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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个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综合评价研究

1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沪农科攻字（2013）第1-5号）

作者简介：冷寒冰（1983～），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主要从事城市生态方面的研究。E-mail:008slhb@163.com

The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ntroduction value for 
20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 冷寒冰1

     LENG Han-b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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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20个观赏竹品种为试验材料，选取9个性状作为评价因子，采用灰色关联法和层次分

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系统。结果表明，通过层次分析法分析各权重值，观赏价值、抗病虫害能

力和抗寒性为决定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的主要性状，所占比重分别为0.5572、0.2028和0.0834，并在

此基础上，依据加权灰色关联度值，判断20个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的排序，大黄苦竹、花秆早竹、刺

黑竹、银丝竹和金条竹排名前五位，引种价值最高，值得大力推广应用。

关键词：观赏竹；引种；灰色关联法；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of 20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9 characters were 
selected as evaluation factors to establish evaluation system with both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AHP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rnamental value, pest and disease resistance and cold resistance 
are the signifi ca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d the introduction value of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with 
AHP method analyzing weight values. Each of them was 0.5572、0.2028 and 0.0834, respectively. And 
according to the weighe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introduction value for 20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was sorted in which Oligostachyum sulcatum, Phyllostachys praecox f. viridisulcata, Chimonobambusa 
neopurpurea, Bambusa multiplex f. Silverstripe and Phyllostachys aureosulcata f.fl avostriata ranked 
the top 5 and were suitable fo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Introduction;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AHP metho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全世界分布有 120属 1000余种竹类植物，我国就有 37

属 500余种（含种下等级），是世界上竹类植物分布最多的

国家，其中有 10属 48种为中国特有竹种 [1,2]。观赏竹作为具

有观赏开发价值的竹种、变种和变型，枝叶茂盛，形态各异，

色彩多变，按观赏部位可以划分为观秆色、观秆形、观叶色、

观叶形、观笋五种观赏类型。在城市，主要用于盆栽盆养、

庭院和公园美化、街道和绿地美化 [3]。随着城市绿化的发展，

不少专类园引进大量观赏竹品种进行展示和造林造景，大

大丰富了竹类种质资源资源，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

评价体系可以快速而有效地筛选出优良的竹品种。

近年来，对于观赏竹品种的引种筛选，有定性的单一指

标评价 [4]，也有定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 [1,2]，方法有等级评定

法 [5]、百分制评分法 [6]、层次分析法 [7]等，但就如何建立一

个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却鲜见报道。

为此，本研究从观赏特性、生物学特性和生态适应性

三个方面选择 9个性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综合评价体系，以

期为日后竹种选择和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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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自然概况

引种试验地设在上海植物园苗木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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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分明，雨热同期，日照充分，春季

较短，冬季较长，平均气温 17.6℃，年降雨量 1173.4mm。 

1.2 试验材料

2014年自江苏常州引进分别隶属 6属的 20种观赏竹

品种（含变种、变型）作为试验材料，合计 823株，于 2014-

2016年进行观测、试验。母竹掘苗规格如表 1所示。

1.3 研究方法

1.3.1 生物学特性试验

表1  母株引种规格

Table1  Introduction standard of mother bamboo

序号
Number

竹种
Species

拉丁名
Latin name

竹龄
Age

胸径 /地径
DBH/Ground diameter（cm）

枝下高
Height under branch（cm）

最大
Maximum

最小
Minimum

平均
Average

最大
Maximum

最小
Minimum

平均
Average

1 龟甲竹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1~3 4.1 0.8 2.0 129.5 29.5 74

2 金桂竹
Ph.bambusoides var. 

sulphrea 1~3 2.1 0.6 1.2 164.5 46.6 93.1

3 黄槽桂竹
Ph.bambusoides 

f.castillonis-inversa 1~3 3.1 1.7 2.3 345 89 218.9

4 金明竹
Ph.bambusoides f. 

castillonis 1~3 2.4 1.0 1.6 236.5 53.5 140.2

5 对花竹
Ph.bambusoides f. 

duihuazhu 1~3 1.6 0.5 0.9 98.5 42 67.4

6 黄槽斑竹 Ph.bambusoides f.mixta 1~3 1.6 0.4 1.1 114.5 6.5 51.3

7 花秆早竹 Ph.praecox f. viridisulcata 1~3 2.5 1.0 1.7 184.5 27.2 94.2

8 绿纹竹 Ph.vivax f.viridivittata 1~3 3.7 1.3 2.2 242 52 140.5

9 金条竹
Ph.aureosulcata 

f.fl avostriata 1~3 1.9 0.8 1.2 132.2 58.5 104.8

10 红壳雷竹 Ph.incarnata 1~3 3.0 1.7 2.2 249 82.5 148.6

11 云和哺鸡
竹

Ph.yunhoensis 1~3 2.8 1.2 1.9 208.6 40.5 128.5

12 美竹 Ph.mannii 1~3 2.3 1.2 1.7 247 46.5 127.2

13 木竹 Ph.hetreroclada f.solida 1~3 1.5 0.8 1.2 173.6 52.3 106.1

14 麻衣竹 Ph.edulis f. exaurita 1~3 2.4 1.0 1.7 129.0 42.0 90.0

15 刺黑竹
Chimonobambusa 

neopurpurea 1~3 1.4 0.5 0.9 166 6 68.5

16 斑苦竹 Pleioblastus maculatus 1~3 2.3 0.6 1.2 147.5 7.0 77.0

17 长叶苦竹 Pl. chino var. hisauchii 1~3 1.6 0.4 0.9 150 4.5 84.2

18 橄榄竹 Acidosasa gigantea 1~3 3.2 2.0 2.5 214 121 153.5

19 大黄苦竹 Oligostachyum sulcatum 1~3 4.63 2.15 3.12 240 135 162

20 银丝竹
Bambusa multiplex f. 

Silverstripe 1~3 14.76 8.56 1.1 - - -

观赏竹品种于 2014年 2月底作为母竹引进上海植物园

苗圃地，并立即种植。定植 6个月后，调查其成活率；并在

三年内于每年的发笋期调查和统计竹种的植穴出笋率、单

穴成竹量，同时对新竹的胸径进行测定，对比引种母竹的

胸径，研究引种地新竹胸径生长的变化。管理上按常规方法

进行土、肥、水管理，注意病虫害防治。

成活率 =成活株数／栽植株数

植穴发笋率 =当年出笋穴数 /总植穴数

单穴成竹量 =总成竹量 /总植穴数

新竹母竹胸径比 =新竹母竹胸径比

2016年夏季 7-8月，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用 Li-6400

光合测定仪，对 20种植物的光合特性进行测定。选取竹秆

冠层中部东南方向的一级枝顶端充分伸展，且生长状况较

为一致的当年生叶作为测试样本，每株测定 3-5片。测定时

间段为7:00，9:00，11:00，13:00，15:00，17:00。

由实测的光合速率，求得竹种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植

物日同化量计算如下 [8]：

式中， ——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g·m-2·d-1）；

Pi ——实测的瞬时光合速率（µmol·m-2·s-1）；

n —— 实测光合速率的时段数，为 6；

δ——取 0.8，植物晚上的暗呼吸消耗量按白天同化量的 20％计算； 

44/1000 和 32/1000 ——CO2和 O2的克分子量；

12——白昼光合时间按 12小时计。

1.3.2 生态适应性评价和观赏性评价

调查 2014-2016年危害不同竹种的病虫害种类和危害

程度，观察这几年的变化，并进行适应性评价 [7]。

2016年 1月出现 -8℃的极端低温，根据各竹种在最低

温度时期的抗寒性表现，以竹子植株的受害情况及恢复能

力对其耐寒适应性进行评价 [4]。

2015年 7-8月出现 38℃高温达半月之久，根据各竹种

在高温时期的抗旱和抗热性表现，以竹种受害情况对其耐

由实测的光合速率，求得竹种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植物日同化量计算如下
[8]： 

)tt(2/)PP(1000/360012
1000

44W i1i

n

1i
i1iCO2

 


          （1） 

    式中， 2COW ——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g•m-2•d-1）； 
     Pi ——实测的瞬时光合速率（µmol•m-2•s-1）； 
     n —— 实测光合速率的时段数，为 6； 
     δ——取 0.8，植物晚上的暗呼吸消耗量按白天同化量的 20％计算；  
     44/1000 和 32/1000 ——CO2 和 O2 的克分子量； 

 
1.6.1 灰色关联系数求算 

依据公式求取各竹种9个性状的灰色关联系数。 

     
                                 （3） 

式中，△ij为第i个竹品种第j个性状的无量纲化处理的测度值与最优性状值的

绝对差值，  __D_Dd__________ÃĝϨϨ_ 

1.6.2 计算加权灰色关联度 
将AHP法确定的各性状的权重值带入以下公式，求出各株系的加权灰色关

联度。 

=                                                

（4） 

其中：ri 为第i个竹品种的灰色关联度，Wj为第j个性状的权重值，n =9（性状

数） 

 

高温干旱性进行评价 [9]。

按观赏竹的观赏特点可分为观秆、观叶、观笋、观姿竹种。

在新竹生长发育充分时，观察记录各竹种新竹的叶色及叶

形、秆色及秆形，与母竹对照，判断新竹能否保持母竹原有

的观赏性状特征。

1.4 指标标准化

由于描述观赏竹品种生物学特性、生态适应性和观赏

性等功能指标的量纲不同，不同指标间不具有直接可比性，

表2  观赏竹品种生态适应性因子和观赏价值的评分标准

Table 2  Appraisal criterion of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factors and ornamental value for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性状指标
Factors

分值 Score

5 4 3 2 1

抗病虫害能力 没有病虫害发生

偶尔受到病虫害的
轻度危害，感病枝
叶量少于总枝叶量
的 25%

较长时间受到 1-2
种病虫害的一定危
害，感病枝叶占总
枝叶量的 25%-50%

长期受到 1-2 种病
虫害的危害，导致
50% 以上枝叶感病

长期受到病虫害的
严重危害，导致死
亡

耐寒能力 不受冻害

顶部叶片受冻，春
季随即恢复；立竹
生长和发笋不受影
响

主干及侧枝不冻，
竹叶冻蔫，尾梢及
尾部竹枝冻枯，天
气转暖时竹鞭（兜）
萌发少量营养枝，
春夏季发笋正常

竹秆高度 1/2 以下
竹枝存活，高度 1/2 
以上竹枝均受冻枯
萎，天气转暖时竹
鞭（兜）萌发营养枝，
春夏发笋，长成新
竹

地上部分全部枯
死，天气转暖时从
竹鞭（兜）基部萌
发营养枝，春夏发
细小竹笋，并长成
新竹

抗高温干旱能力
竹子叶片为绿色且
无卷曲或轻微卷曲

竹子叶片为灰绿色
但严重卷曲

竹林大部分竹子叶
片呈现黄绿色或
1/3 以下竹林竹秆
上部分干枯

1/3 至 2/3 的竹林整
秆叶片干枯或 2/3
以上竹林竹秆上部
分枝叶干枯

2/3 以上竹林竹子
整秆叶片干枯

观赏性

有特殊观赏价值的
其秆形、秆色、叶
色及株形特别美观
的观赏竹，珍稀观
赏竹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
值或具一定特色的
观赏竹，在园林中
可用于特殊景观的
竹种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
值或在特定条件下
可应用的观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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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应通过隶属函数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量化 [10]。

隶属函数采用极大型线性函数表示：

                                                                                                                                                               （2）

式中，Xj表示第 j个因子的得分值，Xmax为第 j个因子得分最大值，Xmin为第 j个因子得分最小值。

1.5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1.5.1 建立分层结构模型

根据观赏竹各性状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和隶属关系，建

立 3个层次的综合评价模型，第一层是目标层（A），为引进

观赏竹品种的综合评价，第二层是约束层（B），包括生物学

特性（B1）、生态适应性（B2）和观赏性（B3），第三层是指标

层（C），包括选取的 9个性状指标。（表 3）

1.5.2 构建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在认真研究文献、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判断各评价

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根据 T.L.Saaty 1-9比率标度法 [11]，对两

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再依据重要性程度赋值构建判

断矩阵，标度 1、3、5、7、9分别代表两个指标相比同等重要、

前者比后者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的

意义；标度 2、4、6、8则表明处于相邻两项标度之间，倒数

表3 观赏竹品种评价因子的分层结构模型

Table 3 The layered structure model of evaluation factors for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目标层 A
Target layer

约束层 B
Constrained layer

指标层 C
Index layer

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的综合评价

B1 生物学特性

C1 移栽成活率 

C2 植穴发笋率

C3 单穴成竹量

C4 新竹母竹胸径比

C5 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 

B2 生态适应性

C6 抗病虫害能力 

C7 耐寒能力 

C8 抗高温干旱能力

B3 观赏价值 C9 观赏性 

表示两个指标的反比较。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λmax)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Wi)，计算出某一层各因素相对于上

一层某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值。

如表 4所示，对构造的 3个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指标为 CI＝（λmax-n）/（n-1），CI与判断矩

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之比值 CR，即为判断矩阵一致性

指标 [12]，CR＝ CI/RI（RI见表 5）。若 CR＜ 0.10，则认为该矩阵

具有满意的、可接受的一致性，否则应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

结果显示，3个判断矩阵 CR＜0.10，均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1.6 灰色关联度分析

按灰色系统理论把参加试验的 20个竹种数视为一个

灰色系统，每个竹种即为该系统中的一个因素。

1.6.1 灰色关联系数求算

依据公式求取各竹种 9个性状的灰色关联系数。

表4 判断矩阵及其一致性检验

Table 4 The judgment matrix and its consistency check

A-Bi

A B1 B2 B3 权重 Wi

B1 1 1/3 1/4 0.1226

B2 3 1 1/2 0.3202

B3 4 2 1 0.5572

λmax=3.0154  CI=0.0077  CR=0.0133<0.1

B1-Ci

B1 C1 C2 C3 C4 C5 权重 Wi

C1 1 3 3 1 5 0.3424

C2 1/3 1 1 1/3 3 0.1298

C3 1/3 1 1 1/3 3 0.1298

C4 1 3 4 1 5 0.3424

C5 1/5 1/3 1/3 1/5 1 0.0556

λmax=5.0556  CI=0.0139  CR=0.0124<0.1

B2-Ci

B2 C6 C7 C8 权重 Wi

C6 1 3 5 0.6334

C7 1/3 1 3 0.2605

C8 1/5 1/3 1 0.1061

λmax=3.0330  CI=0.0165  CR=0.0284<0.1

表5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le5 Mean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矩阵阶数
Matrix dimension

1 2 3 4 5 6 7 8 9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3）

 

式中，△ ij为第 i个竹品种第 j个性状的无量纲化处理的测度值与最优性状值的绝对差值，p __D_Dd__________ÃĝϨϨ_

1.6.2 计算加权灰色关联度

将 AHP法确定的各性状的权重值带入以下公式，求出各株系的加权灰色关联度。

ri=                                                                                               （4）

其中：ri 为第 i个竹品种的灰色关联度，Wj为第 j个性状的权重值，n =9（性状数）

2 分析与结果

2.1 各评价因子权重的总排序

依据 A-Bi 和 Bi-Ci 所得到的权重值，计算出指标层（C）

各因子对于目标层（A）的权重值。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表 6可以看出，观赏竹引种筛选过程中，其观赏价值

是其首要考虑因素，所占权重也最大，为 0.5572，其次是抗

病虫害能力和抗寒性两个生态适应性指标，它们是竹种是

 
1.4 指标标准化 

由于描述观赏竹品种生物学特性、生态适应性和观赏性等功能指标的量纲不

同，不同指标间不具有直接可比性，为此，应通过隶属函数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

量化[10]。 
隶属函数采用极大型线性函数表示： 

U(Xj) 
       
         

                                               （2） 

式中，Xj 表示第 j 个因子的得分值，Xmax 为第 j 个因子得分最大值，Xmin 为第

j 个因子得分最小值。 
1.5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1.5.1 建立分层结构模型 

根据观赏竹各性状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和隶属关系，建立3个层次的综合评价

模型，第一层是目标层（A），为引进观赏竹品种的综合评价，第二层是约束层

（B），包括生物学特性（B1）、生态适应性（B2）和观赏性（B3），第三层

是指标层（C），包括选取的9个性状指标。（表3） 
 

表3 观赏竹品种评价因子的分层结构模型 
Table 3 The layered structure model of evaluation factors for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目标层A 
Target layer 

约束层B 
Constrained layer 

指标层C 
Index layer 

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的综合

评价 
 

B1 生物学特性 
 

C1 移栽成活率  
C2 植穴发笋率 
C3 单穴成竹量 

C4 新竹母竹胸径比 
C5 单位叶面积日固碳量  

B2 生态适应性 
 

C6 抗病虫害能力  
C7 耐寒能力  

C8 抗高温干旱能力 
B3 观赏价值 C9 观赏性  

 
1.5.2 构建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在认真研究文献、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判断各评价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根

据T.L.Saaty 1-9比率标度法[11]，对两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再依据重要性程

度赋值构建判断矩阵，标度1、3、5、7、9分别代表两个指标相比同等重要、前

者比后者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的意义；标度2、4、6、8
则表明处于相邻两项标度之间，倒数表示两个指标的反比较。通过计算判断矩阵

的最大特征根(λmax)及对应的特征向量(Wi)，计算出某一层各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某

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值。 
如表4所示，对构造的3个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指

标为CI＝（λmax-n）/（n-1），CI与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之比值CR，
即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12]，CR＝CI/RI（RI见表5）。若CR＜0.10，则认为该

矩阵具有满意的、可接受的一致性，否则应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结果显示，3
个判断矩阵CR＜0.10，均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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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约束层和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

Table6   The weight value of the constraint layer and index layer

目标层
Target layer

总权重
Total weight value

约束层
Constrained layer

（A-Bi）排序权值
Layer Bi contribute to layer A

指标层
Index layer

（Bi-Ci）排序权值
Layer Ci contribute to layer Bi

（A-Ci）排序权值
Layer Ci contribute to layer A

A 1

B1 0.1226

C1 0.3424 0.0420

C2 0.1298 0.0159

C3 0.1298 0.0159

C4 0.3424 0.0420

C5 0.0556 0.0068

B2 0.3202

C6 0.6334 0.2028

C7 0.2605 0.0834

C8 0.1061 0.0340

B3 0.5572 C9 1.000 0.5572

否能够在引种地存活的重要影响因素，权重分别占 0.2028

和 0.0834。在生物学特性中，移栽成活率和新竹生长量对观

赏竹品种的引种适应性影响最大，其权重值均为 0.0420，其

次是植穴发笋率和单穴成竹量，权重值为 0.0159。因此在满

足高观赏性的基础上，竹种自身的抗病虫害能力和抗寒性

成为影响综合评价效果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

2.2 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评价

 各性状因数量化单位不一致，按式（2）将原始数据标

准化，将表7数据压缩在［0，1］区间内，详见表 8，并构造出“理

想品种”。由于 9个指标均为越大越好的指标，故采取上线

测度的方法，取所有品种中的最大值。

2.3 加权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和观赏竹品种的评价

依据公式求出各品种的加权灰色关联度。按照关联分

析的原则，关联系数越大，与“理想品种”越接近。由表9可知，

20个观赏竹品种与“理想品种”的关联度为 0.4592-0.9340，

其中大黄苦竹与“理想品种”的关联度最大，为 0.9340，引

种价值最高，其次是花秆早竹和刺黑竹，分别为 0.8600和

0.8451，麻衣竹和木竹关联度最小，分别为 0.4847和 0.4592。

各观赏竹综合评价结果为：大黄苦竹 >花秆早竹 >刺黑竹

>银丝竹 >金条竹 >黄槽斑竹 >对花竹 >绿纹竹 >金明

竹 >金桂竹 >龟甲竹 >长叶苦竹 >橄榄竹 >斑苦竹 >红

壳雷竹 >云和哺鸡竹 >黄槽桂竹 >美竹 >麻衣竹 >木竹。

3 讨论

3.1层次分析法适用性

层次分析法是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的科学

表7  观赏竹引种价值评分结果

Table7   Score of introduction value for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序号
Number

竹种
Species

移栽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植穴
发笋率
Shooting 

rate%

单穴
成竹量

The number 
of shoots 

新竹母竹胸
径比

The ratio of new 
and mother 

bamboo in DBH

单位叶面积日固
碳量

Carbon 
sequestration per 

unit leaf area g·m-2·d-1

抗病
虫害能力
Pests and 
disease 

resistance 

抗寒能力
Cold 

resistance

抗高温干
旱能力
Heat and 
drought 

resistance

观赏性
Ornamental 

value

1 龟甲竹 94 21.2 0.3 0.68 2.03 2 5 3 5

2 金桂竹 100 69.2 1.7 0.39 9.53 2 5 4 5

3 黄槽桂竹 100 43.8 0.8 0.57 7.03 2 5 5 3

4 金明竹 100 45.5 2.5 0.38 3.84 2 5 5 5

5 对花竹 100 33.3 0.8 0.74 4.14 2 5 5 5

6 黄槽斑竹 100 87.5 1.4 0.82 2.31 2 5 5 5

7 花秆早竹 100 64.3 1.8 0.73 1.90 4 5 4 5

8 绿纹竹 100 42.9 0.9 0.55 4.07 3 5 4 5

9 金条竹 100 57.5 1.5 0.75 5.20 4 4 5 5

10 红壳雷竹 100 72.0 2.5 0.44 6.31 4 4 5 3

11 云和哺鸡竹 98 76.5 2.1 0.58 1.59 3 5 4 3

12 美竹 100 45.5 1.1 0.29 16.73 2 5 5 3

13 木竹 100 58.8 3.5 0.50 9.88 4 4 5 1

14 麻衣竹 65.5 28.6 0.3 0.43 6.62 2 5 3 3

15 刺黑竹 87 100.0 8.5 1.06 2.95 4 4 5 5

16 斑苦竹 78.4 47.4 5.3 0.96 5.65 4 5 4 3

17 长叶苦竹 94.1 100 23.3 1.00 15.88 5 5 4 3

18 橄榄竹 93.3 100 3.9 0.50 2.80 5 5 5 3

19 大黄苦竹 86.4 60 1.0 0.51 4.26 5 5 5 5

20 银丝竹 92.3 100 35.2 1.03 12.74 4 3 5 5

表8 标准化处理后的评价结果

Table8 Score after standardized treatment

序号
Number

竹种
Species

移栽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植穴
发笋率
Shooting 

rate%

单穴
成竹量

The number 
of shoots 

新竹母竹胸
径比

The ratio of new 
and mother 

bamboo in DBH

单位叶面积日固
碳量

Carbon 
sequestration per 

unit leaf area g·m-2·d-1

抗病
虫害能力
Pests and 
disease 

resistance 

抗寒能力
Cold 

resistance

抗高温干
旱能力
Heat and 
drought 

resistance

观赏性
Ornamental 

value

0 理想品种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 龟甲竹 0.83 0.00 0.00 0.51 0.03 0.00 1.00 0.00 1.00

2 金桂竹 1.00 0.61 0.04 0.13 0.52 0.00 1.00 0.50 1.00

3 黄槽桂竹 1.00 0.29 0.01 0.36 0.36 0.00 1.00 1.00 0.50

4 金明竹 1.00 0.31 0.06 0.12 0.15 0.00 1.00 1.00 1.00

5 对花竹 1.00 0.15 0.01 0.58 0.17 0.00 1.00 1.00 1.00

6 黄槽斑竹 1.00 0.84 0.03 0.69 0.05 0.00 1.00 1.00 1.00

7 花秆早竹 1.00 0.55 0.04 0.57 0.02 0.67 1.00 0.50 1.00

8 绿纹竹 1.00 0.28 0.02 0.34 0.16 0.33 1.00 0.50 1.00

9 金条竹 1.00 0.46 0.03 0.60 0.24 0.67 0.50 1.00 1.00

10 红壳雷竹 1.00 0.64 0.06 0.19 0.31 0.67 0.50 1.00 0.50

11 云和哺鸡竹 0.94 0.70 0.05 0.38 0.00 0.33 1.00 0.50 0.50

12 美竹 1.00 0.31 0.02 0.00 1.00 0.00 1.00 1.00 0.50

13 木竹 1.00 0.48 0.09 0.27 0.55 0.67 0.50 1.00 0.00

14 麻衣竹 0.00 0.09 0.00 0.18 0.33 0.00 1.00 0.00 0.50

15 刺黑竹 0.62 1.00 0.23 1.00 0.09 0.67 0.50 1.00 1.00

16 斑苦竹 0.37 0.33 0.14 0.87 0.27 0.67 1.00 0.50 0.50

17 长叶苦竹 0.83 1.00 0.66 0.92 0.94 1.00 1.00 0.50 0.50

18 橄榄竹 0.81 1.00 0.10 0.27 0.08 1.00 1.00 1.00 0.50

19 大黄苦竹 0.61 0.49 0.02 0.29 0.18 1.00 1.00 1.00 1.00

20 银丝竹 0.78 1.00 1.00 0.96 0.74 0.67 0.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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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观赏竹品种与理想品种加权关联度

Table 9  Weighe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of ornamental bamboo 
species and ideal species

序号
Number

品种
Species

  加权关联度
Weighe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1 大黄苦竹 0.9340

2 花秆早竹 0.8600

3 刺黑竹 0.8451

4 银丝竹 0.8449

5 金条竹 0.8356

6 黄槽斑竹 0.8299

7 对花竹 0.8209

8 绿纹竹 0.8190

9 金明竹 0.8141

10 金桂竹 0.8004

11 龟甲竹 0.7847

12 长叶苦竹 0.6809

13 橄榄竹 0.6701

14 斑苦竹 0.5681

15 红壳雷竹 0.5518

16 云和哺鸡竹 0.5400

17 黄槽桂竹 0.5390

18 美竹 0.5385

19 麻衣竹 0.4847

20 木竹 0.4592

决策方法，既有专家对各性状指标赋值打分的主观逻辑判

断和分析，又可通过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确定各指标

对综合性状的影响权重，滤出偶然因素，客观、可行 [13,14]。本

研究中，在认真研究文献、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观赏价

值所占比例最重，为 0.5572，其次是抗病虫害能力和耐寒性，

权重分别为 0.2028和 0.0834，这与李文扬等人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 [7]。这既符合了城市园林用竹对自身竹种观赏性的

要求，也符合观赏竹生态适应性的要求，体现了本次品种选

择的主要目的。

3.2 灰色关联法的适用性

灰色关联法是根据灰色关联度的分析原则，关联度越

大则与理想品种越接近，引种价值也越大。通过构造“理想

品种”，体现了引种目标的要求，又从现有观赏竹品种的实

际情况出发，更客观、合理。范士杰认为“理想品种”各性状

值应稍高于所有参试品种相应的性状值，王青 [14]等人则从

实际出发，株高、花径和花梗长 3个性状选取了适中值，节

间长选取了最小值。本研究的 9个指标中，生物学特性为定

量测试指标，生态适应性和观赏价值为评价打分，均是取

最大值为“理想品种”。

3.3 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法相结合

目前观赏竹品种引种价值的筛选体系和标准尚未完善，

往往依靠个人的经验与喜好仅选取个别指标来进行评价。

本研究从观赏竹品种生物学特性、生态适应性和观赏价值

三个方面出发，尽可能多地选取评价指标，并将指标量化处理。

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人为赋值确定权重，利用灰色关联法

构建“理想品种”，充分获取各性状的全部信息，将两种方

法相结合优势互补，使评价体系更加严谨和科学。

4 结论

综合分析观赏竹品种的观赏特性和生长特性，本文选

取了 9个与其观赏、生长及抗性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采用

灰色关联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的观赏竹品种综合评价体系，

在确定了各指标权重值的基础上，依据加权灰色关联度的

值对 20个观赏竹品种进行评价，最终确定 20个品种引种

价值的排序，为日后有效筛选出符合上海地区园林栽培与

应用的竹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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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Forest Types

城市不同香樟群落类型下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研究

■ 冷寒冰

     LENG Han-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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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3种香樟群落类型（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草本覆盖的香樟纯林和乔灌草搭配的香樟

混交林）0~40cm土壤层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的群落配置对土壤理化性质变化规律的影响，旨在为

城市园林绿化应用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对土壤容重、非毛管孔隙度、最

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影响显著，分别是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的0.88，1.86，1.17，1.15和

1.17倍。2）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对土壤有机碳、全氮和水解氮含量有显著影响，分别是土壤裸露

的香樟纯林的2.29，1.99和2.15倍。3）土壤容重与非毛管孔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

量和有机碳、全氮、全磷和水解氮呈显著负相关，有机碳与总孔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

持水量和全氮、水解氮显著正相关。复合结构种植模式表现出良好的土壤通气性和持水能力，且拥有

较高的碳氮含量，有助于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促进土壤养分循环。

关键词：香樟群落类型；土壤理化性质；相关性分析

Abstract: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 depth of 0~40cm layers under 3 diff erent Cinnamomum 
camphora forest types(pure forest with bare soil, pure forest only with grass groundcover, mixed forest 
covered with grass and shrubs) in the urban area were analyzed to  explore the eff ect of diff erent forest types 
on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Mixed forest covered with grass and 
shrubs had signifi cant eff ects on soil bulk density, non-capillary porosity, maximum water capacity, capillary 
water capacity and fi eld capacity, which were 0.88,1.86,1.17,1.15 and 1.17 times of those in pure forest with 
bare soil; 2) There were signifi cant eff ects of mixed forest covered with grass and shrubs on organic carbon 
content, total nitrogen content and hydrolysis nitrogen content, which were 2.29，1.99 and 2.15 times of 
those in pure forest with bare soil.; 3) Bulk density had signifi 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non-capillary 
porosity, maximum water capacity, capillary water capacity, fi eld capacity, soil water storage capacity,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total nitrogen content, total phosphorus content and hydrolysable nitrogen content,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ith total porosity, maximum water 
capacity, capillary water capacity, fi eld capacity, total nitrogen content and hydrolysable nitrogen content were 
observed.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compound planting structure（arbor-shrub-herb type）presented 
better aeration and water-holding capacity and higher carbon and nitrogen contents in soil and contributed to 
improving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soil nutrient cycling.

