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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鴻溝—城鄉合作運動在中國（演講稿） 

古學斌、史欽 

 

中國農村自 80年代開始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雖然我們看到了一些改革

帶給農民的好處，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中國大陸農村發展的困境。“三農”問題成

為了大家極度關注的議題。這些年來，我們見證了中國農村特別是偏遠少數族群

農村的逐步衰敗，走向像嚴海蓉所言的農村的虛空化。在主流發展主義意識形態

指導下，農村的經濟越發市場化，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越發城市化，這巨變的過程

為農村帶來了深重的負面影響，其表現在市場經濟嚴重損害了農村生產者的利

益，導致農村貧困的回歸，農民面臨日益嚴重的生計問題，同時也破壞了農村和

城市的環境，使得城市居民同樣面對糧食（食物）安全和健康的問題。現代消費

文化也破壞了農村的傳統文化，使得農村社區面臨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面對這

一切，我們看到中國大陸近十年來興起一波波的城鄉合作運動（有的稱之為社區

支持農業運動 CSA），已突破農村發展的困局。這文章我們將梳理中國農村發展

困境的根本性問題，接著借用我們的實踐論證城鄉合作運動作為中國農村發展的

另類可能。 

 

中國農村面對的困境 

 

現代農業科技與傳統農業的消逝 

 

在過去，中國的農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他們種自己的田、餵養自己家的

牲畜、建造自己的房子和紡織自己服裝。他們的生存技能一代代相傳，靠著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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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傳一下來的生活智慧，他們基本上滿足了生存的需求。可是，農業現代化的過

程中，他們的傳統智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現代農業的其中一個特徵就是農業必須直面市場經濟，農民不再能夠自給自

足。他們的生產資料包括種子、化肥和農藥都要依賴現金和市場。像我們雲南項

目點的平寨村，是全縣有名的“貧困村”, 當地政府在過去的10年間不斷地推動

農業產業化，將“冬季農業開發”、“調整產業結構”、“推廣高科技品種”等

作為“扶貧攻堅”任務,，強行推動村民大規模種植商品作物1，不斷換種新品種

（甘蔗、洋芋、青刀豆等）。可是，這些外部引入的技術和當地政府強制執行的

生產計劃都以失敗告終，不但沒有幫助農民增加收入，反而致使村民的生計狀況

日益惡化，許多農民因此負債。再舉例來說，幾年前，當地政府鼓勵村民種姜作

為經濟作物來增加收入。因為薑只生長在沒有開墾過的土地上，村民只能在山地

開荒種薑，結果嚴重破壞了整個山坡的土壤，帶來了嚴重的泥土流失。更糟糕的

是，因為薑的過度供應，市場上薑的價格每年都在起伏暴跌，村民得不償失，虧

本之餘也破壞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 

 

為了增產和獲利，村民選擇了農業新科技，然而農藥化肥和新種子的使用也

使得村民對現金嚴重依賴，同時大量化肥農藥的使用也破壞了土壤和環境。這

10年間，我們在農村就發現的水源和土壤都受到嚴重污染。另外市場的不確定，

增產不增收，也使農民對農業生產失去了信心，因為他們無法控制價格，無法通

過農業生產來改善生活。一些老農民傷心地說道： 

                                                
1 可以參閱古學斌、張和清和楊錫聰（2003）文章 “地方國家，經濟幹預和農村

貧困：一個中國西南村落的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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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來沒想到種了一輩子地之後，我們突然發現不知道怎麼去種

莊稼了。這些年不論我們怎麼種，都沒辦法賺到錢。 

 

大春農作物（稻穀和包穀）不僅穀賤傷農，而且種子、化肥、農藥、醫療、

教育、消費品等開銷劇增，使農民背負著沉重的現金包袱，現在農民的種田成本

明顯高於收益。是故，許多村民被迫外出打工（2008年春有 400餘人出去打工），

耕地荒廢。村裡的男性幾乎要麼到附近去私營礦井挖礦、要麼到沿海打工。婦女

們也一樣，要麼到城裡賣工、要麼就去城裡當服務員或到沿海打工。對於婦女來

講，離鄉別井是不情願的，有一個婦女就告訴我們， 

我寧願出去找份不同的工作，這樣至少不用呆在家裡只吃飯卻沒有

收入。我什麼都不懂，刺繡也不能幫我賺足夠的錢來給幫補家計。 

 

