的装置艺术品。看似熟悉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穿梭在没

有墙的房间里，人工与自然相互渗透，虚实相间的梦幻感是如此新

鲜、奇特和戏剧化。这也许就是“绿色梦想家”独有的魅力所在。

什么是“绿色梦想家”？就是玩转空间，组成一座虚实相间、

没有墙体的户外之家。天空变屋顶、草地成地毯，小草绿线包围的

阶梯、窗口和屋檐，带给人们无限的梦幻气息与想象空间，形成了

一组充满未来感的绿色造梦场。鼓励每位来访者都能在游赏中寻

找到属于自己的绿色梦想，利用家中的各种植物与家居旧物创造

成植物装置，尝试自己DIY，成为一名绿色梦想的实践家。

“绿色梦想家”里有什么？旧器皿、旧家电、旧家具、旧服饰、

旧钟表、旧乐器、旧自行车、旧轮胎……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个废

旧物品回收的集合，那你就太out！这是一件跨界合作、头脑风暴的

产物，这是一次前沿家庭园艺技法与先锋装置艺术结合，更是一次

旧与新、消亡与重生的碰撞。这不只是一座家庭创新园艺景点，更

这是恬淡怡人的一季，是感官享受的一季，更是织绘植梦的一季。过

得千帆，识得岁月，却仍然用逐梦的姿态去拥抱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梦

想的奥义。

嗲萌“球球”，串起缤纷庭院梦

一说起“菊展”，你的脑海里是否浮现出悬崖菊、龙爪菊主打的八零年

代？这一次，上海植物园2016年秋季花展带着“菊花里的九零后”，颠覆你

对菊君的认识！粉扣、牧场、印象等11个荷兰盆栽菊和切花菊品种，尤其是

一大波圆润的“乒乓菊”的组团登场，简直就是集体卖萌！圆圆鼓鼓的样子

菊花里的九零后——花洒系列‘牧场’

绿色梦想家——旧电脑改造

菊花里的九零后——乒乓系列‘绿乒乓’

菊花里的九零后——乒乓系列‘粉乒乓’

菊花里的九零后——切花菊‘体德查’

绿色梦想家——旧自行车改造

绿色梦想家——旧电风扇改造

绿线由钢架和绿草组成，形成一条穿梭其间、上下游刃的独特风景线菊花里的九零后——乒乓系列‘小粉扣’

菊花里的九零后——乒乓系列‘紫乒乓’

菊花里的九零后——乒乓系列‘黄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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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环保装置艺术作品。

整件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并由一条绿线贯穿始终。绿线由钢

架和绿草组成，形成一条穿梭其间、上下游刃的独特风景线。虚

构的楼梯与墙体，在绿线的引领之下由多到少，最终和一把孤独

的绿色座椅一起消融在一片绿意之中，创造了奇特场景感，给人

以新鲜的感官体验，寓意着人工与自然的交融。

关于再生，园艺师想带你一起玩耍！作品选用突破常规的旧

物材质、运用独特的拼贴技法将各种回收的家庭旧物重新整合再

造，生成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赋予这些旧物以新的功能。作品

将自动灌溉、雾气栽培、循环水培等沿家庭园艺技法融入到装置

艺术化的旧物改造之中，不但起到了节水的作用，使日常维护变

得轻松，更使家庭废弃物重获新生。太阳能蓄电池作为整件作品

的心脏，使绿色能源成为了绿色景观正常生长的最直接保障，让

大家从理想的永续生活模型中充分体验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生

态共同体，编织属于自己的绿色梦想。

谷田葵香，一场城市田园梦

久居城市森林的我们，无形中减弱了与土地的联结，却又总

是渴望回到自然，与阳光、土地和氧气来一次亲密接触。但要在

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片菜园，绝对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其实不用

