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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市海澱區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建產學研基地的試驗專案——小毛驢市民農園運

營三年多來（2009 年—2011 年），通過貫徹黨中央十七大與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生態文明

和多功能的兩型農業的政策思想，創新性地汲取了包容性增長的理念，集成了世界上各種發

達國家的可持續農業經驗，逐步已形成一個以農業生產、市民教育、技術研發、CSA 推廣和

人才培養為主的綜合性農業平臺，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本專案以

社區支援農業（CSA）的都市農業模式構建“綠色北京”的同時，也推動了依靠群眾、特別

是中等收入人群參與保障農業安全與社會和諧的社會管理模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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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語： 

愛因斯坦說過，人們根本不可能用造成這個問題的思路去解決這個問題！而當前我國踐

行生態文明的困難，主要在於有些人之延續造成問題的思路而惡化問題，歸因於他們在造成

農業不安全的經濟活動中已經成為向弱勢群體和資源環境轉嫁制度成本的既得利益集

團…… 

自從國務院公佈農業為最大面源污染和社會各界對食品安全嚴重關切以來，因時制宜問

世的是2007年中共中央“十七大”提出的生態文明與2008年“三中全會”確立的多功能兩

型農業政策方針。在中央政府從“民生新政”向“生態新政”轉變的戰略思想指導下，近年

來全國範圍內的城鄉（統籌）融合、市民與農民互助的有機農業實踐得到日益多元與深入的

開展。項目組有針對性地自 2003 年開始以“生態農業和環保農村”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建設

系列試驗，2004 年開展鄉村良性治理試驗，都已經取得大量經驗教訓。在大城市郊區農業

中的 CSA 試驗是其中之一，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所謂農業安全——因環境惡化引發的食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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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數量的安全問題。因此，這包括三重交接在一起的領域：農業環境安全、食物品質安全與

農產品數量安全。其中，與中央強調民生新政具有內在相關的環境安全，是對農業安全有決

定性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這個項目執行中，我們在開展了大量的國際比較研究之後認識到：國內外教訓都表明大

城市郊區數量型發展目標的農業產業化造成的環境污染，是導致食物品質和數量安全形勢愈

益惡化的主要問題。因此，務必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看待新世紀的都市農業可持續發

展，應該主要根據大城市群眾需求的變化來充實調整郊區的三農政策。 

 

一、背景與問題：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農業安全的雙重困境 

1、中國農業安全面臨食品品質、環境污染和城鄉割裂等三大挑戰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提高，中國農業與食品的產業化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由

於在很多領域發生“市場失靈”，關乎民眾生存之本的農業與食品安全多重負外部性問題大

量發生，已經對人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脅。 

根據全國污染普查報告，農業生產中得到財政補貼的大量農藥化肥的使用造成嚴重到難

以做生態修復的農業面源污染，越是發達地區，土地、飲用水和空氣遭受到的破壞越大。除

此外，惟 GDP 論的反科學發展觀的慣性運作下的工業化、城市化，更使得農村勞動力、資金

和土地等大量長期淨流出，導致農村進一步凋敝，城鄉差距愈發擴大。 

而關鍵的問題還在於同時發生的“政府失靈”——有關部門既不可能在“去組織化”

的制度條件下實現有效監督和管理；更不可能在長期堅持招商引資的親資本導向下獲取社會

公眾的真正信任。 

隨之，農村分散的農戶和城市分散的消費者雙雙成為“弱勢群體”——不合理農產品價

格和不安全食品的被動接受者。生產者為了獲利而超量使用化肥農藥，導致農產品品質不斷

下降，農業污染不斷加劇；而絕大多數消費者遠離食物的生產過程，失去了監督能力，被動

承受劣質食品和環境污染後果。最終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形成食品安全與信任危機等惡性

循環。 

2、城市中高收入群體的興起成為改善食品環境的新推動力 

鑒於在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一方面不得不對城市過度發展和簡單化

照搬城市的新農村建設重新反思；另一方面，城市中等收入群體促推的多樣化消費興起對多

功能農業的帶動作用，為城鄉互助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告訴我

們：任何社會的中等收入人群對環境與食物安全問題的高度敏感，極容易被“泛政治化”提

出，成為政府面對的政治性高風險領域。因此，即使出於“維穩”目的，政府也應當將引導

數量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參與環境與食品安全視為依靠群眾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舉

措，借鑒社會組織在解決農業與食品安全方面的各種創新，積極構建政府與社會互信、互動、

互助的和諧社會關係基礎。如此，既可事半功倍，也可成為幫助農村發展生態農業和引導市

民開展健康消費以緩解城鄉矛盾的一條低成本道路。 

 



