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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它与我们的每日膳食有什么关系？
我们又能怎样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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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食物品种的丰富性一直是慢食协会的基础活动之一。从‘美味方舟’，我们

创造的首个‘卫戍’，再到‘卫戍’项目正式建立，以及其他相关项目的进一步展开。推

进‘美味方舟’食品种类的增长刻不容缓。如果慢食协会失去了它的敏感度，就有可能失

去它存在的意义。”——卡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

慢食协会从了解你所在的地域开始：倾听、观察、品尝、辨别它的风味和香气。用上

我们的感官和好奇心，我们便可逐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域：将一种面包、奶酪或蜂蜜作为

对一次旅行的记忆；与其他国家的慢食网络（convivia）进行思想交流，了解其他国家的

食品和食谱。

对于慢食协会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慢食网络来说，发现当地优质、洁净和公平生产的

生产者至关重要：奶酪师傅、牧羊人、养蜂人、烘培师、农夫…与当地的长者聊聊，记录

并分享他们对当地食物的了解，同时寻找一些回到当地的年轻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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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家乡美食之旅让人充满兴奋和惊喜，你将认识一系列有趣的人，他们在未来可

以发挥各种用途。传统的美食可以登上“美味方舟”目录册。几个生产者联合起来，可以

发起一个“卫戍”。许多其他的生产者也逐渐参与到慢食协会的网络，即使他们尚不符

合“美味方舟”或“卫戍”的要求：年轻的奶酪师傅可能发明了一种新的奶酪品种，并直

接卖给消费者；有机农夫组织每日递送新鲜蔬菜；牲畜饲养者对环境非常关注，积极回收

利用，并优先考虑动物福利等等。重要之处在于生产者们都遵循优质、洁净、公平的原

则：也就是，他们对质量、环境和社会公正极其在意。

在对某个地区的人、能量和创造力进行完整调研之后，就可以开始组织不同的活动

（晚餐、品尝工作坊、聚会、研讨会等等）；发展传播工具（指导手册、为生产者建立的

网站、社交网络小组等等）；开展不同项目（地球市场、教育活动、在学校组织品鉴活

动、发展旅游路线等等）。

以下的手册，其设计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些关键概念——从生物多样性

到优质、洁净和公平的意义——还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如何辨别生产者，为“美味方舟”

挑选食品，启动“卫戍”和地球市场。

  希望你享受阅读过程和未来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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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协会从创立开始，就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它的核心任务之一。但是什么是多

样性，它又与我们的食物有什么样的联系？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最近出现的词。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86年的华盛顿，由一名昆虫

学家爱德华·欧·威尔森（Edward O. Wilson）提出。不幸的是，这个词的受众很窄，只有

很少的人对它有兴趣，而他们大多是该领域的研究者（比如生态学家、生物学家或农学

家）。实际上，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它代表的是自然、生命，以及生命在

许多层级上的多样性：从最小、最基本的（比如基因和细菌）到动物和植物种类，再到最

复杂的层级（生态系统），所有这些不同的层级都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将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和品种比作一架飞机上的铆钉。如果我们扭

开一些铆钉，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发生，飞机还是会照常运作。但慢慢地整个飞机的主体构

架会越来越弱、越来越不稳定，此时如果再拧掉一个铆钉，整架飞机就会坠毁（Ehrlich, 

Ehrlich, The Rivet Poppers, 1981 ）。生物多样性是我们未来的保障，这不仅能让植物和

动物能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免受到害虫和疾病的攻击及其他非预料的变化。一个富有多样

性的系统是有抵抗危险有机体的抗体、恢复自身均衡的能力的。一个系统，如果其中的物

种数量有限，相对而言，就非常脆弱了。

最著名的例子是十九世纪中期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the Irish Potato Famine）”。

在1845年，一种真菌感染了马铃薯作物，破坏时间长达数年，并造成多数人死亡，导致

一百万的爱尔兰人甚至一半的人都移民到美国。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正是因在爱尔兰

种植了单一品种的马铃薯，这导致它极易遭受病毒和真菌所导致的天灾。多亏了安第斯

（Andes）山脉的农民种植的上千个品种的土豆，这种多样性使得后续在爱尔兰种植的土

豆更具有抗病性。如果没有如今的生物多样性，土豆可能不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农作物之

