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独特机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

中国当前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将关乎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世界未

来的走向。我衷心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中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郑重承诺，以

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为之感奋。但我也非常担心中国做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

策，如有不慎会妨碍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我迫切希望中国对工业化农业的热衷转变为对生

态文明的建设，如此，她将领导世界，确切地说，是拯救世界。

文献记载：三千多年前，希伯来人——摩西，带领犹太人的祖先离开了埃及的奴隶制度，将他们

安置在现称之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在人们准备定居的时候，他提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

因循守旧，接受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很简单，如果对未来目标没有集体的明确决定，就

会采取这种方式。但是，摩西告诉他们，这是选择死亡。事实也正如他所言，这些人无一幸免。另一

个选择是独辟蹊径，包括选择特殊的农业和经济实践。这个选择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些人的

后代不仅创造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还让犹太人依然繁荣昌盛地生活着，直到今天。在独特的历史

境遇中，西伯来人抓住了仅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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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正在进行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是将影响成千上万中国

人命运的决策, 也是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决策。中国对现代化的建设应该加入生态文明的

内容。我们人类今天所处的境况是生态危机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农业的工业化表达了

现代人对自然的疏远，它对社会的推动方向恰恰与生态文明相反。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

地方，生态文明的理想需要不同的战略和路径。美国已经毁灭了乡村文明，因此失去了从

前现代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机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

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重复西方的错误, 将现代

化模式强加给农村走工业化农业之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应该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

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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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农村发展政策，有着同样根本的性质。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全世界都在践行农业现

代化，专家们也力推农业现代化。但愿我能说，存在另一种选择，它能够确保我们生存。然而，出于深

刻的信念，我却可以说，这另一种选择带给我们唯一的生存希望。

选择死亡

我知道这是很尖锐的语言，也希望是夸大之词。然而，事实却不是。客观地审视人类今天所处

的境况，就会发现，生态危机在一步步逼近。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气候变暖已不可逆地发生了，它

将断送上万年来良好的自然环境。即使我们明天就停止向大气排放碳，冰川也依然会继续融化、过

量的甲烷也仍然会被释放到大气中，海平面也同样会升高。这意味着大面积的三角洲和沿海低洼的

土地将会被海水淹没。这些地区，正是极富生产力而且人口密集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将成为生态

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新家园。依赖冰川的河流（包括黄河和长江）都将断流或者时断时续地流

淌。暴风雨将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洪水和干旱都会有增无已。那时，人们会要求农业用少得多

的耕地养活多得多的人。与此同时，地下蓄水层却将被耗尽。如果不迅速改变耕作方式，土壤将会

继续恶化并遭到侵蚀。此外，海洋酸化，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以及持续破坏栖息地，都会减少海洋

的食物供应。这一切已是不可避免的未来，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这是夸大其词吗？事实可能比这更糟！那种认为迁移数亿人也会人马平安的想法只是美好的

愿望。资源战争已经开始，不使用暴力，饥饿的非洲人可能就不会允许别人开采资源。在美国，只有

国防部才有现实的规划，其现实主义的行为中包括了解决如何将尽可能多的痛苦转移到其他人身上

的问题。此外，这些推测预设了不可能的前提，即我们立即停止将过多的碳排放到空气中。在不久

的将来，唯一现实的希望是：人类这种自我戕害的速度会放缓。否则，无论农村发展政策如何，我们

都将面临世界末日。但愿在我们自己共同招致的不利环境下，大部分人依然能够活下来。为什么说

选择农业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死亡呢？现代化是用化石燃料替代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显

然，农业现代化需要大幅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如果继续如此，将摧毁为了减少全球碳排放的所有

