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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双子叶植物玄参科

玄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著名中药材“浙八味”

之一，根药用，有滋阴降火，消肿解毒的功效。玄

参是我国特有种，目前仅在中国自然分布，且分布

范围广，变异大。玄参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目前

已是我国江浙地区普遍栽植的一类中药材，其喜温

暖湿润环境，耐寒，但由于受土壤、区域气候条件

和人为的影响，栽培很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域

不连续性，常集中栽培在某些地方，目前尤以浙江

地区（杭州、磐安和仙居等地）和四川栽培面积较

大，有成片种植的玄参。目前，在玄参植物化学及

有效药用成分方面已有较多研究，但在种群遗传方

面的研究甚少，而对于玄参野生和栽培群体的遗传

结构，栽培历史及栽培玄参的起源、种质资源保护

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仍待解决。

栽培植物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为物种栽培的历

史，栽培起源、人工选择所导致的遗传多样性瓶

颈，决定栽培性状的基因、栽培物种的遗传结构和

亲缘地理学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也为

Study On Domestication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Scrophulariaceae) Based On AFLP 
Markers

陈 川  李 攀  傅承新 / Chen Chuan  Li Pan  Fu Chengxin

基于AFLP标记的药用植物玄参的栽培起源研究

【摘 要】药用植物玄参（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是玄参科玄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我
国特产，是著名中药材“浙八味”之一。本研究运用双亲遗传的nrDNA的扩增长度多态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AFLP）探讨了玄参的栽培起源。结果表明：仅有限的野生个体参
与了玄参的栽培起源，多年的克隆繁殖使栽培玄参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已相当低，其中与栽培玄参关系最近的
是湖南平江HNW和江西冷水LSW两个野生群体，确定了这两个野生群体参与了玄参的栽培起源，而并非来
自浙江的野生群体。研究揭示野生玄参虽然分布较广，但资源日趋减少，部分野生群体拥有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是选育优质基因和优良品种的重要资源库，可以为玄参的栽培育种提供基础。
【关键词】玄参；AFLP；群体遗传学；栽培起源

Abstract: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known as one of the famo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

“Zhebawei”, used in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Scrophulariaceae, has a long 

history of widespread use in China.In this study, AFLP (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markers were 

applied to study the domestication of S. ningpoensis.Results revealed that genetic diversity in wild populations were 

higher than cultivated populations.AFLP Results of PCoA、Neighbor-Joining and UPGMA analysis were consistent, 

which showed that all cultivated populations grouped together with two wild populations: HNW and LSW, located in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respectively. This clarified that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S. ningpoensis were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 precisely, the HNW and LSW wild populations. That point contrary to current belief that Zhejiang 

Province was involved i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S. ningpoensis.Due to habitat deterioration and over exploitation, the 

wild genetic resources of S. ningpoensis have suffered rapid declines. But some native populations (LSW, JHW etc.) 

have high genetic diversity may contain special gene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lant’s growth and use.

Key words: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AFLP；Population genetics；Domestication

栽培品种选育、遗传多样性的保护等提供了理论依

据。因此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结合群体遗传学分析

手段来研究栽培药用植物的种质遗传结构及栽培起

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玄参作为广泛栽

培的中药材，不仅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也有很大

的经济价值，但是目前市场上所售玄参几乎全为

长期克隆繁殖的品系。因此, 全面研究玄参栽培

群体和野生群体的遗传结构，遗传多样性状况，

探讨其种质遗传资源，挖掘优良野生种群，是很

有价值的。

本研究旨在利用群体遗传学理论和方法，基于

栽培群体和野生群体的遗传结构、栽培起源和栽培

历史分析，对我国特有药用植物玄参的可持续利用

和资源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对国内25个群体（包括野生群体14个，栽培

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群体11个）的玄参样品进行AFLP分析，每个群体

8-22个样品。具体采样信息见表1。

1.2 方法

采用改良CTAB法[1]提取叶片基因组DNA。

AFLP分析采用6个引物组合：EcoRI-AAC 

(FAM)/MseI-CTC，EcoRI-ACA (FAM)/

MseI-CTG，EcoRI-ACC (HEX)/MseI-CAC，

EcoRI-ACC (HEX)/MseI-CTA，EcoRI-AGG 

(TAMAR)/MseI-CAG和EcoRI-AGG (TAMAR)/

MseI-CTC。具体的实验程序如下：

a酶切反应。酶切体系：DNA（100ng/μL）

2.5μL，Eco R I（15 U/μL）0.2μL，Mse I 

(10 U/μL)0.25μL，10×Buffer（Eco R I）

0.5μL，ddH2O1.55μL。酶切反应程序：37℃

3h，65℃10 min，4℃保温。b连接反应。连接

反应体系：10×T4 Ligase buffer1.0μl，Eco 

R I-adapters（5μM）1.0μl，Mse I adapters

（50 μM）1.0μl，Ligase（3U/μL） 0.1μl，

ddH2O1.9μl，经过酶切的DNA 5.0μl。连接

反应程序：16℃,12h，将连接反应产物稀释10

倍，置于-20℃备用。c预扩增。预扩增反应体

系：连接产物2.5µl，10×PCR buffer1.25µl， 

MgCl2(25mmol/L) 1µl,dNTPs (2.5mmol/L ) 

2µl, E primer (5umol/L) 0.5µl，M primer 

(5umol/L) 0.5µl，0.05µlTaq DNA Polymerase 

(Takara)，ddH2O 4.7µ l。预扩增反应程序：

72℃2min；94℃20sec，56℃30sec，72℃2min，

20个循环；60℃30sec。将预扩增产物稀释15倍，

置于-20℃备用。d选择性扩增。选择性扩增反

应体系：预扩增的稀释产物产物3µ l，10×PCR 

buffer1.25µl，MgCl2（25mmol/L）1.25µl,dNTPs 

（2.5mmol/L）2µl, E primer 0.8µl，M primer 

0.5µ l，BSA0.5µ l，Taq DNA Polymerase 

(Takara) 0.1µl，ddH2O3.6µl。选择性扩增反

应程序采用touchdown PCR：94℃5min；94℃ 

30sec，65℃－56℃（-0.7℃/cycles）1min，72℃ 

1.5min，13个循环；94℃30sec，56℃1min，72℃ 

1.5min，23个循环；72℃8min。e荧光检测。PCR

结束后，将产物稀释10倍，送上海桑尼生物技术公

司进行荧光检测，分析量内标为GS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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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将测序仪的结果导入软件Genemarker V1.9

（www.softgenetics.com），对条带进行统计。根

据峰值强度，统计60 bp-500 bp以内的条带，有条

带的计为1，无条带的计为0，将文件保存为EXCEL

格式的二进制矩阵备后续分析。

去掉峰值无法判读的个体，以及仅有一个个

体有条带或无条带的位点，统计总条带数目，计

算多态性条带百分数。利用AFLPDAT软件[2]计算

Nei’s遗传变异程度。利用ARLEQUIN 2.0[3]进

行AMOVA分子变异分析，计算群体间分化系数

Fst[4]。利用PHYLIP软件[5]进行Nei遗传距离的NJ树

分析，bootstrap值设为1000。利用MVSP[6]进行个

体的PCoA（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分析。

利用POPGEN[7]进行群体的UPGMA分析，计算遗传

一致度（I）和遗传距离（D）等指数。

2 结果

2.1 条带统计与遗传多样性分析

6个引物组合共扩增出461条条带，经手工调

整，去掉峰值不好的个体，根据genemarker软件

的峰值图，只取可辨别的峰值清晰的条带），去掉

仅有一个个体具有或缺失的条带，以及不能重复

扩增的条带，最后共计有315个个体共扩增出289

个稳定、清晰、可判读的条带，其中261个条带

（90.31%）具有多态性。扩增片段长度为68-451 

bp。各群体所含有多态性片段数目（FP）、多态条

带百分数（PPF）、观测等位基因数目（NA），有

效等位基因数目（NE），遗传多样性指数（h），

Shannon多样性指数（H）见表2。作为内参的样品

每个引物组合重复3次，并进行条带统计。其中，有

一个引物组合扩增的一个位点在3次重复实验中有2

次不能重复获得，因此，这6对引物的平均扩增计数

错误率小于5%。

玄参AFL P结果显示（表2），遗传多样

性程度最高的群体是安徽天堂寨的LAW野

生群体（h=0.1614），遗传多样性最低的群

体是四川广元SCC栽培群体（0.0 0 7 6）。野

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普遍高于栽培群体

（栽培群体的h=0.0076-0.0875；野生群体的

h=0.0791-0.1614）。从扩增的多态条带数目来

看，多态性条带的百分比在野生群体中为22.15% 

-50.87%，以安徽天堂寨LAW群体的多态性条带

百分比最高（50.87%），浙江磐安TWW群体的多

态性条带百分比最低（22.15%），浙江天目山有

三个群体TM1W、TM2W和TNW，分别位于天目

山的山脚，半山和山顶（海拔呈上升趋势），这三

个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也呈依次上升的趋势（h指数

分别为0.0821、0.1175、0.1325；多态性条带百分

比分别为23.18%、37.02%、44.29%）。在栽培群

体中，多态性的条带的百分比为3.11%-27.68%，

其中湖北恩施NSC群体多态性条带百分比最高

（27.68%），四川广元SCC群体多态性条带百分比

最低（3.11%）。假设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

计算群体间的基因流NM＝0.3181，小于1，表明群

体间的基因交流程度非常有限。

2.2 群体遗传结构

2.2.1 AMOVA分子方差分析

将所有群体分为栽培群体和野生群体2个组进

行分组分层分子变异分析（表3），一共检测到

61.69%的遗传变异，其中19.62%来自于栽培和野生

的组间变异，42.07%来自于组内群体间变异。在栽

培玄参中76.97%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群体间，23.03%

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群体内（FST=0.76974）；在野

生玄参中39.60%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群体间，60.40%

的遗传变异来自于群体内（FST= 0.39605）。

2.2.2 PCoA分析

PCoA分析的结果（图1）主要显示了两组：组

I包括了大部分野生群体和南宁NNC栽培群体；组

II包括了大部分栽培群体和冷水LSW、湖南HNW

两个野生群体。结果揭示栽培玄参和野生玄参已经

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遗传分化。另外，从图上可以看

出，在组II中部分栽培群体聚在一起，如福建光泽

GZC、浙江仙居XJC和部分磐安PAC群体聚在一起

并与其他栽培群体相距较远。这表明了在人为选择

压力下，栽培玄参也出现了遗传分化。

2.2.3 Neighbor-Joining分析

利用AFLPsurv软件计算Nei’s遗传距离，然

后运用PHYLIP软件进行基于Nei’s遗传距离的

Neighbor-Joining分析（bootstrap值为1000），

如图2。NJ树（树型选为rectanglarcladogram，因

此枝长一致)，外类群是北玄参（S.buergeriana）。

大部分分支（仅7个分支支持率小于50%）的支持

率大于50%的bootstrap值 (1000次重复抽样)，因

此，该Neighbor-Joining很好的反映了各个玄参群

体间的关系。显示广西南宁NNC栽培群体与江西

马头MTW野生群体聚为一支，但是支持率不高；

其余的栽培群体与湖南平江HNW野生群体聚为一

支（支持率是87%），以江西冷水LSW野生群体为

根（支持率100%）。表明HNW和LSW参与了大部

分栽培群体的起源。而在栽培玄参（除了NNC群

体）中四川SCC栽培群体和陕西杨凌YLC栽培群

体聚为一支（支持率99%），另外，湖南龙山LOC

和陕西镇坪ZPC的亲缘关系较近（支持率99%），

磐安PAC和仙居XJC栽培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近

（98%），福建光泽GZC群体和浙江的栽培玄参

（XJC和PAC）形成一个聚类支（支持率100%）。

表1：玄参群体编号、采样地点、经纬度，以及不同分子标记所用的群体和个体数目

Table 1：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population index, sampling location, longitude and latitude; numbers 
of populations and individuals used in experiments of different molecular markers

群体名称 地点 海拔(m) 经纬度 凭证号 个体数

GZC 福建光泽 234 117°20′, 27°32′ LP0805GZ 15

JFC 重庆金佛山 1282 107°12′, 29°00′ 0810321 13

SCC 四川广元 594 105°47′, 32°27′ 20070705 19

XJC 浙江仙居 63 120°44′, 28°51′ 20060601 10

PAC 浙江磐安 356 120°24′, 28°54′ 20060602 16

YLC 陕西杨凌 459 108°04′, 34°15′ LP20080811 10

ZPC 陕西镇坪 1013 109°33′, 31°45′ LP20090610 10

KKC 广州绥阳 1572 107°09′, 28°13′ WY20090618 8

LOC 湖南龙山 843 109°43′, 29°36′ ST20090601 10

NNC 广西南宁 90 108°22′, 22°51′ LP20090520 9

NSC 湖北恩施 1606 110°12′, 30°44′ ZZ20080721 10

HNW 湖南平江 1428 113°49′, 28°38′ 20070821 15

JGW 江西井冈山 975 114°07′, 26°35′ 0708J029 15

JHW 安徽九华山 1246 117°49′, 30°28′ 20080507 22

JMW 河南军马河镇 673 111°25′, 33°28′ 20070703 13

LSW 江西冷水 80 117°11′, 28°15′ 20070701 15

MTW 江西码头 101 115°53′, 29°27′ 20070702 15

PTW 浙江普陀 17 122°23′, 30°00′ 20080527 9

THW 浙江天台 960 121°05′, 29°14′ LP0910919 14

TNW 浙江天目山 1477 119°25′, 30°20′ LP0906TMS 14

TTW 浙江宁波 348 121°47′, 29°48′ 20071001 10

TM1W 浙江天目山 315 119°26′, 30°19′ 200610001 10

TM2W 浙江天目山 266 119°29′, 30°19′ 20070706 10

TWW 浙江磐安 469 120°23′, 28°54′ 20060901 9

LAW 安徽天堂寨 492 115°47′, 31°11′ LP0906508 14

群体编号以C结尾的是栽培群体，以W结尾的是野生群体



008
科
研
科
技·

SC
IEN

C
E A

N
D

 T
EC

H
N

O
LO

G
Y

009
科
研
科
技·

SC
IEN

C
E A

N
D

 T
EC

H
N

O
LO

G
Y

一组；7个栽培群体（SCC、YLC、NSC、KKC、

JFC、LOC、ZPC）与两个野生群体（HNW和

LSW）形成一组；其余的12个野生群体与NNC栽培

群体形成另外一组。

3 讨论

3.1 人工栽培对玄参遗传多样性与群体遗传结构的

影响

通常人工栽培和驯化会导致作物遗传多样性的

改变，引起奠基者效应和遗传瓶颈等[8]。早期的农

作活动只选取了有限的野生个体进行种植，野生祖

先种中大部分的遗传多样性没有被保留至现在的栽

培种中，同时，最先被选取种植的野生个体中的等

位基因在后代的栽培种中会变得普及[9]。此外，在

人工选育下，只有长势好、品质优良的个体的种子

表2：基于AFLP结果对玄参25个群体的群体遗传多样性统计

Table 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opulation genetic diversity of 25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populations 
based on AFLP results

N NA NE h H FP PPF GST NM

Cultivated

GZC 15 1.0796 1.0253 0.0177 0.0295 23 7.96

JFC 13 1.2491 1.1515 0.0875 0.1307 72 24.91

SCC 19 1.0311 1.0114 0.0076 0.0123 9 3.11

XJC 10 1.0484 1.0236 0.0149 0.0232 14 4.84

PAC 16 1.0657 1.0226 0.0150 0.0247 19 6.57

YLC 10 1.0796 1.0326 0.0215 0.0345 23 7.96

ZPC 10 1.1211 1.0597 0.0371 0.0576 35 12.11

KKC 8 1.128 1.0821 0.0467 0.0694 37 12.8

LOC 10 1.1349 1.0458 0.0324 0.0537 39 13.49

NNC 9 1.1592 1.0976 0.0578 0.0864 46 15.92

NSC 10 1.2768 1.1427 0.0874 0.1346 80 27.68

Wild

HNW 15 1.3322 1.1797 0.1083 0.1649 96 33.22

JGW 15 1.4256 1.2273 0.1369 0.2088 123 42.56

JHW 22 1.5052 1.2271 0.1405 0.2195 146 50.52

JMW 13 1.3668 1.1982 0.1197 0.1825 106 36.68

LAW 14 1.5087 1.2677 0.1614 0.2469 147 50.87

LSW 15 1.4394 1.2559 0.1503 0.2260 127 43.94

MTW 15 1.4221 1.2135 0.1291 0.1985 122 42.21

PTW 9 1.2422 1.1340 0.0812 0.1235 70 24.22

THW 14 1.4498 1.1980 0.1233 0.1943 130 44.98

TNW 14 1.4429 1.2196 0.1345 0.2078 128 44.29

TTW 10 1.4118 1.2271 0.1374 0.2092 119 41.18

TM1W 10 1.2318 1.1402 0.0821 0.1231 67 23.18

TM2W 10 1.3702 1.1929 0.1175 0.1806 107 37.02

TWW 9 1.2215 1.1331 0.0791 0.1187 64 22.15

Cultivated 130 1.654 1.2591 0.1554 0.2422 189 65.4 0.7568 0.1607

Wild 185 1.8893 1.3385 0.2171 0.3466 257 88.93 0.4352 0.649

Species 315 1.9031 1.3551 0.2202 0.3481 261 90.31 0.6111 0.3181

NA: Observed number of alleles;NE: Effective number of alleles [Kimura and Crow (1964)];h:Nei's (1973) gene diversity; H:
Shannon's Information index [Lewontin (1972)];NM:estimate of gene flow from GST or GCS. E.g., NM= 0.5(1-GST)/ GST; 
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population; FP: the number of polymorphic fragments;PPF: the percentage of polymorphic 
fragments

表3：进行分组后的分子变异（AMOVA）分析结果

Table 3：AMOVA results after grouping of populations

Regional 
grouping of 
populations

Sourceof variation d.f. Sum of squares
Variance 

components
Percentage 
of variation

F-statistics

Cultivated
Among populations 10 2251.916 18.72650 76.97 FST =0.76974

Within populations 119 666.615 5.60181 23.03

Wild
Among populations 13 2451.695 12.85266 39.60 FST= 0.39605

Within populations 171 3351.516 19.59951 60.40

Amonggroups 1 1299.331 7.09433 19.62 FCT= 0.19616

Cultivated
vs. wild 

Amongpopulations
withingroups

23 4703.610 15.21535 42.07 FSC= 0.52339

Within populations 290 4018.131 13.85563 38.31 FST= 0.61688

图 1   利用 MVSP 对 25 个玄参群体（共 315 个个体）的 AFLP 结果进

行主成分分析，三角形的标示表示的是栽培玄参，圆圈的标示表

示的是野生玄参。

PCoA analysis of 25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populations (315 individuals) AFLP results using MVSP

图 2   基 于 Nei’s (1979) 遗 传 距 离 的 25 个 玄 参 群 体 AFLP 数 据 的

Neighbor-Joining 分析

Neighbor-Joining tree of 25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ey populations AFLP results based on Nei 1979 distance 
method.

图 3  Structure 计算结果（K=3）

Results of Structure analysis (K=3)

2.2.4 STRUCTURE 分析

用Structure软件分析时，K值设为1-25（K值最

大为群体数）。当K=3时，DeltaK值最大，表明3是

最适K值，当K大于17以后，DeltaK值均为0。

当K=3时，基于贝叶斯算法的Structure结果与

UPGMA聚类分析和PCoA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一致

（图3）。三个栽培群体GZC、PAC、XJC与其他

栽培玄参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形成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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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被保留下来继续播种，这样的筛选导致了遗传

瓶颈效应，基因组中大量的等位基因因此丢失，引

起遗传多样性的下降[10]。许多作物都只保留了野生

祖先种中一小部分的遗传多样性。Londo在2006 年

研究了栽培稻的起源，结果表明栽培稻的遗传多样

性水平显著低于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并且栽

培稻（O.sativa）在驯化过程中受到了强烈的遗传

瓶颈效应[11]。Eyre-Walker 在1998年的研究揭示了

玉米（Zea mays）在驯化过程中经历了奠基者效应

和历时较短，强度较轻的瓶颈效应[12]。还有很多研

究都表明栽培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程度低于野生群体

[13-17]。

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中药的玄参虽然有近

1000年的栽培历史，但仍然属于栽培早期，还未被

完全驯化。然而，AFLP分子标记却揭示了与农作

物类似的群体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的变化。栽培

玄参的多态性条带百分比为65.4%，远低于野生玄

参的多态性条带百分比88.93%（表2）。栽培群体

的遗传变异大部分存在于群体间，由于栽培群体的

基因型只来源于少数野生群体，且通过长期的人工

选育而保留了下来，各个栽培群体已经出现了分

化。这些结果反映了玄参在栽培过程中丧失了大量

的遗传多样性，表明一个物种在驯化过程中，即使

形态上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在遗传上已经与原有

野生群体有了显著分化。这些都是由奠基者效应、

人工选育和克隆繁殖引起的。栽培玄参体现的遗传

多样性水平的降低程度已经与许多被完全驯化的农

作物相当了[18]。

遗传多样性降低的程度取决于驯化过程中参与

栽培起源的群体大小，以及驯化时间的长短。作为

一种中药，玄参的栽培历史并不长，最初人们直接

利用的是野生玄参，并且在中药的范畴，野生资

源的品质往往优于栽培的。因此中药的栽培起源不

像农作物那样规模庞大，人们只是零星的种植从野

外挖回的玄参，便于取材。所以只有有限的野生个

体参与了玄参的栽培起源，从而导致了现今的栽培

玄参只保留了一小部分野生玄参的遗传多样性。玄

参的药用部位是根，为了缩短生长周期、筛选块根

肥壮的个体，药农会直接选取大的块根进行营养繁

殖，产出下一代。同时，为了保存更多的营养供给

根部的增长，在开花前，药农就会把玄参的顶端去

掉。这样的筛选、培育方式阻止了栽培玄参的有性

繁殖，完全的无性繁殖是导致栽培群体遗传多样性

下降的主要原因，使得少数的等位基因在栽培群体

中被迅速地固定下来。这样的培育方式使得玄参虽

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加强了人工选择的效应，甚

至已经开始影响栽培玄参的形态了。在玄参的同质

园实验中，野生个体的高度普遍高于栽培个体[19]，

这可能与栽培个体长期被“去顶”有关。另一项

研究是基于野生玄参与栽培玄参的高效液相色谱

（HPLC）分析，结果显示了野生玄参与栽培玄参

在化学指纹图谱上已有了明显的分化[20]，也反映了

人工选择的作用。其它在栽培过程中采用克隆繁殖

的中药，如元胡（Corydalis yanhusuo）等也显示出

相同的遗传结果[21]。

玄参较高的遗传分化来自于地理隔离和有限的

基因交流。若NM>1，表明基因流足以抵制遗传漂

变的作用；若NM<1，表明基因流不能抵制遗传漂

变的作用，导致遗传漂变成为影响群体遗传结构

的主要因素[22]。由POPGEN基于Nei’s and Li’

s遗传距离计算的玄参群体的基因流：栽培群体

是0.161，野生群体是0.649，物种水平的基因流

NM =0.318，三者均小于1。说明不论是栽培玄参

还是野生玄参的群体间基因交流都非常有限，而且

基因流的作用无法抵消遗传漂变的影响。在栽培

群体中，导致基因流小的原因是无性繁殖和“去

顶”处理；在野生群体中，由于现有群体均分割在

几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生境中，花粉和种子的

传播能力较弱等因素，导致了群体间的分化。另

外，Structure结果分析发现福建光泽GZC、浙江

仙居XJC和浙江磐安PAC三个栽培群体已经与其

他群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AFLP分子标记的

AMOVA分组分析表明栽培群体的FST值显著大于

野生群体的，从而也反映了栽培玄参（无性繁殖）

与野生玄参（有性繁殖）繁殖方式的差异。

3.2 玄参的栽培起源

本研究中AFLP分子标记的NJ分析结果显示，

除了南宁NNC栽培群体外，其余的栽培群体已与大

部分野生群体间出现了遗传分化并聚为一个亚支。

NNC群体取自广西南宁植物园，该玄参直接引种

自野外，在种植期间一直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种子

繁殖，并且未经历过人工选育。因此，在此可以把

NNC群体排除在栽培群体外。在NJ树中，可见其

余栽培群体的分支与野生的湖南平江HNW和江西

冷水LSW群体一起形成一个支持率为100%的分支。

此外，PCoA分析也表明栽培玄参与HNW和LSW

两个野生群体有较近的亲缘关系，都位于分支II，

而其余的野生群体则聚在分支I中，与它们有着明显

的遗传分化。因此可以推测湖南平江HNW和江西

冷水LSW这两个野生群体参与了栽培玄参的起源，

是现今栽培群体的主要来源和祖先群体。由于玄参

（S.ningpoensis）是Forbes and Hemsley基于宁波

天童的标本命名的[23]，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栽培的

“浙玄参”起源于浙江，但是，从本研究结果可以

明确：栽培玄参的祖先应该在江西和湖南一带。

中药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道地性。不同产地

的同一种药材的药效、品质是不同的[24]。道地药材

是指特定的产地所出产的历史悠久、品质优良，炮

制考究、疗效突出、优质高产的著名药材。同时，

这个特定的产地也被称为道地产区。不同的药材有

不同的道地产区，浙江所产的玄参是著名的“浙八

味”之一，为传统道地药材，同时《药物出产辨》

也有记载：玄参“产浙江杭州府”[25]。AFLP分子

标记也很好地揭示了浙江道地玄参的遗传基础。从

Structure分析发现，XJC、PAC和GZC三个栽培

群体处于一个单独的基因库，与其他的群体没有共

享。其中，PAC和XJC群体都是浙江的栽培群体，

GZC群体位于福建光泽，因为野生玄参在福建没有

分布，所以当地的栽培玄参必定引种自其它地方，

据当地药农称，福建光泽的玄参引种自浙江。从而

进一步揭示了浙江道地玄参在遗传背景上已与其他

栽培玄参有了分化，成为了单独的一支，为其道地

性提供了遗传依据。杨舒婷的研究也表明浙江产区

玄参的化学成分多样性普遍较高，从植物化学方面

揭示了浙江玄参的道地性[19]。

3.3 玄参的栽培育种与野生群体的保护

遗传多样性是物种长期生存和保持进化潜力的

物质基础，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部分 [21]。本

研究根据 AFLP 分析发现，栽培玄参的遗传多样性

远远低于野生玄参。野生群体保留了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并且与栽培群体是同一物种，不存在生殖隔离。