現代消費與貧困再造 

 

在新的市場經濟影響之下，現代消費模式也滲透了中國農村，擁有一些所謂

的現代生活物品代表時髦和“幸福”。 為了追求新界定的“幸福生活”，村民

渴望電視、電子產品、現代傢俱、皮鞋、和時髦衣服。這些渴望必須用現金來兌

現，這樣村民對現金的依賴愈來愈重，許多時候他們一年到頭努力工作，也不過

為了能夠買了一台彩電或一輛摩托車。 

 

除了這些消費品(摩托車、手機和現代服飾等)，村民的現金開銷也越來越

大，例如孩子學校的費用，醫療費用，電費水費，和生產資料(種子、化肥、農

藥等)。這些日益增長的開支把村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為靠農業的生產根本無

法增加村民的收入，結果外出打工變成唯一道路。另外，作為幫助他們的孩子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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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並離開農村過上“幸福”生活的另一條道路，教育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但這樣學校的費用和學習材料的花銷也變成了村民一項巨大的經濟壓力。儘管政

府宣稱提供 9年免費教育，但每年村裡的學生還是要交上許多的雜費。如果孩子

有幸考上大學，那父母兄弟姐妹可能通通要外出打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

我們在村裡認識的一位元婦女，因為女兒考上了師範，結果夫妻兩只能跑到廣東

化妝品廠來打工以應付女兒的學費。妻子一年下來，得了嚴重的肺病，還是不願

意回鄉。 

 

當村民的欲望/念頭和殘酷的現實之間的鴻溝不斷拉大時，一種無助感就會

越陷越深。當村民試圖改良耕種並學著使用當地政府引入的現代技術來種植經濟

作物時，他們的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日子依舊像過去一樣貧窮，甚至越過越苦。

當村民靠著農業生產來實現他們想像的理想時，卻是越來越困難，一種生活的匱

乏、無助和無能感常常湧現在村民心中，信心的低落使得他們對發展失去了方向。 

 

現代生活方式與文化認同危機 

 

在過去，外面的世界對村民並沒有多少影響，因為村民除了到鄉上趕集，很

少外出。當地的文化，比如服飾、語言和生活習慣都是一代傳一代。但是，改革

時期的中國村莊不在對外界封閉，除了現代技術對農村的衝擊巨大之外，消費浪

潮同樣很大轉變了村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強化了村民的文化認同危機。另外，

村民的外出和上學，鄉上的旅遊開發等等這些，都打破了過去的寧靜，改變了平

寨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在村裡，我們能看到傳統文化被外界的“現代”文化

“入侵”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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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著意發展的“村村通”電器工程，使得村民可以放眼都市和世界。電視

上所顯示的並根植於主流話語的所謂“現代”和“先進”生活方式可以說給村

民帶來了鮮活的對照。村民以為都市的生活方式才叫“好”、才叫“幸福”，反

觀自身的村落，許多村民認定是“落後”、“貧困”和“不好”的。特別是年輕

人，他們正在積極地脫離自己的傳統和撇棄自己族群的文化，希望通過重新的自

我改造，變成一個都市人。 

 

記得當初我們進入雲南項目點時，每天吃完晚飯後，男男女女都會聚集在支

書的門前空地，他們談論外面打工的故事、城市裡的高樓大廈，一起討論新的手

機、香港和臺灣的電影和流行歌曲。一些年輕人會互相炫耀他們的時尚，年輕人

都穿上了 T-Shirt牛仔和染黃了頭髮。他們嚮往城市生活，並且他們當中許多人

相信幸福的生活意味著城市中的便捷生活。每次問他們自己家鄉如何時，他們都

會說家鄉很落後，覺得生活很不方便、很髒等等負面的東西。 

 

