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自然而工作，自然也会为你工作 

特别感谢上天给了我无尽的能量和清醒的大脑，让我在恰当的时间把合适的

人聚集在一起，使这个集体的工作成为现实，许多人与我合作完成了这本书的创

作，感谢每一个为我们做出贡献的人，你们知道自己是谁。 

共生农业 

这是一种由自然循环的力量驱动的可再生农林业形式，它不仅是有机生态的，

而且是可持续性的，它的产出非常的丰盛，是现代农业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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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虽然恩斯特已经审阅了这本书，但他没有编辑过这本书，他希望在有时间的

情况下这样做。 

简介 

共生农业是恩斯特·戈奇提出的一种农林混合种植方法。它的优势来自于与

自然演替的力量相一致，自然演替是自然恢复土地，使土地由贫瘠变得肥沃，植

被变得茂密的一种过程。 

恩斯特观察到，这种进化过程是由生物系统成员之间的合作驱动的，这种合

作有益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这与达尔文认为进化是由竞争驱动的模型相反。

在自然环境中看似竞争或破坏的东西，实际上是为了整个系统的利益而试图创造

平衡。 

基于这样的观点，农场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智能的、有生命的系统，意味着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化。要做到这一点，植物（和动物）之间就会发生

复杂的相互作用，每一个生物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农民正确地

促进这些合作关系时，农场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健康、有生命的系统。 

为了做到这一点，农民种植某种形式的植被，这些植被根本不产生任何有用

的作物，但对农场有积极的作用，这些植被称为"生物量"植物和树木。农民也会

"塞进"那些能产生可贵收成的植物和树木，这些就称为"目标"植物和树木。这两

种植被组合起来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紧密地生长在一起。农民还要深刻地理解植被

对修剪的积极反应，有策略地对其进行修剪和回归土地，以促进其快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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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这个系统会变得有一定的自主治理能力，它可以自己提供灌溉，施

肥、排挤不良植物、抵抗疾病，只需要农民稍微管理一下即可。 

这个系统是如何抵抗疾病的呢？它就像健康的肠道菌群一样，当人体的肠道

中存在大量健康的微生物时，有害的病原体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健康的农业系统

也是如此。为了让这个系统发挥作用，它需要与生命紧密结合，它需要高于平均

水平的生物种植密度，就像在健康的森林中看到的那样。当达到这一目标时，农

场就能抵抗疾病并且会有丰盛的产出。农民只需提前详细地设计系统，用策略性

的修剪来管理系统的成熟进程，剩下的事情交由农场解决就行。 

共生农业依靠智能化、生物多样化和密集的种植方案，这个种植方案由联合

体组成。所谓联合体，是指可以共同种植树木和蔬菜的混合体，它们可以一起混

合生长。这类似于伴生种植和间作，但更为复杂，因为要考虑到植物在自然演替

中的作用。 

因为它是以自然演替为基础的，所以将那些在一起生长得很好的植物结合起

来种植，按其寿命进行分组。一些联合体只是在初期出现，而其他的联合体则在

后期占主导地位。一个典型的种植方案将从早期的演替阶段一直到后期的演替阶

段依次种植联合体。种植方案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要考虑到农场的未来前景，这

样做的最优方式就是产生一波又一波的收成，首先是蔬菜，然后是水果和树的木

材，每一波收成都代表着另一个联合体的成熟。如前所述，有些植物的种植是为

了收成，而有些植物的种植则完全是为了修剪和促进演替的向前发展。 

共生农业可以用来修复退化的"荒地"或将其引入现有农田中，它甚至可以用

来把野生丛林变成食物森林，本指南的重点是说明如何将这种方法引入现有的农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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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农业认识到，农田和野生森林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生命力，这不仅仅是一

个黑白分明的情况。通过学习本指南，你将学会认识到土地在其演化中的“位

置”，并从这一点出发帮助提高土地的生命力。 

这些原则是恩斯特在密切观察自然、向土著人学习农林共生技术的过程中得

出的一系列见解。令人惊讶的是，他最初研究遗传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

操纵自然，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然是有高度智慧的，对人类来说，学会适应

自然要好得多。 

恩斯特有一些非常详细和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事物，他的方法在许多其他

方法失效的地方是有效的，但必须要记住，这些都是基于人类通过实际应用观察

得出的最佳探索，共生农业背后的科学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共生农业的可贵之处在于其高度的可持续性。在每一轮农作物种植后，土地

会比以前变得更好，所有需要种的东西都可以在原地进行种植。有些人可能错误

地以为传统农业也是自给自足的，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对

吧？错了，传统的农民严重依赖化肥、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化石燃料驱动的机械

来耕种土地，即使是大多数有机种植的农户也严重依赖于外部的投入。 

共生农业在不依赖农场外部资源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类似或更高的产量。这重

新定义了大多数人谈论的可持续发展的构想。共生农业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超

越了自给自足的范畴，这样的农场不仅只是自给自足，而且最终在没有外部投入

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丰盛的收成。有报道称每年的产量为 40 吨/1 公顷，与之相

比，最好的单一种植产量约为 11-15 吨/公顷/年。 

更令人惊讶的是，传统农业实际上导致了粮食短缺。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

表明，尽管传统农业有各种外部的投入，但是土壤的质量实际上会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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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而退化。读完这本指南后，希望你能明白为什么共生农业能成功，而传统农业

却注定会失败。 

海地的"共生农业" 

在海地农村地区目前正推广共生农业，编写这本指南是为了分享这项工作的

成果。这些农民依靠他们的土地获得食物、木材和收入。他们生活在热带气候区，

所有的工作都是用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完成的，机械化的农用设备、灌溉系统和

化学品对普通农民来说是不具备的。该国遭受严重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土地

肥力损失。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严重的贫困现象仍然

存在。 

 

共生农业为这些勤劳的人提供了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本文档中概述的方法

可在任何热带气候区实施（经过调整后，也可在亚热带和温带气候区实施）。它

提供了一种方案来种植充满食物、木材和动物饲料的森林，可以恢复土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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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农场真正做到了自给自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农业系统，在这里，

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被淘汰了，不需要什么刀耕火种的耕作技术，实际上这些

耕作技术也不适合共生农业。随着土壤结构的改善，艰苦耕作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轻松，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才进行耕作。 

恩斯特农场的故事 

如果规模足够大，这种耕作方式可以极大地改变一个地区。例如，1984 年

恩斯特.戈奇开始在巴西的一大片干旱、森林被砍伐的土地上进行开发，当时的土

地被压实，贫瘠退化，无法再耕种了。为了使土壤再生，他种了一些树，后来他

把这些树修剪成覆盖物。 

树木被修剪之后，农场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气温下降，土壤结构和质量

显著改善。现在，这片土地变成了 500 公顷（1200 英亩）的热带雨林，其中有

7 公顷的雨林是一个高产的可可农场所在地。恩斯特可可农场的产量与传统的可

可农场差不多，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没有持续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可可豆的质

