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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6日 星期一 多云转晴
地点：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和青松乡交叉的东崩岭区域

关注海南长臂猿大调查·寻猿记

陵水举办
旅文系统英语培训班

本报椰林11月16日电（记者李梦楠 梁君
穷）11月1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2020年旅文系
统英语培训班开班，该县各景区、酒店及旅文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约80名学员参加培训，旨在进一步
提升该县旅文系统人员的外语文化素养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打造一支懂外语、善沟通的外向型高素
质旅游行业从业者队伍。

培训班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
教授吴叔尉围绕“国际文化礼仪和跨文化习俗”主
题向学员们作了讲解，并通过专题授课、情景教学、
头脑风暴等方式与学员进行了互动。

此次培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承办，该公司采用线下集中授课、线上APP自主
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此次培训，同时结合陵水
文化特色有针对性地提高学员的英语使用能力。

海南三名职业女棋手出征
2020全国围棋锦标赛（团体）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2020
全国围棋锦标赛（团体）11月14日在浙江省杭州
市落子。代表海南参赛的海南金角围棋俱乐部派
出金惠敏、范蔚菁、周昱杉3名职业女棋手参赛，
比赛将持续至11月23日。

海南金角围棋俱乐部此次派出的3名女棋手
分别为：来自韩国的金惠敏职业九段，她曾获得第
十八届韩国女子国手战决赛冠军；范蔚菁职业三
段，曾获得2019中国围棋大会女士围棋冠军；周
昱杉职业初段，曾获得“秦皇岛”杯全国业余女子
围棋锦标赛冠军。

据悉，本次比赛设有男子乙级团体赛和女子
团体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代表队参赛。

东崩岭区域连续下了两天的雨，
长臂猿大调查活动野外调查即将结
束，天终于放晴了，但东崩岭调查小
组的任务还没完成。

11月15日22时，海南长臂猿大
调查活动东崩岭调查小组的9名成员
围坐一圈，研究制定第二天的计划。

“受天气影响，我们小组还没有
近距离观察到海南长臂猿，植物样
线调查还有2条没完成，明天的计划
是4个人带队上山，体力好的队员争
取上山完成任务，其余人员留在营
地监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
队员、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东崩
岭调查小组组长刘辉勤简要地分配

着任务。
监测队队员韦富良和黎天盛接

话表示认同。“我们速度快，你们一不
留神就会跟丢，营地的设备可以监听
得更好更近，大家明天早上都要把耳
朵竖起来。”韦富良说。

跟组采访5天下来，责任心强，是
刘辉勤留给我们的印象。“E群是海南
长臂猿最新组建的一个种群，幼猿的
情况是我们当下最担心的，长臂猿第
一次当妈妈，哺育经验不足，所以大
家都期待能从我们的调查中获取E群
的最新信息，压力非常大。”刘辉勤说。

今年 34 岁的刘辉勤，此前一直
参与监测海南长臂猿的B群，但今年
以来，他成为目前长期监测E群的4

名监测队员之一。“这也是我第一次
带队做监测工作，身上担子不轻。”刘
辉勤表示，E 群是今年新发现的种
群，往往对人类活动比较敏感，加上
又有幼猿的存在，警惕性高，移动速
度快，追踪困难。加之监测队员今年
才因为有长臂猿活动而进入东崩岭
区域，该区域的植被状况和监测路线
还没有完全摸透，一些路线甚至无人
走过，追踪时要频繁用镰刀开路，导
致E群的监测工作困难重重。

“此前来了几次都没看见E群。”
刘辉勤说，每次监测E 群，队员们都
小心翼翼。“它们能发现我们，但我们
却不一定能看到它们，自从开始监测
E 群，我们都不敢来太多次，以防过
多惊扰。”

