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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旌节花在不同环境下生长发育及某些生物学现象 

韦仲新一 杨增宏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 要 观察和调查了西域旌节花Stachyarus himataicus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发育和开花结果状况，并对某些生物学 

现象作初步探讨．发现不同环境下的西域旌节花从腋芽的出现到枝叶的生长以及开花结果等在时间的先后和过程的 

长短上有所不同．植株在秋冬季落叶与否银大程度上取决于植株本身的高矮和大小以及当地的荫蔽条件和水分状况 

等．西域旌节花表面上为两性花，实质为假两性花 对于某一具体植株来说，要么雌蕊能育，要么雄蕊能育，但不可能两 

者兼之，尽管每一棵植株都有雌蕊和雄蕊．当雌蕊能育时，雄蕊却不育(无花粉)；当雄蕊能育(有花粉)时，雌蕊则不 

育，花开过之后整个花序脱落．不同环境下植株结果的比例也不同，差异较大．西域旌节花的落果情况非常严重，原因 

有待于进～步的观察和实验 图版1表1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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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development and some biological ph~nam ena of Stachyuras hlmalaicus under differ- 

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ere observed．It was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axillary buds，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d even the flowering and fruiting of Stachyurus himala~us varied under different envi— 

mnmental condifons．Whether the plant leaves falling or not in autumn greatly depended on the trees them— 

selves，and also on the moisture and shade conditions of local environment．Th eir flowers are not ro~Hy bi— 

sexual，but pseudo—bisexua1．As for a given tree，either the stamen or the pistil is fertile，but not both ， 

though the tree has both stamen and pistil．The proportion of fruit—beating trees to fruitless b es varies re— 

markably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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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旌节花 (Stachyurus himalalcus Hook．f et 

Thoms．ex Benth)又叫小通草、通条树，属旌节花科 

(Stachyuraeeae)植 物．该 科 仅 一 属，旌 节 花 属 

(Stachyurus Sieb．et Zuee．)，约 1O种 ”。 ，为东亚特 

有．它在我国的分布很广，从东部的台湾到西南部的 

云南、四川和西北部的陕西以及从两广到两湖．该植 

物的茎杆髓部可用作中药，有利尿、清湿热和治疗水 

肿、淋病等功效．近几年 被大量砍伐 ，如 1999年 

收稿日期：2000-09·18 接受 日期：2001-02-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9870088)、云南省自然科学基盘(98c09tM)和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资助项目 

{ 通讯联系^(c0Tre Tld’ng au~or) 

我们、在贵州兴义安龙等地调查时，林科所的同志告 

诉我们，过去在兴义市郊山上曾经分布有较多的中华 

旌节花(其用途与西域旌节花类似)，但是由于个别农 

民从经济利益出发把这种树砍下来拿到市场上作为 

中药卖，现在几乎被砍光，偶尔在多刺的悬钩子中间 

还可以找到个别的植株．加之西域旌节花植株中，能 

够结果的植株只占很少的比例，而落果率又相当严 

重，从而使得旌节花很难从成熟的果实中获得足够的 

可以繁殖后代的种子．再者，其种子又特别小，很容易 

被水冲跑，故野外很难找到刚从种子萌发出的幼苗． 

好在西域旌节花的萌生力比较强，只要不挖取根部， 

枝条还可以从基部甚至从与地面接触的茎部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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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易门和西畴调查看到，当茎接触到地面时，在接 

