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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

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

多 元 化 食 物 供 给 体 系 。 本 期 特 刊 邀 请 农 业 科 研 院 所 负 责 人 撰

文，围绕如何践行大食物观、为粮食供给打下坚实基础，谈认识、

话举措。

高旺盛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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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视野宏阔、底蕴
深厚、内涵丰富、系统深刻，为进一步
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
的指引。报告明确提出，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

在早期发展阶段，森林曾经赋予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需的多种食物。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有
必要再回顾、研究、探索曾经养育过人
类祖先的森林食品资源，这对丰富我
们的食品和膳食来源、增强中华民族
体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人体需要的主要三大
营养物质分别是碳水化合物（糖类）、
脂肪和蛋白质，我们可以从食物中获

取它们。森林中植物的果实、种子或
叶子中就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可以满足人体需要。更重要的是，森
林提供的木本食物受日照、降雨等自
然条件影响较小，是我们人类食物来
源的重要补充。

在战争年代和饥荒年代，来自森
林的食物曾经挽救过不少人的生
命。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在
我国东北地区的橡子面曾经挽救过
前线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在饥荒年
代，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许多老百
姓曾经靠着吃榆树皮、茅栗和大枣等
熬过灾荒岁月。

因此，在大食物观思想的指导
下，我们除了要抓紧抓好粮食生产，
还要深入研究、利用、开发森林食品，
向森林要食物，大力开发木本粮油，
把开发木本粮油当作大事来抓。与
此同时，我们要开展昆虫等森林动物
食品的开发利用工作，把增加和丰富
人类食谱当作林业科研人员的一项

重要任务。
森林是粮库，“向森林要食物”潜

力巨大。我国幅员辽阔，地跨六个温
度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森林中许
多动物、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中含
有的可食用营养成分还没有被认识、
开发出来。

目前，全国以森林种植、养殖、
采集等为主的林下经济年产值已经
超过 9000 亿元，今后还有更大的潜
力可供挖掘。据统计，我国森林中
仅木本植物就有 8000 多种，其中已
被我们开发、利用的只是极少的一
部分。能生产木本粮油的树木被形
象地称为“铁杆庄稼”，它们受日照、
降雨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小，是人类
重要的食物来源。像板栗、茅栗、榛
子、核桃、茶油、竹笋、蘑菇、香菇、木
耳、银耳等森林食品都可以作为人
们膳食的重要补充。

作为林业科技工作者，我们要认
真学习和践行大食物观，大力开展相

关科学研究，在现有的已经开发和生
产的木本粮油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
深入探索，挖掘开发更多、更好的森
林食物，为丰富国人的食谱、为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贡献
林业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与
此同时，我们也要大力开展相关宣传
工作，普及林业科学知识，引导群众
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和习俗，重视多
种营养均衡摄入，以提升健康水平。

向森林要食物，大力开发木本粮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
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

大食物观有着广阔的外延和深刻
的内涵，对于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能力和国民营养健康水平有着非常重
要的战略意义。

以大食物观为指导，我们要在保
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宜粮则粮、
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
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
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要向森林要
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
业要食物；同时要发展生物科技、生
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
量、要蛋白质。

践行大食物观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途径和关键手段之一。随着我国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
产品的消费选择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
化：主食吃得少了，肉蛋奶消费量上去
了；有机粗粮、特产水果、山珍海味等
日益成为餐桌上的“常客”。因此，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措施就是以大
食物观为指导，把广阔乡村中的优质
农产品给挖掘出来，把富有乡村特色
的产业做强做优，为乡村全面振兴提

供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食物观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基础。用大食物观指导食物生
产、扩大食物来源，将显著增加我国居
民食物的多样性，为人民健康水平不
断提升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树立大食物观，必须依靠科技支
撑，但是目前相关科学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加强、相关技术储备也相对不
足。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强与大食
物观相关的科学研究。