因此可以从野生资源中挖掘优良的基因和品种，用于

玄参的栽培育种。目前，种植的玄参存在着抗病力

差，易受病原体感染的问题。玄参的主要病害有：由

病原 Septoria scrophulariae West. 引起的叶枯病；由

病原 Phyllostica Scrophularia West. 引起的叶斑病和

由病原 Phyllostica Scrophularia Sace. 引起的斑点病

[26]。病原菌在生长期产生分生孢子借风雨传播，因此

若有一株玄参被感染，会扩大到整个种植区，进而影

响产量及质量。所以有必要从野生玄参中寻找抗病基

因及优良品种，用于栽培玄参的品种改良，解决目前

玄参种植中出现的病害问题。

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玄参是个广布种，

自然群体一直从中国的东部分布延伸至中部。但是

在我们的野外调查中发现，由于生境的破坏，药用

资源的过度开采，玄参群体的大小及群体数量在逐

渐减少。例如，在中国中部，我们经过三年的野外

寻找，只发现了河南军马河JMW一个自然群体。在

重庆、湖北等有标本记录的地区，现只存在大量的

栽培群体。而目前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

生玄参也面临着一些威胁。例如，玄参的模式标本

产地宁波天童，那里现为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游客

众多，玄参群体零星分布在环山林道的两侧路边

（在整个森林公园，只发现了9个个体），易受人

类的干扰。而且由于游人数量的日益增多，林道

小路面临着扩建，这会直接导致天童野生群体的

灭绝。因此，对这些面临灭绝的野生玄参群体进

行迁地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天目山的玄

参群体拥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是非常宝贵的野

生资源，可以用于栽培玄参的育种与品种改良，

因此对那些拥有丰富遗传多样性的野生群体也应加

以适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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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Experiment Of Walking Trail Construction Using Machine-made Sand

张 珏  王种良  余世晨 / Zhang Jue  Wang Zhongliang  Yu Shichen

机制砂石游步道试验研究

【摘 要】本文针对机制砂石为主要原料的园林游步路的配比设计进行试验研究，通过机制砂石不同配比的
室内试验研究、施工现场数据实测，提出一种机制砂石游步道的参考配比，期望能够为园林景观工程透水游
步道工程施工提供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机制砂石；配合比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of garden walking trail construction using machine-made sand 

as main ingredient. By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field testing of different machine-made sand mix proportions, the 

authors suggested a reference mix proportion for trail construction with machine-made sand, which may be used 

effectively in constructing permeable walking trails in garden landscaping projects.

Key words: Machine-made sand; Mix proportion

1 前言

园林游步道作为景观空间骨架之一，是多视点

透视园林景观的主要构造载体，游人置身其中，产

生视觉光影和空间格局的变化，增加了景观空间的

层次感及游览的趣味性。目前，砂石材料多作为与

其他材料组合铺装或者作为路面的装饰，但作为整

体的面层材料在国内园林中应用还较少。砂石材料

是最容易取材、经济性较好的一种透水性铺装材

料。这种材料铺设的面层对雨水的渗透性能和对面

层上下空气的交换，以及微生物的生存，都是较好

的选择材料之一，这也符合“海绵城市”的建设要

求[1-2]。

将砂石类透水性园林铺装材料与其他透水性铺

装材料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方面进行

对比，结果显示砂石类材料优于其他透水性铺装材

料[3]。以砂石路面作为道路面层应用在园路中的技

术与生态理念，在现代中国园林道路路面的应用中

获得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4-5]。但是，砂石材料在使

用过程中也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路面整体承受压

力的能力有限，材料易离散，干燥时易扬尘，雨天

易流失等，这些问题主要是受材料的配比设计和施

工工艺而导致的。同时在砂石选择方面，由于机制

砂石比天然砂的性能更加稳定，因此往往取机制砂

石为原料[6]。本试验研究将机制砂石分别进行颗粒

级配、空隙率试验和强度试验，根据试验结果拟定

机制砂石游步道参考配比。

2 机制砂石石试验

2.1 机制砂石石配合比设计

根据砂的粒径及比例不同将机制砂石分为3大

组，其中每个大组又分出机制砂石比例有细微差

别的5小组。第1组以中、粗砂为主，编号分别为

1-1、1-2、1-3、1-4、1-5；第2组以中砂为主，

编号分别为2-1、2-2、2-3、2-4、2-5；第3组

以细砂为主，编号分别为3-1、3-2、3-3、3-4、

3-5。具体的机制砂石比例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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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机制砂石配合比设计

Table 1：Mix proportions of machine-made sand

机制砂石
编号

粒径
(mm)

试验组编号
1-1（%）

试验组编号
1-2（%）

试验组编号
1-3（%）

试验组编号
1-4（%）

试验组编号
1-5（%）

2 4.75-10 14 12 10 8 6

3 2.36-4.75 10 15 20 25 30

4 1.18-2.36 36 32 28 24 20

5 0.6-1.18 22 24 26 28 30

6 0.3-0.6 12 10 8 6 4

7 0.15-0.3 6 7 8 9 10

机制砂石
编号

粒径
(mm)

试验组编号
2-1（%）

试验组编号
2-2（%）

试验组编号
2-3（%）

试验组编号
2-4（%）

试验组编号
2-5（%）

2 4.75-10 14 12 10 8 6

3 2.36-4.75 5 10 14 18 22

4 1.18-2.36 31 30 24 20 15

5 0.6-1.18 16 18 23 26 30

6 0.3-0.6 25 20 18 16 14

7 0.15-0.3 9 10 11 12 13

机制砂石
编号

粒径
(mm)

试验组编号
3-1（%）

试验组编号
3-2（%）

试验组编号
3-3（%）

试验组编号
3-4（%）

试验组编号
3-5（%）

2 4.75-10 11 10 8 6 4

3 2.36-4.75 3 5 6 7 8

4 1.18-2.36 10 9 8 7 6

5 0.6-1.18 5 10 14 17 21

6 0.3-0.6 58 51 47 44 40

7 0.15-0.3 13 15 17 19 21

2.2 机制砂石颗粒级配试验结果

对上述机制砂石实验组进行颗粒级配试验，得

出各小组机制砂石的细度模数、砂的种类及颗粒级

表2：机制砂石颗粒级配试验结果

Table 2：Results of machine-made sand gradation tests

试验组编号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砂的细度模数 3.21 3.28 3.23 3.27 3.34 2.75 2.79 2.92

砂的种类 粗砂 粗砂 粗砂 粗砂 粗砂 中砂 中砂 中砂

砂的颗粒级配区 1区 1区 1区 1区 1区 2区 2区 2区

试验组编号 2-4 2-5 3-1 3-2 3-3 3-4 3-5

砂的细度模数Mx 2.85 2.82 1.91 2.04 1.96 1.99 2.0

砂的种类 中砂 中砂 细砂 细砂 细砂 细砂 细砂

砂的颗粒级配区 2区 2区 3区 3区 3区 3区 3区

表3：机制砂石空隙率试验结果

Table 3：Results of machine-made sand porosity tests

试验组编号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砂的松堆密度
（kg/m3）

1602.8 1607.5 1602.5 1603.4 1593.6 1618.4 1607.9 1590.8

砂的表观密度
（kg/m3）

2729.2 2723.8 2729.5 2720.2 2716.3 2726.8 2727.3 2726.0

空隙率（%） 41.3 41.0 41.3 41.1 41.3 40.6 41.0 41.6

试验组编号 2-4 2-5 3-1 3-2 3-3 3-4 3-5

砂的松堆密度
（kg/m3）

1580.8 1583.7 1537.5 1554.8 1556.8 1548.9 1536.7

砂的表观密度
（kg/m3）

2722.7 2721.0 2722.2 2725.1 2727.2 2726.3 2715.5

空隙率（%） 41.9 41.8 43.5 42.9 42.9 43.2 43.4

配区，如表2所示。可以从表2中看出，2组砂的试

验组颗粒级配较好，即2-1～2-5实验组的颗粒级

配较好。

表4：基层强度试验结果

Table 4：Results of base strength tests

试验组编号
0.5:1 0.8:1 1:1 1.5:1 2:1

1-1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1-2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1-3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1-4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1-5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2-1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2-2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2-3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2-4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2-5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 1:1最佳

3-1 不密实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1:1.5最佳

3-2 不密实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1:1.5最佳

3-3 不密实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1:1.5最佳

3-4 不密实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1:1.5最佳

3-5 不密实 不密实 不密实 密实 砂过量 1:1.5最佳

砂石配比（重量比） 基层强度
试验结果

2.3 机制砂石空隙率试验结果

对机制砂石各实验组进行空隙率试验，得出各

组机制砂石的松堆密度、表观密度及空隙率，如下

表3所示。空隙率较小的试验组更适用于透水路面的

施工，从表3中可以看出2-1、2-2、1-2三组配比

比较好。

2.4 机制砂石基层与面层强度试验

在机制砂石的颗粒级配和空隙率试验基础上，采

用平板振动器对试验组进行了振动压实和强度试验，

试验分为基层和面层两部分。基层部分在机制砂石的

基础上同时掺入碎石（粒径＜40mm）组成；面层部

分则由机制砂石组成。试验结果如表4、表 5所示。从

表4可以看出，基层砂石配比控制在（1:1-1.5:1）较

好；从表5可以看出，2-1组面层振动压实强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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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制砂石配比选定

综合机制砂石路面各个参数试验结果分析，优

先选择2-1组试验组进行试验段施工，机制砂石粒

径和2-1组配比如表6所示。

4 机制砂石透水游步道施工操作要点

透水游步道路面施工工艺控制十分重要，其工

艺流程如下所示，施工时务必严格按工艺流程进行

施工，以确保施工质量。

4.1 原材料的要求

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原材料，机制

碎石最大粒径应<40mm；机制砂石最大粒径应

<0.16mm；机制瓜子片最大粒径应<10mm。

4.2 摊铺

4.2.1 摊铺时要给刮平留有余地，尽量“多刮少

补”，松铺系数控制在1.27-1.30之间。

4.2.2 设置各层摊铺的标高线，整平后须及时使用

平板振动器进行振动碾压。

4.3 碾压

4.3.1 碾压段落必须层次分明，设置明显的分界标

志。一次碾压长度50-80m，碾压遍数必须按工艺要

求进行。

4.3.2 在直线和不设超高的平曲线段，由两侧路肩

开始向路中心碾压；在设有超高的平曲线段，由内

侧路肩向外侧路肩进行碾压。

4.3.3 若碾压时发现路面局部不平整应及时进行补

实修整。碾压结束时路面表面要确保无明显痕迹。

碾压完成后，及时采用灌砂法或核子密度仪检测

压实度，路面压实度须≥90%，验收合格后方可使

用。

5 结论

为尊重园林景观生态造景特征，砂石路的应用

成为一个关注点，园林景观游步道路面层应尽量少

用石材，以透水砂石材料为主。同时在砂石选择方

面，由于机制砂石比天然砂的性能更加稳定，因此

取机制砂石为原料为好，机制砂石路面施工可分为

基层和面层两部分，基层部分在机制砂石的基础

上同时掺入碎石（孔径＜40mm）组成，砂石配比

（重量比）控制在（1:1-1.5:1）较好；面层部分

则由机制砂石2-1组配比组成，其松铺系数控制在

1.25-1.30之间。

透水砂石游步道具有感观自然、热辐射低、低

价、高透水性、耐压等特性。同时亦有效避免地基

沉降、积水、面层开裂等工程通病，对营建生态经

济型游步道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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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试验组2-1组配比

Table 6：Mix proportion of experiment group 2-1

机制砂石编号 粒径(mm) 2-1组配比（重量比）%

2 4.75-10 14

3 2.36-4.75 5

4 1.18-2.36 31

5 0.6-1.18 16

6 0.3-0.6 25

7 0.15-0.3 9

表5：面层强度试验结果

Table 5：Results of surface strength tests

试验组编号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面层强度试验结果 松散 松散 松散 松散 松散 密实 较密实 较密实

试验组编号 2-4 2-5 3-1 3-2 3-3 3-4 3-5

面层强度试验结果 较密实 较密实 松散 松散 松散 松散 松散

芬兰某公务楼前砂石广场 ( 张珏摄）

Aggregate square in front of an office building in Finland
丹麦某公园砂石路坡面处理（张珏摄）

Sloped aggregate trail inside a Danmark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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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珍珠菜属（Lysimachia L.）植物是报春花科

（Primulaceae）植物中的重要类型，全世界约有

180多种，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少

数种类分布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1]。我国有

138种，1亚种及17变种，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2]。

浙江省有29种，1变种[3]。近年对杭州市所辖各区的

珍珠菜属植物进行了野外调查和标本查阅，目前确

认有13种。

我国珍珠菜属植物中有许多种类一直以来作为

中草药或香料使用[4] [5]，有消炎活血、镇痛、祛风

湿，活血调经，可治疟疾、胆囊炎、胆结石、尿道

结石、黄疸肝炎、无名肿毒、蛇伤等，如过路黄

（L.christiniae）、聚花过路黄（L.congestifora）、

珍珠菜（L. clethroides）等。随着现代药学科技的

发展，对本属植物的研究逐渐增多，其化学成分、

药理活性和作用机制方面也有了相对清晰的展现，

其抗肿瘤作用、对血管疾病的作用、抑菌杀虫活

性、抗氧化活性等得到了广泛认同，多种有效成分

的活性物质和药理机制值得深入研究[4] [6]。因此，

积极开展杭州珍珠菜属植物野生资源及其园林应用

显得意义重大。

本属植物大多为多年生草本，植株生长繁茂，形

态多样，有的植株紧密矮小，开花密集，有的植株

错落有致，花序柔美，花期长，花量多，宜作花境、

地被。近年来各地苗木基地已引种扩繁一些野外驯

化和栽培品种并应用于园林，对丰富园林植物种类，

塑造园林景观，美化生活环境有积极的意义。通过资

Wild Plant Resources And Landscape Application Of The Genus 
Lysimachia (Family Primulaceae) In Hangzhou

王 泓  章丹峰  陈晓玲 / Wang Hong  Zhang Danfeng  Chen Xiaoling

杭州珍珠菜属（报春花科）植物野生资源及其
园林应用

【摘 要】本文介绍了已知浙江杭州分布的报春花科珍珠菜属植物13种，并列出分种检索表和种类描述。以
植株形态、花序类型、花的颜色及花期为主要参考依据，列举了这些种类的观赏特征与生境特点；阐述了珍
珠菜属野生花卉是作为公园、庭院配置观赏和盆栽花卉栽培观赏的良好种类，为本地区珍珠菜属资源的引种
栽培和配置造景提供参考，另结合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品种，就本属植物在开发应用前景上提出一些设想。
【关键词】珍珠菜属；野生资源；园林应用；杭州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13 known plants of the genus Lysimachia (family Primulaceae) distributed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vided the key to species and descriptions. Ornamental and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were 

listed using plant morphology, inflorescence type, flower color and flowering period as main references. The paper 

elaborated that wild Lysimachia flowers are good species for configuration of ornamental and potted flowering plants in 

gardens and courtyard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ntroduction, cultivation, configuration and landscaping of Lysimachia 

flowers in the local area. Taking specie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aper also proposed some 

ideas on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ysimachia genus.

Key words: Lysimachia; Wild plant Resources; Landscape application; Hangzhou

源调查，种类检索、特征描述，按照形态特征和生境

特点进行归类，能更好地为本属植物在园林开发利用

中提供参考。

2 杭州珍珠菜属植物的野生种质资源

吴长春先生对浙江珍珠菜属植物的研究相对较

早，1964 年在《植物分类学报》发表了浙江珍珠菜

属（Lysimachia L.）一新种和新变种 [7]，其中新变

种紫脉簇花过路黄 L. congestifora. var. atro nervata，

模式标本采集于杭州棋盘山，与原变种聚花过路黄

L. congestifora 特征对比后发现，不同之处是前者叶

片沿着中脉和支脉为暗红紫色，但干燥后很不明显。

由于没有其它本质区别，在《浙江植物志》中将其作

为聚花过路黄的异名处理 [8]，但是这种描述正是聚花

过路黄的一种野外有色叶类型，通过引种驯化和培育

选择后，在园林观赏应用中具有很大前景。之后方云

亿、郑朝宗对浙江的报春花科植物和华东地区排草属

植物的种类、生境、分布及经济用途进行了系统研究

[9] [10]，为《浙江植物志》报春花科的编撰打下了基础。

《浙江植物志》中记载了浙江产珍珠菜属(Lysimachia 

L.) 植物有 28 种 1 变种 [8]；2005 年出版的《浙江种

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重新收入记载了浙江产本属

植物 29 种 1 变种 [3]。在此基础上，丁炳扬、金明龙、

金孝锋等通过对杭州西湖风景区的全面考察和采集，

编订《杭州西湖风景区野生种子植物名录》，由于地

理范围的限制（只限西湖风景名胜区），名录记载珍

珠菜属植物 9 种 [11]。通过近年对杭州市所辖各区的

珍珠菜属植物进行了野外调查和标本查阅，目前已知

杭州市有本属植物 13 种。

2.1 珍珠菜属(排草属)的特征描述及分布情况

多年生草本，少数为一、二年生。茎直立或匍

匐。叶互生、对生或轮生；叶片全缘，常具有色或

透明腺点或腺条。花单生于叶腋或排列成顶生或腋

生的总状、伞房状、近头状或圆锥花序；花萼5-6

裂，宿存；花冠近辐状或管状钟形，常5-6裂，裂

片在花蕾时呈旋转状排列；雄蕊5-6枚，与花冠裂

片同数而对生，花丝分离，贴生在花冠筒上或基部

连合成狭筒或浅环状，花药侧裂或孔裂；子房球

形，1室，胚珠多数，特立中央胎座。蒴果常5瓣开

裂，稀不裂；种子具棱角或有翅。

约180种，分布于温带或亚热带地区。我国有

138种，主要分布西南地区；浙江省有29种，1变

种；杭州市有13种。

3 杭州产珍珠菜属植物的观赏价值

3.1 杭州产珍珠菜属野生种类观赏形态比较

长梗过路黄、金爪儿、疏节过路黄为直立草

本，花黄色；聚花过路黄、过路黄、红毛过路黄、

点腺过路黄为匍匐草本，花黄色；狭叶珍珠菜、狼

尾花、珍珠菜、黑腺珍珠菜、星宿菜、泽珍珠菜为

直立草本，总状花序明显，花白色。

3.2 杭州产珍珠菜属野生叶色类型及引种栽培类型

珍珠菜属部分种类多是作为药用植物在国内许

多地方栽培的，也有个别种类作为食用乡土蔬菜栽

培[10]，而以观赏性地被类植物引种栽培最广泛的是

原产欧洲和美洲东部的金叶过路黄（L.nummularia
‘Aurea’），此品种由于叶色呈黄绿至金黄，彩

叶期长，花黄色，花期5-7月，喜阳光，耐高温，

也较耐寒，易于养护，园林应用价值高[10]。由此，

“过路黄”的名字在园林植物应用上由“生僻”变

化为“熟知”。这也说明市场上很需要优良的观赏

地被植物，也很欢迎“过路黄”这个类型的地被植

物。

如前文所述，珍珠菜属植物在我国种类繁多，分

布较广，一些种类野生居群中常有变异的色叶类型出

现，通过园林园艺工作者的引种栽培和选育，也出现

了较为稳定的性状，一些已被品种命名 [（Q-R：紫

叶过路黄 L.congestifora‘Midnight Sun’）]。

3.3 杭州产珍珠菜属植物的观赏性

综上所述，杭州产珍珠菜属植物为多年生草本，

形态多样，从园林观赏意义上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茎直立或膝曲直立，植株紧密生长，分枝

或上部分枝，花单生叶腋或排成集生的近头状总状花

序，花黄色，长 6-10mm；开花繁茂，花期以 5-6

月为主，包括长梗过路黄、金爪儿和疏节过路黄。其

中以长梗过路黄植株最高，达到 50-90cm，叶较大，

长 4-9cm，宽 0.8-3cm，易出现色叶类型。

二类是茎匍匐或下部匍匐上部膝曲上升，植株

铺散生长或先端成鞭枝状，花单生叶腋或集生茎

端，花黄色，长6-10mm；植株成长快，能较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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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杭州产珍珠菜属野生种类观赏形态比较

Table 1：Comparison of ornament morphology among wild Lysimachia species in Hangzhou

性状 植株毛被 叶形 花序 花 花期 图版

长梗过路黄
L.longipes

直立草本 植株无毛 卵状披针形
疏散的伞房
状总装花序

花冠黄色
近辐状

5-6月 图1 A-a

金爪儿
L.grammica

膝曲直立 密被柔毛 宽卵形
花单生
上部叶腋

花冠黄色
近辐状

4-7月 图1 B-b

疏节过路黄
L.remota

直立或膝
曲直立

密被柔毛 宽卵形
花单生上部叶
腋或稍集茎端

花冠黄色
近辐状

5-7月 图1 C-c

聚花过路黄
L.congestifora

下部匍匐
上部上升

密被长
柔毛

卵形或
宽卵形

花集生茎端
呈头状花序

花冠黄色
近辐状或
辐状钟形

5-6月 图1 D-d

过路黄
L.christiniae

匍匐草本
被短毛
或无毛

近圆形或
心圆形

花单生叶腋
花冠黄色
辐状钟形

5-7月 图1 E-e

红毛过路黄
L.rufopilosa

匍匐草本
密被红
色柔毛

肾形或
近圆形

花单生叶腋
花冠黄色
宽漏斗形

5月 图1 F-f

点腺过路黄
L.hemsleyana

匍匐草本 密被短毛
卵形或
宽卵形

花单生叶腋
花冠黄色
辐状钟形

4-6月 图2 G-g

狭叶珍珠菜
L.pentapetala

直立草本 无毛 线状披针形 总状花序顶生
花冠白色
管状钟形

8月 图2 H-h

狼尾花
L.barystachys

直立草本
被开展
腺毛

倒披针形 总状花序顶生
花冠白色
管状钟形

6-7月 图2 I-i

珍珠菜
L.clethroides

直立草本
被多节
卷毛

椭圆形或
长椭圆形

总状花序顶生
花冠白色
管状钟形

6-7月 图2 J-j

黑腺珍珠菜
L.heterogenea

直立草本 无毛
宽椭圆形
或匙形

总状花序组
成圆锥花序

花冠白
色钟形

5-8月 图2 K-k

星宿菜
L.fortunei

直立草本 无毛
椭圆形或
倒披针形

细瘦总状
花序顶生

花冠白色
管状钟形

6-7月 图2 L-l

泽珍珠菜
L.candida

直立草本 无毛
匙形或倒
披针形

总状花序顶生
花冠白色
管状钟形

4-5月 图1 M-m

形成覆盖，开花繁茂，花期5-6月为主，包括聚花

过路黄、过路黄、红毛过路黄、点腺过路黄。从匍

匐蔓生的角度，点腺过路黄的蔓生枝最长，可达

80cm；红毛过路黄全株密被棕红或红色多节毛，开

花时嵌上金黄色的花朵，很是特别；过路黄和聚花

过路黄生长也很快，抗性强，两种都有色叶品种的

出现。

三类是茎直立，多分枝或上部有分枝，花排

成松散或致密的总状或圆锥状花序，花白色，长

5-8mm，花期一般6-7月。包括狭叶珍珠菜、狼

尾花、珍珠菜、黑腺珍珠菜、星宿菜、泽珍珠菜。

此类植株花白色，密集或略松散的排列组成总状花

序，开花时串串白花直立或弯曲，成片、成丛，随

风摇曳，特别赏心悦目。

4 杭州产珍珠菜属植物的开发应用和前景展望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被植物，珍珠菜属植物中

