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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的特点
要要要农业生命逻辑丛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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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 农业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生产袁农业提供维持和延续人类生命的物质资料遥 农业的逻辑是生命的逻

辑袁同时也是生态的逻辑遥 它覆盖了农业的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遥 农业的诸多特点体现了农业的生命逻辑和生态逻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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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Agriculture carry on the production is that make use of the life activities of the living things,

agriculture supply material goods so that maintain and continue the human life. Agricultural logic is life’s log-

ic, and also is ecological logic. It is covered with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ield and the living field. A lot of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bodied agricultural life logic and ecolog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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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初，日本学者足立原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一次学术讲演。讲演记录整理稿

以《工业的逻辑和农业的逻辑———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在《农业考古》1991 年第 3 期。据作者

的概括，工业的逻辑，一是集中，二是大量，三是高效率。相应的农业逻辑，一是分散，二是适量，三是永

存性。在论述农业的“分散”原则时，作者说：“农业的逻辑是一种分散的逻辑，是一种生命的逻辑。因为

生命逻辑要求分散”；“作为生命的逻辑，没有分散就不可能发展下去。许多生物的生活只是为了生存

而不是为了高效”。作者认为，完全按照工业逻辑行事，人类文明就要面临危机，因此必须同时重视和

采用农业的逻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农业逻辑”、“生命逻辑”的概念，这两个词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

中。时隔二十多年后，我在网上看到“农业体系逻辑”的提法 1，重新引起我对农业逻辑、农业生命逻辑

的兴趣和思考。

“农业逻辑”、“工业逻辑”等虽然借用了思维科学中“逻辑”一词，但并不等同于思维科学中“逻

辑”。它不但涵盖了对象的本质、特性、机能、规律等等含义，而且可以揭示它们的内部关联和演绎轨

迹，是比平常所说的“特点”、“规律”等词的内涵宽广得多的综合性概念。借用这一简明醒目、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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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绿叶》2012 年第 11 期刊登了周立《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及多元化农业的兴起》一文，作者指出：农业是唯

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并具有多功能的行业，农业逻辑应该是市场逻辑服从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受制于自然

逻辑。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市场逻辑凌驾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上，这就是“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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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便于把农业视为一本多干的动态整体，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对农业特质的认识。

提出“农业的逻辑是生命的逻辑”的命题，无疑是《工业的逻辑和农业的逻辑》一文最大的亮点。但

作者把农业的生命逻辑依附于“分散”的逻辑，或把两者并列，这种定位未必恰当。我认为生命的逻辑

在农业的逻辑中带有根本性质，应该明确地把它放在中心地位。又，农业生物虽然要求个体的自由发

展，但这种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群体中才能展开，不加限制地把“分散”作为农业逻辑的第一原则，也是

片面的。因此，“农业的生命逻辑”的概念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农业的生命逻辑的依据、内涵和意义，似乎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探讨和论述1。我在学习和思

考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心得，愿意抛砖引玉，以便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我思考的结果将以《农业生命

逻辑丛谈》为题分篇刊出。初拟的题目是：（1）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的特点，（2）从生命逻辑看农业的生

产和生态功能，（3）农业生活的特点及其对综合人性的培育，（4）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生命观和生命意

识，（5）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现代化。本文是丛谈的第一篇。

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农业生命逻辑丛谈》的缘起吧。

一尧农业的生命逻辑及其展开

农业的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逻辑，而农业的生命逻辑，同时也是生态逻辑，这种逻辑覆盖了

农业的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渊一冤农业的逻辑是生命逻辑

农业首先是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生产不同于其他的任何生产，它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

此其一；农业提供维持和延续人类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故农业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此其二。这

两项明显的、无可置疑而又相互联系的事实，就是农业生命逻辑的基本依据。

人们常说，农业以来源于自然界的生物为劳动对象，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还不够。应该明确指

出农业是利用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进行生产的，这才真正抓住了农业的本质。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力

包括生长的能力和繁育的能力，相应的生命活动则包括生长的过程和繁育的过程；任何一个方面的欠

缺，都不能算是正常的完整的生命体。农业产品是生物生命活动的生成物（包括生命的成长和繁衍提

供的产品），它们除了提供了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工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外，还以活的实物形式

（种子尧种畜等）进入下一轮农业再生产过程。农业生产的诸部门，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

业、经济昆虫养殖业（养蜂采蜜尧养蚕缫丝等）等，莫不如此。人们利用微生物发酵酿造酒、醋、酱等农产

品加工业，也属于广义农业范畴。

对于农业这一本质，古人已有所认识。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

也。”2“生之性”，顾名思义就是生命的本性，这里是指生命力，古人或称之为“生意”、“生理”。这段话的

意思是说：春天来了，大地上的各种生物萌发复苏，生机盎然，生物的这种生命力，就是农业的根本。这

种“生之性”不是飘忽在空中，而是体现在生物身上，潜藏在种子里面的。具有生命力是一切谷物的共

同本性，这种生命力集中凝聚在种子里。春天阳气的敷布则是促使其显露和展开的外界条件。古人认

1 据日本学者祖田修《农学原论》（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介绍，日本学者坂本庆一早在