一 是 要 加 强 大 食 物 观 战 略 研
究。要加强大食物观的理论研究与
推广普及，尽快统一思想认识，形成
凝聚力。通过宏观战略研究，进一步
明确大食物资源的范围、地位和管理
体系，掌握大食物资源的发展规律，
厘清不同食物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国家大食物观的顶层设计与系列
政策制定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大食物
观理论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
乡村振兴和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要遵循。

二是要建立国家大食物资源监
测评价中心。通过建立国家大食物
资源监测评价中心，尽快研究食物
资源监测评价的统一标准，进一步
明 确 如 何 开 展 食 物 资 源 的 监 测 工
作、如何对食物资源进行科学评价，
为全国范围内的大食物资源研究提
供科学、统一的标准依据。与此同
时，需尽快摸清我国大食物资源的

家底，开展特色农产品的品质特性
评价、制定分等分级标准，帮助特色
优质农产品从深山老林、江河湖海
和边远地区“走出来”，从而推动大
食物观尽快落地生根。

三是要加强前沿生物技术创新与
应用。目前，我国在细胞培养肉、人工
合成淀粉、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等方面
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面向未
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引
领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以大食物观
为指导，为人类粮食安全和生命健康
作出贡献。

四是要开展大食物观示范区建
设。在示范区建设方面，粮食生产示
范区建设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
验。下一步，需要加强设施农业示范
区、海洋农业示范区、特色食用农产品
示范区和生物产业示范区等的建设，
充分发挥整个国土资源的大食物供给
保障作用。

树立大食物观需补齐科研短板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
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实现世界农业强
国的首要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树
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这些论述对于完善具有中
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新理念、新体系具
有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国家粮
食安全的定义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
时候既能够买得到又能够买得起所需
要的基本食品。关于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可以
从时代性、全面性、系统性三方面分析
其重要意义。

从时代性而言，我国处在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美元、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超过 64%的阶段，已经实
现了口粮（小麦和稻米）自主供给绝对
安全，全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6.5亿吨
以上。在这个新阶段，必须从更高层
次建立全新的粮食安全观。

从全面性而言，传统的粮食安全
观主要集中关注本国的小麦、玉米、水
稻等谷物的供给能力，而当今我国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多样化、多元化

的食物需求不断增加，以“吃得饱”为
主的粮食安全观要向“吃得好、吃得健
康”的大食物安全观逐步转变。

从系统性来讲，常规农业时期的
粮食安全主要关注粮食生产系统，而
未来的粮食安全需要从“生产—消费”
全链条角度、从“国内—国际”系统角
度、从“生产—生态”系统角度，重新考
虑粮食安全战略。

我国是食物生产大国，也是食物
浪费大国。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
示，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率约为 7%，蔬
菜、水果等食物产后损失率则更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消费习惯
外，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主要与农产品
储运设备与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储
运企业现代化程度有待提高等因素有
关。

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食物增产”
的意识，在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反
对食物浪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着力
加强产后减损重大设备与关键技术的
研发，着力构建与农业生产大国相适
应的现代化农产品产后供应链、加工
链、流通链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小康
社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以主要粮食供给
为主导的食物供给体系已经难以满足
人民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要全面贯
彻落实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
多元化食物资源，实现各类食物供求

平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吃得更加
健康”的食物消费需求。

在坚持生态优先战略的前提下，
从科技创新、政策创新、产业创新等多
方面发力，因地制宜、统筹推进，逐步
构建形成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
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向微生物
要食物的多途径、多元化食物安全供
给保障体系。

多元化食物开发的根本手段是
科技创新，必须强化科技创新的支撑
能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
落实到位。与此同时，要调整科技领
域布局，注重培育生产所需的多元
化、特色化、功能化品种，突破山水林
田湖草沙不同场景下健康食物资源
的挖掘利用技术，突破未来人工合成
食品开发技术，深度开发森林食物、
草原食物、海洋食物、沙漠食物等食
物资源。

