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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世纪，世界人口总量将达到最高水平，约增加到 100亿人左。预计之后世界人口将趋

于稳定或减少，大多数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创造条件，使 100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意味着需确保人

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有足够的资源实现个人潜力和才能。

约束和挑战

为了定义所有一百亿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生态约束

 经济约束

 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舒适

生态约束

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the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目前

的生活方式在至少五类环境损害中超越了地球环境边界。

图 1    ： 瑞士 2005年的平均生态占用

                                               气候变化 海洋富营养化 淡水利用 臭氧层损害

                                      气溶胶 生物多样性损失 氮循环 土地使用

 注：虚线表示地球生态极限。最关键的类别是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和物种损失

（biodiversity loss）。

“ ”  因此，即使坚持以旧的工业化为中心，典型的 西方 生活方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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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遍适用的生活方式。然而单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也来不及，我们必须寻找更明智的

 安排。从生态和正义方面考虑，以瑞士为例，典型的生活方式选项必须如下所示（用瑞士

来做个事例）：

 20平方米的私人生活空间。

 2.5平方米的公共空间（微型中心为 1250平方米，请参见下文）。

 没有车。

 没有航班。

 每人每天乘火车 6公里（瑞士当前为 6公里）。

 每年 1000公里的火车旅行。

 每年 1000公里的航行。

 每年 15公斤肉（4.3公斤牛肉，7.6公斤猪肉，3.2公斤禽肉；当前美国为 120公

斤，瑞士为 50公斤）。

 每年 20升牛奶（当前瑞士为 370升）。

 每天 70升水。

 每周使用 3个小时的互联网（当前瑞士为 7小时）。

 每 50名居民每天 1份报纸。

不同选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例如，少吃肉，但要乘车旅行，减少私人生活

空间用于短途飞行等。总体而言，这些约束的存在要求人们采用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

需要不同的居住、地域和制度环境。虽然目前西方的大众消费主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

对于所有 100亿人来说，一种令人愉悦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世界大多数人

口而言，这还意味着巨大的进步。最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资源来避免繁重的工作、维持或

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卫生系统，并促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经济约束

当前的经济体系处于永久危机状态。以下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226万亿美元的全球

债务，即约占全球 70万亿美元GDP的 300%（几乎是希腊债务/GDP比例的两倍），600万

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

增长是当前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需要，但过度消耗了地球的生态能力。可持续的经济不

能以增长为基础，它的物质影响应该不断并且迅速缩小。

与当前水平相比，数字化和自动化将使带薪工作岗位减少 50%。如果我们的收入不依

赖于工作岗位，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生产接近零边际成本，表明由工资决定的价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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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崩溃。重要但无报酬的工作（60%，主要是在家庭、农业和护理领域）需要一个对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用的、适当的社会框架。

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正在加剧，给民主政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各国央行的量化宽松

政策和廉价货币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

当泡沫最终破裂时，有计划B吗？

一个真正可行的经济体，是由基于共同资源和共同需求的生态和社会目标来定义的，

确保每个人都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它是由其成员的民主意愿决定的，按功能性区域单元

组织。

合理的家庭经济基于以下原则：

 每个人都尽其所能贡献自己，每个人都得到自己需要的。

 分享和分配，而不是交易和营销。

 合作而不是竞争。

这种经济需要新形式和规则。

自治条例（民主）可根据以下规则（Elinor Ostrom）发挥作用：

1.定义清晰的群组边界。

2.根据当地需求和条件来制定共同物品使用规则。

3.确保受规则影响的人员可以参与规则修改。

4.确保社区成员制定的规则得到外部机构的尊重。

5.开发一个由社区成员执行的系统，以监督成员行为。

6.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分级制裁。

7.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方法。

8.建立从最低层到整个互连系统的嵌套层中的公共资源管理职责。

这些基本规则适用于所有模块的所有机构（见下文）。在理性的家庭经济中，可以区

分三个基本领域：

 日常家庭（社区，全球模块 1）的自给自足经济，其中无薪工作最为常见。

 通过有关公民的意愿和合作在更大范围内维护其他公共服务和产业。这些服务是

根据区域内的资源和需求合理规划的，并由其机构进行管理。

 各种形式（公司、合作社、合伙企业）的非重要个人或集体企业之外的领域，这

些企业不按固定计划运作，但受生态和社会法律管制。

 各种形式（公司、合作社、合伙企业）的非重要个人或集体企业的剩余领域，这

些企业不按固定计划运作，而是受生态和社会法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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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与社会包容

