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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类状态：
农业产业化和猿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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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既能保护自然界又能使经济和社会得以
发展的解决方案。
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称为人类世中，在
在猿类栖息地中发展农业会对该物种
过去的6500万年，时间周期的一个特点
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土地在转换为
是生物多样性及物种前所未有的消失。
农业用地时森林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
人口增长速度，社交及商业模式的转
坏，这个过程剥夺了猿类生活的家园，
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支撑着世界自
剥夺了它们的栖息地和食物，同时还剥
然资源能的持续消费，导致冲突，粮食
夺了它们种群间相互接触以繁衍生息的
与水资源短缺，土地贫瘠，各类污染，
机会。可预见的是，随着猿类穿越农场
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
以农作物为食的情况不断发生，由人猿
在我们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对食
相互作用产生的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随之
物，燃料木材和工业投入的需求日益增
增加，此外，人猿之间疾病传播的风险
加，大量的消耗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却
也会增长。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
从未考 过这些资源的最终走向。热带生
人对他们眼中所谓的“害虫”采取行动，
态系统维持了大部分的地球生物多样
一味追逐野味或是从事非法宠物交易，
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天然产品和
人类对猿类的非法捕捉或猎 行动也随之
服务，在调节气候和碳水循环中至关重
增加
要。随着农业产业化对这些环境的不断
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因物种的不同而
侵害，伴随着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异。领地意识强、几乎完全树栖的长臂
恶化的污染，人口大量增长，使这些生
猿可能最受农业产业化之害。其他的能
态系统的生存和它们的许多物种受到日
在农业产业化用地觅食、睡觉或分散生
益严重的威胁。
活的猿类或许生活得没有那么糟糕，但
其中受到最大威胁的物种是类人猿和
庞大的森林和连片的自然栖息地对猿类
长臂猿。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当地贫困问
的生存来说仍是至关重要的。
题导致它们的栖息地收到严重破坏。通
由农业产业化造成的猿类栖息地的四
过提高我们对农业产业化能影响猿类这
分五裂导致了该物种的数量不断减少，
种意识的理解，《猿类现状：农业产业
而其中繁殖缓慢的猿类更是苦苦挣扎着
化和猿类保护》旨在让在政府行业，民
想要逃离灭绝的灾难。一些地方的猿类
间社会和发展与保护部门赋予行动，将
灭绝几乎对所有的猿类物种造成了影
经济和社会发展放置在一个更加可持续
响。
的基础上。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
若要执行此操作，本册- 第二系列 非洲国家，不仅人口增长速度最快，可
展示了有关重要猿类保护的原始问题，
耕农田数量也非常可观。在过去的50年
严谨的分析，以及强大的，最新的猿类
里，农业扩张主要是扩张到与食物和油
状况和福利的统计数据。本书不丑化农
脂相关的领域，木薯、玉米、棕榈油、
业;相反，它意识到这个阶段对于生产所
大香蕉、马铃薯、水稻、高粱、大豆、
需食品和燃料至关重要，这本书还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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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甘薯、小麦和山药这些食物和油脂
轻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贫困
形成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饮食结
程度的潜力。在寻找方法以减少和减轻
构。小农农业是导致非洲森林面积减少
农业带来的损害方面，本书有助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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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的生存状态表明“工业化农业”是一种密集型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具有
大规模、单一化的种植特点，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主要依靠大量化工药品，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大量水资源的供应，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和储存设备
以及分散的基础设施。 然而这个版本中所指的“工业化农业”一词还表示工业
化耕种，密集型农业或者种植业，种植园农业，大规模化的农业发展和商业
性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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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农户的行为对热带森林有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范围也仅仅局限
于一部分小农户，他们必须依靠工业领域的合作伙伴来获得收入或购买自己
需要的商品，然后再投资到不断扩大的单一化农作物种植上。