1989 年就提出了“生命农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成果。“生命农学”和我们所说的农业生命逻辑有许多相通

之处，但也有所不同，“丛谈之三”将有具体的论说。又，2015 年 5 月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

我在报告中谈到农业的生命逻辑问题，引起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因此约我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现代化要遵从

生命逻辑》的短文（载《人民日报》2016 年 3 月 28 日）。因篇幅关系，许多问题未能展开。

2《南齐书·五行传》也有类似的说法：“木者春，生气之始，农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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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植物通过种子完成生命的世代延续，从而把种子视为生命力的代表1。例如朱熹说：“夫谷之生，而

苗长，而秀成，而实，根条花叶形色臭味各有定体，不可相错。然莫不根于种，而具于生之性。”2

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维持和延续人类生命的物质，它是人类生命的依托，这是再明显不

过的。中国广大农区人民自古以最富含生命力的谷物种子为主食，被称为“粒食之民”3，早在春秋战国

时代，人们就把“五谷粟米”视作“民之司命”4，《黄帝内经》强调“五谷为养”，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实践的选

择，具有深刻的科学依据5。秦汉以降，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把农业提到“为生之本”6、“养生之本”7、

“有生之本”8的高度。因此农业又被称之为“生产”、“生业”。农业所生产的食物对人类生命维持和延续

的意义外国人也很清楚，例如英国人就把面包称为“Staff of life”———“生命的支持物”9 。真可谓“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了。

把农业定位为“为生之本”、“养生之本”，实际上就是把农业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联系起来。人作

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命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需要呼吸、饮水、摄食（同化）和排泄（异化），需要与自然发

生生理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物质代谢和物质循环。这是“人维持生命的再生产”（维生），它和“人繁衍

生命的再生产”（生育）共同构成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两个环节。人作为自然界中具有自我意识和懂得制

作工具的生命体，他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即“维持生命的再生产”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是以劳动为

中介进行的。马克思指出，所有的生产过程，“最基本的是人体再生产出本身所必需的物质变换，也就

是创造生理上的生活资料的过程”，而“这种生产过程同农业相一致”10。农业本身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基

础，而它同时又是人类自身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维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的两种

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就联结起来了，其纽带就是生命。

渊二冤农业的生命逻辑也是生态逻辑

通过摄食和排泄、同化和异化来实现新陈代谢，是一切生物生命的表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广义的

新陈代谢普遍存在。但无机物的新陈代谢是导致它破坏和瓦解的因素，生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则是其

自我更新的方式，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也就结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说：

1 种子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可以从“千年古莲”发芽开花的事实窥见一斑。1953 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徐仁在辽

宁大连普湾新区的泥炭土层发现 5 粒依然具有生命活力的北宋时代古莲子，经处理培育竟然萌发开花，五粒种

子出现了三种颜色，二白，二粉红，一紫红，花瓣与现代的莲荷高度相似。类似的事例还有更早的报道。这虽然是

特例，但大自然因有种子的世代繁育而生生不息，却是不争的事实。

2《晦庵集》卷 56《答方宾王》。关于古人对种子与生命关系的认识，“丛谈之四”将具体介绍。

3《墨子·天志上》。

4《管子·轻重乙》等。

5 十多年前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颇有名气的世界史专家说：西方的农业远高于中国，因为“西方人吃肉，中国

人吃草”，禾谷类作物不是草嘛！殊不知绿色植物是地球生物圈的食物链中最基础的环节。中国人吃的是最富生

命力的谷物种子。“春播一粒种，秋收万担粮。”中国人依之繁衍发展，历千万年而不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

畜为益、五菜为充”（《黄帝内经素问》卷 7）的膳食结构显然比以肉食为主的膳食结构合理得多。

6 如，《汉书·文帝纪》载汉文帝十二年诏：“力田为生之本也。”又，宋真宗乾道九年诏：“农，为生之本也。”

7 如，汉荀悦《申鉴》卷 1：“兴农桑以养其生。”明王直《抑庵文集》卷 2：“耕，养生之本。”清《钦定康济录》卷 1：“稼与

蚕，小民养生之本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 58 则谓“树畜”为“养生之本”。

8 如，汉蔡邕《京兆樊惠渠颂》：“《洪范》八政一曰食，《周礼》九职一曰农，有生之本于是乎出，货殖财用于是乎在。”

《晋书·冯跋载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

9 马克思：《面包的制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588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45-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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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命体是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环境孤立存在的。一切生物必须和必然要与环境组成相互依存的

生态系统。

物质世界中出现生物和人类，是宇宙进化中最伟大的事件。已经确知的生命仅存在于地球生物

圈。现代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发生在 150 亿年前，地球出现在 50 亿年前，经过 15 亿年无生

命时代，35 亿年前地球孕育出单细胞生物，地球生物圈由此逐步形成。350 万年前人类的诞生和 1 万

年前农业的发明，则是它演进的最高成就和最新阶段。地球生物圈是各种各式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的

