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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智慧 ——

植物也当
“变色龙”
祁云枝
植物没有腿脚，无法移动，面对天敌和食草动物，只有
束手就擒吗？答案，对于个体来说，似乎是唯一的，然而，将
目光锁定一个种群，沿时光的脚步追逐审视，你会发现，这
个答案，
并不唯一。
植物在与不利环境、与天敌的抗争中，会慢慢地改造自
己，向着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利于保护自己的方向进化。在
时间的长河里，有的植物，拥有了威力强大的生化防身武
器，有的，进化出了别出心裁的生存本领，也有的，会采取打
不过就躲的方针政策，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不让天敌和食
草动物发现自己，
或者，
因恐惧而远离自己。

模拟昆虫，上演美人计
乍一看角蜂眉兰，我以为是几个大个的苍蝇落在了植
株上，
甚至想挥手赶走它们。
仔细端详，不得不感慨角蜂眉兰细腻的心思：花瓣最下
端的一枚唇瓣，也是最大的一枚花瓣，特化成圆滚滚、毛绒
绒的雌性角蜂的下半身——浑圆的肚子，光溜溜的后背，边
缘生长着一圈褐色短毛，
恰似昆虫的体毛，
毫发毕现。
眉兰还会根据生长地的不同，在“角蜂”的后背上，涂抹
上醒目的蓝紫色或棕黄相间的斑纹，好让自己的花朵，更接
近当地雄性角蜂眼中的“大美人”
形象。
两对唇瓣，对称地从腰部伸出，长度和外形，一如角蜂、
胡蜂或苍蝇的两对翅膀。头部的设计是重点也是花心思最
多的地方。眉兰让花柱和雄蕊结合长成合蕊柱，样子从外
形上看是角蜂的头部，有鼻子有眼，甚至连雄蜂脑袋的位置
都预留好了。雄蜂一旦赶来赴约，头部自然而然会接受到
眉兰想要传递出去的“爱之吻”。
角蜂眉兰的拟态，只是它生殖策略的第一步，接下来，
它还会分泌出类似于雌性角蜂荷尔蒙的物质，这模拟的性
信息素，会让雄性角蜂们瞬间性激素爆棚，完全没有了抵抗
力。
角蜂眉兰设计的花期也恰到好处。当眉兰“化妆”完
毕，恰逢角蜂的羽化期，一些先于雌性个体来到世间的雄性
角蜂，正急于寻找配偶，在眉兰散发的雌性荷尔蒙的引诱
下，
急匆匆赶来，
赴一场爱的“约会”。
恋爱中的雄性角蜂，看到草丛中摇曳的角蜂眉兰花朵
后，很庆幸这么快就交了桃花运，会迫不及待地上前拥抱
“意中人”。翻云覆雨间，它的头部正好碰触到角蜂眉兰伸
出的合蕊柱，雄蕊上带有黏性物质的花粉块，便准确的粘在
雄蜂多毛的头上——这在生物学上有个术语叫“拟交配”。
待雄蜂幡然醒悟后，只好悻悻地飞走。但此时，背负花
粉块的雄蜂，已经被“爱情”冲昏了脑袋，求偶心切的它，再
次被花朵释放出的雌性荷尔蒙吸引，就像被酒香勾去了魂
的醉汉，毫不迟疑地冲向“美酒”——另一朵眉兰，再次殷勤
“献媚”，角蜂头上粘着的花粉块，便准确无误地传递到这位
“骗子”眉兰的柱头穴里……可怜无数痴情的雄性角蜂，为
了一只只酷似蜂美人的花朵神魂颠倒、前赴后继，在雄性角
蜂集体的不淡定中，角蜂眉兰只使用了“美人计”，而不用付
“工钱”，
就搞定了异花授粉！
有意思的是，成功受粉的角蜂眉兰，立马释放出一种让
角蜂作呕的气味，这气味在角蜂闻来，犹如花季少女的体香
一下子变成了老奶奶的汗臭，
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场美人计中，角蜂眉兰以非凡的才华，穿越动植物
界间的屏障，将植物“骗术”演绎得登峰造极。从颜色到形
态，再到气味，角蜂眉兰做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模拟一种
昆虫，让貌似强大的动物，在小小的植物前，也乖乖的俯首