一。这个事件只是一次警告：告诫人类遗传单一性的危害，而不是对它置若罔闻。

在地球的历史上，万物有始有终，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物种灭绝。但是，这一

现象从来没有像近几年一样以成百上千倍的恐怖速度发生。

在一个世纪内，超过二十五万的植物品种已经灭绝。根据威尔逊的估计，他们将

继续以每小时三个品种（每年27000种生物）的速度在消失中（威尔逊，《生命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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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Wilso, The Diversity of Life, 1992年）。

在2012年的夏天，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后，著名的埃克塞特大学（Unverisity of 

Exeter）宣布：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第五次物种大灭绝是在6500万年前

的恐龙消失）（桑德斯，范·维恩，Indirect commensalism promotes persistence of 

secondary consumer species，2012）。

然而，与过去的生物灭绝相比，这一次有着实质性差别：起因——有史以来第一

次，这一切由人类所致。人类不仅不断地破坏热带雨林，填海造陆并向海洋中堆弃塑料，

更将广大的地区转换为单一种植，并且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污染了水资源和土壤，从而产

生了工业化的农业和园艺。

然而，并非所有人类活动都会破坏自然。低强度农业和渔业尊重自然界脆弱的平

衡。小规模的农民、牧民和渔民是地球上最后一代真正的管理者。他们已经在自然生态系

统中维系了数千年，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渐渐改变了它。在这样的“半自然系统”中，“

文化”与“自然”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人类从各个角度维持了生物多样性，塑造了生

态系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如同许多野生动植物一样，很多驯化植物和动物品种所提供的牛奶或肉也会消失。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75％的可食用植物品种已经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在美国，

这个数字是95％。

今天，从我们摄入的食物中获取的热量60％是基于三种谷物：小麦、水稻和玉米（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1996年）。但这些并不是来源于曾经在

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所挑选的数千个大米品种，或者上千个生长在墨西哥的玉米品种，而是

由少数跨国公司出售给农民一些种类单一的杂交品种。 

如果生物多样性消失，它将如何影响到我们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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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是多样性的敌人。自然驱使下的工业化农业需要均匀度和高生产率，换句话

说，单一种植。自195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逐步趋向于减少物

种和种类的数量。他们与每个区域毫无干系，而是能够在许多可能的环境中被生产、搬运

和运输，并有统一的味道。例如，相比于农民选择的上千个苹果品种，仅四个商业品种就

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份额。

不过，这些品种代表我们的农业系统在未来的巨大潜力。本地或当地的定义：是指

在特定区域中的（自然或人为）选择。这样的“地方品种（landraces）”不仅仅指植物

和动物——当地酿酒所用的酵母、制作奶酪和酸奶的细菌也是至关重要的。所有这些品种

的特征在于可以很好地适应其区域的环境条件，正因为这个原因，通常需要较少的外部投

入：像浇灌、施肥或杀虫。他们比大多数“标准（standard）”的品种更顽强、更能抵抗

外界的压力。因此，他们是各种气候变化的弹性战略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在原生土地

上茁壮成长（如在沙漠或山区）的潜力，使它们在争夺粮食主权中成为重要的农业资源和

必要工具。这些品种往往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习俗、菜谱、知识、方言等）息息相关也就

并非巧合了。

慢食协会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驯养生物多样性（也称为农业生物多样性）——这意

味着不仅只是熊猫或僧海豹，也包括卡拉卡臣（Karakachan）羊；不只是雪绒花，也包括

班贝格的角山芋。然而我们也希望在小规模生产者的世界提高认识，无论鱼类种群或半自

然牧场和草地，野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同样非常关键。

各种植物和家畜起源于世界的不同区域（土豆和西红柿来自安第斯山脉，山羊和小

麦源于“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茄子和猪来自于亚洲等）。他们走遍了世界，

适应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气候和土壤：稍微改变一点点，与其他品种杂交，就能融入特定

的地区和社区，也影响其烹饪传统（culinary traditions）。想一想西红柿，起初在安第斯

山脉耕种，然后飘洋过海到欧洲的许多地区并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多样化成为许多不同的

品种，并给予地中海的标志性菜肴赋予其灵魂，如比萨饼、番茄酱意大利面、希腊沙拉和

西班牙凉菜汤。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万年漫长的农业历史中，农民的知识帮助增加了上千个品种和种

类，这是文化多样性和地区生态环境的表达。这反过来，也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多样性烹饪