集合体，构成最大的生态体，也是生命的共同体。在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密不可分，生

命是生态的中心，生态是生命的依托2。因此，农业的生命逻辑也是生态逻辑。

渊三冤生命逻辑覆盖农业生产和生活领域

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为基础的农业，不但依靠环境的支撑，而且是在人的参与和干预下进行的。人

的参与和干预并非代替生物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予以辅助和导引，保证其正常进行，并向着有利于人

类的方向发展。由此引起了生物自然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在采猎经济时代，人们是天然食物的攫取者，为了寻找和追踪采猎对象而游动。农业发明以后，人

类从单纯的攫取者变为经济意义上的（区别于生态意义）生产者，随着园篱农业向大田农业的过渡，他们

靠近自己开辟的农田而又便于生活的地方建立起定居村落，于是形成农业与农村、农民的相互依存。

农田是农民主要的生产基地，村落则是农民主要的生活基地。换而言之，农田主要承载物质资料

的生产，村落则主要承载人类自身的生产。但两者并非截然分开。农民不但在村落中栖息、消费和繁

衍，而且在这里安排和组织生产，并进行部分生产活动，如种植蔬果、饲养禽畜，修理制作农具，加工储

藏农产品等；大田劳动则是农民生活重要的乃至主要的内容。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农村生活不同于

城市生活的特点是它与农业生产的相互渗透，是人的生命活动与物的生命活动的相互交融。

游动的采猎是在天然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定居的农业则催生了人工生态系统。农田和村落是最初

出现的人工生态系统。但农民生产、生活的圈子不止是村落和农田，他们还要从周围的山林和水体中

获取部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田和村落也不能孤立存在。所以我们的视野必须从村落和农田扩

展到乡村生态系统。乡村生态系统是由人工的村落系统、农田系统和天然的山林系统、水体系统等组

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乡村生态系统与天然生态系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人代

替了自然成为系统的启动者和主导者，驯化植物代替了野生植物成为主要的生产者，人及其伴生动物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89-90 页。

2 生命有机体是在无机自然界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无机自然界为生命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所以

无机自然界和有机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生命体。

噎噎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钥 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

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袁把它们同化袁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

泄掉遥 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尧分解或结合袁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

以前那样的东西了遥 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曰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遥 可是袁在无生命物

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袁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遥 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

转化袁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袁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袁分解袁即死亡遥 因

此袁生命袁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袁首先是在于院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袁同时又是别的东

西曰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袁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

引起的遥 相反地袁生命袁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袁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袁这种

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要要要蛋白质所固有的尧生来就具备的袁没有这种过程袁蛋白质就不能存在

2017.2

6- -



代替了野生动物成为主要的消费者，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除太阳能以外还有辅助能的输入

和产品的输出，不再是封闭的系统，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一起发生作用，等等。尽管存在着这些区

别，但在以生命为基础、以生命为中心这一基本点上，乡村生态系统又是和天然生态系统一致的，乡村

生态系统按照天然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模式建立和运作，实现生命的循环，而且与

天然生态系统联结在一起。

可见乡村生态系统和天然生态系统本质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联接、相互交融的。人们在这个生

态系统中生产和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产节律、生活节律和

生命节律、自然节律是一致的。生命逻辑和生态逻辑覆盖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全部领域。

二尧从生命逻辑看农业的特点

对农业的特点人们的论述已经比较多，现在透过生命逻辑这一视角来考察，仍然可以有新的发

现，可以更深入、更清晰地揭示农业的特点及其与生命逻辑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加深了对农业生命逻

辑的理解。兹以工业为对照系，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渊一冤生产对象和生产活动方式

1.生产对象

农业生产对象是生物有机体，是一刻也不停止生命活动的生物活体，整体性、能动性、创生性是其

固有的特点。生物有机体是由生物的各个部分（各个部位尧各种器官尧各个层次）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

体，部分为整体所统制，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整体虽然由部分组成，但它的性能超越了部分的集

合。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利用生物有机体的不同部位或器官，以至促此抑彼，为我所用，但不能将其拆

分，拆分了就不成其为生命体了。生物有机体是自我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存在，有其展开的规律和阶

段性，由此形成的生命秩序是不能违逆的。例如在植物同一生命周期中不能跳过营养生长阶段直接进

入生殖生长阶段，也不能把营养生长→生殖生长的次序倒过来1。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在与环境交

换物质的过程中进行，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它对于外界环境作用的应对，既有受动性的一面，又有能动

性的一面，生物是在对外界环境能动性适应的过程中生成和进化的。生物有机体具有自我生长和繁衍

的能力，这就是它的创生性。农业产品就是生物有机体成长和繁衍的生成物，这种生成物，保持了生物

有机体原来的性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生产是一种同体的绵延或“增量”2。

工业生产对象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整体只是各个部分机械的集合，没有

自我生成的过程，不受生命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不可违逆的阶段性的制约。对于外物或外力的作

