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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之后不会变坏的西红柿，能够耐受大剂量杀虫剂的小麦、大豆和玉米，能在地

里杀虫的种子……它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源于天然，但却真实地存在于世间。

这类新作物叫转基因作物（GM）或基因作物（GE）。人们对基因食品的安全有各

种说法。生产这类作物的企业声称，新的作物将改善人类的食物安全，养活全世界，并

作为生物燃料来终结对石油的依赖。（见第533页）也有人认为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环

境是有害的。不论你相信谁，转基因作物正在改变农业的现状和未来，也正在改变着人

类的食物安全。

大多数转基因作物并不像其发明者所声称的那样给人类带来健康利益，如大幅度提

高产量、有更好的营养等。迄今为止，转基因作物并不能减少贫困问题，也不能解决饥

饿问题。大多数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公司，其研发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推销该公

司生产的农药和化肥。

转基因作物为解决“饥饿”这一社会问题提供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是：昂贵的人造

种子。但是，当农民为了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对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农药、化肥形成依赖

后，农资垄断的结果必将导致饥饿加剧而不是减少。食物的安全性会下降，同时农民的

粮食主权也会被剥夺。

神奇的转基因玉米
让穷人吃饱肚子

警告: 这种产品可能引起癌症、过

            敏反应或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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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抵制转基因棉花

巴萨那是印度卡纳塔克邦的棉农。几年前，转基因

棉花刚刚出现，受孟山都公司雇员的游说，他接受了公

司免费提供的棉花新品种，除了种子还得到促进棉花生

长的化肥。公司雇员说他们每隔几周会来查看棉花，并

喷洒一些农药。这对巴萨那来说是好事一桩，他可以不

花分文就收获棉花，而且公司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

巴萨那并不知道这是孟山都公司转基因作物实验的

一部分。尽管孟山都公司的人定期在地里喷洒农药，但棉花还是遭受棉铃虫和其

他害虫的危害。巴萨那很纳闷，这是什么棉花，洒了那么多杀虫剂还长不好？

很快，巴萨那知道其他农民也在种植这种新的棉花品种。他还了解到，这些

棉花品种是公司推销的，而卡纳塔克邦的农民协会并不看好这些棉花品种。之

后，巴萨那参加了一个由这些农民主办的会议，了解了更多情况。

巴萨那了解到，与过去的棉花品种相比，新的棉花品种需要更多的化肥、农

药，而这些化肥农药会降低土壤肥力。他还了解到新品种的产量不一定会超过老

品种。公司告诉巴萨那，他明年不能再种新的棉花品种了，因为公司对品种拥有

所有权。最糟糕的是，他还了解到新品种棉花的花粉会被风吹到邻居的棉花上。

如果邻居家的棉花接受了新品种棉花的花粉，那么第二年他们也不能再用自家地

里的种子种植了。

巴萨那认识到转基因棉花对他的农场、对整个社区都是一种威胁时，他加入

了卡纳塔克邦农民协会。数千农民共同制订了一项计划，告诉世界他们对转基因

棉花的顾虑。他们还策划了一项活动，就在集会的前一天，他们向全国的报纸寄

了一封信，信中说：

卡纳塔克邦的三块地里的作物将在星期六化为灰烬。

活动者已经和土地所有人取得联系，向他们解释即将采取的行动及其背后的

原因，并承诺活动者会赔偿他们的所有损失。周六中午，数千农民将面对镜头聚

集在农场并烧毁作物，公开宣告农民对转基因棉花的抵制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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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们兑现了承诺。第一块被烧毁的棉花地是巴萨那的。他支持烧