目前只有个别种类被园林上栽培应用，茎匍匐的

种类是建植草坪和地被的良好类型，绿色期长，

开花时节缀满黄花，景观效果佳。金叶过路黄

（L.nummularia‘Aurea’）引进国内后，迅速被

广泛培养起来，喜阳光良好的缓坡和不积水的沙壤

土，在疏林下，草坪边缘，花坛中应用，也可单独

成坪，覆盖成型快，当金黄色的植株铺满地的时

候，其景观效果甚佳。另一种具色叶的紫叶过路黄

（L.congestifora‘Midnight Sun’）则适合栽植

于半荫蔽环境或者林下潮湿地和没有强烈阳光的郁

蔽处，对水分的要求相对较高，在栽植区域需要有

较好的排水条件。过路黄（L.christiniae）也是近些

年被研究和应用作为草坪植物的一个种。这些种类

的应用丰富了地被植物的种类，也获得了业界的认

可，但相比起珍珠菜属植物众多的种类而言，应用

还不够。

茎直立或膝曲直立，花黄色的种类可用于配植

花境，按照不同种类对光照和水分的要求选择适栽

场所，植株生长致密，丛生效果好，开花繁多，花

期长。也可以作为盆栽植物观赏。

茎直立，总状花序，花白色的种类，如狭叶珍

珠菜、狼尾花、珍珠菜、黑腺珍珠菜、星宿菜，可

用于配植花境，林缘成丛、成片栽培，也可植于林

缘水池、沟边，和同类植物配植形成自然群落，株

丛错落、参差有致，形成特有的植物造景效果。

对杭州市珍珠菜属种质资源的调查和观赏价值

的研究，只是在小区域内对本属植物的资源和引

种栽培有个初步的认识。本属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丰

富，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应充分把握好当前建设

生态园林城市的大好时机，利用各种技术手段，选

择一些优良性状、适应性强的本属植物，应用于园

林绿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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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珍珠菜 Lysimachia pentapetala；9_ 狼尾花 Lysimachia barystachys；10_ 珍珠菜 Lysimachia clethroides；11_ 黑腺珍珠菜 Lysimachia 
heterogenea；12_ 星宿菜 Lysimachia fortunei；13_ 泽珍珠菜 Lysimachia cand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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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Lilium spp.）是多年生草本鳞茎植物，

其花姿雅致，多用于名贵切花，百合的鳞茎既可

食用又可入药[1]。我国是亚洲地区百合的主要供应

国，百合的主产区有云南、广东、浙江、江苏、辽

宁、甘肃和福建等省。近年来，百合已成为我国部

分农村重要的经济植物。据农业部统计，2013年百

合种球的种植规模达1.6亿粒[2]，百合切花种植面

积达9988.7hm2，年产值约43亿元。百合田间种植

时，出苗慢，田间杂草总是先于百合萌发，无疑给

百合的出苗及后期生长造成很大危害，严重影响百

合产量，减产可达20%左右[3]。采用人工除草，费时

低效；而采用除草剂除草时，由于百合对目前市售

的多数除草剂敏感，常常引发药害，给百合产业的

发展提出了难题。因此，将高效低毒、环境友好的

新型除草剂应用于百合生产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Effect Of Herbicide Zj0273 On The Growth Of Lily And Its Residue 
In Lily Bulbs

王浥尘  杨晶莹  张素芬  严力蛟 / Wang Yichen  Yang Jingying  Zhang Sufen  Yan Lijiao

丙酯草醚对百合生长的影响及其在鳞茎中的残留

【摘 要】百合田间种植易受杂草危害，因此，寻求高效低毒、适用于百合生产的新型除草剂及其使用技术
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创制的新型高效除草剂丙酯草醚对百合田间杂草的控制情况和对其生长的影
响规律，同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了其在百合鳞茎中的残留。结果表明，丙酯草醚作为土壤处理剂，
于杂草芽前处理在60g ai·hm-2用药剂量下，能有效防除百合田间禾本科和部分阔叶杂草，杂草鲜重总防
效为87.2%；百合田早期喷施丙酯草醚，不仅对百合整个生育期的植株无药害，而且处理组百合，其现蕾
期、始花期和盛花期的株高、地上部鲜重、花蕾数、花苞数和花朵数均极显著大于对照组，丙酯草醚处理显
著促进了百合的生理和生殖生长。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结果表明，百合田早期喷施丙酯草醚，在处理组百合鳞
茎中未检出丙酯草醚残留（检测限<0.001 mg·kg-1 FW）。由此可见，丙酯草醚能用于百合田间杂草防
除，对百合生长及其食用是安全的。本研究结果为百合田间杂草防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百合；杂草；丙酯草醚；除草剂；残留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lily (Lilium spp.) is vulnerable to weeds, hence there i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ind a 

suitable novel herbicide as well as application techniques which has a high-efficiency and low-toxic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ZJ0273 on weed control in field, an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test 

herbicide on the growth of lily，and detected its residue in lily bulbs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In addition, the ZJ0273 residue in lily bulbs from treated plots was detected by HPL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s a soil treatment herbicide applied 60 g ai·hm-2 before weed germination, ZJ0273 could obviously inhibit 

gramineous and some broad-leaf weeds in lily field with a 87.2% control efficiency of weed fresh weight; (2) the 

ZJ0273 treatment in lily field in an early stage not only had no phytotoxicity to lily plants in the all growth stage, but 

it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plant height, shoot fresh weight and number of buds and flowers of lily plants (p<0.01); 

(3) HPLC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spraying ZJ0273 in lily field in an early stage , no ZJ0273 residue was detected 

in lily bulbs from the treated plots (limit of detection <0.001 mg·kg-1 FW). Thu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ZJ0273 

can be used to control weeds in lily fields and is safe for the growth and edible parts of lilie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field weed control in lily production.

Key words: Lily；Weed；ZJ0273；Herbicide；Residue

丙酯草醚（化学名：4-[2-(4,6-二甲氧基-2-

嘧啶氧基)苄氨基]苯甲酸正丙酯，ZJ0273）是我国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效油菜田除草剂，能

有效防除油菜田间看麦娘、日本看麦娘、繁缕、牛

繁缕以及雀舌草等杂草，在以看麦娘、日本看麦

娘、繁缕、牛繁缕、雀舌草等为主的油菜产区一次

性施药60-75 g ai·hm-2即可解决油菜田的杂草

危害。与现有的除草剂相比，丙酯草醚具有高效低

毒、环境相容性好、杀草谱广和成本低廉等特点，

应用前景广阔。陈杰等[4]采用常规室内生测和生化

方法对丙酯草醚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

表明丙酯草醚属于乙酰乳酸合成酶（ acetolactate 

synthase，ALS）抑制剂，但与磺酰脲类和嘧啶水

杨酸类除草剂等典型的ALS抑制剂不同的是丙酯草

醚属于前体农药。Han等[5]和Yang等[6]采用同位素

示踪法研究了丙酯草醚在油菜中的吸收、运转、分

布与残留规律；Jin等[7]、张帆等[8]、张文芳等[9]研究

了丙酯草醚对油菜形态学与生理学上的影响规律；

Yue等[10]对丙酯草醚在油菜和杂草中的代谢过程进

行了探索，明确了该除草剂在上述2种植物中的代谢

产物、代谢途径和代谢规律。李政等[11]研究并明确

了丙酯草醚在油菜和水稻中的吸收、运转及分布规

律；赵丹丹等[12]比较了丙酯草醚对油菜和牛繁缕乙

酰乳酸合成酶活性的影响差异；而韩明丽等[13]分析

了丙酯草醚对草莓、葡萄、猕猴桃等果树的影响，

发现丙酯草醚对草莓和猕猴桃的生长繁育无显著影

响。上述研究对指导丙酯草醚在油菜等作物中的合

理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Wang等[14-17]

和Cai等[18]以多位置14C标记丙酯草醚为示踪剂，研

究并阐明了丙酯草醚在好氧土壤中的降解与残留规

律；王伟等[19]和余志扬等[20]研究明确了丙酯草醚在

土壤中的吸附、解吸与淋溶特性；沈佳君等[21]研究

了丙酯草醚在有机溶剂中的光化学降解；而Wang

等[22-23]则利用多位置标记的14C-丙酯草醚揭示了

该除草剂在淹水土壤中的行为与归趋。岳玲等[24]和

Han等[25]还考察了土壤中丙酯草醚结合残留特性及

其生物有效性。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丙酯草醚的环

境行为与环境安全性提供了依据。然而丙酯草醚能

否应用于百合田间生产，迄今仍未见报道。

鉴于此，本试验考察了丙酯草醚对百合田间杂

草防治的效果，并研究了该除草剂对百合生长的影

响规律，同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了其在百合

鳞茎中的残留，旨在为丙酯草醚应用于百合生产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百合为百合属（Lilium L.）中 OT 型杂交

百合‘木门’（Conca D’or）品种，该品种的种球

购于浙江虹越花卉股份有限公司。选取规格均等（种

球直径约 6cm），生长健康且无病虫害的种球为试验

材料。

1.2 试剂

除草剂丙酯草醚原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

提供，化学纯度98%。14C标记丙酯草醚化合物，[B

环-4,6-14C]-丙酯草醚，由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

学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共同合成，放射

化学纯度98.9%，化学纯度98%，比活度9.74×103 

Bq·mg-1。甲醇、乙腈、二甲苯、乙二醇乙醚、

吐温-80等试剂除特别指明外均为分析纯，2,5-二

苯基恶唑（PPO）和1,4-双[ 2-(5-苯基恶唑基)]

苯（POPOP）为闪烁纯试剂。液相色谱分析采用

HPLC级甲醇和乙酸，以及超纯水。

1.3 试验仪器及设备

精密电子天平（BSA2245，赛多利斯公司，德

国），摇床（HZ-9610KB，华利达，中国），液体

闪烁测量仪（Tricarb-2910TR，Perkin Elmer 公

司，美国），高效液相色谱系统（Waters 2695，

Waters，美国）配 C18 色谱柱（Diamonsil C18，4.6 

mm×250 mm，5 μm，Dikma，美国）、光电二

极管阵列检测器（Waters 2996，Waters，美国），

固相萃取装置（Shimadzu-GL 12 孔固相萃取装

置 5010-50000，岛津，日本），固相萃取柱（Oasis 

HLB，填料为亲脂性二乙烯苯和亲水性 N- 乙烯基

吡咯烷酮的大孔共聚物，Waters，美国），高纯水

系统（Milli-Q A10，Molsheim，法国），氮吹仪

（N-EVAP 111，Organomation，美国），旋转蒸发

器（N-1100，EYELA，日本），离心机（Centrifuge 

5804R，Eppendorf，德国）。

1.4 百合田间除草试验设计及其生长性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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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在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实验农场简

易温室中进行。供试土壤基本性质：pH(H2O)

值7.02, 有机质 30.5g·kg-1, 阳离子代换量

6.40cmol·kg-1, 砂粒20.8%, 粘粒8.0%, 粉粒

71.2%。根据田间试验统计进行除草试验设计。设6

个小区，每小区面积为4.2m2（1.05m×4m），喷

药处理（T）和未喷药对照（CK）各3小区，即3个

重复，随机分布。处理与对照小区之间进行分隔，

防止交叉污染。于2014年11月3日播种，每小区种

植30个百合种球。播种7d后，依据丙酯草醚田间推

荐剂量60 g ai·hm-2进行喷药处理，定期观察田

间杂草和百合生长情况。分别于施药后123d（现蕾

期）、163d（始花期）和179d（盛花期）取样分

析，每次采样每小区取6株百合，考察百合株高、

地上部/地下部重量、鳞茎重量和花蕾（花朵）数

等指标。同时，于施药后163d分别取各小区全部杂

草，准确称取各小区杂草鲜重，按公式（1）计算丙

酯草醚对百合田间杂草的防效。

除草效率=(对照区杂草鲜重-处理区杂草鲜

重)/对照区杂草鲜重×100%          

1.5 百合鳞茎中丙酯草醚残留的HPLC分析方法

1.5.1 样品的提取与预处理方法 

从每个喷药处理小区中选取3个鲜重相近的百

合鳞茎（盛花期），分别剪成碎块，均质后各称取

30g鲜重（×3重复），放入研钵中研磨，将研磨后

的材料转移至250ml锥形瓶中，用100ml80%的乙腈

（CH3CN:H2O=8:2，v/v）反复冲洗研钵，将冲

洗液也转移至锥形瓶中。将上述锥形瓶置于恒温振

荡器中，于25℃，180r·min-1下振荡4h，振荡结束

后将溶液过滤取出，在残渣中加入80%乙腈100ml，

同样方法重复振荡提取3遍。将3次全部滤液合并

后，分次置于250ml圆底烧瓶中，在40℃下旋转蒸

发浓缩至溶液体积约40ml（蒸发去掉乙腈），将上

述浓缩液再转移至100ml离心管中，用5ml去离子

水冲洗圆底烧瓶3次，冲洗液与样品溶液合并，留

待固相萃取柱（Oasis HLB）进一步富集和纯化。

Oasis HLB固相萃取柱使用前，用1ml甲醇缓慢淋洗

（约0.5ml·min-1）柱子，以除去吸附剂中的干扰

物并活化填料；再用3ml高纯水洗脱残留的甲醇，

平衡固相萃取柱。将前述的样品粗提溶液逐渐加入

到固相萃取柱中，上样结束后，用2ml 5%甲醇溶

液（CH3OH:H2O=5:95，v/v）淋洗萃取柱，去杂

质，然后再用6ml甲醇洗脱固相萃取柱，收集洗脱

液于刻度浓缩管中。将刻度浓缩管置于氮吹仪上，

于40℃下氮吹浓缩定容至1ml。定容后的样品溶液

离心（12000r·min-1，15min）后转移至HPLC进

样瓶中，置于-20℃冰箱贮存，备后续分析。

1.5.2 丙酯草醚的HPLC分析方法 

取 1.5.1 所述浓缩定容后的样品 20uL，注入

HPLC 系统进行丙酯草醚残留分析。HPLC 分析条

件如下：Waters 2695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C18 色谱

柱（Diamonsil C18，4.6mm×250mm，5μm），柱

温 30℃，Waters 2996 PDA检测器，检测波长 301 

nm。流动相A为水+0.1%冰醋酸，B为甲醇+0.1%

冰醋酸，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1。采用外标法定量。标

准曲线制作：准确称取化学纯度为 98% 的丙酯草醚

标样 10.0mg，溶于 100ml 甲醇中，超声溶解，配

置成 100μg·ml-1 的标准母液，依次将其稀释为

0.5、1、2.5、5、10μg·ml-1 的标准溶液。将丙酯

草醚标准溶液依次进行 HPLC 分析，以峰积分面积

Y 为纵轴，浓度 X 为横轴，绘制成标准曲线，得到

Y=72264X-19555（R2=0.9999）。最低检测限（信

噪比 3:1）为 0.001mg·kg-1 FW。

1.5.3 14C-丙酯草醚添加回收率试验 

取鲜重相近的对照组盛花期百合鳞茎9个，分

成A、B、C 3组，进行不同浓度添加回收率试验。

每组选取3个鲜重相近的百合鳞茎，分别剪成碎

块，均质后各称取30 g鲜重（×3重复），放入研

钵中研磨，在研磨过程中，A、B、C 3组分别添加

102.62、205.13、391.67 Bq的[B环-4,6-14C]-丙

酯草醚乙腈溶液，余下步骤同1.5.1所述，最后定

容至1ml。14C-丙酯草醚的HPLC分析条件同2.5.2

所述。HPLC洗脱组份用自动收集器按1瓶min-1分

别收集，每个闪烁瓶中加入10 ml闪烁液（配方：

7g PPO+0.5g POPOP，650ml二甲苯，350ml乙

二醇乙醚），避光后用液体闪烁测量法（LSC）

测定各组分的放射性活度，进而得到回收的[B

环-4,6-14C]-丙酯草醚总活度。通过公式（2）计

算得到 [B环-4,6-14C]-丙酯草醚不同添加量的相

应回收率。

表1：高效液相色谱梯度洗脱程序表

Table 1：The mobile phase of gradient elution for HPLC

时间
Time/min

流速
Flow rate/(ml·min-1)

水+0.1%冰醋酸
Water+0.1%acetic acid

甲醇+0.1%冰醋酸
Methanol+0.1%acetic acid

曲线类型
Curve type

0 1.00 80 20 6

40 1.00 25 75 6

80 1.00 25 75 6

85 1.00 0 100 6

90 1.00 0 100 6

95 1.00 100 0 6

100 1.00 80 20 6

添加回收率=HPLC-LSC测到14C-丙酯草醚活

度 /添加的 14C- 丙酯草醚放射性活度×100% 

1.6 数据处理

采用Origin 9.0和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并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丙酯草醚处理对百合田间杂草的防控效果

由图1-A可知，百合试验田经丙酯草醚（60g 

ai·hm-2）喷药处理后10 d，即百合种球种植17 d

后，处理小区的杂草生长得到了有效抑制，而对照

小区已经杂草遍布，喷药处理与对照之间杂草数量

之间差异明显。至喷药处理后23 d，丙酯草醚处理

对百合田间杂草的控制效果更为明显（图1-B）。

此时，处理小区杂草绝大多数枯死，部分杂草生长

得到抑制，处理小区百合苗能完全暴露在阳光下，

利于其叶片光合作用的进行；而对照小区杂草生长

旺盛，百合苗被杂草遮蔽，难以充分利用阳光，不

利于其叶片光合作用。通常，百合种球萌芽阶段及

成苗初期，其生长更易受杂草生长影响。可见，百

合种球种植7 d后，即用丙酯草醚处理百合田（杂草

芽前处理），能有效防控百合田间早期的杂草，这

为百合苗后期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图2可知，喷药处理163d后（百合处于始花

期），处理小区的杂草生物量约为436.6g·FW，

对照小区的杂草生物量为3 412.7g·FW，前者极

显著小于后者（p < 0.001），计算得到丙酯草醚

对百合田间杂草的防效为87.2±0.1%。可见，百合

田早期进行丙酯草醚处理，能在百合生长的较长时

间内，即苗期至始花期，控制住田间杂草的危害。

2.2 丙酯草醚处理对百合生长的影响

根据田间试验观察和表2-4可知，丙酯草醚芽

注：A、B分别为施药后10 d和23 d。

A and B stands for10 days and 23 days after treatment, 

respectively.

图1  丙酯草醚（60 g ai·hm-2）对百合田间杂草的控制效果

Control effect of ZJ0273（60 g ai·hm-2）on weeds in lily field

图2  丙酯草醚处理对小区杂草生物量的影响（施药后163 d）

Effect of ZJ0273 treatment on weed biomass in field plot（163 

days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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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C-丙酯草醚不同添加量的样品全程回收率

Table 5：Recovery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14C-ZJ0273 addition amount

组别
Group

添加活度
Additioned radioactivity/Bq

回收活度
Recovered radioactivity/Bq

回收率
Recovery/%

A 102.62 88.56±3.51 86.3±3.4

B 205.13 179.36±5.40 87.4±2.6

C 391.67 355.82±11.07 90.8±2.8

前处理百合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丙酯草醚处理

区百合的生长均正常、未见有药害症状。在百合的

现蕾期、始花期和盛花期，较之相同时期的对照

组，处理组百合的株高、地上部鲜重、花蕾数、花

苞数和花朵数均极显著大于对照组（p<0.01），

其中3个时期百合的株高分别提高了11.8%、5.8%

和14.2%，地上部鲜重分别提高了23.6%、20.6%

和31.3%，而花蕾数、花苞数和花朵数分别提高了

92.7%、80.9%和30.0%。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百

合田早期经丙酯草醚处理后，由于田间杂草得到

控制，百合的地上部生长得到了显著的促进，表现

出单株的花蕾数和花苞数增多，尤其是花朵数的增

加，提高了其作为鲜切花的品质和附加值。然而，

就百合地下部鲜重和鳞茎鲜重而言，处理组与对照

组差异不显著，这表明百合的地下部和鳞茎生长

受丙酯草醚处理的影响并不明显。从现蕾期至盛

花期，对照百合的地下部重量和鳞茎重量呈现出

先增加而后下降的趋势，而处理组在该时期内，

其地下部重量和鳞茎重量的变化则与对照不同，

两者均呈递减之势。通常，百合从现蕾期至盛花

期，由原先的生理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变，开花需

要营养器官提供养分，这些营养部分经由地下部

和鳞茎提供，故导致百合地下部和鳞茎重量在该

时期内相对降低。

表2：丙酯草醚处理对现蕾期百合生长的影响

Table 2：Effect of ZJ0273 treatment on lily growth in early flower-bud stage

    
株高

Plant height/cm
地上部鲜重

Shoot fresh weight/g
地下部鲜重

Root fresh weight/g
鳞茎鲜重

Bulb fresh weight/g
花蕾数

Flower-bud/number

CK 58.89±3.97 53.00±9.68 56.19±9.58 38.43±6.55 1.50±1.58

T 65.83±6.40** 65.51±12.38** 61.51±7.79 42.08±5.33 2.89±1.18**

注：*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下同。
Note: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0.05 level. **means significant different at 0.01 level. The same as following.

表3：丙酯草醚处理对始花期百合生长的影响

Table 3：Effect of ZJ0273 treatment on lily growth in early flower stage

   
株高

Plant height/cm
地上部鲜重

Shoot fresh weight/g
地下部鲜重

Root fresh weight/g
鳞茎鲜重

Bulb fresh weight/g
花蕾数

Flower-bud/number

CK 85.00±8.98 91.68±15.72 63.35±13.33 43.38±9.50 1.88±1.41

T 89.93±6.29* 110.55±12.78** 60.73±8.99 40.89±6.18 3.40±0.49**

表4：丙酯草醚处理对盛花期百合生长的影响

Table 4：Effect of ZJ0273 treatment on lily growth in blossom stage

   
株高

Plant height/cm
地上部鲜重

Shoot fresh weight/g
地下部鲜重

Root fresh weight/g
鳞茎鲜重

Bulb fresh weight/g
花朵数

Flower/number

CK 85.56±4.605 128.10±20.59 49.15±6.63 32.92±5.79 2.61±0.78

T 97.68±9.89** 168.18±25.30** 53.88±8.44 37.14±4.06 3.42±0.77**

图2  现蕾期处理组与对照组百合植株取样对比图

The difference of lily plant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2.3 百合鳞茎中丙酯草醚的HPLC测定方法及其残留量

由表5可知，本研究建立的样品预处理方法，其

全程回收率达86.3%-90.8%，能满足样品分析通常

的回收率要求。由图3-a可知，在本试验的色谱条

件下，丙酯草醚标样的保留时间为57.29 min，而

且这一结果能得到共色谱条件下14C-丙酯草醚的放

射性色谱（图3-b）的印证。由图3-a还可知，目标

物丙酯草醚的峰与杂质峰实现了很好的分离，即百

合鳞茎中的杂质对丙酯草醚的HPLC定量分析不会

产生基质干扰。综上，本研究建立的百合鳞茎中丙

酯草醚的HPLC测定方法是可靠的，适用于实际样

品的分析。

采用本研究所建的方法，测定了处理百合盛花

期鳞茎的丙酯草醚残留量。结果表明，在丙酯草

醚处理的百合鳞茎样品的HPLC色谱图中，未见丙

酯草醚的色谱峰，即未检出丙酯草醚残留（检测限

<0.001 mg·kg-1 FW）（图4）。这一结果表明，

百合田早期进行丙酯草醚喷药处理，不会致其盛花

期鳞茎污染。

3 讨论

3.1 丙酯草醚对百合田间杂草的防效及其与部分国

外除草剂产品的防效差异

唐庆红等 [ 2 6 ]研究表明，丙酯草醚在 6 0 g 

ai·hm-2剂量下，于杂草芽前进行土壤处理，对油

菜田看麦娘、日本看麦娘、牛繁缕、小藜、茼草、

硬草、早熟禾、棒头草、刺果毛茛和荠菜等10种

杂草的防效在80%以上。陈仕高等[27]研究也表明，

丙酯草醚于杂草芽前处理对油菜阔叶杂草和禾本

科杂草的总体防除效果约为85%。本试验也发现，

在百合田杂草芽前进行丙酯草醚处理（60 g ai•

图3 添加14C-丙酯草醚后的样品色谱图（a）和HPLC-LSC图谱（b）

HPLC(a) and HPLC-LSC(b) spectrums of sample added with 
14C-ZJ0273

图4 丙酯草醚处理百合鳞茎样品的色谱图

HPLC spectrum of lily bulb sample derived from soil treated with 
ZJ0273

hm-2），供试除草剂对百合田中的看麦娘、日本

看麦娘、酸模、酢浆草、黑麦草、白三叶、繁缕、

牛繁缕和大巢菜等有较好的防效，但对猪殃殃、艾

草、马齿苋等防效相对较差，杂草总鲜重防效为

87.2%。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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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酯草醚属于芽前除草剂，具有杀草谱广、持效期