触处有许多细根深深扎入土壤中，并在该处又长出新 

的枝条甚至形成新的植株．西域旌节花植株结果比例 

低和落果率严重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实 

验．尤其是有待于通过开展旌节花科植物的传粉、繁 

殖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去查明．本研究就是为此目的 

而进行的一些初步性工作和积累资料． 

1 选点及观测项目 

选择云南省西畴县法斗乡，易门县六街乡和昆明 

作为观测点．西畴县位于云南东南部，属文山地区．约 

北纬22。．年平均气温 l8．2℃，年降雨量952．6mm，年 

日照时数 1 996．8h(此数据为该县所在的文山州三 

年平均数)．观测点在该县法斗乡上冲村后山，海拔 

1 500 m．坡向东南，坡度约25。．植株生长于较干旱的 

石灰质山上，土层薄，土壤较瘦瘠，周围是次生杂木 

林．易门县位于云南中部，属玉溪地区．约北纬24．2。． 

年平均气温l5．8℃，年降雨量850．7 ，年日照时数 

1 688．8 h(此数据为该县所在的玉溪地区三年平均 

气象资料)．观测点位于该县六街乡大新村后山，海拔 

1 710 m．坡向南坡，坡度约30。．植株生长于箐沟两边 

较潮湿的山坡上，土壤中腐殖质较厚，较其它各点都 

潮湿和肥沃，周围也是次生杂木林．昆明位于云南中 

部偏东，北纬 25。，年平均气温 15．0℃，年降雨量 

830．5Ⅱlm，年日照时数 2 040．6 h(以上三处的气象 

资料均来自1988、1991和1992年云南年鉴)．观测点 

位于昆明北郊黑龙潭植物研究所内．海拔 1 890 m，为 

平地，植株生长地分为两处，一处在阴棚内，土壤肥沃 

而潮湿．另一处为开阔旷地，但周围有行道树．土壤 

瘦瘠，较为干旱．1999年和 2000年曾多次对西域旌节 

花从腋芽的出现到枝叶的生长以及开花结果状况等 

进行了观测．每个点有代表性地选择数株结果和不结 

果的植株，记录其生长情况，统计腋芽和花芽出现的 

时间、开花和结果的始末，落叶与否和落叶的时问，结 

果和落果情况，果实成熟与否等(表 1)． 

2 观测结果 
2．1 西域旌节花的形态学特征 

西域旌节花为高达数米的小灌木 枝条柔软而下 

垂．单叶，互生 叶的大小和形状变化很大．叶长5～10 

(15)cm，宽 2-5 em．披针形至长圆状披针形，顶端渐 

尖至长渐尖，基部钝圆，边缘有密而细的锯齿．托叶两 

枚，早落．花小，辐射对称．表面上为两性花，实质为假 

的两性花．因为对于某一具体植株来说均有雌蕊和雄 

蕊．但是 ，如果雄蕊能育时(雄蕊能育花)，雌蕊则不育 

(这是不育植株，但有花粉，图 1、2)；而雌蕊能育时 

(雌蕊能育花，即能育植株)，雄蕊则不育(无花粉，图 

3)．众多的花排列成穗状花序．花序梗短．有大苞片 
一 枚和小苞片两枚，大苞片三角形至近三角形，小苞 

片椭圆形．萼片 4，覆瓦状排列，外面两片较小 ，内面 

两片较大．花瓣4，覆瓦状排列．雄蕊 8，两轮．不育植 

株的外轮雄蕊几乎与雌蕊等长，而内轮雄蕊则约为外 

轮雄蕊的2／3长或稍长(图 1、2)．但能育植株的雄蕊 

仅为雌蕊的1／2到2／3长，而且其外轮雄蕊几乎与内 

轮雄蕊等长(图3)．花药丁字着生，两室，纵向开 

裂．子房上位，4室，胚珠极多，着生于中轴胎座上．花 

柱较长，柱头头状．如果是雌性能育花，其子房和胚珠 

都比雄性能育花的子房和胚珠大得多(花尚未开放 

时)，尤其是胚珠要大3—4倍．当花开过之后，雄性能 

育花的胚珠逐渐败育，花也 自下而上逐步脱落，最后 

整个花序轴(总花梗)都脱落．果为浆果，直径约6—8 

mm，内含种子多达30～50棵． 

2．2 生长发育、开花结果与落果 

生长在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西域旌节花植 

株，春天长腋芽的时间不尽相同．从上述三个地点看， 

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最早，二月初即有大量腋芽出 

现，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稍迟些 ，二月中才出现腋芽， 

昆明地区最迟，要到二月底才有腋芽出现．随着腋芽 

的出现，幼叶也逐步生长．从腋芽出现到叶片大量生 

长可持续 7—8个月的时间．尤其以4—9(10)月生长 

最为旺盛．土壤、水分条件(湿度)对于腋芽和叶片的 

生长期的长短似乎很重要．据观察，生长在箐沟两边 

较潮湿地段或适当进行人工灌溉时，11月底还见有 

腋芽生长．对于那些少数秋冬季落叶的植株，往往先 

花后叶，即当植株开出一串串的花后，腋芽和幼叶才 

慢慢长出来．但秋冬季不落叶的植株，在其开花的同 

时，既不断长腋芽和幼叶，又保留有前一年的老叶(图 

4～5，粗箭头所指为前一年老叶，细箭头所指为当年 

的腋芽和幼叶)．也有些植株尽管多数枝条不落叶，但 

带花的枝条在开花前逐渐落叶．故在标本馆查看所采 

集到的标本时，也许会看到有些标本全是无叶的花标 

本，而有些标本则既有花又有叶． 

如同腋芽的出现随不同地区而异一样，花芽的出 

现和开花结果也随不同地区而变化．在上述三个地 

点，花芽的的出现以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最早，四月 

底五月初开始出现，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五月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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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昆明地区要到五月中才会出现花芽．但也有很特 

