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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5日
讯（记者李梦瑶）9月
5日，海南省政府新闻
办在海口召开海南长

臂猿喜添婴猿新闻发布会，与在
法国马赛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连线发布一大喜讯：
海南长臂猿B群和D群各新增
一只婴猿，至此种群数量达到5
群35只。

这是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
大会唯一有关中国自然保护成
果的新闻发布会，充分说明国际
社会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的高度
重视和关注，这也意味着海南长
臂猿保护正成为世界了解海南
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靓丽名片。

当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总裁兼理事会主席章新
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
委员会主席乔恩·保罗·罗德里
格斯、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
长类专家组主席拉塞尔·米特麦
尔等诸多国际顶级权威专家通
过实时连线、录制视频等方式参
与了本次发布会，对海南长臂猿
的保护工作予以高度认可。

“‘海南模式’之所以成功，
主要是以自然恢复方法来实现
保护，这也是 IUCN一再推崇
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章新
胜认为，海南通过建立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研
究院等举措，在濒危物种、热带
雨林保护等全球关注的焦点问
题上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解决
方案。

这一关于生态保护的“中国
智慧”“海南模式”，由来自全球
11家机构的15位专家历经半年
的讨论、打磨后，汇集成《海南长

臂猿保护案例》（以下简称《案
例》），在当天的世界自然保护大
会上向全球正式发布。

《案例》指出，海南长臂猿保
护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基于
5个要点，即：充分调动公共部门
的资源；深入和广泛的国际合
作；拥抱以自然和科学为基础的
解决方案，保护原始栖息地并修
复其余的栖息地；加强当地社区
的保护意识和实地参与；栖息地
恢复综合管理。

《案例》称，通过采用科学和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保护了原
始栖息地和修复退化的栖息地，
同时增强了当地群众对长臂猿
保护的认识和意愿。最近，海南
长臂猿保护工作、海南长臂猿当
前栖息地和未来潜在栖息地的
管理已在4400平方公里的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得到增
强。中国和国际保护组织对海
南长臂猿的保护也作出了承诺，
这些努力值得肯定和学习。

《案例》认为，海南长臂猿的
保护工作对全球20种长臂猿乃
至灵长类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对
促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对长臂
猿栖息地热带雨林的保护管理
具有参考作用，对气候变化、低
碳经济等要求下的生态系统和
保护地重构具有启示意义。

“虽然我们保护濒危物种的
愿望良好，但有时候采取的举措
不一定有效。”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小猿组副主
席苏珊·切恩直言，《案例》通过
详细阐述海南长臂猿的保护故
事，无疑为全世界提供了又一个
濒临灭绝的物种得到拯救恢复
的范例经验。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一次性发现两只新生猿，这放在过
去根本不敢想！”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半
年时间，邹正冲回忆发现新生猿的过程
时依旧兴奋不已。

9月5日，海南联合第七届世界自然
保护大会向全世界发布喜讯：海南长臂猿

B群和D群各新增一只婴猿。这两只婴猿
正是由邹正冲和他的队友们发现的。

邹正冲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
理局霸王岭分局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
员，今年3月1日，他和队友黄卢标、刘辉
勤、冯业兴一行四人同往常一样，从霸王
岭镇区出发赶往山上的驻点，就地驻扎
一晚，为次日的海南长臂猿B群的监测
工作做准备。

“猿群醒得早，我们得比它们更早。”
3月2日凌晨5点，邹正冲和队友们准时
起床，在陡峭山林间徒步攀爬一个小时
后，顺利赶在猿群发出第一声鸣叫前抵
达监听点。

“呜，呜，呜……”足足等待了40余分
钟后，不远处倏然传来几声如口哨般的
清亮长音。有着近20年追猿经验的邹正
冲，迅速根据猿啼确定猿群当时所处的
方位，“它们在南班方向，我们快跟上。”

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路，于3个小时
后在南班再次听到猿啼，“这是一种警叫
声，我们推测应该是一只独猿发出的。”

但此时邹正冲等人仍然只闻猿啼、不见
猿影，只好继续蹲守。

大约又过了2个小时，猿群从另一座
山头发出第三次鸣叫，引得一行人再次
疾步飞奔。这一次，他们终于追踪到猿
群的踪迹，“一共7只，在树上跑得飞快。”

