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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测系统监测到
海南长臂猿扩散到新栖息地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记者孙慧 实习
生李大武）8 月 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长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上获悉，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自然保护地研究所和森林生态环
境与保护研究所近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霸王岭片区利用智能监测系统监测到
海南长臂猿第五个家族群E群已扩散到新
的栖息地。

据介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自然保护地
研究所和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利用在霸
王岭片区及周边针对海南长臂猿建立了以4G
红外自动相机和音频自动采集装置为主的智能
监测试验平台，在C群和E群共放置了26台
4G红外相机，利用已有的电信部门4G信号进
行数据自动传输监测。

8月18日6时31分，红外自动相机拍到并
自动传回了E群两只海南长臂猿同框照片和
视频，并且录到了雄猿的鸣叫声。经辨认是成
年一雄一雌（一黑一黄），证实新形成的E群
（目前共两只）确实已经扩散到了距原栖息地
霸王岭林区斧头岭10公里的白沙黎族自治县
青松乡打炳村周边。这是4G红外相机第一次
自动拍摄到这两只海南长臂猿并进行了远程
数据自动传输。

该智能监测结果与自今年1月份以来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人工监测结果相互印证。
海南长臂猿原有ABCD四个家庭群，第五个家
庭群E群初步形成并扩散到新栖息地近8个
月，说明原栖息地与该新栖息地之间存在扩散
通道，栖息地面积增加，并且新栖息地能够支持
海南长臂猿的生存，也说明我省对海南长臂猿
的保护卓有成效。

近期，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加强了对
E群扩散通道、栖息地和动物的保护，并继续开
展高新技术应用、智能监测系统科学统筹建设，
在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统一协调下，加强与国
内外相关研究团队的合作共研，共同做好海南
长臂猿保护拯救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恢复与改
善工作。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陈雪怡 孙慧
傅人意）8月20日，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
在海口举行，会上同时宣布海南长臂猿保护志
愿者协会成立并启动志愿者招募。

海南长臂猿保护志愿者协会于2020年8月
19日完成登记注册，正式成立。协会旨在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吸引和动员全社会
力量参与到海南长臂猿保护行动中来，增强公
众保护海南长臂猿、保护热带雨林、保护美丽海
南的意识，促进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持续稳定
增长。

通过此次国际研讨会，该协会也发出号召，
希望全球志愿者都能积极加入到海南长臂猿保
护中来，为海南长臂猿保护、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在活动现场，省
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还向海南长臂猿保护志愿者
协会会长及协会霸王岭队、青松乡队、海南大学
队、海南师范大学队分别授旗。

海南长臂猿
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孙慧

茂密葱郁的雨林深处，一只全身
乌黑的长臂猿在林冠层进行“臂荡
式”飞跃，它在枝叶间从高处俯冲直
下十多米而掀起的“风潮”，仿佛让这
幅画面都从2D影像变成了3D实景。

海南岛中部的热带雨林是海南
长臂猿目前唯一的家。“保护海南长
臂猿，必须保护好海南的热带雨林，
保护好长臂猿的生境、栖息地。”在8
月20日举行的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
研讨会之“海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
复”主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热

烈探讨、积极为保护海南长臂
猿生境之地——海南热

带雨林出谋划策。

保护重要生境

翻看海南长臂猿的“生活说明
书”，不难发现其“夜晚喜欢在保温效
果好的高大乔木的树冠中睡觉”“喜
食多汁成熟浆果，辅以少量鲜嫩枝叶
花蕊”等习性特性，这都与热带雨林
有关。

“海南长臂猿高度依赖成熟原始
热带雨林，选择原真性和完整性较高
的雨林作为栖息地。”海南国家公园研
究院理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保
护地委员会科学副主席、昆士兰大学
教授马克·霍金斯表示，海南长臂猿物
种恢复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的热带雨林
生态系统作为重要基础。基于此，开
展海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必须了
解当前热带雨林和长臂猿面临的威胁

因素，进行物种组成、种群大小等预值
设定并酌情采取干预，制定保护恢复
计划定期报告取得进展等。

“更具体一点，就是从为海南长臂
猿提供一个适宜、良好生境的角度出
发，考虑海南长臂猿的需求，结合‘吃、
住、行’三个维度为海南长臂猿种群增
长提供生境方面的支持，这是在进行
海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时需要特别
考虑的。”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
洲区域委员会主席、原中科院植物所
所长马克平说明道。

