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一名  

PLANT HERO！ 

帮助劳拉阻止南方松 

甲虫破坏松树林。 

劳拉·威尔金斯

昆
虫

昆
虫

PLANTHEROES.ORG

进阶活动
进阶活动

手册手册

南方松甲虫
南方松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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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在大自然中爬树、
钓鱼和露营，度过闲暇时光。现在他们组成了一支小队，
因为他们听说他们热爱的森林有麻烦了。 

我们森林中的一些昆虫和真菌已经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导致许多树木死亡。这些昆虫和真菌通常不会造成太大的
破坏，但人类已经改变了它们生活的环境，使它们迅速蔓
延并危害我们的森林。Plant Heroes正在努力阻止这些害
虫的蔓延。 

跟随劳拉，听听她阻止南
方松甲虫蔓延的故事……

plantheroes.org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一切都关乎生态系统平衡 

南方松 

甲虫

但是，当健康树木生长受挫，如偶遇干旱

或由于种植距离太近、树木互相争夺水和

其他资源时，南方松甲虫就会突然得到很

多虚弱树木为食，种群数量就会失控。

周围有这么多甲虫，即使是健康的树木

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

劳拉的教授说，虽然很可

惜，但所有受影响的树木

必须在被证实遭受甲虫攻

击后移除。护林员需要迅

速采取行动，防止甲虫蔓

延到新的地区。

劳拉是佐治亚大学的学

生，她希望成为一名昆虫

学家（entomologist）。

今天，她得知美国东南部

的松林正面临威胁：南方

松甲虫数目日益增多。

南方松甲虫原产于该地

区，并且身负使命：当生

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

南方松甲虫会攻击年老、

虚弱或濒临死亡的树木，

为年轻、强壮的树木腾

出空间。

但清理过的区域 
会发生什么呢？

应该种植更多有抵

抗力的松树，并给

予额外的照顾使它

们保持健康，这样

它们面对虫害才不

至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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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的一个自然区最近被清理

了，他们正在寻找志愿者，希

望重新种植长叶松和湿地松。

劳拉请朋友们加入进来。大家决定在奥科尼国家森林进行一

年一度的春假露营之旅！

劳拉分享了她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甲虫

长什么样，它们攻击哪些树。

春假期间......

植物英雄认识到， 

每种昆虫都在各司其

职。南方松甲虫是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当微妙的 

生态平衡被打 

破时，这些甲 

虫就会变成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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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便要开始种植了，所以他们花了一个下

午的时间搭起帐篷，探索这个地区。

第二天，劳拉和其他
植物英雄在森林服务
专家的指导下重新种
植长叶松。他们的努
力将帮助恢复生态平
衡，使这片森林重获
新生！

教授帮劳拉联系到奥科尼国家森林的森林服务专家。

OCONEE
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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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rinto del ciclo de vida

plantheroes.org

起点 

终点

卵、蛹、幼虫、成虫的插图：Ben Powell，识别南方松甲虫（Identifying the 
Southern Pine Beetle），Clemson University Cooperative Extension

第1阶段

卵
成年甲虫在它挖掘的
虫沟旁的“托儿所”
产卵。

第3阶段

蛹
幼虫停止进食，开始
休息阶段。在这个它
们休息的阶段，它们
会变成成年甲虫。在
这个蜕变过程中，它
们被称为蛹。

第2阶段

幼虫
幼虫看起来像白色的小蛴
螬，从卵中孵化并开始觅
食。它们吃的是树木将水
分和营养物质从根部输送
到树叶的部分。

第4阶段

成虫
成年甲虫是黑色或棕
色的，约为一粒米那
么大！它们在树中啃
出一条出路，然后飞
出去寻找配偶。

南方松甲虫的生命始于松树上的小虫卵。虫卵孵化，变成幼虫，开始在树中
挖掘隧道（称为“虫沟”）。最终，幼虫化蛹（或经历“蜕变”）成为成年
甲虫。成年甲虫在树中啃出一条出路，然后飞出去寻找配偶。当它们找到配
偶后，就会到另一棵树产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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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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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plantheroes.org
树的图片 作者是François André Michaux，来自The North American Sylva, flickr.com, CC BY 2.0；
照片从左开始：Vern Wilkins, Indiana University, Bugwood.org; John Ruter, University of Georgia, 
Bugwood.org; David Stephens, Bugwood.org