Key words: Cinnamomum camphora forest types;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correlation analysis

城市土壤是城市绿地植物生长的根本，直接影响着园

林植物的生长水平及整体的景观效果 [1]。但是经过人类活

动的长期干扰，城市化引起了土壤生态功能消失，土壤形态

特征变异，土壤污染等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问题日

益严重 [2]，绿地土壤原有的理化性质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养分下降，储水能力降低，如何解决这些在城市发展中形成

的土壤恶化和污染问题，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目

前，有研究表明，在原有立地条件下构建植物群落可以调整

立地土壤资源的有效性 [3]，改变群落内的水文关系、光照     、

凋落物的输入以及土壤性质 [4]。植被通过根系与土壤连成

统一的整体，时刻与土壤进行着各种物质代谢，其凋落物的

化学组成、分解速率都对改善土壤现有理化性质和质量有

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土壤又通过调节分配水、热、气、肥为

植物的生长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营养物质 [5]，两者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起到积极作用 [6]。

林下灌木、草本以及凋落物的覆盖对城市土壤起到良好的

保护作用，有效地促进林地养分循环。近年来，针对城市森

林和绿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和肥力等方面的研究较多 [7,8]，但

基于不同群落层次下的土壤质量以及土壤与地上植物间关

系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为此本研究以上海 3种人工香樟

群落类型（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草本覆盖的香樟纯林和

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绿地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和

比较不同香樟群落类型下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分析与研

究土壤 14个因子的相关性，从总体上，探讨水平空间（不

同香樟群落）和垂直空间（土壤剖面）城市绿地土壤性状的

特异性，为日后群落结构合理搭配，改善群落土壤理化性质，

构建城市森林群落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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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mm，年平均气温 15.7℃

左右，全年无霜期约 230天。

1.2 研究方法

1.2.1 样地选择

上海植物园人工植被类型丰富，形成多样化的人工群落

类型，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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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群落Ⅰ），草本覆盖的香

樟纯林（群落Ⅱ），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群落Ⅲ），每个

类型各选取了3个不同样点，均无人工养护干预。群落Ⅰ：3

个样方均由香樟组成。群落Ⅱ：（1）乔木层由香樟组成，草本

层由春云实（Caesalpinia vernalis）、渐尖毛蕨（Cyclosorus acuminatus）

和蔓长春（Vinca major L.）组成；（2）乔木层由香樟组成，草本

层由二月兰（Orychophragmus violaceus）和春云实组成；（3）乔

木层由香樟组成，草本层由渐尖毛蕨、细叶麦冬（Ophiopogon 

japonicus ）和蔓长春组成。群落Ⅲ：（1）乔木层由香樟、银杏（Ginkgo 

biloba）和广玉兰（Magnolia grandi� ora linn）组成，灌木层由八角金盘

（Fatsia japonica）组成，草本层由细叶麦冬组成；（2）乔木层由

香樟、朴树（Celtis sinensis）和广玉兰组成，灌木层由八角金盘、

瓜子黄杨（Buxus microphylla）组成，草本层由蔓长春组成；（3）

乔木层由香樟和银杏组成，灌木层由八角金盘、海桐（Pittosporum 

tobira）和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组成，草本层由细叶麦冬组成。

1.2.2 植被调查

本研究于 2015年 4~5月对植物园内各香樟群落进行

系统的群落学调查。研究区域内绿地群落斑块较小，故设

立面积为100m2研究样地。主要记录各群落样方内乔本层

植被种名、个体数量、高度、胸径、盖度和生长状况以及灌

木层和草本层的植物种类。（表 1）

表1  林地上层乔木基本概况

Table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rees in 3 forest types

群落类型
Forest type

样方
Plot

郁闭度或盖度
Canopy density or 

Coverage/%

数量
Number

平均高度
Average height/m

平均胸径（cm）
DBH/cm

群落Ⅰ 

1 90 9 9.3 24.89

2 95 11 14.6 33.07

3 92 10 12.5 31.74

群落Ⅱ

1 95 8 12.3 35.48

2 92 7 13.6 31.37

3 85 6 12.5 38.59

群落Ⅲ

1 92 9 10.6 32.50

2 90 5 12.4 40.82

3 85 5 11.3 3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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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土壤样品采集与理化性质分析

（1）土壤样品的采集

在 3种不同群落样地内，沿对角线布置 5个点，清除

土壤表层枯枝落叶层，分别按 0~20cm、20~40cm分层取样。

物理性质测定采用环刀法，于每个布点采集。化学性质采用

多点混合取样，将新鲜土样放入塑料袋内，自然风干、磨碎、

过筛。

（2）土壤物理性质测定

容重、最大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和毛管持水量测定采用

环刀法。

非毛管孔隙（体积%）=0.1×[最大持水量（g/kg）-毛管

持水量（g/kg）]×土壤容重（Mg/m3）/水的密度（Mg/m3）；

毛管孔隙（体积%）=0.1×毛管持水量（g/kg）×土壤容

重（Mg/m3）/水的密度（Mg/m3）；

总孔隙度（体积%）=非毛管孔隙（体积%）+毛管孔隙（体

积%）。

以上分析方法见森林土壤水分 -物理性质测定方法 [9]。

（3）土壤化学性质测定

pH值采用 2.5∶1的水土比，用电位计法测定；电导率

测定采用水土5∶1浸提，用电导仪法测定；土壤有机碳（SOC）

用 H2SO4-K2C r2O7外加热法测定，以上分析方法见土壤农业化

学分析方法 [10]。

土壤全氮、全磷、速效氮、速效磷采用 SmartChem200全

自动化学分析仪测定 [11]。

1.2.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绘图，利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方差

分析、t 检验、多重比较（LSD检验）、相关性分析等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的土壤物理性质

2.1.1 群落类型对土壤孔隙度的影响

土壤物理性状是土壤肥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着植

物根系的生长和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其中土壤容重和孔性

是重要的土壤物理性质，直接影响着土壤蓄水和通气性，

并间接影响着土壤肥力和植物生长状况 [12]。从表 2可知，

在土壤剖面上，随着土层的加深，土壤容重增加，毛管孔隙

度和总孔隙度显著下降，与 0~20cm土层相比，3种香樟群

落类型 20~40cm土层容重和非毛管孔隙度无显著变化（群

落Ⅱ容重除外），群落Ⅲ两土层间毛管孔隙度和总孔隙度显

著差异明显；不同群落类型间，随着群落层次增加，容重出

现了显著的降低趋势，非毛管孔隙度和总孔隙度在群落Ⅲ

下有了明显升高。与群落Ⅰ相比，群落Ⅱ和群落Ⅲ的容重在

0~20cm和 20~40cm均显著下降，非毛管孔隙度在 0~20cm

土层显著上升。总体而言，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土壤容

重小，孔隙通气性好，其次是草本覆盖的香樟纯林，土壤裸

露的香樟纯林土壤孔隙性条件最差。

2.1.2 群落类型对土壤持水量的影响

土壤水分性质是土壤水分供应状况和评价土壤水源涵

养能力的重要指标 [13]。由表 2可知，在土壤剖面上，3种香

樟群落 0~20cm土层的持水量总体高于20~40cm，土层加深，

土壤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减弱，但差异并

不显著。与 0~20cm土层相比，群落Ⅱ和群落Ⅲ 20~40cm土

层的最大持水量以及群落Ⅲ 20~40cm土层的毛管持水量显

著降低；不同群落间，随着香樟群落层次的丰富，土壤持水

能力逐渐增强，群落Ⅲ对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

水量的影响比群落Ⅱ更为显著，与群落Ⅰ相比，群落Ⅱ仅在

0~20cm土层的最大持水量显著上升，而群落Ⅲ在 0~20cm土

层的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和田间持水量均升高明显。按

照土壤持水能力比较，其趋势为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

>草本覆盖的香樟纯林 >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

2.2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的土壤化学性质

2.2.1 群落类型对土壤pH值和EC值的影响

由表 3所示，在土壤剖面上，香樟群落 0~20cm土层

的土壤 pH值、EC值高于 20~40cm土层，但差异不显著，与

0~20cm土层相比，仅群落Ⅰ20~40cm土层的 EC值变化明显；

不同香樟群落间，随着层次的丰富，pH值有上升趋势，EC值

有所下降，与群落Ⅰ相比，群落ⅡpH值在 20~40cm显著上升，

群落Ⅱ和群落Ⅲ EC值分别在 0~20cm、20~40cm和 20~40cm

土层显著下降。

2.2.2 群落类型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土壤肥力是土壤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土壤在植物生活

的过程中不断供给植物以最大量的有效养分及水分的能力
[14]。由表 3所示，在土壤剖面上，香樟群落 0~20cm土层的土

壤各养分指标整体高于20~40cm土层（有效磷含量除外），

其中有机碳、全氮和水解氮含量差异不显著。与 0~20cm土

层相比，群落Ⅰ20~40cm土层的有机碳、全氮、全磷、水解

氮和有效磷含量变化明显，群落Ⅱ和群落Ⅲ则在有机碳、全

氮和水解氮这几个指标上有明显下降；不同香樟群落间，随

着层次的丰富，有机碳、全氮、全磷和水解氮含量均有上升

趋势，其中全磷含量变化不明显，有效磷含量呈现出不同的

变化趋势，群落Ⅱ显著升高，与群落Ⅰ相比，群落Ⅱ0~20cm

土层有机碳、全氮和有效磷含量显著上升，群落Ⅲ 0~20cm

表2  不同群落类型土壤物理性质

Table2  Physical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soil horizons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

群落类型或土层厚度
Forest type or soil layer/cm

容重
Bulk density/Mg/m3

非毛管孔隙度
Non-capillary porosity/%

毛管孔隙度
Capillary porosity/%

总孔隙度
Total porosity/ %

群落Ⅰ
0~20 1.505±0.007aA 1.855±0.008aA 43.355±0.014aA 45.205±0.022aA

20~40 1.515±0.007aA 2.270±0.007aA 40.435±0.005aA 42.705±0.001aA

群落Ⅱ
0~20 1.383±0.012aB 2.787±0.008aB 42.270±0.022aA 45.060±0.014aA

20~40 1.437±0.031bB 2.243±0.012aA 40.437±0.013aA 42.680±0.011aA

群落Ⅲ
0~20 1.287±0.050aC 3.890±0.006aB 45.533±0.006aB 49.423±0.012aA

20~40 1.383±0.055aB 3.803±0.008aA 40.237±0.011bA 44.043±0.016bA

群落类型

Ⅰ 1.510±0.007A 2.063±0.293A 41.895±2.065A 43.955±1.768A

Ⅱ 1.410±0.038B 2.515±0.385A 41.354±1.296A 43.870±1.683A

 Ⅲ 1.335±0.068C 3.847±0.062B 42.885±2.331A 46.733±2.390B

土壤层
0~20 1.392±0.109a 2.844±0.019 a 43.719±0.684a 46.563 ±1.324a

20~40 1.445±0.066a 2.772±0.893a 40.370±0.115b 43.143±0.780b

群落类型或土层厚度
Forest type or soil layer/cm

最大持水量
Maximum water Capacity/ g/kg

毛管持水量
Capillary water Capacity/ g/kg

田间持水量
Field capacity /g/kg

群落Ⅰ
0~20   301.385±12.934aA 288.965±7.573aA 267.430 ±12.827aA

20~40   292.775±14.969aA 276.870±9.603aAB 260.920±10.889aA

群落Ⅱ
0~20   329.607±14.340aB 293.813±19.727aA 272.987±19.464aA

20~40   298.920±11.460bA 268.587±5.624aA 249.457±6.330aA

群落Ⅲ
0~20 371.667±16.385aC 348.970±18.720aB 333.617±20.505aB

20~40 321.493±25.594bA 300.573±19.913bB 285.807±23.065aB

群落类型

Ⅰ 297.080±13.951A 282.918±8.588A 264.175±11.858A

Ⅱ 314.263±9.973AB 281.200±8.050A 261.222±8.147A

Ⅲ 346.580±19.916B 324.772±19.161B 309.712±21.458B

土壤层
0~20 334.219±35.367a 310.583±33.333a 291.344±36.714a

20~40 304.396±15.122a 282.010±16.601a 265.394±18.583a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土壤深度各项指标差异显著 (P<0.05)，同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不同群落类型各项指标差异显著 (P<0. 05)
Note: Smal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 cant diff erence between soil depths at 0.05 level. Capital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 cant diff erence among forest types at 0.05 level.

和20~40cm有机碳、全氮、水解氮和有效磷含量均上升明显，

总体养分变化趋势为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 >草本覆盖

的香樟纯林 >土壤裸露的香樟纯林。

2.3 不同香樟群落土壤理化特征相关性分析

香樟群落0~40cm土壤层理化特征相关性分析表明（表

4），土壤容重与非毛管孔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

田间持水量和有机碳、全氮、全磷和水解氮呈显著负相关；

总孔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均与有机碳、

全氮和水解氮呈显著正相关；有机碳与全氮和水解氮显著

正相关。

3 讨论

土壤是植物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植物又对土壤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过程具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15]。

3.1 香樟群落与土壤物理性质的关系

不同植物群落类型受植物根系分布、凋落量、凋落物分

解程度以及人为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土壤物理性质也呈现

出不同变化规律 [16,17]。各指标之间，土壤容重与孔隙度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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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两者一定程度上又可反映出土壤的持水能力。通过对

城市 3种香樟群落类型下土壤孔隙性和持水性的研究，发

现土壤容重、各孔隙度以及持水量受群落类型的影响明显，

乔灌草搭配的香樟混交林的土壤容重、孔隙性以及持水能

力均明显好于其余两种类型（P <0.05），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相一致 [18.19]。随着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凋落物输入量增大，

其经微生物分解释放进入土壤，合成腐殖质，改善土壤物

理性质，进而使得土壤容重降低、孔隙度增加，持水能力增

强，另一方面乔灌草复合的配置模式使根系的分布更加均匀，

根系穿插生长疏松了土壤，改善了土壤孔隙度，群落凋落物

自身特性和根系生长差异是群落土壤物理性质差异的主要

原因。

3.2 香樟群落与土壤化学性质的关系

受群落类型、土壤质地、土壤容重等综合因素影响，土

壤化学性质在不同植被条件下和垂直分布上，均存在很大

的异质性，本研究表明，随着群落垂直层次的丰富，土壤有

机碳、氮含量显著升高（P <0.05），而磷含量、pH值和 EC值

却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有机碳主要来源于地上部分的凋落物的数量及其分解

速率和根系周转产生的碎屑 [20] ，同时对土壤氮素含量起主

导作用 [21]，因此两者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这与郭家新等 [22]

和黄丽华 [23]等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土壤中的磷元素是比

较特殊的一类植物营养元素，作为一种沉积性矿物，它在风

化壳中的物质迁移最小，化学性质也相对稳定，因此本研究中，

土壤全磷含量在不同群落类型间和垂直土层间差异性均不

显著（P >0.05），宋云 [24]也在对土壤养分的研究中表明这一

观点。土壤有效磷在草本覆盖的香樟纯林群落中含量较高，

其变化趋势与其他土壤营养元素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

于灌草覆盖的香樟混交林土壤通气透气性好，在温度较适

宜的情况下，植物呼吸速率显著提高，进而提高了对磷元素

的吸收量。

本研究表明，土壤裸露的香樟群落 EC值明显偏高，尤

其是在 20~40cm土层，EC值大幅上升（P <0.05），其原因

是裸地表土水分通过土壤毛细管作用散失，土表水分蒸发

后形成一层干土层，防止水分过量蒸发 [25]，当植物根系吸

收深层水时，地下水位降低，削弱地下水的顶托作用，使上

层土壤的盐水下渗，下层盐水又难以靠毛管作用上升，致使

下层土体盐分累积。本研究中，植物群落土壤 pH值范围在

7.983~8.270之间，偏碱性，彼此间无差异性（P >0.05）。

3.3 不同香樟群落类型土壤理化性质的相关性 
土壤理化性质各特征指标间具有相关性，但不同地区、

不同植被类型其相关性也不尽相同。本研究表明土壤容重

与非毛管孔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和

有机碳、全氮、全磷和水解氮呈显著负相关，有机碳与总孔

隙度、最大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田间持水量和全氮、水解

氮显著正相关。这与曹国栋 [26]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

这一结果看出，土壤容重和有机碳在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香樟群落类型下土壤理化性质的分

析，发现随着植物群落层次的增加，地下根系分布更加均匀，

土表凋落物输入量增大，使土壤容重和孔隙度得以改善，从

而提高了土壤持水能力；有机碳含量增加，氮含量也显著提

高，同时又促进了土壤疏松，因此，在城市人工群落配置中，

一方面应通过增加群落物种多样性，改善根系分布状态和

凋落物组成及其性质，降低土壤容重和提高有机碳含量，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另一方面，减少人为干扰和踩踏，保留

地表凋落物，保证有机碳的归还，促进群落土壤养分的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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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6种（品种）荚蒾为材料，研究了热激对其叶片相对电导率、相对含水量和可溶性总蛋白含量

的影响。结果表明，耐热品种在热激条件下叶片相对电导率上升值明显小于不耐热品种，而叶片相对

含水量、叶片可溶性总蛋白含量上升值均比不耐热品种高，这些生理指标的变化与荚蒾品种的耐热

性有明显的相关性。这3种指标可以作为荚蒾属植物的耐热性筛选指标。

关键词：荚蒾；热激；生理指标

Abstract: The eff ects of high temperature stress on relative electrolyte leakage、relative water content,soluble 
proteins in 6 Viburnum speicies were investigated.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electrolyte leakage in 
high-resistance varieties increased evidently less than high-sensitive varieties, but 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the soluble proteins in the former increased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e later. All of those physiological indexes 
had been indicated to have a distinct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of high temperature tolerance for Viburnum 
speiciesb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3 indexes might be suitable for selecting high temperature tolerance of 
Viburnum speicies.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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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约有 200种，中国约有 74

种，占全属总数的 37％左右［1］。荚蒾属植物是世界园林中重

要的观花、观果灌木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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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型不孕花的我

国传统名花—琼花（V. macrocephalum f.keteleeri）、欧洲荚蒾（V. 

opulus）、蝴蝶荚蒾（V. plicatum var. tomentosum）、北方重要早春

花木香荚蒾（V. farreri）等［2］，许多还是中国特有种，如金山荚

蒾（V. chinshanense）。除了观赏性外，许多学者还对荚蒾属植

物的引种驯化、栽培繁殖、园林应用等方面做过研究［3-7］。  

上海夏季异常炎热，极端温度可达 40℃，近年来温室

效应加剧，城市热岛效应明显，且温湿同季，夏季高温高湿

成为植物在上海正常生长的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观察发

现，荚蒾属不同种类耐热性存在差异，有些落叶品种在高

温期间表现出叶片枯焦落叶现象，而常绿荚蒾表现出良好

的越夏能力。本试验选择田间耐热性有差异的 6种（品种）

荚蒾为材料，在高温胁迫下，对其生理指标进行测定和分析，

旨在探讨相关生理指标与其耐热性之间的相关性，结合荚

蒾品种田间耐热形态指标，构建荚蒾品种耐热筛选指标体

系，荚蒾品种的耐热筛选指标体系的建立在国内外尚未有

报道，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为该属植物及其他园林植物耐

热筛选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和供试材料

试验在上海植物园内进行，选取了6种在上海种植多年、

表现比较稳定的种类，分别为： 金山荚蒾 V. chinshanense、欧

洲荚蒾 V. opulus、琉球荚蒾 V. suspensum、红蕾雪球荚蒾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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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cephalum、桦叶荚蒾 V. betulifolium和沙氏雪球荚蒾 V. plicatum 

‘Shasta’，上述材料的编号见表 2。

6种（品种）供试荚蒾中，金山荚蒾和琉球荚蒾为常绿

种，其余 4种均为落叶种。

1.2 试验方法

1.2.1 田间耐热性

6种（品种）荚蒾的田间耐热性能评价采用直接观测法

进行。树木越夏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在高温环境下植物的

叶片形态往往最先表现出不适应的症状，本试验将荚蒾叶

片作为观测的部位，以高温后叶片热害程度为田间耐热性

形态指标。材料为种植在上海植物园资源圃同一生境下 2

年生苗木，苗木上部无任何遮荫措施，于 2014年 8月上旬

观测并记录其叶片的热害情况，参考中科院中山植物园的

越夏性等级标准［8］进行评价（见表 1）。

表1  荚蒾属植物越夏性等级标准

Table 1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heat tolerance of Viburnum

级数 评定标准

Ⅰ 叶片无黄落现象或仅有少量黄落。

Ⅱ 10％叶片焦黄、卷缩或脱落，能开花结果。

Ⅲ 50％叶片焦黄、卷缩或脱落，秋季能恢复生长。

Ⅳ 90％叶片焦黄、卷缩或脱落，但能重新萌发。

Ⅴ 叶片全部焦黄、脱落，部分枝条枯萎，出现死亡植株。

1.2.2 生理指标测定

选择相对电导率、相对含水量和可溶性总蛋白含量作

为耐热性试验的生理指标。试验于 2015年春季进行，选

取种植在同一生境下各荚蒾 2年生苗木中部发育正常的叶

片进行常温下生理指标的测定。同时剪取成熟程度相当的

枝条作离体材料，进行喷水保湿，置于光照培养箱内进行

42℃ /5h热激处理，然后检测热激后各项生理指标。

1.2.2.1 叶片相对电导率测定

参考植物生理学实验手册［9］，略加改动（原为样品1g、

20ml去离子水）。选择以上荚蒾品种一定层次的功能叶片，用

孔径1cm的钻孔取样器打取圆片（不取大叶脉），用分析天平

称取样品，每份 0.2g，重复 3次。称好的样品置于试管中，立

即加入10ml去离子水，样品完全浸没。置于真空干燥器中，反

复抽气，赶去叶片表面和水之间的空气。在室温下放置1h后

用 DDS-11A型电导率仪测电导值。于沸水浴中加温10-15min，杀

死组织，取出后冷却，再测电导值，计算相对电导率，以每克

鲜重占有的相对电导率表示电导值（单位：%/g FW）。并将变

化幅度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热激 -常温）/常温。

1.2.2.2 叶片相对含水量测定

称取上述荚蒾品种的功能叶 0.2g置于称量瓶中，重复

3次。然后放入烘箱中105℃杀青30min，接着在80℃烘至恒重，

取出冷却至室温，称其干重，计算相对含水量，以每克鲜重

占有的相对含水量表示。并将变化幅度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热激 -常温）/常温。

1.2.2.3 叶片可溶性总蛋白含量测定

参照蒋昌华等的方法［10］，略加改动（原为样品 0.3g、

1∶3提取缓冲液）。称取上述荚蒾品种的功能叶片 0.2g，

按 1∶2加入提取缓冲液（50 mmol/L Tris-HCl，5mmol/LMgCl2，

1mmol/L DTT，0.2mmol/L EGTA pH7.5），在冰浴中充分研磨，4℃，

27000×g离心15 min，重复离心 2次，吸取上清液，备用。采

用考马斯亮兰染色法测定蛋白含量，对照 Bradford法制定的

蛋白质标准曲线确定样品浓度，并将变化幅度数据进行了

标准化处理（热激 -常温）/常温。

1.2.2.4  数据相关性分析、因子 ( 主成分 ) 分析及聚类分析

在上述 3个生理指上升幅度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值的

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获得总方差分解及有

关因子得分系数，并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间高温后叶片形态特征表现

植株经过热锻炼（或者在足够热的环境中生长一段时

间），这样在热胁迫状态下不同物种、品种的耐热性差异才

能表现出来［11］。夏季高温后，各荚蒾的叶片形态情况见表 2。

从表中可以看出，品种 1、品种 2、品种 3和品种 4的叶片未

受到任何灼伤，田间耐热性表现为Ⅰ级。其中 2号欧洲荚蒾

叶色略微红褐，不如其余 3种浓绿，欧洲荚蒾是原产于新

疆的落叶树种，一般来说落叶种的耐热性低于常绿种。品

种 5和品种 6的叶片均发生了热害灼伤现象，灼伤的面积

分别达到了20%和 30%，按照越夏性等级标准为Ⅲ级，其中

品种 6沙氏雪球荚蒾较品种 5桦叶荚蒾更不耐热。

2.2 热激对荚蒾叶片相对电导率的影响

6种（品种）荚蒾常温及热激后电导率测定见表 3。常

温下，各品种的细胞质膜均有不同程度的渗透率。经过高

温热激后，细胞膜透性增加，电导率上升，不同品种上升的

幅度不一，上升幅度从大到小分别为：品种 6＞品种 5＞品

种 1＞品种 4＞品种 2＞品种 3。上升幅度小说明叶片细胞

膜比较稳定，受害程度较轻，上升幅度大说明叶片细胞膜

在高温下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品种 3琉球荚蒾最耐

热，而品种 6沙氏雪球荚蒾耐热性最差。

2.3 热激对荚蒾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影响

6种（品种）荚蒾常温及热激后叶片相对含水量测定见

表 4。植物叶片在受到热激后，会出现失水现象。耐热品种

持水能力要比不耐热品种强，且含水量略有上升，含水量上

升越明显的品种越耐热。测定结果显示，它们的耐热性能由

强至弱顺序为：品种 3＞品种 1＞品种 4＞品种 2＞品种 5

＞品种 6。

2.4热激对荚蒾叶片可溶性总蛋白含量的影响

6种（品种）荚蒾常温及热激后叶片可溶性总蛋白含量

检测见表 5。热激后耐热植物的可溶性蛋白含量会呈现出

不同幅度的上升。从表中得知，品种 1、品种 2、品种 3、品

种 4 均呈现上升趋势，品种 5桦叶荚蒾和品种 6沙氏雪球

荚蒾热激后可溶性总蛋白含量为减少。说明前面 4种荚蒾

有耐热性较好，其中品种 3琉球荚蒾上升幅度最大，标准

化处理值达到了 0.369748，为最耐热，品种 6沙氏雪球荚蒾

降低幅度最大，具有较差的耐热性。

2.5 数据相关性分析、因子(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

表 6表明，只能提出一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到

97.20%，其中相对含水量和可溶性总蛋白含量有较大正荷

载，相对电导率有较大负荷载。

主成分表达式 FPC=-0.983*相对电导率 +0.978*相对含

水量+0.997*可溶性蛋白含量。

表6  总方差分解及有关因子得分系数

Table 6  total variance resolving  and coeffi cients of the relative factors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有关因子得分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电导率 相对含水量 蛋白含量

