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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粮食攸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ꎬ 对一国长治久安起重要作

用ꎻ 粮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范畴ꎬ 也是发展中国家推动国家治理

的重要领域ꎮ 以粮食安全问题为特征的 “民生赤字” 是非洲政治和社

会动荡的根源之一ꎮ 在埃及ꎬ 粮食安全问题是资源型贫困和制度型贫困

叠加的结果ꎮ 作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大国ꎬ 其人口数量始终位居阿拉伯世

界榜首ꎬ 给埃及粮食供应带来巨大压力ꎮ 埃及国内经济发展失衡ꎬ 农业

发展相对滞后ꎬ 粮食产量无法赶上人口增长的步伐ꎬ 长期陷入粮食危

机ꎬ 成为国家治理的严峻难题ꎮ 作为一个从粮食自给自足转变成高度依

赖粮食进口的国家ꎬ 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在自然因素、 国家政策和科技

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ꎬ 则体现为供需矛盾尖锐、 过度依赖进口和高

粮价三大突出问题ꎮ 伴随埃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ꎬ 粮食高需求、 耕

地不足、 水源有限等问题逐渐暴露ꎬ 加剧了粮食供应的负担ꎮ 粮食安全

恐将继续成为影响埃及政治走向和对外政策演变的潜在因素ꎮ 为此ꎬ 埃

及需要适度控制人口规模、 大力发展农业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ꎬ 以期从

根本上解决缺粮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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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ꎬ 推动国家治理比参与全球治理更具紧迫性ꎮ
在国际治理诸多层面中ꎬ 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困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

难题ꎬ 甚至成为影响一国内政与外交走向的重要原因ꎮ 事实上ꎬ ２０１０ 年年底

开始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变局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国际大宗食品价格尤其是小

麦价格大幅上扬存在重要关联ꎮ 因此ꎬ 以粮食安全问题为特征的 “民生赤字”
是该地区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ꎬ 维护粮食安全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

民生问题ꎮ
长期以来ꎬ 埃及作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重要发展中国家ꎬ 其粮食安全问

题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一直延续至今ꎮ 曾经的 “尼罗河粮仓” 现已变成了粮

食净进口国ꎬ 粮食安全问题变得愈发严峻ꎬ 甚至成为 ２１ 世纪以来埃及政权动

荡的重要诱因ꎮ

“安全” 与 “粮食安全” 的内涵解析

“安全” 范畴被广泛运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ꎬ 如经济安全、 生态安全、 卫

生安全、 社会安全等ꎬ 在此语境下ꎬ 安全通常意味着 “受到保护而免于威

胁”ꎮ 而在中国古代ꎬ 安全多用于特殊语境ꎬ 既指王朝兴衰、 太平盛世ꎬ 也指

对执政者治国理念的劝诫ꎬ 如 «左传襄公十一年» 告诫后人: “居安思危ꎬ
思则有备ꎬ 有备无患”ꎬ «汉书贾谊传» 指出: “建久安之势ꎬ 成长治之业”
等ꎮ 而就 “安全” 一词的本意而言ꎬ 汉语词典和英语词典都做了具体诠释ꎮ
«现代汉语词典» 将安全解释为 “没有危险、 不受威胁、 不出事故”ꎮ① 英语

中由于词性不同ꎬ 安全则有多种表达: 形容词 “ｓａｆｅ” 或副词 “ｓａｆｅｌｙ” 是指

“受到保护没有受伤”ꎻ 名词 “ ｓａｆｅｔｙ” 是指 “安全的状态及免受危险和伤

害”ꎻ② 名词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是指安全的条件即 “为免受威胁或伤害而采取

的措施”ꎮ③

上述有关 “安全” 的解释仅是从语义层面加以理解ꎬ 而随着国际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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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变ꎬ 安全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和更丰富的内涵ꎮ 国际

关系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用了 ３ 组概念探究 “安
全”: “第一ꎬ 通过一组补充性概念ꎬ 如战略、 威慑、 遏制和人道主义等ꎬ 揭

示安全的具体含义ꎻ 第二ꎬ 通过一组平行性概念ꎬ 如权力、 主权和认同等ꎬ
揭示广义的、 政治层面上的安全含义ꎻ 第三ꎬ 通过一组竞争性概念ꎬ 如源于

冷战时期和平研究的 “和平”ꎬ 或 ２１ 世纪广泛争论的 “风险” 或 “意外”
等ꎬ 替代安全概念ꎮ① 若按巴里布赞的上述 ３ 组概念来分析ꎬ 本文所论述的

粮食安全则属于 “补充性概念”ꎬ 反映安全问题的具体含义ꎮ 而巴里布赞也

只是给出了与安全相关的 ３ 个分析框架ꎬ 并未给出安全的具体概念ꎬ 甚至在

国际关系学界中ꎬ 关于安全能否定义也颇受争议ꎮ 在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主

编的 «非传统安全概论» 一书中ꎬ 明确了认知安全的 ３ 个层面: 客观、 主观、
“主体间” 的社会认同 (主体间性)ꎬ 确立了安全问题互动结构的 ３ 个维度:
“安全”、 “安全感”、 “安全化”ꎬ 以此将安全描述为: 客观上不存在威胁ꎬ 主

观上不存在恐惧ꎬ 主体间不存在冲突ꎮ② 实际上ꎬ 不管是基于 “安全性” 的客

观威胁ꎬ 还是基于 “安全感” 的主观恐惧ꎬ 都与基于 “安全化” 的安全行为体

之间的互动有关ꎬ 只有当行为体之间确保对方安全时ꎬ 安全才得以真正成立ꎮ③

粮食安全作为安全的一个范畴ꎬ 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ꎮ 当前学

界对粮食安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ꎬ 其中英国学者戈登康韦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ｏｎｗａｙ) 和凯蒂威尔逊 (Ｋａｔｙ Ｗｉｌｓｏｎ) 合著的 «粮食战争: 我们拿什么来

养活世界» 以 “饥饿” 为切入点ꎬ 结合数据与案例分析ꎬ 重点论述了解决粮

食安全的措施ꎻ④ 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ｎｇｄａｈｌ ) 所著的 «粮食

危机» 以地缘政治的独特视角ꎬ 用翔实的史料揭示了粮食对世界霸权和国家

安全的重要性ꎮ⑤ 其他外国学者对粮食安全的研究则多以理论和实践为主ꎮ 中

国学者主要以中国的粮食安全为研究对象ꎬ 分析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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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发展战略等①ꎬ 但对国外粮食安全的研究相对较少ꎬ 其中车效梅教授将

中东粮食安全作为城市治理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ꎻ② 黄贤金教授主要以非洲土

地利用与粮食安全为重点研究对象ꎻ③ 安春英研究员以非洲粮食安全为基础ꎬ
研究中国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ꎮ④ 总体来看ꎬ 国内学者对粮

食安全的研究呈现出 “重宏观轻微观、 重地区轻国别、 重描述轻论述” 的特

点ꎮ 因此ꎬ 加强粮食安全问题的深度案例研究显得尤为必要ꎮ
粮食安全经历了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演变ꎮ 在国家安全领域ꎬ 政

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ꎬ 即通常所说的传统安全ꎬ 其

关系到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国际关系体系形成的基础ꎮ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抵御外敌入侵以维护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ꎮ 伴随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爆发ꎬ 传统大国和地区性强国都

越来越重视国家的军事实力ꎬ 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ꎮ 而

粮食与军事安全息息相关ꎬ 粮食在战争中的作用自古以来就凸显ꎮ “兵马未

动ꎬ 粮草先行”ꎬ 确保军队粮食的充足供给始终是打胜仗的前提ꎮ 从这一层面

来看ꎬ 粮食安全亦是军事安全的一部分ꎬ 属于传统安全范畴ꎮ 但随着冷战的

结束ꎬ 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传统安全受到冲击ꎬ 世界出现了一些

新的挑战和威胁ꎬ 粮食安全也逐渐从军事安全中分离ꎬ 从传统安全范畴逐渐

演化成非传统安全范畴ꎮ 非传统安全通常指 “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的主权和

利益以及个人、 群体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非军事威胁和侵害”⑤ꎬ
跨国性和全球性是其突出的特点ꎮ 从粮食安全来看ꎬ 一方面ꎬ 粮食中所存在