体系——它通过形状、口味、气味、颜色、烹饪方法、准备和仪式来显示其多样性；一个

基本的丰富性来保护社区的文化，而且能够保证多种多样的、令人愉快而健康的饮食。

小规模农户的农场同样充满了生物多样性。例如，他们参与创造的半天然牧场、

草地和果园都使得欧洲生物多样性较国际水平遥遥领先。这些人为的植被类型组成了30

％受欧盟栖息地指令（奥珀曼、博福伊、琼斯、《欧洲高自然价值农业》High Nature 

Value Farming in Europe, 2011年）法律保护的栖息地。他们有丰富的物种——"Bruchmann 

and Hobohm"研究发现：有2445种的草原高等植物和灌木林地的高等植物其中仅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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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发现——在农民创建和维护的半自然区域（Bruchmann, Hobohm, 'Halt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Endemic vascular plants in grasslands of Europe, Grassland Science in Europe', 

15, 2010）。

莫尔纳尔·索尔特（Molnár Zsolt）已经说明了“野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它在

当地的农耕文化中有多么的根深蒂固。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斯克（Csík）

地区，当地人可以分辨435个物种，其中280被命名；懂行的人可以说出其中80%的名

字，即使上学的小孩子也可以识别10-20％。由当地居民团体耕作的农业涵盖整个地区。

在“美味方舟”上，不仅有植物和动物物种，也有加工食品，因为与植物和动物

的生物多样性一样，这些集合经济、社会、文化底蕴（以奶酪、咸肉、面包和甜点的形

式）的食品也正在一起消失。为了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如牛奶、肉类、鱼类、谷物和水

果——加工食品的数量是无限的，其知识不仅是在世界各个角落代代相传的成果，也是他

们的创造力和手工技艺的结晶。哪怕是很小的变化也可能赋予不同产品新的生命。

想像一下成千上万种奶酪，都从相同的三个成分（奶、盐和凝乳酶）开始。例如腌

肉：有时其中唯一改变的事情是屠宰技术，或者一种香料，或者是用来炭烤的木材。转变

食物的手工技术使我们能够获得甚至比原材料含义更多的特定产品，能告诉人们当地文化

的故事，同时使生产者尽可能减少因季节性周期或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影响。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推广和销售与本地植物和动物品种相关的加工产品来保护他们（一种奶酪或

腊肉可以拯救牲畜品种；一种面包可以拯救一种类型的谷物等等）。

为了保持这一丰富的文化遗产，慢食协会创造了“美味方舟”项目：作为一个在他

们消失之前用来记录的地方——植物种类、动物品种，以及由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世界

文化视野中社区生活传统的衍生出的手工产品（如面包、奶酪和腌肉）。

“美味方舟”是一个食品目录册，但慢食协会已推出了另一个直接与生产者合作的

项目：“慢食卫戍（Presidia）”。

“卫戍”生产者保护一种有面临濒临灭绝风险的传统产品（某一个在“美味方舟”

上的食品）；保护一个面临失传危险的传统技术（渔业、畜牧业、加工或养殖）或是受到

威胁的农村地区或生态系统。

慢食菜园（Slow Food gardens）则是另一种保护方式：即捍卫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它与家庭、社区和学校共同发展。

此外，慢食协会将在世界各地推广地球市集（Earth Market），从而将小规模生产者

和消费者汇聚在一起。

保护生物多样性斗争的意义非凡：这是一场有关地球未来的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可

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为它做一点贡献。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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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慢食协会而言，食物代表了相互交错的不同方面逐步走向统一。

想象一棵很大的树，根基深厚，四通八达，厚厚的树干和树枝直窜苍穹，上面点缀

着绿叶，花朵和果实。根部牢固地拴住一片区域，一种气候，一个海拔，一定的日照以及

植被类型的组合。

但是，一个地区不仅仅只是土壤、气候和地理，它也是文化、知识和手工技术，以

及它们与景观、动物、农作物等的互动。这已经有一段历史，并且这种连续性是小规模食

品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根源越长越深，并向各个方向扩张：食物是语言、音乐、

诗歌、社会仪式的一种表达方式。

根深入土，在生长旅程中，他们其他的树木的根茎交错缠绕，这使它们与不同的文

化、语言和历史产生联系。这些长在地下的根须聚集在一起能让我们的树更加繁茂。

从树的根部开始，我们缓缓往上看。树干表示对优质生产的必要支持：对工人的公

平，对环境洁净而无污染。

再者就是树枝、花朵和丰收的果实：它们代表味觉、嗅觉、视觉、触觉；烹饪，可

以是传统的，或创新的；这一切使食品成为一次令人满意的体验。食物也意味着营养、维

生素、矿物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它们是身体和精神的平衡。

慢食协会认为所有这些元素一起成为一个平衡的整体。

每一种食品代表着种子、大地、文化、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营养和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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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的一个整体，他们彼此作用，并与周遭的环境息

