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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人们所做的是很

微小的事，但却能带来

改变。而我所做的微小

工作就是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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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植树可以直接恢复受威胁树种的种群数量。但

是，在天然栖息地栽植树木需要在短期内做好周详的

计划，并在中长期做好养护和监测。本简报旨在提供

植树前、植树时和植树后的相关步骤，以增加受威胁

树种的野生种群数量。

本简报适用于缺乏植树经验但需要承担受威胁树种保护

和种群恢复工作的人。因此，本简报假设使用者及其团

队已经拥有从事物种保护项目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但仍

然期待获得设计、执行和监测树木种群恢复项目的的相

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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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之前

第一步：提前了解目标物种

什么是物种的天然
分布区？

 

 

 

 

 

 

物种如何在苗圃内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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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有助于增加濒危树种的野生种群的大小和生存能力（这一过程称为增强回归）。

然而，评估增强回归是否恰当是种植第一棵树之前所必须考虑因素。这涉及到研究清楚目标物种（见第一

步），以及在该物种的天然分布区找到合适的种植点（见第二步）。最后，制定明确的项目目标也很重要（第

三步）。

虽然本简报提供的指南是针对个别物种的增强回归所编写的，但所描述的方法同样和物种回归有关，并且可以和

更广范围的种群恢复相结合（此类问题的相关指导见第12页的参考文献）。

对目标物种的野外生存状况、生物学特性、繁殖生态学特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信息将会告

诉你（a）是否需要在野外增植树木；（b）实施上述行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你可以从以下渠道获取目标物种的相关信息：已发表的文献、国家、地区和全球的红色物种名录（见

www.iucnredlist.org）、野外工作指南和调查报告、访问植物园或标本馆（收藏植物标本的地方）或者咨询那

些了解或使用过这些物种的植物学家、林业工作者、当地居民和保护组织。尝试使用这些信息回答以下问题：

必须在物种的天然分布区内增植目标物

种。研究清楚该物种的已知分布区及相关的降水格

局、地质情况/土壤类型、地形特征、海拔及林火

动态以确定适宜的种植点（见第二步）。其他有用

的信息：（a）种子来源的母树的位置；（b）首选

的微生境；（c）适应于某一特定地区环境条件的

独特的种群。

该物种如何在野外繁殖
和生长？

弄清目标物种的生存和繁殖方式对种子

采集至关重要（见GTC简报5），同时这也有助于

预测幼苗在野外的生存和生长情况。有用的信息

包括：（a）物候（树木的开花、结果和落叶的时

间）；（b）相互依赖的物种（包括：传粉者、种

子传播者和“保育树”）；（c）该树种是否为先

锋物种（如：幼苗可能需要较多阳光才能存活和

生长）或顶级物种（如：幼苗可能需要较荫蔽的

环境才能存活和生长）；（d）幼苗是否在特定的

微生境中生长得更好。什么是物种的野外保护
状态？

首选，有必要了解清楚某个物种的濒危

原因，以及这些威胁是否仍在持续。这将告知我们

是要优先开展物种增援还是要将其与其他减轻威胁

的活动连同开展。有用的信息包括：（a）现有树

木种群的大小；（b）该物种所面临的威胁的类型

和严重程度；（c）威胁是否影响到成熟个体和自

然更新；（d）可能的管理措施和（e）当地人是否

利用和评估过该物种及其栖息地，如果有，他们是

如何实施的。

寻找所有关于繁殖和幼苗养护的建议。

你能否能学习到他人的经验以节约时间和金钱？

植物园或苗圃可能有未经发表的信息，因此应该

咨询他们物种繁殖和生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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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一个或多个合适的种植点

(a) 生态适宜性  
  

  

  

  

  

(b) 当地参与

 
  

  

    

    

(c)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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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目标树种的调查工作后，可以基于以下几点确定潜在种植地点：（a）生态适宜性；（b）当地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和参与及（c）到达和再次返回种植点以进行长期养护和监测的的可行性。

所有潜在种植点都应该位于目标物种的天然分布区内。这些区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大规模的威胁干

