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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全称是“保护Moukalaba的类人猿”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Apes in Moukalaba）。 

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里有许多类人猿、既有大

猩猩、也有黑猩猩、总数约为4500只。

这与加蓬东北部的Minkebe国家公园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在那里、偷猎者屠杀了大量的大象和大猩猩、2000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时、那里的大猩猩数量已经遭受了巨

大的损失。

为了帮助保护野生动物天堂Moukalaba-Doudou里仍未

被盗猎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种群、加蓬的一个大猩猩爱好

者团体在2004年建立了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些创始人的

动机不仅是对类人猿的热爱、也是为了团结与帮助贫困

而没有固定职业的当地人。

基于同情心和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发展生态旅游被认为

是保护自然、促进当地发展的一种途径。没有当地人的

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无从谈起。

非政府组织PROGRAM在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里

对一群大猩猩进行习惯化训练、这意味着让大猩猩适应

人类的存在、这样它们就不会在人类接近时逃跑或攻击

人类。但是这些大猩猩仍然具有野性、追踪者和游客必

须保持谨慎。如果大猩猩得到了很好的习惯化训练、追

踪和观察它们会变得比较容易。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15年9月底、我是如何出发前往该

地区、并试图在野外见到我的堂兄——这只与我有共同祖

先的大猩猩。当时、我的同伴有导游Ghislain Bouassa和
野生动物追踪者Pie Evrard Nziengui（简称Pie）。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加蓬南部Tchibanga市

下午15点30分左右、我们离开Tchibanga市、前往位

于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边界的Doussala村。货

车的露天车厢里挤满了人、物资和供村里药房使用的药

品。城外乌黑的柏油路很快就到头了、我们继续走上了

一条黄红色的土路。阳光照射在大地上、大地上分布着

稀树草原和森林。我们一路奔赴目的地。

我们经过小村庄、村里的房子是用木板建造的、屋顶是波

纹铁皮盖的。有时整个房子都是用波纹铁皮建造的、只有

一个开口可以进出。人们一起坐在屋子前面或四处走动。

在路左边的稀树草原上、我们看到了一群灰色的非洲羚

MOUKALABA-DOUDOU
的大猩猩旅游 文本和照片由Meindert Brouwer提供

在加蓬西南部的Moukalaba-Doudo国家公园、 

一个名为PROGRAM的小型非政府组织为游客提供

参观大猩猩、森林象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机会。 

自然保护和当地社区都可以从生态旅游中受益。 

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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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它们弯下脖子、咀嚼着柔软的绿草。一只长着角的

雄羚羊抬头看着我们。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会点燃稀

树草原、这样可以长出新草、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放

火还有另外两个目的。过火以后、蘑菇会在田野里冒出

来、人们便可以采集；另外、村庄周围的高草被烧以

后、人们可以看得更远、因而会感到更安全。

食蜂鸟（bee-eater）

汽车停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大约有三十只鸟站在马路

对面的电线上。它们飞上飞下、折回来、又落在电线

上。食蜂鸟！它们的腹部是深粉色的、眼睛下面有一

条白色的条纹、一条黑色的条纹则贯穿它们的眼部、

它们的头和背部是灰绿色的、很漂亮!我把双筒望远

镜从右移到左观察它们。我很兴奋。继而、令我惊

讶和高兴的是、我发现两只不同种类的食蜂鸟站在粉

红色食蜂鸟的旁边。这两只鸟有着醒目的白色额头、

以及白色下颚、粉红色的喉咙、黄色的腹部、蓝色的

下腹部和淡绿色的背部。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鸟、我

很激动、仅此已使得整个旅程充满意义!之后、我看

到一棵没有叶子的大树。傍晚的阳光下、在粗壮的

树干上、光秃秃的树枝形成了一个布满枝节的巨大

圆圈、圆圈上装饰着一百多颗粉红色的“宝石”、玫

瑰色的食蜂鸟可能选择了这棵树过夜。我们到达目的

地——Doussala村、它位于Moukalaba河边、另一边

是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Doussala村很小、

路两旁都是木屋、就像我们之前见过的村庄一样、

村内人口不到一百人。Ghislain下车去找村长——当

你到达时、根据当地的传统要先亲自通知村长。在

Doussala、村长是一位叫Marie的妇女。她体型较小、

看起来四十岁、正坐在凳子上削木薯皮。

Pie Evrard Nziengui是一名野生动物追踪员。过去、

他常去打猎。“带着游客、看着他们如何热爱动物、让

我明白动物真的很重要、应该受到保护。如果我的孩子

们长大后想看到一只小羚羊、但它却不在了、我会感到

羞耻、所以我想保护动物。”