的罪魁祸首，但人类对食物以及燃料作
物的需求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对棕榈
油需求的扩大——却推动了规模化农业
对猿类栖息地的侵占。
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制止了人类对森林
的滥砍滥伐和其它一些不环保、不可持
续的做法，还促进了执行标准以及提倡
这些标准的组织的建立。其中一个组织
叫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和许多
类似的组织一样，该组织联合了生产
商、加工和零售商以及一些非政府组
织。圆桌会议在努力把全球棕榈油市场
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这一过程
中它面临着重重挑战。该组织在认证计
划和行业参与方面的经验有可能在其塑
造这一不断发展的行业的过程中发挥核
心作用。
专注的研究对增加我们对农业给猿类
造成的影响的理解至关重要，但在短期
之内保护猿类不受栖息地减少和人类不
断入侵的影响却更加紧急。这一目标的
核心——以及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基本保
护的核心是在土地等级上有效利用土地
规划。通过加入环境以及经济和社会因
素，该规划有助于确保公平的持续的土
地和资源管理——尤其是识别需要保护
的重点区域，并确保与森林连接的迁徙
走廊受到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
虽然这本书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对猿
类以及它们栖息地的影响，但是它在第
二部分调查了很多在保护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挑战。在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栖息
地的减少、捕猎和疾病仍然是猿类生存
所面对的主要威胁。猿类生存面临的压
力各不相同，但这些压力在根本上都受
到了发展的推动。《猿类状况》第一卷
关注的焦点是伐木、采矿、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无论是直接的人类行为活动，
还是人们因受到就业机会和通往偏 森林
地区新道路的吸引而采取间接的侵入行
为，这些均继续对大面积的猿类栖息地
造成破坏，使其减少。气候变化、能源
生产、贫困、腐败和冲突对猿类及其栖
息地也会产生强大的威胁。
正如本书所说，长期的研究对监测猿
类栖息地和种群的变化、对制定合适的
保护活动和政策以及对改善行业惯例来
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有些地区的研究人
员能分析几十年前的数据，那么他们就
有可能按比例得出以证据为基础的建
议。无论监测是否完整、一致或连续，
知识基础都会有相应的不足，这样会导
致为政策和实践以及拟定有效的干预措
施提供信息这一努力变得复。
各个国家救援中心和保护区的工作者
数量已显著增长。许多野生猿都是从非
法商贩手中、从农业产业化地区或是村
庄里解救出来的，在此之前它们被当作
娱乐的玩具或是宠物，通常都生活在恶
劣的环境下。许多国家的保护区旨在帮
助这些动物恢复健康并把它们放归自
然，但是这个目标却越来越难实现，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合适的释放点。
除了猿类分布区，猿类还被圈养在研
究实验室，此外，娱乐行业中猿类还被
私人作为宠物饲养，或是喂养在不受监
管的动物园。与圈养猿类相关的法律既
不完善又不一致，使得保证猿类健康安
全的这项任务极具挑战性。此外，电影
和电视中出现的猿类，一定程度上还有
动物园里的猿类都可能使人们怀疑它们
的生存是否真的受到了威胁，从而可能
会减少人们对猿类保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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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正在迅速改变。这些变化
都伴随着全球对自然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这些资源包
括土地，水，矿产，能源，粮食和木材。现如今最重要
的挑战在于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可以解决这些相互关联
趋势的复 性，还可以实施策略以平衡环境需求和社会经
济需求。《猿类状态》这卷书提供了原创研究和分析以
及时事案例研究，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关键利益相
关者提供的最佳实践方法，这些均有助于人们调查猿类
保护和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在评估农业扩张和土地
投资背后的驱动力量方面，本书还揭示了影响土地使用
的两个因素，即治理挑战和法律体制
本卷针对策制定者，行业专家和决策者，学者，研究
人员和非政府组织，目的是为能帮助协调农业产业化、
猿类保护、福利、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些目标的辩
论、实践和政策提供信息。

“

《猿类状态》是难得一见的，具有真正突破性的出版物。通
过敏锐的分析和生动的案例研究，本系列书籍从存在已久的威胁
和新生威胁两个方面来考 世界上猿类物种的生存问题。这些威胁
包括采矿、能源开发、农业扩张以及土地非农化等——这些威胁
因素不仅将影响野生猿类的未来，还会对所有剩下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及其包含的独特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通过调查各个国家
复 的发展力量，《猿类状态》这本书为猿类保护的前景做出了一
个明智现实的评估，同时还概述了到底是哪些政策的潜在影响力
使得这种非凡生物能得以生存或是导致它们走向灭绝。

”

Matthew V. Cassetta
协助者，刚果盆地森林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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