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谷家宴 ：
让味道延续情感
当吃饭成了变相应酬，举杯成为一种负担，你是
否还期待一年一度的聚会高峰？从一个饭局到又一个
饭局，从一个酒杯到另一个酒杯，身为局内人的你既
然欲罢不能，能否换一种方式给饭局换个味道？是否
向往过在家中设宴，但想到复杂的食材采买和菜品置
办又满是无奈？或许可以尝试一下“正谷家宴”
。2013
年春节，正谷农业团队用心挑选环球生态食材，为您
提供贴心周到的配送到家服务。在家中轻松享受环球
生 态 美 食 大 餐， 不 仅 亲 人 团 聚 更 添 家 的 味 道， 也 给
三五知己小聚或是高朋满座的聚会平添几分亲密。接
到这样的家宴邀请，朋友在惊讶之余一定会感动，你
们之间的交情已经超越了点头之交而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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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 王皓洁

有机的奥秘 ：好味道从哪里来

咨询、深入田间示范等多种方式，指导农户进

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而是遵照自

行有机农业生产。正谷有机生产人员通过严谨

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

高效的管理，严格把控产品的质量关 ：在选种

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

上，正谷选择非转基因的和未用禁用物质处理

持稳定的农业发展过程。

过的种子 ；种植过程中使用优质有机肥、自制

在正谷看来，有机农业不仅是地域优势，

发酵肥料、沼液等来培肥土壤，保持蔬菜植株

还包含品质控制、标准、专业能力和有机理想，

健壮，提高其抵抗力，减少病虫草害 ；在病虫

正是这些成就了正谷在有机农业中的领先优势。

害的防治上，综合采用杀虫灯、糖醋液、性诱剂、

技术是任何生产变革方式的前提，正谷坚持以

黄板、防虫网等措施防护植物和诱杀害虫，适

技术驱动生产，公司执行总裁张建伟、首席运

当配合辣椒水、波尔多液等天然物质进行病虫

营官邢建平都是农业领域专业的博士。公司成

防护。另外，由于长期在一块土地上种植同类

立之初就建立了有机农业技术中心，团队中包

蔬果很容易造成植物根部细菌的增加，通过轮

括生态农业专家沈佐锐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

作、套种，以及在一个农场建立农作物－植物－

拥有来自农学、土壤、生态、

畜禽三者有机结合的良性

茶学、园艺、畜牧、水产

农业生态系统，有效地防

养殖、种子科学、病虫害

止病虫害的发生。

防治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和

公平贸易是有机农业

博士三十余人。技术中心

的基本原则之一，正谷试

在采用有机农业措施综合

图通过农民合作社形式与

防治病虫害、作物栽培本

当地社区共同成长进步。

身及食品包装技术上都有

正谷将农户组织成合作

分工与技术积累。在有机

社，不流转土地，正谷负

农业技术中心指导下，正

责输入技术、管理和资金，

谷先后在北京、山东、陕
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

并将生产出的符合标准的
正谷北京有机蔬菜基地

有机食品以合理的对价提

江苏等地选择了地域性强、生长环境好、种植

供给消费者。合作社模式将正谷和农户的利益

的正谷有机农场指示牌会告诉你，离目标越来

经验丰富的种植区建立了有机蔬菜、水果、杂

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将企业对农户的监督变成

定律，一道菜品是否成功要从选择食材开始。

越近了。我们首先看到了王皓洁正在和来正谷

粮、禽蛋、大闸蟹等基地。为了严格控制产品

农户的自查自觉和农户间的相互监督，从源头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吃什么”按理

农场采摘的游客介绍有机蔬菜种植技术。王皓

质量，在有机农业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在参照

上控制农产品质量。合作社中的农民不同于租

说不应该成为问题，可恰恰是这个最简单的问

洁 ：2011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现

美国（NOP）
、日本（JAS）以及中国有机农业

地雇工方式下的农业工人，他们依然拥有土地，

题困扰着许多人，你是否也曾经抱怨，如今的

为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技术员。正谷有机农

生产标准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研讨，制定和完

几千年传统农业形成的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得到

场紧邻官厅水库，水源充沛洁净，在这里，新

善了《正谷有机产品质量标准》
。结合实际操作

了延续。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但是在中国，

因素之外不得不承认，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让食

鲜空气、土地和生长中蔬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情况，各基地又陆续完善了不同产品的操作规

