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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最初发表在 Civil Eats 上。
乔·施罗德(Joe Schroeder)作为农场补助的倡导者，接听该组织农民的热线电话。这些
电话比去年增加了 30%，求助电话的内容从常规的关于联邦正在进行的计划以及探索信贷选择
的问题，到已经无法解决继续经营的问题。今年夏天，他每月都会收到三、四个农民自杀的消
息。

施罗德通过第 12 章破产程序与处于危机中的农民沟通，并发出 500 美元的支票来帮助他
们购买食品杂货并重新点燃希望。一个打过电话的女人除了冻汉堡没有什么其他食物吃。许多
家庭都断电了，包括一位依靠氧气罐生活的农民。施罗德代表他向电气公司提出了上诉，但财
务主管拒绝了与他们一起工作。如果有必要，这家人可以把他送到医院，农夫的妻子还告诉施
罗德，因为他们把车藏在了附近的一个谷仓里以防被收回。自从 7 月下旬以来，施罗德就一直
无法与家人联系，因为他们的电话无法连接。
施罗德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农场倡导者。他说现在的呼声比他一年前刚开始从事农业援助工
作时更强烈，“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当他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挽救他们
的运营)。他可以为许多农民提供帮助，但曾经由国家资助强大的农民维权组织网络已经急剧
萎缩，余下的农民只能使用更有限的工具。他表示:“这场(危机)的见证者并不多，有时候他
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见证者。
这些不是个例。早在 2018 年 2 月，美国农业部(USDA)的预测显示，农业净收入将下降至
200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农业收入中值预计为负值 1316 美元。一年多来，
新农业危机的担忧在美国农村蔓延开来。这个词与上世纪 80 年代是同义词，当时农业经济的
最低谷导致成千上万的农场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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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谷物和奶农的价格开始下跌，
开始重现上世纪 80 年代的情形。随后，特
朗普总统发动了贸易战。报复性的农业关
税使这场新的农业危机升级。总统提供了
120 亿美元的农业援助来缓解这种痛苦，
但是这些援助和国会正在制定的农业法案
都不会改变农业国家的前景。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联邦农业政策告诉农民“要么壮大，
要么退出”以来，对许多农民来说，推动
行业整合的努力已经造成了数十年缓慢燃
烧的危机。这个问题使得一些农村居民从
基层重新规划农村政策。

水深火热中的乳制品和谷物
这十年的前半段是农民种植玉米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作物的“黄金时期”。收益率上升，价
格达到历史新高，许多农民进行了拖延已久的修理或购买了新设备。在农作物价格暴跌的情况
下，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累积的债务负担沉重。
大豆价格自 5 月初以来已经下跌了 19%，跌至 10 年来的最低点，玉米价格也下跌了 15%
以上。
汤姆·吉塞尔在堪萨斯州中部 4000 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高粱。6 月初，甚至
在征收关税之前，他就说:“现在真是一团糟。“在全国各地……人们都试图保持乐观，但我
开始在各地听到这种声音。”他指出，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粮食过剩的问题，他怀疑这会让
2018 年的收成价格进一步下跌，尤其是在粮食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加强出口市场。
谷物和奶农在经营上都严重依赖贷款，他们会在播种和其他投入物的季节早期借入资金，
并在出售收成时偿还。收益率和价格的不可预测性让整个过程像一场赌博，特别是对那些背负
额外债务的农民。一项紧急支出或几年的低价可能是灾难性的。
“农业援助”组织的施罗德说，很多农场“在不损失农场的情况下，连两年的坏运气都得
不到。”由于贷款机构已开始否认运营贷款或需要比近年来更多的抵押品，虽然价格没有任何
改善的迹象，但许多农民发现他们的
运气正在耗尽。
对于奶农来说，面临着价格连续
第四年低于生产成本，坏运气已经成
为一种灾难。宾夕法尼亚州农民布伦
达科克伦将他的奶牛场的不确定性
和压力描述为一种“战争状态”。他
把这比作是被要求“背着婴儿穿过
雷区”。
一加仑牛奶的生产成本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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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美元，但在去年，农民每加仑只能得到 1.35 美元。价格这么低，柯克兰不知道如何支付
种子玉米，饲料，兽医和丈夫的护理费。最终，她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能撑过
下一季吗?