努力，进而威胁人类生存。当然也可能，人类会回心转意，禁止在农业中进一步使用任何化石燃料。

那时，如果中国的农业基于这些燃料，生产就会崩溃，一个饥肠辘辘的民族将饿殍遍野。

我又在夸大其词吗？你也许会说，当后果的确来临时，中国可以停止基于化石燃料的农业生产，

恢复到人类劳动。当然，她会尝试的。但这个变化并不容易。在古巴，糖与苏联的石油和小麦的交

换戛然而止时，这个工业化国家的农场就停止了生产，经年无法恢复。幸运的是，古巴有一半产品还

在家庭农民的手中，他们迅速把这些换成了食物。否则，古巴人就会忍饥挨饿。选择更依赖石油是

愚蠢的，这是不让农业走向工业化（产业化）最明显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即使有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油，即使使用石油没有不良后果，农业产业化依然是个糟糕的选择。

原因是：第一，它是不可持续的。它会扼杀并侵蚀土壤，它依赖于找到新的杀虫剂和除草药，而

这样的努力终将失败。第二，它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因为它降低了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第三，它会

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诸如蜂群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授粉威胁。第四，这种方式生产的食品是不

健康的。第五，从小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需要迁移大量人口，这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很可

能导致大量失业，也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异化。总之，农业的工业化是现代人对自然的疏离，它对

社会的推动方向与生态文明背道而驰。那么，它为什么还如此盛行？

答案是：现代经济主义的胜利支持它，这种经济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

体系中，形成政策时，真正的人类价值无法发挥作用。只有财富和权力是有价值的，而权力只是富人

的权力。现代经济学支持的现代经济体系，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手中。马克思当

然明白这一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可以不按照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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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生产效率，效率的提高等于产量的增加除以人类劳动时间。其实

现，一方面通过组织劳动流程，另一方面通过化石燃料替代人类劳动。工业化初期，原本由工匠制作

的商品开始由机器制作完成。于是，工作变得枯燥，但机械化的确以更少的劳动生产了更多的商品，

财富也集中到了实业家和金融家手中。实业家和金融家的“成功”让人们热衷于寻求新的投资领域，

而农业正是最大的追加领域。在这里，工业化也是成功的——数百万小农倾家荡产，资本家则日益

腰缠万贯。这是中国要选择的道路吗？我希望不是。

如果将工业化成果的评价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这些成果就更令人质疑。从理论上讲，经济学

家们承认，应该权衡所有行为的成本。而这样做，成本往往会高于收益，对于商品生产也是如此。毫

无疑问，从长远来看，在食品生产中，工业化农业的成本依然远远高于收益。只有大型农业企业和大

银行才有收益，民众只会损失惨重。工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喜欢说，工业化农业“最富成效”，能生产更

多的食物。人们认为，人口问题导致食物变得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生产，需要工业化农

业。但是，只有在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实际上，只要有足够的人工、小农场，即使是有机

小农场，也可以和工业化农业生产的一样多，甚至更多。工业化农业的举措只会使富人受益。引而

伸之，官员和工程师也会获利。他们发现，相比较与众多独立的农民打交道而言，与几个大公司打交

道更有成效。在这样的环境中，商品进入市场更为顺畅，产品标准化水到渠成，各种管理记录更易于

保存，控制治理决断如流。我猜想，这些因素在政府思维中不可或缺。然而，我希望中国不要选择为

了同质性和易于管理而杀死世界。

现在，如果我们把对工业化农业的评价变成摆在面前的现实，那么对它的争论会愈演愈烈。工

业化农业只适用于某些大规模同质地区：天气可预测，有大量水资源；而我们面对的世界却有所不

同：天气不可预知、大面积缺水。与工业化农业相比，熟练的小规模农业更能适应当地条件和意外变

化。小规模农业的农人会考虑相邻地区的斜坡、土壤和肥力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年年改变种植模

式。正值小规模农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之时，放弃这一切是疯狂愚蠢的行为。

选择生存

选择生存，比仅仅不选择死亡，所需要做的要多得多。在中国保持传统农业，使我们可以想象向真

正的生态文明发展的前景。然而，在现有形式中，它还不是生态文明，所以，保存传统农业并不能保

证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能仅仅意味着推迟了死亡。我承认，关于农业某些方面机械化的论据是适