量却被认为远高于平均水平。恩斯特靠着自己的可可生意赚得盆满钵满，过着优

裕的生活，管理他的农场所需的农场劳动量与该地区传统的可可农场类似。 

由于共生农业从整体角度出发，农民和土地都能从该项行动中受益。例如，

当巴西大面积的病害（丛枝病）感染可可树时，恩斯特的农场虽然受到了影响，

但比传统农场要小得多。这个系统的好处与它融入雨林的方式有关，而不是单靠

与热带雨林相邻就能实现的。例如，在这片 500 公顷的热带雨林附近的一些可可

农场会遭受到诸如伐蚁等的病害，而恩斯特的农场却依然健康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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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的土地上的微气候也发生了变化，这几十年来，降雨量增加了，在

农场里有 17 条溪流一年四季都在流淌，即使在旱季也是如此。更多详情请参考

这段简短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PNRu4ZpvE。 

 

 

共生农业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有许多复杂的概念，相互之间建立了一个又一

个复杂的概念，切实深刻的理解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真正的学习是通过多年

的农场管理来实现的。这本指南的目的是让人们有信心建立一个共生农场。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以一种直接的、有条理的方式提供这些原则，然后给出一

些具体的种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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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只代表了实现目的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在现实中，有无数的方法可

以应用这些原则。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将影响共生农场的最

佳设计。即使是在相邻的地区，环境也会有所不同，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对那些希望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使这项技术适应当地环境的先驱者来说，也是一

个机会。 

本文档不是独立的资源，方案需要一个好的共生农业顾问来帮助设计和定期

的农场管理，特别是在第二年，当通常开始密集修剪的时候。此外，这本指南还

在编辑中，它将不定期地更新，以纳入从海地的经验教训中获得的不断提升的知

识。 

共生农业的优点和劣势 

优点 

1）农作物产量高。 

2）生长期内收入稳定，农作物的选择和种植是为了在全年和多年内分阶段获得

收成。 

3）随着果树和林木开始成熟，收入逐年增加。 

4）土地空间得到优化，蔬菜的生产与果树、林木同时生长。 

5）成本最小化（不需要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化设备）。 

6）土壤质量得到改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松软、透气和可耕作。 

7）由于保水能力的增强，降低了农场对频繁降雨的依赖。 

8）工作环境宜人。因为树木最终提供了部分遮阳，工作环境变得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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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更少的除草。地面被覆盖物覆盖，抑制了杂草和竞争性植物的生长。 

10）万物共生。随着农场环境的改善，即使是挑剔的品种也可以种植。 

11）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优势，提高了植物的健康水平和抗病虫害能力。 

劣势 

1）延迟了全部的回报。 

2）在未经训练的人看来，农场可能看起来很"凌乱"。 

3）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4）喜欢阳光的经济作物只能在农场种植 4 年左右。 

这真的有效吗？ 

是的！无数的共生农场正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有些已经表现出惊人的产量

和抗病能力。例如，一项将恩斯特的可可农场与邻近的传统农场进行比较的研究

发现，恩斯特生产的可可豆产量与之相近，但不需要化施用化肥或喷洒农药。 

玻利维亚也有一些积极的研究表明，共生的橘子林木系统比类似的单一种植

农场的产量要高得多，而该单一种植农场因果蝇导致的流产果实数量是原来的两

倍。在另一项研究中，将一种共生可可系统与单一种植农场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共生种植农场的劳动回报率几乎是单一种植农场的两倍！另一项关于可可豆的比

较研究显示，与传统农场相比，在共生农场种植的病害树（丛枝）要少得多，而

产量相似或甚至更高，更多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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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何工作的？ 

一个成功的共生种植系统背后的原理可以被简化并描述为两个基本特征： 

1.能量捕获和处理 

2.加速生长和进化 

大自然有能力从稀薄的空气中制造出肥料，共生性的农民知道这一点，所以

他们不试图去做大自然的工作，而是想办法帮助大自然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许多森林都有未被填满的生态位，因此它们捕获能量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此外，天然森林系统的生长和进化可能非常缓慢，而共生性的农民通过填补了每

一个生态位来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一个密集的，生物多样性的森林系统，使其

能够最佳地捕获和处理能量，然后通过在特定的策略时期修剪某些植被来加速其

生长和发展。 

当你想到能量捕获，就会想到用密集的种植方案优化模拟自然，而当你想到

加速生长，就会想到修剪和农场管理。实际上，这两种做法相互重叠，相互影响，

因此并不相互排斥。 

能量捕获和处理 

森林系统能捕获什么能量？最重要的是太阳能。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中

获取能量，它们还通过同化大气中的气体来吸收碳和氮。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

出氧气。光合作用在水的帮助下，通过碳转化为糖，储存太阳的能量。氮是由与

植物根系共生的细菌从空气中获取的，它们也可以在腐烂的木材中找到，土壤中

的矿物质和其他养分也可以被土壤中的微生物调动起来，使之成为植物所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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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 

能量由植被和系统中其他生命体之间复杂的网络和关系来处理，森林以多种

方式支持这些网络，特别是通过提供一个受到保护的环境。因此，当一个共生性

的农民创建一个密集的、多样化的森林系统来优化能量捕获时，他/她同时通过

提供良好的保护来改善植物的能量处理能力，通过保持土壤的有机物覆盖，林地

层面也得到了保护。这在共生农业中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它将在本指南中反复出

现，但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森林生命系统的不同方面。 

生命系统 

记住，农场里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智能的、

有生命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进化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恩斯特喜欢把它称为"

宏观生物"，以强调它有自己的生命。但是由于"宏观生物"这个词在生物学领域有

不同的定义，所以本指南将改用"生命系统"或"森林系统"。 

一个健康的生命系统是什么样子的？通常来讲，它是密集的、多样化的，并

且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这意味着你要有很多的生物，而且是很多种不同类别的生

物，大多数人很快就能想象出这在土地上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森林了，

有大量的乔木、灌木和其他植被在混合生长，系统的这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因

为它可以缓和风、雨和阳光的暴晒，多层次的植被帮助土地吸收这些自然元素，

同时在极端天气时给土地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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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系统的地上部分只是画面的一半，你在地上看到的通常是地下的镜像，