1 关于生命有机体与机械系统的区别，日本学者祖田修的以下论述可供参考：“贝塔朗菲就有机生命体所具有的特

性，举出了四个方面，即开放性、整体性、层次性和能动性。而怀特海列出了相互关联性、环境创造、自我生成过程

和创造性这四点。二者的表现方法和顺序虽然不一，但所指内容几乎是同样的。也就是说，（1）生命体持有对不可

预测的外敌进行弹性应对的开放系统。这与机械不同，机械带有固定性和封闭性，一旦出现预想之外的情况就难

以动作。（2）机械系统不过是机械的总和，它的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存在，而在生命体当中，部分受整体统制，这

与机械中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同。（3）正如我们说自然界是素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高分子化合物、细胞、生

物体，进而是超个体的组织体一样，它成为一个层次构造体。这样结合起来的整体的层次性是生命系统的本质。

（4）生命体不仅能够在环境中使自己适应性地生成，而且还能够或多或少地改变环境，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

（《农学原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78 页）

2 生物有机体除了遗传性外。还有变异性。这种变异性经过选择和积累，可能形成新的品种，但一般不会形成新的

物种。

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的特点

7- -



2017.2
用，它只是一个受动体，没有能动反应的能力。对于这样的生产对象，比之生物的活体，人们处理的自

由度显然要大得多。作为原料，它不但可以拆分或斫削，而且需要拆分或斫削，以便按照人们的目的加

以裁制；作为成品，也可以拆缷和重装。各种零部件是分开生产的，或先或后，或齐头并进，没有固定的

顺序；一般先生产零部件而后组装，但如果原料、劳力和零件储备充足，零件生产和组装过程也可以同

时进行 1。相对于农业，工业产品是异体的变构或再造。

由于生产对象的不同特性，农业和工业还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就是：农业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

生物能，从而通过劳动积蓄能。而工业则只能消耗能。恩格斯说：“通过劳动积蓄能，实际上只有在农业

中才行；在畜牧业中，一般说来，植物积蓄的能只是转移给动物，这里其所以谈得上积蓄能，那只是因

为要没有畜牧业，饲料植物就会无用的枯萎掉，而在畜牧业中则被利用了。相反地，在所有工业部门中

只消耗能，最多也只能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植物产品———木材、稻草、亚麻等等一一和积蓄了植物能

的动物产品，通过加工得到利用……”2

2.生产活动方式的基本特点

不同的劳动对象决定不同的生产活动方式。工业利用器械对非生物的劳动对象直接加工，使之发

生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从而产生人类所需要的新样态器物。农业生产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为基础，人

们既不能直接对生物加工，也不能替代其生命过程，只能在其自身生命活动的基础上予以辅助和导

引，如通过各种手段（器械的使用尧设施的修建尧水肥的投放等）改善生物的生长环境，激发和提高生物

自身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使之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农业生产中虽然也包含物理变化和化学变

化，但主要是通过农业生物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通过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来实

现的。

从生产对象的运动方式看，工业是物理性和化学性的生产，生产过程是物件的分解合成及其形态

的转换，遵循的是物理学和化学规律。农业是生物性生产，生产过程是生物体自身生命的展开，产品是

生命活动的生成物，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生态学规律。从生产主导者———人的参预和作用看，工业生产

活动方式可以用“制造”这个主题词来概括，农业生产活动方式则则可以用“养育”这个主题词来概括。

这种“养育”，是以“天养”为基础的，人只起着辅助和导引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丛谈之四”将进一步

展开。

劳动对象和生产活动的方式不同，是农业和工业的根本性区别。除了这一基本差异以外，农业生

产活动方式不同于工业的特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周期性

任何生产都有其周期。农业生产周期以农业生物的生命周期为基础，但并不等同于农业生物的生

命周期。因为人是农业的主导者，农业是人对自然界生物的选择、调控和利用。对于不同农业生物人们

的利用方式和目标各不相同。如粮食生产以获取籽实为目标，生产周期和生物的生命周期一致；蔬菜

生产以获取花叶根茎为目标，畜禽饲养以获取肉蛋或以利用壮畜的体能为目标，不待其自然生命周期

完成即予利用，生产周期和生物的生命周期不一致。不管哪种情况，农业生产周期总是离不开农业生

物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周期，总是与农业生物生长发育阶段性相联系3。生物的寿命或长或短，农业生产

1 祖田修说：“工业生产过程中前后工序的关系可以与同时并列的关系进行置换。生产的同步化是可能的，在不停机

的情况下进行无休止的‘瞬间生产’也是可能的。”（《农学原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77-78 页）

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03-404 页。

3 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总要安排部分蔬菜和畜禽完成其生命的周期，以便留种和继续繁殖，所以其生产周期仍然

是以农业生物的生命周期和节律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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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多为生命周期较长的生物，故其生产周期一般也较长。粮食（包括一年生的和越年生的作物）的生

产周期一般为一年，果树、经济林和用材林的生产周期则长达数年、十数年以上，生长期较短的蔬菜生

产，一般也要逾月或跨月。由于生物的生命活动依存于自然环境，尤其是受气候季节变迁的制约，所以

农业生产节律和周期也要顺应自然界气候变迁的节律和周期，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改变的。关于这一问

