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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irkland庆祝植树节 (Forest Day)
Kirkland市正在免费发放树木，每人可领取两 (2) 棵，需于10月15日前往Juanita Beach 
Park领取。树木必须种植在Kirkland市内的私人地产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许可）。 

如何获取树木
1	评估您的种植场地和今年的树木选项。选择最适合种植空间的树木。您的种植场
地是光照充足还是大面积背阴？该场地是否全年土地湿润或干燥？空间是足够宽
敞还是比较狭小？您想收获花、果实还是松果？查看Kirkland的自己动手 (Do It 
Yourself, DIY) 种植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2	于8月12日至9月23日期间访问kingcd.org/KirklandTreeGiveaway，在线申请树木
3	计划您的树木运输方式。树木将装在5加仑的容器中，约有6英尺高。
4	请于2022年10月15日中午12:00至下午2:00之间，前往Juanita Beach Park  

(9703 Juanita Dr NE, Kirkland, WA 98034) 领取您的新树木。
5	种植您的树木！与Kirkland Conserves保持联系，接收小贴士和树木养护提醒，	
以保持您的树木健康生长。

如果您有其他疑问或由于行动不便而需要帮助来运送或种植树木，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urbanforestry@kingcd.org告知我们。

2022年可供选择的树木

光照需求
 全日照

 半日照/半阴

 全阴

树形
 阔金字塔形

 不规则形状

 金字塔形

 圆形

 竖直椭圆形

唐棣
Amelanchier alnifolia
高度：25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多茎
	•开白花，浆果可食用
	•秋叶呈明亮红色/黄色
树形：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melanchier_alnifolia_2801.JPGcontorta_28289.JPG

太平洋蜡桃金娘
Morella californica
高度：30英尺 宽度：3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常绿，叶片有光泽
	•芳香型，带有刺激性香味
	•对野生动物友好 
（紫色果实可供鸟类食用）
树形：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yrica_californica.jpgcontorta_28289.JPG

有喙榛树
Corylus cornuta
高度：25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多茎
	•黄色柔荑花序
	•对野生动物友好 
（榛子可供野生动物食用）
树形：不规则形状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orylus_cornuta_2017-04-20_8060.jpg

http://kingcd.org/KenmoreTreeGiveaway
http://cityofkirklandblogs.com/environmentalservices/
mailto:urbanforestry%40kingcd.org?subject=Kirkland%20Tree%20Giveaway


滨松
Pinus contorta
高度：50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潮湿
光照需求： 
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对野生动物友好 
（种子可供鸟类/哺乳动
物食用）
	•非常耐贫瘠的土壤条件
树形：不规则形状， 
树冠宽大

太平洋海棠
Malus fusca
高度：35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潮湿
光照需求： 
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四月至五月间开白花 

	•秋叶呈红色至橙黄色
	•对野生动物友好	
（果实可食用）
树形：圆形

药鼠李
Rhamnus purshiana
高度：30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
光照需求： 
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树皮呈灰色， 
有白色斑点
	•五月至六月间开白花
	•对野生动物友好	
（略带紫色的果实可供
野生动物食用，人/宠物
不宜食用）
树形：竖直椭圆形

Kirkland市免费赠送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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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lus_fusca_kz2.jpg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hamnus_purshiana_--_leaves_and_fruits.JPG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nus_contorta_28289.JPG

藤本枫树
Acer circinatum
高度：25英尺 宽度：25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多茎
	•秋叶呈明亮红色/黄色
	•在晚春开有红色萼片的 
白色小花
树形：不规则形状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nus_contorta_28289.JPG

锡特卡花楸
Sorbus sitchensis
高度：12英尺 宽度：15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潮湿
光照需求：全日照
种类说明：
	•也称作花楸
	•开簇生白花，花落后结	
亮红色浆果
	•秋叶色彩缤纷
树形：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tka_Mountain-Ash_-_Flickr_-_brewbooks_(1).jpg

