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共生，要靠知识，靠人对自然、对植物的理解”

上海辰山植物园十周年 专家学者共话植物的力量

2020，辰山十年。
十年来，作为国内一个年轻的现代植物园，上海辰山植物园不忘初心，精研植物。

承担科研课题百余项，收集植物万余种，国内外交流合作广泛，朝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综合性植物园稳步前进。十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城市植物园之一，辰山植物园牢记使
命，爱传大众。累计接待游客近 1000 万人次，倾力打造的上海国际兰展、辰山草地音乐
节等具有人文特色的亲民活动，已成为上海一大靓丽的文化品牌。

十年，也到了一个停驻、思考、追问的节点。近日，由上观新闻与上海辰山植物园共
同主办的“植物的力量”跨界对话在辰山植物园展览温室拉开帷幕。一花一叶一果一
木，它们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它们又是如何呈现的？在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时，植物园可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能从植物中汲取怎
样的力量？……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十年·辰山对话———植物的力量”中五位嘉宾的精
彩演讲来找寻到答案。

当谈到植物的力量时，我们首先会?识到———人类
完全依赖于植物。

植物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
测， 全球大约有 30,000余种植物经常被人类所食用。然
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食用其中极少的几种植物，实
际上，我们所摄入的 80%的卡路里仅来源于 12种植物，

50%的卡路里仅来源于 3种植物：米、小麦和玉米。这?
味着人类未来的粮食安全将构筑于极其有限的植物物
种之上。因此，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所开展的一项工作
便是培育更多的可食用植物，并且可能将它们引入农业
领域。

与此同时，植物、特别是树木，在供给人类水资源方
面起到关键的作用。假设有一片森林集水区，那么该片
地区就会降雨。而如果我们不保护、不照料植物，那么我
们就将丧失水资源。再来看看能源。能源是人类的又一
大需求。人们时常会忽略其实全球的大多数地区还是通
过燃烧煤炭、木材、柴火的方式来满足其主要的能源需
求，以此来煮饭、照明、取暖。因此，假如没有植物，人类
该如何生存下去？

再想想全球气候变化。这是目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
的危机。我们要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尽量减轻由于
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影响？此时此刻，全球的人种植
了大约数十亿棵树木来进行碳捕捉。然而，要进行正确
的碳捕捉，并且确保碳被捕捉，则需要确保这些被栽植
的树木继续成长，为此我们需要将合适的树木种植在合
适的区域。

植物具有多样性，也因此而强大。我们估测全世界
范围内有大约 400,000种植物，并且，每年科学家都会新
报告发现近 2,000种植物。大家时常会问，为什么我们需

要那么多种植物呢？ 因为我
们只吃很少的几种植物，即
便是用于制药， 所需要的也
不过上千种。因此 400,000 种
植物于我们有何价值呢？的确，

它们并非特别有用。

然而，对于此问题的第一个答
案就是， 我们并不清楚植物究竟有没
有用。有些植物融入了地球的整体生态圈，并在其中扮
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比如，我们身边的一株植物，此
时就很可能一直被蜜蜂和其他传播花粉的生物所拜
访，它为这些生物、鸟类以及其他动物都提供了食物。

因此， 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不了解这些植物的重要性
就放任其灭绝。

其次，我们人类也需要使用植物。假如人类还要继
续创新，继续调适自我以适应环境变化，那么尽可能多
地保护植物物种就显得尤为合理了。植物能被用
来制造新机器、新食物，同时还可运用于新的
生物科技。

其实， 之所以保护植物多样性、 保护
400,000个植物物种， 或保护尽可能多的植
物是如此重要， 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
我们有义务来确保植物物种不会灭绝。 为此，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统计数据来看，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对于约
30%的植物物种，即 120,000种的植物进行培植或
是将其种子存入种子银行以保护。而这一收集植物、

储存种子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保险，同样也致力于
为生态环保事业提供新的植物材料，并且为科研助力。