监测工作凝聚着每个人的努
力。刘辉勤表示，追踪海南长臂猿的
条件有三个：一是会认路，方向感强；

二是体力好，能爬山；第三是有兴趣
和责任心，熬得住。只有具备这三个
条件，才能做好海南长臂猿监测工
作，缺一不可。

大调查活动以来，E群的追踪情
况总是不尽人意，5天的调查时间只
有2天能监听到鸣叫，且持续时间短
暂。另受台风天气影响，E群有2天
的时间没有发出鸣叫。“没有鸣叫就
无法追踪。”有着 7 年追猿经历的护
林员韦富良说。

16 日 6 时 50 分，一声猿鸣划破
天际。

“听！”在山上监测的黎天盛提醒
身旁的刘辉勤。

东崩岭调查小组队员刘辉勤、韦
富良、黎天盛、叶储民立即兵分三路
开始监测，个别队员跟随其后。

“我们采取多点监测的方式去
追。”刘辉勤说，他们根据海南长臂猿

叫声的位置，分3路人员从不同方向
对猿鸣所在位置进行监测。由于他
离猿群的位置最近，在9时58分，他
看到了一公一母两只长臂猿，但遗憾
的是持续时间仅有3秒左右，加之距
离较远，母猿又背对着他，他并没有
看清幼猿情况。

“推迟一天下山，明天再上去看
看，必须要确认幼猿的情况。”刘辉勤
说，追了5天，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蹲点 5 天，终于见到 E 群身影。
而在山上的所有调查小组成员都听
到了长时间的猿鸣，从6时57分到7
时20分，海南长臂猿E群鸣叫时间长
达20多分钟；8时59分又开始第二次
鸣叫，持续时间也有10多分钟。

刘辉勤介绍，这也是他们监测以
来，听到E群发出的最长时间的鸣叫。

（本报霸王岭11月16日电 记
者谢凯 王迎春）

追踪5天，调查小组终于在白沙东崩岭区域见到猿影

守得云开听猿鸣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快抬头！”11月14日，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管辖
的红河谷片区，一只海南长臂猿突然
出现在营地帐篷的正上方，让2020年
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红河谷分组组
长谢赠南不禁低声叫了起来。

连日来受台风影响，红河谷分组的
成员们始终只闻猿声不见其影，不免有
些失落。“每天跑大老远追猿，没想到

‘小吃货’居然在这里等我们。”小心翼
翼靠近后谢赠南才发现，原来小家伙是
被营地附近的一株桂树吸引而来。

“食物在哪里，猿群就往哪里。”拥
有12年护猿经历的谢赠南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想找到海南长臂猿的踪迹，
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蹲守它们的

“粮食”林。为此，专家们展开监测研
究，逐步摸清海南长臂猿的“食谱”与
进食习惯。

肉厚多汁的果实
是它们的最爱

桂树果是海南长臂猿的喜食植物
果实之一，但在霸王岭林区，这并不是
它们的首选。

“海南长臂猿最爱吃肉厚多汁的
植物果实，这个季节林子里果实丰富，
长臂猿觅食活动范围较为固定。”参与
本次调查的中山大学博士钟旭凯介
绍，一路上山他们发现，沿途长满了海

南长臂猿的喜食树种，包括肖蒲桃、红
锥、岭南山竹子、秋枫、乌墨、大叶胭脂
等，种类繁多且数量充足，根本不用担
心小家伙们的“吃饭”问题。

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相关科研人员曾分析，海南长臂
猿的喜食植物有35科68种，以乔木树
种为主，集中在海拔400米至1200米
之间。从科的区系特征看，以桑科和
樟科植物为主，这两个科的植物大部
分果实为浆果或肉质类核果等，海南
长臂猿的进食喜好可见一斑。

而根据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最新
的调查显示，海南长臂猿的喜食植物
种类已达上百种。

植物种类的大幅增加，得益于“海
南长臂猿物种保护与栖息地恢复建设
项目”的开展。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年
以来，海南通过恢复天然林、改造次生
林，陆续改造修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
5000多亩，其中2005年至2008年对
南七河3000多亩人工林进行改造，种
植各种海南长臂猿喜食乡土树种超过
30万株，有效保障了海南长臂猿的食
物供给。

