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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97 到 2009 年之间，Kirby Rogers 工作于一个在老挝博胶（Bokeo）叫自然产物

的（NPI）依托农业的商业团队。大部分的工作是把大豆推广为当地经济作物，同时发展

相关的研磨产业和市场链。在2011ECHO 亚洲农业和社区发展会议上，Kirby 做了一个主

题演讲，题目是“发展中国家的依托商业的发展模式和完全破碎的经济链”。这里我们分

享这篇演讲的相关信息。  

这里，我就不给出大豆种植的“维基历史了”，不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它的特征了,也
不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评论它的市场了。相反的，我将分享一些个人对于这种作物的看法和

它是如何直接影响老挝人的生活的。    

因为这篇文章也涉及农业发展，所以我将介绍一些在我们把大豆生产介绍到老挝的一

些偏远地区所掌握的策略。我先说一下最近的情况，现在跨越老挝北部的许多村子每年生

产上千吨的大豆。  

三个重要的作物推广的原则 
我对作物推广所遵循的原则，在这里我总结归纳为 3 点：1）市场驱动发展；2）价值增值

过程；3）可以国内生产。   
不论什么时候我考虑种植一种新作

物，我都会使用以上三个原则来回答下

面几个基础问题，从而帮助筛选推广什

么新作物。这些问题是，对于这种作物

有没有任何易得的市场？它的利润够不

够引起农民的兴趣？在社会中，这种作

物使用面广不广？个人能否使用它？能

否进行后期加工来增值，或以原材料形

式销售？如果越多的这类问题能被完整

回答，新作物就能更容易地介绍进某农

业系统。  
 

当尝试介绍一种新的作物给生产方

时，其他问题也应该被考虑。这篇文章介绍一下几方面，种子来源，新作物是如何适应当

前的农业系统的，控制杂草，植株管护（包括水和营养物质的供应），产物的干燥，储

存，保质和销售等问题。现在我们回到之前的作物生产的三个基本原则： 

作物生产应该是市场驱使的 - 在引入新作物之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了解市场，也就是

作物收获后销售的地方。很多物种长得好不难，但是除非有一个销售产品的市场，否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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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在种一次后再种第二次。例如拿大豆来说，老挝北部、越南、中国的商人都在抢