导游Ghislain Bouassa说：“大自然给了我们一切。

大自然健康、我们也会健康。大自然出了问题、我们就

会受到影响。”

在非洲能看到野生大猩猩的地方并不多。然而、

在加蓬的西南部、在Moukalaba-Doudou国家公

园外的Doussala村附近的森林里、游客们很有机

会可以看到大猩猩、尤其是在合适的季节、树木

结出果实的时候。非政府组织PROGRAM可以组

织去那里的旅行。游客住在一个简单的生态旅馆

里、PROGRAM 雇佣的当地向导带领游客进入森

林。PROGRAM还在国家公园内经营着一个叫做

Mbani的精致而简单的营地。营地的食物很好吃。

在这里还能欣赏到很多其他的动物和鸟类、以及美

丽的树木。Mbani营地周围的原始森林里则景致更

好。Moukalaba的稀树草原和热带雨林是很多动

物的家园、这里有大猩猩、黑猩猩、其他种类的猴

子、森林象、水牛、河马、红河猪、羚羊、豹子以

及300多种鸟类、其中许多鸟类的羽毛颜色非常鲜

艳。巨型蝴蝶在森林中飞舞、河流中有3种鳄鱼。

生物多样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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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额食蜂鸟 (Merops bullockoi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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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Case Madre、这是PROGRAM在村外的生态旅

馆。旅馆建在森林边缘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长达数千

米的稀树草原、直到地面上升到由森林覆盖的Doudou山
脉。Case Madre是当地木材公司Compagnie Equatoriale 
des Bois du Gabon（CEB）老板以前的住所、CEB公司曾

在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南部采伐森林。1989年
CEB公司迁离此地、但留下了一些建筑物。

浪漫  小屋很简单、但很浪漫。没有电、天黑时、点亮

油灯、影子投射在木墙上。房间很整洁、因为没有自来

水、浴室里有装满河水的大桶。饮用水是城市商店里买

来的塑料瓶装水。厨房里的炉子用的是煤气罐。管家兼

厨师Mamina是村里人、她今晚放假、所以Pie和Ghislain
需要准备晚餐——米饭、蔬菜酱、烤香蕉和美味的烤

鱼。而我则在阳台上、伴随着森林小屋后面的蝉鸣以及

未知生物的神秘叫声写作。

2015年9月27日、星期日  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能

看到大猩猩吗? 早上、Pie听见一只大猩猩在小屋附近吼

叫。当我们进入森林寻找这只大猩猩时、时间大约是10
点半。Pie走在前面、我在他后面、Ghislain走在最后。

和他们在一起让我很有安全感。我们走在森林象经过的

路上、时不时会看到它们的粪便。绿冠蕉鹃（Guinea 
Turaco）在森林的某个地方发出叫声。Ghislain告诉

我、这种鸟大约每半个小时就会叫一次、当地人把这种

鸟称为“非洲钟表”。Pie发现了大猩猩棕绿色的粪便、

差不多有棒球那么大、上面有橙褐色的种子突出来、它

们是大猩猩喜爱的Musanga树果实里的种子。

树脂  当Pie专注于发现更多大猩猩的踪迹时、Ghislain

介绍了森林为人类所提供的东西。他指着一棵高大的

Okoumé树（Aucoumea klaineana）、该树是加蓬最受

欢迎的硬木树。在树干的底部有一团白色的东西、是一

种非常黏稠的树脂、有多种用途、Ghislain解释道。当

地土著人用树脂制作火把用以在庆典仪式中使用。这种

树脂是一种有效的驱蚊剂、还可以用来填补独木舟上的

漏洞。此外、当你把一小块树脂放入一瓶饮用水中、三

天后水的味道会变得更好。Pie注意到小路旁边的地上有

一根非洲豆蔻（Aframomum）的干茎。这根茎上很多

地方被撕裂。Pie解释说这是一只大猩猩干的、大猩猩喜

欢吃枝干内部球形的位置。我问Pie我是否也能吃。“是

的、”他说着又折了一根茎、撕开、把里面的东西递给

我。它尝起来像姜、有点甜、真的很好吃!和大猩猩吃一

样的食物是一种乐趣!