常规农产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农民的付出得

材的品质出现下降，化肥、添加剂和越来越短

那是记忆中熟悉却又久违了的田园之味。对于

程，使不同产品的有机生产质量标准具有了可

不到相应的回报，正谷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

的生产周期都让如今的食材难以保持自然的味

远离自然的都市人来说，参加正谷的生态农业

操作性。在基地管理方面，各基地都建立了完

式组织有机农业生产，一方面使农民学习到先

道，不得不靠麻辣等等重口味来勾起人们的食

之旅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亲手采摘蔬菜固然是

善的追踪系统，保证了产品的可追溯性。

进的有机农业种植技术，通过种植有机农作物

“七分食材，三分厨艺”是美食圈公认的

食物“吃不出小时候那种味道”？除去情感

欲。以至于美食家们感叹 ：如今哪里还能找到

一种乐趣，更重要的是能够近距离亲身感受有

最本真味道的优质食材？

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在正谷，有机农场的生产方式不仅科学而

增加收入，获取生活所必须的物质支持和自我

且尊重自然生长规律，在提供安全、营养的有

发展手段 ；一方面通过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方
式，保护更多农民的利益，推进有机农业“健

沿着川流不息的京藏高速一路向北，穿过

“ 有 机 农 业 ” 一 词 由 英 文“Organic

机产品的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正谷从基地选

繁华的京城心脏，依次经过居庸关长城、水关

Agriculture”直译而来，是指遵照有机农业生

择、品种挑选、土壤培肥、病虫害防治等环节

康”
“生态”
“公平”
“关爱”原则，促进社会

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

进行有机农业技术实践，通过专题讲座、提供

的健康和谐发展。

长城和八达岭长城进入延庆境内，217 市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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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产物，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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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背后的健康
有机食品往往味道更好，但有机农产品

重的生态价值观，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科技

你大可享受每周配送上门的便捷服务，虽然配

活跃的领域之一。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重

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更好吃，关于有机食品

手段的介入，目前只有不多农村地区传承了传

送体系会增加正谷的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但

视，有机食品的市场会扩大，目前中国有机食

还存在很多误区，口感和品相并不是有机食

统农业的优点。农业投入期长、回报慢的特点

是在有机市场发展还很初级的中国市场，这种

品的市场份额不到 1%，而欧美发达国家有机

品的第一追求。有机农业首先是尊重自然规

在有机农业里更加明显，往往土壤改造就要花

方式能够帮助正谷在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而

食品的市场份额已达到了 10% 左右。2010 年，

律的产物，有机食品的最大优点是安全、营养、

两三年，有机农业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

高效的沟通渠道。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评价说：

世界有机产食品的贸易额约为 590 亿美元，未

美味。安全必须是第一位的，在保证安全的

药、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采用物理和生

“重要的是通过定期上门配送产品，我们与消

来 5 年内这一数据可能达到 1000 亿美元。全

前提下营养是最重要的，吃的目的是摄取足

物手段意味着产量降低和管理成本提升，这些

费者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目前我们有长期稳

球有机生产土地面积约为 3700 万公顷，中国

够多足够好的营养素，以保证身体这台最复

都导致了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常规食品，但

定的会员客户，这在有机行业是非常难得的。
”

也有将近 200 公顷的有机土地。正谷执行总裁

杂机器的健康和良好运转，有了安全和营养

在今天，中国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消费者对

据国家认监委公布的信息，我国目前生产有机

张建伟评论说 ：
“正谷相信，每个人都有获得

我们才最大限度地追求美味。”

食品安全、营养价值的追求都使得有机农产品

食品的企业有 2000 多家，国内的有机食品销

安全优质食品的权利，未来有机农产品的价格

的市场发展迅速。

售额 763 亿元人民币，出口 5 亿多美元。来自

一定会让绝大多数人都能承受得起。不仅如此，

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显示，有机农业发展速度非

有机农业还会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

常快，每年约增长 20%，是世界食品行业中最

可持续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

其实有机农业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中国
人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就是一部有机农业发展
史，古人提倡“天人合一”正是对自然充分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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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上安全而健康的有机农产品，是否需
要亲自驾车每周去郊外采购？如果选择正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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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海鲜的产销监管等问题深入交流，并达成

捞船只规模、捕捞器具等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了长期合作意向。Ray Riutta 先生表示，阿拉

