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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具有创造
力并引以为豪
的传统。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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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阿特拉斯山脉绿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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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百年来，农民、牧民、渔民

和林农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各种各

样的农业系统，并运用古老而巧

妙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管理，为人

类提供重要的社会、文化、生态

和经济服务。这些“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GIAHS）构成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美人文景观，

展现着农业生态的多样性、生态

系统的适应性以及珍贵的文化

遗产。这些系统分布在全球的特

定地点，以可持续方式为千百万

小农提供多种商品和服务，保障

他们的粮食和生计安全。  

在人类与自然共同进化的重

要进程中，文化和生物相互作用和

协同进化，千百年间农业文化遗

产地层出不穷，凝结了农民日积月

累的宝贵经验。然而，这些农业系

统受到许多因素的威胁，包括诸

如气候变化和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与日俱增等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

变化的竞争。而且，由于经济活力

GIAHS 遗产地见
证了人类与他们所
在的独特区域、文
化或农业景观以及
更广泛社会环境之
间的微妙关系。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化 遗 产
（GIAHS）为世
界上千百万贫
农和小农的粮
食和生计安全
提供保障。

菲律宾

伊夫高水稻梯田

©粮农组织/Lena Gubler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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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造成农民迁移，传统耕作方

式遭遗弃，特有和当地的物种、品

种及种类急剧减少。

16 年前，粮农组织意识到家

庭农业和传统农业系统所面临的

全球性威胁，于是启动了“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计划。

该计划基于动态保护方法，旨在

处理好保护、可持续适应和社会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

于确定缓解农民所面临威胁的途

径，并扩大这些系统所带来的效

益。在多个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

该方法将致力于：提供技术援助；

深化对传承可持续农业知识的重

要性的认识；以及推广农产业、农

业旅游和其他激励机制，并增加

市场机会。  

全球目前共有分布在 21 个

国家的 52 个已指定的 GIAHS
遗产地，还存在着大量潜在

GIAHS 遗产地。它们共同见证

了人类在使用和管理自然景观、

资源、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

样性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凝结

了人类历史悠久而与时俱进的知

识、实践和技术。这些世代相传

的农业系统构成了当代和未来农

业创新和技术的基石。在世界许

多地方，它们仍然具有宝贵的文

化、生态和农业多样性价值，作

为独特的农业系统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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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传统农业系统对于维持

生计、维护农村社区、保

存知识及保护脆弱自然

景观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而言至关重要。 

千百年来，传统农业系统为生

活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地区的家庭

农民提供粮食。如今，传统农业在

维持生计、保护当地农业生物多

样性、脆弱自然景观、传统知识以

及农民身份和文化方面的作用日

益受到认可。

凭借久经时间考验的经验和

日积月累的知识，GIAHS 遗产

地的农民发明了可持续农业做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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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农业系
统构成威胁的
因素包括不可
持续的农业方
式、当地物种
和品种的急剧
减少、土地获
取压力及气候
变化。

法来高效地管理和利用自然资

源。这些知识中包含了宝贵的高

抵御力型农业生态技术实例，可

以帮助农业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环境和经济条件。

 GIAHS遗产地为人类留下独

特的遗产，它们展现了可持续发

展背景下的人类与其独特的生态

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

 GIAHS计划将人类的专业知

识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融合，

以高效而可持续方式利用和管

理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

 GIAHS 遗产地通过一个农

业景观能够将《2030 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核心目标中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纬度整合在一起。

小型家庭农民是许多 GIAHS
遗产地的支柱，他们通过维护农

村社区、传承知识以及保护脆弱

景观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为实现

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提供真正

的解决方案。

中国

浙江湖州桑堤鱼塘系统

©Jianyi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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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HS 简史

GIAHS 的起源
为应对破坏家庭农业和传统

农业系统的全球趋势，在 2002
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

起了一项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GIAHS）保护与适应

管理管理的全球伙伴倡议。 

GIAHS 的拓展
自 2002 年以来，通过伙伴协

作以及与当地社区和相关利益攸关

方磋商，许多全球或国家项目相继

实施，从而确定并保护GIAHS遗

产地。作为在 2008-2014 年间开展

项目的结果，在六个试点国家确定

了第一批、共八个GIAHS遗产地，

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智利、

中国、秘鲁、菲律宾及突尼斯。同一

期间，其他GIAHS 提案也随后被

指定为遗产地。

自 2002 年设立以来，

GIAHS 成为当地和国

际上备受赞誉的农业

文化遗产和农业发展

计划。

在 过去 十 年
中，已确定的
GIAHS 遗产地
数量已增加到
52 个。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艾因和利瓦传统棕枣绿洲

©George Steinmetz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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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各国的相关能力并

提高对 GIAHS 概念的认识，已经

举办了多场国际、区域和国家会议、

研讨会及培训班，其中包括在意大

利罗马（2006 年）、阿根廷布宜

诺斯艾利斯（2009 年）、中国北京

（2011年）和日本能登（2013 年）

举办的 GIAHS 国际论坛。 

因此，GIAHS 遗产地的数量

不断增加，增进了人们对这些遗

产地和 GIAHS 计划的认识。  

在国家层面，GIAHS 促进各

国制定了将农业遗产纳入农业发

展计划的政策。因此，GIAHS 在

以下方面影响巨大：促进以可持

续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保护传统知识

体系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搭建走

向可持续未来的桥梁。

近年来，近年来，GIAHS计划

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推广，特别

在讨论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

的高级别会议上受到关注，诸如

2016 年 G20 农业部长会议和联

合国大会。*

*[G20 农业部长会议公报 2016 年

6月3日；第四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

部长级会议，2016 年 9 月 27 日；G20 

农业部长 2017 年行动计划；联合国大会

决议 72/238  2017 年 12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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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GIAHS计划的过程