殊的情况，如 1999年从易门引种于昆明的西域旌节 

花，其中有一株的一个枝条直到9、10月份还在长花 

芽(但是仅此枝条，该植株其它枝条均于5月份出现 

花芽)．花芽多数长在上一年生长的枝条上，但少数的 

当年生枝条也有长花芽的．一般来说，从花芽出现到 

开花有一个长 l0个月的潜伏期．故今年长的花芽要 

到翌年春天才会开花．花期大约一个月时间．西畴县 

法斗乡上冲村开花最早，以 2000年为例，二月中开 

花，三月下旬已经长成幼果．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稍 

迟些，二月底开花，四月初结出幼果．西畴县和易门县 

两处开始开花的时间有时相差并不远，甚至几乎同时 

开花．昆明地区则要迟得多，要三月中才开花．由于西 

域桂节花为假的两性花，故凡是具有能育雌蕊的花都 

可以结出一串串的果实；与此相反，具有能育雄蕊的 

花尽管也有胚珠，但终究要败育的，故不会结果．据我 

们两年来对各地西域旌节花结果情况的观察，不同地 

区结果植株与不结果植株的比例差异较大．易门县六 

街乡太新村的植株中，其结果植株几乎达四分之一， 

而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的植株其结果的不到五分之 
一

． 但是两地的落果率和果实成熟率则正好相反，其 

中以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的植株落果率最为严重．它 

不是在幼果期落果，而是当果实已长得很大甚至快要 

成熟时才一串串的掉落．如 1999年 l0月份到当地调 

查时发现植株下面有不少黑色的果实，最初我们还以 

为这些黑色的果实是成熟的，但剥开仔细一看，果实 

并未成熟，只是发黑腐烂的果实．相反，在西畴县法斗 

乡上冲村的植株，虽然其结果的植株不到五分之一， 

但落果率并没有易门的严重，而且能成熟的果实比易 

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的还多．1999年易门县六街乡大 

新村的植株落果率之所以如此严重，可能与当年局部 

(调查地点)雨水特别多，尤其与6～9月份连续下雨 

时间过长有关．加之那里环境比较荫蔽 ，湿度较大．而 

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头年尽管雨水也很多，但那里荫 

蔽度和湿度都相对较小．很可能，果实发育过程中，雨 

水过多或湿度过大都不利于果实的成熟．但这只是推 

测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研究． 

2．3 假两性花现象 

西域旌节花究竟是两性花还是杂性花或者是单 

性花，各学者的意见不一．有认为是两性花 ；也有 

认为是两性花和杂性花 ；或者认为形式上是两性 

花，但实际上已分化为雌雄异株或功能雌雄异株 
[5,61

． 我们基本同意汤彦承等人和陈书坤的观点，西域 

旌节花表面上为两性花，但实际上已分化为雌雄异株 

或功能雌雄异株．虽然每一植株表面上都有雌蕊和雄 

蕊，但对于某一具体植株来说，要么雌蕊能育，要么雄 

蕊能育，但不可能两者兼之．正如前面所述 ，雌蕊能育 

者(能育植株)，其雄蕊则不育(无花粉)；雌蕊不育者 

(不育植株)，雄蕊则能育(有花粉)．如果仔细观察已 

经开放或快要开放的花朵，很容易区分能育植株与不 

育植株．因为能育植株和不育植株的雄蕊长度和花药 

颜色均有所不同．能育植株的雄蕊仅为雌蕊的1／2— 

2／3长，而且其外轮雄蕊几乎与内轮雄蕊等长 ，花药 

扁平而白色透明，无花粉(图 3)；不育植株的外轮雄 

蕊几乎与雌蕊等长，其内轮雄蕊约为外轮雄蕊的 2／3 

长或稍长，花药饱满而黄色，花粉很丰富(图 1、2)．此 

外，对即将开放的花进行检查时也会发现，能育植株 

的胚珠比同期不育植株的胚珠大3～4倍．能育植株 

的花授粉后，子房进一步膨大；而不育植株的花不能 

授粉，胚珠败育，并且开花后不久整个花序便脱落．鉴 

于西域旌节花既不是真正的两性花(要么雌蕊能育， 

要么雄蕊能育，但不可能两者兼之)；又不是通常所说 

的单性花(都有雌蕊和雄蕊)．故我们将它称之为假两 

性花．调查发现，即使两株相邻很近甚至相互靠在一 

表 1 不同环境下西域旌节花的生长发育状况 
Table 1 Growth and development 0f Stachyurus himataicu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lal canditl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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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植株，一株可能结果累累，另一株则找不到一个 

