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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乌桕(Sapium sebiferum)是最早被我国先民所熟识和利用的经济树种之一,历代典籍中以乌桕为题的诗文屡

见不鲜。 探讨了乌桕的名称来源及种植历史,梳理了历代有关乌桕的诗文,总结了其代表的植物文化,简述了近现

代关于乌桕的活性成分分析和综合利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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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t Culture and Economic Value of Sapium Sebif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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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Chinese tallow tree [Sapium sebiferum (L. ) Rozb. ] is one of the earliest economic tree
species known by ancient Chinese, and poetries titled with S. sebiferum can be found frequently in
ancient books of all Chinese dynas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me origin and history of cultivation of
S. sebiferum, combs the poems on it in different dynasties, summarizes the plant culture it represents,
and describes the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S. sebiferum in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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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乌 桕 ( Sapium sebiferum ) 为 大 戟 科

(Euphorbiaceae)乌桕属(Sapium)植物,乌桕属植物

全世界有 120 种以上,我国约有 10 种。 乌桕,亦写

作乌臼,是最早被我国先民所熟识和利用的经济树

种之一。 乌桕树干材质匀称致密,是制作家具或工

艺木雕的上好材料;乌桕叶则为天然的黑色植物染

料;乌桕籽富含腊质,可制作上等蜡烛、肥皂或油漆。
此外,乌桕的根、皮、叶、子均可入药,见载于历代

本草。
“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冶,乌桕树形优美,树

叶色彩随季节变幻,为人们所喜爱。 古往今来,人们

在村落、河岸空地大量种植乌桕,以乌桕为题的诗文

亦多见于历代典籍之中。 本文基于乌桕的植物形态

特征及地理分布的简述,对乌桕的名称及种植历史、
历代典籍中的乌桕诗文以及乌桕的经济用途进行了

初步论述,藉此说明乌桕的植物文化和经济价值。

一、乌桕的形态、习性及分布

乌桕,落叶乔木,高可达 15 m;树冠圆球形,树
皮幼年灰白色,后逐步变黑褐色至粗糙;小枝纤细;
单叶互生,叶菱形至宽菱状卵形,先端尾尖,纸质,全
缘,基部有一对腺体;花单性,雌雄同株,穗状花序顶

生,花小,黄绿色;蒴果木质,梨状球形,成熟时开裂

露出具白色蜡层的黑色种子,花期 5—7 月,果期

10—11 月。 乌桕为暖温带喜光树种,适应于温暖气

候及深厚肥沃而供水丰富的微酸性土壤。 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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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旱和抗风能力,在排水不良的低洼地和间断性水

淹的江、河堤岸也能生长良好。 对土壤要求不高,砂
壤、粘壤、砾质壤土中均可生长,弱酸性土及含盐

0郾 25%的土壤也能适应。 乌桕繁殖以播种为主,优
良品种繁育可用嫁接。 种子播种前需做去蜡预处

理,乌桕移植需在春季萌动前进行,小苗需带宿土,
大苗需带土球。

我国的乌桕分布甚广,北起甘肃文县沿秦岭,经
河南嵩县等,再沿淮河至江苏连云港一线;西从甘肃

文县经四川平武、康定等和云南下关、保山一线,东
达东海之滨及台湾东岸,南至海南岛的南部。 分布

于北纬 18毅31忆 ~ 34毅40忆,东经 98毅40忆 ~ 122毅之间的

地理范围内,主要有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
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
广东、福建、海南、台湾等省区。 国外如日本、印度等

国亦有分布[1鄄2]。

二、乌桕的应用历史与文化传承

早期的动植物知识是先民们在大自然中,经过

长期实践过程产生和积累的。 一些特定用途的经济

植物是人们最早认识并开展种植的植物种类。 随着

人与植物和谐相处,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形态特征也

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对植物的认知和利用方面的知

识也见载于典籍之中。
(一)典籍记载

乌桕的名称和相关记述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

期郭璞的《玄中记》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卷 10“乌臼·一四八冶有:“乌臼,《玄中