而在地下生长的东西可能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地下部分在处理和保证维持

整个系统所需的各种因素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水、糖、营养物质、矿物质和

有机物，这些对各种因素的处理被称为养分循环。 

此外，地表以下的区域保证了系统的肥力，让系统在受苦受扰的时候也能保

持肥力。一个健康的系统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侵扰，并且会因为地下隐藏的力量

而迅速恢复。 

现在，既然你已经对系统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使用有了很好的了解，那

么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分析它，让我们从以下三个部分来考虑这个系统： 

1.土壤食物网-土壤的结构、含量和土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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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益虫及动物，包括聪明的人类； 

3.植被-各种各样的树木和植物； 

土壤食物网 

土壤不同于泥土。质量好的土壤是有生命的，它是具有正确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的组合，可以支持许多生命形式。土壤中生存的生命越多越好，这些生命形式

共同生活在一个地下群落中，并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整个结构就被称为土壤

食物网，一个良好的土壤食物网有许多重要的作用： 

1.将营养物质转化为可利用的形式 

2.帮助植物固定和吸收大气中的氮 

3.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透气性 

4.富含健康的土壤微生物，可捕食农作物害虫 

5.使植物根系能够获得其接触不到的水和养分 

6.保持和储存水的平衡；干旱时能保持水分，在大雨时，雨水能被吸收分散和气

化，防止内涝。 

土壤真菌是土壤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真菌需要潮湿、不受干扰的土

壤，需要大量腐烂的木材和大量的活根，多年生植物和乔木也很重要，因为它们

的根系在一季又一季的生长中保持完整和活力，为真菌提供了栖息地。 

土壤真菌和植物的根系是共生的。真菌创造了一个细小的纤维网络，帮助植

物吸收原本无法吸收到的养分和水，使植物的吸收区域平均增加 7 倍，真菌对免

疫力也很重要，当想到土壤真菌时，就想想"免疫和运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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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土壤细菌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帮助保护和养活植物，土壤细菌被称

为根瘤菌，它们能够分解矿物质，并将其释放出来，这样矿物质就能被植物的根

吸收。有时，“贫瘠的土壤”实际上含有很多矿物质，但它们只是以一种无法使

用的形式被锁起来了，而土壤细菌使它们更容易被吸收。根瘤菌还会在根部周围

形成一个保护罩或屏障，以防止有害细菌的侵袭，这就是所谓的根瘤菌圈。当想

到土壤细菌时，就想想"力场和养分释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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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真菌、土壤细菌与植物根系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植物的根为真菌和细菌提供了糖分。一个健康的土壤食物网取决于所有这些

参与者，甚至更多，当其中一个元素缺失或缺乏时，这个系统就会变得虚弱，疾

病就会出现。 

中型土壤生物对土壤食物网也很重要。中型土壤生物有时太小，肉眼无法看

见，它们是微小的（1-2 毫米）生物体，协助有机物的腐烂，因此有助于供应植

物所需的土壤结构，这些小生物也会捕食有害细菌和其他有害的生物，健康的土

壤可以在一平方米的土壤中容纳多达 20 万种这样的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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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有益生物在农场中扮演着各种重要的角色，应鼓励它们在农场中的存在。例

如，蠕虫和千足虫可以分解有机物，蜜蜂、飞蛾、蝴蝶、苍蝇、甲壳虫、蝙蝠和

蜂鸟等传粉者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事实上，世界上 35%供人类消费的农

作物都依赖于传粉者。蟾蜍、蜥蜴、鸟类、甲虫和蜘蛛是天然的害虫天敌，较小

的动物，如鸟和猴子，则帮助传播和播种种子，较大的动物会给农场带来肥料。

另外，有些种子需要通过动物的消化道才能正常发芽，假设农民了解共生农业的

原理，那么土地上最重要的生物之一就是拥有智慧的人类，最后，一个已建立的

有益生物群落不会给有害生物留下立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避免使用农药的重要

原因，因为农药会杀死有益的和有害的生物，使农场变得脆弱而失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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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 

一个强大而多样化的树木和植物群落（联合体）构成了生命系统的最大组成

部分。如前所述，它们在地面上和地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要让

大部分植被被或多或少地成为土地上的永久覆盖物的重要原因。 

还记得土壤食物网和土壤真菌是如何依赖活根的吗？这就是共生农林业区

别于传统农业的地方，树木和其他多年生植物被大量种植，即使是生物量植物，

它们也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它们给目标植物遮挡了太多的阳光，就会被

简单地修剪，但不会被砍掉。农民意识到，翻耕土壤对根和土壤食物网伤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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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这种做法限制在最低的限度。此外，由于砍伐和焚烧的方法会杀死所有的

植被，破坏自然种子库和土壤，农民不得不从头开始，因此这种方式也被（共生

性农民）放弃。 

农民不遗余力地在农场上种植一大片茂密的植被，因为这对整体的生命系统

起着许多重要的作用。实现这种密集植被生长的关键之一，是理解多层级植被如

何以互利的方式一起生长，这是通过分层来实现的。 

 

分层 

在一个树木联合体中，分层等级是指树木的相对高度不同。共生农业的等级

分为：突生层（顶层），高层，中层，低层，这些层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划分，

如高/中、中/低，确定树的层级并不那么容易。有些树可以扮演两个不同层级的

角色。例如，椰子树有时可以占据突生层或高层级别，大自然并不总是遵从我们

所创造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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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一个联合体的树相互比较时，一个分层级别或层次始终与树的高度相关，

但高度并不是决定因素，树木的层级实际上是由它对阳光的需求决定的。那些最

需要阳光的是突生层的，而那些最不需要阳光的则是低层的。 

通常对阳光的需求和树的高度是密切相关的，但也不总是如此，一些成熟树

木的联合体的层级比其他的要高，将巨大的红杉与其他顶层森林相比较来看，在

这个例子中，像巨型红豆杉这样的突生层树木比典型森林的树木要高得多。尽管

高度差异很大，但它们都是突生层，都需要充足的阳光。因此，绝对高度测量不

能普遍地用来对层级进行分类，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一点，让我们来了解层级的其

他一些特征。 

突生层的树是指探出森林顶部以上的树木，其次是高层，中层是在高层之下，

许多果树成熟后处于高、中层，最后，低地层在所有其他层级之下，得到的树荫

最多（比如咖啡），可可树是一种中层级别的树，成熟后进入中/低层级，详细的

层级名单将在本指南的实践部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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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了解分层等级很重要？因为这些层级告诉你如何正确地划分联合体

成员的空间，尽管农林业设计的许多方面可以修改，但必须根据植被的自然特征

保持正确的间距，同层级的树木需要足够的空间，这样它们的树冠才能在没有接

触的情况下生长到成熟。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证低层的树种有良好的阳光穿透

力，会给它们留出比这更大的空间。但是，不同层级的树还是可以种植在一起的，

因为它们的树冠可以长到不同的高度，它们可以共享相同的垂直空间。如果它们

的树冠靠得太近也没关系，它们总是可以被修剪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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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农场吸收最多的太阳能，最好保持 4 个层级的特定组合，这是一个粗

