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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

———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 精神贫困冶 问题
刘摇 欣
[ 摘摇 要] 摇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

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
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
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
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
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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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此过程中,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创造了世界减贫
史上的“ 中国速度冶 。 但同时,少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不愿、不信、不敢“ 脱贫摘帽冶 等精神贫
困问题,日益成为脱贫路上的“ 拦路虎冶 。 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基层扶贫干部,愈加强调精神
扶贫的重要性,提出“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冶 “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冶 等要求,也引发学术界对
精神贫困问题的广泛讨论。

事实上,早期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贫困观念往往兼具经济与道德层面的双重含义。 穷人被视为

道德精神上的怠惰者,是“ 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冶 。 这种基于道德判断的贫困认知,成为后续精神贫
困研究的重要起点,并长期影响了减贫策略的选择。 直至 19 世纪,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都
假设贫困是由穷人异常的价值观或品格缺陷造成的,或者将穷人不能理解教育等重要投资的收益
视为致贫原因,并据此调整减贫政策。 进入 20 世纪,一些研究者从社会排斥、生活情境等方面进一
步探讨贫困问题,从而将精神贫困理解为穷人因应贫困境况时主动或被动的选择,精神贫困被视为
一种贫困表征或贫穷陷阱的产物。 到了 21 世纪中后期,英美等国在消减贫困过程中产生的福利依
赖与底层阶级问题愈益引发贫困动态问题的讨论,个体精神文化因素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脱贫
等不同流动形态中的影响受到更多关注。 一方面,研究者关注贫困与减贫实践的关系,提出精神贫
困亦有可能是不当的减贫项目或过高的福利水平造成的,也即精神贫困源于福利陷阱;另一方面,
贫困人口精神层面的无力感、失落感等内部框架成为重要的贫困解释机制,反贫困愈加重视解决贫
困人口精神层面的问题,强调改变穷人精神状态及其认知、思维、决策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性。
作为一项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精神贫困不仅揭示个体由于道德品性、价值取向、文化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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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知识素养、思维模式、行为策略等方面的偏差、不足或欠缺,进而陷入贫困的生存状态,也意
指穷人陷入贫困境况后所呈现的上述特殊精神状态,甚至是减贫策略影响下产生的意外后果。 贫
困研究历史上,形成了精神贫困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等不同解释维度。
特别是伴随人类对贫困以及反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贫困不再仅仅被视为单一的经济或文化现象,
而表现为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匮乏的综合现象。 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反贫困过程中的
影响和意义不断得到研究和讨论,道德缺陷致贫说、贫穷文化理论、社会排斥理论、情境理论,以及
对贫困者实施品性改造、人格培育、精神生活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反贫困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
都包含了精神贫困或精神扶贫的维度。

就国内而言,“ 精神贫困冶 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被一些学者提出和讨论,但由于长期以来

贫困研究大多停留在经济层面,加之扶贫开发主要集中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对精神方面的研究也
往往将其视为经济研究的附庸,很少从其他角度进行独立的分析和解释 [1] 。 当前,针对脱贫攻坚
进程中出现的精神贫困现象,特别是国家扶贫战略有关精神扶贫、扶贫扶志、激发内生动力等政策
话语和实践推动下,学术界产生了大量围绕精神贫困与精神扶贫的“ 鼓冶 与“ 呼冶 。 然而,既有研究
在探讨精神贫困问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以心理学为主的一般性研究,倾向
于将精神贫困界定为思维、意识和一般心理状态的不健全、不健康状态,忽视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
口的身份差异而专注一般精神特征,不利于客观、公正认识精神贫困问题,甚至带来精神贫困的污
名化。 同时,一些研究存在学术语言与政策话语、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杂糅,缺乏有关精神贫困
理性、深刻的认识,或割裂减贫话语实践与贫困生活世界的联系,模糊了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
与作为贫困表征的精神贫困,实难为扶贫开发行动提供科学导引。 因此,本文着眼于贫困研究的理
论本身,梳理和讨论西方贫困研究历史脉络中的精神贫困或精神扶贫问题,尝试澄清精神贫困的问
题导向与实践导向,揭示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及减贫实践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而提出这一研究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理解和解决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关
照和政策启发。