的细菌会被带到粮食进口国ꎬ 对进口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ꎬ 体现了国

外问题对国内问题产生的影响ꎬ 与卫生安全息息相关ꎬ 具有跨国特征ꎻ 另一

方面ꎬ 粮食安全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ꎬ 彻底解决需要各国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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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应对ꎮ 因此ꎬ 从安全类型来看ꎬ 粮食安全在当今世界已归属非传统安全ꎮ
“粮食安全” 的概念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ＡＯ) 进

行了界定: “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

品ꎮ” １９８１ 年ꎬ 联合国粮农组织又将粮食安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ꎬ 即广

义的粮食安全是指现在和将来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供给ꎻ 狭义的粮食安全意

味着粮食储备及管理体系能够在粮食减产及粮食进口减少时起到保护作用ꎮ①

而在 １９８６ 年ꎬ 受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的影响ꎬ
世界银行采纳了以下粮食安全的定义: “粮食安全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

得保证其积极、 健康的生活的足够食物ꎮ”② 这一定义很快在 ２００１ 年被联合国

粮农组织进行了详细阐述: “粮食安全是所有的人ꎬ 在任何时刻ꎬ 都能通过物

质、 社会和经济的途径得到充足、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 健

康的生活的情况ꎮ”③ 据此ꎬ 本文择其要义ꎬ 将粮食安全视为既要保证粮食供

应充足ꎬ 又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ꎮ
粮食安全与否ꎬ 以及粮食安全程度的高低需要一定的指标来衡量ꎮ 它又

可分为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宏观粮食安全和家庭或个人层面的微观粮食安全ꎮ
本文拟从粮食安全的国家宏观层面来考察ꎮ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克里斯

托弗巴雷特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总结出了粮食安全的三大支柱: 供应充

足、 可获得性、 有效利用ꎻ 由于粮食价格的波动对粮食安全同样构成很大威

胁ꎬ 学界遂将市场稳定作为粮食安全的第四大支柱ꎬ④ 由此也构成本文衡量埃

及粮食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ꎮ

埃及粮食安全问题的现状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ꎬ 其粮食作物包括小麦、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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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 / ｄｏｃｒｅｐ / ００３ / ｙ１５００ｅ / ｙ１５００ｅ０６ ｈｔｍ＃Ｐ０ － ２ꎬ 转引自 [英国] 戈登康韦、 凯蒂威尔逊: 前引书ꎬ
第 ７３ 页ꎮ

[英国] 戈登康韦、 凯蒂威尔逊: 前引书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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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 大麦和高粱ꎬ 其中前三种是埃及人饮食结构中的主要部分ꎮ 在三种主

要粮食中ꎬ 小麦占其粮食种植面积的 ３２％ ~ ４８％ ꎬ 玉米占 ２２％ ~ ２７％ ꎬ 水稻

占 １６％ ~２９％ ꎮ① 由于 １９ 世纪以前灌溉技术落后ꎬ 埃及每年利用尼罗河泛滥

所提供的水源补给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ꎮ 当代ꎬ 随着埃及工业化步履维艰

和人口的激增ꎬ 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ꎮ
(一) 粮食供需存在较大缺口

自 １９ 世纪初欧洲农业先进技术传入以来ꎬ 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

熟的轮作体系ꎬ 粮食实现自给自足ꎬ 一度被誉为 “尼罗河的粮仓”ꎮ 但英国工

业的迅速发展造成国内棉花供不应求ꎬ 纺织工业发展受限ꎮ 英国认为埃及拥

有种植棉花的优越自然条件ꎬ 遂在埃及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ꎬ 使得

埃及在一战前夕棉花种植面积逐渐扩大ꎬ 由 １８８３ 年占耕地总面积的 １１ ５％增

至 １９１３ 年的 ２２ ５％ ꎬ 同期棉花产量从 ２ ７００ 万坎塔尔②增至 ７ ７００ 万坎塔尔ꎬ
增长近 ２ 倍ꎮ③ 此举虽满足了英国殖民者的利益需求ꎬ 却削减了埃及粮食种植

面积ꎮ ２０ 世纪初ꎬ 曾经的 “粮仓” 开始依靠国外粮食进口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ꎬ 埃及农民因棉价下跌而生活苦不堪言ꎬ 埃及经济也因

棉花出口受阻遭受沉重打击ꎮ 埃及当局遂采取措施扩大粮食种植面积ꎬ 粮食

产量逐年增加ꎬ 埃及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度也有所减缓ꎮ 到 １９３８ 年ꎬ 埃及粮食

重新实现自给自足ꎮ 整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埃及的农业发展成效明显ꎬ 粮食

自给率均保持在 ８０％左右ꎬ 基本实现自给ꎮ
但伴随埃及城市人口的增加ꎬ 粮食需求也不断增长ꎮ 同时ꎬ 大量农村人

口迁往城市ꎬ 他们在城市非但不能产粮ꎬ 反而扩大了粮食需求量ꎬ 进一步加

重埃及粮食的供给压力ꎬ 加之政府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存在缺陷ꎬ 造成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埃及粮食危机不断加深ꎮ 依照埃及本国的粮食安全衡量指标ꎬ
粮食自给率低便存在粮食安全问题ꎮ 从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３ 年ꎬ 埃及粮食自给率

均达 ８０％ ꎬ 尚能自给ꎮ 但在 １９７４ 年ꎬ 粮食自给率跌至 ７２ ８％ ꎬ 并从此持续下

降ꎮ 进入 ８０ 年代ꎬ 粮食安全问题愈发严峻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埃及粮食自给率降至

８１１

①

②
③

Ｊｉａｎ Ｄｅｎｇꎬ Ｙｏｕｚ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ꎬ Ｗｅｎｈｕｉ Ｈａｏ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ꎬ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４ /
４０５９２４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０

埃及棉花重量单位ꎬ １ 坎塔尔 ＝ １５０ 公斤 (含籽)ꎬ １ 坎塔尔 ＝ ４５ 公斤 (不含籽)ꎮ
雷钰、 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２３ 页ꎮ



埃及粮食安全: 困境与归因　

５７ ８％ ꎬ 到 １９８６ 年ꎬ 已不足 ５０％ ꎬ 截止 １９８７ 年ꎬ 埃及人均粮食占有指数从

１９７８ 至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００ 下降至 ９９ꎬ 低于世界的平均值 １０３ꎮ① ２００６ 年ꎬ 埃及人

均粮食占有量为 ２９０ 公斤ꎻ ２０１１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到 ２６０ 公斤ꎻ 而从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４ 年ꎬ 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幅也仅有 １０ 公斤ꎮ②

图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埃及人口和粮食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０)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资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ｚｈ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５９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０) 绘制ꎮ

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形势ꎬ 尽管埃及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ꎬ 以期促

进粮食产量的提升ꎬ 但在庞大的人口压力面前ꎬ 国内增加的粮食产量也显得

杯水车薪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粮食作物小麦、 玉米和稻

谷的单产量徘徊不前ꎬ 其粮食产量的增幅主要靠种植面积的扩大ꎮ 具体而言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主要的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虽略有增加ꎬ 但仅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超过了人口增幅ꎬ 其余年份均未超过人口

增长百分比 (参见图 １)ꎮ 稻谷产量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需求ꎬ 而小麦和玉

米均供小于求ꎮ 小麦一直被埃及视作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ꎬ
但其产量也常出现负增长ꎬ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总产量分别下降

８９ ５２ 万吨、 １３４ ５６ 万吨、 １３３ ５３ 万吨ꎻ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小麦总

９１１

①
②

朱丕荣: «埃及的经济调整与农业政策改革»ꎬ 载 «国际社会与经济»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６ 页ꎮ
«埃及粮食总产量»ꎬ 载联合国粮农组织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ｚｈ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５９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０ꎻ «埃及人口数量»ꎬ 载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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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分别为 ７４６ ０２ 万吨和 ９２７ ９８ 万吨ꎬ① 消费量则达到 １ ８５０ 万吨和１ ９１０
万吨ꎬ 存在严重的 “赤字”ꎬ② 这意味着埃及每年仅小麦的进口量就有 １ ０００
万吨左右ꎮ 而玉米需求量在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分别比国内供给量高 ７４０ 万

吨、 ７９４ 万吨和 ８５０ 万吨ꎮ③ 由此看ꎬ 埃及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旧没有得到

解决ꎮ

表 １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埃及主要粮食种植面积、 单产和总产量

年份
种植面积 (万公顷) 单产 (吨 /公顷) 总产量 (万吨)