夺大豆的国外市场。他们的竞争助长了大豆的价格和种植大豆的农民的利润。从小范围

看，在老挝已经存在一个国内市场并且已经在快速发展。开饭店的人买大豆等发芽后制成

传统汤菜。豆腐和豆奶的销售者也买和储存大豆以满足年度所需。正如有的地方提到的，

这些人每公斤愿意付比外国大买主多几倍的价格，因为他们有非常赚钱的市场。  

作物能增值是加分项 Value-added crops are a plus – 无论是农户层次还是产业层次，大豆

都是很容易增值的。全球范围内，大豆作为油和食物产品都有巨大的产业潜力。在亚洲，

大豆是能增值的作物也能用在很多地方：豆芽，烤豆，还可以做成豆酱，豆奶和豆腐。所

以大豆有一个很容易建立也几乎不可能饱和的食物和饲料市场。 

以实现国内生产为目标 – 大多数老挝大豆

最终在其他国家是以大豆酱、豆油和动物

饲料的形式出现。其实，我希望有一天老

挝国内能生产豆油和把大豆作为动物饲

料。   

我再次强调经销，因为它是发展的重

要一环。市场是让一个社会的农业系统接

纳某种作物的驱动力。如果没有利益驱使

一种作物将不能被广泛接受。幸运的是，

在老挝，大豆很容易就迎合了包括市场需

求，可以增值和加工国内化的目标。重要

的是，大豆的生态特征帮助大豆成为一种地区适宜作物。  

大豆：一种多用途的作物 
大豆不仅是市场化的，还有其他用途，很容易适应环境的改变。很多植物对外部影

响，如水量，光照和营养竞争等都会有反映。作为光敏感植物，大豆更能积极地调整自己

来适应环境，这种能力甚至比日中性植物如荞麦和有几种稻米类植物还强。日中性植物在

到达某个发展阶段或某了年龄，或受外界环境的刺激如暴露在某种温度下，它们就会开

花。  
然而大豆是光敏植物，它们会衡量黑夜长度然后调整他们自己来更好地适应环境。如

果一个大豆植株感觉到夜是在加长的，它会马上调整它的生长阶段，让种子生长阶段加

快。相反，如果夜晚长度减少，大豆将延长生长阶段，从而长得更大。所以相同品种的大

豆如果种植日期不同它们的高度会大大不同。  

大豆的这种能力可以成为农民们的有利条件。谁想要最大化总产量（包括植株和种子

的量）可以通过减短黑暗的长度来实现。同时，在冷季节开始前增加黑暗的长度，收获的

产量会低一些但是品质会更好。大豆的光敏性也会影响播种，例如，黑夜的长度增加使单

个植株的尺寸变小，所以你可能会选择每亩播种更多种子[编者：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泰

国清迈府的大豆播种率是 16.4 千克/瑞或 102.2 千克/公顷或 91.2 磅/英亩]。  



大豆的光敏性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每个品种都有一个适宜它的开花和播种时间。因此特

定品种大豆种子如果不能迷惑它就不能轻易地移植和种植在南北跨越太远的地方，否则将

在错误的时间开花。但是，大豆能被移植到同一纬度东西方的几乎任何地方[编者语：因

为这个原因，ECHO 亚洲种子银行不提供大豆种子，因为跨大纬度储存非常困难]。 

就像很多其他的豆科作物，大豆也能固氮供他们自己使用。他们能在他们的根上制造

出小瘤让固氮细菌（Rhizobium japonicum）在那安家。在这个共生关系中，这种细菌得到

了一个不错的有着丰富氮的无氧环境，同时大豆也能从细菌放弃的多余的氮上获得好处。

所以，在氮有限的情况下，大豆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氮来源。这种制氮的能力常被与施肥

量和作物轮作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发现旱季，大豆种植在稻米田里能使稻米产量增加

10%还多[编者：在好的情况下，大豆能固定至少 100 千克氮/公顷或 89 磅氮/英亩]。大豆

也增强了土壤松软度，因为土壤在种了豆科植物后都变得好耕种了。农民们都感叹在增加

了大豆这种作物之后土壤是多么的容易犁。   

原来以为当把大豆带入新区域种植时，可能需要进行注射（把必要的固氮细菌带进

来）。但我们发现不管在哪种大豆，那里已经有自然的细菌存在供大豆使用。要检查大豆

有没有被益生菌影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拔出一个成熟的植株看在根上是否长出小瘤。如

果已经长出来，割下一个打开看是否它的里面是红色的。如果里面是红色证明它正在制造

氮。  

如果种植比例正确[编者语：大豆的种植间距要在30厘米到75厘米（12-30英尺）之

间，山地在20到30厘米之间（8-12英尺）]，然后在种植季内为大豆除至少一次草，大豆

将是和野草抢阳光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如果整地得好，甚至连一次草都不需要除。我们发

现当我们把残余的稻米植株、稻草或茬子留在地里，我们得到了最好地杂草控制效果。这

种方式能减慢杂草的生长速度并给予大豆起步优势。如果大豆被给予了足够的起步优势，

他们能覆盖住其他的作物（稻草和稻茬也能提供其他的好处，下一章将做更多介绍）。有

一种方式可以检验是否种植了正确的比例，就是当大豆长到成熟阶段，应该只有3-5%的

阳光能到达地面。因为大豆平且大的叶子能捕获大多数的阳光。. 
 

