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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le Dendrobium Stem Herb

In this Newsletter we shall introduce the
Dendrobium, with beautiful and charming flowers.

Under the outbreak of Covid 19, everyone wears

Dendrobium flowers are rare and expensive, low

masks to guard against the pandemic, sanitizing

yielding, and with high requirements in cultivation

hands with disinfectant or washing, working from

and picking. Dendrobium has short flowering

home and attending distant-classes. It is a life under

periods and picking must be done timely. If picking

stress and anxiety. Nevertheless the plants on the

is too early, the medicinal effect will be insufficient,

university campus still bloom in their natural ways.

and if too late the flowers may become rotten.
Dendrobium generally blooms in May and June

During the spring, dendrobium flowers, peppers,

each year. Flowering will enter the peak period in

eggplants, pomegranates, roselle flowers, loquat,

May. Dendrobium flowers are generally picked from

osmanthus, henna, honeysuckle, green beans,
pandan leaves, cucumbers, okra, tongcai, etc. have

mid-May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end of July.

prospered. Wonderfully, the garden is full of vitality.

Dendrobium Nobile, also known as the Noble
Dendrobium, has been used for medicinal purpose
for at least 2,000 years. It is a rare and precious
Chinese herb and the main medicinal part is the
stem. It usually grows at the top of precipices,
exposed to moisture from dews and rain, as well
as to the essence of the sun and moon throughout
the year. Because of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it has rich and well-balanced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that can be used
clinically in the treatment of a variety of disorders,
such as chronic pharyngitis,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eye disease, thrombotic occlusive disease, diabetes,
arthritis, cancer, and so on.

In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to April, although most

Dendrobium flowers contain a variety of volatile

of the university staff work from home, some staff,

oils that are refreshing and can relieve depression.

volunteers, cleaning workers and security guards

Therefore, drinking tea made with Dendrobium is

still took care of the plants. Thank you very much!

not only tasty but also has strong health car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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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te rest, proper diet and protection from cold

Farming classes from 3:00pm to 5:00pm, 2022 April, 2020

air, which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mphasizing

Beyond the eight silken and shaolin boxing classes

on wearing masks, washing hands frequently, and

every Thursday morning , three days farming

even wearing glasses! It is because people who

classes were organized from 3:00pm to 5:00pm, 20-

stay up late, are overworked, addicted to cold food

22 April, 2020.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nvid 19,

and drinks, without enough warmth, will have

Lingnan Gardeners organized 3 farming classes for

significantly reduced immunity and increase in the

ten students of CUS3219. All the students must wear

risk of infection. Healthy diet, reasonable work

mask to do the farming work, such as harvesting,

schedule, adapting to the four seasons, and keeping

tilling, watering, weeding, cutting the banana trees

calm temperament are very essential factors to our

and ploughing. All enjoyed the work and chatted

health.

happily with the masks on.

In order to prevent infec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CUS3219 Spring Semester 2020
How Lingnan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ied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From January to May 2020,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oronavirus, the students taking the course CUS3219
Culture and Textual Politics offered by the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Lingnan University, did more
than attending real-time online classes, listening
to lectures, reading novels and course materials,
and preparing their exams. They had engaged in
innovative projects supported by the instructors as
part of their course assignments: some researched

Osmanthus-four seasons fragrance

on medicinal herbs and local recipes for boosting

When osmanthus is not blooming, there are only

the immune system, some took weekly classes on

leaves. During the blooming season, the fragrance

Eight Silken Movements and Shaolin Boxing from

is refreshing. The tiny flowers hide in the green

their homes, some gave details on DIY mask-making

leaves, not competing with other spectacular flowers,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in countries without masks,

but the fragrance is really charming. Osmanthus

some documented daily life in Hong Kong with

tea is a specialty tea in China and has a soft aroma

their cameras, and some did on-campus farming,

and delicious taste, which is popular among the

tending to the fruits and blossoms among the

public. Osmanthus fragrant, long-lasting, can make

hundred varieties of plants at the Lingnan Garden.

osmanthus cake, candy, and wine.

These activities contributed to their reflec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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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and diverse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The course was taught
by Professor Lau Kin Chi, assisted by Ms Au Yeung

Strolling the Lingnan Garden 2016-2019 Part
II
https://www.ln.edu.hk/ihss/crd/Ebook.htm

Lai Seung, Dr Yan Xiaohui, Ms Jin Peiyun, and
Mr Lee Kiu Chi. Lingnan Gardeners was partner
in supporting the service learning component. The
video was edited by Ms Au Yeung Lai Seung, and
produced by Lingnan Gardeners, May 2020.
https://youtu.be/uXb5dqq_3qo

Lingnan Gardeners is recipient of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s Team, Lingnan
University 2020.