小麦 玉米 稻谷 小麦 玉米 稻谷 小麦 玉米 稻谷

２００５ １２５ ３８ ８６ ８２ ６１ ３３ ６ ４９ ８ １６ ９ ９９ ８１４ １０ ７０８ ５２ ６１２ ５３

２００６ １２８ ６８ ７６ １５ ６７ ０５ ６ ４３ ８ ３７ １０ ０８ ８２７ ４２ ６３７ ４３ ６７５ ５０

２００７ １１４ １０ ７７ ５９ ７０ ４１ ６ ４７ ８ ０５ ９ ７７ ７３７ ９０ ６２４ ３２ ６８７ ６８

２００８ １２２ ６７ ９３ ６３ ７４ ５１ ６ ５０ ７ ９１ ９ ７３ ７９７ ７１ ７４０ １４ ７２５ ３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３ ５３ ９８ ３１ ５７ ５５ ６ ３８ ７ ８２ ９ ５９ ８５２ ３０ ７６８ ６１ ５５２ ０５

２０１０ １２８ ７６ ９６ ８５ ４５ ９５ ５ ５７ ７ ２７ ９ ４２ ７１７ ７４ ７０４ １１ ４３２ ９５

２０１１ １２８ ４９ ８８ ８３ ５９ ３２ ６ ５４ ７ ７４ ９ ５７ ８４０ ７１ ６８７ ６５ ５６７ ５０

２０１２ １３３ ６２ １０４ １３ ６２ ０３ ６ ５８ ７ ７７ ９ ５３ ８７９ ５５ ８０９ ３６ ５９１ １１

２０１３ １４１ ８７ １０３ ０３ ５９ ７１ ６ ６７ ７ ７２ ９ ５９ ７４６ ０２ ７９５ ６６ ５７２ ４１

２０１４ １４２ ５１ １０３ ９２ ５７ ３７ ６ ５１ ７ ７６ ９ ５３ ９２７ ９８ ８０５ ９９ ５４６ ７４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上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ｚｈ / ＃ｄａｔａ / ＱＣꎬ ２０１７ －１１ －２３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ꎬ 人口的迅速膨胀已经使埃及的粮食产量无法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ꎮ 供需矛盾若不能有效应对ꎬ 不仅会影响人们每

日所需的卡路里摄入量ꎬ 而且会造成民众对粮食短缺的恐慌ꎬ 极易诱发社

会骚乱ꎮ 为解决国内粮食供不应求的问题ꎬ 埃及政府只能转向国际市场寻

求粮食进口ꎮ
(二) 粮食进口依存度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埃及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ꎮ 粮食进口量从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５
年的平均 ２０１ ３ 万吨增至 １９７１ 年的 ２４４ ８ 万吨ꎬ 此后粮食进口量虽在 １９７３ 年

０２１

①
②

③

联合国粮农组织网上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ｚｈ / ＃ｄａｔａ / ＱＣ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Ｇｒａ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ＵＳＤＡ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７ꎬ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ｐｓｄｏｎｌｉｎｅ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 / ｇｒａｉ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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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１８７ ２ 万吨ꎬ 但并未持续下降ꎮ① 自 １９７４ 年起ꎬ 粮食进口量一直保持增

长趋势ꎬ 从 ２９９ ７ 万吨直线上涨ꎬ 埃及也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成为粮食净进口

国ꎬ 只有靠大量进口才能弥补国内无法满足的粮食差额ꎮ
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美国向埃及出口了包括玉米、 大豆

等在内的近 １９ 亿美元的食品和农产品ꎬ 平均每天达 １４９ 万美元ꎬ 创下了美国

近年向埃及出口粮食的新纪录ꎮ②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对外宣布ꎬ 将持续加大对

埃及的粮食出口ꎮ 随着粮食需求量的日益增加ꎬ 埃及也开始向更多的国家寻

求进口ꎬ 其粮食进口主要来源集中在北美、 南美和欧洲等地区ꎬ 其中以美国、
阿根廷、 巴西、 乌克兰和俄罗斯为主ꎮ

图 ２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埃及粮食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及其所占比例 (％ )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ｏｐ Ｆｏｏ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３１

粮食进口尽管可以缓解埃及国内粮食供应压力ꎬ 但从长远来看ꎬ 依赖粮

食进口意味着将解决本国人民温饱问题的主动权交由别国ꎬ 这并不是行之有

效的办法ꎬ 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的自主

权ꎬ 而且会给埃及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ꎮ 首先ꎬ 政府财政负担加重ꎮ 随着

埃及国内人口持续膨胀ꎬ 政府购粮总量也在攀升ꎬ 财政压力增大ꎮ 从 ２００５ 年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埃及用于购买谷物的财政支出增加了 ３３ ８ 亿美元ꎬ 其中用于购

１２１

①

②

武薄行: «论埃及 ７０ 年代末期以来的粮食危机»ꎬ 西北大学世界历史系硕士论文ꎬ １９９１ 年ꎬ
第 ８ 页ꎮ

«埃及粮食进出口数据统计»ꎬ 参见美国农业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ｒｅｇｉｏｕｓ / ｅｇｙｐｔ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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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大米的支出增加了 ４２２ ３ 万美元ꎬ 购买小麦和小麦粉的支出增加了 １９ ２ 亿

美元ꎮ①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用于进口粮食的支出已达到 １４８ ７ 亿美元ꎬ 约占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 ꎮ② 埃及自 ２０１１ 年爆发 “一二五” 革命以来ꎬ 经济

发展一直在低位徘徊ꎬ 经济的有限增长已无法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ꎬ 伴随人

口增长所带来的购粮压力无疑使政府的财政支出更加吃紧ꎬ 阻碍了埃及经济

的复苏ꎮ
其次ꎬ 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会影响埃及国内粮价ꎮ 国际粮食市场的发展

现状和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导致粮食价格的波动ꎬ 对埃及而言ꎬ 将会面临

不可预知的挑战ꎮ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ꎬ 粮食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ꎬ 国际谷物价格

达到了 ３０ 年来的最高水平ꎬ 国际小麦和玉米价格较 ２００５ 年分别上涨了

８５ ３％和 １１８ ２％ ꎮ 埃及作为粮食进口国ꎬ 此次世界粮食危机对其影响尤甚ꎮ
埃及 ２００８ 年小麦的批发价相比 ２００５ 年上涨 ９８ ３％ ꎬ 国内小麦的消费价格上

涨 １０５ ６％ ꎬ 玉米的批发价和消费价格相较 ２００５ 年增涨 ３５ ７％ 和 ７６ ５％ ꎮ③

２００８ 年的粮食危机给埃及带来了巨大打击ꎬ 尽管危机已经过去ꎬ 但国际市场

的发展依旧存在着多变性和难以预测性ꎬ 过度依赖粮食进口也就预示着埃及

仍将承受因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给粮食安全所带来的威胁ꎮ
再次ꎬ 粮食出口国政策的改变攸关埃及粮食进口数量ꎮ 由于埃及对国外

粮食的依赖性逐渐加强ꎬ 出口国每年向埃及供给粮食的数量与埃及民众的生

存息息相关ꎮ 但粮食产量难免会受自然环境等不可抗力的影响ꎬ 即便是粮食

大国也不能确保年年丰收ꎬ 一旦减产ꎬ 各国势必会依国情制定相应的出口政

策ꎬ 给埃及的进口造成影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埃及原计划以每吨 ２１６ 美元的价格从

俄罗斯进口 １８ 万吨小麦ꎬ 但持续干旱导致俄罗斯小麦歉收ꎬ 致使俄罗斯做出

暂停出口小麦的决定ꎬ 造成双方的合同被搁置ꎮ 尽管俄罗斯宣布开放出口后

会优先考虑埃及的需求ꎬ 但仍给埃及当年的小麦进口市场供需造成了沉重的

打击ꎮ
最后ꎬ 过度依赖进口会导致国家在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受制于别国ꎮ 亨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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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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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辛格曾说过: “谁控制了石油ꎬ 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ꎻ 谁控制了粮食ꎬ
谁就控制了所有人ꎮ”① 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ꎬ 粮食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于解

决人民的饥饿问题ꎬ 其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博弈的重要筹码ꎮ 对粮食大国而言ꎬ
粮食已经演变成对进口国家施加压力的战略武器ꎬ 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存在