假如没有植物，人类该如何生存下去
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秘书长 保罗·史密斯

一万多年前， 人类的谋
生方式一类是采集，另一类
是渔猎。 其中采集就是植
物。而如今，非洲的哈扎部
落是地球上最后的以狩猎
和采集为生的民族之一，他
们生活在坦桑尼亚的荒野上，

至今仍然以男人打猎、女人采集
的方式生活。在哈扎人眼里，他们

所生存的这片土地到处都是美食，像
浆果和块茎，就是能轻易采集到的食物，甚至连小孩
子都能轻易地采集到，因此他们很不理解现代人的生
存方式，认为每天花一小时通过狩猎就让部落人吃饱
的事情，为何现代人每天还要跑去田里辛勤地耕种农
作物呢？

而从采集过渡到种植，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
一，是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在人类发展早期所发挥的重
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
所说的文明（不论是福是祸）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
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
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储存，以及可以养
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才， 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
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
食生产。粮食生产是新月沃地出现的那些重要新事物

中的第一个新事物。

植物被驯化，是指自栽培耕种开始以来，持续且
受人类控制的有效改良基因型的进化过程。 对此，人
们不禁疑问，植物和人类之间，到底谁驯化了谁？是人
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人？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讲了植物如何把人
“捆绑”在土地上，他提出“不是我们驯化了小麦，而是
小麦驯化了我们。”包括令人们弯腰除草、耕种、收割，

乃至成为部分人腰间盘突出的诱因，这都跟农业生活
方式相关。“驯化”（domesticate） 一词来自拉丁文
“domus”，?思就是“房子”。但现在关在房子里面的
可不是小麦，而是智人。

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地球上的小麦、

玉米和水稻，可谓植物界生存竞争的最大赢家，它们
分别占地 210、200、160万平方公里，三者加起来 570

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中国适合人居的国土面积。由此
可明显看出，小麦、玉米和稻米在进化中的巨大“征
服”力量。如今世界总人口达 75亿，相当于世界上所
有大型动物个体数的 120倍到 130倍。在这庞大的人
口数量背后，若没有粮食、没有可食用的植物，人类就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繁殖力量，也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
人类文明。 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说， 人类与小麦、玉
米、水稻完成了生物史上最伟大的合作，一同成为这
个星球生存竞争中的最大赢家。

人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于 海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植物的力量”。要了解
植物的力量， 可以先从在座各位手头的一样东
西说起，这就是纸。一直到今天，造纸用的最主
要的原料还是植物，作为一种可以大量制造、价
廉物美的永久性信息载体， 纸深刻地改变了人
类文明。今天我们来辰山植物园，走在林间，不
妨想一想植物给人的这种力量。

植物的力量是一种生态的力量。 健康稳定
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石。

植物既为人类提供了包含瓜果蔬菜等在内的大
量的食物， 同时也提供了具有医疗效用的多种
药物。可以说，没有植物，人类就无法存在；但没
有人类，植物可能长得比今天更好一点。由此可
见，“植物的力量”本身也是一个哲学的话题，事
关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用什么
样的世界观去认识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

几千万年前，南极曾被森林覆盖，后来随着
地质与气候环境变化，才逐渐被冰层覆盖。但即
便是今天的南极， 仍有两种植物在森林灭绝后
又重新生长在那里， 当然也包括后来人类去开
发南极时所带去的各种植物。从中都可以看出，

植物的生态力量非常强大。

说到植物的力量， 也不能不提植物的另一种
力量———破坏的力量。我想再把那句话重复一遍：

植物并不是为了人类而繁衍。 所以它自由自在地
生长，有时候有利于人类，有时候也不利于人类。

入侵植物就拥有一种不利于人类的破坏性力量。

植物的力量也包含破坏的力量。 实际上植
物破坏的力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早些年
前，“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引进上海，当时引进来
主要是做切花。但到上海之后，发现它的植株可
以产生大量的种子，经过风一吹便大量传播，而
它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于是就导致了这种黄花
迅速占领了大量土地。与此同时，我们所了解的
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也都是人类破坏了植
物之后，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辰山植物园一直在关注中国入侵植物的动
态，为此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今年年底就会有一
套最新的五卷本《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出版。

