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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农业产业化与中国粮食主权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视角 

• 近年来，媒体和学者的报告皆发出了全球粮食危机的警号；世界粮食
价格的飙涨，使贫穷国家的饥饿问题更加恶化。世界66亿人口中，饥
饿人口从1996年的8亿已经增加到2012年的10亿之多。尽管联合国在
2012年底指出世界饥饿人口总数其实并没有像当初估计的10 亿人之多，
但根据诸如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统
计，最低数字也要达到 8.7亿人，依然是一个高得令人难以接受的数
字。在这全球八分之一的饥饿人口中，大部分是遭受长期饥饿；其中
8.25亿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余1600万人口则居住在发达国
家 。最讽刺的是，多数饥饿人口生活在出口粮食的国家，而且大约
70%是生活在农村。 

• 饥饿人口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粮食不足？我们的产量下降了吗？不是。
究其原因，并非是粮食产量的下降（在过去四十年间，世界人口增加
了1倍，农业产出是原先的2.5倍），而是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西方和
发展中国家都市人口对肉食的需求暴增、都市化发展使得农地大量流
失、石油价格上涨引发机械耕作与运输成本的上涨、同时也使大量粮
食转化生质能源作物、环境的破坏造成气候的异常和部分地区粮食减
产、当然需要被看见的是资本垄断与粮食市场粮价炒作。 

 

 



 

 

 

 

如何理解农业发展危机的现象呢？ 

 

 



• 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代谢断裂理论(theory of metabolic rift)到社会
经济领域，帮助我们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矛盾（生产与
生态）。“代谢断裂”描述的是资本积累逻辑如何破坏自然再生产的基
本过程并导致生态可持续性的退化。人类与其居住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
量的转换关系发生扭曲的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化农业与市场
化交易）制造人与自然关系的“代谢断裂”——导致劳动与自然双重异
化。 

• 马克思的“代谢概念”植根于他所理解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是人类调节、
管理、控制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土地和劳动力构成了
所有财富的两个来源。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
指调节复杂的人与自然的交换，特别是养分循环。从生态意义上讲，马
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不再是“自我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再在自身中找
到生产的自然条件”。养分的获得必须依靠远程贸易和农业领域外的产
业。这造成了土壤肥力和废物堆积的自然循环的断裂。 

• 第二层含义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指管理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性准
则。人类和自然界之间产生的裂痕是由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导
致的。自然资源的私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城乡对立都导
致了社会层面上的代谢断裂。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断裂体现在很多方
面，例如公司对房地产的炒作，小农户对“专业”技师的依赖，人口从
农村向城市迁移。 

• 最大的问题是，粮食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对劳动过程的主权，包
括生产资料和市场的掌握。这个问题同样在消费者身上发生，表现在食
物安全和消费异化方面。 



• 回到中国社会的处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绿色革命以来，地方
国家与资本合力推动农业商品化和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市场化
的销售模式。现代农业科技（包括机械、农药化肥）和新种苗
（杂交和基因改造）在国家与资本的携手下被推广而广泛使用，
加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宰制，使得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之间出现“代谢断裂”。这种“人与环境的相互侵害”的
互动关系，除了造成乡村社区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农法和技术）
式微，更导致人与环境关系的持续恶化，使得农民生计益发艰
难，很多人为了糊口，被迫离乡别井到城市打工，沦为资本剥
削的对象。这种生计、生态和文化危机的恶性循环使中国乡村
社区呈现出不可持续的生活图景（图1）。 

• 我们扎点12年的村庄，云南的平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图1：乡村社区“不可持续生活”循环图（实线“直接影响”，虚线“间接影响”） 

不可持续生活 

 
 
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异化（经济） 
•生产性致贫 
（“血本无归”） 
•市场交换价格剥削 
（“谷贱伤农”） 

 
 

环境污染与自然异化（生态） 
•单一种植，生物多样性消失 
•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等，水土、 
 食物污染 
•砍树开矿等，消耗自然资源 

