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基础设施开发加剧森林砍伐，影响这些生态系统和居住在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的多样性，包括人类社区。© Jabruson (www.jabruson.photoshe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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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础设施对类人猿、土著人民和
其他当地社区的影响

序言
基础设施是“人类世”的一项常
见和不断扩大的特征，在世界每
个地方都有人类改变的景观
（Laurance, Goosem and Laurance,
2009）。道路、桥梁和铁路、水
电站、采矿厂和处理厂、电气化
项目，覆盖地球表面的很大面
积，甚至侵入最偏远的景观。所
有道路加在一起，覆盖的距离足
够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83次以
上（van der Ree, Smith and Grilo,
2015, p. 3）。
15年前，使用GLOBIO工具
（模拟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对基础设施的评价显示，非
第2章 基础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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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对
森林生态系统的破
坏的策略，如果考
虑到拟议的基础设
施项目的潜在社会
影响和森林居民帮
助缓解这些破坏的
能力时，最为有
效。

”

洲和亚洲热带雨林栖息地多达
70%受到基础设施开发和周围相
关的人类利用森林的影响。根据
GLOBIO工具的预计和更近期的
评价，到2030年，因为基础设施
开发和相关的栖息地干扰，非洲
大型类人猿分布区内不到10%的
栖息地和亚洲猩猩分布区内很可
能约1%的栖息地能保持原样
（Junker et al., 2012; Nellemann
and Newton, 2002）。对类人猿和
其他大部分动植物物种来说，基
础设施开发是对自然保护的一项
重大威胁。
基础设施也影响居住在热带
雨林栖息地里面或附近的人类人
口，并且不只是以期望的积极方
式产生影响。基础设施开发加剧
森林砍伐，影响这些不断变化的
生态系统及其承载的物种多样性
的复杂动态演变。人类社区是依
赖森林及其资源的物种之一。森
林居民是森林动态生态系统的一
部分，居住其中，适应森林，并
影响森林，这与破坏森林的力量
形成鲜明对比。缓解对这些生态
系统的破坏的策略，如果考虑到
拟议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潜在社会
影响和森林居民帮助缓解这些破
坏的能力时，最为有效。这种方
式不仅能确保居住在森林里的和
其他当地社区的福祉，也能赢取
他们对拟议的自然保护措施的支
持，如果没有当地支持，这些自
然保护措施有可能失败1。
这一章探讨基础设施对森林
里类人猿的生态和行为影响，
以及基础设施开发对依赖森林
资源的森林居民和社区的社会
影响。第1节探讨各种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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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类人猿和其他动植物种的生
态影响；第2节使用喀麦隆的例
子，探讨基础设施的社会影
响。然后，这一章介绍了一些
可以汲取的经验和采取的措
施，减少基础设施开发的有害
影响。
在基础设施的生态影响方
面，这一章的主要结论是：
		 基础设施开发对类人猿和其
他大部分动植物种是一项自
然保护的重大威胁。
		 基础设施开发的主要直接负
面影响是栖息地丧失、道路
上撞击致死、噪音污染和干
扰；间接影响包括人们更多
进入之前偏远的地区、偷
猎、带来疾病和入侵物种。
这些影响有一些是立即呈现
的，比如道路上撞击导致死
亡，其他一些影响则对野生
动物种群有长期、长远的潜
移默化的有害后果。
		 光是预期要实施基础设施项
目，就会加剧一个地方的栖
息地丧失和对野生动物的干
扰，尤其是通过开发连通未
来区域的道路，以及当地人
们小规模的蚕食，即便这个
项目将来没有实现。
		 特定行业的认证机构已经存
在，比如森林管理委员会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可持续棕榈油圆
桌倡议组织（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这些
机构要求先要满足一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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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授予认证，包括与相关
的基础设施相关的标准。这
样，对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开
发的生态和社会影响，就需
要制定和实施针对这些开发
的标准；通过制定其他认证
要求，监督、维护和促进采
用这些标准。
		 在设计对基础设施开发的恰
当响应时，有必要考虑到所
有项目在当地和景观层面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不管是扩
张性项目，比如道路、铁路
和输电线路，还是足迹比较
小的项目。
在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方面，这
一章的主要结论是：
		 在土著人民惯有土地上的基
础设施开发，对土著人民的
生计、文化习俗和规范有负
面影响。
		 土著人民传统上可持续地管
理和利用来自森林的自然资
源，但是他们也可能成为因
基础设施开发加剧的破换循
环的一部分。
		 旨在缓解和抵消基础设施开
发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自然
保护努力，也可能进一步加
剧对土著人民的负面影响。

基础设施对类人猿的
生态影响
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几种影
响在程度上相差很大。影响可能
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可能在建
设、使用、生产或退役阶段发

生；可能在短期或长期感受到。
基础设施的主要直接影响包括：
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行为干扰
和设置人工障碍物，进而干扰移
动规律和影响对栖息地的使用，
增加死亡率，阻碍基因流动。间
接影响和威胁，比如捕猎或疾病
传播风险，常与人们的存在相关
（见表2.1）。
这一节介绍不同类型基础设
施对类人猿的影响。包括交通相
关的项目，比如道路、铁路和港
口；更广意义上的发展基础设
施，比如水电站、输电线路、加
工厂和人类定居点（包括为工作
人员设立的临时或永久住宅开
发）；以及其他类型的基础设
施，比如游客住宿点2。
与一般导致改换数千公顷甚
至更大面积森林用途的工业化
农业和伐木相比，预期道路或
游客住宿点等基础设施对类人
猿的影响会小一些。的确，这
些直线型和当地化项目对栖息
地丧失的立即威胁可能小一
些。但是，随着为基础设施开
发打开森林，人们捕猎，捕捉
活的动物，恶化和破坏森林，
制造噪音，传播疾病，污染环
境，会越来越多干扰原本完好
无损的类人猿分布区。与基础
设施开发相关，这样的人类干
扰对类人猿会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影响景观的结构性连接
（栖息地类型和组成）和功
能性连接，这涉及景观的结构
和动物与所在环境互动的方式
（Kindlmann and Burel, 2008）。
可以制定和实施各种缓解措
施，防止和应对在野生动物栖

“

在设计
对基础设施开发的
恰当响应时，有必
要考虑到各项目在
当地和景观层面的
直接和间接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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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所有基础设施开发的
一个常见影响是，不论在哪
里进行建设，都会破坏或恶
化栖息地。加蓬Port-Gentil
到Omboue的公路建设。
© Julie Sherman

息地里面和周围的基础设施相
关的人类干扰的负面影响。这
些措施的目的是把自然保护纳
入基础设施开发，能有益地针
对每个方案的特征做调整，不
管是由私人公司独家管理，还
是由政府或多个利益攸关方的
组合管理3。

基础设施的影响
每一种基础设施项目预计都会
对当地景观产生多种直接或间接
影响。这些影响的持续时间和范
围可能不同，基础设施需要的建
设期和寿命也不同（见表2.1）。
基础设施项目有明显的三个阶
段：建设期、使用期和一些项目
具有的退役期（比如水电站、伐
木特许区、矿场）。在评价对野
生动物的基本影响和对类人猿的
特定影响时，需要按这些阶段分
别考虑。

建设期
建设各种基础设施项目对类人猿
的总体影响是相似的，但是，任
何影响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建设的
基础设施类型。比如，建立影响
一小片土地的基础设施，比如输
电线路或管道，以及在热带雨林
中建好后基本不再去动它的基础
设施，有可能比在类似地区建立
大型结构，比如水电站、发电厂
或公路，带来的干扰少。
建设任何一种基础设施的一个
常见影响是人类的存在和工作人
员进入建设场址。人们的到来增
加对野生动物的间接威胁，比如
捕猎、实物污染和噪音污染、带
来疾病传播和入侵物种的风险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Burgess et al., 2007）。建设期间重
型机械的噪音也可能影响甚至赶
走动物（见表2.1）。比如，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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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乌干达Bwindi国家公园的山地
大猩猩在公园管理部门建造新的
办公室场址时，改变了分布区。

类人猿对人类干扰的反应一般是
离开和改变分布区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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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1
道路对黑猩猩的影响
黑猩猩显示有灵活的行为，使他们能利用人类世的景
观；它们可能使用人类设立的通道和穿越宽阔道路，进
出家域的不同区域（Cibot et al., 2015; Hockings, Anderson
and Matsuzawa, 2006; Hockings and Sousa, 2013）。同时，
道路和通道使猎人能进出之前无法到达的区域，在那
里设置捕捉器，捕猎黑猩猩和其他动物，供当地消费
或供应商业贸易（Blake et al., 2007; Poulsen et al., 2009;
Robinson et al., 1999）。猎人使用不加区分的活络索套
或捕捉器等器械时，也可能捕捉到非捕捉目标的物
种。
由于人类存在增加和与车辆相撞的危险，道路对野生动
物来说一般是危险的区域（Jaeger et al., 2005）。研究揭
示了与道路开发和利用相关的风险，尤其是黑猩猩如何
穿越道路5。
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穿越道路会导致黑猩猩个体受伤
或死亡（Krief et al., 2008; 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
虽然黑猩猩在穿越道路前和穿越时左右看看，似乎评估
风险，并且检查和等候小群的成员，尤其是更加脆弱的
个体，但是危险还是很高（Cibot et al., 2015）。成年雄性
尤其面临风险，因为在穿越时它们常常处在小群队列的
前端或后端更危险的位置（Hockings, 2011）。如图2.1所
示，几内亚的Bossou黑猩猩穿越宽阔道路比穿越狭窄道
路等候的时间更久。在研究的这段时间之前，这条宽阔
的道路拓宽了；从2005年初到2005年底，黑猩猩减少了
在路边的等候时间，最可能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条道路
较宽的宽度。
有意思的是，乌干达的Sebitoli黑猩猩似乎继续使用在道
路建设前使用的老通道，不管风险（Cibot et al., 2015）。
这一发现表明道路开发者需要辨识黑猩猩的通道和小
道，把这些知识纳入道路设计和开发计划。

图2.1
黑猩猩穿越道路前的等候时间，几内亚Bossou，2005年
图例： 小型道路（3米宽）

大型道路（12米宽）

平均等候时间（秒）
80
60
4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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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ocking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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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基础设施开发的另一个常见
影响是，不论在哪里进行建设，都
会破坏或恶化栖息地。这些影响常
常导致栖息地碎片化和种群隔离，
可能会有长期后果（见表2.1）。

