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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黄杨的产业化应用 

翟锦如 

摘要：好雨黄杨，黄杨科，黄杨属。是江苏如皋好雨园景翟锦如先生历时

30 年，在通过对中国特有的濒危珍稀观赏树种—珍珠黄杨进行引种、驯化和培

育的基础上，选育而成的园艺新品种。 

好雨黄杨不仅从根本上摒弃了珍珠黄杨原品种生长过于缓慢、枝条极易萎缩、

盆栽难以存活等缺陷，而且保留和大幅提升了珍珠黄杨原品种优良部分的特性，

是人类唯一真正可利用的珍珠黄杨种质资源。 

好雨黄杨具有叶片细密、平展、光亮，枝节短小均匀、四季颜色变化鲜明，

株型低矮紧凑、小中见大、自然形态优美，以及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等显著特征。 

好雨黄杨的特异性，不仅相对于其他黄杨属品种，也相对于其他常见的园艺

观赏植物，因而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好雨黄杨的市场前期，可主要应用于

盆景、盆栽、家庭园艺、城市高档场景、空中花园、微缩景观、山水园林的种植

和观赏，后期可大规模应用于城市绿化景观的更新换代，乃至珍珠黄杨原生地的

回归引种及生态修复。 

好雨黄杨的品种特性，还特别有利于企业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用现代科

技手段，创新生产模式，实现产品的标准化、批量化、规格化、标准化生产；同

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当今互联网与物流的便利优势，创新销售模式，从而减少运

行成本、加快品种优势到商品效益的转化，并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株植物可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如中国的野生稻；一种植物能够影响

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荷兰的郁金香；一些植物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产业状

况，如日本的五针松、大阪松。好雨黄杨的产业化发展，不仅可以产生可观的经

济效益，而且将可在被人类广泛利用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珍珠黄杨的濒危状态。 

  好雨黄杨的市场应用是广泛的，本文仅从盆景产业的角度作系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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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盆景花卉产业的发展现状 

1.1 盆景是经济效益较高的花卉产品 

中国农业部和中国花卉协会 2018 年《全国盆景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收

集的资料和 2014－2016 年《全国花卉统计数据》表明，盆景是经济效益较高

的花卉产品 。 

农业部的全国花卉数据统计系统中将花卉产品分为 10 大类型 14 个产品

类别，盆景属于盆栽植物类型中的一类产品。 2014-2016 年，全国盆景种植

面积均不到 2 万公顷，在当年花卉种植总面中的占比不到 1.6%，但盆景销售

额占到了当年花卉总销售额的 4.00%以上，出口额占当年花卉出口总额的 6.70%

－8.51%。由此可见，全国盆景的种植规模虽小，但销售额和出口额在花卉销售

总额和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是相对较高的。这也说明盆景的经济效益远大于花卉的

总体经济效益，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随着我国前期绿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近两年绿化苗木需求量的大幅度减少，

盆景盆栽植物产业的效益与市场优势，均更为明显。 

1.2 优良品种是盆景盆栽产业发展关键因素 

   众所周知，世界的盆景艺术发源于我国，隋唐时期传到日本，但目前日本的

盆景艺术闻名于世界，“我们却起码落后了 20 年”。而日本盆景之所以享有世界

性的声誉，是以其原本特有的五针松、大阪松等优良树种为基础，进行市场化、

产业化运作的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的盆景业多少年来却一直依赖大规模采挖野生树桩，“致使自

然生态系统不断脆弱和退化。而且，野生植物资源总量不足，过度利用严重，部

分物种下降到濒危程度，野生植物培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低”。 

在中国盆景起步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支用来嫁接的日本五针松枝条，

曾经卖到 50 元人民币。2010 年，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卉拍卖市场，每天的花卉

交易量高达 400 万~600 万枝，每卖一枝国外普通品种的康乃馨需要交纳 6 分钱

的专利费，一枝玫瑰需要交纳 1 毛钱的专利费。而相对专利费来说，种苗费则更

多。据广东的一位花农介绍，一株从荷兰引进的百合花品种，一个种苗的费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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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辛辛苦苦大半年，百合花长出后市场价才卖到 7 元，扣除其他费用，自己

