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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卫戍（“卫戍”的英文：复数“Presidia”，单数“Presidium”）项目创立于

1999年，这是慢食协会为一群小规模生产者们建立的，目的是将那些独立的个体生产者

团结在一起，使他们能与更加关注和欣赏他们的优质食品的其他市场建立关系，以便解决

生产者们所面临的困难。

载入“美味方舟”目录册上的食品，只是成为“慢食卫戍”项目开始的第一步骤，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是要直接与生产者建立关系，相反地，只有当这些生产者们与慢食协

会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时，才能更好地得到动力以推进“慢食卫戍”项目。

慢食卫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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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卫戍用于保护：

• 一种有濒临灭绝危险的传统食品（一种“美味方舟”目录册上在列的食品）；

•  一种有消失危险的传统生产方式（比如：捕鱼、繁殖、加工或培育）；

• 一种有面临消失危险的乡村环境或生态系统；

要成为“卫戍”的一员，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要求。

• 环境的可持续性（“清洁”）

•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公平”）



1.“卫戍”保护濒临灭绝的传统食品（一种“美味方舟”目录册
在列的食品）

任何一种已经载入“美味方舟”目录册上的食品都可以成为“卫戍”的一员，但这

要求该食品需要符合一定的要求。

这个食品可以是一种驯化品种（比如可食用的植物或生态型，一个动物品种或种

群），一个野生品种（当它与某种特别的收获方式和加工工艺技能，或者传统用法有关），

或者一种加工食品（必须有独特的风味，可以代表当地的使用方法和传统；必须与当地的

食品相关知识、地域、记忆和社群身份有关；必须是产量少及手工方法生产制作的；而且

面临濒临灭绝的危险）。

大多数的“卫戍”都来这个范畴——即 “美味方舟”食品的生产。

一些例子…

纳瓦霍（Navajo Churro）绵羊（美国）、米施泰尔（Müstair）山谷黑麦面包（瑞士）、

曼吉莉卡（Mangalica）香肠（匈牙利）、马约卡（Maiorchino）奶酪（意大利）、塔利欧尼

（Taliouine）藏红花（摩洛哥）、普仁（Purèn）白草莓（智利）和里巴斯（Rimbàs）黑胡椒

（马来西亚）都属于“卫戍”成员。

2.“卫戍”保护一种有消失危险的传统生产方式（比如捕鱼、繁
殖、加工或培育）

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食品可能不止一种，也许其中有一些方法并未面临消失的危险。

一种传统的生产技术可能因为有不同原因，正在面临消失的危险：因为只有少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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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还知道这些知识或技能，年轻人正在向外迁移，或者选择不同的职业等等。

一些传统工艺或技术之所以重要（捕鱼、繁殖或生产），不仅因为文化或身份的原

因，还因为它们可以确保更好的环境可持续性，更是代表着增强当地经济的重要机会。想

想传统的捕鱼技术：经验丰富的渔民仅用渔网就能捕鱼，对环境的影响极小，这种技术和

经验如果没有老一辈渔民亲手传给年轻一代，是很难进行传承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农作物

的培育，一片特定田地的轮作、间作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知识正在逐渐流失。

“卫戍”的命名不仅可以用某种技术或食品的原有名称，还可以结合地理名称进行

命名。

一些例子…

根据技术和地理区域名称命名的“卫戍”

比如卡莫利 唐纳瑞拉（Camogli Tonnarella，意大利）的卫戍用于保护当地古老的“唐

纳瑞拉”捕鱼系统（名字与意大利语中的“金枪鱼”相似）：渔网要在海里放六个月，从四

月到九月，而且只捕体积偏中等大的鱼和大鱼（竹荚鱼，大西洋鲣鱼，长嘴硬鳞鱼等）。

“美国生乳酪卫戍（The American Raw Milk Cheeses Presidium）”将全美国各地

的奶酪制作者联合起来，一起立下承诺：致力于保护和推广使用生奶制造的奶酪食品。因

为在日益严格的“超卫生（ultra-hygienic）”相关法律的环境下，以生奶为原料进行奶酪

食品的生产正变得日益困难。

根据食品和原产地地理区域命名的卫戍

斯莫梁（Smylian）豆子（保加利亚）卫戍保护种植在无污染的山谷中的豆子——山

谷里的气候状况（夏天温度适中，昼夜温差大）为它们的保护创造了一片小天堂。当地山

区居民已经种植这些豆子超过250年了，每个家庭照料一小块田地，豆子与玉米或土豆相

间种植，这样可以避开使用化学肥料，同时更好的养护土壤。



维也纳“Gemischter Satz”葡萄酒卫戍保护的是一种原始的技术，包括在同一个酒庄

中种植最多20中不同的葡萄品种，且均为白葡萄品种。每一种葡萄品种都没有灭绝的危险，

但是这种种植技术，即在同一个园里种植且处理不同品种的葡萄，正在面临消失的可能。

3. “卫戍”保护一种有面临消失危险的乡村环境或生态系统
随着大量的乡村逐渐被人们抛弃，这些乡村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即随着城市化、

