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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慢食协会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优质、洁净和公平食
物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发展离不开全球亿万志愿者的无私奉
献。

开展的项目包括：
 美味方舟

收集并保护全球上千种濒危的传统食物。

 慢食卫戍
由小规模生产者直接参与，保护其传统而古老的技艺，并代表
其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案例。

 地球市集
由小规模生产者参与，向消费者直接销售其可持续生产的应季
当地食物。

 慢食菜园
对包括学校、社区以及家庭进行实例教育活动：例如在市郊使
用生态技术耕作，以便帮助人们理解食物价值和教会人们尊重
土地等知识。

 大地母亲
2004年创立的“大地母亲”，由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食品
文化传播、环境保护、尊重当地传统和文化的农业、畜牧业、
渔业、手工业从业者以及厨师、青年、积极分子和研究人员组
成的社区网络。

www.slowfood.com
www.slowfoodfoundation.org

www.terramadre.org

国际慢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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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品种”，甚至真菌、
微生物和细菌，正以惊人的速度悄无声息地
从地球上消失：每年有27000种生物灭绝，
几乎每小时就有3种。

每年，人类都会在婆罗洲、亚马逊和非洲摧毁1000万公顷
的“雨林”，然后种上棕榈树和大豆。

作为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的“红树林”和沿海地带保护区的“珊
瑚礁”，分别减少了35%和20%。

2007年，帮助大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植物传粉的“蜜蜂”开始
大量死亡。在欧洲，据记载死亡率接近20%，而
在美国，2013/2014冬季期间的死亡率更是超
过40%。

一项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在2011年进行
的研究预测，到本世纪末地球上生物的种类将减
少十分之一：这就是我们说的“第六次生物大灭

绝”。第五次发生在6500万年前——当时灭绝的是恐龙。
不过这两次大灭绝很大的区别在于主体原因的不同，这次是由
人类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在过去的70年内，我们毁掉了农民在过去10000年间所创造
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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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工业化生产方式经营农场时，生态平衡就被破坏了。
工业化生产的农产品没有耐心容忍自然界的成长周期，也没有
季节之分，它追求的是大规模化和批量化，以最有效的方式产
出为标准。

作为军火工业的延续，工业化农业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
洲，因炸药的主要成分硝酸铵是一种非常好的产肥原料。在此
之前，人们交替使用豆科植物（比如豆角、蚕豆、豌豆）和动
物粪便来为土地增肥。从这以后，人们开始购买肥料、杀虫
剂、除草剂、机械，并使用碳氢燃料来增加土壤肥沃度。这时
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以石油为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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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食物已经被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垄断杂交种
子、肥料、杀虫剂和除草剂专利，向市场施加自己的规则。排
名前三的三家公司（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占据了全球
53%的种子市场，全球排名前十的公司掌握着76%的市场份
额。作为该领域的尖端技术，转基因种子的圈子一直不对外公
开。“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上
升到了2013年的17520万公顷。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海洋。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船只越
来越多，捕捞能力越来越强，捕捞效率越来越高。今天，我们
已经能够使用声呐、宇宙飞船和卫星平台来定位鱼群，并经常
利用巨型拖网搜刮海底，破坏所搜过之处的一切。“工业化捕
捞”浪费巨大：超过40%被捕获的鱼类会被重新扔回大海。人
们往海里排放肥料、杀虫剂、废物、石油......塑化物质加剧了
海上漂浮物的产生。最后，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提高了海水的
酸度，危害到整个海洋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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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生物多样性做起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多样性：包括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系统
以及知识技能。它们不仅有助于动植物适应气候变化、突发状
况、疾病和寄生虫的肆虐，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的保障。

“生物多样性不仅存在于野生环境中，同样也存在于家养或驯
化环境里”。农业生产者的知识技能与自然界中的植物群和动
物群一起，赋予了上千种植物和动物生命——它们通过不同的
形态、颜色、香气和味道，一一讲述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故
事。

这些留下来的当地动植物能够适应周围生长的环境，得益于先
期的筛选工作，这不仅让生长环境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富有抵
抗力，而且对肥料、水分、杀虫剂和日常护理的需求也更少。

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
去了解你周围的土地，去发掘这片土地
上的蔬菜、瓜果、当地动物品种、面
包、奶酪、猪肉食品、传统甜食，并一
一向我们展示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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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当地那些以保护环境的方
式进行劳作的小规模生产者们：
购买并食用他们生产的食物！

