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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方广寺苦雨
炉香无烬案封尘，几杵疏钟伴客鸣。
云凝雾结添淅沥，蝉鸣鸦噪二三声。
山下倭骑烧杀抢，人间何处有桃源？
昂藏七尺空惆怅，收拾书剑挽长缨。

（注：1944 年，张宏达赴衡山考察，逢日寇进
陷长沙，张宏达赋诗以记。）

忆旧游
旧地重游六十秋，杜鹃花发满山头。
昔日同游半作古，洱海驱舟吊故友。

（注：1999 年，张宏达重游了 1939 年 7 月毕
业实习时曾经考察过的大理点苍山杜鹃花
林，回顾旧事，感慨万千。）

工作五十年自嘲
半世纷纭历坎坷，披荆斩棘苦中乐。
循规蹈矩非吾愿，疑古讽今责难多。
真理哪怕经颠扑，忤逆何妨斗谬讹。
十年一剑功犹薄，磨砺以须莫蹉跎。

无题
踏遍青山志不挠，岂为升斗枉折腰。
文章千古论兴替，独我情怀寄树草。

张宏达诗作 浣溪沙·植物区系学问世
（张宏达词）

一帙成书几十秋，寒梅傲雪石点头，抱残守缺最堪忧。
败絮凋零纷落下，江河澎湃永长流，蚍蜉撼树岂能酬。

贺《植物区系学》问世
（徐燕千和词）

“起源”纷争几十秋，一帙成书忽白头，学者夙愿终得酬。
论著争鸣古今有，真理归兮占鳌俦，植物区系世传流。

贺张宏达教授巨著问世
（徐燕千赠诗）

植物区系学，探索其起源。
演化令人惑，争论百多年。
发掘孑遗种，化石穷本原。
二迭花出现，种子植物门。
华夏区系始，全球科属蕃。
建立新学科，学说归一元。

和徐老原韵
（张宏达词）

区系本无学，何从论起源。
众说多妄惑，迷惘年复年。
不得原始种，无由谈本原。
三迭化石现，揭开系统门。
有花接踵始，霎时种系蕃。
独立自成科，开辟新纪元。

结缘植物学

张宏达的求学之路非常坎坷，他幼年曾先后
就读于私塾和新式小学。1927 年，13 岁的张宏达
小学毕业时，他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因此，张
宏达就接着就读由乡间小学语文老师主办的国
文专修班。直至 1930 年，当地才建起中学，但仅
开设一年便告关闭。此后，张宏达曾赴汕头大中
中学（现汕头四中）就读。但是，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侵华脚步。汕头是粤东重镇，
日本需要利用这个通商口岸实施经济掠夺，因此
常派军舰在汕头附近海域游弋示威，局势紧张。
1932 年春天，张宏达再度中断学业，没有读完初
中。

张家虽然是殷富之家，但父亲张少甫并不是
很支持子弟外出读书。他是一个有浓厚封建意识
的人，倡导的是传统教育，希望子弟能够懂得修
身齐家的道理，并不赞成新式教育。但张宏达矢
志求学，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终于获得外出求学
的机会。1932 年 7 月，张宏达经汕头、香港，一路
辗转来到省城广州，考入广州市私立知用中学。
经三年苦读，1935 年 8 月，张宏达考入国立中山
大学生物学系。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选择生物学专业时，张
宏达回答说：“关键是兴趣，我喜欢念这个，我是
乡下人，对生物比较熟悉。”童年在山野中嬉戏的
快乐时光，让他喜欢野外，喜欢大自然，喜欢植
物。事实上，在选择专业时，除了他本身的兴趣，
还有其他的机缘。张宏达读高中二年级时，著名
鸟类学家任国荣曾为知用中学开设《进化论》课
程，引发了他对生物学的兴趣。之后，他开始有意
识地吸收生物学知识，还特意买了一本由著名植
物学家董爽秋翻译的《植物地理学》，虽然不能完
全读懂，但还是坚持“啃”了下来，从此开始了植
物学的启蒙。