工业化、工业农业的推进，当地居住者也在跟着减少或迁移到外地。不仅如此，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农村生态系统可能成为征占土地（land grabbing）的目标，这种新形式的殖民

主义将土地从当地人／农民手中夺走。另一种可能是，由于缺乏对环境后果的认知，那

些农村生态系统会因为森林的砍伐或过度开发等等因素而逐渐流失 （比如“刀耕火种”

法）。此时，“卫戍”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声讨途径：通过当地种植的作物和养殖的动

物，或是海里捕获的鱼类，人们和各个机构可以以更好的形式获得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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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形式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面临灭绝的危险————比如生长在本地树林里的动物

品种或植物类：只有在某一种特定的农业环境和生态系统被保存下来的时候，才能生存。

通常，“卫戍”保护环境，同时也保护一些古老的农业实践方法（比如用石墙建造梯田来

固定较为松软的土壤）。

一些例子…

甘杜尔群岛（Gandoul Island）野生果汁卫戍（塞内加尔）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种避免

过度捕鱼的选择，同时，保护自然保护区里的果树。虽然这些果汁并不是用当地的传统方

法制作的，但它为当地以捕鱼为生的家庭带来了不同的收入来源。

通过油的生产，马拉斯特拉千禧（Maestrat Millenary）特级初榨油卫戍（西班牙）

致力于保护有800多年历史，也在不断面临被砍伐的当地树种。

维也纳森林草地的切克树（The Wiesenwienerwald Chequer Tree）卫戍（奥地利）

是为保护散落在维也纳的森林中极为壮观的切客树而成为的“卫戍”。

通常，在同一个“卫戍”里保护一个生态系统或一种技术是重叠的。

一些例子…

来自意大利的普里米洛瓦里山黄油（Primiero Mountain Botiro）卫戍和上埃尔沃生奶山

地草原黄油卫戍（Upper Elvo Raw Milk Mountain Pasture Butter）保护用生奶生产制作黄油

的技术（市场上非常少见），同时，也保护阿尔卑斯山（Alpine）地区两座历史久远的石头

建筑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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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可持续性（“洁净”）
“卫戍”生产者使用的种植技术必须保护“土地的肥沃”以及水系生态系统，尽量

避免使用化学用品，尽量保证使用传统的种植方法和传统的土地管理模式。种植方法和生

产地必须保护当地环境和传统建筑。

过度的单一作物（即使在传统的物种或生态型面前）也是被禁止的；过重的畜牧养

殖、不可持续的捕鱼技术、工业生产或转基因食品也同样是被禁止的。

在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的网站上有一个部分对栽培、饲养和加工进行了基本

规定，在任何生产活动中都要遵守这些协议条款。

5.社会可持续性（“公平”）
每一个“卫戍”都与一个食物社群有关。“卫戍”项目不是针对单一生产者或者没

有相互合作的生产者们而设立的。

生产者必须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并且能够对商业决定作出一定影响。正因如此，

慢食卫戍项目的核心人物正是生产者们自己。我们必须与他们合作，共同发展卫戍项目，

避免遭受到土地所有人或大公司的影响。也正是这样，对生产没有完全自主权的生产者，

是无法建立“卫戍”的。

生产者必须乐于合作，共同决定生产的协议（规则），以及推广某种食品的方法。

他们可以以不同的集体形式联合起来（比如：协会、合作社、联营组织等）。

“卫戍”的目标之一就是为生产者获得一个合适、可盈利的价格，这样才能更好地

改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家庭的社会经济福利。这个定价对于消费者来说，必须是透明的、

公平的。

被选入“卫戍”的食品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很偏远的环境下生产制作的（例如：高

山、海岛及人迹罕至的地区），它们的情况各有不相同但都较为恶劣。通常，那里食品的

生产制作过程都要求更多的呵护：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以及更长的加工或成熟时间，而且

每次只能进行小量的生产。然而市场常常无法认识到这些手工食品的真正价值，强迫它们

按照标准市场价格和定律进行运作，让它们与质量相比更低的食品进行比较。

帮助生产者（也是给消费者！）制定一个对他们来说“公平”的价格并不容易。生

产者必须努力地量化加工时间和他们的成本（生产成本包括：能耗成本、原材料、运送到

每个市集的交通费用，等等），然后再留出诚实的利润空间。消费者必须做出努力衡量“

卫戍”食品的价值，而不是无意识地将它们与其他地方生产的，或者工业化生产的相似食

品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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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方舟”是一本由食品组成的目录册（它们的种植者可能并不会在其中被提