1 2.916 97.202 97.202 -0.983 0.978 0.997

2 0.075 2.483 99.685

3 0.009 0.315 100.000

表 7显示，新变化率中，品种 1、品种 2、品种 3和品种 4

是正向变化，品种 5和品种 6是负向变化。新热激值中，品种

1~品种 4明显较高，均大于150，品种 5~6均小于100。

表7  1个主成分因子得分的新变量

Table 7  Change rate of one principal component

品种 新变化率 新热激值

1 1.376 170.847
2 0.915 159.502
3 1.725 222.304
4 1.300 181.267
5 -1.016 79.206
6 -1.485 48.868

表2  6种（品种）荚蒾田间耐热表现

Table 2  The ability of heat tolerance for varieties of Viburnum

品种编号 品种名 叶片伤害程度 级数 田间耐热性能

1 金山荚蒾 未灼伤 Ⅰ 强

2 欧洲荚蒾 未灼伤 Ⅰ 较强

3 琉球荚蒾 未灼伤 Ⅰ 强

4 红蕾雪球荚蒾 未灼伤 Ⅰ 强

5 桦叶荚蒾 灼伤面积 20% Ⅲ 较弱

6 沙氏雪球荚蒾  灼伤面积 30% Ⅲ 弱

表3 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Table3  Change of relatiev electrolyte leakage

品种编号
电导率 (%/g FW)

常温 热激 上升幅度标准化处理值

1 78.3±5.1 126.4±4.6 0.614304

2 88.5±2.1 137.8±3.2 0.557062

3 105.7±6.4 147.3±3.0 0.393567

4 104.4±3.3 165.7±10.0 0.587165

5 108.7±10.1 209.2±2.3 0.924563

6 102.5±4.2 220.3±3.5 1.149268

表4  相对含水量的变化

Table 4  Change of therelative water content

品种编号
相对含水量 (%/g.FW)

常温 热激 上升幅度标准化处理值

1 49.34±1.03 135.55±0.23 1.747264

2 52.26±0.42 115.08±0.83 1.202067

3 55.04±0.44 153.14±0.49 1.78234

4 50.84 0.81 133.18±7.22 1.619591

5 61.20±0.54 65.52±4.51 0.070588

6 61.20±0.54 58.87±5.9 -0.03807

表5  可溶性总蛋白含量的变化

Table 5  Change of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s

品种编号
蛋白含量 (mg.protein/g FW)

常温 热激 上升幅度标准化处理值

1 4.86±0.33 6.18±0.31 0.271605

2 4.48±0.11 5.77±0.33 0.287946

3 4.76±0.24 6.52±0.06 0.369748

4 4.45±0.08 5.76±0.12 0.294382

5 4.70±0.13 3.87±0.06 -0.1766

6 4.76±4.2 3.24.±0.11 -0.3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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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分析分了两类（图 1），分别为品种 1~品种 4一类，

品种 5和品种 6一类。 说明金山荚蒾、欧洲荚蒾、琉球荚

图1 聚类分析图

Fig. 1 Cluster analysis diagram

3  结论与讨论

3项生理指标测定后及田间观测后各荚蒾种类耐热性

能趋势见图 2。高温处理后，细胞电解质渗透率直接反映细

胞受热害程度及细胞膜的热稳定性［12-14］，叶片电导率渗透

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植物耐热性高低的一种手段。在本实验中，

通过该指标测定得出耐热性最强为品种 3琉球荚蒾，与田

间表现基本相符。

植物在热激胁迫条件下，叶片持水能力下降，水份流失。

耐热性强的品种，其叶片保水能力较强，表现在叶片的含水

量略有上升，而耐热性差的品种叶片失水更为严重，叶片含

水量下降。在该实验中，品种 3琉球荚蒾含水量上升最大，

在田间也表现出较强的耐热性，品种 6沙氏雪球荚蒾田间

最不耐热，含水量下降，田间观察结果和实验结果一致。

可溶性蛋白是植物细胞内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对细

胞膜的结构与功能具有保护和稳定的作用［15-16］。热激下正

常蛋白合成受阻，蛋白的加剧分解是造成膜完整性破坏导

致电解质渗漏及植物伤害的原因之一［17］。比较耐热的品种

可溶性蛋白增热激后增加，不耐热品种则表现为下降，且品

质间存在差异。本实验结果显示，测试结果和各品种的耐

热性差异基本一致。

上述生理指标在常温与热激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与荚蒾

品种耐热性相一致，也与荚蒾品种田间耐热表现基本吻合，

可作为荚蒾品种耐热性筛选指标，本研究结果也可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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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品种生理指标下与田间耐热性能趋势

Fig. 2   The trend of heat resistant of Vibrunum under fi eld observation and physiological index

蒾和红蕾雪球荚蒾是耐热品种，桦叶荚蒾和沙氏雪球荚蒾

为不耐热品种。

它园林植物耐热性筛选指标，为园林植物耐热筛选生理指

标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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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开展了正常和盐胁迫条件下13个芍药品种部分耐盐生理指标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

明耐盐品种在盐胁迫条件下叶片相对电导率、丙二醛（MDA）上升值明显小于不耐热品种，而叶片相

对含水量、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叶片游离脯氨酸含量上升值均比不耐热品种高，这些生理指标的变

化与芍药品种的耐盐性有明显的相关性。上述生理指标均可作为芍药品种耐盐筛选指标体系，也为

其它园林植物的耐盐筛选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芍药, 盐胁迫，生理指标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physiological indexes in 13 Varieties of Herbaceous 
peony on the normal and salt stress condition has indicated the relative electrolyte leakage and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 in high salt-resistance varieties increased evidently less than salt-sensitive varieties, 
but the content of relative water, soluble proteins and free proline in the former increased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e later. All of those physiological indexes had been indicated to have a distinct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of 
high salt tolerance for varieties of Herbaceous peony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ose research results w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ystem of the resistance selection by salt stress for  Herbaceous peony and be considered as a 
theory reference for the salt stress selection of the other ornamental plants.

Key words: Herbaceous peony, salt stress, physiological indexes.

芍药 (Paeonia lacti� ora Pall.)为芍药科（Paeoniaceae）芍药属

（Paeonia）的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被誉为“花中之相”，与

牡丹尊称“花中二绝”，素有“绰约之花”的美名，象征着繁

荣富强和美满幸福，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名花被广

为栽培。中国是世界芍药野生种的原产中心和分布中心，也

是世界芍药园艺品种的栽培中心 [1]。以北京林业大学等为

代表的一些科研院所也曾经或正在围绕芍药引种、新品种

选育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上海地区自然环境特殊，存在地下

水位高、土壤含盐量高、高温高湿的特点。尽管芍药的适应

性较强，在上海的园林绿化中也有应用，但品种较少，尤其

在崇明、金山等沿海区县几乎没有应用。因此，筛选耐盐芍

药品种并在上海地区加以应用十分必要。目前，芍药的耐盐

相关方面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耐盐芍药品种在上海具有

很大的开发应用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上海植物园，从田间适应性较强的 2年

生芍药品种中选取 13个耐盐性能差异较大的品种，上盆浇

透水恢复 1周后用于后续试验。

1.2 试验方法

1.2.1 盐胁迫处理

将上盆恢复 1周后的盆苗以 800mM NaCl溶液倒灌至盆

土完全湿透，24小时后剪取其成熟度相当的叶片用作后续

Research on Effect of salt stress for Physiological Indexes in Varieties of 
Herbaceous peony 

盐胁迫对芍药品种部分生理指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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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盐胁迫处理 10天后观察其形态表现。

1.2.1 生理指标检测

叶片相对电导率检测：

将叶片均匀剪碎（不取中脉 )，称取 0.2g碎叶片置于有盖

子的试管中，加入10ml去离子水，虚掩盖子，真空机抽气15分钟，

室温下静置30 min（期间轻摇一次）后用ＤＤＳ -11Ａ型电导率

仪测得电导值。沸水中水浴 10min，取出后于冷水中水浴冷却

至室温，轻摇后测得绝对电导值，并计算相对电导率，以每克

鲜重占有的相对电导率表示电导值（单位：%/g FW）[3]。

叶片相对含水量检测：

称取 0.2g碎叶片置于小型称量瓶中，于干燥烘箱中杀

青 30min（105℃），然后调至 80℃烘至恒重，取出后在干燥

器中冷却至室温，称其干重，计算相对含水量，以每克鲜重

占有的相对含水量表示 [3]。

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检测：

称取 0.2g碎叶片，加入1ml蒸溜水，少许石英砂，冰

浴中充分研磨后再加 1ml蒸溜水洗涤。4℃，27000×g离心

20min，吸取上清液，备用。考马斯亮兰染色法测定蛋白含量，

对照 Bradford法制定的蛋白质标准曲线确定样品浓度 [3]。

叶片游离脯氨酸含量检测：

参照张殿忠等 (1990)方法。取称样品 0.5g,用 5ml 

3%(w/v)磺基水杨酸溶液充分碾磨提取，沸水中水浴

10min，3000rpm离心 10min，吸取 2ml上清液与 2.5%酸性茚

三酮共煮沸 60min，冷却后用甲苯萃取红色物质，于 520nm

波长下比色，根据标准曲线计算脯氨酸含量 [4]。

叶片丙二醛含量检测：

参照 Hendry等（1993）的方法提取和测定MDA的含量。

0.5 ml提取液，3 ml 0.5%硫代巴比妥酸，煮沸 15 min，迅速冷

却，1800×g离心10 min后，测定 534 nm和 600 nm的光密度

值。用标准MDA溶液作工作曲线，计算样品中的MDA含量。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按 Bradford（1976）方法，以牛血清白蛋白

为标准 [5]。

上述生理指标测定均重复 3次。

2 结果与分析

2.1 芍药品种耐盐形态指标

13个芍药品种经 800mM NaCl溶液胁迫处理 10天后，

品种间的形态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品种 4、6、7、9仍然

表现良好，而其它品种有较严重萎蔫甚至死亡（表 1、图 1）。

表明品种 4、6、7、9强耐盐，品种 1、5、10、13有一定的耐盐性，

而品种 2、3、8、11、12耐盐性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表1  芍药品种盐胁迫后形态表现

Tab. 1  Appearance of Varities after salt stress

编号 名称 形态表现

1 细叶芍药 萎蔫

2 实生苗 1 死亡

3 实生苗 2 死亡

4 实生苗 3 良好

5 铁杆紫 萎蔫

6 奇花露霜 良好

7 银边红阁 良好

8 东方金 死亡

9 红盘彩球 良好

10 红富士 萎蔫

11 奇丽 死亡

12 春晓 死亡

13 芙蓉金花 萎蔫

图1    芍药品种盐胁迫后形态表现

Fig 1  Appearance of Varities after salt stress

2.2 叶片相对含水量检测

叶片相对含水量与芍药品种的耐盐性直接相关，耐盐

性强的品种叶片保水能力强，在高盐处理后，其叶片相对含

水量略有上升，而耐盐性差的品种，其叶片的相对含水量下

降明显。表 2数据表明，品种 4、6、7、9号耐盐性明显高于

其它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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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相对含水量的变化

Table 2  Change of 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正常 盐处理 变化幅度

1 细叶芍药 81.22±3.21 80.85 ±5.26 -0.37

2 实生苗 1 77.89±3.22 75.57 ±2.16 -2.32

3 实生苗 2 99.73±2.35 97.38 ±2.12 -2.35

4 实生苗 3 122.94±4.45 123.27 ±2.24 0.33

5 铁杆紫 95.87±3.34 93.36 ±3.13 -2.51

6 奇花露霜 131.55±2.21 132.57 ±3.4 1.02

7 银边红阁 110.43±2.51 112.84 ±3.26 2.41

8 东方金 79.32±3.23 76.53 ±1.16 -2.79

9 红盘彩球 115.04±2.11 117.38 ±3.12 2.34

10 红富士 86.12±1.33 83.27 ±4.24 -2.85

11 奇丽 97.43±4.33 93.36 ±5.13 -4.07

12 春晓 88.74±4.12 82.57 ±2.4 -6.17

13 芙蓉金花 103.43±1.81 98.35 ±3.81 -5.08

 

2.3 叶片相对电导率检测

高盐胁迫引起细胞膜损伤，质膜透性增大，细胞内原

生质外渗，导致电导率上升 [6]，电导率与芍药品种耐盐性呈

负相关。表 3数据显示，不耐盐品种经高盐胁迫后其电导

率上升值明显高于 4个耐盐品种，电导率可以用于说明芍

药品种的耐盐性。

2.4 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检测

高盐胁迫下植物可溶性蛋白含量与植物的耐盐性相关，

强耐盐品种可溶性蛋白含量略有增加，不耐盐品种可溶性

蛋白含量有所下降 [6]，可溶性蛋白含量与芍药品种耐盐性一

致，可作为芍药耐盐性鉴定指标之一。表 4数据显示，品种 4、

6、7、9号叶片可溶性蛋白含量明显高于其它不耐盐品种。

2.5 叶片游离脯氨酸含量检测

表 5中数据显示，耐盐品种（品种 4、6、7、9）脯氨酸含

量增幅明显大于不耐盐品种，因此脯氨酸含量变化是芍药

品种耐盐性检测的理想指标之一。

2.6 叶片丙二醛（MDA）含量检测

 表 6数据显示，在高盐胁迫条件下，耐盐芍药品种

MDA含量明显比不耐盐品种低，甚至略有下降，而不耐盐品

种的 MDA含量上升较为明显。

上述储多生理指标均与芍药品种耐盐性直接相关，根

据上述生理指标的变化幅度判断，13种芍药品种中，有4、6、

表3  相对电导率的变化

Table3  Change of relative electrolyte leakage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正常 盐处理 变化幅度

1 细叶芍药 151.22±3.61 191.85 ±5.21 40.63

2 实生苗 1 147.89±3.12 189.57 ±2.12 41.68

3 实生苗 2 146.73±2.15 197.38 ±2.11 50.65

4 实生苗 3 95.94±4.15 99.27 ±2.24 3.33

5 铁杆紫 151.87±3.33 193.36 ±3.13 41.49

6 奇花露霜 94.55±2.41 98.57 ±3.4 4.02

7 银边红阁 99.43±2.5 102.84 ±3.26 3.41

8 东方金 122±3.53 176.53 ±1.16 54.53

9 红盘彩球 97.04±2.11 101.38 ±3.12 4.34

10 红富士 123±1.34 183.27 ±4.24 60.27

11 奇丽 136±4.32 193.36 ±5.13 57.36

12 春晓 102.11±4.11 182.57 ±2.4 80.46

13 芙蓉金花 158.12±1.82 198.35 ±3.81 40.23

表4 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

Table 4  Change of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s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正常 盐处理 变化幅度

1 细叶芍药 15.97±0.02 13.85 ±5.23 -2.12

2 实生苗 1 15.39±0.03 13.57 ±2.14 -1.82

3 实生苗 2 17.00±0.12 15.38 ±2.11 -1.62

4 实生苗 3 24.97±0.04 26.27 ±2.22 1.3

5 铁杆紫 15.90±0.41 13.36 ±3.12 -2.54

6 奇花露霜 24.48±0.03 28.57 ±3.41 4.09

7 银边红阁 26.64±0.12 28.84 ±3.23 2.2

8 东方金 15.97±0.07 14.53 ±1.15 -1.44

9 红盘彩球 25.39±0.08 27.38 ±3.13 1.99

10 红富士 17.21±0.15 13.27 ±4.22 -3.9

11 奇丽 14.92±0.17 13.36 ±5.11 -1.56

12 春晓 19.21±0.43 12.57 ±2.42 -6.64

13 芙蓉金花 14.58±0.22 12.35 ±3.82 -2.23

表5 游离脯氨酸含量的变化

Table 5  Change of the free proline content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正常 盐处理 变化幅度

1 细叶芍药 59.32±0.62 54.41±0.73 -4.91

2 实生苗 1 48.52±1.15 44.22±0.60 -4.3

3 实生苗 2 58.28±0.65 57.15±0.12 -1.13

4 实生苗 3 89.52±0.62 97.24±0.24 7.72

5 铁杆紫 41.69±0.63 38.80±0.32 -2.89

6 奇花露霜 98.91±0.44 103.48±0.43 4.57

7 银边红阁 55.35±0.36 58.56±0.33 3.21

8 东方金 50.28±0.32 45.84±0.13 -4.44

9 红盘彩球 89.32±0.63 98.31±0.24 8.99

10 红富士 58.52±1.04 54.41±0.63 -4.11

11 奇丽 48.28±0.64 44.22±0.30 -4.06

12 春晓 79.52±0.66 77.15±0.14 -2.37

13 芙蓉金花 51.69±0.62 50.24±0.34 -1.45

表6  丙二醛（MDA）含量的变化

Table 6  Change of the content of MDA

品种编号 品种名称 正常 盐处理 变化幅度

1 细叶芍药 39.42±0.73 44.41±0.33 4.99

2 实生苗 1 43.23±0.60 54.22±0.40 10.99

3 实生苗 2 48.14±0.12 57.15±0.22 9.01

4 实生苗 3 31.22±0.24 30.24±0.34 -0.98

5 铁杆紫 45.81±0.32 56.80±0.52 10.99

6 奇花露霜 32.45±0.43 33.48±0.23 1.03

7 银边红阁 37.51±0.33 38.56±0.13 1.05

8 东方金 37.81±0.13 55.84±0.33 18.03

9 红盘彩球 39.31±0.24 38.31±0.34 -1

10 红富士 50.42±0.63 54.41±0.23 3.99

11 奇丽 56.24±0.30 64.22±0.40 7.98

12 春晓 44.25±0.14 47.15±0.24 2.9

13 芙蓉金花 49.27±0.34 60.24±0.51 10.97

表7  5个指标的相关性

Table 7  Relativity of 5 physiological indexes

相对含水率 相对电导率 可溶性蛋白 游离脯氨酸 丙二醛

相关性 相对含水率 1.000 -.847 0.881 0.771 -0.703

相对电导率 -0.847 1.000 -0.980 -0.808 0.889

可溶性蛋白 0.881 -0.980 1.000 0.758 -0.852

游离脯氨酸 0.771 -0.808 0.758 1.000 -0.845

丙二醛 -0.703 0.889 -0.852 -0.845 1.000

表8  总方差分解及有关因子得分系数

Table 8  Analyze to total variance and Score coeffi cient of relative factors

主成分因子
相关矩阵特征值 有关因子得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累积贡献率 % 相对含水率 相对电导率 可溶性蛋白 游离脯氨酸 丙二醛

0

1 4.338 86.763 86.763 0.902 -0.973 0.962 0.896 -0.921

2 .336 6.725 93.488

3 .249 4.986 98.474

4 .065 1.292 99.766

5 .012 .234 100.000

7、9号四个品种耐盐性能佳。

2.7  5个生理指标变化幅度的检测结果主成分析

对5个生理指标变化幅度的检测结果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如表 7：13个芍药品种的 5个指标相关性高，只有 1个

主成分（表 8）。

主成分表达式：

F=0.902×相对含水率 -0.973×相对电导率 +0.962×可

溶性蛋白+0.896×游离脯氨酸 -0.921×丙二醛。  

通过聚类分析，将 13个芍药品种分成了 2类，耐盐的

有品种 4、6、7、9，不耐盐的有 1、2、3、5、8、10、11、12、13（图 2）。

上述诸多生理指标均与芍药品种耐盐性直接相关，根

据上述生理指标的变化幅度以及主成分分析结果判断，13

个芍药品种中，有 4、6、7、9号四个品种耐盐性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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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13个芍药品种的聚类图

Fig.2 Dendrogram for 13 varities of Herbaceous peony

表9  13个芍药品种的1个因子得分新变量

Table 9  New variable of Score to one factor of 13 varities

品种编号 F

1 -92.57

2 -113.55

3 -90.85

4 99.15

5 -108.62

6 113.04

7 46.42

8 -99.11

9 86.38

10 -91.81

11 -110.60

12 -65.37

13 -102.87

3 讨论

植物在高盐胁迫条件下，叶片持水能力下降，水份流失。

耐盐性强的品种，其叶片保水能力较强，表现在叶片的含水

量略有上升，而耐盐性差的品种叶片失水更为严重，叶片含

水量下降 [6]。在该实验种，品种‘银边红阁’（品种编号 7）

含水量上升最大，在形态上也表现出强的耐盐性。品种 1、5、

10、13叶片相对含水量略有下降，形态上表现出萎蔫较严重，

而品种 2、3、8、11、12均不耐盐，含水量下降，形态上表现

为死亡。表明叶片相对含水量的变化与芍药品种的耐盐性

相关。

高盐胁迫后，细胞电解质渗透率直接反映细胞受盐害

程度及细胞膜的稳定性，叶片电导率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植

物耐盐性高低的一种手段［6］。在本试验中，通过该指标测定

得出耐盐性强的品种为实生苗 3（品种编号 4）、‘奇花露霜’

（品种编号 6）、‘银边红阁’（品种编号 7）、‘红盘彩球’（品

种编号 9），与它们在盐胁迫10天后的形态表现基本吻合。

可溶性蛋白是植物细胞内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对细

胞膜的结构与功能具有保护和稳定的作用［10］。盐胁迫条件

下正常蛋白合成受阻，蛋白的加剧分解是造成膜完整性破

坏导致电解质渗漏及植物盐伤害的原因之一［8］。耐盐品种

可溶性蛋白含量在盐胁迫后略有增加，不耐热品种则表现

为下降。可见，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与芍药品种耐盐性能

有相关性。

游离脯氨酸是细胞内主要起渗透调节作用的物质之一，

正常情况下，植物体内的脯氨酸含量很低，但当其处于逆境

时其含量可急剧增加。在高盐胁迫下，耐盐品种的脯氨酸含

量迅速增加，增强了细胞的抗脱水力，盐胁迫下游离脯氨酸

含量增加是个极灵敏的指标 [7，9]。

丙二醛（MDA）是脂质过氧化的主要产物之一，其含量

可反映脂质过氧化的程度，细胞膜脂过氧化越严重其过氧

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就越高，而且MDA本身对植物细

胞具有明显的毒害作用[7，9]。耐盐性强的芍药品种MDA含量低，

耐盐性弱的品种膜脂过氧化作用强，MDA含量则高。MDA含

量与芍药品种耐盐性强弱呈负相关。

上述生理指标在正常与盐胁迫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与芍

药品种耐盐性相一致，也与芍药品种经盐胁迫后的形态表

现基本吻合，可作为芍药品种耐盐性筛选指标，本研究结果

也可作为其它园林植物耐盐筛选指标，为园林植物耐盐筛

选生理指标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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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对上海绿地木虱种类进行调查，共发现14种木虱，分属半翅目木虱次目的6个科12属，其

中，新种1种，上海新记录8种，并编制了分科、分属、分种检索表。

关键词：上海绿地，木虱种类（半翅目：木虱次目）调查，检索

Abstract:  Author made an investigation on psyllid species (Homoptera:Psylloidea) in Shanghai landscape 
green spaces.14 psyllid species were discovered.These psyllid belong to Hemiptera:Psyllidomorpha:6fami
lies and 12 genera respectively.Among them,1 species is new to science;8 species are newly recorded from 
Shanghai.A key is given to all the families,genera and species taxa concerned.

Key words:Shanghai landscape green spaces,Investigation on psyllid species(Hemiptera:Psyllidomorpha),A 
key to psyllid species

在上海地区，对木虱的调查、研究相当缺乏，孙企农等

《上海园林植物病虫害及天敌名录》（1986）[1]，仅记载一种，

为梧桐裂木虱，后吴时英、徐颖、陈连根等发现合欢羞木虱、

樟后个木虱、浙江朴盾木虱 [2，3]。到 2006年，在园林植物上，

上海正式记录 4种；在农林业上，中国梨喀木虱发生较为普

遍 [4]，因此，上海实际上记载 5种木虱。随着绿化、林业建

设的快速发展，有许多种类尚待调查、研究。为此，自 2007

年起，我们广泛采集上海地区绿地、经济果林木虱种类，并

进行分类、鉴定。

1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采集

在 4～10月，不定期到上海的绿地、林地采集木虱标

本，带回室内进行饲养，以取得大量的成虫，并制作浸渍、

玻片标本，记录寄主、发生时间、危害程度等，拍摄各虫态

照片。

1.2 形态观察

在解剖镜或显微镜下，观察其形态特征，参照《中国木

虱志》[50]（李法圣，2011）分类系统，进行种类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我们以上海植物园作为调查、研究基地，再到浦东新区、

奉贤、松江的佘山镇、辰山植物园、宝钢、崇明、南汇、金山、

市内公园及生活小区等进行调查，广泛采集木虱标本，制作

浸渍、干制木虱标本 150多瓶，玻片标本 200多片，拍摄数

码照片 230多张、显微照片 350多张。

参照《中国木虱志》（李法圣，2011）分类系统，对上海

的绿地、林地木虱进行分类、鉴定，共发现 14种木虱，分属

4总科、6科、12属：木虱总科（Psylloidea）的木虱科、盾木虱科；

斑木虱总科（Aphalaroidea）的叶木虱科；裂木虱总科（Carsidaroidea）

的裂木虱科、痣木虱科；个木虱总科（Triozoidea）的个木虱科，

其中，新种 1种，上海新记录 8种。结果如下：

木虱科 Psyllidae

（1）中国梨喀木虱 Cacopsylla chinensis（Yang et Li），寄主：

豆梨；地点：上海各区

（2）深凹喀木虱 Cacopsylla recava Li，上海新记录；寄主：

胡颓子；地点：上海植物园

（3）合欢羞木虱 Acizzia jamatonica （Kuwayama），寄主：

合欢；地点：上海各区

Investigation on psyllid species (Hemiptera:Psyllidomorpha) in Shanghai 
landscape green spaces and Its key 

上海绿地木虱种类（半翅目：木虱次目）
调查及其检索*

■ 陈连根1  吴时英2  李玉秀3  冯琛3

    Chen lian-gen1  Wu shi-ying2  Li yu-xiu3  Feng chen3

（1 上海植物园，上海 200231；2 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管理署，上海 201210；3 上海市林业总站，上海 200072）
（1 Shanghai Botanic Garden,Shanghai 200231,China;2 Pudong New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of Greening, Shanghai 201210,China;3 Shanghai 

Forestry Station,Shanghai 200072,China)

（4）皂荚云实木虱Colophorina robinae Shinji，上海新记录；

寄主：皂荚；地点：静安

（5）上海无齿木虱 Edentatipsylla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

新种；寄主：海桐；地点：上海各区

盾木虱科 Spondylaspididae

（6）浙江朴盾木虱 Celtisapis zhejiangana Yang et Li，寄主：

朴树；地点：上海各区

个木虱科 Triozidae

（7）垂柳线角木虱 Bactericera myohyangi （Klimasze-wski），

上海新记录；寄主：柳树；地点：松江、宝钢、徐汇

（8）樟后个木虱 Metatriozidus camphorae （Sasaki），寄主：

香樟；地点：上海各区

（9）天竺桂后个木虱 Metatriozidus camphoricola Li，上海

新记录；寄主：天竺桂；地点：浦东新区

（10）构骨后个木虱Metatriozidus ileicicola Li，上海新记录；

寄主：构骨；地点：松江、上海植物园

叶木虱科 Euphylluridae

（11）黄连木隆脉木虱 Agonoscena cyphonopistae Li，上海

新记录；寄主：黄连木；地点：静安、上海植物园

（12）黄连木漆木虱 Rhusaphalara philopistacia （Li），上海

新记录；寄主：黄连木；地点：静安、上海植物园

裂木虱科 Carsidaridae

（13）梧桐裂木虱 Carsidara limbata （Enderlein），寄主：

梧桐；地点：上海各区

痣木虱科 Macrohomotomidae

（14）华卵痣木虱 Macrohomotoma sinica Yang et Li，上海

新记录；寄主：榕树；地点：浦东

上海绿地木虱成虫检索表

1 前翅前缘无断痕…………………………………………………………………………………………………………………………………………2
前翅前缘有断痕…………………………………………………………………………………………………………………………………………7