傳統的習俗方面，也在不斷地丟失。舉例來說，壯族民歌（他們稱為小調）

曾經是壯族人對於他們生活和感情甚至是情侶彼此表達愛慕的方式。如今這些小

調幾乎聽不到了，反而到處唱的是香港和臺灣流行歌手唱的愛情歌。很多年輕人

崇拜香港和臺灣的歌手和電影明星，他們的畫像和海報粘貼在很多年輕村民的屋

子。另一個例子是，村裡的年輕人已經很多年不再穿他們傳統服飾了。遠離村子

上學的年輕女性村民也很少穿傳統服裝。在這些年輕人看來，民歌並不好聽，同

時傳統服裝也沒有什麼吸引力。他們甚至認為這些是落後和愚昧的象徵。外界的

流行音樂和時尚的服裝，相反，代表著先進和現代。他們看不起那些“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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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過世面”的村民，也嘲笑那些著“老掉牙”的壯族服裝和“寒酸”打扮的女

孩。這些女孩甚至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而被嘲笑。 

 

村民盲目崇拜現代文化使得他們不認同自身的本土文化，然而族群和文化的

印記卻揮之不去。當他們到城市打工的時候依然被城裡人瞧不起，在城裡他們自

尊很低也沒有自信。希望能夠通過打工賺錢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其實這只是一種

迷思。就像一個村民告訴我們， 

之前我以為如果在城裡工作生活可能容易些，結果卻是比在田地裡幹活

更苦更累。老闆實在很壞，我們做了工作他卻不付報酬。我在廣西（省）

幹了 5個月，我沒有得到一分錢。我經常很餓肚子，但是當我問老闆要

錢，他就變得很殘。我失去了工作，並從南寧（市）一路乞討回到了家

鄉。 

 

因為無法跟上城市中激烈的競爭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大部分出去的村

民週期性地被迫又回到村中。可是回到家鄉，他們的心思已經不放在農活上了。

相反，他們依然迷戀追求城市生活的樣式。但是，因為缺乏實現他們欲望/夢想

的手段和途徑，在他們心靈深處有一種失落和匱乏感。男孩子為了保住自己的一

點自尊和驕傲，我們看到他們常常在年輕女孩子面前炫耀他們的“時髦”和“見

識”，以掩飾他們失落和不自信。 

 

村民們對自己文化的否定和對現代文化的盲目追求使得他們陷入了文化認

同的危機。在村裡呆不下去，在城裡也呆不下去，一種精神上的漂泊，無法找不

到自己的定位。這一切對於農村發展都是不利的，我們希望能找到一種發展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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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一方面能保護在地社區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強當地民眾的文化自信、

同時也能夠達到經濟的賦權。 

 

非永續性的主流發展模式 

 

面對農村發展的困境，中國發展組織（包括我們）要麼著力推動脫貧的經濟

創收專案、要麼推動一些以文化和教育為主題的發展專案。對於我們團隊來說，

因為我們親眼目睹了突飛猛進的現代化運動，對少數民族社區的傳統文化和農民

自信心所造成的傷害。因此，我們的專案注重草根組織的發育和社區文化的保

護，目的是重建村民的社區認同感和文化自覺。例如，資助失學兒童重返校園、

推動村民建設沼氣、建立社區文化活動中心、設立圖書館、成立鄉村文藝隊、組

建老年人協會、推動夜校掃盲班、與村民一起編寫並出版村史、建立婦女手工藝

小組，等等。在過去 7年裡，我們堅信文化認同與村民能力提升密切相關，只有

建立村民的自信心，才能激發起他們應對市場和生計壓力的能力，因此，文化和

教育項目是我們的優先選擇。 

 

然而，我們越來越醒覺我們的著力於農村的專案無法回應主流發展背後的結

構性問題。我們所推動的文化發展專案同樣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對於村民來講，

長遠生計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因此，村民對於我們的文化發展項目慢慢失去了

興趣，我們的工作推動不下去，工作人員的信心也越來越低，甚至不敢呆在村子

裡了。面對村民眼前的生計困境，我們不得不回應他們生計困擾的問題。我們曾

跟其他發展 NGOs 一樣經組織婦女製作手工藝品或養豬等，期望幫助村民增加收

入，度過難關，但這些早期的項目終因各種因素例如沒能發掘村莊的資源和村民

的能力、無法應對市場風險、村民沒有積極性等而半途而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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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團隊深刻理解到中國農村發展困境背後的癥結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如果