果实．如 1999年三月份在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见到 

互相交错生长在一起的两株西域旌节花，当时都正开 

出密密麻麻的花朵，乍一看很难区分哪一株能育，哪 
一 株不能育 通过检查其雄蕊得知其中一株是能育的 

(无花粉)，另一株则是不育的(有花粉)．果然，当五 

月份再去检查时，只看到其中一株结果累累，而另一 

株则未发现任何一个果实．现在我们已把几株能育植 

株与不育植株从当地引种在昆明同一块地，目的为了 

观察这些植株是否每年都如此，其能育与不育情况是 

否会随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了解其传粉方 

式方法等．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假两性花植株很有可能 

是从过去曾经是真正两性花的祖先类群演化发展而 

来 ，是一种进化和适应性的表现． 

2．4 落叶与不落叶或半落叶问题 

西域旌节花究竟是落叶种还是不落叶种，抑或属 

半落叶种?有些学者认为，西域旌节花是落叶种类， 

但有交叉现象 ’ ．Franchet甚至根据植株秋季落 

叶与否将旌节花属分为两个组，即常绿组与落叶组( 

转引自[6])．他认为常绿组花序下的叶片是宿存的， 

花序具总梗；而落叶组花序下的叶片在开花前脱落， 

花序无总梗．李惠林 则指出，花序具总梗这一特征 

并不固定．并认为，在花序(甚至果序)下，开花时是否 

残留老叶，主要是生理上的特点，两种习性之间有过 

渡类型．对于旌节花属的分组问题，以及是否划分为 

常绿组与落叶组的问题，我们不敢贸然加以评述．但 

就西域旌节花而言，我们认为把它列人落叶种类是欠 

妥当的．认为常绿组花序下的叶片是宿存的，花序具 

总梗；而落叶组花序下的叶片在开花前脱落，花序无 

总梗，并以此区分常绿组和落叶组的根据不足．据我 

们两年来对以上几个观测点的观察发现，大部分的西 

域旌节花是不落叶的．即使是同一地区，有的植株落 

叶，而有的植株却不落叶．而且不同地区植株落叶的 

情况也不大相同，如易门县的植株落叶的比较少，而 

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落叶的植株稍微多些．尤其从西 

畴到麻粟坡路上沿公路两旁比较干旱的地段落叶比 

较严重，特别带花的枝条．在昆明地区，植株高大而又 

生长在比较干旱的地段，同样见到落叶的情况．但比 

较低矮或生长在稍为荫蔽的地区，秋冬季整棵树都很 

少落叶．即使有些植株的带花枝条在开花前落叶，但 

是该植株的其它枝条却不落叶．由此可见，环境条件 

对于西域旌节花落叶与否有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 

是该植物对干旱条件的一种生理适应性，而不是对冬 

季寒冷条件的一种的反应．有趣的是，我们 1999年4 

月6日从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引种在昆明的一株矮 

小的西域旌节花，2000年初遇到少有的、连续几天的 

大雪．该植株曾被大雪覆盖了两天．然而，大雪过后， 

它不仅没有死，而且当新的腋芽和幼叶都已长了不 

少，老叶依然存在(图6，粗箭头所指为前一年老叶， 

细箭头所指为当年的腋芽和幼叶)．而与它邻近的一 

株较高大的植株则在 1999年冬天之前就已全部落完 

叶了．2000年4月我们又引种了7株西域旌节花和一 

株云南旌节花(Stachyurus yunnanens~)(被认为是常 

绿组)，并且种在同一块土地上，以便进行(落叶和常 

绿)对比观察．在本文审稿通过后这些植株正好过了 
一 个冬天．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这 7株被认为是落 

