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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方舟是一个在线的食品目录册，收录了正遭受濒临灭绝危险的食物品种，这些

食物品种是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

在美味方舟食品目录册上记录了包括可食用的植物和动物品种，以及加工食品，因

为与动植物多样性一样，奶酪、腌制肉类、面包、糖果等，这些加工食品代表着具有传统

手工艺制作食品的农夫和生产者，他们的技艺知识也在消失——这些知识不仅存在于其配

方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代代相传的复杂而丰富的手工技术和实践中。

2012年10月，国际慢食大会在意大利都灵再一次将生物多样性作为重心，重新启动

了“美味方舟”项目，它将成为慢食协会未来连接各个慢食网络（Convivia）、生产者和

本地社群的重要工具。国际执行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邀请

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慢食协会的技术分支）开展并协调“美味方舟”项目，由国

际技术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和国家／地方委员会（National/

Regional Commissions），以及美食科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astronomic Sciences）

共同合作进行。

什么是美味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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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目的是什么？

“美味方舟”项目的建立是为了指出这些食物品种的存在，引起人们注意它们正面

临灭绝的危险，并邀请每个人一起行动来参与保护这些食物品种：把它们找出来，购买并

食用它们；将它们的故事口口相传；支持它们的生产者；对于有些特殊的品种（有极大灭

绝可能性的品种），要号召大家保护它们、生产它们。

这个项目的整体目标既不是创造一个种子银行，也不是收集基因资料组成博物馆来

展示这些传统和相关的知识，而是去重新发现这些食物资源和它们的价值，从而保护和支

持本地经济。

1999年，慢食协会通过“美味方舟”发布了第一个“慢食卫戍”，直到今天，给美

味方舟提名的每一种产品，都还只是作为进入“慢食卫戍”项目的第一步。



从哪儿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经验和生活网络。我们首先要从身边开始，想想我们是

否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过一种特别的食品，可能现在在市场上已经消失，或者不多见了。

不要进行重复劳动
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确认一下：同样的调查是否已经在这个地区进行过了，是否已

经有文字、品种目录或者烹饪书在描述这些原食材的资料。可以去植物园看看也是个好办

法；也可以去农业院校或研究中心的种子库和品种收藏等地方了解情况。虽然所提到这些

地方可以提供许多有趣的着眼点，但这还不够。

与厨师、记者、美食家、专家和生产者聊聊
仅仅是在一本食品目录册上，或者是在网络上、博物馆、种子库或植物园里找到一

个品种，是不足以提名它能够登上“美味方舟”食品目录册的。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还

有：“这个品种是否还存在？它现在在市场上能找到吗？如果没有，它在其原产地是否还

在被生产？”

拜访生产者并不是必须的
“美味方舟”选择的是一个食品的品种，而不是它的生产者，所以了解生产者或者

如何辨别一种属于美味
方舟的食品？



拜访它们的农场并不是必须的。我们可以与长者、厨师、记者、专家（比如：本地的兽

医、农学家、食品技术专家和人类学家）、市场摊主等等聊天来发掘方美味方舟食品。当

然，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和生产者交谈，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信息，但这并不是必须的。

拜访农夫市集
拜访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将注意力集中于少见的品种，并随时向摊主提问也很重

要。记录下品种的名字（所有不同的名称和叫法），买一些最有趣的做样本，将它们带回

家，品尝它们，将它们给厨师、农业专家和长辈看看，问问他们是否认识这些品种，是否

多年来保持着一样的特点，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问一大堆问题；永远不要在得到第一个答案就停下
辨别并描述“美味方舟”食品是一项很有趣而令人乐在其中的工作，但这项工作也十分复

杂。这似乎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所进行的工作有些相似，有点像是一个“食品味道调研员”。

要知道详尽地描述一个产品是需要很多耐心的：我们需要问很多的问题，除了向不同的

人获取各自的答案外，还得比较一下不同回答的差别之处。 因而从来不要在得到第一个答案后

就停下来，而是要继续问下一个问题。因为那些生产、烹饪或食用某种食品的人，多少会在某

个方面忽略掉一些细节，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隐藏在食品后面的信息，尽可能地挖掘其更

多、更深的文化因素。

也许一种食品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其最小的细节之处：比如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特别

的香料，一种发酵方式或烟熏方式。很多时候，为了发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食品，最直接的问

