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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和当地村民 30 年精心守护——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全世界黑叶猴仅有 2000 只左右
金佛山是其分布的最北界

1989 年，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
金佛山东部庙坝地区的悬崖峭壁间，偶然发现了一
群黑色的猴子。它们身躯短小灵巧，头顶有一道直
立冠毛，毛色乌黑，却在两颊到嘴角处各有一道白
毛。经专家考证，这群黑色的猴子是我国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黑叶猴。

随后，金佛山首次发现黑叶猴的消息通过媒体
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黑叶猴是生活在喀斯特石山的濒危灵长类动
物，东南亚特产种，分布范围很窄，仅分布于越南北
部、中国的广西、贵州和重庆南部部分喀斯特石山
地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其列为濒危物种，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将其列入附
录 II。
周洪艳介绍，历史上，黑叶猴曾广泛分布于我国
的广西、贵州等区域，数量众多，但由于人类活动加
剧，黑叶猴的栖息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黑叶猴数量锐
减。如今，全世界黑叶猴数量仅有 2000 只左右，而金
佛山是全球黑叶猴分布的最北界。
“2014 年以前，我们中心对黑叶猴的保护和研究
主要靠人工蹲点，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误差较大。”周
洪艳介绍，为了更好地对黑叶猴进行研究和保护，金
佛山科研监测中心于 2014 年 6 月开始，在金佛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安装了 27 个点位的视频监
控设备和 200 多台红外线相机。这些设备，不仅让科
研人员发现了黑叶猴需要通过啃食岩石来补钙等生
活习性，
也对黑叶猴种群和数量的统计更加准确。
“上世纪 90 年代初，科研人员曾对金佛山黑叶猴
的数量进行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蹲点统计，当时得出

的结果是 7 个种群共 71 只。”如今，金佛山观察记录
到黑叶猴已有 151 只，其中有 21 群共 147 只，另有孤
猴 4 只。
“黑叶猴繁殖率极低，5 岁左右性成熟，一胎生育
1-2 仔。”周洪艳介绍，从 71 只到 151 只，看似简单的
数字变化背后，是金佛山科研监测中心所有工作人
员 30 年的辛勤付出。

巡护监控设备和野生动物植物
时常危险重重

5 月 13 日午后，南川山王坪镇山王坪村刚刚下
过一场雨，50 岁的村民何世华背上水壶、带上砍刀，
走出了家门。
“我要去给监控设备换电池，取储存卡，还要看
监控设备是不是有损坏。”自小生长在这片大山里，
何世华对金佛山有着深厚的情感，
“ 我在很小的时
候，就经常在林子里、崖壁上看到这些黑猴儿，不过
那时候不晓得它们叫黑叶猴。”
如今，何世华是村里的护林员，同时还为金佛山
科研监测中心巡护监控设备，
“ 两个月换一次电池、
取卡，如果出现暴雨或冰雹、下雪、霜冻等，就要随时
巡护检查，看设备是否损坏。”
巡护设备的过程，其实也是巡护金佛山野生动

夏天，金佛山多毒物，多雷暴；冬天，金佛山多冰
雪。
“每年 11 月份到第二年开春，大雪封山，猴儿缺
食物。我们每年要花费 2000 元左右购买花生、苹果、
枣子、玉米等食物，投喂黑叶猴。”何世华介绍，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周边村民就有在冬天给黑叶
猴投食的传统。自 2013 年开始，金佛山科研监测中
心固定在 6 个点为黑叶猴投食，
“我们护林员把食物
背到投放点，投放后离开。多的时候会有 30 多只猴
儿到一个投食点抢食。”
作为观察和研究黑叶猴行为特点的最佳地点，
这 6 个投食点都安装了监控设备。周洪艳介绍，
“黑
叶猴到这些投食点吃食，也能让我们更为方便和准
确地掌握黑叶猴在金佛山的个体数量和种群分布。”
为了增加黑叶猴的食物来源，让黑叶猴在金佛
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金佛山科研监测中心还为
黑叶猴种植了一片
“自助果林”
。
“果林就在羊子崖下的灰矸河河边。我们租用
村民的 300 亩地，种植了梨子和李子。”周洪艳介绍，
2014 年种植的这片果林，如今都已进入丰产期。在
果子成熟的季节，黑叶猴和许多野生动物都跑到这
片果林里觅食。
如今，金佛山的黑叶猴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分
布范围也更广了。周洪艳介绍，除了黑叶猴的主要
栖息地金佛山北坡外，近年来又在金佛山西坡等区
域发现了黑叶猴的身影。此外，还有部分黑叶猴已
将领地扩张至与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隔一条
灰矸河的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原载《重庆日报》5 月 22 日三版）