于当今世界ꎬ 将对粮食进口国的政策制定起到限制作用ꎮ② 埃及当前正处于经

济复苏时期ꎬ 塞西总统希望带领埃及重塑地区大国的地位ꎮ 但如今粮食成为

埃及崛起的阻力ꎬ 若埃及的 “饭碗” 一直掌握在别国手中ꎬ 进口量始终保持当

前规模抑或是继续提升ꎬ 那么今后不论是面对地区事务还是国际危机ꎬ 粮食都

会成为制约埃及发展的一个瓶颈ꎬ 国家的政策措施和利益诉求势必会受到束缚ꎮ
(三) 国内粮价高涨

如图 ３ 所示ꎬ 受供需矛盾尖锐和粮食进口依赖性强两方面的影响ꎬ 埃及

国内粮食价格持续上升ꎬ 这对埃及而言ꎬ 无疑是雪上加霜ꎮ 尽管政府采取措

施ꎬ 向民众提供廉价的补贴面包ꎬ 一个 １００ 克补贴面包的售价低于 １ 美分ꎬ

而非补贴面包的价格则是前者的 １０ 到 １２ 倍ꎮ 即便如此ꎬ 埃及国内粮食价格

上涨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ꎬ 供粮压力也没有得到缓解ꎮ ③

图 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埃及国内粮食价格指数③

资料来源: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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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粮食价格水平的变化方向、 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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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粮食价格除受供求关系影响外ꎬ 其他非常规性因素也成为推动粮价

上涨的因素ꎮ 一方面ꎬ 商人哄抬粮价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受埃及国内大米供小于求的

影响ꎬ 埃及发布出口禁令ꎬ 但仍不能遏制不法商贩走私大米的行为ꎬ 造成国

内大米供应缺口加大ꎻ ２０１５ 年ꎬ 埃及国内的部分商人囤积大米ꎬ 拒不向政府

出售ꎬ 加速了国内粮价的上涨ꎮ① 另一方面ꎬ 埃及对麦角菌②零容忍的规定推

高了粮价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因在法国装船的 ６ ３ 万吨小麦存在麦角菌ꎬ 导致埃

及中央检疫机构拒绝进口ꎬ 即便真菌含量低于国际所规定 ０ ０５％ 的临界值ꎬ
这是埃及中央检疫机构第一次以对麦角菌零容忍为由拒绝小麦进口ꎮ 这一决

定给埃及国内粮食市场所造成的后果始料未及ꎮ 为防止因埃及中央检疫机构

的新政策所造成的损失ꎬ 商人要向政府交纳保险费ꎬ 致使埃及粮食价格从 ４０
美元 /吨上涨到 ８０ ~ １１０ 美元 /吨ꎮ 而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埃及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来自美国的 ３ ３ 万吨小麦ꎬ 再次给国内粮食价格带来波动ꎮ 高粮价虽一直备

受埃及政府的关注ꎬ 但仍未得到有效解决ꎮ
高粮价在以下三方面影响着埃及的发展: 首先ꎬ 粮食价格关乎社会稳定ꎮ

粮食价格的涨落直接关乎人民的购买能力ꎬ 粮价不断攀升削弱了埃及人民购

买粮食的能力ꎬ 特别是弱势群体ꎮ 占埃及人数一小部分的富人拥有国内大部

分的经济利益ꎬ 有能力掌控大部分的可得食物ꎮ③ 而低收入者在粮价上升的压

力下ꎬ 获取食物的能力愈来愈弱ꎮ 此外ꎬ 高粮价是影响埃及政局稳定、 导致

国内动乱的一根导火索ꎮ 当贫困者因买不起粮食而饱受饥饿时ꎬ 他们便会走

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ꎬ 潜在的社会问题便逐渐升级为政治暴动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西

亚北非大动荡爆发ꎬ 埃及亦难幸免ꎬ 执政埃及近 ３０ 年的穆巴拉克政府被推

翻ꎬ 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的人民不满也是引发埃及此次革命的一个

重要原因ꎮ 正如莱斯特布朗 (Ｌｅｓｔｅｒ Ｒ Ｂｒｏｗｎ) 所言: “即使粮食生产在世

界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并不大ꎬ 但因农业作为基础产业ꎬ 凡是有可能阻碍其

正常发展的要素都易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ꎮ”④ 有粮则稳ꎬ 无粮则慌ꎬ 确

保人民能够买得起粮ꎬ 才是埃及社会的稳定剂ꎮ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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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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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翔: «多重因素推高埃及粮价»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ꎮ
麦角菌属于一种子囊菌ꎬ 最喜寄生在黑麦、 大麦等禾本科植物的子房内ꎬ 发育形成坚硬、 褐

至黑色的角状菌核ꎬ 人们称它为麦角菌ꎬ 过多食用后会造成死亡ꎮ
徐振伟: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东北非动荡———以埃及为例»ꎬ 载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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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粮食价格上涨易造成民众心理失衡ꎮ 社会心理平衡是社会稳定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 民众对社会长期的不满和心理上的失衡往往是造成社会

动荡的心理基础ꎮ① 粮食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造成社会心理失衡的一个重

要因素ꎮ 高粮价不但使埃及的低收入者遭到严重的冲击ꎬ 而且加剧了埃及原

本就存在的贫富差距ꎬ 加重了民众心理的不平衡ꎮ 当穷人还在为解决饥饿问

题发愁时ꎬ 那些富人却过着富裕的生活ꎬ 因为粮价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ꎮ
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凸显了埃及社会的极度不平衡ꎬ 不仅会诱发民众的社会不

公和仇富心理ꎬ 更会歪曲民众对社会公平的看法ꎬ 进而加深对政府的仇恨ꎬ
给国家稳定留下遗患ꎮ

最后ꎬ 高粮价抬高通货膨胀ꎮ 据埃及中央统计局的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埃及的消费物价指数 (ＣＰＩ) 上浮 ３ ０５％ ꎬ 是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以来增幅最

大的一个月ꎬ 而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增幅放缓ꎬ 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 ０ ７８％ ꎮ② 埃

及粮价上涨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ꎬ 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率的提升ꎮ 尽管埃及政

府已极力抑制通货膨胀ꎬ 但收效甚微ꎬ 通货膨胀率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达到了

３２ ９％ ꎮ③ 埃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远快于居民工资的增幅ꎬ 增加了他们的购粮

压力ꎮ
综上ꎬ 无论从埃及粮食总供求情况ꎬ 还是粮食自给率指标ꎬ 抑或粮食市

场外贸依存度ꎬ 以及粮价的居高不下种种因素来看ꎬ 埃及的粮食安全存在较

大的威胁ꎬ 尤其反映在粮食获取能力和粮食供应能力满足不了粮食消费的

需求ꎮ

埃及粮食安全问题的成因

影响埃及粮食安全的既有客观因素ꎬ 又有主观因素ꎻ 既有政策因素ꎬ 又

有技术因素ꎮ 归纳起来ꎬ 埃及的自然环境条件、 政府经济政策的偏差、 城市

化进程和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四大因素造成目前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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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自然条件束缚粮食产量提高

自然环境既是一国所具有的先天因素ꎬ 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础ꎮ 埃及

地处非洲东北部ꎬ 地跨亚、 非两大洲ꎬ 濒临红海和地中海ꎮ 埃及境内沙

漠广布ꎬ 大部分地区为干旱的热带沙漠气候ꎬ 终年炎热干燥ꎬ 仅地中海

沿岸为温和的地中海气候ꎮ 整体而言ꎬ 埃及的自然条件对粮食生产弊大

于利ꎮ
第一ꎬ 耕地面积不足ꎮ 埃及的土地具有人均占有量少、 可开发土地资源

有限和土地类型单一、 耕地比重小两方面特性ꎮ 埃及国土总面积为 １００ ２ 万

平方公里ꎬ 其中 ９６％ 的土地为荒漠ꎬ 只有占国土总面积 ４％ 的土地为耕地ꎮ
埃及政府多年来一直很重视对沙漠的治理ꎬ 虽产生了一些成效ꎬ 但人口增速

远快于土地开垦的速度ꎬ 总人口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３ ０００ 多万人增加到 ９０ 年

代 ６ ０００ 多万人ꎬ 人均耕地面积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 ０ １６ 公顷减少到 ９０ 年代