随着人类对植物的理解
和知识日益增长，植物园在历史
上的主要功能也经历了几次变动。

比如植物园曾经是积极引种经济植物、 服务国
家战略的先锋。在这方面，植物园界最津津乐道
的例子就是橡胶树， 当初正是英国历史悠久的
皇家植物园邱园，与英国在印度、新加坡等地的
植物园紧密合作， 才把从橡胶树的原产地巴西
那里搞来的种子种出了幼苗， 种到南亚和东南
亚地区， 从而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庞大的橡胶种
植产业。

今天， 我们也仍在为开发利用植物而孜孜
努力。如今辰山在研究鼠尾草、黄芩、牡丹，希望
能够从基因、从植物代谢途径这样微观的层次，

了解植物这座“绿色化工厂”的运作奥秘，从而
可以对植物资源加以人工改造， 创造出有效成
分含量更高的植物品种， 获得那些还难以通过
人工合成获得的原料。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
全球肆虐， 虽然大家都在期盼疫苗的研发和应
用，但我们也不妨对于植物药寄予一定期望；也
许我们有可能从当前初步证明有一定疗效的植
物入手，通过代谢途径的了解和改造，创造出能
够对付这类病毒的全新药物。

尽管如此，比起一两百年前来，我们保护植
物多样性、 保护植物为我们营造的这个宇宙中
唯一宜居的家园的任务，现在确实更迫切了。在
这方面，植物园再次承担了重要的任务。辰山植
物园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通过引栽华东地区
野生植物，来保护这一地区的植物多样性，同时
也保护了野生植物资源。

不仅如此，通过有关植物多样性的知识，植
物园还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发挥植物的正面力
量，更精准地阻止植物的破坏力量。特别是上海
这样的大城市， 不可避免会是一个持续受到人
工高度干预的不自然的环境。

总之， 我们也希望今天的公众都能了解植
物力量的这些方面，了解植物园的作用。真正实
现人和自然的共生，要靠知识，靠人对自然、对
植物的理解。

“植物的力量”是一个哲学话题
上海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 胡永红

今年 4月 12日， 因为疫情而关闭的米兰
大教堂，为 61岁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
打开了大门。在空旷的教堂里，随着管风琴声
响起，波切利的歌声《天使之粮》悠然传出。相
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视频， 这是音乐的力量，

为疫情期间备受摧残的人类心灵，带来了温暖
抚慰。

说起植物，我想到自己一直很喜欢的一句
话：“Nature is the immense shadow of man.”

自然界辽阔宽广，容纳万物。我们人类社会的
一切总和，都建立在自然界基础之上。大到探
索宇宙苍穹，小到日常衣食住行，人类社会的

方方面面都被大自然承载，并留下了深深浅浅
的痕迹。今天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的，大自然其
实已经反映了一切。

回顾我的音乐生涯，其实也与植物相伴相
随———少年时期，我是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
术团的一名合唱团员。而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
完成的独唱曲目便是《茉莉花》；青年时期，我
的成名代表作《蝴蝶夫人》中的《花之二重唱》

也同样与植物相关，它表达了对于春天的美好
希望，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春色美景；《玫瑰骑
士》中的《Rose Presentation》是我成熟时期的作
品，是音乐和植物教会了我们美、爱情、悲伤、

永恒。

如今我回到上海已经快 10个年头， 我的
身份也已经从单纯的歌唱家转变为歌唱家兼

教师，我对于植物的理解也随着我身份的延伸而更
加丰富，在我所理解的“植物的力量”中，我认为很
重要的一点是“奉献”和“给予”。我有一个来自湖南
的学生，她现在已经跟我学了 7年。最初我见到她
时，她对音乐唱法还完全不懂，像是一张白纸。但我
看到了她的天赋与才能，所以就选中了她，并根据
她的特长和优势对她进行针对性训练。如今，她已
在音乐道路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教学过程中，对待学生因材施教，就如同园
丁对待植物。学生其实也是有灵性的，每个学生都
与众不同，就像是植物也有灵性一样。外界变化都
会投射在植物身上， 而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爱护，也
会通过植物反映出来， 并最终回馈给人类自己。所
以，用我喜欢的《水知道答案》一书中的话来说，“就
让爱与感谢充盈这个世界吧！”