躲进莫干山，也不用寻找民居，因为植物园留着一亩地，

帮你将梦想中的田园生活变成现实：散发着清香的罗

勒、被覆茸茸细毛的秋葵、鲜辣欲滴的辣椒、沁人心脾

的薄荷、俏皮玲珑的小葫芦、枝繁叶茂的空心菜、结实

饱满的毛豆都生长得丰润且充满能量。都市菜园让我们

追求健康膳食、美好生活的梦想更接地气，更叙述着对

土地利用的新理想与耕种菜畦的传统与古法浪漫。在田

间撒野奔跑，是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美好童梦。还记得四

号门那片神奇的“迷宫”吗？玉米收获后的两个月，又种

上了什么新的梦想？迷宫中的“稻草人”会告诉你答案。

恣意穿行在向日葵、观赏谷子、千日红交错的小路上，

充分享受着自然的审美。葵香谷田间承载着对田园理想

生活方式的一种希冀，不在于丰硕的收获，而在于天然

的浸润。

Eco fashion，有腔调的环保梦

此花展“环保梦”景区板块中，来自上海几所高校

的同学们倾力打造的景点将环保梦演绎得别具腔调：也

许你的衣柜里不乏GUCCI、LV包，也少不了Levi’s、 Lee的

牛仔裤，但你一定还没有珍藏过有香味的包包和裤子。

环保范儿、复古风，最重要的是新鲜带香气哦！你的衣

橱不应只追逐一时的潮流，衣服尽量长时间穿着，不随

便就丢弃，也是在对保护地球生态尽了一份力。

上海市工程技术管理学校的同学们创新地用旧

包、旧裤子作为植物容器，栽培鲜花甚至多肉植物，即

使这条裤子穿不上身、手包上不了街，却成为整个庭院

最特别的一道风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以“在路上”为

主题，通过对废旧桌椅、自行车、轮胎等进行改造利用，

巧手将原本已被弃用的车兜、桌椅、吉他变成植物生长

的乐园。单车搭载着青春的梦想，书桌承载着美好的回

忆，吉他弹奏出未来的音符，以“环保”的名义融入美好

期许；上海商学院则以“山水之家”为主题，通过蔬菜、

花卉、芳香保健植物的立体种植，枯枝落叶的景观化利

用，中水的循环净化等展示“节能、环保”的低碳生活理

念”。其中，枯枝落叶的艺术化处理再利用惊艳了我们

的眼球，画面斑斓而富有生机，完全跳脱出传统植物色

彩；旧木板和有机玻璃板的再造型也流淌出山水画般与

自然相通共融的节奏和韵律；从小处落笔，将环保梦想

融入景观及庭院设计，传达环保理念，倡导健康与可持

续生活方式。身体力行地一点一滴地实践，让环保不仅

仅停留在“梦想”的阶段。

以梦为马，绿意生活；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环保范儿、复古风，最重要的是新鲜带香气哦！你的衣环保范儿、复古风，最重要的是新鲜带香气哦！你的衣

橱不应只追逐一时的潮流，衣服尽量长时间穿着，不随

独特的拼贴技法将各种回收的家庭旧物重新整合再造

将自动灌溉、雾气栽培、循环水培等沿家庭园艺技法融入到装置
绿色梦想家——旧旅行箱改造

谷田葵香——向日葵迷宫

鲜花手包（摄影：蓝风）

Eco fashion——植物牛仔裤 

Eco fashion——鲜花手包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一片菜园，绝对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其实不用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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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皆有情 我的中国心

