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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我们⽣存的根基》 早成⽂于1992年，当时我正在撰写关于我对社会现状的思考的演
讲稿。在之后的⼏个冬天，我骑着⾃⾏⻋周游芬兰，四处演说，主题⼤致是⼈类劳动与能源

的联系以及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有的听众认为我有责任就此话题出版⼀本书，然⽽我选

择继续举⾏讲座，不仅因为我寻求即时的讨论，更因为出版与牟利挂钩——出版⼀本书，需
要砍树造纸与⻋辆运输，这些都与我关于经济与⼯业⽣产运作之间的观点存在冲突。

       随着写作的深⼊，这本包含其精髓⼩册⼦的重要性 终超越了原先的⽂稿。我也决定借

助⽹络来传播它，尽管这样⼀来将⽆法估量环境所受到的影响。与此同时，参与⼩册⼦传播

的社会群体仍然过着⼀种与“可持续”背道⽽驰的⽣活。
       眼下的环境威胁⽇益严峻，开展⼀场针对我们社会根基有价值的讨论似乎正在变得越来
越困难。环境与⽓候问题对于热衷于夸夸其谈、把玩权⼒的政治家来说，⽆异于是⼀个难得

的表现舞台。 我希望能在微弱的呼声被⼤规模的混乱完全掩盖之前，与⼤家分享我的观

点。

       过去的⼏年⾥，我的⽣活经历了很⼤的变化——我成了家，有了两个孩⼦。在我困难时
期意义⾮凡的“⾃给⾃⾜”的理念被前所未有地淡化。在积极参与了⼏年的社区活动后，我意
识到这并不适合我的个性。于是在2008年春季，我举家迁回我在芬兰瓦尔蒂莫的农场，“⾃

给⾃⾜”再次成为我⽣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实也是⼀个宏⼤的研究主题。因为孩⼦的
原因，我们与社会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紧密，冲突也时不时地产⽣，但也正是在解决

冲突的过程中，我们⾃身、他⼈，乃⾄社会都获益匪浅。

       这本⼩册⼦的结尾附有⼀种保存浆果的⽅法，对⾃给⾃⾜的⽣活⽅式尤其适⽤。有时

候，新奇事物并不需要我们放眼去搜寻。各式各样的科学信息在不断更新，⽇常⽣活中的基

本知识却在逐渐被遗忘——我想说明的也是这⼀点。
       出版这本书 初来⾃于Marko Ulvila的建议，他打理了许多相关事宜。我从⼼底希望这
本⼩册⼦能使你有所启发。我屡次以为，社会界定的条条框框是⼀种阻碍，然⽽，这种情况

从未发⽣，相反的是，我总是在不经意的⻆落获得⽀持。不必说寻觅⼀个创造美好未来的机

会有多么不易，社会恰好是实现这⼀⽬标的⼿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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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只有糟糕的农⺠才会购买他⾃⼰能种植的产品，” 我曾经在⼀位芬兰农⺠⼀本五⼗年代
的⼿册上⻅过这样⼀句古罗⻢谚语。

         ⼤约在上世纪⼋⼗年代中期，我开始对⾃给⾃⾜萌发兴趣。它为刚从学校毕业⼜⽆法
在社会上⽴⾜的我提供了⼀条出路。⼀开始，投身社会建设的热情与我对社会的理解产⽣了

极⼤的冲突。我扣问⾃⼰，我是否能真正投身于我认为毫⽆意义的社会建设？那时的我仍然

住在德国——我随家⼈于1972年移居⾄此。当时对于我来说，⾃给⾃⾜成了解放良知的同

义词。依靠⾃⼰的劳动获取所需的⼀切，意味着我追随内⼼的选择。1990年，我回到了芬
兰。头⼏年的⾟苦劳动让我更加坚信，所谓的⾼科技的优越性不过是谬论。动⼿劳作、收集

柴⽕以及对“原始⼯具”的运⽤，让我明⽩了劳动投⼊与其所⽣产的产品之间的真正联系。当
所有资源都只能依靠双⼿获取，它的利⽤⽅式便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开始将早期的经

验提升到理论层⾯，促成了1991年的⼀场演讲。当时的演讲总结于2007年初刊发在⼏家报
纸上。后来的⼏年冬天⾥，我总是在芬兰四处演讲，直到决定亲身实践，彻底实现⾃给⾃⾜