植物知道答案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黄 英

1999年，两个外国学者提出“植物盲”一词。

他们观察到大多数人类对植物似乎是视而不见。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环境中有很多植物，但并
不觉得它的存在， 并不觉得植物是那么的重要；

不能欣赏到植物的美；或是察觉到植物独特的生
物学习性；同时，想当然地觉得植物不会动、也不
会讲话，没有动物聪明，可能是比较低等的。由此
导致了人们不太在乎植物的现象，这便是“植物
盲”概念的产生。

大约四十年前，人类开始发现榕树这一植物
存在很多复杂而有趣的关系。据统计，全球大约
有 870种榕树， 是所有木本植物中种类最多的。

每一种榕树的果实都会放出一种特定的挥发性
气味， 吸引对应种类的榕小蜂来帮助其传粉。全
世界有 1274种鸟和动物取食榕树果实， 而榕树

也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和钙来源。植
物可以影响昆虫、影响动物，其实它也被昆虫
所影响。比如，昆虫可以对榕树的叶片性状进
行塑造，使其长得硬一点，好吃一点。由此，昆
虫也塑造了植物的形状。

沉香和胡蜂之间，也存在这种协同进化、互
补互惠的关系。沉香是一种药本植物，其果荚中
的种子不能受到太阳强烈的曝晒。 沉香果荚打
开后，会释放一种特殊的化学信号，把很远的胡
蜂招引过来，帮助其散布种子。而此时，沉香种
子外一端所附着的油质体也成为对胡蜂的回
报。两者之间建立了精巧专一的互惠关系。

在科幻电影中， 我们能看到植物之间可以
进行通讯。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可能吗？有人做了
研究，真是这么一回事。花园里一颗植物被蚜虫
蛀蚀后， 旁边的植物有的把与该植物原有的联
系切断了；有的是还保持原来的联系，并且通过
根部把这个消息告诉邻居植物，“虫子来了，要

当心，保护起来。”所以植物可以依
靠土壤中的菌丝体形成一个通信网络，从
而达到保护它们自己的目的。

此外，自然界中的植物拟态也很丰富。有的植
物外表看着像石头， 其实是在告诉那些取食植物
的动物，“不要吃我，我是一个石头。”另外，有些植
物的叶片上出现很多斑点污渍， 其实是在告诉外
界动物，“你看我的外表有很多鸟粪，很脏，吃了会
坏肚子。”

世界上有一些古树， 可以存活 3000年以上。

一棵树，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经历各种特殊极端
天气，承受各种病虫的侵袭，数千年而不死亡。这
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植物为其他生物提供支持，

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植物实际上
有着很高的智慧，它很懂得怎么合作、怎么防伪，

有很强的可塑性。 而植物也是和其他生物共同进
化形成的结果。 我们人类应该尊重植物， 理解植
物，喜欢植物，保护植物。

向植物学习，不做“植物盲”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 陈 进

2010?辰山植物园试开园

2011?展览温室落成，正式开园

华东地区第 1大植物园

国内第 2大城市植物园

十?来接待游客近 1000万人次

承担科研课题 200余项

发表科研论文 800余篇

植物收集 1.7万余种

培育新品种 27个

建立专业网站 4个

26个专类特色园

成功建设 4个国家级种质资源库，1个国际资源圃

与 10?个国家和地区，30?个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

已进行 4 期土壤改良

上海国际兰展、上海月季展形成园艺品牌

连续 9?成功举办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

首创辰山自然生活节

举办“上海国际兰展·辰山对话———生态文明与诗意生活”

“辰山奇妙夜”夏令营、“宝宝坐王莲”活动形成科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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