二、从“ 道德缺陷冶 到“ 贫穷文化冶 :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
自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寻找“ 致贫原因冶 就成为贫困研究及贫困治理的出发点。 而早期道

德缺陷的致贫观以及将贫困归因于个体或家庭“ 价值冶 “ 态度冶 与“ 行为模式冶 的贫穷文化理论,实
际上都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缺陷或偏差视为导致贫困发生或贫困维持的重要原因。
( 一) 道德缺陷与精神致贫
贫困者的道德品行被用以解释其贫困状况,是早期有关致贫原因讨论的主要观点。 即道德偏
差或残缺是导致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因而在反贫困上也主张强制性工作以及对个体品性的培养
与精神改造,据此形成了以工作为导向的早期济贫策略。
在西方,贫困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紧密相关。 特别是伴随工业革命推进,私
有财产成为经济成功和公民独立的基础,个人价值与物质财富紧密相联。 于是,人格缺陷顺理成章

地被视为贫困的原因 [2]49 ,穷人被视为“ 上帝的弃民冶 ,是道德的怠惰者以及游手好闲者,具有懒惰、
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不知俭省等不良品性,“ 对于那些驱使上层人士奋斗的动机———自豪、荣誉和
野心冶 知之甚少 [3]23 。 这种观点不仅导致公众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漠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
济贫方法和策略。 于是,基于道德缺陷造成的贫困,对穷人进行道德规训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策
略 [4]4 。

一方面,英国 16 世纪以来政府主导的济贫改革在救济贫民同时,也强调区分出“ 不值得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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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冶 ,并采取强制性济贫方式,以迫使有劳动能力的穷人从事劳动 [5] 。 另一方面,19 世纪中后期
广泛兴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认同贫困是个体性格和人性而非工业和经济组织的产物 [6]33 - 38 。 但
不同于济贫制度的强制性工作改造,慈善组织开展的救助行动侧重以教育、影响等温和性方式对贫
困者精神层面进行引导和干预。 如倡导增加穷人知识技能、丰富精神生活的“ 好的教育冶 ,以培养
自助与互助精神;提升受助者的个人品质,增加“人格力量冶,帮助穷人养成节俭和自立的习惯等[7] 。

时至今日,道德缺陷的致贫观仍然影响人们对贫困及其原因的认知和判断。 特别是在中国传

统伦理道德规约下的乡土社会,基于道德的贫困归因也成为一种贫困识别和认定的非正式标准,扶
贫开发往往将一部分具有道德缺陷或污点的人员排斥在外。 这与西方早期济贫政策对道德缺陷者
的强制劳动相类似,反映出基于道德缺陷的精神贫困在实践中很难被纳入治理的范畴。
( 二) 贫穷文化与精神持贫

20 世纪中期,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 贫穷文化冶 概念,以理解穷人及其因应生活

困境的独特方式,进而从文化、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拓展了对精神贫困的认识。

贫穷文化被视为穷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法,为无法达到主流规范要求的人提供一种适应

剥夺环境或自我安慰( 报酬) 与防卫的机制。 “ 贫穷文化是自有一些模式并对其成员有特定的社会
及心理结果 [8] 冶 ,代表着生活在阶级化、高度资本化、个人化社会下,贫困群体对其所处边缘位置的
一种适应与反抗,即无法取得主流价值与目标界定成就时的一种应对绝望与无助的努力。 同时,贫
穷文化所蕴涵的“ 价值冶 “ 态度冶 与“ 行为模式冶 会透过家庭机制传达给其他人特别是儿童,使他们
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外界的机会与条件,进而产生贫穷代间相传情况。 处于贫穷文化环境中的人,即
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往往也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利用新的机遇 [9]215 。

总之,贫穷文化侧重解释穷人何以长期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并在随后研究中演绎出文

化贫困、信息贫困、知识贫困等,用以指称精神世界或文化素养缺失导致的贫困问题,逐渐形成了贫
困文化归因的现代版本。 精神贫困既反映个体追求、信念等价值理性认识的偏差,也反映基本生存
和发展能力等工具理性认识的缺失。 当前,国内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讨论亦集中在对穷人懒惰、好
逸恶劳等道德缺陷或特殊文化取向的批判层面,提出通过弘扬优秀精神文化、树立典型形象等方式
感化和影响贫困人口,实际上仍然延续了精神致贫的观点和干预路径。