当的。自从园艺发展为农业以来，农业的大部分已经由非自愿劳动完成。机械可以减轻人类这种工作

的强度，也减少强迫他人从事痛苦劳动的动机。事实的确如此，而且不容忽视。因此，只要有燃料使之

运转，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农业就也会使用机器。应该尽可能减少辛苦劳作，但机械化并不是唯一的方

法。与大型种植园相比，仅仅拥有小型的、家庭所有的、多元化的农场就已大大减少了单调的苦工。

现在，我们以历史的视角看这些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自然一直采取长期混养的方式为人

类提供食物，而农业却用每年单一栽培的方式取而代之。人类祖先以自然的方式让产品聚集起来，而

农业却使用大量的人力劳动去耕地并收获农作物。农业增加了产量，从而增加了人口，在驯养动物

的同时，它也侵蚀了土壤并带来了沙漠。我的好朋友，美国土地研究院院长韦斯·杰克逊，开发了多

年生态农作物，与我们现在所依赖的一年生作物同样多产。有了多年生作物，就不需要再耕地。如果

混养栽培这些多年生作物，就不需要大量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显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辛苦劳作，

这可能是对生态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如果中国对建设生态文明是严肃的，就会支持、发展这些努力。

为了创建生态文明，我们还需要多方面的巨大努力。这样的努力从农村开始，比在大城市更可

行。生态文明涉及到与土地及其生物的关系，也关乎人类社会。只有人群、土地、生物以合作和相互

支持的方式彼此联系，而且是简单地彼此联系时，才能实现生态文明。这要求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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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足，要求人们理解并欣赏自己，也理解并欣赏他们的小团体以及更大的共同体。在当地社区能

够相对自给自足时，所有这些需求都会被促进——这并不排除与其他社区进行互惠互利的贸易。但

如果当地社区只有在外人做出重大决定时才能生存，那么我们就依然没有获得可持续的生态社区。

正如权力如果被授予少数几个人，那么多数人的命运就是由少数人的选择决定的。现代性不利于人

民自决，几乎每个人和每个团体都依赖于由他人控制着的系统。以生态发展的方式生产的现代商品

可能更少，或者制造现代商品的速度会更慢，但它却是可持续的方式。

现代人认为，现代化之前的农民很可怜。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但也有例外。正是这些例外告

诉我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往往在于权力结构。有些地区，农民能够切实控制自己的生产并从中

获利，很多这样的地区都非常繁荣昌旺。然而，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实际上是为地主或贵族或

种植园主服务，这些人会从农民身上攫取所有盈余。这种制度保证了农民最多只能生存，也保证了

农民经常被迫借贷自己无力偿还的东西，从而丧失本已少得可怜的自由。是这个系统让农民贫穷，

而不是缺乏现代科技或科学知识使然。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必须能够进入市场，有良好的方

式让产品市场化，价格必须合适，而且在丰收季节里能有足够的利润让农民渡过欠收季节的难关。

如果农民在市场附近，或者容易进入市场，他们在各个方面就都安全得多。但不可避免的是，会产生

更远的市场，对中间商的依赖常常使农民被剥削殆尽。有时农民可以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以便将产

品运输到遥远的市场，但有时却无法实施。因此，为了农民的安全，有必要实行控制。有中间商的地

方，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

显然，基本上能够养活自己的农民，以及通过与社区成员进行交换才能满足其他需要的农民，至

少再次面临着被剥削的危险。即使这个保障农民需求的理想无法实现，即使它与遥远的城市居民的

需求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应视若无睹。当我们进入一个经常处于混乱之中的“麻烦的时代”时，

生存可能取决于当地社区独立于遥远机构或市场而依然正常运转的能力。

显而易见，这意味着村庄不应该集中生产单一作物——为了出售到外地而只生产某一种作物，

但为了满足农民自己的需求，仍然应该鼓励农民多样化生产。在很小的花园里，用很少的水，生产丰

富而多样的食物，这是可能的。这种劳动是集中的，也会是愉快的。“南加州的桃花源”是个出类拔萃

的例子，它是我家附近的帕萨迪纳市的一户人家。在很小的土地上，这个家庭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卓