记》云:‘荆、扬有乌臼。爷其实如鸡头,迮之如胡麻

子,其汁味如猪脂。冶《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以往中

国北方农业种植经验和技艺的综合性农书,乌桕

(乌臼)列在书中,虽无直接的种植表述,亦可见乌

桕为当时人们所熟识[3]。
乌桕入药的历史同样久远,本草典籍收载始见

于唐《新修本草》 (亦称《唐本草》)中的“乌臼木冶。
其后,历代本草医籍均有记述,如乌桕子(唐《本草

拾遗》),乌桕木根皮(明《本草纲目》),乌茶子(清
《天宝本草》),木子树(清《植物名实图考》),卷根

白皮(《草木便方》),卷子根、卷子叶(《分类草药

性》),油子叶(《生草药性备要》),虹叶(《岭南草药

志》)等。
唐苏敬等编纂的《新修本草》 (659) “乌臼木根

皮冶条云:“树高数仞,叶似梨、杏,花黄白,子黑色。冶
宋政和六年( 1116)寇宗奭撰《本草衍义》,卷 15“乌
臼冶条云:“叶如小杏叶,但微薄而绿色差淡。 子,
八、九月熟,初青后黑,分为三瓣。 取子出油,燃灯及

染发。冶 [4]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卷 35“乌桕木冶
条,“释名冶项下:“时珍曰:乌桕,乌喜食其子,因以

名之。 ……,或云: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此

名。冶“集解冶项下:“时珍曰:南方平泽甚多。 今江西

人种植,采子蒸煮,取脂浇烛货之,子上皮脂,胜于仁

也。冶 [5]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木类卷之 35“乌
臼木冶条云:“乌臼木,唐本草始著录;俗呼木子树,
子榨油,利甚薄,根解水莽毒效。冶 [6] 此外,历代典籍

中,乌桕(乌臼)入诗文之处亦很多见。
(二)名称溯源

1郾 名称来源

“乌臼冶之名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郭璞

的《玄中记》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新修

本草》以“乌桕木冶著录,以后的历代本草均有著录。
乌桕分布范围广,应用历史久远,亦有众多地方名,
如桕子树(四川、浙江、陕西),木油树(贵州),乌树

果(湖南),卷子、木梓(重庆、湖北),桠树、乌果树

(江苏),血血木(河南),模子树(陕西),木蜡树、琼
树、蜡子树、桕子、木子(浙江)等。

2郾 名称探究

乌桕之名,一说因鸟得名。 乌臼,鸟名。 南北朝

时期民歌吴歌《乌夜啼》:“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

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冶 《读曲歌》:“打杀长

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瞑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冶
古时不乏植物和鸟类共用一名的事例,如杜鹃与杜

鹃花,乌臼与乌臼木。 正如明杨慎诗云“杜鹃花下

杜鹃啼,乌臼树头乌臼栖冶。 李时珍云:“乌桕,乌喜

食其子,因以名之。冶另说以功用为名,乌桕(乌臼)
叶可以染皂(黑色),故而称之为乌桕(乌臼);再者

还有认为以形态色泽为名,如李时珍所云“其木老

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冶。
从诗文典籍记述可见,乌桕木和乌臼鸟的名称

出现时间大致相当。 古时先民往往将习见的动植物

冠以相同的名称,以表达一种喜好和联想。 当以乌

桕因鸟成名为信,但不必拘泥于乌臼鸟喜食乌桕子,
李时珍“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冶的乌桕之名解说似

乎过于牵强。 至于“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

此名冶之说就更不足为信。 唐以前的诗文多写作

“乌臼冶,自唐始,诗文典籍中的“乌臼冶 大多加以

“木冶旁,写作“乌桕冶了。
3郾 种植历史

乌桕树形优美,色彩四季变幻,且有良好的经济

用途,深得古时人们的喜爱,由此在村落旁、堤岸边

广为种植。 宋辛弃疾《临江仙》词有:“手种门前乌

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旧耕桑。 杯盘风月

夜,箫鼓子孙忙。 七十五年无事客,不妨两鬓如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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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窗地调红妆。 更从本日醉,三万六千场。冶由此可

见,乌桕作为很早被人们熟识喜好且经济用途广的

树种,其种植栽培历史应不晚于唐、宋,距今已有

1 500多年。 乌桕在全国各地均有种植,民间应用

久远。
综上所述,乌桕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树种被人

们所认知,魏晋以来的历史典籍均有记述。 植物的

命名是人们认知植物的一种共同约定,“乌桕冶之名

当以得名于“乌臼鸟冶为信。 乌桕形态优美、经济用

途广泛,深得人们喜好并种植甚广。

三、乌桕的植物文化

植物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植物入诗,
借物咏怀,以表达诗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