三、从“ 精神压抑冶 到“ 认知消耗冶 :作为贫困表征的精神贫困
伴随有关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兴起,精神贫困不再仅仅被视为致贫或持贫的原因,也开始作为

一种贫困表征而纳入研究话语和实践。 从 19 世纪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的异化概念,到 20 世纪
贫困微观研究中的社会排斥与底层适应,以及 21 世纪贫困的认知消耗观点,精神贫困作为一种贫
困表征不断产生新的内涵。

( 一) 精神异化与心理排斥的精神贫困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首次从制度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进行反思。 他认为“ 贫困

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冶 [10]14 ,劳动者的贫困源于资本、地租和劳动者的分离,并进一步
衍生出劳动者的生活贫困、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提出“ 异
化劳动冶 概念,指出“ 异化冶 使劳动者“ 在自己的劳动中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
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冶 [10]52 。 因
而资本主义“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
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冶 [11]743 - 744 。 可以说,马克思“ 异化劳
动冶 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深刻指出精神异化作为贫困的重要表征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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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后期,甘斯、罗德曼、雷恩沃特等人聚焦欧美底层贫困群体的情境研究中,指出穷人

在心理和文化上遭遇排斥与隔离,呈现出“ 曲解价值冶 “ 忍受不完美冶 等具象的精神文化压抑现象。
甘斯指出,穷人的贫困亚文化是“ 期待与现实不一致冶 抑或“ 期待不能实现冶 的结果 [12] 。 穷人由于
内心期待与主流社会存在差距,不能遵守主流社会规范,或迫于不利因素而难以实现主流期待目标
时,将会出现适应困境或发展出偏离主流的行为规范。 罗德曼、雷恩沃特也指出,穷人迫于实现目
标的资源有限与被剥夺的生活情境,只好以“ 曲解价值冶 或发展替代价值及低阶级文化,忍受较不
完美的或偏离主流规范的行为以因应困境 [13] ,穷人的异常行为、价值与规范实际上是其适应环境
的结果。 威尔逊“ 社会孤立理论冶 也提出,经济变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迁徙,制造了穷人集中
的亚文化区域,从而产生穷人心理和文化被隔离的“ 集中化效应冶 。

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有关“ 精神异化冶 的抽象讨论,到情境视角下对底层贫困群体精神压抑

与心理排斥现象的描述,精神贫困开始被视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结果。 在随后的研究中,心理层面
的探讨也成为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面向。 精神贫困被描述为个体面对困扰和压力时产生的心理障
碍或精神空虚,表现为缺乏自尊、退缩、悲观、绝望以及无力感 [14] ,甚至思想、心理上的扭曲等等。
( 二) 思维钝化与认知匮乏的精神贫困

进入 21 世纪,人类学、心理学等进一步介入贫困研究领域,特别是在“ 思维、社会和行为冶 分析

框架下,逐渐形成了“ 贫困认知消耗冶 观点。 即贫困被认为是一种认知消耗,处于贫困境地的人,往
往表现出思维钝化与认知匮乏的精神贫困。

根据这一观点,贫困不只是物质的匮乏,也是对人的认知资源“ 征税冶 ,影响人的决策质量。 贫

困的认知消耗将会导致穷人过度重视当前而损害未来发展,钝化人们渴望或者抓住眼前机遇的能
力,并产生额外的认知需求 [15]92 。 阿尔君·阿帕杜莱等人认为,贫困可能产生内部框架,贫困人口
会感到无能为力、不受尊重,对生活改善不抱希望。 如果这类框架阻止他们抓住经济机遇,贫困人
口可能由于愿望不足而错失脱贫良机 [16 - 18] 。 大量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也表明,贫困不仅“ 消耗冶

了个体的心理和社会资源,也使穷人产生一种特定的心态或心智模型。 穷人透过它来认识自己以
及面临的机会,可能丧失想象更好生活的能力 [15]93 ,甚至做出使贫困永久化的经济决策 [15]92 - 93 。

因此,减贫发展过程中纳入对贫困认知消耗的考虑,可以提高既有干预措施的效率 [14]93 。 即通

过恰当的政策设计来改变穷人的心智模型、思维和决策模式,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或避免其时刻
想到自己的困境,将有利于产生良好的发展成果。