的⽣活状态。对于讲座中谈及的多数结论，我都不会去改动。我⼗分惊奇于⼈类⽣存所需的

⾦钱之少: 我⼀年只需要三⼗到五⼗欧元。从那以后，我⼤多数时间都在⽥⾥劳作，偶尔消

遣娱乐，偶尔参与社会活动。我⽬前的研究重点已转向⾃给⾃⾜在社区及家庭中的应⽤。

       这本册⼦共七章，主要围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先，我将⼈类劳动与机器⽣产的产能
进⾏⽐较，揭示出能源与⾦钱之间的微妙联系，接下来主要关注社区与能源的关系，我得出

的结论是：⼈类必须舍弃以国家为界限的群体划分⽅式——国家只是许多社区⽅式中的⼀种

罢了，后⾯两节对如何改进这些问题进⾏了探索。实际上，我关注更多的是阻碍可持续实现

的因素，⽽不是那些多么动听的建设⽅案。为何没有⽐当下社会更为“⾃由”的发展模式？我
们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 后，我想传递的理念是，⽆论多么渺⼩的个体，都能通

过⾏动感染他⼈，带动变⾰。

⼀、 ⼈类劳动、机器与能源

        过去，劳动意味着采集、狩猎与农耕经济中的体⼒劳动，即以劳动(或任何意义上的体
⼒)换取⾃然界中的⻝物。正是因为我们先辈的⽣活建⽴在“劳动能⼒决定能源利⽤”的平衡交

换的基础上，且免受外界能源影响，他们才实现了⾃给⾃⾜与可持续发展。若以保护环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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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活⽅式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努⼒效仿。⼤量的历史资料显示，这是⽬前已知的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途径。

       即便在今天，所有⼈都仍然得依靠第⼀产业才得以⽣存。在⻄⽅国家，从事农业、渔业
与畜牧业的⼈数——2003年芬兰的数据是4.5%——仅占相应总⼈⼝的少数。即便是这少数

⼈，仍⽆法通过体⼒劳动从环境中获取⾜够的能量来提供⻝物与热量。机器与其他能源间接

地参与着能量采集过程。那么，消耗的能量与获得的能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本应为⼈

类提供能量的农业与林业却在⼤量消耗能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类劳动与获取能量之间平衡的轰然倒塌源⾃⼯业

化。正是由于⼯业化，许多能源正在前所未有地被利⽤——它们⻓久以来都持续不断地被太
阳贮藏在植物中。我们不再直接依靠环境⽣存，相反，我们将不再耗费的体⼒以新的形式重

新注⼊环境中，例如以化⽯燃料的形式。由此，⽣物圈中的⽣态平衡受到外来的能量与物质

的影响。

       我的观念恰恰与传统观念相反，我认为科技的利⽤或精细⽽复杂的劳动分⼯并没有提⾼
能源的初级⽣产效率。⼀辆七耙的拖拉机或许看起来⾮常有效率，其实远不及⼀个⼈在花园

中亲⼿劳动收获⻝物效率⾼——如果我们将更⼴泛意义上的劳动投⼊计算进去。要弄明⽩这
个问题，就要⽐较机械化的农业⽣产与使⽤简单⼯具的耗能。

       对机器⽽⾔，它们所需的能源不仅仅⽤于燃料与维修，还⽤于 初的⽣产与 终的废弃

过程。因此，⽣产的机器越先进，所需要的能源越多。

       沿着⽣产能耗⾦字塔逐步追踪投⼊的能量实施起来⽐较困难，⽆论如何， 终消耗的能

量总是⽐计算出来的能量要多。⽣产⼀台“⼩巧”的计算机所涉及的基础设施，从铁路⽹到信

息⽹，都⼗分耗能。

       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在⼈类越来越普遍使⽤“节能”机器的同时耗能依然在爆炸性地增⻓。
新的机器⼀⽅⾯宣称节省了更多的能量，另⼀⽅⾯也创造了更多的耗能途径。于是，⼈类在