中，为有助于介绍 GIAHS 遗产

地，亦考虑到若干重要方面，诸

如自然、地形和气候条件。这些

主要特征分为“历史意义”和“当

代意义”两个方面，包括以下详

细阐述的五项筛选标准。  

历史意义
每个 GIAHS 遗产地会呈现

独特的发展模式。历史意义可以

展现遗产地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适应周围环境，农民如何发明

特定的知识和技术来建成当前的

景观和系统。 

当代意义
遗产地的当代意义在于它目

前和未来能保障粮食和生计安

智利

奇洛埃岛农业

©粮农组织/Liana John

GIAHS 遗产地的 
主要特征

GIAHS 的主要
标准之一是确
保传统农业系
统中当地人口
的粮食安全。

全，有利于提高人类福祉和生活

质量，为社区和更广大的社会提

供其他地方、国家和全球经济和

环境产品与服务。这涉及到农业

系统 / 遗产地对于全球或国家政

策以及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实现粮食安全、人类

福祉和环境目标，如气候适应、

碳固存以及保护水源、土地和生

物多样性。 

从粮食和生计安全到陆

地和海上景观特征，每

项 GIAHS 提案都必须

符合五个主要标准。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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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标准
五项单独特征可确定遗产地的

“全球重要意义”，它们已经成

为评估任何地点是否适合列为

GIAHS 遗产地的标准。这些特

征包括： 

有利于粮食和生计安全的 
农业系统

GIAHS 遗产地的农民通过

熟练地管理资源，种植多样农作

物，优化作物和动物生态互利效

应，逐步开发和建立了高产、高效、

有抵御力且可持续的生产系统，以

克服地理、地形和环境方面的不

利条件。在农民的长期努力下，这

种独特的地方农业对农村社区仍

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确保

稳定的粮食供应，为当地居民提

供生计并有助于实现粮食安全。

丰富而独特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GIAHS系统以轮作、混养和

/ 或农林复合的形式，在田间和景

观层面展现丰富而全球独特的农

业生物多样性。事实上，农业生物

多样性是两个过程的结果：对地

方特有和野生物种的长期驯化，

对适应能力和抵抗力最强的品种

的不断选择。这也是农民经年累

月的尝试的结果，他们保护并种

植多种农作物，以便降低作物欠

收的风险，确保实现粮食稳产，促

进饮食和营养多样化，他们还利

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提高产量，

并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价值。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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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HS遗产地的主要特征

源管理和农业系统运作息息相

关。这些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

中根深蒂固，为传统知识的世代

相传创造条件。因此，农业用地

上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

地方感。  

 独具匠心的水土管理系
统和技术造就令人叹为观止

的陆地和海上景观
农民们世世代代在自然环

境中种植生产农产品。为此，

他们将山丘、高山、森林、湿地

和天然河流改造成为优质的粮

食生产系统，如水稻梯田、果

园梯田、灌溉网络、草场、森林、

森林植物混合种植系统以及农

作物混合种植系统。人类与自

然的长期相互作用形成了丰富

而多样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以

及可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

系统。

支持 GIAHS 的国家系统
一些国家（智利、中国、厄

瓜多尔、日本、大韩民国）已经

建立了国家系统来支持 GIAHS
活动，如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NIAHS）或传统农业景观登

记系统（意大利）等类似国家系统。

在某些情况下，各国还建立了由

相关部委组成的国家 GIAHS
委员会，以促进国家 GIAHS 活

动方面的合作。

GIAHS 的多面性及其对粮农组

织其他计划和活动的意义
GIAHS 倡议已作为一项粮

农组织综合计划而在 2015 年

第 39 届粮农组织大会上获得批

准。该计划有助于实施《粮农组

织的战略框架》，尤其是能够使

农业、林业和渔业更加高效且

可持续，而且支持许多粮农组

织计划和活动。

借这种促进遗传多样性的策略，

农民能在疫病、害虫、干旱和其他

压力面前保全自身。

 传统知识和技术
在 GIAHS 遗产地生活的原

住民和家庭农民往往拥有广泛的

知识基础，对当地复杂的生态系

统了如指掌。这些关于作物、牲

畜、土壤和环境的知识是他们通

过长期观察和世代相传而积累下

来的。农民们意识到，生物多样

性是造就和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

生态服务系统与基础资源的关键

因素。在很多时候，妇女是传统知

识的传承者，所以在可持续保护

和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

 强烈的文化价值观、集
体形式的社会组织以及资源

管理和知识传播价值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类

型的农业系统逐渐发展起来，

社会组织、价值体系和文化习俗

也随之形成，并成为这些农业

系统中使用的资源管理做法和

粮食生产技术的一部分。所以，

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与农业资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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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保护