题，下一小节还将论及。

工业原料是无生命的物质，工业生产周期不受生物生命周期的制约，也基本上不受气候季节变迁

的影响，人对工业生产的周期有很强的调控力。工业中不同零部件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整体组装，可

以根据需求同步地、持续地、不间断地进行。因此，工业生产周期一般比农业生产周期短，而且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还可以大大地缩短。

4.连续性和传承性

农业又有连续性，需要年复一年、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地进行。繁殖是生物生命的特征之一。每

一生物个体有生有死，而物种的生命则通过不断的繁殖而延续和进化。农业生物的生长繁殖就是自然

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说：“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再生产；但是这种同生产联系的再生产只有在农业

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1 农业的连续生产既是农业生物生命繁殖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生

命延续的绝对需要。农产品尤其是食品是人类生存所绝对必须的，它的供应一天也不能中断。工业产

品虽然也是人们所需要的，但只有相对的意义，并非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工业生产如果停止了，社会还

有可能继续存在，农业生产如果停止了，社会马上就要崩溃。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基于农业的

生命逻辑，不是其他生产的连续性可以比拟的。古人说：“生生之谓易。”2 生命是活的，具有变易性，无

论是生命的个体或生命的周期都不会凝固在一点上3。生命总是以新质代替旧质，新周期代替旧周期，

新样式代替旧样式，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农业的生生不息保证人类的生生不息。

农业生产的连续性不能理解为种植某种作物、饲养某种畜禽年复一年的机械重复。一则人类的消

费需求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二则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也要求多种不同农业生物的协调共生，而且

一块土地多年种植某种作物往往导致土壤营养成分的失衡和某些病虫害的活跃。因而在一个新的农

业周期中，某些生产项目、某些农业生物的种类或品种的更替和变换，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每个农业周期的生产内容应该根据环境条件、经济条件和人类的需要适当安排，允许有所变化，但生

产活动不能停止，生产周期延续的链条不能中断。

农业生产前后相连的周期并非彼此孤立的，前一周期要为后一周期准备必要的条件，例如培育、

选择和处理种子，积攒沤制肥料，整理和翻耕土地，修理农具和农业设施等等，后一周期承接前一周期

的基础而展开，又为更后的周期做准备。耕地的垦辟和改良，农田水利的兴建和维修，需要长期劳动的

积累。有的农业项目生产周期很长，例如果树的栽培和经济林木的营造，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功

夫，故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之说。这些工作需要一代人一代人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与生产连续性密

切联系的农业生产的传承性。

5.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异

农业生产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并不依赖于人的劳动而存在，人的劳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61 页。

2《周易·系辞上》。

3 恩格斯说：“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这是由于吸收和

排泄各种物质，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无休止的分子变化的总

和，这些分子变化形成生命，而其总的结果则一目了然地出现于各个生命阶段———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

过程，老年，死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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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起着辅助和导引的作用。自然再生产日夜不停地持续进行着，如果不遭遇重大自然或社会的变

故，一般不会中断；一旦中断，则前功尽弃。在这过程中只有某些环节可容人类劳动的介入。如播种、间

苗、收获等。人类劳动无须也不可能跟随自然生产的全过程。农业劳动是可以间歇的；劳动过程中断，

生产过程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有些农业是在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如耕地的垦辟整治，水

利工程或其他生产设施的修建，肥料的积攒沤制等。这两种情况造成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不一致。这

种不一致，在工业生产中，主要是在那些原料需要一个自然变化过程的工业部门，如酿酒、制革等加工工

业中，也是存在的；如果生产中原料不需要自然变化过程，则劳动停止，生产也就停止，两者基本上是一

致的。所以马克思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1 比起生物自然生产的全过

程，人类参与的劳动时间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密集分布于若干节点。以种植业为例，耕种、收割和

田间管理的若干环节最为重要，必须抢在一定的时节内完成，因此产生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的农忙和农

闲的区分。为了充分发挥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就产生了农业经营单位实行多种经营的必要和可能。而且

农业中不同生产项目的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但存在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也存在于

各种作物和各种禽畜生产之间，这也为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各种生产项目提供了必要和可能。正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2。

工矿业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是一致的，生产过程在人的支配下进行，对生产时间和歇息时间的安

排有比农业大得多的自由度，既可日夜轮班生产，亦可生产与歇息间隔安排。

渊二冤对自然环境的依存

1.直接与自然界交换物质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部门中，农业是唯一直接与自然界交换物质的生产部门。上文已经指出，

通过摄食和排泄、同化和异化来实现新陈代谢，是一切生物生命的表现形式和和存在方式，因此，作为

农业对象的生物的生命活动是直接依存于自然环境，直接在自然环境中展开的。首先要从自然界的阳

光、空气、土壤和水中吸取必要的营养物质和能量，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以维持自身的生命，并在