■ 文·图 / 王娟

“中国风”第三届全国微型小品盆景（山野草）展于2016年国庆

期间在上海植物园盛大开幕,作为东道主和主办单位之一，上海植物

园的展品如何在这个全国最大、最专业的以微型小品盆景为主角的展

览上，凸显创意，烘托节庆氛围，以最精神的面貌接受各方来宾的检

阅，是为难题。

我国幅员辽阔、树种丰富，盆景历史悠久、门派众多，除了公认的

五大盆景流派，更有颇具地域特色、风格独特的各个地方流派。以黄

河、长江为界，以地理气候为区，中国地图划分重于千斤。

上海植物园创作人员打破小品盆景以组合为单位，按个体置于几

架之上的常规展览形式，创造性地以中国地图为蓝本，将各个地区的

代表树种分别陈列，即在微缩的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以各地代表

盆景树种为展示对象，立体组合出完整的国内盆景“全家福”；为了表

现真实地貌特征，在不足9平的绿色地图上，利用水苔和溪苔、地钱、

尖叶匍灯藓、大灰藓、真藓5种苔藓为基底，层层铺叠出；巍巍昆仑山

脉、茫茫长白山脉、陡峭喜马拉雅，当然还有不能忘却的辽阔南海和

宝岛台湾；其上再以各地特色植物生动再现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华

北平原、内蒙草场。这一副壮美的祖国河山图给游客以最直接的视觉

冲击与震撼，无论是喜爱盆景艺术的成年人，还是懵懂天真的孩童，

都能够通过作品了解我国各地域基本植被类型及植物资源分布，深刻

记住至少1～2种植物的原生地。

整个作品底部铺设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苔藓，以其不同形态明显

区分出不同的地域板块。在盆景组合时，长三角地区放置的是经典海

派代表树种——五针松盆景，西南板块树立着四川特产——金弹子

盆景，华北地区板块则置放上能忍受严寒气候的——真柏盆景，华中

区域板块则布置上深受百姓喜爱的——海棠盆景。在“祖国的心脏”

北京，则点题性地准备了一株鲜艳大气的红枫，以表达上海植物园祝

福国庆的主题——《我的中国心》。

在小品盆景间隙、辽阔的绿色“大地”上，搭配了超过四十个品种

的山野草67件，既彰显出我国植物资源的丰富，塑造山野草大国形象，

更呼应出建国67周年庆的喜庆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山野草的种植也

是严格遵循植物自身的习性和生态分布，如：潮湿温暖的西南地区铺

满蔓蔓铁角蕨，能够在东三省茁壮生长的自然首选凤凰草，适宜于冷

凉气候的高山杜鹃被“安家”在大小兴安岭，炎热的台湾则种植上纤

弱的竹叶草。既趣味盎然又符合生态规则，是盆景展极其具备科普价

值的一次集中呈现。

微型盆景是中国民族艺术的瑰宝，和普通盆景相比，不但具有很

高的艺术价值，更以其体量小巧，便于走入普通百姓家庭，近年来发

展得十分红火。上海植物园打造上海花展十年以来，力求将家庭园艺

的美好引入千家万户，而微型盆景和山野草，则是精致园艺的优异载

体。随着上海（国际）花展国际影响力日益加强，盆景地位与日俱增，

无论中国盆景人如何创造新品种、新形式、新风格的作品，其本质都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正如歌声所流淌：“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

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中国心手稿

中国心的开始

第二步

第三步

志愿者精心养护中国心大受欢迎

奔跑在中国版图的大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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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派员
参加第三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

同行交流 共促发展
——上海植物园派员赴昆明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考察学习

■ 文 / 李丹青  图  / 资料图 ■ 文·图 / 李丹青

11月24日至25日，第三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以“城市化和自然教育”为主题在深圳万科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约7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然教育工作者和爱好者们参加了会议，共话中国自然教育

的未来。

全国自然教育论坛是由民间发起，旨在推动中国自然教育发展的行业交流平台。本次论坛共

由6场大会报告、12个分论坛，“自然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组成果”与“中国自然教育行业发展现状调

研报告”的发布，以及会前会后的14个工作坊和周末的自然嘉年华组成。

在论坛开幕式上，广东省环保厅宣教中心副主任周观明和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宣教中心

主任孙敬锋分别致大会开幕词。大会主讲嘉宾由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红树林基金会会长王石

先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陈家宽，台湾著名作家、生态摄影

家徐仁修老师，地球教育研究所国际主席Steve Van Matre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研究

者刘华杰老师担当。几位主讲嘉宾从自身背景出发，谈论了各自对自然环境、对自然教育的见解。

在一天半内，12个分论坛就自然教育中的关键性议题展开集中探讨，邀请了海内外数十位经验

丰富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深入交流了自然教育的实践原则、优秀案例和困难挑战。如“自然教育中的