的 ０ １２ 公顷ꎬ 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０ ３７ 公顷ꎮ①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该国人均耕地

面积仅有 ０ ０３ 公顷ꎬ 大部分农民根本无法通过土地来维持生计ꎮ 因受耕地稀

缺的影响ꎬ 部分农民选择放弃种植粮食作物ꎬ 而选种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的经济作物ꎬ 更加恶化了埃及的粮食安全形势ꎮ
第二ꎬ 水资源短缺ꎮ 埃及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沙漠气候ꎬ 降水量

稀少ꎬ 只有北部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ꎬ 但年均降雨

量最多也只有 ２００ 毫米ꎮ 此外ꎬ 高温造成开罗地面的蒸发量高达 １ ０２０ 毫米ꎮ
受此影响ꎬ 降水可利用量占总降水量的比例不到 ５０％ ꎬ 使得原本稀缺的降水

变得弥足珍贵ꎮ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ꎬ 一国从可供使用的淡水中回收再利用的水量如果低

于 １０％ ꎬ 即被视为低度缺水ꎻ 如果在 １０％ 至 ２０％ 之间ꎬ 就被视为中度缺水ꎻ
如果处于 ２０％至 ４０％之间ꎬ 则被视为中高度缺水ꎻ 如果超过了 ４０％ ꎬ 则被认

为是高度缺水ꎮ② 按照这个标准ꎬ 埃及属于高度缺水的国家ꎬ 每年来自于尼罗

河的 ８５％的水资源都要被回收再利用ꎮ
第三ꎬ 土壤肥力退化ꎮ 尼罗河每年长达 ４ 个月的泛滥期会携带大量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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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矿物质的泥沙顺流而下ꎬ 沉积在尼罗河两岸ꎬ 形成肥沃的河谷盆地和

尼罗河三角洲ꎮ 由于黑色淤泥是沉积在先前的砾石层上ꎬ 部分积水会渗入

地下ꎬ 排进大海ꎬ 进而避免形成沼泽或盐碱地ꎬ 古埃及人把这种有利于农

作物生长的黑色土地称为 “凯麦特”ꎮ① 尽管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土壤具

有较好的自然养分ꎬ 自古埃及时期起ꎬ 农作物生长就受益于黑土地肥沃的

养分ꎬ 但土壤的养分并不是一成不变ꎬ 受后天因素的影响ꎬ 土壤肥力正逐

渐退化ꎮ
埃及阿斯旺大坝建成之后ꎬ 泥沙被拦在库区上游ꎬ 导致下游农业产区的

土壤得不到充足的营养ꎮ 此外ꎬ 因河水泛滥受到抑制ꎬ 季节性雨水无法带走

土壤中所蕴含的盐分ꎬ 而大坝对农业用地的持续灌溉促使地下水位上升ꎬ 深

层土壤的盐分随之被带到泥土表层ꎬ 加上灌溉水中自带的盐分ꎬ 导致土壤次

生盐碱化的形成ꎬ 加速了土壤肥力的衰退ꎮ
(二) 长期不合理的农业政策限制了农业发展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ꎬ 其发展自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ꎮ 但自埃

及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国家制定的农业政策并不合理ꎬ 为埃及农业发展增添

障碍ꎮ
第一ꎬ 土地改革留下遗患ꎮ １９５２ 年ꎬ 纳赛尔在埃及推行土地改革ꎬ 将

大多数被政府控制的土地分给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ꎬ 但个人所得到的土地

很少ꎬ 通常小于 ２ １ 公顷ꎮ 从 １９５２ 年起ꎬ 占有面积小于 ２ １ 公顷的农场数

便开始增加ꎬ 同时大型农场数量及其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在急剧下降 (如表 ２
所示)ꎮ

从表 ２ 数据可以看出ꎬ 土地改革促使拥有土地的人数在不断增加ꎬ 从当

时社会的实际角度出发这种做法是可取的ꎬ 符合埃及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需要ꎮ 但从发展角度来看则不利于农业生产ꎮ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ꎬ 这

种分配方式的弊端愈发显现ꎮ 其一ꎬ 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无法提高农民的生活

水平ꎮ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ꎬ 小土地耕种已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

人民对生活水平的高追求ꎮ 埃及碎片化的土地给农民所带来的收益也在逐渐

下降ꎬ 小农场主不再能通过土地养活自己ꎬ 导致一些人选择放弃农业生产ꎬ
农业发展陷入困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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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埃及土地所有权分配表

具体项目
拥有土地的人数

(万人)
农场占地总面积

(万公顷)

土地面积
(公顷)

１９５２ 年
土改前

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年
土改后

１９５２ 年
土改前

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年
土改后

小于 ２ １ ２６４ ２ ２８４ １ ２９１ ９ ８９ １ １１６ ８ １３３ ２

２ １ ~ ４ ２ ７ ９ ７ ９ ８ ２２ １ ２２ １ ２２ １

４ ２ ~ ８ ４ ４ ７ ４ ７ ６ ５ ２６ ８ ２６ ８ ２６ ８

８ ４ ~ ２１ ２ ２ ３ ２ ６ ２７ ５ ３４ ４ ３４ ４

２１ ~ ４２ ０ ６ ０ ６ ０ ６ ２０ ２ １８ １ １８ １

４２ ~ ８４ ０ ３ ０ ３ ０ ５ １８ ４ １８ ４ ２１

大于 ８４ ０ ２ ０ ２ ０ ４９ ４ １４ ９ ０

具体项目 占拥有土地人数的比例 (％ ) 占所有农场占地面积的比例 (％)

土地面积
(公顷)

１９５２ 年
土改前

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年
土改后

１９５２ 年
土改前

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年
土改后

小于 ２ １ ９４ ３ ９４ ４ ９４ １ ３５ ４ ４６ ５ ５２ １

２ １ ~ ４ ２ ２ ８ ２ ６ ２ ６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４ ２ ~ ８ ４ １ ７ １ ６ ２ １ １０ ７ １０ ７ １０ ５

８ ４ ~ ２１ ０ ８ １ ０ ０ ８ １０ ９ １３ ７ １３ ５

２１ ~ ４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７ ２ ７ ２ ７ １

４２ ~ ８４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７ ３ ７ ２ ８ ２

大于 ８４ 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９ ７ ５ ９ ０

　 　 资料来源: Ｊｏｈｎ Ｂ Ｐ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 Ｃｏｙｌｅꎬ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２ꎮ

其二ꎬ 封闭的耕种状态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ꎮ 埃及农民长期处于

孤军奋战状态ꎬ 土改所造成的土地碎片化将农民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ꎬ 导致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切身需求ꎬ 不愿参与到农业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修之

中ꎬ 最终不仅危及农业发展ꎬ 也有损农民自身的利益ꎮ
其三ꎬ 土地碎片化不利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ꎮ 在小面积土地上从事

耕种的农民ꎬ 依靠个人劳动就可以完成农业活动ꎬ 根本不需要机械化的农业

装备ꎬ 但仅依靠劳动力根本无法提高粮食生产率ꎮ 尽管土改表明埃及政府对

土地问题的关切ꎬ 但改革并未彻底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ꎬ 土地依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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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的性质ꎬ 多数农民在拥有极少土地的前提下很难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

有所作为ꎮ
第二ꎬ 农业发展资金不足ꎮ 在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ꎬ 和其他刚刚获得政

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ꎬ 国内百废待兴ꎬ 政府极其渴望振兴国家经济ꎬ
稳定新生政权ꎮ 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埃及新政权的愿望ꎮ 纳赛尔政府首

先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ꎬ 埃及工业取

得了一定成就ꎬ 民族工业有所发展ꎮ 但由于对工业的高度重视ꎬ 导致农业发

展滞缓ꎬ 政府对农业的投资逐渐下降ꎬ 农业发展缺少动力ꎬ 影响粮食产量的

增加ꎮ
诚然ꎬ 工业化能够加速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ꎬ 但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实

质上本末倒置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ꎬ 其发展的好坏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

展和工业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ꎮ 其实ꎬ 埃及具备推动农业发展、 提高

粮食产量的优势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约 １０ 亿埃镑 (约合 １ ２７７ 亿美

元)①ꎬ 其中仅农业就创造了总产值的 ３３ ３％ ꎬ 且埃及当时从事农业的人数占

总劳动人数的 ６０％以上ꎮ② 这种优势在埃及共和国成立之后依然存在ꎬ 但国

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使得这种优势并未凸显ꎬ 且逐渐消失ꎮ
纳赛尔执政时期 (１９５２ ~ １９７１ 年)ꎬ 为谋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ꎬ 政府