2 前翅有翅痣，后足基跗节有爪状距，R、M、Cu1 不出自同一点，脉呈“介”字型分支……………………………………………………………3
前翅无翅痣，后足基跗节无爪状距，R、M、Cu1 出自同一点，脉呈“个”字型分支（个木虱科Triozidae）……………………………………4

3

前翅Rs与翅痣间，Rs与M之间有1或 2条横脉，触角细长（裂木虱科Carsidaridae），头顶深裂，无颊锥，额可见，Rs与M之间有1条横脉（裂
木虱属 Carsidara）…………………………………………………………梧桐裂木虱 C. limbata （Enderlein）
前翅 Rs 与翅痣间，Rs 与 M 之间无横脉，触角粗短（痣木虱科 Macrohomotomidae），翅痣卵形，后胸小盾片具一对角突，Cu1a 向上拱折
（卵痣木虱属 Macrohomotoma）………………………………………………………华卵痣木虱 M. sinica Yang et Li

4 雄肛节具长的后叶（线角木虱属 Bactericera）………垂柳线角木虱 B. myohyangi （Klimasze-wski）
雄肛节不具长的后叶，后翅翅脉也呈“个”字型分支（后个木虱属 Metatriozidus）……………………………………………………………5

5 颊锥相互紧靠，雄阳基侧突锥状，端向前倾斜………………………构骨后个木虱 M. ileicicola Li
颊锥相互远离，雄阳基侧粗壮，端向后倾斜…………………………………………………………………………………………………………6

6 前翅 M 分叉长，M 约为 M1+2 的 1.2 倍………………………………………………………………………天竺桂后个木虱 M camphoricola Li
前翅 M 分叉短，M 约为 M1+2 的 2 倍…………………………………………………………………………樟后个木虱 M.camphorae （Sasaki）

7 额可见，无颊锥（叶木虱科 Euphylluridae）…………………………………………………………………………………………………………8
额不可见或不明显，有颊锥，额被颊所覆盖，颊呈锥状或方形 …………………………………………………………………………………9

8

头、前翅多斑，脉隆起，后足胫节端距 8 个，基跗节无爪状距，雄肛节细长，阳基侧突内后侧具一个分支（隆脉木虱属 Agonoscena）……
…………………………………………………………………………………………………………………黄连木隆脉木虱 A. cyphonopistae Li
头、前翅无斑，脉不隆起，后足胫节端距 7个，基跗节有一对爪状距，雄肛节粗壮，阳基侧突内后侧不分支（漆木虱属 Rhusaphalara）
……………………………………………………………………………………………………………………黄连木漆木虱R. philopistacia （Li）

9

若虫生活在盾壳下；成虫雄肛节 2 节，颊锥发达（盾木虱科 Spondylaspididae），后足胫节无基齿，端距 9-10 个，Rs 不分支，翅痣不显，
雌肛节端分裂成两半（朴盾木虱属 Celtisapis）………………………………………………浙江朴盾木虱 C.pis zhejiangana Yang et Li
若虫不生活在盾壳下；成虫雄肛节 1节，颊锥正常，后足胫节基齿有或无，端距 4-6 个，Rs 分支，翅痣明显，雌肛节端不分裂成两半（木
虱科 Psyllidae）…………………………………………………………………………………………………………………………………………10

10 前胸侧缝伸到前胸侧板侧缘中央……………………………………………………………………………………………………………………11
前胸侧缝伸到前胸侧板侧缘后角……………………………………………………………………………………………………………………12

11

后足胫节无基齿，端距 4 个，前翅宽阔，多斑，脉波曲，颊锥方形，端平截（云实木虱属 Colophorina）………………………………………
…………………………………………………………………………………………………………………………皂荚云实木虱 C. robinae Shinji
后足胫节具基齿，端距 5 个，颊锥退化，小丘状，雄肛节基半具向后突伸的后叶，端半管状（羞木虱属 Acizzia）……………………………
………………………………………………………………………………………………………………合欢羞木虱A. jamatonica （Kuwayama）

12 后足胫节无基齿（无齿木虱属 Edentatipsylla）……………………………………………………上海无齿木虱 E. shanghaiensis Li et Chen
后足胫节具基齿（喀木虱属 Cacopsylla）……………………………………………………………………………………………………………13

13 雄肛节细长，阳基侧突基部扩大，端向后深弯；雌肛节狭长，肛环卵形，约为肛节长的 1/5.7……………………深凹喀木虱 C. recava Li
雄肛节筒状，阳基侧突向端渐细，端向后浅弯，雌肛节短，肛环近菱形，约为肛节长的 1/2……中国梨喀木虱 C. chinensis （Yang et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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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在我国，有关木虱分类系统性专著较少。《中国昆虫名

录》（胡经甫，1936），收录木虱 20多种。在《台湾木虱》（杨

仲图 [5]，1984）中，收录 108种台湾木虱，分属 5亚科 39属

（当时木虱分类系统尚未上升到总科）；《台湾木虱总科之

辅述》[6]（方尚仁，1986），收录 4科 12属 18种；《台湾木虱

志 I》[7]（杨曼妙，2009），收录 4科 12属 20种。为此，中国

农业大学杨集昆、李法圣两位学者，从上世纪 80年初开始，

对木虱的分类进行系统研究 [8-50]。李法圣在《中国木虱志》

（李法圣，2011）中，记述中国木虱 1001种。李法圣将原木

虱总科（Psylloidea）上升为木虱次目，原部分木虱科上升为

总科，共设 6个总科：半翅木虱总科（Hemiteripsylloidea）、斑

木虱总科（Aphalaroidea）、木虱总科（Psylloidea）、同木虱总

科（Homotomoidea）、裂木虱总科（Carsidaroidea）、个木虱总科

（Triozoidea）。根据李法圣的分类方法，本次调查在上海地区，

共发现 14种木虱，分属木虱次目的 6个科：木虱科、叶木

虱科、个木虱科、盾木虱科、裂木虱科、痣木虱科，和 12个

属，其中，新种 1种，上海新记录 8种，并编制了成虫检素表。

今后随着植物交换的频繁，可能有更多的木虱种类出现，需

要继续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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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鸢尾学术研讨会在沪成功举办

■ 文 / 肖月娥    图 / 黄梅林

由中国园艺学会球宿根花卉分会、上海植物园共同主办，上

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的“2017首届全

国鸢尾学术研讨会”于5月26-28日在沪举办。在历时三天的研讨会

上，来自全国的156位专家共同聚焦和对话“鸢尾种质资源与产业

发展”。本次会议是首次全国范围内的鸢尾学术研讨会，会议组

织了特邀报告、主题演讲、应用展示等一系列活动，旨在加强各单

位及专家间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我国鸢尾的研究与开发利用。

鸢尾作为一类世界著名的宿根花卉，其文化底蕴深厚、株型

优美、花型奇特、花色丰富和生态适应性广，越来越受到园林工作

者和花卉爱好者的青睐。我国鸢尾属植物资源丰富，全国各地现

已有20余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从事鸢尾研究与应用。研

讨会上，主题一为“野生鸢尾属植物种质资源与保护”由上海植物

园副园长毕庆泗主持，专家们围绕该主题分别就“中国野生鸢尾

属植物系统学研究进展”、“东亚地区花菖蒲种质资源概况及其

利用”、“云南省产鸢尾属植物资源概况”、“四川省鸢尾属植物种

质资源及在园林上的应用”等来展示主题；主题二为“鸢尾种质

创新与繁殖新技术”，由张亚利博士主持，专家们围绕“野鸢尾种

质资源与创新利用研究进展”、“多季花有髯鸢尾育种研究”、“喜

盐鸢尾响应盐胁迫的生理特性及转录组分析”、“植物基因提取

技术”、“60Co-射线对有髯鸢尾杂交种子的辐照效应”、“路易斯

安那鸢尾组培、育种和耐铅性初步研究”来诠释主题；主题三为

“鸢尾推广应用”，主持人为毕晓颖副教授主持，“鸢尾属植物种

质资源调查及园林景观应用”、“鸢尾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江南

地区湿生鸢尾的推广应用”、“江南地区鸢尾属植物绿叶率动态

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鸢尾类植物在水体生态修复与水体景

观工程中的应用”等精彩展示和演讲传递了更多鸢尾推广应用的

信息。此次学术氛围浓厚，学术质量高，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是

一次鸢尾学术交流的盛会。

中国园艺学会球宿根花卉分会会长赵祥云女士在本次研讨

会闭幕式上肯定了此次研讨会。尽管我国鸢尾相关研究起步较

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赵祥云女士表示她本人以及

所有参会者欣喜地看到我国鸢尾属植物研究上取得的较快发展，

在学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赵祥云女士最后代

表学会宣布成立全国鸢尾专家委员会。该专委会可以代表学会独

立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由上海植物园肖月娥（主任委员）、沈阳农业大学毕晓颖（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浙江大学夏宜

平、北京林业大学高亦珂、东北林业大学王玲、东北师范大学孙明洲、中科院南京植物研究所原海燕、上海植物园奉树成和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沈云光9位专家组成。专委会挂靠上海植物园，为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提供经费、人员和办公场所等全

面支持，以此为鸢尾研究人员和企业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赵祥云女士希望全国鸢尾专家委员会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务实合

作，探讨并构建我国鸢尾研究与产业新格局。

与会者还参观了正在上海植物园举办的鸢尾展，并对展事充分肯定。该展事展示鸢尾品种近100个。展示区域集中在植

物大楼室内外及周边水域，分为精品展示区、水景应用区和花境应用区三大展区，展示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设有精品盆

栽、花艺组合、迷你水景花园、大型浮床景观和主题花境等多种展示形式。展览期间将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如花道表演、

园艺沙龙、园艺大讲堂和志愿者讲解等。作为沪上首次专业展览，受到了广大游客的欢迎和好评。



科研论坛 科研论坛科研简讯

40 41

科研简讯
2017.1-2 2017.1-2

上海植物园
5个茶花品种通过了上海林木良种审定初审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秦文波副主任
来上海植物园调研

■ 文 / 郭卫珍    图 / 毕玉科 ■ 文·图 / 景军

2017年2月23日，上海植物园5个茶花品种‘玫玉’、‘玫瑰春’、‘俏佳人’、‘小粉玉’和‘垂枝

粉玉’顺利通过了上海林木良种审定初审。上海市林业总站林木种苗科科长张于卉主持了本次会

议，专家组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信处副处长戴咏梅、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副院

长崔心红、奉贤区林业署署长褚可龙、原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卓丽环以及上海星源农业试

验场场长姚惠明组成。上海植物园毕庆泗副园长及品种繁育人参加了此次审定会议。

专家组首先到上海植物园科研中心及引种基地考察了本次审定的5个茶花品种的观赏性状和

园林示范效果以及繁育情况。随后听取了上海植物园关于5个茶花品种的培育过程、观赏特性、

适应性、区域试验结果、繁育情况和园林应用形式的详细汇报。经过质疑答辩和评价打分后一致

认为，5个茶花品种与上海目前主栽的茶花品种相比，具有多枚花蕾簇生、开花繁密和冬春色叶

2017年4月12日上午，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秦文波率社会发展处处长郑广

宏、朱环、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

促进中心主任刘文波专程到上海植物园调

研。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顾晓

君，科技信息处处处长钱杰，上海植物园党

委书记陆洪丽，园长奉树成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调研。

秦文波副主任一行首先参观考察了正在

举行上海（国际）花展和试开放的盆景园，并

对花展和盆景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科研中心就上

海植物园概况、科研和科技创新工作、以及近

期科研发展规划三个方面作了详细汇报。市

科委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领导对上海植

物园的科技创新成果作了充分的肯定。顾晓

君副局长代表市绿化市容局，请市科委对崇

明生态岛建设，尤其是“海上花岛”建设给予

长期支持，对于上海植物园的园艺新优品种的

培育与成果转化进行定点扶持，并要求上海

植物园制定详细的规划。

最后，秦文波副主任做了总结性讲话。他

指出，此次到访植物园感受很深，上海植物园

目前的科研方向定位清楚、思路清晰。观赏园

艺的发展正处于黄金时代，上海现阶段发展

需要先进的园艺技术及丰富的园艺产品，上海

植物园应该努力把握好这个发展机遇期，依

托上海城市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在上海市科创中心建设和崇明花岛的建

设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市科委将对上海

植物园的观赏园艺和科研成果转化予以大力

支持和长期跟踪，协助上海植物园夯实基础，

立足于上海，通过“绿色技术银行”将绿色园

艺技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

等观赏性，经在上海市金山、徐汇、青浦等区进行区域试

验，观赏性状稳定，可在弱碱性土壤、全光照、高温等环

境条件下正常生长。目前该品种繁殖、栽培配套技术完

整，可进行大面积生产与应用。同意上海植物园5个茶花

品种通过上海林木良种审定初审。

专家组对上海植物园的5个茶花品种给予了肯定，同

时建议品种在区域试种 中采集更多的数据，为其大规模

的应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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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与崇明三星镇联手打造“海棠小镇”
 
“高固碳适生植物资源信息库”通过验收

■ 文 / 肖月娥    图 / 毕玉科 ■ 文 / 冷寒冰    图 / 张婷

海棠是我国的传统名花，春花秋色，素有“国艳”之称。上海植物园从事

海棠属植物收集、繁育与应用研究已有近20年的历史，海棠的资源收集与种

质创新已积累了坚实的基础。目前，上海植物园已在金山吕巷镇建立了海棠

研究基地，该基地总占地面积209亩，主要致力于海棠新优品种的引种、繁育

与展示，现已收集“绚丽”和“印第安魔力”等新优海棠品种40余个。

为进一步巩固上海植物园金山海棠基地和三星镇“海棠小镇”的建设成

果，7月20日上午，上海植物园与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上海植物园党委书记陆洪丽、三星镇镇长有胜健和副镇长陆华等领

导及相关研究人员出席了签约仪式。上海植物园副园长毕庆泗主持会议。

陆书记表示，协作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以海棠推广

应用为切入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依托上海植物园的技术、资源和应

用推广优势，加速推进三星镇“海棠小镇”和“最美乡村”的建设。有镇长随

即表示，三星镇将支持上海植物园海棠科研成果在三星镇的推广、应用，并

以上海植物园的技术为依托开展海棠栽培、繁殖、选育和推广等合作，不断

推进海棠研究、海棠产业、海棠文化的发展。该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强化

三星镇人民政府与上海植物园在海棠相关领域的深度合作，推进三星镇生

态廊道、绿化环境提升等意向项目的建设，助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打造。

签约仪式后，有镇长在陆书记和毕园长等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上海植

物园金山基地。考察结束后，有镇长对上海植物园的海棠资源和技术实力给

予了高度肯定，并表示将与上海植物园共同提升海棠研究与科技成果产业化

水平，使传统名花焕发出新的活力。

近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低碳宜居型建筑室外绿地建设技术研究”课题组组

织专家在上海召开了“高固碳适生植物资源信息库”专家验收会。专家组听取了课题承担单位

上海植物园的成果汇报，观看了高固碳适生植物资源信息库操作演示，并对研究内容进行了

提问。

会上，汇报人冷寒冰就该信息库的总体方案、数据构成以及具体功能进行了详细地介

绍，专家一致认为该信息库设计思路清晰、构架合理、使用方便、应用面广，有较强的专业性，

同意“高固碳适生植物资源信息库”通过验收。

该信息库囊括了200多种上海地区常见高固碳适生植物的生长习性、观赏特性、碳汇功能

等多项指标内容，为非专业人士在建筑室外环境乃至城市绿化等方面的景观规划设计提供了

详尽的植物信息，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了定量的碳汇功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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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菖蒲之浮生三记——初相见

■ 文·图 / 肖月娥

  花菖蒲是对鸢尾科（Iridaceae）鸢尾属（Iris）的玉蝉花（Iris ensata）原种及其选育

的园艺品种的总称。由于花菖蒲大多数品种选育于日本，国际上又将其称为日本

鸢尾。

在日本，玉蝉花最早只有读音ayame，意为“鲜艳的眼睛”。玉蝉花外轮花被片

基部的确有一枚貌似眼睛的黄色花斑。当置身于花菖蒲盛开之处，会有一种被注

视着的神秘感。而《大言海》中提到ayame为“文目”，远眺时玉蝉花叶片的确像一

束束美丽的条纹。

花菖蒲的祖先——玉蝉花，其花色多蓝紫色和紫色，少数为粉色、茶色和

白色

日本在飞鸟时代从中国引进了端午节菖蒲文化。当时人们将菖蒲用于端

午节仪式以辟邪除厄，并将叶形相似的菖蒲与玉蝉花混为一类，以汉字“菖

蒲”（shoubu）统称。后人发现两者有本质区别后，又将玉蝉花改称为“花菖蒲”

（Hanashoubu）以与菖蒲区别。从字面来看，花菖蒲是开花的菖蒲，但事实上两者亲

缘关系甚远，花菖蒲为鸢尾科，菖蒲则为天南星科。

黄菖蒲（Iris pseudacorus），鸢尾科鸢尾属，拉丁名意即假的菖蒲，原产欧

洲、北非和西亚，现已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

菖蒲（Acoruscalamus），天南星科菖蒲属，叶片有清香，与艾草一起用于

驱邪去恶

导读：花菖蒲在日本已经有500多年的栽培历史。“花菖蒲”三个汉字在日本沿用至

今，但很多人甚至分不清花菖蒲和菖蒲的本质区别，以为只是同一种植物的花与叶

而已。我想通过《花菖蒲之浮生三记》的三篇小文来分享我所了解的花菖蒲。今天，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花菖蒲的家族背景、文化渊源和发展史。

燕子花（I. laevigata）、溪荪（I. sanguinea）这两种鸢尾属植物易与玉蝉花混淆，主要差别为外轮花被片基部花斑

特征。在日本，燕子花与花菖蒲混用至今。

早期，带来稻谷丰收的稻田一直是日本人的心灵故乡，田埂或山野的花菖蒲盛开时恰逢雨季，宣告栽秧时节

到了，因此花菖蒲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飞鸟时代，中国唐朝的端午节文化传入日本，宫中端午节宴会曾规定必须佩戴菖蒲缦才能进入宫中。这

个习俗后来一度废止，在奈良时代天平十九年又得以恢复。到平安时代，一些古典文学中开始提到花菖蒲与燕子

花作为端午节时令花卉。比如大伴家持在其和歌中提及端午节人们穿着以燕子花汁液折染成的衣服去狩猎的趣

事。因为古人认为燕子花染成的青色布料可“祓除邪气”，穿着这样的衣服狩猎可避免邪魔侵袭。

位于日本静冈县的加茂花菖蒲园至今会用花菖蒲来扎染布料

平安时代中期，端午节已经不再是贵族的特权。清少纳言（966-1025年）在

其美文集中《枕子草·节日》中提到五月节皇室与平民在屋檐下插菖蒲的习俗。

而人们还会在写给意中人的信中配上时令花草，如花菖蒲色的信纸包上楝花、

青色的信纸则裹着菖蒲叶。平安时代末期，大僧慈  镇（  1155-1225年）编著的《拾

玉集  》中有一首和歌描写了野生的花菖蒲盛开的美景：野泽边/雨初晴/稻谷沾满

露水/在屋檐下摇曳的/是花菖蒲。可见  ，花菖蒲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节

日或初夏的雅致氛围。

 初夏迷蒙细雨中摇曳的花菖蒲

室町时代，日本最为古老的花道专集《仙传抄》 中记载了花菖蒲已用作“五

节供   花”。一条  兼良（140  2-1481年）在其所著的《尺素往 来》中将花菖蒲列入夏

花系列，标志着花菖蒲从山野开始走入庭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素雅的古典审

美意识。

至江户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又悄然发生了转变，整个德川时代江户地区

乃至日本全国极力追求自由不羁的生活方式。而菖蒲的读音shoubu与尚武谐音，

更是勇武的象征。栽培与选育花菖蒲成为了大名、武士等贵族们的风雅之事。

至江户时代中期，开始出现带有图片的地锦抄，其中还有散见的花菖蒲图谱。至

1822年，松平 定信在其所作的《群芳园草  木画谱》中记载了其私人庭院浴恩园中

栽植的45种花菖蒲，这也是第一本花菖蒲彩色画谱。

松平定信所作《众芳园草木图谱》（1822），现在收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

江户中后期，左金吾松平定   朝进行了近60年的花菖蒲选育，获得花菖蒲品

种300余个，世人尊称他为菖翁。菖翁将花菖蒲  选育视为一种纯粹的艺术追求，

对自己的品种珍爱有加，更不愿意将它们流入市井。但  在菖翁离世后，他的后人

将其品种卖给了东京地区的小高园。江户地区的其他育种者在菖翁所作品种基

础上进一步选育，获得了一个品种群，即江户系。菖翁在其生前将品种送给了熊

本县地区的人，此后发展出了肥后系。东京地区一些历史悠久的花菖蒲园中至

今仍保存着菖翁所作的花菖蒲，这些品种被称为“菖翁花”。

菖翁所作的第一个八重花型花菖蒲-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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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菖翁花之——连城之璧，品种名由菖翁取自中国的典故。

至江户中后期，随着品种大量涌现和栽培日益规模化，花菖蒲逐渐

在庶民间得以普及，在东京崛切地区开始出现了花菖蒲园。在江户百景、

东都三十六景和江户名所四十八景等浮世绘作品中都有描述当时花菖

蒲园花开时的盛景。此后，花菖蒲成为了江户时代园艺植物的先驱。明

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现代育种学家又以江户时期的品种为基础进行选

育，推动了花菖蒲的进一步发展。自江户时代起，春天赏樱花、初夏赏花

菖蒲和冬天赏梅成为了日本赏花文化的三大主题。

每年第一个开花的花菖蒲品种——初相见

三代歌川丰国所作的堀切菖蒲花盛图（1859年）描绘了江户时代

的贵族女子身着菖蒲紫盛装同去欣赏花菖蒲的景象

总之，“花菖蒲”三个汉字明确表现出以中国端午节菖蒲文化为基

点发展出的历史风貌。在中国传统菖蒲文化传入日本后，因文化差异而

转变为花菖蒲及其文化特色。花菖蒲从三百年前走来，作为一类在江户

时代迅速发展的园艺植物，它们的花容、花色渗透了当时的美学意识与

文化。在花菖蒲小小的植株与花上，奇特而又别致、华丽而又简朴，浮现

出日本人特有的感性与美学造诣，直至今日依然存留不灭。

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
2017城市照明论坛暨智慧照明开发与应用大会

■ 文·图 / 郭卫珍

5月26日，2017年轩智城市照明论坛暨智慧照明开发与应用大会在上海华亭宾馆举行，论

坛得到了上海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上海市生态文化协会、沈阳市市容景观设施管理中心、广

州城市照明建设管理中心、福州灯光办和广东南网能源光亚照明研究院的支持，并为来自全国

各地景观照明领域的管理者、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提供了研讨交流的平台，上海植物园派员参

加了此次会议。

论坛由上海市市容景观事务中心主任顾育新为大会作开幕致辞，专家们围绕“城市照明：

灯光与城市文化”主题进行了汇报交流，分别就电源、灯光控制系统、智能驱动等新产品和新

技术进行了展示。论坛旨在实现城市智慧照明体系的联动，结合上海城市夜景照明规划的特

色，阐述灯光的表现应符合城市、经济、人文的沉淀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上海城市绿地中景观灯的应用走在全国前列，越来越多先进的灯光理念、手段、灯具设计

等被运用到城市绿地景观照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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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的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景观灯后效

应’产生机理及其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此次会议让我们了解到城市绿地中最新应用的景

观灯类型、照明方式以及配置形式，从而为改进植物与景观灯的配置、提升城市绿地的夜间整

体形象和优化植物照明效果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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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录自然

记录自然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一切用文字、绘画、摄

影、声音、影像、身体感知、科普实验等方式所进行的自然记

录和表达，其中最常用的方式是自然笔记。自然笔记兴起于欧

美国家，倡导人们对身边的自然进行细致观察，用文字、图画

等方式来为大自然写日记。人们在书写、记录的过程中，能够

体会到自然的奇妙、生命的可贵。自然笔记在国外已有200多年

的发展历史，一直为西方自然教育领域所推崇。中国的自然笔

记活动最早兴起于上海，后来重庆、湖北等地也开展了省、市

范围内的全民自然笔记大赛，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自2011年开始，沪上多家媒体开始关注并宣传“自然笔

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
——上海植物园自然课堂形式多样效果好

■ 文·图 / 郭江莉

上海植物园一直以来将科普教育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品牌活动“暗访夜精灵”、“园艺大讲堂”、

“自然课堂”等不仅突显了上海植物园的科普特色，更引领了上海地区科普活动的发展。大自然是最

好的课堂，其中自然课堂活动以其多元的自然资源、灵活的活动方式，深受市民游客的欢迎。

背景意义

上海植物园开展自然课堂活动是科普教育发展的必然，有极其重要的背景意义。

1. 应对大自然缺失症

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泥土的气息、花朵的芬

芳、虫鸟的鸣唱等已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有人说现代人都患上了“自然缺失症”。

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是由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提出，最初出现在他所著的《林间最

后的小孩》一书，描述了当今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隔离的一种危险现象，即现代城市儿童与大自然的完

全割裂。也有人对其给出其他的解释：“某种对大自然的渴望，或者对自然界的无知，皆因缺乏时间到

户外，特别是乡野田园所致”。向自然缺失症说不，不仅要改变家长的观念，还要创造出让孩子接触自

然、发现自然的机会。自然课堂的系列活动正是一个让家长和儿童接触自然的好机会，让大家通过眼、

耳、鼻、舌、触摸等形式切身感受自然万物。例如挖泥土，触摸树皮、叶片，嗅花香、果味，尝野果，听鸟

语虫鸣、沙沙落叶声等。

2. 培养观察能力

活动参与者在自然条件下对植物、鸟类、昆虫、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天空等进行有目的、有

计划的观察，以了解其特征及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观察的方法很多，从观察形式来分，可分直接观

察和间接观察；从观察时间来分，可分长期观察和定期观察；从观察内容来分，可分全面观察和重点观

察。参与者通过切身体验能够提高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尤其对儿童来说，通过参与自然课堂的活动，

能够更快速、更准确地把握事物本质。

记”这种亲近自然的新生活方式。这些年来，自然笔记公益活动几乎受到了沪上所有主流纸媒的关注和报道，自然笔记的形

式观察、记录自然的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

另外，自然笔记活动一直力图为残障儿童打开一扇释放心灵的窗口，为老年朋友开创一种愉悦身心的新生活方式，将自

然教育的优质资源输送给更多的弱势群体，缓解部分社会矛盾。

4. 社会发展需求

当前，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因此在中小学阶段应大力加强亲近自然的教育。为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中

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和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的战略部署，上海市教委非常重视中小学生的自然科普教育，2007年颁布

《关于本市中小学利用科普教育基地拓展课程资源的实施意见》，2013年开展“科普校园行”百校大巡讲活动，并通过馆校

合作机制建设进行青少年校外教育项目库和资源库的建设。

上海植物园的科普课程通过教委途径的“请进来、走出去”方式，不仅邀请学生来园参与，也送到学校和社区去。其中，

自然课堂是一种亲近自然的学习方法。学生们在增长技能、获得锻炼的同时，也培养了热爱大自然的思想和情感。学生们在

自然中尽情地观赏绿叶繁花、聆听鸟叫虫鸣、领略四季变化的奥秘，同时接受自然科普知识的教育。开展自然课堂可以培养

学生的科研兴趣，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更亲近自然和热爱自然。

5. 科学普及必要性

上海植物园被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每年都会为市民游客开设各类科普教育活动。

上海植物园坐落于城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植物引种以长江中下游野生植物为主，并为城市绿化收集和筛选大量的园

