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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1）青提葡萄在短梢的修剪方式下，其萌芽率、果
枝率随着芽位的上升而逐步升高，短梢修剪时结果枝

分布在 2~3 芽，在留枝量少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果枝也

有影响葡萄产量的可能。
（2）在长梢修剪方式下，长梢修剪时芽位分部在

4~9 芽，虽然长梢修剪下其萌芽率和果枝率较高，但结

果母枝留得过长，株距为 60cm 的倒 L 型整形方式，容

易造成 2 株交在一起，导致篱架郁蔽，而且结果母枝留

得过长，节位就会外移太快。
（3）在中梢的修剪方式下，其萌芽率和果枝率都很

高，果枝分布在 3~7 芽，且与短梢修剪和长梢修剪相

比，中梢没有以上存在的问题，可能更适合塑料大棚青

提葡萄的修剪。

（4）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剪口粗度在 0.9~1.1cm 范

围内，剪口下果枝率最高，但并非剪口越粗越好，剪口

粗度超过 1.1cm 时，剪口下果枝率呈下降趋势，由此可

见，青提葡萄花芽分化是营养物质和其它因素的综合

结果所造成的，但究竟是何种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5）由于坐果率差异不大，建议在生产实际中，考

虑栽培架式的同时采取中短梢相结合的修剪方式，并

且留枝剪口粗度在 1cm 范围内。 （收稿：201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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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就感；通过集体性的园艺活动，可以加强与他人的

沟通与交流，提高社交能力，令参与者的性格更加开朗

乐观。
1.1 国内外园艺疗法的研究现状

我国早在 2000 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提

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体的思想，认为人类的生存、
健康和疾病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史料记载，东方

的自然山水、日本的禅宗园对病人康复也具有明显的

辅助作用，但当时并没有人对园艺疗法的作用进行系

统的阐述和总结。
1699 年，英国人李那托·麦加首次在《英国庭院》

中提到园艺对人身心的治疗效果，而欧洲的修道院很

可 能 是 最 早 出 现 的 康 复 园 林 ；1817 年 美 国 费 城 的

Firend 精神病医院开始尝试园艺疗法对精神病人进行

辅助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园艺疗法的作用逐

渐被人们所认识。经过上百年的研究、应用和总结，美

国于 1973 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园艺疗法

协会”，将园艺疗法作为一项学科和事业进行研究和推

广；其理念是强调“环境———植物———人”的密切关系，

显示对不同人群需求的平等关注；之后英国、加拿大、
日本等国家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园艺疗法协会，此后

1 园艺疗法的定义及功效

园艺疗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集植物学、园
林设计学、医学、心理学、哲学、公共教育学、社会福利

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对园艺疗法的理解，目前公认的

是美国园艺疗法协会的定义：园艺疗法是对有必要在

其身体以及精神方面进行改善的人们，利用植物栽培

与园艺操作活动，从其社会、教育、心理以及身体诸方

面进行调整更新的一种有效方法。事实上，随着园艺疗

法概念的不断拓展，其对象不仅限于上述特定人群，也

适用于健康和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因而从广义上讲，园

艺疗法是指利用植物或者围绕植物开展各项活动，促

进人们身心健康和精神焕发的一种手段，可适用于不

同年龄、各种身体状况和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人。
作为现代医学的一种辅助性医疗方法，园艺疗法

具有以下几种功效：美好的园林环境可以消除人的焦

躁情绪与不安心理，达到调节情绪、镇静安神的作用；

丰富的植物品种可以刺激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

等感官，能够改善和加强人的感官功能。特定植物释放

的气体或营造的氛围可以调节人的情绪，参与园艺活

动可以锻炼人的肌体，增强协调性，培养忍耐力，产生

责任感，并从植物的茁壮生长、开花结果中获得满足感

园艺疗法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与应用前景
黄瑜勤 1，颜庆璋 2

（福建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厦门 361000）

摘 要：我国在园艺疗法的研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和应用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需要学习欧美、日本等国的园艺疗法经

验，尤其是园艺疗法专业人才的培养。本文简要说明了园艺疗法的定义和在国内的现状，详细阐述了园艺疗法的应用和原理，以使

园艺疗法从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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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疗法的研究和应用在这些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欧美，园艺疗法主要针对身体和精神上有障碍的特

殊人群，包括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智力低下者、高
龄老人以及伤残人士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健全人一

样适用。
1.2 园艺疗法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应用

在中国，园艺疗法的研究起步非常之晚。直到今

天，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这个领域，但国内

对园艺疗法的研究依然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从总体

上来说，研究的范围还比较窄，主要还停留在介绍国外

研究状况和普及园艺疗法相关知识的层面上，更为重

要的是缺少对园艺疗法的实际应用。到目前为止，我国

没有建立一个园艺疗法的相关团体或机构，没有园艺

疗法的相关杂志期刊，没有大型的园艺疗法项目。即使

有相关的研究，也大多被划分在园艺或者园林的范畴

里，没有独立出来。所以说，园艺疗法还没有真正地在

中国普及。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有医学领域的研究者注意

到园艺疗法，并从医学治疗方法的角度，来介绍园艺疗

法发展的历史、治疗的对象、实施步骤以及注意事项

等。随后，大众科普刊物也开始向社会宣传推广园艺疗

法的好处，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疗法。到 21 世纪初，大

批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领域，不仅出现更为

丰富全面地对园艺疗法的综合介绍，还发表了从不同

学科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例如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班