公开对农业进行挤压ꎬ 制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并以此

获利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 埃及农业仅占国家投资比例的 ９％ ꎬ 尽管这一

比例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由于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而超过了 ２５％ ꎬ 但好景不

长ꎬ １９７５ 年农业投资所占比例就跌至 ７％ ꎬ③ １９７７ 至 １９７９ 年三年间ꎬ 这种下

降的趋势仍未停止ꎬ 农业投资分别仅占经济总投资额的 ４ ８％ 、 ５ １％ 和

６ ８％ ꎮ④ 在埃及第一个五年计划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５ 年) 中ꎬ 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

是农业的 １ ４５ 倍ꎬ 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３３ ３％ 下降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２９％ ꎮ 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２ 年) 中ꎬ 政府对工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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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已经升至农业的 ３ ４６ 倍ꎮ① 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均衡造成了国家经济

的畸形发展ꎮ
整体来看ꎬ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ꎬ 政府投资的倾向性导致农业受到忽

视ꎬ 造成投资短缺———利润回报率低———减少投资的恶性循环ꎮ② 这对粮食生

产乃至整个农业部门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ꎮ 同时ꎬ 工业发展不仅加重

了对水源的污染ꎬ 损害了埃及的灌溉农业ꎬ 而且工业所排放的铁、 铜、 锌等

金属颗粒也通过河流和空气被传播到了土壤中ꎬ 影响粮食收成ꎮ
第三ꎬ 实行农产品低价格政策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ꎬ 埃及政府干预农

业生产ꎬ 要求农民生产指定的农产品ꎬ 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这些农产品ꎬ
严重扰乱了农业市场秩序和粮食价格体系ꎮ 在埃及ꎬ 国内市场主要包括自由

市场和国家垄断市场ꎮ 前者主要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影响价格ꎬ 后者主要通

过国家定价ꎬ 而埃及的农产品市场更倾向于后者ꎮ 纳赛尔政府进行土改时期ꎬ
在农村开展了合作社运动ꎮ 因合作社在农村发展中享有独断的权力ꎬ 农民必

须要从合作社购置耕作所需的种子、 化肥和杀虫剂等ꎬ 但合作社卖给农民的

价格往往要高于农民自己购买的价格ꎮ 此外ꎬ 合作社在国家授权下还可以直

接决定农作物的耕种面积ꎬ 并有权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农民购买农产品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埃及政府以每吨 １６０ 美元的价格购买农村所生产的大米ꎬ 却以每吨

４５０ 美元的价格向外出口ꎬ③ 农民无法获得中间差价带来的利润ꎮ
农村合作社之所以能够低价购买粮食ꎬ 主要和政府对粮食价格类型的划

分紧密相关ꎮ 埃及的农作物售价大致可以分为 ３ 种类型ꎮ 第一种是完全固定

价格ꎬ 如棉花ꎬ 其价格全由政府规定ꎬ 且要全部售给国家ꎻ 第二种是自由价

格ꎬ 受市场供需所影响ꎬ 如水果、 蔬菜等农产品ꎻ 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一些主要农作物ꎬ 如玉米、 小麦、 大米等ꎬ 它们要按国家规定的份额和价格

出售给国家ꎬ 剩下的余粮才允许农民自行出售ꎮ④ 如在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０ 年间ꎬ 根

据埃及政府规定ꎬ 农民所产小麦的 ２７％ 、 大米的 ６６％都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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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给国家ꎮ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合作社所垄断的购粮价格比自由市场的价格

要低 ２０％至 ５０％ ꎬ 尽管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一直在攀升ꎬ 但对政府购粮没有

任何影响ꎮ 与此同时ꎬ 农业生产成本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却不断提高ꎬ 尽管

政府的收购价格有所提升ꎬ 但和农业生产成本相比ꎬ 根本不值一提ꎮ 如大米

和玉米在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０ 年间的生产价格指数分别为 ７ １ 和 ６ ３ꎬ 而收购价格指

数却只有 ５ ４ 和 ６ ０ꎬ 农产品价格仍处在低位ꎮ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ꎬ 国家采取的低价格政策使得价格丧失了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ꎬ 农民被孤立于粮食市场之外ꎮ 政府直接干预取代了价格的

调节作用ꎬ 导致政府不能及时适应市场的变化ꎬ 从而不能将准确的市场信息

传递给农民ꎬ 给粮食生产带来了消极影响ꎮ 一方面ꎬ 低粮价加重了农民的生

产负担ꎬ 使农民无利可图ꎮ 另一方面ꎬ 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改变了原有的农作

物生产结构ꎮ 高利润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ꎬ 相对效益低的农作物耕

种面积却逐渐被削减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到 ７０ 年代初期ꎬ 埃及小麦的种

植面积从 ６６ 万公顷下降到 ５４ ５ 万公顷ꎬ 其占总耕种面积的比例也从 １９５０ 年

的 １６％下降至 １９７５ 年的 １２％ ꎮ③ 与之相比ꎬ 苜蓿和蔗糖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

却在逐渐增加ꎮ 苜蓿在 １９７５ 年种植面积达 １１７ ６ 万公顷ꎬ 占总耕种面积的

２６％ ꎻ 蔗糖种植面积则从 ５０ 年代初的 ４ 万公顷增至 １９７５ 年的 ９ ２ 万公顷ꎮ④

在价格杠杆的作用下ꎬ 耕地的分配越来越杂乱无章ꎬ 主要粮食作物的面积不

增反降ꎬ 束缚了粮食产量的增加ꎮ
由此ꎬ 在纳赛尔和萨达特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１ 年) 两届政府时期ꎬ 受国家重工

轻农政策的影响ꎬ 埃及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ꎬ 致使该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末期出现粮食危机ꎮ 整体来看ꎬ 自 １９５２ 年埃及共和国建立至整个 ６０ 年代ꎬ
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突出ꎬ 但并不意味着自 ７０ 年代产生的粮食危机与此

前毫无关联ꎮ 除了自然因素对粮食生产的限制之外ꎬ 纳赛尔时期所制定的经

济政策依然影响着萨达特时期和穆巴拉克时期 (１９８１ ~ ２０１１ 年) 的农业发

展ꎮ 因此ꎬ 埃及粮食危机的根源出现在纳赛尔时期ꎬ 而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

恶化是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当政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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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过度城市化加重粮食供应负担

１９８１ 年穆巴拉克成为埃及第三任总统ꎬ 他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ꎬ 坚

持对外开放ꎬ 用 “生产性开放” 代替萨达特时期的 “消费性开放”ꎮ 穆巴拉

克的经济政策虽加速了城市的扩张ꎬ 促使埃及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ꎬ 但

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ꎬ 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埃及的过

度城市化给农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第一ꎬ 农村用地逐渐被城市用地蚕食ꎮ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ꎬ 城市的发展

与繁荣远比农业兴盛更具吸引力ꎮ 为加速城市化进程ꎬ 提高经济效益ꎬ 埃及

把大量的耕地用于城市发展与建设ꎮ 而城市化造成城市人口迅速增加ꎬ 使得

政府将大量用地建成楼房以容纳更多的人ꎮ 此外ꎬ 一些从海外归国的富人ꎬ
为追求更大的住房面积和优雅的生活环境ꎬ 选择在村庄周边的农用土地而不

是拥挤的老城中心建大型住宅区、 足球场和棒球场等ꎮ 据统计ꎬ 早在 １９５２ 至

１９８０ 年ꎬ 就有约 ２０ ３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被用作建筑房屋和其他公共设施ꎬ①

导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大量土地丧失了其原本的农业价值ꎬ 高层住宅已经

成为该地区很多村庄的地标ꎮ②

更为严重的是ꎬ 城市化所占用的多数土地都是肥沃且非常有限的农田ꎮ
这些农田所生产的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能创造很好的收益ꎬ 但这些农田却