节能⽅⾯作出的努⼒反⽽使得能量的消耗持续上升。机器的技术指南在计算能耗时，往往只

关注使⽤中的情况，例如，对交通⼯具⽽⾔，只关注⼀定量的燃料能驱动的距离，造成⼈们

错误的认识。然⽽要在脱离环境的条件下计算机器的效率其实⾮常棘⼿。耕地被⼤型拖拉机

碾压后需要⽐先前更多的⼈⼒物⼒来耕作，间接地增加了⽣产⼀单位粮⻝消耗的总能量。效

率的概念忽视了⼀台运作良好的机器间接需要的，⽤于采矿、运输、市场推⼴、维修与技术

⾰新的能源，正如⼀辆汽⻋需要平坦的路⾯才能⾏驶，那么清理道路所需的能源也应投⼊计

算。相⽐于效率，⽣态⾜迹更准确地描述了⼈类对环境的影响，但同样地，依然⽆法实现对

能量总投⼊的准确计算。

       然⽽，我们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亏了其⾃身的多样性，却是效率⾮常⾼的

“机器”。我们没有⻢路也能移动，⽆需任何器材也能上树。凭借体⼒劳动，⼀个⼈能为⼀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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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灯供能。以60瓦的功率，我们可以全天候地持续劳作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若仅考虑
短时间的劳动，我们的功率甚⾄能⾼达500瓦。⼀⼈⾟勤劳动⼀⽇能产⽣1千瓦时的能量，
作为补充，需要进⻝含有4千瓦时能量的⻝物。
       除了⽣产消耗能源，机械化⽣产更是捆绑了原本属于第⼀产业的劳动⼒。这些劳动⼒也

需要能量维持⽣计。在那些相信科技的⾼效率的⼈看来，即便是游离在第⼀产业以外的⼈，

仍然在间接地为提⾼效率做贡献。”效率”在今天的观念⾥，主要与投⼊时间有关，与投⼊的
能量可以说毫⽆关系。在芬兰，每个拥有拖拉机的农⺠养活着五⼗个⼈，以⼀千五百⼈在⽥

地⾥劳作获取的能量(1987)为代价。作为对⽐，在⽯器时代，⼀个⼈可供养包括⾃⼰在内的

⼆⾄三⼈。机械化⽣产看似节省了时间，不过是将时间重新分配：过去从事农业⽣产的⼈如

今都忙于⽣产提⾼农⺠效率的机器。以下的⼏个数据进⼀步强化了时间意味着效率的假象：

1940年，第⼀产业的从业⼈员占据芬兰半数⼈⼝；1988年，⼈数已跌⾄百分之⼋。尽管如
此，这百分之⼋的⼈依然在⻝品加⼯与机器⽣产领域为半数⼈⼝提供⼯作岗位。

        精确地计算⼀台机器的⽣产投⼊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沿着⽣产线溯源的过程中，总会
⾯临各种机器的部件被⼀台机器统⼀⽣产的情景，导致不同机器间的能源投⼊⽆法界定。那

些新奇⼜节能的灯泡的⽣产者在计算时省去了⽣产技艺及偶然浪费所消耗的能量，于是与普

通灯泡相⽐，他们似乎更加“出⾊”。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效只能借助 简单的设备实现，⽐

如说⼀台⽼式的⼿纺⻋或⽊质的铲⼦ ，含铁量越低越好。

⼆、⾦钱与能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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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纺⻋⽆需任何⾦属