行动计划非常
重要，因为它
概 述了 GIAHS
申遗地的提议
者将如何确保
动态保护的持
续推进。

实现动态保护有赖于所有核心利益攸关

方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传统农业系统所

在地的当地社区。

动态保护的重要性
传统农业系统正面临一系列

挑战和威胁，包括城市化、社会

和经济变化、被忽视、政策不当

以及激励措施匮乏。通过对正式

指定遗产地的认可，该计划旨在

提高人们对农业系统价值和相关

利益的认识，并推进各方采取一

切必要行动以实现动态保护。 

动态保护不仅是要保护

GIAHS 遗产地，而且还要对这

些遗产地进行适应性管理和可

持续开发，让所有主要利益攸关

方都参与行动，并且利用政府、

私营部门、志愿机构以及学术界

实施的各种政策工具，最终实现

目标。

动态保护行动计划
《动态保护行动计划》需要

在 GIAHS 遗产地评选过程中与

提案文件一起向粮农组织提交。

行动计划的实施由所有利益

攸关方负责，包括 GIAHS 遗产

地的社区、地方和国家政府、相关

非政府组织以及研究人员。 

行动计划中的指定项目取决

于威胁和挑战分析结果，具体建

议包含：关于已实施和 / 或拟实施

的政策、战略、行动以及已取得的

成果的详细说明，以及以下信息： 

 • 关于威胁和挑战的识别与分析，

包括社会经济压力和环境变化

对系统的存在、持续性和活力

的影响；

 • 拟实施的政策、战略和行动，以

及它们在应对上述威胁方面的

作用； 
 • 政策、战略和行动对 GIAHS申

遗地的动态保护的作用；

 • 如何让多个利益攸关方（包

括当地社区）参与和支持在

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实施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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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保护

 • 如何利用政策、战略和行动在

地方、国家和/ 或国际层面使

用资金和/ 或调动资源；以及

 • 如何监测和评估拟实施的行动

计划的实施进展和效果。

GIAHS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

• 传播 GIAHS 概念和宣传 GIAHS 遗产地的价值 

• 建立和 /或改进实施行动计划的框架 

• 完善资源管理和改进农业做法

• 制定管理遗产地和周边地区发展的法规

• 管理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倡导可持续利用

• 营销和推广遗产地生产的农产品

• 推广农业旅游、生态旅游、文化活动和当地美食 

• 让当地农民参与决策进程

• 增强农村社区妇女的权能

印度

戈拉布德传统农业。

©粮农组织/M.S. Swaminathan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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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
GIAHS

截至 2018 年 7月初，共有分布在 21 个国家的 52 个 GIAHS
遗产地。其中的六个 GIAHS 遗产地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地。以下列出了这些 GIAHS 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遗产地及其正式指定年份：

• 中国 — 哈尼梯田（2010 年）/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 年）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斯法罕省喀山坎儿井灌溉农业文化遗产（2014 年）/ 波斯坎井（2016 年）

• 菲律宾 — 伊富高水稻梯田（2011 年）/ 菲律宾科迪勒拉斯水稻梯田（1995 年）

• 大韩民国 — 济州岛石垣农业系统（2014 年）/ 济州火山岛和熔岩岩洞（2007 年）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艾因和利瓦传统棕枣绿洲（2015 年）/ 艾恩文化遗址（哈菲特、西里、比达-宾特 -沙特和
绿洲地区）（2011 年）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Engaresero 马赛族牧民遗产区（2011 年）/ Ngorongoro 保护区（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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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GIAHS遗产地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葡萄牙

西班牙

突尼斯

埃及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肯尼亚

墨西哥

秘鲁

智利

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本地图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
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
任何国家、领地或海域、或对其边界
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意大利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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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GIAHS 遗产地 年份

阿尔及利亚 Ghout 系统（马格里布绿洲） 2011

孟加拉国 水上苗圃农业实践 2015

智利 奇洛埃岛农业 2011

中国

稻鱼共生系统 2005

万年稻作文化 2010

哈尼稻作梯田 2010

侗乡稻鱼鸭系统 2011

普洱古茶园农业系统 2012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 2012

会稽山古香榧群 2013

城市农业遗产 — 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2013

佳县古枣园 2014

兴化垛田农业系统 2014

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 2014

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 2017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 2017

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 2018

中国南方稻作梯田 2018

埃及 锡瓦绿洲椰枣生产系统 2016

印度

克什米尔藏红花遗址 2011

戈拉布德传统农业 2012

海拨以下的库塔纳德农业系统 2013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喀山坎儿井灌溉系统 2014

意大利 阿西西和斯波莱托之间的榄树林坡 2018

日本

能登的山与海 2011

与朱鹮共生的佐渡群山 2011

阿苏草原的维护与可持续农业 2013

静冈茶草场复合系统 2013

国东半岛宇佐农林水产复合系统 2013

清流长良川的香鱼 2015

南部田边的梅树系统 2015

高千穗乡·椎叶山的山间土地农林业复合系统 2015

宫城县大崎地适合传统可持续稻田农业的水资源管理系统 2017

西阿陡坡地农业系统 2018

静冈传统芥末栽培 2018

肯尼亚 Oldonyonokie/Olkeri 马赛族牧民遗产 2011

墨西哥 墨西哥城人工岛农业系统 2017

摩洛哥 阿特拉斯山脉绿洲系统（马格里布绿洲） 2011

秘鲁 安第斯农业 2011

菲律宾 伊夫高水稻梯田 2011

葡萄牙 巴罗索农业森林草原系统 2018

大韩 
民国

青山岛传统板石灌溉水稻梯田 2014

济州岛石垣农业系统 2014

花开传统河东茶农业系统 2017

锦山郡传统人参农业系统 2018

西班牙
阿萨尔基亚马拉加葡萄干生产系统 2017

阿尼亚纳盐生产系统 2017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干旱地区层级村庄储水系统 2017

