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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今天的食物和农业体系已经成功地为全球市场供应了大量食品，但在其他方

面却总的来说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广泛的土地、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退化；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丧失；持续的饥饿和微量营养缺乏与急剧增

加的肥胖症及与饮食相关的疾病；全世界农民生计的穷困。 

 很多这些问题与“工业化农业”相关：目前高投入的单一作物种植和大规模动

物饲养围栏主宰着农业的主流。这些体系的核心是单一化，以及对化肥、农

药、预防性抗生素使用的依赖。这导致了系统性的负面效应和脆弱性。 

 工业化农业和围绕着它发展起来的“工业化食物体系”被一系列恶性循环所

锁定了。比如：目前食物体系的结构让这些财富累积到少数人手上，这强化

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又导致他们有能力影响整个食物体系的构建。 

 微调工业化农业的一些做法可以改善一些特定的结果，但是不可能长远彻底

地解决工业化农业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到了需要一个根本上不同的农业模式，通过建立多样化农场和农业景观，优

化生物多样性，促进不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替代化学输入的整体战略，实

现长期肥力增长，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和有保障的生计。这就是“多样化的生

态农业系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体系能够把碳固定在土地上，支撑生

物多样性，重建土壤肥力和支撑可持续的产量，从而为农场生活提供了一个

可靠的基础。 

 资料显示这些体系的总产出比得上工业化农业，在逆境下表现得特别好，在

那些特别需要更多食物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出。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

能够为多样化的食物和改善健康提供条件。 

 这样的变化已经在发生。工业化食物体系在多方面受到挑战，从新型合作组

织，知识创新，到绕开传统零售圈的新型市场关系发展等。 

 为了让这些替代方法从边缘走向主流，政府政策的激励必须发展改变。一系

列渐变步骤可以协同地把食物体系的重心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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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挑战：食物体系重心的转变 

系统性变革的必要 

光谱的两端：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第一部分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有什么不同结果？ 

1.a．单一化的工业化农业后果 

   1.a.i  生产力后果 

   1.a.ii  环境后果 

1.a.iii. 社会经济后果 

1.a.vi. 营养和健康后果 

1.b.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后果 

   1.b.i  生产力后果 

   1.b.ii  环境后果 

1.b.iii. 社会经济后果 

1.b.vi. 营养和健康后果 

1.c. 单一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影响总结 

 

第二部分是什么维持着工业化农业的存在？ 

锁定机制 1：对生产模式的依赖 

锁定机制 2：出口导向 

锁定机制 3：对便宜食品的期望 

锁定机制 4：分割的思维模式 

锁定机制 5：短期思维 

锁定机制 6：“养活全球”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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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机制 7：衡量成功的标准 

锁定机制 8：权利的集中 

 

第三部分如何让平衡有利于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倾斜？ 

3.A.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转换的新机遇 

机遇 1：激励多样化与生态农业的政策 

机遇 2：构建综合的“食品政策” 

机遇 3：景观水平的综合思路 

机遇 4：全球治理议程中的生态农业 

机遇 5：综合食品体系的科研与教育 

机遇 6：对口的行动研究 

机遇 7：有利于可持续和健康的采购 

机遇 8：短供应链 

3.B. 转型的途径：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转型的建议 

建议 1：为可持续食物体系提供新指标 

建议 2：政府公共政策转向支持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建议 3：支持发展短的供应链和替代性零售基础设施 

建议 4：通过公众采购支持当地的生态农业产品 

建议 5：：加强团结各式生态农业支持者的运动 

建议 6：把农业生态和食物体系的整体观纳入主流教育和研究日程 

建议 7：多层次制定食物发展议程和“综合食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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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食品体系重心的转变 

 

目前，支持我们的食品体系在发生重大转变。从许多权威的研究中我们了解

到食品体系危机四伏，世界各地均存在生态系统退化、农民生计难以为继、持续

饥饿、营养不良、肥胖与饮食相关疾病猛增的问题。 

但是，几乎没有研究能够全面阐述如何在现有各种农业模式的基础上实施食

品体系的替代；对未来可持续农业食品体系转型途径的报道更是寥寥无几。 

本报告探讨了当前以工业化农业模式为特征的食品体系向多样化生态农业

为特征的食品体系转变的潜力。由单一化转向多样化的食品体系势在必行，已有

众多关于这种转变带来生态效益的报道，其关键问题在于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点。换言之，现有的食品体系面临崩溃，食品安全、环境保

护、营养充足和社会公平等问题堪忧，而以多样化生态农业为基础的食品体系能

否令这些问题迎韧而解呢？ 

本报告就一些新证据进行了比较，显示出新的前景，然而，现有的证据尚

未充分。多样化的体系产出多样化的产品，其对全球主要农作物产量及食品数量

安全的影响尚未得到全面的评价（Cloke，2013），因为这不仅仅是这里可以看到

的几项农艺措施的改变，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景观和农民生计，从而彻底重

建食品体系。关键问题在于：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实际上能够为我们提供的至关

重要的需求，但是我们为这些供给进行测定和评价的能力却相当贫乏。本报告提

出的建议是为了发展和评价食品体系是否成功的新方法。 

要改变现状，过程至关重要，描绘转型的路径也同样重要。令人鼓舞的是，

全球许多农民、消费者、社会团体、还有那些大胆创新以求转变食品体系的人们

已经为此打下了基础。然而，对那些寻求替代方案的人而言，困难还有一大堆。

正如本报告所描述的，工业化农业已被一系列蔓延到世界农业之外的强大反馈过

程所强化。工业化农业和工业化食品体系已经成形，且相互影响。如果没有食品

体系激励机制的重大转变，农民就不可能去重新审视他们的生产模式，消费者也

不能彻底地改变其购买模式。不同环境和不同国家发生转变的具体过程有差异，

实施步骤也不同，本报告的重点是归纳其共同点，让这种转变来得容易一些。 

无论是高度专业的工业化农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给农业形式，向多样化的

转变适用于所有农业环境和生产规模。专业的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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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着农业生产的两个极端。生态农业不是为了小规模个体农户提供的一个特定生

态位，也不是在特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给它一个标签。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重

新设计农业系统的构思。为了重建土壤肥力、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和保障农民

安全这个全局的长远战略，要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物多样性，促进不同作物和

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简单来讲，生态农业刚好是与单一生产和依赖化学肥料与

农药投入相反的一种农业方式。农民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和通过不同角度切入，只

要农民将他们从工业化农业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并且围绕一个新的准则重新关注

他们的农业体系，他们就可以或快或慢地最终实现生态农业。 

现在大多数农民正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许多农民正在让他们

的产品和活动多样化，即使他们还在继续生产特定的商品性作物，但是已经在尝

试着用自然的有害生物防治方法，瞄准了有营养、高质量的产品，寻求替代性的

零售渠道。食品体系中现存的一些制约因素促使农民局限在工业化农业的结构和

思路中，不能激励他们向生态农业进一步迈进。本报告所设想的这些转变会改变

现存的激励机制，赋予农民坚定地走出工业化农业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样化的

生态农业系统带来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 

本报告中所考虑的转变会导致新的食品体系中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权力关

系出现。这表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两个不同的体系会共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发生在工业化农业中的改革漠不关心。替代农业食品体系的出现应该也必

须由那些有权力改革它们的人，通过流通领域批发模式的转变来实现。一些公司

已经着眼于做这件事。这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正在力求参与而不是脱离这种转

变，而且一种能最终远离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促进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的转变。 

建立政策优先权是关键，也就是说，替代体系的变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与发

展而形成不同的和更加公平的权力关系。不应当允许政策增量的变化从更为根本

的、非常需要的转变中分散，而是集中到从工业化农业范式向多样化的生态农业

范式转换。 

 

 

 

 

报告结构： 

第一节：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系统的产出如何？ 

第二节：支撑工业化农业地位的是什么？ 

第三节：如何实现有利于多样化的生态农业系统平衡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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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变革的必要 

 

我们所延续的 21 世纪的农业食品体系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体系同时也代表了对人类健康和持续繁荣的最大的一些

威胁。与数千年来大部分人的生活饮食相比，如今世界许多地方的农业食品体系

在丰富度上取得极大的成就。在 19 和 20 世纪，作物生产力、食品加工和配送能

力的重大突破，推动了消费者净热量供应量的巨增，给那些能够接受和负担得起

的人带来更多种类的饮食。现代农业食品体系在食品安全上也取得了引以为豪的

成就。在 20 世纪初，即使在西欧这样相对富裕的地区，食物中毒和水污染也是

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Satin， 2007）。如今一些富裕的国家通过改善医疗医药卫

生水平，几乎根除了这些疾病的困扰，且在中、低收入国家也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这些食物体系的结果在很多方面，以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却是泛善可

陈。事实上，这些体系建立所依赖的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近几十年全球饱受饥饿的人数比例不断减少，单在 2015 年就仍然有 7.95 亿

人在遭受饥饿（FAO et al.， 2015），如果加上营养不良的人，这个数更大。世

界上还有 20 亿人处于微量元素营养缺乏引起的“隐性饥饿”状态（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2014），且有超过 19 亿人口肥胖或超重（WHO， 2015a）2。事

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矛盾之一是在同一地区乃至在同一个家庭内共存着不

同程度的营养失调（Graziano da Silva， 2014）。由不均衡饮食引起的非传染性

疾病（慢性病）增加相当快，已超过了传染性疾病，成为导致全球人口死亡的首

要原因（WHO， 2012； Murray et al.， 2015）。此外，食源性疾病在蔓延，新

的恐慌在日益全球化的食品市场中影响着大量的人，这令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日

益严重。 

同样令人堪忧的还有环境问题。食品体系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 19%到 29%（Vermeulen et al.， 2012）。其中，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

贡献来自上游农业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石燃料密集型产品（Gilbert， 2012）；

农业下游的排放主要来自食品加工、大量人造包装的零售部门（Murphy-Bokern， 

2010）以及及猛增的深加工产品和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反季节产品（Schnell， 2013）。

与此同时，70%的地下水、河流和湖泊的淡水资源被以不可持续方式用于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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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FAO， 2013）。农业部门要对土壤和水体中的硝酸盐、磷、杀虫剂、土壤沉

积物和病原菌污染负责（Parris， 2011）。此外，农业系统对世界各地的土地退

化、自然生境的破坏以及野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都有着显著的影响（Scherr& 

McNeely， 2012）。 

农业食品体系也令食品生产者们感到失望。很多小农户，尤其是妇女，仍在

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常常缺少获得信贷、技术支持和市场的途径，而且对全

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无所适从（FAO，2004）。全球化给农民带来新的挑

战，包括价格下调的压力和成本高昂的管理负担。因此，世界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小农社区遭受饥饿的人口占到饥饿人口的 50%（WFP，2015）。即使在富裕的

国家，农民仍然面临着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农业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景堪忧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这让许多农民依赖于政府补贴。同时，在

整个食品体系都存在劳动生产条件不好的问题，包括从外来水果采摘工恶劣的工

作环境乃至屠宰场、食品加工厂和零售销售点工人的低薪问题（ILO，2008；ILO，

2015）。当粮食和农业产生的增值部分被粮食贸易商和全球零售巨头瓜分后，体

面的生活就再也与那些食品生产一线上的工作人员无关了。 

 

图 1 全球农业食品体系中的关键问题 

农业食品体系存在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全球 35%的栽培作物

依赖人工授粉才能结实（WHO &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11 

 

Diversity，2015）。由于农药在农业上的使用（van  Lexmond et al.， 2015），成

为导致全球传粉昆虫减少的主要原因，这正在构成对农业的基础和未来作物产量

的威胁。同时，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很多食品生产者的生计被推向绝望的

边缘。近 10 亿主要以农业为生的人目前正生活在脆弱的环境中，而在未来大规

模的环境变化时，首当其冲遭殃的将是这些人（Fischer et al.， 2002）。也就是

说，现代农业不能维持人类生存及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并且已对自身也构成了

威胁。 

 

光谱的两端：工业化农业与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农业食品体系的各个部分均有明确的相互联系，需要全面分析这些体系是如

何运作的，弄清楚贯穿这些过程的动力关系（参考 IPES-Food，2015）。这些是

深刻了解农业、推进其发展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农

业模式所带来的最坏结果，并发掘农业彻底转向可持续发展农业食品体系的潜力。 

在工业化国家中，可以了解到工业化农业作为主流而支撑着农业发展。工业

化农业在转型经济中体也日益得到加强。工业化农业是当今农业科研和全球发展

努力的主要趋势。事实上，我们（工业化国家）经常提及到的“传统农业”与“工

业化农业模式”是一回事。因此，现代农业食品体系产生的不良后果与工业化农

业密切相关。在本报告第 1 部分将探究这种关联的程度，以及在不同类型农业系

统中阻止出现这些局面的潜力。 

农业的替代战略和替代组织原则早已在农业工业化的同时相伴而生。多样化

和生态农业提供了与工业化农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和逻辑思路并为工业化农

业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系统的替代农业模式。本报告关注并探究了农业范式向多

多样化生态农业方向转变的潜力。因此，本报告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 

 第一部分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系统的后果如何？ 

 第二部分支撑工业化农业地位的是什么？ 

 第三部分如何实现有利于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的发展？ 

 

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代表了一个差异很大的系列中的两个极端。它

们对如何组织管理农业，尤其是如果看待农业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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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目前大部分农民介于这两极之间，因而揭示这两种模式的全部构成依然

很重要。可以从一般的组织原则到具体的操作方法中去了解这些不同的模式。很

多农民在继续采用他们自己的实践方法时，在往往经营上也会采用工业化农业的

思路。 

两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描述如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列举的并不详尽，仅局限

于关键农业或农艺的思路以及这两个体系各自的组织管理原则。在更广的社会经

济条件下，这些农作系统在农业中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两种农业食品体系所产生的

结果传递了什么信息，将会在第一部分进行详细分析。 

这里没有详细讨论工业化农业系统内部变革的潜力。毫无疑问，逐步实施保

护型耕作、作物轮作或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都是环境友好的措施。然而，如果农业

食品体系要遭遇巨大的挑战，那么必须重新审视这些单一措施的效果。这些措

施更应被视作一个战略转变过程中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些转变过程的策略

必须采用整体观把农业重新融进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这里我们优先考虑问什么

范式转变是必须的，以及当前是什么阻碍着这种转变。 

假如农业要应对当下的挑战，在工业化农业和多样性生态农业之外还有很多

不同的农业形式，都与这个战略转型有关。自给性农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千百万

贫苦农民的日常运作。增加这类体系的生产力十分紧迫，也已经有共识。因此目

前的挑战是保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业投入的增加成为常态，并且让这些投入指

向发展多样性的生态农业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应当成

为工业化农业和自给性农业可以而且应当发展的替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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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从不同始点开始的农业方式转换 

 

表 1  专业化的工业化农业与多样性生态农业农产的关键特点 

 

专业化的工业化农业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 

定义 

社会经济范畴里“专业化”说的是生

产者进行专门的、他们能够最有效生

产的、单一或者少数几个产品，甚至

专业化到仅仅开展这些产品生产过程

的某个阶段。 

“工业化农业”指的是模拟工业过程

的规模和分工方式，通过专业化（见

上面）提高生产效率的农业模式。在

这份报告的不同地方，“工业化农业”

被用于作为高度专业化农业生产的一

个简化表述方式。 

“多样性”说的是保持多样化的生

产，而且在整个农业区域的不同地段和

不同时间有所变化。 

“生态农业”这里指的是运用生态

学概念和原理设计和管理可持续食物

体系的学科（Gliessman，2007）。生态

农业通过各种途径让生物多样性最大

化，促进不同的植物与生物物种间的相

互作用，成为长远培肥地力、保持农业

生态系统健康和保障生计的重要方法。

生态农业也代表了一种社会运动，会在

相关的地方加以说明。 

重要特点 

在整个农场和区域内作物单一种

植（或者生产非常少的几种作物）。集

约的牲畜饲养体系。 

时间多样性（例如：作物轮作）和

空间多样性（例如：间作，混作），包

括田间、农场、区域景观各个层面的多

样性。 

主要为了高产，使用基因背景一 根据多用途（包括传统用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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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品种或者品系，对良好环境有广

泛的适应性，对化学投入有良好回报。 

化嗜好、口味、生产力和其他标准使用

尽管不是那么一致却适应地方环境的

很多品种和品系。 

高度机械化，省劳力的生产体系 需要更多劳力的体系 

单一产品或者少量几个产品，追

求其产量或经济回报的最大化 

多种产品的最大产出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化肥、农药、

抗生素等外部投入 

外部投入低，在完整的养分循环体

系和循环经济体系中循环利用废物， 

通过长的价值链，为国内和国际

市场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 

常常通过一个短的价值链，供应较

为不一致的多种产品。多来源的生产、

收入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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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有什么不同结果？ 

 

在这部分内容，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比较工业化农业（1.a 部分）和多

样化农业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后果（1.b 部分），主要针对人们关注的现代食品系

统的主要问题，以及符合未来可持续食品系统应该达到的标准 4。这些产生的影

响可以从生产力、环境、社会经济以及健康和营养等方面进行分析。 

目前，对这两种农业系统的比较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两个系统对进

行直接比较存在着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语境的制约。比如，在气候异常条件下的

抗逆缓冲能力 5是文献中谈到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经时常提到的一个特点。为了

面对气候变化压力获得系统的抗逆缓冲能力，常常是启动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

原因。因此，在寻求类似的标准来评估这两种类型体系时，因为这两个体系都存

在抗逆缓冲能力，在 1.a 和 1.b 部分如何设置副标题来组合有关资料以及副标题

下使用什么资料的时候，就有所不同了。为了更好地用各自的术语来比较和理解

这两种本质上就不同的系统，认识到这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我们如何评估

农业体系的成功，以及对这两个体系进行典型比较时用这些方法可能引起的扭曲

将在本报告的第 2 部分中加以考察。 

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农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渠道，在分析这些方法和

渠道的时候需要有灵活性。例如，为了提高膳食多样性的目标，通过基于产品多

样性的国际贸易是一个方法，农业生产本身的多样化是另一个方法。他们虽然代

表完全不同的渠道，但均能起到类似的作用。这两者都必须进行阐述，以全面展

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所必须提供的和实际能够提供的东西。。 

在其它情况下，直接比较两者间的差异则更加难以实现。多样化的体系产生

多样化的产品，因此难以评估转变之后其对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的影响。这种评 

 

 

 

 

 

 

参考文献 4：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的高级别小组(HLPE)的定义，“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必须

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目标，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基础，保障粮食安全而且对我们的子孙后

代营养没有损害的系统（HLPE，2014）。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可持续膳食”，该指标具有对那些有助于粮

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有利于当代人和后代健康生活的环境影响小的特征，且其必须具有保护和尊重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文化上可接受，经济上公平且负担得起；营养充足，安全和健康；同时能够优化自然

资源和人力资源等特点（FAO，2010）。 

参考文献 5：环境抗逆缓冲能力指生态系统抵御由自然活动或者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胁迫、冲击和干扰以

及从中恢复的能力。生计恢复力是指人们为确保体面生活，在能力建设、资产经营和生产活动所具备的

能力，特别是在面临灾变时所具备的能力（例如经济危机，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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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障碍，只能通过尽可能全面的描述多样化的农业生态体系所能提供的生产力和