长等特性。

四改平[28]在卷丹百合田间杂草防除的试验中发

现，氟乐灵（48% EC，2500ml·hm-2）、二甲戊

乐灵（33% EC，2500ml·hm-2）和仲丁灵（48% 

EC，3750ml·hm-2）作为土壤处理剂，在卷丹百

合栽后苗前使用，可以有效防除百合田间的禾本科

和阔叶杂草，氟乐灵、二甲戊乐灵和仲丁灵的总杂

草鲜重防效分别为80.5%-89.5%、78.4%-83.4%

和82.4%-86.1%。宋力等[2]在杂草萌发之际使

用乙氧氟草醚（24%EC，750m l·hm-2）、

恶草灵（25%EC，2100ml·hm-2）、除草通

（33%EC，1800ml·hm-2）和地乐胺（48%EC，

850ml·hm-2）作为土壤处理剂，按各处理量对土

壤进行均匀喷雾，乙氧氟草醚、恶草灵、除草通和

地乐胺对百合田间禾本科杂草的鲜重防效分别为

65.2%、78.5%、90.2%和86.7%，而对阔叶杂草的

鲜重防效相应为85.6%、72.3%、69.4%和57.3%。

比较四改平[27]和宋力等[2]的试验结果可知，国产除

草剂丙酯草醚用于百合田间杂草防除，其总杂草鲜

重防效优于国外除草剂产品二甲戊乐灵、仲丁灵、

乙氧氟草醚、恶草灵、除草通和地乐胺，与国外除

草剂产品氟乐灵的总杂草鲜重防效相当。

3.2 丙酯草醚芽前处理对百合生长及其食用的安全性

本试验结果表明，丙酯草醚在60g ai·hm-2剂

量下于杂草芽前处理，在百合苗期至盛花期，均未

见到处理组有药害症状发生，而且在百合现蕾期、

始花期和盛花期，处理组的株高、地上部鲜重、花

蕾数、花苞数和花朵数均极显著大于对照组。这一

结果表明，丙酯草醚芽前处理对百合生长是安全

的，尤其是花朵数的增多，能提高其作为鲜切花的

品质和附加值。

宋力等[3]采用气相色谱法分析了乙氧氟草醚、恶

草灵、除草通和地乐胺4种除草剂处理组百合鳞茎中

的农药残留量，结果表明，乙氧氟草醚、恶草灵、

除草通和地乐胺于杂草芽前处理，在处理组百合鳞

茎中未检出有乙氧氟草醚、恶草灵、除草通和地乐

胺残留。本试验也发现，处理组百合鳞茎中无供试

除草剂残留这一共性现象；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结果

表明，在处理组百合鳞茎中未检出有丙酯草醚残

留（检测限<0.001mg·kg-1 FW），即丙酯草醚

芽前处理百合田杂草，其鳞茎的食用或药用是安全

的。

4 结论

丙酯草醚于杂草芽前处理，在60g ai·hm-2用

药剂量下能有效防除百合田间禾本科杂草和部分阔

叶杂草，总杂草鲜重防效为87.2%，具有替代国外

除草剂品种的应用前景，可以在食用百合和百合切

花产业中广泛应用；百合田早期喷施丙酯草醚，不

仅对百合整个生育期的植株无药害，而且能显著促

进百合的生理生长和生殖生长，增加单位植株花朵

数量，提升其作为鲜切花的品质；百合田早期喷施

丙酯草醚，未在处理的百合鳞茎中检出丙酯草醚残

留，其鳞茎的食用或药用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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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ybrid Selection Of The Parents And The 
Hybridization Group Of The Nelumbo nucifera Breeding

邢小明  赵 勋  曾宪宝 / Xing Xiaoming  Zhao Xun  Zeng Xianbao

花期长荷花育种亲本优选及杂交组配研究

【摘 要】为提高荷花育种效率，以多个温带型荷花品种和热带型荷花品种为试验材料，进行亲本选优和杂
交组合选配试验，结果表明，筛选出的9个温带型荷花品种中，风卷红旗、紫渚莲和建选17号的结实率达
60%以上，是良好的杂交母本材料。‘中山红台’等9个品种都可以用来做父本。热带型荷花品种资源中
‘泰粉’最适宜做母本。‘粉红凌霄’等4个热带型荷花品种资源都可以作为杂交父本。
【关键词】荷花；杂交育种；亲本；杂交组配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efficiency of Nelumbo nucifera breeding, the paper studied parental selection and hybrid 

selection experiments based on temperate and tropical type varieties of N. nucifera as test materi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9 temperate N. nucifera varieties screened, 'Fengjuan Hongqi', 'Zi Zhu' and 'Jianxuan 17' were good 

hybrid female parents with seed setting rates all above 60%. A group of 9 varieties including 'Zhongshan Hongtai' 

can be used as male parents. 'Tai Fen' is the best female parent material among tropical N. nucifera varieties. A group 

of 4 tropical varieties including 'Fenhong Lengxiao' can be used as male parents.

Key words: Nelumbo nucifera; Hybridization breeding; Parent; Hybrid combination

荷花（Nelumbo nucifera）是莲科（Nelumbonaceae）
莲属（Nelumbo）植物，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已经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1]。我国是荷花的世界

分布中心和栽培中心，荷花因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受人们的喜爱。荷花既是观

赏植物又是经济植物[3]。当前荷花育种研究主要采

用杂交育种为主，辐射等育种方式为辅。开展荷花

杂交育种工作，首先根据育种目标，正确选配亲

本，可获得符合选育目标的大量的变异类型，从而

提高育种工作的效率。亲本选配不当，即使选配了

大量杂交组合，也不一定能获得符合选育目标的变

异类型，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浪费。所

以亲本的优选和杂交组配研究是荷花杂交育种工作

的重中之重。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6℃，年日

照时数 1873.4h，≥10℃有效积温4300℃，年降

水量1480mm左右。历史极端低温-10℃，极端

高温40.5℃无霜期 300d。试验园地势平坦，ph

值6.8-7.1，种植泥土为稻田土，种植土深度为

15-30cm，有机质含量中等。

2 材料与方法

2.1 亲本收集、选择与扩繁 

热带型荷花花期长，在热带地区基本可以周年开

花。因此以热带型荷花为亲本杂交育种，花期可能延

长。直接或间接由泰国引进‘粉红凌霄’、‘至高无

上’、‘泰粉’、‘泰红’、‘泰白’等热带型荷花品种资

源，以及含有热带型荷花遗传特性的‘秋艳’、‘秋日

红花’、‘秋夜繁星’等品种资源，进行扩繁，选择特

色品种建立杂交育种试验圃（种植池）；经种植观测，

这些品种在本地区露天栽培，花期基本可至 10 月，

部分品种甚至可至 11 月。选择花形花色特异、开花

繁密、花期相对较长的‘风卷红旗’、‘中山红台’、

‘姹黄嫣紫’、‘紫气袭来’、‘紫冠’等温带型荷花品

种资源扩繁，增加亲本群体数量，有利创建较大量的

杂交组合群体。各品种分别处以同一生长环境，同一

管理水平。

2.2 人工杂交组合创建

在 2014 年预备试验基础上，选择雌蕊没有泡化、

能够结实的品种作为杂交亲本，在 2015 年从 6 月底

至 9月初，对荷花品种进行了人工杂交实验。一般选

择晴天早上 6:00-8:00 时采集父本的花粉，蘸取花

粉涂抹在选定的初开的母本花柱头上，然后标号、套

袋或绑扎，第二天取开套袋或解开绑扎绳。30-45d

后种子成熟，采收并标记。2015 年创建了 436 个人

工杂交组合，共获得 15000 多粒杂交种种子。

2.3 统计分析

在436个组合中，进行统计莲蓬收获率、结实

率。再分别选择收获种子数至少在150粒以上的组

合，用Excel计算不同母本或父本的莲蓬收获率及结

实率，用sas8.1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检测

各组合之间的差异显著性。同时，将所有杂交组合

中，再对热带型荷花做亲本的组合另行统计，并用

上述方法进行分析。

 2  3  1 

 5  6  4 

1_   风卷红旗 Nelumbo nucifera 'Fengjuan Hongqi'
2_   紫渚莲 Nelumbo nucifera 'Zi Zhu'
3_   姹黄嫣紫 Nelumbo nucifera ' Chahuang Yanzi'
4_   紫气袭来 Nelumbo nucifera ' Ziqi Xilai'
5_   钱塘红楼 Nelumbo nucifera ' Qiantang Honglou'

6_   凤舞 Nelumbo nucifera ' Feng Wu'
7_   友谊牡丹莲 Nelumbo nucifera ' Youyi Mudan Lian'
8_   建选 17 号 Nelumbo nucifera 'Jianxuan 17'
9_   单洒锦 Nelumbo nucifera ' Dan Sajin'

 8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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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温带型荷花品种资源为亲本杂交

以‘风卷红旗’等9个温带型荷花品种为母本，

创建132个杂交组合，试验花朵1417朵，收获莲

蓬1173个，获种子数10000多粒，其平均结实率约

40%。

表1显示：‘友谊牡丹莲’、‘姹黄嫣紫’和

‘紫气袭来’3个品种结实率均约为21%；‘钱塘

红楼’、‘凤舞’和‘单洒锦’3个品种结实率在

32%～44%之间；‘风卷红旗’、‘紫渚莲’和‘建

选17’3个品种结实率最高，约为61%。结实率方差

分析表明：‘姹黄嫣紫’、‘紫气袭来’、‘单洒

锦’、‘友谊牡丹莲’、‘凤舞’5个品种做母本，

结实率平均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且‘单洒锦’、

‘凤舞’、‘友谊牡丹莲’3个品种的结实率仅仅

21%左右，不适宜作母本。‘风卷红旗’、‘紫渚

莲’和‘建选17号’结实率均高于60%，3个品种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而这3个品种都与‘姹黄嫣紫’

等6个品种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可得出‘风卷红

旗’、‘紫渚莲’和‘建选17号’是良好的杂交母

本材料。

统计后筛选出了‘风卷红旗’等9个品种作父本

的杂交组合结实率情况，表2显示，花朵数为1250

个，莲蓬数为872个，收获种子8000粒。最低结实率

为‘友谊牡丹莲’28.66%，最高是‘紫气袭来’为

48.2%，平均结实率37%，各品种之间数据相差梯度

不大。  

所选择9个父本之间莲蓬结实率存在差异，但差

异不显著。由此可推测，在选择父本时主要考虑该

品种重要性状及其花粉量的大小。

3.2 热带型荷花为亲本结实率

利用热带型荷花品种做亲本，共创建了56个

杂交组合，获得约2000多粒杂交种子。经筛选统

计，所有热带型荷花亲本杂交组合平均结实率可达

53%，比温带型品种杂交组合结实率约高出10%。

从所做组合中，筛选出‘粉红凌霄’等5个品

种为母本的杂交组合。由表3可看出，5个品种的热

带型荷花做母本，其中‘至高无上’结实率最低

16.5%；‘泰红’最高可达83%，结实率明显高于其

它品种，且差异性极为显著。表明‘泰红’做杂交

母本，明显优于其他4个品种，‘至高无上’不适宜

做杂交母本。

从中筛选出4个品种为父本的杂交组合，结果见

表4，花朵数为128朵，莲蓬数为122个，收获种约

1700粒。最低结实率‘秋艳’53.10%，最高是‘粉

红凌霄’为61.57%，平均结实率58.6%，4个品种之

间的结实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4个品种都可以作为

杂交父本。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风卷红旗’等9个温带型荷花品种资源为杂交

母本，‘风卷红旗’、‘紫渚莲’和‘建选17号’

的结实率达60%以上，是良好的杂交母本材料。

‘中山红台’等9个温带型荷花品种资源做杂

交父本，各品种之间差异不显著，都可以用来做父

本，在选择父本时主要考虑该品种重要性状及其花

粉量的大小。

‘粉红凌霄’等5个热带型荷花品种资源做母

表2：不同父本品种杂交结实率统计

Table 2：Variance of seed-setting percentage o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N.nucifera as female parent

序号 父本名称 花朵数/朵 莲蓬数/个 种子数/粒 心皮数/个 收果率（%） 结实率（%）

1 风卷红旗 122 86 1038 2047 63.3 43.39aA

2 中山红台 64 51 577 1320 77.64 42.78aA

3 姹黄嫣紫 219 140 980 2850 69.26 32.55aA

4 紫气袭来 59 44 672 1177 77.7 48.21aA

5 紫冠 174 124 866 1756 79.18 37.89aA

6 凤舞 166 126 1149 2875 76.28 32.25aA

7 友谊牡丹莲 73 54 521 1379 76.98 28.66aA

8 建选17 228 165 1458 3743 78.2 40.61aA

9 秣陵秋色 145 82 764 2076 68.87 29.92aA

合计 1250 872 8025 19223

注：a和A 分别表示在 0.05和 0.01水平差异显著。
Note： a and A.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1 respectively

表3：不同热带型荷花母本结实率统计表及显著性分析

Table 3：Variance of seed-setting percentage o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N.nucifera as female parent

序号 母本名称 花朵数/朵 莲蓬数/个 种子数/粒 心皮总数/个 结实率（%）

1 粉红凌霄 44 30 239 569 45.05bBC

2 秋艳 35 33 315 536 54.64bAB

3 泰粉 23 18 170 385 43.21bBC

4 泰红 10 8 158 195 83.00aA

5 至高无上 4 4 18 75 16.50cC

合计 116 93 900 1760

注：a和A 分别表示在 0.05和 0.01水平差异显著。
Note： abc and ABC.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1 respectively

表4：不同热带型荷花父本结实率统计表

Table 4：Variance of seed-setting percentage o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N.nucifera as male parent

序号 父本名称 花朵数/朵 莲蓬数/个 种子数/粒 心皮总数/个 结实率（%）

1 粉红凌霄 17 17 234 379 61.57aA

2 秋艳 13 18 139 344 53.10 aA

3 泰粉 91 82 1265 2017 60.46 aA

4 泰白 7 5 76 134 59.31a A

合计 128 122 1714 2874

注：a和A 分别表示在 0.05和 0.01水平差异显著。
Note： a and A.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1 respectively

表1：不同品种母本杂交结实率统计及方差分析

Table 1：Variance of seed-setting percentage on the different varieties of N.nucifera as male parent

序号 母本名称 花朵数/朵 莲蓬数/个 种子数/粒 心皮总数/个 收果率（%） 结实率（%）

1 风卷红旗 126 121 2197 3440 91.33 61.22cC

2 紫渚莲 93 82 1242 2168 88.8 61.66cC

3 姹黄嫣紫 107 69 220 874 59.33 21.81aA

4 紫气袭来 100 73 662 2730 77.74 21.54aA

5 钱塘红楼 117 102 861 2071 83.75 44.05bBC

6 凤舞 337 304 1814 5647 85.31 32.49aAB

7 友谊牡丹 56 30 183 797 53.91 21.21aA

8 建选17 379 319 5440 9160 87.57 61.1cC

9 单洒锦 102 73 555 1714 71.76 34.51aAB

合计 1417 1173 13174 28601

注：a和A 分别表示在 0.05和 0.01水平差异显著。
Note： abc and ABC.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and 0.01 leve1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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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除‘至高无上’不适于做杂交母本外，其余4个品种都

可以做杂交母本，其中尤其以‘泰粉’最好。

‘粉红凌霄’等4个热带型荷花品种资源做父本平均结实

率58.6%，4个品种之间的结实率无显著性差异，可知4个品

种都可以作为杂交父本。

4.2 讨论

F1代遗传力表现、花粉萌发力、雌蕊发育程度等知识

的欠少，影响杂交组合创建的数量与质量。尽管创建了436

个组合，但供选配的亲本不足50个，且有很多组合仅1~2朵

花，说明我们的拥有可做亲本材料（基因型）的种类、数量

不够丰富；所获种子其F1代表现亲本的遗传力尚不清楚，优

良品种选择只能千里或万里挑一，以量取胜，要耗费一定的

人力、物力和时间。所有具雄蕊荷花品种的散粉时间不一定

同步，雌蕊成熟时间亦有差异，相同品种不同（夏、秋）季

节结实率可能不同，各品种的花粉萌发力、雌蕊发育成熟程

度等因素，都将可能影响人工杂交的成功率。

热带型荷花品种资源与群体数量不足，有碍“长花期荷

花新品种”群体数量扩大。由于热带型荷花无或少有地下根

状茎的膨大，没有肥大充裕实的营养体越冬，翌年萌动迟

缓，而大大影响了自身的营养繁殖系数；其次，热带型荷花

种质资源发现历史很短，尚未进入大力开发利用阶段，其品

种资源和数量非常有限，故影响了热带型荷花作亲本的杂交

组合数量的创建，对杂交组合质量可能亦有一定影响。

温带型（传统）荷花品种其生长发育特征是：春季萌发

生长，夏季开花或结实，秋季地上部减缓或枯萎、地下部

（根状茎）逐渐膨大，冬季以营养体（地下茎）形式休眠。

荷花的杂交育种及其它新品种选育技术所应用的资源，只能

在温带型荷花资源中挑选，故所选择的性状仅局限在花态、

花色等方面，尚难选育出花期长（国庆开花）的荷花新品

种。若需延长花期，唯有进行人工控制栽培技术，不仅耗费

人力、财力、能源等，且很难达到预期开花效果。自然界中

原本存在着另一生态型的荷花—热带型荷花。如泰国莲，它

为一个特殊类群，花期及绿色期特别长，花期（长江流域）

自5月至11月。目前我国的荷花资源有中国莲种系、中美杂

种莲种系等，而泰国等荷花资源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类群－

东南亚类群，这些资源将为解决我国荷花的花期短、过于集

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种质资源。而且结实率高、莲蓬大，为

优良的观赏与食用的兼用品种，这为培育荷花的三季开花、

在国庆节甚至在（长江流域）初冬（11月上中旬）能生长开

花的荷花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遗传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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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_   粉红凌霄 Nelumbo nucifera 'Fenhon'
11_   艳粉照秋 Nelumbo nucifera ' Yanfen Zhaoqiu'
12_   紫冠 Nelumbo nucifera ' Zi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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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法云古村，一个深隐在北高峰与飞来峰

之间，不起眼于喧闹的灵隐寺旁的散淡的小山村，

籍借安缦法云酒店的开张渐渐为人所知、为人所识

而被人所品鉴（图01）。

回想自 2003 年始从景中村改造而来的法云古村

环境整治和安缦法云酒店环境改造的设计和建设过

程，让我们有了对风景区中建筑与环境景观的设计与

功能利用的实践多了一种理想化途径的体会和认识。

法云古村的原名法云弄，名称源于何时已无据

可考。沿灵隐寺前飞来峰山脚下的浅池长林往山里

走，一过灵隐寺点缀着琳琅满目的摩崖造像的嶙峋

山石渐渐没入浓荫中，明静的浅池也变成辗转的溪

郑捷 陈坚 赵思霓 /Zheng Jie  Chen Jian  Zhao Sini

如画的风景与建筑
——杭州灵隐景区法云古村改造设计思绪

【摘 要】从法云弄到法云古村乃至到安缦法云酒店的变化，展现了杭州灵隐寺旁的小山村从环境形态到主
题内涵的变迁过程，这一系列的变化始终围绕着对它的文化核心价值的提升和呈现而来。本文从设计前后对
价值资源要素的认识和借鉴传统山水文化和山水绘画艺术理论的思绪入手，介绍了设计为探寻法云古村（安
缦法云酒店）环境景观的显性系统和隐性价值所作的思考和努力；以及将景物的不确定性和对物形的“出
离”作为引导受众实现从形而下的形态向形而上的意境审美转换的重要手段的基本思路；并进一步提出时代
的发展作为内在的动力是法云古村的人文和艺术价值得以彰显的根本原因的观点。
【关键词】法云古村；资源品质；文化叙事；画理；价值转变

Abstract: The change from Fayun Lane to Fayun Village and later to Fayun Anman Hotel revealed a changing 

proces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forms and connotative themes that happened in this small village near Hangzhou's 

Lingyin Temples. The serial changes have always embraced promo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core cultural values of 

Fayun. Starting with understanding the elements of value resour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novation, and borrowing 

from traditional landscape culture and landscape pain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thoughts and efforts 

behind the reno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tangible configurations and implicit valu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in the Fayun historic village (Fayun Anman Hotel). The paper then discussed basic ideas of using 

uncertainty in landscape and thinking independent of physical substances as important methods to guide the audiences 

to transform their aesthetic tastes from physical substances to metaphysical conception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d 

the viewpoint that internal motivation from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time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humanistic 

and artistic values of Fayun historic village are successfully presented.

Key words: Fayun historic village;Resource quality;Cultural narration; Painting theory;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e Like A Painting
Designing Thoughts On Renovating The Fayun Historic Village In Hangzhou's Lingyin 

Scenic Area

1_   深隐于北高峰与飞来峰之间的法云古村

Fayun historic village is concealed deeply 
between the Mount Beigao and Mount Fe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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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而法云古村正是一面隐约显露在飞来峰脚下这

片林涧中，另一面则散落在北高峰山脚日照充分的

缓坡上，其中的上香古道辗转起伏其间，朝山进香

的游人来往于周边的寺庙而穿梭于此，寺中的僧人

也时由对面缓步而来。千百年来，这个小山村受周

边的灵隐、韬光、天竺等众寺的香火熏染，被普渡

众生的慈云法雨所滋养，而始终保有一份投射着岁

月醇厚的山林清趣，即便八九十年代景中村杂乱无

序、生硬突兀的农居拆除后留下的空间中，一片山

林水石仍然呈现出难得的资源品质（图02）。

法云古村周边与包括灵隐寺、三天竺诸寺和韬

光寺等在内的七座寺庙为邻且处于核心区位，它的

地缘性决定了它在旅游旺季和佛事活动期间有着一

时的喧闹，但它的自然环境条件又使它能够始终保

持着超然世外、顿达心性的环境品质和格调；不论

是山林水石的自然场景，还是蜿蜒石径中不时映现

的僧人背影，在钟声清扬的映衬下，都折射着幽微

的禅意（图03）。

法云古村这个林木葱郁流水清响的山谷中，历来

就不乏文人隐士流连驻足乃至隐居其中，雅尚自然一

直是隐逸文化建立和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一

种重要形式。与明清江南园林对隐逸文化的诠释所运

用的素材不同，法云古村对隐逸文化内涵的表述是与

自然的山石林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空间场所和环

境要素的前提性特征，与传统文人园林的源始类型有

着更对应的契合，更符合志栖丘园、祖述魏晋的主

题。早在东晋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完成了包括园

林、山水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玄学、佛教、道

教、饮食、棋艺和服饰等一系列文化艺术门类在内的

文化艺术体系的建构，这些文化艺术门类就其具体内

容和技法来说，虽然有各自更为辉煌的时代，但其思

想和美学的渊源都可追溯到东晋时期。因而，在法云

古村的设计过程中探索构建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理

念、艺术原则和手法，乃至日后回顾总结法云古村的

设计经验，较早成熟的、且与园林艺术同根同源的传

统绘画艺术理论，以及早期自然山水园的人文思想，

都是一种很好的借鉴，

出世的僧人和隐遁的仕人，面对同样的山水和

同样的草木，获得相类似的精神体验和感悟，这是

法云古村的隐性价值，也是它的核心价值。就在这

样一个被深厚的佛教山林文化气场所笼罩的小山村

里，地缘性特征、人文积淀、场地条件和它的历史

使命，使得我们在改造景中村的设计落笔之前就多

了一份用山林村舍状写岩壑隐逸的初心和追求：期

待它能融入灵隐诸寺和飞来峰的文化叙事主题；同

时期望能凭借建筑功能定位不确定的机会，借鉴传

统山水画创作的理论和方法，在整个村落设计中实

践更多更理想化的状物、传神和表意的追求，以期

呈现对灵隐景区物质和文化多层面起到丰富和完善

作用的效果；在利用灵隐寺边这方有限的空间，对

景区的旅游服务功能和文化内涵作出进一步的拓展

的同时，不辜负这片山林的清逸品质（图04.05）。

法云古村通过对各种物象场景的提炼和组织，

把握山林、水涧和山地建筑及寺院诸多景物元素的

运用，表达其特有的空间审美的情境，进而映射出

山水中禅意文化的心境，这是设计的基本思路；借

鉴画理，以山林泉石为重、建筑融入自然的山水画

艺术原则也作为设计的主要指导思想成为构思之初

的立足点。

传统园林艺术重意境，而意境实在是“意”和

“境”两个概念的组合。王毅在《中国园林文化

史》中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四重境界——实际是审

美境界进行探讨，其中引用杜甫诗句的“水流心不

竞，云在意俱迟”来表述第四重境界的内涵有一段

话：在此境界中，天光水色的无间等景物的和谐是

形；审美情感与云水意态的浑融等情景的和谐是

意；而只有万物运迈与心绪流逸在动态中的凑泊才

是宇宙韵律的和谐，才是神。这里说的“形”相当

于“境”，“神”相近于“禅”，而“禅”则另有

一番天地。园林审美中“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

味像”从形下到形上的转接，与传统绘画理论倡导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的“画理”如

出一辙，都强调借助对形而下的超越而进入形而上

的审美或更高的心性境界的艺术创作追求。显现的

客观形象与幽微的主观感受的契合默会，进而引发

心性境界的升华，是绘画艺术探求的重要命题，也

是法云古村山水园林的文化所在。

大家都知道郑板桥有“胸有成竹”之语，却不知

他在探讨动笔前后的酝酿构思时更推崇“胸无成竹”

的状态，原因在于“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

者，化机也”。既要景物要素之间的内在秩序，也要

没有定则的机趣。法云古村的建筑与环境的整体格局

貌似不经意的粗疏随意，与场地原生的自然风貌对整

体“画意”定位的影响有着必然的关系，也与我们在

构思时对以建筑为主的人工景物元素，从无绪到有

序再到无序化处理的反复把握有着直接的关系（图

06.07.08）。成规模的园林尤其是自然山水园的品鉴

与山水画的不同之处在于：山水画以静态的画面来激

发调动观赏者的心绪，形成审美的过程，乃至超越一

般的审美感受而体悟更高更深的境界；山水园林的体

验是由游赏者的身体在室外空间中运动、感受达成

的，包括了局部静态的深度的体味，和对全局动态的

整体的回味。在这个过程中给人感受的场景，都要求

围绕“画意”这个核心，各个空间节点、段落组织形

成的整体序列和节奏感乃至具体到局部空间的界面

和细部，都能与环境总体表达的“画意”有一个一气

 2  3 

 5  4 

2_   法云古村未整治前现状

Fayun historic village before the renovation
3_   佛教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法云古村

Buddhist culture has long and gradually 

influenced Fayun historic village.