突尼斯 加夫萨绿洲（马格里布绿洲） 2011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艾因和利瓦传统棕枣绿洲 2015

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Engaresero 马赛族牧民遗址区 2011

Shimbue Juu Kihamba 农林业遗产 2011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中国

印度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菲律宾

大韩 
民国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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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UT 
系统

自15世纪以来，El-Oued-Souf的农民就

发明了叫做Ghout的非灌溉绿洲系统，它们分

布在跨撒哈拉公路的周围地区，能够适应大

风和缺水的恶劣条件。

Ghout实际上是利用沙漠地区的强劲风

力在沙土中挖出的大坑。使用风干的棕榈叶

杆编成围栏，然后安装在要挖地点的周围，这

样就能形成强风湍流现象，自然地形成 Ghout

系统。Ghout的坑底总是位于水源的顶部。因

此，形成深坑的目的是在地下水位上方种植棕

榈树，这样就不必进行任何灌溉，还能大幅减

少水分蒸发。

Ghout系统的另一主要功能是保护树木

抵御撒哈拉的大风。事实上，沙漠中的主要问

题之一就是沙土淤积，但得益于Remmala（“风

力工程师”）的传统知识，这个问题得到了缓

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检测地下水位并保护

Ghout系统。这种建在沙漠中的“避风港”成

为该地区的野生物种的宝贵生态栖息地。

总体而言，Ghout系统汇集了多达 26 种

不同品种的当地棕榈树，这些树木都高度适

应撒哈拉沙漠的环境，可以长期保护它们的

果实。的确，两个多世纪以来，由该系统生产

的当地品种的棕枣在味道和外观上都享有

盛誉。

简而言之，这种可持续的非灌溉绿洲系

统大多是独立且自给自足的，建造它们所依靠

的仅仅是当地的传统知识，还有在绿洲生活

的文化和饮食习惯基础上形成的当地适应性

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种系统所运用的知识和

技术非常宝贵，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都可以借

鉴它们来治理沙土淤积问题。Ghout系统让农

民能够满足当地人群的需求，并将频临消失

的当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来。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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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 
梯田

哈尼梯田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来自不同少数民族（以哈

尼族为主）的人们建造了这些壮观的农业和自

然奇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1300 多

年。哈尼梯田是中国农民的智慧结晶，它们主

要分布在红河哀牢山南部，坐落在四个县，面

积约 7 万公顷。哈尼族村庄建在山腰上，村庄

上方是繁茂的森林，正下方就是梯田。

哈尼梯田里没有水库，但供水充足，非常

神奇。森林、村庄、梯田和河流构成哈尼梯田典

型的生态景观。哈尼族人以独特、简单、经济、

高效的方式利用和管理当地水资源，保障着哈

尼梯田水稻种植系统的可持续运行。

哈尼族人、他们的本土农业技术、对居住

地点的选择，还有保护环境的传统习俗，都彰

显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中 国



侗乡 
稻鱼鸭系统

从江县位于中国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地处辽阔的山区。全县有苗族、侗族、瑶

族、壮族、水族等少数民族。

从江县的稻鱼鸭系统历史悠久，具有浓厚

的地方和民间特色。这是侗族人利用有限的自

然资源，经过长期探索而发明的一种独特的生

产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同时在稻田里种植

大米和饲养鱼鸭，创造了有利于人类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优秀生态系统。它还是良性生态循环

中的一个经济体系，其中蕴藏着许多传统农耕

和民间习俗。

这种方式能有效节约土地资源，缓解人与

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多种商品和服务，从而

构建三维立体农业模式。因此，尽管现代经济

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可能造成传统价值逐渐消

失，但这一优秀的传统农业体系可以帮助应对

当代的诸多威胁和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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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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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山坎儿井
灌溉农业 
遗产

坎儿井灌溉农业遗产设计独特，展现自然、

文化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符合可

持续发展和生产的理念。

这些地下隧道打通了周围山区的含水层，

方便农民从不同地下层位汲取水源来种植粮

食、植物和树木。自公元前 800 年以来，当地

居民就一直在社会和文化上依赖坎儿井的使

用，因此坎儿井已被视为是社区中活生生的

一员。

得益于该系统，喀山地区形成了丰富的景

观，而未退化成荒漠。的确，坎儿井灌溉系统

造就并保持了当地最美丽的农场和花园，否则

它们可能会因深层含水层的过度抽水而受到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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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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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ONYONOKIE/
OLKERI 和
ENGARESERO 
马赛族牧民 
遗产地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交界处，马赛族经过数