当时，邹正冲抬了抬胳膊，手表显示
已是12时30分。午后是猿群的休息时
间，追寻起来难度更大，但考虑到当天
山上雾气特别大，监测到的猿群活动画
面并不清楚，一行人还是决定留下来等
等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这个决定真
是做对了。”邹正冲回忆，当天他们一直
蹲守到15时05分，突然看见一只母猿怀
抱一只婴猿飞速从山脊掠过，“这只婴猿
我们没见过。”

监测队员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很有
可能是B群的一名新成员。遗憾的是，
由于这只母猿动作过于迅捷，他们并没
有拍到照片。

返回驻点休整一晚，3月3日凌晨5

时，一行人再次启程前往监听点。经过4
个多小时的漫长追踪与等待，上午9时
40分，他们终于清楚地观察到8只长臂
猿，并确定其中一只母猿怀抱着一只新
生婴猿。

迅速掏出相机将眼前的画面定格，
邹正冲第一时间将这一好消息传回至霸
王岭分局。而他彼时还不知道的是，就
在几个小时前，他的队友王进强、徐应
东、梁海洪、李儒财四人也收获了同样的
惊喜——

3月3日6时20分，他们监测并拍摄
到D群5只海南长臂猿聚集在一株笔管
榕树上吃果子，其中一只母猿正怀抱着
一只新生婴猿。

“我们根据这两只新生婴猿的外貌
形态判断，B群的婴猿出生时间应该是
2021年1月底，D群的婴猿大概是出生
在2月中下旬。”霸王岭分局宣教科普科
科长齐旭明说，接连传来的喜讯让大家
兴奋不已，他们也立即将情况上报至海
南省林业局（海南省热带雨林管理局）。

8月23日，省林业局在海口组织来
自中山大学、贵州师范大学、香港嘉道理
农场暨植物园、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等科研单位的5位专家对以上两只新生
婴猿进行专家论证，与会专家在听取汇
报和审阅相关视频和照片资料后，经质
询和讨论，一致认为两只婴猿出生证据
确凿，建议适时向社会公开。

9月 5日，时值第七届世界自然保
护大会在法国马赛召开，海南长臂猿
喜添双丁的消息便也顺势公布。在当
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专家们带回了两
只小家伙最新的消息：从后续的日常
监测情况看，新增的 2 只婴猿体色已
由刚出生时的淡黄色逐步变为黑色，
成长状况良好。

“它们现在生活得好着呢，就是还没
有起名字。”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
金城在会上发出“征集令”，希望大伙能
给这两只婴猿分别起个好听又有寓意的
名字。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本报海口 9月 5日讯 （记
者王迎春）9月 3日至11日，第
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法国
马赛举办。9月5日，海南长臂
猿喜添婴猿海口-马赛联合新
闻发布会在海南海口召开，发
布了海南长臂猿喜添两只婴猿
的喜讯。作为此次新闻发布会
的重点议程之一，马赛会场发
布了由全球 11个机构的 15位
专家撰写的《海南长臂猿案例
研究》。

在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
会上发布《海南长臂猿案例研
究》（以下简称《案例》）的意义何
在？对此，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兼理事
会主席章新胜及中国科学院院
士、海南大学校长、海南国家公
园研究院院长骆清铭。

“《案例》由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长
类专家组主席拉塞尔·米特麦尔
博士、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灵
长类专家组小猿组副主席苏珊·
切恩博士等国际顶级权威专家
参与撰写，并由苏珊·切恩博士
亲自发布，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
海南长臂猿保护的高度认可。”
章新胜表示，这也是IUCN一再
推崇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
新标志。更突出显示了中国的
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成果。

骆清铭表示，本届大会能够
将发布《案例》列入正式议程，说

明了生物多样性国际权威顶级
机构对海南长臂猿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成效的充分认可；说明
了中国对海南长臂猿保护采取
措施是有效、有力的，让国际社
会看到了极度濒危物种恢复的
希望。

“《案例》在第七届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发布，说明中国在
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有了
进一步的话语权，特别是在长
臂猿等珍稀物种的保护领域，
亦表明中国在长臂猿保护这个
领域的示范性和引领性作用。”
骆清铭认为，当今社会面临着
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和生物多
样性丢失等重大危机，海南长
臂猿保护的成功案例是中国对
世界濒危物种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奉献的中国经验。