题，比如“您这个地区有什么特色食物品种吗？”“是否有一些食品是过节日的时候才会特别

吃到的？”等等，但这往往还是不够的。

对于可食用植物：描述它的形状、重量、颜色、味道等等。不要只停留在品种（例如仅仅

记录下它是西红柿还是樱桃是远远不够的）上：我们必须注意它是否属于一个特别的品种，它

与其他品种有什么不同，如果它与一个地区相关，那么两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宣传的时候是

本地种子还是商业种子，它是否是某个食谱里的重要食材原料等等。

对于动物品种，描述动物的特点：大小、犄角的形状、皮毛的颜色等等，并且描述养殖它

的目的，特别是由它而来的不同食品种类（肉类、腌制肉类、奶酪等等）。

对于加工食品，描述它的制作过程，包括不同的步骤，说明原材料是否都是本地生产的。

它是否与某一个食物品类有直接联系（比如，如果这是一种面包，它是否是由一个特殊的小麦

品种或黑麦品种制成的？）或者一种本地的品类（如果是一种奶酪或腌制肉类，它是否由当地

的一种牛奶或者肉类制成？）

如果它是一种奶酪，注意它是由生牛奶还是巴氏消菌牛奶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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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
品尝其味道是评价一种食品的必需过程，这非常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到其中的主观

因素，因为每一次品尝都会受到品尝者本人的喜好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比如说，品尝一种香肠，有茴香的味道，但只在有对比的品尝情况下，才能知道其生

产者是使用自己的一种特殊做法，并不是说使用了一些传统的香料就认为这种香肠很特别。

食品的感官特点由以下几点决定：

• 外观

• 颜色

• 质感（液态、固体、松脆的、多汁的、嫩的、光滑的）

• 味道（酸、甜、苦、咸）

• 香味

确立这些感官上的评价，至少需要三种元素：

• 平衡（一种食品的香气和味道构成其平衡）

• 地域（一种食品表达出的感官特点与它的原产地相互关联）

• 复杂性（在品尝过程中这些感官特点如何发生变化）

一种简单的食品可能在鼻子和味蕾上都会呈现同样的感受，从开始闻或入口的瞬间

到结束，都是一致的味道。而一种复杂的食品，则可能会在品尝过程中发生变化； 味道

会随着感受的过程进行演变。

有对比的品尝通常是更有效的，这不仅仅需要品尝一种样品，还要从不同的生产者

那里获得不同的样品进行比较。

有比较的品尝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味道里的基本构成，以及给这种食品带来特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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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食品需要有其特色，它可以是：驯化品种（非野生的不同植物、牲

畜品种）；野生品种（当它与某种特定的采集、加工、传统用法有关）；

加工食品。

什么是驯化品种（非野生品种）？

除了野生植物和动物，还有一些植物和动物品种是经过人类选择的，经过这种驯

化，自然成为某种我们熟悉的，由人类控制的品种（domus＝home，即“家”）。驯化

的过程不仅限于一种植物的种植或者驯化一种动物，还代表着选择，以及一步步地改变植

物和动物的过程，直到它们达到最适应环境的状态，以保障其更好的收成。

什么是人工培育品种？

人工培育的某一个品种是一系列经过人工栽培的植物，它们在形态、生理、化学成

分和本质特点上都有明显特征。人工培育的品种一般情况下是很稳定的，它在繁殖过程

中，其特点也保持不变（通过种子种植或组织培育进行，比如嫁接）。原产地或本地栽培

品种很容易辨别，其名字一般很有本地特色。这些品种通常由独立农民或社群培育，它们

对当地的环境非常适应，相对而言更耐寒，耐受力更强，所需要的水和肥料等也更少。这

些品种往往与当地社群的文化联系紧密（比如当地的习俗、食谱、知识和方言）。

一些例子…

卡拉（Carla）苹果（意大利），

厄兰岛（Oland Island）棕豆（瑞

典），洛里昂（Lorient）白菜（法

国）和安家地（Akkajidaikon）萝卜

（日本）都是本地人工栽培品种。

选择一种食品，有哪些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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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植物种群（或生态型）？

一种生态型指的是一个种群的物种（通常由种子而来），它们的基因适应于一个特

定的、通常面积有限的地域。这个定义与一个人工培育的品种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一个生

态型没有一个精确的、稳定且确定的遗传特性，同时，它们不属于某种官方分类。但是，

它们对于保护培育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有时候，如果经过适当的研究和选择，

它们也可以成为栽培品种分类的一部分。

一些例子…

意大利马尔凯（Marche）锡比利尼（Sibillini）山区不同种群的粉红苹果（pink apples）

一个“品种 ”是指什么？

一个品种可以定义为相同物种的一群牲畜，它们有相同的，可以与同物种其他品种

明显相互区分开的外观（尺寸；皮毛或羽毛的颜色；头、四肢、犄角、尾巴的形状等等）。

如果要正式成为一个品种，它必须有文字记录在案。通常来说，承认一个品种和属于该品

种的牲畜，是本地区农民的集体行为。

一个本地品种与它所属的、长期进行适应的一个地区的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它们有很