食品安全来克服，并采用大量不同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将在 1.C 部分再进行

阐述，届时将在数据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 

第二个挑战是，可用的大量农业信息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并非按照不同生产模

式进行分类。尽管如此，在 1.a 部分的分析中，通过借鉴大量文献资料，我们仍

能够归纳出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种植主要粮食作物的工业化农业所产生的具体

影响。类似的，1.b 部分所包含的大量数据则是从开展多样化食品生产和使用整

体农业生态方法的实践中获得的。 

另外，有些数据或资料并不涉及我们所述的两个系统，比如对于常规与有机

生产体系 6的比较。在生产实践中，有机农业可能经常被作为多样化农业的代名

词。许多进行“有机”生产的农户很可能已经采用普遍的多样化种植和发挥农场

的整体功能性的思路来管理农业生态系统，以避免或区别于工业化农业模式。然

而，有机认证并不保障实施这种方法。因为存在着通过了一套有机农业认证要求

的最低标准之后就不再采取进一步措施了，更有甚者这些有机操作与工业化模式

生产存在于同一个农场之中。因此，不会把有机农业和工业化传统农业的数据比

较直接作为我们对比单一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农业生态体系的证据，但仍将其

列为一种高度相关的比较进行参考。在另外一些情况，有关多样化生产的特定类

型（如轮间套作 7）能够更易作为上述讨论多样化生态农业模式的例证。 

第三，必须承认，下文引用的有些证据，严格意义上并不涉及体系产生的后

果。除了一些有关不同生产体系产生后果的确切数据以外，对于观察特定体系运

作需要的研究方法和机理方面的依据也做了介绍。 

此外，在这里观察到的许多结果还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制度

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将他们与农业模式进行比较的困难程度将在 1 C

部分中进行阐述。正如该节中的结论将强调，不像今天对工业化农业以及为人工

建筑物所占据了的那些土地类型的评价那么容易，对多样化体系全部潜力的评价

很难被完全实现，甚至仅仅是被完全被认识也很不容易。 

 

 

 

参考文献 6：有机农业是一种典型的需要认证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要求在生产投入和实践方面符合一系

列的环境要求。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不能使用化学合成品（农药或者化肥），但是通过自然开采的矿物肥

料则是允许被使用。 

参考文献 7：轮间套作是在农场中进行多样化种植，即不同的作物种植在相同的田地中，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作物类型也变化。与轮间套作对应的是单一作物，即采用是一种或者相似的作物进行大面积种植且缺

乏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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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单一化的工业化农业后果 

1.a.i 生产力后果 

→产量 

毫无疑问，工业化农业带来的最大的益处是使某些主要作物的产量大大提升，

特别是战后以来“绿色革命”发展时期。在 1970 年，低收入国家只有 20%的小

麦和 30%的水稻采用高产品种，而到 1990 年，两种作物采用高产品种的比例已

经达到 70%左右。通过培育高产品种，使其具有较高的收获指数（即谷物产量占

总生物量的比重）（Guzman et al.， 2016； Sánchez-García et al.， 2013）。这些

品种适应高化学投入、高水分和养分需求、并且适应广泛种植在生产条件好的区

域。 

 

 

 

 

工业化农业能显著增加作物产量方面已有大量研究报道。东南亚、南亚、拉

丁美洲、加勒比海这些地区的人均粮食产量在 1961-2001 年之间增加了一倍

（McArthur & McCord， 2014）。普遍认为高产品种能帮助许多农民脱离贫困和

增加热量需求（IFPRI， 2002）。类似地，工业化农业也促进了畜牧业产（Thornton， 

2010）。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世界各地区通过工业化种植模式的一些主要作物的

产量已经趋于稳定（如美国堪萨斯州的玉米，日本北海道的水稻）（Grassini et al.， 

2013）。对 1961-2008 年的世界作物的产量进行宏观 meta 分析显示，玉米、水稻、

小麦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了 24-39%，但是产量并未提高，或者刚开始提高而

后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下滑（Ray et al.， 2012）。与此同时，人们质疑未来的畜

牧业生产能否继续保持高的增长率（Wellesley et al.， 2015； Thornton， 2010）。

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包括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系统

功能的丧失，这些将在后面部分进一步介绍（另参看可塑性和脆弱性部分，以及

1.a.ii 的环境效应部分）。 

 

高产品种在低收入国家的推广比例： 

 1970年：小麦及水稻分别为 20%和 30% 

 1990年：小麦和水稻均为 70% 

 1961-2008，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了 24-39%，但是

产量未能提高，或者刚开始提高而后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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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塑性和脆弱性 

影响工业化农业的生产力的因素源自它自身的特点：单一性。由于单一种植

或工业化养殖造成的遗传单一性最后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灾难的在历史上有

许多例子。基因单一性在传染病，以及其他生物与非生物胁迫面前总的来说是脆

弱的（Scarascia-Mugnozza & Perrino，2002）。图 3 中的一些例子包括了发生于

1845 年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O’Neil，2010），美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流行的条

锈病，美国南方玉米叶斑病，和 19 世纪 70 年代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爆发的水稻

Tungo 病毒病（Thrupp，2000，p272）。畜牧业生产也有一些例子，例如禽流感

（Alexander， 2000）和手足口病（Gibbens et al.， 2001）曾经在高度集约化生

产中的动物中迅速传播。传染病在基因同质性的群体中传染的后果更可怕

（Springbett et al.，2003）。 

 

 

图 3  在高度专业化系统中疾病暴发的时间顺序 

我们从历史上发生的这些生产损失的案例中知道当今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农

业体系存在很大的风险。例如，一种新的土壤真菌菌株如果侵染了卡文迪什香蕉

品种（绝大多数商业化香蕉种植采用的品种）的种植园，可能摧毁整个拉丁美洲

的香蕉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香蕉产业当前占全世界几十亿美元贸易的 80%左右

（Butler，2013）。 

专业化大规模单一的种植业伴随着农药的大量施用，这对生产系统本身产生

了直接风险，并将对长远的生产力产生很大影响。首个对农药产生抗性的案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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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Gould， 1991）。自此以后，害虫、病毒、真菌、细菌和

杂草比以往更快地适应这种农业化学管理方式。然后再次通过化学方式来解决这

些抗药问题，却更进一步增加病虫害抗性和适应能力这一恶性循环的风险

（Pollinis，2015）。 

现在转基因作物的应用越来越多，尤其在单一种植过程中推广应用的耐除草

剂作物和草甘膦的使用。目前大约有 210 种抗除草剂的杂草，其中很多与转基因

作物的种植有关（Heap，2014）。增加农药施用及其增强作物抗性的单调方法没

能够抗衡有害生物的抗性增加以及它们对产量造成的威胁，而且大大增加了农民

的成本（Section 1.a.iii）。 

 

 

 

 

1.a.ii.环境后果 

→土地利用 

在大家关注的土地利用方面，工业化农业对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是一个受到

争议的话题。得益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提高了现有农田的生产能力，从而避免了过

度开垦耕地，对自然环境有积极作用。在亚洲，从 1970 年到 1975 年间，谷物的

产量增长了 2 倍，但是耕地面积仅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4% （IFPRI，2002）。

数据显示，如果作物产量在 1961-2005 间保持恒定不变，那么全球需要另外增加

176.1 万公顷耕地才能在 2005 年间达到这个产量水平；如此大面积的土地需求，

势必导致全球范围大面积的森林将被砍伐（Burney et al.，2010）。 

然而，耕地的减少与高产农业间并没有紧密联系（Kremen，2015）。1990-2005

年间，国家或者全球范围内，仅有少量案例中发现作物产量增长伴随着耕地面积

减少。农业生产集约化并没有让城市扩张减少，也没有减少耕地面积（Rudel et al.， 

2009； Ewers et al.，2009）。普遍的现象是，农业产量增加，耕地面积需求更大

（Rudel et al.，2009）。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业化农业能够节约土地这个方面很重要，但

只局限于没有圈入更多的土地作为农田而已。某些情况中，这个观点把我们对现

 首例对农药产生抗性的事件发生在 19世纪 60年代 

 目前大约有 210种抗除草剂的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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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耕地该如何利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注意力引开了。需要强调上文提到的估计

1961-2005 年间有 176.1 万公顷土地避免了被开垦仅仅是一个理论推算结果

（Burney etal.， 2010）。这意味着当有些区域的边际耕地退耕之后，新的等量土

地在此期间实际上已经被开垦。因此，刚刚提到的没有被开垦的这个数字不能等

同于已经增加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或者实现了碳封存的土地面积。 

 

 

 

 

 

当需要在现有的耕地或额外的耕地上增加作物生产时，工业化农业能够节约

土地的好处也就失去了意义。目前，全球食物生产（包括全球耕地需求）理论上

已经可以哺育全球人口两次了，如图 4 所述。食品安全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及其对

全球食物体系优先顺序的重要影响将在第 2 部分讨论。 

 

图 4 全球粮食生产和损失 

注：这个图来自文献 Lundqvist et al .（2008），显示可供人类消费的食物总热量，但不

包括由于损失、浪费和动物低效率生产的那部分能量。我们在编制这个数据时，应该考虑目

前的生产水平以及由粮食作物转化和农地转变为燃料生产所产生的能量进行数据更新。 

 

在全球一些地区食物供给来依赖遥远区域生产的情况不断增加，因而想通过

 1970-1975年间，亚洲谷物仅在增加 4%的耕地基础上产量翻倍 

 如果产量不变，全球需要额外 176.1万公顷耕地才能达到 2005 年的产量 

 欧盟的“虚拟土地”面积达到 350万公顷 

 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净生物量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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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计算纯土地利用以了解全球真实农业土地利用模式有困难。通过促进区域农

业生产规模化，富裕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的膳食，能够将土地需求转移到世界上其

他区域，特别是动物饲料供应。比如，欧盟通过这种方式需求的“虚拟土地”估

计为 350 万公顷（Witzke & Noleppa，2010）。大多数发达国家是人类消耗的生物

质、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材料的净进口国（Krausmann et al.，2009）。 

 

→土地退化和土壤侵蚀 

如前所述，快速的土地退化很可能已经抵消了前面有争议的理论上的土地节

约。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数据，到 1990 年，大约 900 万平方公

里土地（大致相当于一个中国的面积）被认为是中度退化，进一步的数据显示大

约 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重度退化阶段（Fraser & Rimas，2011）。尽管估计

数据存在差别，但是目前认为地球上超过 20%的土地是退化的（UNCCD，2012）。

土地景观结构上的改变以及工业化农业生产是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单一种植和

高度的机械化生产同步发展与历史上的耕地退化相关。美国 19 世纪 30 年代的沙

尘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贯穿美国中西部的集约化耕作，加上一段时间的持续干

旱，导致了土壤侵蚀和沙尘暴（Shannon et al.，2015）。总之，与工业化农业相

关的不可持续的生产依旧是土地退化的主要成因。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在以

每年 120 万公顷（相当于整个菲律宾的耕地面积）土地的速度不断快速推进（ELD 

Initiative，2015）。此外据统计，如果继续这种生产方式，到 2050 年将有 50%的

灌溉农田将盐碱化。因此，与退化土地的修复和重建相比较，土地节约的诉求就

显现的不那么迫切了。目前工业化农业体系内仍未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令人信

服的答案（章节 1.b.ii 部分包含了多样化农业生态系统的重建潜力）。 

 

 

 

 

 

→温室气体排放 

总的来说，全球食物体系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人类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

 到 1990 年，有相当于中国面积的土地退化，另有 30%土地严重退化 

 目前全球超过 20%的土地已经退化 

 每年有 120万公顷的土地退化 

 依照目前趋势，至 2050年 50%的灌溉农地将盐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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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hornton，2012），其中农业、林业和其它土地利用产生的温室气体超过 25%

（Smith et al.，2014）。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最重要贡献的一些因子都与工业化农

业方式密切相关。近年来，尽管大面积的森林采伐已经在减少；但是森林采伐活

动依旧与温室气体释放和生态系统退化关系密切。例如在东南亚地区，为了生产

棕榈油，而拓展了大规模棕榈种植园（NCD Alliance，2012）。在其它区域，过

度的放牧和饲料作物的生产，最终都导致了大量的森林采伐（Garnett，2014）。 

家畜的养殖同样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源头，主要通过牛群排放甲烷气

体。尽管很难把集约围栏式家畜饲养模式（CAFOs）与其它工业化生产模式区分

开来，但是动物饲养采用不依赖土地和当地饲料的生产方式时明显呈现出低效

率（Infante & Gonzálezde Molina，2013）。在许多高效的动物生产体系中，动物

饲料转化效率为 2 kg 饲料转化 1 kg 肉，而在某些肉牛生产体系中这一比例是 20 

kg 饲料转化为 1kg 肉，这种转化效率会由于不同的动物、农作系统和结算方法

而不同（Garnett et al.，2015）。如果考虑到碳封存，工业化动物饲养生产在生命

周期内的 C 净排放要显著高于多样化草地系统（National Trust，2015）。 

 

→水污染、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 

大规模的单一种植和其它高度专业化的农业系统存在高风险的地表径流和

土壤侵蚀，进而导致大面积的土壤和水污染（Boardman et al.，2003）。农业生产

的集约化造成养分的过量施用（特别是硝酸盐和磷酸盐）以及载畜率增加，会最

终导致严重的水污染。同时，沿江和海岸的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影响海洋生物，

这包括沿岸水域的商业水产养殖业（Parris，2011； Bouraoui & Grizzetti，2014）。

类似地，在美国伊利湖由于地表径流携带过量的磷元素进入水体，导致最终不得

不停止了该湖区作为公共取水供应点（Chung，2014）。此外，由于地表径流携

带的过量养分和杀虫剂，在河口区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生物死亡区’。一个例子

是位于美国玉米生产带下游通过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流向墨西哥湾的径流

（Pimentel et al.，2005）。 

大规模的工业化饲养场产生大量的污水，尤其是在一些地理环境特殊的区域。

在法国西北部海岸沿线形成大面积的赤潮就与氮素肥料大量使用有关，同时该现

象与该区域的畜牧业增长密切相关（Ministère Français de Agriculture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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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在美国集约围栏式家畜饲养模式（CAFOs）每年产生 500 万吨的粪肥，

这个数量是人类每年生活废水的三倍（Schwarzer et al.，2012）。当缺少土地对粪

肥进行处理时，地表径流和淋洗将会导致废物将进入地表和地下水。这种现象

在养猪业、家禽业，乳制品业尤其严重（Parris，2011）。这会带来很多副作用，

残渣存在交叉污染包括细菌爆发和扩散的风险。总体来说，相对于草地放牧系统，

工业化的动物生产污染更多的土地和地表水（Mekonnen & Hoekstra，2012）。值

得注意的是，在面积更宽大和不是那么集约的农牧混合农业系统中禽畜粪便对土

壤肥力和土地管理有利（见 1.b 部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非常大量的牲畜粪便

则会产生负面的环境效应。 

 

 

图 5  工业化系统中土壤和水资源退化的恶性循环 

 

→水利用 

由于在工业化农业系统中土壤结构脆弱，土壤长期裸露，地表径流较大而保

水性较差，因此需要更多的水用于灌溉（Gomez et al.，2009； Zuazoet al.，2009）。

动物生产中集约围栏式家畜饲养模式（CAFOs）相较于自然放牧系统具有更大的

蓝水和灰水足迹（Mekonnen & Hoekstra，2012）。在高度专业化种植生产区域需

要大规模灌溉，比如美国中西部（Scanlon et al.，2012）、印度拉贾斯坦邦（Rodell 

et al.，2009），都大量利用蓄水层的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已经处于预警线。美

国奥加拉拉的地下水层提供美国 30%的灌溉用水，但是据估计已经有 30%-50%

的地下水被超前开采了（Kromm，2000； Chadhuri et al.，2014）。 

 
 美国集约围栏式家畜饲养模式（CAFOs）产生的粪便量是每年人类粪便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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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基因库的流失 

遗传基因库流失的含义是指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使动物品系和植物品种范

围收窄从而显著降低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伴随着大量生产少数几种主要作物，已

经发生过整个生产体系的遗传资源丢失：许多为“未被利用的作物”或非主要作

物，例如本土的叶菜类、小粒非洲谷类作物、豆类、野生水果和木本作物，这些

作物面对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竞争中正在逐渐丧失（Jacobsen et al.， 

2013）。 

在畜牧业中，少数几种高产的适于工业化生产的动物品系被大范围推广。在

世界各地，它们正在取代许多本地品系（Groeneveld et al.，2010）。FAO 全球动

物遗传资源库中有 7616 个家畜品系，其中 6536 种属于地方品系，但它们只存在

于个别国家。同时，它们中的 20%已经被认定为濒危物种。在 2001-2007 年间，

FAO 统计数据显示共有 62 个品系消失，大约每月就有一个品系消失（FAO，2007）。

然而，为了应对短期生产的需求，人们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减少遗传资源，这就限

制了将来农民对基因库资源利用的机会，同时也限制了对环境适应性强的品种的

选择利用机会（Vigouroux et al.，2011）。这些遗传资源流失后果会非常严重，给

未来面临逆境胁迫时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图 6  畜牧品系的基因流失 

 

→自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农业工业化生产同样地对野生生物多样性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阻碍农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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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Wood et al.，2000； Luck et al.，2003； Duffy，2009）。

根据斯德哥尔摩的逆境缓冲研究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提出的星球

生态安全界线理论，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可控制的安

全范围（Steffen et al.，2015；Rockstr.m et al.，2009）。 

目前传粉昆虫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急剧减少的现象与农业的集约化、生境

破碎化，以及农药尤其是新烟碱类杀虫剂的大量使用等因素息息相关（Potts et al.，

2010；Bonmatin et al.，2014； van Lexmond et al.，2015）。蜜蜂、蝇类、蛾类、

蝙蝠和鸟类等种群既能为农作物提供授粉又能起到害虫防控的作用。根据 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报道，单一种植体系

中传粉昆虫的物种多样性显著低于多样化种植体系。进一步来讲，在全球农业食

物生产的产品中，传粉行业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占农业产值的 9.5%（1530 亿欧元）

（Gallai et al.，2009）。 

 

 

 

 

1.a.iii.社会经济后果 

→收入 

实践表明，高投入的工业化农业能够明显增加粮食的产量（见 1.a.i 部分）。

总的来说，粮食产量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但是，依赖于高成本化

学用品投入的农业工业化生产，不仅降低了边际利润，还常常需要获得信贷和保

险的支持。而且，工业化农业还需要公共资金的支持。在欧盟和美国，政府给农

民提供各种补助金成为了农民收益的主要来源（Merckx & Pereira，2015； 

European Commission – EU FADN，2011）。总体而言，即使有高额补贴金，在农

业工业化生产体系下农民经济状况依然不确定。在美国，有关农业部门的盈利率

预计将连续第三年下降，今年的下降幅度高达 3%。假如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自

2002 年以来，2016 年度的农业净收益将达到历史最低水平（USDA，2016c）。 

通过带有偏见的选择性比较得到农业工业化对农民收入有积极影响的结论，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考虑到前期的高成本投入（例如资金、土地），工业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可控制的安全范围 

 授粉带来的经济价值约为全球食品生产价值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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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模式只适合那些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和资本最雄厚的农场。 

工业化农业体系特别适合转基因作物，进行高度专业化单一种植大规模的玉

米或者大豆。最近的一个大数据分析发现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农民能够普遍提高作

物产量和收入（Klümper & Qaim，2014）。但是，批评者们则看到只有规模最大

的和盈利最好的农场才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前期开支（Heinemann，2014； Quist 

et al.，2013）。因为它需要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收益，才能收回成本，然而这对于