及），而“卫戍”项目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与生产者有非常牢固而紧密的关系，并且支持他

们的生产。一个“卫戍”的形成，需要与生产者建立联系：与他们见面，向他们询问，让

他们讲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及与其不同之处；拜访生产地点，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环境；分析市场，让生产者们参与到推广活动的策划中。

正常来说，当决定发起一个“卫戍”的时候，生产者们或其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或

了解“慢食协会”了。但是联系其他生产这种食物的生产者，开展相关的调研也同样重

要，这样才能在“卫戍”成立之初就争取到大多数生产者的参与。

如何追溯一个卫戍的所有生产者
在同一个地区中，使用相同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人们大多彼此认识，所以我们可以

先询问已经知道的生产者，让他们介绍其他人。

还要去了解当地是否已经有类似的“生产者协会”，这也非常重要。这个协会可能有

非常明确的关注点：它可以是一个联合某个我们想要保护的特定品种生产者的协会，或者是

一个界定比较模糊，非面向一般种植者和畜牧的协会。为了要找到其他生产者，询问当地的

厨师、专家（兽医或农学家）、售卖相关食品的商铺也是同样有作用的。“卫戍”总是从最

早屈指可数的生产者开始——通常他们是最积极且最有意愿加入的——但是他们对卫戍项目

需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新生产者的加入。

与生产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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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卫戍”由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负责主持协调：基金会收到不同开

展新项目的申请；收集并审核提名的支持材料；组织拜访生产者；正式授权“卫戍”的启

动。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并不发起“卫戍”，而是根据某个国家慢食协会或地区慢食协会的申

请，或在没有此类协会存在的地方，通过当地慢食网络、食品相关的社群或其他组织（如：

非政府组织，机构等）提出的申请展开进一步的工作。如果在没有慢食网络的地区，建立一

个“卫戍”要困难得多。

一旦决定启动某个“卫戍”的成立行动，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当地人需要与慢食协会

进行合作。有时，建立一个“卫戍”可以为建立一个新的慢食网络铺平道路，这个过程会在

生产者们发展“卫戍”的过程中自然发生。

生物多样性基金会、一群专家（兽医、技术专家、农学家等等）以及活跃的生产者会

一起共同开展工作。这些专家帮助生产者发现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改善生产

质量或可持续性；并一起起草一些生产协议条款。

谁来协调卫戍？ 



建立并管理一个卫戍的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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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卫戍”申请表
想要建立一个新“卫戍”的人必须填写申请表格（表格可在网站下载）。表格询问申

请者关于生产系统的相关问题，以及一个初始生产者名单，以便展开日后的初步评估。

在相关的慢食协会机构（根据各地情况不同，这可能是国家级的慢食协会，国家级的

慢食办公室，或当地的慢食网络*）初步批准后，申请表将递交到国际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

基金会，在一些条件允许的地区，申请还将随同一些来自不同生产者的样品一同递送。

*如果大中华区慢食协会在某个地区没有设立慢食网络（Convivium），申请表可以直

接发到北京办公室邮箱：info@slowfoodchina.org

组织首次拜访生产者
如果申请表有效，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可以与本地慢食协会联系人一起组织一次初步

的生产者拜访。这次拜访将考察生产地，包括与当地联系人见面（慢食网络领导人、专

家、机构、潜在资助者等），并与所有对建立“卫戍”有兴趣的生产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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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者的见面至关重要：确定主要的现有问题，确立项目目标，明确共同原则；

持有相同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为迈向“优质、洁净和公平”的生产做好准备，共同努力改

善食品质量、打开推广渠道。

在第一次拜访中，需要确定两名当地联系人，自愿负责协调项目的发展：一名生产

者代表及发言人，一名慢食协会代表（通常由当地慢食网络领导人或有相似地位的一个慢

食会员担当），从确定之日起，他们就将成为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的对话者。

新“卫戍”开始之时的相关生产情况必须立即收集起来，用调查问卷（由慢食协会

提供）的方式呈现，包括生产者的数量、产量、市场分类等信息。这将有助于我们更能精

确地描述当地的情况，以及潜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接下来几年中定期更新这些资料，就可以评估“卫戍”的发展：即经济、社会、

文化和环境等不同方面的成果。

在第一次与生产者的会面中，一定要着重介绍慢食协会（它的历史、目标、宗旨），

并清楚地解释慢食协会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在发展“卫戍”项目中的角色。很重要的一点