强的适应能力，甚至在极端环境中也是如此，通常需要较少的呵护和养料。对于“美味方

舟”来说，与一个品种相关联的食品种类，比如肉类、牛奶、奶酪或腌制肉类也很重要。

一些例子…

米兰达斯（Mirandaise）牛，一种原产自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地区热尔（Gers）的

牛；产自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萨鲁佐（Saluzzo）的白母鸡；还有来自挪威西北海岸的威

尔萨（Villsau）绵羊，这是北欧地区最古老的绵羊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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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起源于特定的地区，但有时——当它们的某些特点特别有用的时候——它们也

会被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个品种可能在其原产地面临灭绝危险，但在其他地方却

很常见。就像原产于瑞士的吐根堡（Toggenburg）山羊，它本来只在瑞士的圣加伦地区

有，而现在，在阿尔卑斯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很常见。

什么是动物种群？

一个种群由同一个品种，具有相关特征的个体组成。正如“品种”部分所举的例

子，农民根据可见的外表特征（羽毛、身材、犄角或尾巴的形状等）和行为（繁殖能力、

生育能力等）将它们归类于某个种群，这个角色至关重要。一个种群对一个品种来说，就

如生态型相对于栽培品种，即它并不正式地属于一个严格规定的品种类别。

举个例子…

肯尼亚的莫疏孥莫莫洛鸡（Moshunumo Molo chickens）种群和意大利的罗卡维拉

诺（Roccaverano）山羊就是很好的例子。

一种野生生物是否能得到提名？

“美味方舟”承认那些承载着文化和一个集体的生活方式的食品。实际上，慢食协

会的生物多样性不仅保护遗传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同样保存记录着与它们有关的文化

（地域性的、专业性的和传统技法）。所以，为什么也要记录野生动物？因为它们通常都

与其传统收割、捕鱼、加工过程以及食品文化有关。保护野生产品也代表着保护着它们所

属的社群和生态系统（比如森林、山和湖）。在动物的世界中，鱼是品种最丰富的大型野

生品种之一，因此，也可以申请提名一个鱼的品种，它可能与一种捕鱼技术或是一种保存

方法有关（比如，用盐腌制、风干或烟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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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例子…

一些野生食物品种与复杂的收成、获取方法有关，比如美国的曼努明米（Manoomin 

rice），要先划独木舟收割，晒干然后进行熏制，亦或埃塞俄比亚哈莱纳（Harenna）的

野生咖啡，需要阳光晒干然后烤制。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许获取方法相对简单，如意大利

的“radìc di mont”，人们在山里收集它们，然后浸泡在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野生食物的

产品除了被运用于烹调外，同时，常常还有护肤或医学价值。

什么是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指的是奶酪、腌制肉类、面包、甜点、饮料、果酱蜜饯等等，为了更长久

地保存食品（牛奶、肉类、鱼、谷物、水果），进行了后期加工。世界各地大量的加工食

品是代代相传的学问和知识，是创造力和手工艺的智慧结晶。

在制作过程中，很小的变化可能会制造出完全不同的食物——想想我们有几千种不同

的奶酪，它们却只来自三种原料：牛奶、凝乳酶及盐；或是腌制肉类，很可能只是因为用了

不同部位的肉；或是香料，甚至是在熏制过程中用的不同木头种类，都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

果。长期的手工精制实践或许会创造出某些特别的新口味食品，很多时候它们有可能会比原

材料更能代表本地的饮食文化，同时对生产者因季节和市场变化的不稳定性起到保护作用。

有时候，要保护某个植物或动物品种，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广与之相关的加

工食品（比如保护某种奶酪或腌肉也是对原料来源的动物的保护，一种面包或许能让与之

相关的小麦品种免于灭绝之灾等等）。

对慢食协会来说，加工食品也是生物多样性中的一部分，与野生动物、种子以及驯

化品种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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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品种必须保持原汁原味的风味，具体条件由当地的传统和用法决定。