使用或生产阶段
类人猿一般偏好有较少人类
干扰的区域 6 。类人猿（以及其
他哺乳动物）对建成基础设施的
总体反应是避免建成环境区域，
这 导 致 动 物 的 密 度 降 低
（Benitez-Lopez, Alkemade and
Verwej, 2010）。几种基础设施会
直接杀死类人猿，比如电击，或
在道路上与车辆相撞（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见框2.1）。亚
洲类人猿和其他树栖性哺乳动物
在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京那巴丹岸
（Kinabatangan）地区使用输电线
路穿越景观时，经常遭受电击。
类人猿和其他动物有时候从电击
中复苏，但是许多死于电击；它
们也可能在水电站附近或在排水
沟渠里淹死（见附录I）。
与基础设施间接相关的类人
猿死因一般涉及捕猎，大部分发
生在离任何道路10公里以内的地
方（Laurance et al., 2009）。由于
靠近人类或家禽家畜，新出现疾
病传播，以及由于栖息地丧失、
食物可获得性减少，也影响死亡
率（见表2.1）。
与各种基础设施相关的一项
主要关切是类人猿的栖息地被破
坏、因此被从原来的家域赶出或
者聚集在小片森林的类人猿死亡
率增加。矿场和水电站开发对类
人猿的影响尤其显著，特别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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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类定居点（不管是临时的还
是永久的）建在基础设施周围。
栖息地碎片化主要是因为直线
型基础设施，有突出的边缘效
应，比如道路、铁路、输电线
路、排水沟渠和运河。长期来
说，碎片化和孤立隔绝的类人猿
种群更容易绝灭，因为基因隔
绝、偶发事件（比如火灾、洪水
或疾病爆发）和对气候变化影响
的抵御能力减弱（Gillespie and
Chapman, 2008）。
道路的影响也取决于道路的大
小和使用频率。使用较少的土路
和石子路对类人猿，甚至对一些
树栖的物种，比如猩猩，不是大
的障碍。随着使用程度增加，这
些道路会成为更大的障碍，最终
可能阻碍类人猿通行。
基础设施的寿命也是重要
的。比如，维护不好的土路，或
者活动结束后关闭的土路（比如
伐木道路），随着时间推移，如
果不再继续使用，森林会在土路
上重新生长。相反，水电站的退
役不大可能导致水电站场址和与
之相关的被淹森林完全恢复到之
前的自然、功能状态，即便当地
河流系统部分地恢复（见附录
VII）。

基础设施退役
退役流程涉及基础设施不再使
用后该区域复原。在这个阶
段，缓解基础设施的影响可包
括以下步骤：
		 对利用场址的清理：移除机械
和设备；拆除不再使用和不能
回收利用的建筑物和其他基础

设施；消除化学物质和其他有
毒废物。
		 栖息地复原 ：重新植树；在
恶化的区域重新植树造林；
填埋垃圾填埋场或矿场。在
已知承载着重要的大猩猩种
群的区域，应注意大猩猩食
用大量的陆生草本植物（尤
其是 竹芋科 和 姜科 植物），
可能被开放树冠层区域的这
些资源吸引过来。这些栖息
地的复原需要仔细规划，因
为只聚焦种树可能不利于陆
生草本植物生长（Morgan
and Sanz, 2007）。
		 栖息地保护 ：关闭或监测通
道、道路和桥梁，减少进
入、非法捕猎和其他蚕食的
机会。有效控制进出的成本
可能高得无法实施（Elkan et
al., 2006）。不过，如果成功
地实施，栖息地保护能有助
于促进植物自然再生，这能
辅助栖息地复原工作。

对类人猿的通常影响
类人猿的社会生态特征各不相
同，因此基础设施对每个物种的
影响不同（见社会生态一节，页
码xvii）。尽管如此，所有类人
猿有一些共同的社会和行为特
征，限制它们适应基础设施开发
的能力。这方面最显著的特征
包括：
		 所有类人猿物种都不会游泳：
没有任何自然桥梁（比如跨越
两边的树枝）的一个水电站、
运河或宽阔的排水沟渠，对任
第2章 基础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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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所有类人猿物种都不
会游泳：没有任何自然桥梁
（比如跨越两边的树枝）的
一个水电站、运河或宽阔的
排水沟渠，对任何一个个体
或群体都构成无法通行的障
碍。加蓬Grand Poubara水电
站。
© Steve Jordan/AFP/
GettyImages

何一个个体或群体都构成无法
通行的障碍。
		 所有类人猿物种的繁殖率都很
低；由于成熟期长，个体在至
少十岁后才开始繁殖。它们一
般每4到9年哺育一个子女，各
物种有所不同。结果，类人猿
典型地经历非常缓慢的种群增
长率。因此，死亡率增加，对
种群规模会有重大有害影响。
种群可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
能恢复到原有规模，如果真的
能恢复的话。
		 类人猿容易患上影响人类的许
多疾病。随着类人猿越来越密
切地接触人类，疾病传播的风
险增加，类人猿感染和因此死
亡的风险增加（Carne et al., 2014;
Kondgen et al., 2008; Muehlenbein
and Ancrenaz, 2009）。
		 所有类人猿都有很强适应性：
许多类人猿使用人们种植的新
的食物资源。拥有作物的人可
能认为这些类人猿是“害兽”
（Humle, 2015; Seiler and
Robbins, 2016）；这种情况
下，赢取这些人对自然保护措
施的支持不仅很难，而且报复
和杀死类人猿的可能性也会增
加（Ancrenaz, Dabek and
O’Neil, 2007; Humle, 2015）。
		 所有类人猿物种的行为生态的
全部或重要部分依赖森林。即
便生活在稀树草原为主的景观
的黑猩猩和一些倭黑猩猩种
群，也需要森林获得筑巢点和
食物。长臂猿完全是树栖的，
不能在地面通行长的距离。黑
猩猩和大猩猩一般在地面上行
进，猩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

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样（Ancrenaz et al., 2014），但
是，在它们栖息地的任何障碍
会限制它们的漫游规律，视干
扰的大小和级别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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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猩猩外，大部分类人猿以社
群为单位生活，有领地性或者
有重叠的家域，因此在同一区
域有多个小群。因此，随着基

础设施建设导致栖息地丧失，
把类人猿压缩到较小的区域，
类人猿建立新的领地或改换家
域变得困难或者不可能。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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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导致群体之间的攻击增
加，个体（尤其是黑猩猩个
体）之间的攻击使死亡增加，
社会压力增加，食物资源减少
（Mitani, Watts and Amsler, 2010;
Watts et al., 2006）。
表2.1是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类人
猿的影响的信息。这 张 表不够详
尽；由于缺乏数据，多项影响没有
包括（比如尘土和空气中污染物、
入侵物种）。这张表也指出了类人
猿一般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这些
影响。

基础设施开发的后果
进入、移民和人类定居增加

基础设施开发几乎总是导致
更容易进出之前不容易到达的区
域，人类进入增加，定居增加。
在各种基础设施中，新建的道路
是导致进出便利增加最多的基础
设施（Clements et al., 2014）。其
他类型基础设施几乎总是需要进
出道路，这些道路进而打开区
域，供人类定居。
研究显示，离道路、村庄和城
市的距离，能很好地预示类人猿
的存在与否；的确，随着人类存

表2.1
基础设施对类人猿的影响和类人猿适应的可能性
基础设施的影响

影响类型

影响持续时间

进出便利、移民和人类定居增加（村
庄；旅游住宿点；各种建筑物）

间接

短期到长期

间接

长期

捕猎（商业和个人目的）

直接

短期到长期

栖息地丧失、恶化和碎片化

直接

短期到长期

形成人工障碍物（干扰移动规律，影响
栖息地使用，增加死亡和/或阻碍基因
流动）

直接

短期到长期

行为变化

直接

短期到长期

疾病（或病原体）传播

直接

短期到长期

与车辆和设备碰撞相关的死亡和伤

直接

长期

与噪音和震动（包括爆炸）、项目照明
和工作人员在场相关的干扰

直接

短期到长期

水文影响，包括洪水和碎片化

直接

长期

道路和铁路

港口和水
电站

注：* 如果当地定居点无法获得电力，类人猿适应的可能性高；如果当地定居点能获得电力，类人猿的适应性有限或中等。
类人猿适应的可能性
有限
中等
高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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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
线路

*

人类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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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类人猿密度降低，主要
是捕猎压力所致 7 。一项研究比
较了在一个石油特许经营区（受
到广泛保护的非捕猎区域）内离
道路不同距离和在特许区以外允
许捕猎区域的大型哺乳动物的丰
度，显示 捕猎 （而不是道路本
身）导致大猩猩减少（Laurence et
al., 2006）。与此类似，近期一项
研究显示，离道路的距离能最好
地预示倭黑猩猩筑巢的多少；距
离是捕猎类人猿的预示指标，不
是倭黑猩猩迁走的指标，因为捕
猎密集程度在离道路更近的地方
最大（Hickey et al., 2013; Laurance
et al., 2009）。
随着人们在一个区域定居，
土地使用做法改变，维持生计
农业一般会扩展，开垦的土地
范围也会增加。这些改变会导
致类人猿更频繁地觅食栽培的
作物，会导致类人猿与人类之
间的撞见增加，可能会导致冲
突和攻击增加（BrysonMorrison et al., 2017; CampbellSmith et al., 2011b; McLennan and
Hill, 2012; McLennan and
Hockings, 2016）。觅食作物可
能是因为失去了自然食物因而
有必要，也可能是因为农业扩
大了种植适口的作物带来了机
会8。这导致当地社区成员的收
入损失，激起对类人猿的负面
反应和行为（Ancrenaz et al. ,
2007; Naughton-Treves, 1997）。
如果涉及的人们不曾靠近类
人猿生活，密切的共居一处尤
其带来麻烦。人们可能害怕类
人猿（由于缺乏经验或基于关
于类人猿的城市传说），因此

对类人猿可能更敌视。即便传
统上靠近类人猿生活的人们，
与类人猿的接触增加，会消解
有利于当地类人猿保护或容忍
类人猿的传统或宗教禁忌和信
仰（Humle and Hill, 2016）。
此外，与大量人口涌入一个
区域相关的就业不安全感，会加
剧人们开展替代性产生收入的活
动，对类人猿会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这些活动包括手工采矿、小
规模伐木、维持生计或商业性捕
猎，而进出类人猿栖息地便利增
加会促进这些活动。