从贫困的“ 精神压抑冶 到“ 认知消耗冶 ,精神贫困逐渐被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结果。 它揭示了

个体陷入贫困后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心理机制以及心智和思维模式,不仅拓展了精神贫困的研究
内容,也为治理精神贫困提供了更多理论启示,包括通过赋权赋能克服贫困者的“ 习得性无助感、
疏离感与失去自控感冶 ,形成一种高度自尊、效能以及自控感的心理状态,使贫困者由精神萎靡的
状态转变为自主自强的状态;以及基于对穷人思维和行为的微观认识,开发新的干预工具,建立必
要的程序来改善穷人心智模式,提高减贫工作成效。

四、从“ 济贫懒汉冶 到“ 福利依赖冶 :作为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
20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贫困研究日趋成熟,贫困认知开始从对穷人道德文化缺陷的指摘转向

对环境、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的批判反思。 由此,人们愈发认识到,精神贫困不仅作为一种致贫原因
或贫困表征而存在,也可能是减贫干预实践带来的非预期效应或意外后果。 从早期英国济贫政策
的社会批判到现代福利国家有关福利依赖现象的反思,作为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的精神贫困逐渐走
向理论化,成为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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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早期济贫政策的“ 养懒汉效应冶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济贫救助的国家之一。 1601 年,英国制定《 济贫法》 ,以法律形式确立

了国家社会救助制度。 但伴随实践发展,济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不仅产生了大量“ 养
懒汉冶 现象,也加剧了国家济贫开支的财政负担。 同时,由于济贫政策实施的地域限制,导致一些
具有劳动能力者为获得政府救济选择生活在教区,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而不愿到工厂劳动。 这在
当时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因此,早期济贫政策的“ 养懒汉效应冶 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广泛批判。 特别是重商主义思潮影
响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对济贫法本身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批判济贫法违背自然法则,不仅没有达
到预期济贫效果,反而加剧了贫困现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而加
剧个人的懒惰和堕落,让人缺乏独立性和进取心,丧失对贫困的羞耻心。 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说
的,“ 济贫法的趋势是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操作除开提供最低的生活资料以外不做其他任何事
情,使一切智力上的差别混淆不清,使人们的精神不断忙于满足肉体的需要,直到最后使一切阶级
染上普遍贫困的瘟疫为止。 这种趋势比引力定律的作用还要肯定冶 [19]91 。

事实上,早期英国对济贫政策的批判集中在其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及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等

方面,济贫政策造成的“ 养懒汉冶 现象尚未被作为一种精神贫困问题而提出。 直至随后福利依赖概
念提出,引发了人们对以物质援助和救济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反思,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减贫
干预的意外后果而被加以分析和阐释。
( 二) 现代福利依赖中的精神贫困
二战后,西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和防范贫困问题。 但随着全
球化、老龄化、经济危机等挑战加剧,过高的福利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不仅削弱了经济竞争力,也造
成一种依赖文化,冲击了原有的工作伦理。 “ 从摇篮到坟墓冶 的现代福利制度在满足民众社会保障
需求的同时,也成为低效率、高浪费、养懒人的代名词,制造了“ 等靠要冶 等精神贫困现象。

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向贫困宣战冶 运动的失败,新保守主义学派代表劳伦斯·米德从非

预期效应层面对减贫过程中产生的福利依赖现象进行阐释。 在他看来,福利方案集中于改善弱势
群体的经济状况,偏离了社会整合的目标。 由于现实提供的工作不能满足穷人的期待,或穷人本身
被动、无望的失败主义心态及其造就的经济宿命,造成了穷人不想工作的现实。 一方面他们与主流
社会隔离,缺乏主流的工作伦理观念,另一方面,过于宽大而无权威性的福利给付,忽略了领受者的
回馈,使穷人产生依赖心态或强化其偏差行为 [20] 。

