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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匈牙利的乡村复兴是一种新发

展，新得似乎没有真正为人们所周知。事实上，

在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乡村复兴已经在进行

之中。匈牙利的乡村复兴植根于对匈牙利不同发

展前景的构想。其中一种前景是达到奥地利的生

活品质；奥地利是我们在 1867-1918年奥匈帝国

统治期间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国家；在那之前的几

个世纪里，我们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另一种前

景是以家庭在物质、情感和智力方面的幸福为基

础，使经济、文化、社会和精神生活和谐发展，

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我的观点

是：我们要与丝路沿线的人民和谐共生，共创一

种欧亚未来。

一、匈牙利与古欧亚文化

匈牙利国土面积 33万平方公里，地处喀尔巴

阡盆地——欧洲的正中心，与大西洋和乌拉尔山

脉等距相离。

喀尔巴阡盆地的土壤大多是最肥沃的黑钙

土。这里河流众多，属湿润的大陆性气候。在最

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这里有能力滋养众多人

口、发展高度文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清

楚地发现，喀尔巴阡盆地历史悠久。大约 10万年

前，它是技术最发达的石器业中心。大约公元前

4万年，一种古欧亚文明沿北丝绸之路延伸，其

特征是一系列 3. 5万年前的基本同质的文明：维

纳斯雕像、洞穴绘画、共同的文化传统、弓的发

明等，如图 1所示。

大约公元前 5700年，喀尔巴阡盆地成为第一

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古欧洲”或多瑙河文明

的发祥地。大约公元前 5500年，冶金术在此发

明，如图 2所示。

这里生产了极其众多的人口，超过 400万，

而当时中国和印度各自的总人口数估计在 80万左

右 （比拉本 2006）。

二、古匈牙利的灌溉系统在欧洲

独一无二

受益于其高度发展的文化，古匈牙利人开发

了一套非常精巧的灌溉渠道系统，可以将各条河

流的水输送到那些更干旱的低地去。由树和灌木

构成的一条条绿色带标示着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

发现的古灌溉渠道的位置。三倍灌溉渠和双灌溉

渠曾相对非常接近，其分布密度比今天 21世纪的

高 20倍。

喀尔巴阡盆地到处都是巨大的鱼塘，有 4000
多个，比如今多 20倍。这些鱼塘里曾滋养着大量

的各类鱼种如图 3所示。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

或畜牧业相比，通过产生更高数量和品质的食

物，鱼塘对土地的利用率最高，因为与地表相

比，鱼塘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垂直的生存空

间。喀尔巴阡盆地所在的区域一年的大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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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为水覆盖。

洪水曾淹没河滩和大部分低地。对水的管理

与调节利用了洪水中的水，包括其中的有机物

质，这对生态系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对水

流进行时间和方向的调节由小木棍来实现，水由

地心引力推动。渠道的结构和深度的选择旨在能

让水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流往任何方向。最近的考

古挖掘显示，喀尔巴阡盆地灌溉渠道的总长度超

过 50万公里。这就使得利用河水进行连续灌溉成

为可能，从而确保为植物、动物和人类提供最佳

生成条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这种水资源管

理使得喀尔巴阡盆地得以养活相当多的人口。这

些人口生活富足，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直到 13世
纪，匈牙利在欧洲一直享有传奇般的富裕名声。

匈牙利独特的经济并不建立在耕种土地的基

础之上。相反，它建基于自然水经济为当地整个

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佳生存条件。因此，生命欣欣

向荣。人类活动增加了动物群的自然丰富性，这

与现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匈牙利鱼类的丰

富度与挪威相当，但它在其他食品生产领域的效

率则要比挪威高得多，因为其河水被引至全国各

地，因此养育了高品质的植被和牲畜。

图 1 公元前 40000年-公元前 6000年旧石器时代古欧亚文化主要考古遗址轮廓

图 2 根据切尔内赫 （2008），自公元前 5500年从喀尔巴阡-巴尔干冶金中心传播的冶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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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972年是匈牙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