从更高层次建立全新粮食安全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
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

这是党中央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结合世
情国情粮情新变化、把握未来食物发
展新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从食物需求侧来看，人类生存最基
本的消费需求是吃饱肚子，在此基础上
才能追求“吃得更好”或者“吃得健
康”。大宗粮食作物的安全供给是大食
物观的核心基础，没有大宗粮食作物的
安全供给，大食物观就是“空中楼阁”。

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
约70万吨粮食、9.8万吨食用油、192万
吨蔬菜和23万吨肉。预测到2035年，
我国玉米、大豆消费总量分别将比2020
年增长16%和 9%，肉类、禽蛋、奶制品、
水产品的消费量预计分别增长24.7%、
10.4%、32.6%和10.0%。因此，在贯彻落
实大食物观的实践中，必须把确保粮食
持续稳定供给作为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食物生产涉及千家万
户的“米袋子”“菜篮子”“油罐子”和

“肉坛子”，食物供给的最高目标就是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美味佳肴
和健康长寿的各种需要。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人们的食物营养结构发生了改
变，每日能量、脂肪、蛋白质和动物性蛋
白的总摄入量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
每日动物性脂肪、动物性蛋白的摄入量
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为此，我们必须全
方位、多途径开发多元化食物资源，实
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以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过去多年，我
一直从事与玉米相关的科技创新工作。

玉米是我国当前种植面积最大、
总产量最多、种业市值最高的粮食作
物，仅籽粒用玉米年种植面积就在6.5
亿亩左右、总产量2.7亿吨以上。玉米
用于直接口粮的占比很小（仅为 5%左
右），但玉米是所有配方饲料中的主要
原料。例如，65%以上的籽粒玉米都用
作饲料，同时优质的玉米秸秆为牛、羊
等草食牲畜提供了基础饲料。可以
说，玉米是名副其实的“饲料之王”，有
力地保障了畜牧养殖业的饲料安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大
米、白面等直接口粮的消费比例逐年下
降，动物蛋白的消费比例不断增加，这推
动了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对玉
米的刚性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我国耕地
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持续推进相关科学
技术的创新工作，特别是要培育优良新
品种，不断提升我国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带领科研团
队成员育成的、通过国家审定并实现
大规模产业化的玉米新品种有100多
个，累计推广应用种植面积超过 4 亿
亩，增产粮食 200 多亿公斤。特别是
我们团队创新培育的玉米新品种“京
科 968”，它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春播玉
米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因“京科
968”具有产量高、品质优、绿色经济和
节本增效等突出优势，深受广大农户
喜爱，仅在内蒙古通辽市，连续多年种
植面积就在千万亩以上。今后，我和
科研团队成员将选育出更多、更高产、
更优质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增产提
质、为农民增收作出新的贡献。

除此之外，我国鲜食玉米产业发
展迅速，种植面积约 2500 万亩，我国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鲜食玉米生产国
和消费国。

鲜食玉米是在玉米乳熟末期采摘
棒穗、用于加工或直接食用的玉米。相

较普通玉米，它含糖量更高、更为香甜
软糯，其生长周期在80天到100天。作
为玉米产业中的专用类型，鲜食玉米既
有主食的属性，能够提供淀粉、蛋白质
等营养物质，又具有果蔬类农产品的属
性，含有较多的可溶性氨基酸、糖分、矿
物质、维生素等物质，特别是还具有含
量较多的膳食纤维。作为一种营养均
衡的健康食品，鲜食玉米得到了越来越
多现代消费者的青睐。

鲜食糯玉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玉
米类型，也是我国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
的农产品。我和团队成员创新育成的

“京科糯 2000”，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
大、范围最广的鲜食玉米品种，累计种
植面积已经超过了一亿亩。目前，“京
科糯2000”的种子及其产品已经出口到
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越南连
续多年种植面积就在百万亩以上。

