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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奇特的植物王国
植物是自然生命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不可缺

少的主要生物之一。在距今 25 亿年前的地球上，它们就已出

现，之后又经历了亿万年的进化和发展，植物们几乎占领了

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寒冷的南北极，都有地衣草和苔

藓等植物生活在那里。

植物对人类的意义太大了，例如水稻、小麦等植物为人

类提供了粮食；黄瓜、茄子等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蔬菜；亚麻、

棉花等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植物具

有丰富的医用或经济价值，有的可以治疗疾病，有的能够提

供工业原料。总之一句话，植物对于人类太重要了，人们无

法离开它们。

本书将会带你走进庞大而神奇的植物家族，使你结识很

多奇特有趣的植物，让你学到很多关于植物的知识，比如会

吃肉的食虫花、会跳舞的跳舞草、会爆炸的炸弹树等，你会

由衷赞叹植物世界的神奇，进而爱上可爱的植物们。

最后，希望你通过阅读本书，加深对于植物的了解，收

获有趣的知识，做一个热爱植物、热爱大自然的小卫士！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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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植物



 植物王国奇妙万千

树木
这类植物堪称地球上最大的植物了，也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植物，通常我们都称它们为“大树”。
“大树”的主干十分明显，植株一般来说比较高大。除
此之外，它们的枝叶伸展开来可以形成树冠。

代表植物：松树、杨树、柳树

松树

杨树

植物是大自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物，是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可以说，

植物是人类了解自然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大自然中，植物的种类很多，不同植

物的形态也各不相同。有时候，尽管都是同一类植物，形态特征也会有较多差别。

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植物王国中最为重要的三大代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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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植物
藻类植物一般是结构较简单的植物，它

们是地球上出现最早的植物，分布范围极其
广泛。它们对环境条件没有严格的要求，具
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江、河、湖、海、
溪流等地生存和繁衍，甚至可以在稀少积水、
潮湿地带生长。

代表植物：海藻

被子植物
被 子 植 物 还 有 另 一 个 可 爱 的 名

字—绿色开花植物，是地球上出现最
晚的植物。被子植物在植物家族中，算
得上是最高级的一个类别了，它的适应
能力也是植物家族里最强的。已知被子
植物大概有 20 多万种，约占植物界的二
分之一。

代表植物：牡丹

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认识哪些植物？把你所知道的

关于植物王国的知识介绍给大家吧！

柳树

海藻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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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家族的发展史

第一阶段
在地球的历史长河中，植物最

早出现的形式是藻类，出现在海
洋中，之后，藻类的发展十分繁盛。

第二阶段
地球上的气候逐渐变得潮

湿起来，生存在海洋里的植物
慢慢向陆地发展。大约到了石
炭纪时期，蕨（jué）类植物已
经发展得非常兴盛了。

柏树

我们现在看到的植物世界简直是奇妙万千，孰不知它的发展历史是

很久远的。植物的发展趋势是由海洋到陆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

复杂，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下面，我们快来看看植物的起源和

发展历程吧！

银杏

第三阶段
地球上的气候又开始逐渐

转冷，大约到了中生代时期，
裸子植物发展得尤为繁盛。

代表植物：柏树、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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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地球上的气候开始变得干

燥起来，在这个时期，某些耐
干燥的植物开始急剧发展。

代表植物：苏铁

第五阶段
到了白垩纪时期，被子植物开始

崛起，它们开放出许多美丽的花朵，
逐渐变为植物界中最大的“家族”，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同步知识链接

某些植物活了上千年，却依然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活

化石”了。你知道这样的植物吗？介绍几

种给大家认识一下吧！

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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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告诉你植物的秘密

开花有声音
植物在开花时，

花的器官会运动起
来，发出微弱的声
音。但是这种声音
很小，人类是听不
见的。

生命最长的植物
龙血树生活在非洲，

它们起码能活 2000 年左
右，有的甚至能活 10000
年呢，是真正的“万岁”
植物。

发光的植物
有些植物体内含有

很多磷，磷和空气一经
接触，便会发出光来。

植物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却隐藏着很多有

趣的秘密。这些秘密可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事

情，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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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黑色的花
我们常见的郁金香

颜色娇艳、令人炫目，
但是有一种名为“夜皇
后”的郁金香却会开出
紫黑色的花，看起来十
分神秘。

公元4世纪，在

中国的西晋时代，嵇（jī）
含写了一本叫作《南方草

木状》的书，这是中国

第一本植物学著作。

同步知识链接

有些植物很珍贵，已经被列为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你知道它们都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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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与习俗文化

松
松自古以来就是被人称颂的

植物，是君子与长寿的象征。秦
始皇曾经封一棵松树为“五大夫”，
民间在祝寿时，也有“寿比南山
不老松”的祝词。

桂
桂在农历八月开花，所以人们又

把八月叫作“桂月”，此外，人们经
常用“月中折桂”来形容科举高中的
读书人。

由于形状、特性甚至谐音，植物被人挖掘出

很多特有的文化因素，这些东西生动有趣，经过

一代又一代的传播演变，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植

物文化，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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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诗词中，常常会