6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June and July 2019
Ecology, Livelihood,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1) Summer School, 24-26 June 2019
Nulcear Weapons and Power, Current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2) SSFS6 Forum, 27 June – 30 July 2019
(3) E-Lecture Katherine GIBSON – Researching
Post-capitalist Possibilities, 1 July 2019
Videos link :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
ssfs6-summer-school-videos/
Lingnan Gardeners is one of the Co-organizers :

Seven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Crises and Community
Regeneration, 8–17 July 2020
Venue: AM 308,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Language: English and Putonghua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 If you would
A Plastic Ocean and Science Unit visited
like to join a
Lingnan Garden on 19th May 2020.
volunteer team
of Lingnan
Gardeners,
please let us
know.

Forthcoming activity
13 June，9:00-11:00am, Farming class
on Saturday morning

2020 年 5/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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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花
在肺炎肆虐下，大家
都為了防疫戴口罩、搓消
毒洗手液、洗手及呆在家
裡工作或上課，緊張繃緊
擔憂的環境下生活；大學

二月至四日期間，雖然學

校園裡的植物依然在自然

校大部分同事們留在家辦

的規律下生長。彩園在春

公，彩園仍然有工作人員、

風吹拂下，石斛花、辣椒、

義工、清潔和保安同事們

茄子、石榴、洛神花、枇杷、

的「 守護人」照顧植物。

桂 花、 指 甲 花、 金 銀 花、

在此表達謝意 !

荳角、青瓜、班蘭葉、秋葵、
通菜等，滿園生氣盎然，
各自精彩。
這期介紹石斛，花朵太美麗了。物以稀為貴，石斛花產量少，在栽培採摘方面要求高。石斛花期
短，必須適時採摘。如果採摘過早，會讓藥力不足，而如果採摘時間偏晚，又可能導致石斛花腐爛。
鐵皮石斛一般是每年的 5、6 月份開花，5 月份進入盛花期，石斛花一般是從 5 月中旬開始採摘，持
續到 7 月底。
石斛已被用於藥療至少 2000 年。《神農本草經》: 「性味 : 甘、平，無毒 。 功效 : 主傷中，除痹，
下氣，補五臟虛勞羸瘦，強陰益精，久服厚腸胃。」是一種稀有而珍貴的中草藥，主要藥用部分是莖。
通常生長在垂直的懸崖頂上，全年都有露水和雨水環境下，吸收日月精華。
斛花的功效作用
石斛花最顯著的功效是解鬱，能使人心情開朗，石斛花更能緩解精神壓力大、易疲勞、心情煩躁、
抑鬱等症狀。石斛花中含有多種揮發油，具有揮發性，可以清新解鬱。因此用石斛花泡水喝，不僅
口感最好，保健功效也最強。
要預防感染病毒，總強調戴口罩、勤洗手，甚至帶眼鏡。其實休息、正確飲食和防寒保暖才是最
重要的因素 ! 因為熬夜、過分勞累、嗜食生冷、保暖不足的人的免疫力會明顯下降，大大增加被感
染的風險。如有關飲食、作息、順應四時、情緒調養等都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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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 - 四季飄香

４月 20 日至 22 日的農耕課

桂花不開花時，祇是滿樹茂密的葉子。開花
季節時，陣陣飄香，陳香撲鼻，令人神清氣爽。
綠葉叢裡找細小的花朵，不與繁花競艷，但桂花
的香氣味，真是迷人。中國人的喜愛，被視為傳
統名花。桂花茶更是中國特產茶，它香氣柔和、
味道可口，為大眾所喜愛。桂花味香，持久，可
製桂花糕、糖果，並可釀桂花酒。
桂花 : 「味辛，可入藥。有化痰、止咳、生津、
止牙痛等功效。」

CUS3219 文化與文本政治

嶺南大學同學 – 修業於瘟疫蔓延時
https://youtu.be/uXb5dqq_3qo
嶺南大學同學 – 修業於瘟疫蔓延時 2020 年
1 月到 5 月，正值瘟疫蔓延時，嶺南大學修讀文
化研究系本科課程“CUS3219 文化與文本政治”
的同學，除了網上實時聽課、閱讀小說文本、準
備考試之外，還自選有創意的作業，包括收集和
編輯防疫中藥和健康湯水食譜、每週在家參加老
師線上教授的八段錦和少林拳、介紹缺口罩的國
家民眾可以怎麼製作口罩，用照相機記錄香港疫
情下的生活，更有同學在嶺南校園照顧春意盎然
時過百種植物的花果，享受耕種樂趣。同學藉此
疏導鬱悶不安的情緒，做有益心身的活動，反思
疫情彰顯的人間世態和個人修養。課程導師是劉
健芝教授，歐陽麗嫦女士、嚴曉輝博士、靳培雲
女士、李翹志先生協助，嶺南彩園支援服務研習
活動。歐陽麗嫦女士剪接視頻，嶺南彩園製作於
2020 年 5 月。