百年的探索发明了一种农牧系统，以适应水源供

给紧缺和牧场用地匮乏的情况。马赛族已成功使

该系统适应周围环境和野生动物，从而满足他们

自己的需求，以及附近城市不断变化的需求。他

们没有相互争夺资源，而是协同利用这些资源。

在这些农牧系统中，可以同时饲养水牛、山

羊和绵羊等动物，种植当地特有的品种和粮食作

物，如玉米和豆类等。此外，由于马赛族社区的

组织性很强，他们划分了牧场研究、水源管理、牲

畜迁徙等核心任务。管理动物和社区的需求，需

要对该地区的自然和气候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在这个脆弱的环境中，马赛族以可持续而尊

重野生动植物的方式，历经漫长的岁月造就这些

壮阔的景观，并将它们保存至今。因此，他们的农

牧系统必须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保留这些景

观，让他们保持独特的身份，传承关于大自然的

不可思议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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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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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田边 
的梅树系统

在日本，梅树是宝贵的粮食和药物作物，已

经有 1300 多年的历史。“梅干”这种腌梅食品易

于保存，并具有出色的药效，包括预防食物中毒

和缓解疲劳。它们已经成为日本的日常配菜。

南部田边梅树系统独一无二，利用山坡上的

贫瘠砾质土壤来可持续地生产高质量的梅果。该

系统的梅产量占日本全国梅产量的一半以上，单

位面积产量几乎是日本其他梅产区的两倍。此外，

由于当地人民在多个世纪以来不断努力改良品种，

该系统还形成了出色的梅品种。

为了利用不适合常规农业的土壤维持生计，

当地人大约在 400 年前开始种植梅树，因为这种

作物能在这种条件下生长。他们还在梅园附近以

及陡峭的山坡上种植萌生林等混交林。通过这种

方式，该地区的人们让该系统具备了更多功能，包

括流域保护、养分补给和防止坡面崩塌，从而维

持梅生产。

萌生林中的蜜蜂帮助对梅树授粉，在花朵尚

未盛开的初春时节，梅树通过提供宝贵的花蜜帮

助蜜蜂进行繁殖。萌生林不但为蜜蜂提供了栖息

地，而且还能用作木材，供该地区制造深受日本民

众欢迎的优质木炭。萌生林采用选择性砍伐方法

进行管理，这种方法是当地独创的，可以让树木快

速重新生长起来。

可持续农业和生计在全世界都备受重视，该

GIAHS 遗产地同时做到了这两方面，为人们提供

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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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冈传统 
芥末栽培

芥末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十字花科植物，自古

以来就被当作珍贵植物，因为在研磨芥末茎时

会发出刺鼻的气味。静冈地区是全世界的芥末

栽培起源地。据信，早在约 400 年前的庆长时代

（1596-1615 年），静冈市葵区就开始栽培芥末了。

传统栽培方法能产出茎叶硕大的芥末，而且

作物因疾病受到的损害很小，还能避免重复栽

培造成养分耗尽的常见农业问题。因此，这是一

种非常适合芥末生产的栽培系统。此外，陡峭山

区的芥末田地在结构上能够抵抗自然灾害，因为

这些田地具有很高的蓄水能力，并且它们还起到

保护下游地区、防范洪水灾害的作用。

© 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宣传静冈芥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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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岛 
农业系统

人工岛（Chinampas）农业系统是一个以传

统方法建造的浮动人工岛屿，这种方法源自阿兹

特克时代以来盛行的人工岛文化，通过当地人们

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借助该系统，农民将非耕地改

造为高产耕地，用于种植植物和养牛。

农民在多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确

保该系统的农业生产力和生态平衡的关键。人工

岛被运河、水道和沟渠和一排排柳树所环绕，具

有防风和抵御虫害的功能，还能为鸟类提供栖息

地，并保持土壤稳固。柳树根部还可保护人工岛

的边缘不被侵蚀。

面对诸如霜冻或降雨量变化等气候突发事件，

人工岛农业系统证明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网络开展

技术战略，促进社区团结和社区意识形成，从而

实现农业生态集约化与城市发展和遗产地振兴

的共存共荣。人工岛是墨西哥身份的象征，也是

农民自豪的源泉，这个系统为城市供给粮食，也让

他们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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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安第斯 
农业系统

在过去 5000 年或更长时间里，农民不断

利用自然环境并积累了宝贵知识，安第斯农业

系统便是一个最佳实例。梯田、山脊田地、当地

灌溉系统和传统农业工具、在不同海拔高度种

植农作物和养殖家畜，这些都体现了本土农业

知识的实际运用。

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和选择，土豆和藜麦等

许多当地特有的物种都被驯化。除此之外，三个

主要农业系统依靠当地知识逐渐发展起来，每

个系统都与海拔有关：玉米种植区（2800-3300
米），马铃薯种植区（3300-3800 米），以及牲

畜养殖和高海拔农作物（如藜麦和苍白茎藜）混

合区（3800-4500 米）。在每个海拔带，都种植

特定的本地作物。

本土社区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组

织，它们拥有自己的规范和文化仪式，如信奉

Pachamama（大地之母），这样既可以带来可持

续做法，还能实现团结一致。事实上，加强身份认

同感可能是需要通过农业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

由于这些地区保留了大多数古老的传统

农业技术，因此决不能不应对这些技术置之不

顾，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年轻人迁移到森

林或城镇，可能会导致知识和生物多样性遭受

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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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岛 
传统板石灌溉
梯田系统