出现松、竹的身影。你认识下面

这些著名的诗句吗？快来记一记吧！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现代】陈

毅《青松》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岩中。【清】郑板桥《竹石》

竹
竹是高风亮节的代表，

很受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
喜爱。另外，很多类别的竹
子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含义。

槐
槐代表了吉祥如意。民

间有一句关于槐的说辞，叫
作：“门前一棵槐，不是招
宝，就是进财。”

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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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有哪些植物具有特殊的文

化含义？它们的文化含义又是什么呢？

快去查一查资料了解一下吧。

桃
中国人经常使用“桃花”来比喻

美人的脸，因为三月桃花开，人们也
把三月叫作“桃月”。在传说中，桃
树有驱邪的作用，所以人们将桃木制
作成桃木剑、桃木印等，用来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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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

为人类提供食物
可食用类植物是一个

很大的“植物家族”，它
包含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植
物。例如农作物、蔬菜、
水果等。

大自然中有很多有用的植物，它们可以净化空气，可以给人食用，也可以

供人观赏，它们和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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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知识链接

植物具有这么多的用途，它们和人类

的生存发展真是息息相关。有用的植物还

有很多，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外，你还能

说出几种和人类关系密切的植物吗？

工业原料
很多植物可以被人们用作工业

或生活用品的原料，用来生产纸张、
布料和药物等物品，成为推动社会
发展的动力。

观赏
有不少植物具有很大的美学

价值，可以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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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根才能固定

根冠
根冠处于根的最顶端，形

状像个帽子。它的作用是保
护根部不受损害以及保证根
部顺利向下生长。

分生区
分生区有很多不断分

裂的细胞，它们中的大多
数演变成根的不同结构，
而其中一小部分则演变成
根冠细胞。

根是由五种组织构成

的，分别是薄壁组织、维管

组织、保护组织、机械组织

和分生组织。

植物有一个重要的营养器官，那就是根，它深深

地扎入泥土中，为植物汲取所需的水分和养分。如果

没有根，植物就无法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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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长区
分生区细胞生长变化，形成

了伸长区细胞。这些细胞的分裂
能力已经很弱，从而导致根部木
质失去弹性，出现断裂现象。

根毛区
根毛是由成熟的毛细胞

生成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扩展根部的延伸面积。

根毛的延伸面积最

大可达400平方米左右，

大概相当于一栋别墅的

面积。

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植物根部的知

识？把你知道的分享给朋友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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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茎才有支撑

来源
植物胚胎上露出的胚

芽，就是茎的最初来源。

作用
茎的作用其实有很

多，并不仅仅是运输水
分和养分。

◎某些植物的茎具有
光合作用，如薇甘菊。

◎有些植物的茎可以
贮藏营养成分，如羊草。

◎个别植物的茎具有
繁殖功能，如菊花。

裸蕨是世界上最早

拥有茎的植物，现在已经

灭绝。现存的植物中，松

叶蕨是最早拥有茎的

植物。

对于大多数植物来说，茎就是它们

的躯干，是它们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保

证。正是因为有了茎，植物从根部吸收

的养分才能及时输送到机体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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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植物茎部的知

识？和小伙伴们一起探讨一下吧！

变态茎
某些植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因

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茎部发生形态
和结构上的改变。这种发生改变的
茎，称它为变态茎。

代表植物：仙人掌（块茎）、
洋葱（鳞茎）、荸荠（球茎）

块茎 鳞茎

球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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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阳光亲密接触的叶

叶片
这是叶子的主体结构，

它的形状扁平，表面遍布微
小的气孔。这种结构优势可
以使它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
用气孔调节植物内部的温度
和湿度。

叶柄
连接茎节和叶片的中间

部分就是植物的叶柄。

托叶
托叶比叶片出现得

早，是叶柄两侧生成的
细小膜状物质，可以起
到保护幼叶的作用。

只有高等的维管

植物才有叶，苔藓、藻

类等植物是没有叶的。

你知道吗，小小的叶子也蕴藏很多

秘密的，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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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
动物需要进食来补充能量，而

植物就是通过光合作用来自给自足
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新陈代谢过程，
在阳光的照射下，植物吸收二氧化
碳和水、释放出氧气，这对于整个
生物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存关
键要素。

植物的托叶形状

各不相同，例如豌豆的

托叶像大叶片，山樱花

的托叶像羽毛等。

同步知识链接

不同植物的叶子各不相同，去收集一

些树叶，分辨一下它们分别属于哪种植物吧。

豌豆

山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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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娇艳的花