树木和动物互为依存、我们一边走Ghislain一边解释。树

木帮助动物获取食物、如树叶、果实、树皮和树根。反

我们走在森林象的狭窄小路上。

在Moukalaba-Doudou地区、4个组织合作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分别是: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局

（Gabonese National Park Agency ANPN）、 

加蓬非政府组织PROGRAM、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以及日本的其他大学)和加蓬热带生

态研究所（Gabones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ropical Ecology IRET）。当地居民通过他们的地

方协商委员会 (Comité Consultative de Gestion 
Local, CCGL)参与保护。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

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s）以及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是PROGRAM主要的捐助

者。此外、PROGRAM也从法国驻加蓬大使馆、法

国全球环境资金（French Fund for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FEM）、美国驻加蓬大使馆获得资

金支持。PROGRAM从ANPN、京都大学、CBG木材

公司、Ecologic (日本非政府组织)以及Ibonga(加

蓬非政府组织)获得技术支持。

共同努力 

树枝晃动的声音
打破了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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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动物也通过在森林的其他地方排泄果实种子帮助

树木繁衍。在树下面的种子很难发芽:它们需要被转移

到另外的地方。odika果的种子甚至能在森林象的胃里繁

衍、大象的胃液可以让odika种子更加容易发芽。odika
种子酱在加蓬很受欢迎。没有大象就没有odika酱! 