是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慢食协会在“卫戍”项目中不会涉及任何经济或商业利益，且仅秉持

一个目标：即通过一个由小规模生产者组成的一个国际网络，帮助生产者保护并传播生物

多样性。

它同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产者将逐渐成为慢食协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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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一份生产协议
当聚集了所有生产者后，就可以开始起草一份生产协议了。这是发展“卫戍”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可以为起草协议提供支持，为不同的生产提供

相关的指导方针、收集必要信息的简单调查问卷。

生产协议必须是与有所属感的“卫戍”生产者共同商讨的结果。生产协议不可以是

专家或学者在办公室里编造出来的。融入生产者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他们在达成统

一意见的过程中，必须受到尊重。

最理想的过程包括组织一次生产者启动会议，此次会议中慢食协会代表将发放调查

问卷，向生产者收集所需要的主要信息。这份调查问卷是为某一个食品种类专门设计的（

例如：奶酪、腌制肉类、可食用植物、蜂蜜、肉类品种、牛奶品种等等）。

填完调查问卷后，生产者可以起草第一份协议草稿，之后不断进行微调修改，直到

所有人达成统一意见。在一些敏感或复杂的问题上，可以参考专家（农学家、兽医、食品

技术专家等等）的意见。

这个过程需要极大耐心。需要牢记的是，即使遇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也常常是有

益的——它们将指出脆弱的、需要在相持意见中寻找妥协的点。讨论和分歧可能是针对地

域的界定、生产过程中某个步骤的必要性、一种食品成熟需要的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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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重要方面
这个协议明确定义生产的各个方面，记录食品的历史，详细描述培育（或养殖）和

加工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生产者们第一次在一起工作，这个过程将增

强他们的协作意识，他们可以将生产技术进行比较，将所有的相关知识记录下来。

这个协议必须得到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和生产者们的一致同意。最终版本的协议将由

所有“卫戍”生产者签订，这也将是一个向公众展示“卫戍”的好时机。

如果协议的起草过程经过详尽考量和细心考虑，它将指出“卫戍”中的弱点。“卫

戍”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帮助生产者改善或者保持生产的质量，以及技术的可持续性。正

因如此，生物多样性基金会联合了一组专家，他们可以提供技术建议，培训生产者和“卫

戍”协调者。

生产、栽培和饲养技术
每个食品种类都有详细的指导方针（可以在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网站上查看），作为

起草“卫戍”协议的参考。指导方针包括：比如，在制作奶酪时有义务使用生奶；禁止使

用任何化学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有义务使用可持续的捕鱼或畜牧方法；有义务保护传

统生产技术和生产地点等等。

指导方针由生物多样性基金会与专家、生产者联合起草。多年来，得益于当地慢食

协调员和生产者的贡献，这些方针定期得到改善和更新。

卫戍和欧洲其他地理标签
在欧洲，近几年有许多“卫戍”保护的食品都已经在类似的欧洲标识明确在列

（PDO－受保护原产地标志，或PGI－受保护地理标志）。为这些已经收到某个欧洲品牌

保护的食品建立“卫戍”看似多余，但是有些情况下，慢食协会考虑到保护某个生产方法

或特殊地域的重要性，而这些方面是那些地理标签没有完全涵盖的。

在这些情况下，“卫戍”协议是地理标签的延伸（与PDO协议相比起来，约束条件

更严格）

在这些情况下，“卫戍”的命名必须与已有的地理标签保持一致（不再添加其他信

息和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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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例子…

来自罗卡维拉诺奶酪卫戍（Roccaverano Robiola Presidium，一种意大利山羊奶

酪）的生产者们也遵守PDO协议，这份协议允许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羊奶和牛奶的混

合奶源，但出于对“卫戍”协议的遵守，他们承诺只是用山羊奶。“卫戍”的保护条件有

更加严格的要求。

有时候，在极端情况下，“卫戍”的生产者不想继续遵守那些标签的协议，并决定

退出。在这个时候，他们不能继续使用有历史意义的命名。

定义一个卫戍的名称
为一个“卫戍”选择合适的名称非常重要。这是对一个具有历史意义、传统价值的

身份的肯定。因此，了解当地居民如何称呼这种食品是很重要的。凭空创造的名字和公用

名称禁止使用（比如农夫腊肠、农场奶酪等），私有注册商业名称也不得使用。

慢食协会传播活动在推广“卫戍”的过程中，会让公众对这些名字日益熟知。为了避

免名字发生改变，让前期的推广付诸东流，对于命名的决定必须从一开始就经过深思熟虑。

将“卫戍”名称与原产地相关联总是有益处的。这样，我们可以强调当地的地域价

值，也就是说不仅从地理角度出发，同时兼顾社会和文化方面——“卫戍”可以为当地的

发展助一臂之力。

一些例子…

塔夫拉达·德乌玛瓦卡·安第斯（Quebrada de Humahuaca Andean）土豆（阿根廷）

阿尔尼夫（Alnif）孜然（摩洛哥）

波利尼亚诺（Polignano）胡萝卜（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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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的名称也可以来自一种当地方言（当它被当地人认可时，就不再被认为是