桂花糕
1. 將乾桂花加入 100 毫升熱水，浸泡 5 至 10 分鐘。
2. 清水煲滾，加入桂花，連水、杞子及冰糖加入
慢火煲 8 分鐘。
3. 將魚膠粉糖加入煮至溶，倒入容器內。
4. 將糕放涼 20 至 30 分鐘，用匙輕輕將糖水攪起，
以防桂花沉底，放入雪櫃冷藏 2 至 3 小時，脫模
切件，即可享用。
Ref.：https://kknews.cc/home/8b9eb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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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Gallery
照片集錦

環保機構 A Plastic Ocean 與嶺南大學科學
教研齊參觀嶺南彩園

涓流彩園錄第二卷 2016-2019
鏈 結 :https://www.ln.edu.hk/ihss/crd/
Ebook.htm

第六屆南南論壇
生態生計與社區建設 24.06-03.07.2019
錄 影 鏈 結 :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

6 月活動

en/ssfs6-summer-school-videos/

6 月 13 日 星期六 早上 9:00-11:00
齊齊耕活吧
嶺南彩園協辦
第七屆南南論
壇
氣 候 變 遷、 全
球危機與社區
重建
二零二零年七
月八日至十七
日

*You are always welcome to join us!*
歡迎報名成為嶺南彩園農夫 !
Executive Editor：Auyeung Lai Seung, KFCRD
執行編輯 : 歐陽麗嫦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Layout 排版﹕ Jin Peiyun 靳培雲
Tel: 26167672 Email: ln.gardeners@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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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同學們收集的防疫方

Our two staff members of Lingnan Gardeners, Dr

(一)

online forum which was viewed on live streaming by

生薑紫蘇葉茶

78,000 audience. Here are excerpts of their speeches.

作用

Yan Xiaohui and Mr. He Zhixiong, participated in an

疏風解表，溫肺去濕。適合受雨、或過食

嶺南彩園的嚴曉輝博土和何志雄先生，參加

生冷寒涼後發冷、胃脹不適、咳嗽、有白痰人士。 了一次網上論壇，直播時有 7.8 萬觀眾。以下節
材料

生薑三片

錄其發言。

紫蘇葉 10 克

鏈接：https://youtu.be/9dSnIKXRwFI

陳皮兩角
做法

將所有材料加清水四碗，大火煮滾轉小火

煮約 20 分鐘，隔渣後，可分多次飲用。
(二)
藿香醒胃茶（1 人分量）
適用體質：天氣潮濕，易患感冒、鼻敏感者
材料：藿香、桑葉、紫蘇葉、陳皮各 3 至 5 克，
生薑 1 至 2 片，黃糖少許
方法：以開水浸泡所有材料 10 至 15 分鐘便可，
代茶飲用。
(三)
潤肺益胃湯（1-2 人分量）
適用體質：口乾舌燥，飲不解渴，咽癢乾咳，無
明顯感冒症狀者
材料：南北杏、麥冬、玉竹各 5 至 10 克，淮山、
五指毛桃各 10 至 20 克，雞腳 3 至 5 隻，蜜棗
1 至 2 粒，生薑 2 至 3 片
方法：雞腳先洗淨及汆水，再放入所有材料，加
3 至 4 碗水，武火煮沸後，再以文火煲約 30 分鐘，
加入適量食鹽再煲 10 分鐘便可。

主講嘉賓：
溫鐵軍：著名三農問題專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
(四)
鄉村建設中心主任、福建農林大學新農村發展研
健脾補氣湯（1-2 人分量）
究院執行院長、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
適用體質：常覺頭重乏力，困倦嗜睡，大便溏黏，
院長、北京大學鄉村振興中心主任，國家環境諮
舌苔厚膩者
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糧食安全專家委員會成員，
材料：芡實、北芪、茯苓各 10 至 15 克，陳皮、 商務部、民政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北京市、
白朮各 5 至 10 克，合掌瓜 1 至 2 個，瘦肉 100 福建省等專家顧問，以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獨立
至 200 克，生薑 2 至 3 片
董事，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
方法：瘦肉洗淨及汆水後，與洗淨的連皮合掌瓜

對話嘉賓：
何志雄：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理事，自 2005
年開始參與鄉村建設工作和學習，包括北京梁漱
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發展青年人才培養工作，永