世界上许多小规模农场来说是不可行的。实际上，在发展作物育种的绿色革命中，

是否具有良好效益，有关报道也不一致。到目前为止，高产品种（HYVs）的推

广并没有使那些最贫穷的和缺乏灌溉体系的小农户受益（IFPRI， 2002）。 

 

 

 

 

→就业率 

本文所提及的两个系统对就业率有着明显不同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将会在第

2 部分涉及到。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增加是促进农业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这鼓励人们广泛使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和寻求经营规模扩大。事实上，在农业逐渐

向更大规模和更专业的方向发展的背景下，有关农业的就业率近几十年来稳步下

降，尤其是北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Bowman and Zilberman，2013；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2；Statistics Canada，2014；US EPA，2013；Eurostat，

2015）。例如，在欧洲，从 2000-2009 年期间，从事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减少了 24.9%

（Eurostat，2010）。 

在“精准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中，尤其是以地理空间定位和卫星图像为

基础的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为基础，预示着高度专业化农场将进一步升级。这样

的话，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粮食种植方面，精准

农业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少（Robertson et al.，2007）。 

通常来讲，劳动力需求的降低被认为是农业工业化中一个主要的优势；尤其

是把劳动力转移到高附加值行业，从而带来整体经济效率的上升这个分析框架下

看（Timmer，2015）。事实上，专业化模式从根本上需要依赖经济结构转换，也

2016年美国农业收益预测： 

连续三年下降 

是自 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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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将劳动力和资本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进行转移。然而，现存的主要

疑问是这一转变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持续进行，以及它是否能够带来真正的经济效

益。 

在虽然工人在劳动力强势的市场里能够轻松地转换工作岗位，但在大多数国

家，放弃农业生产的农民很难在其它行业找到体面的工作（Oya & Pontara，2015）。

在现代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服务性的工作不断向低成本的方向发展，导致进城

的农民们往往住在贫民窟内，生活非常艰难（Murray Li，2009）。而且，这些进

城的农民还失去了土地。土地使用模式的变化与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有关（包括

土地的征用或者土地的掠夺），这被认为是大批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农民进入城市

谋生的主要驱动力（Gendron & Audet，2012）。 

还有，农场劳力的减少也让他们拥有的知识一同丧失的话，长远来说，对于

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未必是一件好事。面对环境污染和有害生物日益加重的

情况下，这些知识越来越重要。例如，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能够节约劳动

力，简化作物的管理，但是现在这种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杂草的抗性（Bonny， 

2011；Quist et al.，2013）。这就需要农民再投资到寻求研发转基因作物新的性状

和新型的农药方面（Quist et al.，2013）。如果这些尝试都失败的话，则可能转而

需要人工除草这类劳动密集型方式来解决问题。 

 

→就业条件 

在一些国家里，就业条件的改善高度依赖于政府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以及劳工

权益运用的程度。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工业化农业的推行一般伴随着整体劳工权

益的进步和保护。在一些情况下，农业工业化发展为农民也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

的福利。例如，在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那些规模宏大和工业化程度更

高的农场中，随着对农场设备现代化和自动化的投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也会有

所改善。牛奶厂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表明，可以明显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尤其

是在一些规模庞大的农场中，劳工的工作条件改善则更为明显。然而，在其他地

方，并不是所有的工人工作条件都得到了改善（Harrison & Getz，2014）。 

在许多热带国家中高度专业化的种植园里，劳工条件的改善并不那么令人乐

观。在全球范围内，60%的童工都是在农业部门工作（ILO，2010）。在种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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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强迫、束缚和奴役的工作形式，以及危险且不人道的工作环境往往存在（Potts 

et al., 2014;Monsalve Suarez& Emanuelli, 2009）。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包括强制

招聘童工和禁止签署劳动合同的行为，主要发生在菲律宾和印度的棕榈油和甘蔗

种植园（Monsalve Suárez & Emanuelli，2009）。在那里的种植业中，由于劳动力

的短缺，女工必须经常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例如，收割甘蔗，或者种植、除草、

施肥等（García，2006）。 

在某些情况下，种植业没有提供足够的质和量都令人满意的工作岗位。在拉

丁美洲，大规模的土地被征用于大豆、棕榈油、玉米等的种植，但是并未能创造

出曾经允诺过的就业岗位来，人们的稳定生计正在为临工所取代（Guere.a & 

Burgos，2014）。实际上，大规模的种植园往往依赖于季节性的廉价劳动力，他

们在非高峰季节就被解雇，没有任何收入。 

此外，季节性的农业劳动者——通常是流动劳动力，通常得不到其他劳工可

以得到的那种劳工权益保护。在美国，这些劳工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他们在烟

草农场或是其他单作农场中忍受着“当地的贫穷、不良的健康状况以及肮脏的生

活条件”（Benson，2008；Holmes，2013）。这些劳工往往从事的是一种被称为

“3D”的工作，即以“肮脏、危险、困难（dirty，dangerous，difficult）”为主要特

征的工作（Schenker， 2011）。这些类型的工作往往是高度不稳定的、卑微的且

存在高劳损风险。 

 

 

 

 

→贸易和出口导向 

高度精细的工业化农业和出口贸易随时间相互促进。全球分工体系下，出现

了专业生产的地区。这里产生了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也促进全球农业贸易。反过

来讲，全球性的贸易也进一步刺激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专业化发展（见第 2

部分，出口导向）。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农业的出口贸易已经发展成为人们生

活收入、就业以及政府收入等的基本来源之一。特别是，出口贸易收入为许多国

家提供了外汇的重要来源，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进口本国无法生产的一系列产品，

 全球 60%的童工分布在农场 

 种植园的“3D”工作特征：肮脏、危险、艰难（dirty，dangerous，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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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消费品、基本的医疗机械和基础设施的材料。 

尽管如此，出口贸易也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仅针对专业的出口商，

而且对受到出口政策实施影响的全体农民也被波及。在全球的农产品中，虽然只

有约 23%的份额用于国家贸易（D’Odorico et al.，2014），但作物出口所带来的

机遇往往刺激了有利出口的政策，以支持出口行业的进一步扩张，有时候还需要

牺牲其他行业的经济利益（见第 2 部分，出口导向）。在发展中国家里，出口型

农业对一些农民所带来的好处还未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小型的生产商往往难以应

对较高的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以及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性的条款例所带来的竞争

（Steinfeld et al.，2006；van der Meer，2006；Lee et al.，2012）。 

高度专业化的出口地区也会带来宏观经济的风险。这些严重依赖于农产品出

口的国家往往都是低收入国家（FAO，2004）。依赖于少数商品作为主要的出口

产品而参与全球贸易中可能会出现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冲击（UNCTAD，2013）。

在某些情况下，价格的脆弱状况随着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增加而增长 （Bellora & 

Bourgeon，2014）。商品贸易导致的“国际性贫困陷阱”总是出现在那些穷人几

乎没有其他可依赖的资源，也没有其他稳定脱贫途径的地区。困扰这些区域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却往往被忽略（UNCTAD，2002；UNCTAD，2013）。 

工业化农业利用了经济学上比较优势被人们批评为一种自我陶醉而已。事实

上，只有那些专注在高端工业产品的国家和区域才可以获得一系列边际效应和创

新部分高附加价值。限于原料商品生产的国家与区域则完全不一样（Cypher & 

Dietz，1998；Sachs，1992）。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些作为“出

口商品供应区域”融入世界经济的区域很可能一直被困在这种角色之中。他们是

否能够变得富有，完全取决于所提供的商品能否到达发达国家，以及是否能够达

到贸易准入条件（Wade，2003）。 

 

→饥饿与食品安全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业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产量得到了提高，尤

其是作物育种推动了绿色革命，使得世界上遭受饥饿的人数和人口比例都大幅度

下降（IFPRI，2015）。然而农业的发展在世界不同区域里水平参差不齐。尽管农

业工业化在全球市场中毫无疑问提高了全球市场上农产品的卡路里供应量，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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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 8 亿人仍然忍受着慢性饥饿。 

饥饿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一些贫穷的国家，其农业生产还没有朝工业化方向迈

进。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给自足农业进行再投资以便让人们走出困

境，与农业从工业化模式转向生态农业模式，是同等重要的。全球发展的出口导

向性工业化农业的发展和相对竞争能力的迅速转变，也导致了以小规模、传统的

和自给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食品供应模式的掣肘和波动。在 1970 年非洲大陆曾经

作为一个全球食品净出口区域，但是在近十年中成为食品净进口区域，其农业贸

易赤字达 220 亿美元（FAO，2011）。在食品保障方面，农业工业化模式的快速

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压力，因为出口贸易需求有时甚至居于国内需求之上。这

种现象在墨西哥市场与北美市场的整合中已经出现了（González，2014）。 

与此同时，农业在整体上朝着专业化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模式转型时势必

会破坏原有支撑农业经济的多样化经营体系，使得当地原有的食物分配体系逐渐

丧失（Gliessman，2007）。在许多地区，本地的食品供给体系已被全球食品供给

和分配链，以及大规模零售机构所代替。由于这种替代并没有均衡和全面出现，

造成一些人难以获得充足食物。（食物营养对食物生产模式变化的影响详见 1.a.iv

部分）。 

 

 

 

 

→土地的竞争 

鉴于农业工业化是典型的为全球市场提供生产的特点，势必增加了在资源与

购买力差异巨大的生产体系之间的竞争。在贫困的偏远地区，土地几乎是穷人赖

以生存的唯一资源。然而，这些资源用于专一生产出口北方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

产品时，净经济回报往往会比较大。实际上，为了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种植业，

比如生产生物燃料的原料（Grain，2011；Lambin & Meyfroids，2011），或者为

了代表外国政府来保障特定食品进口链的安全，大宗土地已经被购买作为出口为

导向的种植园。 

在 2007-2008 的全球食品价格上涨背景下，大规模的土地收购者大幅增值

 非洲大陆从 1970年的食品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十年之

内贸易赤字高达 22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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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ula et al.，2009；McMichael，2012）。一般来讲，产品的消费区域（城市区

域和富裕国家）与获得土地所在区域（热带地区的偏远地方）距离遥远，那些偏

远区域的穷人饱受这个体系负面影响的折磨（Lambin & Meyfroidt，2011）。改善

这种情况只能取决于对当地的保护和现有土地的合理使用。然而，大规模的农耕

地收购往往发生在有大量的土地而政府管理却软弱无力的地区。耕地收购者忽视

了这些区域的社会与环境问题（World Bank，2011）。 

尽管土地出售的收益归当地民众，同时政府也希望努力规范土地交易行为。

然而，受经济实力差距巨大的控制性因素影响，还是产生了有利于国际投资者的

安排，从而导致对当地人提供的补偿金不足，诱发了普遍的社会冲突。工业化单

一种植模式的扩张引发了大量的土地冲突事件，有时甚至整个社区都会被强制驱

赶（Monsalve Suárez & Emanuelli，2009）。大多数的情况下，农田被购买来生产

高价出口粮食作物，给当地人提供的补偿金却微不足道（Deininger & Byerlee， 

2011）。 

更有甚者，大宗的土地交易往往破坏了社会和谐。因为在政策决议的过程中，

当地人被排除出去，结果是抗议甚至是镇压。特别是，当所承诺的工作岗位及其

它福利不能兑现时，群众的抗议及冲突接踵而至（Richards，2013）。这些冲突在

非洲（Cotula，2012）和东南亚（Hall，2011）等区域尤为突出。在危地马拉、

巴拉圭和哥伦比亚等国家里，油棕、大豆、玉米单一种植模式的扩张取代了当地

社区原有的粮食种植模式，给传统的生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Guereña & 

Burgos，2014）。在这些状况下，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自我规范的准则都再难以减

缓冲突。另外一些时候“土地掠夺”甚至导致了宗教圣地被亵渎（Richards，2013）。 

 

→文化流失 

随着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的转变及伴随食品供应体系全球化的扩张，增加

了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之间的空间距离和认知距离，从而根本改变了人与自然

的基本关系（Bacon et al.，2012）。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流失主要途径是丧失适

了应当地环境的本土品种以及丧失与之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经验（Amekawa，

2011）。 

此外，农业工业化发展中，文化流失在不同程度上对妇女产生一定影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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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粮食作物转变为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的同事，使得男性替代了妇女，主宰着土

地、水和生产资源（Monsalve Suárez & Emanuelli，2009）。在许多文化背景下，

妇女掌握着传统植物的生态栽培和动物的生态饲养等知识技能。现在，生物多样

性的减少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从而对妇女开展农业生产与日常关照

家庭的习俗造成冲击，让播种、食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方面的传统知识逐步流失

（Parmentier，2014）。 

 

1.a.iv.营养和健康后果 

 

→饮食的多样性 

饮食多样化的益处已广泛地被人们所接受。多样性和圴衡的饮食能提供全面

的营养物质，这些物质具有抗氧化性、抗癌和其它有益特性（Fanzo et al. （eds）， 

2013）。儿童饮食多样化及其营养状况与其它社会经济因素并没有紧密关系

（Arimond & Ruel，2004）。2 岁以下儿童每月饮食是否多样与体重是否达标却有

很大的关联性（Fanzo et al.，2011）。 

如今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饮食多样性。工业化农业通过高度现代化，将产业化

与完善的贸易体系相结合，让源源不断的食物送到特定消费者的手中。这种方式

能否继续下去，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目前，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农产品多样

性，主要是给高收入国家的富人带来了好处，低收入国家的穷人依然无法享受这

些丰富的农产品（Sibhatu et al.，2015）。 

 

 

 

 

此外，科学研究和和政策规划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提高工业化农业的生产力，

比如集中研究对高投入有良好反应的有限作物品种和家畜品系上，这已经对传统

食物种类的多样性造成了危害。其结果是，低收入人群只能挣扎着从国际贸易所

提供的产品中丰富自己的饮食，或者从当地传统食物的基础上获得均衡膳食。

实际上，很多地区的传统饮食结构已经被破坏。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已将近 7000

种植物开发作为食物来源，而其中超过 50%的世界植物源的粮食能量摄入仅仅依

靠水稻、玉米与小麦这 3 种植物提供（FAO，1995）。在过去的 50 年里，小麦、

 7000种植物被利用作为人类的食物 

 大米、玉米、小麦超过了植物性食物摄入量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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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玉米及其他到处可见的商品化农作物成为国家人均粮食供给中增长比例最

大的部分（Khoury et al.，2014）。 

 

图 7   工业化系统中营养不良的表现 

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的相关政策对单一种植模式的推广，起到了引导作用。

例如，自2009年以来，卢旺达政府推行现代单一作物种植制度，选择作物品种进

行集约化生产。这一举措被普遍推广，造成近几年间作农业与农作物多样性大幅

度减少，每个农场种植作物数量由9-11种下降到3-4种，为家庭饮食多样性造成

了潜在负面影响（Isaacs，2014；Snapp & Fischer，2014）。 

 

→作物营养成分含量 

农业工业化的兴起也对食物营养成分产生了影响。实际上，集中推行高能主

食的这一农业政策，造成了具有高营养价值的豆类和其它营养价值高的小作物的

消费量下降（Hawkes，2007；DeFries，2015）。多年来，印度农业通过特有的粮

食作物补贴方式来实现主要谷类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从而导致微量营养元素

缺乏症的大量发生（World Bank，2006）。一般而言，经济作物生产强化了对多

样性作物种植的排斥。这是以牺牲有重要营养价值的食品为代价的，而且很多时

候仅仅为了非食物产品生产。例如在孟加拉国，人们种植烟草来代替蔬菜与豆类

植物，以及肯尼亚的人们用烟草来代替木薯、小米、番薯等的种植（Lecour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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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过“生物强化”的手段可以提高主要农作物的某些营养成分含量。

但是，这仍然难以解决现代各种主要农作物品种中营养强度普遍下降的问题。实

际上，农业系统中的专一化也对这一方面产生了负面效应（AFSSA，2003；Barańs-

ki et al.，2014）。作物育种工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变植物的高度或抗病性来提

高产量（Tadele & Assefa，2012），从而培育出能量高，但大量和微量元素含量低

的品种（Jones et al.，2014）。这种现象在单一的工业化系统尤为严重，因为工业

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剧了土壤和耕地的退化，从而导致土壤难以为动植物生长繁

殖提供充足的营养元素和矿物质（见 1.a.ii 部分）。 

在全球贸易背景下，农业工业化在理论上可以促进饮食多样化，但实际的结

果是依然无法解决微量元素缺乏症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威胁着大约 20 亿人的

健康（Hunt，2005；Sibhatu et al.，2015）。同时，高热量农作物和菜肴食品的流

行也是超重、肥胖及其它健康不良症状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Wallinga，2010）。

超重和肥胖和某些慢性疾病作为罪魁祸首不仅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开支

（Alwan， 2011），而且成为了近年来对死亡率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WHO，

2009）。这种现象在在中低收入国家尤为严重（WHO，2015b）。 

 

 

 

 

→农业化学品残留 

农业工业化种植模式会导致农药的大量使用，从而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不利的

影响。杀虫剂的滥用与老年痴呆症、哮喘、先天畸型、癌症、智障症、帕金森

氏病以及不孕症等发病率有关（Owens et al.，2010；Ye et al.，2013）。发达国家

的研究表明，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工人中，每年每 5000 人中几乎就有一名急性

农药中毒者（Thundiyil et al.，2008）。在哥斯达黎加，生活在香蕉种植园附近的

孩子，往往暴露在高浓度的杀虫剂残留环境中，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van Wendel de Joode et al.，2012）。 

在西班牙南部，集约化的设施农业造成了有机氯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从而导

致乳腺癌、隐睾症、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Arrebola et al.，2013）。同样的现

 豆类和小作物的消费量下降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代替传统作物 

 食物中的营养密度普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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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其它地中海国家也出现了，如突尼斯（Arrebola et al.，2015）。来自于国家

癌症所的一项大型综合研究表明长期依赖被认为是安全的草甘膦除草剂，现在确

认为“可致癌物”（WHO，2016）。食品中的农药残留进一步威胁着人体健康，

特别是在那些农药残留物未得到有效管控的国家。 

 

→动物性传染病和抗生素耐药性 

畜牧业集约化与人畜共患病流行有关，如禽流感和尼帕病毒均对人类健康造

成影响（Jones et al.，2013）。此外，在动物集约化养殖中广泛实施预防性使用抗

生素，加剧了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这意味着一个更为严峻的健康风险，

那就是病原体也会对现有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Roy Chowdhury et al.，2014；

Carlet et al.，2012）。 

高度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畜牧供应链加大了疾病发生的风险。例如，动物长距

离频繁的运输会增大其患病的风险（Liverani et al.，2013）。同时，肉骨粉等饲料

在集约化畜牧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直接导致疯牛病的发生，同时提高克雅氏病

的患病风险（Roels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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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后果 

1.b.i 生产力后果 

→产量 

目前还缺乏全面和长期对于工业化农业体系统与高度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的对比研究。多样化农业体系的大部分研究采用小样本和短周期，而且仅仅是某

些方面和工业化农业进行比较。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进行比较，

表明有机农业中每公顷作物的产量略微低于常规农业。例如，对 2007 年全球 293

个案例的数据分析显示，发达国家有机农业的平均产量仅比常规农业低 8%。然

而类似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机农业的产出超出常规农业，甚至高达 80%

（Badgley et al.，2007）。相似的，在 57 个发展中国家的 286 个项目综合分析表

明，农民通过发展资源保护型农业，使农业生产力平均增加了 79%（Pretty et al.，

2006）。 

此外，最近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即在美国耕作系统中，对有机玉米、大

豆生产和常规农业生产进行 30 年的比较，发现有机生产和传统生产的平均产量

相近，有机生产甚至在干旱年份有更高的产出（Rodale Institute，2015）。在一个

10 年的小麦试验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Rodale Institute，2015）。 