此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西化。在几个世纪中，

我们的经济已经从根本上转变为一种以耕种可耕

地为基础的西方式经济，用生产商品的单一作物

取代了真正的本土植被。由于西化，如今匈牙利

的水果生产正经历着一个非常糟糕的过程，几个

世纪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例如，40年前树莓的

种植面积是现在的 30倍，看来树莓难以在这种不

利的生存条件中存活。匈牙利曾以产苹果著称。

20世纪 80年代，苹果种植面积达到 6万公顷，平

均产果量超过 100万吨。如今，苹果种植面积已

减至 2. 4万公顷，产量不足 50万吨。许多其他水

果，甚至是畜牧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同时，工

业化农业的作用却在不断增强。

三、匈牙利的乡村复兴

匈牙利是一个乡村之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地

区被归为乡村。匈牙利 21%的区域为森林所覆

盖。相较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匈牙利的农业部门

异乎寻常，具有很高比例的可耕地 （81%的农业

用地） 和低地草原 （14. 2%）。同时，农业占其

GDP的 4%，而整个农业产业 （农业工程及化工

业、食品加工业等） 占 GDP的 15%。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匈牙利目前的灌溉系统有限且落

后，只有 2. 4%的农业区域能够得到灌溉。匈牙

利 10%的地区是受保护的土地，其总面积的三分

之一仍处于接近自然的状态。正如匈牙利农业部

宣称的那样，改善农业灌溉条件、增加土地灌溉

面积是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一个关键问题。

匈牙利可以从欧盟获得 360亿欧元的资金支

持其发展，其中 130亿欧元用于其农业发展。匈

牙利的农业政策有两个主要的资金来源。一个来

自匈牙利的欧洲农业保证基金，总额为 88亿欧

元，用于支付以公顷计的土地面积的附加福利以

及畜牧业和种植业者生产出产品后的补助金。另

一个来自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总额为 42亿欧

元，用于匈牙利乡村发展计划。就这笔钱的使用

而言，据称有两个生态或有机农民参与了投标，

而独特的是，所有的申请者都赢得了投资，共计

2. 84亿欧元，为期 5年，即 2015年至 2020年。另

一项 7. 9亿欧元用于农业环境经济，这一类别与

有机农业非常相似，但没有那么严格。值得注意

的是，有 6. 1亿欧元被用于支持食品加工业的发

展。匈牙利政府为中小型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提

供了总额为 1亿欧元的支持。自 2000年以来，我

们 的 森 林 面 积 增 加 了 16%， 到 2030 年 将 增 加

27%。

有机产品的产量在欧盟处于最低水平，2015
年为 2. 7%，而欧盟的平均水平为 7%。由于乡村

的发展，到 2020年，这一比例升至 4. 5%~5%，

并计划在 2020年至 2027年的 7年间提高到 8%左

右。2017年，由于中标，有机耕作治理面积达到

约 20万公顷，比 2010年增长 55%。计划到 2020
年将这一区域增至 35万公顷。农业-环境招标，

可能为 47万公顷土地和 9500名农民提供支持，

到 2021年底，从事生态或有机农耕的 13. 4万公

顷土地和 2100名有机农民可能得到财政支持。许

多有机农民没有申请官方认证。农业-环境农耕

图 3 白色虚线标示的是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匈牙利的大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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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的总面积要大得多。2010年至 2017年期间，

化肥的使用明显增加，达到 60%。在氮磷污染方

面，匈牙利的污染低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一一）） 匈牙利乡村复兴计划匈牙利乡村复兴计划

匈牙利乡村复兴计划始于 2019年，投资 20
多亿欧元，主要目标有三：提高乡村本土的生活

质量；改进新婚夫妇计划生育条件；改善乡村的

基础设施。

匈牙利乡村计划完全由匈牙利政府出资，没

有用来自欧盟的任何资金。为该计划提供的金

额， 2019年为 4. 55亿欧元， 2020年为 6. 6亿欧

元，2021年为 7. 6亿欧元。在分配资金前，先问

了当地居民本人最需要什么。他们要求修建公共

场所、儿童花园、道路，改善基础设施。97. 4%
的村子提出了申请，其中 86%的村子获得了资金

支持。该计划的目标是，当其生活质量相同时，

年轻人可以自主决定住在哪里，是住在城里还是

住在村里，并加强其作为村民的身份认同。

（（二二）） 匈牙利农庄项目匈牙利农庄项目

据估计，匈牙利有 30万个农庄 （包括现属罗

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庄在内）。2500万欧

元用于为农庄供电。2020年投入 700万欧元用于

改善农庄的生活品质和经济。2019年，他们得到

了 280万欧元。2000份改善农庄条件的申请获批，

他们在过去的 7年里得到了 2700万欧元。

（（三三）） 匈牙利的乡村发展匈牙利的乡村发展

在自然资源方面，匈牙利拥护气候行动，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它已成为二氧化碳减排最有

