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底谁是这个奇葩柑橘家族
的祖先

植物学家史军是个地道的吃货 ，
还专门写了一本 《植物学家的锅略大
于银河系》， 他对于柑橘家族的故事，
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了然于胸。

史军告诉我， 柑橘是一个说大不
大， 说小也不小的家族。 1753年， 林
奈创建了柑橘属， 到20世纪初， 美国
著名柑橘分类学家施文格将柑橘类分
成了六属29种， 日本学者田中长三郎
曾经把柑橘类分为四属159种。 而在我
国最新的植物志———《中国植物志 》
中， 所有生于我国的柑橘类植物则都
被归于柑橘属下的七个原生种和五个
杂交种中。

这种分类上的混乱， 其实是源于
柑橘家族本身的混乱 ， 拿史军的话
说： “任意两种拉在一起都可能产生
爱情结晶， 并且这些后代还能跟其他
柑橘属植物再度结合， 产生更多的变
异， 简直就是一部乱伦史。”

那么， 到底谁是这个奇葩柑橘家
族的祖先呢？ 目前植物学家们达成的
共识是： 香橼 （Citrus medica）、 柚子
（C. maxima） 和宽皮橘 （C. reticulata）
是真正的柑橘家族三元老。 这三位无
论是长相、 香气、 味道， 还是果皮的
厚度都各有特点各领风骚。 香橼被认
为是这三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 。 不
过， 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 这家伙
多少有点陌生。 因为它们的皮的厚度
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 可食用部分
太少了 。 古人对香橼还是比较熟悉
的， 这个一会儿再说。 柚子从来就是
食品 ， 饱满的水分 ， 长久的储藏期 ，
让它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水果罐头。 吃
它也像吃罐头一样费劲， 我朋友每次
剥柚子都叫 “杀柚子 ”， 可见给柚子
剥皮可不是个小工程。 此外， 柚子还
有一种特殊的苦味， 这主要是由一种
叫作柠檬苦素的物质引起的 。 实际
上， 如果你细品柑橘类的水果， 就会
发现它们多少都有这样的苦味， 只是
轻重不同而已， 有些人只喜欢几乎纯
甜的品种， 有些人则偏爱苦味。 而宽
皮橘呢 ， 果如其名 ， 果皮相当宽松 ，
特别好剥， 实为懒人最爱。 像南丰蜜
橘这样传统正宗的宽皮橘， 主导了几
代中国人的味觉。

酸橙和甜橙根本不是一家子

虽然柑橘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都
可以产生 “爱情结晶 ”， 但它们还是
有规律可循的， 史军给柑橘家族总结
出了一个 “杂交军规 ”。 他说四川农
科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柑橘杂交的后
代会符合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 个头
会偏向于体型较小的亲本； 第二， 果
实的形状会取中间值， 跟双亲都有点

像； 第三， 糖含量会取中间值； 第四，
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酸度会跟随
更酸的一方。

至于说橙子就没有那么明确了 ，
橙子分为酸橙和甜橙， 在之前的分类
系统中， 曾经有学者把甜橙塞进了酸
橙家， 合并成了一个物种。 但是， 这
种做法是不对的， 在最新的这项研究
中， 发现这种合并就是人为的扭曲行
为 ， 酸橙和甜橙根本就不是一家子 ，
它们有完全不同的身世。 酸橙是柚子
和宽皮橘的直接后代 ， 柚子是妈妈 ，
宽皮橘是爸爸。 对甜橙来说， 柚子依
然是妈， 但是它们的父亲就很混乱了，
可以肯定是柚子妈和橘子爸的私生子，
在研究中被定义为早期杂柑。 在之前
的文章中， 史军曾经叙述说， 橙子和
香橼结合产生了柠檬。 准确来说， 市
场上常见的甜橙压根儿就没有跟香橼
发生过关系， 真正与香橼结合的其实
是酸橙。 并且酸橙和香橼搞出了一大
堆后代 ， 包括黎檬 （Citrus×limonia）
和粗柠檬 （Citrus jambhiri）， 只是这两
个类似柠檬的物种不大出镜而已。 看
着酸橙的丰富生活， 甜橙当然也不甘
寂寞， 它找到了柚子老祖母， 只为当
一个爸爸， 它们的爱情结晶就是葡萄
柚， 因为葡萄柚有更多来自柚子的遗
传基因， 所以葡萄柚的个头也比橙子
老爸要大很多。 正所谓， “爸矮矮一
个， 妈矮矮一家”， 这句中国的谚语不
无道理。 好了， 最后再来理理橘子这
一堆物种的关系 ， 在一大堆橘子中 ，
有真正的橘子， 也有假冒的橘子———
杂柑。 真正的橘子就是纯纯的从宽皮
橘而来， 比如说， 中国的南丰蜜橘就
是纯纯的宽皮橘， 并且在中国栽培甚
广。 至于椪柑 （Ponkan）， 其实是宽皮
橘和柚子结合的后代， 也就是所谓的
早期杂柑， 而在欧美市场一度占据统
治地位的克莱门氏小柑橘 （Citrus×
clementina）， 其实是宽皮橘和甜橙的
杂交品种而已。 另外， 在中国开始流
行的青见橘橙其实也是甜橙的后代 。
宽皮橘和甜橙之间有太多不可描述的