艺品种，到目前共收集3 500种、6 000多个品种。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昆虫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众多，到目前为止所记

录的鸟类达120种，占上海市鸟类总种数的四分之一。园方不仅向公众提供亲近自然的场所，更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宣传动植物保护的重要性。

随着科普教育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注重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渴望到大自然中去体验生活，因此在植物园里

设立自然课堂是很有必要的。借助自然课堂，推广自然阅读，开展各类自然活动，开发融合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的活动有着

实际的需求。

目前，地球的温室效应、城市污染现象持续加剧，雾霾、水污染等问题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像

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以自然课堂的方式融入自然，培养下一代人对大自然的

亲近及敬畏之心，让大家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至关重要。

主要形式

1. 自然读书会

通过自然图书阅读的形式，不只是获取相关知识，也是拉近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从书中窥见一草一木，用心感

受自然世界的缤纷万象。身边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既熟悉又陌生，通过借助自然图鉴来认识身边的动植物，可以有更深

的印象。树叶拼贴画 植物彩虹

野趣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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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类图书推出了自然文库、自然感悟、自然雅

趣、自然观察等四大系列板块，以自然切入，复兴博

物。对外开放的科普专类图书室、自然课堂读书会，以

自然为主题的书刊多达数百册，可供参与者尽情阅读，

堪称小型的自然图书馆。

2. 自然科普讲堂

通过自然科普讲堂，将与自然课程相关的基础内

容以PPT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图文并茂，内容丰富。

例如开展科普讲堂“24节气——雨水之春回上

植，万物复苏”活动：第一，通过破冰游戏——“雨”

字诗词大PK调动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第二，通过自

然讲堂，学习24节气尤其是雨水节气的相关知识，让参

与者了解24节气的历史由来，学习节气歌，雨水节气时

的相关农讯、习俗、自然万物的变化；第三，通过自然

导赏、花事导览，了解上海植物园在雨水节气时生态的

万象和生命的缤纷，最后分享心得，锻炼学生的表达

能力，并得以课程内容的回顾。课程内容包含物候观

察、物种识别、自然手工、自然导赏、制作标本等。

3. 自然探索

自然探索主要是在上海植物园园区进行，结合四

季时令、24节气，有目的或有针对性地寻找、观察、记

录植物、昆虫、土壤动物、鸟类、两栖爬行类等要探索

的对象。学习和体验科学的调研方法。

例如：鸟类的调查一般每月调查1～2次，每次调査

半天，样地根据地势划分，每部分设置一条路线，所有

线路基本涵盖整个样地。调查时，使用双筒望远镜进行鸟类观察、辨认，采取看、听相结合的方式，对样线左右的鸟类进行

记录，主要记录鸟的种类、数量、位置，鸟类栖息和取食的树种，取食食物类型、行为等。样地划分为多个样方，对样方进行

编号，具体方法依据记录到鸟类所处的样方编号确定鸟类位置。

4. 自然笔记

以自然笔记的形式，如绘画、照片、文字记录等形式记录上海植物园内24节气的物候，突显出24节气时动植物的变化。

例如以“点灯儿”自然观察绘本为教程，绘制教本《植物彩虹》、《飞吧，蒲公英》、《树林里的魔法师》、《叶宝宝找妈

妈》、《奇怪的长相》、《影子怪物》共6本，讲述植物、土壤动物、昆虫、鸟类等大自然精灵的故事，为孩子送上最便捷、最有

趣的自然教育课程。绘本融故事、科普知识与自然教育活动于一体，让儿童通过阅读趣味童话故事，动手玩游戏，了解并爱

上大自然。

5. 自然视窗

定期播放深受大众喜爱的、与大自然相关的科普影片，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影片、环境保护相关视频、Africa、Wild-animals等

自然影片。通过影片学到相关知识，并分享观后感。

自2015年以来，上海植物园连续三年开展了自然课堂活动，目前效果良好。一是植物园里的自然书屋、自然读书会及大

自然科普影片，为公众提供各类以自然为主题的图书和影片，适合各个年龄层阅读，尤其考虑了儿童及亲子阅读的需求。通

过自然阅读和视频学习，能够提升阅读者的基础知识储备，同时增进亲子间感情。二是自然课堂系列活动，不仅增长基础知

识，更提倡观察记录，倡导人们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学会欣赏自然，爱护自然。三是通过自然笔记等形式的活动，参与者不仅

了解了节气物候，更锻炼了家长和小朋友的观察能力和记录水平，进一步了解自然万物。

自然导赏

自然探索

创新科学传播 服务公众讲解 弘扬志愿精神
——记上海植物园科普讲解志愿者培训班

■ 文/ 沈菁

上海植物园于2017年初发布了“2017上海植物园科普讲解志愿者”培

训班的招募信息，受到了不少热心市民的关注，咨询电话络绎不绝。截至

报名时共计收到了206条报名信息，经过一系列筛选考核及面试，最终录

取30名志愿者，录取比例高达前所未有的7∶1。

基地特色，建立优秀团队

上海植物园是一个以植物引种驯化和展示、园艺展览、科学研究及

科普教育为主的综合性植物园。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游客，上海植物园于

2012年成立了“彩虹心桥”志愿者服务基地。其中，科普讲解志愿者们是

工作在园区主题活动一线的、最活跃的团体。随着社会的进步，对科普工

作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为此，上海植物园决定向社会招募一批有责任心、

热爱学习、向往自然的志愿者，为其提供尽可能完善的培训、服务及回馈

机制，建立一支优秀的科普讲解志愿者团队。

严格筛选，专业素质较高

培训班要求志愿者年龄在18～45周岁之间，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可长

期坚持培训、上岗；有责任心；口齿清晰，普通话良好；热爱自然知识，学

习能力强。主观服务意识强者优先；拥用园艺相关专业背景者优先；表达

能力强者优先。

志愿者在上海（国际）花展的定点讲解

科普讲解志愿者入围考核的笔试现场

培训班的理论课上学员在认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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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普讲解岗位对志愿者们的要求较高，上海植物园统一安排

了科普讲解志愿者入围考核。考核采取笔试加面试的形式，笔试包括生

物、物理及化学三个部分，主要考察志愿者的个人基本素质，以便更精

确地设定培训课程的难度并有效开展。面试则分为事物描述和问答两

个环节。事物描述主要考察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包含描述有效性、仪

态、语言技巧。问答环节包含2道题目，即国际关系形势和参与度评价。

前者主要考察考生对问题的审视态度，考官可从考生的答案中辨别其

是否持有激进态度——作为一个优秀的志愿者，不与游客发生冲突，能

够有效控制自身情绪是最基本的要求；后者主要用于判断考生参与培

训和志愿工作的可能性，只有保证全程参与培训课程，提高自身综合能

力，才能更好地为游客服务。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工作人员根据考生们笔试和面试的综合

成绩进行最终筛选，录取通知及开班时间除了通过邮件的方式告知各

位考生外，还于上海植物园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公示。

履行义务，享受福利回馈

志愿者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植物园的主展区内，以及园内主题活

动期间开展科普讲解工作。园方要求志愿者们积极参加上海植物园发起

的志愿者服务，听从指挥、服从安排、积极表现；与游客融洽相处、良好

互动、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并确保完成任务。同时对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如采摘花木、践踏花草、攀爬树木、随地便

溺、刻划建筑物及竹木、乱抛果皮纸屑等及时劝阻。同时，禁止私自利用志愿者身份于志愿服务期间带家属（朋友）入园。

志愿服务做得好，福利少不了。作为上海植物园的长期科普讲解志愿者，全年凭志愿者证可免费出入上海植物园，包括

售票专类园。志愿者服务当天，园方提供交通补贴30元，并提供午餐（晚餐）。除此之外，一年内完成10次以上志愿者服务者

将纳入上海市志愿者系统，年终还有优秀志愿者团队及个人表彰，不定期发放上海植物园赠票、科普场馆门票等。

收获知识，热情服务游客

虽然整个培训班为期一年，但培训时间相当紧张，2～3月以植物学课程为主，服务于上海（国际）花展；5～6月以昆虫学为

主，服务于夏季的“暗访夜精灵活动”；8～9月以植物学课程为主，服务于秋季花展⋯⋯培训包括专业理论知识、仪容仪表、

讲解技巧、现场实践等。

培训班主要分为2个部分：理论和现场实践，一般每次培训为一天。上午的理论知识课程与上海植物园中各展区的特征

植物结合，帮助大家理解相关知识点，也为之后的讲解打下基础。除了理论知识，老师还会围绕讲解服务中可能遇到的植物

辨析知识点进行授课，比如蔷薇科植物中梨、桃、李、梅、樱（樱桃）、杏、苹果（海棠）的特征，以及绝大部分游客“傻傻分不

清”的月季、玫瑰、蔷薇的区别等。

下午为园区内实践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环节中，学员们不仅能加深对上午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

学习到讲解的技巧和方法。一天的课程对于非植物学专业的学员来说，课程容量是相当大的，有许多内容还是需要学员在课

下看书和复习的。

“好好学习，认真工作”是上海植物园科普讲解培训班的八字箴言，也将是志愿者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只有这样，才能

在精心安排的培训课程中收获成长。

岗位是平凡的，青春是火热的！上海植物园科普讲解志愿者培训班的志愿者们凭着一颗颗质朴的心，一份份火一样的

热情，以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作风，以昂扬的斗志积极践行着志愿精神，铺就绚丽多姿的志愿之路！

共创共享、跨界创新下的科学教育
——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

■ 文/ 翁沛

7月13日～14日，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植物园联盟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承办的“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植物园举行。7月13日的论坛开幕式上，两位论坛的发起

人——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长陈进先后致辞。

上海植物园本着学习交流的目的派员参加了本次大会，希望通过两天的学习和交流了解到科学教育行业的发展和动

态，探讨如何使自然教育、环境教育活动更有成效。

会上，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嵇少丞教授以《科学教育从何做起》作大会特邀报告。报告通过若干事实案例指出，

地质学是一个非常适合做科学教育的学科，同时也呼吁地质学科的科学教育应多点严谨的科学，少些胡编的故事，地质学

的科学教育应该与认识自然、保护环境结合起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所所长赵延东教授则以《中小学青少年从事科学职业的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研究》为题，介绍了他们在全国23个省和直辖市选取了66所学校，在3 856份有效问卷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赵延东建议，

须改革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同时应加强科学家与中小学生的直接接触和互动，以提升青少年对科学家职业的认知，从而

提升其对科学事业的从业意愿。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王军以科学教育和多门学科的穿越、融合、发展为主题，提出科学发展

观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教育也应着眼于学生的德智体美、科学实践精神、创新实践能力，包括品格、智格、心

格等全面发展。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结合植物园开展的环境教育研究成果，与大家探讨了植物园开展环境教育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让环境教育更加有效。

大会除了专业的学术报告外，还开设了四个分论坛，分别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融合发展、艺术与环境教育融合、保

护教育与公民科学、新媒体潮流下的科学传播为主题，以20个精彩纷呈的报告对科学教育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交流探讨。

本届论坛以“共创共享、跨界创新下的科学教育”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科院所属机构、植物园、出版社、大专院校、中小

学校、民间自然教育机构等全国100余名代表参会。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的初衷，旨在增进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教育理念、资

源、教育方法的交流，促使国内掌

握科学资源和掌握教育资源的两

大群体有效对接，从而实现教育目

标科学化、教育方法科学化和教育

内容科学化。

上海植物园一直将科普教育

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近年来，上

海植物园的科普工作围绕着自然

教育及环境教育，不断突破、创新，

开展了园艺沙龙、自然课堂、疯狂

采摘季、都市小农夫等叫好又叫座

的专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了精

彩、专业的科普教育体验。

“暗访夜精灵”中志愿者在带队讲解

培训班的园区实践课程

第二届罗梭江科学教育论坛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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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是青少年科学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它以自然环境为背景，以人类为媒介，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青少年

融入大自然，通过系统的手段，实现青少年对自然信息的有效采集、整理、编织，形成社会生活有效逻辑思维的教育过程。自

然教育不仅能让市民游客们认识和了解更多知识性的信息，更是为了让大家在学习和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大自然、亲近大自

然并爱上大自然，特别对于青少年们而言，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尤为重要。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科普与出版处处长徐雁龙在开篇报告《谈科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基于中国科学院的实践》

中提到：科学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自然教育是科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基于深入开展自然

教育所引导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才是更为长远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和大家分享了《了解博物学文化传

统对于开展自然教育至关重要》的讲座，与大家一同探讨在自然教育开展过程中，我们做了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更好

地贴合现实和通向未来。多场讲座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阐述了自然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开展途径，上海植物园代表也与大会

分享者积极互动、交流探讨。

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分享代表主要以教育界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为主，他们从自身职业经验出发论述的观点，为植物

园的参会代表带来了不同以往的视角与经验，使大家愈发意识到自然教育独立发展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将自然教育与学校

教育有机结合，创新合作模式与开展形式，将更加符合现实国情与青少年的切实需求，同时让青少年有更多、更好的方式接

触自然教育、了解自然规律、亲近自然生态，进而发挥更深远的自然教育意义。

本次研讨会打开了自然教育新的发展思路，为自然教育走进校园生活、融入教育体系提供了可能，也引发了与会者们的

思考——要有创新发展，就要打破固化的常规理念，充分融合各方资源，打造共同的交流平台，才能碰撞出更闪亮的火花！

上海植物园代表在大会交流中受益匪浅，并开启了与武汉植物园的全面合作。其全新打造的“精灵之约”神农架亲子科

考成长营，以自然教育与研学旅行相结合为创新形式，将更好地提升科学教育的质量与功能。

精湛画作接轨国际 植物艺术惊艳上海
——首届国际科学艺术花展预展纪实

■ 文/ 蔡玉珠  图/ 黄梅林  蔡玉珠

    上海（国际）花展首届国际科学艺术画展暨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

术画展预展于4月28日至5月7日在上海植物园植物大楼展厅开展。此次画展共展

出中国、德国、韩国、土耳其等十多位知名画家作品近200幅，展出面积约500平

方米。同时，此次展览也是100余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植物艺术画展的预展。

在此次展览中，九套邮票设计者、科学艺术画国家级大师曾孝濂先生带来

了30幅植物艺术绘画作品，其中有10幅作为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的预

展作品，首次与公众见面。同时，曾老先生为国家邮政局设计的九套入选邮票及

首日封，也有部分在展览中亮相。其中《杜鹃花》、《杉树》、《君子兰》等邮票曾

获年度全国最佳邮票奖，《杉树》并获专家奖，《百合花》获优秀邮票奖，《中国

鸟》获国际第十三届政府间邮票印制者大会最佳连票奖。

展览中还有国家级植物科学艺术画画家、植物绘图师李爱莉带来的专业级

芍药属和裸子植物画作30幅，德国画家Tilly Bielert在大自然中完成的、具欧洲风格

的水彩作品20余幅，从事《土耳其植物志》插画工作的Isik Guner带来的具亚欧风

情的精美作品12幅⋯⋯作品内容涵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昆虫的自然生态万

象，展现了自然界的万物共生与和谐自然。现场还有绘画志愿者当场写生，用画

笔描绘出植物的艺术形态，也让观展者亲眼见证科学艺术画的诞生。

中国科学艺术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1 000年前，北宋药物学家苏颂编撰

的药物学巨著《本草图经》中，就展现了全国各郡县300余幅描述草药植物形态

的插图，这可以说是开了我国植物科学艺术画的先河。之后，明代李时珍的《本

草纲目》、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中，也包含了大量植物画，但论其准确

度和科学性，上述这些还都谈不上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艺术画。直到19世

纪中叶，随着西方植物分类学知识和科学绘画技法的传入，我国才有了真正意

义上的科学艺术画。

《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是我国植物科学艺术画发展的顶峰，从1959年到

2004年的编研过程中，先后有164位画师参与了植物配图的绘制。这部记载了

我国3万多种植物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的著作，目前也是世界各国已出版

的植物志中植物种类数量最多的一部。历史上，科学艺术画的出现是为了“记

录”，而艺术家们用丰富的艺术手法来准确进行科学纪录和描述，不仅为以后的

查阅、使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更使作品呈现出自然界的科学之美、艺术之

美、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生命之美。

希望通过这个画展，搭建起一个植物、科学和艺术的小小桥梁，让科学邂逅

艺术，让植物约会大众，把知识和美丽留在每个人的心间，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曾孝濂大师现场邮品签名

展厅现场

绘画志愿者在写生

自然教育创新融入校园 上植团队开拓研学探索
——记青少年科学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

■ 文/ 朱筱靓  

2017年6月1日～2日，“青少年科学教育协同发展研讨会”在中国科学

院武汉植物园隆重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植物园科学教育（科

普）部门的专家、教育机构专业人士和资深的自然教育、科学教育界学

者，共聚一堂，共同探索青少年科学教育的纵深发展与未来前景。上海

植物园也派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交流自然教育方面的经验与得失，分享

上海植物园科学教育活动品牌的历程与心得。

自然教育活动体验

分享报告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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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花，凝固大自然的美丽

■ 文/ 赵莺莺  奇葩匠压花  图/ 赵莺莺

在植物世界中，鲜花、树叶、果实、根茎，每一部分都姿态

万千、韵味无穷。但遗憾的是，花会谢，叶会凋，植物的美留给大家

欣赏的时间有限。那有没有方法能将鲜花最美的瞬间长期保存呢？

当然有啦！一种由植物标本制作衍生出的“押花”工艺品，就能很

好地通过艺术创作更高层次地保留并再现植物的美，“定格”美丽

的大自然。

在2017年春季的上海（国际）花展中，押花展作为其中的一个

主题展览，贯穿整个花展始终。押花艺术体验活动在花展期间的周

末和节假日举办，深受游客的喜爱。

押花艺术的起源

押花这个名称源于英文pressed flower，直接翻译为“压花”。日

本是押花艺术比较成熟的国家之一，在日文中，押花的写法为“押

し花”，于是在商品和技术的引进时被很多国人翻译为“押花”。目

前，押花艺术越来越普及，从事押花艺术的国家有中国、英国、美

国、日本、丹麦、乌克兰、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荷兰、

加拿大等。

押花这项技术来源于“植物标本”。至于植物标本何时发展成

为押花艺术，已经不可考证。押花艺术是植物材料包括根、茎、叶、

花、果、树皮等经脱水、保色、压制和干燥处理而成平面花材，经过

巧妙构思，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装饰画、卡片或生活日用品等植物

制品，是融合植物学与环保学于一体的艺术类学科。

押花艺术的功能

1. 自然教育的好教材

自然界的植物千姿百态、多彩多姿，给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无限的空间。通过押花艺术实践课，可以把学

生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发挥到认识世界、保护自然的实践高度，实现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押花艺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趣味

性，能够寓教于乐，提高大众的艺术修养。

2.美化生活，装饰环境

押花艺术作为一种高雅的生活才艺，与插花艺术、绘画一样，

已慢慢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在才艺界盛行不已。在美国、英国、日

本等国，已出现了各种押花俱乐部、押花教室等。学生在业余时间

学习押花艺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美化生活，陶

冶情操。而在中国，押花艺术也开始渐渐普及。押花作品既

含有很高的艺术情趣，又具备很强的装饰效果，是不可多得

的居家摆设和送礼佳品。根据不同的环境需要，设计不同风

格的押花艺术作品，可以收到最佳的装饰效果和装饰目的。

3.放松减压，增添情趣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每天在为事业为工作忙碌

着，闲暇的时候都需要寻找一些减压的方式，而押花艺术带

给人们更多的是情感的交流和美的享受。优美的押花卡片、

可爱的押花首饰、浪漫的押花蜡烛、唯美的押花艺术装饰画

等，无不显示押花艺术带给人们生活的新情趣。在押花艺术

的创作过程中，人们寻找另外一个自我，享受押花艺术带来

生活新情趣的同时倍感轻松和温馨。

4.弘扬传统文化

将国画式的风格、东方式的插花融合到押花艺术作品

的设计中，无疑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发扬我国押花艺术

并在国际押花界创造辉煌具有深远的意义。

押花艺术的类别

1. 依据构图形式来分类

（1）写生押花

写生押花就是将花卉自然生态自野外或花圃移植到室

内的生活空间内，以写生的形式来表现。写生押花让人们在爱花惜花之余能在冬天见到春花，在夏日看到冬草，四季花卉尽收

眼底，也称为自然生态写生构图法。此类押花的特点是纯朴自然，流露一股典雅和浪漫。写生押花有写实式和写意式两种风格。

写实风格   写实风格的押花作品是用花材粘贴出与植物自然状态极其相似的画面。在制作这类作品时比较重视花材的

自然性状，所以要求取材于同一植物来制作。写实作品非常适合国画式的构图利用。和植物标本所不同的是，植物标本注重

的是科学的一面，押花艺术设计注重的是其艺术性的一面。

写意风格（国画写意法）   运用国画的技法制作中国花鸟画式的效果，表现押花与中华人文的融合，庄重古朴。写意风

格是一种较难掌握的表现风格。制作这类作品时应遵循国画中的“意在笔先”、“意到笔不到”的创作思想。以少量的花材表

现深邃、清远的意境。如用手将树皮撕成不规则的形状表现石头，将线形草叶撕成细条作兰花的叶。一幅好的写意押花作品

常常给人以“画外有画”、“意外有意”的感受。

（2）组合押花

组合押花就是将各种不同花材通过重新组合来表达另一种押花画的美丽。就创意与设计目的而言，这种方式比较能满

足押花制作者的遐思与幻想，也称为组合设计法。除了运用原始花材外，也可以使用辅助材料，例如运用纸粘土、藤、有色卡

纸等制作花车、花瓶、花篮、灯罩、花束等饰物来陪衬押花作品，也称为组合设计构图法。组合押花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插花式构图   主要借鉴插花造型的设计方式，其构图造型有瓶插、花束、花环、花篮等。花瓶、花篮、花车可用花瓣、叶

片、树皮、纸粘土、柳、藤等制作。

图案式构图   将花材按一定的图案进行粘贴的构图形式。图案式构图分为几何图形和字母图形两种。常用的规则几何

图形有三角形、圆形、椭圆形、新月形、主副形（子母）等。字母图形的构图造型有C型、S型、L型、O型、U型、T型、倒T型等。

自由式构图   没有特定的设计方式，根据花材的形状、颜色、大小和制作者的发挥，随心所欲地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花

可多可少，可丰满可简单，构图更加自由浪漫，情趣盎然。作品形式变化多端，常见的构图方式有散点式、放射式、并列式、渐

变式等，维多利亚式的设计就属于这种风格。

押花蜡烛

押花卡片

押花书签

押花的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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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象押花

抽象押花就是依据花材的色彩、形态、质感，经过巧妙构思，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来重新组合成人物、

动物、房屋、园林、树木、礼花、云彩、星星、月亮、太阳等，也称为抽象构图法。

抽象押花作品的制作不注重形式的表现，而注重于人对事物的理解，表达人的内心感受。在制作过程中须忽略花材的自

然属性，将花材看作点、线、面的素材，通过粘贴组合用以表现创作者的情绪感受，是主观性极强的创作形式。

2. 依据应用来分类

（1）装饰画

使用押花艺术制作装饰画，衬底可以是各色各样的卡纸、油画布、平绒布、玻璃、木板等，再配上一个镜框，就是一幅优

美的押花艺术装饰画，用以装饰居室，自然温馨，典雅高贵。

压制好的花材进行各种图案设计，可简可繁，可粗可细。可用造型极好的一片叶、一朵花，简单明快；可用各种花材，精心

设计成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有远山、小屋，犹如一幅油画；可设计成梅花、兰花或牡丹等，以国画的形式来表现；可运用插

花技巧，制作成一幅平面插花图；也可用不同的花卉、不同的叶片组合成字母形、几何形等各种形状的图案。

（2）卡片

利用押花来制作各式各样的卡片，如生日卡、情人卡、圣诞卡、贺年卡、祝福卡、书签、名片等。贴上真花真叶的贺卡，比印

刷卡更真实和富有层次感，花叶是凸出纸面的，让人觉得更亲近更舒心，忍不住要抚摸一下。

（3）生活日用品

押花艺术可以应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押花来装扮日常用品，如挂历、墙纸、包装纸、信封、信纸、笔筒、笔记本、

台灯、灯罩、电话、围裙、窗帘、桌布、乐谱、蜡烛、化妆盒、木梳、镜子、香袋、胸针、钱包等，呈现出优质淡雅的效果，使生活

空间充满诗意。

在礼仪社交活动中，可以设计制作各种图案的押花请柬，让人耳目一新，爱不释手。在各种宴会上，贵宾席上的座位卡，

也可以用押花图案来设计，在餐桌上摆放的餐巾纸、餐巾布，粘贴上各色各样的花、草、叶，给整个宴会增添温馨愉悦的气

氛，特别能表现出主人的高雅气质和对来宾的热忱欢迎。

用各种压制好的花、草、叶压进纸张中，制成高档的押花纸，可以作为装饰墙面的墙纸及高档的包装纸，还可作为信纸

和书本的封面。很多喜欢押花的家庭主妇，在台灯、灯罩、电话、窗帘等日用品上都粘贴压制好的花材，使生活空间充满大自

然质朴而富有诗情画意的韵味，让家更温馨。

自然界里许多野生或人工栽培的植物都有着非常美丽的花和叶，人们多想永远留住它们楚楚动人的风姿，而押花艺术

正可以帮助大家实现这个愿望。作为花艺的一部分，押花不像插花，受到季节的限制，并且因时间的推移而使美丽凋零；也不

同于干花，要经过烘干和漂染才能再现美丽，押花作品给人的就是一种亲近自然的体验，再加上创作过程的乐趣，押花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爱。你也快来上海植物园体验一下动手创作的乐趣吧！

押花玻璃器皿 押花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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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里说丰年  听取“呱”声一片
  ——说说上海植物园的五大“呱”