在报考大学时，张宏达曾征求同乡张梦石
（张梦石 1933 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曾
留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儿
科专家）的意见。当张宏达问起学生物的前途如
何时，张梦石说：“生物学非常有发展前景，而且
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的老师大多是从欧洲留学回
来的，非常有实力。”这更坚定了张宏达的决心。

专业的选择是一位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开端，
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有些人的选择不是自觉
的，而张宏达则不同，不管是自身的兴趣还是外
界的机缘，似乎都决定了张宏达与植物学的结缘
是必然的。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前，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植物学发展最为繁荣的
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一批植物学家在海外学
成陆续归来，在国内成长起来的植物学家也已开

始进行本土植物的研究调查工作，中国本土的植
物学研究开始有了长足发展：植物学研究机构相
继建立，大学中的植物学课程由外聘教师逐渐改
由国人充任，植物形态学、植物细胞学、植物生理
学、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古植物学、植物化学
等分支学科的科学研究和课程教学也开展起来。
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名师云集，自建校起至
1935 年张宏达入学时，先后在中山大学生物学
系任教的著名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有费鸿年、陈
焕镛、董爽秋、辛树帜、张作人、罗宗洛、蒋英、任
国荣等人，皆为一代俊彦。学校还多次组织标本
采集队和考察队去往广西大瑶山、大明山、广东
曲江和海南、湖南、贵州等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建
立起比较完整的植物标本室和动物标本室。

考上理想的学府，学习热爱的专业，再加上
有名师指点，大学里的张宏达对学业充满了热
情。求学期间，张宏达已参加了
多次较重大的野外考察工作，先
后赴广东北江瑶山、罗浮山、衡
山、广西大瑶山考察。正当张宏
达沉浸于学业时，1937 年“卢沟
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八年
抗日战争。1938 年 10 月 21 日广
州沦陷，在日军的枪炮声中，国
立中山大学撤离广州。1939 年，
国立中山大学辗转迁至云南澂江，恢复办学。张
宏达在这里完成了毕业论文《澂江植物之研究》，
1939 年 8 月通过论文答辩，在国立中山大学生
物学系毕业，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并留校任教。
大学时代往往是一位科学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
的奠基阶段，对张宏达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他没
有继续深造，也没有出国留学，国立中山大学的
学习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都非常深远。名师的指
导、野外考察的锻炼，帮助他培养起扎实的专业
基础、严谨的科研作风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虽然
经历战乱，但国立中山大学在建校之初即建立起
良好的学术传统，广大师生救国不忘读书，彰显
学人本色，更帮助他树立起为科学献身的信念。

西沙群岛植被研究

1946 年，国民政府派军舰“永兴号”宣示接收
西沙群岛。1947 年 4 月中国政府为纪念接收西沙、
南沙群岛，派员乘“中基号”登陆舰到西沙群岛调
查，一行中除海军司令部进驻指挥官、参谋及其他
工作人员外，还有以中央研究院为首组成的科学考
察团，包括中央实验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资
源委员会矿勘处等单位所派专家，广东省政府也组
织专家参与了这次科学考察。

广东省参与对西沙群岛考察的主要目的是
进行资源调查。当时，广东省正在进行《西沙群岛

志》的编纂工作，需要植物、动物方面的专家参与
西沙群岛的资源调查。时任中山大学生物学系主
任的张作人推荐本系的张宏达与李国藩参与考
察工作。考察团乘“中基号”到达永兴岛，在岛上
及其邻岛石岛和东岛（树岛）等地采集，张宏达在
西沙群岛采集了 60 多号高等植物标本和几十份
海藻标本，整个考察持续了两个月左右时间。

1948 年，通过对西沙群岛的植被调查，张宏
达在中山大学植物学研究所创办的学术刊物
Sunyatsenia（《中山专刊》）第 7 卷 1-2 期）上发表
了 The Vegetation of Paracel Islands（《西沙群岛的
植被》）一文，这是首次对西沙群岛植被全面系统
的调查研究，文中不但介绍了西沙群岛的植物区
系，而且从植物的生态特性、植物的群落及动态
方面进行研究。此文发表之后，在国际上产生了
一定影响，开始有一些国外同行给张宏达来信咨