略的指南，但总的来说，最好保持这样的比例： 

分层比例 

突生层 高层 中层 低层 

20% 40% 60% 80% 

 

每个百分比是指该层植被树冠所覆盖的地表面积，这些数字加起来超过 100%

的原因是各层级的重叠。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突生层，高层，中层，低层都将

覆盖同一块地表。 

这些比例可以通过在开始时正确种植和随后的修剪来实现。实际上，树木总

是在不断地生长，农场也总是在变化，树冠覆盖率是动态的。因此，如果树木开

始占据更多的预定空间，只需要再次修剪它们，这些比例将有助于指导农民的修

剪实践，但并不意味着教条。 

我们前面只介绍了很多覆盖材料，来帮助我们了解生命系统是如何捕获大量

能量的，分层则告诉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种植密度，还记得密集种植方案是

如何捕获能量的吗？但这只是等式的一半，另一半是通过自然演替的力量来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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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 

演替是自然系统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转变过程。在演替的过程中，植物向能

够捕获和处理越来越多能量的物种转变，这导致了能量的集中，这正是"共生"一

词的含义，利用自然演替的力量是共生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演替可以改善土壤质量，增加生物的多样性，使生态系统朝着更长寿的植被

方向发展。如果不受干扰，大自然就会把光秃秃的土地变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森林

或丛林，它自己就能保持这种状态。与田地相比，森林的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要

高得多，这一过程是通过不同植物群落的成熟来实现的，每一种植物都有特定的

功能，有时只是短期的作用。 

为了帮助理解演替，它被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是无缝地发生的。

在共生农业中，第一阶段称为"胎盘"，接下来的阶段称为"次生（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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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阶段被称为"高潮"，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改善了生长环境，使土地一

步一步变得更加的肥沃，充满了更多的生命，直到达到高潮阶段。 

这时，生长速度开始放缓，系统开始老化，低层的树木因缺乏阳光而枯死，

这就产生了宜人的开阔森林，这些高潮系统的树木的寿命非常长，幸存下来的树

木在基因上对这片土地的适应性非常高，但最终，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树木也

会因为自然老化而死亡，但事情不会就此结束，新的周期将会开始，比上一个周

期更肥沃，这个主题将在下面的"进化的 3 个阶段"一节中更详细介绍。 

自然界从胎盘开始到高潮阶段的一个周期，它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在自然

界的一个周期可能需要 250-350 年，幸运的是，通过加速自然进程，在共生农业

中，只需要 20 年就可以实现。 

 

胎盘期阶段以植被为主，这些植被可以在恶劣的环境和土壤条件下生长，这

些植被通常生长迅速，并能产生大量的种子。当想到胎盘时，就想想杂草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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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物种"，同时想象在一个牧场或田野一样。大多数人认为入侵物种是有害的，

但实际上它们在自然界中是有目的的，它们能给土地带来平衡和肥力，当农民学

会如何管理这些物种时，它们就会突然变得有用起来了。 

胎盘类物种往往起着一个临时性的作用，为后一阶段改善条件，然后就会消

亡。"胎盘"这个名字是为了传达这种赋予生命的品质，"胎盘"一词还描述了这样

一个事实，即通常所有其他阶段都包括在内，但在这段时间内还没有发育好，就

像胎儿在子宫里一样。 

次生阶段将会有更高的植被和树木，它们的寿命比较长，需要更肥沃的生长

条件。 

最后，高潮阶段会有非常长寿的树木和植物，它们有时非常挑剔，产出的种

子也少得多，在高潮阶段，会出现一个有利于最适应系统环境物种的选择过程，

这可能导致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相对于次生阶段来说会减少。 

层级和演替阶段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植被的层级是由其在成熟期所处的演替阶段进一步确

定的。因此，在谈到层级时，必须要提到演替的不同阶段。例如，在胎盘阶段，

层级主要由蔬菜占据，而在次生阶段和高潮的演替阶段，则以乔木为主。 

基于层级和演替阶段的联合体 

 胎盘一期 胎盘二期 次生期 高潮期 

突生层 玉米 番木瓜 桉树 桃心木 

高层 番茄 木薯 芒果 腰果 

中层 爬山豆 山药 酸橙 柑橘 

低地层 南瓜 菠萝 红木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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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 3 个阶段 

恩斯特认识到，高潮阶段是没有终点的。在高潮阶段的森林完成后，演替的

过程可以重新开始，进入新的更肥沃的胎盘阶段，然后，系统进化到一个更肥沃

的次生期以及高潮阶段。土地上的植被物种可以完全不同于第一个周期，并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肥力随着每一个重复的周期而增加，直到有足够的产量，使

其能够产生丰盛的产量，以维持该地区最大的生命形式。 

最常见的导致一个高潮周期结束的原因是树木的衰老。但是，诸如天气、火

灾、害虫和动物等自然因素也会干扰森林系统的循环。恩斯特发现，当树木倒下

时，它们会给土壤增加肥力，并以有益于系统的方式引发强烈的生长反应，只要

森林至少达到了次生期演替阶段，而且森林系统的地下部分仍有生命力，就会出

现这种情况。如果大的扰动完全破坏了生命，或者发生在土地发育不充分的时候，

例如在胎盘阶段，那么这样的侵扰伤害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系统必

须重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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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的有益干扰下，自然演替将会反复循环，直到它经历 3 个阶段。在自

然界中，这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在共生农业中，这些阶段被称为"殖民阶段、

积累阶段和富产阶段"。殖民阶段是大自然试图把生命带到或多或少的死地，这

个阶段主要是以能在恶劣条件下生长的生命体为主，并通过沉积有机物和改变土

地的化学成分，为土地上生长更大型的植物做准备。 

接下来是积累阶段，这时的生物系统能够养活小动物（最多只能养活一只鸡

的大小）了，在土壤里开始有一些肥力，但还是比较脆弱的，系统不能自给自足，

需要储存大量的碳来"增肥"，此时，该系统对水和氮的需求量相对较低。地球上

的大多数农田都处于积累阶段，因为现代农业通过翻耕、清除多年生植物和其他

干扰，不断地对农业系统进行重新更新，这使得生物系统无法演替到富产阶段。

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现代农业在积累阶段可以养活较大的动物，但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依赖不断地投入肥料，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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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生命系统进化并经历足够多的周期，土地建立起了肥力，最终就会