4_   安缦法云酒店的入驻并未打破法云古村的宁静

Opening of Fayun Anman Hotel did not disturb 

the quiet historic village.

5_   山林自然环境的清逸品质

Fresh quality of natural forest environment

 7  6  8 

6.7_   整体环境风貌貌似不经意的粗疏随意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has seemingly 
casual and inattentive appearance.

8_   局部的建筑组团融于山林之中的格局

A structure where local buildings as a 
group unite with the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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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成的呼应。在这种整体的把握中要能呈现“胸无成

竹”所追求的“化机”之“趣”，需要我们在设计时

心中始终用一种整体的“意向”去关照把握局部的

“具象”，这也是在心绪流逸中感受和谐、浑融和凑泊

的微妙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设计往往花费更多的时

间精力凝神精思，在每一个局部的画面与所有画面的

整体感受之间逡巡劳神。而当所有的关系处理了然于

胸时，一种释然的快感会在心中油然而生。古人论

绘画有语：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

释燥心、迎静气。昔日谓山水家多寿，盖烟云供养，

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大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把设计中的山林水石、村庐屋舍等等都作“烟云供

养”来对待，可能是大多数设计师摆脱、调节设计工

作带来的压力和负担的乐观方式，然而这实在是一个

优秀设计师所必备的素养。一幅优秀的山水画作品必

然源于画家胸中的丘壑气韵、烟云秀色，一项优秀的

风景园林作品要求我们有感而发。

对于设计具体的入手，古人基于绘画理论的论

述对我们有更多的启发。宋代郭熙、郭思父子在他

们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山水训”一篇中提出

“三远论”，把空间层次和形态的表现分出三种类

型，包括“高远”、“深远”和“平远”。前两者

近似于今人所说的视廊，后者接近于视域，只是郭

熙说的意思不光是简单的空间层次和形态，他更关

注与此相关的势态和神态。在他眼中，“三远”不

只是一种手法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整体神韵

的方法。所以他说完“三远”的概念接下去又说：

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

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

而缥缥缈缈。……再后来历代一直都有人就意境与

形态和势态的关系等此类问题多有探讨阐述——明

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丘壑藏露》中有语：……更

能藏处多于露处，而趣味愈无尽矣。……景愈藏，

景界愈大。清人恽格《瓯香馆画跋》说到：……意

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法

云古村的空间层次和形态以“深远”的类型为主，

这体现在两山相夹的场地中水涧古道的线性特征，

以及水涧与古道聚散离合处，水涧空间于转折后林

木阻隔围合形成的视廊形态（图09.10.11）；局部

辅以“高远”的视廊处理，将灵隐寺大殿的屋宇、

永福寺的院墙和飞来峰、北高峰的峰峦山林结合场

地条件纳入景观系统的组织（图12）。法云古村正

是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深境的塑造，达成境深意藏的

艺术效果，同时映射引发对文化深境的丰富体验。

原有的景中村改造拆除了粗俗突兀的现代农

居，清理了破败杂乱的违章搭建后，场地中留下

的少数几座老民居与周围的山林水涧及上香古道之

间的空间，依然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多变与浑融。清

空的数方宅基地顺上香古道前后错落高低盘互，林

木映带周匝。设计将组团状的山地民居和茶园依上

香古道为主线置陈布势，沿路空间的开合收放、拥

塞阔朗一如山水画中水墨的淡荡虚无与沉浸浓郁，

对于法云古村的“经营位置”、孕育生成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从整体来看，蜿蜒起伏的上香古道将两

边茂林下低伏接远、坡地上高昂拥迎的村舍如串串

葡萄联系在一起，显现脉络连贯、气韵深远的格局

和章法。游人身临其境，空间的屈伸变换、穿插映

带，既让人饱游沃看、应接不暇，却又一气呵成，

而非堆砌成篇。

放眼北高峰与飞来峰之间的整个谷地，法云古

村掩映在葱郁的山林中，与古树苍木间灵隐寺和永

福寺森然耸立的殿宇不同，所有建筑单体体量适度

宜人，而群体选址或临涧筑基，或凭树构堂，却都

隐现在树荫之下并力求与山坞林泉浑融无间，同时

将山林中散落的水石林岫之美贯联勾画出来，虽丰

富变换却不失萧然清旷之趣味（图13.14.15.16）。

法云古村的建设完成了以自然既为背景也是主

体的景物环境体系的构建，建筑作为其中的要素，

各单体形式与规格以最大程度被削弱的方式、以低

调的姿态隐隐约约于不同的山水构图中。法云古村

建筑情景的体验由外而内，首先顺上香古道两侧村

落沿路的场景来展开。游人向建筑渐行渐近的过程

中，错落散置的建筑或布列路旁、或隐约于坡上溪

边，由山林石径旁远处的点景渐渐成为眼前的主

景。沿路的建筑界面始终长短不一，虚实相间，散

淡而不破碎，保持村落整体连贯的气韵；而向山坡

纵深方向建筑的山尖和檐口前后错落、展转隐显，

使村落组团的势态与山林的层次起伏浑融一体（图

17.18.19）。

谢灵运《山居赋》中有言“面南岭，建经台；

 9 

9.10.11_   林木之间深远的景观空间层次和形态

Deep landscape spatial hierarchy 
and forms between trees

12_   建筑与峰峦山林的高远层次

Height and depth hierarchy among 
the buildings and mountain peaks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3.16_   法云古村与葱郁的山林浑融无间 Fayun village and arborous mountains blend seamlessly.
14_   建筑群体选址凭树构堂，掩映在树荫之下 The buildings are located against the tree and are therefore shaded 

by the canopy.
15_    建筑群体选址或临涧筑基，贯联勾画山坞林泉之美 The foundation of the buildings is located beside the creek, 

reminiscent of beautiful paintings of mountain hovels and springs in the woods.
17_   沿路建筑界面虚实相间、生动错落，散淡而不破碎 Facedes of roadside buildings have mixed looking of being 

both blurred and clear, vivid and Hierarchical, giving the overall feeling of decentralized but not fragmented.
18.19_   向山坡纵深方向建筑前后错落、展转隐显 Along the depth of the slope buildings are arranged in hierarchy, 

making them appear as people walk further.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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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

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

源，美膏液之清长”，法云古村虽没有诸多建筑

类型，而建筑布置与构筑的因势利导，却有效地

利用了自然环境条件和景观资源，并运用“面”、

“倚”、“傍”、“临”和“对”、“纳”、

“抱”、“美”等手段形成丰富的建筑与自然和谐

的处理关系，呈现出多样的审美场景和意境。无论

作为远处的点景还是近处的主景，建筑都与周匝的

林木浑融一体，或笼罩在葱郁的林荫下，或围绕参

天古树周遭布置。建筑作为人工特征最强的元素，

在沿上香古道的线性体验中，呈现出人工融入自然

的趣味和追求（图20.21.22.23）。

游人沿上香古道在体验纡回委曲、辗转幽奇的

建筑与自然景物要素共同构建的场景空间的同时，

在感受两侧林幽、园朗、水明、山浓等形质、光色

的反差对比之外，局部的自然环境要素给人以更

为丰富细致的审美感受。在此，村落内部的疏林淡

影、茂树浓荫、林幽鸟歌、萍散鱼现、回溪曲沼、

冲波浅濑、山花迷径、藤蔓池水、茶园空廊、碧苔

芳晖等诸多情景化要素，通过有意识的组织，结

合周边的池浅山浓、峰峦拥迎接远等大关系的处

理，达成“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

的设计构思的呈现。这些情景化要素，因季节时

辰的不同、晨昏晴雨的变幻而引人观春秋荣落、叹

千秋寂寥，从而达成人与自然深层次的交流（图

24.25.26）。

法云古村是一种另类的郊邑园林，其深层次文

化的受众仍然以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精英阶层为

主。与传统不同的是它的形式手法——从主题类

型、布局结构和建筑形式来看，迥异于传统的明

清郊邑私家园林。通过对山石林泉“祖述魏晋”的

主题性审美模式的构建，建筑布局与自然景观间的

和谐关系处理，建筑组团内部空间与整个外部空间

的映接过渡等大关系的处理，构建整体山林水石的

自然风貌；而山地民居简明的沿线性道路组织的格

局，和随形就势、不拘一格的建筑布局形态，与形

似质朴粗疏的建筑造型，对物和形的表现及追求传

达出更为“出离”的意味。它通过将最代表人工的

建筑的类型和形制降格，以强调山林泉石等环境要

素的自然性的方式，来达到引导受众“出离物欲、

融入自然、顿达心性”的目的（图27.28）。

郭熙“山水训”有言：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

之心临之则价高……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法云古村

更多的是让人产生对曾经的生活体验的回味和对理

想中的传统人文景观模式的审美。对于安缦法云酒

店的境外住店客人来说，完全是一种差异性的文化

消费。从形式的感觉到内心的知觉，他们能完成多

大深度的体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根性，有此根

性方能有此契合，否则就等同于开眼界。

法云古村改造任务的主题并非是简单的风景区

环境整治，更重要的是其关乎古村落环境变迁中历

史文化价值转变的探索。

从七、八十年代“法云弄”给人是一个杭州郊

外衰败的山地村落的印象，到“法云古村”的整治

建设完成，其宛若自然生成的彰显杭州山地民居特

色的山地古村落的变象，一直到随着安缦酒店的进

驻（图29.30.31），“法云古村”也随着在差异性

文化对比下产生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商业价值的突显

而为人注目，并使众多高端文化消费群体流连品味

其中而呈现的文化价值意象，在有限的岁月里的这

20.22_   建筑依山傍水而筑，自然和谐

Buildings are located with mountains 
on the back and water nearby, 
reflec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21_    建筑门对林荫花海，纳四时之景于窗前

Doors are open to seas of canopies and 
flowers so that residents can appreciate 
scenery of four seasons through the 
windows.

23_    建筑笼罩在葱郁的林荫下，呈现出人工融

入自然的趣味和追求

Buildings are hooded by flourishing 
woods, reflecting fun and pursuit of 
blending human and natural works.

24_    疏林淡影、峰峦拥迎

Sparse woods leave subtle shades, 
while ridges and peaks open their arms.

25_    回溪曲沼、冲波浅濑

Curving creeks and winding swamps, 
rushing torrents and shallow riffles

26_    茂树浓荫、林幽鸟歌

Big trees provide dense canopy for 

birds to sing in the quiet woods.
27_    山花迷径、碧苔芳晖

Mountain flowers sprawl the trail while 
moss grows shiningly green.

28_    建筑形似质朴粗疏，却有出离物欲、融入

自然、顿达心性之妙

While the building looks plane and 
rustic, it has ingenious function of 
helping people think independently 
of physical substances, unite with the 
nature and open one's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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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转变过程中，昔日的“法云弄”、今日的“法云

古村”或“安缦法云”所落脚的这片山林，始终扮

演着被超越的角色。这种超越引发的一系列追求超

然世外的画意表象的变化，是以反映时代发展的内

在的价值观的调整、提升为前提的。在这一切变化

的表象下隐含的“深层结构”是华夏文明跨越千古

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一个主题，是人与

自然以及它们的象征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形成了不

同价值的显性结构，呈现出绚烂多彩的历史影像，

也呈现了法云古村如画的风景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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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_    安缦酒店入口 Anman Hotel entrance

30_    安缦酒店中餐馆 Chinese restaurant in Anman Hotel

31_    安缦酒店客房 Guest room in Anman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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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 Protection Forest Landscape Design In Sanliting Hangzhou

周铭翔  谢 云  邵 锋 / Zhou Mingxiang  Xie Yun  Shao Feng

杭州三里亭铁路防护林景观改造设计

【摘 要】杭州三里亭铁路防护林遗留绿地位于高铁附近，又与附近居民区相连。在满足其铁路防护林需要
的前提下，利用现场已有的条件尽可能满足附近居民的生活需要。从植物群落空间和功能空间来定义这块场
地的功能。利用其特有的文化属性，运用与铁路相关的符号，加强场地精神内涵。使这片场地成为独特的存
在，也是对该类特殊城市绿地用途的一次有益探究。
【关键词】遗留绿地; 铁路防护林; 居民生活; 文化属性

Abstract: The legacy green space is located near the high-speed railway, and connected to adjacent residential area. 

Under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railway shelter forest, existing conditions are utilized to meet the needs of 

nearby residents life to the largest extent. The function of this green space is defined from aspects of plant community 

space and functionality space. Its unique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railway related symbols strengthen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area. This green space is a unique existence, and also provides for a useful exploration about how 

to utilize this type of special urban green space.

Key words: The legacy of green space; Railway protection forest; The lives of residents; Cultural attributes

当今时代高速铁路建设大潮席卷全国。由于建

设工程的需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周边环境相冲

突的问题。发展与环境的冲突在城市狭小的空间中

显得更加刺眼。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空间中，将由于

上述原因增加城市遗留绿地面积。这些绿地应该如

何利用才能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是设计者会直面

的挑战。从环境可持续，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充

分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益并赋予它们各自的特色，是

设计者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努力探索的。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位置

杭州三里亭铁路防护林位于杭州下城区，北有

德胜高速路，南临上塘河，西侧为铁路，东侧为三

里家园居民区和杭州江心实验学校。

1.2 场地环境

此区块原为三里亭房产公司建设三里亭居住

区时建设的配套绿地，后因高铁建设需要，被部

分征收，遗留下来的绿地总面积约1.1万m2。整个

区块呈一带状分布，极其狭长，南宽北窄，总长

近590m。北面最窄处不到8m，南面最宽处也不到

50m。该区块是附近三里家园居民区和杭州江心实

验学校与高铁线路之间唯一的屏障。 

 

          

 

1.3 功能需求

该绿地性质属防护绿地。甲方要求在完成铁路

防护林要求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周边三里家园小区

居民生活的需要。因地制宜，在确保安全、最大限

度利用好原有地形和保留树木的基础上，将防护绿

地和公园绿地有机结合，营造一处秩序井然、景观

特色显著的铁路防护林带。

1.4 场地分析

原有的绿地由于高铁建设及人为破坏，已经丧

失了作为防护绿地的功能。原有植被较茂盛，以

香樟、七叶树、悬铃木等大乔木为主构成植物群

落。原有园路已经废弃，附近居民也不再使用此

处绿地。有些居民私自在其内开垦菜园，而有些

更是将其作为倾倒垃圾之处。绿地的防护功能的

丧失使这片区域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附近居

住区的小孩只需翻过一堵矮墙即可到达高铁线路

上。

2 项目设计

2.1 设计定位

通过植物景观提升、地形营造、园路及设施布

置，设置公共空间。在充分考虑设计地块的防护

功能情况下，兼顾附近居民的活动、休憩、娱乐

需要，引入其特有的铁路文化符号，建成一个功能

完善、景观优美、特色鲜明的铁路防护林带景观绿

地。

2.2 设计原则

2.2.1 生态性原则

尽可能将现有乔木予以保留，根据设计需要在

原场地内合理移植。对于一些枯病树木予以去除，

并补充其他树种（小乔木，灌木），丰富中下层

植物空间。在原有植物群落基本不被改变的情况

下，最大限度地完成铁路防护林的功能需求。同

时也将给周边居民带来最佳的景观效果。

2.2.2 实用性原则

在实现防护林目标的情况下，兼顾附近居民休

憩娱乐需求。作者实地调研发现，由于该区块附近

居民区较密集，人口密度大。周边并没有较大的公

共休憩娱乐场所供居民使用。在向附近居民征求设

计需求时，他们也提到希望能有比较大的休闲空间

以供使用。从使用者的需求出发，以人为本，满足

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是一块城市绿地应有的功

能。

2.2.3 安全性原则

在设计中，营造三层植物空间。分别是密闭空

间、半开敞空间、开敞空间（图2 植物空间、功能

分区图）。在满足铁路防护林需求的同时提供足够

安全的休憩空间给附近的居民。

2.2.4 文化性原则

由于该区块特殊的地理位置，笔者实地调研时

竟然发现有不少废弃枕木散落在附近铁路工厂旁。

新旧铁路的发展印记随着附近高铁急速驶过的余

音让人印象深刻。此地的文化符号鲜明，是设计者

需要拾起加以利用的，这块绿地具有自己鲜活的灵

魂。

该绿地景观改造设计遵循生态性、实用性、安

全性、文化性四大原则。通过增设防护隔离植物空

间，增加活动、休憩设施，优化、提升植物景观，

引入其特有的文化符号等措施。最大程度上满足安

全防护、居民生活使用、文化特色鲜明等方面的需

要，充分发挥该绿地的综合功能和效益。

2.3 设计内容

2.3.1 主题

在满足铁路防护林的前提下，设计者应该挖掘

场地特有的文化主题，而不是将它变成“千城一

面”的设计，这也是当下中国城市绿地设计中需要

努力探索的。

铁路文化是这块场地特有的主题。为了实现主

题，挑选了废弃的枕木、淘汰报废的绿皮车厢、铁

路信号灯这三个因素。它们都将通过设计应用到这

片场地上来。这些过往时代铁路的印记，将留在这

片土地上。一墙之隔呼啸而过的高铁，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引人遐想。不必花费太多资金，即可

达到实用、经济、趣味、文化于一体的景观。

2.3.2 群落配置

由于场地独特的形状以及对其功能的要求，将

地块分成南北两大区块。首选考虑铁路防护林的需

求，将在密闭空间利用原有树木移植、配置形成高

中低三层。主要以原有的香樟、悬铃木、七叶树等

高大乔木形成上层空间，再向西移植原有冠幅已较图1  区位分析图 Location analysi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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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桂花和一些夹竹桃形成中层空间。下层空间则

利用原有灌木和新增加的一些养护方便的地被植物

如大吴风草形成浓密的林下地被。上、中、下层结

合，起到铁路防护林的作用，进而形成密闭空间。

阻隔铁路与居住区，减少铁路对附近居民造成的

影响。由于北区块过于狭长，最窄处不足8m，最

宽处也不过14m，所以主要以防护结合观赏为主。

在密闭区外层再设置一半开敞区，面向小区的方

向，植物配置逐层下降，配置较多的红枫、鸡爪

槭等秋色叶树种营造景观。南区块以防护结合休

憩、活动为主。除了密闭空间，半开敞空间和开敞

空间则采用疏林草地的植物造景手法。利用剩余的

树木合理搭配，在南区块狭长的空间中提高绿地使

用率。草地以白三叶代替养护昂贵的草坪。整个设

计中都将采用管理相对粗放的植物，将节省养护成

本。

2.3.3 功能分区

该绿地主要有两大功能。在满足铁路防护林的

功能需求下兼顾附近居民生活需求。所以分为防护

区、休闲区两大功能区块。绿地一分为二，最大限

度的满足各方需求，同时保证景观效果。

2.3.4 节点设计

实地调研中发现在北区块与铁路中间有一处铁

路工厂。考虑到他们出行的需求，安排三个出入

口，其中一个出入口将成为集散休憩点，满足小区

居民短暂停留需要，同时增设非机动车棚，解决周

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所有铺装将采用环保的生态

烧结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在南区块三个位

置分别设置了小游园入口、悬铃木林下广场和素心

亭。并有一条园路串连三点。形成“三点一线”

的格局。融合铁路文化要素，充分体现该区块的特

色。小游园入口的枕木，铁轨简单的井字型组合，

将成为一个十分有趣的景观指示牌。园路将由废弃

枕木和碎石铺成，经济环保，却独具韵味。中间的

悬铃木林下广场可供居民活动、健身之用。废弃的

车厢将改造成供附近居民休憩的景观亭。独特的火

车酒吧（图4）让人耳目一新。铁路信号灯外形的灯

具独具匠心，通过合理布置，在满足场地照明的同

时，营造一种别样的文化氛围。以上种种，满足了

场地实际需要。但皆是废弃铁路物品的回收利用，

是整个区块的一大特色。最南边临水而建的素心亭

不论春季、还是秋季都是观景、休息的好去处。原

临备塘河的水杉数量将得到补充，形成美丽的水杉

林。林下种植的二月兰，春天显得格外美丽。届时

南区块将是附近居民主要的活动场所。广场，火车

车厢景观亭，非机动车棚等设施将极大地方便附近

居民的生活。特色的枕木园路，铁路信号景观灯，

结合水杉，红枫，悬铃木等秋色叶树种的美景。届

时场地的景观效果将十分出色。

3 结语

城市遗留绿地的改造是现今很多园林设计者会

面临的挑战。而同时兼顾铁路防护林需求的项目

则难度更大。随着高铁建设的大力发展，未来很

多地方将会出现不少类似的项目。本案的地理位置

特殊，设计者在满足铁路防护林功能的前提下，兼

顾附近居民的生活需求。从实际出发，尊重现状条

件。坚持生态、实用、安全，文化的原则。利用植

物分割出三个空间，在各自空间中定义功能。同时

积极挖掘场地的文化符号，利用枕木，车厢，信号

灯等废弃物。重新定义它们的价值。这些努力使铁

路与居住区之间达成了空间平衡。它们不是分割的

单体，而从体验的层面上达到了一致。从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出发实现了该遗留绿地的最大效益。该设

计是对此类城市遗留绿地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尝

试，为该类绿地的开发使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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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的文化活动和流传后世的诗词作品中，对西

湖花卉景观的欣赏和营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守杭三年间，白居易修六井、筑沙堤，为杭州

留下了200余首诗篇和文赋，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规

模咏叹杭州山水的文学家，也是奠定了后世西湖治

理和景观构建版图的开创者。清代吴骞有言：“乐

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白居易一生之

中，对花卉题材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主题思想内

涵丰富，艺术水准高超，传颂度极高的咏花诗。据

陕西理工学院陈婧《白居易咏花诗研究》中通过对

《白居易全集》的分布和统计情况来看，现留存的

白居易诗集中，有咏花诗共计150余首,歌咏的花卉

品种有30种之多，其中不乏《大林寺桃花》、《晚

桃花》、《衰荷》、《采莲曲》、《新栽梅》等脍

炙人口的作品，无论是在数量亦或质量上都在唐代

西湖四季花卉最早见载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

录》：“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

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作为西湖文化

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湖四季花卉景观的形成和

西湖山水景观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至迟在

唐代，四季花卉中的桂花、荷花、梅花三种花卉，

都已在西湖的山水间有了成规模的生长和种植，进

而引发了时人的花卉欣赏活动，并由此形成花卉文

学见诸于士大夫的诗文之中。

唐代是杭州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

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湖不断地得到竣治，沿

湖景观亦逐步开始营建，花卉景观的出现、欣赏和

营造自此而起。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曾担任杭州刺

史的中唐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对西湖景观的建设影响

巨大，更因其自身对于赏花、咏花的钟爱，使得他

堪称首屈一指。

在白居易的杭州诗中，同样留存有大量描写杭

州和西湖植物景观的诗句。根据陈文锦《白居易西

湖诗全璧》一书统计，柳树、松树、竹在白诗中各

出现过10次，梅花出现过7次，荷花出现过5次，桂

花出现过4次，樱桃、樱花、梅子、藤花各出现2

次，此外梨花、笋、莲子、山榴花、木兰花、紫阳

花、萱草、蘋花、海榴花各出现过1次。白诗中至少

出现过19种以上的杭州地方植物，以西湖主要的造

景植物柳树、松树和竹为最多。而在花卉中，以梅

花、荷花和桂花出现的频率最高。当时的西湖四季

花卉概念并未形成，但已能在白居易的审美世界中

追索到梅花、荷花、桂花这三种花卉在西湖山水间

的种植规模和欣赏渊源。应当说钟情于花卉欣赏，

并不是他的杭州诗中特有的现象，只因为杭州的山

水环境正好和诗人的审美相合，使得白居易成为第

一个写下大量咏叹西湖花木诗词的文学家，为后世

西湖花卉欣赏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从而影响到了西

湖四季花卉景观概念的形成。

1 白居易与西湖四季花卉

1.1 白居易的梅花诗及其赏花活动

在白居易的西湖花卉诗词中，写到梅花的作品

数量最多，也最引人注目。一直以来，林逋被认为

是西湖赏梅的奠基者，描写孤山梅景的第一人，事

实上早在白居易的诗中，就已经多次出现了梅花意

象。在白居易的杭州诗篇中，提到梅花的共有7首，

分别是：《新春江次》、《腊后岁前遇景咏意》、

《花楼望雪命宴赋诗》、《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

赠》、《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雪中即

事寄微之》和《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

其中《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与诸客携酒

寻去年梅花有感》和《忆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

律》是专题咏梅诗。白居易的专题咏梅诗见诸文献

的只有5首，除此之外还有《寄情》和《新栽梅》2

首，在杭州所作的咏梅诗占到60%的比重，可见杭

州梅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前文所述白诗中7首关涉梅花的诗篇中所提到的

植梅之地遍及樟亭（《花楼望雪命宴赋诗》）、湖

边（《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州治(《腊

后岁前遇景咏意》)、伍员庙和孤山（《忆杭州梅

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江边（《新春江次》）

等,范围甚广。虽不能断定这些梅花是否为有意识的

栽植和造景的结果，但至少在白居易的时代，西湖

梅花的生长范围已经十分的广泛。尤其是《雪中即

事寄微之》一诗中的“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

Bai Juyi’s Promotion On The Appreciation Of Four Season Flower 
In The West Lake

杜清雨 / Du Qingyu

白居易对于西湖四季花卉欣赏的推动

【摘 要】唐代是西湖山水人文景观的发展时期，同时也是西湖花卉景观的兴起时期。白居易在杭州的赏花
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花卉文学，大大的推动了后世对于花卉的关注和西湖花卉的欣赏。尤其是梅、荷、桂三
种花卉，得到了诗人的格外偏好，成为了于西湖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景观元素被诗人所提炼。白居易当是
推动西湖四季花卉欣赏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白居易；西湖景观；四季花卉；花卉欣赏；花卉文学

Abstract: Tang dynasty is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of the West Lake has developed. Meanwhile 

it is also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West Lake’s flower landscapes emerged . Bai Juyi’s flower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flower literature formed later  which have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attention to flower 

landscapes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est Lake’s flowers.Particularly plum blossom, water lily and sweet osmanthus 

were preferred by the poet, who refine them as the landmark landscape element of the West Lake. Bai Juyi had the 

essential role on the appreciation of four season flower in the West Lake.

