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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去植树变得不太现实，市民感叹植树节离自己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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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活动时间 公交线路
种植
树种

联系方式
种植
规模

备注

历下区
旅游路
龙洞隧道
西口南侧
山体

3月14日

326路至旅游

路奥体东路

151路至奥体

西路南口

龙柏

红叶李

白蜡

88153367

58785760
3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市中区

郎茂山

公园山顶

3月12日

74路、120路、

k94路公交车

至郎茂山路

木槿

黄金槐

火炬树

82078478 10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槐荫区

黄河段

睦里闸

3月14日

3月15日

126路至睦里

庄东站
柳树

87589378

85668257
6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天桥区

黄河大坝
3月12日

4路公交车至
终点站（济泺
路北头）西行1
公里

柳树 85924091 10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历城区
工业北路
凤鸣路路
口东500米
路边

3月12日

318路、327路、

307路、10路王

辛线在刘家庄

站下车

白蜡 88161221 2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馍馍山（千

佛山南侧）

3月12日
3月13日
3月14日

山桃

黄栌
82952926 1000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市中区十
六里河办
事处石崮
森林公园

142路至石崮

新村下
侧柏 13706444556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济南市

植物园

3月12日
3月13日
3月14日
3月15日

章丘10路至济

南植物园站下

黄金槐

玉兰

白皮松

80950805 10000㎡

40元免费

入园并提

供树苗

园博园

3月

每周末

济长巴士2路、

3路至园博园

站下车K301

路在齐鲁工业

大学站下

国槐

白蜡

榆叶梅

96706

转2号键

三口之家

入园费用

160元，提

供一棵树

苗

历城区
水帘峡
风景区

82772888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章丘市
双山街道
办事处
白泉村东
1公里处

13853130967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长清区
苗圃

13290240295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平阴县
玫瑰镇
夏沟村

15553164656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济阳县
仁风镇
兰家村

84211387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商河县殷
巷镇丰源
水库

13953144998

13685319160

自带工具

树苗免费

义务植树点、公园植树点：

苗木售卖点：

名称 地点 备注

英雄山

32路,34路,42路,75路,165路,

K54路至英雄山文化市场站

下

在英雄山文化市场西

门处有苗木售卖点

标山 30路,66路至凤凰山站下 苗木摊位仅在周末有

济南百合

园林集团

136路,303路,303路万粮峪

线,303路支线,305路,306路,

311路在力诺科技园站下

以批发苗木为主，但

同时面向普通市民和

零售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于悦 实习生 苑梦月

植植树树点点万万事事俱俱备备
只只等等您您来来栽栽树树填填坑坑

本报3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高寒
实习生 苑梦月） 植树节之际，济

南市园林部门、林业部门开辟了多个义
务植树点和公园植树点，供市民参与植
树活动。

在千佛山南侧的馍馍山植树点，
工作人员已将植树用的鱼鳞坑砌好。
坑内土层深度约为60厘米，届时市民
将树苗放入后，再填满土壤即可。据
工作人员介绍，植树活动在馍馍山山
体阳面，当地山坡较陡，山体表面为
裸露岩层，石头为青石，土壤是普通
褐土。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在这种条
件下植树，不仅需要专业人员的协
助，还要注意安全。

郎茂山植树点则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山顶平地，另一部分是山坡坡底。
在山顶，施工队已经挖好土坑，而在山
坡处，施工队同样已经砌好了鱼鳞坑，
等待市民前往植树。

槐荫区睦里闸植树点是小清河的

源头之一，处于黄河沿岸。黄河大堤上
植被覆盖率已经较高，今年槐荫区园林
部门计划再植树2000棵左右。目前，工
作人员在堤坝上已经掘好了土坑。据植
树点负责人介绍，堤坝泥土较为松软，
市民在植树时应严格遵守活动规定，以
防对黄河大堤造成损害。

此外，园林部门提醒，在千佛山、英
雄山等景区，目前山体绿化已经较好，
不建议市民前往植树，而在一些较为陡
峭的山体，市民植树前要先勘探当地土
质，确定合适苗木，并在植树时注意安
全。在植树后应注意护养，使其健康成
长。

在几个义务植树点，市民或社会团
体通过报名后，可以在植树现场免费领
取树苗和植树工具，在现场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完成植树活动。而在园博园、植
物园等公园景区，市民参加植树活动则
需要交纳一定费用，便可入园游玩并参
与植树活动。