       上⼀章⾥的机器与⼈类劳动的⼯作效率的对⽐为我们提供了⼀种审视货币经济的新视
⻆。那么既然⼯业化加剧能源短缺，⼯业⾰命⼜为什么会发⽣呢？若其他动物以这种趋势发

展，必定早已灭绝。

        ⼈们在考虑利润时，常常只在乎回本的速度有多快，完全不顾及⼀个决策可能在能源

平衡上引发的后果。随着交换经济发展为货币经济，我们社会的能量平衡已⽆法为⼈们所控

制。以前不可能出现或没有意义的现象随着货币经济出现了。

       在货币经济以前，投⼊的劳动⼒与收获的粮⻝之间存在着⾮常直接的联系。依靠体⼒劳
动获得⻝物，不借助外界的⼒量，产量的提⾼⾃然⽆法凭意愿实现。劳动时间与产量之间建

⽴了真正的交换。只有在个⼈完全⽆法⽣产⾃⼰所需的物品时，交易才有可能出现。⽽交易

的完成总是需要时间、⼯具以及⽀付给中间⼈的补偿，确切的说，补偿即相当于弥补中间⼈

这段本应花费在初次⽣产上的时间的产出。从能量效率的⻆度来看，这些投⼊与⻓距离运输

使得交易变得毫⽆意义。

       在⾃然经济⾥，以物易物主要发⽣在两⽅之间，且双⽅都对于这次交换的利益权衡⼼知
肚明。⾦钱被引⼊后，成为衡量价值的媒介，更多的交易⽅在不交换货物的情况下参与了交

易并分摊费⽤。被买卖的货物披上了⾦钱的外⾐，不同货物的价值也具有了可⽐性。在这样

的背景下，价格取代能源成了衡量交易的依据。能源投⼊等对于交易合理性⾄关重要的信息

在⾦钱⾯前黯然失⾊。⼀套与以物易物截然不同的商业原则从此建⽴起来。

        商品在市场中⾯临的激烈竞争迫使⽣产者竭尽所能地降低⽣产成本， 简单的途径便

是⽤廉价的⽯油能源取代昂贵的⼈⼒劳动。毕竟，花费⼤约⼀欧元的⼀升汽油所含的能量相

当于花费⼀千欧元的⼈⼒劳动两周所⽣产的能量！因此，为了适应经济社会，我们正 ⼤限

度地利⽤能量。

       由于有外⼒参与⽣产过程，产品的交换价值不再与体⼒劳动挂钩。产品在消耗了外界能
量后，价值没有上涨（如理论⼀般）反⽽下跌！基于我提出能量平衡模型，当前存在的问题

是产品的售价普遍过低⽽⼈⼒劳动要价过⾼。

       从能源⻆度来看，⾃然经济下⼩规模的交易是有道理的。发展反⽽使它失去了价值，权
⼒体系应运⽽⽣。当前，全球⽣产与贸易体系正在不断加剧能源短缺，仅能依靠中东等地区

不断输送能源来填补。到⽬前为⽌，得益于我们强⼤的经济系统，能源源源不断地得到补

充，社会依然正常运作。在贸易中，能源流动即等价于⾦钱流动。

       由于农业⽣产⼒存在⼀定限度，通过能源的⼤量投⼊来提⾼⽣产⼒会对农业⽣产的能量
平衡带来灾难性后果。财务总监或许会谈及农业的过度⽣产，但他指的不过是供过于求。摆

在我们⾯前的真正挑战是史上 严峻的农业⽣产中的能源短缺。与⽯器时代的⼈类相⽐，我

们消耗了上百倍的能量来⽣产⼀单位的粮⻝，更糟糕的是，为了稳定物价，部分剩余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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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规律允许的范围内会被丢弃，这样更加剧了能源短缺。过去⽣产可再⽣能源的第⼀产

业现在已经成为不可再⽣能源的 ⼤使⽤者之⼀。

       由此，我可以笃定的说，经济与⽣态效益不可兼得。为了掩盖这⼀事实，糟蹋环境的⼯
业部⻔⼜在缴纳费⽤去保护环境，因此⽽获得发展的绿⾊经济的讽刺意味就如在经济繁荣背

景下得到资助的环境保护⼯程⼀样强烈。

       因为竞争的存在，我们难以调整市场经济体系的导向。拉动经济增⻓不是我们⾃⼰劳动
创造的财富，⽽是外界能源的⼤量投⼊。越是⼤⼒开发能源与环境资源的⼈，收获的回报越

丰厚。这是⼀种在⾃然经济下根本⽆法实现的过度⽣产。对那时的⼈们⽽⾔，创造财富的唯

⼀途径是尽可能地去环境中劳作。若有除环境以外的其他因素参与，维持⽣计便取代了能源

的⾼效利⽤从成为了当务之急。

       新能源，如太阳能电池、⽣物柴油，⻛能，⽔电等，都是牟利的不错选择，但对于解决
能源短缺问题毫⽆帮助，反⽽阻碍了我们看清问题的关键。许多间接或潜在的能量消耗也会

影响新的能源。保守估计，⼀节太阳能电池在使⽤期限内⽣产的总能量依然难以抵消制造它

所消耗的能量。摆在我们⾯前的真正难题并不是能源的短缺，⽽是我们身处的社会在应对资

源⽅⾯的束⼿⽆策。我们总认为能源储备是如此的丰富，以⾄于肆意地去开采它破坏了环

境。难道只有逐步增⻓的能源消耗才能⽀撑我们的经济体系吗？如果能源投⼊量不增加，经

济体系是否会轰然倒塌？答案仍然有待研究。

        除了短距离的以物易物，并不存在其他任何⼀种有利环境的“公平交易”。让我们来思考
⼀下⽣物柴油的例⼦：我们使⽤拖拉机种植油菜籽，将它加⼯为⽣物柴油，为的是使⽤拖拉

机来种植⼟⾖，这真的有必要吗？为了保持能源平衡，我在此倡议，拿起锄头吧。虽然我们

将会在⽥⾥耗费更多的时间，但⾄少在为保护环境尽⼀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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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形式与社区效率