一同切細，, 再放入所有材料，加 3 至 4 碗水，
武火煮沸後，以文火再煲約 40 分鐘，加入適量
食鹽，再煲 10 分鐘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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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蒲韓青年公社督導工作，全球大學可持續鄉村
發展比較研究工作，以及三農問題與政治經濟學
理論研究工作等等。
賈林州：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副總
經理，鄭州易農諮詢執行董事。長期從事農村調
查、政策研究、農村改革試驗區一線工作。曾任
北大縱橫諮詢公司高級諮詢師，深圳豐盈諮詢合
夥人。社會兼職有弘農書院理事、教育部高校創
業導師、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
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首輔智庫三位一體研究院
研究員等。
嚴曉輝： 嶺南大學博士，國仁鄉建社企聯盟
理事長，全球大學聯合發起人。曾就讀於西北農
林科技大學，2004 年加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
2009-2017 擔任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總經理；
2018 年聯合發起國仁鄉建社企聯盟。從事鄉建
設工作近二十年，長期關注鄉村社區的生態化建
設，目前主要從事國際鄉村社區比較研究。
特邀主持：
楊 帥：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經
濟學系副教授
節錄自 - 後浪對話前浪——後疫情時代的全
球區域化

以下節選自兩位講者講稿
美國金融資本衰變與去全球化戰略轉型
何志雄
主要是對美國宏觀經濟做一點客觀的描述分
析，結合當前美國的政治行為表現，試圖理解其
中的內在聯繫。我們知道，2007 年美國爆發了
次貸危機，隨後演化為 2008 年的華爾街金融危
機，2009 年最後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機。對於這
次金融危機，我們可能低估了它的歷史意義，特
別是低估了它對美國產生了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影
響。溫老師有個判斷，2008 年時金融化危機，
現在是全球化危機。金融化與全球化既有差別又
有聯繫。
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啟了這一輪的
全球化，大量產業外包外移，好像是在分享好
處，提供別人搭便車的機會。其實，天下沒有免
費的午餐。美國開啟全球化的前提是它自身轉向
金融化，率先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高階段。這又是
在 1971 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元成為全球
硬通貨，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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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掌握了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建構權和話語權
的前提下進行的。
我們可以通過實實在在的資料來看，美國通
過金融化究竟搭了什麼便車，佔了什麼便宜？以
中國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做了雙重輸出的
重大貢獻，一方面是商品貨物的輸出，提供美國
低通脹的紅利；另一方面是過剩外匯儲備的輸出，
讓美國享受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在此過程中，美
國對外進行制度成本轉嫁，享受“暗物質”收益。
1996-2010 年美國累計產生 6.98 萬億美元經常
帳戶逆差，佔全球逆差的 60%，但同期其對外
淨債務卻只增長了 2.3 萬億美元，亦即，在表面
嚴重失衡的貿易赤字下，美國通過金融效應獲
得的收益高達 4.67 萬億美元，這其中大部分為
2001-2007 年間獲得，為 3.86 萬億美元，佔同
期美國 GDP 總額的 4%。這被國際學界稱之為“暗
物質”的國家間財富關係，其實在本質意義上表
徵了在當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裡不同國家的不對
稱地位。2010 年—2019 年美國累計產生 4.3 萬
億美元的經常帳戶逆差，但同期對外淨債務卻增
加了約 7.4 萬億美元。
1996 年—2008 年，美國內部非金融企業
淨資產增加 10 萬億美元，債務增加約 8 萬億；
2008 到 2019 淨資產僅增加 1.3 萬億，債務增
加 13 萬億，總資產增加約 14.3 萬億。1996 到
2008 年家庭和非營利組織債務增加 9.5 萬億，
2008 到 2019 只增加 1.6 萬億，幾乎全是消費
信貸的債務。
這說明美國居民借債消費的能力 + 企業投
資消費的能力都在急劇下降，這意味著美國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不僅不能通過金融效應
獲得足夠的“暗物質”收益，只能通過內債和外
債的急劇增加來支付經常帳戶巨額逆差。從投資
賺錢轉變為借錢賴帳，美國金融資本的盈利生態
在惡化，產生“暗物質”的能力嚴重下降，債務
擴張產生的經濟效益急劇衰減，一個失效的、衰
老的、失去動力的經濟體。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金融市場像一
個黑洞，吸收越來越多的信貸和資金流，債務和
總資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可是產生不了“暗物質”
這種真正的淨財富，本質上就是產生不了剩餘價
值。但全球市場資金流總量是有限度的，美國黑
洞吸走的越多，其它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就越來越
困難，全球化危機也就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美國引以為傲的金融化在 2008 年

之後陷於困境，或者說在原有的那套全球化金融
遊戲規則下無以為繼，那麼，美國會不會在純粹
的自由市場規則之外採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非
市場手段來維持它的霸權，來對付中國的挑戰？
甚至採用冷戰的手段來對付中國。
另外，從美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就可以看出，
美國一直是依靠金融帳戶的順差來彌補巨大的經
常帳戶赤字。而美國主導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金
融霸權，是美國金融帳戶順差的關鍵。但是，自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金融帳戶中證
券投資和其它投資領域資本流入急劇下降，特別
是 2015 年和 2018 年，比最高峰時期每年少流
入約 7000 億美元。
面對這一巨大的國際收支失衡，美國除了印
鈔票增加國債之外，就不得不想盡辦法迫使部分
對外直接投資資本回流。為此，特朗普 2017 年
底不惜推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吸
引直接投資資本回流，試圖使美國再工業化。這
幾乎得到了美國上下一致的認可。美國 FDI 流入
差額，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淨輸出之後從 2015 年
開始轉為淨輸入。

