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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 

PLANT HERO! 

帮助阿波尼减缓 

椰树犀牛甲虫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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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甲虫
犀牛甲虫

阿波尼·斯塔尔

帮助Plant Heroes减缓病虫害蔓延，保护我们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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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PLANT 
HEROES!

阿波尼·斯塔尔

来自：伊利诺

伊州东南部

爱好：钻研昆

虫学

弗兰克·巴克 
来自：马萨诸塞州，什鲁斯伯里

爱好：爬树、露营

劳拉·威尔金斯

来自：佐治亚州，雅典

爱好：吹小号、园艺、研究生态学

内特·格林

来自：华盛顿州，塔科马

爱好：探险、学习真菌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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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Heroes是四个好朋友，他们热爱亲近大自然胜过一
切！他们喜欢爬树、徒步和露营。

这些英雄们正在研究为什么我们的森林正处于危险之中。
一些昆虫和真菌会影响树木，有时还会影响到整个森林的
健康。当树木因入侵物种变得衰弱时，就可能会生病或死
亡。入侵物种是一种生物，当它被引入新的环境时，会对
现有生物造成危害。

跟随阿波尼，了解她的朋友
卡莱帮助减缓椰树犀牛甲虫
蔓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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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

阿波尼正在和她的朋友卡莱进行视频通话，卡莱是阿波尼在一个在线昆虫学俱乐部认识的。 

卡莱住在奥阿胡岛上，她告诉了阿波尼关于她发现的一只昆虫的事......

卡莱一直在自家后院探
索，在木头下面寻找昆
虫，她发现了一只巨大
的黑色甲虫，它的角占
据了卡莱的大半个手
掌！因为对这只甲虫
的大小感到吃惊，她拍 
了一张照片，想在昆虫
学俱乐部的下次会议上
分享。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卡莱、她的哥哥和
她的祖母（t t ）出去在他们家附近收集
椰子（niu），准备为她表亲的一岁生日
举办一个宝宝派对（l ‘au）。 

椰树犀牛甲虫

在采摘椰子时，他们注意到
椰子的叶基部有一些大洞。 

《Plant Heroes》系列漫画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出品。漫画开发过程中获得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
检验署资助。美国农业部美国国家森林局也出资支持了漫画的量产发行。访问 plantheroes.org 网
站，玩游戏的同时学习如何保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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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仔细一看，发现这些洞和她那天早些
时候看到的甲虫几乎一样大。卡莱想知道,

“这些洞可能是甲虫造成 
的吗？” 

出于对他们经常采摘的椰子树的担忧，她和
她的祖母联系了夏威夷州有害生物报告热线
（808）643-PEST。卡莱将她拍摄的甲虫照
片发送给热线，一位专家告诉她，这是一种
椰树犀牛甲虫，是椰子、扇叶棕榈（loulu）、 
芋头（kalo）和其他重要植物的害虫。 

阿波尼和卡莱在结
束视频通话时同意
卡莱应该在昆虫学
俱乐部的下次会议
上分享她的故事！

热线让他们与椰树犀牛甲虫反应
小组取得了联系，该小组到来收
集了卡莱发现的椰树犀牛甲虫，
并与卡莱分享了有关该甲虫的更
多信息以及在其他什么地方曾
经发现甲虫的信息。

“哇，”阿波尼说。 
“拨打有害生物报告热线是个好
主意！你还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

椰树犀牛甲虫的蔓延吗？”

卡莱解释说：“我们
正在清理院子里的垃
圾，这样院子就不会
成为甲虫的繁殖地， 

在宝宝派对（l ‘au）上，我还可以
告诉家人和朋友要密切注意甲虫。”

《Plant Heroes》系列漫画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出品。漫画开发过程中获得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署
资助。美国农业部美国国家森林局也出资支持了漫画的量产发行。访问 plantheroes.org 网站，玩游戏
的同时学习如何保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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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树犀牛甲虫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甲虫，它的头上伸出一个角。不幸的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
棕榈树、香蕉和其他植物造成损害的能力。给下面的椰树犀牛甲虫涂色。 

认识甲虫

这种甲虫因头上
的角而得名！

甲虫又大又
亮又黑！

它们脸上长着
铁锈色的毛！ 

给椰树犀牛
甲虫涂色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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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蛹、幼虫、成虫的插图：Dr. Aubrey Moore

人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你是否注意到，你每年都会长高一点？甲虫看起来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不同。甲虫从卵开始，然后变成幼虫，然后变成蛹，
最后变成成虫。循着甲虫的各个生命阶段走出迷宫，进一步了解其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迷宫

起点 

终点

第1阶段

卵
甲虫的生命始
于在木屑中产
下的卵。 

第3阶段

蛹
幼虫会变成蛹。 

第2阶段

幼虫
幼虫看起来像白蛴
螬，从卵中孵化，
在木屑中生活。   

第4阶段

成虫
他们成为大而有光泽
的成年甲虫，然后飞
出去寻找配偶。 

小提示！ 
英文单词“larva” 