我们一直跟循着它们的踪迹、注意到大象是如何用它们

的鼻子把树扯倒的。有时Pie会站着不动、竖耳聆听、

好像听到了什么。当我们穿过一条小溪时、灌木丛中

有一些嘈杂声、在一块小空地上、一只红色的白眉猴

（mangabey）出现了、这是一只浅色的猴子、头顶是紫

红色、显得很威严。它一边看着我们、一边继续走它的

路。天气很热、我的衬衫湿透了。Pie用他的弯刀从树上

砍下一大块藤蔓。我们把藤蔓笔直的举到头顶上方、仰

起头、张开嘴、借助藤蔓里的水滴止渴。

声音  我们听到远处森林里有模糊的声音、我几乎听不

到、但是Pie马上就能辨认出来。那是一只大猩猩在用手

拍自己的胸部!我的思想和身体立即紧张起来、我感到心

跳在加快。真的能在我第一次走进森林时就发生吗?真

的会这么快就能看到大猩猩吗? Pie沿着声音的方向走。

小路上的坡越来越多。Pie离开了大象走过的路、非常缓慢

地沿着斜坡往下走。我跟着他、Ghislain在我后面。地上

有许多干树叶、它们发出的很大的声响。灰色的石头松散

地躺着、当你踩在上面时、它们可能会滑动、我该把脚放

在哪里而不发出任何声音呢? 在令人恼火的缓慢前行之

后、Pie示意我们停下来等待。我们、停在距离狭窄的峡

谷地面大约10米的斜坡上。这里非常陡峭、我抓住一棵

小树、以尽量保证不跌倒。这棵小树朝着绿色树冠中的

漏光点直直生长。寂静包围着我们、我们一边等待着、

一边左右来回观察、不放过任何东西。

树枝晃动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面前的树叶和树枝正

在猛烈地晃动。一只长着圆圆娃娃脸的黑色大猩猩出现

在一棵巨大Musanga树的两根白色大树枝之间、它非常

年轻。它静静地坐了几秒钟、环顾四周、然后安静地回

到那片茂密的森林中。我生命中第一次在野外看到了大

猩猩!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事情发生。几分钟后、另一只年纪大

一点的年轻大猩猩爬上了一根白色的大树枝。我可以很

清楚地看到它。它走得很快、透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到

它黑黑的脸上洋溢着热情、他正垂涎于挂在它头上的黄

绿色水果。它伸伸胳膊、摘下水果、津津有味地吃起

来。然后它发现了我们。它警觉地看了看、迅速地往下

走、消失在绿色的树叶中。

巨大  突然、一声大叫传来、就在附近、就在我们前面

漆黑的峡谷地面上、这让我感到恐惧。在等待大猩猩的

时候、我已经看到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朝我们这边移

动、然后靠着一块灰色的大石头坐着。我怀疑那是不是

一只大猩猩、但我看不太清楚、而且那只年轻的大猩猩

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现在、那个又大又黑的家伙开始爬上峡谷另一边的斜

坡、往左边爬、然后在20米开外的地方向我们充分展示

了自己的风采。它是一只银背大猩猩（Silverback）、这

群大猩猩的首领！它手掌朝下、站在斜坡上、一双锐利

的眼睛望着我们、充满怀疑。我闻到了它身上浓烈的气

味。银背大猩猩的握力可达200千克、腿部呈黑色和银

灰色、头顶红棕色。Pie用舌头发出令人安心的声音。这

只银背大猩猩继续寻找了大约1分钟、然后转过身、露出

银灰色的背部、继而消失不见。

这个地区有很多失业及贫困人口。PROGRAM让当地人

参与生态旅游活动。通过参与PROGRAM活动、游客可

以为减贫和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当地人可以借助旅游

活动获得经济收入、他们可以协助运送游客、在森林里

带领游客追踪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为游客做饭、

在生态旅馆做家务以及表演比提舞（Bwiti）等文化活

动。Doussala村作为一个整体也从PROGRAM获得资

金。PROGRAM声明、PROGRAM生态旅游活动总营业

额的50%会流向当地居民。

他们告诉我、PROGRAM实际做得更多、他们修复了

该地区的道路和桥梁、并安装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为

Doussala村供电。

PROGRAM还组织生产手工艺品和有机蜂蜜、借此增加

村民收入。

PROGRAM提高了当地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

识、尽管森林象经常破坏他们种植园的作物、给他们带

来极大困扰。PROGRAM努力让村民们为自己的自然遗

产感到自豪、认识到它对整个世界的巨大价值。然而、

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人们需要吃饭、需要钱买衣服、需

要钱送孩子上学。生态旅游相关工作使他们能够做到这

一点。狩猎是非洲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大威

胁。通过生态旅游、他们就不用去打猎卖野味挣钱、相

反、他们将保护自然、因为这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PROGRAM 联系人：

Dikenane Kombila, 秘书长

电子邮箱: d.kombila@association-program.com
Sidonie Evralde Zang Obame
电子邮箱：r.zang@association-program.com
网址: https://association-program.com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ong.program/

社区旅游 游客助力减贫和自然保护

西部低地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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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ko：“大猩猩有不同的性格、就像人类一样。他们有

和人类相同的情绪、他们会生气、会沮丧或者感到满意

和高兴。占统治地位的雄性银背大猩猩会为了争夺雌性

而互相争斗、但通常它们会避免争斗。当银背大猩猩相

遇时、它们会拍打胸脯、但实际上它们这样做是为了避

免致命的暴力。”

高兴、生气。是的、银背大猩猩会发怒。当银背大猩猩

发起攻击时、你该怎么做?灵长类动物学家Juan Ortega
告诉我:“不要跑、站着别动、避免眼神接触。银背大猩

猩可能会发起攻击、也可能不会。”绝对不要一个人、

这是肯定的。有一次、Ortega真的吓坏了。他和同伴一

起遇到了一只发起攻击的大猩猩、但他能够使用步话机

联系到队伍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当银背大猩猩看到他们

来了、它便走了。 

大猩猩是类人猿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对人类有很强的吸

引力。这不仅体现在电影海报上。在非洲中部、大猩猩

可能会被杀死、因为人们想要得到它的力量。因此、一

只大猩猩的手臂可能会被放进汤里。Ghislain说、猎取

大猩猩的肉并不是享受美食。“大猩猩的肉类似于丛林

猪、并不特别。”

祖先  Pie以前是一个猎人。他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射

杀大猩猩或黑猩猩、“我喜欢黑猩猩和大猩猩、因为它

们的行为举止很像人类。我们非常相似、我们有相同的

习惯、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当你

吃黑猩猩或大猩猩时、就好像你在吃人一样、你就是食

人族。”

Pie说:“有些动物是不允许吃的。对于女性来说、蛇或

其他皮毛动物是完全禁止的、比如猴子、猫和猫鼬。”

金刚是一个平和的素食者
金刚的形象为众人所知是在电影海报上、

一个巨大的、好斗的金刚高高耸立在纽约

市上空。日本博士生Keiko Tsubokawa在

Moukalaba-Doudou研究过大猩猩、她告诉

我们大猩猩的真正的特征恰好相反:“大猩

猩过着非常平静、平和的生活。”