 根据最近的研究，当前生活方式的许多方面使我们不快乐。贫穷使我们不快乐，工作

 场所不断的压力也使我们感到不快乐。高度不平等与更多的暴力行为和健康状况较差有关

 最平等的社会也是最幸福的（参见丹麦）。

一方面，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压迫性的家庭结构和传统社区解体。另一方面，诸如

不受欢迎的孤独、社会孤立和匿名等也是人们关注的原因。很多人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和支

持。

即使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地方，真正的个人发展、参与和授权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都是

不足的。

我们需要新的生活方式，使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融入社会、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并享

有社会认可和安全的社会地位。为了健康成长并成为快乐的成年人，孩子们需要一个友好

安全的环境。隐私权、社会包容与个人发展不必然矛盾。

为了实现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必须提供适合单身人士、夫妇、家庭和社区的多种住房

形式，并且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个人条件，以便没有人被迫离开邻居并失去他（她）们的朋

友。最重要的是：民主使人幸福。

5个通用功能区模块（glomos）

为了应对当前的生态，经济和心理社会挑战，我们建议通过以下五个全球模块

（glomo）来组织地球上的 35亿个家庭：

1. 1600万个小区（glomo 1）。

2. 40万个社区或小镇（glomo 2）。

3. 4000个大城市和区域（glomo 3）。

4. 800个地区（glomo 4）。

5. 1颗地球（glomo 5）。

可比较的组织形式和规模对于全球平等和公平交换至关重要。全球家庭需要具有明确

边界和规则的通用模块。这些模块是纯功能性的，没有包含特定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特征。

它们形成了互为辅助的领域，也就是说，当较小的模块遇到麻烦，较大的模块就会启动。

任何功能都应该在最低或最接近的级别上执行（重新定位）。自主运行数字服务器和网络

可能对此有所帮助。

1.生态和社会融合的小区（glomo1  ）它们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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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环境边界允许范围内的生活方式（Planetary Boundaries Allowances，见上文）。

 500人，近似的人口结构。

 民主结构（合作社、协会）。

 城市环境中的紧凑型建筑（短距离）。

 连接到附近 60至 80公顷的农业基地。

 内部家庭和护理经济。

 微中心。

 住房选择广泛：单人房、家庭公寓、共同住房，尊重隐私。

邻里成员组成了集体家庭，，与私人家庭相辅相成，确保了大多数基本需求。

图 2：对传统欧洲城市中的城市邻里（小区=glomo1）的设想

在温带气候条件下（中欧、美国、中国、日本等），62公顷的农业用地足以提供基本

的粮食供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基地距离邻近地区的距离不会超过 20~50公里。一辆

小卡车（3吨）足以把食物送到附近任何一个小区。鼓励邻里之间的合作、共享和交流。

获得土地和粮食是邻里主权的一个基本要素，也是其生活质量（粮食质量、国家假日、参

与农业工作和食品加工）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表 1  举例说明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必要的土地面积

产品 加工 人/周 500人/周 每年 表面积 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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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3公斤 1500公斤 75吨 4公顷

土豆 0.8公斤 400公斤 20吨 2公顷

谷物 面粉

麦片

粗面粉

面食

1公斤面包

=700克面粉

350公斤

50公斤

50公斤

150公斤

35吨 10公顷

豆类

大豆，扁

豆

豆腐 20公斤 1吨 1公顷

油籽

南瓜，亚

麻籽，向

日葵

果仁

油

20公斤

20升

1吨

1000升

2公顷

水果，

浆果

果汁，果酱，

蜜饯，干果

1.5千克 750千克 39吨 2公顷

牛奶
酸奶

奶酪

黄油

0.5升=0.5升

0.5千克=0.5

升

0.3千克=3升

0.1千克=3升

250升

250升

1500升

1500升

30-40只奶牛

18．2万升

10公顷 15公顷

鸡蛋 2-3个 1250个 65000个

260只母鸡

2公顷

肉 牛肉，小牛

肉，

猪肉，

羊肉，

香肠

0.3公斤 150公斤 7.5吨（每人

每年 15公

斤）

牧场养牛 3

公顷

豆类养猪 1

公顷

9公顷

1公顷

总计 37公顷 62公顷

动物 16公顷 41公顷

厂房 21公顷 21公顷

（注：如果每人每年只食用 7.5公斤肉，必要的表面面积可减少到 56公顷。肉类生产

的一部分与乳制品生产有关。本表所示乳制品数量与上述生态约束的选项示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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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个小区的微型中心就是和一个在地区的农业基地交接了