二、 專案運作：主要成績與操作經驗 

1、在集成世界可持續農業經驗的基礎上開展創新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與海澱區農林工作委員會共建的新農村建設產學研基

地，三年多來，小毛驢市民農園在各級政府的正確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貫徹中央

17 大與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生態文明和多功能的兩型農業的政策思想，創新性地汲取了包

容性增長的理念，集成了世界上各種發達國家的可持續農業經驗。經過三年的運作，逐步已

形成一個以農業生產、市民教育、技術研發、CSA 推廣和人才培養為主的綜合性農業平臺。 

2、試驗基地的三個成果 

經過基地三年試驗，形成了三個突出成果： 

其一，至 2011 年為止，農園百畝耕地實現產值 300 萬元（畝均產值 3 萬）、5 倍於常規

農業產值，還有超過三百家海內外媒體正面報導塑造數千萬的品牌價值，這個幾乎 0 成本起

步的農業項目經濟效益顯著。 

其二，農園耕地經過近四年有機農業耕作改良，土壤理化性質極大改善，農田生態系統

逐漸恢復平衡，表明借助城鄉融合的有機農業，可以做到最低成本的生態修復。 

其三，項目擁有 CSA 市民成員已從 3 年前的 54 戶增加到 1000 多戶；此外，三年共接

待包括各地政府官員和海內外團體 4 萬多人次的參觀、考察和學習；從體驗農業的社會教育

功能看，單位面積的社會參與度最高，社會效益顯著。 

總之，無論延續舊的惟 GDP 的、數量型農業發展思路的人們如何尷尬，該項目已經客觀

上成為被海內外認可程度最高的中國農業正面典型。 

鑒於該專案創造性地貫徹了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農業”的

指導思想，在形成以上工作基礎的過程中，市區兩級政府和有關部門一直非常重視這個與農

業安全和群眾參與式管理都相關的自主創新。小毛驢市民農園榮獲北京市農委 2011 年度社

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新獎，習近平副主席 2009 年視察相關專案時也對我們的工作予以積極

評價。 

3、專案組在七個方面開展工作的具體操作經驗 

其一，打造社區、家庭與生產基地直供鏈條 

小毛驢市民農園的配送份額，是指小毛驢的 CSA 成員與農場建立風險共擔的合作關係，

生產過程產生的各種風險由雙方共同承擔，並將其作為打造社區、家庭與生產基地直供鏈條

的方式之一。這既可以促進社區的發展，又可以解決由於消費者與生產者脫節而形成的信任

缺失的問題，以緩解了食品安全壓力。 

2009 年，市民農園啟動，首批參加小毛驢配送份額的成員只有 37 戶；2010 年，增加到

280 戶；為滿足成員常年持續食用小毛驢蔬菜的需求，2010 年冬天，小毛驢啟動了冬季冬儲

菜的配送業務；2011 年，配送份額成員已經增加到 460 個家庭。目前，建立市區取菜點 5

個，社區團購點 3 個，社區配送點 11 個。  

其二，建立都市農業休閒體驗基地 

市民農園作為郊區農業的一種類型，其中很大的一個功能是為市民提供勞動體驗和休閒



娛樂平臺，勞動份額是小毛驢市民農園的第一項經營性業務，也是農業多功能性的重要體

現，是農業“三產化”的典型形式，它同時改變了市民的休閒生活，由傳統的郊區旅遊轉變

為農業休閒。成員們形成不同的鄰里關係，互相幫助，互相交流，形成一個以蔬菜種植、老

年休閒、兒童教育、週末休閒為內容的都市農耕社區。 

最為值得振奮的是成為小毛驢農園勞動份額市民的數量三年來不斷增加，2009 年第一

批成員只有 17 戶，2010 年增加到 107 戶，到 2011 年增加到 263 戶。 

其三，搭建生態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平臺 

小毛驢市民農園的設計環節體現了生態農業、鄉村生活的理念與思想，既有種植又有養

殖，既有農田又有草地和樹林，各種元素相互配合，有利於發揮協同效益，形成良性生態系

統和農園內部的生態迴圈。即通過實踐一套可持續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模式，建立園區的生態

經濟體系。 

在生產方面，小毛驢市民農園堅持生態的種植與養殖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光熱水土等自

然資源及勞動替代資本的資本淺化機制以實現土壤改良，農園還引進韓國自然養殖技術，依

靠本地有益土著微生物對排泄物的分解以達到降低污染、節約用水、增強豬只抵抗力等效

果。在此基礎上，專案還與美國、印度、泰國、秘魯、韓國、日本等十多個國家的生態農業

實踐團體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作為全球各地生態農業技術在中國本土的“中試”車間，發