逐渐流失ꎮ 早在 １９６８ 至 １９７７ 年ꎬ 由开罗、 吉萨和盖勒尤卜 ３ 个行政区所组成

的大开罗区平均每年占用周围农业用地的数量就达 ３２８ 公顷ꎬ 到 １９７７ 至 １９８２
年ꎬ 每年增加到了 ５９３ 公顷ꎮ③

第二ꎬ 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增强ꎮ 农民耕地的日益减少使其逐渐丧失了

经济来源ꎬ 伴随城市的快速发展ꎬ 城乡差距加大ꎬ 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落后

和农民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促使大量农民前往城市谋生ꎮ 一方面ꎬ 城市

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成为吸引农民的主要动力ꎮ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ꎬ 吸纳了更多的侨汇和外商投资ꎬ 创造了更多的新就业

机会ꎮ 相较在农村日夜耕种却未获等价回报的生活而言ꎬ 城市的工作更具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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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ꎮ 在城市日益兴盛农村日渐落后的社会环境下ꎬ 务工人数增多、 务农人数

减少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保持ꎮ 另一方面ꎬ 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吸引农民前往ꎮ
在农民眼中ꎬ 城市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ꎬ 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医疗设施、 安全

的饮用水和更好的食物ꎮ 对于埃及大多数农民而言ꎬ 生活在城市意味着可以

获得更多的尊重ꎮ 因为城市居民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化和高素质的代表ꎬ 他们

不仅拥有好的前景ꎬ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给子女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ꎮ 但这些

需求在农村无法得到满足ꎬ 对比后形成的极大心理落差致使更多农民选择留

在城市ꎬ 尤其是留在国家重点开发、 大力投资的一些大城市ꎬ 如开罗、 亚历

山大等ꎮ
从农民自身角度出发ꎬ 选择留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以获得相对较好的生

活ꎬ 这种做法无可非议ꎮ 但从农业发展层面来看ꎬ 由于劳动力对农业生产至

关重要ꎬ 农民迁往城市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失ꎬ 农业发展缺少动力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１ 年ꎬ 埃及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直在 ３０％左右浮动ꎬ 相较 １９８９ 年

的 ４２ ４％ ꎬ 下降了大约 １０％ ꎮ 对农业发展来说ꎬ 不仅粮食增产的前景更加暗

淡ꎬ 同时也加重了城市供粮负担ꎮ
第三ꎬ 城市人口膨胀加大粮食需求量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

的改善ꎬ 埃及新生儿的数量不断增长ꎬ 人口出生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５％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７％ ꎬ① 而人口死亡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６ ５％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 ꎬ② 埃及人的

预期寿命逐渐延长ꎬ 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使得埃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ꎬ 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ꎮ 以埃及两个主要大城市的人口为

例ꎬ 开罗 １９５０ 年人口仅 ２３５ 万ꎬ １９８５ 年达１ ０００万ꎬ １９９３ 年底为１ ３００万ꎬ③

到了 ２０１５ 年则达到了１ ８７７ ２万ꎻ④ 亚历山大人口在 ７０ 年代为 ２３０ 万ꎬ 到

２０１５ 年增至 ４７７ ８ 万ꎮ⑤

伴随城市人口的膨胀ꎬ 居民对粮食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地增长ꎬ 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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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玉米等主要粮食ꎮ 但城市人口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力军ꎬ
并不能推动农业发展ꎬ 提高粮食产量ꎮ 农村作为人们所需食物和其他供给的

来源地ꎬ 是城市劳动力需求和资本重要来源以及城市商品消费的重要市场ꎬ
而人口外迁削弱了其内在的自我供给能力ꎮ① 事实上ꎬ 真正的城市化应该建立

在确保农业发展、 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ꎬ 能够使农村真正成为城市

发展的补给地ꎬ 保证城市享有充足的粮食供给ꎬ 推动城市平稳健康的发展ꎮ
但是ꎬ 埃及的城市化则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ꎬ 过度关注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

作用ꎬ 忽略了农村的重要性ꎬ 用城市的繁荣掩盖农村的落后ꎬ 无异于 “掩耳

盗铃”ꎮ
第四ꎬ 农业用水数量和质量下降ꎮ 在埃及所有部门中ꎬ 农业是用水量最

大的经济部门ꎬ 国家 ８０％以上的水资源都被用作农业灌溉ꎮ 但当农业用水和

城市用水不能协调时ꎬ 埃及政府更偏向于后者ꎮ 在埃及所有的大城市ꎬ 饮用

水的覆盖率达 １００％ ꎬ 而农业灌溉用水的一部分却被削减ꎬ 据埃及中央公共动

员与统计局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ＣＡＰＭＡＳ) 数

据显示ꎬ ２０１５ 年埃及农业灌溉用水量为 ３６７ ５ 亿立方米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减少

了 ３ ９％ ꎮ②

而从埃及水质来看ꎬ 城市用水的增加导致排出的生活废水也随之逐渐增

多ꎬ 但生活废水往往未经处理就直接流到排水通道ꎬ 并将废水中的病菌带入

尼罗河地表水ꎮ 由于尼罗河蓄水层自我清洁能力较弱ꎬ 这就造成埃及地下水

的水质也受到污染ꎬ 降低了流入农田的水源质量ꎬ 极大地影响了该国灌溉农

业的发展ꎮ
同时ꎬ 农业用水量的降低会造成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ꎮ 水稻生长所需的

水量在埃及所有农作物当中最多ꎬ 占整个农业用水的 １５％ ꎮ 一些研究表明ꎬ
受水资源短缺的影响ꎬ ２０１０ 年埃及为节约用水不得不减少水稻种植ꎬ 导致水

稻产量下降 １８％ ꎮ③ 由此可见ꎬ 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受补给水源多少的影响ꎬ
但由于经济作物所产生的利润普遍要高于粮食作物ꎬ 其往往更受埃及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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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ꎮ 早在 ２００９ 年埃及农业部就对水稻耕种进行了法律规定ꎬ 将水稻的耕种

面积从 ５８ ８ 万公顷缩减到 ４６ ２ 万公顷ꎬ 水稻产量每年减少 １５％ 至 ２０％ ꎮ①

这种规定旨在将更多的农业用水分配给已面临用水短缺的棉花ꎮ 因城市化而

造成农业用水减少的问题在埃及已然凸显ꎬ 但城市人口的增速并未停歇ꎬ 城

市用水量仍在不断激增ꎮ 据埃及水利灌溉部门的估计ꎬ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７ 年间ꎬ
埃及城市用水量会增加 １ ４ 倍②ꎬ 这使得埃及政府面临如何解决城市用水问题

的重大挑战ꎬ 也给粮食生产埋下了隐患ꎮ
第五ꎬ 农民贫穷加重粮食生产投入的压力ꎮ 农民贫困也是困扰埃及农业

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在农村ꎬ 农业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ꎬ 其占农

村贫困家庭收入的 ４４ ４１％ ꎬ 占农村非贫困家庭收入的 ４９ ７９％ ꎮ③ 埃及的城

市化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非协调发展ꎬ 农民通过农业获得的收入也在不断降低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率为 ２５ ２％ 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增

至 ２６ ３％ ꎬ 其中多数人生活在农村ꎮ④

埃及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规模与贫富分化产生了连锁效应ꎮ 不管粮食供应

是否紧张ꎬ 富人都可以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ꎬ 但农民作为粮食的生产者ꎬ
获得粮食的能力则相对薄弱ꎬ 尤其是贫农ꎮ 此外ꎬ 随着粮价的上涨ꎬ 农民将

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粮食ꎬ 相应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ꎬ 化肥、 农药等农

业生产资料的购买都受到影响ꎮ 同时ꎬ 受城市快速发展的影响ꎬ 大多数位于

开罗、 亚历山大等大城市的银行更愿意给公司提供贷款支持ꎬ 而不愿意为经

济力量薄弱且缺乏贷款担保的小农发放贷款ꎬ 使农业通过银行所获取的贷款

数长期位于各行业之末ꎮ
埃及城市的繁荣是一种 “虚假的繁荣”ꎬ 其背后是农村和农民的贫困ꎮ 因

此ꎬ 过度的城市化对埃及而言其实是 “饮鸩止渴”ꎬ 一味迎合外商需求的发展

方式所导致的短暂繁荣对埃及这样经济实力薄弱的粮食进口国来说ꎬ 很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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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维持ꎬ 还会加剧粮食危机ꎮ①

(四) 低农业科技水平制约粮食生产率的提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ꎮ 对农业而言ꎬ 科技水平的高低关乎粮食产量的