為方式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說同一個年代
的人，有著接近的成長背景，但不可能忽視其它
方面的差異，也不能抹掉多樣化的個性格表達，
更不能無視越來和越拉大的階層落差。
從我個人來說，我的看法，也來源於我的經
歷，是我成長的歷史的一部分。我出生在農村，
從大學時期就關注環境保護的問題，那時候我在
學校裡和幾個同學一起創辦了一個環保協會，有
一年暑假，我們組織了 27 個同學，我帶隊徒步
考察渭河，大家頂著酷暑，風餐露營一個多月，
走遍了關中平原的近百個村莊，然而我看到的不
僅僅是環境污染，不僅是工廠排放污水，農民使
用農藥化肥，更重要的是發展導向的大環境對人
心的污染，在整個現代化面前，農民生活非常被
動、無奈和艱難，比如有一個村莊，造紙廠的污
水已經導致附近幾個村的地下水完全不能飲用，
村民要去外地運水來喝，但是他們照樣用污水澆
玉米，而且全村人都配合造紙廠阻礙環保部門的
檢查，對我們的訪談也都避而遠之。畢業以後我
就從環境保護轉向鄉村建設，加入了當時溫老師
剛剛在河北定州創辦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專
門為全國的農民提供生態農業技術培訓。因此，
全球危機惡化條件下的底層生態
從我的經歷來說，我很早就認識到，生態環境的
嚴曉輝
問題，不只是關注所謂客觀自然本身，還關聯到
接著前面何志雄和賈林州的討論，我想重點 社會的組織和生產方式、也關聯著人心。所謂人
談一下稍微具體一點的議題，就是關於當前全球 心，就是人怎麼看待環境與自身的關係，怎麼對
生態惡化條件下的底層生存問題。也即，在溫老 待自己的生存狀態，採納何種知識結構和話語表
師反覆強調的全球化自身的危機底下，鄉土社群、 達等。
底層民眾如何進行自我保護，創新生存模式。
生態環境的惡化不僅僅是多方面的，各個方
我所理解的生態，主要是指我們當下所處的 面之間也是互相關聯的。這幾年以來，我們經常
生存條件、生存狀態。這些條件包括自然環境， 聽到今年是有記錄以來平均氣溫最高的一年之類
例如氣候變化，資源短缺，農業條件等；也包括 的說法，接著我們發現一年比一年高；現在一到
社會環境，比如經濟環境、政策環境、不同層面 夏天，大家就能感受到的自己的命是空調給的，
社會組織關係等；還包括不同的文化差異、思想 煎雞蛋不用平底鍋，馬路就行；可是連很多農村
體系、知識和認識等。因此，在這個理解下，我 地區都不得不安裝空調的現象背後，對應的是全
們今天面臨的生態危機就是指以上多個方面都在 球的能源短缺問題。說到短缺，我今天會以為我
發生著劇烈變化，如果這些條件多數是越來越不 當年做環保宣傳的時候學到的是假知識，現在誰
利於底層民眾的生存，那對他們來說，就是生態 還在說短缺？前一陣子石油期貨還是負值。這就
全面惡化了。
不得不關聯到全球政治和基於政治或經濟目的考
當然，如何看待以上變化，和我們每一個人 慮的這些輿論、媒體和科學研究，哪一個是客觀
自身所處的空間和歷史有關。最近前浪後浪的話 的？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我們以前可擔心了，
題比較熱，我們今天的直播也蹭了一下熱度，其 然而今天，當北極真的開始融化的時候，上演的
實所謂前和後，僅僅是基於單一的年齡條件的假 卻是相關國家的關於資源開採權的爭奪戰，而且，
設，實際上，不同年代、不同區域、不同階層、 稍微關注一下就會知道，在川普總統那裡，全球
不同家庭成長起來的人，看法、感受、思想和行 變暖是假象，能源根本不存在短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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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邊我試著描述我對生態的理解，以及生態危機
的多個視角和內在的關聯，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之
上，我想試著說一下，今天的社會所面臨的主要
問題是什麼。
在我看來，過去的鄉村的危機，鄉村衰敗，
包括三農問題，都主要是全球化的發展模式導致
的，尤其是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今天大家都要回
應國家戰略，開展鄉村振興，但新的條件下的鄉
村發展，已經不可能繼續再採用全球化的市場邏
輯，因為整個全球的發展條件都已經發生了變化，
甚至可以說劇烈惡化了。比如說開放市場，什麼
條件下開放對國家和人民有利，什麼條件下開放
有害？什麼時候別人鼓勵你開放，什麼時候把我
們的開放和全球市場擴張視為威脅，這些都是要
看不同歷史條件和國際力量變化的。這一點前面
何志雄也講到了，比較優勢發生了明顯變化。
溫老師最近反覆強調，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
的危機是全球化自身的危機，這次疫情加劇了全
球產業鏈重構，加速了地區分化和各地的保護主
義，這種危機在國家層面已經表現的非常明顯，
我們也都能看到，最近西方很多國家藉著疫情對
中國進行抹黑和打壓，這種趨勢不是疫情導致的，
而是從很早之前的貿易戰就開始了，它是連貫發
生的，疫情只是讓它加速爆發。說到這裡，我就
順便補充一句，我們討論全球化危機，批判全球
化，不是先在地就拿出來一個反全球化的立場，
而是說，當全球市場為某個國家或地區帶來的風
險大於機遇的時候，我們就得重新評估這樣的方
向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運動早在 1994 年就開始
了，那時候他們就感受到全球化給原住民社區帶
來的危害大於機遇，所以他們拿著木棍和圍巾就
跑出來了。今天我們面臨的狀況，不僅僅是繼續
推進全球化對民生不利，而是面臨被西方排擠，
被強迫與全球市場脫鉤，人家希望你垮。無論如
何，要說徹底和全球市場脫鉤也是不可能的，但
是期待我們能夠主導一種新的全球化也是艱難
的，因為這一次更多地是被迫脫鉤，被強制排擠，
不允許有取代的可能，我們都很清楚這幾年華為
等中國企業是如何被打壓和排擠的。
既然這一次危機在國家層面的較量早就已經
開始了，剛才林州也談了我們國家如何繼續保持
經濟穩定。但是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全球化危機
意味著什麼呢？
今年年初，我導師劉健芝老師帶著我們團隊
去委內瑞拉調研，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這幾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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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被西方主要國家封鎖，就是不讓它出口石油等
商品，同時在主要工業產業供應上也採用斷供的
做法，被封鎖就是被迫與全球化的金融和貿易體
系脫鉤嘛。這種情況下，委內瑞拉全國的生產生
活出現非常嚴峻的局面，整個國家經濟下滑了
70% 以上。全國多個地方出現食物短缺，運輸
癱瘓等局面，電力供應也下滑了三分之二，但是
你說委內若拉缺石油嗎，它為啥交通癱瘓？因為
汽車的零部件被斷供了，汽車壞了沒法修，電力
呢，他們的水利發電機組三個壞了兩個，也沒法
修。同時它國內反對派在美國的支持下還在不斷
奪權，政治壓力很大。我們去了以後看到，當地
的很多社區，包括一些平民窟，在持續困難的局
面下，他們開始自己組織社區居民生產食物，社
區自己籌建醫療站、組織民兵維護治安、建立公
共食堂等；有一個地區專門推行後院種植，那些
地方的農民反而過得不錯，自己家裡啥都種了，
多出來的拿去集市交換，大家成立各種互助組，
學習農業技術、食物加工、各種手工等。
這個情況和我們國內農村，尤其是一些傳統
村莊是相似的，新中國從 50 年代末就面臨過被
封鎖的境遇，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就是在那種情
況下提出來的口號。我們長期參與山西永濟蒲韓
社區的工作，今年春天，蒲韓的合作社就給幾千
戶社員一次性分發了三萬包蔬菜種子，因為疫情
影響，他們為了防止購買不方面，也預防食物漲
價，就鼓勵大家在家門口小菜地多種一點蔬菜瓜
果。
同樣的，如果有經常通過網購跨境電商購物
的朋友，最近應該感受到，一些進口商品開始缺
貨、延遲、退款的情況。所以我們能看到從晶片、
軟體等高科技產品，到餅乾、化妝品的日常消費
品，都出現斷貨或缺貨，我想未來這些情況可能
會越來越嚴重，這是全球產業鏈調整的直觀表現
之一。
當然，我們國家也在調整策略，比如我們有
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幾乎什麼都可以自己生
產，或許短期內不會出現汽車缺零件，發電機缺
維修的狀況，這個調整方向是好的，但是同樣我
們也知道，我們國家是能源和原材料非常短缺的
國家，如果沒有了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再完整的
工業體系也很難發揮作用，就溫老師剛才說的，
狂魔也可能狂不起來。這個可以參考朝鮮 90 年
代的現代化危機，當時在蘇聯的支持下，朝鮮迅
速推進農業現代化，後來蘇聯解體，供給中斷，