这个基础上提供人类所需要的产品。按照古人的说法，农业生产要裸露在自然环境之中，“以达天地之

气”3。从农业的视角看，所谓“天地”就是农业环境：阳光、空气、雨露、气候等属于天的范畴，土壤、水

体、地形等属于地的范畴。清代学者戴震说：“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达末，又别于干为枝，缀于枝成叶，

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气，叶受风日雨露以通天气，地气必上接乎叶，天气必下返诸根，上下相贯，荣而

不瘁者，循之于其理也。以动物言，呼吸通天气，饮食通地气，皆循经脉散布，周溉一身，血气之所循，流

转不阻者，亦于其理也。”4 戴震说的“理”，反映了古人认识到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离不开自然环

境，正可视为“达天地之气”的注脚。所有的生物都必须与特定的自然环境进行不间断的物质变换，形

成了对特定生态环境的依存，并在这种依存中发展。如果把它们从这种环境抽离出来，它们就活不下

去。例如鱼不能在陆地存活，旱谷不能种在水田中，等等。生物物种是这样，生物群落也是这样5。这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68 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69 页。

3《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白虎通》：“社无

屋何？达天地气。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农神的祭祀要露天进行，这显然是“裸

露”在自然环境中的农业生产所形成的古老礼俗。

4 戴震《绪言》。

5 植物的种子可以借助某一些自然力从原产地向外传播，有些动物也能拓展其活动领域，新的环境不但必须能够

满足这些“移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要经历艰难的、长久的适应过程。受到天然移植的启发，人工的引种

也经常发生，引种往往需要对环境和生物双方进行必要的改造，使之相互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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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有别于非生物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农业区别于其他生产部门的本质特征之一1。由此又派生出

农业的其他一些特点。

农业自然资源的可更新性 农业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及生物资源是可更

新的，即可以重复使用或连续使用的。

2.季节性

在农业环境“天”和“地”两大系统中，天为主导；在构成天的诸要素中，日（太阳）居中心。古人把

“天施气于地，地受气而化生”称作“天施地生”2，又叫“阳施阴化”3，因为天施的气是阳气，也就是太阳

的光和热，而太阳的光和热是地球生物圈一切生命的动力和能量之源。清代学者杨屾说：“日行黄道，一

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泽；盖地本水土合成阴体，得日阳来临，方能阴阳相济，均调和平，化生万物，

而衣食始能从此出也。”4 所谓“日行黄道”，实际上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地球上的人们产生的错觉。

太阳辐射是导致地球上气候形成及其变迁的主要因素。地球上不同纬度接受太阳辐射不同，从而

形成不同的气候带。由于地球自转轴与它绕太阳公转轨道面形成 66.5 度的倾角，地球任一地点在公

转时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及其接受太阳的辐射不断是变动着的，从而形成了气候的季节差异及其循环

更替。气候的这种季节变化极大地制约着生物的生命活动，地球上的生物必须顺应着它才能活下来，

生物长期能动性的适应导致其生命节律和气候季节变迁的节律的契合。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为基础的

农业生产由此产生强烈的季节性。“因时制宜”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所有农活都需要安排在

适宜的季节中进行，中国古代的月令型农书就是以时令为轴安排和指导农业生产的。这种情况在粮食

生产中表现最为突出。粟是上古时代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它是一年生的作物。在甲骨文中，“年”

是人背负着收割了的成熟的禾（粟）的形象，标志着粟生命周期的完成，也就是农业生产一个周期的结

束，由于它与地球绕太阳公转导致的气候季节变迁的周期一致，后来人们就用它来代表太阳年的时间

单位了。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就成为自古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农业生产节律。

3.地域性

在农业环境系统中，“天”的主导地位丝毫没有降低“地”的重要性。绿色植物必须把根扎在土地上

才能生活，古人称之为“根着”，因为它不但要从土壤中吸取营养物质和水分，而且要通过土地这个平

台来接纳空气、雨露和太阳的光热。动物虽然不是固着在某一点上，但要在一定的地域中活动，直接间

接以绿色植物为食，古人称之为“浮流”5。所以“地域”的概念不但包括“地”的环境条件，而且包含“天”

的环境条件。人也是“浮流”的一种。所以地域也是人组织为社会从事生产和生活的空间。

不同地域位置（经纬度尧海拔高度）、地形（平原尧山地尧丘陵尧水体）等地理条件千差万别，各自形成

不同的气候，蕴藏着不同的自然资源，孕育出不同的适应性生物群落，这些地域也就构成各具特点生

态单位和生态系统。它们不同的生态特点，古人称之为“风土”。所谓“风”，代表了气候和“天气”，在地

域的环境诸因素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古人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

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故“其间物产所宜者亦往往而异焉”6。生活在具有不同风土条件的地域上的

1 我国古代有类似“温室”之类的培育蔬果的设施，采取人工的保护和增温措施突破季节的限制，促成蔬果的生长。

这些设施并没有使蔬果脱离土地、阳光和空气，也就是说没有隔绝生物体与“天地之气”的交接。

2《周易》益卦彖辞并孔疏。

3 前者见于朱熹《周易本义》卷 3 等；后者见于《淮南子·天文训》等。

4《知本提纲·农则》

5《周易乾凿度》卷上“根着浮流”，郑康成注：“根着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鸟兽也。”这是根据动植物与土地接触