称臣。
模拟小动物的植物拟态比较多，如眼镜蛇草、飞鸭兰、
蝎子草，等等，之所以这样拟态，无非是借助于凶悍的外表，
吓退食草动物，
或者，
吸引昆虫前来授粉。

模拟环境，石头能开花
生石花的家，就在非洲南部干旱荒漠上的岩石裂缝或
沙石堆里。这里风沙弥漫、高温干旱、淡水奇缺，一年只分
为漫长的旱季和短暂的雨季，一般植物很难在这里落脚，即
便有胆大的，
也很快会成为饥肠辘辘的沙漠动物的腹中餐。
谁也说不清，生石花的祖先，何时把自己变得和周围的
沙石不相上下——矮小、敦实，像一块块鹅卵石（拟态）。这
些灰绿色、褐黄色、灰色的肉质球叶“石头”，不亲手摸一摸，
很难辨别真假。带着“石头面具”的沙漠生活，让生石花躲
过了沙漠上觅食动物的口腹，我们才有幸看到现在这胖乎
乎的模样。
不只是外形独特，生石花还练就了高度贮水、极耐旱、
抗高温的特质。6、7 月份，天气开始闷热的时候，生石花会
进入“不吃不喝”的休眠期；
旱季大部分时间，生石花将身体
缩进沙石里，仅露出植株顶面。在生石花的体内，饱含着无
色透明的黏性多糖，可增强抗旱功能。一旦受伤，高浓度的
黏性多糖会让伤口快速愈合，
尽可能多地留住每一滴水。
看似不起眼的“石头”，在短暂雨季里开出来的花，却娇
艳如菊。雄花花蕊在花中间簇拥着雌蕊，周围是一圈细长
的花瓣，大部分开黄花，也有白花，分外娇艳。生石花长着
长着会蜕皮分裂，由一个变成两个或者四个，是除开花结果
之外，
另一种形式的繁衍生息。
在非洲老家，生石花还叫做“小牛蹄”、
“眼睛”，有人干
脆叫它“霍屯督的屁股”，
哈哈，
够形象的。

模拟环境色彩，做灰色隐士
囊距紫堇，是高山流石滩上的伪装高手，是一位名副其
实的灰色隐士。
罂粟科紫堇属的小草囊距紫堇，因花距粗大，像一个小
囊袋而得名。囊距紫堇只生长在高海拔的流石滩上，流石
滩是由风化的砾石形成的高山荒漠，
气候恶劣，
植被稀疏。
囊距紫堇的独特之处，是同一居群内有两种不同颜色
的个体，一种拥有正常的绿色叶片，另一种，则生长着灰扑
扑的叶片，颜色和它身旁的砾石块不相上下。如果不在开
花期，即使瞪大眼睛，也很难凭叶片把植株从砾石滩中寻找
出来。
其实，囊距紫堇费尽心思，长出灰色的叶片，只是为了
躲避一种名叫绢蝶的昆虫。每年 6 月初，绢蝶的成虫会将
卵粒产在囊距紫堇植株的附近。大约十几天后，绢蝶幼虫
孵化出来，就以身旁囊距紫堇肥厚的叶片为食，根本不会动
窝。为了避免成为绢蝶幼虫的“盘中餐”，囊距紫堇逐渐学
会了给自己乔装打扮，穿上灰色隐身衣——进化出了和环
境色彩一致的叶片。
大量的野外观察表明，拥有灰色叶片的囊距紫堇个体，
大都能逃过绢蝶幼虫的蚕食存活下来，而那些不懂变更，依
然用绿色叶片“示人”的个体，就不那么幸运了，绝大多数在
叶片还没能完全展开，即在幼芽阶段，就遭到了绢蝶幼虫的
疯狂啃食。
一般的，植物都拥有主流色彩绿色，绿叶们通过光合作
用来养活植物，所以有人担心，灰色的叶片难道不会影响光

合作用？这担心其实多余，研究发现，绿色的叶片几乎不含
花青素，而灰色叶片里含有相当多的花青素，但两者体内叶
绿素的含量差别不大。也就是说，花青素和叶绿素共同作
用，让囊距紫堇的叶片成为了灰色，但这两种颜色的叶子在
光合作用的效果方面，难分伯仲，所以，长成灰色，并不会影
响到植株体内能量的生成。
既然灰色的个体可以很好地实现伪装，又不影响其生
存和繁殖，那么绿色的个体为什么没有被完全淘汰呢？这
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期待今后有人去研究破
解。