询或索要数据。
1974 年，由于南越在西沙群岛挑衅，中越之

间爆发“西沙之战”。这是一场维护祖国领土和领
海完整的正义之战，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尊心，在这种情况下，张宏达根据 1947 年
西沙群岛考察所获得的资料，将 1948 年发表于
Sunyatsenia 的《西沙群岛的植被》一文再做充实，
用中文于当年 9 月发表于《植物学报》第 16 卷第
3 期。

文章开篇介绍西沙群岛的地理位置及自然
条件：“在浩瀚的南海中，散布着许多由珊瑚礁
构成的岛屿、礁滩，按其分布情况，大体上分为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统
称为南海诸岛。这些岛群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
领土。”字句中充溢着爱国之情。文中分析西沙
群岛植被的形成原因：“西沙群岛的珊瑚岛地质
年代较短，因此岛上的植物科类比较简单贫乏，
据初步调查不超过 50 种，同时缺乏原产的特有
种类。岛上的植物都是附近大陆及海岛的成分，
主要是通过渔民的活动、海鸟的传播、海流及风
力的流动带进来的。其中通过人类的活动特别
是渔民的活动传播进来的最多，占现有植物区
系成分的 60%~70%，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
海南岛及广东沿海渔民 2000 多年来在这些海岛
上从事渔业生产的同时引种进来的。”上面的论
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为证实西沙群岛为中国领

土提供了有力证据，反映了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50 年磨一剑

1980 年，张宏达撰写的论文《华夏植物区系
的起源与发展》刊登在《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第 1 期，标志着华夏植物区系学说正式问
世。华夏植物区系学说涉及到被子植物起源的时
间、地点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华夏植物区
系是在华夏古陆本地起源和发展的；被子植物起
源于三叠纪或侏罗纪早期，而非多数学者所认为
的白垩纪或晚侏罗纪。

1959 年，在对广东占有优势的植物科属进
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张宏达写成《广东植物区
系的特点》一文，提出广东植物区系是由本地发
展起来的观点，否定了广东植物来自热带的说

法。此文经不断完善于 1962 年
发表，这是张宏达研究华夏植物
区系的开端。其间，张宏达曾在
多个场合作专题报告，每一次报
告，都使张宏达对华夏植物区系
的认识有所加深，使之逐步形成
了必须对华夏植物区系的全貌
进行深究的思想。

“文革”期间，张宏达没有
放弃对华夏植物区系的研究。1972 年，张宏达
带领工农兵学员到乳阳林区调查药用植物，其
间为同学们讲授华夏植物区系的起源问题。当
时有个别老师提出意见，认为“在当时正在反
对综合大学理论脱离实际的风头下，竟然敢于
讲授华夏植物区系起源的理论，岂非有意对
抗”。但这并没能打消张宏达的研究热情，1974
年，张宏达专注于华夏植物区系的研究工作，
开始撰写初稿。

华夏植物区系学说完稿于 1975 年，在公开
发表前，张宏达曾在不同场合作过报告，均未得
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75 年 5 月，张宏达参加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扩大会议期
间，将华夏植物区系学说的文稿分发给与会代
表，曾引起小小的轰动。与会代表只接受被子植
物出现于白垩纪的传统观点，张宏达的报告引起
与会代表的反对。1978 年在昆明召开的中国植
物学会 45 周年年会上，张宏达宣读了《华夏植物
区系的特点》，引起较广泛的反响和争议，大部分
与会专家持不同的看法。

1979 年，《植物分类学报》曾同意接受《华夏植
物区系的起源与发展》论文，但根据审稿人的意见，
认为被子植物起源于侏罗纪的提法不适合，只有改
为白垩纪之后，才同意刊出，当编辑部把文稿退回
来要求改为白垩纪时，张宏达没有接受编辑部的意
见，而是改在《中山大学学报》刊出。