的紧密程度所作的区分，大体正确，但不能绝对化。生活在水中的藻类，也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现代人称之为“浮

游植物”。另外，这种区分没有包括广泛存在于土壤、海洋和大气中的微生物。

6《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地利第二》。

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的特点

11- -



2017.2
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适应和开发其特有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形成

各具特色的生计模式和农业类型。农业类型总是要和不同地域的风土条件相适应的。一个地区的农业

生产，无论是农业生物的选择和培育，相应的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建构，都必须从当地的风土条件

出发，“因地制宜”成为农业生产的另一个指导原则。这就是农业生产的地域性。

土地是地域中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它不但为农业提供生产依以展开

的场所，而且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过程之中。这也是农业对自然环境依存的重要表现，但土地（这里主

要指已经开发的耕地）又带有超越自在自然的性质。这个问题不但关系到农业生产力，而且关系到农

业生产关系，在这里就不予展开了。

4.不稳定性

对环境的依存性又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这是因为农业所依存的环境条件是人类不能控制

或不能完全控制的，尤其是气候条件。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是在不断地变动着的。这些变化有“常

变”，有“异变”（如异常气候），有渐变，有突变（如地震尧火山爆发）；无论哪种变化，都能动地作用于人

类社会。生物的生命节律，农业的生产秩序，一般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常变和渐变而形成的；自然环境的

异变和突变则往往冲击和打乱这种节律和秩序，给农业生产和人类社会造成轻重不一的损失，这就是

自然灾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家，尤其以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为多，病虫害的暴

发往往与气候的变化有关。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主要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当然，自然环境的异变有

时也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利好，例如洪涝危重威胁农田和民居的安全，但也带来了富含腐殖质和矿物质

的淤土，可以开辟为肥美的耕地。但这些“利好”的有效利用，有赖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化害为

利的实践。

自然生产力的递减也会引起的农业生产的不稳定。自然界蕴含着可供人们利用的丰富的自然力

和生产力，但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正常的开发利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维护和补偿的措

施，自然生产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耗减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例如土地附着自然生产力的衰减，主要

表现为土地连续种植后土地肥力的下降。最明显的是新开垦的处女地土壤肥力高，产量也高，种植几

年后，肥力和产量都会相继下降。

工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也有密切关系，许多工业的原料产生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工厂接近原料产

地可以降低成本，成为工业布局的重要原则之一。但作为工业原料的无机物或无生命物，虽然形成过

程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但形成后不需要与环境进行不间断的物质变换，因此没有形成像生物那样

与环境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由于生产过程中不需要直接与自然界交换物质，它不需要“裸露”在大自

然中，工业生产一般有厂房的屏护，是在人控环境下进行的，同类产品可以有相同或相似的人控环境。

因而不会产生像农业那样强烈季节性、严格地域性和由此而来的变易性和多样性，自然环境的异变对

工业一般也不会产生像对农业那样严重的影响。

渊三冤生命共同体的互动与循环

1.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结合

上文从生产对象、生产活动方式和对自然环境的依存两方面论述了农业的特点，前者主要谈农业

的生物要素，后者主要谈农业的环境要素，生物和环境都属于自然的范畴，但农业生产中生物和环境

的活动不但已经有人的劳动的介入，而且在人的主导下进行的。（1）农业生产对象已不是纯粹的自在

自然物，而是经过人类选择和驯育的人化自然物；（2）农业生物赖以生长的环境也经过了人类不同程

度的改造，处处留下了人类有意识改造自然的印记；（3）生物的自然再生产是在人的调控下向着人类

预期的目标进行的。

农业生产以生物的生命活动为基础，生物的生命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

可见农业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从这一意义上说，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是绝对的。但这并非说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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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面前不能有所作为。作为大自然孕育出来的智慧生物，人除了依存和顺应自然外，还能动地

改造自然。人类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和相应的农业设施，建立了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和城市，土壤、地形、

水体等早已不是洪荒时代的面貌了。对于自然界的大气候，虽然人类迄今还不能加以改变，但可以利

用自然界特殊的地形小气候，并进而按照人类的需要造成某种人工小气候，从而部分地突破自然界季

节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生产出各种侔天地之造化的“非时之物”来。中国古代已有类似温室的设施，

今天蔬菜等作物的大棚种植更加比比皆是。不同的地域各有其适应性的生物，但通过改进栽培措施和

栽培条件，人们往往能把异地生物引进本地，使之逐步适应本地风土条件，在新的环境中扎下根来。可

以预期，随着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人类能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将逐步加强。从这一意义

上说，农业对自然的依存又有相对性的一面。

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不是孤立的单个的人，而是联结成群体的人，不是脱离社会的自然人，

而是生活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社会人。因此，农业生产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再生产。所谓经济再生产，是指

处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利用各种生产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取得经济效益的活动。在这

一点上，农业和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并无二致。但农业的经济再生产是与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