息相关。一个泻湖，一条河流，一片森林或牧场，都属于生态系统。每个生态系统都力求

保持其自身平衡。即使这种平衡被打破，生态系统也会调整适应。比如说，在一个寒冷国

家的湖泊生存着适应于该地区的植物和动物，可是一旦气候变化，一些物种将消失，并被

其他更适应新的气候的物种所代替。生态系统的平衡，因受到人类诸多活动而改变，甚至

被破坏（例如土壤、水和空气的污染；水道转移或分流；过度开发；引进外来物种；农业

活动等等）。

有一些生态系统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结果并需要长期稳定的管理。例如欧洲的

农田由极具多样性的牧场和草地组成：从地中海灌木丛到西北大西洋的沼泽和洪泛区，以

及波罗的海树木繁茂的草地，也不乏橄榄树林、板栗林和果园。

半野生
半野生植物具有诸如物种构成和类似于天然栖息地生物过程的特征，但是这取决于

其被人类干预的程度（如割草或切割）。例如，欧洲的半野生农田主要包括种类繁多的牧

场和草地：范围从地中海地区高低灌木丛到西北大西洋和阿尔瓦斯的沿岸沙质底地和高

沼地，波罗的海的洪泛区和森林草原。有着大型古树和放牧地质层的传统永久作物（橄榄

树、板栗园、果园等）也是重要的半自然生境。

物种
物种是一群能杂交繁殖并产生可育子代的生物。每一个物种的基因因其特定的形态

特征而与众不同（就植物而言，花、果、叶、芽等植物的形状和颜色的基因不同; 就动物

而言，则是其体型、皮肤、角、尾巴等）。

几个世纪以来，物种的个体进化以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发展出有效的各种特性。例

如，生长在坚石地质环境下的牛已经进化出短而稳健的腿、粗厚的皮质，相对娇小的体型

以便于在贫瘠的地域觅食。生长在干旱气候的植物，即使在严重缺水的状态下也可以孕育

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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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



杏是一个物种，而沙拉克（Shalakh）杏是一个亚美尼亚的典型品种；羊是一个动物

物种，而肯彭（Kempen）羊是荷兰东南部一个典型品种。

就（那些自发形成的）野生物种而言，我们之所以没有提及的变种种类或品种，是因

为野生物种的种植或养殖无需人工干预，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提及物种。例如，猴面包树是一

个物种，除非人类开始培养它，挑选其生态型态和品种，否则猴面包树没有特定的品种。

除了通俗名称，每一个植物和动物都有一个学名。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卡尔·林奈

（Carl Linnaeus）提出的用来识别微生物的方法已沿用至今。为了简化命名过程和避免混

淆，林奈提出将两个名字分配到每个品种：两个拉丁术语，第一个词，以大写字母开头，

代表属性；第二个词，用小写表示，代表物种。

这是一些物种学名的例子：苹果：Malus domestica; 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 

山羊：Capra ircus; 绵羊：Ovis aries。

栽培品种
品种（或栽培品种）是一系列栽培植物，明确地由其形态、生理、化学和质量特征

所区分。一个品种即使繁殖后，也保持其稳定的鲜明特性（通过种子或无性繁殖，例如通

过接枝繁殖）。

本地或本区域品种是很好辨认的，它们通常有一个当地的俗称。这些常常由农民个

人或社群挑选，并以具有良好的地区环境条件适应性的特点而出现。他们因此较耐寒，抗

压性强，需要较少的外部投入，例如浇灌、施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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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当地文化紧密相关（习俗、菜谱、知识、方言）。例如，卡拉（Carla）苹果（意

大利）、厄兰岛（Öland Island）棕豆（瑞典）、洛里昂（Lorient）白菜（法国）和安家地萝

卜（Akkajidaikon，日本）都是本地人工栽培品种。

在欧洲，经由当地政府部门、地方当局，或其他公共机构、科研机构、协会，亦

或个人和公司提出申请（并取得相关地方机构或地区机构的肯定意见后），大多本土品

种都在国家记录中记载在案（并会自动出现在官方的欧洲目录里）。该品种在评估间过后

将被注册在案。注册与专利不同，它是一种公共保护的形式，而专利则是一种私人注册并

垄断传播材料的使用和销售的形式。

植物种群（生态型）
一种生态型指的是一个种群的物种（通常由种子而来），它们的基因适应于一个特

定的，通常在一个面积有限的地域。这个定义与人工培育品种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生