南方松甲虫会在任何类型的松树中进食和生活。松树被称为甲虫的“寄主”，因为甲
虫是住在松树里面的“客人”。松树有称为“针叶”的长而薄的叶子以及保存种子的
球果。将图片与以下树木的描述相匹配，看看你是否能在附近发现这些树木。

C. 松果是尖的。针叶相对较短，

两针一束，几乎没有锯齿。树皮

呈红棕色，分成方形的部分。

A. 针叶三针一束，长6-10英寸

（15.24-25.4厘米），边缘有细锯

齿。球果有一个弯曲的尖刺，树

呈椭圆形，树枝呈水平状态。

B. 针叶两针一束，长1.5-3英寸

（3.81-7.62厘米）。球果有刺。

这种树外表凌乱，以它生长的一

个州命名。

甲虫的盛宴！

Pinus taeda/ 
火炬松

Pinus echinata/ 
萌芽松

Pinus virginiana/ 
维吉尼亚松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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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作者是Wesley Watson，由Casper Star Tribune慷慨提供。

临危树木
南方松甲虫每年都会通过啃咬松树韧皮部细胞造成坑道，使松树挨饿，
从而导致许多松树死亡。下面是一些迹象，表明一棵树可能寄居着南方
松甲虫。看看你能否正确标记树的所有部分！ 

5. 
当树受到甲虫的攻击时，它的反应

是生产树脂（一种由树内分泌的粘

性液体）。你可能会在树的外部看

到树脂块；它们看起来像爆米花！

词汇库：

真菌、韧皮部、树脂块、虫沟、木质部 

3. 
甲虫在树皮下挖了许多坑

道。这些坑道堵塞了树的

韧皮部（运输食物的细

胞），致其饿死！

4.
这种生物在甲虫身上

移动，危害树木，将

树的内部染成蓝色。 

1.
运输水分的细胞

2.
运输食物的细胞

其他的危险病象！
当一棵树受到压力时，你可能会看到所谓的“坏死”或“萎黄病”。当一棵树的叶子枯死并呈棕色时，它正在呈现坏死的

病象。叶子变黄是萎黄病的病象。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不健康植物的病象？仔细看看有没有发现昆虫或真菌。在下面列出

你所注意到的。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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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A. Ellen & Tony, Flickr.com, CC BY-NC-ND 2.0; B. USDA Forest Service - Region 8 - Southern, 
USDA Forest Service, Bugwood.org; C. Brenda Dobbs, Flickr.com, CC BY-NC 2.0; D. Andy Melton, Flickr.

com, CC BY-SA 2.0; E. Chris M Morris, Flickr.com, CC BY 2.0; F. USDA Forest Service, Bugwood.org

种群将如何变化？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对松树、啄木鸟、蓝变菌、螨虫、南方松甲虫和郭公虫会有什么影响？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尝试预测每

种植物、动物或真菌的种群数量将如何上升、下降或保持不变。在空白处写下你的答案。 

1. 全年气温暖和。

2. 许多南方松甲虫开始死亡。

3. 这里的螨虫比往年多得多。 

炎热的天气使南方松甲虫数量增加！ 松树使南方松甲虫能存活。 郭公虫是南方松甲虫的掠食者。 

南方松甲虫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生态系统指生物（动物、植物、真
菌）及其生活环境所构成的群体。如果一个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拥有合适的
物种数量和类型），南方松甲虫只会攻击脆弱、奄奄一息的树木。当生态系统失
去平衡时，甲虫可能繁殖过快，造成巨大破坏。利用以下生态系统的要素来预测
甲虫种群将如何变化。