■ 文/郭江莉   图/吕林  赵莺莺

两栖类动物处于鱼类和爬行类动物之间，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是生物从陆

生到水生的过渡时期，爬行类动物是从两栖类进化来的，所以两栖类是生物

进化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什么是两栖动物

两栖动物现在大约有三千多种，具有如下特点：（1）卵没有卵壳，拥有四

肢的脊椎动物；（2）皮肤裸露，表面没有鳞片、毛发等覆盖，但是可以分泌粘

液以保持身体的湿润。幼体在水中生活，用鳃进行呼吸，成体用肺兼皮肤呼

吸；（3）可以爬上陆地，但是不能一生离水，故称为两栖；（4）脊椎动物从水

栖到陆栖的过渡类型；（5）都是冷血动物。

两栖动物隶属于两栖纲，包括已灭绝的迷齿亚纲和壳椎亚纲，以及现存

的滑体亚纲。有303属、3 700种。滑体亚纲包含无足的蚓螈目、有尾的蝾螈目

及无尾的蛙形目，我们常见的蛙类、蟾蜍即为蛙形目动物。目前上海地区的

两栖动物有11种，即中华大蟾蜍、黑斑侧褶蛙（黑斑蛙）、金线侧褶蛙（金线

蛙）、泽陆蛙（泽蛙）、饰纹姬蛙、北方狭口蛙、中国雨蛙（中国树蟾）、无斑雨

蛙、镇海林蛙、沼水蛙及外来入侵物种牛蛙。

现今为止，在上海植物园已发现5大“呱”——金线蛙、黑斑蛙、泽蛙、饰

纹姬蛙、中华大蟾蜍，它们可是“暗访夜精灵”活动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呢。

金线侧褶蛙（金线蛙）

金线蛙是上海的优势蛙种，适应性强、分布广。成蛙身体较肥硕，体长可

达5.0～7.0厘米，一般雌蛙大于雄蛙。身体多绿色，两侧各有一道较宽的黄色

褶线，故名金线蛙。雄蛙有一对咽侧内鸣囊，较善鸣叫，但声音较小。

金线蛙素来被誉为游泳能手，可以长时间潜水，不用游出水面换气，甚

至还能在水下发出闷声闷气的叫声。它们还是陆地上的“跳远健将”，一纵腿

就能跳出一米开外，特别是在岸边受惊时，常以优美的“花式跳水”跃入水

中，追捕者只能驻足岸上，望池兴叹！

黑斑侧褶蛙（黑斑蛙）

黑斑蛙与金线蛙较相似，成蛙体长为5.0～9.0厘米，体重50～60克，最大

个体重达100克。一般黑斑蛙的雌蛙比雄蛙大。 雄蛙有一对颈侧外声囊，鸣叫

声音较大；雌蛙无声囊，但也会鸣叫，只是鸣声比雄蛙小得多。

黑斑蛙背部呈深绿色、黄绿色或棕灰色，具有不规则的黑斑，背部中间

有一条宽窄不一的浅色纵脊线。雄蛙第一指基部有婚垫，有利于在繁殖期间

和雌蛙抱对。黑斑蛙喜群居，常常几只或几十只栖息在一

起。蝌蚪体型肥大，体绿色且散有不规则的深色小斑纹。

泽陆蛙（泽蛙）

泽蛙体型略小，体长4.0～5.0厘米。头长略大于头宽或

相等，吻端钝尖，上下唇有牙齿般的6～8条黑纵纹；两眼间

有“V”形斑，肩部一般有“W”形斑，背面灰橄榄色、深灰

色或棕褐色。雄蛙比雌蛙略小。蝌蚪体肥，橄榄绿色上有

棕褐麻点。

泽蛙一般生活在稻田、沼泽、菜园附近。辛弃疾的《西

江月》中所写“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多指泽

蛙。现在因为农药的使用，泽蛙已经越来越少，所幸上海植

物园给蛙类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家。

饰纹姬蛙

饰纹姬蛙体型极小，体长仅2厘米左右，身体近似菱形，灰褐色，背部有对称排列的灰棕色斜纹。饰纹姬娃体型虽小，但

能量颇大，雄蛙在咽下有单个外声囊，所以它们的叫声非常洪亮，明显超过上海其他几种本土蛙类。饰纹姬娃对水质要求较

高，爱聚群，常聚集在水边鸣叫，叫声非常符合大众认知里的“蛙鸣”。

饰纹姬娃的蝌蚪也很小，身体大部分是透明的，它们在水中捕食蚊子的幼虫（孑孓）或其他小动物，所以对控制蚊虫数

量有非常大的帮助。

中华大蟾蜍

中华大蟾蜍，俗名癞蛤蟆，后肢跳跃能力不如蛙，但皮肤比蛙干燥、粗糙，耐旱性优于蛙，对干燥的陆地生活适应性更

好，所以是两栖动物中较为先进的物种。背部疙瘩是它的毒腺，最大的毒腺位于眼睛后面。毒腺不能喷射毒液，但受大力挤

压后，会破裂流出毒液，是一种被动防御手段。癞蛤蟆受到惊扰，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会膨胀身体，让自己看起来很大，吓

退来犯者。

上海传统小吃“熏拉丝”就是以中华大蟾蜍为食材的，所以为了自身健康和保护野生动物，一定要“嘴下留情”。另外其

毒也可入药，称“蟾酥”。因此蟾蜍在中国可以说是命途多舛。

蛙鸣的功效

蛙鸣跟虫鸣、鸟叫一样，不同蛙的叫声是不一样的，熟悉的人从声音的不同就能把它们区别出来，青蛙们自己也是会靠

声音来辨别对方是不是同类的。仔细听蛙鸣会发现很少有重叠的，它们或多或少会有时间差，这是为了便于潜伏的雌蛙“检

阅”。

即使是同一种蛙，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发出不同的叫声。我们平时听到水塘当中此起彼伏的蛙鸣只是其中一种，主要是

用来宣告领土主权的。当领地遭到其他雄蛙入侵时，它会改变鸣叫方式，用更加激烈的叫声来警告对手。雄蛙交配时会爬到

雌蛙背上紧紧将对方抱住，此行为称为“抱对”，但有时也会发生抱错的情况，如一只雄蛙抱住了另外一只雄蛙时，被抱错的

蛙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意思是“放开我”。还有一种声音是蛙面对天敌时发出的，用于吓唬捕食者，或者仅仅是表达惊

吓的声音。

两栖动物皮肤中普遍存在色素细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色素细胞的排布和疏密，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体色，随

着其体形不断增大以及环境的差异，个体的颜色也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另外，蛙的幼体称为蝌蚪，完全生活于水中，用鳃呼

吸，用尾游泳，而成年蛙具有肺，用四肢运动，尾退化。这一现象也说明陆地上的脊椎动物起源于水生。

泽陆蛙（吕林拍 摄）

金线侧褶蛙（吕林拍 摄）

饰纹姬蛙（来自网络）

中华大蟾蜍（吕林拍 摄）

黑斑侧褶蛙（赵莺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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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足的“特异功能” 球兰，是球，还是兰？

■ 文/郭江莉 ■ 文/秦佳奇   图/秦佳奇  修美玲

说起球兰这个家族，那可是颜值很高、花形独特的一个家族，尤其是叶

子心形的心叶球兰（Hoya cordata）和凹叶球兰（H. kerrii），那更是网红级的植物

啦！每到情人节等跟爱情相关的节日时，球兰的销量都会激增。

虽然，球兰的名字里有一个“兰”字，但它们并非兰科植物。其实，它们

是萝藦科球兰属的多年生常绿藤本植物，并非兰科植物。据统计，世界现有

球兰300多种（品种），原产于中国的球兰有近30个种，在我国云南、广东、广

西、海南等地均有野生分布，又有狗舌藤、铁脚板等别称。球兰主要攀援在

树枝、灌木或石上，茎节上生气根；聚伞花序伞形状，腋生；花冠呈辐射状，

张开后呈五角星状；副花冠呈放射状五角星形，外角延伸到花冠上。花色有

红、黄、紫、白、粉等颜色。这么漂亮耐看的花卉，大家是不是也跃跃欲试想

养几盆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球兰的养护管理方法。

温度

球兰喜散光，喜半阴环境，耐阴蔽，忌烈日直射。夏季需要移至遮阴处，

防止强光直射灼伤叶片，造成叶片失绿变黄，严重时叶片脱落，影响观赏效

果。若长期将其放在光线不足处，则叶色变淡，花少而不艳。

蟋蟀雌（来自网络）

中华大刀螳捕食（来自网络）

斐豹蛱蝶雌（郭江莉 摄）

中华蜜蜂（来自网络）

日本条螽斯（郭江莉 摄）

仰泳蝽（来自网络）

蝼蛄（来自网络）

三色球兰

小海星球兰

舌苔球兰

电视球兰（密叶球兰）景洪球兰

上海植物园的精灵国里居住着很多昆虫小居民，如树干上偶尔高歌

的雄蝉，草丛里奏着交响乐的蟋蟀、螽斯，挥舞着螳螂拳的螳螂，耕地取

食的蝼蛄，花式游泳的仰泳蝽，贪婪取食树枝的独角仙、天牛等等，太热

闹了。但编织着八卦网的蜘蛛，横穿草坪有百足虫之称的蜈蚣，自带杀伤

性武器的蝎子为什么不能称为昆虫。原来昆虫有它的定义。

昆虫主要特征如下：

（1）体表被几丁质的外骨骼，身体分节，分别集合组成头、胸、腹三

部分；

（2）头部是感觉和取食中心，具有口器和1对触角，通常还有复眼及

单眼；

（3）胸部是运动中心，具3对足，一般还有2对翅；

（4）腹部是生殖与代谢中心，其中包含着生殖器和大部分内脏及附

属结构；

（5）昆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内部及外部形态上的变

化，才能转变为成虫。这种体态上的改变称为变态。

昆虫们都长着脚，它们的脚跟我们人类一样是用来走路的吗？要是

你也这样认为可就太小瞧它们了，昆虫们的脚不仅长得千奇百怪，而且还

有“特异功能”呢。

味觉  一般动物都是用嘴来判断食物的滋味，然而蝴蝶的味觉器官
却长在脚上。在取食花粉时，会先用脚“品尝”一番再决定是否取食。

听觉  昆虫有耳朵吗？对于螽斯、蟋蟀等鸣虫的雌虫，它们的“耳朵”
没有长在头部，而是长在前足胫节上，靠腿上的听器听声音。

捕捉  螳螂是捕食性的昆虫，我们常说“螳螂捕蝉”，靠的就是它们
强壮的前足——捕捉足，足上多刺，能牢牢捉住猎物不致逃脱。

携粉  蜜粉是采蜜高手，它们的后足着生刚毛，像一把“毛刷子”，能
够携带大量花粉却不会掉落，直至回巢才卸货。

挖土  蝼蛄的前足称为开掘足，如挖掘机一般，宽阔粗壮，前足胫节
末端形同掌状，具有发达的齿耙状结构，善于挖坑、刨土，是幼苗的“天

敌”。

划水  仰泳蝽以其仰泳的姿势出名，游泳时背部朝下隆起似船底；后
足发达、较长，压扁成浆状游泳足，长有浓密的拒水毛，划水如桨。

跳跃  螽斯的后足特别发达，股节末端特别粗壮，健壮有力，胫节细
长，其弹力很强，可将身体弹起，向远处跳跃数米，有极强的跳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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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球兰不耐寒，生长适温为15～30℃，但在高温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冬

季应在冷凉和稍干燥的环境中休眠，越冬温度保持在10℃以上（少数品种

需要15℃以上），若低于5℃，则易受寒害，引起落叶甚至整株死亡。

盆土

球兰盆土宜经常保持湿润状态，但不可积水，水分过多会引起根系腐

烂，盆土可选用椰壳或者其他疏松透气的基质。

浇水

夏秋季节天气比较干燥，球兰浇水要充足，同时需经常在叶面上喷洒

雾水降温保湿，以增加空气湿度。秋冬季时生长缓慢，茎叶耗水较少，盆土

宜稍干燥，浇水次数可以适当减少。

施肥

球兰上盆时要加入适量复合肥作基肥，故平时需肥量较少，生长旺季

可每2周施1次稀释过的腐熟有机液肥。秋季温度逐渐降低时，要逐渐减少

施肥量。

病虫害管理

虫害   蚧壳虫少量发生时用毛刷刷去虫体，大面积发生时，可使用氧

化乐果乳剂800倍液喷杀；蚜虫可用溴氰菊酯1000～1500倍或40%氧化乐果

2000倍喷施，防治效果较好。

病害   球兰病害较少，只要通风良好就不容易生病，有时会发生叶斑

病和白粉病危害。发病初期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0%代森

锰锌可湿性粉剂700倍液喷洒。

如果既想一睹球兰的美貌，又不想花时间去养的话，欢迎大家来上海

植物园四季温室观赏哦！

粗蔓球兰

美丽球兰

小棉球球兰

澳洲球兰 卷叶球兰 红贵妃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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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兜兰，“大”看点
  ——“兜，很美”兜兰展看点纷呈

■ 文/张如瑶  修美玲   图/ 张如瑶

当当当！4月1日～10日，上海植物园植物大楼展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兜兰品种展。说到兜兰，一直关注上海植物园的朋

友们也许并不陌生，温室里日常环境布置中经常会使用到它，并且在2011年上海植物园的展览温室（一）里面也办过兜兰主

题展。

兜兰，兰科植物兜兰属植物的统称，又名“拖鞋兰”，因其唇瓣为兜状而得名。它是兰科植物中最有特色的一类植物，奇

异的花形、另类的花色与多变的唇瓣是其最主要的观赏部位。

2017年，为了更加突出“兜兰”这一主角，园区索性专门辟出“专场”，彻底打造只有兜兰的“兜兰展”，也是上海兜兰专

题展的首秀。本次兜兰展都有哪些看点呢？让我们来细数一下吧。兜兰展作为2017上海国际花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刚开展

之际，就以靓丽的身影、饱满的兜形，携60余个品种、200余个展品闪亮登场，展现在广大市民游客面前。

看点一：原生种类丰富，园艺品种齐全

兜兰属原种现已发表的有88种，这次展示的约有30种，占总数的1/3，把花期在这一季节的所有兜兰做了一次“集体亮

相”。另外，此次展览还将展出60余个兜兰品种，这个数量也是截至目前在上海地区同一个展览上展出种类最多的。

看点二：展览规模较大，布展形式新颖

在往年展览的基础之上，此次兜兰展全面升级，在上海植物园植物大楼特辟专场进行独家展出。整个展览将分为四个

展厅，分别是认识兜兰、欣赏兜兰、艺术兜兰、感受兜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为了打造高水准的专业展览，更好地展现

兜兰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将声效、灯光、投影、VR拍摄等高科技手段巧妙运用于环境布置中。可以说，这是一场颠覆传统布

展手法的现代兜兰品种show。在这里，兜兰不再只是一株植物、一个品种，我们将华丽丽地呈现它的特质，呈现其“植物界的

奢侈品”、“兰花界的名媛”地位。这里也将成为展现兜兰魅力的最佳场所。

兜兰+插花=？作为花期可达1个月之久的优秀鲜切花，在中国，兜兰绝对是第一次走上插花的舞台。兜兰作为鲜切花中的

“爱马仕”将给我们展现它的魅力。作为2017上海（国际）花展插花季的延续，此次展览特邀中国插花大师王路昌先生现场

操刀，将中国传统插花手法与兜兰相结合，赋予兜兰以新的生命。

看点三：多种艺术融合，衬托兜兰之美

兜兰折纸艺术、兜兰照片艺术、兜兰科学画、兜兰邮票典藏⋯⋯在这里，还将展现多种与兜兰有关的艺术形式，运用不同

的艺术手段全方位地呈现兜兰的优雅气质，向游客讲述兜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拉近兜兰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距离。

看点四：线上线下串联，加强科学互动

想拍美照？最好的单色背景，360度无遮挡，满足你的拍照需求；想了解更多兜兰科学知识？打开手机“扫一扫”，兜兰品

种介绍一一展现；想做个植物达人？专家提示关键词，让你一秒钟成为看懂兜兰的内行人。

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兜兰属植物均为珍稀濒危植物，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在

中国，野生兜兰也是重点保护对象，全部被列入《中国植物红色名录》（简称“红皮书”）。在大家欣赏到兜兰奇特的花朵的

同时，主办方希望传递给大众“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只有好好保护野生兜兰的栖息地，不乱挖乱采，才能让

这一家族的物种得以长久地保存下去。

兜兰属植物是兰科植物最具欣赏价值的物种之一。本次兜兰展将重点推出六种最具亮点的兜兰，它们分别是杏黄兜

兰Paphiopedilum armeniacum、白旗兜兰P. spicerianum、秀丽兜兰P. venustum、紫纹兜兰P. purpuratum、麻栗坡兜兰P. malipoense和带

叶兜兰P. hirsutissimum。它们的观赏特性和背后蕴藏的故事如下。

1. 杏黄兜兰

杏黄兜兰因其非常罕见的杏黄花色，填补了兜兰中黄色花系的空白。花大色雅，花期长达40～50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

值。令人称奇的是，其花含苞时呈青绿色，初开为绿黄色，全开时为杏黄色，后期金黄色，堪称兜兰中的上品。

杏黄兜兰一经发现，便在国际园艺界引起轰动，在香港被誉为“金童”、“金兜”，在世界兰花展中屡获金奖。曾经在国际

上单株成交价高达8 000美元，这种近乎疯狂的炒作导致杏黄兜兰被滥挖滥采和走私出境特别猖獗，加上生态环境被破坏、

产地范围小、原生种群小等原因，目前杏黄兜兰已到了灭绝的边缘，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具有“兰花大熊猫”之称。

2. 白旗兜兰

白旗兜兰花型奇特美丽，中萼片为白色，上部向前弯曲成拱形，中间的蕊柱颇像青蛙两只凸出的眼睛，而绿色唇瓣膨大

呈口袋形状，活像青蛙的大肚子，因此，白旗兜兰在园艺界也被称作“小青蛙”。因其观赏价值高，招致人们的疯狂采挖，白

旗兜兰的野外生存状况岌岌可危。2012年，白旗兜兰被国家林业局列入救护繁育野生植物重点物种名单中。

3. 秀丽兜兰

又称龟背兜兰。因兜唇上的花纹犹如龟背的甲壳纹理而受到人们宠爱。

4. 紫纹兜兰

因其模式标本采自香港，在民间又被称为“香港小姐”，是深圳和香港地区迄今发现的仅存的一种兜兰。由于其稀有珍

贵，被《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国际一级保护物种，禁止自由买卖，所以又被称为“植物熊猫”。

5. 麻栗坡兜兰

麻栗坡兜兰叶片斑斓、花葶细长、花瓣青绿、唇瓣乳黄色，有“玉拖”的雅称，在兰展中屡获殊荣。其椭圆状披针形、有

尾尖的萼片、较狭的花瓣和水平伸展的唇瓣等特征在杓兰属中很常见，但在兜兰属中则属罕见。在发表这个新种时，陈心启

先生曾指出麻栗坡兜兰是最接近杓兰属的一个种。近年来，这种论点已被分子生物学研究所证实：它是兜兰属现存种类中

最为原始的类群，一个从杓兰属向兜兰属演化的中间类型或过渡类型，在研究兰科植物系统发育和演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科

学价值。同时，它也是兜兰属中为数不多的有香味的种类。

6. 带叶兜兰

随着开放程度的不同，带叶兜兰的花瓣会呈现不同的卷曲状态，十分有趣，被誉为兜兰中的“美娇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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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艺术点亮上植品牌  异国风情争艳国际花展

■ 文/蔡玉珠

2017上海（国际）花展以“精致园艺 美丽家园”为主题，举办了十大上植系

列活动，得到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其中“首届上海国际插花艺术季”贯穿国际

花展展期，来自中国、德国、荷兰、英国、泰国、日本等多位花艺师展露风采，各

类插花花艺展览活动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

在首届上海国际插花艺术季中，园区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了“春色满园”

花道展、英国&荷兰皇室婚礼花艺秀、日本花艺师摇篮Mami Flower花艺作品展、

中外名家插花花艺展、中外名家插花花韵展等，从插花艺术入手，通过多场不

同主题、兼具多国风格的插花艺术展览和活动，向大众普及插花艺术之美。

多国使者助力花展

作为国际化参展和布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尝试，经中德双方前期充分的

准备，多名德国学生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植物园共同参与此次国际插花艺术季

的展品准备和布展工作中来。博大精深的中国艺术文化让德国学生们大开眼

界，他们将东方特色和西方理念融合后，创作出了独特的插花艺术作品，为花

展主题活动的国际化获取了宝贵经验。

5月3日的“泰国日”活动，上海植物园为泰国驻沪总领事馆和泰国各支持

方代表专场教授了两场以泰式花卉为特色的中式传统插花课程和实践体验活

动，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推进中泰两国在园艺、文化、旅游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

和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插花展览增光添彩

“春色满园”花道展中共展出了51件日本花道作品，池坊的直立花、小原流的“写景盛花”、草月流的自由花、一叶式生

花的自然平衡⋯⋯每一花道流派各有千秋，为首届上海国际插花艺术季拉开了盛大的帷幕。

日本花艺师摇篮Mami Flower花艺作品展将各种自然素材运用到花艺作品里，让市民感受到插花“不用花”所展现的花艺

魅力。

中外名家插花花艺展和花韵展分别展现了插花艺术的惊艳与韵味。来自中、英、荷、日的花艺大师们用插花这种多彩的

艺术形式展现花之美、花之魅、花之韵。

插花沙龙扮靓生活

“春色满园”花道展期间，来自国际花道协会上海支部长的张俐女士开展了日本花道讲座及体验活动。张会长介绍了日

本花道的传统和流派，让大家DIY自由式插花。经过大家的巧作，每个作品都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造型。虽然花材简单，但留

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活动现场其乐融融，令参与者感受到了日式花道的魅力。

引领日本花艺设计潮流的日本花艺师摇篮Mami Flower Design School的资深花艺师们则将插花“不用花”的花艺课程带给热

爱花艺的市民朋友们。运用大自然的各种素材，尽情地玩耍和创作，你将发现花艺世界的广阔⋯⋯

插花表演点亮艺术

4月8日，世界排名第二的英国皇家御用花艺师Neil Whittaker、荷兰知名花艺师Mark Van Eijk和中国空间花艺大师宋涛齐聚一

堂，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英国&荷兰皇室婚礼花艺秀。通过大师的妙手巧思，呈现出让人惊叹的婚礼花艺效果。全程的详细

讲解，加上花艺模特为作品的走秀，呈现出一场世界顶尖水准的花艺表演，让观众们领略了英国皇室花艺与荷兰现代花艺的

魅力。

首届上海国际插花艺术季缤纷多彩的展览与活动受到了大批市民的追捧，不难看出大众对插花花艺的喜爱之情。各国、

各流派的插花在艺术上虽有共通之处，但各具特色，丰富了大家对花艺的认识。上海植物园希望所有爱花之人一起来感受

“花”与“艺”的美，享受插花，享受生活。

春色满园花道展 中外大师插花花艺展&花韵展日本花艺师摇篮Mami Flower的花艺作品展

德国使者助力花展

泰国日插花活动

花道老师现场指导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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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2017上海花菖蒲展上那些清新柔美的“三英花”

■ 文·图 / 胡真

花菖蒲花型独特、色彩清新，无论是盆栽、水植，还是地栽、瓶插，都时刻散发着高贵迷人的气

质。2017上海花菖蒲展通过室内外多种园艺布置形式，为大家呈现近100个花菖蒲品种。在植物大楼展

厅的精品展示区内，设计师通过盆栽陈列展示的形式，使观众们能近距离观赏到花菖蒲“一枝独秀”

的卓越之美。这在国内花菖蒲展中也属首次。

按照花型，花菖蒲可分为三英花、六英花、八重花和多瓣型。其中，三英花型即单瓣型：三枚外轮

花被片（垂瓣）大而下垂或平展，三枚内轮花被片（旗瓣）小而直立，尤为清新柔美，备受游客青睐。

葵之上 Iris ensata ‘Aoinoue’
江户古种。“葵之上”三字源自日本紫式部小说《源氏物语》中一位温婉、美丽女子的名字。明亮的紫红色纹脉从白色垂

瓣基部辐射至整片花瓣，纹理越往外延伸，分叉就越多，越为密集，由内而外散发着迷人的气质。

七福神 Iris ensata ‘Shichifukujin’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古老品种，虽然垂瓣外端微微外卷，但还是继承了江户系花瓣水平舒展的特点，适宜在高处俯瞰

观赏。垂瓣、旗瓣和柱头分别从边缘逐渐退晕至基部，自耀眼的紫红延展至透亮的黄白，仿佛是从花心投射出的夺目光芒。

伊那岚 Iris ensata ‘Hinodezuru’
与相比江户系古种，该品种略显“丰满”，拥有紫白相间绞纹的垂瓣，微微展开，像极了身穿紫色纱裙，轻舞飞扬、飘逸柔

美的舞者。

出羽之里 Iris ensata ‘Dewa No Sato’
江户古种，其花容简洁，古风浓郁。深浅不一的紫色条纹分布至整片垂瓣，深紫红的旗瓣犹如一只只乖巧可爱的兔耳

朵，齐刷刷地直立着，迫切地想要倾听爱慕者们的心声。

乙女峠（qiǎ）Iris ensata ‘Otome Tohge’
“乙女”意为种水稻的女人；“乙女峠”是古代江户地区山岭的名字，现为富士山地区的一处著名景点。淡紫色的花朵清

雅、无暇，正如在水稻田间劳作的女子，质朴无华、素雅如实。

玉手箱 Iris ensata ‘Tamatebako’
纯正的紫红色垂瓣活泼灵动，在绿色飘带状叶片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如果说江户古种是一位知性内敛的古典美女，

那么现代江户系品种‘玉手箱’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热情似火的现代丽人。

桃姬 Iris rensata ‘Momohime’ 
江户系品种，“姬”在日语中意为公

主。自花苞露色至花朵初开，其垂瓣呈现

出娇嫩的粉红色，花瓣轻柔丝滑，犹如少

女白里透红的脸庞。随着时间的流逝，垂

瓣逐渐卷曲收拢，色彩也逐渐退回到纯净

的白。该品种目前在国内仅此一盆，可以

说是精品中的珍品了。

长井白 Iris ensata ‘Nagaishiro’
作为一个古老的长井系品种，它拥有

纤细高挑的身材，纯白如雪的花瓣。朴素

却不失优雅，平淡之中彰显华贵气质。在

展厅众多绚丽多姿的品种里，显得那么与

众不同。桃姬 长井白

葵之上

出羽之里

七福神

乙女峠

伊那岚 

玉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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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漂洋过海来看你》作品
获2017香港花卉展大奖

■ 文·图 / 胡真

3月10日，2017香港花卉展览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正式开幕。应香

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邀请，上海植物园制作的景点《漂洋过海来看

你》代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参加了本届展览园林景点版块的展

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240多家参展机构同台竞技，获得“最佳设计大

奖”。

该参展景点旨在传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精神共鸣。两

座城市均为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的国际大都市。如何在土地资源稀缺的

情况下增加绿量，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是现代大都市面对的挑战，而

立体绿化则是一个上佳的解决方法。上海从2013年开始大力发展立体绿

化，截至2016年底，上海的立体绿化面积已达280万平方米。

景点《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核心理念为“拓展绿色 新型空间，完善

城市生态系统”，以体现上海城市发展的最新生态理念。

两座城市又均为远洋国际货运中心，作品选用了海运集装箱和货运

托盘这一可循环再用的材料，并巧妙地与本届花展的主题花“玫瑰”结

合。设计师通过植物花卉的搭配，展现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沿口绿化、

棚架绿化四大类立体绿化的精致形态，营造了一个浪漫的玫瑰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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酢逢对手，酢浆 草颜值排排坐

■ 文 / 修美玲  图 / 黄梅林  城市荒野工作室

在刚刚过去的2017元旦小长假，不少小伙伴已经迫不

及待地来到展览温室（二）的“一惊一‘酢’”展区一睹为快

啦。潜伏在现场的小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现在整理一下

大家的意见，排出此次展览中颜值最高的Top14（虽然小编觉

得它们都很美，颜值应该不相上下的）。快来看看是不是和

你的想法一样吧！

帕达丽斯酢浆草 Oxalis pardalis
原产南非。株高约7厘米，匍匐状，指状复叶3小叶，小叶

长条形。花色多样，有粉、白、橘红色等，秋季开花。

桃之辉酢浆草 Oxalis glabra
原产于南非地区。植株通常高5~8厘米，指状复叶3小

叶，小叶细长条形。秋季开紫红色花，花相对较大。因花量

大、花期长而被花友们戏称为“开花机器”。由于其枝叶稀

疏，所以栽培时一定要密植。

伞骨酢浆草 Oxalis cithara
原产南非。株高10~15厘米，叶呈伞骨状排列，小叶10

枚左右，细长条形。花梗细长，开白色花，喉部黄色，冬春开

花。

 

奶白蝴蝶叶酢浆草 Oxalis perdicaria
原产阿根廷、巴西及智利湿热地区。株高8~10厘米，指

状复叶3小叶，叶片较小，倒心形。冬春开金黄或白色小花。

 