所得有限，大头都让国外育种商拿走。如果要向国外育种商买断某一个花卉品种，

花的钱就更多。至于国外刚研发出来的花卉新品种，得要等到欧美日三大消费中

心消费一段时间成为“二手货”后，才有可能让中国引进。 

    这些年，国家虽然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以鼓励和扶持园艺观赏植物品种的培

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品种有名无实、“新而不优”，“研究成果累累，转化

为商品的不多，实现产业化的更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盆景专家赵庆泉先生就在北京西山一次全

国盆景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盆景苗圃”的新概念，之后国内许多有识之士也不

断在报刊上倡导保护和培育自然资源，极力呼吁《盆景发展应从“小”做起》，

为此，2004 年起的“中国盆景展览”更是限定了参展盆景的规格比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桌面及阳台小型观赏植物的供求矛盾

日益突出，一些地方甚至举办专门性的微小型盆栽盆景展览，为激励国内小型盆

景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国内一些盆景产区，虽然也先后开发了一些相对较好的小

型盆景树种，但由于存在品种老化、科技含量低、生产手段相对落后，以及树型

大、价值低、绑扎费用高、物流成本高等不利因素，距庞大的市场需求依然相距

甚远。 

就其原因，乃在于盆景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其造型偏大的普遍弊端，是由其

所用树种固有的生物学特性、生长指标及适应范围等因素决定的。可以说，没有

适宜的树种，小微型盆景产业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2  好雨黄杨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良观赏树种 

2.1 好雨黄杨具有其他树种无可替代的形态特性，是优良的盆景树种。 

好雨黄杨，黄杨科，黄杨属。是我国特有的世界濒危珍贵树种—珍珠黄杨的

无性系新品种。 

“其干苍古圆浑，有百年不老神态；其枝一寸三折，似历尽坎坷风霜；其叶

细若珠鳞，浮红流碧，有翡翠玛瑙之晶莹，也有锦鳞灿烂之鲜亮。此树耐寒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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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翠绿，入冬泛红，小树移栽盆内，更见老枝盘绕，鱼鳞披散，美不胜收”。

乃是外界对珍珠黄杨的真实写照。 

好雨黄杨与其他盆景盆栽树种相比，具有叶片细密、平展、光亮，枝节短小

均匀、四季颜色变化鲜明、株型矮小紧凑、树形层次感强，小中见大、自然形态

优美的显著特征。 

好雨黄杨分蘖性极强，可随意修剪作定向造型，更可自然成型。在不做修剪

的情况下，三年龄以下的植株，通常树型多成不规则球形，其后，每个植株会有

较快的侧枝向上倾斜或平行生出，继而再密集生长出分枝，使植株呈现出表型各

异的不规则“正字”形态。正常一年的扦插苗就具有良好的观赏性，4 年的植株，

即可“自然成型”。  

2.2 好雨黄杨叶色四季变幻、对比明显，是优良的变色观赏树种 

好雨黄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珍珠黄杨原品种生长过于缓慢、枝条极易萎缩

等缺陷，而且保留和大幅提升了珍珠黄杨原品种具有的优良特性；好雨黄杨不仅

是园艺界公认的优良盆景盆栽树种，它还具有很多园艺植物的无法替代的变色特

点。 

好雨黄杨夏季整个生长期至少有三批新枝发出，幼枝芽苞初发时，叶片嫩绿

色、形如花朵。幼叶期为黄绿色，成熟的叶片呈深绿色，边缘颜色较淡，并多伴

有黄色边缘出现。冬季休眠期呈红褐色，春季返绿前有成鲜红色。如入冬有新长

出的新叶未及成熟，返绿前则成金黄色，是优良的变色彩叶树种。 

此外，杨花序成头状簇生于叶腋或枝端，轴长 1-2mm，序期 6 月起，第二

年 4 月开放，苞片阔卵形.，外萼片卵状椭圆形，内萼片近圆形，子房较花柱稍

长，花柱粗扁，柱头倒心形，下延达花柱中部。花淡黄色，有淡雅清香。 

好雨黄杨蒴果近球形，直径 6-7 mm，光亮、有三角，紫褐色，别具特色。

因而花果也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2.3 好雨黄杨能够迎合人类不同群体的审美需求。 