花萼
花萼（萼片）长在最外面，一般呈现绿色。

多数花朵没有香气，

只能靠风力传播花粉，只有

一少部分的花颜色鲜艳、香

味扑鼻，可以吸引蜜蜂、蝴

蝶等昆虫前来授粉。

雄蕊

花药

花丝

胚珠

花托

柱头

花柱 

花瓣 

萼片

花茎

植物最美丽的部分就是花，很多花不但长得好看，还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给人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享受。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花朵长得如此美丽吗？

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为了让一些昆虫或小动物帮忙传播花粉，它们进

化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态，以便吸引其他生物靠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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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冠
花冠处于花萼的内部，有很多花瓣，

花瓣的形态薄软、气味清香，容易吸引
昆虫前来。

雄蕊群
雄蕊群是花内所有雄蕊的总称，而雄

蕊的花丝顶端生长着花药，这是形成花
粉的地方。

雌蕊群
雌蕊群由一个或多个雌蕊组成，雌蕊

的繁殖器官名叫心皮，心皮中包含子房，
胚珠（种子的前身）就在子房之中。

同步知识链接

去大自然中观察各种各样的花，看

看它们的构成是怎样的，并记录下来。

花粉受体
雌蕊有一个带有黏性的顶部，这一

部分叫作柱头，它就是花粉的受体。

花期
大部分植物在春、夏、秋季开花，

冬季开花的植物较少。有些植物一年会
开好几次花，但有的植物一年只开一次
花，如郁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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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的果实

传播种子
果实的“本领”很大，它拥有很

多传播种子的方式。
草莓不是由雌

蕊形成的，而是由花

托发育形成的。

◎有些果实带着小
毛刺，会沾在动物毛皮
上，等到它们从毛皮上
自然脱落时，就能落地
生长了。例如苍耳。

◎有些果实颜色鲜艳、
香味扑鼻，会吸引动物前来
吃它。等到动物排泄的时
候，种子就会随排泄物一起
出来，落地发芽。例如樱桃。

◎有些果实很轻，会被风吹走，
等到它们落到地上时，就可以生根
发芽了。例如榆树。

通常，花的雌蕊逐渐发育成果实，而种子就藏在果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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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果
受精后的雌蕊子房会单独生长

出一种果实，这种果实就是真果。
代表植物：桃、大豆

假果
除了子房外，还有花的其他部位

（花被、花轴等）参与，共同生长出
的果实叫作假果。

代表植物：苹果、梨

同步知识链接

如果果实的形成过程中有花萼参

与，果实一般为肥厚的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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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种子大能量

种皮
胚珠中的珠被发育成为

种皮，种皮可以起到保卫胚
乳和胚的作用。

成熟的银杏

种子中，胚乳会呈

现出绿色。

裸子植物的种皮
它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外层、

内层（肉质层）和中层（石质层）。
代表植物：银杏

可以说，种子就是植物的“小

宝宝”，植物能否健康长大全都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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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叶的数量
根据植物种类的不同，子叶

的数量为 1 ～ 18 个。其中最为
常见的是具有 2 个子叶的植物。

胚乳
胚乳中蕴含着很多的营养物

质，一般呈淡黄色或白色。

果皮和种皮

无胚乳种子
有些种子中没有胚乳，

它的胚很大，一般在子叶中
蕴藏营养物质。

同步知识链接

你在平时都见过什么植物的种子？

说出几种来，并认真观察它们，看看它们

有什么特点。

胚
种子之中最重要的部位就是胚，

它是由受精卵经过一系列的发育变
化形成的，分为胚芽、胚轴、子叶
和胚根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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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是如何繁殖的

同步知识链接

你知道吗？营养繁殖方式是有缺点的，

如果经常进行很容易引发物种退化现象。

营养繁殖
营养繁殖就

是截取植物的部
分器官，令其发
育成一个新个体
的繁殖方式。这
种繁殖方式通常
可以分成下面几
种类型。

分离繁殖

分离繁殖就是把植物的营养器官
分离出来，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培育成
一个完整的新个体。这种方法十分简
单，而且成活率很高。

代表植物：番红花、山药

压条繁殖

压条繁殖是把植物的枝条
埋在土里，等到枝条生根后再
将其分离，从而形成独立的新
个体。

代表植物：桂花、何首乌

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要繁衍后

代，这样才能保证物种的延续和发

展。植物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它的

繁衍方式却十分奇特，可以说和动

物的繁衍方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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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种子要经过药物和水
浸泡、晒干以及贮藏等处理过程，才能进
行播种。

◎播种前要选择合适的土地，并要进
行耕翻、整地等准备工作。

◎播种期的选择很有讲究，一般春、
秋季播种较多。

扦插繁殖

扦插繁殖是将植物的部分营养器官切
取下来，如根、茎等，然后插入营养物质
之中，待其生根或发芽，成为新植株。

代表植物：杨、柳

嫁接繁殖

嫁接繁殖是把植物的枝条嫁接到
其他带根的植物上面，等到接口愈合
后就会形成新的植物。

代表植物：木瓜、山楂

有性繁殖
有性繁殖其实就是种子繁殖，是

将种子播到土中或其他营养物质中，
待其发芽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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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之最