栖息地丧失、恶化和碎片化
各种基础设施开发导致一定程度
的栖息地丧失、恶化和碎片化。
基础设施本身与大片森林相比，
看起来相对“小”一些，但是，
一些类型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道
路，会切割大片区域，并且各种
基础设施都会有当地和景观层面
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道路会
限制类人猿获取食物和筑巢栖息
的树木（Bortolamiol et al., 2016）。
一些基础设施可能导致类人猿改
换家域或领地，进而增加物种内
或物种间对食物和筑巢资源的竞
争，导致社会干扰和压力，以及
群体之间发生攻击的风险增加。
这种攻击会显著增加死亡率，尤
其是黑猩猩（Mitani et al., 2010;
Watts et al., 2006）。
对主要是树栖的亚洲类人猿
物种来说，树冠层连接中断，会
迫使类人猿在地面上行走，增加
接触人类和家禽家畜（比如通过
狗的攻击）传播的病原体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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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黑猩猩显示有灵活的
行为，使它们能利用人类世
的景观，这使它们在穿越道
路时面临伤害或死亡危
险。© Matt McLennan

会，包括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Das et al., 2009）。树冠层连接
消失，除了限制类人猿的空间分
布，也增加被捕食和食物短缺的
风险，尤其是长臂猿（Channa
and Gray, 2009; Cheyne et al., 2013,
2016; Hamard, Cheyne and Nijman,
2010; Turvey et al., 2015）。
虽然更多陆栖的类人猿受铁
路和道路的限制较少，但是铁路
和道路仍旧是障碍，妨碍的程度
取决于交通密集度、道路或铁路
宽度、行驶速度和能见度（见框
2.1）。在乌干达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国家公
园，三群大猩猩一般每年穿越15
公里长的石子路几次。这里有把
石子路铺成柏油路的计划，预计
会增加车流量，进而增加车辆与
大猩猩碰撞事故的风险。如果道
路铺设后，大猩猩不再穿越道
路，它们的栖息地就会被分
割，330平方公里（33,0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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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约10%会实质上不能再作
为合适的栖息地。在尼日利亚克
罗斯河大猩猩已经破碎的栖息地
铺设道路的计划，也会有类似的
有害影响（见案例分析5.1）。
在估计或评价基础设施对大型类
人猿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影响时，
考虑预期或持续的栖息地连接的
中断和受影响景观的各斑块之间
的联系十分重要。比较极危的克
罗斯河大猩猩面临的结构性和功
能性连接数量的研究显示，在23
年时间里，功能性连接的减少是
结构性连接减少的两倍（Imong et
al., 2014）。

疾病和病原体传播
类人猿容易感染许多人类的疾
病。疾病疫情或寄生虫感染会负
面地影响类人猿繁殖和夺去类人
猿的生命，从而改变类人猿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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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年龄分布规律（Gilardi et al.,
2015）。在有垃圾的地方，比如
游客住宿点、村庄和路旁，疾病
和病原体传播的风险增加。手工
采矿、建筑工人使用的营地，以
及卫星社区一般卫生条件差，给
类人猿带来较大健康风险
（Plumptre et al., 2016b）。习惯
了人类的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
可能在非常靠近游客住宿点的地
方漫游，甚至在不受监管的环境
非常密切地接触人类，比如不在
公园工作人员监督下的情形，这
会导致呼吸系统和其他疾病传播
的风险增加（Gilardi et al., 2015;
Macfie and Williamson 2010;
Matsuzawa, Humle and Sugiyama,
2011）。这样的接触使类人猿和
人们，包括游客和工作人员，如
果发生攻击，面临伤害和病原体
感染的风险。

由于与车辆和设备相撞的
伤害和死亡
陆栖的类人猿在穿越道路时，面
临伤害或死亡风险。有黑猩猩在
与车辆撞击中受伤或被杀死的报
道（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
见框2.1）。对树栖的类人猿来
说，遇到基础设施也可能威胁生
命，绝缘差和裸露的输电线路给
所有物种带来电击风险（见附录
I）。在马来西亚京那巴丹岸地
区（Kinabatangan）和印度阿萨
姆邦（Assam），都记录到几起
长臂猿和猩猩遭受电击的案例，
其中一些是致命的。2011和2014
年，在京那巴丹岸的Sukau村，
两只成年猩猩使用输电线路去往

一棵结果实的榴莲树时遭到电
击。在这两个案例中，猩猩跌落
到地面，几分钟都没有意识，之
后才从电击中苏醒，逃到附近的
树上。这两个动物的手显示烧伤
的痕迹。虽然两只猩猩当时都没
有死亡，但是更长期是否存活下
来不得而知。当地村民说，长臂
猿和猴子遭受类似电击后死亡
（Das et al., 2009）。

与噪音和震动（包括爆炸）、
项目照明和工作人员在场相关
的干扰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阶段伴
有噪音和人类活动，在基础设
施建成后，噪音和人类活动一
般减少。
这种额外的噪音和干扰会导
致类人猿避开受影响的区域，
导致临时的迁移，这会影响个
体和小群的漫游、获取食物和
庇护所以及分布。这些干扰也
会导致压力升级，可能对类人
猿的健康和繁殖带来影响。
Rabanal et al. （2010）测量了石
油勘探中炸药爆炸对大猩猩和黑
猩猩的影响，发现在勘探工作结
束后几个月大猩猩和黑猩猩都避
开爆炸发生过的区域，即便有严
格的规定尽可能减少干扰（比
如，禁止使用链锯和机械化车
辆，样条很窄）。炸药爆炸和人
类存在增加，估计导致了类人猿
保持距离。在婆罗洲，与伐木开
采相关的噪音（比如来自使用机
械和链锯的噪音）使猩猩远离干
扰区域，不过，在干扰结束后，
动物会重新在相同的这些区域聚
第2章 基础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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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策略性道路规划能减
少类人猿在其家域必须穿越
的道路数量，减少压力和风
险。几内亚的道路建设。
© Morgan and Sanz,
Goualougo Triangle Ape
Project, Nouabale Ndoki
National Park

居生活（Ancrenaz et al., 2010;
MacKinnon, 1974）。

水文影响
在完好的和恶化的景观，走廊
性、河边的和沼泽地森林常常
是类人猿的至关重要栖息地，
不管是为了食物还是筑巢
（McLennan, 2008; Mulavwa et al.,
2010）。河边栖息地对健康的淡
水生态系统、渔场、洁净水和
支持当地人民和农业生产力的
其他基本功能也十分关键
（Chase et al., 2016）。因此，保
护这些栖息地类型必不可少。
在稀树草原为主的更为干旱的
景观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种群
会受到水的可获得性的严重制
约（McGrew, Baldwin and Tutin,
1981; Ogawa, Yoshikawa and
Idani, 2014）。在这些缺水的景
观，基础设施开发不要妨碍获
取或以其他方式影响水资源就
尤其关键。
道路和水电站等基础设施一般
影响水文系统，比如改变水位
高度和流动。基础设施开发也
会导致水土流失，或对当地或
区域气候造成间接影响，这会
改变植物构成。这样的变化会
如何影响类人猿，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基础设施对三个主要因
素的影响：
土地使用规律，比如农业活动
（农业活动扩张可能导致更
多的类人猿栖息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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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对 当 地 类 人 猿 的 制 约 程
度；以及
当地植物物种，其中一些可能
对类人猿获得庇护（筑巢）
和食物十分关键。

今后的步骤
从环境影响评价中学习

“

一体
化、知情的土地使
用规划，是减轻基
础设施开发的负面
影响，同时实现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最
有效途
径。

”

环境影响评价（“环评”）的目
的是确定防止或减少基础设施开
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的措
施。同时也考虑对人们的影响的
评价，称为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
（“环社评”）。第一章讨论了对
影响评价的最佳实践（见框1.6，
页码36）。
可惜，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开
发项目都要求做环评或环社评。
是否要求做评价，主要取决于一
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哪家贷款
或投资机构（如有）参与（比如
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开发
银行）；以及要建设的哪种基础
设施。在许多国家，道路或桥梁
建设不要求做评价。在要求做评
价时，环评、环社评常常只考虑
基础设施可能对特定项目周边地
区造成的影响，而影响一般延伸
至考察的区域之外很远，并且可
能形成累计影响，视周围的土地
用途和其他项目的周围情况而
定。而且，开展环评、环社评时
常常太迟，难以影响决策流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评价变成缓解
（而不是防止）环境恶化的工具
（见框1.6）。
除了在流程中较晚开展外，大
多数环评和环社评都是在极短的
时间内完成的。时间短，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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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能形成对受影响的类人猿种
群的分布和保护现状的恰当了
解，也不能确定任何基础设施开
发对这些动物的潜在季节性或长
期影响。的确，恰当地调查类人
猿花费时间，需要大量工作和资
源，这两方面常常都欠缺（Kuhl et
al., 2008）。公司必须提前确保有
资源，能聘请能开展类人猿种群
调查的称职专家做彻底的评价。
为了捕捉季节性差异，这样的评
价要求至少为期一整年的数据收
集期，以及足够的时间分析和报
告发现（见框1.6）。实际上，这
些关键条件很少得到满足。
为了避免对当地人民的负面影
响、帮助管理他们的预期，任何
基础设施项目的环社评需要考虑
对他们的生活的预期影响，估计
在项目实施前和实施期间可能会
吸引多少外部的人进入这个区
域。如果在规划阶段及早考虑到
这些方面，这个流程最为有效。
否则，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活
动会有恶化的后果，就像近期塞
拉利昂的Bumbuna水电站扩建项
目一样。在水库的潜在淹没区，
小型伐木活动增加了，因为当地
人们试图砍伐他们预期会损失的
木材资源（R. Garriga, 个人沟通,
2016）。因此，一般基于一个项
目将会推进的假设的这些活动，
对当地野生动物会有负面影响，
即便这个项目没有推进。如果这
个项目最后确实放弃了，该项目
将实施的预期本身就会加剧栖息
地丧失和对当地野生动物的干
扰。环社评提供对一个项目早期
阶段预期的社会影响的准确评
价，一般比环评更全面地指出这
些风险，提示如何制定有效缓解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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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对类人猿负面影响
的缓解措施
以下措施有助于缓解基础设施开
发对类人猿的影响。虽然一些措
施不适用于所有情形，另一些措
施被多家认证机构采用，包括森
林管理委员会和可持续棕榈油圆
桌倡议组织。
		 应用策略性土地使用规划。
一体化、知情的土地使用规
划，是减轻基础设施开发的负面
影响，同时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最有效途径。迫切需要自然保
护工作者在地图上确定类人猿的
主要重点分布区，使用这些地
图，防止在这些区域的基础设施
开发。就像开发在国际、国家和
地方层面进行一样，有效的土地
使用规划也是如此。这类规划考
虑各种基础设施开发涉及的不同
利益攸关方：当地私营行业可能
支持规划建设旅游住宿点，政府
可能推动建设道路网的努力，跨
国公司可能支持对水电项目投
标、采矿特许经营区、加工厂、
工业化农业活动。
		 尽可能减少道路网的长度。
		 限制道路网增长的努力，有助
于限制对栖息地和野生动物种
群的总体影响，即便限制只是
临时适用（Wilkie et al, 2000）。
策略性道路规划也能减少类人
猿在其家域必须穿越的道路数
量，减少压力和风险。为了尽
可能减少道路开发对类人猿的
影响，利益攸关方可应用最佳
实践措施，比如：
道路建设离保护区至少5公
里，理想情况下10-20公里
以外（Morgan and Sanz,