社会动员与参与”是强调机构认清使命、直面社会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号召社会力量加入。“拥有

我们的自然学校”则是讲述了日本自然学校的发展历程和昆山、昆明、福州、深圳四地自然学校建设

过程。“城市中的地方感与自然连结”由来自美国和台湾的青年学者介绍了自然地方感和自然连结

感的研究及量表工具，以及康奈尔大学的在线课程“城市公民生态学”与学员实践案例。

本次分论坛还首次出现了“构建植物园教育资源和社会自然教育热潮的良性互动”，吸引到

北京植物园、杭州植物园、深圳仙湖植物园、重庆南山植物园等多位代表们参与其中。某种意义

上说，这是中国植物园对自然教育在国内兴起所作的回应。

论坛后，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自然嘉年华”，不同于论坛的室内分享，采用室外展览和互

动形式，让深圳市民和论坛参会者，感受到自然教育包含的多元主题和多样的活动形式，实现自

然教育服务于公众的目标。自然嘉年华包括自然笔记、自然收集物展示与创作、农艺市集三大主

题展区、40家机构联合参展、两天18场自然体验活动。这为参与者了解和参与机构活动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途径。

在整个参与过程中，都能感受到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各种环保元素。比如，论坛所在的万科国

际会议中心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建筑；在论坛和自然嘉年华现场，都放置了多个垃圾分类箱，践行

垃圾分类；论坛午餐是由“深圳农艺市集”独家提供，用有机食材制作，采用铝箔餐盒，可回收再

利用；茶歇也尽可能减少食品包装且不提供一次性制品。这些种种小细节，对于之后举办一场零

废弃会议起到了借鉴作用。

全国自然教育论坛为来自不同地区的自然教育从业者和关注者搭建了一年一度的相聚平台，

共同探讨自然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交流各自的实践经验、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于植物园而言，

能否顺应自然教育的发展趋势，在更好发挥植物园教育功能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值得每一位

植物园科普工作者去思考。

为了增进植物园同行间的交流，加强沟通与合作，今年两度利用参会之隙，顺访了昆明植物园和深圳仙湖植物园，在科

普教育、游客服务、志愿者管理、专题展示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

昆明植物园始建于1938年，位于昆明北市区黑龙潭畔，隶属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园区开放面积44公顷，主要以

收集云南名贵花卉、中草药、重要树木和珍稀濒危植物为主，建成了山茶园、羽西杜鹃园、观叶观果园、百草园、木兰园、扶荔

宫（温室群）、裸子植物园、树木园等14个专类园区。

8月9日，上海植物园经营策划科一行2人造访昆明植物园，受到了昆明植物园副主任杨清、科普办公室高级主管孙先凤、

讲解员负责人梅瑞君的热情接待。此行的参观重点是历时5年修缮和改造，并于今年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的扶荔宫温室

群。扶荔宫的主体温室是目前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温室，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科研保育温室。为了发挥科学传播功能，专

门配备了7名科普讲解员，服务于温室导览。

参观之余，双方还就讲解员培训与管理、植物解说牌制作、科普活动策划、社会机构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当谈到科普

活动时，特别以上海植物园颇受追捧的“暗访夜精灵”夜间自然观察项目为例，共同探讨了夜游活动的特点、组织方式、活动

中讲解的注意事项等。

深圳仙湖植物园始建于1983年，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郊，东倚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占地536公顷，是一座集植物科研

科普、物种迁地保存与展示、植物文化休闲以及生产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风景园林植物园，也是深圳市唯一进行植物

学基础研究、开展植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等研究工作的专业机构。

11月27日，上海植物园副园长吴鸿等一行3人造访仙湖植物园，受到了仙湖植物园张寿洲副主任及公众服务中心相关负

主任孙敬锋分别致大会开幕词。大会主讲嘉宾由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红树林基金会会长王石