不處理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恐怕無法真正突破中國農村發展的困局。首先，主流

農村發展計畫的視野一般只放在農村，農村問題被孤立地處理，忽視了城鄉矛盾

對農村問題的負面影響。眾所周知，我國農村的貧窮及農民的弱勢地位不單源於

資源的匱乏，同時亦由於一直以來帶有城市偏見（urban bias）的國家發展政策、

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以及被壟斷的市場經濟等因素，貶抑了農村生產者的勞動

價值，造成了農產品價格低廉、市場波動、中間商剝削等結果，導致城鄉差距日

益擴大。我們堅信，如果要突破農村發展的困局，必須重新調整城鄉關係，尋找

突破市場經濟中資本壟斷的途徑。 

 

 另外，主流的發展計劃依然受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不管是政府主導

的發展規劃還是 NGOs 的專案，都很強調發展現代農業科技的重要，以為引入現

代農業科技，農民的產量增收，就能解決農村貧困的問題。然而像聯合國環境與

發展委員會 1978 年提交的《我們的共同未來》報告已清楚表明，“經濟發展”

如果沒有配合“環境保護”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不少的農業科

技卻反過來加劇農民的困境，造成更深的貧富兩極化。農民採用現代農業科技，

反而增加了生產的成本，造成了沉重的現金負擔。另外，農業科技例如化肥、農

藥及種子基因改造雖然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但卻影響了食物安全和環境保護；

與此同時，規模化的單一農業生產亦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進一步

惡化了農業生產環境，影響著農民的長遠生計。面對生計的日益困乏和開支的日

益增多（譬如醫療、教育、生產等開支），為了生存下去農民唯有不斷攫取自然

資源（放任開礦開荒砍樹等），進一步破壞生態環境。還有為了大規模種植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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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消費者的高科技農產品，農民不惜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及除草劑等，水土污

染，嚴重威脅著食品安全和城市消費者的健康。 

 

第三方面，主流農村發展計畫沒有處理的是市場壟斷的問題。許多中國大陸

的農村不是農民沒有增產，但都是增產不增收。現在農民的生產日益倚賴化肥、

農藥、除草劑等，但這些生產資料的市場卻是他們無法掌控的，這些年來，農

用物資漲價快，生產成本高漲，這也是農村發展面對的一大困境。另外，農產

品市場也是農民無法預測的，農業的全球化和大規模種植，使得農產品市場競

爭激烈、價格波動，種植風險巨大。加上中間商的剝削，農耕勞動價值受制於

市場價格，勞動價值不斷貶抑，使得農民的收入沒有保障。為了應付高成本及

不穩定的農產品價格，高利貸成為農村的普遍現象，農民生活的持續性受到巨

大衝擊。 

 

 最後，主流發展計畫也沒有太多對應農村傳統文化邊緣化問題。由於長期城

鄉隔絕和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策略，農村一直被看成發展的“他者”，被定義

成“貧窮”、“落後”的國度。農村問題只被理解為解決經濟貧困問題，農民

是受助者，城市居民是施予者，農民自卑心態日益被強化。在現代化發展主義

意識形態影響下，農民傳統文化不受重視，農民生產及生活的傳統被現代科學

技術排擠，他們在改善生活上變得被動及倚賴。在農村被逐步邊緣化的過程，

農民仰慕城市的物質進步，除了孩童及老人之外，大部份農村人口爭相到城市

打工，造成農村更多的社會問題，少數族群文化式微。 

 

城鄉連結、公平貿易與農村社區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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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破上述挑戰和後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必須尋找另類的發展模式，才能

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我們深信，突破困局的關鍵在於建立“生產者和消

費者的合作”和“另類市場”，突破“主流市場”的剝削。所以我們提出的口號

就是“城鄉攜手、公平交易、共創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生計”。我們希望搭建起“公

平貿易”的平臺，改變現在城鄉關係，促成一種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生產－

消費”關係。什麼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共同利益所在呢？當然是“生活與健

康”。生產者需要一個能反映他們勞動成果及維持生計的回報，消費者需要得到

安全健康的食品。可惜，在主流的“自由市場”中，參與市場交換的人都是為了

實現利潤最大化，“生活與健康”除非能夠衍生出商業利益，否則在非人性化的

市場中是不被重視的。 

 