陆地最长
白藤是陆地上最长的植物，它的长度一般可以达到

300 米，最长甚至可以达到 400 米呢。

开花最晚
拉蒙弟凤梨产自南美洲，

它要历经 150 年左右才能开
花，而经过这唯一的开花后，
它就会枯萎死亡。

最高的树
澳洲的杏仁桉树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它一般

可以长到 100 米以上，有些甚至能长到 150 米
左右，差不多和 50 多层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界的“冠军”？查

查资料，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植物大家族中有很多厉害的家伙，它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或“冠军选

手”。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冠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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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矮的树
世界上最矮的树叫作矮柳，它长在高原冻土地带，总高度不

过 5 厘米左右，有些蘑菇都要比它长得高呢。

最硬的树
铁桦树的硬度最高，甚

至比普通的钢材还硬，子弹
打在上面都纹丝不动呢！

生长最快
毛竹是植物界生长速度的冠军，从出芽

到长成 20 米的成竹，大概只需要 2 个月时间，
生长高峰时，一昼夜就可以长高 1 米，简直
就是“神速”啊。

高原上的气温

太低，空气稀薄，紫

外线也很强，只有矮小

的植物才能在这种

环境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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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知晴雨，草木报天气

柳树
当柳树萌芽的时间

提前时，预示着春天回
暖的速度会变快，气温
会比较高；当柳树萌芽
的时间推迟时，预示着
回暖的速度会变慢，气
温会比较低。

同步知识链接

你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植物，看看

它们是怎样预报天气变化的，然后讲给小

伙伴们听吧。

含羞草
当我们用手触碰含羞草时，如

果它的叶子立刻缩起来，然后慢慢
地张开，表明之后几天可能是晴朗
的好天气。

植物有很多神奇的本事，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预报天气。有的时候，植物

们预报天气的本领可是比天气预报还准呢。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植物

播报员”吧！

30



青苔
俗话说：“水地泛青苔，必有大雨来。”在实

际生活中，我们偶尔会见到河塘底部的苔藓浮出
来，这就预示着大雨可能要来了。

桐油树
如果桐油树的树叶落

得较早，预示着当年的冬
天来得比较早。

青苔会露出水

面并不是什么灵异现

象，而是由于雨前气

温降低，水面压力

较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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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也爱“睡大觉”

最早发现植物
睡觉的人

英国的生物学家
达尔文，在观察植物
的生长过程时，发现
了植物睡觉现象。

科学家们提出的“睡觉理论”
达尔文虽然发现了植物睡觉现象，却无

法提供令人信服的支撑理论。于是，在达尔
文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大显身手”。

月光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植物睡觉是为了躲避月

光的照射。

保护反应
有人说植物之所以睡觉，是因为要在恶

劣的环境下保护自己。

温度因素
科学家认为睡觉植物的温度会比不睡觉植

物的温度高一点，而温度较高的植物就有生存
优势。

真正原因
其实，植物睡觉和人类睡觉是一样的，

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为了更好地生长
和繁衍。

午睡的植物
大概在中午 11 点到下午 2 点，植物叶子

的气孔闭合，光合作用下降，它们午睡啦！

经科学研究证

明，植物午睡是为了

降低水分流失，抵

抗干旱。

红三叶草

植物也会“睡觉”吗？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植物是会睡觉的，它们甚至还讲究一定的睡觉姿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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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睡觉的例子
有很多植物都会睡觉，让我

们来看一看吧！

◎当夜晚来临时，红三叶草
的三片小叶子就会闭合，这是它
睡觉时的表现。

◎睡莲花在太阳出来时绽放，
太阳落山时就会闭合花瓣，睡觉
去啦！

◎蒲公英睡觉时所有花瓣向
上竖立，远远看去就像一只黄色
的鸡毛掸子。

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有哪些会睡觉的植物？试

着说出几种，并将它们睡觉时的具体表现

讲出来。

蒲公英

睡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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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的神奇功效

消除有害气体
很多气体对人体是有害的，例如二

氧化硫、氯、乙醚、乙烯、一氧化碳等，
而强大的植物们
就是吸收这些有
害气体的天敌。

代表植物：
常青藤、月季花

吸尘器
空气中有时会飘散着一些微小的粉尘，它们危害着人类的健康，而植物则会充当

“吸尘器”的角色，把这些粉尘清除掉。
代表植物：兰花、腊梅

常青藤

月季花

兰花

腊梅

很多植物都拥有强大的解毒作

用，它们可以分解多种对人类有害

的毒素，使人类不再受到有害物质

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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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能手
有些植物会产生挥发性油类，它们拥有