越技术，其净效能是惊人的。他们很乐于分享这些发明和技术，中国如果想帮助成千上万的农民大

大改善生活，向“南加州的桃花源”学习，应该不失为一条捷径。我相信，在新的高效的耕作方法上投

资，远比让农民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城市打工，更能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它肯定会给家庭和村庄带

来社会性的益处。这将永久地加强乡村在未来危机中的生存能力。

中国要成为一个生态文明国家，首先需要在食物上自给自足。目前中国还是主要的粮食进口

国，主要是因为对肉类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1卡路里的牛肉需要10卡路里的粮食。中国若成为肉

食社会，就无法在食品上实现自给自足。同时，食用大量的肉对健康也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日益繁

荣会导致中国农村向外采购肉类，那么，这对中国和世界的负面影响可能都是巨大的。要成为生态

文明的国家，就迫切需要对公众进行肉食危害，特别是红肉危害的教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不

应该吃鸡鸭羊肉，这些牲畜是他们传统农耕系统的有机组成部份。

至少对园艺而言，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改善土壤，减少害虫和杂草，降低用水量。但在某种程度

上，对农业而言也可以如此。许多中国农民可能已经在做这些。但我猜想，有些人做得比其他人更

多，有许多已经实现的技术可以供人学习。很可能小农场的鱼类生产，会提供饮食多样和改善饮食

的其他方式，而且可以与其他收益相结合。我不希望拘泥于这些具体的例子和建议。在这些问题

上，我缺乏亲身经历，况且南橘北枳也非常普遍。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一个地方的农民可以向其他

有成功经验的农民学习，使所有农民的生活，能够以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方式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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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生和相互尊重的乡村共同体，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

政府的角色

这对政府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政府郑重其事地建设生态文明，就应立即付诸

实践。我会再次提出建议使实践得以顺利开展，但请不要认为这些具体建议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建议，在地方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建议大学鼓励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组成团

队，去村庄与村民同住，去倾听农民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在此期间，他们也可以互相讨论

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给与之一起生活的村民讲讲，其他村庄的人想要什么。这样，不用将自己的想

法强加于他人，就可以使每个村庄的讨论丰富起来。之后，学生们向政府和校领导展示他们的研究

成果，看看农民的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有时，可能需要聚集几个村庄的代表与政府官员一起协

商，合作开展项目。如果村民觉得官员真地倾听自己并给予回应，就会发展出彼此信任的关系，有了

这样的关系，村民们也会认真地听取建议。同时，大学将考察国内外密集型有机农耕的经验，以及土

壤改良等方面的成功项目，并将其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农民借鉴，以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在需要专

家仔细解释新方法并指导实施之时，政府会提供帮助。关于每一个问题，学生和政府代表都会尽力

合作，以增强社区新企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倘若在两到三年内，这种项目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就是成功的。或

许可以这样衡量：一些背井离乡在城市打工的人，决定回到家乡，投身于改善家乡的建设。如果这个

项目在一个地方成功了，或许就可以大规模地在其他地方推行其改进版。也许在10到15年内，情况

就会发生改变。在该规划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永久性地担任村庄观察员。他们能够倾听村民的

需求，并与相关政府成员沟通交流。他们会把这些成功案例带给村庄，讨论其收获，由此熟知园艺项

目的成功，并能够支持、协助这些成功得以推广。

再次，我的观点是，还有很多事都可以做。例如，感受到农民的需要并给予回应，基于别处的成

功为农民提供建议，以及在农民选择的项目中给予帮助——这比强加项目给他们要好得多。生态文

明必须植根基层，并建立在人民信心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但这并不影响政府作用的发挥，没有政府

的支持和领导，生态文明就不会发展。因此，生态文明的发展必须由高层激发和培养。政府的目标

应该是改善土壤、提高食品质量、增进经济安全与人民的福祉，提升民众在日益困难的条件下的生存

能力，提高村庄的士气，以及人们共同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信心。这样做，也会改善村庄之间的联络与