对此，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理
事、海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龙文兴表
示认同，“保护栖息地的关键，在于搞
清楚这个栖息地当前包括未来一段
时间对长臂猿种群的承载力有多高，
这是进行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的最基
础工作。在这之上，了解长臂猿在栖
息地是否吃得饱、住得好，如果吃不
饱、住不好，我们应该如何改善栖息
地环境？”

在霸王岭范围内，尽量恢复海
南长臂猿的栖息地，扩大其栖息地面
积，固然可行。但龙文兴更关注热带
雨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修复，
“因为这个生态系统给海南长臂

猿提供的不仅是食物，还有干
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等，这
些对于海南长臂猿的疫病抵

抗能力、自然灾害抵
抗能力等，非常

重要。”

照顾邻居伙伴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例不足
0.046%，却拥有全国约20%的两栖
类、33%的爬行类、38.6%的鸟类、
20%的兽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海南长臂猿与海南巨松鼠、
椰子猫、鹰雕等动物为邻，共同构成
热带雨林树冠层动物多样性群落。

对于这样一片热带雨林，马克平
连连点赞：“从热带雨林本身来说，海
南热带雨林的保护价值在中国是最高
的。因此，对于它的保护和修复，还是
要从生态系统整体角度考虑，特别要
重视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等方面。”

如何理解？“不仅要保护海南长
臂猿，还要保护它的‘邻居’们。”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美国全委会主席、美国
康奈尔大学植物园园长克里斯托弗·
邓恩博士解释道，保护修复热带雨
林，不仅要满足长臂猿的需求，同时
也要满足乔灌木、草、鸟、虫等各方面
的需要，因为这些物种之间“休戚与
共”，这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生态系统
所需要的基本元素。

“直白一点讲，和人类一样，海南
长臂猿并不独居。”海南国家公园研究
院理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究所研究员李意德进一步说明
道，“在海南热带雨林这个‘大社区’
里，我们希望长臂猿这个种群数量增
多、生活更加舒适，不仅要考虑长臂猿
想要住怎样的‘房子’，还要考虑每个
邻居在这个地方住什么‘房子’。”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与会
专家学者认为需要从更大范围、更多
领域、更深层次去谋划推进海南热带
雨林保护与修复，要采取生态系统整
体性思路去修复长臂猿栖息地，综合
考虑生态系统水气土等各种要素，综
合考虑整个长臂猿生境区域的经济

社会等方面情况，进而制定推进海南
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计划工作，通过
恢复其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全
面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进行全球合作

“天时地利人和”，是与会专家学者
对海南着手开展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
工作的统一看法——“联合国确定
2021年至2030年为联合国生态系统
恢复十年计划，旨在大规模恢复退化
和破坏的生态系统，作为应对气候危
机、供水和粮食安全及生物多样性的
有效措施。海南应积极利用国际合
作，更好地推进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

全球荒野基金会主席、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荒野专家组主席万斯·马丁
认为，海南热带雨林和长臂猿不仅是
中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和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海
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需要国际合
作与协助，全球相关组织机构和人员
力量也应该尽其所能参与其中。

“在进行国际合作、筹集资源力
量的同时，需要动员公众，尤其是年
轻人成为未来的保护卫士。”克里斯
托弗·邓恩说。马克平表示赞同：“要
通过吸引人才、开放办国家公园等，
推进海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此
外，要特别重视本土研究团队的建
设，并协调不同团队在研究数据、设
施设备、知识成果等方面实现共享，
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提高研究工作效率。”

对于海南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
与会专家学者还有一个共识：“如果
这项工作推进顺利有效，海南热带雨
林保护与修复将成为全球生态系统
保护工作的模范案例，可为更多的雨
林保护修复项目提供经验。”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专家学者积极为海南长臂猿生境之地——海南热带雨林的保护与修复出谋划策

雨林即吾乡 护林即护猿

《海南长臂猿保护行动计划框架》发布

力争用15年实现
海南长臂猿数量翻番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
李大武）8月21日，经过来自全球多个学科、多
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两天的讨论后，《海南长
臂猿保护行动计划框架》制定完成，并在海南长
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发布。

海南长臂猿的保护目标是：建立统一规划、
统一协调、资源共建共享、联合攻关的机制。依
靠自然恢复为主，辅之以现代科技手段，在加强
保护力度、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前提下，保护海南
长臂猿种群健康繁殖，利用约15年时间，实现
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翻番和可持续增长，使其
较快解除极度濒危状况。