很强大的杀菌作用。
代表植物：紫薇、茉莉

净化空气
某些植物白天气孔闭合，晚上则会打开释放氧气，

有利于改善夜间空气质量。
代表植物：仙人掌、景天、凤梨

同步知识链接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对人类有益？试

着说出几种，与小伙伴们分享吧！

紫薇

仙人掌

凤梨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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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伟大！除了热带雨林

的“空中花园”，你还知道哪些植物界的奇迹？

试着说出几样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同步知识链接

“空中花园”的形成原因
花园的形成原因其实就是植物们的附生

作用。
◎高大的乔木群为植物攀援寄生提供了

足够的空间。
◎热带雨林特有的潮湿气候为植物的附

生提供了必要的气候条件。

花园植物的生存之谜
附生植物拥有气生根，这是一种像海绵

一样的独特器官，它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和营养物质，使植物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
成一片郁（yù）郁葱（cōng）葱的花园。

鸟巢蕨

 热带雨林里的“空中花园”
在热带雨林离地 10 多米的空中，常会出现一些半空中的“花园”，“花园”

中有很多花草，景色美不胜收！

36



“空中花园”的植物们
“空中花园”内的植物品种简直是丰富

极了：
◎花卉植物主要附生在树干、树枝和树

叶上，例如苦苣苔花、球兰等。
◎蕨类植物几乎无处不在，例如鹿角蕨、

鸟巢蕨等。
◎攀援植物基本附着在树干和树枝上，

例如麒麟叶、龟背竹等。

球兰

密花石斛

鼓槌石斛

5～6月和10～11月

是热带雨林中的雨季，这时

候各种兰花，如密花石斛、鼓

槌石斛等都争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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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超强的食肉植物

食肉植物的食物
食肉植物也叫食虫植物，主

要捕食昆虫和节肢动物。

捕食方法
食肉植物有五种“武器”，这些“武器”

可以帮助它进行捕食行动。

插图 87 .jpg

◎像笼子或瓶子一样的捕虫器
（猪笼草）

◎内部有很多毛须，能把猎物逼进去的捕虫器

◎沾满黏液的捕虫器

我们都知道有些动物是吃肉的，比如老虎、

狮子、狼等，却不知道有些植物也会“吃肉”，

而且它们吃肉的本领还很高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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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植物的特点
食肉植物必须有吸引、捕

捉和消化三种本领，缺少其中
一样都不行。

代表植物：捕蝇草、食虫
凤梨、猪笼草

经济价值
食肉植物的分泌液可

以抵抗真菌，能用于制造
抗真菌的药物。

◎像一个小袋子，能把猎物吸进去的捕虫器（猪笼草）

◎像夹子一样可以快速闭合的捕虫器（捕蝇草）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属于食肉植物？它们

又有哪些特性呢？和小伙伴们探讨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太阳瓶子草拥有捕

虫器，但没有消化系统，

无法消化猎物，所以它不是

食肉植物，只能算是捕虫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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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猴面包树

分布及特点
猴面包树主要分布在非洲，

它的木质疏松多孔，树干就好像
树根一样，千奇百怪。

主要品种
全世界共有 8 种不同的猴面包

树，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
的地方。

代表植物：酒瓶树、非洲猴面包
树、格兰迪迪尔猴面包树、马达加
斯加猴面包树、皮埃尔猴面包树、
芬尼猴面包树、苏亚雷斯猴面包树、
博兹猴面包树

除了非洲猴面包树外，其他 7 种猴

面包树都是马达加斯加岛所特有的。

同步知识链接

有这样一种树，它的树干粗壮高大，树冠非

常宽阔，远远望去十分壮观。但是在它看似“粗豪”

的外表下，却蕴藏着令人惊叹的巨大价值，甚至

说它是“聚宝盆”也毫不为过，它就是猴面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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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猴面包树全身都是宝，具有很广泛的价值。
食用
猴面包树的叶子、种子和果实都可以吃，它们不但

能够生吃，还可以做成菜肴和饮料呢。
药用
猴面包树的果实、叶子和树皮可以入药，能够治疗

炎症、发热以及疟疾等疾病。
经济
猴面包树的花和叶可以起到瘦体美肤的效果，树皮

可以制成纸张、粗布以及乐器弦子等，树干掏空了还可
以住人呢。

旅游
马达加斯加岛的穆隆达瓦地区拥有大量高大美观的

猴面包树，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猴面包树的果实有足球那么大，而且味甜多汁，
每当成熟时就会有很多猴子去吃，天长日久，人们就
开始叫它猴面包树。

猴面包树树身上蕴

含大量水分，这些水分拯

救了很多因干渴而濒死的人

们，所以又被人们称作生

命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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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石头花如何保护自己

