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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卷首语

破解“人畜争粮”
要走好大食物观下的生态发展之路
文︱麦子

5 月，小麦主产区收割还在灌浆期的小麦用于牛羊饲料一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
广泛关注和讨论。 农业农村部快速反应，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全面排查毁麦开
工、青贮小麦等各类毁麦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青贮小麦”事件经网络发酵，存在着一定的夸大和误读，但其背后凸显出的我
国口粮生产和饲料作物不足的矛盾，却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需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就是饲用谷物日渐扩大的供
应缺口，与食用谷物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大食物观的提出，正是我们应对这样的矛
盾所需要的观念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讲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食物安全”。“大食物观”拓
展了传统的粮食边界，使我们从更广的维度把握粮食安全。既要向耕地要粮食，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又要面向整个国土，向林、草、水等要食物，推动食物
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国内居民的膳食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口粮消耗减少，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粮食安全的内涵也已
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口粮安全，而是逐渐演变为口粮与饲料粮并重。把口粮绝对安全等
于整个食物供给都绝对安全，这在认识上是很大的误判。确保口粮安全的同时，还要
看到饲料粮供给方面存在的缺口。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开始着手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应
有之意。生态农场是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多样原则，将
生态农业技术、现代先进装备、绿色低碳理念等引入农业发展的实践主体，要在持续
获得最高产量的同时，保持环境友好和产品安全，是保护环境、发展农业的新模式。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关键在于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的生态循环农业新格
局。这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平衡、多样。平衡是人与植物、动物，作物与牲畜以及整
个自然生态的平衡共生；多样则更注重农业系统内作物、动物乃至微生物的多样性。
我们必然要从一个个农场基地开始实践摸索，不断为我国农业发展探索出一条大食物
观下的生态可持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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