许多人觉得他们不能。美国农业部 1 月份报告显示，奶场数量已经下降到 4 万多家，仅一
年就下降了 3%。在过去 10 年里，总共约有 1.7 万家奶牛场关闭。但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更加糟
糕：在威斯康星州，自今年 1 月以来，已有 382 家奶牛场售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0%。其他
州的牛奶及乳品业也是相似的情况。
尽管奶牛场的数量在减少，但随着剩下的奶牛场越来越大，奶源的供应仍在继续增长。1987
年，美国一半的奶牛场有 80 头或更少的奶牛；到 2012 年，这个数字是 900 头牛。今年 3 月，
沃尔玛宣布计划在印第安纳州开设自己的装瓶厂供应商将终止与八个州 100 多家奶农的合
同。
威斯康星州和纽约州的加工商最近也终止了农民合同。在接受《食品商业新闻》采访时，
迪恩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夫表示表示，该公司预计将“在未来 18 至 24 个月内，大幅整合
我们的供应链”。
这正是许多农民所担心的。有些区域只有一个加工者；如果它终止了农民的合同，农民就
没有地方出售他们的牛奶，除了卖掉他们的奶牛，别无选择。
这就像“我们正遭受着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折磨，却从未得到‘过去’，”科克伦说。
“我和我的家人坐在一起，我们很紧张。我们被焦虑麻痹了。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广为宣传的举措中，一家名叫奶制品合作社将自杀热线信息和农民
牛奶记录信息一并纳入其中。卫报报道的关于美国农民自杀事件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成为人们关
注的焦点。该报告引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农民的自杀率已经被撤销，
但农村的贫困和抑郁症仍然是准确的。施罗德说:“当别无选择时，这里就像一片贫瘠的土
地。”“你甚至看不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篱笆行挨着篱笆行的后果
农业本来就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但它并不总是那么危险。60 多年来，联邦农业政策一
直在供应管理系统中控制着商品生产，农民和消费者的价格都趋于稳定。这种安排确保了农民
的最低价格——本质上是一个安全网络——并使他们避免生产过剩，以免价格下跌。但正朝着
更加自由市场的方向发展，前一种方式就是例证前农业部长布茨呼吁种植“篱笆行挨着篱笆行”
鼓励农民尽可能多地生产，依靠直接付款和其他政府补贴来弥补随之而来的低价格。
斯蒂芬·卡朋特(Stephen Carpenter)是明尼苏达州农民法律行动组织(FLAG)的一名律师。
该组织是一家为家庭农民服务的非营利律师事务所。现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收回资产和破产
已经变成他们客户的主要问题。
他解释说：“农业在收入和资产不平等方面有点像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随着致力于生
产和安全网的消失，小农场已经消失，大农场的数量相对较少。2015 年，约 65,300 个农场的
总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占美国所有农业产值的 51%。在另一方面，近 100 万个不到 1 万美元
的农场仅占 1%的产值。随着农场的巩固和技术的发展，取代了人类劳动，工作岗位减少了，
农村社区缩小了，孤立的现象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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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型农场能够承受损失，经受风风雨雨(至少到最近)，但仍有许多没有发展壮大或退
出的农民，几十年来每天都在挣扎。70%的农民的收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来自农业，只有 46%
的农民的净收入来自于经营。

我们所做的就是斗争
许多有色人种农民和年轻农民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在南方联盟工作了 40 年的杰里·潘尼克说：“自从重建以来，黑人农民一直没有走出危
机。乔治亚州的合作社/土地援助基金，向南部的农民提供技术援助。他指出，美国农业部(USDA)
记录了数十年的歧视，农业法案实际上忽视了黑人农民的需求，而且两者都存在结构性和个人
种族主义。他表示:“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是谁，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920 年，有 925,000 黑人农场经营者；2012 年的农业普查统计的数量不到 4.5 万，仅占
全部耕地的 4%。86%的土地面积小于 180 英亩，79%的土地销售额低于 1 万美元。在上个世纪，
数百万不同种族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但是，尽管白人拥有的农场减少了大约一半，黑
人拥有的农场数量却只有峰值的 6%。
黑人农民不仅被歧视的贷款剥夺，而且被种族恐吓和恐怖行为剥夺。作为大迁徙的一部分，
许多南方黑人从农村逃到北方各州，逃离暴力；他们留下的土地经常被并入白人邻居的财产中。
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过低的黑人产权率是造成今天巨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
南方的许多白人农民也没有兴旺起来。潘尼克认为，直到他们意识到“我们最好是一起工
作，而不是分开工作，然后各自发展自