自我保护
石头花有一项很有趣的本领，其叶子

会随着周围土壤的颜色而产生变化，远远
看去好像融入了土壤中一样。这种本领可
以使它很好地保护自己。

观赏植物
石头花生得很矮小，偏偏长得很有趣

很美丽，又像卵石又像羊蹄，所以被人们
用作室内盆栽，供人观赏。

养一株石头花，为它的生长过程做

一下记录吧。

同步知识链接

石头花又叫生石花，还有象蹄、元宝等称谓，是一种很像卵石的植物。它

拥有一项神奇的本领，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伤害。

石头花的原产地是南非和非洲西南部，后来扩散到世界各地。它的茎很短，

长着由两片对生叶子组成的圆锥体，开着金黄色的小花。

石头花喜欢温暖

的环境，温度过高或

过低都容易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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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染技术高超的艾蒿

民间有句话：“清明插柳，端午插艾。”

每当端午节之际，人们总是在家中准备艾叶，

还将艾叶做成艾人、艾虎，以求去除邪祟。

同步知识链接

分布地
艾蒿的分布范围极广，除了

某些非常干旱的地区和高寒地带
以外，它的踪迹几乎遍布中国。

对人类的价值
医用
艾蒿不但有止血的功效，而且是一种

妇科常用药。此外，它对于老年哮喘和小
儿哮喘也有显著疗效。

食用
艾蒿一直是中国传统食品的原材料，

如可用于制作艾草米果、艾草饼等食品。
染料
艾蒿中的有效成分可以作为染料使用，

而且天然无公害，还有独特的功能性作用。
印泥
经过一系列加工，艾蒿可以制作成细

艾绒，而细艾绒是印泥的绝佳原料。

每到端午节时，人们会把艾蒿放在

家里，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辟邪的

作用。那么，艾蒿真的可以辟邪吗？它

还有其他的作用吗？下面就来看看吧！

艾蒿是“针灸”

中“灸”的常用原材料，

人们经常把艾蒿点燃，用

烟去熏、烫穴道，以此

来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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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铁一样硬的蚬木

蚬木的硬度
蚬木的硬度几乎可以比拟钢铁，敲

一敲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掉入水中甚
至会沉没。

主要用途
蚬木具有特殊的硬度优势，

可以用来制作高级家具、砧板、
特种建筑以及木质车轴等。

濒危物种
蚬木因为其经济价值高，造

成了过度的砍伐和破坏现象，如
今已经成为濒危植物，受到我国
政府的重点保护。

生长地域
蚬木一般出现

在桂西石灰岩的常
绿林中，是该区域
的重要植物品种。

我国将蚬木列为国家 2 级保护植物，

并在广西龙州、宁明等地建立了蚬木保护区。

同步知识链接

你相信大自然中有像铁一样硬的树木吗？这种神奇树木的名字叫作蚬木。

蚬木硬度这么

大，主要是由于它扎

根在岩石中，根系吸

收了很多岩石中的

钙质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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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花，它富丽大气，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每当开花时，

一团团、一簇簇的花朵十分漂亮，

它的名字叫作西番莲。

西番莲的根

中含有菊糖，这是

一种和葡萄糖功效

类似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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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香四溢的西番莲

西番莲的别称
西番莲有很多不同的称呼，例如大

丽花、天竺牡丹、东洋菊、地瓜花、大
丽菊等。

品种类别
西番莲以其花朵的大小来分类，分

为大型花（花径＞ 20.3 厘米）、中型花
（花径 10.1 ～ 20.3 厘米）和小型花（花
径＜ 10.1 厘米）。以花朵形状分类，则
分为葵花型、兰花型、装饰型、圆球型
等不同种类。

价值所在
西番莲除了可供观赏外，还

可以为种植者带来经济收益，此
外，它的药用价值也很高。

国花、省花与市花
西番莲是墨西哥的国花，是中国吉

林省的省花，是美国西雅图市以及我国
张家口市、武威市和赤峰市的市花。

西番莲的原产地是墨西哥，当地人认

为它是华丽和大气的象征，因此奉其为国花。

同步知识链接



 颜色多变的芙蓉

名字由来
芙蓉花色多变，有白、粉、

红等诸多变化，而且就像莲花出
水一般皎洁，古诗中多用芙蓉二
字代指莲花，如“出水芙蓉”。
除此之外，芙蓉生于陆地，属于
木本植物，所以叫作“木芙蓉”。

习性
芙蓉喜欢有光温暖的环境，

不耐寒，在透气性好的砂壤土
中生长情况良好。

美丽的观赏植物
芙蓉拥有很大的花朵，花色

艳丽，可以在庭院、路边和水滨
等多种地方栽植，从而满足大众
的观赏需求。

自古以来，芙蓉就是清丽和美好的代名词，人们不吝用最好的言辞来赞美它。

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魅力呢？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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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变色的秘密
由于光照强度不一样，芙蓉