   研究表明：不同年龄层次以及不同传统文化的人群，对观赏植物有着不同的

审美需求。如年轻人多喜爱自然形态，老年人多喜欢传统造型。东方人多喜欢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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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古瘦，西方人多喜欢丰满茂盛。而小巧玲珑则无人不爱。 

研究还表明，中国过去不同地区所谓“盆景流派”的形成，与各地所产的不

同树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临近山区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人们多采用“截干

蓄枝”。平原地区因树种局限，多只能“拿弯绑扎”。而近些年，随着盆景产业的

发展和市场流通的便捷，“盆景流派”正随着树种的交流及人们审美意识的聚同

而逐渐弱化。 

好雨黄杨分枝短而密集、分蘖性极强以及它作为变色树种的特性，使其既具

有小中见大、赏心悦目的自然形态，又可以随人们的不同的审美需要做定向造型。 

总之，好雨黄杨具备盆景及盆栽植物中诸多观赏要素，完全可以满足人类不

同群体的审美需求。 

2.4 好雨黄杨的眼睛保健功能 

好雨黄杨叶片细密常绿，平展耐荫，能更有效吸收电脑等有害紫外线辐射；

株型小中见大，近处见远，能调节瞳孔，消除眼疲劳，从而有利减少眼近视的发

生。 

眼睛是人体最敏感的感光器官。对比试验显而易见，好雨黄杨叶片细圆常绿，

其形态丰满、枝叶茂密、高度 20-30cm 的植株，放置在桌面距眼睛 60-100m

的距离时，与其他更大或者更细叶片的盆栽植物相比，视觉特别舒适。原因乃是

好雨黄杨叶片直径大小 1cm 左右，恰到好处的向视网膜反射了植株体的光线。 

2.5 雨黄杨是现代和未来城市立体绿化的优良树种     

 好雨黄杨属须根、浅根系树种，耐旱、耐寒及耐荫性较强，对土层的厚度

要求较低，枝叶密集、小中见大，自然形态优美，也可随意造型，而且生长相对

缓慢，因而不仅是制作盆景、点缀山石、家庭园艺的优良树种，未来如果能成功

地进行大规模繁殖，还可以作为城市高档场景、空中花园、微缩景观、乃至未来

城市绿化的极好材料，甚至还可以进行原生地回归引种。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珍珠黄杨作为濒危物种的可持续存活，也会促进其原地

野生种群的保护，甚至原生地的生态修复。 

2.6 好雨黄杨卓越的生长特性及适应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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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黄杨耐荫性强，即使在长期的荫蔽环境中，也能维持生长。其较强耐荫