大豆也有一些虫害，最大的威胁是豆秆蝇（Melanagromyza sojae ）。豆秆蝇把卵产

在大豆秆的里面。孵化后，这种蝇的幼虫以大豆秆的中心部分为食。如果成年蝇发现并产

卵的大豆植株还年轻且矮，它们的幼虫可以抑制大豆的生长甚至照成它死亡。我认为把大

豆种在稻茬里面能帮助隐藏大豆年轻植株直到他们得到启动优势。依然有一些其他的大豆

害虫存在，但是潜在伤害没有豆秆蝇那么大。 
 
大豆可以用手采摘。我们知道农民用棍子把大豆从豆荚中脱粒出来，然后用一个大且

扁的筛子过筛。用这种方式他们能处理上百斤的大豆种子。作为可选择的工具，农民用于

打谷子的有拍打臂的打谷机也可用于大豆。  
 

采购大豆种子比较困难，特别是在一个之前从来没有种过大豆的地区。有一些销售适

合某个纬度和气候的大豆国际销售商，但是他们的产品很贵。便宜点的办法是，找到附近

地区发达市场的大豆生产者或种子零售商，要纬度和气候与你大致相同的。 



        因为是自花授粉，大豆种子能被储存并保持品种的纯正。有几个在热带环境下保存种

子的技巧。第一，在阴凉的地方把大豆晾干；通常两到三天的阴干就足够了。种植者还应

该注意由真菌（Cercospora kikuchii）引起的粉红种子斑点病（purple seed stain disease）对

大豆的伤害。受感染的大豆依然能吃，但是受感染的豆芽就不能使用了。任何粉红色的种

子必须马上挑出来。[编者：为了预防粉红种子斑点病，佛罗里达大学建议使用以下方

法：1）使用抗病种子；2）与饲料作物轮作；3）翻犁作物残茬；4）控制杂草，并增加大

豆叶片湿度；5）在使用前对种子进行处理，能减少几种由种子传播的疾病；6）使用易获

得的有抵抗力的品种；7）种子用的杀真菌剂被推荐用于大部分种子都被感染的大豆；8）
大豆一成熟就尽快收获，否则就会被逆生产的因素所控制影响大豆质量]。 
 

要选择一个冷且干燥的地方储存种子。并且要远离害虫。有的人使用杀虫剂侵泡过的

布袋来装种子。我也听说有的人用蜡密封金属容器，使之不漏气。在老挝，因为我们能一

年种两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保持大豆在持续的生产状态中，定期获得新种子。  
 

在我们推广大豆的地方，有的山地部族历史上就有种植大豆的传统。企业家们看到了

商机，他们开始雨季在山地种植大豆并卖给低地的稻民，让他们在干季种植。这个经销措

施破坏了我公司种子的销售，但直到现在这些农民都在进行大豆的生产。  

沿着这条线，我认为任何新的品种都必须适应农民现有的农业系统。新品种的种植，

收获或其他劳动密集的工作不能与其他主要作物的时间相冲突。另外，如果介绍的新品种

与农民已经熟悉的品种相类似，推广这种新品种将变得容易。通常，每个村子都有一些企

业家想要尝试新想法，这些人将带领其他人接受新品种。  

在我们的环境中，每亩大豆的产值通常都会低于玉米,所以除非投入其他因素，例如

增加土壤肥力，否则大豆就只能是降级种在土地边缘或在玉米不能种的时间和地点种。种

稻谷的田在旱季的时候水量是不够种植水稻或玉米的，但是通常是够种大豆的。旱季在水

稻田里种大豆是很好的轮作方式。尽管一些老挝农民有绿色肥料或化学肥料，但另一些却

没有额外的任何品种的肥料，但迄今为止，我们观察到的，在没有额外肥料的情况下，农

民们用这种轮作系统已经超过 10 年了。  

因为一系列原因，一些山地部落选择种大豆而不是获利更多的罂粟和玉米。例如，农

民已经厌倦了长途跋涉去他隐蔽的罂粟地，所以他们决定种合法的大豆而不是不合法的罂

粟。尽管之前他在玉米上获利更多，他们也还是选择了大豆而不是玉米，这是因为大豆每

公斤比玉米更划算，按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从山上搬运下来的袋子不像玉米那么多。  
 
我将概括两点来总结在老挝为什么推荐大豆作为经济作物： 

1.大豆是一种有很强适应能力的作物，但是你仍需要了解许多他们生长模式中可变

因，从而获得最大产量。 
1. 2. 市场驱动系统就像是一个自我激励系统。它不需要过多的说服力来让所选地区农

民开始大豆生产。一旦农民了解了作物的本身，市场潜力和投入成本（成本和劳力

成本），他们就只需要决定他们的付出是否值得了。  
 



可以通过 kirbylrogers@gmail.com联系 Kirby Ro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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