自然界大咖的写真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品种繁多的珍稀动植物，为了更好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保护，2015 年
开始，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就设置了大量的红外相机，
以捕捉珍稀动物的图
像和视频。几年过去，
有哪些自然界大咖闯入过红外相机的镜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黑叶猴
黑叶猴

林麝

通体黑色、身材纤瘦、四肢细长，这是我国一级
重点保护动物——黑叶猴的大致特征。但是，细看
黑叶猴，你会发现，它其实很特别：
头顶一撮直立的
黑色冠毛，耳部到口角各有一条白色毛发带，形状
类似两撇白胡子，
看上去可爱有趣。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中心监测办负责人
周洪艳向记者介绍道，
黑叶猴曾广泛分布于广西、
贵
州等地，
数量众多，
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
黑叶猴栖息
环境受到破坏，
导致黑叶猴数量锐减。据统计，
全世
界黑叶猴数量目前仅有 2000 只左右，
金佛山是全球
黑叶猴分布的最北界。上世纪 90 年代初，
科研人员
曾对金佛山黑叶猴的数量进行过蹲点统计，
当时得出
的结果是 7 个种群共 71 只，
而通过红外相机，
使得观
察的种群和数量更为精准，
如今，
金佛山观察记录到
的黑叶猴已有151只，
其中，
涉及21个种群147只，
另
有孤猴4只。

林麝

斑林狸

2018 年 5 月，周洪艳上山收集相机里的图像卡
和视频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在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里，林麝被列入濒危物种。
工作 30 多年，这是周洪艳第一次看到林麝，因此，
她显得格外高兴。
从捕捉到的画面看，林麝无角、耳长直立、脸型
尖长、四肢细长、体毛呈橄榄褐色。除此之外，林麝
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脖子下方有两块白色带
纹，且会一直延伸到腋下。据了解，去年开始，林麝
开始频繁在金佛山露面。目前为止，周洪艳和同事
已经在金佛山南坡、北坡、西坡、东坡 4 个不同区域
至少五六个点位，捕捉到林麝的视频和画面。
“这表
明金佛山的野生林麝种群正在恢复，也说明保护区
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斑林狸
在周洪艳他们看来，每次上山收集红外相机里
的图像卡和视频，都像是圣诞节拆礼物，因为
“总会
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
拍摄的斑林狸图片显示，它体型较小，只露出
了前半身。
“可惜，小家伙颜值这么高，但没有完全
露面。”
周洪艳惋惜道，斑林狸的体毛一般为淡褐色
或黄褐色，背部、尾部均有黑色斑状分布，尾部细
长，跟身体差不多，呆萌又有灵气。
据了解，斑林狸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也被列入国家濒危珍稀动物。周洪艳介绍，斑
林狸俗称点斑灵猫、虎灵猫、点斑灵狸、刁猫，主要
豹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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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东南亚，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贵州、
云南、湖南等地也有分布，虽然分布较广，但是数量
比较稀少。

豹猫
与斑林狸有些类似，豹猫的颜值也很高。从画
面来看，拍摄到的豹猫出现在白天，因此图像较为
清晰，当时小家伙正在树林里行走，外形像极了家
养的猫咪，因为身上斑点，又有点像金钱豹。
记者了解到，豹猫属于猫科动物，体型与家猫
相似，
斑点也为黑色。

