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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3: WORLD POPULATION- 

CHALLENGE OR CRISIS 

  世界人口-挑战还是危机？              

                

                                  作者  皮特·莫尔 

                  By Pete Moore  

 
    

        世界人口正在增加。2000 年有 6 亿人口，到 2006 年已经上升至 6.5 亿，联合国预测，除

非发生灾难性死亡，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 9 亿。这是否超出了神让我们分散各地并繁

衍的命令？还是这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反应，人类不断背弃上帝的指引和界限？
 

   

    世界人口每年增加 79

万人- 大约 58 万人死亡，

137 万婴儿出生。如果我们

打算为这些人提供住房、食

物和基础设施，我们目前每

隔 5 天需要建立一个相当于

伯明翰或旧金山大小的新城

市，或每年建立一个新的英

国。 

    很难预料这种增长将

继续多久。目前，每个妇女

平均有 2.6 个孩子。如果这

样持续不变，到 2050 年将

会有超过 115 亿人。然而，

联合国认为每个妇女生育的

孩子的数量将下降，并计算

了高，中，低三种不同模型

的可能选择，图表表示每名

妇女生养率分别为 2.5，2.0

和 1.5 时预计的世界人口。

预测 50 年内，全球人口估

计达 77 亿至 10.6 亿 [1]（见

图表 1）。  

    之后，多数专家认为

世界人口会稳定在约 90

亿，或开始下降。[2] 

    目前人口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是未来的父母都已经 

 

 

提前出生。虽然每个妇女生

养的孩子数目下降，但育龄

妇女人口膨胀。据联合国人

口基金，2006 年世界人口的

一半左右是 25 岁以下，其

中包括 12 亿 10 和 19 岁之间 

的 人 [3] 。  

                       

新危机还是老 

          故事？  
 

     关于人口增长的焦虑并

不新。在公元二世纪的罗马

律师和教会作家特土良写

道：“我们的人口数目是这

个世界的负担，地球很难承

载这么多人。”[4]两百年后

希腊出生的牧师圣杰罗姆写

道，“世界已经满了，人口

已经太多了，超过了土地的

承受能力。”[5] 

   有人说人们一直有人口

恐慌，但人类有非凡的解决

问题的能力。如果人口增

长，我们也会努力去解决问

题。 

    

 

 

         相反的观点是，21 世

纪的科学和技术给我们比早

期更强大的能力来计算地球

的资源规模：不仅预测增长

率，也预测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最终极限。 

 

    问题 - 什么样的 

          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担心。有

人欢迎不断扩大的人口数

量，他们争论，在整个历史

上，人口增长能刺激发展。

基督徒从创世记中来看待这

个问题，神告诉人类要生养

众多，当诺亚和他的家人离

开方舟时，神又重申了这句

话，[6]神对亚伯拉罕说，大

家庭是他祝福的标志，神说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

裔极其繁多。”[7]这之后，

神告诉亚伯拉罕，“我必叫

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

的星，海边的沙。”[8] 

   其他的基督徒说你不能

从这样艺术性文体中推算的

人口增长的科学问题-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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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立方米的沙约有一亿粒沙

粒。他们也提醒我们，上帝

要求人类爱护地球，[9]这和

我们如此生养众多非常不

同，我们已经过度开发了地

球。耶稣既没有结婚，也没

有孩子，保罗也觉得单身生

活是事奉神的最好方式。[10]

因此，在神的眼中，有很少

或没有孩子不一定是错的。 

     那些赞成人口增加的人

说，每一代人都继承并不断

加增长者的知识和领悟。按

这样的说法，当大多数的人

都接受教育时，人类的成就

最大。 

 

 

  

 

 

 

 

 

 

 

 

 

                 

 