事情。
不过园艺工作者显然不满足于靠

自然的力量吃饭， 他们热衷于给这个
乱伦剧加戏。 人们通过让柑橘继续杂
交， 或者直接利用细胞融合技术培育
出全新的品种。 这些技术解决了很多
问题。 比如， 不用吐核的橙子， 不带
苦味的橙汁， 像柚子一样又大又饱满
却不难剥皮的柑橘……人们甚至能把
金橘和橘子的特点结合起来， 搞出连
皮带瓤一起吃的高档果品。 吃货们在
感谢园艺工作者智慧的同时， 也别忘
了感谢柑橘本身 “自由奔放” 的基因
成就了这一切。

被误识的 “橘生淮南则为
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我问史军，你把柑橘说得这么“没
节操”，那南橘北枳是不是也是个“没节
操”的例证？ 史军笑着说非也非也。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
为枳。 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 所以
然者何？ 水土异也。” 这句晏子灵机一
动想出来揶揄楚王的话， 本意是指生
活环境会对生物产生巨大的影响， 大
到可以改变品性。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 聪明如晏子， 还是缺了点植物学
知识。 事实上， 枳 （Citrus trifoliata 或
者 Poncirus trifoliata） 和 宽 皮 橘 （C.
reticulata）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种 。 在
果树的相貌上， 枳和橘就有明显的区
别： 枳树相对更矮小一些， 一到冬天
就变成了光杆 ； 橘树相对更加高大 ，
且冬天仍然身披绿叶。 如果走近一些
观察它们， 就会发现更大的差别： 枳
的枝条上密布粗壮的刺， 而橘没有这
种防御结构； 并且枳的复叶上一般都
生有三片小叶， 这与柑橘的单身复叶
（看起来像一片分了两截儿叶子的复
叶） 有明显的不同。 枳的新鲜果子不
堪食用， 果肉少且酸、 苦， 一定要吃
的话除非加入大量糖熬制成柑橘酱 ，
不过是为了取果皮的香味。 但是枳树
的生命力顽强， 耐病抗寒， 个头还不
高， 所以是优良的柑橘砧木。 让柑橘

的枝干长在枳的树根上， 最终就能得
到好吃又抗病的 “组合” 橘子树了。

奇葩家族的奇葩成员

奇葩家族自然还会有一些奇葩成
员。 比如， 金柑 （C. japonica）， 也就
是老百姓常说的金橘。 根据分子生物
学的证据， 金柑与柚 （C. maxima） 的
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从视觉上将微
型柑橘与巨型柑橘扯在一起会稍微有
些出人意料。 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皮
比瓤好吃得多， 因为它们的瓤酸且干
涩， 反倒是皮中的汁水饱满， 而且是
甜的， 皮上的挥发性物质更使其香气
四溢。 与食用相比， 金柑更多被用作
室内盆栽观赏用。

另外还有佛手 （C. medica “Fin鄄
gered.”）， 形状似如来佛的手势， 有的
像攥得不是很紧的拳头， 有的像随意
张开的手指。 别看它长成手的样子那
么奇葩， 它其实是香橼的一个栽培变
种 ， 香气比香橼更重 ， 且久置更香 ，
因而中国古人常把它和香橼作为 “闻
果” 用于熏屋子。 这种潮流在明代中
后期尤盛， 北方有钱人家往往弄一大
缸、 一大盘的香橼佛手之类的闻果放
置屋中， 满屋果香。 如今， 摆闻果的
生活习惯早已淹没于历史尘埃， 只有
个别文人还愿意效古人雅趣于家中摆
上一二。

不同种类、 不同外形的柑橘吃起
来味道差别也很大， 不过史军说， 它
们之间营养的差异却要小得多。 在一
项针对砂糖橘、 脐橙和芦柑营养构成
的试验中发现， 除了砂糖橘的糖含量
明显高于其他两种之外 （这很好理解，
甜的一定糖多啊）， 其余的维生素、 矿
物质的含量相差不大， 如果不是把这
些水果当主食吃， 恐怕很难体会出其
中的差别。 倘若有商家宣称某种柑橘
营养特别丰富因而卖高价的话， 那他
一定是在忽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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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说说柑柑橘橘：：
这这个个家家族族还还真真不不简简单单
□主讲人：凌云

又到了吃柑橘的季节， 从秋
天到冬天， 水果摊都是柑橘家族
的天下， 从土生土长的柚子、 橘
子、 橙子、 柑子， 到舶来的柠檬、
葡萄柚， 都是地地道道的亲戚关
系。 这些柑橘亲戚们用各异的形
态和味道， 无私地给了人类诸多
口味选择。 然而当那些酸甜的汁
水在你的口腔中迸溅开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厘清它们的家谱
是一件无用但美好的小事呢？

橘子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