用一种修辞手法去唤起人们对过去或乡村的意象）或来自某种土著语言。但是，这种命名

方式不宜多用，因为这些名字通常都很难理解，向国际受众推广的时候会遇阻。

一些例子…

“Saras del fen ”（意大利皮埃蒙特方言），这是一种在韦尓多山谷（Valdesi Valley）

里生产，用干草包裹的乳清干奶。“Suovas ”驯鹿肉（瑞典），这里“suovas”是当地土

著萨米语中“烟熏”的意思。

定义产区
“卫戍”生产协议中的产区不止包括相关“卫戍”生产者所在的区域，还包含整个

历史产区。在这个区域中进行生产的任何种植者，如果他们决定遵循协议，就必须赋予他

们加入“卫戍”的可能。这个产区必须有一致的气候（比如，我们不能讲山里出产的奶酪

和平原出产的奶酪归于一个产区），并且与食品的传统与历史有联系。这种信息可以以书

面证明为据，也可以以口述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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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当地人——访问年长者、大厨和有历史的餐厅、酒吧，去发现这种食品是在什

么地方生产的，在历史上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被食用。

组织培训和技术协助
培训是“卫戍”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有以下目标：改善生产的质量；强

化生产者的感官分析能力和技巧；建立生产者协会；发展可持续的包装方式；帮助生产者

推广他们的食品。

培训方法
品尝：通过比较不同生产者生产的不同样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生产过程或

成熟过程的缺陷，并且增进食品的感官质量。通过品鉴活动，还可以让生产者了解到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生产者的不同风味，这样日后可以用于推广和宣传。生产者和慢食协会专

家必须同时出席品鉴活动。

专家拜访：得益于慢食协会的国际网络，生产者可以与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专家和

技术人员取得联系，解决技术困难或组织中面对的问题。生物多样性基金会还会邀请手工

制作人和专家直接拜访“卫戍”产地。

生产者交流：“卫戍”生产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可以通过“卫戍”生产者间的相互

拜访，或“卫戍”生产者内部的互访形成。生产者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农产品或手工食品，

找到他们可以用于自己地区和食品的解决方法或推广、销售渠道。

培训研讨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为不同领域的（奶酪、水果、蔬菜、肉类，等等）

生产者们组织培训研讨会，可能在当地举行，或是在国际办公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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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公共活动之后，“卫戍”生产者群体逐渐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团体，他们

可以形成一个合作社，联营组织或其他生产者们自己选择的集体形式。

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会一起销售食品——独立经营可以继续保持其独立性——但让它

们感受到他们属于同一个集体，需要以集体的形式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成立一个官方的小组或协会有很多好处。作为一个集体，更容易发展项目；相较于

个人，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共机构通常更愿意资助协会；一些开销可以共同承担（比如，购

买机器，如收割机的费用，这些机器很贵，但只能用很短的时间；宣传材料；参加某个集

市或大会的交通费用；培训活动等等）。作为一个小组或者协会联合起来，还意味着要与

其他生产者展开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共享机遇；它还意味着打开生产者的眼界。建立一

个团体组织或协会组织——官方注册这个组织机构和食品名称——意味着将食品和传统的

存在正式化，保护并宣传它，让更多人知道它。

联合生产者



用于发起并维护卫戍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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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出建立一个“卫戍”的决定时，经济考量——即找到“卫戍”需要的相关宣传

工作的资源——不容忽视。这些资金将用于制作宣传资料、组织专家拜访、参加国际活动

等等。

根据“卫戍”所在国家情况的不同，每个“卫戍”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如果“卫戍

在一个有经济困难的国家（比如，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一些地区），其资金可以通过生

物多样性基金会的募捐活动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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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卫戍”在一个没有资金困难的地区，支持者和赞助人可以介入协助支付这些

花费。慢食协会的国家级协会或分支必须动员资源，找到协助维续“卫戍”运作的资源。

国际慢食协会募捐办公室和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可以提供一些相关信息和联系人。

请注意！

感谢来自个人、商业机构、国家和国际公共机构的捐赠，生物多样性基金会收集这

些资金用于它的不同项目。所有捐款人都将在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网站和生物多样性基金会