平衡的生态系统

啄木鸟以南方松甲虫为食。 蓝变菌危害松树和甲虫。 螨虫寄居在南方松甲虫上，携带

蓝变菌。

A

D

B

E

C

F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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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word Puzzle

1 2

3

4

5 6

7

8

9

10

   Across:   Down: 
1. water transporting cells in a tree trunk
3. resting stage of an immature beetle
5. brown foliage indicating tree stress

10. a scientist who studies insects

2. a immature grub-like stage of an insect
3. evergreen tree with thin needles and cones
4. a plant that insects feed on
6. yellow leaves on an unhealthy tree
7. food transporting cells in a tree trunk
8. tunnels beetles create in pine trees
9. sticky liquid produced in a tree

Created using the Crossword Puzzle Generator on
Super Teacher Worksheets (www.superteacherworksheets.com)

plantheroes.org

用这个填字游戏，测试你对南方松甲虫的认识！

词汇库：

LARVA（幼虫）
PUPA（蛹）
NECROSIS（坏死）
HOST（寄主）
ENTOMOLOGIST
（昆虫学家）
PITCH（树脂）
GALLERY（虫沟）
XYLEM（木质部）
PHLOEM（韧皮部）
CHLOROSIS（萎黄病）
PINE（松）

填字游戏

横向： 
1. 在树内运输水分的细胞

3. 未成熟甲虫的休眠期

5. 表明树木在承受压力的棕色树叶

10. 研究昆虫的科学家

纵向： 
2. 南方松甲虫未成熟的幼虫状阶段

3. 长而细的针叶成簇、种子长在球果中的常绿乔木

4. 生物（如甲虫）生存所需的特定植物的名称

6. 作为树木在承受压力的标志的黄叶

7. 在树内运输食物的细胞

8. 甲虫在松树内挖掘的“隧道”的名称

9. 树内产生的一种用于抵御入侵的甲虫的粘性液体

©2021 美国公共花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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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时间

1. 关于南方松甲虫，你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2. 你在这本书中学到的最有趣的知识是什么？

3.  你能说出受南方松甲虫影响的树木的三种不同症状吗？ 
（提示：查阅考察指南寻找答案）

4.  你最喜欢并且想要出力保护的植物是什么？为什么？

答案

甲虫的盛宴！1:萌芽松（Pinus echinata）：C;2:火炬松（Pinus taeda）： 
A;3:维吉尼亚松（Pinus virginiana）：B

临危树木  1: 木质部； 2: 韧皮部； 3: 虫沟； 4: 真菌； 5: 树脂块

平衡的生态系统  有多个正确答案！以下是其中一种答案。1） 啄木鸟、南方松甲
虫、螨虫、真菌和郭公虫的数量将增加；健康松树的数量将减少，2）啄木鸟、
蓝变菌、螨虫和郭公虫的数量将减少；健康松树的数量将增加，3）蓝变菌将增
加；南方松甲虫、啄木鸟、郭公虫将减少；如果携带螨虫和蓝变菌到树上的甲虫
更少，健康松树的数量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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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Crossword Puzzle

1 X Y 2 L E M

A

R

V

3 P U P A

I 4 H

N O

5 N E 6 C R O S I S

7 P H T

H L 8 G

L O A

O R L 9 P

10 E N T O M O L O G I S T

M S E T

I R C

S Y H

   Across:   Down: 
1. water transporting cells in a tree trunk
3. resting stage of an immature beetle
5. brown foliage indicating tree stress

10. a scientist who studies insects

2. a immature grub-like stage of an insect
3. evergreen tree with thin needles and cones
4. a plant that insects feed on
6. yellow leaves on an unhealthy tree
7. food transporting cells in a tree trunk
8. tunnels beetles create in pine trees
9. sticky liquid produced in a tree

Created using the Crossword Puzzle Generator on
Super Teacher Worksheets (www.superteacherworksheets.com)

填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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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