Key words: Bai Juyi; The West Lake Landscapes; Four season flowers; Flower appreciation; Flower literature

孤山问荷 Inquiring lotus in Solitary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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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株”一联，固然有使用到夸张的写作手法，但

用大庾岭来指代种植梅花的山坡，证明梅花的数量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花楼望雪命宴赋诗》

诗中的“偷将虚白堂前鹤，失却樟亭驿后梅”一

联，是于西湖文学中第一次鹤与梅在上下联中同时

出现。虽然在这两句诗中，鹤与梅并非拥有绝对紧

密的关联性，但鹤与梅所共同具有的超逸气质，已

为诗人所注目，或可看作日后林和靖为何独选梅鹤

为伴的先声。

专题咏梅诗《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

《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和《忆杭州梅花因

叙旧游寄萧协律》是三首相互关联的诗歌。《和薛

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作于长庆二年（822年），白

居易听闻寒梅绽放后，与友人（薛秀才）一同寻梅

并在花下举行了筵席。酒会中有歌舞助兴，气氛十

分热烈，并在最后传达了，若天气晴好，不妨再行

聚会之意。《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作于长

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与友人一同出发寻觅去年

曾一同欣赏过的梅花，这也证明了，尽管没有文献

和诗词作为记录，但前一年的长庆三年（823年）

白居易也有赏梅出游。在杭州的三年间，每一年的

花季，赏梅都是白居易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

一，并且都有管弦助兴。而在这次的寻梅中，前两

年陪同诗人一起出游的薛秀才已经不在人世，而今

梅花依旧，勾起了诗人心中的伤感。《忆杭州梅花

因叙旧游寄萧协律》作于宝历元年（825年），时

诗人已经离开杭州，诗中提到的“薛刘”，即薛景

文和刘方舆，而薛景文就是在前两首梅花诗中出现

的薛秀才。诗人回忆起在杭州三年中，数度和友人

一同访梅的往事，想到当时相伴携游的好友均已去

世，无限感慨。

白居易在杭州期间不仅多次和朋友一起赏梅，

在赏梅之时通常也会举酒对饮。数年之间，寻梅、

看梅、忆梅构成了有明确目的，并不间断持续的审

美活动，在西湖掀起了梅花欣赏之风。其中《忆

杭州梅花因叙旧游寄萧协律》中的“伍相庙边繁似

雪，孤山园里丽如妆”一联是最早赋咏孤山梅花的

诗词。“繁似雪”一词说明了今天的吴山一带，梅

花已不是零星的种植，而是成片栽种，成为了一种

植物景观。而孤山的梅花虽然规模似乎并不及伍员

庙之广，却成为有史可载孤山赏梅的原点。

白居易的梅花诗之所以如此瞩目，皆应其在唐

代西湖文学中是很特殊的现象。首先，关涉梅花的

诗篇数量多于关涉桂花和荷花的诗篇，在其西湖花

卉诗中占到了第一位。尽管后世称西湖“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但西湖的梅花显然已在白居易心

中得了风气之先。其次，与整个唐代的其他诗人相

比，无论是比白居易早的宋之问、李白，还是比白

居易晚的陆龟蒙、贾岛、皮日休，都没有关注到西

湖的梅花，他们笔下的杭州风景尤其是最为唐人所

乐道的天竺桂子，占到了绝大的篇幅。张祜《登杭

州龙兴寺三门楼》“偏宜竹翠山长润，早见梅花地

少寒”，是除白诗外，极少数将杭州的梅花意象写

入诗中的唐朝诗人。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和唐

朝整体的审美风气有关。唐文化色彩秾丽，而梅花

的审美过于清幽，相比之下以色彩取胜的桃花和牡

丹更多的得到了当时诗人们的亲睐。另一方面则和

白居易自己的审美体验有关，刺史三年的经历，使

他对杭州风景的了解远胜于其他游览至此的诗人，

对西湖景致的观察和描写必然更加细致入微。

1.2 白居易时代的西湖荷花盛景

荷花是白诗之中西湖景观重要的标志物之一，

在白居易的西湖花卉诗词中，提及荷花意象的作品

数量，在花卉之中仅次于梅花，共有5首，分别是：

《余杭形胜》、《孤山寺遇雨》、《西湖晚归回望

孤山寺赠诸客》、《西湖留别》和《送姚杭州赴

任因思旧二首》，其中以《余杭形胜》和《西湖留

别》最为著名。

西湖作为拥有大片水域的山水景观，荷花作为

种植在其中维持水域，兼养经济，资娱审美的水生

植物物种，至少在唐代已经得到大面积栽植，至迟

在中唐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已跃然于

崔国辅、顾况等人所写的诗歌《杭州北郭戴氏荷

池送侯愉》、《酬房杭州》之上。由这两首诗中的

“折花赠归客，离绪断荷丝”和“荷花十馀里，月

色攒湖林”两联可知，当时的西湖水域，荷花的种

植面积已十分的广阔，蔚然成景。等到唐穆宗长庆

二年（822年），白居易赴任杭州刺史，荷花俨然成

为了西湖水域内最引人瞩目的花卉之一，由此跻身

白居易笔下最常被描写到的西湖花卉意象。

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实际共在职20个月，他

在继承了唐代杭州历任刺史治理西湖的方针的同

时，还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使得西湖

的山水景观逐步从自然风光向人文风景转变。西湖

的山水更加的优美，湖中的荷花比之唐德宗贞元年

间（785-805年）也更具规模，《余杭形胜》一诗

中的“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一联便是

例证。虽然有夸张的笔法在内，但与前文提到的早

于白居易写下《酬房杭州》诗的顾况笔下的“荷花

十馀里，月色攒湖林”相比较，也足以证明白居易

笔下西湖荷花规模的庞大并非虚笔，已成为了湖上

的代表性景物。

孤山是白居易非常钟爱，且是通过白居易的亲

自营建成型的湖上一大景点[1]。现留存的白诗中，

有不少作品都描写到了当时的孤山景观，其中《孤

山寺遇雨》与《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这

两首诗不约而同地都描写到了湖上盛放的莲花——

“水鹭双飞起，风荷一向翻”、“柳湖松岛莲花

寺，晚动归桡出道场”。作为湖中唯一的天然岛

屿，虽然有沙堤与陆地相联，孤山依旧被湖水所环

绕，因此在孤山附近的水域种植有荷花亦在情理之

中。而孤山之上早在南朝年间便有永福寺存在，留

下了南朝桧这样的古迹。作为佛教圣地，“柳湖松

岛莲花寺”一句，既描绘了孤山被柳树、松树、莲

花等植物环绕的实事，又借莲花一词，点明了此处

的清幽与神圣。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任满离杭，不舍之

中写下了许多离别诗，其中《西湖留别》一诗，以

极其简练的语言，描绘了西湖边踏歌送别的场景。

“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一联中的

荷花 Nelumbo nuc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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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藤”与“藕花”是西湖的代表性植物。故此，

在离开杭州之后，听闻好朋友姚合即将赴任杭州刺

史，白居易不禁题诗《送姚杭州赴任因思旧二首》

相赠。“静逢竺寺猨偷橘，闲看苏家女采莲”，天

竺一带的静谧和正忙于湖上采莲的淳朴勤劳的州

民，是留在白居易心中最为深刻的杭州风景。荷花

意象不仅在白居易守杭之时，甚至在离开杭州以后

依旧出现了他的笔下，足见西湖的荷花景观，已在

诗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3 白居易对于唐代西湖桂花欣赏与桂花文学的继承

桂花是杭州历史上较早有欣赏记载的花卉，普

遍认为现存最早的歌咏西湖桂花的文学作品是唐代

宋之问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一说骆宾王于

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写下的《灵隐寺》一诗。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一联不光开启了唐

代诗人赋咏杭州桂花的先河且对杭州地域文化影响

深远。

在宋之问《灵隐寺》一诗描写了“天香桂子”

之后，第二首提及天竺桂子的便是李白在开元十三

年（725年）写下的《送崔十二游天竺寺》：“还

闻天竺寺，梦想怀东越。每年海树霜，桂子落秋

月。”十几年间，随着《灵隐寺》一诗的传播，

“桂子”已经成为天竺地区的代表性植物景观，以

至于李白由天竺即联想到桂子。嗣后，在李白写下

《送崔十二游天竺寺》到白居易守杭期间，另一位

诗人，曾在元和年间担任过杭州刺史的卢元辅写下

了《游天竺》一诗：“远客偏求月桂子，老人不记

石莲花。武林山价悬隋日，天竺经文隶汉家。”由

此可见，白居易对于桂花的关注，实是有唐一代西

湖文学的传统。

现存的白居易杭州诗词中，有四首作品提到

了桂花（桂子），分别是《寄韬光禅师》、《留

题天竺灵隐两寺》、《别萱桂》和《忆江南（其

二）》。《寄韬光禅师》中的“遥想吾师行道处，

天香桂子落纷纷”一联即脱胎于宋之问《灵隐寺》

中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至晚年在洛

阳时所写的《忆江南》中“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

枕上看潮头”一联也同《灵隐寺》一诗一样，将秋

潮和桂子标记为了杭州最具代表性且最令诗人回味

的景色。剩下两首《别萱桂》、《留题天竺灵隐两

寺》皆作于长庆四年（824年），诗人任期将满，

即将离杭，诗中借桂树抒发了不舍的留恋之情。这

四首诗词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忆江南》，起首的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不光凸显了余杭山水在

白居易心中的地位，还促使杭州与苏州一同成为了

最能代表江南文化与风物的城市，而“山寺月中寻

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正是杭州独特的山水人文

写照。

现存的西湖文化史上最早的“月中桂子”传说

即产生于唐代的天宝年间（742-756年）。《咸淳

临安志》卷八十记载：“旧俗所传月坠桂子，惟天

竺素有之。唐天宝中，寺前一桂子成树，今月桂

峰在焉。刺史白居易诗云‘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

开’。”月桂峰在飞来峰西南，是下天竺法镜寺案

山，山以“月桂”名，顾名思义和桂这一植株，以

及“月中桂子”的传说有着紧密的联系。月桂峰的

命名时间以及月中桂子传说最早产生时间已不可

考。按照一般逻辑推测，必然是桂树先生于此山，

才能出现“月中桂子”之景，景观经过文学家的书

写得到提炼,而后方会以此命名。《咸淳临安志》

中将纪年为天宝年间的传说和白居易的诗文联系在

一起，虽在时间线上并不完全吻合，也并不是不能

理解，毕竟在唐代历史上，白居易是提及“天竺桂

子”次数最多的诗人。

杭州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灵隐天竺地区的寺庙群

落，则对桂花欣赏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扩散起到了

推动作用。在就任苏州刺史后，白居易曾写下《东

城桂三首》序曰：“苏之东城，古吴都城也，今为

樵牧之场，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

赋三绝句以唁之。”白居易感叹在苏州所见的桂花

没有生在好地方，并在三首诗中的第一首对此做了

解答“子堕本从天竺寺，根盘今在阖闾城。当时应

逐南风落，落向人间取次生。”白居易由苏州之桂

联想到了杭州天竺，并认为天竺才是桂子的故乡和

应该生长的地方。这其中除去对杭州的喜爱怀念之

情、天竺月中桂子景色确实美好外，还有包含着对

于桂花气质的理解。

自南朝产生了“月宫生桂”的传说以来，桂子

便被认为是从天上月宫坠落，因而具有仙灵之气，

不是凡间俗物。白居易在《浔阳三题•其一•庐

山桂》一诗中曾写道“偃蹇月中桂，结根依青天。

天风绕月起，吹子下人间”，即将桂花比作是天降

仙株。而从《灵隐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开始，桂花就与天香联系在了一起，而后“天

香”成为了“桂花”的代名词。从《灵隐寺》一诗

描写的环境来看，这里的“天香”恐怕不单纯指的

是桂花的香味，也有可能是描摹的灵隐天竺一带寺

庙中缥缈的礼佛之香。加之桂的意象早在汉代就与

道教中神仙的概念产生了关联，进而波及到寺院之

中。相对于世俗之地，寺庙也是仙灵所隐之地，何

况灵隐寺本就得名自东晋印度高僧慧理“此天竺灵

鹫峰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

所隐。”的典故。白居易亦有《题天竺南院赠闲元

旻清四上人》一诗曰唐代的杭州乃是：“地是佛国

土，人非俗交亲。” 灵隐天竺一带作为有多座寺庙

坐落的“佛国之地”自然在诗人的心中形成了方外

圣境之感，佛门净土亦与天上月宫相媲美，因而成

为了在月宫之外、大地之上与桂子这一植株仙逸的

气质最为匹配的人文环境。

1.4 西湖桃花的不见题咏

桃花是我国原产的植物，分布地域广，易种植

又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故而很早就出现在了文学作

品中。唐代则是桃花意象极其丰富的时期，李唐皇

室以老子后人自居，尊崇道教，作为道教代表性

植物桃花因其适应性强南北皆可种植，地域影响广

泛，加之新的桃花品种不断地出现，在园林和诗歌

艺术发展的共同作用力下，桃花于唐代文化史中，

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一席。巧合的是，出仕杭州三年

的白居易现存的诗集中就作有咏桃诗九首，是唐代

创作咏桃诗最多的诗人[1]，他的《大林寺桃花》更

是谁人都会吟咏的名篇。

杭州西湖虽为十大桃花观赏景点之一，唐代之前

桃花种植的情况因文献记载的原因，今多已不可考。

而从现存的诗文来看，此一历史时期对桃花的描写和

歌咏亦十分的鲜见，即使是在创作了如此多的咏桃诗

的白居易的笔下，也没有见到西湖桃花的踪影，这固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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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堤桃花 Peach blossom at Su Causeway

然和诗人的审美标准，具有杭州地方特色花卉的繁荣

以及桃花种植的规模不够广大都有关系。

有唐一代，西湖的桂子荷香因其具备的无可比

拟的地域性和代表性显然在当时占据着审美的主

导地位。无论是宋之问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

飘”，还是白居易的“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

一千株”，大量以桂子代表杭州或是以荷花描写西

湖的诗歌，不仅是对当时景观的再现，也见证了一

个以“月中桂子”为审美焦点的时代。相较之下，

桃花的欣赏在当时的“西湖四季花卉”中最为式微

和无闻。

2 白居易对后世西湖四季花卉景观形成的

影响

守杭三年间，上承历任刺史治理西湖的方略，

白居易一方面疏通了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了城市

饮水问题，使杭州城市开始向北发展，另一方面进

一步疏浚西湖，使之提高蓄水量，并筑长堤一道，

设立石函桥闸，使西湖能充分发挥灌溉及蓄洪功

能，解决了旱涝、通航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着手

对西湖景观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

而今的白堤是否曾为白居易所修葺学术界还有

一定的争论。据陈文锦《白居易西湖诗全璧》考

证，白居易所筑的白公堤和现存的白堤相连，属于

白堤的延伸部分，应视为同一条堤。无论是现存的

白堤还是白居易所筑的白公堤，都在白居易的任期

内进行了以柳树为主要植物景观的造景，在景观构

造的审美上受到了白居易的影响。白诗“柳堤行不

厌，沙软絮霏霏”（《湖亭晚归》）、“最爱湖东

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都

是存证。白居易在整饬白堤的同时，接手了元和

十二年（817年）严复休为刺史时始建的孤山永福寺

工程，并于长庆四年（824年）竣工。

应当说，今日的桃花观景地白堤和梅花观景地

孤山，其最早的景观营建皆出自白居易之手，是按

照白居易的审美理念建立的[1]。白居易对于白堤的

治理，为日后堤上景观植物的营建，尤其是桃花的

种植提供了最基础的平台。孤山则成为了西湖最早

建成的园林景点，其位于湖心，景色优美，开发较

早，较湖山其他景点更为成熟，是北宋时能不断吸

引僧众、游人、士大夫的侧目，最终促使梅花的审

美精神缔造者林逋于此隐居，并于南宋时期在此建

立皇家园林使得梅花欣赏在此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之一。

白居易对于花卉的钟爱，对于西湖花卉不厌其

烦的的书写，带动了西湖花卉欣赏的人文风向并波

及到了后世。加之白居易其人还是荷花、桂花和桃

花欣赏史上重要的人物，这三种花卉的审美理念与

人格意象的生成与奠定，与他的文学生涯有着或深

或浅的关联，由此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西湖花卉的审

美增添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白居易的梅花诗曾因两百年后，林逋在孤山隐

居许久以来一直被历史所淹没。但上溯西湖的梅花

欣赏历史必然会追溯到白居易这个源头，林逋正是

顺着白居易所开创的道路前行才造就了孤山在宋代

的梅花审美地位。

在荷花的审美历史上，白莲象征意义的发掘是重

要的欣赏转折点。白居易作为唐代吟咏花卉最多的诗

人，不仅在诸多花卉中格外偏爱莲花，同时也是白莲

欣赏重要的推动人物之一。一方面，白莲逐渐成为了

士大夫人格的象征，另一方面，中唐之后，白莲开始

和净土法门有了深切的联系，经过对庐山慧远结社这

一史实的丰满，产生了白莲社的典故，白莲开始成

为净土法门的标志，地处江南且多佛寺环绕的西湖，

必然会受到中唐以来荷文化思潮和荷花欣赏取向的

影响，并将在不久之后的五代宋初，随着佛教在杭

州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净土宗在此的勃兴开始显现，

并贯穿西湖荷花景观发展史的始终。

天竺与桂子之间的联系，从《灵隐寺》一诗开

始，到白居易的诗词为止，几乎成为了固定搭配，

“月中桂子”由此成为天竺一景。作为在唐代书写

天竺桂子次数最多的诗人，“月中桂子”这一景色

在初唐诗《灵隐寺》中被第一次抒写后，又通过中

唐的白居易诗词产生了二次传播。至晚唐时，已是

无人不晓的杭州风景。经过有唐一代诗人的欣赏和

书写，遂成为了灵隐天竺一带乃至西湖和杭州的标

志性景物。

尽管唐代之时，西湖桃花观赏繁荣的时机还未

来到，但白居易自身对于桃花的喜爱，也影响到

了后人对于此一植物景观的评价。清末魏源在《西

湖夜游吟》一诗中便有“逋仙但得此湖雪，坡老但

得此湖月，白公但得此湖桃柳春”的感慨。因此桃

花虽不见于白居易笔下，白公也未曾直接推动西湖

的桃花欣赏，却间接的对西湖的桃花欣赏产生了影

响。

正是因为白居易促进了这几种花卉在群芳之中

的脱颖而出，为西湖四季花卉景观的诞生提供了可

能性。

3 结语

西湖四季花卉景观得以在南宋时形成，离不开

自唐代以来士大夫阶层所起到的创造及引导作用。

西湖四季花卉中的桃花、荷花、桂花、梅花，四种

花卉开放时节各不相同，在唐代的西湖山水间所占

有的审美地位也各不相同，但都与白居易其人产生

了或深或浅的联系。尤其是多次出现在白居易西湖

诗之中的荷、桂、梅，白居易将其作为一种花卉元

素，从西湖的繁花之中择取出来，使之具有了较高

的观赏性和文化性，并切实地推动了这三种花卉的

欣赏，使之最终能在后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名列

四季花卉之中，不啻为南宋以降“四季花卉”观赏

主题此一概念诞生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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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真正的“风景名胜区”？根据上述疑问，本文

把普陀山历史分为4个阶段。

1 神话传说时期（唐代以前）——发端

1.1 历史文化背景

普陀山在春秋时期为越国东境，属“甬东”之

地。秦代，属会稽郡句章县 (今余姚、慈溪东部及镇

海等地 )东的“海中洲”。据清道光十二年 (1832 年 )

的《普陀山志》等古籍记载，秦时有安期生来此采药

修炼升天，后人就称这一带为“安期乡”。又传他曾

“醉墨桃花”，今普陀县桃花岛因此得名。西汉平帝

时，儒生梅福曾在这里修炼丹药成仙。今有梅福庵、

炼丹洞等古迹，又称普陀山为“梅岑山”[3]。“梅岑

山”是山岛最早用的名称。

“东海仙山”作为我国神话系统的滥觞，在

民间流传甚广[2]。而吴越人在历史上又素以“信鬼

神、好淫祀”闻名于世[4]。从以上这些命名来看，

可以发现“东海外越”的先民深受“神仙思想”的

影响。

1.2 普陀山观音信仰的形成

普陀山成为佛教圣地，与山岛上厚重的观音信

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真正的“普陀洛伽山”

在历史上存于古代印度南部[5]。笔者认为有两个客

观原因促使观音信仰“落户”于我国的普陀山。

1.2.1 相似的海难信仰

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东南沿海地区，古代印度

人认为在楞伽岛（斯里兰卡），多金银财宝，但是

那里居住着罗刹鬼，从南端过去非常危险。因此，

该地区常有“黑风海难”与“罗刹鬼难”的传说

[5]。而观音菩萨的主要职责是“救苦难”，这恰好

契合了信徒面对“海难”时的无助感。

我国古代“东海外越”由于缺乏土地，经常要

出海打渔和进行贸易往来。在《后汉书·东夷列

传》中就有与日本、韩国丝织品交易的记载。海外

的生存条件恶劣，最惧怕的就是遭遇海难，有去无

回。而以救“海难”著称的观音菩萨，能迅速得到

渔民们的认可也是情理之中的。今舟山定海北门外

的普慈寺，在东晋时就是一处供奉观音的庵院[6]。

1.2.2 独特的自然景观

根据《华严经》描述的普陀洛伽山：“于此南

方有山，名补怛洛迦”、“海上有山众宝成，贤圣

所居极清净”、“见西面岩石中，泉流萦映，林树

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

石上结跏趺坐”[7]。以及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

载：“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

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敧倾”、“其有愿见菩萨

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

盖亦寡矣”。从上可以推出4个重要的信息：①山

靠近印度南边滨海处或者处于海中；②该山覆满了

开白花的植物；③信众朝拜需要登山和涉水，非常

危险；④观音菩萨出现的时候，是坐在“金刚宝石

上”，具体位置在山的西侧岩谷中。

我国唐代之前政治中心在北方，缺乏对宏观地

理环境的认识，多将“东海”当作“南海”。“梅

岑山”的西侧峡谷中有一座巨大、平整、宽约30 m

的石头（即今说法台石景点）。山岛覆有小白花，

有人认为是白丁香花，有人以为是山矾[1]，已无从

考证。另外，也有史料记载：“自晋之太康、唐之

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

而至者不衰”[1]，可见要登岛需要乘船经过险恶的

海上环境”。

相似的海难信仰，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观音信仰

“落户”于“梅岑山”，提供了可能。

2 “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唐宋元年间）——

中兴

2.1 历史文化背景

历经从唐代兴建“不肯去观音院”的雏形，至

元末宝陀寺的“积翠自天开庵画，布金随地起楼

台”的规模，期间的兴建活动主要围绕着对宝陀寺

（今普济寺）的扩、增建。详见表1[1]。

该时期迅速成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山岛的

兴建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江、浙区域的经

济因为手工业的发展，有大量海外贸易的需求。明

州地区（今宁波），因居于三江交汇之处，北通日

本、高丽、新罗，其航路最为捷近，成为四大港口

之一。唐代期间，日本由于与新罗交恶，放弃了从

山东半岛上岸赴长安的传统，顺着洋流漂流开辟了

一条从明州上岸的新航道。至南宋期间，北方政权

的南下，统治者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力鼓励外商

中国有5500余座海岛，为什么唯独“普陀山”

有这个机遇，从名不经传的山岛演变成佛教名山，

它是如何形成的？在“佛教名山”之后又是怎么发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县东部莲花洋

中，为一狭长形小岛，山岛面积仅12.7km2。它不

仅是历史上形成的佛教名山，更是以山景幽奥、海

景开阔著称的名山胜地。在历代的山志和游记中，

多次称之为“海岸孤绝处”[1]。目前，山岛的风景

园林整体呈现以3座禅寺——普济寺、法雨寺、慧济

寺为中心的格局（见图1）。自唐代“不肯去观音”

发生后，山岛始开兴建，它的发展与佛教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金碧辉煌的庙宇也见证了历代统治者

对其支持的“不遗余力”。本文旨在揭开“宗教色

彩”外衣下，普陀山名胜风景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

貌，挖掘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和景观魅力。     

The Textual Reasearch Of Construction For Temple Garden Of 
Mount Putuo

杨尚其 / Yang Shangqi

普陀山寺庙园林兴建考

【摘 要】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县东部莲花洋中，始兴于唐，因观音信仰而为众人所知。历经多个
朝代的兴建，融自然和人文于一体，成为有“海天佛国”之称的名山风景区。期间又受到“海上丝绸之路”
和“海禁”的影响，是我国历朝对海洋态度的一种缩影。采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普
陀山的兴建划分为4个时期：神话传说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时期、“海禁”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旨在
还原普陀山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考证普陀山各时期兴建沿革的基础上，对山岛的造景活动进行分析，揭
示普陀山的风景园林在充分借用“海”和景的基础上，更强调佛教的“彼岸”思想。
【关键词】风景园林；普陀山；观音信仰；园林史

Abstract: Mount Putuo is located in the coastal area, east of Zhejiang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Guanyin belief, it 

started to develop in Tang Dynasty. After the constant construction of during several dynasties, this mountain, known 

as“the buddhist paradise of the se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mous scenic spots, with the harmonious blending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eavily influenced by“sea silk road”and“Maritime Embargo”, it is actually an 

epitome of past dynasties’attitude towardsthe sea. Combining reviewing literature with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try to 

divide the construction time into 4 parts——“Myths and legends”, “sea silk road”,“Maritime Embargo”, lat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re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Mount Putuo, on the basis of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each period, the landscaping of moun was analyzed.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ed 

the design art of Mount Putuo, but also emphasizing the idea of “the other side”of Buddhism.