毁，因为他对孟山都公司的不诚实，以及转基因棉花对他自己的农田、对邻居造

成如此多的危害感到气愤。收到农民协会烧毁转基因作物的补偿费后，他购买了

传统棉花种子，也是他过去就种过的优良品种。

讨论的问题：

·你过去听说过农民毁掉自己庄稼的事吗？什么原因会

让农民或者你毁掉自己的庄稼？

·你认为让卡纳塔克邦的农民表明他们反对转基因作物

的态度还有其他方法吗？

·种植“改良”基因种子的好处是什么？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隐性”成本是什么？

·关于基因种子你还了解别的什么吗？

传统育种

所有生物都含有叫做基因的微小成分。基因决定着每一种

植物、动物或人如何成长及其演进趋向：从一粒种子变成一株

植物，从一个鸡蛋孵化成一只小鸡，从一个胎儿长大成人。

作物的生长受到基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环境因素包

括冷、热、风、土壤等。而作物的特性则是由基因决定的。如颜

色、形状、大小；生长的快慢；开花结果的时间，以及需要什么

养料等。

农民每年收获后会挑选、贮存最大的玉米

种子在来年种植，大种子的基因就会在后代

中延续，小种子的基因就会消失，这就是植

物育种的原理。农民所需的植物性状是一个

选择并优化的漫长过程。
选择健康植物的种子，可能让下一代植物

更加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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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有什么不同？
基因工程不同于植物育种，它是科学家用实验技术改变动物或植物的基因。与传统

植物育种相比，这种方法更为极端。为了获得所需的植物特性，科学家会把两种完全不

同种的植物基因（比如水稻和玉米）重组在一起，也会把植物基因和动物基因拼接在一

起，所以叫做“基因工程”。就像工程师一样，植物科学家也能“构建”自然界从未有

过的植物或动物的新品种。

转基因作物并不一定是品质更好的新品种。它们只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植物新品种。

有公司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投资于新的基因重组。如培育生长迅速、木质松软的树用于造

纸，能够长时间保鲜的西红柿，能耐受大剂量杀虫剂的大豆、小麦和棉花，长得比正常

体量大得多的鱼或猪。

高成本的转基因作物
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成本高于用可持续方式种植传统作物。由于农民不能从上年的收

成中获得种子，每年都必须购买转基因种子和昂贵的化肥、农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包

括一些隐性成本，如转基因作物营养价值低下、破坏环境（见第243页）等。在种植转

基因作物前要考虑这些通常为“隐性”的成本。

这 些 作 物 需 要

化 肥 、 农 药 才

长得好。

种子公司不准我们

用自己地里收割的

种子。
产量也不比老品种高，往往

更低。

如 果 大 家 喜 欢

吃 老 品 种 ， 就

不 会 买 我 们 种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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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与健康

有人因吃了转基因食品而生病，所以转基因作物对健康的影响有的已经被认识，有

的受到质疑，但尚未被证实。

开发转基因作物的美国等国家的政府机构拒绝检测转基因食品可能对健康带来的不

利影响。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公司竭尽所能回避对转基因作物的检测。由于转基因作物及

其制成的食品通常没有标签，和常规作物的食品混在一起，这让人很难了解食用转基因

食品是否有风险，是否有人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生病。

怎么才能知道婴儿

吃的配方食品中有

没有转基因作物？

不管怎样，还是母乳喂

养小孩好些。要我与你

妻子谈谈吗？

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公司在标签上

不告诉你。但大多数配方食品都以

大豆为原料，而大豆是最常见的转

基因作物之一！

转基因作物导致的健康问题
要确定转基因作物带来的健康影响需要多年的研究。科学家已经完成的部分研究表

明，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健康问题有：

过敏

农药中毒增加

癌症和器官损害

转基因作物制成的食物成分中有的是人类过去从未食用过的，这就可能引起人体产

生不良反应，譬如过敏。由于我们无法事先得知转基因作物中引起过敏的成分是什么，

即使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主食，如果是由转基因作物制成的话，吃了也会过敏。

大多数转基因作物需要使用大剂量的农药才能生长良好。一些转基因作物在培育时

就含有杀虫基因。有限地使用农药可能对农民有利，然而过多使用则使人类体内和环境

的农药量增加。（见第249~277页）

用转基因马铃薯和转基因西红柿饲养动物后，动物的胃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

会导致癌症、肾和其他器官的损害，以及大脑发育不良。但是，如果转基因食物没有经过检

测或贴上标签，医生几乎不可能知道病人的癌症或器官损害可能是由转基因食物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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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与抗生素耐受性
作为基因工程的结果，有的转基因作物中含有抗生素耐药基因。有科学家认为，人