        我们可以从另⼀⻆度来分析⼈类⾏为对⽣态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遗传学、⼼理学与
种族⽅⾯的研究都能对此给予⼀定解释：占据主宰地位的⼈类⽂明在⼀定程度上⾃身具备毁

灭性。

       在动物世界⾥，每个物种都有独特的群居或独居⽅式。只要它们内部的法则发挥作⽤，
个体或群体总能以 ⾼效的⽅式利⽤能源。相似的⼈⼝调控因素也极有可能存在于⼈类社

会。当社区太⼩时，⼈⼝增⻓；当社区太⼤时，便分裂成更⼩的组织结构。这个作⽤⼒的两

种表现形式是侵略与集聚⾏为。如果免受外⼒⼲扰，⼈类 ⾃然的聚居形式应当是村落或部

落。

       毫⽆疑问，合作能提⾼⼈类对能源的利⽤效率。即使在规模如核⼼家庭⼀样⼩的社区
⾥，仍有许多事情，例如收集⽊柴与制造⼿纺⻋，若是合作完成，能节省下不必要的重复投

⼊。这是独居所不具有的优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潜在的社会冲突可能会使这⼀优势变

得并不突出。说到底，能否将优势 ⼤化取决于社区内部能否⾃我调整以使优势得以保持。

初的⼏个⼈决定共同⽣活的时候，效率的提⾼是 显著的。随后，进⼀步的合作将导致效

率降低——⼀百⼈或⼀百零⼀⼈能提供的劳⼒差别其实⼗分模糊。规模越⼤的社区，越是需
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运作。在优势逐渐减弱， 终转变为阻碍之前，社区应当及时划分成规

模更⼩的团体，否则，它将失去 初建⽴的意义。

       在⼩规模的社区⾥，⼯作分配可以轻易地在吃饭时完成，但对于更⼤规模的社区⽽⾔，
⼀个⽆需劳作的专职联络员有存在的必要。为了保持社区的平衡，这样⼀个不参与农业⽣产

的成员必须使其他提供⻝物成员的劳动效率提⾼，以此来填补他的空缺。在国家这么⼤的社

区内，甚⾄需要复杂⽽完善的信息⽹络。然⽽，正是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破坏了能源的平

衡。

       与动物不⼀样，⼈类的⼤型社会即使在持续浪费能源的情况下，短期内也不会解体。通
过源源不断地输⼊外国的资源以填补资源短缺，这就是所谓的殖⺠主义。举个例⼦，⻢来⻄

亚与印度尼⻄亚正⾯临热带⾬林⾯积锐减的威胁，正是源⾃⽣产⽣物柴油所需的原材料的⼤

⾯积种植。所谓“新能源”的加⼯与提纯由⼤型跨国公司完成，再从加⼯地出⼝。
        ⼤型中央集权结构在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决策与⽣产中的存在催⽣了更多相似的结
构。当这⼀过程上升到跨国层⾯，就成了全球化。这种经济结构固有的侵略性与⾼度集中

性，意味着它只能向外扩张。集权组织的出现，例如从部落⽂明向国家的转变，正稳步进

⾏，与此同时，⼈为地使其解体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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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化遗产的价值与枷锁

       环境在⾃然状态下缓慢演变不会失去平衡，可惜的是，⼈类打破了这⼀局⾯，使其朝向
⽆法挽回的地步演变。我们使⽤抗⽣素培育了危险的细菌，对其超强的适应性不以为意。⽽

事实是，⼈类繁衍五⼗代需要⼀千年，细菌仅仅需要半天，且其⼦代数⽬以指数形式增⻓。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塑造环境，使得只有先进技术与资源投⼊才能保持我们的⽣存，
同时我们⼜以各种其他⽅式埋下灾难的种⼦。过不了多久，⼈类将在这场⽃争中失去优势