进入富饶阶段，这时，它释放出大量的磷，并需要氮和水。它的肥力已经达到可

以供养大型动物的程度，而且这种肥力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土地上物种的生物

量、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内部的遗传变异性都在增加，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能

够从太阳、空气中获取能量和养分的需求，并从地球上的储存中释放出来。 

 

共生农业就是要达到富饶的阶段，到这个时候，好事就会轻而易举的发生，

而美妙之处在于你不必等上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农民从第一天开始就拥

有好的土地，并且能够在地面上覆盖有机物质，那么他/她可以在短短的两年时

间内达到这个阶段！ 

农民如何加速这一进化过程呢？通过策略性的修剪和管理，修剪植被有很多

好处，这些好处会影响农场的生长速度，同时，修剪后的覆盖物会将大量的碳带

入土壤食物网，通过这样做，系统就会比自然界更快地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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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累阶段提升到富饶阶段。 

 

共生农业的 3 个关键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共生农业的三个关键要点，前两个是相关的，因为它们是

有助于加速生长和演替的修剪和管理实践，通过将这三个关键点结合起来，农民

就有了构建健康生命系统所必需的基本拼图了，它们是： 

1.修剪以刺激生长； 

2.用有机物覆盖土壤； 

3.种植智能的联合体 

1.修剪以刺激生长 

大规模的修剪会给系统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衰老的植物会减缓整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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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速度，但如果你修剪它们，它们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生长阶段，所以修剪象

征性的把脚从刹车踏板上拿下来，但它比那更好，它是把脚放在了油门上，它通

过向系统释放大量的植物生长激素来传递生长信息，这种生长反应不仅会影响修

剪过的树木，还会影响附近的植物。 

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重要的是要知道所有的植物都会经历一个生命周期。

首先是一个快速生长的周期，当植物开花的时候，植物的生长速度开始减慢，之

后，植物准备结出果实和种子，会变得相对干燥。当植物生长缓慢时，也会对周

围的植物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停滞"效应在共生农业中是可以通过修剪来避免

的，就是生物量植物在第一次出现衰老迹象时，即在花期开始之前，对生物量植

物进行修剪。必须让目标植物开花结果，因为那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但在收获后

应尽快修剪目标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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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大的树木和植被将是这种生长反应的最大贡献者，对它们进行大量地

修剪，特别是在早期的修剪，这样为果实而生长的目标树木将会被修剪得更少，

但即使是它们也会促进这种生长反应。最后，有选择地除草会有助于农场，土地

上的所有植被都需要被监控，以发现老化迹象并进行修剪。这样一来，每一株植

物都能促进生长，虽然乔木和灌木是恩斯特在他的农场中使用的第一批生物量植

物，但他现在也推荐某些草类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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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植物通常与果树排成一行，这一行叫做 a 行，两排之间的空间被称为

b 区，用来种植蔬菜或生物量草类植被。 

 

当植物被修剪时，生长激素就开始释放，其影响取决于被修剪植物或树木的

大小和特性，如果农民有一个生物多样性，密集种植的 a 行，那么整个 b 区将收

到一个强烈的生长刺激，b 区修剪后应立即种植，如果植物已经成活，通常在一

周内就可以看到明显的生长。可可树的叶子会变长，树木的果实产量也会增加，

玉米甚至可以增加 12 英寸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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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还有许多其他有益的影响。一些植物的根系会枯死，这给土壤提供了有

机质，并为土壤食物网创造了一个开放的网络供土地食物网利用，该区域将得到

更多的阳光照射和大量的有机物质，但快速生长的喷涌不能用覆盖层的堆肥来解

释，这需要数周的时间才会发生，这最好用生长激素的释放来解释。 

为生长而修剪的管理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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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民有成熟的果树，那么修剪的时间可以有策略地安排在有利于果实生

产的阶段，许多果树在开花和结果期喜欢更多的阳光，因此，一般在开花期对生

物量植被进行修剪，以打开树冠接受阳光照射，这就是所谓的同步修剪。在热带

地区，同步修剪往往出现在旱季，因此没有生长反应的干扰，生长反应要求系统

中有充足的水分。 

另外，你可能会注意到在上面的图片中，种有很多的香蕉。恩斯特经常说，

如果你想要种蔬菜，那就种香蕉，香蕉的生物量很大，这种植物对土壤的价值很

高，所以一些农民把它作为生物量植物种植，而不是为了果实。香蕉的假茎纵向

切开，然后切成小块，铺放在地上，这样可以放在新种植的蔬菜旁边。 

香蕉块还可以起到诱杀香蕉象鼻虫（线虫）的作用，香蕉象鼻虫是一种寄生

于植物并破坏植物的甲虫，它们容易被新切下的香蕉吸引，当它在香蕉的部分产

卵时，幼虫无法完成它们的生命周期，就会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修剪除了简单的生产有机物之外，还有很多好处。例如，如

果覆盖土壤所需的所有有机物总是从其他地方收集来并带到农场，那么农场就会

缺少大量修剪所引发的生长反应，这就需要在农田里种植可以修剪的植被。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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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每年至少要这样做两次，有时甚至更频繁。 

除了生长反应和生产覆盖物之外，还有其他需要修剪的理由。修剪可当成是

一种清理工作，应定期清理干燥、患病或没有产量的植物部分，修剪也是为了保

持适当的层级空间。最后，修剪还可以用来细化系统，例如，当到了需要移除部

分植物或树时，可以创造更多的空间。 

 

2.用有机物覆盖土壤 

在地面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有机物，并保持覆盖。你需要多少有机物呢？答案

是非常多！你需要足够的有机物来阻止杂草的生长，所需的量将取决于使用什么

样的材料，材料不同，需要的量就不同，但通常这个量要达到 10 厘米厚的覆盖

层或更厚。 

恩斯特说，裸露的土壤就像大地上的伤口，而厚厚的一层有机物现在正在愈

合这些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物就会变成肥沃的堆肥，起到有机肥料的作

用，覆盖物还能保护土壤不受阳光照射，防止水分蒸发，减少对频繁降雨的依赖。

通过覆盖物阻挡竞争性的草和杂草，可以让农民的生活更加轻松。此外，覆盖物

可以在收成时保持环境清爽。 

最后，还记得土壤食物网吗？它喜欢厚厚的有机物层。微生物、真菌和蠕虫

在这样的环境中会大量繁殖生长，木料越多，真菌生长得越好，木材总是直接放

在土壤上，以帮助分解，而树叶和草则放在上面。如果有机物质有限，那么就多

用在目标植物和树木的周围。 

能在一开始就放进有机物的农民将在他们的系统中占得先机，这对一般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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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必须等到生物量植物成熟，而生物量树木通常

需要 2 年时间，而草类则在 1 年内就能生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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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植智能的联合体 

