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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东北林业大学黄普华教授
黄普华(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树木学家和植物分类学家ꎮ 他从事教学与研究 ６０ 多
年ꎬ 为祖国的林业与植物学事业贡献了一生ꎬ 不仅教学成绩突出ꎬ 而且科研成果累累ꎬ 名扬海内外ꎮ

一、 身世与生涯
黄普华先生生于广东著名侨乡———台山广海镇的一个华侨家庭ꎬ 祖父和父亲以及兄长为了谋生都去了海外ꎬ 而他则和

弟弟在祖母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ꎮ １９４９ 年考入四邑华侨中学(１９５０ 年更名为广东华侨中学) ꎬ １９５２ 年参加全国统考ꎬ 考入

享有“ 东方莫斯科” 美称的北国冰城松江省省会哈尔滨(１９５４ 年并入黑龙江省并为省会) 刚刚独立的东北林学院(１９８５ 年更
名为东北林业大学) 林学系ꎮ 黄普华 １９５６ 年毕业留校任教ꎬ 并担任教务处主任杨衔晋教授(１９１３－１９８４ 年) 的助教兼树木

学教研室秘书ꎬ １９５８ 年破格提升为讲师ꎬ 并担任树木学教研室主任直至 １９９６ 年退休ꎻ 期间ꎬ １９８０ 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ꎬ
１９８５ 年破格晋升为教授ꎻ １９８７ 年被林业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ꎻ １９９２ 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ꎮ

二、 一生战斗在林业教育第一线ꎬ 为国家林学乃至植物学事业培养了优秀人才
东北农林学院由浙江大学森林系和沈阳农学院等院系于 １９５２ 年组成并独立建校ꎮ 大学 ４ 年中ꎬ 黄普华先后当过有机
化学和无机化学课代表ꎬ 后任班长直至大学毕业ꎮ 大学期间他刻苦钻研ꎬ 发奋读书ꎬ 汲取新知识ꎬ 探索新领域ꎬ 基础扎实ꎬ
成绩突出ꎮ 学校的图书馆和教室都留下了他千万个脚印、 无数的汗水和难忘的夜晚ꎮ 他为人豁达开朗ꎬ 坦诚待人ꎮ 在学习
上肯帮助同学ꎬ 同学有问题时ꎬ 也愿意向他请教ꎮ 对同学提出的疑难ꎬ 他都根据自己所知ꎬ 不厌其烦、 毫无保留地向同学
解答ꎬ 在同学中具有很高的威信ꎮ 因此ꎬ 同学们很早就称其为“ 黄教授” ꎮ １９５６ 年毕业时被评为“ 全优生” ꎬ 在毕业文凭上

加注“ 全优生” 字样并受到学校的奖励ꎮ 尽管教师职业平凡甚至平淡无奇ꎬ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留校执教ꎮ 就这样ꎬ 他成为
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ꎬ 开始了他新的漫漫人生路ꎮ １９５８ 年他开始独立主讲« 树木学» 及« 植物分类» 课程ꎬ 直到 １９９６ 年退
休ꎬ 先后讲授过 ８ 门课程ꎮ 先生教过的学生无数ꎬ 遍及祖国的林业和植物学领域ꎬ 并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 １９８２ 年被评
为黑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ꎻ １９８５ 年获林业部颁发的教书育人成绩显著荣誉证书ꎻ １９８９ 年获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ꎻ １９９０ 年获哈尔滨市高校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光荣称号ꎮ 他主讲的« 树木学» 被学校评为首批 ５ 门优秀评估课程
之一ꎮ
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ꎬ 他先后为本科生和专科生开过« 树木学» 、 « 森林植物学» 、 « 植物分类学» 、 « 经济植物概论»

等课程ꎻ 为研究生开过« 高等植物分类学原理» 、 « 树木学专题» 、 « 植物学拉丁文» 和«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等课程ꎮ 他刻苦

钻研业务ꎬ 潜心研究教学方案ꎬ 讲课生动有趣ꎬ 寓趣味于知识之中ꎬ 组织课程知识竞赛ꎬ 便于学生记忆ꎬ 使枯燥机械的植
物分类课变得生动、 形象、 有趣ꎮ 他循循善诱ꎬ 诲人不倦ꎬ 激活学生对枯燥专业知识的兴趣ꎮ 他热爱学生ꎬ 了解学生ꎬ 尊
重学生ꎮ 对学生做到喻之以义ꎬ 施之以爱ꎬ 导之以行ꎬ 既是学生的良师ꎬ 也是诤友ꎮ 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ꎬ 记不清教过
多少学生ꎬ 他的学子们不少已成为林业专家、 学者、 教授ꎬ 乃至各级领导ꎬ 国之栋梁ꎮ 先生培养的研究生仅有 １５ 人ꎬ 但

他们遍及海内外ꎬ 专业上有从事分类学的毛子军( 东北林业大学) 、 周世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曹伟( 中国科学院应

用生态研究所) ꎻ 从事生态学的田兴军( 南京大学) 和叶万辉(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ꎻ 还有园林领域的卓丽环( 上海) 和翁
向英( 深圳) ꎻ 另有任职海外大学的宁祝华( 美国路易斯安那南方大学) 和刘武生(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ꎻ 更有成功的企业