（幼虫）和“pupa”
（蛹），复数只需要
在词尾加个“e”！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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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heroes.org 照片来源：A: Katja Schulz, Flickr.com; B: Forest and Kim Starr, Flickr.com;  
C: Abdulla Al Muhairi, Flickr.com

CA B

虽然椰树犀牛甲虫是以它们喜欢吃的椰子命名的，但它们也以其他植 
物为食。这些植物就是甲虫的“寄主”，因为甲虫是“客”，以树为食。 
下面是一些椰树犀牛甲虫最喜欢的植物。将描述与图片匹配，了解它们 
偏爱的几种常见植物。  

你经常可以在海滩上找
到我。我长出一种非常
坚硬的大果实，里面含
有一种清爽的液体。 

我长出的红色或黄色
的果实很好吃！我是
什么？

我的叶子呈扇形，会
结出成串的小果实。

1 2 3

椰子树 (niu) 棕榈树 椰枣树 

认识棕榈树！

请参阅考察指南
的第4、5和6页了
解有关椰树犀牛
甲虫最喜欢的植
物的更多信息。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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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A, B: Scot Nelson, Flickr.com

椰树犀牛甲虫成虫以它们喜爱的植物的叶子为食。通过将每张照片与正确的描
述匹配，了解更多有关如何来判断椰树犀牛甲虫是否以某种植物为食的信息。 

当以椰子叶为食时，甲
虫会在椰子叶上形成锯
齿形或V形的边缘。 

成虫钻入树心， 
留下大洞。 1 2

A B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问题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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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酷的一件事是

2. 我最喜欢同时也是椰树犀牛甲虫爱吃的一种树是

3.  如果只能变成一个生命阶段的椰树犀牛甲虫（虫卵、幼虫、蛹、成虫），我愿意变成

日记时间

4. 在你住的地方
附近有没有发现过
任何甲虫？如果你
能找到的话，在这
里画下它的样子！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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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棕榈树：1. 扇棕榈树；2. 椰枣树；3.椰子树（或 niu）

问题树木：1.b; 2. a

答案

plantheroes.org

你知道吗，狗可以找出椰树犀牛甲虫。在专家看到甲虫
之前，经过训练的狗可以闻到木屑和堆肥中的甲虫。这
告诉了昆虫专家在哪里可以找到椰树犀牛甲虫！  

如果你发现了一只椰树犀牛甲虫，你可以
让一个成年人拨打（808）643-PEST（夏
威夷）或找当地专家咨询，以帮助阻止该
甲虫的传播。

减缓蔓延！

狗狗前来救驾！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加入Plant Heroes的队伍，认识树木、森林，

还有你身边的大自然！

PLANTHEROES.ORG

本刊物制作过程中获得了美国国家森林局
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署的资助。

你也可以成为一名Plant Hero！ 
你对动植物感兴趣吗？你喜欢问关于自然的问题吗？你喜欢在户外玩耍、爬树、在原木上保持平衡或寻找新的蝴蝶或
甲虫吗？如果喜欢，你就是Plant Hero的优秀人选！我们邀请你加入内特、劳拉、阿波尼和弗兰克的队伍，一起来保
护我们珍爱的植物和生态系统。 

如何成为一名Plant Hero？
加入我们的团队，与内特、阿波尼、劳拉和弗兰克一同开启一段旅程。作为Plant Hero，你将学会发现问题植物。你
还将了解一些快速应对方法，有助于解决自己家周边环境中的问题。跟随他们踏上一段奇妙旅程，看看他们如何维护
植物和生态系统健康。 

在Plant Heroes网站上，你可以找到关于植物、森林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的学习材料。积累知识，更有力地保护自家
后院与周边社区的植物和生态系统！

《Plant Heroes》系列漫画由美国公共花园协会出品，该协会1940年创办。八十年来，协会持续力挺北美及其他地区的公共花园
工作。我们的使命是拥护和推动各地公共花园的影响，使之成为植物保护与植物欣赏领域的领导者、倡导者和创新者。我们的愿景

是“世界离不开公共花园”，因为公共花园能在植物学、环保、社会福利、教育和经济上为其所在社区提供资源。 

协会致力于通过信息共享、专业发展、广泛交流、提高公众意识和研究调查，提高北美地区公共园林专业人士的知识，为他们提供

更多工具，切实服务访客和会员。

Plant Heroes力求激发所有儿童对于自然和科学的好奇心。我们的计划能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动手实践类自然学习材料，

以便引导儿童关注植物健康、生态系统平衡和森林健康问题。我们还通过网站和印刷材料，让大家看到公共花园的杰出工

作，了解我们如何保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和生态系统。今天访问 plantheroes.org，以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