联合体是一个植被的联合体，它们共同生长，填满所有的层级空间，并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成熟，经历所有的演替阶段。 

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有远见地设计你的系统。想象一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地上的植物和树木将如何生长成熟，这需要对不同的植被及其生命周期有详细的

了解。共生性设计是非常复杂的，但如果做得正确，将是非常有益的，本指南的

实践部分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可能的智能联合体是如

何发展的场景。 

假设你从开阔的农田开始，蔬菜或牧场将在初期占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土地将发展成为一片食物森林，而早年种植的蔬菜则给农民带来了收入，

同时也为树苗提供了一个受保护的"育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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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联合体以紧凑的间作种植计划而闻名，这种间作种植计划的收成是一波

又一波的。蔬菜的产量有望在短短的 3 周内实现，并将持续一年多的时间，这取

决于种植的是什么作物。当早期的植物被移除时，就会为后期的植物腾出了更多

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土地得到了最佳的利用，没有空间让竞争性的植物来生

长。 

在雨季允许的情况下，蔬菜可以一轮又一轮地种植，直到空间变得太过于荫

蔽为止。第一年，草就种植好了，到第二年，生物量树就可以进行修剪树叶和木

材了。在发展中国家，木材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所以农民可能会选择将其用来建

造房屋和烧柴，但是把一些木材留在土壤里是有益的，这样可以支持大量的真菌

生长。 

在前 4 年之后，土地就会开始被遮蔽。根据最初的种植方式，有许多方法可

以使农田在此时成形。一般情况下，农场种植将转向更喜阴的作物，如绿叶蔬菜

和菠萝，以及喜阴的树木，如咖啡和可可树。 

如果树木是作为木材而种植的，它们也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在最初的

种植方案中加入所有这些元素，年复一年，农场将能生产出更大产量、更多样化

的产品。有时，在最初的两年里，对整个系统进行大量的修剪可能是有意义的，

在这时，可以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种植喜欢阳光的、有市场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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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流程 

如果土地足够肥沃的话，最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树木和植物都引

入到生命系统中来，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树木的成熟，新物种的种植就会变得困

难，通常情况下，有个两年的时间可以增加新的树木，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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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修剪来引进新的树木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一开始就种植所有的树

木和植物。 

此外，最好是通过种子大量种植树木，然后随着树木的成熟，将较弱的树木

移除，直到达到合适的株距。与在苗圃中培育苗木相比，种子是有优势的，因为

种子培育所需的工作量较少，而且种子更便宜，并且允许更多的遗传多样性。另

外，通过采用种子，农民可以让生物系统决定在哪个地方种植哪些物种会长得最

好。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有些树不能通过种子来种植（例如面包果），而有些

果树也不能通过种子来培育出同样的果实（芒果、鳄梨等），必须要进行嫁接才

行，有些品种的树嫁接后长得很好，可能比从种子开始更容易在农场里种植生长，

还有的种子必须在采摘后立即播种，如果农场系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种子，

那么这些种子就需要提前开始播种。例如，在海地的部分地区，可可豆种子在旱

季成熟，收获后的种子最好能立即发芽，在这种情况下，可可豆需要从幼苗开始

种植，因此，虽然种子是首选，但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需要育苗的。 

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地的植被物种也可以成为联合体的合作对象。

在胎盘期阶段，某些杂草会生长起来，那就可以作为生物量植物进行修剪。当然，

随机的树木种子也会进入到农田里，通常情况下，这些种子可以被鸟类或其他野

生动物策略性地种植，以完成系统的特定作用。无论是否随机种植，它们总是可

以被移除的，但最好还是等着瞧吧！这些不经意间种植的树木可以增加多样性，

并可能填补了农民无意中留下的空缺。一旦你确定树是有竞争性的，那么稍后把

它移走，要比重新添加树进来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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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阶段的反馈 

如果共生性农民已经懂得了这里提出的所有基本原则，如果他/她从一开始

就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并从整体的角度来管理农场系统，那么农场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改变。许多农民只是知道什么时候事情进展顺利，但是有一些客观的衡量

标准来反馈就好了。 

如何知道自己的农场什么时候进入富饶生产阶段呢，以下是一些提示： 

1.整体色彩有所改善，从灰色色调到更明亮的绿色色调。 

2.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真菌占主导地位。 

3.杂草的生长趋向于树林中正常的物种转变，而不是向开阔的田野。 

4.挑剔的物种开始生长。 

5.长寿树种成熟进入到高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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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模式的转变 

共生农业代表了从传统农业，甚至是典型有机农业的重大模式的转变。记住，

农场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智能的、有生命的系统，在农场采取的行动旨在使整个

系统受益。 

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土地都可以产生丰收，但有时它的目的是为

了产生与农民所希望的不同的东西。提前有个计划是件好事，但如果事情进展不

顺利，你也要乐于改变你的计划，这一点也很重要。当你能看到农田是用来生产

什么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能生产丰盛资源的地方，农场在经济上就是

可持续的。当然，哪里有争斗，哪里就会消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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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整体和全局的观点，也意味着生物量植被与目标植物和树木被赋予了同

等的价值，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同样重要。它们相互合作，相互需要，

才能取得成功。当生命系统保持强大和健康时，它就会照顾好自己。最终，土地

仅需要很少的维护，却能带来很高的产量，土壤会再生，没有病虫害。 

病害、虫害或产量低下是一个警告信号，说明这个系统是脆弱和不平衡的，

还记得需要健康的肠道菌群吗？在这种情况下，共生性的农民会查找和了解根本

原因，他/她会采取行动重建平衡，比如策略性地修剪树木，增加更多的生物多

样性或引入大自然中的天敌。 

有时，整个系统需要被砍掉，农民不得不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设计。在有些

情况下，"害虫"就是纠正行动本身，它攻击的是导致系统衰弱的一部分植被，在

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是让攻击进行，然后在尘埃落定后再看如何与系统进行最好

的接触。 

这样的观点与大多数农民所知道的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农民们把精力集中

在选定的目标植物上，而几乎忽略了其他所有的东西，他们排除了多年生植物、

树木和有助于在土地上建立自然肥力的土壤保持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一个

脆弱的生命系统的出现，容易受到攻击和竞争。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农场的脆弱之处，反而把虫害的攻击视为主要问题，他们

通常会采取反击措施，例如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等，产量低被认为是缺少肥料，

然后他们通常会对土壤进行施肥改良。 

虽然这种传统的方法暂时取得了积极的结果，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些外部的

投入不仅有经济成本，而且更大的代价是农业系统的弱点没有被发现，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并且通常会随着农药影响生命系统中的有益生物而被放大。这样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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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将更加依赖化肥和农药，年复一年，土壤质量将逐年下降。 