   需求贪婪平衡 
 

    关于是否有可能人太

多的问题，人们的意见分歧

很大。大多数人认为，世界

的资源是有限的，现在的问

题是确定存在多少人是合适

的，以免每个人分得的资源

太少而生活不舒适。另一种

观点是挑战“有限”的资源

这个概念，并认为如果我们

能运用我们的智慧并懂得分

享，我们可以维持更多的

人。 

     但地球上可以住人的地

方是很少的。地球表面大约

75％是海洋，其余的一半是

沙漠、山脉或极地。因此，

只有 13％的地方是可以居住

的。虽然人类通过聪明才

智，可能可以允许大量的人

生活在目前无人居住的地

区，这不可避免要破坏目前

其他物种的栖息地，最先受

到影响的就是森林。 

     另一种方法是估计人类

的生态“足迹”。在世界野

生动物基金会的地球生命力

报告中，[11]研究人员估计

人们进行必要的活动如农

业、采矿业和林业需要的领

地。他们称这个数字在不同

国家是很不一样的，目前在 

 

 

 

 

 

 

 

 

 

 

 

 

 

 

 

 

孟加拉国每人需要 0.53 公 

顷，而美国居民平均每人

9.70 公顷。在英国这个数字

是每人 5.35 公顷。计算表明

按照目前的使用率，到 2050

年，我们将需要两个以上的

地球大小（即 2.3 倍更多的

土地）的生物承载力。 

   当然这些都只是估计，

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更好地

利用土地的创新，可能会减

少每个人对土地的需求量。 

   水是关键的并且有限的

资源。例如，伊朗能为农业

提供比目前使用的更多的土

地。但它没有足够的水灌溉

土地。还有能源问题。人类

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地球

上储存的石油，现在只能从

更昂贵的地方开采更多的

“液体黄金”。终有一天，

石油会耗尽。核电几乎没有

希望作为后备能源。按照现

在对铀的使用率，到 2050

年，我们将消耗完所有的铀

储备。[12] 

   然而，太阳能为农作物

生长提供高效并且无尽的能

源，还可以产生风浪。月球

引力导致的潮汐能提供另一

种持续的能源或者能量。有

限资源的不断减少鼓励提高

技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

源，但这些都需要在不破坏

地球的生态的前提下进行。

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所

有这些都不能够像石油、天

然气和煤炭那样以能量密集

的方式供应能源。这些化石

燃料拥有数千年太阳能而我

们可以在十年多年里耗尽。

即使我们用生物燃料作物如

油种子或者快速生长的森林

覆盖全球的农田，我们也不

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去运行

我们当前的机器，更不用谈

数十亿的人了。 

 

      多大才够大？ 
 

   富裕国家的人奢侈地消

耗和/或浪费粮食、能源和制

成品，这加剧了人类的耗能

问题。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

（1869 年-1948 年）有句名

言：“世界能满足每个人的

需要，但不能满足每个人的

贪婪。”然而，尽管第二部

分仍正确-富裕的基督徒应该

做一个更好的榜样- 前一句

还是值得商榷的：到达什么

样的程度才叫“人太多

了”？每个人的蛋糕该多大

才叫真正的平均分配了呢- 

地区性差异 

 

   许多发达国家都遵循不同的模式，他们担忧出生率太

低。这是由成家变晚，夫妻两人都工作的愿望和高离婚率驱

动的。例如，在英国，通过避孕和堕胎，每个妇女现在有平

均不到 1.8 个孩子（=每 10 个家庭的 18 名儿童），这个数字

低于维持稳定的人口所需的生育率（2.1）。 

   即便如此，英国的人口仍在上升。这部分是由不成比例

的育龄妇女人数驱动，但也受到相当大的移民的影响- 每年

带来了至少有 350,000 人。这些移民大都达到育龄，并往往

来自有大家庭的文化习惯的国家。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西欧

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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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蛋糕是大到足以维持每

个人健康充实地生活吗？ 

   地球生命力报告[11]中

的数据给这个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一些根据。如果所有活

着的人都以英国生活方式生

活，我们将需要 340 亿公顷

的土地的供应，或按照美国

的生活方式需要 630 亿公

顷。然而，报告计算得出，

只有大约 110 亿公顷可持续

使用的空间。 

   所有的人都平均分配，

我们今天每人拥有约 1.7 公

顷土地，到 2050 年，这个

值将降到 1.2 公顷。这些是

各种各样的印尼人、喀麦隆

人，加纳人目前生活的水

平，而这低于目前任何在欧

洲或前苏联的水平。即使我

们使用资源的方式发生巨大

变化，也不可能支持无论是

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

人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人性- 关注人类 

          而已？ 

 