虽然米德对福利依赖现象的研究仍存在责难穷人生活困境或预设穷人具有精神心理缺陷等问

题,但与早期道德批判的简单精神致贫不同,他开始反思精神贫困作为福利政策的非预期后果,并
将减贫推向更广阔的方向,即强化政府扶贫的引导教养责任以及市场和个人分担济贫责任,这对精
神扶贫的干预路径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和方向。
因此,从早期济贫政策的批判到福利依赖现象的解释,精神贫困不再仅仅从现象上描述为一种
主观的致贫原因或贫困表征,而逐渐作为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提出并加以理论化。 同时作为一
种福利陷阱的产物,精神贫困在治理和干预的主体上也指向穷人以外的政府和社会,从而推动反贫
困策略从主张满足贫困人口的“ 需求导向冶 ,转变为反思减贫政策和行动本身的“ 工作导向冶 。

五、结论与讨论:精神贫困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发
从早期的道德缺陷致贫说到当前贫困分析的内部框架,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等不同
流动型态中的影响不断受到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意外后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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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的解释维度。 正如贫困研究理论指导下,反贫困策略从“ 工作导向冶 发展到“ 需求导向冶 ,
继而重回“ 工作导向冶 ,以及减贫实践中社会救助模式与社会保护模式的交替出现 [21] ,上述理论观
点在解释现实世界的精神贫困问题时仍然具有各自的解释力,甚至同时存在。 直至今日,精神贫困
仍然是导致一些地区和人群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物质经济贫困的显著后果,穷人维持或
延续贫困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抑或是减贫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或非预期性效应。 精
神贫困会导致物质等其他方面的贫困,贫困以及消减贫困的不当手段同样也会加剧精神贫困甚至
制造新的精神贫困。 因此,梳理贫困研究历史中的精神贫困,对于探讨贫困问题的多样性以及解决
精神贫困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一方面,精神贫困研究拓展了有关贫困及减贫内涵多样性的讨论。 西方贫困研究的内容经历
了贫困认知( 认识和承认贫困问题的存在) 到贫困解释( 探讨贫困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意义) 以及贫
困治理( 采取何种措施来预防、减缓和消除贫困) 的基本路径,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贫困定义、贫
困类型、贫困测量、贫困功能、反贫困策略、反贫困评估以及贫困与人类发展主体间的关系等具体的

