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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非洲和亚洲的热带森
林里，栖居着包括大
猩猩、黑猩猩、倭黑
猩猩、猩猩和长臂猿
在内的类人猿。由于

森林滥伐和土地退化，这些森林正以
惊人的速度消失，这一状况引发全球
担忧。森林消失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相
关因素，而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星球正
在带来一系列影响。森林能保障大量
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并为物种的丰富
生物多样性提供栖息地。像类人猿这
类有魅力的物种可以作为这些重要森
林的大使，也用来说明在这颗星球上
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联系。人类与类人
猿之间共享的进化联系以及相似的基
因组成和生理特性，都体现在我们共
同的行为和智力上。当我们关注保障
人类、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的未来时，
对类人猿的保护和防护至关重要。

《2013年类人猿现状》是系列丛书
的第一本，不仅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全
球大型类人猿和长臂猿的现状，而且
首次说明了我们对采掘业实践如何影
响类人猿存续的了解。本书探讨了与
采掘业活动彼此作用的全球、国家和
地方进程同类人猿保护之间的关系，
整体展现了人们当前关于采掘业对类
人猿群落影响的理解，概括了需要根
本改变的应对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要
认识到采掘业和环境的同等重要。毫
无疑问，任何形式的采掘业都会对大
型类人猿和长臂猿的幸福产生负面影

响，但本书提出存在可以在一定范围
内减轻其影响的行业实践，只是这种
实践尚未得到广泛实施。 

本书包含的一条关键信息是，采掘
业对类人猿及其栖息地的间接影响常常
比直接影响范围更广、更具破坏性。关
注改进实践的政策和投资并承认原住民
的权利，可以减少该产业对环境的影
响，从而有助于对这些重要物种的保
护。虽然我们对采掘业与类人猿保护之
间相互作用的了解目前还存在差距，但
已有一些实例表明，国家和个人项目如
何通过伙伴关系、研究和对话，努力摒
弃分歧、协调合作。

最终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参与，以
及承认不同目标的重要性，才能做到
对类人猿和其他物种的切实保护。为
此，对于类人猿保护过程中克服挑战
和机遇的进展，《类人猿现状》将为衡
量基准提供有意义的资料。 

章新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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