己的事业。撇开偏见不谈……白人小农
并没有真正取得进步。”但即使是在另
一场危机在一段时间内第一次重创白
人农民的时，也不清楚他们最终是否愿
意与黑人邻居们一起积极的工作使得
所有小农受益——特别是如果他们看
到 120 亿美元的农业援助。他补充说，
许多白人农民“更关心的是维持白人
至上的地位，而不是农场社区内的公
平。”
潘尼克承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坚持认为它越来越重要。随着放贷
机构大规模收紧信贷农民们，这次危机的影响将会波及到小规模的多样化农民，跨越种族，这
些农民，生产日用品以外的商品，没有足够的缓冲，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农业经济变化的影响。
这些农民的数量很大，但他们的收入——以及它们产生的卡路里数量非常少：一半的农民
的年销售额低于 1 万美元，75%的农民年销售额低于 5 万美元。这些人是在农贸市场卖东西和
从事非农工作以维持生计：他们都是年轻且刚刚起步的农民，包括那些没有农业背景的人。虽
然他们不太依赖信用，但 FLAG 公司的斯蒂芬·卡朋特(Stephen Carpenter)说，他们越来越多
的来寻求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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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朋特说：“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被压缩了。”“我想人们会震惊于，在农贸市场的农民正
处于或接近贫困的程度。”
艾丽莎·邓恩在爱荷华州东北部饲养肉牛，是该州全国青年农民联盟(NYFC)分会的领导者。
她种植玉米和大豆的邻居们面临的低物价问题对种植蔬菜或养小型动物的年轻农民来说是遥
远。但是，她说，“我们都在挣扎。”
在爱荷华州，高昂的土地成本是一个全面的挑战；不管一个农民需要 5 英亩来种植密集的
蔬菜还是 1000 英亩来种植玉米和大豆，每英亩的平均价格为 7300 美元，但由于价格飙升至两
倍，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对于小规模经营，一刀切的政府政策和当地损失的畜牧业基础设
施和市场，增加了成本且限制了机会。
纽约金融中心还指出，学生贷款债务和缺乏医疗保健的问题是年轻农民的额外负担。最后，
水果和蔬菜，被美国农业部称之为“特种作物”，是不符合政府补贴条件的农产品和动物都是
劳动密集型的，比起在大型传统农场，更适合小范围种植可持续的做法。邓恩表示：“我们不
得不要求(我们的客户)支付比人们习惯支付的多得多的费用。”从而使建立一个稳定市场变得
困难。

三十年巩固
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农业危机中，每周有 500 多家农场倒闭，土地被卖给了更大的农场。
主要街市和制造工厂关闭，城镇空心化。这十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农村的面貌，今天仍能感
受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今天的危机是否和上世纪 80 年代一样糟糕？这取决于你问谁。虽然一些近因是不同的，
但很明显，许多结果是相同的：更大的农场；更少的农场主、社区机构和工作机会；更多的毒
瘾和贫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幸存下来的许多农场都买下了邻居的农场，几十年来还清了债务，使
用了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维持运转。现在，即使是这些长期幸存者也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担心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
巴布·卡尔巴赫(Barb Kalbach)就是其中之一，她和丈夫在得梅因西部务农为生。现在，
他们正在考虑退休，他们不确定农场会发生什么。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的儿子也
想买房子，但没有钱让他开始，因
为他的家庭正在偿还债务。“那些
想务农的年轻人现在都快 50 岁
了，”卡尔巴赫说。“他们去了别
的地方，因为那个机会被剥夺了。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村的持续
清空。”
就像其他所有经历过那场农
场危机的人一样，卡尔巴赫的恐惧
并不是 1980 年代的具体重演，而
是对未来不可逆转的耕地整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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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
“爱荷华州的每个人都应该搬到得梅因或四方城，或者康瑟尔布拉夫斯?”她想。因为这
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离开了土地，房子和农场都消失了，被推土机推平了。我们要回到
土地，但是没有草地了——只有玉米和豆子。《农业援助》的施罗德也发出了她的警告。“我
们要去一个没有农民的地方；我们只要粮食生产。

解决方案
Kayla Koether 在 28 岁的时候，很清楚地看到了未来。她想要一个替代品。她在爱荷华
州狄卡附近的一个多代的家庭农场长大，现在正在竞选爱荷华州议会的席位。当很多美国农村
接受了农业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暗淡的农业前景的想法时，导致只有一种方式，她说，谈论很
多问题实际是由政策造成并加剧的，是一个困难的飞跃。
对 20 世纪 80 年代和今天农业危机的不同反应，说明了农业政策已经变得多不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一场草根运动，造成农民们围坐在餐桌旁，组织支持服务和抗议活动，调查危