综合产出而不仅仅是特定作物产量的对比对于多样性系统更有意义。研究表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地总的生产力会随着物种数量的增多而增加（Tilman et 

al.，2001）。另外的研究表明，多物种组合的草地比单一物种草地的产出平均高

15%（Prieto et al.，2015）。混合种植能比单一种植平均多生产 1.7 倍的生物量和

79%的生产力（Cardinale et al.，2008）。这也说明多种作物种植需要少量的土地

便可获得和单一种植相同的产出，即多元种植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单作更高（Prieto 

et al.，2015； Picasso et al. 2008；Cardinale et al. 2008；Francis，1986）。根据这

点，有人建议在非洲采用多样化的农业方法、多种经营和参与式植物育种，这样

在 3-10 年的周期内可生产两倍的食物（Pretty et al.，2011）。 

 

 

 

 

通过对 2007年的数据进行 Meta分析，表明有机农业产量与比常规农业相比： 

 发达国家降低 8% 

 发展中国家增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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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弹性 

尽管目前还缺乏对不同作物种植系统的产量进行长期比对研究，但是大量证

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包括林牧和农林系统）能够

提供稳定的产出。这些系统往往着眼于保障和稳定农业生态系统，使它们长期保

持生产力，而不是追求某种作物短期的收益率。正如引言中所述，世界上许多农

民居住在气候逆境已经发生的区域，每天都要抵抗不利的环境。传统农户经常生

活在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偏远地区，世界上 60%的食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农

户农业，这里作物多样性是保持农作系统的弹性适应性的重要因素（ICRISAT，

201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基于多样化的模式能使农民建立适应性和弹性，以

便在面对威胁时保持生产力（Folke et al.，2002；Holt-Giménez，2002；IAASTD，

2009； Lin，2011；Tirado & Cotter，2010；Rosset et al.，2011；Pretty et al.，2011；

Mijatović et al.，2013；Altieri et al.，2015；Rodale Institute，2015）。 

 

 

生物多样性往往发挥着重要的自然和经济逆境缓的冲能力，为不断变化的

气候和土地利用提供了一种适应机制（Mijatović et al.， 2013）。在某些情况下，

注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实践被重新重视起来，因为在农业生态条件产生了变

化的条件下，这些传统实践比起常规农业方式拥有更高的生产力（Mijatović et al.， 

2013）。在人工草地上的家畜饲料生产表明多样性系统能够抵抗环境胁迫，其中

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分别扮演着不同但是互补的作用（Prieto et al. 2015）。 

 

图 8 多样化草地系统的生产力 

1. 数据来源于 Prieto et al.， 2015； 2. 数据来源于 Cardinale et al.， 2008 

 

 世界上 60%的食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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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一个 30 年的比较说明有机系统在面对环境压力时依然有良好的

表现，比如在干旱年份，有机玉米的产量比传统玉米高 31%。相对应的是转基

因作物在干旱胁迫时的产量仅超出常规种植的 6.7%到 13.3%（Rodale institute， 

2015）。与此同时，在瑞典和坦桑尼亚关于农业生态系统动态的比较分析发现，

多样化的农业生态实践有利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Tengö& Belfrage，2004）。 

多样化农业生态系统也显示出通过减少和恢复损失来应对极端环境冲击的

能力（Mijatović et al.，2013；Altieri et al.，2015；Holt-Giménez 2002；Lin，2011； 

Rosset et al.，2011）。例如，在尼加拉瓜米奇飓风过后，对调查 181 户小农户的

研究发现，农民在农田中用简单的生态农业方法种植作物，这些方法包括用岩石

作为堤岸或堤防，种植绿肥，作物轮作，根茬还田，开挖沟渠，修筑梯田，设置

屏障，使用地膜，豆类和树木间作，这些做法比起常规农场提高了土壤湿度，减

少土壤侵蚀，平均多保留了 40％的表土。和传统工业化农业的地块相比，生态

农业地块减少了 18%的崩岗和 69%的沟蚀面积（Holt- Giménez，2002）。类似地，

在中美洲地区诸如梯田田埂，覆盖作物和农林系统等一些简单办法可以在面对像

米奇飓风那样的冲击时比其他体系提供更大的适应弹性（Tirado & Cotter，2010）。 

 

图 9  有机农业系统的生产力和适应力 

 

→通过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有害生物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一些特定的应用已经表明它具备通过优化害虫管理来维

持和提高产出能力（Nicholls & Altieri， 2004）。比如说，在肯尼亚用于害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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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管理的“推-拉系统”成功获得两倍的玉米产量和牛奶产量，这里他们通过

在田间间种可以用作动物饲料的一种山蚂蝗属植物把害虫“推”离玉米，同时将

害虫“拉”往种在田边那些象草上。这些象草能够分泌吸引害虫的胶状分泌物

（Khan et al.，2011）。 

在混合农业系统，不同物种之间广泛的协同作用改善了对有害生物的防控。

其中一个例子是遍及亚洲的稻鸭系统，即鸭子吃杂草、杂草种子和害虫，减少了

人工除草，同时鸭子的粪便给植物提供营养。在孟加拉国该系统在不到五年的时

间使水稻产出增加了 20％（Van Mele et al.，2005）。同时，多年的多种作物栽培

的实验表明，随着栽培种数量的增加，杂草的生物量呈指数下降（Picasso et al.，

2008）。 

 

 

 

1.b.ii 环境后果 

→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利用效率 

多样化和集约化程度较低的体系在减少温室气体、增加资源利用率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全生命周期方法进行资源分析时就更明显了。生态农业

体系通过改良土壤、保持植被覆盖，从而在碳封存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Aguilera 

et al.，2013）。实际上，这些系统通过顺应自然、与自然协同的设计替代了会产

生大量温室气体的集约外源输入。不用化学合成肥料和农药的农作系统是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而且有机质的利用还会增加土壤的碳封存。在西班牙，

从土地单元层面看，有机种植的果园释放的温室气体比常规耕作方式少 56%；从

产品层面看，有机种植温室气体释放量减少 39% （Aguilera et al.，2014）。 

综合了多物种和多种生产类型的农作系统能使得包括水、光、养分和土地等

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同时减少废物排放（Gliessmann，2007；Altieri et al.，2012）。

有机农业模式也有这个效果（Alonso & Guzmán，2010）。在多种作物共同种植的

系统中，不同植物根系在土壤中结构和分布不同，因此可以充分提高能量和资源

的利用效率（Prieto etal.，2015）。根据总能量投入/输出率统计，使用利用生态

农业技术开展生产的小农场的能量利用效率是常规农场的 2 至 4 倍（Chappell 

 推拉系统可获得两倍的玉米和牛奶产量（肯尼亚） 

 稻鸭系统增加了 20%的水稻产出（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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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alle，2001）。 

 

→水的利用和效率 

较少集约化投入和更多样的农业系统明显有利于水资源管理（Gomez et al.， 

2009；Zuazo et al.，2009）。通过与本地储水系统结合，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

可以增加地方小流域水的利用效率，而改善土壤的水分吸收和蓄积能力、降低地

表径流，土表覆盖等措施可以减少蒸发（Gomez et al.，2009；Zuazo et al.，2009）。

近期在美国开展的研究显示，有机农业系统中因为长期轮作和有许多豆科覆盖作

物，因此通过土壤下渗的水比常规农业高 15-20%，同时有机农业中地下水补偿

率更高，地表径流也更少（Rodale institute，2015）。在不同畜牧生产模式中水利

用率存在较大差异，放牧养殖体系相较于工业化养殖的蓝色和灰色的水足迹更少

（Mekonnen & Hoekstra，2012）。 

 

→野生生物的多样性 

 

 

图 10  替代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的提高 

1. 数据来源于 Prieto et al.， 2015，2. 数据来源于 Bengtsson et al.， 2005 

 

多样化的农业维持周围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多样化的农业景观保

留了树木的覆盖，提供了更多的栖息地（Harvey et al.，2008）。实验表明，多物

种的集合带来有利的生物多样性效应，生物多样性比单作平均增加 15% （Pri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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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15）。一项 2005 年的 meta 比较分析表明，与常规农场相比，有机农场

中高等生物的物种丰富度大约高出 30%，生物体的多度大约高出 50%（Bengtsson 

et al.，2005）。最新的研究显示，有机生产的物种丰富程度平均超过非有机生产

区域 10.5%，在集约化较高的生产区域采用有机生产方式带来的物种丰富度上升

更大（大约增加 45%）（Schneider et al.，2014）。 

 

→生态统服务 

相对于常规农业系统，如上所述的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能够带来有益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贡献很大（Milder etal.， 

2014）。这一切都归功于系统内多样化的物种和它们带来的多种功能。这种状况

在草地系统中尤为突出（Kremen & Miles，2012；Prieto et al.，2015）。多样化的

种植系统为许多有益生物（捕食者、寄生生物、传粉者和土壤生物）创造了各种

田间小气候，进而提供了有价值的环境服务功能并支撑了整个农业生态系统

（Altieri & Nicholls，2004）。 

 

 

图 11  多样化农业生态系统中生态健康的良性循环 

 

作物的轮作也对土壤有益，还可以减少虫害和病害的威胁（Pelligrini & 

Tasciotti， 2014）。减少化学物质的投入也对土壤中水质量和碳含量有正面作用，

还有益于植物对微量元素养分的储存和利用（Rodale Institute，2015）。农牧结合

体系特别有希望展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只要在这种系统中动物粪便可用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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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促进土壤健康、改进土壤肥力和碳封存（Russelle etal.，2007）。 

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不仅可以完善土地管理，还能够修复已经退化的土地。

2005 年的国际土壤年，FAO 着重强调了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在逆转土壤退化、

修复退化土地和重建土壤肥力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FAO，2015a）。各种小气候

和多样化系统中有益生物的繁茂生长有助于土壤肥力恢复（Gliessman，2007），

进而对退化土地进行修复（Snapp & Pound，2011）。在加纳，生态农业措施成功

修复了草原生态系统，更令人瞩目的是恢复了生态平衡（Badejo，1998）。 

生态系统服务不仅仅对农民有好处，生态农业系统还可以为下游地区提供生

态服务功能，比如改善水质或者预防洪水。生态农业和区域景观综合管理措施相

结合将农业生产者和其它从业者联系在一起，并确保特定区域必要的物种间流动

和联系以及水流畅通，最终在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得到最大化

（Estrada-Carmona et al.，2014；Thaxton et al.，2015；Scherr & McNeely，2008）。 

 

1.b.iii．社会经济后果 

→收入和生计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策略不仅仅是基于构建对风险富有弹性的农业体系，也往

往同时提供了对风险更有缓冲能力的农民生计。多样性对生计的弹性至关重要

（IIED，2011）。在世界各地，风险是农民日常要面对的现实，但作物和牲畜的

多样性化是自我保障的一种方式。当面临作物歉收、牲畜损失或是其它风险时，

这种多样化种植和养殖方式能够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性（Gliessman，2007； 

Johnston et al.，1995）。正是为了提高生计缓冲能力，作物多样性化种植策略在

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并努力追求 （Papademetriou& Dent，2001）。 

多样化体系还可以帮助减少由于产量波动和和季节性产品短缺带来的风险。

例如，作物多样化为全年持续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Powell et al.，2015）。 

与此同时，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可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如

第 1 部分 1. b.i 所述。在那些易受自然灾害威胁的地区，比如飓风和洪水地区，

作物多样化已成为保障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FAO，2013b）。 

此外，生态农业体系中，农场内有机肥的生产减少了农民对昂贵的外部投入

的依赖。反过来，这使得小农户对当地零售商和放债者的依赖性也减少了（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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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tter，2011）。特别是，降低资本需求和减少外部投入可能有利于女性农民，

因为这些女性农民往往收入较低，获得的信贷较少，在补助金的获得方面也会遇

到更大的困难（Curtis，2012；Parmentier，2014；De Schutter，2010）。值得注意

的是，仅仅靠外部投入的减少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性别不平等问题的。 

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多样化体系对农民的收入和生计具有积极的作用。一

项围绕 8 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一个农场生产的作物数量与家庭收入情况、饮

食的多样性均呈正相关（Pelligrini and Tasciotti，2014）（见 1.b.iv f 关于饮食的

影响）。荷兰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混合耕作制度使得每公顷劳动力收入提高

25%，而且不会造成环境污染（Bos & Van De Ven，1999）。 

目前已经有更全面和系统的证据说明有机农业对农民收入和生计福利的影

响。一项跨越五个大洲、覆盖了 55 种作物和超过 40 年的研究表明，尽管有机农

业产量较低，但是它明显地比传统农业更有利可图，提高幅度为 22 - 35%。实际

上，为了获得比常规农业高 20%-24%的单位成本收益率，许多农户转向了有产

品认证的有机农业系统以便取更高的市场附加值（Crowder & Reganold，2015； 

Reganold & Wachter，2016）。 

哥斯达黎加的有机农业生产系统在地区合作社的支持下，小型农户收入增加

了 15%-60%。这个合作组织位于一个景观综合管理项目中，致力于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Scherr & McNeely，2008）。 

 

 

 

 

 

→知识、自主性和适应能力 

环境与生计适应力取决于农民适应环境不断变化的能力。生态农业旨在通过

独立行动的过程和保持对资源的利用方式的支配能力来建立起能够适应这些变

化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Pretty & Smith，2004； Chambers，1983）。此外，

社会组织和农民运动越来越多地以建设生态农业作为一个凝聚目标，抗衡大型农

业公司和其它私人企业的威胁，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地盘（Rosset & Martínez-Torres，

对五大洲有机和常规农业 40 年的比较研究表明: 

 增加 22 - 35%的利润率 

 增加 20 - 24%收益/成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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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保留传统和传统知识的能力与农业多样性的实践密切相关。总的来说，那些

能够保留自己传统食品系统的社区、文化、国家更善于保护那些用来支撑当地特

产的作物品种和动物品种（Johns et al.，2013）。否则，这些当地的食物与当地的

文化将会消失殆尽。近年来，重新引入传统的作物品种已经帮助恢复了一些传统

生态农业的知识和实践（IIED，2011）。 

 

→就业 

如 1.a.iii 节所述，工业化农业体系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对就业有明显不

同的影响。生态农业体系相对来说更为劳动密集，特别是开始阶段。农场中的不

同植物和动物管理较为复杂，产生的废弃物也要进行回收利用。刚开始实施生态

农业时需要的劳力更多（Ajayi et al.，2009；Herren et al.，2012；Bowman & 

Zilberman，2013）。假如把缩短供应链的劳动力需求也纳入考虑，生态农业会进

一步增加就业的机会。由于有机农场内自我加工和直接营销在促进额外劳动力增

加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据估计有机农业比常规农业每公顷土地可以多提供 30%

的工作机会（Soil Association，2006）。考虑到农场工人的全日制工作，多样化农

场还能使劳动力需求在全年的分布更均匀。然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数据还比较

缺乏。摒弃工业化模式的农业，采用有机农业，可能更有利于营造愉快的工作环

境。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机农场的临时工比在常规农场工作的同伴更加快乐

（Cross et al.，2008）。 

 

1.b.iv.营养与健康后果 

→饮食多样化 

如 1.a.iv 部分中描述，饮食多样化会对健康带来很大益处。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多样化农业生产可以促进农户的饮食多样化，不用依赖国际贸易这样复杂

的中间渠道。然而，如教育、收入、一般健康状况等这些间接因素对于形成不同

饮食方式及其引起的营养后果方面也很重要（1.c 部分）。 

不断显现的证据表明，农业的多样性对饮食多样性的益处已经远远超出了

农户本身。《发展研究杂志》一个关于“改良营养状况的农场途径”的专刊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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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证据，表明家庭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与饮食的多样性和营养之间有重要联系

（Carletto et al.，2015；Kumar et al.，2015；Shively et al.，2015）。大量研究表

明，农业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营养摄入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Herforth，010； 

Oyarzun et al.，2013；Torheim et al.，2004；Remans et al.，2011；Jones et al.，2014）。

在一般情况下，混合农业系统会为农户及由当地市场获取农产品的家庭提供一系

列含有不同营养要素的食物（Johns et al.，2013）。此外，其它研究显示，通过增

加膳食多样性及其质量，农业生物多样性已经对改善人类的营养状况做出了贡献

（Powell et al.，2015；Pelligrini & Tasciotti，2014）。 

农业多样性特别有助于增加对一些含有关键营养元素的食物消费，而这些营

养元素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膳食中往往缺乏。在马拉维，豆类、水果和蔬菜的消

耗与农场的高度多样性之间有紧密联系（Jones et al.，2014）。采用多样化的种植

制度和微量元素丰富的品种已被证明有助于提高大量和微量营养素的摄入

（Welch & Graham，2005）。 

多元化种植和农牧结合体系确保了关键营养的全年供应，因为可以把食物存

储到干旱时节使用，从而确保了青黄不接阶段的蛋白质供给（Jones et al.，2014； 

Remans et al.，2011）。作物与畜牧相结合，如奶牛、猪和家禽等牲畜，也为家庭

提供了蛋白质的来源，同时也为土壤提供了肥料（Smith et al.，2013）。将鱼、虾

和其他水产资源结合到作物种植系统也有类似效果，如稻田和鱼塘体系。 

在某些情况下，改善健康与多样化的食品生产及其饮食效益有关。布基纳法

索最近一项关于庭院粮食生产计划的群组随机对照试验的统计结果表明，多样化

农业对儿童营养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营养指标包括食物利用率、腹泻比例和

贫血比例等（Olney et al.，2015）。孟加拉的非政府组织大力推广庭院种植和小

规模畜禽生产。研究表明家庭开展庭院生产的儿童极少患有与维生素 A 缺乏有

关的夜盲症（Talukder et al.，2000）。 

 

 

 

 

→毒性、营养和有益化合物 

通过多样化改善营养的途径: 

 增加豆类，水果和蔬菜的供应 

 关键营养的全年供应 

 作物-牲畜混合系统中的蛋白质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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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一个显著优点是降低农药和其它有害化学物质残

留所带来的危害（Reganold & Wachter，2016）。同时，未经化学杀虫剂处理的食

品能够确保自身品质健康。例如，不施农药的有机作物或以有机作物为基础的食

品中所含有的一系列的抗氧化剂，例如多酚，具有很高的浓度。这些化合物中大

部分都与降低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有关（Barański et al.，2014）。多酚摄入量也

与降低死亡率有关（Zamora-Ros et al.，2013）。近期一份系统性文献综述得出结

论：有机牛奶和肉类两者与常规同类食物相比多出 50%左右的有益 ω-3 脂肪酸

（Średnicka-Tober et al.，2016a；Średnicka-Tober et al.，2016b）。 

 

 

 

 

  

观察到有机食品改善健康： 

 减少农药风险 

 跟多抗氧化剂 

 有机肉类和牛奶的 ω-3脂肪酸增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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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单一工业化农业和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影响总结 

 

从对两者的比较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多样化生态农业系统在改善工业化农业

后果方面有巨大潜力。同时还可了解到，工业化农业的后果是受到外延到农业以

外的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例如，政策支持对专业化生产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