扰，如变成农业用地、火灾、伐木工作。理想状态下，种植点的范围应该足够大以承载足够多的有活力

的种群，如果不，那么该区域就要尽量靠近其它林斑以确保花粉和种子能够在不同的种群间传播。

潜在种植点的生境退化程度也需要被评估。轻度退化的种植点（如：森林覆盖率高、再生资源丰富、土壤肥沃

的地区）通常最适合于物种增援。在这一区域内开展的移栽活动需要和其他活动（放牧或林火管理）相结合以

促进目标物种的自然更新。

中度退化的种植点通常被杂草占据，稀见乔灌木和裸地。可以将目标物种与适合的物种进行混植以提高增援的

成功率。该过程可以通过种植“框架物种”进一步强化：即种植那些速生、快速挂果的物种，这些物种可以促

进林冠的快速郁闭和种子再次扩散回该地点。

高度退化的种植点失去了所有的植被和土壤（如：矿区复垦地），仅适合于种植高度濒危的物种，但前提是一

个更大的恢复项目在同时开展。

评估种植点的入侵物种和放牧强度是否会阻碍目标物种的恢复以及导致种群数量下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

情况下，可能需要在种植前和种植过程中移除入侵物种，同时改进栖息地的管理方式。

从根本上说，植树工作的长期成功通常有赖于种植点最近区域的当地居民的支持和参与。他们的参与对

于确保以下几点很有必要：

植树活动不会对他们的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如：定植的树木可能会对重要草药的生长有负面影响，遮

挡了草药接受到的阳光）。

与种植点和相关树种紧密联系的文化价值观需要被理解和尊重。这将告诉你在何时（涉及重要的文化

活动）、何地（涉及当地圣林）种植幼苗。了解当地的价值观念还能有助于提升当地居民对目标物种

的保护意识。

当地人能有机获得增援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雇用他们采集种子，为项目苗圃工作或为种植点整

地和植树。如果当地人有在自己的土地种植有直接经济价值的其他重要树种，那么可以利用项目苗圃

为他们育苗。

请确保拥有足够的资源（人员、时间和预算）用于运输树苗至选定的种植点，以及再次返回种植点开展

的监测和管护（见第9-10页）。由于在多个地点或远离苗圃的地点植树需要更多的费用，因此需要权衡

每个种植点的开销和收益。如果是第一次开展树种定植工作，可以先试着在易于监测的地方种植少量幼

苗。这可以避免浪费有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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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选择种植点

请记住以下选择种植点时需要符合的几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理想情况下，每一个种植点还要达到以下标准：
  

  

  

  

第三步： 明确目标

   在5年以内，项目地中有50棵X物种的成熟个体被保护，所种植的400株幼苗（来

源于至少20株母树上采集的种子）在野外的成活率在80%以上。

获取并种植植物材料

如果旨在增强野生种群，那么从以下方面获取植物材料来源是必不可少的：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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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是目标物种的天然分布区

该区域可避免大规模的威胁

该区域的种植行动能得到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参与

该区域的种植行动对当地人的生计无负面影响

该区域的种植及监测活动不超过可利用的预算

该区域目前的退化程度较低（如果不，可能需要栽植一些其他物种以促进该地点的恢复）

该区域需要足够大以容纳一个有活力的种群（如果不，选择足够接近其他种群的地点以实现未来的基因流）

该区域正在实施不间断的生境管理行动以缓和火灾、放牧和入侵物种带来的威胁（如果不，那么就需要与当

地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发和执行管理计划）

该区域易于到达以便开展监测和管护（如果不，那么让当地村民参与并给予训练就尤其重要，他们更容易到

达种植点以在未来实施监测活动）

在项目开始时明确具体的和可测量的目标十分重要。

因为本章简报涉及到濒危物种的增强回归，所以我们假想出了一个合适的目标，该目标涉及到某个特定的濒危物

种在野外的现存个体和移栽的幼苗数量，举例如下：

已知的当地种源地（如：使用来源于在同一地点或同一生境类型找到的的母树的种子）。这将增加定植的幼苗成

活和适应当地环境的的几率。

尽可能地从不同的母树上采集种子。这将有助于最大化所恢复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种子库或植物园也许能提供已知种源的种子或幼苗。然而，对于濒危物种而言，可能需要自行采集并种植它们。