机政治和经济根源。该运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像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这样的名人和
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样的政治家参与其中主要是中西部的白人农民与黑人农民团
体、工会和城市教堂结成的联盟。
与农民组织者合作，汤姆哈金和迪克格普哈特共同赞助的《拯救家庭农场法案》(Save the
Family Farm Act)，是 1987 年通过的一项农业法案，几十年来，旨在通过重新建立价格支持
和供应管理机制，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该条款一直是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础。这一提议，
今天充其量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因为国家政治已经转向右翼，在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农场
运动联盟和保守的农场州的草根压力的支持下，几乎成为了法律。
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在参众两院制定的不同版本的 2018 年农业法案中，SNAP(前身是食
品券)削减了众议院的预算已经成为无数的头条新闻，但是关于法案中以农场为重点的部分的
争论相对平静——即使整个夏天农场危机都在升级。该法案的两个版本都包含了帮助谷物和奶
制品的条款，农民和参议院已经增加了对黑人农民和新农民的资助。
这些措施都不会遏制行业整合，也不会为农民提供真正的帮助，但是他们别无选择。虽然
在农业法案程序的早期就有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但没有参议员提议全面改革农业系统，草根
联盟并没有强迫这样做。在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在 6 月份通过了
这项法案，但没有提及农业或粮食问题。
整合的咒语和正在进行偏离人类的农业活动在联邦农业政策中根深蒂固，就像在整个农业
国家一样。但随着其他经济领域的反并购情绪升温，这股悄然兴起的风潮开始转变：上个月，
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提出了一项限制农业企业合并的法案。该法案是对 1999 年通过的
一项措施的重新启动，明尼苏达州进步派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顿(Paul Wellstone) 2002 年突
然去世，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直是家庭农场主的坚定拥护者。
当场，Koether 和其他人正在揭露导致美国农村人口流失背后的政策。如今，她停下竞选
活动，在餐桌上倾听人们的希望和恐惧。她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有不同于当前的愿景，
那么我们就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激发农村生活活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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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南方合作社联合
会 (Federation of Southern
Cooperatives)的杰里·潘尼克
(Jerry Pennick)也不会坐视政
府长期剥夺他所在社区的公民
权。他指出:“在让政府负起责
任的同时，我们需要做一些没有
政府支持的事情。”即使是在一
个高度统一的市场里，集中资源，
通过农民合作社共同合作，是农
民获得权利和增加收入为数不
多的途径之一。
旗帜组织和联邦的农业援
助组织和其他每个州的基层几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有些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这样做
了；许多人正在和他们的选民交谈，就像 Koether 一样。斯蒂芬·卡朋特(Stephen Carpenter)
说:“总是有人在反击，他们只是需要支持。”
卡朋特和施罗德还强调了小型农场倡导者网络所做的关键性工作，他们提供精神，财政和
法律上的支持，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农民维权热线由几个州的农业部
资助，包括法律顾问，病人免费的心理护理和危机志愿者的紧急网络。
今天，太少的资金和太少的支持者分散在太多需要帮助的农民身上。施罗德赞扬了在参议
院农业法案中对农场和牧场压力救助联盟的资助，但强调这只是解决问题心理健康。他希望看
到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更广泛的农民权益倡导服务中，以便处于危机中的农民能够探索所有选
择。
潘尼克明白，他所在的社区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已经精疲力竭。尽管如此，他仍然担心，不
再会有紧迫感的人和他一起工作，他希望变革不会太迟。他指出，仅仅因为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并不是放弃的理由。“尽管我们一直生活在危机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战斗。”
（译/韩笑。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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