生物多样性就像一本极其珍贵的自然百科全书，其中的“传统手工艺技
能”在农业生产者之间代代相传，使得他们能够耕作最贫瘠的土地，制作
各类奶制品、肉制品、谷物、蔬菜和瓜果，比如：面包、小米、奶酪、猪
肉制品、罐头、甜食等等。

保护生物多样性意味着尊重自然界中的所有多样性：土地多样性、手工艺
技能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等。具体而言，即意味着以较小规模种植较多的
作物，少种优种，不铺张不浪费；也优先选择当地食物，促进生态系统平
衡、持久、可承受范围，并保护农业、渔业和畜牧业从业者，因为这些小
规模生产者不仅了解自然界中脆弱的平衡，还知道以和谐的方式劳作，与
生态系统和平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慢食运动强调：从生物多样性做起，我们就能保证给地球上
的人们提供优质、洁净和公平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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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吃什么就成了什么”，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如此说道。他强调肉体和精神的统一性，认为人类的
进食方式很重要。两个世纪后，迈克尔·波伦的《杂食者的两
难境地》一书重申并完善了这个观点：如何我们真的是吃什么
就成了什么，那么我们就是玉米。

大多数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吃爆米花、玉米穗、甜玉
米罐头，就几乎不会吃到玉米，但事实上都是玉米做成的。换
句话说：不管我们生活在哪里，每天总会吃几次玉米；如果你
美国生活，那么你吃的几乎都是玉米。
 
当今社会，玉米无处不在：将牛养大，并把牛肉制作成牛排和
汉堡，其牛饲料中就有玉米；在鸡、猪、火鸡、羊甚至鲑鱼的
饲料中也有玉米；鸡蛋、奶酪还有酸奶也是用玉米做的；在超
市中货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加工食品配料清单里其成分也常包含
玉米，例如含糖饮料、饼干、蛋黄酱、薯条、即食果汁、糖果
等等，通常在这些食品标签上对玉米的称呼各异：葡萄糖、葡
萄糖浆、抗坏血酸、柠檬酸、麦芽、麦芽糊精、结晶果糖、转
性淀粉、蔗糖等名称。

玉米的世界

全球主要玉米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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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这种作物在种植园中和超市货架上占据着绝对的领导地
位：它生产迅速，产量高、用处广。如果出于提高农业产量的
目的，那么种植玉米是再合适不过了。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它有
多成功：最近几年，全球的玉米产量提高了374%，在2014
年达到97400万吨。

作为典型的工业化单一种植的产物，在我们平时盘子里见到的
玉米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数千种传统玉米：即在玉米原产地
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仍种植有数量极少的传统品种玉米，其
玉米粒的颜色为彩色。而现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玉米挂穗通常是
黄色的，其重量和尺寸总是一样的，种植高度也都相同。这种
使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杂交玉米，通常为转基因，这对人类的
健康和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

说到健康，不得不说持续不断地摄入工业化食物是导致各类病
理肥胖和慢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增加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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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手推车

玉米并不是唯一大量出现在我们购物清单中的食物。实际上，
我们的购物车中还有......

牛排 
肉类的消费现在已达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地
步，这种不平衡的饮食习惯则需要付出巨
大的环境代价。工业化养殖系统每生产一
公斤牛肉需要向空气中排放36.4千克的二
氧化碳（引起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中18%
是由养殖业中的动物排放，这个比例比运

输业还高），以及需要近15500升水和7
公斤植物饲料。西方世界的肉类消费一直处

于高位，而新兴国家的肉类消费也在增加 ，这
一切使得环境不堪重负，动物也因为拥挤的养殖环境而遭受着
各种痛苦。

少吃肉，吃好肉，为了动物的福利，为了牲畜

喂食的质量，请选择生态养殖出产的肉制品。

尽量选择本地生产的肉制品，并适量购买与食

用，这样有助于避免浪费已经出产的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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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虾
你是否问过自己盘子里的河虾是从哪里来的？它们
中的大多数来自以密集捕捞著称的热带地区。然而

捕捞量几乎已经达到虾群的最大值，并且人类使用的
捕捞技术是对环境有害的。那养殖是不是更好？不是，

因为养殖需要每年破坏大量的红树林，这会给环境和小规模捕
捞者的生存带来严重后果。

香蕉
全世界的香蕉贸易被控制在五家跨国公司手里。它
们在广袤的大庄园里种植香蕉，使用杀虫剂、复合
化肥和杀真菌剂，并时常剥削当地农民。香蕉串的
采摘只是它漫长旅程的开始：首先装船远渡重洋，