网络导致出口导向的农业体系中一些特定群体显得特别脆弱和容易受损害。由于

缺乏对环境和健康的规范，引起集约化围栏养殖对水资源的污染和动物对抗生素

产生抗性。由于劳动力缺乏有效法律保护，导致对农业工人的虐待，比如在热带

种植园。 

其实这些都不能被看作是外部因素。工业化农业的发展就需要这些制度、政

策和市场的安排。这些制度、政策和市场的安排反过来又导致农业向工业化模式

转变。例如，如果缺乏高度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方式，则外向型农业的政策性支

持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 

类似的，化学投入会因为方法改进而减轻对环境的污染，但不可能毫无影响。

化学肥料和杀虫剂的集中使用是构成工业化农业中不可缺少一个部分，已经深入

到工业化农业的体系设计中了。 

此外，发展工业化农业产生的机遇与特定人群有关，他们善于把经济强势

转变为政治权力，以制度安排的形式保证工业化农业得以延续。换句话说，工业

化农业与工业化食品系统间具有互为基础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了解工业化农业和

食品产业体系之间的反馈循环以及怎样保障他们的存在，则是第 2 部分的主题。 

因此，第 1.a 部分所描述的后果是工业化农业的系统性后果，绝不是偶然的

副作用。这些后果受制度、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促成和塑造，这些机制本身也是工

业化农业本身的一个外在表现。有针对性的政策当然会因应不同的情况做出一些

变化，也多少有些能力影响其后果。然而，工业化农业的一系列核心机制总会在

起作用。 

正如在这部分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工业化系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和相

互强化的。专业化和统一性的组织原则和依赖化学投入为主的管理方法使得工业

化农业的弱点成为其核心特征。 

因此，任何工业化农业方式或者在其影响下的生产体系对生产能力的提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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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相应付出一定的代价，不管这个代价的付出是早还是迟、局部还是延伸、直

接还是间接。这个代价的表现可能是容易得病、产量停滞、环境退化，也可能是

整个经济体系压迫下到达了一个农民承受的经济压力崩溃点。 

因此，面对可持续的食物体系的多方面困扰，工业化农业明显不会、也不可

能彻底缓解或很好协调。农业和食品体系可以改革，但只有远离工业化农业的方

向和组织方式才能够实现。略微调整一下工业化农业体系只会改善单一的效果，

而不能改变整个体系的机制和权力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的问题对会再次

出现。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需要对农业发展方向重新定位，特别是在农业

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上。 

基于 1.b 部分所述的证据，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可以为农业找到新的发展

方向，从而改善多个方面的后果。 

关于生态农业体系环境效益的证据非常丰富，从野外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到改

善土壤健康、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土壤保水性。特别是，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在

恢复退化土地和保持土地碳封存能力方面，比其他选项相都要好得多。 

可以通过在工业化农业体系内更谨慎地应用化学品投入或减少耕作来减轻

温室气体排放。然而，这种方法在恢复土壤碳封存能力上的效果方面，与重构农

业多样化和生态农业方法相比相形见绌。 

在工业化农业体系中在理论上土地可以被“节约”（即：不被开垦，或者实

施休耕）（见第 1.a.ii 部分）。然而，这种方式的环境效益是存疑的。生态系统服

务是否可以实际上被恢复提供，取决于土地退出生产的情况。同时，这些土地上

少量的生物多样性增加是否能够有效补偿继续强化工业化方式进行耕作的其余

土地上的生态退化（特别是传粉媒介的减少）值得怀疑。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不再需要冒这类风险和权衡得失，它以系统的方式从

根本上重构生物多样性和修复退化土地。 

此外，生态农业体系、健康生态系统、可持续土地管理重新整合成为了从

高产稳产到确保农场生计等一系列积极成果出现的关键。这个途径不是空想。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生态农业体系以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而不是以退化

生态系统的方式，强化了生产体系（例如高密度间套作体系）的潜在能力。证据

还表明多样化体系在面临环境压力时具有弹性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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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描述还远不够完整。目前的证据未能全面揭示所有农业方式、生产部

门及其延伸部分的后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是

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农场工作条件，尤其是在那些政府规范不足，

虐待劳工已经严重损害了农业声誉的地方。 

同样重要的是，看看在这些生态农业体系中劳动条件的改善是否能够与在一

些巨型现代工业化农场观察到的那些工作条件的改善相匹敌。如果这些改善仅仅

发生在工业化企业中，这就需要考虑在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中改善或替换工作条

件了，至少需要认可两种农业体系在这些方面的得失平衡。迄今为止，还没有相

关情况的完整记录。 

在其他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现有描述也不完整。大量关于多样化体系对收入

和对生计影响证据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这些国家的小规模农业寻求

生计多样化和生计弹性一直是必需的。这些国家的传统农业方法与生态农业提倡

的方法有很多交集。 

同时，来自发达国家的证据目前仅仅是靠有机农业系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

化农业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这些对生产力和弹性的分析为多样化和低外部投入

生产体系提供了非常有意义和有启发的见解。然而，用有机农业替代多样性生态

农业体系来进行比较会有很多不足（参见第 1 部分的介绍）。 

由于采用的测度方法不同以及获得数据的途径差异，用不同的方法评价宏观

食物安全获得的结果显得特别复杂。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急需增加食物供应的地

方，多样化体系能够提高生产力，而且能够持续地提高。这种比较（以及任何这

样的比较）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表现最清楚，即：由于多样化的体系产出多样化

和产出产品的不断改变，使得我们对特定作物产品产出所做的比较变得没有太大

意义。 

然而，缺乏这类比较的情况下，不应当仓促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再强调

为全球市场生产主粮将危及“粮食安全”。正如第二部分将要探讨的那样，在“养

活全世界”的口号方面构建粮食安全的框架其实反映了贯穿工业化食品体系本身

的一个自我强化的逻辑，其关注的是全球市场上的商品粮数量，这并不一定能够

在实际上有效改变生活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提供粮食安全的能力尚未得到证实，因为生态农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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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还没有在大规模水平上展现自己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途径。多样化的生态农业

体系还未获得过重大投资和有利政策环境，因而尚未得到广泛采用，从而展现

其全部潜力。我们应该注意到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正在兴起，正在艰难前行之

中。如下面各节所示，目前农业运行所依赖的整个体系和激励措施与工业化农业

紧密相依和互利共生。因此，在能够获得很少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条件下看到

这个替代体系不但出现了，而且获得这些积极的结果，确实令人印象倍增（pretty，

2006）。要了解全面实施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的整体情况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已经观察看到的那些积极影响仅仅是具备实践性、分散性、知识密集型

特点的生态农业在发展起步阶段的表现而已。 

还需要对转变的过程本身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在工业化单一种植转

向多样化农业生态系统上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达到同等土地生产力的期限，

以及在这一过渡时期对农民的经济影响。因此，该领域许多新兴的研究项目很受

欢迎。目前 IPES-Food 正在收集案例进行研究，以确定不同农场和农村社区在一

系列不同背景下向生态农业过渡的具体途径（IPES-食品，即将出版）。 

尽管对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不应成为阻止继续

进行转型的理据。如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证明需要“等一等，看一看”，

那么农业与食品体系将永远不会转换，因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只可能有一个系统居

于主导地位并显示其全部潜力。工业化农业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这一特殊地位，

但是没有提供可持续粮食体系的解决方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表明，没有比继

续坚持工业化农业及其产生的体系面临有更大的危机了。随着工业化农业持续时

间的延长，其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已经达到了可容忍的极点，甚至对通过工业化农

业以期达到的高产目标也产生了威胁。 

转向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然而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根

本性的方向转变是将农业体系建立在可持续基础上的唯一选择。我们还充分了解

到农业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有信心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让这些关系能够通过相互

作用得到加强，并且保障生产力、健康、环境可持续性和其他的关注持续得到协

调，使得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得到更多的激励，表现出更强的活力。 

第 3.a 节的任务是描述这些替代性农业体系出现的区域和表现的方式，并在

第 3.b 节中描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支持其萌发与发展。然而，在这样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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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前工业化农业的运作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表 2     关于 1.a 和 1.b 部分的术语表 

作物轮作是一种作物衔接另一种作物的顺序种植，通常是

为了确保土壤健康，营养物质的替换利用和减少病害。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可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它们涵盖不同类型的福

利：产品供应（食品、原材料等），系统调节（气候、废水处理等），维持

作用（例如野生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和文化影响（旅游，休闲）。 

环境弹性是指生态系统抵抗无论是自然活动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压力、冲击

和干扰后的恢复能力。 

间作是在同一地区同时种植两种或多种作物以达到促进作物之间互利作用的

种植方式。 

生计弹性是指人们在面临冲击（例如经济危机、环境灾害）时获得保障体面

生活所需的资产和行动能力。 

混合农业将植物生产与动物或水产养殖生产相结合的农业。 

多物种组合或混合是集约化多元生产的一种形式：在同一地块可将不同物种

或同一植物种类的不同品种进行组合，不同的物种或品种间可以直接相互作

用。 

营养循环是指有机物和无机物质通过一系列途径返回到生物生产的过程，在

这过程中物质被分解成矿物营养物质。 

有机农业是一种必须遵守一系列有关生产投入、操作和环境要求的认证农业。

其中一个关键的要求是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和农药，但可应用来自农场外

部的自然矿产。在欧洲，有机认证还包括对作物轮作的要求。 

多元种植是指在相同场地中随时间变化在相邻的范围内培养不同植物物种。

该术语与单一种植相反，在大范围内仅仅种植单一的或者类似的植物物种，

并且不实施轮作或者很少实施轮作的种植制度。 

精确农业/耕作是指一种农业管理实践，涉及使用技术（GPS、通信技术等）

优化土地的管理，通过高效地利用和投入以提高农业绩效、提高预测和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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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它也被称为卫星辅助耕作或精准作物管理。 

盐碱化是指通过水循环失调（例如通过灌溉操作）和其它因素引起的土壤中

盐含量增加的现象。盐碱化阻碍植物根吸收水分，造成产量降低和土壤的进

一步退化。 

水足迹是指水在其循环的不同阶段被利用或污染的用量总和。 

蓝水：新鲜的地表和地下水，换句话说，淡水湖泊、河流和地表含水层中的

水。 

绿水：指陆地上降水被储存在土壤中或暂时停留在土壤表层或植被中的部分，

这些降水没有变成径流或者补充到地下水中，这部分水会通过植物蒸腾或蒸

发而消失。 

灰水：被污染的水（例如被农用化学品污染）和家庭或办公楼（排除粪便污

染的水，这些水被称为“黑水”）产生的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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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什么维持着工业化农业的存在？ 

 

第 1 部分的分析指出，工业化生产模式主导了现代农业，而多样化生态农业

体系对于改善工业化农业所特有的弊端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既然这个体系能够为农民和社会带来好处（福利），为什么却没有被广泛采纳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农民、社区、地区和国家在倾向工业生产模式

下的整个体系状况。 

如第 1.C 部分所示，农业生产工业化和食品系统工业化是共生的。此外，食

品和农耕体系的这个发展又会进一步更加广泛地带动运输、能源、金融和制造部

门。这些产业的生产力发展依赖农业的劳动力和资本输出。因此，很难详尽列出

所有有利于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因素，或明确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且也不容易区分

哪些是由于外部技术发展导致的，哪些是市场自发演变导致的，哪些是由于政策

驱使产生的。 

 

图 12 锁定农业工业化的八个关键机制 

 

然而，就工业化食品体系发展的聚焦点进行分析还是有可能的。不管结果如

何，以下描述的 8 个“锁定”机制是让工业化农业能够被锁定的关键机制。要实

现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过渡，就需要打破这些连锁机制。这 8 个“锁定”因素

与管理食品系统的政府结构有关，与农业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关，与问题提出方式

的在概念上的障碍有关。每点都植根于工业化农业的恶性循环中，同时也代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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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革新的潜在切入点（见第 3.b 节）。 

 

锁定机制 1：对生产模式的依赖 

因为工业化农业需要投资，而投资需要回报，工业化农业就在这个过程中被

自我强化了。要获得工业化农业所需要的特定技能、培训、设备、网络和零售关

系等，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如果一个农民转换到一个从根本上不同的生产方式，

这套体系就整个与之无关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决策是与通过投资扩大农业生产

规模之间紧密相连的。为了分摊（如专门的农业机械和农药化肥投入产生的）生

产成本，工业化农业需要有足够大的生产基地。本来，多样化生态农业在大尺度

农场上开展不是不可能。然而，扩大经营规模往往与减少劳动力、购买大规模生

产特定作物的机械等决策相连，这样就使得除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以

外的其他生产模式越来越不可能。 

市场信号一直以来表明农业工业化、专业化和大规模化是最获利的途径。生

产力中劳动力和能源成本这两个关键因素的长期趋势也支持向这一方向转型。近

几十年来，包括过渡型经济体（指中国等发展得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劳

动力的相对价格呈增长态势（Das & N Diaye，2013）。农场工人雇佣成本上升已

经成为加速大规模机械化、扩大农场规模以及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刺激因素

（Bowman & Zilberman，2013）。能源价格也支持这一趋势。二战后，廉价的油

气能源以及化肥和农药资源使得农业机械化进程唾手可得，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

工业化进程（UNEP，2012）。然而，这些因素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年来能源

价格就呈现大幅度波动。农业工业化过程亦不是纯粹的市场导向产生的。例如，

对化石能源和特定能源密集型农业投入品（例如：化肥）的补贴，在保障工业化

农业经济上的可行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Pimentel & Pimentel，2007； 

Gliessman et al.，1998，2002）。 

 

 

 

激励农业生产的一些政策措施有利于发展大规模农业。例如，农业研究得到

的往往是“规模效应显著”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成果完全是为了迎合和

工业化农业受到激励的原因： 

 高劳动力成本 

 低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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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大型产业化农民的。这些农民更容易获取信息、资源和银行信用（Tollens & 

Tavernier， 2006）。同时，农业补贴政策往往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化农场，

例如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单位面积的农业补贴随着面积增加而增加

（Couturier，2005）。此外，种子和知识产权立法也有利于大型农场。零售业所

获得的激励机制也进一步巩固了大规模农场的有利地位。大型零售商往往需要大

批量的供应合同，而现实中规模较小的农场很难满足这种订货方式，所以大型零

售商更喜欢与较少的大型生产者打交道（Hazell et al.，2007）。 

因此，市场和政策的相互锁定形成了有利于大型农产的激励机制，在实际上

支持了大规模工业化农业。这些激励政策强化了那些早已强烈依赖工业化农业模

式的前沿投资者，让他们获得丰厚回报。农民也被有效地锁定在这条道路上，即

使工业化农业呈现的负面效应开始剧增，或者获得回报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狭窄的

时候，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强化这种生产方式。 

 

锁定机制 2  出口导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贸易对食品生产与销售体系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人群

中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各地区或国家的经济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贸易协定通常与主要的国内政策交叉，以平衡和抵消国际贸易差生的积极或消极

影响。评估贸易的总体影响是一个艰巨任务，需要不同个案的评估才能够决定某

个地区促进贸易自由化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所造成的后果。 

执行上述评估超出了本报告范围。然而，越来越面向国际贸易的农业是锁定

工业化农业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新的贸易机会已成为实现农业专业化和工

业化的重要原因和后果。 

至 19 世纪末，水上和铁路运输的进步以及制冷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盈余的

作物和牲畜资源不再仅局限于当地市场，而是走上国际市场（Mazoyer & Roudart，

2006）。它还意味着个体农场不再需要自给自足来饲养动物。反过来，这可以让

土地用来专门从事商业作物运营（Mazoyer & Roudart，2006）。 

在有利于特定作物与家畜的那些区域，利用手头的资源，农场通过减少生产

的多元化，专注于这些作物和牲畜的生产，能够让这些产品在价格上更加有竞争

力。运输和零售基础设施的发展，使之更容易在国外市场上出售农产品。超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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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型零售商由于经济规模大、承受力强，因而国际运输成本已经不是不可以

承受的了（Lawrence & Dixon，2015）。 

 

 

 

 

 

到了 20 世纪末，扩大和发展贸易有机会确立了其政治正确的地位。城市化

扩张使得给中心城市便宜和丰富的食物成为政府的优先考虑。这种“偏向城市”

的现象主导了农业贸易政策几十年（Lipton，1997；Masters et al，2013）。 

有利于全球农业商品链的倾向逐渐在农业的补贴结构中反映出来了。在高收

入国家里，补贴大规模农业商业化生产是很常见的（Herren et al.，2012）。在美

国，这种政府支持政策的倾向很明显（Carolan，2013）。美国的这种政策人为降

低了大豆和谷物价格，从而激励了依赖进口的谷物饲养牲畜方法，而不是继续开

展草食方式发展畜牧业（Schoonover&Muller，2006）。 

在印度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政府的政策偏向于主粮作物，如水稻、玉米

和小麦（Kaushal & Muchomba，2015）。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塑造了全球动物饲

料供应链，然而在生产它们的国度里，消费者却得不到这个链条的最终产物（肉

和乳制品）（Sharma，2014）。 

大量不同类型的政策激励措施更加全面地鼓励出口导向型农业发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农业发展援助计划的大部分资金用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水

稻、小麦、糖和玉米的生产（Lines，2008）。近来，为推动生物燃料生产在全球

发展而制定的政策导致了生物燃料商品的增长（Banse et al. 2011），而这通常都

仅仅是为了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与此同时，普惠的津贴和支持已经使得二十世

纪下半叶的化石燃料供应不仅便宜而且丰富，这也让农产品的长途运输变得相对

便宜（Leach，1992）。尽管面临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对农民的潜在危害，目前激励

出口导向的各种激励措施仍然在大量增加。（详情查看 Section 1.a.iii） 

“相对优势”（如气候、土壤）是农业专业化的根本原因。为了扩大农业生

产的这些比较优势，确保出口持续增长，各国政府实施了很多激励政策。结果整

促进农业出口导向的原因： 

 农业政策 

 贸易政策 

 发展政策 

 能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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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的农民都根据这些政策信息实施专业化，并为全球市场提供专一产品。美

国东西部像“玉米带这样的大规模同质体系，已经不是农民各自根据所在区域地

理优势通过独立决策产生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区域的专业化生产完全违反了资源优势规律：近期加州需水

量大的杏仁种植面积扩大到了干旱的中部地区（CDFA & USDA，2015）。通过公

共和私人投资支持的有利市场基础设施（比如仓库、零售店）也巩固了区域专业

化生产模式。然而，有利的政策措施，比如农业补贴和农民的取水权，才是产生

比较效益的关键因素，成为进一步开发、维持和扩大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动力。 

即使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并没有从出口导向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中受益，但食

物供应体系的发展还是依靠和围绕着出口导向型农业。从最近的几十年来，进入

国际贸易的食品份额增加了——从 1986 年的 15%上升到 2009 年的 23%

（D’Odorico et al.，2014）。即使这样，世界上大部分食物消费仍然没有跨出国界。

尽管如此，贸易在特殊产品供应链里（比如肉类或奶制品）、在特定的供应和零

售圈里（比如无差别配方的加工食物）、对于依赖这个体系的特定饮食习惯人群

中，却起着不成比例的作用（参考锁定机制 3：对廉价食品的期望）。 

由于宏观经济的依赖，随着时间推移，出口型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受益于

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已经依靠这种外汇来进口日益增加的各种各样工业和商业货

物，或者进口其他食品。因此，出口导向锁定在现代食品系统中，成为高度专业

化和工业化农业模式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锁定机制 3：对便宜食品的期待 

饮食方式以及消费者的期待是与工业化农业的出现同步发展的。由于受到一

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国际贸易一样，食品消费的演变代

表了一个巨大的领域，在这里只能稍微提及。新的消费和零售帝国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他们的兴起常常独立于农业的进化，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触发食物体