加上被西方制裁，拖拉機沒有油，就是一堆廢鐵，
農業生產一下子停滯了，就出現大面積饑荒。所
以說，全球化解體的過程，表面看是產業鏈條和
商品市場的危機，其實最終面臨的還是自身的自
然環境條件不足，自我生產難以為繼的問題，從
這個角度來說，危機之下，一個地區是否能維持
可持續，主要看其的生產是否基於在地資源條件
而開展的，而不是參與全球分工單一產業。所以
自我生產實際上最關鍵的是實現在地生產，實現
依托於在地資源條件的生產。
生態文明是我們國家的重大發展戰略，那麼
在鄉村振興的層面來說，在全球生態惡化，全球
化逐漸解體的危機底下，鄉村社會如何維護自我
生存？過去我們推動各地發展單一的特色產業，
然後通過市場來調配，但是當經濟危機可能發生
的時候，民生問題就會變成首要問題，我們生產
的東西不是我們自己需要的的東西，又要通過市
場購買必需品，這就麻煩了，基本需求出了問題
就是大的民生問題，所以中央最近再三強調民生
優先。全球各國的輿論來說，疫情之下，誰能保
民生，誰的政治就能穩定，否則一些國家和地區
的街頭抗議，在我們看來是啼笑皆非的。當我們
不能再繼續依賴全球市場，不能指望像過去那樣
的充足供應，在地化的生產就顯得尤其重要。
如果把鄉村社區看成一個小生態體，促進社
區內部的自我組織，自我生產和自我建設，走在
地化的多樣性發展之路，或許是當前危機下的主
要出路之一。在地化、生態化的提法，其中最主
要的內涵，就是擺脫過去的市場化和資本化的生
產及組織社會的方式，比如我前面說的蒲韓社區，
給社員分發種子，是非自由市場的行為，也是非
逐利的做法，自己家種植自己需要的食物也是非
市場的，並且這些做法是結合自家院子、房前屋
後等在地條件的。我們在北京的小毛驢市民農園，
市民自己租地種菜滿足自家需求，也是一種不同
於市場購買的生產行為；我們還在香港嶺南大學
開展了嶺南彩園，讓學生們學習種植，這一做法
來自於我們去英國學習轉型城鎮的經驗，當地最
大的問題是本地的食物短缺。因此，條件不同，
就可以創新不同的經濟模型，經濟不是一種模型，
從鄉建的立場出發，我們不斷地鼓勵和支持不同
的鄉村，創新多種生存體系，與全球大的變革中
做持續鬥爭。
既然我前面說到，危機是生存條件的變化、
惡化。我剛才舉例的幾個例子裡，他們之所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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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是因為這些社區的組織關係不一樣，比如
有他們合作社，有公社等、有互助組等等，是有
社區自我組織的基礎條件。同樣地，變化中的危
機也是促成他們轉化內部組織關係的條件，但是
光有這些條件還不夠，改變生存條件、生存模式
的條件，還有人心的改變，這需要思想創新的思
想引領，知識的再生產。所以，鄉村振興作為國
家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策略，當我們想要引導鄉
村變革，首要的工作就是基於目前的大環境和危
機條件，大膽開展思想創新，用新的思想，引導
新的行動，為鄉村的在地化自我生產引領方向，
這也是我覺得我們年輕人應該抓住這些變化、對
未來抱有信心並擔有責任的原因之一。
溫老師團隊最近幾年思想引領方面做了大量
的研究和創新，期待溫老師為我們進一步講述和
提點。謝謝大家。
溫鐵軍老師的回應：
剛才曉輝講到的氣候暖化，即當前疫情以及
後疫情時代人類生存條件改變導致人類必須做自
我調整的敘述邏輯是非常清楚的。當北極和南極
隨著氣候暖化，冰帽在融化、冰川在減少，當然
會導致海平面上升。自然地理氣候條件各方面的
巨變對人類生存來說是個重大威脅。
如果你們查查地圖，就能看得到北極和南極
是兩個藍色甚至深藍的寒冷地區，越向地球中間
部分顏色就越紅，紅與黃最後變成深色，它是溫
度變化的一個圖。大家可以看到在紅黃之間的地
方，崛起了一塊藍色，那就是青藏高原。其實它
是世界的一極。我們說除了南極、北極之外，還
有第三極—青藏高原。中國處在受青藏高原影響
而形成的氣候帶及三級臺階地理分佈條件之下，
中國人歷史上以農業社會生存萬年，保持了農業
社會的萬年農業文明，主要是與第三極所構成的
淺表地理資源條件和氣候環境條件高度相關。當
氣候暖化時，洪荒一片，就必須治水。大禹的父
親鯀治水是以“堵”的方式，但沒成功。大禹就
得“導”。可以看到，中國考古最新的發現是浙
江的良渚古城，它是一個龐大、完整的水利體系，
是距今 5000 多年前形成的古城。這個古城不僅
有十幾道水渠，還有兩個水庫，從山往下，到丘陵、
到平地，它的整個水系是完整的。其實就是說，
在那個年代既有大禹治水疏導各部落所遭遇到的
水患，使之東流入海而形成部落聯盟，建立夏王
朝。氣候變化帶來人類生存條件的變化，在歷史