因此需要开展下列一项或多项工作：

调查某一区域内的濒危树种，明确不同地点的可育母树的位置（更多指导请参考GTC简报1）。

建立拥有基本设备和资源的苗圃（见GTC简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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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生产日历模板

物种

(包含俗名)

 
第一年所需幼苗

大致数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12月
种植季节

 

物种  A 150

物种 B 500

物种 C 200

图例：   种子采集、活力检测和预处理期   幼苗生长期

     储存期   炼苗期

     播种/萌发日期   种植期

重
要
  

贴
士

 

重
要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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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伤害现存种群的方法从被标记的母树上采集种子（见GTC简报5）。

在项目苗圃里萌发和养护幼苗（见GTC简报7）。

在移栽幼苗之前需要在苗圃里炼苗。这能够增强幼苗在运输、移栽和野外严酷条件下的抗逆性。这一过程可以持

续数个星期，通常的做法是逐渐减少处于开放环境下植物的水肥供应，同时增加光照时间。当幼苗符合以下条件

时即可移栽：（i）幼苗变得更健壮且木质化程度较高，同时根系发育良好；（ii）株高达到30cm（速生物种），

在40-60cm之间（慢生物种）或超过60cm（易被啃食的物种）。

如果不能获得目标物种的种子，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替代方法：

1）采集野外的幼苗（野生植株）。在距离亲本5m内寻找幼苗，这些幼苗通常存活率较低，因此采集

一小部分栽植于项目苗圃中对其自然更替的影响很小。然而，野生植株的根系通常高度敏感，在运

输至苗圃的途中死亡率很高。在挖根和操作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在运输过程中要确保根系始终被

覆盖以防止其干枯。

2）用营养繁殖方法从存活的个体中取出一部分进行克隆（如：叶、芽、茎或根）。对于只剩下少量

个体而无法自然更新的物种，这种方法可能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将被克隆的个体移栽到野生种群

中会存在遗传问题，必须采取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如：采用多株母树进行营养

繁殖）。使用这种方法时需注意不对母树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可以通过制作苗圃生产日历来跟踪目标物种关键时间表。这可以确保幼苗在预计定植日期时（如：在季节性雨林中

要在雨季开始时移栽幼苗）合适的大小。为了完善生产日程表，还持续需要记录果实成熟时间、种子萌发时间和幼

苗生长速率。

持续记录母树和项目苗圃内每株幼苗的生长情况。这有助于提示在何处种植幼苗（如：母树所在的

种群），同时也有助于追踪不同母树后代的定植苗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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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种植

1)   制定种植计划  

  

  

   
 

2)   组建种植队

  

  

3)   获取整地和植树的工具

  请为你的团队获取、租借多份工具。

  交通工具 - 用于把项目队伍和树苗运输至种植点

  遮阳网 - 用于运输过程中覆盖树苗

  篮子和独轮车 - 用于在项目地的各个区域内运送苗木

  手套、帽子和靴子 - 用于保护工作人员

  食物、水和急救箱等物资 - 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竹桩 - 用于标记苗木在种植点的具体位置

  刀 - 可能需要用于切开树苗的种植袋

2

3

1

图 A: 轻度退化森林的某一物种（用    表示）增强回归种植
布局示例。 

 

图B:  中度退化森林的四中物种（               ）增强回归
种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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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工作需要细心的计划。要确保团队成员已待命，并且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其次整理好种植点，并保证所有幼
苗已做好出圃准备。