然后通过橡胶容器，从逐渐成熟的仓储中心再送达
市场。现在市场上的香蕉品种几乎只有一种，即“华蕉

（Cavendish）”，而其他种类几乎都不认识。

再努力一把：
当你想要购买香蕉时，请选择来自公平贸
易渠道的有机香蕉，因为它们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保证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你真的无法忍住对虾的喜爱，那么请确

保至少食用的虾类来自近海海域。最好不要

选择那些稀少的知名虾类，因为其他常见的

虾类比如小龙虾、琵琶虾和其他甲壳纲类生

物味道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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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和饮料
你敢肯定最好的小吃就是一块通过工业化生产的零
食和一瓶含糖的饮料？也许你还不知道，工业化生

产的果汁——富含高果糖玉米糖浆（HFCS）、添加
剂与色素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许你也不知道

点心的成分中几乎全部都是棕榈油。每年人们为了获得棕榈
油，都会砍倒大批的雨林。
 

用你的智慧，花点时间来尝试用更健康、更优质的

的食物来替代此类点心：比如有机果汁、家庭自制

果汁、混合饮料。面包、黄油还有果酱，尝试亲手

做一块蛋糕，是不是已经垂涎欲滴了？

垃圾
如果你不小心，那么每次在填满购物车的时候，
同时也把家里的垃圾桶给填满了。不相信？喝完

的饮料塑料瓶、吃完的点心包装纸、剩余的或还
没来得及吃的食物：比如一个有斑点的苹果，一根长

得歪斜的胡萝卜……为什么超市中没有类似样子的水果和蔬菜
呢？据统计，全球范围的食物浪费数量惊人：在北美和欧洲，
每年人均浪费的食物高达280-300公斤。然而在地球的其他
角落，还有数百万的人处于饥饿中。

购物时多注意: 尽量购买当季的、不需要长途运输就能到达餐

桌的食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学会

充分烹饪和利用剩余的食材，可以将它们变成炸丸子、

肉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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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看标签！

询问商店老板，获取你关心的信息；如果你认识生产者，可以询问
他们是如何生产的。尽量选择那些标签内容更加详细的产品。慢慢
地，你就会在每天的不断学习中变得更加睿智。

标签是帮助消费者挑选食物的重要工具。虽然标签不会把所有
与食物有关的信息都标注上去，有时甚至没有很多细节，但通
过学习阅读标签我们能够发现许多东西。例如一块奶酪的标签
上面就会标注成分（奶、凝乳酶、盐）、重量、保质期、生产
地址。同时，它也会告诉我们奶是经过热处理的，不然我们会
在上面找到诸如“生奶”字眼。

应该知道的你是否都知道了？
在给出肯定答案前，请先回答以下问题：这块奶酪使用的奶来
自哪里？是来自周边养殖场，还是来自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例
如另一个国家？是属于当地动物还是外来动物？动物是如何被
养殖的？人们给它们喂食什么？是草料还是以转基因为基础的
工业饲料？饲料里面有没有添加酵素、防腐剂、保鲜剂或其他
添加剂？存放地点在哪？存放了多久？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找
不到答案，我们也不确定，因为标签上面没有标出的内容比上
述内容还多。

不过事情并不都是这样。慢食卫戍项目中的大多数概述标签上
就显示所有一个消费者在理性挑选食品时应该了解的生产方面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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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的乐趣 

种菜给自己吃意味着理解食物的价值，学会不铺张浪费；意味
着与土地建立紧密的联系；意味着拥有新鲜、健康和优质的蔬
菜。所以学习种菜或重新开始种菜很重要：在家里、在学校、
在医院…只要有一块土、一个屋顶或一个阳台就可以做到。

菜园里面可以种很多东西，比如蔬菜、豆子、瓜果、香料作
物，甚至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选择适合种植地的作物很
重要，尽量从当地农民那里购买常见作物的种子，并特别注意
土壤的肥力，可以用厨房的剩菜残渣来作为混合肥料。

国际慢食协会致力于推动“菜园”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目前
在意大利的校园里已有500个菜园；在美国有300个；而非洲
的万园项目也正在开展中（如果你想认领一个非洲的菜园，请
登录www.slowfood.com/donate/it）

自己动手种菜
自建菜园不仅有利于环境，还有益于我
们的健康和精神。



从生物多样性出发，用优质、
洁净和公平的食物养育地球上的人们是可行的。 

加入我们！
成为慢食运动的一员

www.slowfoo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