多少和粮食生产效率的高低ꎮ 但埃及科技水平有限ꎬ 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ꎮ
第一ꎬ 农业机械化水平整体偏低ꎮ 埃及的农业机械化尽管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已有一定发展ꎬ 但仍存在很多限制ꎮ 其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ꎬ 本

国农业机械研发能力较弱ꎬ 对国外现代化农业机器的依存度较高ꎮ 这主要是因

为国家对农业投入的资金较少ꎬ 农业研发缺少物质保障ꎬ 导致国内生产机械成

本低廉ꎬ 影响机械的质量ꎮ 其二ꎬ 缺少专业的农业机械人员ꎮ 埃及从事农业机

械人员的职业技能偏低ꎬ 对机器的维修能力较弱ꎮ 特别是在国外进口的机器出

现故障时ꎬ 因维修人员技术有限且缺少维修零配件的供应ꎬ 机器无法及时得到

维修ꎮ 其三ꎬ 农民购买农业机械的积极性不高ꎮ 按政府规定ꎬ 农民购买农业机

械一般贷款 ９０％ꎬ 年利息为 ６％ꎬ 分 ５ 到 １０ 年还清ꎮ 即便如此ꎬ 农民依然无力

偿还ꎬ 农业机械化销售缺少市场支撑ꎮ 其四ꎬ 农业机械化管理制度不完善ꎮ 各

农机站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ꎬ 只顾自己的机械维护ꎬ 没有跨区服务的观念ꎮ
第二ꎬ 基因和生物技术发展受阻ꎮ 基因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对于培育新品

种、 提高粮食产量和帮助农民减少农药和杀虫剂的使用显得尤为重要ꎮ 一旦

基因和生物技术在埃及得到完善ꎬ 其所培育出的种子将能够更好地面对不利

的自然环境以及病虫害所造成的威胁ꎮ 但其研究成本昂贵ꎬ 缺少国家的资金

支持ꎬ 并且研发品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受到了国内一些组织的质疑ꎬ 包括

对基因和生物技术误解甚至排斥ꎮ
第三ꎬ 除虫技术水平有限ꎮ 杀虫剂是埃及除虫的主要方法ꎬ 但并非所有

的害虫都能被消灭ꎬ 如造成埃及农作物持续减产的线虫ꎮ 线虫在埃及农作物

中广泛分布ꎬ 几乎所有的农业土壤中至少有 ２０ 种寄生的线虫ꎬ 它们甚至能够

在一些疾病中影响其他微生物ꎮ 尽管从国家层面很难估计这些线虫给农作物

所带来的损害ꎬ 但据估计ꎬ 在个人的田地或实验田中会造成作物减产 ２５％ ꎬ
而当这种虫在土壤中大量存在ꎬ 尤其是在夏季作物和沙质土壤中ꎬ 会造成一

些作物全部覆灭ꎮ② 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将生物制剂和太阳能消毒作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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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的可能性措施ꎬ 但在具体实践当中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如一些研究机构缺

乏实验设备ꎬ 无法给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提供实验机会等ꎬ 并且技术的实际

应用性也仍需要改善ꎮ
毋庸置疑ꎬ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一国摆脱自然约束、 满足人民粮食需求的

重要保证ꎬ 这在农业强国以色列的发展中得到证实ꎮ 但这对埃及来说ꎬ 依旧

任重而道远ꎮ
综合来看ꎬ 埃及粮食安全问题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所致ꎬ 人为因

素包括国家重工轻农的经济政策、 城市人口的日益膨胀和科技水平的局限ꎬ
其中前两个方面是埃及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的主要困境ꎮ 埃及自独立以来ꎬ 就

确立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方针ꎬ 时至今日ꎬ 国家财政支出的天平依旧倾向工业ꎬ
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ꎬ 农业科技创新缺乏物质保障ꎮ 科技水平的局限使

得埃及粮食单产量的提高依然受自然条件的束缚ꎮ 同样ꎬ 相比农村的进步ꎬ
城市的繁荣更受埃及政府的重视ꎮ 伴随埃及城市化的发展ꎬ 城市人口日益增

多ꎬ 城市供粮负担日渐加重ꎮ 农村作为粮食的供给地ꎬ 其内在供给能力却受

制于国家重工轻农的发展方针ꎬ 导致粮食生产不能和人口增长协调发展ꎮ

结　 语

如今ꎬ 全球 “粮食战争” 已经打响ꎬ 粮食安全问题也已经演变成了与国

家政治密切相关的问题ꎬ 在粮食危机的背后隐藏的是大国综合实力的博弈ꎮ
埃及作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ꎬ 必须对此予以高度重视ꎬ 否则不仅国家有效治

理难以实现ꎬ 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治理也都将面临严峻难题ꎮ 当然ꎬ 埃及

政府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时ꎬ 首先需要找准该问题的症结所在ꎬ 然后据此有

针对性地施策ꎮ
第一ꎬ 控制人口增长ꎬ 从源头上减少粮食需求ꎮ 人口问题不仅是社会发

展议题ꎬ 更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课题ꎮ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受国家承载

力和经济发展的限制ꎬ “人口红利” 已转变成 “人口过剩”ꎮ 埃及作为中东和

非洲的重要发展中国家ꎬ 人口问题的治理已刻不容缓ꎮ 埃及政府已推行了计

划生育政策ꎬ 提出 “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的口号ꎬ 但政策的贯彻仍面临

着来自宗教和社会的双重压力ꎮ 一方面ꎬ 政府应加强对伊斯兰教义和控制人

口之间的关系研究ꎬ 普及相关知识ꎬ 积极教导人民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义ꎬ 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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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传统习俗的束缚ꎬ 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ꎻ 另一方面ꎬ 计划生育政策的落

实应以法律制度为依托ꎬ 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ꎬ 赏罚分明ꎬ 落实到户ꎮ 如若

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ꎬ 人口与粮食生产能够协调发展ꎬ 埃及国内粮食供

应所面临的压力才能有所缓解ꎮ
第二ꎬ 注重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问题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ꎬ 粮食是

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物资ꎮ 推动农业进步ꎬ 确保粮食安全ꎬ 是埃及民

生治理的关键ꎮ 埃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困境主要源于国家政策的束缚ꎬ
农业长期处在社会发展的边缘ꎬ 导致粮食产量增幅缓慢ꎮ 其一ꎬ 调整国家经

济政策ꎬ 逐渐从 “重工轻农” 向 “工农并进” 转变ꎮ 一方面ꎬ 埃及政府的财

政支出应适当偏向农业ꎬ 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ꎬ 因为科技水平的提高有

助于埃及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量ꎮ 同时ꎬ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

适当调整银行贷款业务ꎬ 给予农业发展更多的优惠ꎮ 另一方面ꎬ 埃及可借助

作为地区政治大国的优势ꎬ 加强并深化与农业大国、 强国的合作ꎬ 并可依托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学习以色列先进的农业科技ꎬ 开展埃 － 中 － 以三

方农业外交ꎬ 搭建农业合作平台ꎬ 构建农业合作机制ꎮ 其二ꎬ 埃及城市发展

应做好统筹规划ꎬ 重全局、 看长远、 讲战略ꎬ 强化城镇用地的规划与管理ꎬ
规定农田基本保护区ꎬ 减少城市化对农业用地的侵占ꎮ

第三ꎬ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ꎬ 给予农民更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ꎮ 从历

史唯物主义观来看ꎬ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ꎬ 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国家发展归

根结底是人的发展ꎮ 农民作为国家基础产业的劳动力和城市生产资料的生产

者ꎬ 是埃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力量ꎮ 埃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ꎬ 不应

将农民边缘化ꎬ 要加大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补贴ꎬ 而不应一味地增加对城市

居民的高额补助ꎮ 此外ꎬ 粮食收成的好坏和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农民种粮积极

性的高低ꎮ 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科学的农产品价格政策ꎬ 合理分配农作物种植

面积ꎬ 确保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可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ꎮ 同时ꎬ 政府要改善农民

的生活环境ꎬ 让农民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水平ꎬ 促使农民愿意留在农村ꎮ
上述举措既缓解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趋势ꎬ 又减轻了城市供粮负担ꎮ

从埃及当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ꎬ 人口、 贫困等问题依旧严峻ꎬ 这也是

对塞西总统治理国家的一个极大考验ꎮ 若国家治理不能以人为本并放任人口

大幅增长ꎬ 且贫困等问题仍未缓解ꎬ 那么任何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都将无济

于事ꎬ 粮食安全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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