制定种植计划能显示每株个体应该种植在何处。从第1步开始，为

目标物种选择合适的种植点。例如，该物种是否生长在特定的微

生境、某一海拔和空旷或郁闭的林窗？如果不能确保最佳的环境条

件，那么可以在和最佳条件稍有差异的地方种植，同时监测生长量

和存活率最高的植株生长区域（详见第10-11页）。

在增强回归濒危树种时，要避免种植密度过大或单排种植（如人造

林），应当在种植点的合适区域随机栽植新个体，并注意尽可能的

模拟该物种的天然分布区和密度（见图A）。

如果打算种植一系列物种（旨在恢复一片退化的生境），那么可以

将幼苗的株间距设置为1.8m。可以将不同物种的幼苗随机种植在种

植点。（见图B）。

植树造林是一件令人筋疲力尽的任务——请确保种植队伍足够大以分担这些工作。每名团队成员每小时大致

能种植10棵树。因此，如果需要在5小时内种植500棵树苗，那就需要10名队员（每名成员需要在5小时内种植

50棵树）。对于大型队伍，可以委派几名队长协助组织植树活动。要将种植方法提前简述给队长。这些对濒

危树种都很重要，从而避免任何植株的死亡而导致较差的种植效果。

植树造林能够提高人们对目标物种的保护意识和重视程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鼓励学龄儿童、在校学生、

志愿者或当地媒体加入植树队中并了解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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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锹、铲子和锄头 - 用于挖坑和除草

   水桶、洒水壶及可利用的供水设施 - 用于树苗在运输前和移栽后的灌溉

  
标签和胶带 - 用于在野外标记树苗

  
地膜和有机肥 - 可能需要置于被移栽的树苗周围

  
笔记本、数据表格、钢笔和铅笔 - 用于记录

4)  清理种植点

  

  

  

  

  

3)   选择种植的幼苗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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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前实施一系列行动来清理和整理种植点，以促进被移栽的树苗在野外的存活和生长。在移栽工作开始前，

可能需要花费数天或数周来做准备工作，具体时间取决于种植点的状态。

首先，记得提前通知当地社区或管理部门（项目地的所有权方、管理方，以及使用或再次生活的人），取得他们

的允许后再开展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清除种植点的入侵物种可以保证目标物种可存活，但如果这个物

种关乎当地人的生计，就可能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标记目标物种的已有自然更新个体（如：幼苗、树苗和苗芽）以开始整地工作。这可以放置其在移栽或除

草活动时被践踏和摧毁。

如果能够确定这些活动不会对当地人产生不利影响，那么就清除种植点的入侵物种，尤其是那些可能直接和幼

苗竞争光照、水分和营养的物种。

按第6页的指南做好种植计划，把竹竿插在地上以标出预计种植的幼苗的地点。

在竹竿标记好的区域清除所有的杂草和草本植被（在未受损的森林内部开展的物种增强回归种植活动时，不必

过多考虑）。剪除周围的杂草，注意不要伤害自然更新的物种个体。锄地可以连根去除杂草，同时使被移栽的

幼苗更容易地生长出强健的根系。

最后，在每根竹竿所在的位置挖一个坑是很有用的。这可以减少幼苗的纤弱根系在移栽时暴露于阳光和空气中

的时间。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被移栽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应选择来自不同母树的幼苗。为了使幼苗适应当地的环境，请

确保其母树的种源与种植点相同。

仅移栽那些无病害的幼苗以降低将疾病传播给野生种群的风险。

准备好具有唯一标识的标签并将其贴在每株幼苗上（可以使用木棍，因为如果幼苗太幼小，挂标签可能会损伤

幼苗）。将与幼苗来源相关的所有信息记录好，并编号存档于数据表中。可以使用这些编号信息追踪每个个体

在野外的存活率和和生长量（见第10页）。

对于濒危物种而言，建议保留一小部分备用个体以应对第一批移栽到野外的幼苗死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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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幼苗

在这一重要的日期前要再三确认：

 种植队已做好准备并被简要告知种植计划

 拥有必要的装备和供给

 种植点已尽可能的清理完毕

 幼苗已被标记并准备移栽

抵达种植点

移栽前的智力南洋杉 (Araucaria araucana) 幼苗。拍摄：Cristian Echever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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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情况允许，避免在极端天气移栽幼苗。记住幼苗暴露在炎热条件、太阳下和风中会非常敏感。种植队可能