并非“素食主义”
也会“女士优先”

食物在哪里，猿群就往哪里去。
在霸王岭斧头岭林区，好几处海拔较
低的沟谷长着不少野荔枝。每年夏

季，挂满枝头的荔枝长熟变红，这里就
成了海南长臂猿觅食与栖居的主要据
点。

“如果长臂猿发现肖蒲桃、野荔
枝、大花五桠果、大果榕等喜食果树的
果实成熟且挂果量大，它们就会连续
好几天停留在周边，直到把果实吃完
为止。”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李文永
介绍，每年冬天，霸王岭雨林的树木果
实相对稀疏，这时便成了海南长臂猿
觅食的困难时期。

为了饱腹，猿群一方面要到更远
的地方觅食，一方面也会寻找植物的
嫩叶、花和少量的动物性食物作为替
代，如飞蚁、虫蛹、蜘蛛、鸟蛋等，可见
它们并非“素食主义者”。

“与大大咧咧的猴群不同，海南长
臂猿从不浪费食物，摘一个吃一个，只
食熟果，没成熟的绝不碰触。”李文永观
察到，除榕树果实外，无论是柔软的浆
果，还是坚硬的核果或其他野果子，海
南长臂猿几乎都会像人类一样“吐皮”。

与人类的另一个相似点是，海南
长臂猿进食时总会“女士优先”。每次
进食，母猿尤其是带有幼崽的母猿会
先吃，公猿在一旁戒备，待母猿吃饱后
才轮到公猿。“正是这些与人类十分相
似的习性，让我们觉得海南长臂猿是
充满灵性的动物。”李文永说，尽管海
南长臂猿是个“吃货”，但当包裹着果
核的“猿粪”落进泥土，它们也由此担
当起森林植物种子传播的角色。

（本报霸王岭11月16日电）

“免税视野”第三期
交流会今举行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
者汪慧）继成功举办第二期行业交流会后，“免税视
野”第三期数据分享及专家交流会将于11月17日
上午9时30分在线上举办。该活动由商务部投资
促进事务局主办，免税视野国际合作平台承办，新
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给予媒体支持。

此次交流会，多位行业大咖将围绕“近期免税
动向及消费数据与行为分析”“深耕行业 打造具
有先进传播力的新型主流融媒体”“竞争加剧下如
何平衡免税商盈利能力”等话题进行探讨交流。
此外还邀请了行业内企业及机构代表现场分享旅
游零售经验与对中国免税业的发展展望与研判。

今年以来，免税行业关注度更是不断升温，在上
一期的交流会上，多位企
业代表和行业专家齐聚，
发布免税行业报告、分享
相关数据、探讨政策信
息，引发广泛关注。据
悉，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全媒体
矩阵将对发布会进行视
频直播，网友可扫描下
方二维码观看直播。

扫码看“免税视
野”第三期视频直播

本报霸王岭 11 月 16 日
电 （记者于伟慧）11月 16日
上午，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
传来喜讯：调查小组在霸王岭
雨林中监测到淡紫䴓（shī）这
一珍稀鸟类，并拍摄到照片。

淡紫䴓在我国仅分布在
海南地区，据发现此鸟的监测
队员魏亚情介绍，当天早上在
监测完长臂猿之后，一只小鸟
进入他的视野，中等体型、色
彩艳丽，鸟喙黄色，他迅速按
下了相机快门。

拍摄的照片经参与此次调
查活动的多名鸟类专家鉴定，为
淡紫䴓海南亚种，在我国仅分布
在海南，越南、老挝偶有发现，但
平时很难发现，这也是在霸王岭
雨林中首次监测到此鸟。

据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博士马子驭介绍，该鸟主要吃
树干上的虫子，跳跃、攀爬和
林间飞行能力都很强，看家本
领是360度围绕树干攀爬找虫
子，可以头朝树冠攀爬，也可
以头朝下攀爬，这是它的独家
绝活。淡紫䴓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垂直迁徙，一般范围是从
山谷到山顶，从山顶到山谷，
很少远距离跨经纬度迁徙，这
也是它分布地区较少的一个
重要原因。