植树点逐年外移

荒山占了大部分

张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济南
人，从小学开始，每年的3月12日他
都会与小树为伴，但2011年他大学
毕业至今，已经4年没有参与过植
树活动了。“工作忙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是地方太远了。”张亮记得，之
前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小清河、泉
城公园等地去种上几棵树。“同学
们排着队前往植树点，忙活一天后
再走回学校，虽然累点，却是最美
好的回忆。”

现在，走着去参加植树活动对
于大部分济南市民来说却不太现
实了。3月初，济南园林、林业等部
门公布了十几个义务植树点，在这
些地点中，仅有三个在二环路以
内，分别是旅游路龙洞隧道西口南
侧山体、千佛山南侧的馍馍山和紧
邻二环南路的郎茂山山顶。而槐荫
区睦里闸植树点、石崮森林公园等
均在绕城高速以外，距离较远且交
通不便，市民很难以乘坐公交、骑
自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自行前往。

这些植树点中，山体占据了绝
大部分，以往在平地、河边植树的
活动已经很难进行。“主要是没有
地方，我们只能找山头，开辟植树
点。”槐荫区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
解释，辖区内大片可以进行种植的
荒地已经很少，剩余的小块绿地也
是随发现随补种，犯不着组织群众
前来栽种。“我们只能是每年发现、
开辟一两块荒地，让市民在植树节
期间来参加活动。”

市中区园林局工作人员也介
绍，目前城区内可供市民集中植树
的地点越来越少，郎茂山虽然连续
五年作为义务植树点，但是每年的
植树规模都在减少，今年只准备了
500棵树苗，开辟了郎茂山山顶的
一块荒地。

根据济南市林业部门提供的
数据，截至2015年2月，济南市森林
覆盖率为35 . 2%，相比于2010年提
升了1 . 6个百分点。“城区建设用
地增长极快，在城区内再进行大规
模增绿的难度很大。目前我们选取
的植树点主要是城郊的一些工程
绿化地，比如正在整治提升的石崮
森林公园。”济南林业局的工作人
员说。

种树也要选准地

有些空地不能种

“我们鼓励市民在空地上植树
种草，但在植树前，需要先明确种
树地点是否已经辟作他用。”济南
市园林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登记
在册的城区、郊县绿化地带，不仅
鼓励市民合理添绿，各级园林部门
还会定期巡视，防止毁绿行为发
生，但对于一些产权属于其他单位
或个人，并且另有用途的地方，园
林部门则不建议市民种树。

“之前就有很多市民，在城区

或郊区空地种上树，还会精心护
养，但一段时间后发现树却被连根
拔起了，原来是这里已经被划给某
个单位，即将盖楼房。”经常有市民
将这种事情反映到相关部门，认为
这是毁坏绿地，但根据行政法规，
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是归产权人所
有的。对此，园林部门也无能为力。

天桥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周
先生也介绍，今年他们开辟的植树
点位于黄河堤坝附近，这是经过与
黄河河务局商讨，考虑到防汛抗旱
等综合因素后才确定下来的。“部
分市民觉得黄河大堤附近可以大
量植树，但若不科学合理植树，有
可能会对黄河大堤产生不利影
响。”

而在一些明确作为义务植树
点的地方，那种拿着锄头树苗，来
去自由的种树行为也不被允许。所
有的义务植树点，无一例外地采取
由组织方提供树苗的植树方式。

“我们都是要先接受报名，根据报
名人数确定分发树苗的数量。而对
于市民拿自己购买的树苗前来种
植的行为，我们也是不建议的。”郎
茂山植树点的负责人王女士表示。

王女士介绍，这样做的原因有
两条：一是大部分市民不熟悉当地
土壤、气候、地形等环境，自己拿来
的树很有可能因为不适应环境而
无法成活；二是现在很多成规模的
绿化均是出于景观考虑，若是树种
杂乱不齐，其实是与植树目的背道
而驰。“像郎茂山植树点，就只提供
黄金槐和木槿两种苗木。”

团体报名好管理

自行前往不安全

“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但都
说不接受市民单独报名，今年植树
节又没法参与了。”市民郑先生想
带着刚上学的女儿去体验下义务
植树，可拨打了几个电话后，很难
报上名。在官方开辟的几个义务植
树点，均以接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为主。“单位组织的话较好管
理，我们处理起来也方便。”某植树
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计划在
植树点种植1000棵苗木，在一天之
内就被预订一空，基本上都是机关
单位、大小型企业的集体“订单”。

郎茂山植树点、睦里闸植树点
则出于安全考虑，婉拒了部分想要
参加植树活动的老人和孩子。“郎
茂山是一座石头山，植树点又设在
山顶，每个植树坑都是工作人员用
水泥砌成的鱼鳞坑。在这种环境
下，老人和孩子来植树确实有危
险。”而睦里闸植树点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当地地形不平，附近又有
大片水域，若管理不当，很容易发
生危险。