这就是目前地球上面临的严峻形势，土壤退化的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包括全

球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的损失（土壤是储存碳的好地方）。我希望这本指南能帮

助更多的人认识到传统农业的短视做法，并激励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支持共

生农业的耕作原则。 

种植指南 

选址 

本指南的重点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农田，这里制定的种植方案是针对热带地区

的，特别是像海地山区或类似地区，要采用这个种植方案，土地必须能够支持这

里列出的树木，虽然这种技术将产生健康的土壤，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但这种

特殊的设计并不适用于严重退化或类似沙漠的土地。 

当有机会选择土地时，以下是很好的特征： 

 一些现有的树木或植被（可被砍伐用作覆盖物） 

 有天然水源 

 保护树木，防止吃树动物（特别是山羊和奶牛）的侵害 

行的方向 

种植这些树的首选方向是南/北方向，这样就可以形成一堵树"墙"，使其获得

最大的太阳能热量。即使在东、西两边的太阳很低的时候，这堵树墙也能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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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阳光照射。 

如果担心水土流失，可以考虑在等高线上种植树木，这意味着树行会垂直于

斜坡，或者紧靠着山坡，以阻挡雨水的冲刷，如果有一个明显的斜坡，而且从第

一天开始就不能完全覆盖土壤时，你可以考虑这个策略。如果土壤能够被覆盖，

就采用密集的种植方案，如本指南中所述，该系统将在倾斜的土地上挡住雨水，

即使行是种在倾斜的山坡上也可以。 

但是，在海地，一般的农民不能从第一天起就实现全部的覆盖，因此，必须

要考虑将树行放到等高线上来种植。 

 

可以用一种技术含量不高，但精确度很高的 A 型工具架来找到农田的等高

线，只要稍加训练，农民就能学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做标记，并将树行完美地种在

等高线上。关于如何构建和使用 A 型工具架的优秀教程视频可以在这里找

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gEDX2aTjo&list=PLcD1caiNhf5NBtguN

19ja2ytJREf47e59&ind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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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地比较陡峭，那么强烈建议使用香根草植物绿篱作为生物量植物，与

其他每一排树一起种植。香根草植物可以在第一年内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如果

在等高线上作为完整的绿篱种植，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形成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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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准备 

 选择一个地点开始做起。如果你计划在几年内逐步开发这个农场，那么就要

考虑在一个不会遮盖未来土地的地方开始。 

 移除足够的现有树木和植物，为新系统的生长腾出空间，保留任何理想的树

木，如果树等，但较低的树枝可能需要修剪，让阳光通过。其他的树可以大

量修剪，这样只保留树冠的顶部，当树的顶部被移除时可以再生的树可以这

样修剪，并作为生物量树来处理。 

 在有必要的地方用栅栏围起来，或者保护它们不受吃树动物的伤害。 

 制作或购买堆肥，用于种植果树幼苗。 

 收集尽可能多的覆盖物。 

 用木桩标出优先方向的行，这个设计使用的是 4 米间距的行。 

 只耕作你要种植的地方。 

 标出每棵树的种植地点。 

植树设计 

根据以下设计作为指导，可以将一个层级类别内的单株树木相互替代，具体

可参考设计图、关键点及最小间距图，重要的是： 

 包含所有的层级 

 尽可能的多样化 

 包括长寿、高潮阶段的物种 

 尽你所能在同一时间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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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地使用种子代替幼苗和插枝。 

2019年联合体设计 

 胎盘一期 胎盘二期 次生期 高潮期 

突生层 玉米，秋葵 

 

木瓜，甘蔗 桉树，相思树 雪松，香柏木 

高层 水稻，白菜，

卷心菜，西兰

花 

香蕉，木薯 辣木，因加树，老墨

丁香，银合欢 

罗望子，椰子，芒

果，鳄梨，面包果，

菠萝蜜 

中层 爬山豆，番

茄，茄子 

山药，芋

头，木豆 

刺番荔枝，释迦，巴

巴多斯樱桃，橙，柠

檬，柚子，酸橙 

柑橘，腰果，黄蒙宾 

低层 南瓜，番薯 菠萝 红木 咖啡，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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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的树是特意种上香蕉或木瓜的，当树龄较小时，它们可以提供树荫，它

们应该种植在可可/咖啡树的西北侧，以保护植物免受午后的阳光照射，种植至

少 50%的香蕉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是重要而独特的生物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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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清单 

最好是为农场绘制出准确的行距图，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一个清单表，但是为

了帮助你得到一个大致的数字估算，请参见下面的资料。下面的估算是针对 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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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C,A2）共 18 米的长度，并假设每一行都是相同的长度： 

突生层：2 

高层：3 

中层：4 

低层：11 

生物量树木：约 100 棵 

生物量植物：240 块草皮或 80 粒豌豆种子（约 1/2 公斤） 

如果生物量树木的种子没有买到现成的，这个图表可以帮助你知道它们什么

时候成熟，什么时候可以在田间收集。另外，一些树木可以通过插枝开始种植。 

生物量树木种植表-海地 

树种 种子 修剪 种子成熟 

老墨丁香 X X-仅在四月/五月 游行 

因加树 X  四月 

桉树 X  一月/二月 

辣木 X X 十一月/十二月 

金合欢 X  二月 

决明子 X  二月 

白桦树 X X 二月 

合欢树 X X 二月 

管理 

免责声明：这一部分是一个还在更新中的作品。随着更多的第一手农场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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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会添加更多的内容。 

通过修剪、除草或间伐的方式除掉部分植物是农场管理的重点内容。修剪的

原因有很多，农民应该牢记于心。通常情况下，一次修剪可以同时达到多个目的，

以下是一些例子: 

 更多的阳光（同步） 

 建立生长反应（在旱季无效） 

 移除死亡或病害植物的部分 

 清除不需要的植物和树木（除草和修剪） 

 为了防止衰老 

 地面需要用覆盖物覆盖土壤 

 保持树冠之间的空间 

 将树木保持在最适合农民采摘果实或木材的高度上 

以下是这里提供的一些设计中种植的树木和植物的具体策略。 

生物量树 

等到树长到大约 3 米高的时候，再将其剪掉。雨季开始的时候，把每棵树的

顶部修剪到与胸部齐高，从一个角度向上做一个干净的切口，这样做可以保持树

木的健康。把树叶从树枝上剪下来，先把木头放在地上，然后把树叶放在上面。

农民可能希望保留一些木材用于燃烧和建造房屋，但留在地面上的木材越多，土

壤就越厚实，尤其是土壤真菌（就越多）。 

在整个季节里，根据需要修剪树木的侧枝，这样 b 区的作物就有足够的阳光

和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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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植物 