令人兴奋的是，另一调查
组也发现了淡紫䴓，这也从另
外一个角度说明，随着海南热
带雨林保护和监测工作的大
力开展，海南将监测到更多的
珍稀物种。

红河谷调查小组发现海南长臂猿“小吃货”，它们——

爱吃“水果”也讲“礼仪” 霸王岭雨林
首次监测到淡紫䴓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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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斧头岭，正在进食的长臂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霸王岭拍摄到的淡紫䴓。 魏亚情 供图

海口军事法院开展
“送法进军营”活动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杨维）为深入学
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近日，
海口军事法院联合省高院、省司法厅组成14名地方
法官、6名资深律师的送法活动分队，深入14个驻琼
部队开展军地法官、律师“送法进军营”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围绕为官兵上一堂法治教育
课、赠送一批法律书籍、组织一次面对面法律咨
询、开展一次法律服务保障需求调研、与部分单位
签订一份共建协议展开，涵盖驻琼各军兵种部队，
为500多名官兵面对面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活动开展前，为精准掌握部队现实法律需求，
海口军事法院全面收集掌握官兵思想状况、法律
需求，并归纳梳理近年来官兵经常咨询的法律问
题，形成《官兵常见涉法问题解答》《涉军维权工作
服务指南》，引导官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妥善处
理涉法涉诉纠纷。

下一步，海口军事法院将与省高院、省司法厅
协商建立“两个一站式”司法服务保障机制，引入地
方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资源，推动建设“军地协同
巡回法庭”，为军人军属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工作部
署，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
全省开展“万名老兵创业行动
暨百站创百业活动”。海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
日报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我
有担当——退役军人创业先
锋”系列专题，挖掘退役军人
创业事迹，展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
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营造
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2001年，莫道杨入伍，成为海南
武警某部一名士兵，2006 年退役。
今年37岁的莫道杨回忆起曾经的创
业经历，他坦言：“累是真的累，跌倒
了再爬起，没有当兵咽不下的苦。”在
选择创业的道路上，他毅然选择“一
战到底”，拿出绝不服输的劲头儿。

2009年，莫道杨做出人生中第
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放弃稳定的工作
环境，涉足酒店经营行业。“因为缺乏
酒店运营管理经验，团队没有形成服

务意识，在和合伙人坚持开店10个
月后，只能宣布倒闭。”莫道杨说。

经过一次失败后他选择直面困
难，重新出发，随后，他将目光瞄准建
筑行业，开始经营商品混凝土输送泵
车租赁业务，从贷款购买了第一台输
送泵车到现在的九台，租赁业务开始
走向正规化经营，同时参与了文定澄
临高速公路、新悦广场、德国香肠厂、
仙沟牛肉美食广场等多个项目的施
工建设。

莫道杨是海南省定安人，在返乡
创业的几年时间里，借助海南发展政
策东风，积极开辟定安仙沟牛肉“百
年牛市”农家乐品牌，“仙沟牛肉是定
安的老品牌，本地人要有做大做强的
前瞻性，同时要保证品质和价格相匹
配。”关于家乡老字号的发展，莫道杨
有着自己的见解。

目前，莫道杨拥有海南龙福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定安龙福工程机械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定安龙福贸易有限

公司三家公司，同时担任定安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突击队队长，疫情期间，他
也主动参与到当地的防控工作当中。

“社会赋予我的职责与担当越来
越大，在创业团队不断前进的同时，
我会积极帮助退役军人再就业、创
业”。作为定安县基层商会的成员，
莫道杨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主战场，
开展就业资金帮扶、创业指导等工
作，展现了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
担当。 （撰稿/陈曼）

退役军人莫道杨回家乡创业，积极帮扶困难群体

实干创业显担当

莫道杨参与定安县八一慰问活动。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