红腹锦鸡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
被列入我国濒危珍稀动物，重庆的南川、城口、巫
山、秀山等均有分布。红腹锦鸡的雌鸟通体成棕
黄色或黑褐色，而雄鸟有金黄色羽冠，脸、颈、喉
等部位呈红色，下背、腰等部位金黄色，羽毛绚丽
且五彩斑斓。
红外相机镜头里捕捉到的红腹锦鸡画面来看，
其全身羽毛绚丽，应该是雄性。而另一张画面显
示，有两只红腹锦鸡同时出现。

黄麂

黄麂
红外相机还拍到过黄麂、毛冠鹿这样的鹿类。
周洪艳介绍，黄麂，一般指赤麂，身形很大，为麂属
中体型较大的一种，脸部狭长，夏天毛发多为红棕
色，冬天则为暗褐色；
雄兽有角，雌兽无角。

毛冠鹿
毛冠鹿又叫青鹿，与赤麂相仿，但是，体型要小
一点。耳较圆阔。额部有一簇马蹄形的黑色长毛，
故称毛冠鹿。雄鹿有角，
雌鹿无角。
除了珍稀动物，2015 年到现在，金佛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中心设置在自然保护区内的
红外相机还先后拍到过橙胸绿鸠、猪獾、猕猴等野
生动物。

毛冠鹿

红腹角雉
红腹角雉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拍摄到
的画面来看，它的大小体型跟家鸡差不多，身上散
落着大大小小的斑点，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脸颊裸露
的天蓝色皮肤，
看起来十分漂亮。
周洪艳介绍，红腹角雉雄鸟的羽色非常艳丽，
头顶上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
对钴蓝色的肉质角，精巧而美丽，具有很高的观赏
价值。

（原载《重庆晚报》2019 年 6 月 11 日 4~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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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叶猴补充食物
种植 300 亩“自助果林”

▲攀爬在山崖上的黑叶猴。
▶2018 年 7 月 10 日，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矸
崖仟下，何世华（左）与周洪艳（右）正在检查红外线监
控设备。
首席记者 谢智强 通讯员 邱冈 摄

游

物植物的过程，
“ 猴儿、鸟儿、花花草草，都是金佛山
的宝贝。看到它们长得好，
我也开心。”
何世华说。
不过，巡护的过程并不总是顺顺当当，经常是危
险重重。何世华记得，2016 年夏天，安置在陈清沟的
一台监控设备被雷击损坏，他带着新的设备前去更
换。
“林子密，手臂上划了几个血口子；天气又热，衣
服都湿透了。”到了陈清沟，顾不得喘口气，何世华开
始动手拆卸损坏的设备，却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似
乎有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
一抬头，眼睛正前方不到半米的地方，一条蟒蛇
正吐着信子盯着自己。
“估计是它在安装监控设备的
那棵树上休息，我没注意到，打扰到它了。”顺着蛇头
望去，这条蟒蛇有近 5 米长，吓得何世华根本不敢有
任何动作。
或许是觉得何世华并没有恶意，蟒蛇缓缓地溜
走了。何世华这才长出一口气，瘫坐在树下。

5 月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绿意盎然。矸
崖仟下，四五只黑叶猴正在玩耍嬉戏，不时啃食着崖
上的石灰岩。
离这群黑叶猴不足两米的树枝上，一台红外线
监控设备，悄无声息地记录了这一切。
很快，视频被送到金佛山科研监测中心。通过
视频，工程师周洪艳和同事们可更好地了解黑叶猴
的生活习性，从而为这种濒危野生动物提供更好的
保护。
“近年来，
我们通过监控设备，
发现了黑叶猴啃食
岩石等诸多秘密。
”
周洪艳介绍，
他们对黑叶猴的保护
和研究并非始于近年。为了保护金佛山的众多野生
动物植物，早在 1989 年，金佛山科研监测中心的前身
——原四川省金佛山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就已成立。

旅

金佛山黑叶猴从 71 只增加到 151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