交流。只有农民意识到自己就是改变其生活的主体，进步才会具有持续性。只有对自己的成功感到

自豪的人，才会勇于面对其他挑战大步向前。所以，越是拥有共同的成就感，社区就越强大。孕育中

的生态文明出现的形式和结构与预期会有所不同，因而，不能通过强加模式的方式来实现。

然而，生态文明也要求更大范围的有序模式，这些模式应该尊重各种感受，包括那些已然存在或

正在形成的关系和公共的感觉。但是这些关系的某些结构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无论怎样，都要让村

民能在下一个级别选择代表他们的人。可能单个村庄不能支撑起这个级别的市场和工业企业，但它

们会改善所有村民的经济状况。这个级别的政府既需要村民的理解，又需要接近村民，其接近村民

的方式是更高级别的政府所无法采取的。

我已经阐述了我所认为的生态文明的基础。很明显，生态文明还涉及大城市的改变。以上勾勒

的，仅仅是为了反思和讨论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在继续走向死亡的全球背景下，

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是选择生。我深切地、殷切地希望中国，选择生而不是选择死。

后现代文明和生态文明

在结语中，我承认，尽管自己担心为中国如何走向生态文明所提供的观点谬之千里，但我的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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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将生态文明与后现代文明予以结合的观点。在西方，这种关联是真实的、不可避免的。现代化

是既成事实，现代思想的地位至高无上，直到最近才受到严重挑战。拒绝现代的统治，必然意味着对

后现代的呼唤。今日的西方，生态意识日益觉醒，各种生态运动欣欣向荣。我们欢呼这些发展，并寻

求能够将这些发展予以整合的视野。在怀特海的思想中我们发现了这种视野，将其称为“后现代”是

现实的，也是恰当的。

但这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当然也不适合中国农村的现实。将生态文明与中国的后现代等同起

来，容易给人以误导。似乎中国应该首先实现现代化，然后再走向超越现代的阶段。在中国已然实

现了现代化的地区，这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人必须从当下开始。然而，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方，

生态文明的理想需要不同的战略。例如，中国现代思想从未真正地彻底超越儒家的理解深度。这为

避免某些最糟糕的现代性提供了机会，也增加了走向生态文明的可能性。为了在走向生态文明之前

完成现代化进程，而试图摧毁残余的儒家影响，将是个可怕的错误——只有更新和加强中国古典思

想才更有前途。美国的乡村文明已经消失，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毁灭了。不满现代化的人们一直在推

动“回到大地、回归自然”的运动。最近一些年对有机农耕的呼唤也日益高涨。这都可以看作是走向

生态文明的努力，自然也是走向后现代的努力。从前现代的乡村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机会，美

国人已经失去了。如果那样发展，就会减少许多灾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

都是错误的，中国今天绝不应该重蹈我们的覆辙。

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

导世界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是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

选择死。我恳请你们：请选择生！请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曾逸文〕

The Great Opportunity for China: Move from a Pre-
modern Rural Society Directly to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SA）John B. Cobb, Jr.（author） Wang Wei（translator）
Abstract: The decisions China is making with respect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are cru⁃

cial. China’s commitment to becom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override its commitment to rapid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practic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recommended by the ex⁃
perts, is, quite literally, the choice of death. The ecological catastrophe is approach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expresses modern alienation from nature and moves society just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wherever the move to the modern is not complete, the ide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alls for a different strategy. It would be a terrible mistake to try to destroy what is left of Confucian in⁃
fluence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before moving towar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
newal and strengthening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 is far more promising. We Americans have lost the
chance to move from a pre-modern rural society directly to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chance to de⁃
velop what is still a largely traditional society directly into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ives it a great opportu⁃
nity, one that is unique to China, to lead the world.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will be the choice of life. To
impose on rural China the patterns of modernity would be the choice of death. Please choose life and seize
this great unique opportunity.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agriculture; postmodern agricul⁃
ture; postmoder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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