叶的西域旌节花和另一株被认为是常绿的云南旌节 

花却没有落叶．这种情况与我们在西畴县法斗乡上冲 

村看到的完全一样．该村后山上正好同时生长有西域 

旌节花和云南旌节花．冬天过后(2月底 3月初)的两 

次调查都很少发现落叶的西域旌节花．相反，绝大多 

数的西域旌节花和云南旌节花一样，都没有落叶．由 

此可见，把旌节花属分为两个组，即常绿组与落叶组 ， 

并且把西域旌节花放在落叶组是欠妥当的．如果把它 

作为半落叶类型看，也许还勉强． 

3 讨 论 
3．1 生长于不同地点的西域旌节花(Stachyurus hi- 

mala~us)，从腋芽的出现到开花结果等在时间的先后 

和长短上有所不同．海拔越低并且温度越高则生长发 

育都较早，如腋芽和花芽的出现以及开花结果时间均 

以西畴县法斗乡上冲村最早，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稍 

迟些．但两地腋芽的出现和始花的时间相差不大、而 

昆明地区则晚得多(表 1)、从花芽出现到开花几乎有 
一 个长达1O个月的潜伏期、这与在我国分布很广的 

泡桐极为类似．它也是花芽出现后要有一个长达数个 

月的潜伏期才会开花，即当年形成的花芽要经历一个 

漫长的冬季直到翌年春天才开花． 

3．2 西域旌节花表面上为两性花，实质为假两性花． 

对于某一具体植株来说，虽然都有雌蕊和雄蕊，但是 

要么雌蕊能育，要么雄蕊能育，不可能两者兼之．雌蕊 

能育者(能育植株)，其子房和胚珠都比较大，但其雄 

蕊则不育(无花粉)；雄蕊能育者(有花粉)，子房和胚 

珠则比雌蕊能育者的小得多(均在花尚未开放时观 

察)，而且雌蕊不育，不结任何果宴，花开过之后整个 

花序脱落．不同地区植株结果的比例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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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域旌节花在秋季落叶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植株本身是高大还是低矮，以及当地水分和荫蔽条 

件．植株高大而又生长在比较干旱的地段，落叶的情 

况是有的；但是，比较低矮或生长在稍为荫蔽的地区， 

多数植株不落叶．可见环境条件对于西域旌节花落叶 

与否有很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落叶是该植物对干旱 

条件的一种生理适应性，而不是对冬季寒冷条件的一 

种的反应．故把旌节花属分为落叶组与常绿组，并把 

西域旌节花作为落叶组的代表是欠妥当的． 

3．4 西域旌节花的落果率非常严重．如上面所述，荫 

蔽度和湿度都比较大的易门县六街乡大新村的植株， 

其落果率最严重．很可能，果实发育过程中，雨水过多 

和湿度过大，尤其是生长地连续降雨时间过长是很不 

利于果实成熟的．但落果的原因还有待于深A的调查 

和研究．结果植株的比例低以及落果率严重给西域旌 

节花的后代繁殖带来较大的困难，故今后开展旌节花 

科植物繁殖及保护生物学研究似乎很有必要． 

图版说明 

1雄蕊能育花，花药饱满，花粉特别丰富；2 雄蕊能育花，花 

粉已散落一部分；3．雌蕊能育花，子房膨大，但无花粉(以上 

均为剥去花尊和花瓣的花)；4～5．正在开花的枝条(租箭头 

所指为前一年老叶，细箭头所指为当年的腋芽和幼叶)；6． 

1999年4月6日从易门县者街乡大新村移栽干昆明植物研究 

所的砖苗，经过冬天(特别是2天的太雪)之后，上一年的老叶 

依然存在(粗箭头所指)，同时．植株的下部已长出许多腋芽和 

幼叶(细箭头所指)(1～3 x15；4 x 0．4；5～6 x 0．2) 

Explanation of plates 

1．Flower offertile stamens which are full of ponen：2． 

Flower of fertile stamens but solne pollen grains wer℃ 

lost；3．Flower of fertile pistil with expanded ovary but 

11o pollen(in the flowers stated above，all sepBls and 

petals were removed )；4～5．A branch with flowers( 

big arrows show the leaves born last year，small alTOWS 

show axillary bud and young leaves of very year)；6．A 

young plant transplanted in Kunming from Yimen County 

in 1999 was covered by snow for 2 days in 2000 but sti11 

grows vigorously and produces many axillary buds an d 

young leaves three months later(small alTOWS)while the 

old leaves(big aggows)still exist．(1—3 x 15；4 X0． 

4；5～6 X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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