模拟食蚜蝇
“坐月子”
的产房
花瓣超长且扭曲的长瓣兜兰，会模拟食蚜蝇“坐月子”
的产房。
食蚜蝇，顾名思义是吃蚜虫的苍蝇。其实，长相如蜜蜂
的食蚜蝇，成虫和蜜蜂一样，以花蜜、花粉、树汁为食，只有
部分种类食蚜蝇的幼虫以蚜虫为食，长瓣兜兰就是仰仗模
拟食蚜蝇的繁殖地，
诱骗黑带食蚜蝇为自己免费做“红娘”。
大约所有母亲的心思都是相同的，希望自己的小 baby
一出生就能丰衣足食。黑带食蚜蝇妈妈在产卵时之所以会
精心挑选“坐月子”的产地——蚜虫的聚集区，是希望自己
的小 baby 打出生起，
就有足够的食物。
有需求的地方就有交易，有交易就会滋生骗术。长瓣
兜兰正是瞅准了黑带食蚜蝇的“软肋”，偷偷在自己的花瓣
或唇瓣的基部，
“画出”星星点点的“蚜虫”群——一粒粒黑
栗色的突起物。在食蚜蝇妈妈的眼里，这里正是小 baby 们
到时候可以撒着欢吃的“蚜虫餐厅”。
这位视力欠佳的妈妈，自认为找到了中意的产房，开始
试图落到花瓣上去产卵。长瓣兜兰早料到这一招，蓄意让
花瓣变得光滑而扭曲，食蚜蝇在尝试了几次无法降落后，突
然发现不远处还有个平整的“停机坪”，它兴冲冲刚一落脚，
不曾想，一下子便掉进唇瓣特化的兜兜里。失足的食蚜蝇
自然不知道，这“停机坪”是长瓣兜兰用退化的雄蕊，为它专
门设置的第二重机关！
食蚜蝇开始自救，可兜壁内除合蕊柱所在的内通道外，
全部光滑无比，想突围出去比登天还难！这期间它也尝试
过其他方法譬如跳出，无功而返后，只好乖乖沿着由唇瓣和
合蕊柱构成的传粉通道往外爬，别无选择呀。然而这条通
道，正是长瓣兜兰存放花粉块的所在地，是兜兰设置的第三
重机关。毫无疑问，成功逃脱的食蚜蝇在爬出通道的那一
刻，背上全被长瓣兜兰粘贴上了花粉。当它在下一朵花上
重复受骗时，
便“荣升”
为长瓣兜兰的“红娘”。
再来关注一下成功在“蚜虫”堆里产卵的食蚜蝇的后
代。食蚜蝇的小 baby 们孵化出来后，立马发现母亲为自己
准备的食物，只是一堆形似蚜虫的植物附属品，完全不能食
用。而此刻，食蚜蝇妈妈早已不知去向，可怜刚刚来到这个
世界的食蚜蝇幼虫，只能活活被饿死。看来，黑带食蚜蝇妈
妈不仅粗心大意，而且是个虎头蛇尾的家伙，难怪容易被长
瓣兜兰利用。
长瓣兜兰鼓捣出的这套复杂的拟态传粉系统，看似高
明，也让自己陷入了脆弱的境地——假如环境变迁黑带食
蚜蝇群体遭遇不测；
假如黑带食蚜蝇之间开始交流，大家都
不再去上当；假如黑带食蚜蝇被别的种群“勾引”得分身无
术……长瓣兜兰种族的延续也将戛然而止！
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长瓣兜兰的逻辑，
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黄光兴 书