效的国家之一。遭受干旱的土地面积减少了，拥

有排水系统和优质水供应的居住区数量增加了。

2020年，政府宣布了保护气候和自然的行动计

划，包含以下具体规定：取缔非法垃圾场，禁止

一次性塑料制品流通，要求跨国公司使用环保技

术，扩大太阳能电池板容量，支持使用廉价电动

汽车，制定每生一个婴儿种十棵树的法规。根据

欧盟的规定，匈牙利的塑料使用法规也涉及塑料

袋：部分禁止，部分征收重税。

（（四四）） 最佳水资源条件可使食品生产效率提最佳水资源条件可使食品生产效率提

高十倍高十倍

在匈牙利，水资源的使用没有像西欧那样得

到国王的授权。相反，它属于共同体。基于 17-
18世纪账目余额的估算显示，古代水资源最优化

经济的总产量比现代单一文化体系下的农业产量

高 10倍。

工业化农业平均每公顷土地需要使用 200千
克氮和 20千克磷。我们的河流中有 1300亿立方

米的水流离我们的国家，（但我们却） 没有利用

其中 1亿吨有用的生物资源，其中含有 49. 5万吨

氮 （Oláh és mtsai，1991）。与此同时，我们的土

地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遭受干旱。在中世纪，匈

牙利大平原 （低地） 的三分之二被森林覆盖。从

中世纪开始，匈牙利的气候就一直在恶化，原因

在于“河流治理”：减少河滩面积，把水淹过的

富饶区域变成可种植谷物的旱地。扩大蓄洪区有

可能防止洪水的危害和避免花费数十亿匈牙利福

林，有助于恢复土地的生命力和改善当地的气

候。我们有 150万公顷的土地通过水资源管理系

统进行灌溉。

（（五五）） 工业化农业效率低下且极其危险工业化农业效率低下且极其危险

有人指出，尽管工业化农业占用了 75%的可

用耕地，但它生产的实用食物只有 30%。与此同

时，仅占用了 25%土地的小型生物多样性农场则

提供了 70%的食物。工业化农业对全球 75%的

土壤、水、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产生了 50%的

温室气体排放，还导致了 75%的与食物有关的慢

性疾病。“生物多样密集型和无毒型农业……每

英亩可生产更多的营养，同时可使大地恢复生

机 ， 展 现 走 向 ‘ 零 饥 饿 ’ 的 通 途 。”（Shiva，
2019）

四、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之

时便是自然大有裨益之日

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

尊重自然和生命共同体，而后者关切利润。虽然

这种异化的、非自然的经济可能施行一时，但从

长远看则是不可持续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

尊重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

天文生物学已经表明，生命为宇宙所必需。

人择宇宙学指出，所有的基本物理常数、物理定

律的形式和量子涨落都保持在利于生命的狭窄范

围内。这个有生命的星球，盖亚 （拉夫洛克），

以一种总是利于生态系统生命品质的方式调节着

地球上的生成条件。

我们是地球生态系统大家庭的成员。所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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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根本任务都是使自然条件变得更利于生态系

统的生命品质。

忽视生命中最基本层面的严重不足——缺

水，而试图在浅表的环境中生存，就像在一艘遭

遇海难的船上，船长试图拦挡进入船舱的水。船

似乎已经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因为喀尔巴阡盆

地大低地的土壤中水的水平被带回到地下 20~30
米，因此植物和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水，只能

像在沙漠上一样，暂时找到浅表的水。

不知道什么能够促使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

保持其个性、维系其生命。但是，如果在这之外

存在某种自然力量，某种潜藏于各国生命本能中

的自然力量，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增强生命活

力，并意识到这是为了生存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在我们国家的生命力中存在某种自然力

量，如果我们能够与这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共同生

存，并使之成为我们民族世界观的基础，那么我

们就可以为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成员提供这样一种

诱人的视角，使之憧憬一种可以振奋社会生活

的、不断再生的、用之不竭的生命力。

如果把社会建构在健康的世界观基础之上，

那么所有的生命共同体就都是赢家：个人、家

庭、国家、人类以及各种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的

生态体系。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机械世界观会使社会走

上一条不可持续之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

情感、智力发展和可持续性这三者的平衡之上，

也建立在技术、金钱和地缘政治这三者的平衡之

上。未来建立在欧亚大陆长远的可持续性之上。

基于全面健康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建成可长远持

续、永葆生命活力和发展的健康社会。

（编辑：武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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