吃了含有这些基因的食品，胃里的细菌会产生抗生素耐药性。当人需要服用抗生素药物

治疗疾病时，药物有可能就不再有效。

亚洲的“金色水稻”

世界各地数百万的人因饮食中缺乏维生素A而遭受失明之苦。开发一种含有维

生素A的转基因水稻新品种曾被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新的水稻品种被

命名为“金色水稻”。在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因维生素A缺乏所致的失明是一个

严重问题，实施“金色水稻”的企业计划把新的水稻品种卖往整个亚洲。企业希望

农民种植“金色水稻”以替代传统水稻

品种。

然而，金色水稻并没有解决人们失

明的问题。因为失明的原因并不仅仅

是缺乏维生素A，而是缺乏富含维生素

A的多种健康食品。所以仅靠“金色水

稻”中的维生素A并不会给食用者带来足够营养，他们还必须通过其他的食物，摄

取全面的营养。

防止失明、饥饿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遵从自然规律改善粮食安

全，而不是利用技术手段，如转基因水稻。“金色水稻”无法预防失明是因为研发

者并未能够解决贫困、营养不良这一根本问题。

健康的饮食包括蔬菜和水果。

解决营养不良的有效途径
“金色水稻”是一个试图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即用转基因作物解决因

贫困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失明，其实解决这一问题有多种途径。

新鲜水果、深色蔬菜等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有关营养的信息见医学科普

书籍《医生就在你身边》）过去，田边地头随处可见的绿色蔬菜，如今却因除草剂的大

量使用而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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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基因作物危害环境，农民首先遭殃。

在孟加拉国的农村，人们组织起来耕种家庭菜园来保证孩子们有足够的营养食物。

在海伦•凯勒国际基金会的帮助下，人们创建了60万个家庭菜园，以预防因营养不良导

致的失明和其他疾病。改善营养和保障食物安全并不需要昂贵的诸如转基因作物的技术

手段，家庭菜园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其作用往往是高技术手段难以达到的。

转基因作物引起的环境问题

当大型企业致力于制造和销售少数几种作物的种子，并说服世界范围内的农民都专

门使用这些种子时，许多作物种类就会因此消失，并危及粮食安全。但转基因作物的危

害不仅于此，其最大的危害在于对环境的危害，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对

环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见第27页）

害虫控制的失效。有的转基因作物导入了抗虫基因。如果不严格控制抗虫基因的使

用，就可能让害虫产生耐药性。（见第273页）

危害野生生物和土壤。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杀虫物质会杀死土壤中的有益昆虫和细

菌，也会危害为植物授粉的昆虫和控制植物害虫的鸟、蝙蝠等动物。

影响周边植物。来自转基因作物的花粉会随风飘浮、扩散，传给附近的同类植物。

由于转基因作物是新制造的，所以没有人能确认这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

传统作物

丧失

杀虫剂使土壤中毒 危害野生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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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杜绝隐患

怎样才能知道作物或食物是转基因的？

非洲谚语说：“如果想测试河流的深度，就先伸一条腿到河里，才没有溺水的危

险。”也就是说，谨慎行事才是明智的做法。对待转基因作物我们应当遵循“预警原

则”。（见第32页）一项新发明、一种新材料、新物种的应用必须先确认其安全性，以

免带来不必要的危害。

但是企业和政府在不了解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让我们种转基因作物，吃转基因食物，

每天用自己的身体测试着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企业和政府在强迫我们用双腿“测试着

河流的深度”，而不是一条腿！

试试这些改

良的种子。

这 些 品 种

可 以 安 全

食用吗？ 对健康有什么

长期的影响？

不知道种哪种

作物是正确的

选择。

大多数转基因作物的种子在形状、感觉、气味和味道方面和普通种子没有什么差

别。所以，有的农民也许不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作物。大部分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孟山

都公司生产的，但是他们拒绝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所以食用者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不

是转基因食品。要确定种子或食物是不是转基因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基因检

测。美国、欧洲可以买到检测试剂盒，但价格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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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援助为名的转基因粮食倾销