化学或物理分析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评判一种食品的质量，但是仅凭品尝也是不够

的。我们必须了解这种食品的源头（它是从哪个地区来的：在山上还是在平原？在城镇还

是在人迹罕至的隔离地带？那里的气候是潮湿还是干旱？那是一片很小的区域还是很幅员

辽阔？）。

一定要向当地的社群请教（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食品，还是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人们认为它价值很高吗，是庆祝、庆典的时候会吃到的食品，还是用来充饥的食品？）。 

加工工艺必须要了解得很清楚（它是用生牛奶还是用巴士消菌牛奶做成的奶酪？腌肉用的

是熟肉还是拉伸过的生肉？奶酪是新鲜的还是陈年的？），同时，还要注意保存方法（它

是烟熏的吗？是用稻草包裹吗？等等问题）。

3. 这些食品必须与一个地域和当地居民的记忆、身份和传统相关联。

地域对于生物多样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仅仅是本地出产，这一点还是不够

的。仅仅是“本地”这个形容词，我们只能了解到很少的、与一个地区相关的历史和传

统。在某个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最近新引入的品种、杂交品种或与本地文化无关的食

品种类。相较而言，我们更感兴趣的品种，通常与这个地域有极强的联系。不仅是气候和

环境，还有当地的历史文化及物理环境。

地域代表了土壤、空气、水和气候，但同时也代表了语言、方音、宗教、手工艺、

建筑和景观。如果离开了它的原产地，一粒种子、一种蔬菜、一种果树，或是动物品种，

都只是简单的遗传材料。可食用的植物类和动物类在它们的原产地可以最好地发挥它们的

潜能——在这里，因为人类的活动，它们已经在那里适应了几个世纪。正因为这个原因，

它们的耐受力更强，需要的投入也更少（对于植物类来说，是肥料和杀虫剂的投入；对于

动物类来说，有兽医、水和食物的投入）。正因为这样，它们从环境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就

都更有可持续性。当你听说某一种食品的原食材在哪里生长都一样，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

区都没有区别，不论是生长在山里还是生长在平原上等等（这其实很多见），别灰心，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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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问问题。你慢慢就会在回答中发现它们的区别：例如在一个区域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烹

调中会用到的香料只能是来自于当地山谷里的香料才好，等等。

最大的挑战在于将一种食品与广泛的地域相联系，并找到它独有的身份：一个岛

屿，一座山，一条河流的支流，或者一群丘陵。如果你找不到区别，连一点点最小的细节

上的区别都找不到，那就说明这种食品不是那么特别。

一种食品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被称为“传统”？

有一些组织作出了时间限定，最少需要经过若干年，这种食品才能被定义为“传

统”：这可能是50年，30年，或者25年。

慢食协会认为，简单地用时间作为界限，并不足以保证一种食品就是传统的一部

分。拿金冠苹果（Golden Delicious apples）来说，它生产于世界各地（从智利到欧洲和

澳大利亚），而且占世界上苹果总产量的80%之多。但它并不能算作是一种传统产品，

因为它自身品种的基因组成（一个不论在任何地方，都表达出相同及稳定特点的品种），

比其与一个本地社群的联系和重要程度要强太多了。虽然，这个品种是在20世纪初发现

的，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类似的情况对于大量商业品种的桃子、葡萄、李子等等都适用，而这些品种都至少

有五、六十年的历史。

慢食协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将当地社群的“集体记忆”考虑其中。要决定一种

食品是否算得上“传统”，你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这种食品是否属于当地的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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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种植过程中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处理和食用的方法是否代代相传？”找到这些问题

的答案，你可以在原产地本地找到最年长的生产者，问问他们，是否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就

已经在生产这些食品。但仅获得一个回答是不够的，需要得到多个答案，以确认这种食品

确实是当地人的共同记忆才行。

有一些可以注意的点，或许会有助于整个过程：“是否可以在本地的手工精制匠人

那里找到任何它的痕迹？是否有一些手工食品制作工具（木头、铜、石头、芦苇等材质）

是专门用于加工或保存某种奶酪，或收集并晾干某种水果的？是否有专门用来放一种谷

物的研钵或篮子？是否在当地的语言、方音甚至民歌里提到过它？这种食物是否在集市上

出现过？它是否对当地的建筑产生过影响——比如老磨坊或乳制品工作坊？”除了向当地

的长辈发出提问，也问问妇女、厨师、记者、专家（比如农学家、兽医、食品技术员等

等）。同时，对现有资料进行完整的检索也很重要：这里有没有烹饪书？有没有与本地

传统、节庆相关的书？有食品目录吗？尽量多地反复核实信息来源是非常必要的。

是否可以在几个不同的国家提名相同的食物？

答案是肯定可以的，但需要确认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即使是细微差异之后才行。

手工制作的食品从来不会重样，因为它们的整个过程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纬

度、土壤成分、气候、制作技艺以及个人的创造力等等。如果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发现