研究主题,形成了一系列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成果 [22] 。 但由于精神贫困的复杂性和难以测量性,
贫困研究的主流话语仍然集中在经济维度的物质贫困层面,也使得有关减贫的研究和实践均以解
决物质性贫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目标,精神贫困更多作为一种致贫的原因,或一种贫困的
表征,而很少被当作一种需要干预和治理的问题。 精神贫困研究问题的提出,将有利于拓展有关贫
困及减贫内涵多样性的讨论,从而补充和弥合既有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多学科研究话语之间的割裂
和冲突,推动形成精神贫困的研究共识。
另一方面,基于精神贫困的研究有利于构建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贫困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
贫困研究形成了结构和文化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前者将贫困视为一种客观状态,主张从制度、政
策、环境等结构性因素寻找致贫原因,强调责任外推以及外部援助对减贫的重要意义;后者则将贫
困视为一种特征,包括贫困人口的态度、价值规范、主观心理感受、行为模式等等,认为文化资本、成
功动机的缺乏以及固有价值规范的影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强调责任内推以及社会和穷人
“ 责任共担冶 ,在反贫困上主张穷人的内在变迁以及内生动力的驱动激发 [12] 。 而基于道德文化、福
利政策以及贫困本身的精神贫困研究,不仅将这一现象置于贫困的动态研究之中,也超越了以往文
化与结构的对立分析框架,将二者统一起来,尝试从社会、文化、制度、情境以及贫困人口本身寻找
致贫原因以及减贫策略方法,形成了一个更具动态性和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当前,精神贫困问题不仅影响中国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也埋下了返贫以及贫困代际传递
的风险和隐患。 国际减贫经验也表明,缺乏有效目标以及主流价值规范的偏离是造成发展援助项
目失败的重要原因。 解决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依靠外部物质资源的输入,也需要对贫困者进行行为
方式的塑造以及精神层面的引导干预,精神扶贫正成为全世界扶贫的大趋势。 因此,解决脱贫攻坚
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市场意识、现代理念,提升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水
平以及参与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会和能力,是精神贫困问题提出和干预治理的现实意义所在。
西方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不同研究视角和维度,可以为我国认识和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
理论关照和政策启示。
其一,基于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检视我国脱贫攻坚过程中的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伴随贫困问
题而产生,在漫长的贫困研究历史中,它不仅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也作为一种贫困的
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 当前,国内关于精神贫困问题的既有研究中,贫困人口道德缺
陷或扶贫政策的意外后果成为主流的分析范式,即批判贫困人口存在“ 等靠要冶 、不思进取、懒惰等
道德层面的精神贫困现象,或指出“ 输血式冶 扶贫方式产生的福利依赖弊端。 这些研究与早期西方
历史上精神贫困研究不谋而合。 但基于道德批判或福利陷阱的简单归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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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特殊性以及对其所处社会和生活情境的微观和动态考察,造成贫困人口的污名化、隔离化。
同时,不加反思地将精神贫困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大难题,甚至过分夸大减贫实践的福利依赖效应,
都将指向不当的扶贫决策。 基于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应当正确认识和分析精神贫困在当前致贫、
持贫及减贫过程中的不同影响作用,理解不同类型精神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表征和过程机制,防
止陷入一刀切的道德文化批判或政策批判,从而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减贫措施。
其二,有针对性解决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意外后果的不同精神贫困问题。 如前所
述,精神贫困问题具有复杂的多重面向,它既是一种基于道德或文化缺陷的致贫机制,亦是贫穷陷
阱甚至福利陷阱的产物。 特别是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及多民族文化共存的特殊经济社会文化条
件下,精神贫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维面向更加突出,因而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更加需要精准分析、分
类施策。 如增强减贫干预行动的前置性,预防作为致贫原因的精神贫困问题;强化政府扶贫过程中
的引导作用以及市场和个人的责任,规避扶贫政策干预带来的福利依赖效应;以及重视改善穷人心
智模式,防止贫困人口陷入认知消耗的“ 贫穷陷阱冶 等等。
其三,反思和重建以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减贫治理行动。 扶贫在本质上是扶贫者帮助贫困对象
建立和提升自主性,共同寻求发展道路的过程。 以往基于贫困问题的干预和治理往往包含一种社
会工程师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预设贫困现象并非偶然或没有规律的社会事实,而是个体或家庭的
某些属性或特征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引发;一旦消除或改变这些属性或特征,就能够消除贫困或者
缓解贫困状况。 中国贫困治理过程中所实施的“ 输血式冶 扶贫,实际上也包含这一思维模式,试图
通过外部资源的强制输入,改变贫困人口面临的社区环境或市场环境,从而实现摆脱贫困。 然而,
精神贫困问题的提出及其复杂性,突显了贫困问题的多维面向以及减贫干预行动剥离贫困人口所
产生的意外和尴尬。 贫困问题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的问题,贫困人口也是减贫治理行动作用以及减
贫目标达成的主体。 因此,理解精神贫困的多重视角,需要进一步反思以往贫困治理行动,重建更
加精准以及更具人本精神的减贫行动和策略,以弥补扶贫话语与实践操作的割裂。
当前,我们需要从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找回和发现精神贫困问题,亦需要认识到西
方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应用中的限度和不足。 作为对既往研究的回溯,本文重在对精神贫困研究脉
络的梳理和把握,其概念内涵和外延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阐释,有关精神贫困问题的分析框架也需
要进一步建构挖掘。 此外,限于研究主题的聚焦,本文有选择地搁置了国内有关精神贫困的研究历
史和实践。 事实上,从古代“ 教养兼施冶 的社会救助理念到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中国特色
扶贫开发模式,我国减贫历史实践亦不乏关于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些观点也能够为理解
我国减贫发展面临的精神贫困问题以及更好地实施减贫实践提供借鉴和启发,留待进一步的梳理
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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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Reason, Characterization of Poverty and
Consequence of Intervention

——— Mental Poverty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LIU Xin
Abstract摇 As a discourse of poverty reduction or research concept, mental poverty was once regarded as the key reason of

pover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verty researc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tervention practice, mental poverty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verty 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terventio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poverty studies in the West, the impact of mental poverty in causing, maintaining and reducing poverty has been continu鄄
ously concerned and discussed, forming different explanatory dimensions such as mental poverty as the reason, the charac鄄

terization of poverty, and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This article traces and sorts out the
mental poverty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poverty research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iming at providing a correspond鄄
ing theoretical basis on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蒺s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摇 Mental poverty; The reason of povert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verty; The consequence of interv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