家吴晓春( 上海浦江蓝蓝莓园) 以及于永旭( 加拿大温哥华园林景观设计) 和高仿优( 加拿大温哥华园林园艺) ꎬ 还有在美国

工作多年并回国发展的李世友( 沈阳大学) 以及走上管理岗位的杨文悦( 上海) ꎮ

三、 奋战在科研第一线ꎬ 为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１９７３ 年ꎬ 黄普华教授和院长杨衔晋教授先后承担了« 中国植物志» 第 ３１ 卷樟科木姜子族、 木姜子亚族和« 中国植物志»
第 ４１ 卷豆科山蚂蝗族等植物的编研任务ꎮ １９７８ 年第一批研究成果在« 植物分类学报» 上发表ꎮ 该成果记录了他和杨衔晋教
授联合命名的樟科木姜子属、 新木姜子属、 黄肉楠属新分类群 ４９ 个ꎬ 其中新发现新种 ２８ 个ꎬ 新变种 ９ 个ꎬ 新变型 １ 个ꎬ
新订正种 ２ 个ꎬ 新订变种 ８ 个和新订正变型 １ 个ꎬ 极大丰富了我国樟科植物资源ꎮ １９７９ 年末ꎬ 该成果获黑龙江省科技成果
二等奖ꎮ 翌年ꎬ « 中国樟科植物的研究( 二) » 又获得林业部林业科技成果二等奖ꎮ

从 １９７３ 年起的 １０ 余年间ꎬ 除了搞好学校的教学工作以外ꎬ 他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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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里潜心研究植物标本ꎬ 并辗转于全国研究单位及大学的各大植物标本室从事研究ꎮ 他清理了全国各大植物标本室的

樟科和豆科植物标本ꎬ 以及向国外有关标本室借阅的模式标本ꎬ 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ꎬ 悉心研究考证ꎬ 鉴定出数万张植物
标本ꎮ 他还几乎踏遍了祖国 ２５ 个省、 市、 自治区的深山、 丛林、 大川ꎬ 进行野外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ꎮ 为了获得第一手
资料ꎬ 保证« 中国植物志» 的编研质量ꎬ 他不辞辛苦ꎬ 历尽了风霜雨雪、 酷暑严寒ꎬ 常常风餐露宿、 被蚊虫叮咬ꎬ 甚至遭遇
地震的危险ꎬ 始终坚持调查资源、 收集资料、 采集标本ꎬ 并潜心整理ꎬ 悉心研究ꎮ
正是他的努力与付出ꎬ 自 １９８６ 年起ꎬ 他连续 ３ 届被聘为« 中国植物志» 编辑委员会( 同时也是最后 ３ 届(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 年ꎬ 且为东北地区唯一代表) ꎻ 任编委期间ꎬ 他尽职尽责、 无怨无悔、 保质保量ꎬ 先后圆满提前
完成编委会交给的« 中国植物志» 第 ２０ 卷 ２ 分册杨柳科、 第 ２２ 卷壳斗科、 榆科和马尾树科、 第 ４９ 卷 １ 分册椴树科、 杜英

科、 第 ４２ 卷 ２ 分册豆科( 五) 以及第 ４５ 卷 ３ 分册卫矛科等 ５ 个卷册ꎬ 共计 ２１９. ２ 万字的审稿任务ꎬ 受到了编委会多次奖
励以及时任主编吴征镒院士的好评ꎮ « 中国植物志» 全书共 ８０ 卷ꎬ 计 １２６ 分册ꎬ 记载了我国 ３０ ０００ 多种植物 ９０００ 余幅图
版ꎬ 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科、 属、 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巨著ꎮ 它的编研工作历经了 ４５ 年的漫长岁月ꎬ 于 ２００４ 年

全部完成出版ꎬ 实现了我国几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夙愿ꎬ 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ꎮ « 中国

植物志» 的出版凝聚了我国几代植物分类学家的心血ꎬ 记载了参编人员的辛勤耕耘ꎮ « 中国植物志» 的编研荣获 ２００９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ꎮ

１９８８ 年ꎬ 中美合作编写英文版« 中国植物志» ( 共 ２５ 卷) ꎬ 他又参加了其中第 ７ 卷和第 １０ 卷的编研ꎬ 分别于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完成编研并向全世界出版发行ꎮ 这是« 中国植物志» 走向国际的一个里程碑ꎮ 先生为人低调从不炫耀ꎬ 上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ꎬ 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的« 植物研究» 编辑工作ꎬ 特别是分类学文章以及拉丁文的审核ꎮ 当时« 中国植物志» 编写进入
高潮ꎬ 很多新类群得以发表ꎬ 东北林业大学的« 植物研究» 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分类学刊物ꎮ 先生夜以继日ꎬ 几乎每一篇
文章都留下了他的修改痕迹ꎮ 用心的读者ꎬ 可以从刊物相关内容的前后变化之中ꎬ 真正体会到先生的功底与付出ꎮ