有可能无法控制这些条件，但总体来说，温和、湿润和无风的天气最适宜植树。

在装载（保持幼苗直立）和运输幼苗到项目地之前要把所有幼苗浇透水。幼苗易受到挤压的伤害，因此要

避免捆扎过紧或彼此堆叠。最后，如果使用敞篷卡车，要在幼苗上放置一层遮阳网以减轻风和太阳对其的

影响。

抵达种植点后，召集种植队的成员并告知他们当天的种植计划（包括在何处、如何种植幼苗和安全保护措施）。

确保每个队员都明确自己的特定职责。这些不同的任务分工包括：向种植点运送幼苗、从附近溪流中取水和种植

树苗。

如果已提前清理好种植点，并将竹竿放置在应有的位置上，那么就要告知种植队在何处栽植树苗。从卡车卸下树

苗，装入篮子或小拖车运送至栽植点。注意不要损伤其它已种植的幼苗或自然更新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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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技巧

种植之后

提供后续的管护

在浅且宽的种植坑中直立放置的一株
幼苗示例

根茎
 

 
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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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那么就在每个竹竿旁为每株树苗挖掘一个种植坑。

种植坑的大小应大于幼苗容器体积的两倍，并且要足够深，以保证幼苗的根

颈（根和茎之间相互过渡的膨大区域）与地表处于同一水平线。种植坑要浅

并且宽并留有斜坡（避免深而窄）。这样有助于幼苗的根系向外舒展。将种

植坑中央的土壤夯实成土堆以便于幼苗的根系依附。使用锄头除去上一次整

地后重新长出的杂草。去掉幼苗的盛放容器，将其直立放置于预留的种植穴

中。

接下来，沿着根球周围用松软的土壤填满种植穴，用双手轻轻压实土壤表面以

使幼苗的茎干挺立。

在每株幼苗种好后，可以在向其周围的土壤施加有机肥（如：以幼苗茎秆为中心，半径20 cm的圆圈）。施加

肥料对许多树木有良好的效果，这能促进其生长并且比杂草更有竞争力。有机肥料比化学肥料更加便宜，并且

能够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动物粪便。

你还可以在幼苗周围使用覆盖物（有机材料或硬纸板）。覆盖物有助于保持土壤湿度、降低幼苗干死的几率。

可以把死掉的杂草或者纸质的覆盖垫铺在幼苗周围，钉入竹竿将其固定。

小心地给每株幼苗浇2-3升的水。

填写数据表格（见第11页的例子）以记录每株幼苗的位置等关键信息。这对未来的监测工作至关重要。

在植树日的最后阶段，要进行检查，确保每株苗木都呈直立状、已浇过水并且被贴上了标签。捡起剩余的所有

塑料袋、竹竿和覆盖物。

最后，嘉奖和感谢种植队的成员。正如下文所述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你仍需要他们的帮助。

物种增强回归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从这一点上说，你可能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和许多不同的人交流、

管理过树木苗圃以及花费很多精力在野外种植幼苗。

然而，你的工作还未完成。栽植的幼苗易受到炎热、干旱、强光、霜冻和洪涝等环境下条件的伤害。它们也会遭

到野生动物或家畜的啃食和火灾并且还要和杂草激烈竞争。因此需要采取许多措施增加幼苗的存活率，这些措施

统称为后续管护。

通过仔细选址（见第3-4页），可以在大规模的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的区域找到相对保护完好的地点。但即使是这

些管理较好的区域，幼苗仍旧需要后续的管护以改善其生存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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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监测项目

 

测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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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移栽后的除草工作很有必要，甚至需要长达三年。清除的频率取决于杂草的生长速率（杂草在热带地区、林

窗下的退化地带或雨季生长较快），但是最好每八周要回到种植点除一次草。除草时注意不要伤及幼苗。要将杂

草连根拔除，虽然这可能会伤害幼苗的根系。

施加有机肥可以促进幼苗的生长（对1.5m以上的幼苗会逐渐减弱）。可以每八周向移栽的幼苗根部施肥一次（但

是不要直接接触到茎干）。

防止幼苗被家畜或野生动物啃食。虽然在本文讨论详细的放牧管理太过宽泛，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潜在的行动：