Key words: Landscape；Mount Putuo; Guanyin Belief；Landscape history

图 1  普陀山胜境全图 Panoramic painting of Mount Putuo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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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雨寺的增建，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提升。现今岛上

的状貌多是该时期的遗存。详见表 2[1]。

3.2 主要理景手法

3.2.1 寺庙遗址

法雨寺的选择采取了与普济寺类似的“山包

寺”布局，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背倚光熙峰（见

图3[1]）。清代康熙年间修建时，以“生气东旺”改

西侧入口为东，“建高阁三间，供天后像。凭阑一

望，海天万里”[1]。巧用地形，充分向海借景。张

岱称赞其“入门见山，出门见海，宽敞开涤，潮汐

表2：普济寺的主要兴建活动

Table 2：Construction milestones of the Puji Temple 

年代 主要人物 主要事件 原因 备注

明洪武二十年
（1387）

信国公汤和
毁寺徙僧，迁观音像至
明州（宁波）栖心寺，
重修大殿

“悬居海岛，穷
洋多险，易为贼
巢”

改名“补陀寺” “清
野之策，而墟其地” 
“焚其殿宇三百余间”

明正德十年
（1515）

僧人淡斋 重兴宝陀寺
天顺至嘉靖，寺址在潮
音洞

明嘉靖六年
（1527）

河南辉府、
鲁王

捐砖、瓦重修宝陀寺

明嘉靖二十六
至四十年

（1547—1561）

王忬、胡宗宪、
李秀会等人

拆寺迁僧，移至镇海招
宝山

汪直等倭寇作乱

明隆庆六年
（1572）

僧人真松 重兴宝陀寺
以山中废状闻于
礼部，得支持

规制不广

明万历二年
（1574）

僧人真表
改建宝陀寺于稍内山
麓，太子塔西

觅得旧址
旧址自洪武至万历，荒
废200年

明万历八年
（1580）

僧人真表、大智
创建海潮庵（法雨寺前
身）

“在光照峰下结
楼 数 楹 ， 题 名
‘海潮庵’”

初名“海潮庵”

明万历二十二年
（1594）

郡守吴安国 改额海潮寺 改名“海潮寺”

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

督抚军门刘某 勒石禁建寺院
“ 普 陀 屹 峙 洋
外，近岛夷”

“日则满山棋布，夜则
燃火星罗，总计二百有
奇，日益月盛。僧众香
客络绎往来，竟难阻
绝。”

明万历三十年
（1602）

明神宗 遣太监张随等重建刹 修建海印池
明神宗“留中”海禁奏
折

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

明神宗 遣太监张随等重造寺院  
基址改北向为南向；改
名“护国永寿普陀禅
寺”

明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当朝政府
赐额“护国永寿镇海禅
寺”

改名“镇海禅寺”

明万历三十三
至崇祯十四年
（1607-1641）

朝廷、权贵、
僧众

扩建，增建；修建妙庄
严路、玉堂街

“贡艘浮云”“香船蔽
日”

清康熙四年
至康熙十四年
（1665—1675）

督镇陈世凯 徙僧至宁波、慈溪各地
倭寇作乱，
海疆不靖

普陀寺焚毁，余庵荒废

清康熙二十三年
至五十八年

（1681—1736）
康熙

普陀寺在原址基础上向
右拓宽重建；镇海寺重
建；御笔“潮音洞”、
“梵音洞”

弛海禁
“普陀寺”改名“普济
禅寺”；“镇海寺”改
名“法雨禅寺”

清雍正九年
（1731）

雍正 赐帑金大修，历时3年
“普济寺”“法雨禅
寺”成巨刹

表1：宝陀寺主要兴建活动

Table 1：Construction milestones of the Baotuo Temple 

年代 主要人物 主要事件 原因 备注

唐咸通四年
（863）

日本僧慧锷 置像于潮音洞侧

“日本僧慧锷，从五台山，
得菩萨像，将还国，抵焦
石，舟不能动，望潮音洞默
叩得达岸，乃以像舍于洞侧
张氏家，屡睹神异，遂舍居
作观音院”

张氏 舍宅为寺

后梁贞明二年
(916)

官府 于张氏故址扩建
初名“不肯去
观音院”

宋元丰三年
（1080）

宋神宗 钦赐匾额，扩院为寺

“内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
归遇风险，望山作礼有感，
以事上奏，诏改建，赐额
‘宝陀观音寺’”

改名“宝陀观音寺”

宋嘉定三年至七年
（1210—1214）

史氏家族、
宋宁宗

修建殿宇和廊庑，
增建龙章阁

圆通殿（大殿）遭大风摧毁

宋宝庆年间
（1225-1227）

史浩、
宋宁宗

宝陀寺列入江南教
院“五山十刹”

香火日盛

元元统二年
（1334）

太子施钞、
孚中禅师

多宝塔 捐赠

“用太湖美石制造，
雕琢精巧，共有五
层，四面各安佛像，
妙丽如生”

来华贸易，进一步给“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发

展空间。近年考古出的新罗礁和高丽道头遗址，

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普陀山遗留的实物见证[8]。

“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促成了高丽道头建于普

陀山，继而才可能发现新罗礁。有了新罗礁，才会

发生慧锷触礁“不肯去观音”的传说。有了“不肯

去观音”，山岛才能逐渐成为各国船只来往朝拜、

祈求平安的观音圣地。

2.2 主要理景手法

普济寺基址的选择大致与现今的保持一致。为

了满足僧人修行的清净环境，选址多需要模拟西天

佛国的境界。自汉代佛教入土中原后，建筑布局也

吸收了风水理论的精华。普济寺建于梅岑山凹，整

体采取的是“山包寺”的风水布局，即三面由山体

环抱，剩余一面敞开，建筑藏于山间的幽深之处，

既突出了神秘的宗教氛围，又最大化地借用了东

侧辽阔大海的优势景观，形成鲜明的幽、旷之感[2]

（见图2[1]）。

3 “海禁”时期的普陀山（明清）——曲折

3.1 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明清时期佛教盛极一时，普陀山却屡遭劫

难，发生过多次兴衰，统治阶级对海洋一直是抱着

“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海疆”问题的“内乱外寇”

也迫使其施行“海禁”政策。这对普陀山的发展受到

了巨大的冲击，所幸统治者重视佛教，历朝帝王先后

多次对普陀山赐帑金，成为山岛重新发展的主要契

机。期间的主要兴建活动围绕着对普济寺的复、增建

图 2  唐宋年间的普济寺 Puji Templ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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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对称的的手法来进行布局。在具体的建筑组合

上，又依情况而定。如正山门至藏经楼因地势升高

较缓，其建筑的排列则较疏朗，形成了较大的院落

空间，以便僧众进行佛事活动；方丈殿以上是僧人

的生活区，活动空间不需开阔，建筑排列就显得紧

凑，从而造成总体上丰富合理的空间效果[9]（见图

8[1]、9[1]）。此外寺前和寺内空间的相互组织串合，

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形较缓的优势，又改善了因

受到山林围绕，视野狭窄，少景观的缺陷。位于轴

线末端的烟霞馆，是唯一能看到海景的殿宇

法雨寺居千步沙北，建于峰麓南坡，依山就

势，被巧妙地划分成5个台地空间。从第1层到第5层

的竖向高度共60多m[10]。在立面上，建筑的铺陈延

展获得了与局部地貌嵌合的精彩关系；在景观上，5

层空间的分割，赋予了建筑形象高低错落和起伏变

化的丰富韵律，有助于发挥其点景，增益成景的效

果。康熙赞其“所谓欲穷千里，更上一层，幽折夷

旷，不愧步步入胜矣”[1]。

普济、法雨两寺主要殿宇，使用琉璃瓦屋面，

梁架结构、彩绘、装修均为“官式”的做法，建筑

形象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其中法雨寺的主体建筑

图 8  普济寺平面图

Floor plan of the Puji Temple
图 7  民国时期天后阁

Tianhou Pavil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图 6  法雨寺入口平面图

Floor plan of the Fayu Temple entrance

图 9  普济寺剖面图 Cross-section of the Puji Temple

圆通殿为康熙恩准拆明代金陵旧宫而建。明间九龙

藻井及屋面琉璃黄瓦乃明宫旧物，富丽堂皇，为今

普陀山镇山之宝[11]。

3.2.4 景因“名”胜

通过历代《山志》和史料的搜集发现，“潮音

洞”和“梵音洞”是诗文中有记录最多的两个景

点名。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6年），正式御书题

名。两者的具体特征见表3。

普陀山的景点200多处，唯独这两处既结合山岛

“海岸孤绝处”的自然环境，观景有声，“声容并

茂”，更从意向上丰富了佛教文化的人文景观，体

现其“海天佛国”特征。

4 清末至民初时期的普陀山——再兴

4.1 历史文化背景

该时期的山岛，发展平稳，慧济寺的扩、增建

是其主要兴建内容。以普济、法雨、慧济三大禅

寺为中心的寺庙格局，始现于山。山岛除三大禅寺

外，有庵院八十八，茅蓬一百二十八，分布于山岛

的每一个角落，山上常住僧3千余人，达于全盛时

期。期间兴建活动见表4。

烟岚，一目了然”[12]。             

而普济寺由于被群山环抱，树林茂密，空间感

强烈，相对的视域就较为狭窄，故其重视就近的景

观。清代张随以“旧基形局浅漏”[1]，改北向为南

向。并且在寺前增设海印池，扩建廊庑和御碑亭，

金碧辉煌，形成山水一色的近景。

3.2.2 道路布设

朝山进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旅游，故除了满

足信徒“朝圣”的心理需求外，还需结合游客沿途

欣赏风景的需要。该时期普陀山的干道连系两座大

寺，既是山岛的朝圣路线，也是游客的游览路线。

山岛上总共有3个干道，分别是码头到普济寺的“妙

庄严路”，再到法雨寺的玉堂街，最后爬山攀升至

慧济寺的香云路。

第一段“妙庄严路”自码头到普济寺，全长约 2 

km。从正趣峰的东侧绕行，“随形高下，宛委荡荡，

道傍古木，垂阴环翠”[13]。道路铺砌的石板全为精细

打磨而成，雕刻其上的莲花图案，数米之间各不相同

（见图 4）。沿途散布着若干小型庵堂。空间感以幽奥

取胜，多有深远之境界。故画家董其昌题词曰：“入

三摩地”。普济寺的寺前广场是“妙庄严路”的终结

和第二段“玉堂街”的起始。从普济寺经法雨寺直到

梵音洞，长约 3km。全程沿着海岸布设，背山面海，

沿途可以观赏千步沙、百步沙以及辽阔的海景（见

图 5）。此处视野开阔，以旷朗、平远之景取胜，与

“妙庄严路”全然异趣，从而形成强烈的空旷、幽奥

的空间对比 [9]。                   

图 3  明代万历年间的法雨寺

Fayu Templ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in the Ming Dynasty

3.2.3 建筑营构

1）入口空间。普济寺寺前有充足的空间开辟山

门，以1hm2水体（海印池）为主的寺前广场，利用

两座桥，巧妙地将水体一分为三，既起到空间集散

的作用，又与干道形成山水相衬的寺前过渡空间。

池中种满荷花，“盛时俨若西湖庐阜”[13]。

法雨寺的寺前与干道之间，有足够的地段建置

山门和寺前广场，但为了迎合风水中“聚气”的理

念，在寺之东头以阁的形式设置山门，正前用九龙

壁作隔断。天后阁之后正对隆起的山脊，二者成对

景之呼应[1]。阁前的曲尺形台阶由两侧的胸墙围成

带状空间，与其前跨越水池的海会桥组成一条不长

的线性导引，联接于干道（见图5、6）。

2）建筑群落。普济、法雨二寺的建筑群格局采

取的是宫殿式的。两者都有极为明显的中轴线，布

局严谨，形式规整，这与该时期皇室参与建造有很

大的关系。普济寺位于山麓下，采用中轴线六进并

图 4  妙庄严路 Miao Zhuang Yan Road

图 5  法雨寺外远眺 Distant view outside the Fayu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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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理景手法

慧济寺建于佛顶山的一块稍微下陷的小盆地上，

整座建筑群呈“下沉式”的格局，再加之周围蓊郁的

森林，更点出其“藏”的意趣。与眺目远望的海景形

成强烈的空间对比之感，站在山顶“虽三韩日本，仿

佛可指数云”[1]。同时，寺庙建于全山的最高点，利

于形成以点制面、点面结合的结构 [9]。 

过法雨寺经转折登山，是全山干道的第 3段，号

称有千级石阶的山道“香云路”。山势陡峭，道路曲

折盘旋，空间上旷、奥交替变换，以高远之景为主。

待到登上佛顶山顶，视界豁然开朗，俯瞰眼底群山及

大海的碧涛万顷，则平远之景最是赏心悦目 [1]。

慧济寺受地形局限，建筑群中轴线较短，山门

的入口亦做成一段逐渐下沉的曲尺形的堑道，既顺

应地形，也适当地强化了佛寺的宗教神秘气氛。原

为明代的小庵院，扩增成寺后格局无法提升，只

是将主殿增建为面阔五间的单檐歇山顶。尽管等级

提高，因没有皇室介入兴建，故规格和形式相对普

济、法雨两寺的主殿逊色不少。禅寺的主殿梁架较

为特殊，曲率大，屋面陡峻，因采用厅堂分心式五

柱十架椽结构之故[11]。

5 结语

在普陀山的兴建过程中，由于早期受到“神仙

思想”的影响，佛教信徒将山岛附会成佛经中的圣

地。无论是处于发展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时期，

还是颇具坎坷的“海禁”时期，鲜明的海难信仰

至始贯穿。参与开发的主体，逐渐由普通的僧众信

徒上升至统治阶级和权贵官宦，多次大型兴建的机

遇离不开皇权的“扶持”。因所立足于海洋环境之

中，在造景活动中多借“海”和“山”景，在空间

上形成极其丰富的“旷”、“奥”变化。再加上受

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普陀山的风景园林呈现出一种

与内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充分结合“奔波骇

浪之中，潮汐吞吐，烟霞变幻”的海洋景观的基础

上，更强调一种“恍如身到彼岸矣”的佛教景观。

无论其造景艺术还是历史文化，均有重要研究价

值。本研究后续将在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深入探究

人文景观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对山岛的影响，从中可

以得出对现代园林建设，尤其是滨海地区风景园林

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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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潮音洞、梵音洞特征

Table 3：Features of Chaoyin Cave and Fanyin Cave

潮音洞 梵音洞

自然状貌
洞外

高约10m，洞脚插海，外宽内
窄，岩顶有穴，遇风浪似喷泉

洞壁高80余m，宽仅数米

洞内
“石壁紫黑，旁罅而两岐，乱石
如断圭，积伏蟠结[1]”

“石窟中穿羊肠而下，嵌一石，
如巨蚌衔珠[1]”

景观意向
空间感

一侧面洞壁，一侧面海，对比强
烈；
“土穷山尽，汪汪太平洋，亦不
知彼岸何处矣”[1]

面对大海，平整宽广
“或如洪钟忽扣，或如猛虎怒
号”；
“怒潮耸击，昼夜作鱼龙啸吼
声” [1]

景名含义 形容佛发出的声音
菩萨应难救苦，如海水涨潮一般
准时

观景有声 海潮之声
因拍打洞脚的距离较远，洞壁较
深，以回声为主。
声音多绵远悠长，激荡不断

从岩顶洞穴传出，洞脚距离较
近。声音清晰有力，磅礴浩大

表4：主要兴建活动

Table 4：Construction milestones of Mount Putuo betwee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

年代 主要人物 主要事件 原因 备注

清光绪三十三
年（1907）

僧德化
扩建慧济寺，修
建“香云路”

请《大藏经》驻寺

民国初 文质长老 增建建慧济寺
遂成巨刹，一切
规制与普济、法
雨两寺鼎峙

民国年间 僧众，信徒 相继翻修，增建庵院

图 11  梵音洞 Fanyin Cave图 10  潮音洞 Chaoyin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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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寺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景区内理安山麓。古称涌泉禅院，因寺内有与虎

跑泉齐名的“法雨泉”，又称法雨寺。五代时，高僧伏虎志逢禅师曾栖居在此，

吴越王为之建寺。相传南宋时，宋理宗赵昀来寺进香，祷祝国泰民安，故改寺名

为“理安”。

明弘治四年，寺因山洪爆发而毁。至万历年间，僧人契灵，在寺院遗址习

佛，发现了当年的法雨泉眼和“佛”字石刻，遂自号“法雨”，别号“佛石”，

经他的努力和当地官民出资出力，寺院得以恢复并具一定影响。

至明崇祯年间，理安寺开演“磬山之法”。弘传禅宗支派临济宗法脉，而后

寺名在西湖佛寺中名声大增。康熙五十一年，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下

令拨款重建寺院，建有山门、御碑亭、弥勒殿、大雄宝殿、禅堂、法堂、藏经

楼、方丈、且住庵、松巅阁等建筑。乾隆南巡江南时也多次到过理安寺，赏赐有

加，寺院因此达到全盛。

据史载，旧时寺中还藏有“佛舍利”和古印度贝叶经等珍贵文物。但寺在清

咸丰时又被毁，并由此逐渐衰败下来，至抗日战争时期，寺院建筑已基本不存。

现在的理安寺，于2003年在原址上重建后对外开放。

Li'an Temple is located in the Li’an mountain within scenic area of Nine 

Creeks and Eighteen Gullies in Hangzhou. It was called Yongquan Buddhist temple, 

and also known as Fayu Temple because of its “Fayu Spring” which is as famous as 

the “Hupao Spring”. During Five Dynasties, eminent monk “Fuhu Zhifeng”lived 

here and the king Wuyue built the temple for him. According to legend,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ong Lizong “Zhaoyun” came to the temple for pray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n the temple was changed name as "Li'an".

In Hongzhi fourth year of Ming Dynasty, the temple was destroyed by the 

flash floods. Until Wanli era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monk Qiling studied Buddha 

Dharma at the site, the “Fayu Spring” and "Buddha" stone carving had been found. 

He then called himself “Fayu” or named as “Buddha Stone”. Through hi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 of local officials, the temple had been rebuilt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In the Chongzhen year of Ming Dynasty, Li'an temple gained a great reputation 

among temples in West Lake area. Fifty-one years of Kangxi, the fourth son of 

Emperor (later was the Emperor Yong Zheng) order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including a gate, the Royal Pavilion, Maitreya Hall, Main Hall, Meditation 

Li'an Temple

理安寺 hall, Sanctuary, Canon House and other buildings. 

Emperor Qianlong also visited Li'an temple several 

times， which made the temple reach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the old temple is also in 

possession of "Buddha relic" and ancient Indian Sutra 

and other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But in the Xianfeng 

of Qing Dynasty, the temple was destroyed, and then 

gradually declined dow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temple has been basically not existed. The present 

Li'an temple was rebuilt in 2003 on the historic site 

and opened to the public.