2007）；
避免在对类人猿重要的区域
建设道路，比如栖息地的中
央或结果实树木密度高的区
域，在开放的或单一森林的
建设导致的干扰较少，使对
类人猿觅食和筑巢重要的树
木物种损失最少（Morgan
and Sanz, 2007）；
重新利用旧的伐木道路和类
似道路网络，而不是开启新
的道路网，只要“再利用”
道路不会导致对森林树冠层
的更多破坏（Morgan and
Sanz, 2007）；
建设设计和选址良好的野生
动物穿越点、限速带和其他
结构（不论是在树间还是在
陆地上），使动物穿越更安
全（Cibot et al., 2015; 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见框2.2）；
保持道路宽度最小，因为类
人猿视更宽的道路带来更高
的与穿越相关的风险
（Hockings et al., 2006；见框
2.1）；以及
设置标志，提醒驾驶员有类
人猿存在。
		 避免碎片化。 在已经碎片化和
毁林的景观，基础设施
（比如道路和输电线路）可能
成为野生动物移动的更多过滤
器或障碍。把野生动物通行通
道建设为直线型走廊，有助于
减少死亡率，恢复连接。
控制家禽家畜和入侵物种。 在
靠近基础设施和类人猿栖息地
的区域，实行严格的控制和政
策，对防止带入家禽家畜和入
侵物种，以及与之相关的向类
人猿传播疾病的风险是有效
的。

“

就像开
发在国际、国家和
地方层面进行一
样，有效的土地使
用规划也是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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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2
类人猿和野生动物桥梁：亚洲的例子
基础设施会形成人造障碍物，妨碍类人猿在栖息地
内自由移动。所有类人猿都不会游泳；即使是小的
河流和排水沟渠也是它们无法通行的障碍。长臂猿
极少来到地面，所以建设道路切割了它们的栖息
地，导致严重的碎片化。
野生动物桥梁使动物能穿越人造障碍物。在不同高
度有多个进出点的桥梁，能提供穿越一个缺口的不
同路线，使多只动物能同时在不同进出点通过，有
助于避免挤到一起。如果挤到一起，不同家庭小群
或个体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没有这样的桥梁，
单根绳索的桥梁也是有效的。树冠层桥梁是廉价
的、最少干扰的栖息地辅助手段，为灵长类（和其
他动物）提供进出更大栖息地区域和食物来源的通
道，同时减少动物采取导致压力或危险的行为的必
要性，比如降到地面穿越缺口（Das et al., 2009）。
在婆罗洲沙巴地区，在京那巴丹岸河的主要支流
沿线移除大型河边树木后，猩猩（以及很可能长
臂猿）穿越景观使用的所有自然桥梁被破坏了。
结果，这些种群的栖息地进一步破碎（Jalil et
al. 2008）。沙巴地区的HUTAN-Kinabatanga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Programme猩猩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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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建立桥梁，使这些物种能穿越小的支流或
排水沟渠。第一批桥梁使用用过的消防水带建
立，但是这些绳索几年之后降解，需要定期监测
和维护，防止任何致命的摔伤。第二代桥梁使用
能抵御各种天气的绳索，在热带天气条件下不会
腐烂。建立了几种桥梁：有的是单根线，有的是
类似蜘蛛网的设计，使用多达五个不同的互联的
线路。两个河岸的最大宽度约30米，桥梁约高出
水面10米。
一个重大挑战是确定河两边适当的树木，应当足够
高足够壮，能承受这些桥梁的重量。总共建立了八
个桥梁，现在通过直接观测和自动照相机监测。猴
子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开始使用
这些桥梁，有时候甚至在一座桥梁完全架完前就开
始使用。不过，长臂猿和猩猩几年后才开始使用这
些桥梁。使用后，这两个物种通行的频率稳定上
升。
这证明这些桥梁是为类人猿减轻人为出行瓶颈的有
效方式。这些桥梁也成为游客观光的一个胜地，他
们来看猕猴（Macaca spp.）和长鼻猴（Nasalis larvatus ）穿越这些桥梁。为了维护目的和确保偷猎者
不在桥梁上或附近伏击野生动物，需要定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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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知识差距
		 拆除临时基础设施。 拆除和销
毁 临 时 性 基 础 设 施
（比如进出道路、临时营地和
桥梁）防止在项目完成后人们
继续使用。森林管理委员会和
其他认证机构已经鼓励拆除这
些基础设施作为最佳实践
（FSC, 2015; Rainer, 2014）。
从临时营地把人们迁走重新安
置，需要仔细地评价重新安置
区域，尽可能减少对类人猿的
潜在影响。在拆除和破坏后，
促进自然再生的复原活动有助
于支持类人猿和其他野生动物
种群恢复。
为大型基础设施开发制定和实
施生态和社会标准，并制定认
证标准。 认证能促进可信度，
不仅满足法律或合同要求，而
且提高透明度，维护高标准。
基础设施领域可以借鉴其他特
定行业认证机构的例子，比如
森林管理委员会和可持续棕榈
油圆桌倡议组织，这些认证机
构要求遵守可持续做法，缓解
本行业和相关基础设施带来的
威胁。其他认证机构（包括未
来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领域的认
证机构）可采用类似的生态和
社会标准，作为其认证流程的
一部分。贷款机构和资助机构
要求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开展
这样的认证，会促进可持续发
展。
系统地监测类人猿种群和人们
是评价和证明应用的缓解措施有
用的宝贵方式，也是收集证据、
启迪管理决策的可靠方法。关于
缓解等级的细节，详见第四章
（页码120-128）。

迄今为止，纵向数据十分缺乏，
难以对基础设施对类人猿存续的
影响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如果
有，也只是某一时间点的数据，
还极少发表或轻松获取。即便收
集了基线数据，也只是在基础设
施建设完工后才公开提供。缺乏
数据是提示基础设施开发的一个
障碍。

照片：长臂猿极少来到地
面，所以建设道路切割了它
们的栖息地，导致严重的碎
片化。野生动物桥梁使动物
们能穿越人造的障碍物。
© Marc Ancrenaz/HUTAN–
Kinabatanga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Project

明确需要开展基础设施开发对
类人猿影响的更多纵向研究。只
有在参与基础设施开发、融资和
使用的各方之间，包括私营公
司、政府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
实现协作，研究才是可能的和相
关的。作为推动评价在基础设施
开发之前、期间和之后收集的明
确、科学数据的研究的第一步，
在规划、供资和开发基础设施的
各方与类人猿保护工作者之间要
有对话。这样的协作对双方都有
益（见框2.3）。
一方面，有关于道路之间相关
性的一些信息，另一方面，有关
于在大型基础设施周围偷猎和类
人猿密度下降的信息。但是，总
的来说，基础设施开发对类人猿
存续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监测数
据十分匮乏。考虑到这样的知识
差距和表2.1提出的问题，紧迫的
研究问题包括：
		 类人猿使用道路是如何随交通
密集度和道路宽度变化的？
		 最佳的道路和铁路穿越缓解策
略是什么？
		 道 路 上 交 通 密 集 度 到 什 么 程
度，道路就成为非洲和亚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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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类人猿和长臂猿的不可穿越
的障碍？
		 树冠层和绳索桥梁是否是类人
猿保护的有效工具？多少只个
体或小群使用它们？使用多
久？这些桥梁的理想设计应是
怎样的（见框2.2）？
		 从道路碰撞致死致伤的短期和
长期监测数据，能看出什么规

框2.3
私营行业和类人猿保护
2006年，一家私营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石化”），在加蓬Loango国家公园内的石油勘探特
许经营区开始工作。一开始，该公司在还没有任何环境管
制的情况下开展勘探作业（沿着森林里标记的样条带使用
炸药爆破勘探），即便这些工作是在国家公园内进行的。
经过与加蓬环境部、非政府组织和研究者讨论，开展了环
境影响评价，提示2007年第二阶段勘探工作。评价形成以
下指导原则：
		 禁止使用链锯和机械化车辆；
		 要求使用更窄的样条带，树木胸部高度直径低于10厘米
才可以砍伐；
		 禁止捕猎；以及
		 规定在勘探工作结束后，必须拆除进出公园一大片区
域的一座桥梁（Rabanal et al., 2010）。
在对该区域的例行监督的帮助下，中石化遵循了这些指导
原则。但是，炸药爆炸的噪音导致的干扰，导致黑猩猩和
大猩猩在工作结束后几个月从这个区域搬走不回。勘探没
有导致为石油开采对这一区域做进一步勘探。勘探十年
后，主要进出道路的宽度极大减少，森林缓慢在道路上再
生。
在一些情况下， 一家公司维护基础设施的利益可能与自然
保护的目标吻合。一个例子是石油巨头壳牌，它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位于加蓬两个国家公园之间的Rabi经营产量最高
的陆地油田之一，一直到2017年中期。该公司严格限制进
入该区域；禁止捕猎，实施降低员工捕猎动力的其他规
定。这些规则主要是为了保护石油特许经营区的基础设
施，但同时也导致这一区域大型哺乳动物密度增加，这与
没有受到这种高级别保护的周围景观形成对比（Laurance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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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健康规律（包括人类卫生
条件）；尘土和空气污染物；
噪音水平？输电线路对长臂猿
和其他类人猿电击的影响是什
么？
		 什 么 设 备 能 有 效 地 防 止 电 击
（见附录I）？
		 考虑到河流和大型水体是重要
的自然障碍，依赖水的基础设
施项目，比如水电站和地热发
电厂，如何影响大型类人猿和
长臂猿？
		 在基础设施项目周围形成的卫
星社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地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在没有评估基础设施对类人猿
存续的可能影响的数据时，有必
要采取谨慎和预防方式。由于有
轨缆车等这类结构的出现有限，
难以预计这类基础设施对类人猿
栖息地的影响。在东非的Virunga
火山，一个拟议的有轨缆车将穿
越大猩猩最近才重新栖息的一片
区域。这些大猩猩属于少数几个
目前数量正在增加的类人猿种群
之一（Gray et al., 2013）。这么小
的种群，生活在这么小的栖息地
（在450平方公里（45,000公顷）
有约500只大猩猩），在缺乏扎实
的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假定有轨
缆车的影响不会太大似乎是非常
冒险的。