“对于想要参与植树的个人、
家庭，我们还是建议他们在小区或
者单位的空地上进行栽种，既安全
便捷，又能随时进行照料，保证树
木的成活率。”园林部门的工作人
员说。

记者探访

那那些些年年种种下下的的树树现现在在还还好好吗吗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回头看看，那些年我们一起种过的树，现在还好吗？记者探访往年

的植树点发现，大部分植树点的成活率较高，但是不少植树点的工作人员也忍不住吐槽，有些市民
植树空有热情，但是技术不到位，为了保证成活率，工人还要返工。

绿化带植树：

成活率九成以上

2014年天桥区植树节义务植
树点设在蓝翔路道路两侧。记者10
日沿着蓝翔路步行发现：道路两侧
绿化带的植被颇丰富——— 五米宽
的绿化带里，种植了木槿、栾树、紫
叶李、冬青等植物，不过树与树间
隔较小，有些路段上十平米的绿化
带种植了多达12棵幼树。

在蓝翔路靠近二环北路处，虽
然绿化带里生活垃圾遍地，但树苗
都受到了较好待遇。拳头粗细的树
干都已涂白，部分树的树干上都裹
上了草绳，有些还挖有树穴。“涂白
用来杀菌，裹绳用来保温保湿，树
穴用来灌溉。”天桥区园林局工作
人员介绍称，经过上述措施养护，
该路段的树苗成活率在90%以上。

此外，在世纪大道南北两侧也
是多年的义务植树点，道路两侧的
绿化带中有大叶女贞、连翘、小叶
女贞球、紫叶李、法桐等多种树种。
部分小叶女贞球出现干枯、有掉叶
现象，有些紫叶李则有折断、被火
烧过的痕迹。

山体植树：

八成树苗需返工

10日，记者来到腊山山体南
侧。该处有一片面积两三百亩的侧
柏林，是槐荫区园林局在2013年植
树节时设立的义务植树点。

“市民在2013年植树节种的
2 0 0 0棵 树 基 本 上 都 活 了 ，不 过
80%以上的树苗都需要返工。”一
位工作人员称，由于市民缺乏植
树技巧，植树质量难以保证。市民
植树后，工作人员还必须巡查一
遍，重新培土、浇水。“我们成立
了一支由30人组成的养护队伍，
专门负责腊山树林的栽种、灌溉
等事务。”

跟腊山情况相类似的还有郎
茂山。从2010年开始，郎茂山已经
连续5年是义务植树点。园林局工
作人员介绍，去年在此种植了大概
1500棵侧柏，成活率可以达到90%
左右。“这主要得益于平时的养
护。”该工作人员称，郎茂山正在进
行山体公园建设，不同的片区承包
给不同的施工单位，平时由施工单
位来承担林木养护的责任。

郊区植树：

村民担心成活率低

长清区某村本来暂定为今年
的一个植树地点，但是临到关头，
也没能征得村民的同意。该村的
林地今年要种植的树种主要是核
桃树。嫁接过的核桃树苗本身就
不好成活，村民们担心，没有种植
经验的城里人来种树后，自己还
要再重新补苗补栽，既费金钱又
费人工。

一棵核桃树的树苗成本在
七八元，有的甚至是十元钱。一
亩 地 上 能 种 4 0 棵 左 右 ，光 树 苗
的 成 本 就 有 两 三 百 元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村 民 们 宁 愿 花 时 间 自
己 种 树 ，也 不 想 让 市 民 前 来 帮
忙。

担心成活率的不只这个村的
村民。去年，商河县的义务植树点
在德大铁路两侧，周边种植了杨
树和柳树，但是树木是否成活主
要靠天。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去
年所栽的树木，有些路段的成活
率比较高，有些路段则枯死了很
多，具体成活率并没有统计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李天琪

种种上上仅仅是是开开始始，，养养护护才才是是关关键键
种树并非“挖个坑埋点土”那么简单

探访历年的植树点记者发现，成活率较高的地区，主要依赖于工人的养
护。但是，市民在植树过程中，由于技术不到位，让工人重新返工的情况也不
少见。管栽植也要问收获，种树也要讲技术。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李天琪