四、 退休后保持归零心态ꎬ 继续发挥余热
黄普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分类学者ꎬ 而且是业界公认有着深厚造诣的拉丁文、 法规、 分类学原理和文献专
家ꎮ １９９６ 年退休之后ꎬ 他被学校连续返聘 ３ 年ꎬ 为研究生讲课( 直到最后家人阻止才勉强停下来) 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通过

我国驻德参赞推荐ꎬ 他参加了由德国慕尼黑大学森林植物系教授 Ｐｅｔｅｒ Ｓｃｈｕｔｔ 等人组织、 全世界 １００ 多位学者参加编写、
由德国 Ｅｃｏｍｅｄ 出版的 Ｅｎｚｙｋｉｏｐǎｄｉｅ ｄｅｒ Ｈｏｌｚｇｗǎｃｈｓｅ( 树木百科全书) 编写工作ꎮ 他负责我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树种ꎬ １０
年间顺利完成ꎮ 此外ꎬ 先生晚年还笔耕不辍ꎬ ２００５ 年出版« 汉英拉植物分类群常见词汇» ꎬ ２０１１ 年出版« 植物名称研究专

集» ꎬ ２０１４ 年出版« 植物名称研究续集» ꎬ ２０１５ 年出版« 汉拉植物与真菌分类群描述常见例句» ꎬ ２０１７ 年撰写了编写« 中国

植物志» 的体会ꎬ ２０１９ 年撰文呼吁重视植物分类学( 详细参见附录) ꎮ 这些作品都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ꎬ 更是留给我们后代
的宝贵财富ꎮ 黄先生不仅在国内知名ꎬ 也是世界公认的专家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日本东北大学著名豆科植物权威大桥广好先生以黄

普华的名字在日本« 植物研究杂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ｏｔａｎｙ) 上发表豆科新属( 瓦子草属 Ｐｕｈｕａｅａ) ꎮ 黄先生得到国际
同行认可ꎬ 可谓实至名归!

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ꎬ 我有幸成为被录取考生之一ꎬ 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进入东北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 七七级) 学
习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起ꎬ 黄普华教授讲授的« 树木学» 课程影响了我的一生ꎻ １９８２ 年我考入院长杨衔晋的树木学研究生ꎬ 并成
为导师黄普华教授亲自带领的第一个研究生ꎮ ４０ 年间ꎬ 导师的教诲与帮助历历在目ꎬ 可谓终生难忘ꎮ 他不仅有高校教师的
阅历ꎬ 更重要的是有丰富的科研经历ꎬ 使我们这些研究生能够很快地进入专业状态ꎻ 这对我后来的教学与科研生涯影响甚
远ꎮ 离开母校之后ꎬ 我只回去过两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参加导师八十大寿庆典ꎻ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２５ 日主持东北植物资源与
多样性学术研讨会ꎬ 并纪念导师从教 ６０ 周年暨 ８５ 周岁ꎮ 恩师在国内的诸位弟子及聆听过先生课程的学者从四面八方赶回
母校并做报告ꎮ 其中ꎬ 特邀嘉宾有浙江大学傅承新教授、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
研究所姬兰柱研究员、 沈阳农业大学冯云龙教授和北京林业大学张志翔教授ꎮ 全国 ６０ 多人参会ꎬ 为东北地区近年来重要
的一次植物学学术活动ꎮ
教书育人一生桃李满天下ꎬ 科学研究一世英名留青史! 恩师千古!
马金双( 北京市植物园管理处)
邮箱: ｊｉｎｓｈｕａｎｇｍａ＠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感谢黄先生小女儿黄惠娜提供相关文献与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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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黄普华教授出版物(１９５８－２０１９)
杜伦聪ꎬ 黄普华ꎬ 徐承钟ꎬ １９５８. 松林与水分( 译著) [ Ｍ]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黄普华ꎬ １９６２. 实验分类学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 Ｍ] . 哈尔滨植物学会 １９６２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会编ꎬ ８.
黄普华ꎬ １９６２. 镜泊湖地区植被调查报告[ Ｍ] . 哈尔滨植物学会 １９６２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会编ꎬ ３４.
黄普华ꎬ １９６２. 长白山藤本植物的分布及其生长习性[ Ｍ] . 哈尔滨植物学会 １９６２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会编ꎬ ３６.
黄普华ꎬ 董世林ꎬ 吴德成ꎬ １９６３. 小兴安岭木本植物冬态图志[ Ｍ] . 中国植物学会 ３０ 周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ꎬ 北京: 中
国植物学会: １１５５－１５６.
黄普华ꎬ １９６３. 树木幼苗图说( 一) [ Ｍ] . 哈尔滨植物学会 １９６３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会编ꎬ ６.

黄普华ꎬ 佟希达ꎬ １９６３. 中国东北藤本植物的植物地理[ Ｍ] . 哈尔滨植物学会 １９６３ 年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会编ꎬ ５０－５１.
黄普华ꎬ １９６５. 卡查赫斯坦和顿河地区沙质土上欧洲赤松的根系( 译文) [ Ｊ] . 林业文摘ꎬ 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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