在种植点的关键区域树立小型围栏或加派巡护队保护每株幼苗。

在特定地区保护幼苗不受火灾的影响，尤其是在干季。林火管理的相关细节也很宽泛的话题，但是还是可以采取

一些潜在的行动：在旱季清除种植点内的易燃物（如：枯死的枝条和杂草），挖掘防火带或向村民宣传教育意外

起火所导致的危险。

定期监测树苗可以：（a）向捐赠方和利益相关方证明项目的成功；（b）及时对幼苗面临的新威胁做出反应；

（c）比较不同的种植技术的有效性。

在本简报中，我们假定监测的要点是测量移栽苗的生长量和存活率。但是对濒危物种而言，监测也应该关注在

项目地内外所发现的成熟个体。监测它们在野外的生长情况有助于应对新威胁和追踪物种的物候学特征（何时

开花结果）以便为未来收集种子提供指导。树木监测的相关指导请参考GTC简报3。

监测应尽可能的简单。除非有大量的研究预算，否则复杂的监测项目很难长期持续。

最简单的监测可以包括记录存活的植株数量。存活率是评价一个项目是否成功的很好指标。监测存活率同样能够

提醒你用苗圃内的备用植株替换已死亡的植株。

可以通过测量树苗根茎的基部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树苗基部）、苗高和冠幅（用卷尺测量）来监测幼苗的生

长量。当幼苗上部被动物啃食后，可以通过测量基径追踪其生长及恢复情况。

幼苗的健康状况是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另一项指标。Ell iot等（2013）提供了一个评价幼苗健康状况的简

单方法（记录0为死亡；1为叶片褪色、被昆虫危害的长势较差的个体；2为有被危害的迹象但叶片健康；3

为基本健康或完全健康）。为了最小化观察者的主观偏差，在调查开始前，应该安排一位人员向所有员工

进行示范。



数据记录表模板

日期 22/11/2015 地点 树木国家公园 观测者 A. Alves

幼苗编号
 

位置编号
 

物种
高度  
(cm)

冠幅直径
(cm)

基径
(mm)

健康指数
 
 (0-3) 备注

0001 A1 物种 A 55 30 26 3 –

0002 A2 物种 B 62 54 31 3 –

0003 等 A3 物种 A 20 5 23 1 有被啃食的证据

接下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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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监测资源冷杉的幼苗拍摄：杨霁琴/FFI

重
要
  

贴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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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高级的实验，应该先设置不同的样地以监测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幼苗的存活率或健康状况。例如，可以测

试幼苗在遮阴或开放环境下是否会生长的更好。通常的做法是：划分几块小样地（10m×10m），某几个样地分配

一种处理方式（如：遮阴），其余的使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开放环境）。重复样地的处理次数（如：每种处

理4块样地）可以增加实验结果的可信度。

给项目点拍照可以很好地可视化项目地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同时也是宣传教育和筹款的一种有利的

资源。请在特定的地点拍照，并在之后返回同一地点再次拍摄更多的照片。

监测可以与其它工作一同开展（如：除草）。如果有人使用或访问你的项目地，可以训练和雇佣他们收集记录幼

苗的数据。监测应该在幼苗移栽后的前两年定期进行（最多3个月一次），因为此时幼苗还很脆弱。在这一阶段收

集的数据能指示管理方法是否需要改善。定植完毕后，监测的频率可以减少。至少需要在定植后的第一年和第二

年末进行监测。

所有的测量数据都要记录在数据表中并录入至数据库（如：Microsoft Excel）用以支持不间断的分析工作。

要把结果反馈给每个队员，并且和参与到项目中的所

有人充分沟通。不要担心交流的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

验。汲取植树工作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可以帮助改善项

目的执行。如果将数据公开，还可以帮助其他人从你

的结果中吸取经验。

花一些时间向你的项目团队反馈获得的成果。从按照

第一步的方法研究目标物种开始，相关情况是如变化

的？该物种受到的威胁是否有所改变？植树活动帮助

了物种的恢复吗？下一步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濒危物

种的恢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随时间的推移，要时刻

准备适应和调整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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