展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本土的、實效的、低成本的適用技術與技術規範，建立有機產品的生

產管理和品質控制體系，為可持續的農業生產、生活服務，並引領各類型農場、農村合作社

（農村社區）及小農生產向可持續發展方向轉型。 

2011 年，小毛驢市民農園舉辦全國自然農業培訓班兩期，來自馬拉西亞、新加坡及全

國各地近百名農業從業者參加培訓並產生良好的效果，農業培訓活動也得到了北京市農技推

廣站、海澱農科所等單位的指導。2012 年將繼續開展自然農業和永續栽培等方面的培訓活

動。 

其四，生態農業人才培養 

生態農業在國內的興起，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願意關注農業領域。小毛

驢市民農園實習生專案每年面向全國高校、NGO 團體、社會青年招募對生態農業和 CSA 運作

感興趣的有志青年，既讓農場成為年輕人接近農村、接觸農業的“仲介”，同時也為小毛驢

市民農園自身發展、生態農業的試驗推廣與城鄉互動事業培養並儲備人才。 

自 2008 年啟動實習生專案以來，前後共有 5 批次約 60 余年輕人參與其中。實習生學

制 9 個月，他們發揮各自既有特長、興趣，經歷整個農業生產週期，參與農園運營管理的各

個環節。通過發揚勞動與學習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培養精神，引導每一位實習生養

成務實、求實、能幹、肯幹的品格。除此外，小毛驢還接待大批來農場志願服務的志願者。 

四年來，小毛驢市民農園已積累了一整套依託“農場/農業”的實習生培養體系，在緩

解大學生就業壓力的同時，為各行各業培養了一大批熱愛農業或對“三農”有一定認識基礎

的人才，並在全社會營造了一種重視農業、回歸鄉土的氛圍。 

其五，可持續生活方式的宣導 



可持續生活首先是健康消費，尤其是食品和日用品消費和飲食消費。而實際上，每個人

在享受現代化成果、接受城市化便捷和工業化所帶來豐富的同時，都不得不承擔由此所帶來

的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問題。因此，幫助農民轉型、支持健康農業、選擇健康消費將是全社

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選擇。 

小毛驢市民農園借助自身的會員基礎與農場的交流平臺，近年來舉辦各種活動 200 餘

次，接待人數達數萬人。同時，與不同機構合作，不定期到社區開展宣講活動。2011 年，

農場開設了專門的田間學校，專門針對市民和兒童開展農業教育和健康生活宣講活動；2012

年，計畫啟動親子社區教育活動，針對家庭和兒童，開展農業、環保、手工等各種體驗教育

活動。 

其六，發起共同購買，支持健康小農 

共同購買可以和生產者建立良好互信的合作關係，降低食品安全的風險，既可以補充農

場在配送和附加份額以外的各種日常所需的健康食品，還可以支援不同的農戶和農民合作組

織。 

2009 年起，借助小毛驢的會員群體和社區工作基礎，農場開始嘗試發動社區開展共同

購買活動。2010 年，在回龍觀的一群媽媽們發起了“回龍觀媽媽團”；中關村的一些學生

家長們通過組織市民有機考察活動，也組成了時安健康合作社；2011 年，小湯山、芍藥居、

望京、月壇西街等社區也紛紛發起共同購買型的社區團購活動。 

其七，全國新農夫市集的興起 

社區支持農業的一個直接形式是生產者與消費者者通過面對面的交流，互相建立直接信

任關係。 

2009 年 9 月，小毛驢市民農園舉辦了第一次全國農夫小市集，來自全國各地的十多家

機構彙集北京，向消費者展示自己的健康農產品。從那以後，在小毛驢市民農園的推動下，

以“市民農業 CSA 聯盟”為主要參與者的農夫市集吸引了上千上萬市民前來參加，既更大程

度上為市民提供了真正放心便捷的生態產品，還增加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交流機會。 

在 2011 年 10 月的小毛驢豐收節上，則有超過 60 家來自全國十多個省市的健康農業相

關機構共同參與，為目前全國範圍內機構最多、內容最豐富的農夫市集。 

隨著農夫市集在北京的興起，全國很多地區都逐漸出現了地方性的市集活動，例如廣

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漢等地區。農夫市集作為一種傳播和交流方式，一方面，拉近了

生產者與市民的距離，增加了相互的信任感，也讓食品生產的過程更加透明；另一方面，消

費者通過瞭解生產者和全面的農業生產過程，也起到了監督農業生產的重要作用。 

 