没有后期养护的话

能活四成就不错了

郊区部分地区因为后期养
护不足，造成了成活率不高的问
题。反观市区内一些山体公园，
则能保证90%以上成活率，这与
专人养护分不开。

树木种上后要连续三天
彻底浇透水，之后一周再浇一
次水，才能保证成活率。夏季
天热时还要注意水温。白天在
下午4点之前，由于水温太高不
适宜浇水，只能在晚上加班浇
水。从山顶浇灌，山坡上的树
刚浇完，山顶的土壤又干了，
只能每天都浇一次。

在石头山上种树，最好的
方法就是像梯田一样，垒起护
栏，护栏里最起码要用一米多
深的土壤填埋，再在土壤里面
种树。成功养护一两年后，基
本就可以保证成活率。而济南
很多石头山上的树木大多是
种在鱼鳞坑里。在鱼鳞坑里种
树，就像是在花盆里种花，没
有充足的土壤保持水分，树根
无处可扎，很难成才。郎茂山
山顶的一部分鱼鳞坑，几位工

人松土时，两三锄头下去，就
锄到坑底的石头表层。

施工单位的某负责人介
绍，石头山植树要保证成活率
有很大的困难，后期养护十分
重要。如果养护得力，可以保
证98%的成活率，但是等到施
工单位交工之后，如果养护不
给力的话，能保证40%的成活
率就不错了。而在植树节种
树，虽然会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做指导，但是不可能顾得上七
八百人，后期少不了要进行重
栽补种。

种完后还得再返工

市民空有热情不行

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
中心每年都有一定的植树任
务。今年，该中心作为一个对
市民开放的义务植树点，有3个
区域需要进行种树，准备了
1000多棵树苗。据负责人介绍，
往年单位不对市民开放，但是
都会在系统内部组织植树活
动。从往年的植树情况来看，
成活率还是比较高。

尽管今年组织市民前来
植树，但是管理人员并没有觉

得帮助他们节省了人力。“树
坑都是我们自己挖的，后期浇
水也是我们进行管理。比较大
的树坑可以用机器挖掘，但是
普通的小树坑则需要人工挖
掘，我们现在已经挖掘了七八
百个树坑了。”

去年北郊林场种植了柳树、
小樱花以及紫叶李等多种树苗，
有四五片地，但是每一片地上都
有一些树需要拔出来重栽。“主
要是深度和整齐度不能达标，树
种得太深或太浅都不利于后期
的管理和养护，在整齐度上，有
些树种得歪歪扭扭，也不利于树
木成才和美观。”

植树也要掌握一套基本
要领，做到“三埋、两踩、一提
苗”。目前大多数的义务植树
点都是把树坑挖好，市民只需
要往坑里栽树即可。放置树苗
时要将根部扶正、枝要展开，
这是前提。

栽树时应分三次填土。第
一次填土少许，在距坑顶一定
距离的地方先停止填，在已填
的土上绕树一周，用力踩实，
然后轻提树茎、抖松，以保证
树根的呼吸畅通。第二次填土
后再绕树踩实。在第三次填土
后，尽量保证与坑面平齐。

这个植树节，很多济南市民发现，想种下一棵不大的树苗，却
要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城郊。为了迎接植树节，济南市园林、林业
部门等组织了很多植树活动，也开辟了不少植树点，但许多市民
却觉得，植树节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济南市

历城区

天桥区

市中区

历下区

平平阴阴县县玫玫瑰瑰镇镇夏夏沟沟村村

长长清清区区苗苗圃圃

园园博博园园

商商河河县县殷殷巷巷
镇镇丰丰源源水水库库

济济阳阳县县仁仁风风
镇镇兰兰家家村村

章章丘丘市市双双山山街街道道办办事事处处
白白泉泉村村东东11公公里里处处

天天桥桥区区黄黄河河
大大坝坝

槐槐荫荫区区黄黄河河
段段睦睦里里闸闸

市市中中区区郎郎茂茂
山山公公园园山山顶顶

历历城城区区工工业业北北路路凤凤鸣鸣
路路路路口口东东550000米米路路边边

历历下下区区旅旅游游
路路龙龙洞洞隧隧道道
西西口口南南侧侧山山
体体

馍馍馍馍山山（（千千
佛佛山山南南侧侧））

市市中中区区十十六六里里
河河办办事事处处石石崮崮
森森林林公公园园

长清区

济南市
植物园

历历城城区区水水帘帘
峡峡风风景景区区

腊山上的树都有专门用石块垒成的育土坑。

蓝 翔
路 绿 化 带
里 去 年 种
的 树 大 部
分成活。

旅游路龙洞隧道西侧山体，近日已有市
民前来义务植树。

园林局工作人员已在馍馍山上砌好了植树用的鱼鳞坑。

槐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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