据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是世界上最早创立的自然保护
组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
最悠久的独立的全球性自然和
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也是自然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唯
一具有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
资质、出席联合国大会首脑峰
会的唯一代表。世界自然保护
大会是国际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
议。此次大会也将是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届缔
约方大会（CBD COP15）前的
一次重要会议。

国内外顶级专家联合攻关，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提速增效

莽莽雨林皆家园 绵绵呵护猿丁兴

兵分两路追寻两天，翻山越岭循声觅猿，接连收获重大惊喜——

发现猿家添丁的背后

长臂猿保护“海南模式”
受到国际组织广泛认可

专家学者：

海南长臂猿保护的经验智慧
值得全球推广学习

目前，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势头良
好，但它们依然是全世界最濒危的灵长类
动物。

“脱危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持之以
恒付出努力，保护不能松懈。”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坦言，眼下
海南长臂猿保护的很多关键科学问题还
没有答案，譬如它们的营养需求、栖息地
偏好、个体识别、过夜地选择、迁徙扩散、
配偶选择以及新家庭的形成过程和机制
都还不清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投
入了大量资金，召集了一批国内外的专家
联合攻关，预期未来2至3年会产出大量
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将能更好地推
动海南长臂猿的保护。

“5年内，我们将建立专职、专业监测
队伍和监测体系，力争全面准确掌握海南
长臂猿种群动态及其栖息地情况。”汤炎
非介绍，他们将发挥好跨领域、跨部门、跨
国界的平台化作用，集聚国际国内多方力
量，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合作和联合

攻关，对其行为、生态、繁殖、营养、生理等
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开展社区可持续发展
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各方还将合力
推动栖息地修复、改良和生态廊道建设工
作，增加海南长臂猿的适宜栖息地面积；通
过编写科普读物、组织知识竞赛、科学游憩
等多形式、多层次的活动，开展海南长臂猿
及其栖息地保护的科普教育工作，促进全
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提升。

根据2020年12月17日IUCN和海南
国家公园研究院等共同发起的《全球长臂

猿保护网络倡议》，接下来国内外专家还将
积极推进全球长臂猿保护联盟建设，将海
南长臂猿和其他长臂猿保护的国际合作与
交流推向常态化，为全球长臂猿的保护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
种存续委员会灵长类动物专家组小猿组
正在为所有长臂猿分布国准备一系列的
保护行动计划。这些保护计划将突出长
臂猿的保护需求，为未来长臂猿的保护制
定路线图。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尽管已经追踪研究海南长臂猿长达
19年，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海南长臂猿
保护研究”项目“海南长臂猿繁殖生物学研
究”课题负责人周江依旧不敢说自己十分
了解这群雨林精灵。

“海南长臂猿到底是怎么分群的？”“全
球气候变暖，会对海南长臂猿的种群繁衍
产生影响吗？”“不同气候条件下，长臂猿的
觅食路径与时间会有什么不同？”……太多
的问题困扰着他，也困扰着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们。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是破解海
南长臂猿种族存续密码的关键所在。

在此背景下，国家林草局大力支持海
南长臂猿研究保护，批准设立国家林草局
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把“海南长臂猿
保护国家长期科研基地”列为第二批国家
林草局长期科研基地。

与此同时，海南于去年成立国家公园
研究院，依托平台化设计优势，以项目驱
动，柔性引进人才，并与国内外许多知名智
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以相互配合、联合攻关的方式携手推进海
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

“去年，我们主办‘全球联手，拯救海南
长臂猿’专家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外多个

学科、多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进行为期
两天的讨论，发布了《海南长臂猿保护行动
计划纲要》。”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执行院
长汤炎非介绍，同时，他们主导发起的《全
球长臂猿保护倡议》于IUCN官网发布，引
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专家学者为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鼓与
呼，并非只是“纸上谈兵”。

去年11月，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
构及公益组织的73名专家学者，在海南国
家公园研究院的牵头下进驻霸王岭林区，
根据各自的学科特长承担不同的分工，建
立起包括空中监测、地面监听、猿鸣录音、

影像拍摄、观察记录在内的立体化智能科
考体系，进行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海南长臂猿调查活动。

新技术、多组织的介入，为解开海南长
臂猿的诸多谜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让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颇有底气地酝酿出一
个“小目标”——在没有重大突发状况、保护
力度不变的情况下，2035年海南长臂猿个体
数量将达到60至70只，实现种群翻番。