要突破這個矛盾，就必須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合作。在城鄉合作和

公平貿易的平臺上，農民與城市居民（生產者與消費者）再也不是二元分割的對

立關係，不是落後與現代、貧窮與富有的關係。農民不是被動的扶貧對象，他們

有能力生產出無污染、天然的健康食品；消費者不是被動的購買者，他們只要支

援農民生產及通過監察生產過程，就可以獲取安全健康的食物。“互惠互利”表

明，生產者有責任為消費者提供安全的食物，消費者有責任為生產者提供合理、

有尊嚴的回報。通過合作，雙方就可以實現“生活與健康”的基本權利。 

 

“公平貿易”平臺的建立，不單把生產者與消費者聯繫起來，同時亦促成

“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及“環境保護”的有機結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

終目標。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使生產者意識到環境保護應該直接與他們的生

計掛鉤，這樣農民的環保意識必然提高。同時，減少農藥及化肥的使用，必然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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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文化的保護，因為傳統的農耕方法本身就是有機及生態的，農民只要擺脫了

單一品種和規模化生產的現狀，傳統智慧及技藝就有發揮的空間。農業生產得到

合理的回報，傳統知識又有存在的價值，農民的自我認同及自信心才能得到提

升，仰慕城市生活外出打工就不是他們的唯一或最好的選擇，農村社會問題才有

可能得以舒緩。 

 

其次，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農民的問題和需要，努

力挖掘社區自身的優勢和資源（資產建立和能力建設）和民眾的能力和智慧。應

該從社區和村民現有的資產和能力出發，而非從社區及村民缺少什麼、出現了什

麼問題、社區的需要是什麼入手。因此，農村社會工作者首先必須澄清自己的“貧

困”觀念，“貧困”到底是否只是物質上的問題，還是社會文化建構的問題？

“貧困”究竟是農民的本質構成，還是基於什麼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我們在農村

的經驗表明，當工作者以社會文化建構的新視角去審視農民的“貧困”問題時，

既不會被“貧困”問題困擾，更不會將“貧困”問題個人化。相反，我們會將農

民的“貧困”現狀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貧困”的歷史根源（貧

困是如何形成的）結合起來思考，重新界定“貧困”及其扶貧策略。首先，“貧

困”是社會文化的建構，是按照西方的現代文明標準製造出來的，在現代化進程

中，許多中國農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計困擾，不是農民的個人素質低，而是資

源配置不公平，農民無法應對市場風險，農業商業化運作（調整產業結構等）失

敗等因素造成的。採取“問題外化”（將個人的困擾與社會歷史原因放在一起思

考）的思維模式和扶貧策略時，社會工作者有可能推動政府改變不合理的扶貧政

策或進行資源再分配等等，也有可能走進村莊與農民同行，發掘村莊的資源和農

民的潛能，與他們共同應對生計的壓力；第二，對許多相對封閉地區的中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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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貧困”可能不成問題，因為直到今天他們依然生活在清貧、和諧而閒暇

的生活中，並不覺得困擾。因此，農村社會工作者應該盡力保護農民傳統的生產

方式和恬靜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現代文明的標準“製造”貧困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用優勢視角致力於動員村莊及村民的力量（資源、智慧、知識、

能力等）來實現他們目標和願望，以提高農民的生活品質。由此，我們從四個方

面重新認識“城鄉合作”和“公平貿易”的可能性：一是資產和能力的優勢。我

們發現，村莊具備大多數地區（尤其是城市）無法比擬的環境優勢——無污染的

空氣、水源和土壤等；直到今天中國大陸一些農戶仍然保存著傳統的耕作方式，

仍然能夠尋找到老品種資源，許多農戶具有非常豐富的傳統種植技術。對城市的

“中產階級”社區而言，由於居民對於自身健康和食物安全的關注，他們渴望並

有能力（購買力）消費綠色農產品；二是關係的優勢。還有中國農村仍然維持著

密切的人際關係和合作生產的傳統習慣（“換工”等），這對發育生產合作組織

十分有利。 

 