微型中心是混合使用的服务区域（最好在底层），可优化家务，缩短距离（80  米 = 1

分钟），实现协同增效并可作为日常交流、社交聚会、娱乐和游戏的场所（见图 3）。

根据当地条件和成员的喜好，其占地面积在 1200至 2000平方米之间，由居民组织管

理。

图 4   ： 微中心结构示意图

在瑞士，每年有 79亿小时的带薪工作和 90亿小时的无薪工作，主要是家务和护理工

作。按照平均寿命（包括睡眠）进行计算，带薪工作总计不超过 12％。

目前有薪工作为 22小时/人/周，无薪工作为 24小时/人/周，共 46小时/人/周（有子女

8



的家庭为 65小时/人/周）。

生活在一个近邻地区，带薪工作为 14.5小时，无薪工作为 24小时（包括农业），总计

38.5小时，有孩子的估计为 44.3小时。

图 5:  热带城市中的一个邻里（glomo1）小区的设想

一个通过以下方式（glomo1）定义的邻里小区：

 提供四星级酒店的舒适环境。

 可以通过共享商品（特别是食物）灵活地满足需求。

 可以通过公共使用空间来减少私人住房空间（一种基本的生态必要性）。

 可以做到量才适用，并根据每个人的喜好灵活分配家务劳动。

 对父母和孩子特别友善。

 可以经营少量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汽车、人力车、小型巴士）。

 为个体自我实现提供归属感和条件。

 增强其成员的权能和民主参与。

 是社交游戏和自发聚会的理想场所。

 提供广泛的住房形式，并灵活分配空间。

 对游客开放（20间客房）。

 组织公平和生态化的农业形式（不浪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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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了密集、多元和宜人的城市的第一个模块（每 100米有一个微型中心）。

 保证基本的物质主权和稳定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基础。

2. 作为公共服务基本公社的社区和小城镇（glomo2）

40个小区，或 2万人，构成一个城市自治区，或该国的一个小城镇，作为一系列公共

服务的基本公社：

 中小学

 国家和安全服务：警察、地方法院、社会援助、行政和政治机关（镇议会）

 保健中心

 水

 能源

 公共交通

 污水、回收和物资管理

 ABC市民中心（礼堂、图书馆、酒店、电影院、大学等）

 一个环球食品仓库，用于存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商品（公平贸易）

 一座小型工业和车间（纺织品、木材、金属、机械、电气，电子、皮革等）的合

作制造场

在大城市，这些服务大部分将由全市范围的机构来组织，而行政区的作用则被简化为

某些特定的咨询功能。

围绕这些公共职能，各种各样的私营或合作企业可以蓬勃发展：雪茄店、帽子制造商、

小餐馆、珠宝商、律师等。

如果上述服务集中在一个小型中心广场（40×40米）周围，那么这个行政区或小镇的

效果最好：缩短距离，增强协同效应，使沟通更容易。行政区/小城镇是日常生活区，最重

要的服务功能可以在 10分钟内步行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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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一个基本公社的示意图

注：基本公社可以是一个城市社区，也可以是一个小镇。

图 7   ： ABC市民中心设想

“ ”注：后面的 世界墙 可以在线连接到地球上其他 399999 “ ”个 世界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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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区和大城市（glomo3）

在大城市共同生活和工作是这个地球上可持续和愉快生活方式的核心。人口密集的内

城区居民比郊区居民寿命更长、更健康、更快乐。大城市具有生态效率，为人们提供了获

取地球科学和文化资源的途径。一个典型的大城市大约有 50万居民，位于另一个 100万人

口的大都市地区，为一个地区（6000至 10000平方公里）提供符合该地区需求和潜力的服

务和资源。由于密度与巴黎相当，大多数地方步行半小时或乘公共汽车 10分钟就能到达。

大城市通常提供以下公共服务：

 大学

 医院

 能源

 水

 银行

 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车、火车）

 地区法院和行政

 剧院/歌剧院

 体育设施

 基础产业

 企业合作平台（合作社）

 都市大厅（为客人、社会活动和组织以及各种参与性过程提供的宽敞会议空间）

经常与供应商和客户联系的服务集中在市中心。与该中心相邻的其他合作或私营企业，

如美食餐厅、歌舞厅、时装店、奢侈品商店、酒吧、电影院、律师、整容外科医生和电子

商店，都可以为提高生活质量做出贡献。该地区把城镇和乡村融合在一起，并通过公共交

通工具相连。大多数地方在半小时内可以乘坐公共汽车、火车和电车到达，而骑自行车则

在一小时内即可到达大多数地方。这些地区管理着它们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湖泊、海岸