瑞益在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了解到，通过

园艺疗法的康复训练，不仅有助于缓解精神残疾的严

重程度，还有助于改善始动性缺乏，提高自信心，调动

病人的兴趣，帮助建立乐观的积极情绪。近几年，开始

有从园林园艺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园艺疗法的研究出

现，研究如何在园林设计中体现园艺疗法，以满足各种

群体的需求，并认为这是 21 世纪园林建设的根本趋

势，并有了第一个康复性花园的设计。此外，国内的学

者也开始了与国外学者的合作交流，对国外园艺疗法

的现状作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介绍。
由于老年化程度逐渐提高，生活节奏加快，情绪压

力增大，园艺疗法在中国会有比较大的需求。目前，通

过媒体及学者所做的大量普及工作，公众逐渐开始了

解并接受园艺疗法。在北京、福建等地，也已经在筹建

园艺疗法园，目前，园艺疗法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有 2 个

方向：一是对各种身心疾病的治疗，例如青少年网瘾、
老年人的康复治疗；二是应用在城市规划及园林绿化

上，致力于建设更加具有治疗意义的城市绿地。
2 园艺疗法的作用原理

2.1 园艺疗法对人的感官刺激

生物学家认为，情绪能够影响大脑神经系统和内

分泌系统，进而导致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免疫等发

生变化。长期接触花草树木、绿色原野和自然风光可以

调节人的心情，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生理与心理状态，

从而促进身体健康。园艺疗法对人体的感官刺激主要

包括视觉、嗅觉、听觉等方面。
2.1.1 植物对人的视觉刺激。不同颜色、不同形态的具

有观赏价值的花叶能够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形态各

异的植物给人带来启迪和向往，造型迥异的黄葛树树

根婀娜盘绕，千姿百态，使人惊叹自然造物之奇巧，引

人翱翔于丰富的臆想之中；可以利用园艺植物的颜色

（花色、叶色）进行园艺辅助治疗，暖色调的特点是鲜艳

夺目，欣欣向荣，令人精神振奋；冷色调的特点是静、
幽、清，给人安谧祥和之感；中性色配以暖色给人以醒

目雅致之感。
2.1.2 植物对人的嗅觉刺激。植物的花、叶、果等部位都

含有一定的芳香分子，各种芳香分子能够使人体产生

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研究表明，长期置身于优美、
芬芳、静谧的绿色环境中，可使人的皮肤温度降低

1~2℃，脉搏每分钟平均减少 4~8 次，呼吸平缓而均

匀，心脏负担减轻，使人的嗅觉、听觉和思维活动灵敏

感增强。
2.1.3 植物对人的听觉刺激。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声响，

有些声音会引起烦躁、恐慌、激动，有些声音则会使人

放松、愉悦、舒畅。经调查表明，当人们听到森林中植物

叶片摩擦的沙沙声、溪流潺潺的流水声以及鸟儿叽喳

的鸣叫声时，舒适性会大大增加。反之，城市中汽车喇

叭声、施工机械声等，则让人感觉不舒适。这也是如今

生活在繁杂城市中的人们更加渴望回归自然，聆听自

然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阳台或屋顶的空间有

限，无法完全模仿自然的声音，可以在花园中人为制造

模拟自然的声音或播放优美的音乐，来达到园艺疗法

的目的。
3 园艺疗法的参与性

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

化，园艺植物的季相美，不仅表现在对人的感官刺激

上，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状态，从

而影响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人们可以参与其中，

通过园艺劳作（如播种、施肥、修剪、浇水、松土等）和园

艺交流（如交换栽培经验、分享丰收成果、寻求合作帮

助等）的形式，参与互动，进而锻炼身体。位于美国的伊

丽莎白及诺娜·埃文斯花园，正是一座通过园艺疗法的

参与性而达到改善人体机能，调节身心以及塑造情绪

性格的贵族疗养型庭院。被美国风景园林协会（ASJA）

专业评审团评价为：“景观设计师创造了一个细节完美

的美妙园林，是一个具有康复性治疗的宝库。
4 园艺疗法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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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园艺治疗