的年度社会报告中记录在案。

有一种情况：一些捐款人可能会直接对加工的过程或商业化过程中进行资助，但其

中盈利的一部分将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基金会。这些资金将为“卫戍”提供国际传播、提

供培训工具和技术协助提供保证（南北半球均受资助），并对生产者集体提供资金支援（

仅在南半球进行）——这些资金用于启动基于一些合作协议上的“创业”项目，用于此“

创业”项目并促进其进一步行动的发生，如：购买设备、培训和差旅。

建立一个“卫戍”的时候，不要直接向生产者们募集资金。我们不能向那些需要慢

食协会帮助和来解决困难的人们伸手。生产者只有在“卫戍”的第二阶段（在由国家级协

会作出谨慎决定的情况下）获许使用“慢食卫戍（Presideio Slow Food®）”品牌的时候

要求做出一些贡献，由此得来的捐助可以用于维续“卫戍”或其他生物多样性基金会项目

（比如，非洲的千园会〔A Thousand Gardens〕或地球市场〔Earth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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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并提升卫戍的价值
慢食协会是一个联合了世界各地100，000多名会员的协会。

支持者的数量，围绕协会展开“慢食运动”的支持者们，数量上百万。所有这些人

都深受慢食协会运动的鼓舞，多多少少地都有参与到慢食协会的活动中，他们代表着“卫

戍”食品的无限市场潜力。

根据慢食协会的宗旨，拯救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市

场，这个市场更加关心保护环境和传统。它包括世界范围内数以万计有意识的消费者，或

者说，共同生产者。

全球市场向标准化发展的趋势对小规模生产者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果将它们与工业

化生产的食品比较，它们并没有什么优势。慢食协会号召所有希望与这种趋势对抗的人们

联合起来，一起帮助生产者们找到新的市场，一个更有良心和意识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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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协会的许多宣传和传播活动的目标在于提高“卫戍”项目的知名度，将生产者

和合作生产者的距离拉得更近。下面就是一个常见样例。

活动
“卫戍”参与到慢食协会所组织的国际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品味沙龙与大地

母亲〔Salone del Gusto and Terra Madre〕，奶酪、慢食海产品〔Slow Fish〕、亚太美

食节〔Asiogusto〕、欧洲美食节〔Euro Gusto〕等等）。同样地，参与地区或国家级的

活动也同样重要。在这些活动中为“卫戍”和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预留特定区域已

经成为了活动组织过程中的传统。

在这些活动中，生产者可以销售他们的食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宣传这些食

品，与记者、买家、爱好者和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流。这些活动对于展示慢食协会的项目和

在食品领域的成果也是很重要的。

厨师与生产者的结盟
自从2006年慢食协会在大地母亲（Terra Madre）活动中启动厨

师网络以来，许多大厨都成为了极为重要的使者：即把慢食协会的理

念带入他们的餐厅。主厨联盟（The Alliance of Chefs）于2009年正

式成立，它将厨师、小规模生产者和慢食卫戍联系起来。联盟中的厨师承诺使用卫戍或美

味方舟上的食品，以及来自当地符合“优质、洁净、公平”生产标准的小规模生产者的食

材，并且将生产者的名字列在菜单上。每一年，他们都组织募捐活动，所得资金将部分用

于建立新的“卫戍”，或者支持面对困难的“卫戍”。

联盟自2009年以来，活动频繁，并且已经从意大利扩展到荷兰和摩洛哥。很多其他

国家也纷纷对这项行动表示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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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市集
地球市集（Earth Markets）和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根据相关指导要领而成

立，并且遵循慢食协会的理念。这些由当地居民自己组织的市场是社交场所，当地的生产

者可直接为消费者们带来价格公道、用可持续的环保方法生产的高品质食物。不仅如此，

他们保护了当地的美食文化，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地球市场定期组织当地的“卫戍”生产者，也邀请其他地区的“卫戍” 生产者，共

同参加特别活动。

共同购买小组
慢食协集利用其慢食网络，不仅让“卫戍”生产者与消费者在活动中直接见面，同

时也鼓励生产者直接销售其产品。

道德采购团，也就是意大利常说的GAS（Gruppi di Acquisto Solidale，公平贸

易组织）是由慢食协会会员和慢食网络组织的——有时候由国家级的慢食协会或慢

食协会基金会直接组织——它鼓励在同一地域里的农户和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在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的架构下，由参与者预支付生

产者，为生产者的当季销售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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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卫戍