传统文化式微（社会文化） 
•传统种植技艺消失 
•消费主义文化兴盛 
•传统文化习俗（互惠、礼仪、节日 
  等）遭受破坏 
•农民自信心和身份认同危机 

人与环境相互侵害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三、云南农民的自我保护运动与社区再造试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
（劳动力）和自然环境（地力）的全面异化，确信资本主义
工业化农业利润积累的逻辑是无产阶级生计和人类生态危机
的社会根源。因此，马克思提出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恢复”，从而达致“新陈
代谢”的恢复，即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永续发展关系”。
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才能充分
实现。它不是简单地使用不同的技术，而是依靠粮食/食品
生产的社会代谢关系的转变。 

 



道法自然 
永续发展 

公共参与 

社群经济 

社会互助 

文化认同 

•社区 

•国家政经社会政策 

•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态 

•自然环境 

 

 

图2：社区社会生态图 

（一）社区社会生态模型：我们的行动框架 



• 如图2所示，中国社区社会生态是指宏观自然环境、全球

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国家政经社会政策与微观社区文化氛
围，包括社区中的个人、家庭、邻里等所构成的复杂生态
圈。在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社区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世
界，恰好处于微观个体与宏观环境之间的接触面
（interface）。作为结构的社会政治脉络，是透过日常生

活形塑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的能
动性（agency）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社区文化氛围和自
然社会环境的变迁。 

• 因此，社区社会生态模型是我们团队行动的框架：农村社
会工作者立足乡村社区和社区支持网络建设，致力于激活
村民的自助与互助能力，逐步恢复乡村生计、生态、社会
文化和公共参与等方面的良性社会生态循环，最终实现乡
村社会“永续发展”。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坚信，当
越来越多的乡村社区逐步迈向“永续生活”的道路时，中
国乡村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二）再造社群生产方式和永续生活方式 

 
1、守护种子、重回传统农法 

2007年绿耕凭借与村民的长期信任关系，采取小组工作方法
将绿寨三家贫困户组织起来，支持他们以互助组的方式种植
不用化肥农药的老品种稻谷。这一年三户人家顺利地找到老
品种播种，他们团结互助，恢复传统种植技艺，采用农家肥
追肥，并且自制植物农药杀虫„„秋收时节，互助组共收获
近一吨老品种稻米。 

2、以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代替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 

从第二年开始，互助组不断壮大的同时，还正式注册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2009）。到2011年，绿寨种植合作社社员已
经发展到24户，种植面积达到58亩，产量突破20吨。在最近
出台的合作社生产规划中，明确提出三年后社员扩大到70户，
种植面积180亩，产量达到60吨。这意味着到2016年时，绿
寨河谷300余亩连片的稻作面积，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有可能
实现合作社生产方式下的生态种植。 
 



 

  

3、建立“城乡合作”平台，推动“公平贸易”交换，打破农产品
市场交换价格控制 

•为了支持农民合作组织搞好生态种养殖，绿耕城市工作队深入社
区宣传动员，组织消费者进村体验，启动城乡居民食材品尝小组，
举办“城乡汇”小农墟，甚至在昆明、广州等地开设公平贸易店，
并向会员提供农副产品配送服务，等等。如此多元化的城市社区
消费者网络建设，搭建起“城乡合作”的平台。依托这个平台，
绿耕举办城乡居民议价会，此后云南、四川和广东项目点合作组
织的农副产品都是通过这个平台以“公平贸易”的方式直销出去。 

•2007年初夏，当平寨互助组的老品种稻谷将要丰收之际，绿耕召
开生产者与消费者议价会。会上村民向消费者公布老品种大米的
生产成本（“人工”加“牛工”），并按照“工钱”计算出每公
斤红米售价为6.71元。尽管这个价格比当时杂交稻市场价格高出
近三倍，但消费者尊重劳动的价值，承诺按照这个价格与村民直
接交易。此后，昆明的第一批消费者兑现了“公平贸易”的承诺。 

 



• 从第二年至今，除了昆明的消费者，更多广州、成都的合
作伙伴和消费者用“公平贸易”的价格成全绿寨合作社的
生态种植。据统计，从2007、11、24“首届绿寨老品谷子
交易会”（昆明美丽家园）到2012、10、16“绿寨生态老
品种谷子丰收节暨世界粮食日庆典”（绿寨“中心点”）
的五年时间，绿寨合作社24户社员老品种谷子“公平贸易”
总收入达到138543元。 

