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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龙血树被活活“骂死”？
原是广告公司组织的营销
最近，朋友圈中出现了一条很热门的推送，标题大多是“那盆
被欺负 30 天的植物，被骂死了……”说的是两盆同样的植物，同
样的环境条件，一盆对它赞美，另一盆对它辱骂，30 天后，受到赞
美的植物枝繁叶茂，而那个被骂的植物枯萎了。
这些文章刷屏之后，又是一波火热的鸡汤文横空出世。 那么
问题来了：植物真的能听懂人骂它吗？ 如果用普通话和广东话骂，
植物都能听懂吗？ 被骂了之后真的会枯死吗？ 让我们一起来走近
真相！

“科学实验” 香龙血树被活活“
骂死”
古代就有成语“指桑骂槐”，不过
人骂树的确切动机和树是否真的被
骂死，恐怕都很难考证了。
直到 2018 年 4 月， 国外有人通
过视频记录的方式， 告诉了世人，植
物是可以被人活活骂死的。 这个视频
记录了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当你用
赞美词对待一株植物时会发生什么？
而另一个植物， 如果谩骂它又会怎
样？
然后， 他们开始欺负一株植物。
这一次，被欺负的是香龙血树。
香龙血树来自龙舌兰科龙血树
属，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室内观赏植
物。 很早以前，它从热带非洲的家园
被人引种到了欧洲栽培在植物园的
温室内。 后来，香龙血树因为四季常

绿、耐旱耐阴的优点，经过园艺品种
驯化，香龙血树成功地占领了室内观
赏植物的一席之地，凭借着自己的身
强体健适应性强的风格，很快成为了
重要的室内装饰植物之一。
视频中，试验者从其中一家商店
里买了两株香龙血树，并把它们安置
在一所学校里。 他们让一些孩子帮忙
录制录音带，一半是赞美，一半是刻
薄。 然后，这些录音带在 30 天内为植
物播放。 这两种植物都得到同样的照
顾，同样的水、光和肥料。
不过，但当一株龙血树受到称赞
时，另一株则受到辱骂。 经过 30 天，
在视频的“见证”下，受到表扬的龙血
树仍然枝繁叶茂，而那棵被谩骂欺凌
的香龙血树却被活活
“骂死”了。

跟着出炉 一锅锅浓浓的心灵鸡汤
很快，这则来自境外的报道和视
频，经过国内媒体的渲染发酵，迅速
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众多媒体纷纷
报道了这事。
“如果你爱一株植物，不要忘了
告诉它。 虽然，它不会记得你的名字
和模样， 却能够感受到你的触摸，你
对它说话时空气的流动，也许你就会
成为它生命里唯一一个对它表达爱
意的人。 ”
紧接着，众多极富情感的专栏作
家，纷纷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沉的爱写

出了更多让人泪目的作品，从善待植
物善待儿童到善待人类自己。 甚至，
经过思维的发散，这个试验似乎还从
某个层面上“证明”了植物和我们人
类一样，开启了灵智，具有了某种“意
识”。
在视频“见证”下发生的奇迹，如
同一锅又一锅浓浓的心灵鸡汤出炉
了，也许还会有更多让你涕泗横流的
作品继续问世。
只是，这结论真的是科学吗？

真相残酷 原是广告公司组织的营销
当我们顺着众多报道的脉络追
溯始源，不难了解事情的始末。 2018
年，一家名叫宜家的瑞典公司阿联酋
分部与广告代理商合作，制作了一个
营销宣传视频，以支持该公司的“拒
绝欺凌”的活动。 这个为了营销宣传
而拍的广告故事片，表达了让孩子们
远离欺凌的主题，似乎不失为一个好

的广告。
尽管在没有任何的科学机构的
介入和见证下，广告公司仍然宣称他
们“公正”地进行了这次试验，并且通
过一次试验便得到了他们所想要表
达的结果。 无论如何，这一系列由广
告公司组织的套路，真的起到了比原
先预想还要火热的效果。

故事 经常挨骂植物长得丑
其实，在此之前，关于声音 频道在 2004 年 11 月第 23 期
或语言对植物的影响的故事还 《爆炸屋》节目里，曾做过一个
有许多版本， 有的还出现在各 关于环境声音和植物生长关系
类“科普”作品之中，比如很早 的实验。 在名为
“谈话有助于植
以前便有过在西红柿田地中播 物生长”的试验中，同一种植物
放悠扬动听的音乐， 于是获得 被放置在 7 个温室中， 每个温
了更高产量的报道， 以及诸如 室的光、温等环境因素相同，但
经常挨骂植物也会长得丑的神 分别播 放 不 同 风 格 的 环 境 声
奇故事。
音。
早在 14 年前，著名的探索

科普 植物的
“感观和意识”
植物感知或生物交流是一
种超自然的想法， 即植物是有
知觉的， 相当于第六感或第二
视觉，它们会经历痛苦和恐惧。
不过，由于植物缺乏神经系统，
这个想 法 并 不 被 主 流 科 学 接
受。 关于植物感知的超自然论
断被科学界的许多人认为是伪
科学。 许多年来，关于植物是否
具有意识， 总会是网络上最为
热议的话题。
显然， 让植物变成这样只
是大家的幻想。
早在 1848 年，德国实验心
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首次
提出了植物能够感受情感这一
概念，认为植物能够感受情感，

通过谈话、注意、态度和情感，
可以促进健康的生长。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中央
情报局的审讯专家克利夫·贝
克斯特进行过一项研究， 通过
使用测谎仪测量浇水时的电阻
值使他 相 信 植 物 具 有 第 六 意
识，可以和其他生物交流。 贝克
斯特的说法经过报道后， 引发
了不小的轰动。
不幸的是， 后来当植物生
理学科的科学家试图使用相同
或改进 的 设 备 重 复 这 些 实 验
时，结果一致为否定的。 进一步
的调查表明， 贝克斯特最初的
观测结果可能是由测量程序有
缺陷所导致。

实验 无论你咋说，植物听不懂
其中两组播放赞美的话
语，两组播放责备批评，还有两
组分别播放古典音乐和强烈的
重金属风格音乐， 还有一个对
照组什么声音也没有。 然而，试
验结果表明， 不管环境声音是
友好还是愤怒， 植物的生长似
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最值

得一提的是， 在 7 个温室长达
60 天的试验中，记录强烈死亡
重金属音乐温室里的植物，反
到是生长得最好的。
也就是说， 无论是否对植
物说话， 无论用哪种语言哪种
方言骂植物，植物都听不懂。

小议 温情的不一定是科学的
有的时候， 面对冷冰冰的
数据和结论， 许多人总是更乐
于接受更加温情的结果， 或者
宁愿要一个更加浪漫的答案。
在给予 别 人 关 爱 和 温 情 的 时
候， 我们总是期待着对方人性
化的回应。 因为这让我们显得
更善良或者让我们更快乐。
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披

着科学外衣的视频并不一定是
真正的科学， 真正的科学都是
经过了很多人反复论证的。 如
果有兴趣， 可以拿自己家养的
植物试一下， 对它播放刻薄的
录音看看它一个月后会不会枯
萎， 当然在此期间一定记得给
它浇水， 避免它因为缺水而枯
萎！
科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