阿拉斯加还实行“许可证限制”
，也叫做“有限

斯加海鲜原始自然的生长环境和当地政府完善

入渔”
，即限制一个渔场内的捕捞作业的人数。

的可持续渔业保护措施造就了其“天然、野生、

渔场实行准入政策，既防止了过度捕捞，也更

可持续”的特质，非常符合正谷的生态可持续

易于管理。 阿拉斯加通过相关立法政策的严格

理念和正谷对于生态、健康、高品质食品的要求，

执行，保证了渔业管理的透明化，也使更多公

希望通过与正谷合作，将更多优质的阿拉斯加

众投入到渔业可持续发展事业中，这都为阿拉

海鲜食材提供给中国消费者。

斯加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认可。

如何理解可持续的意义？以阿拉斯加海鲜
为例，这里地处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北纬 54
到 71 度，其三面环海，常年水域冰冷清澈，远
离人类活动污染源，是全球最清洁的海域之一。
这里的海产遵循自然生长周期，且生长缓慢，
原始的自然繁殖环境以及可持续的渔业管理成
就了其亘古不变的品质，以“天然、野生、可
持续”的特点闻名全球。阿拉斯加州政府规定，
“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进行鱼类的运用
发展，维护鱼类生长”
，阿拉斯加也是美国唯
一把此项决议编入宪法的州。美国国家海洋局
和阿拉斯加渔业部对捕捞区域、捕捞期限、捕
正谷执行总裁张建伟博士与美国阿拉斯加海产市场协会 ASMI 执行董事 Ray Riutta 先生合影

环球美食与天赐之味
享受美味与健康的同时，如何用更多新鲜

国外市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有机产品供应链，

当今美食家的眼界早已放眼全球，无论是阿拉

能够从源头保证品质，这是正谷优选环球美食

斯加深海出产的极品海鲜，希腊特级初榨橄榄

的重要前提。

油、还是阿拉斯加 Yukon 河鲑鱼、法国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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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另一方面，在有机农业上发展更为成熟的

口味满足家人挑剔的胃口？不再局限于国内，

在相对陌生的海外市场，如何保证产品

这些特定地域出产的环球美食都已走上了中国

的品质与安全？正谷海外基地部遵循正谷有机

人的餐桌。对食物和自然的尊重是有机农业的

农产品标准和中国、日本、欧盟有机标准和结

前提，强调产地限定和季节限定的环球美食不

合地域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正谷标准有机农

仅极大丰富了今天我们的餐桌，更提供了无可

场。2012 年 11 月，正谷董事长张向东、高级副

替代的口味和营养。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的

总裁张铭、执行总裁徐新、执行总裁张建伟博

今天，有机农业的范围早已不只是中国，正谷

士赴西雅图拜访了美国阿拉斯加海产市场协会

以其国际化视野和深厚的能力积累，在全球范

ASMI（Alaska Seafood Marketing Institute）

围内选择众多专业合作伙伴，采集优质产品以

执行董事 Ray Riutta 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飨中国消费者。目前有机食品从业者众多，而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美国总部商务

将优势农产品资源开发拓展到全球范围的却很

总监 Geoff Bolan，就渔业可持续发展和和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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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正谷阿拉斯加海鲜，产自远离人类活动污染
的清洁海域，生长缓慢，给予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天然、
野生、纯净、口味独特等特点闻名于世。

2 秘鲁 ：正谷瑞士 Cavell 巧克力所用可可豆原料来自
秘鲁 ACOPAGRO 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不使用农药和
转基因技术。

3

法国：正谷合作的 La Baronne 庄园成立于 1890 年，
历史悠久，Lignères 家族的葡萄种植园位于阿拉里克

5

正谷希腊 Mosur（米索）
希腊：
特级初榨橄榄油所用橄榄产自希

山脉，热烈的阳光和干燥的气候非常适合于优质葡萄
栽培。

4 瑞士 ：正谷与瑞士著名生产商阿尔巴巧克力公司一
起合作专为正谷生产的巧克力，并一同承诺减少产品碳
排放量，在分享美味的同时为环保积极行动起来。

正谷环球生态美食地图
本页所有食材，您皆可通过购买
“正谷 2013 春节环球生态食品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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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低降雨量和海岸线上的土

苏州阳澄湖 ：正谷阳澄湖大闸蟹生态养殖基地拥
有阳澄湖优良水域养殖水面 2000 亩，所产大闸蟹因其

内蒙 ：正谷有机杂粮基地位于内蒙古库伦旗等地，自然
环境得天独厚，空气清新、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是有机杂

石山造就了其特殊的品质。

长期稳定的高品质，被国家质检总局获准授权“阳澄

粮的适产区之一。

腊伯罗奔尼萨南部海岸，强烈的

6

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中国 ：

黑龙江五常 ：正谷有机原稻米产自民乐朝
鲜族乡，该地区属草甸黑土，有机质含量丰富，

武夷山 ：正谷茶品包括武夷岩茶、红茶和乌龙茶。
武夷岩茶为半发酵青茶，山高地沃，独特清净的生态

使用 牤 牛河、拉林河两大纯净水系自流灌溉，

环境赋予了其芽极肥乳，性温香郁的特点。

使产出的大米“米香幽深、
饭粒油亮、
清淡略甜”
。
云南 ：正谷野生菌产自野生食用菌资源丰
富的云南高原野生林地，原始的生态地理环境，
半封闭的原始森林造就其天然美味。