“这是世界灵长类濒危动物保护历史
上少有的远大目标。”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
分会理事范朋飞直言，他对实现这一目标
充满信心。

作为海南岛上真正的“原住民”，与海
南长臂猿相关联的常常是另一个关键词：
极度濒危。

20世纪50年代，整个海南岛接近90
万公顷的森林里分布有超过2000只长臂
猿。仅仅过了30年，这一数字便骤降至7
至9只，全岛仅霸王岭林区有分布。

“再不保护，海南长臂猿就真的要灭绝
了。”霸王岭林业局原局长洪德威曾回忆，
彼时他们顶着重重压力，停止了在海南长
臂猿经常活动区域的采伐活动，由此也迈
出保护海南长臂猿的第一步。

从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强化野外巡护监
测，到编制出台《海南长臂猿保护状况调查
及保护行动计划》，过去几十年间，海南各
级政府及社会各界为保护海南长臂猿做出

积极努力，截至2019年底，其种群数量恢
复至4群30只。

随着海南将岛上95%以上的原始林、
55%以上的天然林以及生态区位中最重要
的区域划为试点区，举全省之力创新开展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更将这一热
带雨林旗舰物种的保护工作上升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存在海拔偏高、
家域面积偏小等问题，住起来其实并不算
太顺心。”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如何
帮助它们迁徙到更广阔的雨林，便成了需
要解决的当务之急，“自2019年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启动后，我省编制《海南长臂猿生
态廊道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自然恢
复、人工辅助修复、猿食植物补植等措施加

快生态廊道建设，逐步连接起斧头岭等现
有栖息地与周边潜在适宜栖息地。”

将“孤岛”之间的空隙填补上，人们很
快欣喜地发现，海南长臂猿活动觅食区域
明显扩大。

2019年12月，李文永和队员们在监
测中发现，一雄一雌两只成年海南长臂猿
现身距离斧头岭约10公里外的东崩岭。

“这说明猿群拥有扩散到新栖息地的
能力，也是海南热带雨林恢复成效的有力
佐证。”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公
园处负责人洪小江看来，新建猿群的出现
对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而8个多月后小两口喜添新丁，则意味着
这个小家庭终于进入平稳期。

这并不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

动以来，海南长臂猿家族传来的唯一喜讯。
就在今年3月2日和3日，监测人员再次

发现：海南长臂猿B群和D群各新增一只婴
猿，持续的监测显示两只婴猿健康状况良好，
生长发育正常。至此，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
量已恢复到5群共35只，创近40年新高。

“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
判断，在全球20种长臂猿中，海南长臂猿
是唯一能保持种群缓慢增长的物种。眼下
这接二连三的好消息，无疑使这一论断得
到鲜活而又确凿的证明。”海南省林业局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金城直言，这也充分证明设立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利于海南长臂猿的
种群恢复，有利于海南热带雨林的系统修
复，有利于海南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密不透光的霸王岭
雨林里，二三十米高的树
杈上，“平平”从妈妈怀里
探出毛茸茸的脑袋，不时
朝四周好奇打探。

几天前，海南长臂猿
社区监测队队员李文永
再次见到这一幕时，翻山
越岭的疲倦瞬间烟消云
散，“看到它状态好，我就
放心了，大伙可都牵挂着
这个小家伙呢。”

“平平”是一只刚刚
满 1 岁的海南长臂猿。
今年，它又迎来了两个新
伙伴——

今年3月初，海南长
臂猿监测队员邹正冲、
王进强等人发现，海南
长臂猿B群和D群各新
增一只婴猿。至此，这
个全球最稀有的灵长类
动物种群数量恢复至5
群35只。

在过去十余年间，李
文永等人见证了猿群的
一点点发展壮大。而随
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
他们明显发现，关心海南
长臂猿的人也越来越多。

地处海南岛西南部
昌江黎族自治县东南部

属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是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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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面积约

21.39平方公里

的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霸王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提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扩大到66.26平方公里

1988年 保护面积再次扩大到

299.8平方公里

2003年

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海南长臂猿当前栖息地和未来潜在栖息地

扩大至4400平方公里

2019年

成效初显 种群数量增长至5群35只

群策群力 整合全球力量联合攻关

预期未来 今后2至3年将产出大量科研成果

海南长臂猿
保护总体目标

建立统一规划、统一协调、资源
共建共享、联合攻关的机制。基于自
然的法则，以自然恢复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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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健康繁
殖，并且实现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15
年翻番和可持续增长，使海南长臂猿
种群较快解除极度濒危状况。