今天我們看到城鄉合作運動號角聲在中國大陸不同的不同角落先后响起。，

像我們香港理工大學與中山大學在雲南平寨、四川映秀、廣東從化的城鄉合作專

案、廣西愛農會的專案、北京小毛驢的社區支持農業專案等等都在推動城乡合作

運動。大家雖然在核心目標和實際運作有所差異，但我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目標

都是在重新修復兩種關係和達到三個賦權。兩種關係是城鄉關係，也就生產者與

消費者的關係；還有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三個賦權是生產者和消費者政治賦

權、經濟賦權和文化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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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方面，我們推動農民合作，因為相信只有生產合作才能突破自“分田

到戶”以來形成的農戶個人主義所帶來負面後果2。通過生產合作，才能重新恢

復農村合作互助的精神，農戶通過合作才能團結一起對抗市場的剝削，照顧到農

村的弱小。在城市方面，消費者合作的運動是農村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我們在

城市社區的教育工作，真正希望能夠提升城市消費者綠色消費的意識，改變他們

原來的消費觀念和行為，使他們開始關注自身食物安全和身體健康的問題，認識

到支援農村生產者恢復有機耕作的重要性。如果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夠真誠合作，

將能突破城鄉隔絕的局面，恢復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友善關係，達到“良心生

產”和“良心消費”。生產者和消費者團結才有可能形成一股對抗資本剝削和壟

斷的社會/公民力量（social power），重新奪回生產者經濟和消費者的自主權，

這也意味著我們對自己生活意義的重新掌控。 

 

城鄉合作中的有機生產和有機消費也將會是人與自然關係修復的起步，當越

來越多農村生產者加入到有機生產的隊伍當中，我們的土地和自然環境才有望一

步步得到醫治。當更多的消費者願意過上綠色的生活，願意付更高的價格來購買

有機產品時，農村生產者的生計才能得到保護，他們自身的健康也才可以得到保

障。所以說“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和”是分不開的。 

 

在政治層面，農村生產者長期以來失去對發展過程中決策的參與和控制，一

切影響他們生計的政策皆由政治精英、資本和發展專家所壟斷。在中國大陸更是

如此，許多的發展政策和規劃都是從上而下的硬推，官商勾結的結果，並沒有考

                                                
2农村改革开放时期，因为人民公社的解体，许多需要合作才能完成的工程譬如水利灌溉等都日

久失修；另外缺乏集体的力量，单一的生产者无法与市场竞争，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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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在地農村生產者的意願。在當今的政治體制下，農村生產者也缺乏民主參與的

途徑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地方政治精英也壟斷了地方的資源，真正需要的民眾缺

乏獲取資源的途徑。城市消費者也一樣沒有影響食品安全、市場價格等與他們生

活相關的政策，許多時候真正的消費資訊對消費者來講是封閉的，他們處於被動

消費的位置。城鄉合作運動的政治涵義正是生產者與消費者聯合起來重新掌控對

生產和生活的自主權。他們通過合作社運作，民主選舉自己的代表，學習自己當

家做主。 

 

在經濟層面，農村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可以不再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他們可

以形成自己的另類市場，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如何定價。生產與消費不再

是割裂的兩塊，而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也是從政治賦權達到經濟的賦權，城

鄉合作正是挑戰市場經濟的運作和中間商的剝奪和壟斷，通過公平貿易的過程使

得農村生產者的收入得到提升、生計可持續性地改善。 

 

在文化層面，長期以來由於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使得農村在地民眾對

自己發展的道路產生了錯誤的理解，以為農業商品化就能致富，過上城裡人的生

活叫發展，以為外出打工就是改善生活，以為拋棄傳統就是“先進文明”。這一

切導致他們對農業生產失去了信心，也對傳統的懷疑。身份認同的危機使得他們

非常迷失，生計的困苦使得他們變得悲觀沒有動力，對發展失去了信心。城鄉合

作運動正是希望恢復農村生產者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尋找老種子、恢復老品種的

有機耕種，如果通過公平貿易的途徑得到消費者的支持，他們將能恢復他們的農

耕文化，改變資本主義掠奪式生產方式。通過城鄉公平貿易的運動，我們也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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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城市過度消費的文化。通過促進城市消費者對農村的瞭解，消除他們對農村

的偏見，讓他們能尊重農村生產者的勞動價值， 願意過綠色健康的生活。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我們都看到一些農村良性的改變，但這是一場跟資本搏

鬥的運動，我們深感當中的艱難，雖然艱苦地走著，但我們堅信這是一條正確的

道路，義無反顧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