陕西、北京、山东、新疆、江西 ：正谷选择极具地域优
势的地区建立了有机水果种植基地，正谷有机水果的品质在
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得到保证，包括陕西有机苹果、青岛有机
蓝莓、新疆有机葡萄、江西有机脐橙、山东有机樱桃、北京
有机桃等。

北京 ：正谷有机蔬菜基地严格执行《正谷有机蔬
菜生产技术标准》
，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正谷有机
蔬菜自然生长，允许适量病虫害发生，所产蔬菜色泽

7 澳大利亚：正谷澳洲生态牧场牛肉纹理细嫩、肉质鲜嫩、
含汁度高、香味浓郁，属于高端牛肉中之佳品。澳大利亚因

自然、大小适中、气味浓郁。

生态系统相对独立，被认为是国际上最优牛肉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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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改变生活
食物不仅关乎餐桌，更代表了我们的生活

这一有机农业最早的理念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

方式。正如吃什么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食物

亚州罗代尔农场，它也是全球第一家有机农场，

密切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甚至影响了这个世

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而它所倡导的有机理

界的改变。消费有机食品是一种生活方式，我

念早已走遍全球。1940 年，英国农学家阿尔伯

们可以从一次购买、一餐饭、一口食物做起，

特·霍华德爵士在著述《一份农业遗嘱》中主

一口一口地改变世界。有机食品结合了传统农

张，应该尽量少地使用科学耕作手段，否则土

业、创新思维和科学技术，不仅安全美味，还

壤迟早会被彻底破坏，
“人造肥料最终不可避

意味着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对美食的追求

免地将导致人造营养、人造食物、人造动物，

不会加重环境负担，反而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以及疾病缠身、发育迟缓的人造人”
；
冷战时期，

进步。当你停下来享受健康美食的时候，正谷

提倡有机食品的运动席卷了整个美国。支持者

正在用心地呵护着自然食材的生命力。每一种

认为，
“食物从农场到消费者餐桌的传递链条

食材都用真诚而专业的态度来培育，全程参与

应该缩短。每个人该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谁耕

生产、技术控制和产品流通，正谷有热情也有

种的”
。基于此，有机食品配送的商业模式在

信心将大自然的馈赠带到您的面前。

美国、丹麦和日本等国应运而生。借助互联网

“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品、健康的生活”
，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致力于“有机农场与健

正谷黑龙江五常有机原稻米基地

正谷陕西有机苹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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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谷北京有机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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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厨房搭建快速通道和桥梁”的丹麦有机食品
AARSTIDERNE 公司，建立了强大的有机食

食品？这正是正谷努力的方向。从 2005 年起，

品电子商务销售系统，在德国、瑞典、丹麦等

正谷已经为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

国拥有 4.5 万余名固定会员，创始人 Thomas

深圳等地超过 20 万的正谷会员及家庭提供了

Harttung 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9

有机食品配送到家服务。一张正谷会员卡，就

年度环境英雄”。

可以在家中轻松享受配送上门的新鲜美食 ：有

有机生活，不仅是周末去郊区农场侍弄土

机蔬菜、水果、大米、鸡蛋及澳洲牛奶、希腊

地，也不只意味着选择有机产品，其中更潜藏

橄榄油、法国红酒、阿拉斯加海鲜，还有多种

着我们对自然、对社会的基本理念——健康、

环球生态美食可供选择。这些产品均来自正谷

生态、公平、关爱。我们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同

在北京、陕西、东北、内蒙、希腊和法国等地

时消耗社会资源和生态资源，对环境来讲是否

的正谷标准有机农场。此外，还可以通过选择

生态持续？我们的生活理念是否健康和适度？

每月优选服务，享受到当季新鲜美味的生态食

我们对农业的生产主体农民是否公平和关爱？

品，如阿拉斯加海鲜这样的季节性美食、产地

这都是有机农业要回答的问题。农业本身就是

限定生态养殖的正谷阳澄湖大闸蟹。

承载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活、生产方式，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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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消费者方便的获取相对安全的有机

一点餐桌上的改变能带来什么？食物的能

自然万物之一种，领略整个自然循环是每个人

量远比想象中的更大。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

内心的需要。不只是吃得更好、更健康，来自

不仅仅是吃的更健康更安全，有机背后的理念，

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对过度工业化的担忧等多

会影响我们对当下生活方式的理解。美食，改

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都让有机产品广受追捧。

变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