上就是長期存在的，它導致了中國王朝在歷史上
發生過多少次重大變革。
我們講這次是全球化的危機，當把這次全球
化危機的演變和氣候變化結合在一起時，我們面
前就展開了一幅更為宏大的畫卷，我們看到，儘
管這次疫情看起來是比較偶然的，但如果我們把
疫情作為一個客觀世界變化的依據，納入到人類
近幾百年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造成的對大自然的
破壞，客觀上疫情只是整體中的一個事件。尤其
是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輕人，當我們主張做一次“前
浪和後浪對話”的時候，我其實想說的是，我親
身經歷過“老冷戰時代”、“後冷戰時代”，現
在又正在經歷“新冷戰”。在過去的半個世紀，
我們追求了一個好像比較現代化的生活，並未在
意過人類用這樣一種高消耗的發展方式有什麼不
妥，儘管它並沒有直接表現為對人類的懲罰。但
我們對自然、對這個世界所造成的損害，反而在
這個階段反作用於人類，也就是後來這 20 年，
人類開始意識到我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大家知
道，從 70 年代開始就在討論環境問題，那個時
候羅馬俱樂就開始討論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
生態的災難等這些東西。進入新世紀，關於氣候
暖化的問題就逐漸達成共識了。但正是在這個階
段上出現了很大的差別：世界上引領全球化的主
導國家率先完成了人類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
並對所造成的自然災變採取了一種非常反面的態
度，認為那是謊言、不承認，然後退出各種各樣
與之相關的國際協定、國際活動，即所謂的對立
體系，看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只是在經濟領域發
生、也不僅僅在疫情爆發這個領域，而是在人類
共同所遭遇到的這麼重大的挑戰面前，出現了用
冷戰意識形態來劃線的、或是和冷戰的政治導向
相關的一種潮流趨勢，這個其實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思考疫情當中以及進入後疫情
時代，人類社會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考慮我們
如何應對的時候，要把這些大的因素考慮進來，
同時要著眼於微觀、著眼於自己，從自己做起，
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從家人做起。像這種引領全
球化的大國退群，他們根本不承認氣候暖化、不
承認人類這種過激的、所謂追求現代化的活動已
經引起了大自然的強烈反抗。所有這些東西如果
都被認為是謊言、不被承認的話，我們幾乎是擋
不住這種具有世界霸權國家地位的國家退群，反
過來所造成的進一步更為嚴重的破壞。所以當年
SARS，現在有新冠病毒，還有什麼豬流感、西