名字一样的食品，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比如说，乳清干酪（ricotta）在意大利的西

西里岛地区都能找到，但是我们进一步深挖，就会发现它既可以以牛乳作为原料，也可以

以绵羊奶、山羊奶或者混合奶源作为原料；它可以是新鲜或者陈年奶酪；经过烘烤；经过

烟熏；用无花果树枝来进行凝乳，等等。

古斯古斯米（couscous）在地中海地区广泛种植，但如果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它

可以由各种不同谷物（小麦、黍类、大米、玉米）或其他原料制成（甚至有一种用莲子制

成的古斯古斯）。而仅仅是小麦古斯古斯，就有可能包括好几个不同品种，不同大小的颗

粒，甚至不同风味（添加晒干的草药，叶子或根等等）。

找不到明显区分的时候，大多只是因为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描述，而不是因为真

的没有区别。在意大利的六十年代，葡萄酒非红即白。今天，葡萄酒的种类数不胜数，这

与葡萄的品种、地域、酿酒技术和不同酿酒人的能力都有关系。推广多样性对扶持小规模

生产者来说非常关键。统一的、稳定的、表层的（那些总把“这些食品在哪儿都一样”挂

嘴边的人）的生产是属于大规模生产者所追求产量而牺牲质量达到的一种标准化生产。一

个品种可以远播到很广泛的地域的品种，或许名字也一直保持一样，但这并不代表它在每

一个它的初产地没有面临灭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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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例子…
我们在“美味方舟”食品目录册上允许来自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

（Herzegovina）的梅子酱（slatko），也接受马其顿（Macedonia）叫同样名字的野生无花
果酱（slatko）。我们可以提名来自黎巴嫩贾巴阿迈尔（Jabal'Amel）的“freekah（一种谷
物）”，来自巴勒斯坦杰宁的“freekeh”，或者叙利亚伊德利卜（Idleb）的 “freekeh”。
在不同地区提名最原始版本的羊奶酪（feta cheese） 包括希腊、土耳其和马其顿，这都是
可以的。当然，我们不会提名丹麦羊奶酪， 即使世界上最大的羊奶酪（feta cheese）生产
地就在丹麦。

 

4. 食品的产量必须限量生产。

说到“限量”或“小规模”，各方看法不同，很少有达成一致的时候。其实，这个概

念在很大程度上与讨论的语境（比如，地中海岛屿和亚马逊丛林完全是两回事）以及生产的

形式（种植洋葱与在阿尔卑斯奶酪上种藏红花肯定是两回事）息息相关，很难给出一个确切

的数字或精准的配方。

对于“美味方舟”（或者其他项目如“慢食卫戍”和“地球市场”）来说，我们对那

些不能进行大批量或工业化生产的食品更有兴趣。在实践中，“我们无法衡量什么是对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错的”（源自经济学家E.F.舒马赫，1973）。

“美味方舟”目录册上的每一种食品都与其一个特定地域以及当地社群的技能知识紧

密相关。如果一种食品的量变得太大，或增长速度太快（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变量），生产它

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也将跟着增长（向单一文化模型趋近），再加上需要喂养的动物数量也增

加，还需要跟着集约化种植，这很可能需要从生产地之外的地方进口原材料（有时这些原材

料来自很远的地方），生产链的每个环节都被机械化，同时也为保证同等的产品质量，却不

能继续以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以满足大批量的需求。

美味方舟是一个食品目录册，而不是一本生产者的名录。因此，它不需要知道明确的

产量（但是，这个数据对需要成为“慢食卫戍”食品极为重要），但至少也要知道大概的

生产数量，以便了解到我们是在对付一种手工制作食品还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产品。要更

好地理解这个概念，你可以去读读经济学家、哲学家E.F.舒马赫于1973年的著作《小即是美

（Small is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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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品必须是正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危险

即便是一种传统食物，其消失的危险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迫切地需要保护

它，尤其是当只有少数几个年长的生产者还知道如何生产它的时候。仅仅通过书写它的配

方，或者口口相传来生产一种奶酪、腌制肉类或传统甜点是不够的。传统的加工方法都是

手工完成的，需要通过与师傅们一起工作很多年才能习得。

学习技术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要获得一种敏感度，知道如何在生产条件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比如作坊的温度、湿度，或者成熟的过程，一年中的时间，动物的健康状况

