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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
为何如此多娇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改变当代生产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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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

丰收培育出的
果实和种子

齐 欣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05年）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
田鱼产量为啥提高了？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模
式。与单一稻作系统相比，在抑制疟疾发生、保护农业
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促进碳氮循环和保持水土等方
面功能显著。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有机质输入主要来自鱼粪、
水稻根际沉析作用以及残留的植株地下部分和秸秆输入
有机质。在稻鱼共生系统中，鱼类的存在可以改善土壤
的养分、结构和通气条件，因此对土壤肥力的影响十分

显著。具体来说，鱼类的土壤增肥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方
式来实现。一方面，鱼粪是一种优质、高效的肥料，含
有丰富的磷，是水稻分蘖、孕穗和防倒伏等不可缺少的
肥料，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起到肥田作用。另
一方面，鱼类的翻土打破了土壤的胶泥层的覆盖封固，
增大了土壤孔隙度，有利于肥料和氧气渗入土壤深层，
起到了深施化肥、提高肥效的作用。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证明能够有效控制病虫草
害。青田田鱼有撞击水稻植株茎秆的行为，这一活动使
水稻飞虱大量掉落水中，为鱼类取食。田鱼在早晨的撞
击行为会摇落稻叶上的露滴，减少稻瘟病的孢子萌发及
菌丝渗透；此外，田鱼可以破坏或直接吃掉水稻纹枯病
的致病菌 （立枯丝核菌） 菌丝，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纹枯
病的发生。水稻稀植使田鱼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为田

鱼的这种撞击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浙江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采用 30cm×30cm的栽培株行距可以有效提高田鱼
的生长速率，适当的低密度栽培可以使水稻获得显著的
性状优势，节约劳动成本，且不会造成水稻减产。

相关研究成果：
《农田系统中物种间相互作用的生态学效应——以传统
稻鱼系统为研究范例》王 寒 （2006年）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水稻密度对水稻生长及产量构成的
影响》 郭海松 徐冠洪 刘其根 （2019年）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0年）；世界文化遗产（2013年)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
是如何解决干旱气候用水难题的？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有1300多年的历史，其
“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
统，具有历史、文化、生态、经济、科学和美学价值。

研究发现，在雨季前期，田水主要是旱季以来的田
水蓄积，并兼有降水补给；雨季中期，随着降水的增
强，降水成为田水的主要补给水源；雨季末期降水减
弱，地下水成为了田水的主要补给水源。在空间上，梯
田区在空间上存在有两种补给类型的田块，即以地下水
补给为主的稳定型梯田和以降水补给为主的波动型梯

田。田水在时间的 3 个补给时期与空间上的 2 个补给类
型能够相互衔接和相互补充使得梯田区水源更加稳定，
这是哈尼梯田稻作农业系统能够持续千年的关键原因。

同时，梯田系统上方茂密的森林在保障系统稳定与
适应极端干旱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家在研究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中森林土壤水源涵养功能时发现，森
林土壤具有很高贮水能力和渗透能力和较小的土壤容
重，土壤孔隙度和良好通气状况，使森林系统可有效增
加枯水期的径流量。

相关研究成果：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森林土壤水源涵养功能分析》
白艳莹 闵庆文 李 静 （2016年）

《基于氢氧稳定同位素的哈尼水稻梯田湿地水源补给分
析》刘澄静 角媛梅 刘 歆等 （2018年）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4年）

陕西佳县古枣园
揭示了怎样的复合生态系统？

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黄河中游西岸，榆林市东南
部，陕北黄土墚峁丘陵区北端，毛乌素沙地东南缘。佳
县形成了人类与枣树种群互利共存的典型生态系统。包
括枣林里种植农作物的枣粮间作复合生态系统模式，在
房前屋后和庭院栽植枣树或与其他树种混合栽植，并在
枣树下养鸡形成的庭院经济生态系统模式。2014 年 12
月，陕西佳县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张永勋、刘某承等在研究陕西佳县古枣园的枣粮间
作复合生态系统时发现，枣林、农作物和人类三者“两

两互惠互利”，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枣林可以起到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改善土壤、调

节气温和空气湿度、减少水分蒸发和干热风侵害等作
用，枣枝、枣叶枯萎脱落入土，经腐烂分解可改良土
壤，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林下、林间栽培
农作物后，人类加强了对土地浇水、施肥、松土等方面
的管理和作物病虫害防治，给枣树带来了更优良的生长
环境。农作物生长结实为人类提供食物，秸秆为人类提
供能源；人类产生的粪便、无化学污染的生活垃圾等形
成农家肥，施入作物土壤，并进行精耕细作。

枣林为人类提供食物、能源的同时，还有其他诸多
功能，如为人类夏季提供遮荫消暑的场所，枣林景观还
可以给人以精神的愉悦；人类为枣树修剪枝条，施有机
肥料，实施生物物理防虫害，并形成一系列的民俗乡规
来保护枣树不受破坏。枣树、农作物和人类三者之间良
性的利益关系，保证了枣粮间作复合系统的继承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4年）