性的原因，应该与其叶片平展的特征有关。平展的叶片，不仅有利其聚集荫蔽环

境中微弱的“太阳能”，产生光合作用，还使得树型更富层次感，从而更具观赏

性。 此外，好雨黄杨休眠期短、长势强盛。长期的栽培对比试验表明，其适应

性完全不亚于普通瓜子黄杨。 好雨黄杨对土壤要求不严，耐旱性强，无惧夏日

暴晒，可耐摄氏-20 度左右的严寒。 

目前，好雨黄杨尚未推广应用，但根据多年来与小叶黄杨的生长特性及适应

性比照分析，按照气候特征划分，其适应区域可包括全球的北亚热带落叶、常绿

阔叶混交林区，中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全球相

关区域内的城市和乡村可人工栽培。居室的阳台、通风透光良好的室内可作盆栽

观赏。 

3 好雨黄杨的产业化优势 

3.1 好雨黄杨是目前全球唯一可产业化利用的珍珠黄杨种质资源 

好雨黄杨是育种人历时 30 年，在通过对华东野生珍珠黄杨特有种进行引种、

驯化和培育的基础上选育而成。因具有珍珠黄杨其他类型无可替代的诸多优良特

性，且最初发现于如皋好雨园景，故而命名。目前已被国家农业部林草局正式受

理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并已顺利通过初审及公告，进入等待现场审查阶段。由

于好雨黄杨相比其他黄杨属品种具有多个特异性，其中每一个特性应当都具有植

物新品种认定的条件，所以，对最终申请结果的期待是乐观的。 

  珍珠黄杨，原仅间断分布于一些中国的亚热带高山区域，生长缓慢，自然形

态优美，曾被园艺界公认为优秀的观赏树种。但根据实地考察和多年研究，珍珠

黄杨正面临着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中的非

法采挖和生境破坏，致使其种群锐减。由于生境不断地片断化和种群间交流的日

益困难，珍珠黄杨局限在一些狭小的孤立区域内，最终被分割成岛屿状小亚群体。

珍珠黄杨是个自交可亲和物种，风媒为主，兼有虫媒。而自交的后果就是遗传漂

变。珍珠黄杨生境之间距离的扩大更增加了基因交流难度，近交加剧，遗传重组

减少，遗传多样性降低，自然繁衍困难。目前，文献记载的珍珠黄杨许多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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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找不到天然群体，显然部分遗传资源已经丢失。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遏

制其人类的破坏、生态环境退化以及恶劣自然灾害的侵袭，野生资源最终有可能

灭绝。 

自 20 世纪后期，在其他地方先后发现一些与之叶片相近的野生品种，和在

低海拔地区以种子繁殖的栽培品种，虽然都泛称为珍珠黄杨，但与珍珠黄杨华东

特有种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凡是适应性相

对较高、生长较快的，自然形态却较差；但凡自然形态较好的，适应性又相对较

弱，生长极为缓慢。并且，除好雨黄杨外，其他几乎所有珍珠黄杨品种，对环境

要求均较高，尤其是生长过程中枝条萎缩现象，很难改变。 

因此，好雨黄杨是目前全球唯一可利用的，也是唯我特有的珍珠黄杨优良种

质资源 

3.2  好雨黄杨商品化优势  

应当肯定，在诸多盆景树种中，不同的树种自然各有其观赏特点。如针叶类

树种，阔叶类无可替代。落叶类树种，常绿类难以替代。但在目前已知的木本盆

景、盆栽树种中，很难找到一种能够比好雨黄杨具有更多的优异特性。 

好雨黄杨从品种发现，到形成产业化基础，经历了十七年的对比观察和对比

栽培试验，其各种优良特征，均是有目可睹的。同时，多年的观赏植物销售经验，

也表明了好雨黄杨具有多方面的商品化优势： 

好雨黄杨品种特有，可掌握商品的定价权，是其他树种不可实现的。 

好雨黄杨小中见大，作为微小型盆景的选材，是其他树种难以替代的。 

好雨黄杨千姿百态，作为观赏植物，可满足更多人的审美需求。 

好雨黄杨能自然成型，可减少很多树种绑扎的周期和成本，利于规模化生产。 

好雨黄杨的耐荫性能，可适应更多的城市空间，和更多的应用领域。 

好雨黄杨的新颖性，可满足人们的喜新本能，具有更广泛的市场前景。 

“养花的人都喜欢”，是一位客户对好雨黄杨由衷的、也是最朴实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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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雨黄杨的产业化风险及应对策略 