等等）依然保持食品的品质。只要是在经过生产线、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的情况下，要允许

太多的个性化生产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相反地，它要求生产过程要尽量简化，这样才能

适应在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会用到的电脑技术。

当某一种食品只是在某个家族里相传，但在现实中它也正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危险。

或者说当“超卫生法（ultra-hygienic laws）”开始实施时， 对于一种食品的特性形成极

其重要、加工食品的成熟或生产过程中的作坊、器械或材料在被判定为不合法的时候，这

种食品灭绝的危险也在临近。在生产量很小的时候（几百或几千单位），这个危险就是真

实存在的。在产量如此低的时候，遗传侵蚀的过程是很难逆转的。这需要学者、专家、资

金等多方的共同努力，资助、支持种植者、生产者和他们的生产项目。

有潜在灭绝风险：也就是中期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是指当社会情况（生产者或

消费者的）与环境情况（生态系统的）发生改变时，可以预计到未来几年产量或生产者数

量的减少。这种危险的征兆有很多，且都不一样：消费趋势的改变；当市场不再喜欢某种

食品，它的价格很低，慢慢减少其利润率；一个地区人口的减少，或原来的生产者为了谋

生，逐渐向外迁出；代代相传的流失；乡村生态系统与景观的变化和消失；缺乏本地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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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关农业政策支持，缺乏相关院校的关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越来越接近传统加工工艺

的食品，让消费者感到困惑，并逐渐被引向同质化的、标准的食品——这些都会很快让传

统食品在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更加不稳定、更脆弱，也没有很多广告和市场的

支持。

一种仅在家族中相传的食品是否可以申请提名？

答案是可以申请的。一种只存在于家族传统中，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食品，即使它的

产量很大，也属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系统，很可能在某一代人中消失。

以巴尔干（Balkans）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地区为例，小型的或小规模的私营作坊已经

完全不存在了，但大型的或大规模的国有公司却仍然存在。曾经，所有的手工食品都是在

家庭中制作并相传，而现在，其中的一些食品正在慢慢地回归到市场中来。

这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食品可能仅仅是供应家庭的，不对外出售；还有

一种是也在市场上有售卖，但已经不是最原汁原味的样子，它有标准的配方，或者原材料

已经很不一样。不论是哪种情况，当这种食品还在家族中以代代相传的方式上生产的时

候，我们都要尽早地申请提名此食品。被提名的食品中，不必考虑它的商业需求或卫生需

求，这不是登上“美食方舟”的必要要求。

对这些条件的阐释和应用必须总是将不同的本地条件考虑在内——地理、文化、社

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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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提名一种食品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规则：

美味方舟目录册上的食品名称必须允许任何生产者都可以随意使用，该名称不由任何

一个生产者或集体所独享：即，它不能是一个注册商标。美味方舟目录册上的食品属于它

们所来自的各个社群，属于那些将它们代代相传的人们和那些一直致力于保护它们的人。

因为这些食品不是属于某一个公司的私有财产。任何新兴公司或者住在那个区域的年轻人

都有权利对其进行培育、种植、或者对这些食品做一些改造。因此，在美味方舟目录册上

没有任何私有企业的、带有品牌或专利的食品。

一些大家熟悉的例子包括：“Nutella®”牌巧克力酱就不属于美味方舟食品，但是

一种传统的吉安杜佳（gianduja）巧克力榛子酱可成为美味方舟的一员；“Marlene®”

牌苹果不能加入美味方舟目录册，但是上几百种在世界各个角落繁衍生长的苹果品种

都可以申请提名；“Huguenot®”牌奶酪（一个南非人发明的牛乳酪，他给这种乳

酪命名，且名字有版权保护）不能上美味方舟目录册，但是一种意大利“马背奶酪

（caciocavallo）”，一种波兰“羊奶酪（oscypek）”，或者一种陈年法国“山羊乳干酪

（pélardon）”，或者其他属于产地人民的奶酪种类都可以申请登上美味方舟目录册。

登入“美味方舟”目录册的食品，都不允许使用慢食协会的“蜗牛”标识、名字或商

标（或以其他任何“蜗牛”的变形形式）。正确使用慢食协会标识的方法和“美味方舟”