世相众生 ——

老妈辟谣
马海霞

松泉 书

●地

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剑江南路 9 号

老妈打电话问我：
“家里燃气一旦起火，是先灭火还是
先关阀？”我一听冒了一身冷汗，立马让她赶紧关阀，然后
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灭火。火势大的话立即拨打 119 报警。
老妈严肃地说：
“回答错误！若听你的，早爆炸了。刚才我
网上看到的视频，消防员给社区居民讲解消防知识，消防
员说的，燃气着火，一定先灭火再关阀，若是弄反了，若是
气罐，罐就会爆炸。若是天然气，会从一楼炸到顶层。”说
着，老妈把视频微信发给了我，我当时在和朋友聊天，挂了
老妈电话便把这茬给忘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呢，老妈电话又打来了，炒豆
子似的对我说：
“辟谣，昨天我发你的视频，是假消息，那个
消防员也是假的，正确方法是根据现场情况，采取不同的
处置措施，在液化气钢瓶阀门完好的情况下，应该先关阀
再灭火。今天我打开手机看到网上辟谣了，这次是中国消
防官方微博出来辟的谣。
”
老妈说，这是她打的第八个电话了，还有几个没开机，
一会儿她还得出门一趟，她昨天逮住谁就对谁说“先灭火
再关阀”。接下来的画面我想都想得出，老妈肯定一个个
辟谣去了。
到了晚上，我给老妈打电话，老妈嗓子都哑了，不好意
思地对我说：
“我看来真是老了，容易信谣、还传谣，你说这
骗子多气人，冒充消防员，我看的那个视频不全，据说是为
了卖消防器材，不惜误导群众。”我安慰她，不要自责，别说
她了，换做我看了视频也半信半疑。老妈还是哀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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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体验 ——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大仁飞
飞鸟从我头顶并排飞过，顺势而下划出一道长长的弧
线，
那一刻，
觉得自己离天空好近。
冷掉的拿铁和一杯冰美式，几乎都见了底，深秋的太阳
已经绕过了隔壁的高楼，懒懒地把光洒了过来。屋顶咖啡的
外院陆陆续续坐满了人，服务员给我们的透明玻璃杯加满了
淡淡的柠檬水。
他继续说着：有人因为喜欢精酿，喝遍了全球各地的啤
酒；有人在前半生挣足了钱，便背着行囊走遍世界。他见过
很多千奇百怪的人，或者不如说，灵魂丰满且具有行动力的
人，
这些人都是他在旅行途中遇到的。
我非常喜欢跟他聊天，在我看来，他已经实现了我想要
实现的目标——旅行自由。
他告诉我，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看地理杂志，刚好和同桌
“臭味相投”，两个人你买一期我买一期，不知不觉看了很多，
这么多年里，他在旅行途中有意无意印证了杂志上的一些内
容，感觉非常奇妙。我想也是，多么奇妙，在书本上看到的地
方，出现在了眼前，就像我年初计划去日本旅行，也想要去川
端笔下的伊豆看看，
跟着小说去旅行，
想想都觉得浪漫。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活过的这些岁月，多么的平平无奇，
甚至于庸庸碌碌。这个世界上的小部分人已经过上了理想
的生活，而我们大部分人，却还在为生存挣扎。新裤子乐队
替有理想的人唱了一首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理想的
人，才会沉浸在理想无法实现、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中。虽
然生命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生活的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
上，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长的，还是磨难，人生总有那么一
部分，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他说，国庆旅行，他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小，却很
美好，要是在那里小住，体验应该会很棒。我想了想，对于遍
历了世界的人来说，找到一个想要居住地方，按照自己喜欢
的生活方式去过完余生，那将会像倦鸟归巢，内心满是平静
却又不乏力量。而对于那里的原住民，这里不过是一个生活
了许久，还将继续生活许久的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
满足于此，
或向外逃离。
逃离这个词，今年频繁出现在我的脑袋里，看着人们满
足于温饱，喜形于热闹，这个城市太过安逸，安逸到人们已经
失去了工作的斗志和向上的勇气。我想，我不该和他们一
样，我不甘心让自己活成这样，我想要离开这里，可我又能去
哪里。我的勇气去了哪里，我找不到了。原来我也如同温水
里的青蛙，
窒息在生活的这口铁锅里。
可是人嘛，不会总在一个坏的情绪里，也要学会偶尔骗
骗自己。遭遇的各种不幸，心里的所有不快，都可以是黎明
前最后的黑暗，如此，才会对未来有所期待。我这样期待过，
可走了又走，一个黑暗接着一个黑暗，但我惊喜地发现，我的
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不会在黑暗中迷失自己。可以去选择
我想要选择的，相信我宁愿相信的，也能够说服自己，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从太阳当头，聊到了夕阳西下，空气里的热量稍减了些，
秋风渐起，裸露的脚踝感受到一丝凉意。我把左右手分别笼
在相反的衣服袖子里，就是我的地理老师所描述的“猫冬”的
形态，
他说，
我们走吧，
看你有点冷。我点点头，
说，
好呀。

她昨天散播的人很多，虽然跑了一整天跟昨天讲过的人辟
谣，
但也有漏网的，
肯定有没辟到的。
老妈都成了心病了，一连几天吃不下饭，说若是人家
听信了她的话，先灭火再关阀，造成事故可咋办。最后老
妈想出一招，复印了一摞辟谣资料，逢人便发，还到处张
贴。老妈说发资料时，还真有人认真看了，问了她一些资
料上没有的消防知识，她回答不了，又不相信网上所说，便
直接跑去了消防大队咨询，
还认真做了笔记。
老妈成了小区的义务消防宣传员，有她在的地方，聊
天话题必然离不开消防和灭火。
老妈说，那天她给我打电话时，若当时我提醒她是假
的就好了，可以及时止损。老年人容易被谣言迷惑，但上
一次当就得惊醒了，不单自己警惕性高了，还得宣传给周
遭的邻里亲朋，让大家一起提高进步。哈，一条假视频不
仅培养出一个义务消防宣传员，而且还让老妈看世界的眼
神都明亮了不少。
平时我嫌老妈唠叨，对她发过来的链接和视频，从来
不打开看，只是提醒她网络上很多消息都是假的，但并未
一条一条给她分析讲解假在哪里，以至于后来老妈都不敢
频繁往我微信里转发东西了。这次消防假视频事件后，我
才意识到，还得欢迎老妈常“骚扰”我，只有和她共同掌握
网络“资源”，才能及时纠正她的错误认识，提高她辨别真
伪的能力，防止上当受骗。而且做子女的在给父母讲解真
伪时，
其实也是自我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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