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
序言
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福祉不能互
相分开单独考虑；两者都依赖热
带雨林作为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这样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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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依赖和作为森林的一部分
的人类社区。野生动物保护举措
要做到完全有效，也应依赖当地
社区的支持。考虑基础设施开发
的潜在社会影响，以及制定相关
的缓解措施，是设计防止和缓解
对这些社区破坏的更有效策略的
重要步骤。同时，这些步骤能帮
助确保当地对保护野生动物和环
境工作的支持。

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福祉不能
互相分开单独考虑；两者都依赖
热带雨林作为动态的、不断变化
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这样的
系统包括依赖和作为森林的一部
分的人类社区。野生动物保护举
措要做到完全有效，也应依赖当
地社区的支持。考虑基础设施开
发的潜在社会影响，以及制定相
关的缓解措施，是设计防止和缓

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福祉不
能互相分开单独考虑；两者
都依赖热带雨林作为动态
的、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
健康程度。 © Jabruson (www.
jabruson.
photoshe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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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动物

保护和人类福祉不能互
相分开单独考虑；两者
都依赖热带雨林作为动
态的、不断变化的生态
系统的健康程

”

度。

解对这些社区破坏的更有效策略
的重要步骤。同时，这些步骤能
帮助确保当地对保护野生动物和
环境工作的支持。
非洲和亚洲是相对较少的土著
捕猎-采集为生的人口的家园，他
们完全依赖森林资源，但是这两
个大陆受到基础设施等影响森林
的活动的影响也最大。勘探、开
发和运营基础设施对居住在森林
里的人们有更极端的影响，超过
对住在森林边界附近的其他社区
的影响。
森林居民自己已经分析了基础
设施开发涉及的动态变化。在
2014年《关于森林砍伐和森林居
民权利的帕朗卡拉亚宣言》中，
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森
林居民代表这样描述局势：
全球遏制森林砍伐的努力正在失
败，因为森林正在被比以往更快的
速度清理，用于农业综合经营、木
材和其他土地开发计划。我们作为
森林居民仅仅为了生存已经被驱赶
到忍耐的极限。

这项宣言接下来指出，负责中
止森林砍伐的国际机构常常同时
是推动森林砍伐的机构：

推动占有我们人民的土地和领地，
进而进一步破坏旨在保护森林的国
家和全球举措（FPP et al., 2014, pp.
117-18）。

表明土著人民和其他当地社区
在森林保护中的作用的世界各地
多个例子和多项研究，表明如果
森林保护建立在确保森林居民对
其土地的权利、支持他们保护其
土地的基础上，森林保护能够成
功。对森林保护相反的做法（为
了“开发”破坏土著居民的森
林，或者为了“自然保护”把土
著居民从其森林里中赶出）已被
证明是失败的（Seymour, La Vina
and Hite, 2014）。国际林业研究中
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开展的一项调查比较了
16个国家的40个保护区和33个社区
管理的森林，发现社区管理的森林
在避免毁林方面比保护区好六倍以
上 (Porter-Bolland et al., 2012）9。

喀麦隆基础设施的推动力
和影响
针对喀麦隆，帕朗卡拉亚宣言指
出：
伐木、油棕种植园和新的基础设施
方案正导致迅速森林砍伐，加上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
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恶化导致的排
放协作项目、世界银行等机构推动
的通过市场机制应对森林砍伐的全
球努力正在失败，不仅是因为可行
的市场一直没有出现，而且因为这
些努力没有考虑到森林的多重价
值，虽然标准是这样规定的，但是
实际上未能尊重我们的国际上承认
的人权。互相矛盾的是，许多同样
的机构通过支持强加的开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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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法律拒绝我们对我们的土地和
森林的权利，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
把我们的土地分配给其他利益者而
不顾我们的福祉。驱赶是常见的，
由此带来贫困。即便预留出来补偿
森林丧失的保护区，也限制我们的
生计、拒绝我们的权利（FPP et al.,
2014,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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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森林砍伐和森林恶化的
主要直接原因是商业性伐木、种
植经济作物（主要是可可和咖
啡）、农业工业化种植园（橡胶
和油棕）和开采矿物（FPP et al.,
2014, p. 42）。近来，道路、铁路
和石油管道、水电站等基础设施
项目，包括在Edea的铝矿石冶炼
厂，已经打开和破坏森林
（Dkamela, 2011, pp. 32-5）。这一
节介绍这类基础设施开发的总体
推动力和后果，介绍在喀麦隆南
部热带雨林地区的具体例子。
喀麦隆南部主要是赤道热带雨
林，土著巴格耶里族（Bagyeli）
和巴卡族（Baka）森林捕猎-采集
为生的社区（少数）和班图族
（Bantu）种植社区（多数）相对
稀疏地居住在这些热带雨林中
（Kidd and Kenrick, 2009, p. 17;
Nguiffo, Kenfack and Mballa, 2009;
Owono, 2001, p. 249）。虽然许多
班图族人也是森林的长期居民，
但是他们承认巴格耶里族和巴卡
族捕猎-采集为生者是森林的首批
居民（Dkamela, 2011, p. 27; Kidd
and Kenrick, 2009, p. 16; van den Berg
and Biesbrouck, 2000）。
1990到2010年，喀麦隆丧失了
森林覆盖的近20%，主要是因为
商业性伐木、大中型商业化农业
扩张和一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乍
得-喀麦隆石油管道（de Wasseige
et al., 2013; Freudenthal, Nnah and
Kenrick, 2011; Ndobe and Mantzel,
2014, p. 5）。
2009年，喀麦隆政府制定了宏
伟的“2035愿景”，通过出口型
农业综合经营、采矿、商业性伐
木和基础设施开发的大幅增长，
在25年内成为一个新兴经济体。
这些经济活动大多依赖出口型增

长，意味着向国际市场供应木
材、橡胶、棕榈油、矿产和商品
（Dkamela, 2011, pp. 32-6; Republic
of Cameroon, 2009a）。迄今为
止，由此导致的对森林、野生动
物和依赖森林的社区的影响，常
常因治理差和腐败而加剧，以及
更小型公司和当地精英阶层利用
出口型经济活动打开的基础设
施，蚕食森林，从国内市场获
利，常常以牺牲惯常拥有森林的
社区的利益为代价10。
政府的开发计划没有规定从法
律上改革过时的土地法律，也不
解决治理和腐败问题。按照1974年
颁布的法令的规定，没有登记为
私人财产的土地（包括任何没有
登记的森林土地）归国家管理，
这是殖民时代 无主土地 原则的延
续，按照该原则，当地社区拥有
的土地被殖民管理局侵吞（Alden
Wily, 2011b, pp. 50-51）11。在实际
操作中，这意味着拒绝承认社区
对他们为生计惯常占有和使用的
森林和土地拥有任何集体财产
权。
喀麦隆政府官员一般未经咨
商或补偿受影响的社区，就把森
林特许经营区授予私人利益机构
（Alden Wily, 2011b; Perram,
2015）。1994年《林业法》允许
面积最大为50平方公里（5,000
公顷）的社区森林，根据这部法
律，一些群体被授予社区森林，
获准临时进入或使用保护区和伐
木特许经营区。社区森林可以授
予惯常拥有的社区并管理，但
是，也会反常地授予精英利益者
并由其控制。不管是这两种方式
中的哪一种，社区一般从这些流
程中获益很少，因为他们一般被
授予管理权但不是保有权或财产

“

多个例
子和研究表明，如
果森林保护建立在
确保森林居民对其
土地的权利、支持
他们保护其土地的
基础上，森林保护
能够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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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并且他们一般遇到广泛的腐
败和行政阻挠（Alden Wily,
2011b, pp. 66-83; Cuny, 2011）。
在国际上，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的原则写入《联合国土著人民权
利宣言》（2007）和国际劳工组
织第169号公约（1989）12 和其他
条约。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是普遍
自决权应有之义，载于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书，喀麦隆是这些文
书的缔约方，比如《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非洲人权
和人民权利宪章》。此外，根据
喀麦隆宪法第45条，国际法义务
优先于国家立法（FAO et al., 2016,
pp. 12-13; Franco, 2014, p. 5; Perram,
2016, pp. 6-7）。
因此，虽然法律上要求政府应
就可能影响土著人民惯常拥有土
地的任何项目咨商土著社区，但
是土著人民一般通过调查队的突
然到来，才得知其森林已经被分
给一个特许经营区或基础设施项
目。这些调查队可能进而竖起混
凝土路标，划出特许经营区的界
限；截断小道，铺设新的道路；
或者为矿产勘探，挖下深坑和取
走岩心。
当前法规和行政上的模糊和挑
战，妨碍当地人们获得对在其惯
常拥有土地上开发项目的充分、
可靠信息，妨碍向开发商或政府
主张权利（Perram, 2016）。比
如，《采矿法》规定矿业公司向
惯常土地权利持有者补偿，但
是，没有明确这些权利如何确定
（Nguiffo, 2016; Republic of
Cameroon, 2001, art. 89）。
同时，矿产勘探的许可证经常与保
护区和已经确立的伐木或商业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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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许经营区（主要是油棕和橡
胶）重叠，反映了不尊重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自然保护承诺和社区对自
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13，也反映
了负责颁发不同许可证的各部门之
间缺乏协调。据报道，现在采矿许
可证覆盖约10万平方公里（1,000万
公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约20%
（Nguiffo, 2016）；许多采矿许可证
与森林区域和指定的永久森林产权
重叠，20%与保护区重叠，包括国
家公园（Dkamela, 2011; Mitchard,
2012；见图2.2）。已经开始开采或
目前正在勘探的矿业公司包括：
		 Caminex，Afferro Mining公司
之前的喀麦隆分公司，被英国
International Mining and
Infrastructure Corporation公司
收购；
		 Cam Iron S.A.，澳大利亚
Sundance Resources Ltd.公司90%
持有的喀麦隆分公司；
		 澳 大 利 亚 C i v i l M i n i n g
Construction Pty Ltd.公司

&

		 美国Geovic Cameroon PLC
(GeoCam)公司；以及
		 加拿大G-Stones Resources
S.A.公司（KPMG,
2014;
Meehan, 2013; Profundo, 2016;
Sundance, 2016）。

对一些依赖森林的个人来说，喀
麦隆发展轨迹的影响在短期不全
是负面的，即便对家庭、社区和
森林本身的较长期影响常常远超
过当前短期的个人受益。这些利
益包括领取薪酬（不过常常是短
期的）就业机会，更便于获得服
务和进入市场（森林道路常常由
伐木公司维护），以及在雨林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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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截止2016年11月，巴格耶里族惯有土地、森林、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喀麦隆南部拟议建设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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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设立了移动电话基站。
在一些情况下，开发商承诺按
照“社会合同”为社区提供卫生
保健设施或学校建筑物，并且，
伐木公司支付林业税。不过，按
照2014年一名巴格耶里族人的观
察，这样的承诺并不总能实现：
他们承诺付给我们300万CFA法郎
[5,000美元]作为对我们土地的补
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什么也没有
收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是开发，但
是我们没有学校、医院、交通。政
府没有尊重做出的承诺（FPP et al.,
2014, p. 44）。