对慢食协会来说，质量并不完全按照客观尺度进行衡量，而是“叙事”的结果。这

就是为什么组织对不同形式的传播尤为重视。“卫戍”食品在全国出版物、新闻和网站

中，通过直接描述、生产者和地区的故事以及对于古老技术的描述进行传播。

慢食协会媒体办公室定期、频繁地向意大利和国际媒体发送“卫戍”文章和相关报

道，这些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

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网站（www.slowfoodfoundation.com）上有很大篇幅

针对美味方舟和卫戍的介绍。

慢食协会网站（www.slowfood.com）经常发布关于“卫戍”的新闻，以及生产者

的故事、食谱等等。关于“卫戍”的信息还可以在全国或地区性的慢食协会网站上找到。

在当地宣传“卫戍”也很重要，为了避免本地食品虽扬名国际却在本地默默无名——

一般情况下，本地市场才是最重要的市场。还要谨记，“卫戍”的活动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重新发现并传播关于原产地的文化和传统，将它们变为可持续的本地发展的机会。

因此，在“卫戍”建立之时，吸引当地媒体参与并不断地通知他们启动相关信息也

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信息还可以包括：生产者组织的活动，任何交流活动或在建立“卫

戍”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时刻。这与争取当地餐厅的参与同样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游客

了解到他们正在探索的区域有很重要的饮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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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慢食卫戍”的初期，“慢食卫戍”项目就是慢食协会各项推广活动的灵感来

源，围绕它进行的推广直到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比如说，有70多种奶酪卫戍已经成为保护生奶生产（慢食奶酪）奶酪的重要领军团

体。与海产品和传统捕鱼方法相关的“卫戍”是慢食海产品（Slow Fish）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蜂蜜和蜜蜂卫戍与反对使用含荧光剂杀虫剂，保护蜂群的运动有直接联系。

慢食协会的各项推广活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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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故事的标签
慢食协会专门成立了一个与设计食品标签相关的项目叫“会说故事的标签

（Narrative labels）”。在大多数商店和超市里售卖的食物都没有对食品所含内容提供足

够的信息，就更不用说它背后的故事、产地的特色、生产工艺、牲畜品种、圈养方法等

等。这些重要的信息可以帮助消费者作出选择，有利于食品质量更好、生产过程可持续的

生产者。

这就是慢食协会开发了一款“黑色标签（a black label）”的原因（它并不取代符合

法律标准的标签，但对其作出必要补充），用它来承载更多关于食品的信息，包括原料来

自什么品种、培育过程和加工工艺、来源地、动物福利、储存建议和实用建议等等。

设计一个“会说故事的标签”，可以按照慢食协会基金会网站的步骤进行。“会说

故事的标签”应该成为“卫戍”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应该为所有生产者所有。

小心！
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级慢食协会授权，不能在食品的包装或标签上使

用慢食协会标识（“蜗牛”）或者提到慢食协会（“Slow Food”）

的名字。

但是，可以在宣传册、海报等收到国家级慢食协会授权（如果当地

没有国家级协会，则交由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处理授权）的材料上，提到或描述“

卫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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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例子：

Slatko李子果酱标签，包括

原料品种描述，产地描述，种植

方法，所用肥料，加工过程，种

植者等信息。

野生棕榈油标签，内容包括食品特

点，产地，收获方法，加工方法，储存方

法，使用建议，生产者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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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卫戍品牌

 2008年，慢食协会注册了“慢食卫戍（Presidio Slow Food®）”品牌，允许一些国家

里的“卫戍”生产者在他们的食品标签上使用。它现在在意大利（所有意大利卫戍，和意

大利烘烤咖啡卫戍）和瑞士使用。这个品牌允许生产者将它们的食品与市场上的其他食品

区分开来，在虚假模仿频繁发生的国家以保护他们的食品，比如在有200多个卫戍的意大

利。这个品牌被生产者使用，他们必须保证它的正确使用。该品牌的管理是一群生产者的

集体责任。生产者不能将使用该品牌的权利转移给任何人。他们只能以个人或以“卫戍”

的名义使用这个品牌，且不受第三方控制。

“卫戍”品牌必须和一句简要描述项目的句子一起使用：

“卫戍是慢食协会的项目，它们保护用传统方法生产的高品

质、手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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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销售，个人知识，与当地慢食协会网络保持良好关系，定期参加慢食协会组织

举办的活动，厨师和生产者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是保证品质和尊重生

产协议的重要要素。

生产者们将获得自我认证（来自个人和集体）和受到消费者监督（包括慢食协

会网络领导、厨师和专业品鉴人）的混合式结果。也就是说，得到一种“参与者认证

（participatory certi�cation）”。

“会说故事的标签”——列出生产过程中和食品自身的重要特色——让这个过程更

加令人信赖。

为什么只能在部分国家使用卫戍品牌？
因为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保障系统，只有在慢食协会认知度、参与度较高的地方，才