态型没有一个精确的、稳定的且确定的遗传特性，同时，它们不属于某种官方分类。但

是，它们对于保护培育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如果经过适当的研究和

选择，它们也可以成为栽培品种分类的一部分。

品种
品种的概念是自然科学中最有争议的。农民在识别和定义一个品种中起到重要

作用；一个家畜的品种是由一群农民共同认认定的。据科学家杰伊·劳伦斯·罗氏（Jay 

Laurence Lush）的说法：例如，“没有人有权赋予这个词以科学的价值。这是农民的词

汇，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正确定义。”这就是说，一个品种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同种家畜（

通过遗传传递到后代）但从外部特征可识别不同，这可以从其他同种的可见特征的基础上

进行分离和区分（大小；涂层或羽毛的颜色；头部、四肢、犄角、尾巴等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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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品种与其长期的自然适应以及特定生长地域的特点相关，这便可定义为本土

化（以牛为例，它至少需要六代来修正其品种的特性）。米兰达斯（Mirandaise）牛，

一种原产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地区热尔（Gers）的牛；产自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萨鲁佐

（Laluzzo）的白母鸡；还有来自挪威西北海岸的威尔萨（Villsau）绵羊，这是北欧地区

最古老的绵羊品种。

地方品种能更好地适应一个地方的气候、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即使在极端的环境

中，它们不需要太多的呵护和饲料。

如果一个品种要被正式定义，它必须先被登记。只是在不止一名农民的请求下才可

以注册一个品种。

品种源于特定的地方，但在某些情况下——这通常是因为它们的一些特性非常有利

用价值——它们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其它地方。一个品种可能会在其原产地区面临灭绝的

危险，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却很常见，就像原产于瑞士的吐根堡（Toggenburg）山羊，它本

来只在瑞士的圣加伦（St.Gallen）地区有，如今，在阿尔卑斯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很常见。

在“美味方舟”中，最重要的是将品种与食品联系起来，如肉类、牛奶、奶酪或腊肉。

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与环境署 （UNEP）在2000年第一次发表的《家

畜多样性的世界观察名单（The Worldwatch List of Domestic Animal Diversity）》，是

一份关于世界各地濒临灭绝的本地品种的参考资料。根据这份报告，世界上每星期都会失

去两个人类饲养的动物品种，我们已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失去了上千个的品种。那些仍然

存在的品种的三分之一（超过2,000种）在未来二十年内将面临消失的危险。一旦一个品

种灭绝，它就一去无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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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畜多样性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南、北半球进行相互的动物出口，这往

往不仅导致物种混杂，在一些生产力较低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会取代当地品种。

动物种群
一个种群由同一个品种、具有相关特征的个体组成。正如“品种”部分一样，农民

这个角色至关重要，他们根据可见的外表特征（羽毛、身材、犄角或尾巴的形状等）和行

为（繁殖能力、生育能力等）将它们归类于某个种群。一个种群对一个品种来说，就如生

态型相对于栽培品种，即它并不正式地属于一个严格规定的品种类别。

种群之于品种，就如生态型之于类别，会更加不稳定一些，而且不被正式注册。

天然种群的实例是肯尼亚的穆疏奴（Mushunu）鸡和意大利罗卡韦拉诺（occav- 

erano）山羊和西冷他那（Cilentana）山羊。

新的商业品种和杂交植物
农民们总是通过优选植种（通过观察用心哪些地段能取得最大的收获或植物能长出

最大的果实），或做杂交，以获得具有最佳特性的植物。杂种品种植物以遗传物质的来自

不同物种的组合得以分类和区别生态型。杂交可以自然发生或通过人工（改良遗传的做

法）交互发生。

例如目前市场上的草莓品种主要来自于其生长在法国布雷斯特（Brest）的祖先，1766

年，嫁接了美国的草莓（Fragaria virginiana）和智利草白莓（Fragaria chiloensis）的品种由

路易十四的工程师带到欧洲（仅五株挺过了六个月的海上航行）。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以来，因为全球市场的反应，农业生产已逐步集中在数量不断减少的物种和品种，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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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它们的原产地被隔离，以使得它们能够在更多的环境和气候下被大量种植，并且有能