人的身体如果不经常运动，其机能就会出现衰退，

从而导致生理功能低下、精神颓废、心理消极等。园艺

疗法通过安排合适的园艺治疗活动，从整地、施肥、播
种、管理到采收等各个环节，给游客提供从事实践操作

的机会，增强自信，促进身心健康。
4.2 环境治疗

环境治疗主要是通过刺激感官的各种要素所组成

的环境作用于游客，能舒缓身心，增进治疗效果。
4.2.1 视觉刺激：不同颜色、形态的具有观赏价值的花

叶，可提供不同的视觉效果；形态各异的植物给人带来

启迪和向往；暖色调鲜艳夺目，令人欣欣向荣、精神振

奋；冷色调静、幽、清，给人安谧祥和之感；中性色配以

暖色给人以醒目雅致之感。
4.2.2 听觉刺激：不同的植物在风雨中发出不同的声

响，不同形态与不同类型的叶片相撞，有的萧瑟优美，

有的汹涌澎湃。萧瑟之声可以镇静，松涛之声也是保健

的“良药”；另外，雨打芭蕉、荷清蝉鸣也可让游客产生

美感和消除烦躁。
4.2.3 味觉刺激：园内开辟味觉花园，栽种水果、蔬菜、
香草，随手采摘亲手栽种的蔬果与友人分享，可体现栽

种者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亦可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4.2.4 嗅觉刺激：不同香味可产生不同嗅觉刺激效果，

香味植物可根据其香味浓度而分类，一些可以远距离

闻其香味，一些则需要近距离接触，一些则晚间才发出

香味，亦有一些要轻揉叶子散发香味。充满香味的花园

能令人驻足欣赏，产生轻松舒畅的感觉。
4.2.5 触觉刺激：不同植物拥有不同质地，包括平滑的、
粗糙的、绒毛的、坚实的、薄脆的、肉质的等，同一植物

不同部位可提供不同感官刺激，如树皮、树叶、花朵、果
实、种子等。游客通过触摸植物，达到感官刺激的效果。
4.3 玩耍治疗

通过为游客提供游乐设施（尤其是儿童），让其在

优美的环境中尽情玩耍、排解烦恼，从而消除厌倦感和

畏惧心理，增强自信心和好奇心。如可以在公园内开设

沙滩区、野营区、烧烤区、健身区等功能区。瑞典在这方

面做的较为成功，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儿科门诊曾

1973~1975 年，针对儿童进行了为期 3 年的治疗试验，

结果证明玩耍治疗对儿童的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
5 园艺疗法的疗效

5.1 减轻压力

理论认为压力的减轻取决于 4 个要素[4]：一是可控

制感。环境优美的公园会让游客感到放松，可以自主支

配自己的活动，是获得精神自由的极佳场地。二是社会

活动。公园是社会交往的良好场所，在那里游客可以自

由畅谈和交流，也可为病疾游客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

三是身体运动。公园内设置如各种球类活动场地、健身

体验区、野营区等健身运动功能区，游客可以尽情享

用。四是积极娱乐。环境中的茵茵绿地、轻柔优美的音

乐等有利于缓解游客心理压力。如美国得克萨斯州一

所大学的教授 Roger 等于 1991 年使用生理方法对一

住区居民进行了“减轻压力”试验，结果表明，置身于布

满植物的自然环境中的人比处在交通环境和购物中心

的人们恢复效果明显得多，血压降低，心境平和，肌肉

紧张度得到松弛，而且这些生理结果在 3~4min 内就可

得到恢复。
5.2 消减病情

对于疾病游客而言，可以通过种植不同花期的植

物刺激视觉、种植具有不同质感的植物刺激触觉、种植

芳香植物刺激嗅觉、开辟蔬菜瓜果园刺激味觉、设置听

觉景观元素刺激听觉等，达到减弱和消除病情的目的。
5.3 增强活力

游客，尤其是亚健康和疾病游客，通过园艺治疗，

可以克服惰性心理，增强体质，激发活力，从而提高免

疫和抵抗病疾的能力。
5.4 提高认知

许多园艺活动包含创意元素，它能刺激及发挥游

客的想象力和创意潜能，可以充分调动游客的思维活

动，建立一定程度的良性刺激，焕发游客对生活的渴望

和追求，对病疾游客还可起到辅助治疗和康复的作用。
5.5 促进交流

园艺能提供风景优美、自然舒适的环境，游客通过

参与园艺活动，以园艺活动为话题互相沟通、产生共

鸣，从而消除内心寂寞和孤独，达到促进交流的效果。
6 总结

园艺疗法具有增进身心健康、消减疾病、经济实

惠、方便操作等特点，而我国具有丰富的传统养生保健

经验、博大精深的中草药技术和丰富植物资源, 开展园

艺疗法非常适合我国的实际。进行园林设计时，强调园

艺疗法的疗效和应用的基本原则，是充分体现人性化

的根本需要，也是未来园林建设的根本趋势。
（收稿：2017-08-01）

参考文献：

[1]李树华.尽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艺疗法学科体系( 上)[J].中国

园林,2003(3):17-19．

[2]刘志强,洪亘伟.园艺疗法在我国城市园林中的应用研究[J].苏州科

技学院学报,2008

[3]刘志强.芳香疗法在园林中的应用研究[J].林业调查规划,2005,30

(6):91- 93.

[4]吴涤新.花卉应用与设计[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

[5]刘建华.园艺疗法[J].绿化与生活,1999（1）

[6]林冬青,金荷仙.园艺疗法研究现状及展望[J].中国农学通报 2009

（21）

作者简介：黄瑜勤（1964-），江苏人，本科，高级技师。

輩輱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