4.1 好雨黄杨的品种特性对产业化的不利因素 

按观赏价值来说，好雨黄杨的品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好雨黄杨还具

有生长迅速，扦插成活率高，养护及繁殖容易的特性。 

从一个濒危物种的拯救、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来说，这些特性无疑都是令人鼓

舞的。但从投资人及商业的角度来说，它无疑也具有负面效应： 

1）越是好的商品，市场潜力越大，人们的复制愿望也越强烈。而好雨黄杨

生长迅速、容易养护和繁殖的特性，为这种愿望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实施条件。 

2）如果好雨黄杨产业化过程中生产与销售策略不当，就极有可能出现分散

化和大批量的市场复制行为，从而影响投资人的投资效益。 

3）好雨黄杨作为一种观赏植物，终端客户为社会大众，群体庞大。即使在

新品种保护申请通过之后，鉴于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薄，产品面市后，小

规模、分散化、甚至商品化的繁育一定在所难免，如果仅以《植物新品种保护条

例》的约束作为护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4.2 好雨黄杨产业化风险的应对策略 

此节暂时省略。 

 

5 好雨黄杨产业化效益分析 

5.1 市场规模与产品价格的关系 

众所周知，特别表现在观赏植物市场，新颖而优良的产品必然会带来人们的

需求欲望。但如果要求得市场的最大化，仅有大众的欲望还不够。通常情况下，

新优品种在开始面市时，售价都相当昂贵，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承受。 

所以，观赏植物新优品种的市场潜力与产品价格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好雨黄杨培育人多年的珍珠黄杨城市市场经验分析：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现有的珍珠黄杨消费群体中（含单位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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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3 万元，购买者只占不到 0.01%。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1 万元，购买者可占到 0.05%左右。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3000 元，购买者可占到 5%左右。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1000 元，购买者可占到 20%左右。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500 元，购买者可占到 30%左右。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300 元，购买者可占到 50%左右。 

如果一株新优植物产品的价格在 100 元，购买者则可超过 100%。 

这种所谓的“超过 100%”，实际是指这种植物的消费群体已经扩展到经济

发达的大中城市以外的普通城镇乃至乡村，以及现有的消费群体以外的普通人群。 

当产品的价格在 200 元以下时，有超过 80%的人会多次重复消费。 

5.2 好雨黄杨的市场规模 

5.2.1 市场规模的测算方法 

市场规模不仅仅只是好雨黄杨作为商品的市场销售额，也涵盖了用户量规模

或者销售量规模。 

  好雨黄杨市场规模的测算，可综合采用以下方法： 

 1）应用推算法：即根据同类行业规模、消费者总数、和好雨黄杨的可应用

范围，来测算潜在的目标客户及需求数量，从而推算好雨黄杨目标市场的规模。   

 2）类比推算法：即将好雨黄杨与相同行业类似的其他植物品种已有的市场

规模与客户规模做对比分析，推算好雨黄杨未来的市场规模。如瓜子黄杨、五针

松、罗汉松等。 

 3）经验推算法：即根据多年来的市场销售经验，分析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不同经济收入、不同居住条件、不同消费习惯、和不同消费能力的客户群体的需

求数量，推算好雨黄杨的未来的市场规模。 

4）典型反推法：依据对于单个植物品种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研究，倒推

好雨黄杨在整个行业的未来市场规模。如多肉植物、礼品花卉等。 

5.2.2 好雨黄杨的市场规模 

1）行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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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花卉协会 2018《全国盆景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 

2014、 2015、2016 年全国盆景种植面积分别为 19788.36、17823.61、

18437.70 公顷。每年全国盆景销售额分别为为 52.50 亿元、52.09 亿元、57.77 

亿元，总体呈增加态势。如果没有特殊因素的影响，近年销售额应该在 60 亿元

以上。  

2014、2015、2016 年全国盆景出口额分别为 4151.50 万美元、5272.10 

万美元、4156.18 万美元。波动较大的原因，品种的老化应该有着一定的因素。 

2）消费者规模 

2020 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口约 8.5 亿人，家庭约 2.9 亿户。其中，具有