花瓣内部的花青素浓度会产生变
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就是
芙蓉变色的秘密。

与地域间的关系
芙蓉与某些省市之间可是具

有很深的联系哟。
◎据古籍记载，唐代时湖南

湘江地域便开始种植木芙蓉，有
诗云：“秋风万里芙蓉国”，从
此之后，湖南湘江一带便被称为
“芙蓉国”。

◎ 1983 年 5 月 26 日，芙蓉花
被官方认定为成都市市花。

芙蓉最适合在水边种植，所以又有

“照水芙蓉”之称。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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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虫夏草价值高

营养价值
冬虫夏草的营养价

值很高，是一种名贵的
滋补药材。

形成过程
1. 蝙蝠蛾产卵孵化
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普普通通的蝙蝠蛾，它的卵会产在草叶上面，当卵孵化为幼虫时，

幼虫就会掉在地上，钻入地底。

2. 真菌落地
有一种菌类叫作冬虫夏草菌，它的孢子一旦成熟，就会掉落在地面。

3. 幼虫和真菌相逢
蝙蝠蛾幼虫渐渐长大，开始钻到地表附近结蛹，冬虫夏草菌则会乘虚而入，感染

蝙蝠蛾幼虫。

4. 最终成型
被寄生的蝙蝠蛾幼虫被真菌逐步蚕食，最后在接近地表处死去。次年春夏之交，

幼虫尸体的头部会长出真菌的子座，冬虫夏草最终成型。

冬虫夏草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它在

地下的演变过程至今是个谜。

同步知识链接

在大自然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冬天的时候，它是一只可以四处行走的

虫子，而在夏天则会变成一株草，一动不动。这种生物就是冬虫夏草。那么，

它究竟是虫还是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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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到最后形成冬

虫夏草，大概需要

3～5年的时间。



在非洲的北部地区和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有一种“性格火爆”的树，它

的名字叫作炸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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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炸弹树

炸弹树虽然危险，却是大自然的杰作，

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多了解一些关于炸

弹树的知识，为大自然的神奇而赞叹吧！

同步知识链接

危险的炸弹
炸弹树的果实非常坚硬，

其硬度甚至要大于椰子，当
其成熟时会自动爆炸，碎片
乱飞，其威力并不比一颗手
榴弹差。

炸弹树的作用
炸弹树的汁液中含有很多

烃类化合物，后者易燃，是一
种天然的燃料，当地人只要在
炸弹树身上钻几个孔，就可以
收集 15 ～ 20 升的此类汁液，
十分方便快捷。

炸弹树的花
炸弹树虽然“性格火爆”，

但是花朵十分漂亮，通常在
夏季开花，主要靠蝙蝠来传
授花粉。

绝不能在炸

弹树附近出现明火，

不然后果可是灾难

性的！

因为炸弹树过

于危险，人们都不敢

走近它，更不敢将房

屋建到它的附近。



很多植物都带有独特的香气，它们经过一定的加工制作手段，就可以成为

人们使用的香水。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些能够被制作成香水的植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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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香水的植物

晚香玉
晚香玉也叫夜来香，每 2600

磅（约合 1179 千克）晚来香只能
提取出7盎司（约合198克）香精，
因此它的价格要比相同质量的黄
金还高。

檀香
檀香树树枝可以提炼出檀香油，这

是一种很东方化的香水，具有留香持久、
应用范围广的特点。

紫罗兰
帕玛紫罗兰和维多利亚

紫罗兰都是制作香水的绝佳
材料，前者较易取得，后者
质量较高。

因为提取较

难，成本很高，现

在的紫罗兰香水大多

是化学物质合成的。



你还知道哪些植物可以被制作成香水？

试着说出几种来，与朋友们讨论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玫瑰
玫瑰是很珍贵的香料，属于香

水植物中的“排头兵”，它的香味
甜蜜芬芳，带有诱人的香气，是大
部分香水的重要原材料。

薰衣草
用薰衣草制作的香水很常

见，其香气清爽宜人，受到很多
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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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身是宝的杜仲

药用杜仲
杜仲的树皮经晒干后就

是药用杜仲，它的药用价值
极高，不但可以起到补肝益
肾、强壮筋骨的作用，而且
对孕妇安胎也有明显效果。

工业用途
杜仲树皮的分泌物是制作硬

橡胶等工业制品的上佳原材料。

生活用途
杜仲树经砍伐后，可以作

为木质建筑或家具的原材料。

杜仲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植物，张家界是它的主要产地。杜仲体内含有多种

营养成分，可以成为药材以及工业原材料，可谓浑身是宝，妙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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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的丰富营养
杜仲蕴含一定量的蛋白质，可以提供 8

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此外，它还含有钙、
铁、锌等多种矿物质。

杜仲膳食
现在有很多膳食中都放有杜仲，它们对人体

的健康很有好处。
代表膳食：杜仲煨猪腰、杜仲爆羊肾、杜仲

煮冬瓜、杜仲鸡汤、杜仲羊骨粥

药用杜仲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

长，东汉时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

关于药用杜仲的记载。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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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姿优美的跳舞草