这又是农业和人类其他生产活动不一样的地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

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 农业的自然

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不是并列交叉的两种生产，而是结合为一体的。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它是社会再

生产，生物的自然再生产是作为基础而包含在社会再生产之中的。

对此，古人已有所认识。《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

产被视为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这里的“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

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天”指自然界气候，“地”指土壤、地形等，它们为农业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

必要的能量、养料和环境条件。而这一切是以人的劳动为中介、为导引的，人是农业生产的主导者。农

业生产不但是生物和环境的关联和互动，而且是人和自然的关联和互动。在天、地、稼、人的整体中，农

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则在人的调控下进行，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

是统一的，这正映了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本质。

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古人视域中的“天”和“地”，实际上就是今人所说的地球生物圈。地球生物圈

是生命的共同体。农业是在地球生物圈中进行的，农业系统是地球生物圈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围

绕生命这个轴心旋转的。上文的所述已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农业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特征，下面再从两

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

2.野群道冶和生物的群体生产力

农业生物依存的生态环境，不但包括非生物的无机自然界，而且包括生物的有机自然界。古人语

境中作为农业环境的“天地”，实际上已包括了生息在“天地”间的生物。生物除了不能离开气候、地形、

水土等自然因素以外，也不能离开其种群和一定的生物群落。生物需要通过摄食和排泄维持和展开其

生命，生物群落中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由此组成复杂的纵横交错的食物链和食物网，进行物质、能量和信

息的交换和交流，以相生相克的方式保持着生物群落的某种平衡。当然，这种生物群落是与一定的生态

环境相联系和相适应的。生物及其生命形式只有在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的整体中才能存在和发展。

作为农业生产力核心的生物生产力，不是以生物个体生产力的形态出现的，而是以生物群体生产

力的形态出现的。人类从事农业活动必需遵循这种规律。《荀子·王制》提出，领导和指挥生产要“善

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中国传统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98-3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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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结合、多种经营，实行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善于利用生物个体、群体和种群之间的相生

相克关系，趋利避害，化害为利，充分发挥生物的群体生产力，正是“群道”原则的实践，符合和体现了

农业生命逻辑的内在要求。

从这里可以看出农业和工业的区别：多样性、综合性、以相养互抑的方式存在于生命共同体中，是

农业基于其生命逻辑的内在要求，而单一性、规范性、专业性则是以机械运动为特征的工业的自然趋向。

3.生命循环和无废物生产

在农业中，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是关联和互动的，而且各种生物以土地为平台与环境进行着

合成与分解的无限循环。地球生物圈中的“生产者”———绿色植物必须扎根在土地上，才能吸收太阳的

光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完成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

的生产任务。生物圈中的“消费者”———动物和人以土地为其家园和活动场所，从这里取得最基础的食

料1。土地还是生物圈的“分解者”———微生物的主要工作车间，动植物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料、排泄物

和遗体返回土地，由微生物等等在此执行分解任务，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等等。可见地球生物圈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各种生物在其中组成生命的网络，展开生命的循环，而生命就在这种循环中得以维

持和发展，各种资源和物质也获得充分利用，这是一个生态共衍而没有“废物”的世界。农业是在这个

生命共同体中的运作的，是地球生物圈生命循环的一部分，遵循着生物圈生命循环的共同规律。农业

能否永续，取决于生命循环是否顺畅，取决于人们对生命循环规律领悟和遵循的程度。

从这里可以看到农业和工业的另一区别：农业生产、生活中的排泄物和废弃物，只要处理得当，一

般可以返回土地，自我吸收和利用，实现无废物循环生产。工业生产、生活中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一般

难以自我吸收和利用，难以直接实现无废物生产。

4.两种生命活动在农业中的交织

综上所述，第一，农业生产以农业生物的生命活动为基础，农业产品是农业生物生命活动的生成

物，这种生命活动的表现形式是与自然环境不间断的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因此，农业生产必须依存

于一定地域的生态环境。第二，农业的主导者是人，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生物自然再生产在人的辅助、

调控和导引下进行，主要目标是提供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所以农业又是人类自身

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第三，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再

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生物的生命活动和人类的生命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农业生产是在地球生物

圈中进行的，人和生物作为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成员，以土地为平台共同展开永恒的生命循环。人们不

但从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中取得维持生命的物质资料，而且将自己生产生活中的残余物和废弃物返回

土壤，供给生物自然再生产持续之需。可见人们的生命活动已经介入到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之中，或者

说，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在生物圈的生命循环中是融为一体的。从中我们不但可以

看到农业生产中两种生命活动的相互关联，而且可以看到这些生命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给农业下一个定义：农业是在人类劳动的调控、辅助、导引和直接参与下，通

过生物有机体的生命活动，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化过程中，生成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各

种生物产品的社会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人的生命活动和生物的生命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定义既揭

示了农业生产的本质和特点，也包涵和体现了农业的生命逻辑。

1 素食动物以植物为食，肉食动物以食物链上游的动物为食，食物链的始端还是要追溯到绿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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