• 如果说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和城乡互惠的交换方式最大限度
地减轻了农民生产成本，那么，绿耕建立“城乡合作”平
台，推动“公平贸易”交换方式，则打破了农产品的市场
价格控制，保证“按劳分配”。此外，在改善社区经济的
同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村民的传统种植
技艺和互助文化得到传承，他们的生产、生活自信心得到
提升。平寨有可能与村民同行迈向“道法自然”、“永续
生活”的生态村目标（图2）。 

 



城乡合作的行动 

• 城乡居民见面交流会及生态农产品展示会 



平寨生态老品种谷子品尝会 

 

 



平寨老品种谷子城乡居民议价会 

 



• 平寨生态老品种谷子

从种到收，全部都有

居民的监督和参与，

最终大家终于买到了

放心安全的食品，而

只有城乡携手才能达

到如此效果。 



平寨生态种植合作社 

• 合作社于2009年7月份

正式注册成立，目前
共有24户村民参与，

他们一起合作运用传
统方法不使用农药化
肥来种植老品种水稻，
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
健康、营养的稻米。 

• 良心生产！ 

 



水稻的种植过程 



生态种植： 

图一：在稻田里养鸭子可
以吃虫子、吃杂草，鸭
子在稻田里来回走动，
既松土又不利于杂草生
长。 

 

 

图二：四叶草，在平寨只
有肥沃的田里才会长这
样的四叶草，妇女也最
喜欢绣这样的花在包包
或服饰上。 

 



自制植物药来打虫：采雷公果、鱼藤两种“有毒”植物及
“茶枯饼”榨油之后留下的的油馇一起混合而成 





 

 

 



永续生活 

 
社群生计（经济） 

•合作社集体生产、生态种 
     养殖、生态体验游，等等 

•城乡合作、公平贸易（销售） 

 
 

生物多样性（生态） 
•不用化肥、农药，老品种生态 
      种养殖 
•水土保育，食物安全 
•崇尚自然 
 

 
 
 
 
 
 
 

传统文化复兴（社会文化） 
•种子及传统种养植技艺恢复 
•恢复互惠互助的社会关系 

•勤俭节约，物尽其用 
•村民生产生活自信心提升 

 
 
 
 
 
 
 

 

图3：乡村社区“永续生活”循环图 

道法自然 



四、总结与反思 

• 农民自我保护和城乡合作运动的最主要目标是挑战资本主义
的农业发展模式。 在农村方面，我们推动农民合作，因为相
信只有生产合作才能突破自“分田到户”以来形成的农户个
人主义所带来负面后果。通过生产合作，才能重新恢复农村
合作互助的精神，农户通过合作才能团结一起对抗市场的剥
削，照顾到农村的弱小。在城市方面，消费者合作的运动是
农村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在城市社区的教育工作，真
正希望能够提升城市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意识，改变他们原来
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使他们开始关注自身食物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问题，认识到支持农村生产者恢复有机耕作的重要性。
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真诚合作，将能突破城乡隔绝，中
间商剥削的局面，恢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友善关系，达
到“良心生产”和“良心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团结才有
可能形成一股对抗资本剥削和垄断的社会/公民力量（social 
power），重新夺回生产者经济和消费者的自主权，这也意味
着我们对自己生活意义的重新掌控。 
 

 

 



• 然而，我们的运动面对是主流市场经济的势力和资本主
义的庞大体系，有时也会对“有可能使平寨等乡村社区
迈向‘道法自然’、‘永续生活’的生态村” 的想法心
存疑虑。尽管我确信绿耕再造社群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是“走对了路”，但绿耕互助合作的生产道路这几年也
被看见只是注重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而忽视了
村民教育与文化转化的工作，导致绿耕“合作社不合作”
或“只为钱合作”的窘况。所以文化转换工作，对乡村
文化的深层理解，尤其是机构、工作者的价值理念如何
糅合进入合作社，并与乡村社区共同生发出一种新价值
观、新的可能性等方面，绿耕暂时是欠缺的，未来是我
辈要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