系发生改变的切入点。 

国际贸易占农产品的比例 

 1986年 15% 

 2009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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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趣的是近几十年来工业化农业与特殊的食品零售与消费习惯形成了

一个相互强化的反馈回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大规模食品零售发展对农业产生的

影响。 

由于食品零售、分销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可以让消费

者获得更多选择。制冷技术和复杂的运输和配送基础设施，使得各种食品能够全

天候地供给消费者，消费者们可以在超级市场和其他的零售店购买到这些食品。

同时，水果和蔬菜等保鲜技术被应用，使其保持新鲜，避免了长途运输中食物的

变质（Cocetta，2014）。日益增加的有效保鲜技术也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食

物生产的效率，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 

现代食品体系涉及的产品范围和配送基础与工业化农业尽管同时发展，相互

联系，但是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天然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大规模零售越来越多地

依赖于廉价的、有弹性的、规格一致的食品供应，而工业化农业就占据了这个

独特的供应角色。例如，现在许多国家流行的加工食品一般是用主要作物，如玉

米、大豆和小麦作为原料。为此食品加工业大量创造了对质量上整齐划一产品的

需求。 

这些加工食品中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饱和脂肪。这些脂肪从常常从同一个来源

的植物油获得（Popkin et al.，2012）。棕榈油相对便宜，目前占全球植物油产量

超过 30%（Carlson et al.，2013）。另一个常见的添加成分是加工食品中作为一种

甜味剂高果糖玉米糖浆（HFCS）（Truax et al.，2011）。生产高果糖玉米糖浆已经

成为工业化玉米生产体系获得扩张的主要驱动力。这个体系使用基因背景单一的

品种进行高度专业化生产（Miller & Spoolman，2011）。 

这种趋势进一步被大规模零售组织所推动。便利超市的增长促进了加工食品

的兴起（Reardon et al.，2003；Gomez & Ricketts，2013），因为这些食品相对于

其他产品通常价格更低。此外，由超市和其他大型零售商强制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为了达标所需要的成本常常让个体小规模生产者很难达到，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因此，连锁超市更愿意面对少数大型生产者（Hazell et al.，2007）。 

在消费模式的发展中对动物蛋白的需求上升是另一个关键特性，对如何组织

农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对肉类需求的增加一般来说是通过增加工业化养殖业来

满足的。这些工业化养殖业仅仅依赖少数几个特殊品系（Thornton，201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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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趋势也推高了喂养动物对有关作物的需求（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从而强

化了高度专业化的饲料生产体系。例如，大豆单一栽培的扩展就是由于全球肉类

产业发展需求推动的，同时也是由于作为食物和非食物对大豆的及其产物（如：

食用油）的需求所推动的（Ash et al.，2006）。 

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锁定了这些已有的发展方向，从而把这种方式移植到购

买力水平和消费者习惯已经西方化了的地方。首当其冲的是不管在零售网络还是

快餐店，人们已经习惯了量足价廉的食物。他们的家庭消费预算也迎合了这种新

的消费方式。例如来自美国农业部 2016 年的数据显示 2014 年食品支出占全美家

庭总支出已跌至 11.4%，其中 6%是家里就餐支出，5.4%用于在外就餐支出。 

食物的相对贬值已经与工业化国家的主要食物浪费形影不离。家庭食品的浪

费已经达到 19%左右（Gustavsson et al.，2011）。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普遍把绝大

部分收入耗费在食品以外的其他方面，从基本生活费用（租金）到奢侈项目（如

技术型的消费项目）。 

 

 

 

其次，消费者越来越脱离食品系统。这种脱节有三个层次：物质的（在大多

数人居住的城市区域和生产食物的农村地区之间的脱节）；经济的（消费者和农

民之间有更多中间商，更多的价值流到了供应链的后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认知的（减少对食物生产和加工过程的认知）（Bricas et al.，2013）。结果在人们

日常要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中，食物选择会对农业系统产生什么影响的这一事实

已变得不那么清晰和不那么重要。 

恶性循环被牢牢地锁定了。只要消费者仍期待以同样的价格获得同样的产品，

工业化农业继续提供廉价商品流，这样的零售模式就很难改变。尽管替代的零售

模式在一些地方已复苏（看 3.a 部分），但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且不断被强化的

大规模零售模式对于许多农民来说仍是销售其产品的唯一可行出路。在这样的背

景下，农民除了进一步专业化和工业化生产，以低成本生产大量特定商品以外，

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食品占美国家庭支出的 11.4% 

 在富裕国家浪费的食物占家庭食物消费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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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机制 4：分割的思维模式 

在政府、科研和商业方面高度分工的结构也让工业化农业被锁定了。 

提高作物和牲畜品种的生产力成为 20 世纪许多政府政策的和研究项目的关

注焦点。在 19 世纪中叶第一次研究出化肥之后，铺平了通过科学手段增加作物

产量的道路，这成为后来 100 年农业发展的特征（Nene，2012）。富裕国家受惠

于这种方式的发展，获得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 

在战后，人们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传播这些先进技术。“绿色革命”也在提高

产量方面获得了可观的胜利。“绿色革命”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选育对外部投入反

应良好，适应区域广的作物品种。在 60 年代中期，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开

展对改良的水稻品种的研究。结果 IR-8 （奇迹稻）品种被许多亚洲国家所接纳。 

在同一时期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发展中心成立。1971 年，捐助国和许多基金会

一起形成了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CGIAR），以支持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研究

中心。这些成功的新品种被销售和分发到世界各地，对重要作物产量的巨大增长

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本报告的 1.a.i 部分也予以记载了。 

然而，“绿色革命”构想继续主导和产生相同类型的解决方案，甚至在协调

生产率上升与其他越来越被关注的问题之间的矛盾时也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至

今，在专注农学和作物的生产力和产量方面的现代农业分学科研究中我们仍然可

以看到“绿色革命”的影响力。大部分农学院校已经发展出自我封闭的学科结构，

这些学科之间没有紧密的相互联系（O’Brien et al.，2013）。这样发展而来的传统

农业研究和教育系很少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在食物体系下的复杂相互作用

（Francis et al.，2003）。作为例子，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在高度专一化的生物技术

领域选题的比例要远远多于在农业生态学领域选题的。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学者

主要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工业化农业模型方面（Francis et al.，2004）。因此，这

些教育体系成了推行农业替代模式和系统性解决途径的障碍（Bammer，2005）。 

 

 

 

 

 

绿色革命思想： 

 重视对投入有反映良好的作物 

 优先适应性广的品种，忽视适应局部区域的品种 

 优先大宗作物，忽视小作物 

 重视技术革新，忽视社会革新 

 重视垂直的价值链，忽视横向知识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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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私有化的农业研究加强了这些趋势。在很多国家，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

护措施条件下，如商业秘密，植物育种权和专利保护等，有助于私人研究的发展，

而公共的农业研究在近几十年却相应缩减（King et al.，2012）。私人投资集中到

市场规模大到可以保障投资取得可观回报的那些商品（Piesse & Thirtle，2010 ）。

因此，次要品种和传统作物品种则被忽视（Rahman，2009）。 

根据私营部门优先次序确定大学里的发展重点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在

过去 30 年，政府经费的削减使得高等教育和农业研究的预算变得紧张，这个空

缺被私人基金所填补（Muscio et al.，2013）。以上情况导致了研究者按照私有投

资者的优先顺序意愿安排研究。就算是那些政府资助的也大部分用来支持这些研

究，仅仅关注少数的大宗商品作物（Jacobsen et al.，2013），仅仅关注增加产量

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对投入有良好产量反应的作物育种）。例如欧洲委员会从生

物分子工程项目开始，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经费已经达到 3 亿欧元（European Union， 

2010）。 

在过渡型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已经发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些国家的

农业研发开支占到全球的 25%（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2）。近几年，发展中

国家也已经了出现私人农业研发增长的现象。这类研发同样地关注一个极小范围

内的作物与牲畜品种及其技术，这使得酷似于工业化国家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农

场经营同时得以发展（Naseem et al.，2010）。 

围绕各种专业化农业部门的局部性思维模式也可以在给农民传授知识和培

训时看到。分部门化的或价值链取向的范式已经在许多国家扎下跟，就像法国的

“农业分支机构”那样（法国农业部，2011），推广服务密切联系特定产品链进

行垂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政府的决策体制也变得部门割裂，程序割裂，百病丛生，很难应对食品体系

的跨界挑战。例如围绕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讨论中，出了名的是农业选区

人数占优，但是欧洲委员农业委员会主席和欧盟农业委员在程序上却占据特权位

置。这种割裂的决策途径越来越与更加广泛的一系列优先事务脱节。这样的决策

体系却声称可以为提供公共服务或提供食品安全负责。欧洲联盟委员会内部的一

个研究现在终于呼应了民间社会团体关于建立粮食与环境跨部门专责小组的诉

求，目的是为了打破围绕着共同农业政策的割裂效应（Maggio et al.，201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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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们也认识到类似的部门割裂问题，科学家和民间社会团体鼓励政府在制

定农业政策时为了更高远的目标，要与其他政策领域交流贯通（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2015a）。 

农业研究、农业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之间的作用是相互强化的。制定视野狭

窄的农业政策所依赖的是学科分割的相应农业研究。农业部门机构组织起来传授

这方面的知识给农民，农民反过来则要依赖农业补贴和其他政策支持来提高作物

生产力和产量。 

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力及其相关的投资预算被单独加以关注，并与其他重要

的优先考虑因素分离。即使新兴知识体系（比如生态农业体系面对逆境的缓冲弹

性）出现之后，纯农学途径仍然聚焦在最佳条件下主要作物的产量增长上。在“绿

色革命”中对于产量增长起来很好支撑作用的分割思维，在今天食物体系面对跨

部门的、相互联系为特征的挑战时，却变得很难适应，甚至不适应了。 

 

锁定机制 5：短期思维 

由于在各方面取得重大的政策支持，又有私人通过投资育种（详见锁定因素 

1-4）等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工业化农业得到了发展。这些赞助商愿意投

资到农业部门，并且会继续支持其发展。 

但是他们的利益被限定在政治和商业周期决定的时间范围内，使得他们不得

不优先使用短期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让这些人套牢在现存体系中，即使这个体

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决定政策领域的选举周期里，短期思维最为明显的。寻求连任的政治家不

大可能支持那些在当下选举周期内不能实现的政策。这使得采用的政策只着重于

调整现有框架，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即使像欧盟这样，时间周期更长，欧

洲委员会有关人员对选举在表面上考量政治会少一些，但是改革力度也还是不够

大。连续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目的也只在于阻止农场数量减少和农业劳动力流失，

而不是解决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Buckwell，2015 年）。这些改革一直在进

行，但是获得补贴的很多人根本不想改革，也不想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Haniotis， 

2016 年）。 

在政治进程中的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如农业利益集团的民选代表，也会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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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给那些选他们的人和那些不久将寻求连任的人以直接利益。 

事实上投资者主要的考虑和动机也有一个获得短期效益的底线，这就限制了

大型贸易公司在涉及长期改革方面进行重大投资。 

关注短期获利这一现象在零售部门尤为普遍，大多数零售商被消费者那些追

求便宜、周年食物种类丰富的期望所锁定（参照锁定机制 3：廉价食物的期望）。

在这环境下，基于短期收益的考虑，超市就经常被限定了该用哪一种农作物

（Thresh，2006）。这会给所有农民造成压力，尤其是对那些试图通过多样化的

生态农业体系来培育有长期自然协同效应的农民。 

正如第一部分 1.b 中所述，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能够为农民和社会提供巨

大的收益。然而，考虑到重建土壤健康和土壤肥力、增加生产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全面体现体系抗逆弹性增加后的好处需要时间，因此它的优势不会立即显现。 

实施这种变化很明显地会给农民带来经济风险，至少是在过渡时期。现有的

政治和商业途径被短周期行为所左右，很难支撑这种转型需要的长周期服务。食

物体系的众多运作者要求获得近期成果是导致人们锁定在现有体系和阻碍多样

化生态农业耕作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锁定机制 6：“养活这个世界”的说教 

为了粮食安全增加食物生产总量已经成为追求工业化农业的关键动机之一。

公开的政策方针经常明确要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在战后时期。为了实现这个目

标，提倡开展高度单一化的生产。例如，1963 年美国农业部写道：“如果每一产

品都尽可能地种植在有最大收入优势的那些农场和那些区域，从长期来看，整个

国家的情况会更好，资源能够得到最高效的利用”（Johnson & Parsons，1963）。 

为此政策制定时总是期望通过增加主要商品的生产来实现粮食安全

（Duncan，2015）。这种想法影响了几代农业政策，往往以项目形式出现来支持

商品作物生产的增加，并配套政策以增加农业贸易量（见锁定机制 2：贸易和出

口导向）。 

短期思维产生的原因： 

 选举周期 

 贸易公司持股人的回报 

 零售压力 



64 

 

这些政策的基础是用工业化农业“养活这个世界”，也就是在全球生产足够的

净热量来满足粮食安全。如第 1.a.iii 概述，在工业化农业体系中生产力增长的成

效令人触目，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转化为全球粮食安全。仅仅在 2015 年，全

球仍有 7 亿 9500 万人遭受饥饿（FAO et al.，2015b），20 亿人被缺乏微量营养素

的“隐性饥饿”所折磨。（生物多样性国际，2014）。 

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饥饿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涉及贫困、社会排斥

和其他影响到获得和利用食物的多种因素而产生的一个分配问题（WHO，2008；  

World Bank，2010；FAO，2015；Sen，1981）。人们逐渐认识到生产率的增长应

当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些国家真要解决包括最穷群体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问题（Piesse & Thirtle，2010；Pretty et al.，2011）。 

然而，关于养活这个世界的宣传还在继续，特别是 2007-2008 年期间粮食价

格波动和新发现与粮食安全相关的紧急事件之后。关于未来实现粮食安全的统计

信息引人注目，且常常被强调。这包括粮农组织预测的全球农业生产截至在 2050

年必须增长 60%才能满足对食品和饲料的需求（FAO,2013a）。围绕着这个数字，

宣传如何养活这个世界的还有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宣称，在 2050 年全球大约

有九十亿人口，因此“我们需要的生产的两倍于目前的食物才能够养活每一个人”

（Cargill， 2015）。 

这类宣传认为过去推动绿色革命生产力增加的那套体系和那些方法还要继续

起着关键作用。目前这个处方被略微修改之后就塞进了新的行动方案之中。 

比如，人们对生态的关切，通过使用目前成为普通术语的“可持续集约农业”

或者“气候智慧型农业”被柔合到粮食安全的命题之下。在这些口号下，包括减

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在内的减少工业化农业对环境影响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然而，这些做法的目的是仅仅针对食物体系的个别后果，而绕过从根本上重

新评估整个工业化农业体系及其自我强化的机制。“可持续集约农业”途径常常

聚焦在减少进入农业的土地面积，认为减少农业耕地面积就能够满足一个确定的

全球安全临界值（请看例子 James，2014）。正如第 1 部分阐述的那样，这些做

法对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能够激活现有农地和封存碳的巨大潜力仅仅轻描淡

写，期望因此能够减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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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情况下，原本聚焦于生产力的说教已经调整为强调关注社会公平。在

欧盟也是如此，很少能够关注到食品体系问题的根源。例如，G8（八国峰会）

新成立的“粮食安全与营养联盟”是一个在 2012 年启动的旨在履行粮食安全承

诺的发展计划，宣称要改善小农的生计。然而，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行动还是把小

农作为外包生产者整合到农业企业领导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Mckeon，2014），

却避而不谈食品价格波动的问题，商品作物产区在贸易中的议价能力下降问题

（见 Section 1.a.iii），也忽略了这些人的手中无钱和手中无权而使困难更加严重

的问题。（De Schutter，2011）。 

在最近的一次欧洲议会对 G8（八国峰会）联盟提出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

认为没有考虑其他途径，没有考虑支持生态农业、没有广泛咨询民间团体和农民

组织讨论如何实现粮食安全。 

在对生产力的研究焦点已扩大到对营养的关注，提出了“粮食与营养安全”

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往往还是被置之不理。在许多发展计划和研究计划中，

解决方法的重点放在单一的营养元素通过添加、强化和生物强化来满足，很少强

调如何更加可靠地让人们可以接触到多样化的食谱（Frison et al.，2006；Burchi et 

al.，2011）。 

“粮食与营养安全”的说法是重新思考粮食安全的好切入点。然而，他们做

这件事的方式是要转移对工业化农业失败的注意力。这些关于“粮食与营养安全”

的说法仍然忽视了必须在哪里和由谁生产这些食物的问题。这场围绕在“养活这

个世界”的辩论框架误导我们去关注了诸如如何获得高能量低营养的那些商品作

物的产量这类问题。 

结果是关键的问题却被搁置到一边，诸如：如何保障农民的生计，如何为在

世界各地粮食最不安全的穷人增加食物供给，如何提供健康的、多样化的饮食，

或如何改善公平性和社会福祉。关于“粮食与营养安全”的说法显然构成了一个

重要的锁定机制。这个说法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的支持者能够带来的权力和显示

度，这进一步表明了在食物体系中权力分配方式的重要性（见锁定机制 8：权力

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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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机制 7：衡量成功的标准 

如锁定机制 6 所示，工业化农业和寻求“养活这个世界”在同步进行。在食

品系统中衡量成功的标准通常呼应相同的流行规则，并且构成了另一个锁定工业

化农业的关键因素。成功的评估及其标准在确定农业系统的运作有多适宜和具体

干预措施多有效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的研究经费、发展规划和政治支持往往取决

于具体绩效指标。因此，使用哪些指标是至关重要的。 

农业的表现经常根据特定作物的总产量、人均产量和总的要素生产力（单位

土地和单位劳力投入获得的产量）来衡量。在这基础上，高度专业化的、越来越

大规模化的农场已被农业部门和全球组织所重视（例如见于 USDA，2016b）。此

外，关于不同农业体系的活力分析一般基于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而没有考虑

生态、社会、文化价值因素，也没有考虑系统的复杂性（Flores & Sarandon，2004）。 

有关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能够在提供高产稳产，保障收入这些方面具备很强

竞争力的证据正在出现，特别是那些长期研究（见第 1 部分 b）。如果发展和传

播生态农业知识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与投资的话，这些结果还会更好（例如参考 

Pretty et. Al.,2011; De Schetter, 2010）。 

然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正如定义所确定的那样，朝着生产多样化的产

品发展，其中有些产品在农场内被再利用（例如，为动物提供饲料）。多样化的

生态农业体系一般也会关注减少中间商的那种物流链较短的零售圈，减少与投入

有关的中间转换环节，以及关注满足自身消费。这意味着这类农业体系在经济交

换中形成的价值会减少。结果，在计算单位面积和单位劳力投入的作物产量时，

甚至在没有适当考虑产量以外的不同类型产出和循环利用的情况下来计算总生

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生态农业体系就显得没有优势了。 

此外，在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中通常最有优势的食物高营养含量，及其广泛

的环境效益按照现在的评估体系都没有涉及。使用整个体系的“资源效率”和“环

境效益”的指标评估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是必要的。要做到这样，不仅要考虑投

入产出比率，而且还需考虑目标产出和非目标产出或者影响之间的比例。如，第

1 部分所描述的，基于资源效率进行计算的结果表明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系表现

得非常好。 

考虑到环境和疾病的压力在增加，多样化体系能够从极端冲击和在胁迫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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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维系生产的能力应当反映到评价指标中。这也非常重要。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体