喀麦隆的森林社区依赖森林获
得食物、洁净水、庇护和药用植
物。森林也是巴格耶里族和巴卡
族的社会和文化身份识别、宗教
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他们的惯常

做法基于低强度捕猎、淡水捕
鱼、采集野生蜂蜜和其他森林产
品，以及小规模种植。对这些社
区来说，大型森林砍伐和基础设
施开发的负面后果是多样的和深
远的（见表2.2）。

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
建设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是为
了把乍得南部Doba油田的原油经
喀麦隆运到喀麦隆克里比
（Kribi）海岸。在海岸边，管道
进入海洋，从2003年起，用泵把
石油输送到静止的浮式储油装
置，从那里装入远航美国和欧洲
的油轮（IFC, n.d.）。
建设成本估计为65亿美元，由
美国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

表2.2
截止2017年6月，喀麦隆的基础设施开发和影响
开发

影响

举例

道路

移民进入，建筑营地，偷猎，手工伐木，人口搬迁

朱姆-姆巴拉姆国际公路

铁路和港口

建筑营地，人口搬迁

拟议建设的姆巴拉姆-克里比铁路；克里比深水
港

管道

移民进入，建筑营地，商业性偷猎，手工伐木，人口
搬迁

乍得-喀麦隆管道

采矿

河道污染和淤积，丧失惯有森林，破坏神圣场址和药
用树木，人口搬迁，移民进入，商业性捕猎，采矿营
地

G-Stones/BOCOM/MME公司在Tsia圣山采
矿；Cam Iron公司在姆巴拉姆的圣山开采铁矿石

商业化农业

丧失惯有森林，人口搬迁，破坏神圣场址和药用树
木，极度贫困

BioPalm Energy等公司的油棕和橡胶种植
园；Herakles Farms油棕种植
园；SOCAPALM；Sud-Cameroun Hevea

伐木特许经营区

道路建设促进偷猎，丧失惯有森林，破坏神圣场址和
药用树木，河道淤积，移民进入，商业性捕猎，采矿
营地

伐木特许经营区和活立木销售，比如625,253公
顷销售给法国木材集团Rougier，388,949公顷由
Pasquet集团销售给Pallisco

来源：Corridor Partnership (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Atlas (n.d.); FPP et al. (2014); MME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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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古、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
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承担。位
于洛洛多夫（Lolodorf）和克里比
之间的管道南端穿越100多公里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土地，这些是
土著巴格耶里族捕猎-采集为生社
区和当地班图族种植社区使用的土
地（Nelson, 2007, p. 2）。
总长1,070公里的管道有890公
里位于喀麦隆境内，管道路线宽
30米。最后的100公里尤其有破坏
性影响，尤其是对巴格耶里族捕
猎-采集为生的人和对森林本身，
包括对类人猿（Planet Survey/
CED, 2003）。研究记录了对巴格
耶里族的负面影响：

计（Nelson, Kenrick and Jackson,
2001, p. 3）。具体来说，这个计
划没有解决巴格耶里族的主要优
先事项，而是只聚焦支持巴格耶
里族的农业、健康和教育规划。
这些规划极少到达预期的受益
人，忽视巴格耶里族人已经表达
的根本需要，即保护他们对其森
林的惯常权利，如果保护了，会
帮助保障他们进入森林本身和获
得农业土地的权利（Nelson, 2007,
p. 15）。
对巴格耶里族来说，管道对
森林的破坏产生了非常直接和破
坏性的后果。一位巴格耶里族治
疗师解释说：

捕猎是巴格耶里族最重要的活动，
虽然他们也是采集者并且越来越多
成为种植者[. . .]。管道建设带来了
大量卡车、重型机械、工人和工作
营地追随者（包括偷猎者）来到这
个地区，负面地影响这种生计形
式。

管道破坏了药用树木，就破坏了所
有一切。我是一名治疗师；我不使
用医院的药物。我出生在森林里，
我住在森林里，我也将死在森林
里。我在森林里生活，而管道破坏
了我生活依赖的森林（Nelson et al.,
2001, p. 12）。

这条管道使巴格耶里族人捕猎越来
越难。他们说，他们现在需要至少
在森林里走上三天，才能找到动
物。他们说，在这条管道之前，动
物就在隔壁，容易捕猎。偷猎者是
其中一个问题，增加对猎物的竞
争，又不尊重传统的捕猎方法，必
然不可修复地破坏生态系统平衡
（Horta, 2012, p. 221）。

虽然世界银行政策要求制定一
份土著人民的计划，抵消对巴格
耶里族的任何负面影响，但是
2001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世
界银行自己都未能提供充分和文
化上有意义的空间，使巴格耶里
族不能参与土著人民的计划的设

另一位巴格耶里族人描述了
建设管道的过程如何加剧了强大
的班图族邻居（称为Myi族）对
巴格耶里族的剥削：
巴格耶里族在管道上工作，Myi族领
工资。猴子爬得高找东西，但是黑猩
猩拿走猴子发现的东西。我不想谈管
道的事，因为管道使Myi族拿走我们
的东西（Nelson et al., 2001, p. 12）。

同时，管道不仅为偷猎者还为
伐木者打开了森林。他们的影响
叠加，破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破坏特定的通道和地点，这些构
成巴格耶里族总是依赖和因其存
在维护的生态和文化丰富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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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耶里族的一位主要发言人
Nouah女士观察到：
森林对我们俾格米人来说是非常富
饶的，供我们养育自己。现在我们
害怕森林里这些对我们必要和有用
的东西会被破坏掉（Horta, 2012, p.
221）。

伐木业运走非木材产品，比如
蜂蜜和种子，以及其他指示方向
的标志物。因为失去这些东西，
巴格耶里族面临越来越多贫
困，“现在在他们以前熟识的森
林中更频繁地迷失方向”（Horta,
2012, p. 221）。在采访中，一些巴
卡族人说，因为森林栖息地变得
无法辨认、充满噪音，人类、类
人猿和其他物种最可能经历迷失
方向和与此类似的相关干扰14。
“开发”导致森林破坏时，国
际社会的标准反应是试图以“自
然保护”名义的森林保护平衡造
成的破坏。这正是在喀麦隆南部
所发生的：
因为管道的建设导致了喀麦隆海岸
森林中重要生物多样性丧失，世界
银行对自然栖息地的操作政策（OD
4.04）要求建立保护区或国家公
园，以弥补这些损失（Horta, 2012,
p. 221）。

这个管道项目提供了在喀麦
隆海岸附近建立Campo Ma'an国
家公园最后的理由和动力（见图
2.2）。Campo保护区从1932年
就存在了，但是现在国家公园的
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环境基
金（Global Environmen Facility）
管理的全球基金，该基金描述这
个公园是“对乍得-喀麦隆管道
项目环境补偿的一部分”
（Owono, 2001, p. 248）。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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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几百个当地巴格耶里族社区
被禁止在他们一直依赖的许多森
林区域捕猎和采集，所以他们的
生计和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威胁。
这一“绿色土地夺取”对巴格耶
里族的影响是严重的：
之前，对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生活
是有管制的，但是建立公园后，新
的资金能设立规则，禁止进入保护
区、禁止使用任何自然资源，当地
居住人口，尤其是捕猎-采集为生的
巴格耶里族俾格米人的生活恶化
了。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公园是
是作为对乍得-喀麦隆管道的环境补
偿的一部分设立的，本来应帮助减
轻贫困，但是，与此相反，[公园]
的设立恶化了当地捕猎-采集为生人
口的已经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这
就更加矛盾和荒谬了（Owono, 2001,
pp. 246-7）。

一项针对实施乍得-喀麦隆管道
的案例分析指出，对巴格耶里族
人来说，森林不是要利用的资源
或者要保护的荒野；它是家，是
生计和福祉之源。巴格耶里族经
历了管道建设和划出保护土地供
补偿对森林的破坏，这是对其存
在的两次威胁。首先，巴格耶里
族（以及他们的复杂森林生态系
统的其余部分）受到管道建设和
随之同时发生的干扰的严重影
响；然后，对这一干扰的“补
偿”进一步使该社区边缘化，陷
入贫困，干扰他们的生活。
（Planet Survey/CED, 2003, p. 12）。
与刚果盆地的其他森林居民一
样，巴格耶里族虽然经历了更强大
的邻居和外族几个世纪的歧视，一
直都能韧性恢复。只要他们能在森
林和路边的班图族村庄之间游走，
巴格耶里族一直以独立和有韧性恢
复的地位与邻居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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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rick, 2006; Kenrick and Lewis,
2004; Kidd and Kenrick, 2011）。但
是，一旦他们不再能维持在森林里
的生活，结构性的歧视就成为他们
生活中一项永久的特征，就像管道
破坏了他们的森林导致永远贫穷和
社会文化脱节一样。把巴格耶里族
从他们熟悉的地方和捕猎的地方排
除在外的保护计划，实际上忽略了
他们的需要、权利、他们维护森林
和由森林维护的能力（Kidd and
Kenrick, 2011, pp. 16-21）。

道路和铁路：喀麦隆南部
采掘业的影响
早就有人指出，非洲和拉丁美洲
本身并不贫穷，但是由于强大得
多的外族和本国精英试图从两个
大陆攫取大量的资源，使这两个
大陆的许多居民贫穷（Cotula,
2016)。
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地图清楚
地表明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否用于
造福本国居民。乌拉圭作家加莱
亚诺（Eduardo Galeano）指出，
他的大陆的基础设施的开发是为