   我们还需要考虑创造的

非人类方面。虽然一些人不

同意，科学家们相信，人类

活动已经导致数百种物种灭

绝，成千上万物种已濒临灭

绝。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使事

情变得更糟。 

   少数基督徒认为我们都

太关注动物而没有对人类同

胞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认为

人类应始终处在优先的地

位，因为我们是唯一照着神

的形象造的受造物。[13]其

他人强调，耶稣表明强者要

为弱者服务，我们的力量给

予我们确保我们不破坏创造

的秩序、形态或者生命的责

任。此外，在描述上帝创造

的时候，上帝观看他所造的

宇宙并说这是好的- 当他看

到我们对地球造成的破坏，

他可不会太高兴。同时诗篇

也称，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赞

美上帝； [14]我们作为负责

管理世界的管家，我们应该

对同胞怀有崇敬之心。 

 

     粮食安全 

 

   十八世纪的托马斯·马

尔萨斯牧师写了一篇关于人

口的论文，文中他预测人口

增长速度将快于食品供应，

直到饥荒刹住了人口的增

长。自那以后，农业的进步

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除撒哈

拉以南非洲，人均拥有比马

尔萨斯时代更多的食物。

[15]1950 年的平均每公顷可

产出 1 公吨谷物，而现在的

产量维持在约 3 万吨并且仍

在上升。 

   然而，这是通过复杂的

技术、对环境和水资源的大

量消耗的养殖系统实现的。

而这些加剧了大气二氧化碳

和气候变化（部分因越来越

多的气候变化）以及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一个让人放心

的理论-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并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会刺激植物的生长[16]- 已经

遭到了植物研究者的质疑。

当你把二氧化碳增加与其他

伴随的环境变化联合起来，

出现的净结果是生产减少。
[17] 

    至少我们不能确定我

们什么时候会无法满足我们

的需求，但大多数专家认

为，在我们人口达到 90 亿

之前这还是可以满足的。 

 

               

不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大多数的科学意

见是，世界上的人口将上

升，直到我们的星球和政治

制度都处在极端的压力下。

因此，许多政策制定者都在

设法限制，最大限度地减少

由人口过多诱发或加重的灾

难性事件。 

   很容易发现很多坏的解

决方案。解决一些地区越来

越多的人口问题是鼓励他们

迁移到其他更富有或者人口

较稀少的地方。由于接收国

往往欢迎那些年轻和/或受过

教育的人，这种迁移会导致

破坏性的“人才外流”。向

社区引入新人可能不那么

难，结果可能是好的，但这

种经济移民非常具有破坏

性，因为家庭和社会四分五

裂。帮助“供给”国家以一

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然后

鼓励文化交流会更好。 

   第二种方法是强制性地

控制人口增长。被引用地最

多的例子是有一个以上孩子

的中国夫妇，可能会被罚

款、失去工作或强迫绝育。

[18]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际

压力，中国 2006-2010 年的

五年计划一直保持这一政

策。这显然是违反了世界人

权宣言第 12 条：人民在家

庭生活中可以免受任何影响

力的权利，和第 16 条人民

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权利。  

                         

信息和教育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儿

童是一种资产，能帮助生产

食物和物品，从而提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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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状况。在年老时，他