的名字，必须遵守“慢食协会标识使用说明”文件，它是慢食协会国际章程的附件之一。

美味方舟选择的是一种食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因此生产者，他们对生产

过程的参与和对生产流程的控制并不是美味方舟关注的重点。

美味方舟上的记录包括对食品的外观、颜色、风味的描述，但无需包含整个生产过

程中的细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可以入选美味方舟的苹果品种，既可以用有机的方

法耕种，也可以用传统方式来种植。美味方舟仅记录、描述一种有可能消失的食品。这是

在发出信号，号召全世界行动起来！

因此，“美味方舟”食品目录册上在列的所有食品不能使用“美味方舟”的标识，

或慢食协会的“蜗牛”标识，或者其他相关组织或项目的标识（比如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

基金会、慢食卫戍等等）。但是，用于其他工具讨论“美味方舟”是有可能实现的，比

如：宣传册、指南、文章、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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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方舟
“美味方舟”的标识可用于各国家慢食协会，地区慢食协会或本地慢

食网络。其logo可以从慢食协会基金会或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取得。此

外，还可以被用在活动、演示、期刊、培训活动中，用于推广“美味

方舟”项目。

在许多国家，慢食协会与当地重要的大厨都建立有很好的关系。他们不仅支持、参

与慢食协会的各项活动，以及开展各种合作项目，他们还在烹饪中使用美味方舟、慢食卫

戍在列的食品，或者来自当地小型或小规模生产者的食材。

联盟的创造旨在推广慢食卫戍的食品，并且被逐渐扩展到美味方舟中

的不同食品中和在本地生产的“优质、洁净、公平”的不同食材中。

当大厨使用慢食协会项目中的食品时，比如“美味方舟”或者“慢

食卫戍”中的食品，它们可以相应地配合食品的名称而使用不同项目的标识（或者添加一页，

将它们列出来）。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建议包含一句话，描述相关的项目（例如“美味方舟”、“慢

食卫戍”等）。其他食材可以用星号进行标记，并标注它们的生产者也遵循着慢食协会“

优质、洁净、公平”的价值观和理念。

在所有情况下，向公众公布的材料都应该包括对“联盟”的描述。

更多相关的信息，可以在项目网站上查询：

www.slowfoodfoundation.com/alliance 或邮件至 ark@slowfood.com 

主厨联盟
慢食协会鼓励厨师们在菜单中列出原食材的生产者，一同推广“慢食

协会主厨联盟”，真正地建立起一个由餐厅构成，同时为了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网络（可参考www.slowfoodfoundation.com/alliance）。

慢食卫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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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提名
一种食品？

任何人，无需具备专业背景，无需是慢食协会的一员，也无需有特定的技术，都可

以向“美味方舟”项目申请提名。提名者既可以申请提名一种来自其故乡的食品，也可以

申请提名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域的食品。您可以在大中华区慢食协会的官方网站

（www.slowfoodchina.org）“美味方舟”项目菜单里下载并填写简单的表格，进行申请

提名。

将完整的提名表格应发送到本地的慢食网络或慢食组委会。如果在提名者所在的

地方还没有设立本地的慢食网络或慢食组委会，可将申请材料直接发送到大中华区慢

食协会的北京办公室邮箱：info@slowfoodchina.org，由大中华区慢食协会设立的“美

味方舟组委会”进行审核。相关联系信息，请上大中华区慢食协会的官方网站（www.

slowfoodchina.org）查询。

美味方舟组委会和国际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将审核所申请提名的食品是否符

合所有标准。如果所有条件均符合，该食品将被递送到美味方舟国际技术委员会。如果需

要其他支持材料，组委会将联系其提名人进行补充。

国际技术委员会由来自不同的国家及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组成，他们将用他们的专

长，对申请提名的食品进行最终的审核，给予最终进入美味方舟的批准。这个组织也可以

向进行申请提名的本国组委会索取更多信息。

在获得批准后，下一步是在线上目录册里列入该食品的相关信息和描述。

www.slowfoodfoundation.org/ark - www.slowfood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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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食品描述*
对于可食用植物：描述它的形状、重量、颜色、味道等等，以及什么时间、如何采摘或收割