华夏植物区系学说的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直至 21 世纪初张宏达还在对这一学说
进行深入研究。50 年磨一剑，对传统权威学说的
质疑使整个学术界为之震动，在华夏植物区系学
说引发的种种争议中，张宏达艰难地想发出自己
声音的种种努力，给人一种悲剧英雄的感觉。无
论学术界是否接受这一学说，都不能否定张宏达
的创新精神和对科学的执着。

为中国植物编写“户口册”

张宏达最卓越的学术成就是在植物分类学
领域，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则是《中国植物
志》的编研。一个国家的植物志是掌握和利用本
国植物资源的重要依据以及发展有关学科的基
础，为中国植物编写一部完整的“户口册”是中国
植物学家的夙愿，而这一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才得以实现。1950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会上首次正式提
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的任务。1959 年 10 月正
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由钱崇澍、陈
焕镛任主编。

张宏达长期追随陈焕镛工作，而陈焕镛一直
非常重视植物志的编写，在尚不具备编写全国性
植物志条件之时，陈焕镛提倡先做地区性、分科
性的植物志，启动《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的
编纂工作，并组织研究人员对各植物科属进行系
统整理。张宏达早期做的大量植物分类学研究，
事实上都是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所做的准备工
作。在《中国植物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张宏
达主持了 4 个分册，包括《海桐花科，金缕梅科，
杜仲科，悬铃木科》《使君子科，桃金娘科，野牡丹
科》《杜英科，椴树科》《山茶亚科》。

《中国植物志》 从 1958 年开始正式启动，
1959 年首卷出版，至 2004 年全面出版，历时 45
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出版的篇幅最大和记载
植物种类最多的植物志，也是关于中国维管植物
最为完整的志书，为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植物资
源奠定了基础，是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科学依据。2009 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召开，“《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张宏达是 10 位获奖代表之一，也
是获奖代表中唯一一位来自高等院校的获奖者。
不过也要看到，尽管最后的获奖者名单里只有 4
个单位 10 位专家，但《中国植物志》背后凝聚着
几代人几百位科学家和管理工作者的心血，先后
有 312 位植物学家和 164 位绘图人员参与，历任
正副主编和编委 187 人次，先后参加编写的单位
超过 83 个。《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一项巨大的
系统工程，实现了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夙愿。

（作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员）

2009年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植物志》的
编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张宏达是 10位获奖代表之
一，也是获奖代表中唯一一位来自高等院校的获奖者。

张宏达，1914 年生于广东省揭西县的一户乡绅家庭，是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区系学、
系统学、生态学等领域都有很高造诣。在其学术生涯中，张宏达发表了 7 个植物新属和近 400 个植物新种，
其中对金缕梅科和山茶科的研究最为人称道。1974 年，他提出的“华夏植物区系理论”，创造性地指出被子
植物起源于侏罗纪甚至三叠纪的华夏古陆，否定了被子植物起源于白垩纪，起源中心在热带的传统学说。
1986 年，依据植物系统进化原理，他提出了一个单元多系的“种子植物分类系统大纲”，2003 年主持编著完
成《种子植物系统学》，这是中国植物学家根据自己的分类系统编著完成的第一部植物系统学专著。在国内
的植物生态学还不很盛行的上世纪 50 年代，他就先后发表了《雷州半岛红树林植被》《广东鼎湖山植物群落
之研究》等论文，这是该领域的奠基性研究。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35

近 80年的植物研究，张宏达在分类学、系统学、生态学等多方面均有突出成绩，发表了 7 个植物
新属和近 400个植物新种，其中对金缕梅科和山茶科的研究最为人称道。他学风严谨，富有创新精神，
特别是关于“被子植物的起源”和“种子植物系统”的研究，堪称两大杰出成就。

张宏达：独我情怀寄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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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1936 年 12 月中山大学生物学会全体会员合
影，第 2 排左 7 为张宏达。

为完善华夏植物区系学研究，张宏达以 74 岁
高龄深入喜马拉雅山脉考察。

结缘植物学

西沙群岛植被研究

50 年磨一剑

为中国植物编写“户口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