系为农业和农业以外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多样的生物生境，碳封存，水质，

自然资本与资产的保育）有巨大的潜力。这些服务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测度和给

予补偿。 

 

 

 

 

 

目前也缺乏对农业体系劳动力效率的适当而对等的测度方法。测度每个劳工

生产力的传统方法鼓励那些能够节省劳力的体系。全部或者主要依赖这类测度方

法就意味着无视了围绕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如 2.b.i 所述，多样化生态农业体

系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体系会对经济长远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起到积极作用，

尤其是生态农业的工作条件比传统工业化农业的更为优越时（见 Section 1.b.iii

和 1.c）。目前描述市场效率的方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市场机制在评价中并没

有考虑许多被社会认为是很重要的任务，如减少贫困、营养健康、食品价格稳定，

甚至是创造就业机会方面（Timmer，2015）。 

总的来说，继续按照目前工业化农业设计和传递方法去测度不同的农业体系，

目前的工业化农业体系将会继续保留下去，结果是丢弃了在食品体系中十分重要

的其他效果。 

 

 

 

 

 

 

锁定机制 8：权力的集中 

食品体系的权力集中。这个锁定机制有一个不同的特点：这个机制再次强化

了前面提到的所有锁定机制。目前工业化农业的食品体系模式中，价值集中到少

市场的聚集度表现在多个方面： 

 3个公司控制了 50%的商品性种子市场份额 

 7个公司控制了将近全部的化肥销售额 

 5个公司共同控制着 68%的农用化学品市场 

 4个公司在私人家禽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占了 97% 

 4个公司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占据了高达 90%的市场份额 
 

生态农业的优点常常被低

估： 

 总的产出高 

 产出的营养含量高 

 对逆境冲击的可塑性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创造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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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员身上。这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统领地位得到强化，从而更有利于他

们对政策和激励措施的影响能力，并塑造和统领整个农业体系。 

例如，在工业化体系中化肥、杀虫剂和对这些输入反映良好的种子的经营是

高度集中的。这让利润流入了少数处于统领地位的农业企业。三家公司在 2007

年就掌控了世界种子贸易量近 50%的市场份额，而有七家公司实际上控制着所有

的化肥供应，五家公司共享着世界农业化学品市场 68%的市场份额（Renwick et 

al.，2012）。这种集中导致了中小型种子企业的急剧减少，育成品种的减少就更

为厉害了。 

同样地，目前数量有限的公司控制着动物遗传学这个领域被研发工作。在家

禽业中，有四家公司占了私人研发经费的 97%。两家公司控制着的大约 94%的

商业蛋鸡的种鸡生产。这两家公司事实上提供了全部商品火鸡。他们聚焦在利用

越来越狭窄的品系上。四家顶尖跨国公司提供了整个猪牛行业三分之二的研发投

入（FOE&HBF，2014）。 

同时，商品出口网络与工业化农业体系整合在一起（参考锁定机制 2：出口

导向）让大部分利润流向了少数跨国公司。只有这些公司才有能力提供这种巨大

商品物流所需要的基础设置。多达 90%的全球粮食贸易是被四个农业公司所控制

（Murphy et al.，2011）。新兴的超市和其他大型零售商则把他们的权力聚集在食

物链的其他节点上（BASIC，2014）。权力不仅仅高度集中在这些不同节点上，

而且这些不同的利益通过他们喜欢看到的那种流行体制被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个食品体系生产规格一致的作物产品，并进行大规模贸易。这完全符合作物育

种家、农药制造商、粮食贸易者、超市和零售者的利益。 

主要参与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他们的控制力。随着公共部门研究资金

来源的萎缩，研究能力也逐渐下降（见锁定机制 4：分割的思维范式），农业生

产资料的垄断企业可以从提出问题（例如：过分强调全球对生产力需求面临的挑

战）到解决问题（例如：新的对生产资料要求更甚的作物品种和畜禽品系）中起

到核心作用。从而保持他们的产品有稳定的需求，确保控制力和影响力如常运作。 

通过游说决策者来确保良好的政策环境是用来发挥控制力的另一途径。2015

年，农业企业花费了超过 1.3 亿美元来游说美国国会，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防工业

的游说力度，并且大概是有组织劳工游说总开支的三倍（OpenSecret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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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食品加工商、食品制造商和特殊兴趣团体通过游说协助制定了在 2015 年

被美国农业部采用的日常饮食指导方针。该方针总体偏离了农业部已经委托的日

常饮食指导方针委员会健康营养专家所给出的建议（Watson，2015）。 

这种力量也可以体现在保障研究热点及其研究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

展。2009 年，几十个美国科学家匿名向环境保护署（EPA）抱怨独立开展转基因

作物研究的困难（Pollack，2009）。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仅仅是因为作物学家的研

究成果不符合他们把持的利益，就发起了诋毁这些科学家声誉的行动（Waltz， 

2009；PR Watch 2015）。 

另一个表现权力的重要渠道是选择替代方式。在锁定机制 6 里谈到，宣传说

教是一个强化工业化农业的强大工具。现在一个关于粮食安全说教的一个变种就

是坚持我们同时需要工业化农业和有机农业来养活这个世界（例如见 Huffington 

Post，2014）。这样，有机农业已经成为大型农业企业接纳的标准产品，也在主

流零售商里占了一个小空间。工业化农业通过这个方法缓冲和减弱所受到的巨大

挑战（Jaffee & Howard，2010）。 

生态农业可能面临类似的风险。生态农业越来越多地在一系列情境下被谈及，

但是仅仅涉及单一目标，例如环境目标，但违背了改善可持续能力的总目标。例

如，法国麦当劳快餐店 2010 年采用一个“生态农业战略”，其特征之一竟然是承

诺“尽可能把传统的植物检疫原料更换为其他替代原料”（McDonald’s， 2015）。 

对于批发商来说，向多样化生态农业的食品和农业体系转换不一定能为那些

已经取得权力和影响力的既得利益者带来清晰的经济回报。替代的模式需要的少

量输入主要靠地方和自己提供。此外，为了提供一个对于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来

说非常重要的对逆境的可塑性和弹性（详见部分 1，b），需要各种各样高度地方

化的种子，而且需要有能力对这些种子所依赖的遗传资源进行繁殖、分享和使用。

这样，对农业生产资料输入要求很高的主要作物品种的作用下降了，因此对种子、

肥料和农药供应商不会产生什么激励。考虑到可供替代的农业模式更加重视地方

性生产、缩短价值链、减少中间商，全球经济贸易和加工工业也是反对变革的主

要潜在力量来源。 

生态农业改善食品体系效益的潜力远比为农业企业提供利润空间的潜力大。

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生态农业到现在为止，进入全球政治议程的速度还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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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慢。由于多年的某些成员国的反对，直到 2014 年 9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

安全和营养生态学才能够组织起第一次研讨会（见第 3a）。这一很有前途的发展

方向却姗姗来迟。如果得不到政府、基金会、合作组织以及其他有影响力人士的

强有力支持，生态农业要成为主流可能还不得不经过一番奋斗。 

工业化农业体系中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和自我强化是农业转型需要过渡期的主

要原因。因为要克服来自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的阻力，挑战是严峻的。这些人们

已经与这些工业化农业体系形成了共生关系。这就是第三部分将要探索的问题，

其实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士也可以成为改变食物体系的主角—这早已有些案例。然

而，要保证批发市场能够过渡到多样化生态农产品，要保障生态农业能够扎根，

还是需要清晰地建立起生态农业优先的政策环境。 

 

 

 图 13.食品系统中的权利不平衡：主导要提出的问题及主导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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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如何让平衡向有利于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倾斜? 

 

3.A 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转换的新机遇 

 

在第二部分分析的恶性循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强化工业化农业模式。然而一

系列变革的机会也在这个体系的缝隙中冒出来了，为向多元化的生态农业体系

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些发展状况很难详述，因为它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这些对工业化农业体系的挑战具有一系列共同点。 

有 8 个由工业化农业向生态农业系统转变的关键机遇。这些发展的影响到底

有多大，怎样才能让这些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呢，这将在 3.b 部分阐述。 

机遇 1：激励多样化和生态农业的政策 

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支持和激励脱离工业化农业模式。这些激励措

施涵盖了从多样化要求的底线设置，到更广泛的实践方式转变。例如： 

• 通过 2013 年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欧盟向一些作物多元化种植的农户

进行直接补偿。 

• 苏联解体后，古巴政府开始逐渐推动该国农业从化学投入密集型单作农业向

以生态农业和自给自足为指导原则的可持续农业转变。生态农业已经在国家

层面或者非国家层面逐渐制度化（Nelson et al.，2009）。在古巴，家庭生态

农场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25％，其粮食供给量占国内粮食总供应量的 65％

（Rosset et al.，2011；Altieri & Toledo，2011）。 

• 以生态农业和有机产品生产为目标的巴西计划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这其中涉

及 9 个不同部门的统筹协调。该计划试图通过利用和保护传统的植物和动物

遗传资源，达到增加健康食品消费的目的（Brazilian Ministr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2013）。 

机遇 2：建立综合的“食品政策” 

各国政府正在加快改革和整合影响食品体系的政策决策过程。这种成熟的食

品决策制定需要各方面人员，如科学家、政策决策者、各社会团体，以及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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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健康卫生部门、环境部门和发展部门等的通力合作。例如 

• 从 1991 年多伦多成立第一个食品政策理事会（Foodpolicy councils）以来，

全世界各地的城市涌现出越来越多类似的机构，尤其是在英国、加拿大和美

国。这些理事会整合了来自不同部门、各行各业的人员，如食品、农业、公

共健康、农业经济、零售业、环境、政策决策部门以及社会团体等，促使各

方面人员建立食品业相关的长期有效合作协议（TorontoFood Policy Council， 

2016；MassachusettsWorkforce Alliance et al.，2015，Vancouver FPC，2016； 

Bristol FPC，2016；Alaska FPC，2016）。 

•  CONSEA（国家食品和营养安全委员会）是隶属于巴西政府具有顾问性质

的理事会。理事会的代表中，有三分之二来自私营部门和社会团体，包括工

会、商会、宗教团体、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家庭农户和原居民团体等，剩

下的代表则来自于联邦政府。在 2006 年，CONSEA 建议巴西总统认识到充

足和健康的食品供给是政府应当确保的基本人权，并推进国会审核和通过了

“关于食品与营养安全的国家法”（LOSAN）。在这项法律下，政府已经推

行关于“食品与营养安全的国家政策”，并且从上至下的各级政府部门（包

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参与到了 SISAN（针对食品与营养安全

的国家体系）建设当中。 

• 在泰国，国家食品行动委员会（2008）作为国家级别的委员会是国家食品管

理和促进合作的主要机构。这个委员会是为了针对关于食品的一系列问题的

评估以及提出政策建议而成立的，这些食品问题包括食品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质量以及饮食教育。 

• 有了这些典型，2015-2016 年在欧盟内部，要求制定更多更完善的政策。在

2015 年，一个欧洲委员会的内部研究要求建立一个针对食品和环境的跨部门

特别工作组，打破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政策的部门掣肘，制定“共同食品体

系政策”（IPES-Food， 2016）。在 2016 年举行的欧盟议会中，IPES-Food 与

跨党派的可持续食品系统组织以及其他科学家和城市社会组织等，为欧洲

“共同食品政策”开创新的协调机制（WRR，2015）。 

• 在 2015 年，荷兰政府基于一份荷兰科学委员会关于国家政策的报告，为了

发展综合性食品政策成立了一套基于多方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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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2016 年由科学家们以及社会团体共同发起了“碟子联盟”（Plate of 

the Union）运动，呼吁下一任总统推行适当的国家食品政策（Union 

ofConcerned Scientists，2015a）。 

机遇 3：景观水平的综合思路 

目前，针对食品系统产出的管理和改善越来越倾向于从景观尺度和区域尺度

进行统筹考虑。围绕在不同层次（农田、农场、景观和区域尺度）建立多样化食

物体系，以便统筹资源和废物流向，保障跨区域的生态系统健康。有关提议正在

提出，有关合作机制正在建立。这就为多样化的食品体系打下了基础。例如： 

• 涉及环境组织和农民学习网络的景观尺度整合倡议正在迅速涌现。一项在 33

个非洲国家进行的 87 项景观尺度整合案例研究发现，63%的案例至少有一项

积极的结果（包括保育、农业、政策或经济发展），这些积极结果中 72%的

案例至少包括其中 3 个领域（ Milder et al.，2014）。 

• 都市圈正在成为粮食体系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要考虑的重要单元，因此需要充

分考虑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环境规划，例如需要充分规划流域和下游的水质。

受到 FAO 支持的都市圈食物系统联盟通过整合民间组织、科学研究机构和

地方政府，建立了用于管理都市圈水平食物系统的知识库，并且分享实践经

验（FAO & RUAF Foundation，2015）。 

• 城乡合作有益于城乡景观的保护和改进。早在二十五年以前，涉及几千个参

与者的所有权制度已经在日本梼原开始实践。这种所有权制度基于城市和农

村社区的合作，涉及粮食生产、景观保护、文化活动和环境教育等。另外，

此制度有助于维持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水稻梯田系统（RUAF Foundation， 

2015）。 

机遇 4：全球治理议程中的生态农业 

近年来，政府层面对粮食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综合统筹生产以及生态农业的发

展越来感兴趣。这在政府间议程和评估中逐渐显露出来，例如： 

• 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提出需要特别警惕生态系统退化以及减少农

业生态系统对环境的负面影响（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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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国际农业知识与科学技术发展评价委员会（IAASTD）由 400 多位

来自 FAO、世界银行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专家对生态农业做出评价，他们认

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范式需要改变，并且呼吁发展生态农业（ IAASTD，2009）。 

• 在 2014 年关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国际研讨会上，FAO 呼吁推行生态农业模

式（FAO，2015b）。随后 2015 年，在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区域农业生态

会议上，也进行了关于生态农业方面的议程。2016 年 8 月将要在中国举行关

于生态农业的国际研讨会；2016 年底计划在匈牙利举行关于生态农业的区域

会议。FAO 的总干事 José Graziano da Silva 说：“生态农业无论在科学还是在

政策方面都得到发展，这将有助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

题”。 

• FAO 已经对提供生态农业培训课程的农民田间学校进行了资金支持，并培养

参与社区培训的人员以发展生态农业网络。2016 年 10 月份将在布基纳法索

和莫桑比克开展课程教学。 

• 2015 年，作为联合国 10 年框架计划的一部分，FAO 和 UNEP 发起了基于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发展项目（SFSP）。SFSP 为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加速可持续粮食系统的转型提供支持。 

• 2015 年国际土壤年会肯定了生态农业对于减少土壤退化，增强粮食安全的贡

献。 

机遇 5：综合的食品系统学科和教育 

如第 2 部分所述，2007-2008 年的食品价格上支持了全球粮食安全的宣传，

为了增加产量，增加了向工业化农业的投入。然而，价格波动也给发展和推广具

备逆境弹性的食品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体系特别重视面对气候变化和国际

市场波动的时候，小型农民，特别是妇女的需求（Wise & Murphy，2012）。这增

加了向综合性食品体系转型研究的动力： 

• 教育结构和计划正向利用系统分析、高阶思维和新方法来收集、管理和解释

数据的演变（O’Brien et al.， 2013）。许多大学最近开放的食物系统中心或

单位，试图打破传统的学科分割的封闭式研究。 

• 合作研究项目正围绕农业生态学和多样性水平较高的农田生态系统发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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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欧洲已经增加了农业生态学和食品系统课程（Francis et al.，2012； Jordan 

et al.，2014；Francis，2004；Méndez et al.，2013）。 

• 生态农业正获得越来越多国际科学界无数专家的支持（Wezel et al.，2009）。

在 2015 年签署的一份声明中，超过 300 个美国科学家和学者呼吁政府增加

对生态农业相关方面研究的投入（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2015b）。 

• “欧盟第七框架计划”和“2020 地平线”研究项目包括一系列基于生态农业、

有机农业和保护性农业的呼吁（Lampkin et al.，2015）。 

机遇 6: 对口的行动研究 

目前通过参与式、实操式开展的生态农业研究已经在逐步蔓延开来，也许这

比主流的研究更有意义。因为这种类型的研究更易明白该技术是否有效以及是否

最能适应当地环境： 

• 长期存在的农民创新体系，例如拉美的“农民对农民”运动能够很好的发展

和传播农业知识。与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相反，这个运动发起于 30 年前的

尼加拉瓜。这项运动使得农民本身成为农业的创新者（Holt-Giménez et al.，

2010；Rosset et al.，2011；Sosa et al.，2010）。 

• 农民田间学校的出现很好地传播了农业知识，将不同主题如保护农业、有机

农业、动物和土壤管理和综合有害生物治理组合在一起，能起到有效的推广

服务。在大约 90 个国家中，这些基地帮助农民提高了知识水平，减少了农

药的使用，从而转向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Pretty，2015；FAO et al.，2010）。 

• 越来越多的生态农场通过与农户、管理者、研究者和民间团体的合作，得到

科研基金，非政府组织和双边捐助者的支持（Méndez et al.，2013；Wolfenson，

2013）。 

机遇 7: 有利于可持续和健康的采购 

由于非传染性疾病的迅猛发展，人们对营养和饮食的担忧正越来越多（WHO，

2013）。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农药对健康的威胁，越来越关心饮食多样性的好

处。公众对食品系统中的环境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也更加关注。这推动了人们对工

业化农业的一系列反思： 



76 

 

• 对健康的关注以及可持续生态农业产品的需求导致美国有机食品的销量越

来越多。有机食品和饮料的销售额从 1990 年的 10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90 亿美元。尽管全球经济放缓，有机水果和蔬菜在 2009 - 2010 年的销量仍

然增加了 11.8%（Organic Trade Association，2015；Rodale Institute，2015）。

到 2013 年，全球有机食品的销售额攀升至 720 亿美元（FiBL & IFOAM， 

2015）。 

• 可持续性承诺与贸易公平制度正在多种食物中占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

2012 年至 2013 年之间，全球公平贸易产品的销售增长了 15%，达到 55 亿欧

元（Fairtrade International，2015）。 

• 由于具有特殊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可以弥补其它食物营养的不平衡，以前没

有被开发的作物正越来越被认可（Mayes et al.，2012；Kafkas et al.，2006）。 

• 许多厨师喜欢野生、本土产的传统和多样性的食物（Münke et al.，2015）。 

• 为了满足学校“吃本地食物计划”的需求，南半球很多国家已经与小农场主

签署了供需协议，这些合作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展（HGSF，2016）。 

• 越来越多的行政区域、城市和国家正在进行公共采购计划改革，以使大众餐

厅获得当地的、可持续的、道义的和健康的食品（Hultberg & Bergmann 

Madsen，2012）。例如，哥本哈根计划在 2016 年采购 90%的有机食品（Hultberg 

& Bergmann Madsen，2012）。在巴西，2009 年颁布的关于学校供餐的法律

包括从当地家庭农场采购产品（CONSEA，2009）。 

机遇 8: 短供应链 

为了减少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距离，越来越多的努力和计划正在实施。

这些短距离供应链的尝试涉及各个方面： 

• 在北半球很多国家，农场每周都会为消费者直接提供新鲜水果和蔬菜。这些

采购主要通过团购联盟进行，在法国称为“AMAPs”，比利时叫做“GASAPs”，

美国则是“社会支持农业”（CSA），日本为“Teikei”等等（Lagane，2011）。

在法国，有 250000 人（几乎 1%的工作年龄人口）每周都会收到“AMAPs”