“甜加糯”是我国科技人员自主创
新选育出的鲜食糯玉米品种。我和科
研团队成员育成并大面积推广种植的
高叶酸“甜加糯”新型鲜食玉米品种“农
科糯336”“农科玉368”，既好种、好吃，
又实现了营养强化，被遴选为“中国农
业农村十项重大新产品”之一。

下一步，我和科研团队成员将立足
岗位、持续创新，培育出更多新型鲜食
玉米品种，让具有中国特色的鲜食玉米
品种走向全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立足种业创新，实现玉米量质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
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

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以人民为
中心，在食物安全领域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面向未来，从更好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人民群众食
物结构变化趋势，深刻认识和准确把
握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对于新时代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具有
十分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
入，世界已经形成了互相关联的全球
食物体系，各国都把保障本国食物安
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后疫
情时代，人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食品
安全、农业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的挑
战。2022年 5月4日，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
告》中显示，2021 年有 53个国家和地
区约 1.93 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
食不安全程度进一步恶化，比 2020年
增加近4000万人，创历史新高。

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
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我国农业总体安
全受国际贸易冲击的风险也在加大，
未来全球食物供给竞争必将更加激
烈。未来一段时间，国际食品价格将
处在高位运行，对我国国内食物供给
将造成冲击。

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
势，我们必须树立大食物观，牢牢把握
粮食安全主动权和重要农产品供应链
主动权，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食
物发展新格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大食物观为引领，
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以大食物观为引领，提升食物安
全自主保障水平。加快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减少对进口食物的依赖，
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食物资源，发展
立足自身的保障体系，这样才能够有
效化解压力、应对粮食问题，让中国人
端牢、端好中国饭碗。要将我国多元
化的资源禀赋优势、食物生产模式、政
策管理制度、科技研发力量，汇聚形成
多元化食物供给的合力。

以大食物观为引领，促进食品科
技自立自强。保障食物供给，我国要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加快补
足相关技术和产业短板，加强食物生
产方式的创新。根据我国耕地、林地、
海洋、湖泊和草地资源现状，开发出新
的食物资源与食物品种，促进生物育
种产业化发展，开发地域性与功能性
食物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
的食物消费需求。

除此之外，在保证传统农业产能
的前提下，加大合成生物学等新兴交
叉学科技术的研发力度，抢占科技前
沿高地，加快推进人造食用蛋白、人造
食用碳水化合物、人造食用油脂等方
向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推动新
食物制造业态的形成。

以大食物观为引领，推动构建可
持续的食物系统。我国以占世界9%的
耕地和 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全世界
近1/5的人口，我国的食物供求关系长
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想把中国饭碗端稳、端牢，就需
要变革生产方式，把着眼点从耕地转
向全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构建可持续
的食物系统。在面向整个国土资源进
行多途径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更加注
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资源开
发和农业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与此同时，还要鼓励人们形成更
健康的饮食结构，减少食物浪费。

以大食物观为引领，推动食物系
统向营养健康方向转型。近年来，我
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饮食
消费结构和膳食偏好发生了质的转
型。从强调消费足够主粮的“吃得饱”
阶段，发展到主粮消费减少、肉蛋奶等
蛋白质消费上升的“吃得好”阶段，再
到今天重视食品安全、追求食物多样
化的“吃得健康”新阶段。未来，我国
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将不断
加速，对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维
生素等重要营养素的需求也将快速增
加。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强健康教育、
膳食习惯培养，推动《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22）》落地，倡导“三减三健”（减
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

以大食物观为引领，推动全球食
物生产系统变革。如今，全球人口已
经超过 80亿，食物安全依然是全球面
临的挑战，我国构建的可持续食物系
统将惠及全球。

总而言之，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既是中国饭碗越
端越稳、越端越牢的坚实保障，也是中
国人民越吃越好的现实要求，同时这
一理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
至上的发展思想。

大食物观引领，让百姓吃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