森林和沼泽。在人口稀少、没有大城市的地区，公共服务中心将在适当的区位发展，无需

密集的城市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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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都市大厅设想（在苏黎世的一个地方）

图 7是苏黎世一个地方的都市大厅设想，中央画廊用于举行大型聚会和活动，而两侧

则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城市经营的小酒馆 /酒吧/  餐馆。后面是城市及其行政区或机构

的接待大厅。

在楼上，公民组织、政党、非政府组织都有自己的席位，有可以预订的会议室，有一

个开放的城市智囊团。再往上走，有一家由该市经营的、价格合理的全景餐厅，价格实惠。

  在上层的民间组织，政党，非政府组织都有。有可以预定的会议室；有一个开放的城

 市智囊团。再往后是城市经营的全景餐厅。

4.地区（glomo4）

领土面积约为 50000平方公里（即 225 km的正方形），约有 1000万人居住。一个地

区由 5到 10个区域组成。领土是纯功能性的；这意味着它们是非种族的、非文化的、非语

言的。是否尊重历史边界是一个地形便利性（河流、山脉等）问题。

这种规模和人口的地域单元非常适合于更大规模的服务和系统，例如：能源（电网和

发电站、水坝）、火车网络、先进的研究和研究设施、司法/警察、银行、安保（军队）、

建筑、制药和其他重要行业。它们足够大，可以创造复原力，保证采取紧急干预措施，，

并可以为个人、社区和其他模块提供社会支持。作为自主的宏观经济单位，它们管理自己

的货币、中央银行、边界（社会渗透膜），并建立生态和社会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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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可能的世界地区图（边界是随机的）

一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都可以在两小时内通过火车到达，这使得日常的协同作用和沟

通效率更高，其规模适合透明的民主进程和机构。

它们大到足以实现一定的物质自治，小到比传统上的大国还小，分散了政治权力差异，

是全球平衡合作机制的基础。

这些地区可以与其他地区结成双边或多边伙伴关系和联盟（例如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

大陆列车网络、电网、工业部件、医疗产品）。

5.地球（glomo5）

这个地球的 800个地区通过建立一系列机构，组成了一个全球联盟，在涉及地球的所

有问题上进行联合合作，例如：

 监测和保护生物圈

 组织合作、解决边界争端

 边界管理

 分配全球资源

 世界银行

 紧急援助（自然灾害、流行病、食品、药品）

 分享知识

 研究

 空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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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法院

 安全与制裁

 生产和共享技术组件、算法、材料

 交通运输系统

 通信系统（公共互联网、全球网）

 文化交流

由于目前的全球机构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透明度、民主

结构和平等的权力/成员规模至关重要。

由 1600名代表组成的立法/代表大会（每个地区各两名不同性别的代表）似乎是合理

的，由 25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些机构。

总体而言，由于数字化、自动化以及通过全球网络共享知识和信息，小型和本地的活

动变得更加高效，因此全球活动的数量和重要性将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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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经济领域、职能和模块的全球分布可能是这样的

