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人猿现状：
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

非洲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开发正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主要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发
展中国家。这一扩张趋势反映了面对人口增长、消费水平升级和不平等持续存
在，各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大型基础设施开发常被吹捧为满足对能源、
交通和食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消除贫困的方式和关键。但是，实际上，道路交通
网络、水电站和“开发走廊”一般会负面地影响当地人群、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
样性。这些项目通常弱化生态系统维护野生动物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功能
的能力，尤其是我们正面临着气候变化。 

这一卷《类人猿现状：基础设施开发与类人猿保护》呈现原创研究和分析、专
题案例分析和新出现的工具和方法，以启迪辩论、实践和政策，目标是防止和减
轻基础设施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有害影响。这本书把类人猿作为野生动物和生态
系统本身的指示物种，指出调和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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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灵长类属于所有热带物种中最濒危的物种。各个大型类人猿物种（大猩
猩、黑猩猩、倭黑猩猩、猩猩）都被属于濒危或极危级别。而且，几乎所有长臂
猿物种都面临灭绝危险。虽然已经确认了类人猿保护与经济发展、伦理和更广泛
的环境进程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全面认识和应对这些联系的话，还需要更多把生
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群体。

《类人猿现状》系列出版物面向各级各类政策制定者、行业专家和决策者、
学术界、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审视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区发展背景下，对这
些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威胁。该系列的每一份出版物针对一个不同的话题，使用严
谨的统计、福祉指标、官方和其他各种报告，对相关问题进行客观严谨分析，展
现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类人猿当前和未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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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猿现状》前言

我们的世界即将迎来
前所未有的经济和
环境变化。虽然获

得技术和机会正大幅改善地球上
许多地方的境遇，我们也看到，
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使这些
进步有可能功亏一篑。新的基础
设施投资（道路、水坝、管道和
铁路）许诺会为比较贫穷的国家
带来经济繁荣，但是，这些项目
的风险有可能超过益处。

远的不说，只要看看非洲和
东南亚的世界类人猿种群的遭遇
就行了。对热带森林的分割和利
用，对类人猿是直接威胁：破坏
类人猿的栖息地，使食物减少，
带来偷猎和疾病等危险。因此，
各地类人猿的数量都在减少。今
天，许多类人猿物种离灭绝仅一
步之遥。

最新这一卷《类人猿现状》
指出，我们的福祉与我们环境的
福祉，以及以我们的星球为家的
所有物种的福祉紧密相连。

这部分是因为同样的森林破
坏对依赖森林的人们同样也是灾
难性的。工业化规模的基础设施
开发对与森林有长期关系的当地
社区有显著的破坏性影响。这些
农村土著社区常常看不到新道路
和新电厂带来的经济益处；相
反，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被征
收，却得不到任何公正补偿，也

不尊重他们的声音或权利。
此外，这些开发对我们的环境

有更广泛的影响。当我们毁灭森
林，又不能使保护森林的社区过
上好日子，我们会大量增加向空
气排放二氧化碳。当我们滥用土
地，就严重削弱了我们在与气候
变化抗争中的阵地。

换句话说，当类人猿流离失所
（当它们的森林退化、生命得不
到重视），人类也将流离失所。
当我们忽视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的更广泛影响，尤其是为了不
公平不公正收益的项目，整个世
界都遭殃。

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社区迫
切需要更可持续、更公平的经济
发展模式，在为每个人增权赋能
的同时，保护地球的生命和资
源。 

在福特基金会，我们理解所
有这些问题深深地相互交织，要
全面地应对这些问题，解决方案
也必须同样丝丝相扣。问题是：
怎样在实现发展和也使类人猿和
其他物种、当地社区、环境和经
济 繁 荣 兴 旺 之 间 达 到 平 衡 ？

这卷书致力于帮助我们回答
这个困难的问题。通过缜密的、
经同行审查的科学和切实的例
子，《类人猿现状》指出，虽然
总有取舍、难以两全，智慧的政
策来自考虑怎样能为所有各方创
造长期福祉。这一卷书提供真正
的解决方案，指导我们如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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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组织和教育宣传，形成社会
包容性绿色基础设施。它提醒我
们，长期环境可持续性和长期经
济进步，都来自公平和公正的解
决方案，而不是不可持续或腐败
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这一卷表明公
平的开发不仅是一种可能，更是
必须。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让世界
停止开发，但是，我们可以确保
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开发
也促进所有人更广意义上的进
步，并且保护环境。确保这些项
目经过深思熟虑、负责、可持续
地实施，不带来破坏性，而是真
正具有建设性，我们每个人都扛
有一份责任。 

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世界各
地的政府、工商业界和公民社会
组织团结抗击气候变化和经济不
平等的双重威胁），牢记我们的
未来休戚与共从未像今天这么重
要。

《类人猿现状》系列清楚表
明，规划未来的道路不是关于任
何一个物种的现状或命运，而是
我们的世界如此迫切需要公平、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Darren Walker
总裁

福特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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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us基金会

Arcus基金会是一家私人拨款资助型基金
会 ， 推 动 社 会 公 正 和 自 然 保 护 目
标。Arcus基金会在全球开展工作，办公
室设在美国纽约市和英国剑桥。获得更
多信息，请访问：arcusfoundation.org，
或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与 我 们 保 持 联
系：twitter .com/ArcusGreatApes和 
facebook.com/ArcusGreatApes。

大型类人猿项目

人类和大型类人猿的长期存续依赖我
们如何尊重和照护其他动物和我们共
同的自然资源。Arcus基金会致力于提
高对大型类人猿和长臂猿的权利和价
值的尊重和认可，加强保护，防止对
其栖息地的威胁。Arcus大型类人猿项
目支持自然保护和政策倡导努力，推
动在野外和养护所的大型类人猿和长
臂猿的存续；养护所须提供高质量的
照护和安全，不开展侵入性研究和利
用。

Arcus联系方式：

纽约办公室：

44 West 28th Street, 17th Floor
New York, New York 10001, United States

+1 212 488 3000 / 电话
+1 212 488 3010 / 传真

剑桥办公室（大型类人猿项目）：

CB1 Business Centre
Leda House, 20 Station Road
Cambridge CB1 2JD
United Kingdom
+44 (0)1223 653040 / 电话

致读者 

缩略词和缩写词
在 本 书 的 末 尾 ， 有 缩 略 词 和 缩 写 词
表，起始页码：279。

附录
所有附录，见本书末尾，起始页码： 
264。丰度指数附录，见 
www.stateoftheapes.com.

词汇表
在本书的末尾，有科学术语和关键词
术语表，起始页码：282。

各章交叉参照
本书使用各章交叉参照，在正文中直
接提及，或出现在括号中。比如，第
一章 … 和 …

类人猿分布区地图
这一卷的类人猿分布区地图显示每个
物种的分布广度。分布的广度包括在
最短的连续假定边界内含有的一个物
种的所有已知种群。有必要指出，在
这些边界内的一些区域可能不适合并
且未被占用。

Arcus基金会委托制作了类人猿概
述、图AO1和图AO2的类人猿分布地
图，提供分布区数据的最准确和最新
的地图展示。这些地图由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创
建，该研究所管理A.P.E.S. 网站和数据
库。这一卷也有撰稿人使用其他来源
的类人猿分布区数据形成的地图。由
此 导 致 这 些 地 图 可 能 不 完 全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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