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养护喜好。观赏植物消费的居民大约有 2 亿户，每户

平均至少养有两株以上同一种木本植物。 

根据好雨黄杨培育人多年的市场销售经验，以及对人们观赏植物品种的消费

欲望分析推算： 

在同一种观赏植物品种中，如新的一株没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仅为 3%， 

如具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则为 40%， 

在同一类观赏植物的新品种中，如新的一种没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为

30%，如具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为 60%， 

在所有观赏植物的品种中，如新一种品种没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为 60%， 

如具有优异性，有购买欲望的则可接近 100%。 

    好雨黄杨不仅在所有植物品种中具有优异性，还具有很多其他品种无可比拟

的眼保健功能，市场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推算，是根据人们对观赏植物普遍存在的“喜新求优”心理分析得出的。 

因为，几乎所有喜欢养花种树人，对新优品种具有本能的追求欲望。 

3）根据上述的分析结果不难预测： 

好雨黄杨，作为观赏植物中一种具有新颖性、优异性、且无可替代的品种，

仅国内盆景观赏应用一项，保守估计也具有 2 亿株、500 亿元的市场潜力。 

当然，这还不包括未来的海外市场，以及以后随时间延续所产生的更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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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包括“新思维”下的潜在市场。 

5.2.3 好雨黄杨的利润分析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繁育数量的逐年增多，好雨黄杨总有一天会如普通

瓜子黄杨普及开来，直至应用到广泛的园林绿化市场。但即使变成 10 元一株，

种植者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因为，好雨黄杨起初的产业化发展，除去起初的育种成本，其后所需的繁殖

与种植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里就无需进行产品利润分析了。 

6  好雨黄杨产业化发展的基础 

6.1  作为优异的植物新品种，好雨黄杨已经具备产业化发展的牢固根基 

珍珠黄杨是中国特有的世界濒危珍稀树种。好雨黄杨培育人自 1989 年起开

始对该物种的拯救、培育和利用工作。经过长达 14 年从高山至山脚再到平原等

三个阶段的引种、驯化和繁育，至 2003 年，通过无性扩繁，使植株总量达到

100 余万株，建立了国内唯一大规模的珍珠黄杨人工种群，并初步选育过五个无

性系品种，虽然不尽如人意和遭遇了灭顶之灾，却为新品种的选育提供了丰富的

材料基础。 

    好雨黄杨，乃是 2003 年在此种群中发现的、具有显著差异的无性系品种。 

    其后，又经过 17 年的对比观察，和最近四年共 4 批次的繁育和抗逆性栽培

试验，结果证实，好雨黄杨与珍珠黄杨其他品种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异性、高度

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6.2 多年努力形成的种群规模，为好雨黄杨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任何新优产品，如果不能将其产业化，就不能真正的走向市场，也就不可能

实现其效益的最大化。而一定数量的种群规模，乃是实现产业化的先决条件。 

好雨黄杨培育人多年从事市场销售、园林设计、绿化工程、花木绿植经营以

及珍珠黄杨培育与推广的经历，深知品种与规模对于市场的重要意义。 

新品种的培育需要的是育种者的毅力与时间，产业化却需要团队和财力的支

撑，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因此，在好雨黄杨培育的同时，育种人为好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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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未来的产业化发展做了多套远期预案，并通过多年的努力，为之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其中，充分利用当今代互联网与物流的便利优势，集约化生产、零星式销售

乃是产业化多套预案中最好的选项。 

交由或联姻具有互联网资源优势的企业发展，有利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

新生产模式和市场销售模式，加快品种优势到商品效益的转化，并尽可能长久保

持好雨黄杨的品种优势，从而为提升中国园艺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做出表率和贡献。 

目前，好雨黄杨已由始初的一株，发展到 5+万株的种群规模，已经具有年

产百万株的繁育能力，其后更可逐年翻番。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无论如何，好雨黄杨都将以它无可替代的优异特性，得

到人类的广泛利用，并从根本上改变珍珠黄杨的濒危状态。 

 

如需详细了解好雨黄杨的相关介绍，请浏览：http://www.zzhy.cn 

好雨网—珍珠黄杨专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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