第三届全国自然教育论坛参会者合影

透光的天花板应该是工业生产余下

的废钢板弯曲做成的，很有质感

上说，这是中国植物园对自然教育在国内兴起所作的回应。

动形式，让深圳市民和论坛参会者，感受到自然教育包含的多元主题和多样的活动形式，实现自

Steve van Matre：太阳船地球

际会议中心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建筑；在论坛和自然嘉年华现场，都放置了多个垃圾分类箱，践行

垃圾分类；论坛午餐是由“深圳农艺市集”独家提供，用有机食材制作，采用铝箔餐盒，可回收再

利用；茶歇也尽可能减少食品包装且不提供一次性制品。这些种种小细节，对于之后举办一场零

自然嘉年华现场

厨余、液体、玻璃瓶、塑料瓶、

纸类、其他垃圾等分类细！

责人的热情接待。其间，对蝶谷幽兰、天

上人间草坪、荫生植物区、化石森林、物

种保育中心等多个专类园区进行实地考

察，围绕景观规划、植物配置、科普教育

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植物园科普同

行间的交流学习中，不仅分享了各自的从

业经验与感受，还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促进了科普工作的发展。

仙湖植物园-化石森林

仙湖植物园-蝶谷幽兰 昆明植物园-植物解说牌 昆明植物园-扶荔宫主体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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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派员
参加首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

■  文·图  /  李丹青 

首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于8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行，100余位来自中科院、环保

部、科技部，以及高校、植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社会自然

教育机构的代表们参与了本次论坛，就科学教育研究与实

践展开交流。

本次论坛以“创新与合作——探索科学教育新途径”

为主题，关注国家科学教育政策新趋势、公众科学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科学教育和探究式学习、新媒体在科学传播

中的作用、应对自然缺失症：自然教育和自然体验等主要议

题，以大会报告、专题报告、板报展示等不同形式就以上议

题进行探讨。

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了此次论坛，作了题为“植物园夜

间自然观察活动的成效分析”的板报展示。在板报交流环

节，各地植物园、2016中国植物园联盟环境教育培训班学员

等代表对上海植物园开展的夜游活动表现出极大兴趣，特

别就夜游的规模、流程、活动效果以及评估方法等方面进

行交流与讨论。

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科技

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植物园联盟主办，由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承办。此论坛意在成为中国科普界跨

学科交流的高质量平台，引领国内科学教育与环境教育的

发展方向。

此次，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论坛，是本着向环教前辈、

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态度，一同寻找科学教育教什

么、谁来教、科学教育与环境教育的关系等问题的答案，希

冀未来在植物园科普教育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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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闻

7月初，上海植物园根据《2016年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顺利完成了园内国有资产的 

清查工作。

9月13日，第三届“城市之星”——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青年人才发展计划的评选及表彰工作圆满完成，上海 

植物园科研中心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张亚利博士荣获“城市之星”杰出青年奖项。

9月17日，由上海市植物学会联合上海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等单位主办的、以“绿色创造未来”为主题的 

科普活动，在上海植物园植物大楼报告厅举行。

10月20日，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组织的“2016年‘行知杯’反腐倡廉辩论赛决赛”中，上海植物园代表 

队荣获三等奖。

10月25至28日，201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上海植物园前任园长张连全先生荣获了2016年 

度“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

10月底，上海植物园科普馆改建维修、改建工程竣工，优化了馆内服务设施，强化了科普互动体验；焕然一新 

的科普馆将更好地服务于植物园科普教育事业的发展。

11月1日，上海植物园举办“慎思明辨、笃学尚行”反腐倡廉漫画展，在园内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11月2日，上海植物园启动了新版早锻炼卡的申办工作，这标志着园区售检票系统升级项目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全新的票务和闸机系统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

11月11日，上海植物园第二季“拾趣自然、珍爱绿色”植物识别竞赛顺利收官，共有20余名员工参加了比赛； 

通过培训和竞赛，进一步提升了植物园干部职工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

12月初，“上海植物园木兰园、蕨类园景观功能提升工程”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