                        （既不是完整的，也不必是优先事项）：

模块 公共服务 合作/私人 家庭/食品

地球

（glomo5）

燃料，矿物，能源，武

器，种子库，药品、医疗

技术，机器，车辆，飞

机，环球网，研究+开

发，紧急援助，银行

软件，音乐，电影，艺

术，烈酒，葡萄酒，奢侈

品，高级女装，文学，玩

具，盐，化妆品

咖啡，茶，可可，

烟草，坚果，豆类

地区

（glomo4）

能源，火车，船，药品，

医疗技术，工业，发动

机，研究，银行，大学，

玻璃，纸张，油漆，合作

社，水，应急基金，媒

体，军队，警察/法院

葡萄酒，马戏团，烈酒，

香肠，奶酪，算法，手

表，衣服，巧克力，火

柴，小刀，香料，自行

车，咖啡机，音乐，歌

剧，大酒店

盐，油，蜜饯，啤

酒，葡萄酒，糖，

种子，农业中心

区域/大城市

（glomo3）

能源，水，公共交通，街

道，医院，剧院，建筑材

料，轻工业，银行，纺织

品，博物馆，教育，体育

场，警察 /法院，体育设

施，合作社

时装设计师，饭店，电影

院，酒吧，歌舞表演，剧

院，美术馆，雪茄，鞋，

箱包，餐具，陶瓷，家

具，发型师，酒店，化妆

品

农业中心，乳制

品，鱼，香肠，蜂

蜜，纤维，巧克力

社区/小镇

（glomo2）

能源，水，公共交通，中

小学，职业学院，幼儿

园，保健中心，ABC 市

民中心，警察，合作社，

制作工坊，公墓，图书馆

服装，帽子，配饰，餐

厅，酒吧，电影院，计算

机，律师，电焊工，家

具，书籍，理发师，小旅

馆

Globonex（公平贸

易商店），啤酒，

葡萄酒，菜园，草

药，浆果，鸡，花

卉，猪，蜜蜂

小区

（glomo1）

工作坊，酒吧，瑜伽 食品加工，微中

心，住房，洗衣，

家具，工具，维

修，建筑维护，简

单护理，内部网，

图书馆

管理机构：  各模块建议的管理机构如下表所示：

模块 立法 行政 直接民主权利

小区/邻里 大会 委员会（7人） 召集大会的权利

社区/小镇 大理事会（100） 小理事会（7） 提案/公投

区域/大城市 大理事会（100） 小理事会（7） 提案/公投

地区 大理事会（400） 小理事会（11） 提案/公投

地球 大理事会（1600） 小理事会（25） –

这些机构代表着传统的和长期存在的直接民主议会、代表机构和全民投票文书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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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它们以基本民主权利为基础，如普遍投票权、透明度、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不应在

地区以上的模块中使用全民投票文书。

转型与财政

实现这一提议的手段和资源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一定程度的全球平等是模块间信

任合作的先决条件。

虽然主要是地球北部的旧工业社会常常拥有充分的基础设施，但在南部却缺乏必要的

设备。因此，需要在过渡时期将全球投资转向世界南方。

如果我们假设把现有结构改造成邻里社区（glomo1），每个要花费 500万美元，那么

我们需要 80万亿美元的总投资。这相当于全球年度 GDP  。即使分散在几年内，这样的支

出（即调动物质资源）似乎也不可行。

由于可以在通常的投资基金中轻松资助在富裕国家/地区中建立功能性社区，因此我们

只需要为最贫困的 30％，25亿人口提供额外的资金（即由他们提供的资源）或提供 27万

 亿美元。分布在 20年的时间里，这意味着每年 1.35万亿美元，这似乎是可行的。

 1972年，富裕国家同意将其 GDP的 0.7％用于发展援助，这是他们从未做过的。

全球GDP的 0.7％为 5600亿美元。

 2016年，全球军费开支为 1.686万亿美元。

 伊拉克战争花费了 3万亿美元。

 2015年发展援助为 1315.9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16年的汇款总额为 5851亿美元，其中 4420亿美元流向

了发展中国家。

 2006年，从世界南方到北方的净回流为 6580亿美元。

 全球范围内对金融交易征收 0.01％的托宾税将产生约 1250亿美元的收益。

 至少有 18.5万亿美元被富人所获，这意味着全世界每年的税收损失超过 1560亿美

元。

 目前，有 2000多位亿万富翁生活在 2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征收的财富税仅为

其净资产的 1.5%，可征集 740亿美元。

 有 20个国家/地区的 2000多名亿万富翁。每年仅按其净资产的 1.5％征收的财富税

将每年筹集 74亿美元。

事实上，我们这 99%的人只拥有全球资产的一半，这听起来令人震惊，但也可以从积

极的方面看到：由于我们拥有资产的一半，现在是时候对它们做些有用的事情了。我们无

 需对亿万富翁没收资产或征税，即可为我们的转型计划提供资金。 99％的人中有一部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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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得到了体面的工资，并且有能力为筹资做出贡献。

以瑞士为例：1.35万亿相当于 90.45亿法郎或美元，与瑞士对全球 GDP贡献的 0.67％

 成比例。瑞士工人的年收入为 4000亿，占月工资中位数 6300法郎的 2.26％，即 142法郎。

  不用太多来拯救世界，真的！可以同时在所有级别/模块上启动实施该提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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