在十六世纪与二十世纪中叶之间，青山岛上

建造了独特的稻田系统，通过在条件恶劣的地区

重建自然环境，将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结合起来。

岛上的居民不仅建造板石和灌溉系统，而且将它

们作为谋生手段一直保留并管理。

板石系统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涵洞，用作地

下灌溉和排水系统的导水槽。在堆积起来的大

小各异的岩石、赤泥和可耕土壤上建造稻田，从

而尽可能增加可用土地的面积。农民采用这种

技术，可以调整水资源管理来应对干旱，将稻田

变为旱地。

最终，就像与农业相关的特色美食、宗教和

歌曲一样，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非常丰富

的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只有少数年轻人从事农业

和岛屿城市化工作，但必须保护好板石系统，让

这个独特的水网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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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亚纳 
盐谷农业 

系统
盐谷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尼亚纳萨利纳斯

镇（阿拉瓦省，巴斯克地区），距离首府城市约

30 公里。它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盐滩上，原来的

海洋已经在数百万年前消失。有两条河流流经

这里，并在山谷中心交汇。

由于存在“底辟”的地质现象，还有淡水流

入土壤中的盐储层，山谷最高处出现了很多盐水

喷泉。利用巧妙的重力驱动水渠系统，将这些

盐水引入井和盐田，然后盐水会在这里蒸发并

形成盐。

这一古老的种植技术被仔细地保留下来，并

且出于保障当地社区生计的需要而进行逐渐调

整，但无论如何，这些经验都表明，尊重基本自

然条件是决定农业系统成败的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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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 
干旱区的 

梯级池塘- 
村庄系统

梯级池塘 -村庄系统(CTVS)是指在干旱

地区的微观集水区内建成的一系列相互连通的

池塘，它们用于储存、运输和利用来自间歇河流

的水源。这是一个古老、应用广泛且独特的传统

农业系统，主要出现在斯里兰卡的干旱地区。该

系统经近两千年的发展，一直用于为灌溉、家庭

用途、动物和生态系统提供用水。

由于 CTVS 的覆盖面广，技术独特，具有可

持续性，能抵御自然灾害（如干旱、流行病、洪水、

飓风和外部入侵），生物多样性高以及拥有其他

许多有益特征，所以CTVS比其他系统具有更大

优势。事实上，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斯里兰卡干

旱地区的农民与世隔绝长达数百年之久，他们凭

借这种农业系统而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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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BWE JUU 
KIHAMBA 

农林遗产地
北部高地的农林复合系统的特点是结构多样

化，这要归功于农民采取的一项策略，即通过获取

太阳能并利用土壤养分和水分来实现更高效地利

用资源。该系统有助于利用空间和时间来满足对

粮食、饲料、燃料、木材、有机覆盖物以及药用植

物的众多需求。

这种农林系统与当地环境高度融合，农民在种

植各种各样的作物和树木的同时，还能饲养动物。

该系统还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更重要的是调节

乞力马扎罗山的水流量，乞力马扎罗山相当于该地

区的水塔。

除了具有供给粮食的作用以外，该系统还证明

了人类、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协同作用有助于保持环

境的可持续性。然而，尽管该系统目前满足着坦桑

尼亚北部当地社区的需求，但它日益受到土地匮乏、

人口增长和年轻一代移民的威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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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HS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由联合国成员国于 2015 年 9月通

过。粮食和农业是实现全部 SDG
的关键—将重点放在农村发展和

农业投资（农作物、畜牧业、林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GIAHS 遗产地采用综合方

法，明确认识到与农业相关的多

个问题并发挥作用，已经为实现

各类 SDG 做出了贡献：

 • 中国稻鱼共生系统在 2005
年被列为 GIAHS 项目，在此

后的十年间，该地区的稻米价

格翻了一番，青田县的旅游收

入也有所增加，为实现 SDG2
零饥饿和SDG1消除贫困做出

了贡献。 
 • 中国的各个 GIAHS 遗产地已

经开始利用新技术并与私营部

门合作来推广农业遗产产品，

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

推动实现 SDG8。创新与传统

相互融合让青年重返农村，与

当地农民合作开办网店销售农

业遗产产品。

 • 坦桑尼亚的GIAHS为妇女表达

诉求提供的渠道，并且让她们参

与到村庄的决策过程中，为实现

SDG5性别平等做出贡献。在坦

桑尼亚有一个名为Mapendo（爱

情）的特别小组，他们为GIAHS
遗产地的妇女牵线搭桥，让她们

能够获得金融服务和小额贷款，

用以支持其家庭生活并投资于

其他农业活动，从而帮助她们实

现生计来源多样化。

 • 许多 GIAHS 国家已经建立合

作社和地方协会，促进以社区

为基础对 GIAHS 遗产地进行

动态保护。例如，阿尔及利亚创

建了四个地方协会，目的是通

过记录和提高各社会阶层的意

识，保护与 Ghout系统有关的

本地知识和文化。 
 • 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Engaresero 马赛族牧民遗产地