——资源总有⽤尽的⼀天。到 后，即便⼈类终于下定决⼼回归有机的⽣活⽅式，且仍有⾜

够完好的⼟地，我们也已经丧失能⼒了。

       在⼈类漫⻓的历史中，提防野兽与⿊暗逐渐发展为我们的本能，⼈类作为物种存活⾄
今。过去的⼏个世纪⾥，我们的本能似乎并没有在改造⾃然上提供⾜够的帮助。⾼度组织化

的能源开发与原料处理提⾼了环境的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活的社会，投机主义⾄上，没有

⼈在乎潜在的危机。

        政府能采取的唯⼀有意义的措施，就是逐步将⾃⼰解体并停⽌所有公共服务。我们只
能暗暗虔诚地祈祷，市⺠们会开始为⾃⼰的⽣活承担责任。然⽽，⼀旦我们发现⾃⼰与⽣俱

来的基本权利（受教育、医疗保险）不复存在时，真正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举动瞬间就会与我

们的价值观爆发冲突。

       我们受困于⼀套以⼈类为中⼼的道德观念，这套观念在解决与环境相关的价值观时毫⽆
意义。⼀则新闻报道的标题⾮常清楚地表述了我们惯⽤的态度：“⼀只被狼杀死的家养动物
都为数太多”。⻄药，举着减轻痛苦与恐惧的旗⼦，也是阻碍改⾰ 强有⼒的因素之⼀。试

想⼀下，谁会⽀持⼀位为了抵御病菌的抗药性⽽不允许⽣病的孩⼦服⽤抗⽣素的⺟亲呢？

       在⼀个不择⼿段控制⼀切的社会⾥，连道德观念也是如此。我们只在乎⼈与⼈之间的关
系，其余的⼀切⽣物抑或⾮⽣物在我们眼中不过是为了满⾜我们短期的需求⽽存在。医⽣就

应该竭尽所能地拯救每⼀个⽣命。⾄于这样的使命究竟有何⻓期效应，没有⼈在乎。

       “未开化”的⼈们选择⾃然法则作为⽣存机制，他们不肆意为了个⼈的⽣存⽽危及全体的
安危。⽽我们之所以有资本这样做，显然是因为我们⽆需承受代价，代价是后⼈的责任。

五、瘫痪的⺠主政治迈向独裁

        未来，统管掠夺环境资源的政府将被迫扮演保守派的⻆⾊——当然是在确保⾃⼰有⾜够
能源供应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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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发展是，游说失败后，更加强硬的、具备使⽤暴⼒能⼒的政府出现。然⽽，
百姓统统沦落得身⽆分⽂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实现了，这不过是独裁政权不断耗费资源维持

统治的结果，⼈⺠与政府的需求产⽣了⽭盾。

       等到资源稀缺之时，唯⼀有能⼒掌控政权的只有军队。他们在和平时期严正以待，吃饱

喝⾜，即使在全球经济崩溃、所有机构解体后，仍能得以维持，⺠主政治只能束⼿⽆策地⾛

上独裁主义道路。

六、社会契约论

        我们的社会是⼀个⾼度组织化的社会，所以市⺠的职责必须被明确界定。作为法制国
家，司法权不得被随意篡改，⾏政权应与基本⼈权相符。⽆论什么⽂化背景，世界各地都有

⼤批呼吁⼈权的⼈们。然⽽，政府为什么能充当这些权利的监管者，并没有正当的解释。

       建⽴社会契约，意味着⼈⺠赋予了政府领导权⼒——在此之前，⼈⺠⽣活在没有相似结

构的环境中。通过放弃部分⾃由决定权，市⺠获得了政府的保护。

       社会契约论由让-雅克·卢梭在1762年，正值启蒙运动时期提出。⼀个政权的合法性建⽴
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们建⽴社会的主要⽬的就是寻求庇护。当⼀个政府⽆法保护它的⼈

⺠不受⼈⺠⾃⼰的伤害（实践中与原则上），它有什么合法性可⾔？

       社会契约，法律意义上⽽⾔，并不是⼀纸契约，⼈们没有选择不签署它的权利。⼈们在
⾏使选举权为⾃⼰选派代表的过程中，增强了政府摇摇欲坠的合法性。⼈⺠与政府通过投票

这⼀⾏为建⽴起了⼀种纽带。⼈们在社会中别⽆选择，共同进退，⼀起存亡。

       当我1965年在芬兰⼀家医院出⽣时，似乎也⽆意识地加⼊了这个契约。

七、失控的社会

        为了维持增⻓的能源需求，⼀个国家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有些国家较为保守，采⽤外交
⼿段，其他的国家诉诸武⼒。它们⾯临的共同任务是维持对⼤⽚领⼟的统治。如果外交⼿段