（一）目标
1.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全面掌握海

南长臂猿营养生态学和繁殖生态学信
息。

2. 为制定海南长臂猿紧急救助预
案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依据。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营养生态学：深入了解海南长臂

猿的生态需求，包括栖息地选择及利
用、食物偏好、营养需求。

2.繁殖生物学：开展海南长臂猿的
繁殖行为研究，了解其繁殖规律。

3.种群遗传学：全面了解海南长臂
猿的遗传背景、评估其遗传多样性。

4.生理健康评估：开展疾病风险评
估，建立疾病监测预警机制。

5. 捕食者与竞争对海南长臂猿种
群恢复的影响：全面了解海南长臂猿的
天敌和食物竞争者。

6.外部威胁因素分析：对海南长臂
猿种群生存和复壮的影响。

7.制定海南长臂猿紧急救助预案。
（三）中长期行动计划
1.探讨人工干预繁殖的可能性，择

机在海南长臂猿近缘种开展相关技术
研究。

2. 进一步开展海南长臂猿生物学
和生态学研究。

（一）目标
扩大海南长臂猿栖息地范围，增强

栖息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提高
栖息地质量，增加海南长臂猿现存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完整性。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评估海南长臂猿栖息地的适宜

性、承载力及受威胁因素。
2. 精准修复海南长臂猿分布区及

周边退化生境。

3. 评估海南长臂猿分布区的人类
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三）中长期行动计划
1.修复海南长臂猿分布区及潜在

分布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提升现有栖
息地斑块间的物理和功能连通性。

2.修建生态廊道，使得海南长臂
猿种群扩散到周边潜在分布区，以
及霸王岭以外的其他国家公园核心
区。

（一）目标
有效协同利益相关方，形成保护海

南长臂猿社会合力。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 构建起各利益相关方共生、共

管、共护平台及其评估体系。
2. 推动建立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法

律法规制度建设。

3. 建立海南长臂猿保护考核评价
及奖惩机制。

4. 建立有利于以海南长臂猿保护
为核心的国家公园整体保护的退出协
商机制和补偿机制。

（三）中长期行动计划
建立良好高效的现代治理体系和

各方协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海南长臂猿
保护现状

截至目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林区

存有5 个家族种群35 只海南长臂猿 6 只在08岗、红河谷一带

A群

7 只在十字路、南班一带

B群

8 只在苗村后山一带

C群

5 只在葵叶岗、东三沟一带

D群

3 只在打炳村后山一带

E群

6 只独猿在东五、十字路区域

（一）目标
通过监测行动的开展，建立完善的

数据库，开展大数据分析，为海南长臂
猿后续的保护行动计划提供科学的依
据。

（二）短期（3年）行动计划
1.在避免对长臂猿干扰的情况下，

建立科学合理的监测体系。
2.建设一支规范化、标准化的长臂

猿监测专业队伍。
3.开展先进监测技术研究，提升监

测效率。
4.统筹协调监测工作；整合监测数

据，建立海南长臂猿系统化的监测数据

库。
5. 在分布区内定期开展一次长臂

猿种群大调查。
6.加强对独猿的监测，及时发现新

群体和主要活动区域。
7. 长期监测全球气候变化对猿食

树种物候的影响。
8. 基于公里网格对长臂猿分布区

和潜在分布区进行植物群落监测。
（三）中长期行动计划
1.开发个体识别技术，建立个体档

案。
2. 进一步开展海南长臂猿保护相

关的全方面监测和共享数据库建设。

海南长臂猿及栖息地监测与数据库的建设

海南长臂猿的营养生态学和繁殖生物学研究

海南长臂猿的栖息地修复和优化

海南长臂猿保护管理的协同

今年今年88月在霸王岭林区拍摄到的母猿怀抱幼猿景象月在霸王岭林区拍摄到的母猿怀抱幼猿景象。。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今年今年55月月，，监测队员拍摄到到一只母猿抱着幼猿在林间穿梭监测队员拍摄到到一只母猿抱着幼猿在林间穿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昌江霸王岭云海。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2020年4月21日，在白沙青松乡
斧头岭，一只母猿带着幼崽活动。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020年4月，在白沙青松乡斧
头岭，长臂猿监测队员用相机拍摄
长臂猿。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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