凄美传说
传说在中国古代的傣族村

落中，有一个善于跳舞的美丽
女孩殉情自杀，死后化为一棵
小草，遇到小伙子们唱情歌时
就会翩翩起舞，所以才得名跳
舞草。

跳舞草为什么会跳舞
跳舞草的叶片有时会无风自动，就

像是人在跳舞一样，这是由于跳舞草的
叶片两侧有着很多敏感的小叶，一旦在
阳光照射或是 70 分贝及以上声音的刺激
之下，就会上下摆动，从而使跳舞草“跳
起舞来”。

跳舞草有很多充满趣味性的别称，

例如情人草、无风自动草、多情草、风流

草以及求偶草等。

同步知识链接

你见过植物跳舞吗？有一种名为“跳舞草”的植物就会跳舞。跳舞草的主

要分布地在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和斯里兰卡，泰国、老挝、马来西亚等

地也有零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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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的独叶草

生长环境
独叶草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

必须要有寒冷湿润的气候和腐殖质
含量较多的土壤，才能生长。

濒危现状
独叶草对环境的要求太

高，加上繁殖能力不强和人
为破坏，已处于濒危。

对独叶草的保护不只是因为其稀少，

还在于它拥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其原始的

结构特点对植物进化的研究很有帮助。

同步知识链接

人工栽培
独叶草所需的生长环境很独

特，种子也很难采集到，所以至今
无法实现有效的人工栽培。

保护措施
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独叶草，实施了有效的

保护措施。
◎已将独叶草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稀有种。
◎创建自然保护区，将独叶草列入重点保

护对象，并特地为其划出专门的保护区。

一根光秃秃的细长花葶，顶着一片孤零零的大叶子，这就是独叶草，一种

即将面临灭绝境地的濒危植物。

独叶草主要分布在海拔高、气候寒冷的高山针叶林中，在陕西太白县、甘肃迭
部、四川马尔康等地有零星分布。

55



 寄人篱下的菟丝子

菟丝子的危害
菟丝子经常缠绕在多种果树

上，用吸盘吸取树干和树枝中的
营养成分，影响果树的开花结果，
严重时甚至会使果树干枯死亡。

被寄生的代表植物：荔枝、
柑橘、龙眼、沙田柚、蝴蝶果

菟丝子虽然对其他植物有害，但是它也有一

定的价值。菟丝子可以入药，对人体起到滋阴补肾、

明目、止泻等作用。《中国药典》和《中华本草》等

著作中都有关于菟丝子入药的记载。

同步知识链接

植物界中有些家伙自己不劳动，偏偏喜

欢寄生在其他植物身上，靠着汲取其他植物

的营养生活，菟丝子就是这样一种“懒惰”

的植物。

菟丝子又叫无根藤，它是一种典型的寄

生植物，主要分为日本菟丝子和中国菟丝子。

在我国，菟丝子一般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

福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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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大名花

牡丹
牡丹雍容华贵，早有“国

色天香”的美誉，是中国独
有的珍贵花卉。

菊花
菊 花 颜 色 多

变，品种繁多，向
来因傲雪清寒的品
格而受人尊重。

梅花
梅花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象征，它傲立寒雪
之中，向来有“花中之魁”
的赞誉，具有很深的文
化感染力。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花卉，它们五彩缤纷、各有特色！自古以来，花就是中

国文化中一抹亮丽的风景，人们根据花的特点，还给它们进行了有趣的排名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十大名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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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
兰花在我国古代称“蕙”，

“兰质蕙心”中的“蕙”便是
指兰花，自古有就兰花“众领
群芳”和“天下第一香”的说法。

杜鹃
杜鹃又名映山红，每到开花

时节，漫山遍野都是它，可谓繁
花似锦，十分招人喜爱。

水仙
水仙是中国独

有的名花，往往在
冬季开放。它的形
象十分清秀，香气
宜人，是冬季赏花
的上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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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
月季是传统

的中国名花，它
四季常开，美不
胜收，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

桂花
桂花常在八月金

秋时节开放，此时桂
花香气四溢，幽香传
至很远，象征着秋季
丰收和吉祥如意。

荷花
荷 花 又 名 莲

花，自古就有“出
淤泥而不染”的
高洁形象，受到
世人的广泛称颂。

茶花
茶花是“花中娇客”，

它四季常开，争相怒放，
给人以独特的美的享受。

中国十大名花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元素，赶紧去查查资料，和小伙伴们讨论

一下吧！

同步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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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程与《美丽的植物》课外知识拓展表

年级 课外知识拓展重点

低年级

（一年级、二年级）
观察我们身边的植物，爱护植物，认识植物的外形……

中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
认识植物的生活习性，学会养植小植物、花花草草，

认识更多的植物种类……

高年级

（五年级、六年级）

认识多样的植物生长环境，了解植物与环境、植物
与人类的关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保护植物的
意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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