裂叶桤木
Alnus sinuata
高度：40英尺 宽度：25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潮湿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叶片较大，呈卵形
	•树皮呈深灰色，有斑点
	•可生长成灌木丛
	•可在土壤中固定氮
树形：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nus_viridis_fruits.jpg

意大利橡树
Quercus frainetto
高度：50英尺 宽度：3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
光照需求： 
半阴-全日照
种类说明：
	•叶片呈绿色，有光泽
	•橡果呈团状生长
树形：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Quercus_frainetto_(Hungarian_Oak)_-_Flickr_-_S._Ra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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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King保护区 (King Conservation District) 合作开发。https://kingcd.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tka_Mountain-Ash_-_Flickr_-_brewbooks_(1).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nus_viridis_fruits.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Quercus_frainetto_(Hungarian_Oak)_-_Flickr_-_S._Rae.jpg
https://kingcd.org


道格拉斯冷杉
Pseudotsuga menziesii
高度：100-250英尺 宽度：35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结大量球果
	•生长快速
树形：金字塔形

巨冷杉
Abies grandis
高度：100-250英尺 宽度：35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芳香型，带柑橘香味
	•结球果
树形：金字塔形

大叶枫
Acer macrophyllum
高度：100英尺 宽度：6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湿润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阔叶
	•早春开黄花
树形：圆形

俄勒冈白栎
Quercus garryana
高度：80英尺 宽度：50英尺
土壤需求：干燥
光照需求：全日照
种类说明：
	•抗火、耐旱
	•对野生动物友好 
（橡果可供鸟类/哺乳动物食用）
	•生长缓慢
树形：圆形

Kirkland市免费赠送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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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Quercus_garryana.jpg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bies_grandis_youngtrees.jpg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cer_macrophyllum_1199.jpg 来源： King保护区 (Kåing Conservation District, KCD) 工作人员提供的照片

翠柏
Calocedrus decurrens
高度：60英尺 宽度：35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但耐干旱）
光照需求：全日照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松针呈蓝绿色或银白色
	•可产生芳香油
树形：阔金字塔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locedrus_decurrens_7947.jpg

阿拉斯加黄雪松
Callitropsis nootkatensis
高度：60-130英尺 宽度：20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潮湿
光照需求：全日照-半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枝条呈下垂状
	•针状鳞形叶
	•树皮呈灰褐色片状
树形：金字塔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upressus_nootkatensis_435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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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King保护区合作开发。https://kingcd.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locedrus_decurrens_7947.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upressus_nootkatensis_43596.jpg
https://kingcd.org


有疑问？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urbanforestry@kingcd.org或访问 
kingcd.org/KirklandTreeGive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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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King保护区合作开发。https://king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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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桦
Betula nigra
高度：50英尺 宽度：35英尺
土壤需求：湿润
光照需求：半阴
种类说明：
	•树皮呈光滑的银白色片状
	•黄色柔荑花序
	•生长快速
	•多茎
树形：幼年树木呈椭圆至金字	
塔形，成年树木呈不规则至圆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iver_Birch_Betula_nigra.JPG

西部铁杉
Tsuga heterophylla
高度：100-225英尺 宽度：30英尺
土壤需求：潮湿-湿润
光照需求：半阴-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顶枝下垂
	•针叶长度多变，结小型球果
树形：金字塔形/下垂状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WesternHemlock_7522.jpg

西部红杉
Thuja plicata
高度：100-200英尺 宽度：40英尺
土壤需求：潮湿-湿润
光照需求：半阴-阴
种类说明：
	•常绿针叶乔木
	•扁平鳞状叶
	•结小型玫瑰状球果
树形：金字塔形

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huja_plicata_43569.JPG

mailto:urbanforestry@kingcd.org
http://kingcd.org/KenmoreTreeGiveaway
https://kingcd.or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iver_Birch_Betula_nigra.JPG
https://kingcd.org/KenmoreTreeGivea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