鲑鱼色芙蓉酢浆草 oxalis obtusa ‘Salmon’
花色为鲑红色，即为鲑鱼的肉色。冬春季节开花，花量

多，花型也较大。株型紧凑，建议12厘米的盆种植1~2个球。

荧光酢浆草 Oxalis dentate
它是一个大花型的酢浆草种类，花的直径可达2.5厘米

左右。冬春季节开出醒目的荧黄色花朵，花期较长。种球比

较小。

微型酢浆草 Oxalis minuta
原产南非。株高5~8厘米，无主茎，指状复叶3小叶，小

叶卵形，叶边缘通常有毛。冬春开粉紫色花，喉部淡黄色。

粉花重瓣酢浆草 Oxalis nidulans ‘Pompom’
球根较小，即便是大球也只有黄豆大小，推荐10厘米

的盆可种3~5颗球。冬春季节开花，花较大，有1块钱硬币的

大小，花为粉紫色、重瓣。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容易达到

爆盆效果。

纳马夸纳酢浆草 Oxalis namaquana
茎细长，适合深盆垂吊种植。它是一个大花型的品种，

花瓣曲线柔美，亮丽的黄色非常抢眼，花期也非常长，从秋

天一直到夏初休眠，叶片类似OB酢系列，非常容易爆盆。

棒叶酢浆草 Oxalis aff . Herrerae
你能想象酢浆草中还有类似多肉植物的吗？棒叶酢浆

草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酢浆草”。其叶柄粗大，就好

像多肉植物的叶片一样。且其无球根，可以像多肉植物一样

扦插繁殖。该种原产秘鲁，春季开黄色小花。

一片心酢浆草 Oxalis simplex
一片心酢浆草的叶片不像大多数酢浆草那样有三个小

叶，而是只有一片爱心形的单叶。它属于酢浆草家族中的小

清新，绝对是情侣间赠送礼物的首选。小白花，喉部黄色，

花朵味道甜香。

黄花蝴蝶叶酢浆草 Oxalis lobata
叶片的形状好似蝴蝶张开的“翅膀”，因花为艳丽的黄

色而得名。它是一个花叶俱美的酢浆草。花量大，非常容易

爆盆。

双色冰激凌酢浆草 Oxalis versicolor
这种酢浆草的花从正面看是白色，但在花的背面有红

色和白色的条纹。所以，当花朵闭合时就好像红白相间的

双色冰激凌。冬春开花，花期长，原产南非西开普地区，生

于平地或低缓的山坡。

羞红OB酢浆草 Oxalis obtuse ‘Blush’
本次展览中颜值最高的绝对非它莫属啦！‘Blush’是一

个非常经典的OB酢品种。花大，花色粉红，粉嫩可爱，而且

很容易爆盆。冬春季节开花。

帕达丽斯酢浆草

桃之辉酢浆草

奶白蝴蝶叶酢浆草

伞骨酢浆草

鲑鱼色芙蓉酢浆草

荧光酢浆草

微型酢浆草

粉花重瓣酢浆草

棒叶酢浆草

双色冰激凌酢浆草

纳马夸纳酢浆草

一片心酢浆草

羞红OB酢浆草

黄花蝴蝶叶酢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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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国际）花展庭院景点的十一宗“最”

■ 文·图 / 胡真

伴随着桃红柳绿、樱舞飞扬，2017上海（国际）花展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园艺爱好者。作为上

海一年一度的综合性园艺盛事，十一年来各类庭院展示已成为了最传统的“保留节目”。十一年

来，花展的庭院景点从立体花坛雕塑、大色块花坛等较有距离感的布置手法逐步转型，给人最大

的感受就是，景点的色彩更加丰富，植物材料更为亲民，各类园艺新技术、新产品离我们的“花

样”生活也越来越近了。2017上海（国际）花展的中外庭院展示区依旧位于上海植物园二号门绿化

示范区，由十一座庭院“样板间”组成，以纪念上海（国际）花展十一年来的心路历程，既有沪上

知名园林单位、企业倾力打造的庭院作品，也有来自5个国家的国际设计师团队呈现的多元风格的

“异国”花园。到底这十一座花园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和期待呢？下面，请跟随我们一起细数

本届中外庭院展示区的十一宗“最”吧。

最令人神往的花园

每个园艺爱好者的心中一定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花园。种花剪草享受园艺的乐趣，再邀上三五知己在花园中，静赏园中

的春华秋实，感受溪水的灵动多情⋯⋯本届庭院类铂金奖得主《静谧的海风》以西班牙风情为基调，浪漫中带着一丝恬静，

优雅中透着几分悠闲。热情大方的三角梅、乐观向上的蓝冰柏、温馨雅致的建筑小品以及搭配精巧的自然花境，展现了生活

中最为美好、惬意的一幕。

最会“呼吸”的花园

随着“海绵”城市理念的推行，极具“海绵”特质的新材料在本次花展

中也得到了应用，如本次庭院类铂金奖得主《“海绵”宝宝》就是最具代表性

的景点之一。层次灵动的花卉布置和生动活泼的童趣装饰，仿佛令人置身在

一个充满童趣色彩的花园之中。“宝宝”有童趣，“海绵”是亮点，景点中所有

的庭院建筑材料采用了由参展单位自主研发的园林新材料——“海绵体园

林废弃物混凝土”。这些由园林废弃物混合制成水雾石、冰裂石、彩色地坪

等环保材料，具有透水、透气和保水的功效，将庭院的花墙、道路、台阶等变

得会“呼吸”了。

最富国学内涵的花园

“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景点《天伦之

乐》以中国传统国学成语故事为主线，绚烂的花卉、古

朴的竹亭、蜿蜒的小径与院内祖孙三代人物小品相呼

应，展现了一片其乐融融、趣味丛生的家庭场景，观者

无不会心微笑。园中的竹亭、竹门、竹篱、竹秋千、竹花

槽等精巧竹制小品展现了中国传统竹艺的风采，更体

现了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最“有爱”的花园

如果一座花园既能满足大人们拾花弄草的渴望，

又能满足孩子们活动嬉戏的功能，想必将是身为父母

的园艺爱好者们最为期待的吧。景点《童乐园》就将这

一愿望表现到了极致：庭院由两个部分组成，被各种庭

院植物包围着的休憩区，为大人们提供了一个乐享自

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而庭院中由沙坑、秋千、吊桥组成

的活动场地，则是为家中的孩子们准备的。园内甚至还

将院墙留白，孩子们可以在墙上尽情作画，留下童年最

美好的记忆。

景点《“海绵”宝宝》

中外庭院展示区景点《静谧的海风》

景点《天伦之乐》

中外庭院展示区景点《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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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情怀的花园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

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清晨打开屋门，在湿云之下看

院里柳枝新芽爆绿，桃树丛花含粉，禁不住沉迷于这因

阴而静的春光里，低语轻言醉于这短暂的浮生半日，也

算一梦之美吧？景点《记忆中的乡愁》在上届花展铂金

奖作品《欣海人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打造

了一座集旅游、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未来乡村缩影，将陶

渊明笔下那份洗尽尘俗的宁静、悠闲与现代繁华、便捷

的都市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呈现了“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抓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

最含深意的花园

迷宫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富含着古老的哲

学思想，其用意是通过复杂、曲折、不确定的道路，找到

出口或中心。由前捷克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学教授Dragan 

Bekic设计的《布拉格迷宫》，运用竹子，这一自然界中最

具柔韧性的材料，制作一个以竹子特色的小型迷宫花

园。设计师认为，自然界就像竹子一样，它可以根据人们

对其的作用力而由直变弯，由美变恶。以翠绿的肾蕨和

艳丽的三角梅点缀的外层竹林正如最初的自然界，让人

类心生美好，逐渐进入迷宫后，花卉渐渐减少，色彩逐渐

素雅，正如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历程，令人越发疑虑，最

后迷宫出口象征人类理解自然，走出困惑，求索迷宫般的

自然界。

最“世界”的花园

保护自然的第一步，是要研究自然，即为世间万物

分门类别。日耳曼科学家们不惜探足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走在了接触自然的最前沿。德国新锐设计师Bojan Bekic 

Klug主创的《百花世界》景点，采用麦卡托式世界地图投

影法，拟将场地规划为地理大发现前的早期世界地图样

板，运用5种规格的花箱以严谨的典型德式排列方式，

高低错落摆放，通过碎石路和石板汀步，抽象地表达了

大西洋和赤道，最终拼制成一个布满花卉植物的世界地

图，意在向走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最前列的科学先驱们

致敬。

最具气质的花园

在规则中追求自由，在自由中追求完美主义，在平

等中表现领袖气质，浪漫开放而活力四射，这也正是法

兰西民族精神的体现。由当代法国著名园艺工程大师

Philippe Bodson设计的《法式花园》，以法国的皇家庭院式小花园为设计基础。入口左边的咖啡角和蔷薇走廊，是法式园林设

计中优雅闲逸的法式生活方式的体现。场地中间的喷泉，将法国的浪漫与气势得到完美融合。园内规则式的布局看似简单搭

配，实则却在规则之下对灌木围墙、绿篱和整形植物进行自由合理地种植搭配，以此保证整体效果的精美呈现。

最耐人寻味的花园

在古罗马文化最后的正统继承者——东欧的正教国家中，橡树被视为最主要的精神图腾之一，代表着生机、力量和希

望。《橡树的古训》由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BOOTIS建筑事务所设计师Srdjan Bielobaba主创并参与施工制作。作品理念源自普遍

存在于巴尔干半岛，尤其以塞尔维亚为主的拜占庭文化，传承国家中的“橡树议会场”，它的原型在塞尔维亚的村庄经常可

以见到。其实花展景点内的“橡树”并不是一棵真正的树，而是采用废弃金属等的回收材料，以当代流行的“环境艺术”形

式，搭建起的一棵大树。周围点缀各种鲜花，整体呈现圆形的花园，体现了东罗马拜占庭文化的传承。

最有纪念意义的花园

作为上海（国际）花展办展十一年以来的第一个有国外官方机构正式参展的景点，《泰国园》为纪念泰国普密蓬·阿杜

德国王，以泰国九世皇推行的“自足经济”理念为主题，用哲学来点化生活，让人们明白发展理论应与自然法则和可持续发

展原则共存。景点将展位分为四个部分，其中，30%的土地建成水池用于储存雨水和养鱼；30%的土地种植了粮食作物，预示

可以确保一个家庭的粮食，能够自力更生；30%的土地用于种植果树等其他作物；剩余的10%土地建造了泰式凉亭、花园、家

禽养殖区等。这项“新农业理论”是“自足经济”哲学中一套合理管理土地、水资源以及农业生产要素的理论，也为泰国农民

创造最佳收益。

最“百变”、最“开放”的花园

熟悉上海（国际）花展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历届花展的庭院展示区中唯一一座允许游客进入的全开放式景点。2014年

建成的景点以“生活，因绿色而美丽”为主题，通过“历

史回声、绿色记忆和展望未来”三个篇章，表达了“让

精致园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美好愿望。2017年这座

见证了上海（国际）花展成长的“资深”花园，在园艺师

的精心装扮下，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本届花展该景点

名为《生态闵行，宜居家园》，以“生态宜居”为主题，

利用新颖的墙面绿化技术，栽植了各色天竺葵，打造了

一堵能够双面展示的“主题花墙”；通过花坛、花境、花

箱、花袋等多元化的花卉配置手法，展示了上百种各类

新优植物品种，体现 了城市景观的新风彩。

景点《记忆中的乡愁》

景点《布拉格迷宫》

景点《百花世界》

景点《法式花园》

景点《橡树的古训》

景点《泰国园》 景点《生态闵行，宜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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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海花菖蒲展浅析

■ 文·图 / 胡真

摘要：花菖蒲是日本传统名花之一，其花色清新、花容雅致，在世界园艺界大放异彩。本文总结2017上

海花菖蒲展的构思与实施过程，以期为今后花菖蒲的展示与应用提供参考，并通过文献查阅花菖蒲的

文化背景，确定了本次展览宗旨为花文化传播。本次展览展示4个花菖蒲品系近100个品种，通过精品

盆栽展示、花道艺术布置、家庭园艺造景和水体景观营造等多种形式展示了花菖蒲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独特之美。文章也分析了  本次展览的不足之处，以期在花菖蒲的后续研究与展览中加强和改进。

关键词：花菖蒲；盆栽展示；家庭园艺；水景花园

花菖蒲是隶属于鸢尾科鸢尾属的玉蝉花（Iris ensata）种

内杂交选育获得的一个园艺类群 [1]。由于这类鸢尾大部分

品种选育于日本，因此国际上又将其称为日本鸢尾。花菖蒲

在日本已有五百多年的栽培历史，发展至今已拥有 7个品系

约 5 000个品种，其花色清新、花容雅致，独具东方魅丽，在

世界园艺界享有盛誉 [2]。

2017年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上海植物园以“莫讶菖蒲

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为主题举行了国内首届花菖蒲展。

本次展览通过花菖蒲精品盆栽展示、花道艺术布置、家庭

园艺造景和水体景观营造等多种应用形式展示了花菖蒲独

特之美。

1 花菖蒲的文化背景

在日本，玉蝉花最早只有读音 ayame，意为“鲜艳的眼睛”。

玉蝉花外轮花被片基部有一枚貌似眼睛的黄色花斑。当置

身于花菖蒲盛开之处，会有一种被注视着的神秘感。而《大

言海》中提到 ayame为“文目”，远眺玉蝉花时叶片的确像

一束束美丽的条纹。日本飞鸟时代即中国的隋唐时期，中国

的端午节文化传入日本。当时的人们将菖蒲用于端午节仪

式用以辟邪除厄，并将叶形相似的菖蒲与玉蝉花混为一类，

以汉字“菖蒲”（shoubu）统称。后来发现两者不是一类植物，

便将玉蝉花改称为“花菖蒲”（ハナショウブ，Hanashoubu）

以此与菖蒲区别 [3]。因此，从字面来看，花菖蒲是开花的菖

蒲，但事实上两者亲缘关系甚远：花菖蒲属鸢尾科鸢尾属，

菖蒲为天南星科菖蒲属。

早期，带来稻谷丰收的稻田一直是日本人的心灵故乡，

田埂或山野的花菖蒲盛开时恰逢雨季，宣告栽秧时节到了。

因此，花菖蒲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平安时代，清少

纳言（966~1025年）在其美文集中《枕子草·节日》中提到五

月节皇室与平民在屋檐下插菖蒲的习俗，王公贵族们还会

在这一天在彼此往来的书信中夹带菖蒲，然后用与花菖蒲

同色的封纸包扎的趣事。平安时代末期，  大僧  慈円（1155~1225

年）编著的《  拾玉集》中有一首和歌描写了野生的花菖蒲：

野泽边 /雨初晴 /稻谷沾满露水 /在屋檐下摇曳的 /是花菖

蒲  。这首诗描写了屋檐下悬挂的菖蒲叶很像花菖蒲盛开的

情景。室町时代，日本最为古老的花道专集《 仙传抄》中记

载了花菖蒲已用作   “五节供花  ”。一条兼良  （1402~1481年）

在其所著的 《尺素往来》中将花菖蒲列入夏花系列，标志着

花菖蒲从山野开始走入庭院。花菖蒲和菖蒲作为端午节气

供花和初夏时令花卉，为当时增加了一份节日的雅致氛围。

江户时代初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又悄然发生了转变，整

个德川时代江户地区乃至日本全国极力追求自由不羁的生

活方式，他们偏好于那些奇特而又别致、华丽而又简朴的花

卉，因此栽培与选育花菖蒲成为了大名、武士等贵族们的风

雅之事。江户中期，开始出现带有图片的地锦抄，其中带有

散见的花菖蒲图谱，比如 1822 年松平定信在其所作的《  群

芳园草木画谱》中记载了其私人庭院浴恩园中栽植的 45种

花菖蒲。江户中后期，  左金吾松平定朝进行了近 60年的花

菖蒲选育，获得花菖蒲品种 300余个，世人尊称他为菖翁。

随着品种大量涌现和栽培日益规模化，花菖蒲逐渐在庶民

间得以普及，成为了江户时代园艺植物的先驱。明治维新和

二战后，日本现代育种学家又以江户时期的品种为基础进

图 1 堀切菖蒲花盛图（三代歌川

丰国，1859年），江户时代赏花菖

蒲逐渐在庶民间得以普及

行选育，推动了花菖蒲的进一步发展。

2017上海花菖蒲展以清代诗画家金农的诗句“莫讶菖

蒲花罕见，不逢知己不开花”为主题。显然，金农这一诗句

中提及的“菖蒲”是指自古供奉于文人案头的雅草——金

  线蒲（Acorus graineus）。但主创人员在此特意借用了诗中的“菖

蒲花”与“知己”两个关键词，旨在通过本次展览让赏花菖

蒲的人有如逢知己般的美好感受。

2 花菖蒲展的实施

本次展览以上海植物园植物大楼为中心展示区，包括

了室内展厅以及周边亲水平台和景观水体沿岸，共展示花

菖蒲 100个品种、2 000多盆，展示总面积超过 2 000m2。展

览以花菖蒲花文化传播与应用形式为特色，分别设立了花

菖蒲文化展示区、精品盆栽展示区、花道艺术展示区和水景

花园展示区。

2 .1 花菖蒲文化展示区

室内展厅设置于植物大楼室内展厅，展示面积约

750m2。此部分展览以“花菖蒲浮生三记”为题，分“初相见”、

“渐相识”和“终相伴”三个篇章来展示花菖蒲独特的雅

致之美。

1号展厅为花菖蒲文化展示区，以“初相见”为题来诠

释初遇花菖蒲的美好。展厅左侧通过图文资料系统地介绍

了花菖蒲分类地位、栽培历史和文化渊源。正对大厅入口处

设置了“游梦花园”的小品，在传统的月门中写意式露出枯

木与三五朵花菖蒲。背景墙则是以尾形光琳传世名画《燕子

花图屏风》为原形的喷绘作品。从月门中往里看去，显露的

花菖蒲与背景中的燕子花虚实结合，使人有犹入梦境之感。

图3  展厅波浪形背景为尾形光琳（1658~1716）的《燕子花图屏风》

图2 中国传统月门中写意

的花菖蒲，背景为尾形光

琳（1658~1716）的《燕子

  花图屏风》

2.2 花菖蒲精品盆栽展示区

2号展厅“渐相识”部分先以图文资料介绍了花菖

蒲的主要品系及其鉴赏和栽培要点。盆栽花菖蒲的优点

是可以灵活选择不同花期的品种分批展示，前提是要熟

悉每一个品种的花期。所选花菖蒲盆栽容器的材质为拉

毛紫砂花盆，颜色为暗沉的深咖啡色，风格质朴，以凸显

花菖蒲的清新。盆器为φ33cm×H32cm、φ26.5cm×H29cm、

φ21cm×H23.5cm、φ26cm×H18.5cm和φ18.5cm×H14cm等五

种不同规格。笔者团队将新鲜的苔藓盖在粗糙的盆栽介质

上，以使整个盆栽看起来更为精致。花菖蒲盆栽展示的立

柜有高低三种规格，分别为 50 cm×50cm×90 cm（长×宽

×高）、50 cm×50 cm×70 cm和 50cm×50cm×60 cm。8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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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围成一圈，中心位置悬吊直径为1 m的圆柱形纱帐，盆栽

上方则悬挂长度为1m的圆柱形 LED射灯。花菖蒲在柔和的

灯光与浅绿色纱帐的映衬下显得异常柔美，游客可以近距

离欣赏每一朵花菖蒲。设计师还将花菖蒲盆栽陈列于吊柜

中进行展示，正面看去犹如一幅幅立体的花菖蒲画作。

在 2号厅与 3号厅连接处的走廊一侧以“花菖蒲初夏

四重奏”为主题，在具有中日花菖蒲诗词的底图上粘贴花菖

蒲折纸，画面生动而有趣。在展厅的一角，笔者团队设置了

花菖蒲现场作画与折纸的活动区，该活动参与性强，受到

大众的喜爱。走廊另一侧则展示了花菖蒲的干花作品与花

菖蒲水粉画作。

本次展览室内展厅温度保持在 24℃、湿度 68%。这种

环境可以延长花菖蒲的花期。单花花期可以维持 3~4天，

单个盆栽可以持续 10~12天。

图4  室内精品花菖蒲盆栽展示

图5 花菖蒲折纸、压花和画作展区

图7 花菖蒲花道作品“花宴”

图11 花菖蒲水箱与雾森效果

图13  俯瞰花菖蒲浮床

图8 花菖蒲花道作品“缘遇”

图6 花菖蒲压花和画作 图9 花菖蒲花  道作品“初见” 图10 花菖蒲在家庭园艺迷你水景花园中的应用

2.3 花菖蒲花艺作品展

3号展厅“终相伴”的表现手法则为以花菖蒲为主要

花材的东方式花道艺术展。这些东方式花艺作品师法自然，

讲究意境，色彩淡雅，在中国画的背景下尽显古风雅韵。作

品总计 10件，名为“花宴”、“花镜”、“缘遇”、“花  辰”、“枯

花”、“花舞”、“花月”、“枯花”、“初见”和“丛生”。作品“花

宴”将鲜花装入杯中，是一场花的筵宴，流动的线条、丰富

的色彩，秀色可餐。作品“花镜”即花的镜子，从顶俯视的

作品，从近处观花，花中有你，你中有花。作品“缘遇”中圆

形容器与线条花菖蒲的相遇，充满着冲突，但又幸喜地融

合在一起，体现了花菖蒲花姿之优美。展厅两侧还有枯木

叠加而成的苔藓花园的小品，花菖蒲在其他绿植物的映衬

下显得格外突出，似有人从园中走过剪下花菖蒲随意插入

瓶中的感觉。

2.4 花菖蒲在家庭园艺中的应用

该展示区通过水生植物容器组合展示了花菖蒲在家

庭园艺中的应用，设立于植物大楼南侧亲水平台，展示面

积约 210m2。展示箱体板材为 6mm厚 PPI板，表面为深灰

色喷漆，内衬 20mm×40mm镀锌方管构架。板材与内衬

构架以螺栓固定，并采用硅胶密封板材连接处缝隙。箱

体长宽高以 200cm×100cm×45cm、150cm×100cm×45cm、

160cm×160cm×45cm三种规格主，通过拼装组合，形成一

条蜿蜒曲折的展示游线，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静距离观赏

面。选择的花菖蒲品种以植株高大开白色或紫色花的品种

为主，包括‘葵之上’、‘长井小紫’、‘初紫’和‘长井白’等

品种。为了避免喧宾夺主，与花菖蒲配置的其他水生植物

则以观叶型或小花型的挺水植物为主，包括菖蒲（Acorus 

calamus）、香蒲（Typha orientalis）、水葱（Scirpus validus）、

莎草（Cyperus rotundus）、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梭鱼草（Ponte  deria cordata）和千屈菜（Lythrum salicaria）等。笔

者团队也使用了少量的迷你型睡莲（Nymphaea sp.）和大漂（Pistia   

stratiotes）等浮叶植物，以增加小型水体景观的韵律和节奏感。

此外，水箱中放置的青蛙、鸭子和蜻蜓等体量较小的园林小

品使整个小型家庭水景妙趣横生。亲水平台沿岸设置的雾

森系统，更使整个迷你水景花园犹如仙境，引人入胜。

图12 河岸边的花菖蒲

2.5 花菖蒲在大型水体中的应用

此部分展示区设置于植物大楼南侧的水体中，展示面积

约1 000 m2。曲桥作为主要观展游线，两侧以规整式展示形式，

移步换景，由近及远，与水体周围环境相映成趣。由于该水

域较深，中心湖面及曲桥两侧均采用浮床栽植技术。中心

湖面通过蜿蜒的曲线布局，勾勒出一朵水中花菖蒲优美的

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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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花菖蒲在花境中的应用

设置于植物大楼南草坪至棕榈区水体沿岸，展示面

积 500m2。笔者团队通过花境布置的手法，在河道两侧岸

边的狭长空间中，进行花菖蒲地栽应用展示。鸢尾主题花

境以各色花菖蒲及其他鸢尾属植物为主体，并点缀美女

樱（Glandularia phlogi� ora）、毛地黄（Digitalis purpurea）、钓钟柳

（Penstemon campanulatus）和紫娇花（Tulbaghia vi  olaceaHar）等宿

根植物，以及喷雪花（Spiraea thunbergii）、金叶接骨木（Sambucus 

racemosa‘PlumosaAurea’）和菲油果（Feijoa sellowiana）等小型花

灌木。

和“园艺沙龙”分别邀请植物专家主讲“端午时节话菖蒲”

和“花菖蒲文化渊源与赏析”，“花艺表演”则由花道师进行

鸢尾花道讲座和花艺创作。与此同时，笔者团队亦在新华网、

中国上海、腾讯网、中国花卉报和上海植物园微信公众号等

各大新旧媒体上对本次展览进行了宣传报道。

4 总结与展望

本次花菖蒲展在展览形式和内容上做了创新，展示了

花菖蒲在各种园林绿化形式中的应用，基本实现了主题花展

“科学的内涵，艺术的外貌”的设展目标。在花菖蒲展期间，

上海植物园接待游客近 3万人次。专家同行与普通游客对

此次花菖蒲展表达了高度的赞誉，认为此次展览是精致园

艺的代表。

本次展览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提

升，如花菖蒲花色丰富而且清新淡雅，是东方式花艺制作

不可多得的优良花材，但花菖蒲花期短暂，作为切花仅能

开放一天，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投入。因此，未来笔者团队

考虑在延长花菖蒲切花寿命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包括培

育并筛选花瓣质地较硬的品种，研发可延长花菖蒲鲜切花

寿命的营养液等。同时，在花菖蒲品种花期调控上仍然需要

积累更多的经验，可以比较不同光强度、温度和湿度对盆栽

花菖蒲花期的影响以获得最佳光温条件。此外，花菖蒲耐

水湿程度有限，尤其在冬季需要控水，如何在超过 50cm较

深的水体中推广花菖蒲将是一个课题，在展示形式和景观

的营造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图14   花菖蒲在花境中的应用

3 花菖蒲展相关科普宣传

在花菖蒲展期间，上海植物园还组织了“自然课堂”、“园

艺沙龙”和“花艺表演”等主题活动，与游客进行积极的互

动，多角度宣传花菖蒲的文化与独特之美。其中“自然课堂”

参考文献：

[1] 胡永红, 肖月娥. 品种赏析、栽培及应用.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北京.
[2]肖月娥, 胡永红. 花菖蒲品种分类与种质资源概况. 现代园林. 2013,10(8):33-35.
[3]加茂元照. 1997. 花菖蒲语源考证.日本花菖蒲协会第25号会报.