往。 诗为心声,诗意人生,所谓意境深远是诗歌创作

的最高境界。 唐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
境冶,一曰“物境冶,指入诗的山水美景;二曰“情境冶,
指入诗的情感体验;三曰“意境冶,指入诗的“张于意

而思之于心冶的精妙复杂的心灵活动。
乌桕,四时之景各有不同。 早春树叶的点点嫩

绿,初夏开花期的串串淡黄,深秋霜染的片片绯红,
冬日成熟的果实枝头绽开,无一不给人们美的遐想。
历代有关乌桕的诗文众多,藉乌桕出现的意境和情

景,表达了人们对乌桕的喜好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笔者就乌桕诗作表现的春、夏、秋、冬景致,以及人文

意境分别加以析之。
春日之乌桕。 明孙贲《寄高彬》:“条风吹绿满

蟾溪,蜡屐行春日向西。 独木桥边乌桕树,鹁鸠飞上

上头啼。冶春风吹绿了溪岸,桥畔乌桕树叶的摇曳,
和着鹁鸠的欢快啼鸣。 诗作展现出一幅灵动的春日

画面。
仲夏之乌桕。 南北朝江淹《西洲曲》:“忆梅下

西洲,折梅寄江北。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

在何处? 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冶诗中描写一位少女从初春到深秋,从现实到

梦境,对钟爱之人的苦苦思念。 早春时节“折梅冶,
春夏之季着“单衫冶,仲夏之时“伯劳飞冶,直至诗歌

后面部分的初秋“采红莲冶,仲秋“弄莲子冶,深秋“望
飞鸿冶。 季节转换,时序渐进,女子思念之情日益浓

厚。 同时,“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冶之句,给我们

呈现了一幅日暮时分晚霞映天,伯劳纷飞,乌桕影动

的诱人画卷。 宋方岳《有田》:“屋头乌臼午荫密,牛
与牧童相对眠。 不是官中催税急,十年前已学耕田。
老农具榻茅茨底,准拟先生欲岸巾。 笑道已呼儿贳

酒,月明且不厌空贫。冶诗作描写了仲夏午后,劳作

之余,农夫、牧童与牛在乌桕树阴下栖息的场景。

深秋之乌桕。 南朝诗曰:“红叶秋山乌桕树,回
风折却小蛮腰。冶描绘了秋日里乌桕的灵动,如同一

袭红衣的少女,扭动着腰肢,随风起舞。 唐张祜《江
西道中作三首》:“秋滩一望平,远远见山城。 落日

啼乌桕,空林露寄生。 烧畬残火色,荡桨夜溪声。 况

是会游处,桑田小变更。冶秋日的傍晚,田野和城廓

依稀可辨,落日和乌桕交相辉映,好一幅秋色朦胧的

静谧美景。 宋林逋《水亭秋日偶书》:“巾子峰头乌

桕树,微霜未落已先红。 凭栏高看复低看,半在石池

波影中。冶描绘了秋天乌桕染霜,满树红叶倒映在一

汪碧水间的动人美景。 宋杨万里《秋山》:“乌桕平

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 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

孤松掩醉容。冶乌桕着色的疏忽,由暗黑变为猩红,
似由枫树醉酒所致,叶色一夜之间转为绯红。 用拟

人化的手法,诙谐生动地展现了乌桕和红枫织就的

秋色霜天的诱人图景。 杨万里《秋山》:“梧叶新黄

柿叶红,更兼乌桕与丹枫。 只言山色秋萧索,绣出西

湖三四峰。冶同为《秋山》的诗作,由于气候变幻的那

种林相之美,成就了杭州西湖湖光山色的迷人秋色。
宋陆游《秋思》:“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

哀。 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冶乌桕的微

红,菊花的黄白,天高云淡,大雁低鸣,秋天的生动景

象已跃然纸上。 陆游的 “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

中冶,与杜牧《山行》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冶有异曲同工之妙。 乌桕与丹枫的红艳和俏

丽,好似二月园林里的花朵。 也正如清李渔《闲情

偶寄》(种植部·竹木第五)“枫桕冶中所言:“木之以

叶为花者,枫与桕是也。 枫之丹,桕之赤,皆为秋色

之最浓。 而其所以得此者,则非雨露之功,霜之力

也。 霜于草木,亦有有功之时,其不肯数数见者,虑
人之狎之也。 枯众木独荣二木,欲示德威之一

斑耳。冶
冬日之乌桕。 元黄镇成《东阳道中》:“出谷苍

烟薄,穿林白日斜。 崖崩迂客路,木落见人家。 野碓

喧春水,山桥枕浅沙。 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冶
这首诗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山野农家恬静自然的冬日