的菜篮子（INSEE，2015；Assemblée Nationale，2015）。 

• 复苏的农贸市场，直销商店和专业的有机商店也表明对短的食品供应链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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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正在增加。在美国，农贸市场的数量在 2008 年到 2014 年之间增长了 76%

（USDA，2014）。 

• 全民参与的新型农业合作社正在出现，例如在比利时的“地球伙伴”（Les 

Compagnons de la Terre，2016）。 

 

3.B 转型的途径: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转型的建议 

 

文中 3.a 部分已经分析了转型的机遇，替代实际上已经在工业化食物体系

的缝隙中出现。新的发展模式在各个方面挑战工业化食物体系，从建立新的治理

机制到突破传统的零售渠道创造新的市场关系，甚至发展新的话语方式。这些变

化也在不同地理区域出现。 

然而，这些机会发展得还不够广、不够快。无论从农业得到的补贴，研究经

费的投入，还是市场零售份额，替代方式占的比例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急需一个更全面的转变：尤其是工业化农业带来的大范围环境退化和温室气

体排放等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导致生态系统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在世界上的许

多国家和地区农业系统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缺少强有力代

替模式的情况下，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再投资很有可能会复制工业化农业

的途径。工业化农业虽然提高了富裕的国家农业生产力，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全球对于这类模式的趋同，使得触碰工业化农业这个网络变得空前困难。 

这也可能表明我们正在丧失一个重大的机遇。生态农业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新

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建立在他们现有的知识和保障系统具备弹性的原则基

础之上。保障系统的弹性（旱涝保收）对于小农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那些面临

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那些农民。以地方为主的多样化生态农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去

获得富含营养的各种各样饮食。 

我们必须迅速扩展文中 3.a 部分描述的正在出现的新机会，否则形势就有可

能逆转。文中第二部分的讨论表明，工业化食品体系是建立在工业化农业的模式

上，这种体系被牢牢锁定在一种强大的反馈循环体系之中。权力的分配尤其关

键。新的知识平台、新的治理框架和新的零售渠道仅仅能够通过防止权力被目

前已经占支配地位的人们夺走和进一步聚集，从而为促进农业转型提供了一种

可能性（锁定机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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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生态农业转变，急需提出深思熟虑的、强有力的和前后衔接的行动方

案，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打破工业化农业的恶性循环。 

 

 

 

 

 

 

 

 

 

 

 

 

 

 

在下面，有关建议将进一步展开，提出需要开展行动的各个方面，以便打破

目前食品体系的现状。这些建议是务实的。这些建议立足于现存的政策工具，努

力在现有的切入点上深入，并需要针对锁定工业化农业的不同环节加以同步实施。 

单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行的和温和的，但综合起来就有可能使食品体系的

倾向发生转移，让那些有害的相互关系被砍断，那些有助于农业转型的人们得到

支持，有利于转型的同盟得以形成。换句话说，恶性的工业化农业体系一定要被

新的良性循环体系所取代，各种支持多样化生态农业系统的行动要相互结合和强

化，一如目前的趋势那样，把工业化农业踢出局。 

七条重要的建议将各个部分结合起来，以支持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出现。

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境下，应该有特定的方法和策略。最切实际和最迫切

的行动在高度工业化集中的地区与小型自给性农业仍然为主的区域显然不会一

样。下列选项单中每一个重要的建议都指出这种方法措施什么情况下可采取，如

何实现，哪些人可以做。这个建议清单并不是为了实现食品体系转型的全部可能

选择，也不应当被误解为是一个决策。这仅仅是在一个包容性的民主过程产生的

建议（参考建议 7）。 

这里提出的大部分步骤涉及农民、消费者和民间组织需要的政治手段与新的

发展方向。这并不表明我们对农业企业发生的改变漠不关心。就如本报告一开始

指出的那样，基于生态农业和多样化的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出现不仅需要而且必须

IPES-Food 提出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转变的七个关键建议： 

1. 针对可持续食品体系提出新的评价指标 

2. 引导公众支持转向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3. 为供应链短的替代性零售业提供基础设施 

4. 利用公共采购渠道支持当地生态农业产品 

5. 强化能够团结多个区域围绕生态农业的农民运动 

6. 让生态农业和食物体系的系统观成为教育和研究的主流 

7. 促进各级发展食品规划和“粮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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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发体系的转变相互配合。这个体系存在于目前全球的价值链和大规模零售业

的网络中，并由那些有能力支配和改变这个链条的人所主导。事实上有些公司已

经开始参与这些改革。 

然而，只要目前主导议题设定的权利仍旧聚集在那些支配者手中（见锁定机

制 8：权力的集中），期望通过改变主流企业的做法以改变政策的注意力，并让

政治资本发生目前急需的根本性转变，风险非常大。应当鼓励企业主导的转型，

并且期望企业的转型同步进行，只要企业愿意在不同的前沿发展新的模式，并且

愿意与未来新型食品体系分享权力。然而，支持替代体系发展的政策优先必须清

楚地确立。这个替代体系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逻辑体系基础之上，随着时间推移

这个体系会产生完全不同但是更加平等的权力关系。本报告及有关建议的焦点是

及时支持这些替代体系的出现。 

 

 

注：尽管在“权利的集中”（锁定因素 8）这个环节没有显示箭头，其实所有建议都考虑

到应对这个锁定因素 8，这个因素加重了和强化了其他锁定因素 

 

图 14 把锁定环节变为农业转型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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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为可持续食物体系提供新指标 

用传统方法进行评估，容易低估多样化生态农场的效益（详见锁定机制 7：

成功的测度）。因此有必要在评估农业和粮食系统的性能与成就时，系统地采用

一系列更为广泛的评估农业与食物体系成果与表现的指标。这些指标应该能够反

映出有重要意义的长期发展趋势和社会总体状况，例如：长期生态系统健康，资

源物流去向，农业和整体经济可持续的相互关系，产出的可持续性，生计的稳定

性，真实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农场主应对债务、气候冲击的生存力等。换句话说，

需要的是衡量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指标体系。因此指标的构成和组合应当基于目前

在这方面的努力，涵盖营养质量、资源效率、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服务

的提供和对于生计及平等的影响等。 

在推进这个评估方法和系统利用这些指标来确定食品体系的优先顺序方面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 农业发展规划应该依据一系列可持续食物系统指标来看看其表现如何。 

• 评估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新指标可以作为给农民支持奖励和补贴的依据（详见

建议 2）。 

• 正在制定的“完全成本法”法可以用来描述不同生产体系的正外部性和负外

部性。这些方法应进一步发展并且和政策制定联系起来，以便让工业化农业

的外部成本和多元化生态农业体系的外部收益都得到内在化。 

 

图 15 测定那些对可持续食物体系真正重要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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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政府公共政策转向支持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农民往往深陷工业化农业的泥潭（锁定机制 1：模式的依赖性），并依赖于

工业化食品体系（很多时候是出口导向的，见锁定机制 2）建立起来的培训、分

销和零售基础。要让工业化农业的农民向生态农业转变就需要将这种依赖性砍断，

代之以新的支撑体系和激励措施。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如欧盟和美国，农民得到

的支持主要来自收入的补贴和稳定机制，这个机制通常与特定的生产地点和特定

的商品生产相结合。在一些地方，已经实施对多样化的补贴（见机遇 1） 

根据这个原因，政府需要将更多的财政经费用于奖励能够得到一系列正效应

的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而不是以前那种单一的农业体系。在其他情况下，获得

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源的能力比起决定农业补贴用在哪种生产模式对于决定什么

类型的农业能够站稳脚跟更为重要。因此关键是要让那些要实施生态农业的农民

能够在与传统单一化种植业竞争土地的时候优先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支持小规模

农场向生态农业过渡，而不是简单把他们外包到工业化农业体系中，甚至强迫他

们离开农业。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寻求让所有农民实施多样化并转向生态农

业的有效途径。特别是，政府需要支持年轻人，在他们被工业化农业的体系锁定

之前，让他们入行农业和接纳生态农业（锁定机制 1：对模式的依赖）。 

有一系列支持农民的措施，包括：： 

• 根据新的可持续食物体系评价体系的评估结果实施农业补贴，包括补偿那些

维护了从野生到驯化物种在内的多功能景观区的外部收益（溢价）。 

• 政府应该实施 2012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安全委员会（CFS）签署的“负

责任政府关于土地、渔业和森林使用权的政策指南”，对传统的土地拥有权

给予有力支持。 

• 暂停大规模土地收购，只要这种收购有采取高度专业化大规模农业和工业化

模式的倾向。政府应该让年轻一代能够获得生态农业用地。 

• 对多样性生态农业的障碍来自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和法规主要为

了满足工业化食品体系的需要，往往对生态农业有非常多负面的影响，如国

家或区域食品安全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种子法。这些障碍可能需要改

革或者废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能够促进多样化农业体系的政策措施。 



82 

 

• 推出有利于通过非正式的传统种子体系交换获得基因丰富的传统农家品种

的特别种子立法。 

建议 3：支持发展短的供应链和替代性零售基础设施 

为了让农民能够进行多样化生产和转向生态农业，他们需要市场。新兴的消

费者和零售业发现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前提是让农民获得经济激励，他

们就会转向新的生产方式（机遇 7，机遇 8）。 

然而，这种消费者变化产生的需求驱动力要从仅仅占据市场一个角落转变成

为一个可以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大规模出口驱动的供应链（锁定机制 2）及其为消

费者提供便宜食品的能力抗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OPPA，2013）。 

在其他地区，人们提出了有利于促进短供应链和直接销售的新措施，这样人

们就可以绕过偏重标准化商品生产的大规模零售网络。这个新体系销售的商品并

不是都是经过有机认证的，它也不一定依赖于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然而，往往

会出现更有前景的激励新措施：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承诺基础上建立的生态生产

体系，成为正规的认证（如有机认证）体系的一种补充和替代途径。直接的采购

计划有利于多样化，社区支持的生态农业发展计划的一个关键卖点就是能够让消

费者的菜篮子得到多样化的、当季生产的产品。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把不同类型生产体系为社会提供的利益（或者成本）作为

激励（或者惩罚）带回这个体系，以改变目前的状态。各国政府应支持和促进短

的食物供应链，使其成为可行的、方便和负担得起的方式来替代大规模零售店方

式。实现的方法包括如下： 

• 农贸市场可以在城市多种类型的社区建立起来，除了支持流动销售以外，还

可以建立固定销售点，比如说在现有的公共建筑（例如城市广场）中，在新

建的公共设施（例如，新建有上盖的市场）里，以有利于更多人可以得到本

地出产的农产品。 

• 食品政策委员会可以在城市或者市级和地方食物政策和规划议程（见建议 7）

中根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特定区域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优先次序。例如，识

别出能够获得新鲜食物供应的区域作为优先设立新农贸市场的地点。 

• 支持农民之间的本地交换与交易体系，只要这些地方的交易体系一直十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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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价交换。 

• 应该收集关于非正规市场的特点和数量的更多数据，以便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支持。 

建议 4：通过公共采购来支持当地生态农业产品 

政府应该以目前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见机遇 7）为榜样，通过为学校食堂、

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统一订购买食品的方式支持销售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产品

的市场。这样就可以通过为公共食堂，尤其是学生，提供新鲜的、营养的、及多

样化的饮食，确保那些生产多样化产品的农户获得畅通的销售渠道。很多地方政

府已经通过公开采购来推动食物体系的改造，他们常常采购有机食物。这个政策

应当更系统性的加以利用，目标应当更为远大，驱动转型过程向前迈进。当市场

还在发育的时候，通过这个方法支持新型产品的社会需求显得特别重要（建议 3）。

采购生态农产品可以有不同的量和不同的途径： 

• 采购生态农业产品的计划可以根据当地和国家具体情况制定分阶段目标，水

果和蔬菜最容易迅速增加供应，当供应量上来之后，采购量就可以跟着修订

了。 

• 如果当地没有现存的认证和标签制度，生态农业产品可以通过适合本地的可

持续食物体系指标来确认。（建议 1） 

• 基于区域不同季节产品出产情况制定的地方采购计划应当受到所在城市和

区域在制定本地化食物的生产体系规划时给予重视和配合。 

建议 5：加强团结各式生态农业支持者的运动 

在第 3.a 部分提到最有发展前景的是那些基层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农民和

消费者引领的动议。无论他们在哪里做大事情，他们总能把分歧弥合，通过利益

的结合点争取到新的支持者。社区支持农业（机会 8）需要融合消费者和生产者

之间价格的分歧。农民和研究者紧密结合成为传播生态农业知识最具前途的形式

（机会 6）。进一步统一这些声音以及实施他们的要求还有很多空间。多元化的

生态农业体系必须找到自己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必须发出连政策制定者都不能忽

视的强烈而统一的声音。这些共同发出的信息可以强大到对抗那些目前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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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这个世界”之类的说教（锁定机制 6）。 

有一系列的行动可以有利于促进围绕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社会运动团结

起来： 

• 可以给农民、妇女、原住民、基于社区的组织和社会运动更多支持，鼓励他

们传播生态农业实践和倡导可持续食物体系。 

• 支持各种市场、社区基因库和种子库。这对于加强围绕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

的团结和社会运动至关重要。 

• 地方农民组织原来主要关注人权和生计问题，但是可以通过生态农业作为媒

介与（包括城市为基地的）民间团体形成一个变革环境和社会联盟。 

• 支持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民间组织合作参与全球治理议程。世

界食物安全委员会（CFS）就是一个包容了民间组织参与的很好例子，包括

了小型生产者组织。CFS 尊重他们的自治和自决。 

• 围绕“食品权”的宣传与强劲的联盟已经形成，反对贸易自由化应该在此基

础上建立。应当进一步强调多元化生态农业体系对于展现和获得“食品权”

的重要性。 

建议 6：把生态农业方法和食物体系的整体观纳入主流教育和研究日程 

从学校早期就要提供关于健康饮食的正确教育，这对于改变饮食习惯很重要。

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水平，为了促进我们的食物体系转型，需要提供农业转型所

必要的技能和方法，包括强化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剖析所谓便宜食品的正真成

本（锁定机制 3）。 

在发展和传播生态农业知识方面，除了教育系统，还有其他非常有前途的途

径，包括快速发展的食物体系研究和平等对口参与方法（见机遇 5 和机遇 6）。 

然而，由于目前向农民提供的知识还是与工业化农业相连，要想在一个更大

范围内实现农业转型是很难的（锁定因素 1 和 4）。必须对公共研究议程的优先

顺序做出新的排序，并且为了更多参与者进入重新塑造和设计研究议程。在过去

几十年，私人农业企业是农业研究的主要投资者，也是叫喊投资农业以提高其生

产力的最重要声音来源。再投资是需要的，只不过不是进一步依赖工业化解决模

式，而是武装农民，让他们转换他们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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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农业科学研究的时候还需要注意面对食物系统的复杂性，需要跨学科

的方法，并将传统的、本地的和农民的知识，以及所有参与者的经验整合在一起。

围绕生态农业为基础正在形成的支持者必须像农业企业为工业化农业发声那样，

为新的公共研究领域呼吁。特别是大学研究的使命应该重新围绕提供公共产品进

行规范，在接纳私人资助的时候，包括 PPP（公共-私人-合作）模式时，应当有

一个清晰的规则和透明公开。 

可以设想一下几个步骤，以实现这些目标： 

• 各级学校课程应包括食物体系不同方面的综合教学模块，包括亲身体验的项

目，如学校菜园，食品烹调设施，让学生能够为了学习而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而不时做一下饭。 

• 在公共研究计划需要调整投资的地方，通过增加针对农业的补贴，资金可以

调整出来，改变投入方向（建议 2）。 

• 鉴于生态农业体系具有对包括减缓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巨

大潜力，应鼓励慈善基金和其他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捐助者优先投资在发展和

推广生态农业知识方面。 

• 通过研究填补生态农业的空白，例如：研究生态农业的长期生产力及其耐受

生物和非生物胁迫的潜力，生态农业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能力；了解农业生

物多样性与野生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以及饮食多样性和营养效应之间的

关系，包括饮食质量和对健康的益处。 

• 农业的研究项目应当与生态系统服务、景观管理领域联系起来，以便确定最

有效的政策和管理模式，确保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健康（建议 7）。 

• 应优先考虑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食物体系发展出既实用、又有充分科学依据

的一套评估体系（建议 1）。 

• 农业推广和公共健康与卫生宣传服务人员应当接受培训，传授相互强化的信

息，促进可持续食物生产，改善饮食结构，促进卫生与健康。 

•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联合国相关机构

应把可持续食品体系的方法应用到他们的项目中，并加强相互协作。根据在

2014 年生态农业研讨会的精神，粮农组织应逐步让生态农业主导所有项目。 

• 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所倡导的研究方向应当加以彻底调整，重新定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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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和农民参与相关研究上。 

建议 7：多层次制定食物发展议程和“综合食物政策” 

当政策制定过程被条状分割的方法（锁定机制 4）和短期思维（锁定机制 5）

所约束时，以上所设想的改革都将无法走得远、走得快。因此，关键是要建立新

的、更具包容性的、有更多合作的议程，以回应日益增加的关于重新设计如何制

定食物政策的呼吁（机遇 2）。应当开展围绕食物体系的长期、跨党派、跨部际

的规划，让其超出政见界限和超出选举周期。这样制定出来的议程可以抗衡传统

上农业政策制定时对贸易的偏好（锁定机制 2：出口导向），并确保食品类商品

的全球供应市场能够很好协调健康、环境和发展问题。 

让这些食物政策论坛通过新的食物系统评价指标（建议 1）并作为长期发展

的战略目标。这些建立在景观管理和土地规划倡议（机会 3）之上的政策和议程

必须在不同的层次加以组织，让各地的食物安全能够被正确解读和引导，而不像

“养活这个世界”的说教那样（锁定机制 6）。重要的是，这些食物系统规划必

须建立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从地方和城市的粮食政策委员会启动之后，决策过

程应能深入到所有选区，让那些与食物系统改革有关的农业、卫生、环境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的人都参与进来（建议 5）。 

这些决策过程可采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切入点： 

• 区域与景观管理规划，包括城市与地区级别的规划。通过在景观水平的多样

化规划可以保障农业空间和自然植被区域之间的沟通联系，可以实现对传统

灌溉体系的保护等。 

• 土地管理议程也可用于规划和管理包括动物在内的多元化土地景观，包括为

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地蛋白质产出的饲料发展策略。 

• 部门间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应该落实到位，以使所有相关部委（农业、环境、

卫生、教育）取得合作，再加上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磋商的机制，从而走上

制定国家食物政策的重要一步。 

• 在还没有制定“国家食物政策与国家食物战略”的地方，上述有关议程可以

通过这种政策与战略制定加以综合。这样的政策与战略可以设置食物系统的

长期发展目标，并让跨党派和跨部际的各种参与者团体了解这些目标，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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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的实施。科学团体和社会民间团体应该联合有意愿的政治伙伴一起

创建这类目前还没有的平台。IPES-Food 在 2016 年 3 月发起了“迈向欧盟的

共同食物政策”倡议就是寻求在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开启这样一个议程

（IPES-Food，2016）。 

• 在全球尺度，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有责任去改善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改善政策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以实现食物的安全与营养，以及实现食物权。

作为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最包容的政府间政策制定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处在一个协调政策的适当位置上。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应当以现有的政策为

基础，特别是那些鼓励对小型农业投入的政策，促进多样化生态农业食物体

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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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创造一个支持多样化生态农业体系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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