⽆效就转变为压迫。有的国家为了维持形象⽽与更强硬的国家结盟，希望以此稳固⾃⼰的地

位。这种⼀⽅⾯巩固统治，⼀⽅⾯做⾜表⾯功夫的⾏为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个组织严密的社会， ⼤的弱点在于其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依赖性，尤其是中⼼地

区，即能源需求与经济运作 重要的地区，其重要性不亚于⼈⺠对“他们的社会”与经济体系

运作的信⼼。在芬兰，林业是 重要的能源供应⾏业，导致了森林所有权受限，⽽其中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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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都称不上是⺠主的决策。此外，⼀项08年通过的关于采矿的法律使得公司能更加轻易地
开始采矿，即便⼈⺠的房屋与居住区域受到破坏。

       社会环境稳定对这样的体系⽽⾔⾄关重要，它往往通过包括暴⼒在内的⼿段在国境以外
的地区实现。正如单产量极⾼的单⼀作物在⼀种害⾍的作⽤下就能被完全毁灭，看似强盛的

社会的根基不过是⼏根正在坍塌的⽀柱。为了不断减弱⻛险，权⼒更加集中，另⼀⽅⾯，权

⼒⼜不能掌控⻛险，这种⽆能的 体现之⼀就是对战争的狂热。

⼋、放弃中央集权抑或社会瓦解

        ⾸先，没有统治阶级，由⼩规模的、独⽴的社区组成的社会，就是权⼒分散的社会。由
于没有中央集权，资源的⼤⼒开采与劳动⼒的效率就难以实现，因⽽，⼈类对环境的影响很

⼤程度上就被削弱。换⾔之，这样的社会具备⼀定的⾃我调节能⼒。

    为了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友好，意味着部分集权及依赖性必须被舍弃。对于个体⽽⾔，即重
新审视⾃由与必需品的意义。我们常常以为，社会发展的⽬的⽆⾮是建⽴⼀个⼤规模的、统

⼀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以及实现像蚁群⼀样的劳动⼒分⼯。

       ⾯临⼀个⽇益动荡的世界，我们可以选择独善其身，牺牲他⼈利益，同时盼望⾃⼰能在

幸存者中占有⼀席之位。我们也可以试想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幸运，那么，将⼈类与环境的利

益摆在⾸位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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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权⼒分散⼀定会加剧社会动荡，但殊途同归，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个过程，要
么是果敢⽽有序的，要么是⾎腥⽽突然的。或许还有其他事件会通过多⽶诺效应摧毁货币经

济，或许只有经济崩溃才能彻底地阻⽌⼈类过度开采环境资源。

       当下，发展并倡导回归⾃然的⽣活⽅式已迫在眉睫，即便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只

要我们⾃给⾃⾜，避免卷⼊货币经济，仍有维持⽣活的机会。这并不是说只有在经济崩溃后

⾃给⾃⾜的社会与社区才有价值。这种⽣活⽅式不会破坏环境，这就是它⾃始⾄终的重⼤价

值。

       ⼈们在道德上难以接受的众多选择中，停⽌参与消费市场是⾮常敏感的⼀项，同时社会

对此的容忍度较为乐观。那么考虑到我们所背负的价值观与⽂化重担，这已经是 简单的途

径之⼀。

       当我们真正实现⾃给⾃⾜，思维模式也会改变。许多“属于”⼤学或公司的知识技能将真
正掌握在⼈们⼿中。为了⼈类的进步⽽在⼤学内⾃由地进⾏科学研究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论它是否真正存在过，现在的⼤学是这样运作的：获取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然后与合作的利

益集团垄断信息，⾮商业性的实体容易依赖其它机构，⾯临着⼯作转瞬就被结束的危险。⾃

给⾃⾜让⼈们能⾃由传播关于有机物的的实际知识，⽆需畏惧竞争者、知识产权或专利。这

样⼀来我们的思想才能真正解放，将精⼒ ⼤限度地投⼊如何⾯对挑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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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验之谈