图2.3
截止2016年11月，喀麦隆南部的类人猿分布区和道路铁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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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它的财富吸到港口，从那里
再运到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经济
体；他认为，这些基础设施的目
的是把尽可能少的财富留下来
（Galeano, 2009）。
与此类似，在喀麦隆南部，拟
议的和开发中的道路和铁路（以
及上面讨论的乍得-喀麦隆石油管
道）非常清楚地输往喀麦隆克里
比海岸，以便促进攫取内陆的财
富，比如热带木材和铁矿石（见
图2.3）。与此同时，在克里比半
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当地主要交通
道路仍然不是铺设的路面，一年
中部分时间没有四轮驱动的汽车
无法通行。
财富攫取导致的贫困问题，不
能只从经济角度考虑，也需要从
社会生态的角度评价。生物多样
性和森林社区的传统生计模式能
否从这个过程中存续下来？
更具体来说，大型采矿是否能
与森林保护共存，还是个没有答案
的问题。森林人民项目组织
（Forest Peoples Programme）访谈的
巴卡社区成员说，在东南部的姆巴
拉姆（Mbalam）镇为铁矿石采矿
的准备包括砍伐大片森林。与此同
时，在克里比的西非第一个深水
港、海洋部的行政中心、乍得-喀
麦隆管道的海上终端由中国出资扩
建，包括清理森林，为道路、矿物
终端、天然气厂和其他基础设施腾
出空间（Smith, 2013）。这一活动
对当地巴格耶里族有严重影响，他
们被重新安置，从此进入森林的权
利减少，森林产品越来越稀少，附
近的建设工作带来噪音和污染
（FPP et al., 2014; Tucker, 2011）15。
用一位年长的叫Bibera的巴格
耶里族人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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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深水港、天然气工厂和
道路正在建设，我们通常捕猎、采
集药用植物和非木材森林产品的森
林正在消失。政府给我们看了一个
重新安置区，那里没有森林，甚至
找不到一棵树可以刮树皮做药，甚
至捕捉不到一只老鼠。我们将位于
城镇的中心；铁道线从我们旁边经
过；有道路；有天然气厂。森林的
宁静被车辆和机械的噪音代替。请
告诉政府为我们保留一个可以去采
集药物治疗我们生病孩子的地方。
没有人允许我们决定我们是否想重
新安置，以及在哪里重新安置。什
么都是强加给我们的（FPP et al. ,
2014, p. 45）。

两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用来
为克里比和杜阿拉港口供货。第
一个是从喀麦隆雅温得到刚果共
和国的跨国公路，目的是把制成
品运输到雅温得和杜阿拉，以及
运输面向出口市场的初级商品。
国际土木工程公司正在建设道路
（AfDB, 2015）。第二个是一条拟
议建设的铁路，把喀麦隆南部的
几个采矿项目连接起来，把资源
运到克里比海岸。虽然由于铁矿
石的价格低，这个项目目前暂
停，喀麦隆和澳大利亚正寻求资
金，一旦价格增加就恢复工作。
Sundance Resources公司继续请求
来自中国和其他国际融资市场的支
持（Mining Review Africa, 2016）。
图2.2、2.4和2.5把道路和铁路
线叠加到 巴格耶里族和巴卡族的
社区森林和惯常拥有土地上，显
示了这两个项目的影响（和潜在
影响）。尤其令人关切的是在最
东南角的Ntam周围的区域，靠近
刚果边界和姆巴拉姆的Cam铁矿
场。在喀麦隆的这一地区，巴卡
族路边的村庄密度高，道路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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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并不总是合法。（J. Willis, 个人
沟通, 2016）。Ntam的转变表明，
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也会在发生
开发之前（而不只是伴随在开发
之后）。的确，单是基础设施开
发的预期，就打开了森林被主要
参与者利用。小型贸易商、偷猎
者、小型伐木者和其他人士也设
法进入这个区域，预期机会和对
各种服务和产品的需求会翻倍增
长而开始利用森林。
铁路涉及的动态变化与跨国道

线的铁路平行前行。
在Ntam的定居点位于一条尚待
升级改造的道路上，离正在升级
改造的那部分道路超过100公里远
（见图2.4）。不过，因为预期这
条道路即将完工和抵达Ntam，这
个定居点正加速成为一个大型贸
易站。在城镇里已经建设了一座
大型海关大楼；而且，当地人士
说，附近社区森林土地已经大
片“卖给”陆续到来的国家公职
人员、他们的家人和其他人，并

图2.4
截止2016年11月，喀麦隆南部的社区森林、保护区、道路和铁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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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开发，当地社区和森
林都极其脆弱。对这些项目，极
少咨商受影响的社区；如果告知
他们，项目支持者一般只讲积极
的方面：显著更方便的交通选
择，向路过的人销售森林产品的
机会，来自社区之外的产品成本
降低。因此，社区成员对负面影
响的理解有限，这些负面影响包
括犯罪活动增加，开发相关活动
对土地和他们居住其中的森林的
显著压力。
在巴卡族社区代表在离Ntam 12
公里的Assoumindele近期召开的一
次会议上，一位巴卡族非政府组
织的职员提出朱姆（Djoum）的

路类似，但是更具破坏性，因为
铁路打开远离道路的森林长片地
区。对铁路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
价需要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建设营
地的影响（Cam Iron and Rainbow
Environment Consult, 2010）。为建
设这类营地清理的空间和预计会
来到这些地方的人数，预示对这
个区域的可能影响，绝不限于不
可持续的获取野味。虽然拟议的
铁路线路重新安排走向，避开大
猩猩和大象的森林分布区，由此
导致铁路沿着一个道路走廊延
伸，行经多个村庄，这注定会加
剧对社区生计的干扰，增加对资
源的冲突（见图2.5）。

图2.5
截止2016年11月，喀麦隆南部沿道路-铁路走廊的Ntam附近的巴卡族惯有土地、经
济林、采矿许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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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那里已经铺设了道路，他
说：
朱姆已经满了，没有土地剩
下，现在开始导致家庭内出
现纠纷16。
破坏了他们的社会生态环境的
社会后果包括：巴卡族人酗酒和自
杀率增加，社区内和社区之间的冲
突增加，沿着开发走廊整个社区搬
迁，以及有影响力的班图族精英攫
取社区森林特许经营区17。
沿着将要“升级改造”的主要
交通路线的巴卡族社区处于前途
未卜的地位，就像班图族一样。
巴卡族和西部的巴格耶里族仍旧
显著依赖森林获得生计。他们一
般不能根据国家法律要求拥有他
们的森林，他们的惯常使用权在
实际生活中频繁被侵犯，尤其是
更强势的人能从中获利时。对巴
卡族和巴格耶里族来说，丧失森
林区域就等于丧失了生计。没有
适当的补偿能恢复这一生计，他
们也不能从道路项目预期任何经
济利益，因为道路的建设和相关
活动导致他们依赖的栖息地消
失。
巴卡族和巴格耶里族认识到，
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有
钱的和当权的外部人士能向他们
施加难以抗拒的压力，尤其是许
诺给他们的福利听起来诱人时。

结论和战略性方式
喀麦隆南部的森林社区，尤其
是土著的巴格耶里族和巴卡族社
区，对大型道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项
目强加给他们的剧烈变化没有做好
准备。直接影响包括：生计机会减

少；商业性偷猎增加；进入已经分
配给不同特许经营区的机会减少
（包括补偿性保护区）。上述的社
会影响，包括迷失方向、搬迁安
置、抑郁和物质滥用、社区内冲
突，使情况更为复杂。
在喀麦隆，在经济开发规划中
有意义、有效地把土著社区包括
进来极其罕见。该国的十年《增
长和就业策略》是《2035年愿
景》的基石，只侧重为开采国家
和区域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与此
类似，财务观察家预计“喀麦隆
道路和铁路网络的近期发展注定
将推动该区域的经济增长”
（Williams, 2015）。在国家层
面，政府和工商界精英、国际开
发银行和国际私人资本决定着推
动这些基础设施扩张的努力（通
过经济政策和土地使用规划）。
这些努力致力于开发基础设施
网络，促进国家和区域资源开
采。换句话说，基础设施不是为
了使种植者和森林社区居民把可
再生的资源带到市场，或者使他
们能获得社会供给。可以说，这
些规划是基于一种未能保护环
境、未能创造安全稳定社会的条
件的经济增长模型（Blaser, Feit and
McRae, 2004; 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 Martinez- Alier, 2002; Mosse,
2005）。
支持面临如此暗淡的未来的土
著社区的需要，就像支持非人类
森林社区的需要一样迫切、富有
挑战性。如果采用聚焦经济上攫
取的方式，加上激进的自然保护
策略，这两方面的需要可能都照
顾不到。应采取聚焦首先确保社
区保留他们的土地的能力，然
第2章 基础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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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这个基础上，寻求符合他
们的福祉的发展。
以下是一些当前的和潜在的策
略，能使政府、自然保护机构和
工商业界支持社区质疑和适应基
础设施开发。在更根本的层面
上，这些步骤能帮助他们重新要
求自决权，以及维护所有生物最
终依赖的社会生态和被维护的能
力：

“

直接影

响包括：生计机会减
少；商业性偷猎增加；
进入已经分配给不同
特许经营区的机会减
少（包括补偿性保护

”

区）。

		 确保社区保有权 ：这一步十分
关键，实现国家法律系统承认
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自决
权、自治权、自由事先知情同
意权、参加影响他们的决策流
程的权利。如上所述，喀麦隆
是承认这些权利的多项公约的
缔约方；使这些权利在国家法
律和做法中得到承认，也可能
要求承认这些社区是最能保护
这些森林的人。在喀麦隆的环
境和发展中心（Centre pour
l'Environnement et le
Developpement）、森林人民
项目组织、权利和资源倡议组
织（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和许多其他机构支
持这些社区开展规划、确定法
律策略、形成维护社区土地和
推动实现他们的目标所需的能
力。处在这些目标核心的是在
可能影响社区的与基础设施相
关的决策流程中，包括这些社
区，尤其是考虑到对基础设施
开发，极少咨商土著人民，甚
至不曾咨商过。
		 对 惯 常 拥 有 领 地 的 参 与 式 绘
图 ：在不承认惯常土地保有权
代表法律上土地所有权的喀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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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和其他国家，提交该保有权
的证据，有助于劝说开发商承
认土地权利。参与式绘图是国
际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开发的一
个工具，（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提供惯
常土地使用边界的地理参照地
图，以及在这些边界内的主要
资源和地点。社区及其非政府
组织同盟者可以使用地图和支
持信息，质疑一个项目（比
如，反对一个开发项目，或者
重新规划道路走向）；保护关
键资源和神圣地点；支持提出
赔偿。在喀麦隆，有一个项目
正在制定一套通用的方案，用
于确定该国多样化社区和生态
景观中的社区土地使用和保有
权，并绘图。这个项目是RRI
保有权基金（RRI Tenure
Facility）的一部分，正在获取
负责适用土地相关法律法规的
政府部门对采用通用的绘图方
案的支持，以及土地持有者、
关键私营部门经营者、民间社
会参与者和资助机构的潜在支
持。
		 能力建设 ：支持社区的一种方
式是为社区提供关于基础设施
项目的信息，以及国家和国际
法律规定的社区在基础设施项
目中的人权信息。
		 形成土著人民代表结构 ：与能
力建设相结合，支持森林社区
建立网络（比如联盟、当地协
会、倡导平台）使土著社区的
声音能到达精英人士、政府官
员和公司股东。在喀麦隆，巴
格耶里族和巴卡族协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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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及2016年合并为
Gbabandi平台，开始在国家和
区域层面为他们的问题创造政
治空间。
		 保障措施监督、投诉程序 ：经
过培训和在恰当的法律支持
下，社区和基于社区的机构监
督开发商和世界银行、非洲开
发银行等出资机构应遵守的保
障措施。一旦记录到系统性的
或屡次未能实施保障措施，包
括自由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
他们也根据投诉流程提出正式
的基于证据的投诉。
		 倡导 ：反对大型基础设施开发
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社
区或基于社区的机构与开发商
之间的直接调解（使用法律文
本、参与式地图、监测证据）；
致力于社会和环境议程的国家
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盟，对
政府部门和资助机构施加压
力；基于互联网的宣传活动
（比如Avaaz、Survival
International、各种雨林行动网
络），提高一个问题的可见
度，并通过组织请愿和写信施
加压力。
		 赔偿 ：有必要监督开发商和特
许经营商的社会协议和同意支
付社区的其他形式补偿（比如
伐木税），因为它们常常未能
兑现他们那一部分义务。
		 适应 ：可以采取步骤，支持基
于农业的生计，以便弥补失去
的森林资源；制定微型贷款和
储蓄计划；鼓励增值加工和市
场开发。这些措施一般要求在
致力于维护社区自决权的权利