三、2012 年項目展望 

1、推動小農向健康農業轉型，促進市民與農民的直接對接 

普通的兼業化小農戶是我國農業經濟基本主體，符合多功能農業需求的綜合性農民合作

組織是農村的基本組織形式。小毛驢農園目前探索的社區支援農業模式，主要局限在城市周

邊，適應郊區的都市農業。進一步要推動農村合作組織與城市消費群體的對接，實現城鄉融



合、良性互動的和諧社會。 

組織農戶以合作社形式開展農業生產的同時幫助市民組建消費合作，農民和市民都通過

減少中間環節而得益。其主要難度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原有拉長產業鏈條獲取資本收益的利

益集團不可能自動讓步；二是分享收益的有關部門不可能自動調整政策導向。因此，市民和

農民信任機制和監督體系的建立、面向小農的適用性農業技術推廣、流通資訊與服務平臺的

搭建以及城市消費群體的日益成熟等方面的社會工作，都缺乏有制度保障的組織空間。 

2、全國社區支援農業網路建設 

為推動這種創新型項目在全國各地的推廣與宣傳，項目組分別於 2010 年 1 月、2010 年

11 月、2011 年 10 月在北京舉辦第一、二、三屆全國社區支持農業（CSA）經驗交流會，全

國各地超過千名城鄉互助和生態農業的推動者參與交流，取得良好效果。 

據不完全統計，2009 年至今，在北京、上海、深圳、廣東、廣西、重慶、四川、福建、

遼寧、山西、山東、陝西、浙江、湖南、湖北、內蒙、河南、河北、雲南、貴州等地已出現

約 80 家 CSA 組織。其中，河南蘭考南馬莊借鑒發展 CSA 更是得到了習近平副主席的關注和

肯定。 

總之，中國已經具備 CSA 發展所需的客觀條件，其內涵的生態性、本地性、互助性等原

則更是各地政府在構建兩型社會和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兩個方面可資借鑒的重要模式，CSA 推

廣恰逢其時。 

下一階段，專案組將在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和指導下，籌備成立全國 CSA 研究推廣中

心，以更好的服務於國內的生態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為生態農業的推廣和社區支援農業模

式搭建一個積極正面的公益平臺。 

3、建立城鄉對接的電子商務平臺 

電子商務系統將是為消費者和生態產品合作社提供的食品流通和資訊溝通平臺。通過這

一網路資訊平臺，可以更加便捷地連接農戶與消費者，增加資訊透明度，同時提高食品流通

的便捷性。網路電子商務還將與鄉村旅遊、團購、網路社區相結合，形成參與式的監督系統，

造就廣泛的城鄉互助平臺。 

 

四、政策建議：政府導向、群眾參與、社會監督 

按照中央十七大和三中全會的指導思想，專案組根據生態文明理念和兩型農業目標，認

為應該從政府政策基本導向做出有利於農業安全的調整，發動群眾、特別是中等收入人群參

與農業安全領域的創新，依靠群眾加強食物安全管理，在這個高風險領域構建利於穩定大局

的社會監督。 

具體建議如下：  

1、 中央和省級政府事實上已經成為農業安全的主要責任主體，為此，只能加強與農業

安全有關 

的財政專項資金和轉移支付力度。大城市的政府部門如果不能改變以財政持續補貼那些已經

造成嚴重污染的化學化種植業和工廠化養殖業的政策導向，那麼至少也應該以同等財政補貼



那些利於生態修復和環境安全的兼業化的體現立體循環經濟的有機農業；尤其應該加強對於

CSA 等模式的市民參與式的、有生態文明教育體驗作用的多功能生態農業的政策扶持。 

2、 只有相信和發動群眾，才能依靠群眾加強社會管理創新。這，也是新時期探索解決

包括食物 

品質在內的農業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建議有關部門要把資本短缺時代的“親資本”政策取

向，儘快轉變為新時期資本過剩條件下的親民生和親環境的政策取向。特別是在大城市和中

等收入人群占比較高的發達地區，要在市民農園已經形成的積極意義的社會參與式的基礎

上，進一步構建創新型食物安全體系。這個得到海內外前所未有的一致認同的積極實踐，對

於政府在食物安全這種具有政治高風險的領域實現有效管理，具有重大意義。 

3、 鑒於近年來簡單化照搬高污染、高消耗的城市模式開展的所謂新農村建設，不 

僅直接與黨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勢成對立，而且已經造成大量的尖銳的社會衝突；考慮

到 2009 年全球經濟危機在中國的“軟著陸”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我們的農村基本建設發揮了

勞動力蓄水池作用。因此，需要吸取經驗及時調整新農村建設的方針，要在已經大致完成了

農村基本建設、實現基層“五通”的地方，把能夠提高農民組織談判地位、保護農民權益的

綜合性農民合作社作為主體，發起有利於城鄉融合的 CSA 網路。 

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