们可以提供人身安全。但大

量儿童也可能消耗比现有的

更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可

能可用来兴建社区设施如医

院和学校。婴儿的高死亡率

伴随贫困和认为需要多生孩

子以弥补，更是加剧了这种

恶性循环。 

   最近许多国家的历史表

明，胁迫不是出路，也是不

必要和不道德的，真正的出

路是通过教育和提供资源。

这可以建立让人们感到更安

全的良性循环，然后寻求少

生孩子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经济安全感。在西方世界工

业革命后，人们自愿选择组

建较小的的家庭。  

   然而，为了做到这一

点，人们尤其是妇女，需要

有真正的选择，其中包括关

于自然的计划生育和避孕方

法的教育。目前这些都经常

缺乏，这导致的一个后果

是，一个女人必须接受抚养

多达十个孩子的机会，或寻

求通过流产控制家庭规模- 

每年全世界估计有 50 万人

堕胎，其中有一半是“非

法”堕胎。 

   鉴于这么多的人口增长

是发生在伊斯兰教国家，了

解伊斯兰教对计划生育的看

法很重要，但意见存在分

歧。有些评论员像穆斯林司

学会的马吉德·凯特博士，

认为要保护未出生的孩子，

他们认为伊斯兰教鼓励穆斯

林生养许多孩子。他说，古

兰经神保障每个新生孩子的

物质需求。 

    其他人不同意。例

如，巴基斯坦总理，也是一

个穆斯林，敦促宗教学者教

育人民组建小型家庭的重要

性。 “我们可能会失败，如

果我们不控制迅速增长的人

口，我们可能无法实现我们

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诺。”[19]

他敏锐地看到伊斯兰国家在

各个领域包括人口规划分享

最佳实践。 

    伊斯兰国家的一个例子

如伊朗。[20]这里的人口增

长率从 1986 年的 3.2%下降

至 2001 年的 1.2％。重要的

是，由政治驱动的提供人们

教育和选择的机会，得到了

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们颁布

宗教法令（教令）允许和鼓

励各类避孕，包括永久性的

男性和女性绝育。随着出生

率的下降，全国经历了一个

教育水平的飙升。即便如

此，伊朗的人口在短期内将

继续增加，因为几乎 40％的

人口在 15 岁以下，即将达

到生育年龄。 

     基督徒有强大势力的国

家也存在人口急剧增长的问

题。基督徒需要认识到自己

的责任和上帝赐予的选择

权。虽然官方天主教教义仍

然反对主动节育，新教教会

承认其在婚姻关系中是正当

的。节育可以看成是一个祝

福，让丈夫和妻子向对方表

达爱意，而没有抚养超出他

们能力之外的孩子的恐惧。 

 

 未来的一些方法 
 

   虽然在五十多年的时间

内，世界人口可能会开始下

降，但这不是一定的。我们

不希望子孙接管的地球资源

耗尽。不做任何改变不是办

法。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认

为“人口的数量本质上是强

制性的。” [21] 

     基督徒团结起来，努力

为世界上生活在棚户区和贫

民窟的人提供更多教育和基

础设施。做好了这些，他们

眼前的生活和对未来的计划

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良好教育的一个特点是

使人们能够做出选择：计划

生育方法就是他们在家庭建

设中要做的选择。然而，基

督徒应该强调，虽然避孕在

婚姻关系内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而在休闲娱乐性之外使

用时，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消

极和具有破坏性的。 

   基督徒肯定神创造人并

打算让人遍布全地的计划。

因此，基督徒应该在开发节

约资源的技术、回收和再利

用战略、和追求更少的个人

财富上做出更突出的努力。 

     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

行动，让其余的受造物存

活。压制弱者和贫困的侵略

行径和机构已经到来，因为

人类已经变得以自我为中

心，拒绝神的带领。有些夫

妻追求永远没有孩子的生活

方式，而另一些夫妇在没有

确保他们能为孩子提供保障

的时候生养孩子，这些都是

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任何有长期盼望的途径

都涉及重新分配少数富裕国

家的资源，并努力纠正贫困

和伴随的新生儿死亡率。我

们真的做好了改变生活方

式，让所有人过上好生活的

准备吗？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帮

助人们生活在这个有限的地

球上，同时让所有的受造物

繁荣。 

    虽然基督徒期待这些问

题将得到解决，耶稣告诉我

们要爱上帝和我们的邻居。

当然这是向我们的造物主表

达爱意并保护他所创造的。

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在海外的

邻居，也不爱我们未来的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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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我们怎么能自称爱我们

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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