海南长臂猿保护行动计划内容包括：海南
长臂猿及栖息地监测与数据库建设；开展海南
长臂猿的营养生态学和繁殖生物学研究；开展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修复和优化；加强海南长
臂猿保护管理的协同；加强海南长臂猿保护的
科普宣教；改善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周边社区经
济发展方式和建立支撑系统等。

两只雌性长臂猿在树上啼叫两只雌性长臂猿在树上啼叫。。

海南长臂猿在果树上觅食。

海南长臂猿保护志愿者协会各支队伍分获
授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海南长臂猿在树上活动。

海南长臂猿在树上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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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孙慧 陈雪怡
实习生 陈韧锐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是诗人李白笔下的诗情画意。
如今在全球各界对长臂猿的保护
与拯救下，有望让现代人在走进
热带雨林时重温不解之“猿”。

8月20日，在海南长臂猿保
护国际研讨会的“濒危物种——
海南长臂猿保护与拯救”论坛上，
来自国内外知名专家共同为海南长
臂猿的保护建言献策，他们表示，海
南长臂猿是一个重要的濒危旗舰物
种，将协同攻关、共同努力为全球提
供长臂猿保护的海南方案。

不解之“猿”：
保护海南长臂猿需全球协同攻关

“此次会议是目前为止中国长臂
猿保护历史当中最高规格的会议。”
中山大学教授范朋飞从2002年开始
研究长臂猿，他认为保护长臂猿意义
重大：一是长臂猿具有非常重要的科
学价值，可以借长臂猿研究人类“一
夫一妻”制的演化过程；二是长臂猿
通讯行为最接近人类的语言，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和认知
能力如何进化；三是所有的灵长类动
物中除了人类，长臂猿直立行走能力
最强，通过长臂猿研究可以更好地理
解人类如何进化出直立行走能力。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小猿类专家
组副主席苏珊·彻妮表示，她2002年
第一次到中国参加保护长臂猿的学
术会议迄今，一直对海南长臂猿的保
护状态保持乐观，希望未来能给实施
海南长臂猿保护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和分享信息。

“我对于海南长臂猿这个物种充
满希望，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分享
我们的知识，为这个物种的保护做出
最大的努力！”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中国香港）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陈
辈乐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物种存
续委员会主席约翰·保尔·罗吉兹表
示，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出台的一些具
体保护举措和资金支持，让他认为海
南长臂猿保护的前景十分明朗。

“猿”来是你：
专家发现海南长臂猿

“新婚夫妇”

论坛上，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自然保护地研究所所长金崑
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林
科院此前开展了一项智能检测尝试，
即把4G的红外自动相机和音频检测
手段应用到海南长臂猿的监测上。8
月18日6时31分，专家们收到了部
署在E群E13标号的4G红外自动相
机传回来的视频和照片——是E群
的两只海南长臂猿，一雄一雌！

“这意味着海南长臂猿第五个
群，E群四个群组开始形成新的家庭
群，说明E群形成了新婚夫妇，海南
长臂猿的孩子已经结婚，而且找到新
的栖息地！”金崑说，这也意味着海南
长臂猿保护卓有成效，希望未来海南
国家公园研究院部署国内外的相关
专家团队一起合作，保护种群。

巴西维索萨联邦大学森林工程
系副教授法比阿诺·德·米勒希望，未
来还可尝试无人机新技术监测海南
长臂猿现状，助力保护行动。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周江则希望
尽快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野外监测
队伍，共享科研数据，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行动保护计划。

保护“猿”家：
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海南长臂猿

栖息地保护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刁晓

平建议，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
设过程中，要注意正确处理好旅游观
光项目的开发和海南长臂猿适宜栖
息地保护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人类
活动对海南长臂猿适宜栖息地的影
响，使栖息地尽快恢复，为物种复壮
提供良好条件。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时坤认为，一
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一定有着健康的
生态结构，如果结构缺失，功能就会
出现问题，因此，海南长臂猿保护不

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还要考虑其他因
素，比如要关注长臂猿捕食者的问
题。“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加入海南
长臂猿保护攻关团队，交出我们的答
卷！”时坤说。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海南长臂
猿种群已经恢复到30多只，如果未
来15年我们可以让长臂猿种群翻一
番，就可以给全世界提供一个新的、
成功的海南长臂猿保护案例！”范朋
飞说。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国内外专家为海南长臂猿保护建言献策

努力提供长臂猿保护的海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