力经受处理和运输，以适合各种消费者的标准化口味，这些被称为商业杂交。

例如，商业品种的始祖之一的金冠苹果（Golden Delicious）的巨大成功，归功于

它“平易近人”的味道和少量的涩度（这是一款甘甜、芳香的苹果）。

大多数这种商业杂交（以满足市场的需求）都受专利保护。这并不妨碍农民或业余

爱好者收购以及种植它们的种子。专利只是意味着一些购买种子的价钱进入了（保密或众

所周知的）专利授权人的腰包。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农民在种植商业培育杂交时不能做的：他们无法从自己的收获

中收集并保存为来年使用的种子。事实上，购买的第一代杂交种子（称为F1）会比母体

产生更好的特性，但是第二代（F2）存在着混合特性，几乎总是比前一个（F1）更糟。

因此，农民必须每年购买新种子。

动物杂交
杂种是来自不同物种或亚物种（sub-species），具有足够的结构和遗传相似性的父

母产生的后代。例如：两个品种同属一个种间的杂种例子，包括骡子，公驴和母马的后

代；或驴骡，母驴与公马的产物。通常这些杂交产生的后代无法生育。当杂交产生于不同

品种或群体间的相同物种，它们被称为种内，或者大家俗称的杂种。

这个理论有例可依，如长白猪（Landrace White pigs）和大白猪（Large White 

pigs）的交配，或黑白花牛（Friesian）和蒙贝利亚牛（Montbelliard）交配。结果往往改

善了父母有欠发达的某些方面（更强的活力、力度、生育率、生产率等）。这种现象被称

为“杂交优势（hybrid vigor）”；基本上来说就兼具并增强了双方最优的特点。

任何畜牧者都可以研发一种杂交品种，但却很难把第一代的特性稳定地世代相传。

杂交可以以基因为目的（在一个物种中改善或创造一个品种），而更多的是以商业为目的

（一般为屠宰动物）。

所有畜牧者都是为了“收支平衡”而去培育杂交。比如，奶农需要产量多的奶牛从

而获得更多的牛奶。如果他们的母牛不是那么高产并有生育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把它们与

杂交动物或其他肉牛品种杂交，以便增加怀孕的几率（更可能在杂交的情况下），并获得

良好的优质牛犊（比利时蓝牛［Belgian Blue］经常被用于此目的）。

大型专业化企业和跨国公司，被称为育种公司，生产具有特定特征动物的精液（特

别是猪，也包含家禽）。繁殖方式是保密的，并且以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名义销售他们所产

生的精液。大规模工业化农民可以浏览目录，然后选择有效果保证的精液，例如，为了适

应市场需求，他们需要有具体外观的猪，或最佳切割的猪肉，肉质纤瘦却多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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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
Marie-Monique Rob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onsanto, 2009

作者针对转基因生物和现代工业农产品对农民团体的影响，也分析了孟山都公司的

案例。您也可以找到一部同名的纪录片。

Michael Pollan, The Omnivore’s Dilemma, 2006

人类面临的关于食物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我可以吃哪些食物？”，因为它只是源于

几十年前我们物种的本源。那些有钱人可以获得大量的世界美食，甚至反季节食品。现在

的主要问题是：“我的食品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制作的？”。我们也推荐这一作者

的另一本书《Botany of Desire》（2001），通过一些植物物种的消耗案例研究探讨人类

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微妙主题。

Yvonne Baskin, The Work of Nature. How the Diversity of Life Sustains Us, 2005

Baskin介绍了生态的原则，他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例子来解释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

统的重要作用，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

为什么有些人群要比其他人群更加发达呢？根据Diamond的理论，答案在于地

理和农业（而不是遗传学）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以跨学

科的角度，追溯农业和驯养时代的迷人历史。我们也推荐来自同一名作者的另一近作

《Collapse》（2005），其中Diamond使用案例研究以分析某些社会的失败原因。

Rachel Carson, The Silent Spring, 1962

书中记载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鸟类。早已因其文笔而出名的Carson，第

一次写了一本谴责之书。它指责化工行业误导群众，公职人员未经调查便接受行业索赔。

这本书曾在促进对有机化合物杀虫剂的禁令有着显著作用。

  

影视作品
由吕克·贝松制作的关于环境、生物多样性、农业和气候变化的纪录片。它于世界环

境日在50个国家播放。它几乎完全基于鸟瞰视角。它可以在YouTube上以多种语言进行查

看。(www.youtube.com/watch?v=eoto5FC4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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