能确保项目的成功。

国家级慢食协会的规模（当然，相对于“卫戍”食品数量而言）也有影响，包括成

员参与到这个过程的意愿：

• 拜访所有原产地；

• 协助起草生产协议，保证所有生产者签署协议；

• 与“卫戍”合作，保证每个“卫戍”都成立了生产者协会，执行检查生产、保障协

议受到尊重等工作；

• 保证所有生产者签署一份文件，同意遵守关于“卫戍”品牌使用的规定，并提供与

他们的生意相关的数据；

• 严密监督标签、包装和其他平面材料及活动中的标识使用，包括为定期检查制定相

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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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品牌使用一年后，意大利慢食协会开始向生产者收取一些品牌管理的费

用。额度根据“卫戍”的年度产量计算，费用金额不会对生产者的收入造成什么影响，也

让项目更有可持续性。慢食协会通常只会为项目运营第一年的花销筹集资金，但“卫戍”

没有使用期限，可以长期获得关注。

当慢食协会国家协会认为它有能力保证所有活动的执行——这表示有足够的资源支

付项目监管人的薪资，或在有些情况下，雇佣兼职合作者——它可以向国际慢食协会申

请，授权当地的“卫戍”食品使用“卫戍品牌”。这个申请必须经由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

基金会，向国际慢食协会提出，基金会将协助申请过程进行。一旦申请成功，慢食协会基

金会将发出批准，慢食

地方级协会在频繁评估“卫戍”食品感官质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必须组织一

年一度的品鉴委员会来评估食品，这些食品直接从市场上买来，而非从生产者那里获取。

慢食协会保留相关权利，在无论是否必要的情况下，用于检查品牌是否正确使用，

食品质量好坏，生产协议是否被尊重，慢食协会原则是否被遵循等等。

慢食协会基金会将为请求“卫戍品牌”的任何人提供支持和协助，为生产者协会章程

提供模版，为宣传材料的设计提供基本咨询服务。“慢食卫戍（Presidio Slow Food®）”品

牌也可以与PDO或PGI证书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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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者规则
购买“卫戍”食品，对其进行加工的生产者并不能自动符合“卫戍”生产者的要

求，也不能自动使用“慢食卫戍（Presidio Slow Food®）”品牌。

如果要使用品牌，加工者必须向慢食协会发出申请，同时：

• 在生产协议规定的产区范围内运作，使用手工方法和天然原料；

• 遵守生产协议（及原材料的种植或繁殖协议，应为加工食品起草一份特别的协议）；

• 递送一份食品样本至慢食协会，供品鉴评估。品鉴的结果必须是正面的；

• 被生产者接受，加入生产者协会。

如果一个加工者不属于“卫戍”，他们还是可以自由联系“卫戍”的生产者，将他

们的食品作为原料，并且在食品标签上标明原料中含有一种“慢食协会卫戍食品”，但是

他们不能使用“卫戍品牌”。

有些情况中，一个“卫戍”生产者可以决定是否要接受一个外部加工者进入“卫

戍”，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加工设备，或因为他们无法负担自己的设备。如果最终食品

的标签包含“卫戍食品”生产者的名字（不是加工者的名字），且由“卫戍”生产者直接

销售，就可以使用“卫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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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卫戍”生产者必须保证加工过程与慢食协会设立的标准相符，并且向慢食协

会“卫戍”办公室提供加工公司的细节信息。

“卫戍”还要纪录下最终食品的产量，以保障任何对投放市场的食品进行检查的需要。

零售商规则
慢食协会可以与销售“卫戍食品”的零售商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并要求他们为“

卫戍食品”的传播、推广、宣传、挑选或供应的食品提供支持。在这些情况下，慢食协

会可以给零售商提供在传播过程中使用“慢食卫戍（Presidio Slow Food®）”品牌的权

利，具体方法应经由慢食协会基金会同意。

这个决定只能由国家级的协会总部作出，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应知会所有相

关过程和信息。

慢食协会仅与商业团体合作，不论它是私有企业、财团或协会，都应该对“卫戍”

项目规则报以尊重、信任和肯定，并且有良好的品质记录。

任何关于加工者或零售商在传播过程中对“卫戍”及其品牌的使用，都应在开始前

得到慢食协会的批准。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提供建议，展示项目，组织活动支持慢食协会基金会，提交品

鉴样品或发送卫戍相关媒体报道，欢迎联系我们:

foundation@slow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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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欧盟资助。

该宣传册内容由文章作者负责；欧盟委员会不对任何宣传
册内容的使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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