班牙流感、愛滋病、埃博拉病毒等各種各樣的東
西，都在這些年一個接一個出現。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曉輝其實是做了一個梳理，但是這個梳理
在我們這很少有人聽得到，是因為我們太主流了，
我們某種程度在這個世界上屬於一種激進發展主
義的趨勢。
我們幾乎聽不到非主流的聲音。相對於前面
兩位，剛才嚴曉輝的介紹，我覺得可能和我們每
個人的相關度會更高一點，因為他直接講到了人
類在應對大危機的時候，怎麼才能夠“在地化”、
怎樣才能從自我做起，他講了很多小的案例，大
家可能也想像不到，比如他舉例當年的朝鮮饑荒
災難，據說也是百萬級的規模，人到底餓死多少
我們很難知道。但總之，這被我們歸納為是過早
推進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所造成的巨大代價，最
終演化成北朝鮮大規模的饑餓。無外乎就是化學
的農業方式，通過讓大量的勞動力進城，而剩下
少數人會開拖拉機、但不會使用傳統工業工具與
技術的人在農村；在原來的換貨貿易體制下，通
過農產品剩餘與農產品短缺的西伯利亞交換石油
來發展石油農業、推進城市化。當人們在享受現
代化生活一段時間後，突然遭到石油斷供、拖拉
機零部件缺乏，於是石油農業無法繼續，沒有糧
食人就會餓死，這就是客觀的教訓。
類似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古巴。只不過因為
北朝鮮緯度比較高，到冬天時因為缺乏食物和取
暖工具，人民只能餓死、凍死。而古巴，過去給
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糖（依靠糖出口的
單一經濟體），當遭遇蘇聯解體、大量糖不能再
繼續出口，加之美國趁機對其進行封鎖，因此原
來蘇聯向古巴提供的汽車、拖拉機、工業設備只
能暫停，也沒有國家給古巴提供糧食了。古巴最
困難的時候，每個居民每天只能領到兩片麵包三
根香蕉，幸虧它是地處熱帶，它的生態資源迅速
恢復，這時候古巴利用熱帶氣候和生態資源充分
恢復的條件直接進入了生態農業、實現生態化。
之後被聯合國評為全球生態化農業典範國家，反
而成為引領。通過古巴和朝鮮對比就看發現，其
實氣候變化在人類遭遇到政治改變的時候具有非
常重要的、甚至是很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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