场景。 近人曾伯明《溪山作客》:“朔风飒飒撼窗纱,
作客溪山感岁华。 樽酒自倾应醉甚,轻将乌桕认梅

花。冶刘景晨《村行口占》:“江上朝阴向午开,鹅塘潮

退碧潆洄。 桕林白破离离实,仿佛疏花见早梅。冶这
两首诗表现了秋末初冬,落叶飘零,此时的乌桕树果

实枝头绽开,形如梅花般的别样风景。
由描写乌桕所表达的人文意境则主要体现在如

下几种,如叙事感言:宋辛弃疾《玉楼春》:“三三两

两谁家女,听取鸣禽枝上语。 提壶沽酒已多时,婆饼

焦时须早去。 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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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桕树。冶辛弃疾词《临
江仙》:“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

旧耕桑。 杯盘风月夜,箫鼓子孙忙。 七十五年无事

客,不妨两鬓如霜;绿窗地调红妆。 更从本日醉,三
万六千场。冶这两首叙事诗,反映了黎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乌桕在其时已成为人们所习见,并广为种植的

一种植物。
离别感伤:明谢榛《远别曲》:“阿郎几载客三

秦,好忆侬家汉水滨。 门外两株乌桕树,叮咛说向寄

书人。冶门前的乌桕树相依相靠,诉说离别的不舍和

依恋。 清张笃庆《秋叶》:“摇落怀人万木丹,何堪青

女怨凋残。 碧梧院落银床静,红桕桥头玉露寒。 南

浦半林随逝水,西风一夜满长安。 汉宫莫听《哀蝉

曲》,阵阵清霜下井栏。冶清吴伟业《圆圆曲》:“……
传来消息满红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都曲妓师怜尚

在,浣沙女伴忆同行……冶这两首诗给人的感觉是

秋风劲吹,万木萧瑟,心境凄凉,难以言状的伤感情

景。 清朱彝尊《思越人》词:“小门关,深径转,昔年

曽醉秦楼,笑捻画裙青案底,教抬纤手藏钩。 临行指

我相寻路,镜湖一曲西去,绕遍湖塘乌桕树,知他门

掩何处?冶表现了春去秋来,寻友未果的思念感伤

之情。
此外,尚有动植物名的两两对应,巧妙契合:唐

张祜诗句“杜鹃花发杜鹃叫,乌臼花生乌臼啼冶。 明

杨慎《征人早行图》:“杜鹃花下杜鹃啼,乌臼树头乌

臼栖。 不待鸣鸡度关去,梦中征马尚闻嘶。冶杜鹃花

与杜鹃鸟,乌臼树与乌臼鸟,植物和动物的两两巧妙

对应,既有动植物名称的契合和一致,又显得画面诙

谐有趣和动静相宜。 乌桕形、色俱佳,诸多的诗文既

表达了人们对于乌桕的喜好,又使得乌桕的植物文

化历代相传,沿袭不衰[7]。

四、乌桕的经济价值

乌桕的经济价值很早就为人们所认知。 宋寇宗

奭《本草衍义》中有:“取子出油,燃灯及染发。冶清周

锡也有诗云:“山村富乌桕,枝枒蔽田野。 榨油燃灯

光,灿若火珠泻。 上烛公卿座,下照耕织者。 嗟尔寒

乞材,光辉满天下。冶
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膏液冶章,介绍了

16 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

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

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 《天工开物》
“膏液冶第 12“油品冶条云:“燃灯则桕仁内油为上,
芸苔次之,亚麻子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桐油

与桕混油为下。 造烛则桕皮油为上,蓖麻子次之,桕
混油每斤入白蜡结冻次之……桕子分打时,皮油得

二十斤,水油得十五斤,混打时共得三十三斤……冶
“法具冶条云:“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而中空之。
其木樟为上,檀与杞次之。 此三木者脉理循环结长,
非有纵直文。 故竭力挥椎,实尖其中,而两头无拆之

患,他木有纵文者不可为也。 凡油原因气取,有生于

无……若桕、桐诸物,则一榨已尽流出,不必再也。冶
“皮油冶条云:“凡皮油造烛法起广信郡,其法取洁净

桕子,囫囵入釜甑蒸,蒸后倾入臼内受舂。冶 [8]