香蕉是一种很好的生物量植物，除了设计上显示的位置以外，我们还鼓励农

民多种植它们。当到茎可以收割时，将其纵向切开并切成块状，把这些茎块放在

合适的树木和植物周围的地面上，这对土壤保持水分特别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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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其他生物量植物时，如草，鸽子豌豆，或墨西哥向日葵等，然后在第

一次看到开花的迹象时就把它们剪掉。草可以剪到与小腿齐高的位置，其他植物

可以剪到与膝盖齐高，然后把这些有机物放置在需要的地方，例如在果树周围，

在生长的季节里，经常需要反复修剪。 

柑橘树 

柑橘树如橘子，柠檬，酸橙和柚子等柑橘树属于中层树种，它们是这个系统

的优秀成员，但是栽种它们需要特殊的培训和工具，在这些树旁边种植的较高层

级的树需要更大规模的修剪，重要的是要避免高层级的树遮到柑橘树。 

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修剪还有两个原因。首先，柑橘树的顶部不能被剪掉，

所以周围的树需要修剪，以便留出空间给正在生长的柑橘树冠。其次，在开花期

间，柑橘树会暂时需要更多的阳光，因此，给它们遮荫的树木每年都需要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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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这种类型的修剪管理，就需要在树的高处进行修剪。 

这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修剪管理需要额外的培训和更专业的工具，

只有那些有经验的人才能进行这样的修剪。由于这些原因，柑橘不包括在上面的

树木列表中。 

避免这种熟练修剪的另一种选择是使用落叶的树木（在旱季落叶）。在海地

的部分地区，雪松（可能还有桃花心木）就是这样生长的，是柑橘树的完美伴侣。

当需要更多的阳光照射时，它们会自然而然地落叶。在这个系统中，农民仍然需

要选择一种可以大量修剪的高层级树木（可能是辣木、因加树和糯米树是不错的

选择）。 

未来几年 

该系统的胎盘期大约会持续 2 年。如果有的树死了，或者你想增加更多的品

种，那么不要担心，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做。在此之后，如果不进行大量的修剪，

就不可能增加树种了，因为系统已经开始定型了。 

在头两年的时候，农民可以增加高潮阶段的物种，最好是直接播种。恩斯特

喜欢大量地撒播种子，让系统来决定哪些种子会生长，通过这种方式，随着时间

的推移，农场将从一个巷行系统过渡到一个更自然的森林。 

土著原生物种通常也会在系统中自然生长，这是很好的，应该值得鼓励，而

且往往是自然界在为你的原始种植方案进行填补空隙。与自然合作，自然就会为

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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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未来？ 

 

 

作者：罗杰.觉增（Roger Gietzen），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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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来源地址: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freedom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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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翻译说明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老祖宗也有“万物并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思想，可是现如今，我们的农业到底产出什么样的农产品呢，产出的产品甚至

自己都不敢吃，虽然我们农产品的产量上去了，可是却是以消耗世界上大部分的

农药化肥以及土地的健康、人们的健康为代价的，我们以技术治理的手段达到增

产的目的，可是却失去了享受生活的乐趣，农民辛苦一年年的，收入没见涨多少，

而健康却在不断的走下坡路，能否有一个轻松、健康、可持续的农业耕种方法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手上的这本指南。 

我是在有了女儿和看到《鸣响雪松》系列书籍后回到我的家乡去的，重新回

到农村，让我有机会思考关于现今农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土

地有一部分直接丢荒，一部分承包出去，而承包流转出去的，在我看到的如今大

多都是以农药化肥来生产农产品的，这不是农业的未来，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让

我想要寻找更好的农业耕种方法，而且我也在构想打造属于我们的祖传家园，让

我惊喜的是，这两个想法都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答案，共生农业种植方法可以轻

松、正确、高效的帮助我们打造出一个健康而有生命力的食物森林。 

而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其中有一部分工作是自然和宇宙帮你做的，你不必

事事亲力亲为，就好比树木生长一般，轻松而自然，希望本指南能够帮到广大的

中国，甚至华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种出健康、有生命力的食材，让

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完美。 

遇到这本指南可能也是缘分吧，在寻找关于自然农法方面的资料的时候看到

罗杰先生发布的这本指南，很及时也很有用，很感谢慷慨的罗杰先生提供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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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以及他们团队的辛苦付出，没有他们，翻译无从谈起。在我看来，这本指

南可以当成是打造祖传家园的一个法宝了，价值非常的高，这也是我翻译本指南

的原因之一，当然，限于本人水平和精力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指正完

善，有问题可联系我微信 254850837,邮箱:254850837@qq.com，谢谢！   

2020 年 4 月 17 日 朱振坚于中国广东连州 

 



Important Corrections for Abundance Agroforestry!!

Prune your biomass trees higher than suggested in the guidebook!  If you are using high or 
emergent biomass trees (such as the varieties listed), they need to be taller than the trees next to 
them.  The correct height will depend on what other trees you have chosen and at what height you 
will prune those trees.  Normally it is best to keep the biomass trees 1 meter higher.  If the system 
only has short trees or bananas, then the biomass trees may be as short as 3-4 meters.  If there are 
taller trees, then the biomass trees most likely need to be cut at 5-6 meters.  See the infographic 
below.

The risk of pruning at the shorter “chest level” height is that the biomass trees can get shaded and 
die when they need to still produce organic matter for the system.

Here are some other important points to mention about the guidebook:

1.  Vetiver grass is not widely used among the original syntropic practitioners.  It was included in 
the guidebook because the lack of a better grass naturally occurring in Haiti.  This idea can be 
considered experimental and should only be emulated by those who are comfortable taking a risk. 
The potential problem with vetiver is it needs a lot of sun exposure and as the system matures, it 
may die.  Also, it produces far less biomass and is much harder to cut than mombasa.

2.  Devote more of the B – area to biomass plants, especially during the placenta stage.  Planting too
many crops for harvest can weaken the soil at a time when organic matter is desperately needed.  
Many systems in Brazil are being designed in a way that the entire B – area is mombasa.

3.  The north – south row orientation is best when the focus is on taller trees in the tree rows. If the 
primary focus of the system is on lower stratum trees or crops in the B-area (such as coffee or 
vegetables), then an east – west orientation results in better sun exposure.

4.  Some trees are labeled incorrectly in regards to their stratums.  This problem can most likely be 
compensated for by management without having actually move the trees.

Also, I am working on an update of the guidebook, where all these problems will be corrected and 
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included.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has supported this work.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as this topic is complicated and new discoveries are constantly being made as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s experience.  The next version may be ready before the end of 2022.  

Sincerely,
Ro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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