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
农业品牌价值如何计算？

兴化位于江苏里下河地区，当地人在沼泽地带开
挖河泥堆积成垛，垛上耕作，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农
业生态系统。河沟纵横交错、垛岸星罗棋布，构成一
幅奇妙美丽的农业景观。

在对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的价值评估研究
中发现，通过综合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自然文化
遗产价值评价、品牌价值评价等定量或定性评价方

法，计算得出其综合价值 （载体价值与服务价值之
和） 约为687亿元人民币，其中载体价值 （垛田自身的
土地价值） 为363亿元，服务价值 （垛田持续产生的各
项产品与服务的价值） 为 324 亿元，是多类型价值载
体。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价值体系不但具有传
统产品价值，还具有影响广泛的生态价值与突出的品
牌价值，能够反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功能与全
球重要性。

相关研究成果：
《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价值评估研究》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 （2019年）

刘 阳 杨 伦

尽管关于农业历史、农业生态、乡村文化等研究已持续多年，但系统
性的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始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

为了应对人类发展所遇到的全球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荒漠化、贫困等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快速的
城镇化、工业化等对农业与农村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

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提出了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05年确定了首批保护试点，并于2015年被正式列
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正式工作。截至目前，已经有 21个国家的 57项
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我国劳动人
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发展了许多既具有历史价值、更
具有现实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契合了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
展内涵。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
者、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成功实践者和主要贡献者。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
点，目前以15个项目位列世界各国首位。2012年，率先开始了国家级农业
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已经先后发布 4批 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
“南南合作”等各种形式，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农业国际合作的一项特色工作，并在促进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多功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

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科学咨询小组轮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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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无论国家抑或族群，唯拥有深厚农业基
础，才会对“丰收”抱有彻底而共同的憧憬和无私奉献。
中国有悠久的农耕文明，中国人深谙而且践行丰饶无忧的
生产生活方式并将其中最行之有效的部分分享予世界。这
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何中国能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
产”的积极实践者并处于带头位置。

农业文化遗产，是“丰收”培育的一粒果实。
农业文化遗产的诸多目标、规则与实践，都可以视作

因对丰收之渴望而聚集的力量。经过十余年发展，农业文
化遗产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化和文化化迹象。在当今工业社
会和互联网发展大势下，农业文化遗产再次强化和更新了
所有人对“丰收”的理解。围绕着丰收，劳作化为活力、
古老勾勒出持续、耕作技法演绎为巧工——凭借简单工具
和大自然易于选取的材料，就可繁衍并支持社会进步，这
可是富裕后方能达到的回望境界，甚至亦是人类追求的理
想目标，不是吗？

由此，农业文化遗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发现了新的
机会。它既是“丰收”的果实，也是可让“丰收”演进为
更加时尚的一粒种子。

此时的“时尚”远非游乐娱情，其实是安全无忧的深
度演化。纵览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就不难发现其最频繁被
列入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系统”。这也构成其最鲜明的
特点。那些原本默默流传于乡土的生产与生活体系，如今
又带火了“景观”。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与动态性特征，
可以借助传播的平台、路径和节点，拉近城乡生活的距
离，可以使得生产过程变得灵动，可以将遗产地田头与菜
市场与我们的饮食、健康、精神与灵魂有逻辑地关联起
来。多么有趣的LIFE！

这种关联又可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串连。世界各地的农
业遗产地也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与生态体验比对，提供了文
化与文明互鉴的机会。这些场合，鲜活、直接又令人信服。

那下一步则一目了然：既需要全球一体的视野，更急
需共生、共创、共享的有效实践。这个挑战，并非来自农
者原本熟悉应对的大自然。

如果，丰收时节的祭祀是在敬仰先
人，那当代的“丰收奖”则应奖励发现和
远见。在奖给科学进步的同时，也应尊敬
对传统的延续——关注和鼓励那些价值的
承载者，理念的共享者、实践的坚持者和
社会发展的眺望者。他们同样也在努力寻
找着挑战的答案。

秋分是丰收的节日。
“中国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国摄影出版社推出厚厚一

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影像志》，2019年“中国100个
乡村文化活动”中，有 11个分别来自 6个省的农业文化遗
产地……汇聚热闹的场面和镜头中的美景，梳理着年轻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农业文化遗产”，深为
人与自然得以和谐延续的能工巧做所震撼，深为“人”的
努力所感动。发自心底的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江山如此多娇！
中国有 5.64 亿乡村人口，世界上还有更庞大规模的农

业伙伴。农业处处充满智慧，智慧又带来丰饶。个中意义
已不囿于农民和农村。

每年立夏前后，青田
小舟山乡的梯田里蓄水充
盈，农民们完成了运苗插
秧等春播作物劳作，便开
始把田鱼苗统一放入稻田
内。至9月底，稻田放水收
鱼后，田鱼苗会被农民们
重 新 收 进 房 前 屋 后 水 塘
中，待来年6月再放进水田
内，直至 10 月秋收季节才
收获捕捞。

这 幅 照 片 ， 拍 摄 于
2009年5月。

陈一虎摄

相关研究成果：
《陕西佳县枣林生态系统环境适应性及服务功能价值评
估》 张永勋 刘某承 闵庆文等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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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中科院地理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