使用本土种子，拒绝基因污染
在墨西哥恰帕斯，农民担心转基因玉米的花粉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玉米品种。

在国际援助者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检测玉米是否受到转基因玉米的影

响。这个项目叫“本土种子拒绝基因污染”。

他们使用欧美公司的试剂盒检测自己的玉米，发现受到转基因玉米的污染。他

们报告社区、政府，并采取行动防止转基因花粉的进一步扩散。农民自主检测种

子，也就控制了转基因花粉的污染与扩散。如果农民不知道自己所种作物具有什么

样的基因，也就失去了控制权。

恰帕斯的农民通过收回作物控制权，既保护了自身的粮食安全，也保护了长期

的粮食主权。

许多国家不允许种植、也不允许进口转基因作物。然而，即

使在这些国家，转基因粮食仍然能流入粮食供应链。在贫困国

家，转基因粮食流入市场、农田的途径就是“粮食援助”。

当这些国家面临严重饥荒时，他们常常会接受来自其他国家

和联合国的粮食援助。生产转基因粮食的国家常常会把转基因粮

食作为援助粮食。政府、农民、饥民都不得不在转基因粮食和饥

饿之间作出选择。

不过，即使是面临饥荒，有的政府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例如，2002年冬季，赞

比亚和津巴布韦遭遇大饥荒，提供的粮食援助是转基因玉米，赞比亚政府拒绝了转基

因粮食。在他们决定之后，国外捐赠者以现金援助赞比亚，用来从其他非洲国家购买

粮食。在一些视转基因粮食为非法的欧洲国家也对此作出回应，提供非转基因作物的

粮食援助。

津巴布韦政府感到来自饥民的压力，他们接受了转基因粮食援助并达成协议，即援

助的转基因玉米必须磨成粉，以防有人种植这些玉米而引发进一步的问题。

玉米

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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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种子救星

在全球各地都有社区在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标

签上标明是转基因食物。许多社区已经恢复使用传

统的种子，回归传统习俗，通过强化种子管理来挽

救和保护传统种子。

社区的种子管理是指控制社区所有的种子，保

存将来要种植的多样化的种子，同时做好详细记

录，为社区保存重要的种质资源，并保护生物多样

性。同时防止外来者侵占社区对传统品种的所有权。

政府能够也应当维护国家种子库，以确保拥有大量的不同作物品种，并防止每种

植物种类不会越来越少甚至灭绝。保持对种子供应的控制，对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至

关重要。

含有转基因成分

村民组织种子交易会

维森特•格雷罗是墨西哥的一个村庄，那里的村民正在担心传统品种的消失。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过去有很多不同品种的玉米和品种更多的大豆。而现在只有2

个玉米品种，4个大豆品种了。村民们知道种子公司正在制造新品种，这些种子只

能使用1年，还需要昂贵的化肥、农药才能生长。因此，村民决定采取行动。

村民邀请本地民众参加大型聚会，并请每个人带上自己喜欢的粮食和种子来参

加聚会，既现场烹煮，又进行种子交易。并在此过程中介绍作物来源和生长习性，

这个集会被叫做种子交易会。

一些到场的农民带来了其他人多年未见的玉米和大豆品种。他们把这些种子给

其他人种植。那年的交易会上，有5个玉米品种、8个大豆品种成交。第二年，种子

交易会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有一些农民甚至带来了他们祖辈都没见过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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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村庄收集的玉米品种超过了20种，大豆品种超过了40种。品种的

多样性确保农民每年种植的玉米和大豆都能有所收获，因为有些品种在干旱的

山坡上生长得很好，另一些则在潮湿的山谷生长得很好，还有一些在平地上生

长得很好。维森特•格雷罗的许多人开始种植这些作物，现在村民不担心对其种

子会失去控制。随着食用多品种的作物，他们还改善了饮食结构。

现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村民也有种子交易会，许多古老作物的品种又回来

了。维森特•格雷罗的村民说，种植古老的作物品种不仅改善了他们的食品安全

性，也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来举办大型展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