内建立了基于社区的组织，由

其负责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该村

庄的自然资源和畜牧业发展、

在该地区内推广旅游活动、保

护和发展马赛族社区的本土知

识和习惯法。 

到目前为止，农业遗产地的

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甚至

被多个国家纳入政策层面的主流。

一些国家建立了GIAHS 委员会，

鼓励将农业遗产概念纳入国家可

持续农业发展政策议程的规定之

中。这些国家是中国、日本、韩国、

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毛里塔尼亚。

突尼斯通过了一项法律来保护椰

枣遗传资源和绿洲生态系统，该生

态系统于 2010 年成为 GIAHS 项

目。该国还制定了绿洲章程，确立

绿洲农业作为文化、社会和经济遗

产的地位。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也认识到这些遗产地所蕴含的

珍贵文化宝藏，并建立了田园遗产

博物馆展示和传播传统知识。 

作 为 筛 选 标 准 的 每 项

GIAHS 主要特征都蕴藏着促进

实现以下相关 SDG 的潜力：

GIAHS 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物多样

性公约》做出重要贡献，这已得到全球认可。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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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HS 标准 1： 
粮食和生计安全

 f以可 持 续 农 业 系 统 促 进

粮食生 产，开展 相关 经济

活 动，以 保 障 农 村 生 计

并 提 供 体 面 的 工 作 机 会 
[SDG ❶, SDG ❷, SDG ❽]
 f通过利用生物质能和减少化

肥使用量来降低能源消耗

[SDG❼]
 f鼓励在 GIAHS 遗产地采用可

持续的粮食消耗和生产模式

[SDG⓬]

GIAHS 标准 2： 
农业生物多样性

 f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有助于：

减轻饥饿，抵御气候变化，保

护周围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 [SDG ❷, SDG ❸, 
SDG ⓭, SDG ⓮, SDG ⓯] 

GIAHS 标准 3： 
本地和传统知识体系

 f借助传统知识和做法实现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够促

进对陆地和水生环境的保护，

并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SDG ⓭, SDG ⓮, SDG ⓯]

GIAHS 标准 4： 
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

 f承认妇女在保护文化和社

会价值方面的作用，促进自

然资源的公平使用和获取 
[SDG ❺, SDG ❿]。

 f通过创新以综合方法实现动

态保护，鼓励农村与当地社区

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SDG ❾, 
SDG ❿, SDG ⓱]

GIAHS 标准 5： 
陆地和海上景观特征

 fGIAHS 的 生 态 抵 御 能 力 可

保 障干净水源的供应，并 保

护陆地和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SDG ❻, SDG ⓭, SDG ⓮, SDG ⓯]

GIAHS 与农业生态学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

专家组指出（高专组）
1：“从科学

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农业生态学

将生态学概念和原理应用于粮食

和农业系统，重点关注微生物、

植物、动物、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

互作用，旨在促进可持续农业的

发展，确保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人人都享有粮食安全和营养。如

今的农业生态学愿景更具变革性，

将跨学科知识、农民做法和社会

运动整合在一起，同时承认它们

之间的相互依存。”

GIAHS 遗产地是生态学概

念和原理的活生生例子，如多样

1 参见 http://www.fao.org/cfs/cfs-hlpe/en

埃及

锡瓦绿洲椰枣栽培机制

© 西斯瓦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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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定背景知识、文化和粮食

传统，它们都已应用了许多个世

纪，并形成了农业生态学的基础。

GIAHS 遗产地的主要支柱之一

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粮食和农业

生物多样性利用授粉、土壤生态

系统服务和病虫害防治等生态系

统服务。增加生产系统内的生物

组分多样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促进可持续生产。农业生物多样

性是生态系统、作物和动物品种、

作物遗传资源、家畜、树木或鱼类

与积年累月的传统知识和做法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些系统

中，农民的文化和社会参与对延

续融入该系统的传统习俗发挥重

要作用。这些传统和独特的农业

系统塑造了均衡的农业生态系统。

这类系统多种多样，反映了基于自

然、社会经济和地域环境的农业

生态方法的多样性，例如：

 • 智利奇洛埃岛的海洋森林 

农业；

 • 中国的种桑、养蚕及养鱼一体

化的桑基鱼塘系统；

 • 坦桑尼亚的 Shimbwe Juu Kihamba  
传统农林复合系统；以及

 • 墨西哥城的人工岛农业系统。

应能力信息的主要来源予以重新

评估。

以下具体案例表明了GIAHS
遗产地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并成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有价值资源的储