        在分析过全球性与地⽅性事件之后，我认为推动变⾰ 有效的⼒量来⾃基层群众，但它

不是万能的，也没有任何⼒量是万能的。

       我于1992⾄2004年在芬兰北卡累利阿北部的瓦尔蒂莫的农场过着⾃给⾃⾜的⽣活。其
实全世界各地，⾃给⾃⾜的⽣活都相去⽆⼏。⼀个不买⻝物的⼈，⼀年下来，只需要⼩⽚耕

地便能养活⾃⼰。500平⽅⽶对于⼀个采蘑菇与浆果的、懂得节俭的⼈已⾜矣。我⼀年⼤约

吃掉了200千克的磨菇，并采摘了⼤约200千克的浆果，⽤⼀种完全不添加防腐剂或添加剂
甚⾄是糖的⽅式贮藏着——时常地将罐⼦倒置——浆果好⼏年都不会变质。
       我的⽬标⾮常清晰，我希望我的双⼿成为唯⼀的⼯具。为了有⾐服穿，我要造⼀个⼿纺
⻋来纺纱，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想⾃⼰制造⽤于制造⼿纺⻋的⼯具。

种植粮⻝的第⼀步是将室内外的排泄物有技巧地制成堆肥。我⽤⼲草叉耕种，⽤⼿推⻋

与锯⼦收集柴⽕，割⽺⽑、种亚麻，然后制作⾐服，⽤亚麻制成渔具，⽤柳枝制成篮⼦。

       达到这种程度的⾃给⾃⾜，平均下来需要每天劳作半⽇。吃⾁不是必不可少的，⼀段时
间后我⼜再次回到素⻝⽣活。由于我的住所与湖相邻，所以捕⻥成了⽐圈养动物更加经济的

选择——打猎提供的能量⼤约处于两者中间，主要取决于所处环境。⻝草动物可以转化能量
——它们吃草，我们吃⾁。然⽽畜牧，除了我们本地的驯⿅放牧，在北边就不划算了——不
能室外放牧时，给它们准备饲料要花上⼤量时间，总体⽽⾔，养动物不如直接⾃⼰⼲活获得

的能量多。但动物也有可取之处，它们身上的⽪⽑——⽺⽑与⽪⾰——⽤来制⾐服是⾮常好

的材料，若将它们⽤亚麻替换需要⼤量额外⼯作。与此同时，饲养牲畜需要固定的作息安

排，不利于 ⾼效地安排所有⼯作，导致效率降低。决定⾃然经济是否繁荣 重要的因素有

⼆，⼀是天⽓条件，⼀是对各项任务的合理安排。

       在这本⼩册⼦⾥我没有谈到动物在劳作中的作⽤。在芬兰，⼈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

在⾃然经济中是必须的，尽管养⻢并不容易，也不划算，甚⾄会引起不必要的意外⻛险：为

了使⽤⻢来耕地，⼈们需要先清理⽥地，使⽤机器，这对农⺠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在我看

来，没有养⻢的理由，反⽽有许许多多不养⻢的理由。

       ⻢之所以会在芬兰的农场上⼗分寻常，我认为是因为农⺠受交税的限，要⽣产不易腐败

的焦油与⾕物。过去芬兰农⺠常常通过⼲馏松树制成焦油，⽽伐⽊需要⽤⻢。⼀旦得到了

它，不如⼀并将它⽤来耕种。农⺠⽣活的艰⾟源⾃他们⽆法完全根据⾃然环境来⾃由安排。

政府始终试图将他们——社会的中坚⼒量——攥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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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社会推进的未知道路与⻓久以来已经得到完善的⾃然经济之间的抉择，似乎并不困
难。不知⼈类何时才愿意承认，流传千古的⾃然经济才是实现⼈与⾃然和谐相处的唯⼀途

径。

     僵化的思维，不可⼀世的信念，驱使⼈类不愿去理解、接受上述观点。⽆休⽌的创新⿎

动着⼈类企图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很多时候这些设想似乎⼜仅仅停留

在幻想上。有些研究⼈员提议将⼤型⼯业企业排放的⼆氧化碳从空⽓中分离出来再泵⼊地

下。当然这也要消耗能源与资源。倒不如说是⼈类的好奇⼼驱使他们做出愈发疯狂的举动。

在他们看来，⼈类在内燃机出现以前，不仅没有灭亡，甚⾄创造出了先进⽂明这⼀事实，毫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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