机构和发展NGO与更加侧重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
际机构之间有伙伴关系。
保护土地权利常常是保护环境
的一个前提条件，社区对森林的
管理在承认社区是森林生态系统
的合法拥有者的社区效果最好。
与亚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在森
林社区的惯常保有权如何减缓和
逆转土著森林丧失方面，非洲的
证据有限。这一差的绩效反映了
许多非洲国家政府不愿承认这类
惯常拥有权，以及社区林业大部
分限制为共同管理机制（Blomley,
2013）。不过，如国际土地保有
权和资源治理专家Liz Alden Wily
指出的，“几个国家为了极大地
改善自然保护，专门追求对森林
保有权和管理权的民主权利下
放，这几个国家比较突出”
（Alden Wily, 2016, p. 11）。
保护社区土地权利常常是保护
环境的一个前提条件。

“
”

保护社
区土地权利常常是
保护环境的一个前
提条
件。

Alden Wily进而提出冈比亚、
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和南非是非
洲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国家。她还
指出：“社区拥有的森林的复制
在坦桑尼亚特别发达，到2012
年，480个社区拥有和管理自己的
森林保护区，总共236万公顷”
（Alden Wily, 2016, p. 11）18。
在非洲，社区对土地和森林的
保有权有明显的进步，尽管那里
的政府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府
仍旧更不愿意承认这些惯常权利
（Alden Wily, 2011a, 2016; Nguiffo
and Djeukam, 2008）。在亚洲，到
2009年，所有森林的约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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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喀麦隆只侧重为开采
国家和区域资源建设基础设
施；基础设施不是为了使种
植者和森林居民把可再生的
资源带到市场，或者使他们
能获得社会供给。
© Jabruson (www.jabruson.
photoshelter.com)

由社区拥有，并且自此之后这一
比例一直上升（Alden Wily, 2016,
p. 2）19。
社区对世界上自然森林的拥有
权比例增加，反映了越来越多承
认社区保有权是可持续森林管理
的一个前提条件 20 。这一变化不
仅是承认授予这些社区所有权是
有效保护森林的关键的结果，也
是因为不是社区拥有的森林更容
易遭受森林砍伐并因而消失。
确保富饶和重要的森林的路径
是清楚的。不过，如上述喀麦隆
的例子和在其他文献介绍的，还
存在许多路障。需要采取协调的
迫切行动，移除这些路障，追求
这一道路，确保这么多人类和非
人类社区作为家园的森林。

总体结论
在类人猿分布区国家的基础设施
开发会干扰森林景观，对人类和
野生动物会有显著的长期影响。
这些影响可能涉及重要的物种迁
走、影响对森林使用的结构性变
化、噪音污染、车辆交通和移动
增加。这一章审查了基础设施开
发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表明广
泛迫切地需要确保基础设施规划
流程包括保护类人猿、类人猿栖
息地和当地种群的有效措施。
缓解基础设施开发在项目建设
前、期间和之后的负面直接和间
接影响的具体建议包括：开展彻
底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持续
地监测和收集数据（见第一章，
页码32-39和框1.6）；通过当地依
赖森林的人口的自由实现知情同
意，实现参与和优先保证他们参
与；制定恰当的缓解和适应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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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应用
缓解措施时，尤其
要注意避免加剧对
土著人民的任何负
面影
响。

施，应对任何与建设相关的破坏
（关于缓解等级的更多信息，见
第四章，页码120）。在应用缓解
措施时，尤其要注意避免加剧对
土著人民的任何负面影响。如这
一章讨论的，如果利益攸关方承
认森林居民的土地权利，支持他
们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维护他们的
生态系统和被维护的方式，而不
是以“开发”或“自然保护”的
名义把这些社区从他们的土地上
赶走，更可能中止森林砍伐。
基础设施项目严重影响类人猿
种群，进一步推动当地社区走向
贫困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相反
的例子却难以找到。如果不制定
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政府和私
营工商业会继续未经充分咨商当
地社区就进入森林和开采自然资
源，而不理解风险和可能的影
响，也不考虑受影响的人们和野
生动物的存活或福祉。因此，除
非以更全面的方式考虑基础设施
开发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
土著社区和濒危物种将继续遭受
痛苦。这一章提出了按以往模式
继续下去的主要影响，也提出了
有助于防止和缓解危害的一些重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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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在这一章，“土著人民”这个术语与“森林
居民”、“住在森林的居民”、“依赖森林
的人们”可以互换使用。“当地社区”这个
术语意义更广，它包括在位置上邻近的当地
种植者人口，他们一般把森林看作可以获取
利用或清理用于农业的一种资源，而不是维
护他们生存的家园。
2 关于旅游业对类人猿的影响的详细信息，见
Macfie and Williamson (2010)。
3 关于基础设施开发的政府长期规划的例子，
见ETP (n.d.), Indonesia CMEA (2011), SEDIA
(2008)。
4 关于倭黑猩猩改换分布区的的细节，见Hickey
et al. (2013)；关于黑猩猩，见Fawcett (2000),
Plumptre and Johns (2001), Plumptre, Reynolds
and Bakuneeta (1997)和
在应用缓解措施时，尤其要注意避免加剧对土著
人民的任何负面影响。
Reynolds (2005)；关于黑猩猩和大猩猩，见
Rabanal et al (2010)；关于长臂猿，见Cheyne
et al. (2016)；关于猩猩，见Ancrenaz et al.
(2010).
5 关于在几内亚Bossou黑猩猩穿越道路的信息，
见Hockings (2011)和Hockings et al. (2006)；在
乌干达Bulindi的情况，见McLennan and
Asiimwe (2016)；在乌干达Sebitoli的情况，见
Cibot et al. (2015).
6 关于人类干扰对非洲类人猿的影响的细节，
见Junker et al. (2012)；对倭黑猩猩的影响，见
Hickey et al. (2013)；对黑猩猩的影响，见
Brncic et al. (2015)和Plumptre et al. (2010)；对
格劳尔大猩猩的影响，见Plumptre et al.
(2016b)；对山地大猩猩的影响，见Van Gils
and Kayijamahe (2010)；对西非大猩猩的影
响，见Laurance et al. (2006)；对猩猩的影响，
见Wich et al. (2012b).
7 例子见Blake et al. (2007), Brncic et al. (2015), G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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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mbin (2002), Hickey et al. (2013), Junker et
al. (2012), Marshall et al. (2006), Murai et al.
(2013), Plumptre et al. (2016b), Poulsen et al.
(2009), Robinson et al. (1999), Wilkie et al. (2000).
8 关于黑猩猩觅食农作物的细节，见Hockings,
Anderson and Matsuzawa (2009), Krief et al.
(2014), McLennan and Ganzhorn (2017)；关于
山地大猩猩，见Seiler and Robbins (2016)；关
于猩猩，见Ancrenaz et al. (2015b), CampbellSmith et al. (2011b).

PSG Section on Great Apes。
22 Borneo Nature Foundation (www.borneonature
foundation.org)和IUCN SSC PSG Section on
Small Apes。
23 Durrell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and Ecology
(DIC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and
Conservation, University of Kent (www.kent.
ac.uk/sac)和IUCN SSC PSG Section on Great
Apes。

9 另见Chhatre and Agrawal (2009); Nelson and
Chomitz (2011).

24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www.eva.mpg.de)和IUCN SSC
PSG Section on Great Apes。

10 森 林 人 民 项 目 组 织 不 曾 发 表 的 出 差 报
告，2006-17.

25 在写作时，都服务于森林人民项目组织
(www.forest peoples.org)。

11 例子见1974年7月6日关于建立管辖土地保有权
的规则的法规Ordinance No. 74-1（尤其是第1
、2、14、16条）和同一日期关于建立管辖
国家土地的规则的法规Ordinance No. 74-2
（Alden Wily, 2011b, pp. 50-1).

26 Colobus Conservation (www.colobusconservation.
org)。

12 喀麦隆还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
约；如果批准，有助于确保把自由事先知情
同意作为一项权利。迄今为止，中非共和国
是唯一一个批准了该公约的非洲国家，斐济
岛是唯一的亚洲国家（ILO, n.d.）。
13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是一项法律上可执行的权
利，这在重要的区域判决中很明显。试图否
决社区权利的人必须证明这样的行动是必要
的、力度合适，符合公众利益。从非常务实
的角度，社区有权要求自己的诉求与其他权
利诉求一起被听到和判决。为了证明有理由
采取建立保护区等非共识的保护措施，各国
必须证明这样的行动“完全必要”，并且“
从人权角度采取了最少限制性的方案，以满
足声明的公众利益”（MacKay, 2017)。
14 2010年2月，作者与喀麦隆Lomie的巴卡族社区
成员的访谈
15 2014年，森林人民项目组织与喀麦隆巴格耶里
族社区成员的访谈。
16 森林人民项目组织工作人员成员在2016年在喀
麦隆Assoumindele召开的巴卡族社区会议上
的观察。
17 森林人民项目组织工作人员成员2016年在喀麦
隆对区域的实地考察的观察。
18另见Kigula (2015)和MNRT (2012)。
19 另见Oxfam, ILC and RRI (2016)和RRI (2016,
2017)。
20社区保有权增加的例子，见FPP, IIFB and CBD
(2016)。
21 HUTAN-Kinabatangan Orang-utan Conservation
Programme (www.hutan.org.my) 和IUCN 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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