乌桕种子表面附有一层白色蜡质,俗称“皮油冶
或“桕蜡冶,是用来制作蜡烛与肥皂的原料,并可作

为生产硬脂酸和油酸的原料。 除去蜡质的种子可榨

油,其油称“桕油冶或“梓油冶,可供制油漆和油酸,并
作为机械润滑油、油墨、化妆品、蜡纸等的原料,但桕

油含有毒素,不能食用。 用带蜡层的种子榨油,其油

称为“木油冶,多用于制肥皂和蜡油。 桕油为我国用

途广泛的重要工业油料,用于制作蜡烛、肥皂、金属

皂、润滑脂、合成洗涤剂、软化剂,以及制取软脂肪、
硬脂肪的原料。 乌桕子油含有 80% 以上的不饱和

脂肪酸,有较高碘值,是制造高级喷漆的原料,具有

光滑易干、色泽鲜亮、漆膜不起趋等特点,此外还广

泛应用于油墨蜡纸、防水织物和机器润滑油的制

造等[9]。
乌桕子油(混和)用于美发产品,具有很好的营

养头发的功能。 用于护肤化妆品中,对颜面皮肤粗

糙及手脚皲裂有良好的治疗作用,能很好地防止皮

肤粗糙,保持皮肤光滑细嫩,不冻、不裂、不干、不皱,
是冬季防裂护肤之佳品[10]。

乌桕子榨油后的残渣中含氮素 7% 以上,是良

好的肥料。 乌桕叶作为黑色染料,自古以来用于给

衣物染色。 乌桕树皮及叶含鞣质,可提栲胶。 叶浸

出液,可杀棉蚜虫、红蜘蛛、金花虫等农作物害虫,并
可防治稻热病[11]。 乌桕树皮的提取物可应对蔬菜、
果树的蚜虫和金花虫,对锈同心舟蛾的防治亦有较

佳作用[12]。
乌桕属于速生树种,木材质地坚韧。 木材可作

建筑用料、农用材、家具用材。 木材纹理致密,色白

而坚,可供制作日用器具,也是良好的雕刻用材。 同

时,乌桕夏初开花,是重要的蜜源树种,蜜蜂采食乌

桕花产生的蜂蜜质量上乘[13]。
乌桕叶形秀丽,树冠整齐,秋季寒霜后叶色渐次

转红,色彩艳丽,有“乌桕赤于枫,园林二月中冶之

赞。 乌桕可孤植、丛植于草坪和湖畔、池边,乌桕与

亭廊、花墙、山石的巧妙搭配,构成园林山色的别样

景致。 冬日白色的乌桕子挂满枝头,经久不凋,有
“偶看桕树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冶之美誉。 乌桕

在园林绿化中可作护堤树、庭阴树及行道树;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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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中,乌桕可栽植于道路景观带,也可成片栽植于

广场绿地、景区、森林公园中,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
乌桕对有毒气体氟化氢等有较强的抗性,可作为工

厂的绿化和防护林树种。 乌桕有良好的适应性,既
适宜于丘陵山地、平原造林,也可以在土地贫瘠、干
旱少雨的地区种植[1]。

乌桕脂可制取生产巧克力所需的重要原料———
类可可脂,桕脂含有高浓度的棕榈酸、油酸,以及以

棕榈酸为主的甘油三酯。 从乌桕脂制得的类可可脂

不仅用于食品工业,而且还可作为栓剂基质,应用于

医药工业。 目前已有桕脂作烹饪油、起酥油、人造奶

油等方面的应用研究[13]。
乌桕的根皮、茎皮、叶均可入药。 乌桕叶性微

温,味苦,有毒,具有利水、消积、杀虫、解毒、通便之

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乌桕叶具有多种生理活

性、体外抑菌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糖球菌、福氏痢疾

杆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和绿脓杆菌等有抑制作

用,还有镇痛消炎、降压、降胆固醇的作用等[14鄄15]。

五、结摇 摇 语

历代诗文典籍中有许多以植物为主要描写对象

的经典作品,其中不乏一些重要的经济林木树种,乌
桕当是此类林木中的代表。 我国的植物文化源远流

长,历代传承,应重视开展植物文化的系统研究,使
我们在赏析优美诗文的同时,得以知晓植物的来源、
种植和应用等情况。 通过对这类植物诗文的整理和

研究,可以探究其名称由来、经济价值和传统利用经

验,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进而深入拓展其综

合开发利用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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