日本京都大学的Keiko Tsubokawa在Moukalaba-Doudou研

究过大猩猩。“我的个人目标是更多地了解人类进化。我想

比较人类、大猩猩和其他类人猿之间的交流。了解我们共同

的祖先、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如何交流、这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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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PROGRAM在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里

对一群大猩猩进行习惯化训练、这意味着让大猩猩适应

人类的存在、这样它们就不会在人类接近时逃跑或攻击

人类。但是这些大猩猩仍然具有野性、追踪者和游客必

须保持谨慎。如果大猩猩得到了很好的习惯化训练、追

踪和观察它们将更为容易。

当大猩猩发现或闻到你的气味时候、它们会逃跑。如何

使它们习惯人类的存在而不会逃跑？西班牙灵长类动物

学家 Juan Salvador Ortega解释说、这要从群体的识别

着手。他已经再为Moukalaba-Doudou国家公园训练大

猩猩了。识别的第一步是了解群体的数量、并掌握群体

首领银背大猩猩的特征。这个阶段之后、Ortega区分出

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增加与大猩猩群体的接触、你

试图每天和它们见面。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大猩猩充满恐

惧和攻击性。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接触频率、你们

之间就会有更大的容忍度、这是第二阶段。大猩猩会避

开你、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你们的接触要短暂。

你发现了它们后就要走开。”

Ortega继续说道:“第三阶段是增加接触的时间长度。

银背大猩猩很有攻击性。它们无所畏惧、它不想你跟着

它的群体。银背大猩猩允许它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你、

而雌性则会避免接触。第四阶段意味着大猩猩的完全容

忍。银背大猩猩和它的群体对你感到厌烦、然后忽略

你。你每天都能找到它们、并且可以一整天都跟着它

们。漠视是习惯化的目标。雌性是最不容易适应的。”

形成习惯的过程平均需要5～8年。想象一下、这么多年

来、PROGRAM的工作人员都会跟着向导进入森林。这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

你如何对大猩猩进行习惯化训练？

西班牙灵长类动物学家

Juan Salvador Ortega
在对大猩猩进行习惯化训

练、习惯化的目标是使大

猩猩漠视人类的存在。

有些宗族以动物为图腾。显然你不能杀死你的图腾。 

Pie宗族的图腾是豹。

大猩猩都是素食者。它们吃树的果实、树叶、茎、

花、树皮、树根和枯木。它们唯一的“肉食”是蚂蚁

和白蚁。银背大猩猩重达150～180千克、雌性大约80
～100千克。生活在加蓬的大猩猩是西部低地大猩猩。

在动物园里、西部低地大猩猩可以活到50岁以上。现在

还不清楚它们在野外的存活时间。

西部低地大猩猩过着群居生活、平均7～10只为一群、

雄性银背大猩猩是首领。群体中、有几只雌性大猩猩

和不同年龄段的小猩猩。大猩猩如何度过它们的一天? 

Keiko：“他们日出前后起床、一般是早上6点或更早、

然后吃早餐。上午9点、他们小睡30～60分钟、然后再

进食。中午、再睡30～60分钟。之后、它们开始寻找食

物。下午2点左右、它们再次小睡30～60分钟。当然、

这也视情况而定、”Keiko补充道、“如果它们与另一群

大猩猩有互动、这一天过得可能就会不一样。”

傍晚时分、大猩猩会在树上或地面上用树叶做一个床过

夜。夜晚、他们以睡觉为主。在这个地方、晚上6点半左

右天黑。所以大猩猩的睡眠时间很长! 

Keiko：“如果晚上下雨、大猩猩没有睡好、他们可能会

在早上睡个懒觉。” 

交流  10～12岁的年轻雄性开始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保

持距离、并在某个时间离开群体、独自生活。之后、它

们会引诱其他群体的雌性、建立自己的群体。

Keiko想专门研究大猩猩之间的交流和语言。她说、西部

大猩猩和东部大猩猩说不同的方言。真有趣、我从来没

想过这个!

“ 我喜欢黑猩猩和大猩猩、 
因为它们的行为举止很像人类。”

野生动物追踪者Doukaga 

Guy-Roger(左)和Moukagni 

Jean-Rene在协助大猩猩研 

究员Keiko Tsubokaw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