钢笔画：张建庭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Zhang Ji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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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鸢尾并指出了前人的错误:“……花紫碧色，根似

高良姜，此即今之紫蝴蝶也”。《花镜》谓之紫罗

兰，误以其根为高良姜。三月开花，俗亦呼扁竹。

李时珍以为射干之苗，今俗医多仍之。清人汪承

霈在绘画长卷《春祺集锦》中，对鸢尾进行了兼具

科学性和艺术美感的描绘，并与射干做了对比。从

此，鸢尾的称呼得到了统一。

3 鸢尾的形态特征

一般来说，鸢尾单花的寿命只有一天，但植株

整体花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鸢尾有花被片6枚，

排列成两轮，外轮3枚花被片叫做垂瓣，垂瓣基部无

附着物或具有鸡冠状、须毛状附着物，内轮3枚花被

片被叫做旗瓣，直立或向外倾斜。花有雄蕊3枚，着

生于外轮花被裂片的基部，花药向外开裂；雌蕊的

上部3分枝，分枝扁平，呈花瓣状，顶端2裂。

鸢尾蒴果椭圆形，成熟后开裂为三瓣，露出内

部红色的种子。叶丛基部鞘状套叠，呈现出扇形，

恰似猛禽“鸢”飞翔中强有力的分叉状尾羽，鸢尾

也正是因此得名。

 

4 鸢尾的分类

鸢尾的分类一直存在争议，植物学上的分类方

法和园艺学上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本文将介绍常见

的三个分类方法。

4.1 植物学分类

《中国植物志》将鸢尾属分为六个亚属，以垂

瓣上有无附属物、附属物的形状、花茎的分支数量

等形态学特征作为分类依据。

六个亚属分别是：①鸡冠状附属物亚属②须毛

状附属物亚属③无附属物亚属④尼泊尔鸢尾亚属⑤

野鸢尾亚属⑥琴瓣鸢尾亚属

4.2 园艺分类

鸢尾在园艺上常分为根茎鸢尾及球根鸢尾两大

类，根茎鸢尾又可分为有髯鸢尾、无髯鸢尾及冠饰

鸢尾三类。 

4.3 生境分类法

从栽培角度又可将鸢尾分为陆生、沼生和水生

类，在进行园林绿化工作时可以参考。

①陆生鸢尾:陆生鸢尾包括鸢尾、蝴蝶花、德国

鸢尾品系等。另有大量原生鸢尾属于此类，如小鸢

尾、紫苞鸢尾、北陵鸢尾、华夏鸢尾等；

②沼生鸢尾:马蔺、花菖蒲品系、溪荪、西伯利

亚鸢尾品系、路易斯安娜鸢尾品系等可以生长在湿

润土壤或浅水中；

③水生鸢尾:黄菖蒲、燕子花等喜生于浅水中。

5 常见鸢尾种类辨析

参照《中国植物志》的分类方法，将国内常见

的鸢尾属植物分为以下几类：

①须毛状附属物鸢尾：德国鸢尾品系；

②鸡冠状附属物鸢尾：鸢尾、蝴蝶花；

③无附属物鸢尾：马蔺、黄菖蒲、花菖蒲品

系、燕子花、溪荪、西伯利亚鸢尾品系、路易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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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   鸢尾属植物花朵结构示意图 The structure of an Iris flower
5_   鸢尾属植物典型叶片生长方式 Typical leaf growth pattern of Iris species

鸢尾花种类丰富，花形似蝶，花色绚丽多彩，

观赏价值高。而且，鸢尾拥有较强的抗逆性和广泛

的适应性，可以在多种生境条件下生长，在园林绿

化中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

目前，国内常见的鸢尾种类大致有：溪荪、花菖

蒲、路易斯安娜鸢尾、德国鸢尾、马蔺、玉蝉花、蝴

蝶花等。本文将对这些鸢尾做一个简单的辨析。

1 鸢尾属概况

“鸢尾”一词往往泛指鸢尾属植物，鸢尾属Iris

是鸢尾科 Iridaceae 中的最大属，全世界约有鸢尾

300种，园艺品种数目更是惊人。鸢尾属植物分布范

围广泛，主要分布于欧亚及北美等北温带地区，其

中，我国产64种、8变种1亚种及6变型，主要分布于

西南、西北及东北。

需要注意的是，华南常见的巴西鸢尾、黄花

巴西鸢尾并不属于鸢尾属，而是分在巴西鸢尾属

Neomarica下。

2 历史中的鸢尾

鸢尾的属名Iris，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

“伊丽丝”（Iris），由于鸢尾花的颜色像彩虹一样

丰富多彩，所以人们给了鸢尾与彩虹女神同样的名

字，这一称谓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关于鸢尾属植物的图像出现在公元前2000

年公元前1400年，埃及弥诺斯的克诺索斯王宫中一

幅浮雕上，埃及人视鸢尾为力量与雄辩的象征。在

欧洲，鸢尾也被视为神圣的花朵, 因为它三瓣向上

的旗瓣代表了圣父、圣子、圣灵,暗合宗教“三位一

体”的概念，三瓣低垂的垂瓣则代表了父、母与子

女或代表国家、教会与家庭。到了9世纪，鸢尾已经

成为欧洲皇家花园中重要的花卉；12世纪，鸢尾成

为古代法国国王的象征。

在我国，宋代嘉佑年间的《本草图经》中就有

对鸢尾的详细记载。到了清代，吴其睿在《植物名

实图考》中清晰、准确地描绘了鸢尾，精要的介绍

Comparis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mmon Iris Species

蒋天沐  张 华 / Jiang Tianmu   Zhang Hua

常见鸢尾种类辨析

1_ 彩虹女神（左）和鸢尾纹章（右）( 图片源自网络 )Rainbow goddess 
(left) and Iris heraldry (right) (pictures from the web)

2_ 《植物名实图考》插图 Illustration from the book "Zhiwu Ming Shi 
Tu Kao"

3_ 《春祺集锦》部分（图片源自网络）Part of the painting "Chun Qi Ji 
Jin" (picture from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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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区别。另外，与花菖蒲相近的溪荪在相应位

置是较密的虎斑网纹，而燕子花则是一条白纹。花

菖蒲与路易斯安娜鸢尾也比较相似，但花菖蒲叶片

中脉明显突起。

④黄菖蒲

识别特征：花黄色，花期5月。

黄菖蒲原产欧洲，适应性广，为挺水植物，但

也耐一定程度的干旱，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种

植。

⑤燕子花

识别特征：花大，蓝紫色，垂瓣基部有白色三

角纹路，花期5-6月。

⑥溪荪

识别特征：花天蓝色，垂瓣基部有褐色斑纹，

内轮花被直立，叶狭长且中脉不明显，花期5-6

月。

⑦西伯利亚鸢尾品系

识别特征：花蓝紫色或深蓝紫色，垂瓣基部有

褐色斑纹，有紫花、红花、白花等，国内通常见到

的都是紫花的，花期4-5月。

西伯利亚鸢尾品系主要由西伯利亚鸢尾和溪荪

杂交选育，园艺界对西伯利亚鸢尾的育种已经很深

入，培育了很多品种，有蓝紫、紫、红、白等色，

国内通常见到的都是蓝、紫色花的。

⑧路易斯安娜鸢尾品系

识别特征：常绿、水生、垂瓣基部有黄眼、叶

片中脉不明显，花期5月上旬至6月。

路易斯安娜鸢尾由北美几个原种自然杂交而

成，原种有蓝、白、红、黄4个色源，杂交后的路易

斯安娜鸢尾色彩显得十分丰富绚丽，国内所见以粉

色居多。据笔者观察，杭州地区，路易斯安娜鸢尾

植株在盛夏、冬季均能保持翠绿，仅在叶尖端会有

枯萎现象。

【作者介绍】                                                                                      

蒋天沐，1995年生，男，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园林专业四年

级学生。

张华，1986年生，男，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硕士。

注：除注明来源的图片外，文中图片均由蒋天沐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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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_   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 L.
15_   燕子花 Iris laevigata Fisch.( 图自 : http://flowers.

la.coocan.jp/Iridaceae/Iris%20laevigata.htm) 

16_   溪荪 Iris sanguinea Donn ex Horn.
17_   西伯利亚鸢尾品种 Siberian Irises
18_ 路易斯安娜鸢尾 Louisiana Irises

19_   巴西鸢尾 Neomarica gracilis (Herb.) Sprague

20_   喜盐鸢尾 Iris halophila
21_   切花鸢尾 Iris Cut Flower

 19  20  18 

娜鸢尾品系；

5.1 鸡冠状附属物鸢尾

①鸢尾

识别特征：花深蓝色，花大，垂瓣基部有白色

肉质突起，花茎单一或二分支，花期4-5月。

鸢尾在华东地区常有栽培，野生的也常见。

②蝴蝶花

识别特征：常绿，耐寒性强，花白色或淡蓝

色，花朵较小，花茎多分支，花期4-5月。

蝴蝶花常作为林下地被植物栽培。

5.2 须毛状附属物鸢尾

①德国鸢尾品系

识别特征：垂瓣有须毛状附属物，旗瓣竖起，

花朵硕大，色彩鲜艳，园艺品种繁多，花期4-5

月。

上文说到鸢尾的园艺分类，其中根茎鸢尾中的

有髯鸢尾，品种极多，花朵硕大，形色俱佳，备受

推崇，“髯”指的就是鸢尾的须毛状附属物。有髯

鸢尾并非是一个物种，而是一大类鸢尾的统称，德

国鸢尾品系则是有髯鸢尾中的翘楚。当德国鸢尾作

为一个物种名时，特指Iris germanica这一种，它是

林奈建立鸢尾属时的模式种，是原产欧洲的一个天

然杂交种，也是现代有髯鸢尾杂交育种的最重要亲

本之一。因此，人们也常以德国鸢尾代指全体有髯

鸢尾。

5.3 无附属物鸢尾

①马蔺

识别特征：花浅蓝色、蓝色或蓝紫色，花被上

有较深色的条纹，叶长，无明显的中脉，叶片较

窄，花有香气，花期5-6月。

马蔺的叶片常用来捆粽子。另外，马蔺的存在

被视为是草原退化的标志——鸢尾属植物都有毒，

牛羊不啃食，所以过度放牧的土地上只剩下它。

②玉蝉花

识别特征：花紫红色，垂瓣有黄色三角纹路，

内花被裂片小，直立，叶子两面中脉明显，花期

6-7月。

浙江仅在清凉峰高海拔处有野生玉蝉花分布。

园林绿化中，玉蝉花常用于湿地公园、河流湖泊等

地。另有花叶品种的玉蝉花，适合在花境中使用。

③花菖蒲品系

识别特征：花瓣有黄眼和纹脉、花大，叶片中

脉明显，花色以紫色系居多，花期6-7月。

花菖蒲品系主要由玉蝉花培育而来，品种众

多，花色丰富，有单瓣及重瓣之分。垂瓣的基部中

脉处有一个显眼的黄斑，这是花菖蒲与原种玉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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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   须毛状附属物 Bearded appendage
7_   鸡冠状附属物 Crested appendage
8_   鸢尾 Iris tectorum Maxim.

9_   蝴蝶花 Iris japonica Thunb.
10_   德国鸢尾品种 Iris × germanica
11_   马蔺 Iris lactea Pall. var. chinensis (Fisch.) Koidz

12_   玉蝉花 Iris ensata Thunb.

13_   花菖蒲品种 Iris ensata var. hortensis 
Makino et Ne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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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昆虫（Aquatic Insects）是指生活史的一

个阶段或整个生活史生活在水中的昆虫。水生昆虫

用途广泛，其中：双翅目、襀翅目的幼虫是鱼类的

天然饵料；毛翅目、蜉蝣目的幼虫可以用作水质监

测；广翅目的幼虫除作鱼类饵料外，在部分地区还

被加工成美味佳肴。但部分水生昆虫如鞘翅目的龙

虱、半翅目的蝎蝽、蜻蜓目蜻蜓的稚虫会捕食鱼

苗，对水产养殖业构成一定的危害。

经过漫长的进化，水生昆虫在外形特征、行为

特征、呼吸系统和呼吸方式等方面都适应了水生环

境。外形特征方面：龙虱、划蝽的后足延长、变

扁，特化成桨状，并附有刷状长毛，有助于在水中

划水运动；龙虱雄性成虫前足的跗节膨大成吸盘，

用以在水中交配时吸住雌性个体；蜻蜓、豆娘的稚

虫以及鱼蛉、齿蛉的幼虫等在腹部两侧或末端具有

分布着大量气管的片状或丝状的突起，可直接呼吸

水中的氧气，成为气管鳃；蝎蝽腹部末端的气孔延

Discussion On Aquatic Insects

于 炜  刘 锦 / YU Wei   Liu Jin

漫谈水生昆虫

长，形成管状突起，称为呼吸管。呼吸方式方面主要

有：气管鳃呼吸、体壁呼吸、呼吸管呼吸、气泡呼

吸、气盾呼吸这五大类。豆娘、鱼蛉、齿蛉、石蛾等

幼虫（稚虫）使用气管鳃来呼吸，气管鳃可以分布于

头、胸、腹的任何部位，其中以腹部两侧分布较多，

气管鳃随着水流摆动，当水流过时自动过滤吸收溶解

在水中的氧气。值得一提是蜻蜓稚虫的气管鳃分布在

体内直肠处，因此又叫做直肠鳃，呼吸时腹部先收缩

挤压吸入新鲜的水，直肠鳃再从吸入的水中吸收氧

气。摇蚊科和螟蛾科水生种类的幼虫虽然长期生活在

水中，但身体上没有气门和气管鳃等呼吸器官，因此

只能通过体壁进行气体交换。这种就是体壁呼吸。蝎

蝽、孑孓则是利用呼吸管呼吸，不同的是蝎蝽的呼吸

管又细又长，当蝎蝽在水底活动时只需将呼吸管的末

端伸出水面便能吸取空气。而孑孓的呼吸管较短，因

此孑孓静止时一般都上浮至水面，并将尾端的呼吸管

垂直伸出水面呼吸。此外，孑孓的呼吸管端部还有

个瓣膜，呼吸时瓣膜打开，当孑孓在水中活动时瓣

膜便会闭合。气泡呼吸就好像水生昆虫随身携带了

一个氧气瓶，龙虱、仰蝽等多采用这种呼吸方式，

它们用表皮凸起具有疏水性的拒水毛储存固定气

泡。气泡一般位于鞘翅下方的空隙、腹部末端、体

躯或足等处，且往往与它们的气门相连，当龙虱、

仰蝽在水下活动时便通过气门获取气泡中的氧气。

气盾呼吸可以看作是气泡呼吸的强化版，泥甲、水

龟甲、划蝽等多使用这种呼吸方式，它们靠密生的

拒水毛将水和空气隔开，形成具有一定空间体积的

空气膜。这个空气膜就是气盾，水中的氧气会一直

渗透至气盾中，并不会像气泡那样消失。

昆虫纲中至少有13个目的部分种类为水生昆

虫，其中全部种类的幼虫都生活在水中的有：•

翅目、毛翅目、蜉蝣目、蜻蜓目、广翅目，部分种

类的幼虫生活在水中的有：鳞翅目、脉翅目、双翅

目，部分种类的幼虫和成虫生活在水中的有：鞘翅

目、半翅目、弹尾目、直翅目、膜翅目。常见水生

昆虫主要种类有以下几类。

翅目 Plecoptera

本目稚虫全部生活在水中，半变态，常见的有石

蝇。稚虫使用位于胸部或腹部末端的气管鳃呼吸，喜

水质清洁、氧气丰富的水域，可做鱼类饵料。

毛翅目 Trichoptera

本目幼虫全部生活在水中，全变态，常见的有

石蛾。石蛾的幼虫叫石蚕，栖息于湖泊水浪冲击处

或水流较大的溪流中，多使用气管鳃呼吸，对水质

要求高，可作为显示水体污染程度的指示昆虫。石

蚕常吐丝把砂石、水草等物做成筒状巢，自己匿居

其中，取食藻类、有机碎屑等。

蜉蝣目 Ephemerida

本目稚虫全部生活在水中，半变态，常见的有

蜉蝣。稚虫使用位于腹部的气管鳃呼吸，多栖息于

池塘、湖泊或水流缓慢的溪流中，以小型藻类、有

机碎屑为食。成虫寿命短，交配后几小时或几天就

死亡。稚虫期长，数月至3年不等。

蜻蜓目 Anisoptera

本目稚虫全部生活在水中，半变态，常见的有

蜻蜓、豆娘，其中蜻蜓稚虫使用直肠鳃呼吸，豆娘

稚虫使用腹部末端的气管鳃呼吸。栖息于池塘、湖

泊或水流平缓的溪流中，捕食各类小型动物，大型

种类还能捕食小鱼。

广翅目 Megaloptera

本目幼虫全部生活在水中，全变态，常见的有

泥蛉、鱼蛉、齿蛉等。幼虫使用气管鳃呼吸，喜

栖息于水质良好、含氧量丰富、水体流动性强的溪

流、湖泊中，于水体底部捕食其他小型动物。

双翅目 Diptera

本目部分幼虫生活在水中，全变态，常见的有

伊蚊、库蚊、按蚊、摇蚊、水虻、蛾蚋、部分蝇类

 1 

1_   豆娘成虫 Damselfly adult

2_   豆娘稚虫 Damselfly larva

3_   蛾蚋成虫 Psychodidae adult

4_   蜉蝣成虫 Mayfly adult

5_   划蝽成虫 Corixidae adult

6_   孑孓 ( 蚊幼虫 ) Wiggler (mosquito larva)

7_   龙虱成虫 Dytiscidae adult

8_   龙虱幼虫 Dytiscidae larva

 8  7  6  5 

 4  3  2 

 9 

 16  15  14  13 

 12  11  10 

9_   蜻蜓成虫 dragonfly adult

10_   蜻蜓稚虫 dragonfly larva

11_   石蚕 ( 石蛾幼虫 ) (caddisfly larva)

12_   石蚕巢 nest of caddisfly larva

13_   石蝇成虫 stonefly adult

14_   水虻成虫 Stratiomyidae adult

15_   水黾捕食叶蝉 water strider 

preys on Leafhopper 

16_   水黾成虫 water strider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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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蚊科的幼虫统称为孑孓，栖息于水洼地、排水

沟、池塘、稻田等平静的水体，使用呼吸管呼吸，

取食藻类和有机碎屑。摇蚊科的幼虫在水底活动，

靠体壁呼吸，取食有机碎屑，可作为水质监测指示

昆虫。毛蠓科昆虫统称蛾蚋，成虫栖息于近水潮

湿环境，幼虫多栖息于含有腐败有机质的浅水域，

靠呼吸管呼吸，取食动物排泄物、腐殖质或有机碎

屑，是一种骚扰性害虫。

鞘翅目 Coleoptera

本目部分种类的幼虫和成虫都生活在水中，全

变态，大部分为捕食性昆虫，捕食小型动物或鱼

类，常见的有龙虱、水龟甲、豉甲等。龙虱成虫，

幼虫均为捕食性，成虫善游泳，后足特化为游泳

足，利用鞘翅下面和腹部之间空隙中的气泡呼吸。

水龟甲成虫多取食腐烂的植物，幼虫多为捕食性，

成虫多利用体腹面的气盾呼吸，幼虫多用体侧的气

管鳃呼吸。豉甲成虫、幼虫均为捕食性，成虫群集

浮游于平静的水面，捕食落在水面的猎物，复眼分

上下两个，可以同时观察水上和水下。

半翅目 Hemiptera

本目部分种类的幼虫和成虫都生活在水中，渐

变态，大部分前足特化为捕捉足，使用尖锐的口针

刺破猎物体表并注射消化酶，然后吸食液化后的组

织，常见的有水黾、田鳖、负子蝽、仰蝽、划蝽、

螳蝽、蝎蝽等。水黾栖息于平静开阔的水面，身体

细长，中、后脚长有拒水毛，捕食水面上的小型动

物。田鳖、负子蝽习性接近，腹部末端的呼吸管较

短，常游至水面将呼吸管伸出水面呼吸，负子蝽，

捕食小鱼。仰蝽因游泳时腹面朝上而得名，后足发

达，特化成桨状游泳足，携带气泡呼吸，捕食小型

动物。划蝽与仰蝽相近，后足特化成游泳足，大部

分种类利用拒水毛形成气盾呼吸，取食藻类或小型

动物。螳蝽、蝎蝽不擅游泳，常在浅水区域底部爬

行，利用腹部末端细长的呼吸管呼吸，捕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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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不爱牡丹花 ,占断城中好物华”。牡丹，

国色天香，冠绝群芳，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

卉，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六和塔赏牡丹至今

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六和塔其所在地原为吴越国

南果园，园内曾栽植许多牡丹花。从古至今，去

六和塔赏牡丹都是杭州人民的一件赏心乐事。

 3月28日，第九届“六和霓裳·国色天香”

牡丹花展在六和塔文化公园炫丽开幕。本届牡丹

花展由浙江省花卉协会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

江管理处联合主办，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插花艺

术分会协办，展期20d。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

江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任晓红，浙江省花协常

务副秘书长翁升，浙江省花协会长刑最荣，浙江

省风景园林学会插花艺术研究会秘书长、杭州市

风景园林学会插花艺术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范建

文等相关领导、专家出席了开幕式。花展以“六

和霓裳·国色天香”为主题，将六和塔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与牡丹雍容华贵之特色相结合，以盆

栽牡丹与地栽牡丹的展示为主，并推出室外环境

小品展和室内插花展,力争为游客打造一场雍容

典雅的牡丹视觉盛宴。

  本次花展的牡丹品种、花色皆为历年之最，

在去年花展的基础上新增了‘虞姬艳装’、‘珠峰

绿波’等 18 个牡丹品种和‘粉池金鱼’、‘银线

绣红袍’等 8个芍药品种，共展示 80 余个牡丹品

种和近 15 个芍药品种。除牡丹花王‘姚黄’、花

后‘魏紫’、绿色珍品‘豆绿’等 50 年代娇贵传

统牡丹品种外，游客还可欣赏到稀有的蓝色系品

种‘蓝芙蓉’、花色金黄嫁接在牡丹砧木上的芍药

品种‘金花姑娘’、花瓣红白相间的复色日本牡丹

品种‘岛锦’和高达 1.6m 的江南油料牡丹品种

‘凤丹’。传统牡丹与罕见珍稀品种争妍斗艳，共

计展出盆栽牡丹 400 余盆，依照花期差异，花展

期间分 5 期展出，以确保游客在各时段皆有花可

赏。除盆栽牡丹外，钱江管理处工作人员迁移了

部分乔灌木以扩大地栽牡丹种植面积，新辟地栽

牡丹约 300m2, 现六和塔文化公园内地栽牡丹面

积已近 4000m2, 栽植面积为历年之最。

除了品种丰富、倾国倾城的牡丹花，钱江管

理处还在牡丹花展期间开展了场景式民乐表演、

牡丹歌舞表演等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为市民与

游客奉上了一场集视觉听觉于一体的全方位牡丹

主题文化盛宴。

（文/图 吴学谦）

2017 第九届“六和霓裳·国色天香”牡丹花展
绚丽绽放六和塔文化公园
The 9th'Liuhe Colorfulness, Exquisite Beauty And Heavenly Fragrance' Peony 
flower Show were held In Liuhe Pagoda Cultural P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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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3  22  21 

 20  19  18 

17_   蜻蚊成虫 mosquito adult

18_   蝎蝽成虫 waterscorpion adult

19_   仰蝽成虫 Notonectidae adult

20_   摇蚊成虫 Chironomidae adult

21_   摇蚊蛹 Chironomidae pupa

22_   摇蚊幼虫 Chironomidae larva

23_   鱼蛉成虫 Chauliodinae adult

24_   鱼蛉幼虫 Chauliodinae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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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杜鹃花协会、第十四届中国杜鹃花

展组委会邀请，杭州植物园代表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管委会、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京

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委员会参加了在湖

南湘潭盘龙大观园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杜鹃花

展。

此次花展，杭州植物园承担了一个室外景

点和一个展台布置，其中室外景点以《杭州故

事》为主题。运用2016杭州G20峰会元素，结合

千古传颂的凄美爱情故事——梁祝。在素淡的

白墙黛瓦之下，一把把美轮美奂、光彩流转的

折扇，缓缓打开，尽显杭州韵味。一张竹椅、

一把古筝，几只折扇化成的精巧彩蝶，仿佛在

演奏一曲恩恩爱爱不绝情的《梁祝》。10余

株杜鹃花风姿绝艳，灿若云锦，如海浪翻腾，

铺铺展展，烂烂漫漫地绽放着。同时还搭配红

枫、喷雪花、金雀花、松红梅、牡丹、连蕊茶

等50余种优良园林植物，充分展现了西湖韵

味，讲述了杭州故事。这故事婉转于梁祝翩翩

化蝶的优美旋律中，氤氲于江南折扇上的淋漓

水墨中。萦绕于姹紫嫣红绚丽动人的杜鹃花丛

中。让游人停步驻足、流连忘返。

展台布置以《钱塘花语》为主题，展出了

‘粉妆楼’、‘小桃红’、‘吐蕊玫瑰’、

‘大和之春’、‘绿色光辉’等20个江南特

有的杜鹃品种的盆景。有的千枝百干，枝叶扶

疏；有的郁郁葱葱，俊秀挺拔；有的曲若虬

龙，苍劲古雅。花色更是色彩斑斓，或殷红似

火，或淡如素裹。各具风姿，仪态万千。

本次杜鹃花展于4月1日隆重开幕，全国50多

个城市和境外6个城市受邀参加。吸引了全国各

地众多游客前来参观。4月10日，经过中国花卉

协会杜鹃花分会、第十四届中国杜鹃花展组委

会的专家评比，杭州植物园获得室外景点、展

台布置、盆景栽培、盆景造型等项目6个奖项，

其中以“杭州故事”为主题的室外景点获得了

组委会最高奖项——布置艺术金奖，选送的杜

鹃盆景获得栽培项目金奖1个、银奖1个，造型

项目获银奖2个，展台布置获银奖1个。

（文/图 马骏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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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情缘”小品在 2017 香港花展大放异彩

为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2017年3月在香

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香港花展以玫瑰为主题

花卉，以爱为整个花展的主旨。西湖风景名胜

区钱江管理处2016年11月接到香港花展布展任

务后，根据要求从方案设计到材料准备，紧锣

密鼓地进行筹备与布展，并于3月5日完工，整

个花展持续到3月19日结束。

“西子情缘”园林小品以西子湖畔的梁山伯与

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以竹元素营造所有构

筑物，运用富有江南特色的桂花、金镶玉竹、喷

雪花等乔灌木打造了一个绿意盎然、婉约雅致的

江南小院。院内以竹简词牌《摸鱼儿·忆梁祝》、

梁祝剪影植草扇、古井投影等元素，烘托出深厚

的文化故事氛围。整个小品以清雅秀逸、别具一

格的江南园林景观获得了评委和游客的大加赞

赏，被授予“最佳展品奖”特别奖。

此次香港花展，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

派出8名精兵强将，利用5天的时间在近250㎡的

场地上打造了一个可供人进入游赏的院子。展

示的不仅是园林技艺，更是一种精益求精、不

畏艰苦的杭州园文精神。

（文/图 范丽琨）

The Westlake Romance Is A Special Feature In The Hongkong Flower Show

杭州故事远播湘潭，钱塘花语唱响莲城
——记湖南湘潭第十四届中国杜鹃花展杭州展区布展工作
Hangzhou Story Travels To Xiangtan, Qiantang Flowers Sing Chorus In Lotus City
Sidelights Of Hangzhou Section Arrangement In Hunan Province's Xiangtan 14th National Rhododendron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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