它。除了描述它的品种（比如说，不要只说它是一种西红柿），也要注意它是否属于一个特别的品

类，是否与一个地区相关，是否通过本地产的种子进行传播等等。

对于动物品种，描述动物的特点、大小、犄角的形状、皮毛的颜色等等，并且描述养殖它的目

的，特别是由它而来的不同食物种类（肉类、腌制肉类、奶酪等等）

对于加工食品，描述它的制作过程，包括不同的步骤，说明原材料是否都是本地生产的。它是

否与一个食品种类有直接联系（比如，如果这是一种面包，它是否是由一个特殊的小麦品种或黑麦

品种制成的？）或者一种本地的品类（如果是一种奶酪或腌制肉类，它是否由当地的一种牛奶或者

肉类制成？）

如果它是一种奶酪，注意它是否是由生牛奶制成的。

如果知道，还可以列出任何与它相关、用它制成的传统菜肴。

 面包和烘培咸味食品

 牲畜

 可可豆

 蛋糕和饼干

 谷物和面粉

 奶酪和奶制品

 咖啡

 腌制肉和肉制品

 鱼类

 新鲜水果或蜜饯

 葡萄品种

 香草和香料

 蜂蜜或相关蜂产品

 昆虫

 发酵葡萄汁和其他发酵饮料
（苹果酒、

     蜂蜜酒…）

 食用油

 意大利面

 腌制的鱼（鱼子酱，或油
腌制的咸鱼…）

提名表格

食品名称 列出食品在其原产地的已知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是当地的语言或方言，也请提供相应翻译

类别*

 豆类

 食盐

 发酵饮料

 茶

 酱菜（蔬菜酱，蔬菜汁，蔬
菜泥…）

 蔬菜

 醋

 葡萄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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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历史

如果知道，请尽量详细地描述这种食品的历史（是否有相关的节庆，习语和当地的风俗等？）

 

历史生产区域*
说明依然出产该品种的地理区域（如，城镇、山谷的名称）

估算现有大概产量数字（1年）？

是否在市场上销售？

是否只在某个家庭消费？

使这个食品或者品种可能消失的原因

提名者姓名*

电话*:                                  邮箱：

请告诉我们您申请提名这个食品的原因:

* 星号表示该项对评估非常重要，是必填项目，否则申请提名的资料将无法保存。

请附上任何相关文件：比如有关生产者或食品的照片、视频、报道文章及链接等，或者是否有知名

大厨使用这个食品的纪录，也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工作邮箱：info@slowfoodchina.org

如您在填写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10）8532579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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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食协会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的网站包含了完整和最新的信息、项目概览和一部在

线、可根据国家、食品种类、食品名称进行检索的目录。收到的提名表格，不论是哪种语

言的，都将在网站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提名”板块上公布，作出贡献的提名人的姓名和他

们的评语也将一同公布。在这个部分，访问者可以搜索被提名的名单。常见问题页面可以

帮助访问者找到所需信息。

如何传播美味方舟
随着项目的成长，现有支持多语
言的若干传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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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arkoftaste 
美味方舟的“Facebook”页面已经在运行中，每天不断地更新最新资讯、照片、评

论和视频。这些材料来自于世界各地慢食网络的贡献，因此，向协会内部发布或与朋友分

享帖子，是非常重要的。

twitter.com/arkoftaste
当一个条目的描述被创造出来时，每天都可能有相关的更新，并传递到网络的所达

之处。同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相互关注，激励大家对该项目的兴趣对于慢食网络的迅速

扩展是非常重要的。

慢食协会和大地母亲国际新闻
慢食协会国际新闻定期向90，000订阅者发送八种不同语言的讯息。它们侧重于不同

项目，有丰富的内容（新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新食品的品种、图片库以及小测试等等）。

图片库和视频见证
由提名者发送的照片，以及慢食协会档案中的资料会发布在“Facebook”以及

www.slowfood.com的多媒体区域。视频也非常重要：我们热情邀请有能力创作影像的人

们采访生物多样性的卫士。视频可以与申请提名文件一起发送，还可以作为表格附件发

送，或者收录进由美食科学大学收集，由来自世界各地，记录保护本地传统、文化和生物

多样性的勇敢行动的 “记忆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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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方舟是一系列食品目录，而慢食卫戍的根本特点在于是与生产者的关系，并发

起支持生产者的行动。开始一项“慢食卫戍”食品提名，意味着需要去拜访生产者们，理

解他们如何工作和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并通过他们理解其背后所延伸出的社会与文化环

境，以及所面临的市场问题等等，这样才能将真正有意义的行动付诸实施。

慢食卫戍直接参与干涉保护面临灭绝危险的食物品种（这个品种来自美味方舟目录

册中的食品），并且代表它进入美味方舟目录册的下一阶段发展。自然地，不可能所有美

味方舟上的品种都成为“慢食卫戍”食品，但希望有更多来自其他组织和机构一同行动起

来，保护和拯救这些食品。

美味方舟和慢食卫戍有
什么不同？



该项目由欧盟资助。
该宣传册的内容由文章作者负责；欧盟委员会不对任何宣传册内容的使
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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