存地。 

1. 孟加拉国的漂浮花园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农民切割水生入

侵植物并使用它们建造漂浮农

田，开发出应对经常性洪水的

方法。 
2. 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上建

立了 Kihamba 农林复合系统，

在当地特有的森林树木下种植

多层作物（咖啡、香蕉、芋头、

玉米等），依靠这些森林树木

为作物遮挡高温和强光。该系

统还采用传统的覆盖方式来保

持良好的土壤条件。 
3. 墨西哥的 Chinampas系统和中

国的兴化垛田系统都利用传统

知识在沼泽和水淹区域建立耕

地。这两个系统都是将非耕地

改造成耕地或牧场的有趣案例。

农民乘坐小船往返于各片田地

之间，并在田间水域进行渔业

活动。  

GIAHS 与气候变化
许多 GIAHS 遗产地都经历

了气候变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展现

出应对气候变化不良影响的强大

力量。农民通过丰富作物的品种，

逐步使用抗旱品种，改进水资源

管理技术，采用混合种植、农林兼

作以及其他有效传统技术，能够

尽可能避免作物欠收并提高作物

的抵抗力。此外，很多本土管理做

法可以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将野

生和当地品种融入农业系统，在

实地和景观层面增加作物的时间

和空间多样性。在一些地区，农田

被洪水淹没数月之久，农民使用

有机材料制造了人工浮床，在上

面种植和收获蔬菜。农民已经意

识到，农林系统具有创造小气候

的功能，可以保护系统内的作物

免受外界高温和强烈日照。一些

GIAHS 遗产地还采用了出色的

土壤管理做法，还有各种可以提

高碳固存的农业技术，从而有助

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一些 GIAHS 遗产地拥有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甚至能缓解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凸显了有

必要将本土技术作为气候变化适

GI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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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道路：知识管理
展望未来，GIAHS计划应通过以下方式继续传播 GIAHS 遗产地带

来的巨大惠益并加强知识管理：

1. 为成员国提供支持，以制定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和实施计划的技术

指导。这应包括为以下方面的行动和政策提供建议：高效资源管理、

传统知识管理、重要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本地农产品市场开发。

GIAHS 遗产地和相关领域专家之间共享经验和知识至关重要。

2. 加强对 GHIAS 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监测，包括评估相关成果以及

关于必要整改措施的提议。  

3. 收集科学证据和客观数据来证实 GIAHS 遗产地的传统知识和良好

农业做法。这将有助于评估遗产地现状，以及向其他农业产区传播

实用技术。

4. 研发 GIAHS 遗产地测绘系统，监测土地用途变化情况。

4. 北非和中东的绿洲系统被用作

防治干旱地区荒漠化和水资源

稀缺的工具。该系统分为三层，

种植多种作物，并通过栽培棕

枣来形成抵抗力。在棕枣的覆

盖下，一些气候参数的影响被

削弱，如绿洲温度、蒸发蒸腾作

用，还起到了保持水分储量、降

低土壤盐分等效果。

5. 中国的哈尼梯田凸显了GIAHS
遗产地对土地的适应能力。

2011至 2013 年间，该地区发

生了严重干旱，周边所有单作物

和现代农业生产都遭受严重破

坏。得益于传统的耕作方式，哈

尼梯田在这场旱灾中几乎安然

无恙。依靠山顶的森林和传统

水资源管理方法，这些稻田幸

免于难。 
6. 我们的所有遗产地都符合标准，

可被视为当地和适应性物品和

品种的开放式遗传资源保护区。

当基因适应的速度赶不上气候

变化的速度时（通常伴随着病

虫害），这种农业生物多样性将

变得极其重要。  

GIAHS 与农业生物多样性 
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

保护是 GIAHS 计划的主要支柱

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们对建

立能够适应气候并抵抗病虫害的

农作系统以及确保食物品种丰富

多样至关重要。因此，GIAHS 计

划希望申遗地能制定多个利益攸

关方共同参与的动态保护计划，

以保护遗传资源使其不断延续，

并抵御各类环境压力。 

动态保护行动的示例包括：

智利奇洛埃岛和秘鲁的农民为保

护当地特有的马铃薯品种而开展

的活动；在突尼斯、摩洛哥、阿尔

及利亚和阿联酋利用当地传统习

俗来保护绿洲 GIAHS 遗产地的

珍贵椰枣品种；中国的当地农民

在哈尼梯田上种植当地特有的具

备抗旱能力的水稻品种。

随着市场经济日益走进依赖

温饱型农业的传统农业社区，这对

农业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威胁，即农

民只会种植存在大量需求的农产

品，放弃种植需求量少的品种。从

这个意义上说，GIAHS 有可能为

人们树立了一种模范，展现如何通

过开展动态保护活动来保护和维

持当地特有的品种和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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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计划由粮

农组织发起，旨在帮助对优秀的传统农业系统进行保

护和适应性管理。这些系统依赖历史悠久的农业实践

和日积月累的知识来适应当地自然景观的独特特征，

并造就了生物多样性丰富、有抵御力和特色鲜明的生

态系统。

最初，该计划仅在六个试点国家（阿尔及利亚、智利、

中国、秘鲁、菲律宾及突尼斯）选定了八处 GHIAS

遗产地，但在过去十年中，GHIAS 遗产地的数量

迅速增至 52 处，分布在全球 21 个国家。成功入选

GIAHS 遗产地名录，不仅要拥有巨大历史价值，为

后世留下宝贵的遗产，还必须能证明它们能够可持

续地供应粮食、保障生计并保护和管理宝贵的自然

景观。

本出版物简要介绍了GIAHS 计划及其历史，

概述了GIAHS 遗产地的两个核心特征，以及评估

了GIAHS遗产地可持续性的五个主要筛选标准。

还介绍了“动态保护”的概念，并展示了一些全球著

名GIAHS 遗产地案例。最后，本出版物还概述了

GIAHS计划本身如何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农业生态学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帮助解决一系列全球

性问题。

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将农业生物多样性、适应性
生态系统、传统农业做法和

文化认同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