来上植四季花卉温室，体验绿色惬意生活

■ 文 / 修美玲  图 / 黄梅林

绿色，是春天的主色调。万物复苏，满目青翠，令人心旷神怡！踏青时节的上海植物园，不仅有百花盛

开，还有精致景点，其中，位于四季花卉温室里的景点《惬意生活》，将带您感受绿色自然里的悠然时光。

《惬意生活》景点由韩国著名花园设计师Kwon Hyouk Moon和著名花艺师Noh Min Yeong共同设计，并荣获

了2017上海（国际）花展的最高奖项——铂金奖。该景点设计理念来自于“Bamgasi Maeul的稻草屋”。这种稻

草屋是韩国高阳市内Bamgasi Maeul小村庄的一种独特、传统的房屋样式。该花园选用当地人非常熟悉的木炭

墙作为主要材料，有茅草屋顶、院内有天井，以传达出当地对居民花草树木的热爱，传达了一种亲近自然、

惬意的生活状态。

在景点施工过程中，两位设计师对园艺的热爱、对细节的执着给上海植物园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在挑选植物的时候，两位设计师也非常用心。为了契合设计理念，他们选用的植物都是原产于韩国或

者是在韩国常见的温带植物。由于茅草屋、木炭墙、杉木篱笆这些元素的材质生硬、色彩偏暗，所以他们着

重选择了颜色偏浅色、线条感强的植物种类来柔化这些元素，比如喷雪花（Spiraea thunbergii）、百可花（Bacopa 

diffusa）、星花玉兰（Yulania stellata）和大花耧斗菜（Aquilegia glandulosa）

等。其中，作为主景树的星花玉兰也是上海植物园内首次展出。而一

些在上海地区常见的开花野菜，也被设计师巧妙地运用于景点之中，

如荠菜（Capsella bursa-pastoris）、阿拉伯婆婆纳（Veronica persica）、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欧洲油菜（Brassica napus）等，这些植物材料都让景

点更贴近生活，让游客更具亲近感。整个景点的植物配置既具野趣，

又恰到好处，植物配置“乱”中有序，处处透露出设计师的巧思以及

对园艺浓浓的爱，自然而然地也流露出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情感。

当您细细品味《惬意生活》景点时，便能体味到一种返璞归真的

感动，一种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嘈杂、混乱和压力，纯天然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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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青年盆景论坛始末

■ 文·图 / 王娟  王玥明  姜知其

摘要：中国是盆景艺术的起源国，也是如今盆景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而青年是盆景事业的未来和希

望，肩负着传承与发扬我国传统艺术的重担。由上海植物园、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花卉盆景赏石分会、

美国盆景协会、捷克盆景协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单位共同发起创办的“上海国际青年盆景论

坛”是全球首个以青年为主题的盆景大会。通过举办论坛，号召全世界有技术、有热情、有影响力的青

年盆景才俊来沪，进行交流互动，整合优质资源，让国际盆景圈了解盆景审美的“中国标准”。

关键词：盆景艺术；青年；上海国际青年盆景论坛

2017年 4月14日上午，上海国际青年盆景论坛（Shanghai 

International Youth Forum of Bonsai，简称 SIYB）在上海植物园隆重

召开，召集来自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杰出盆景青年代表。为

丰富内容，同期还在植物大楼举办盆景专题展，共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主题为“盆景与生 活”，将盆景作为生活中的

元素实景再现，通过盆景艺术的灵活运用，改变人们对盆

景的固有印象。以青年人的审美为标准，打造一场“颠覆”

2 上海国际青年盆景论坛的实施

本次展览开幕式在上海植物园隆重举行，并举办论

坛，号召全世界有技术、有热情、有影响力的青年盆景才

俊来沪，密切交流互动，整合优质资源。青年盆景艺术家于

14日下午进行盆景制作表演，同台切磋盆景技艺。为丰富

论坛内容，以植物大楼为中心展示区，举办盆景专题展，展

览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4月14日至 17日，主题为“盆

景与生活”，规划出微型盆景展区、韩国特色山野草区、日

本小微型盆景展区、中国精品盆景赏石书画展区，每个展区

的特色与风格各不相同，妙趣横生。展览中还特意展出了史

佩元先生的代表作“清奇古怪”，并设计了主题型的展示。

展厅设置于植物大楼室内，设立了微型植物展区，以中日小

盆景艺术家千岛满雄与张振雄两位大师的作品为主，来展

示小盆景的精致玲珑。一侧是小盆景艺术家千岛满雄的豆

盆栽。豆在日文里会形容“小小的”而用的字，故日本常称

高不足 5cm，放在手掌上都嫌地大的超级迷你小盆景为“豆

盆栽”。相比起现在较为流行的小品盆景，它们更加小巧精细，

一手轻松托起七八件毫不费力。另一侧是由小盆景艺术家张

振雄带来的三组盆景，分别是：黄杨木枯桩架，名曰：《枯

木群姿、迎春献翠》；组合盆景架，名曰：《雅致》；案式微

型盆景架，名曰：《七贤》。展出三组各有特色的微型、指上、

组合盆景供大家欣赏。

第二阶段4月21日至24日，主题为“未来盆景师作品展”。

展厅内每日定时由群益职校园林专业的学生带来主题活动，

有插花—胸花制作、山石盆景制作、石刻摆件雕刻。

三场表演同时进行，学生们通过专业课程学到的技

能进行现场展示，并纷纷将制作好的胸花等小礼品送给

观众。特别是现场雕刻的小石屋、小舟等摆件，更是活灵活现，

让观众们啧啧称赞。不少游客朋友们对学习插花、盆景、雕

刻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在展示表演中巩固了基础技能，

锻炼了能力，许多学生还在展览中承担了志愿者的工作，为

展览现场维持秩序。

3. 总结与展望

第一阶段以“盆景与生活”为主题，将盆景作为生活中

的元素实景再现，通过盆景艺术的灵活运用。改变盆景是“爷

爷辈的爱好”的既有观念，以及盆景展就是“两排桌子一条布，

盆景整体排排坐”的固有印象。“盆景与生活”展以青年人

的审美为标准，打造出了一场“颠覆”想象、充满趣味的新

型展览；第二阶段以“未来盆景师作品展”为主题，展品大

部分来自于专业学生，用稍显稚嫩却创意满满的作品，向公

众表达青年一代对盆景艺术的热爱与梦想，以及对传承、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想象、充满趣味的新型展览；第二阶段主题为“未来盆景师

作品展”，展品大部分来自于专业学生，向公众表达青年一

代对盆景艺术的热爱与梦想，以及对传承、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考。

1 盆景艺术的文化背景

盆景源于中国，是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之一，多数以植物

和山石为基本材料在盆内表现自然景观的艺术品。它以植物、

山石、土、水等为材料，经过艺术创作和园艺栽培，在盆中典型、

集中地塑造大自然的优美景色，达到缩地成寸、小中见大的

艺术效果，同时以景抒怀，表现深远的意境，犹如立体的缩

小版的山水风景区。

最早于 1972年在陕西乾陵发掘的唐代章怀太子墓（建

于 706年）甬道东壁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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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 论坛现场

参观盆景园

盆景技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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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花展团队着力打造家庭园艺“样板间”

■ 文 / 茅汝佳  图 / 黄梅林

作为2017上海（国际）花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优植物展示区以国内外新优苗木、花

卉品种展示为特色，通过园林园艺行业新优品种、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展示推广，提升花展的科

技含量，推动成果的创新应用。在该展区的室内品种展示部分，上海植物园温室管理中心团队

以“温室植物——生活的别样美景”为主题，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家庭园艺的“样板间”，搭建

起学习与借鉴的平台。

该景点选用了适宜家庭种植的、具有温室特色的植物来进行搭配布置，共有近100个种

（含品种），200余株植物，涵盖了桫椤科、仙人掌科、大戟科、景天科、苦苣苔科、兰科以及凤

梨科的植物。园艺师们结合不同植物的形态和特性，采用盆栽、垂吊等多种形式，与形态各异

的容器巧妙搭配组合，营造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观赏效果，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也许这些温室植物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每种植物背后都有属于它自己的

“故事”。

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是桫椤科桫椤属的蕨类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赞誉。桫椤是能

长成大树的蕨类植物，又称“树蕨”。桫椤的茎直立，中空，似笔筒，叶螺旋状排列于茎顶端，

是目前地球上唯一的木本蕨类植物。

杏黄兜兰（Paphiopedilum armeniacum），有“金兜”、“金童”的美称，是兰科兜兰属植物中最

具欣赏价值的物种之一，因其非常罕见的杏黄花色填补了兜兰中黄色花系的空白。杏黄兜兰花

大色雅，花期长达40~50天，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其花含苞时呈青绿色，

初开为绿黄色，全开时为杏黄色，最后转为金黄色，

堪称兜兰中的上品。

多肉植物则是指植物营养器官的某一部分，如茎

或叶或根（少数种类兼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具有

发达的薄壁组织用以贮藏水分，在外形上显得肥厚多

汁的一类植物。全世界的多肉植物共有一万余种，隶

属于100余个科。它们大部分生长在干旱或一年中有一

段时间干旱的地区，每年有很长的时间根部吸收不到

水分，仅靠体内贮藏的水分维持生命。

空气凤梨主要是指凤梨科铁兰属的植物，包含

近550个种及103个变种，是凤梨科家族中最多样的一

个类群。它们可以完全生活在空气中，不用泥土即可

生长茂盛，并能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它们品种繁多，形

态各异，既能赏叶，又可观花，具有装饰效果好、适应

性强等优点。

苦苣苔是苦苣苔科植物的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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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生境相对较隐蔽，很难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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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杂交手段，育种工作者已杂交出

很多适合家养且“颜值”极高的品种，让这些原生于野

外的“精灵”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灭顶之灾”。温室植物——生活的别样美景 杏黄兜兰

兜兰和苦苣苔

苦苣苔盆栽

空气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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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Bonsai where one might think:“Had it been 
possible to get any more curves into that bonsai?” and “How 
much did the artist think about beautiful women while 
bending the tree?” This juniper (Juniperus chinensis) was 
one of these trees. A fi rst look into the crown reminded me 
of psychedelic art and only the outer silhouette seemed to 
be something similar to bonsai. Since I was asked to restyle 
the juniper which did not have too many possibilities I had 
to do some signifi cant changes to form a bonsai out of it. 
Because the tree had to be styled in ashort period of time, 
a large quantity of branches had to be removed without 
thinking about air layering. The most diffi  cult task was to 
fi nd the right new front that allowed a new crown with the 
few branches which would be left over.

As usual I decided to first choose an approximate front 
so that possible changes of plan caused by unforeseen 
occasions remained realizable. I personally disagree with 
the idea to first draw a two-dimensional future of bonsai 
and in that manner construct a fi xed presetting that the artist 
desperately has to follow because in that way incalculable 
changes which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the tree’s design 
cannot be considered. The artist without any reason is then 
restricted to a certain design which is not always the best.

The new front was to be constructed somewhere on the 
original right-hand side which showed the most striking 
movement and allowed some taper due to choosing one of 
the thinner branches. Many of the existing branches though 
where without any taper at all so that these where out of 
question for a new crown. Plus several of these “spirals” 
were designed so massively against all aesthetic habits, 
that even by making use of heavy wiring they hardly ever 
could have supported a convincing concept. Therefore a 
little ‘saw massacre’ was logical consequence. Firstly a 
relatively long stub of each cut branch will be left as to 
allow easier removal of the fibers and consequently more 
dramatic deadwood. Secondly a cut is then made in the 
area where the former living cambium of the removed 
branches comes together with those of the future living 
cambium. This ensures that when removing the fi bers there 
is no accidental damage of the living cambium and the tree 
cannot be injured seriously. However the accomplished cut 
may only go as deep that it does not damage the heartwood. 
Otherwise it would later clearly be seen as any artificial 
intervention in the emerging deadwood (Jin). In the next 
step the branch stubs get split as much as possible to obtain 
many starting points for pulling down the fi bers. Once the 
fi bers have been removed the new deadwood can be fl amed 
briefl y to remove lint-like chips and give the new deadwood 

a clean “Finish” which is free of tool marks.

When styling junipers it is now to completely clean the bark 
as this is getting very diffi  cult after having done the wiring. 
By doing this the tree gains a lot of charisma due to the dark 
red bark that gets visible. First of all the large bark plates are 
removed, which can be peeled off  by hand or with spatula. 
After that the remaining areas are best to be prepared with 
a gentle sandpaper attachment and a corresponding multi-
function device. On this occasion Shari areas (deadwood 
areas on the trunk) often get visible which previously 
barely could be seen. As a result, the most ungrateful work 
begins: the plucking of all needle pads. Many bonsai people 
think that thick needle pads are ideal for a juniper tree but 
in fact the inner regions of these “pompoms” bald that 
much over time that the needle pads hardly can be reduced 
anymore. Additionally almost always a number of “multiple 
branches” arise in these “green hells”. That means many 
branches originate at one base and after a very short time 
already form hardly repairable thickening that permanently 
looks disturbing. 

A juniper should therefore regularly be plucked so that 
its proportions and the already established fine branching 
remain at the same level or even can be improved. 
Afterwards the tree gets wired. Sometimes this shows up 
additional branches that need to be removed. My objective 
always is “as much as necessary and as little as possible!”. 
A bonsai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neither by superfl uous nor 
too few branches! After completing the wiring of the tree it 
naturally looks completely disheveled.

For me this always is the moment when I finally put the 
brush on the canvas and can let my imagination run wild. 
The adjustment of a tree’s branches is a kind of reward for 
the craftsmanship before. Since I wanted to make the tree 
graceful but also balanced, I opted for a classic arrangement 
of the branches in an alternating sequence from the base 
to the top. As exciting details I chose a cascading main 
branch and the expressively sweeping second branch which 
therefore had to be moved closer to the trunk by using 
tension wire. In this the Jin areas underline the contrast 
between strict and classic and the exciting and emerging 
movement of the trunk.

In conclusion the tree went from a bad attempt that it was 
before to a tree with character which moves the viewer to 
an emotional assessment. The question of the appropriate 
new pot in this context is a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owner 
wants the tree to bear the more elegant or the more extrovert 
side of the design. For me an elegant round pot which is 
more masculine and more expressive due to mounted knobs 
seems to be a balanced mix which gives the tree a visual 
stability and balance. The next spring will tell if the juniper 
is then planted into a corresponding pot.

The Spaghetti-Juniper

Old front

 Old left side view

View of the disaster

 New front after removing the 
remaining branches

New Jin while 
processing

Carefully grind the 
bark at low speed

Pulling down the 
second branch with 

the help of additional 
tension wire

Lower left branch 
after wiring

Look from above with 
completely wired and 

arranged branches

The same tree without 
any changes except a 
virtual future pot by 

Peter Krebs.

 Tension wire for 
bending the second 

branch
Step by step from 
bottom to the top.

Clearly visible coarse 
greyish bark pieces 

Old back

 Old side view from the right and 
future new front

New front after the creation 
of the great Jin

New front after cleaning the 
needle pads and scarfi ng the Jins

Short process - removing most of 
the branches

Splitting a branch stub to form a 
Jin out of it

New Jin after pulling 
down fi bers 

Bark section after 
cleaning with 

sandpaper and multi-
function tool

These can readily 
be removed by hand 
or with a spatula to 
expose the beautiful 

red bark

New Jin after 
scarfi ng

While wiring I work 
step by step starting 
with the strongest 

branches and ending 
with the fi ner parts of 

the crown.

Bark section 
before cleaning 
with sandpaper 

and multi-
function tool

■ MAXIMILIAN WINFRIED E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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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花艺精髓弘扬非遗工匠精神
——上海植物园派员参加“2017中国传统插花研修班”

■ 文 / 沈菁  图 / 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

7月10日~15日，“2017中国传统插花研修班”在上海市插花花艺进

修学校举办，本次高级研修班的授课教师由国家级插花花艺大师王路

昌、丁稳林、梁胜芳、谢明四位老师亲自执教。

开班致辞振奋人心

开班典礼仪式上，中国插花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会

长徐文发致辞。徐会长表示，我们的课堂虽然不大，但是在园林大厦

的最高层。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大师与学员教学相长，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在这里切磋交流，你会真

正体会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短短的几分钟致辞，让在座的学

员们兴奋不已，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30年来，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和上海市插花花艺进修学校的插

花艺术家和老师们，始终以执着与努力，砥砺前行，传承中国传统插花

艺术。这些历经数十年风雨洗礼沉淀下来的高雅追求，仍深刻地影响

着从上海市插花花艺学校走出去的每一位学员。

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王路昌，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顾问，潜心研究插花艺术30余年，

技艺全面、功力深厚。他注重花艺装饰效果，色彩搭配和谐，线条流畅

自然，用材丰富，造型多变，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多次参与重大场合

花艺布置，并著有《海派插花》。

梁胜芳，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副会长，具有近30年的插花花艺从

业经验，作品细腻、具江南风情，插花风格“纤细、秀雅、意韵”。他孜

孜不倦地追求西洋花艺和现代花艺，著有《西洋花艺》。

丁稳林，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副会长，多年从事园林花卉和插花

花艺工作，作品线条流畅，手法精炼，兼具东方线条美和西方色彩美的

特点。多次获得全国性插花展览和比赛金奖、一等奖。

谢明，上海市插花花艺协会常务理事，具有30年的花艺经验，其

作品常以非同寻常的简练手法来表现花材的自然美韵和多姿婀娜，处

处体现了花的神韵和灵气。教学风格独树一帜，著有中英文双语《新

东方插花艺术》。

理论实践双管齐下

本次研修班为期6天，授课依次为王路昌—盘花、王路昌—瓶花、

梁胜芳—篮花、丁稳林—筒花、谢明—碗花、谢明—缸花。研修班采

用启发式、师生互动式等教学手段，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令人耳

目一新。理论部分主要讲述中国传统插花创作要点，而实践环节中，

学员们每天使用六大器型——盆、瓶、篮、筒、缸、碗之一，通过大师

们现场手把手教授传统插花的剑山固定技巧和自然固定技法，进行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创作。

盘——身浅、口大、水面广，因此插花时立足点选择的余地较

大。王路昌使用了剑山固定和枯木支撑花材，并应景地采用了荷花为

作品的焦点花，配以鸢尾叶、菖蒲叶等，一副恬静的初夏小景便展现

在学员面前，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了一丝凉意。由于盘的面积大，水面

空间广阔，可使花枝自由伸展，以及花艺师灵活多变的表现手法，一

幅大自然景色的写景式插花作品使亭亭玉立。王路昌老师认为，中

国传统插花是一门集植物学、美学、文学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他认

为中国传统插花就是借鉴了中国绘画的脉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的原则，注重内涵，讲究意境，追求师法自然，情景交融，线条

优美的不同形式。

瓶——最常见的插花器皿。它是东、西方传统插花中，尤其是中

国传统插花中最重要的一种插花表现形式，也是最富特色、最具代

表性的一种形式。瓶花具有一种崇高感和庄重性，善于表现花材的

线条美，尤以表现木本花材的各种线条与姿韵，更富美感与高雅之

气。王路昌老师认为，中国传统插花在创作过程中特别要注重线条

美、色彩美和构图美。线条是构成作品视觉形象最基本的要素，在

创作中要把握好线条形式美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要“枯而有生”，

所选花材枝条宜“枯木逢春”，即苍劲有润，展现生命力；二是要刚

柔相济，做到“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柔则银钩”；三是要 

是有质有韵”，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使作品具有诗情画意。

篮——篮花、花篮，着重不同，意义大相径庭。梁胜芳老师在课

堂伊始，就给全体学员抛出了一个问题：篮花，花篮，有什么区别？

花篮更突出“篮”，由于花篮一般质地轻盈，有供手提的篮把便于

携带传送，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为商品化礼仪插花。篮花，则更加注重

“花”的表现，更倾向于艺术范畴。创作篮花作品构图时，可将篮把

王路昌-盘花

丁稳林-筒花

梁胜芳-篮花 王路昌-瓶花

谢明-缸花（往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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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框景使用，巧妙应用可倍增造型美感。

筒——竹筒、木漆筒、笔筒。筒状容器皆为筒花。筒花源自

我国五代时期，盛于宋、金两朝，宫廷和民间广为应用。筒器又称

隔筒，可分为单隔筒、双隔筒等类型，构图比较灵活自由，善于组

合造型，选用花材简练、曲折、雅致者为佳。

筒花创作的实践环节，学员们第一次挑战了“撒”的固定方

式，即用木本植物的枝条做成“一”字、“十”字、“Y”字、“井”

字固定在器口，目的是把容器的口径变小，方便花材固定。将

“撒”紧紧固定在竹筒内不能松动脱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麦冬、肾蕨等细长的叶材，更是让学员们“束手无策”。但

大家没有放弃，卯足劲儿迎难而上，虽然用了比平时操作将近2倍

的时间，但最终都完成了自己的插花作品。

碗——相对于其他花器来说，碗是较容易取得的花器。花艺

中标准的碗应是开口较大，底部较小并有一定深度的器型。谢明

老师的作品使用了剑山固定，所有花材皆是由一个点出发，有如

一丛怒起的感觉。他强调：中国传统插花，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缸——是介于瓶和盘之间的矮身广口容器。缸花在空间的

表现上比较有深度，缸的腹部硕大而稳重，插花创作时表现花材

块状与枝条对比之美为主，较强调“体”，用大丛的花材与缸器协

调。谢明老师认为，在传统插花中缸口空间不易占满，需留白才

能体现传统插花的意境美。

学业有成传承精髓

中国插花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美的典雅艺术之一。

学习传统插花主要是要掌握其的自然美、线条美、意境美的

特征和起把宜紧、瓶口宜清的制作手法。插花艺术的固定手法是

不断发展的，虽然传统插花以自然固定、剑山固定为特色，但正

如王路昌老师所说，只要不露痕迹，使用花泥亦可，并不需要拘

泥于使用剑山和“撒”。

中国传统插花花艺，作为“非遗”项目，正方兴未艾。上海市

插花花艺协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国传统插花于八十年代初由蔡

仲娟等花艺大师搭起平台，进行了传承和创新，经过30年的传递

和发展，在全国享有盛名。此次高级研修班采取限量招生的办

法，以确保教学质量。

结业仪式上，学员们探讨学习体会，纷纷表示，四位大师

以博大精深的插花花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精湛的插花花艺技

术向学员们传授技艺，让大家学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插花技艺

的精髓。

短短的六天培训时间转瞬即逝，学员们学有所思，感悟真

谛；学用相长，收获满满。大家约定：明年继续来研修，将中国传

统插花技艺传承下去。

威斯丽花园参观感想

■ 文·图 / 吴伟

威斯丽花园建于1904年，总面积为53公顷，园内收集了超过3

万种植物，是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e Society)旗下花园中

最精致，也是英国最美丽的花园之一。花园内的展示区域有30多

个景点，包括岩石园、玻璃温室、玫瑰园、围墙花园、蔬菜园、野花

花园、草本园、中央草坪、高山植物温室等。园内主要运用花境展

示、主题花园展示、花田展示、容器展示、群落展示、植物生境模

拟展示等造景手法，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园艺植物，营造出优美的

景观效果。由于时间关系，笔者团队只能走马观花地参观威斯丽

花园的一部分。

大温室

这个温室与常见的温室差不多，被分为热带区、温带湿润区

及温带干旱区等三个区域进行种植展示。笔者团队参观温室当

日碰巧遇到了天竺葵展。温室内展示的天竺葵品种较多，虽然每

个品种的数量不多，但是通过自然的摆放，简单的搭配，简洁的

标牌，天竺葵与周围的环境实时地融合在一起，一切是那么的和

谐。这座温室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还兼顾景观效果，外观呈现教

堂造型，在湖面的环绕下，构成了威斯利花园中动人的景观。

谢明-碗花

精美的草坪

高山植物

天竺葵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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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代表性的岩石园

整个岩石园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北面朝

向，园内以低矮的针叶树、高山植物和球根花

卉为主，这些植物保证了季相变化。岩石园巧

妙地将岩石、花草、溪流融合在一起，呈现出

一面惊艳的花草天地，既模拟自然又高于自然

——这也许就是风景式造园的最高境界。最重

要的是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完全融于自然，在溪

水声的陪伴下，游客们拾阶而上，走在平缓舒

适的台阶，细细观赏着众多品种的花卉，真真

享受到一步一景的变化和惊喜。

岩石园的顶端有一个精致的高山植物区，

这里还有两个小温室。这片区域主要分为室

内、室外两个展示区，用于展示高山植物品种。

室内展示区主要种植了需要控制温度、水分的

玫瑰园

玫瑰园顺着一条笔直的花岗岩路从山下一直延伸到

山顶，草坪横向地把玫瑰园分割成小块面，便于游客近距

离观看、拍照。旁边各种月季、玫瑰实时绽放，花朵繁多而

且大，每株月季都是那么茁壮，很多月季的根茎都在2cm以

上，冠幅也达1m以上，高度有1人高，可谓是真正的月季树。

玫瑰园的月季等在鼠尾草、萱草等花灌木地衬托下，自然

淡雅。

围墙园

围墙园正如字面解释一样，是利用四周的墙壁围出一

个独立的花园。花园面积不大，每个面积都在100m2以内，

大大小小共有十几个，每个园子相互独立，但通过门、路等

有机都联系在一起。几乎每个园子四周的墙壁上都装饰以

垂吊或攀援性植物，这也是欧洲花园中常见的一种形式。

围墙园的每个园子都有一个主题，通过精巧设计和植物搭

配形成了高观赏价值、高参与度、高趣味性的小型展览花

园。这些花园在向游人展示新优培育品种的同时，也为他

们提供了植物搭配组合范例，使游人们在观赏的同时又可

以了解园艺知识，甚至亲自参与选择购买相应的植物，从

而丰富自家庭院。

高山植物种类，以块石搭建的梯田状石带为展示平台。室外展示区创造性地运用片岩组合成山体造型，犹如中国的山石盆

景，展示了不同品种的高山植物低矮的植物生活在石缝里、岩石边，有的甚至纠结在垂直的峭壁上。看到这些景观，笔者

不禁对韦斯利花园的园艺工作者肃然起敬。这也许就是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有力诠释。岩石园向游人展示了在“原

汁原味”的生长环境下，特定植物的生长状态。完美地展示出英国园艺师高超的技术水准，完满地把园艺和艺术有机的结合

在一起。

在岩石园的顶部还有一个小型的中国盆景园，来到这里笔者团队感到很是亲切。设计师给来自中国的盆景艺术做了一个

植物背景墙，虽然很西化、很独特，但又显得很和谐。 

蔬菜园

整个蔬菜园小而精致，每种蔬菜都规则地排列着。园内非常干净，即使在没种蔬菜的地方，土壤也呈现出整洁。不同苗

龄的植物有机地交替着，园艺师们在种植前都给植物门保留了充分的生长空间，从而减少拥挤倒伏现象。那些容易被害虫危

害的品种也细心地罩上网，保证植物良好的品质，标牌也清晰明了。

笔者团队参观时刚好有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地识别植物。看来在威斯丽花园，蔬菜园也承担着科普教育之

地的作用。

草坪 

威斯丽花园内的草坪是那么绿，那么平整干净，还有美丽的图案，精致得让人不舍得踩踏。通过长期的精心养护，才能

使草坪的长势如此之好。这里的草坪无论是设计上，种植上，还是养护上，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园艺产品商店

威斯利花园不仅拥有精致美丽的景观环境、丰富多彩的植物品种，在花园中心有个很大品种齐全的园艺植物商店。这里

有植物种子、苗木、花盆、容器、园林工具品种繁多，规格不同。园艺资材和园艺图书也是琳琅满目，还有各种精美的园艺衍

生品，相关产品也很吸引人，如植物精油、化妆品、纪念品、环保袋、小零食、饮料等。这时笔者团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商店门

口看到许多英国大妈推着装满宝贝的小推车。这些相关产品不但在推广园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为威斯利花园带

来了丰厚的收益。此外威斯利花园了解游客们的心理，来这里的游客大多数对园艺充满热情，为了满足游客们的需求，特别

建立了园艺产品商店，让游客在游览结束后仍对这座美丽的花园延续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真希望国内的植物园也能有一个

这样的全面、完美的园艺“超市”。

感悟

百年的威斯利花园以园艺应用推广见长，在几代伟大的园艺师们共同的努力下，花园风景如画。除了建筑物周围有小部

分传统的规则式庭院，整座威斯丽花园基本以风景式庭院为基调，自然化的庭院植物栽植方式为主要运用方法，以丰富多

彩的园艺和观赏植物品种营造出精致美丽的景观环境，威斯丽花园不愧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十大花园之一。

在那里笔者团队也亲眼看到不惜跪着养护植物的园艺工人，不禁感叹到园艺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偌大的一个花园没有

枯枝、杂草，花灌木都是进过精心修剪的，哪怕是在空地上土壤都是平整细腻的。整个园区的管理水准精确、及时，令人佩

服，完美地体现出英国园艺的超高水平！威斯利花园是一个不能仅用美丽来描述的花园，值得再次去学习！

岩石园

盆景展 蔬菜园

围墙花园

园艺超市



他山之石 他山之石

102 103

2017.1-2 2017.1-2

标题新闻

 1月，“上海植物园科普馆设备维修、改建及植物大楼装修工程”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进一步提升了我

园科普教育的功能和设施水平。

 2月10日，在元宵佳节来临之际，上海植物园在园职工食堂举办了“第三季上海植物园职工厨艺大赛”，

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

 3月，上海植物园荣获2016年度全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称号，及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2016年度先进集

体”称号。

 3月24日，上海植物园内新改建完成的盆景园以及黄母祠与2017上海（国际）花展一道登台亮相，与市

民游客们见面，一展海派盆景文化与孝义传承之地的深厚底蕴。

 4月，由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植物园和沈阳农业大学联合申报的《湿生鸢尾收集评价、选育与推广》

荣获第八届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4月6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系统内首个人才公寓项目——“上海植物园青年公寓”正式建成开

放，对稳定市局人才队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月22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文成立上海植物园北区改扩建领导小组和工程建设指挥部，局

党组书记、局长陆月星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方岩副局长任工程建设总指挥，标志着市局的“十三五”

重点项目——北区改建工作正式启动。

 6月，上海植物园工会委员会荣获了由上海市总工会颁发的“上海市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

 6月30日，上海植物园石菖蒲微型盆景展暨廉洁文化宣传周在园内植物大楼展厅拉开帷幕，本次展览

旨在将廉洁文化融入园艺展示，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

 上半年，上海植物园荣获2015～2016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以及2016年度“上海市无烟单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