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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摇 要] 摇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缺乏,成为阻碍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将其作

为同质性与先验性问题讨论,未能系统解释并揭开问题发生机制的“ 黑箱冶 。 文章聚焦于类型学的分析

思路,用个体与社会互动线索贯穿全文,立足贫困人口是否存在发展“ 需求冶 ,构建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缺乏类型的初步框架( 第一层次) 。 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贫困人口在扶贫场域中的实践特点,将缺乏内

生动力的贫困个体嵌入到脱贫攻坚的社会实践中( 第二层次) ,归纳出内生动力缺乏的四种常见类型:

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以及“ 等靠要冶 型。 在对不同类型内生动力缺失问题开展过程分析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建构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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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我国国情的变化,审时度势提出了精准扶
贫战略。 在这一战略的引导下,扶贫开发手段实现从“ 大水漫灌冶 到“ 精准滴灌冶 的历史转型,贫困

发生率由 2012 年末的 10郾 2% 减少到 2018 年末的 1郾 7% ,8 239 万农村贫困人口得以摆脱贫困 淤 。
当前,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1 660 多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深度贫困地区,其能否

如期脱贫直接关系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全面实现。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明确指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问题,成为阻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发展的
重要因素。 作为扶贫对象和扶贫主体,贫困人口如若缺失自我发展的动力,即使外部力量的帮扶再
强,脱贫致富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进一步理解和认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失的发生机制,
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培育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对于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无疑具有重要
意义。

关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问题,反贫困的相关研究对其进行重点关注 [1 - 3] 。 沈红将贫困视

作社区主体发展权利不足的表现,穷人主体性缺失可以解构为决策参与不足、经营管理弱势、文化

发展滞后等三个维度 [4] 。 张永亮从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素质能力、经济收入能力、经营管理能力、
沟通交际能力等五个方面,对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缺失问题进行了基本评价 [5] 。 张志胜在回溯

主体性概念的基础上,得出贫困人口精神贫困表现为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
的论断 [6] 。 基于此,通过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来摆脱贫困,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 [7 - 9] 。 在扶
贫开发中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既是农村反贫困实践的核心任务,又是社会主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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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坚实基础 [10] 。 王三秀认为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反贫困绩效提升的关

键之策,在于贫困农户系统化的主体性建设 [11] 。 薛刚立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需要,指出内生

动力活力是脱贫效果可持续的基本保障 [12] 。 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方面,不同学者从各自视
角作出阐释。 楚永生通过民主参与机制、科学管理机制、全方位监督机制的整合,以此形成参与

式扶贫模式下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培育框架 [13] 。 陆汉文等人提出,只有将贫困人口主体性需

求分别从个体和社区层面嵌入农村反贫困实践之中,才能实现贫困人口与外部主体的协商共

治 [14] 。 张蓓以扶志、扶智催生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积极打造惠民教育、政策宣讲、技能培训、
人才支撑等实践路径 [15] 。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特别是

在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意涵阐释、问题特征以及政策效果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关于破
解内生动力缺失路径的讨论也具有一定启发性,由此形成的分析性概念,如节点治理 [16] 、团体赋

权 [17] 、志智制立体扶贫 [18] 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参考。 然而,前述关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问
题的研究普遍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一方面,把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当做一个同质性问题,侧重

问题的笼统概括性分析,缺乏从理论层面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致审视,难以形成对于贫困人口
内生动力问题的完整认识;另一方面,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视作一个先验性问题,认为内生动
力不足自然存在于农村社会,是农户( 尤其是贫困农户) 的本质性特征,主要对问题的实践表现与
可能影响作出静态结果描述,过程分析环节的缺乏致使其无法形成对于问题介入策略的针对性探
讨。 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有效规避上述研究缺陷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对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问题的
科学理解和认识,成为本文拟关注的核心议题。

二、类型建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问题的分析思路
对于贫困概念的理解最初沿着西姆博·朗特里( Seebohm Rowntree) 的研究传统展开,一个家

庭的总收入如果无法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这个家庭就会陷入于贫困之中 [19]83 。
在生存能力无差异的前提下,根据收入或消费标准设定贫困线,成为识别贫困人口并提供社会救济

的重要标尺。 承继自朗特里的研究,彼得·汤森( Peter Townsend) 进一步扩大了贫困意涵,认为贫
困的核心特征不在于基本生存物质匮乏的“ 绝对剥夺冶 ,而是由于社会资源的缺失被排除在常规生

活方式之外的“ 相对剥夺冶 [20]35 。 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虽然拓展了贫困对象范围,但本质上
仍然是以收入为核心来判断和评价贫困。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突破传统收入贫困概念,认

为对贫困的实质性衡量必须使用有关反映可行能力的指标 [21]4 。 穷人因缺乏教育、医疗、公共服
务、社会保障等“ 可行能力冶 构成要件,以致失去生活的实质自由与自我发展的基础。 基于森的能
力贫困理论,对于贫困内涵的理解,实现了从一维到多维、从工具性到发展性的根本转变,贫困人口
内生动力问题开始受到重点关注。 进一步分析,反贫困实践的核心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
即通过激发其多元性的内在发展需求,发挥主观创造力来改善自身政治权利状况,进而实现可持续
脱贫。
可以看出,伴随贫困理论的发展演进,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问题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并逐步占
据显要位置。 所谓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指贫困人口为了满足收入和权利在内的多元化( 基本) 需
求,利用自身知识或技能主动链接社会资源,并使资源转化成能够持续脱贫发展的潜在行动趋向
力。 森对贫困的理解重点落在能够达到且确实重视的实质自由中的机会上,强调贫困根源于可行
能力的剥夺,基本需求的匮乏仅是贫困的表征现象而已 [22]468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内生发展动力

是对森的可行能力的继承与深化,其主要包括两个发生层面:发展目标实现的“ 需求冶 ,以及满足此

种需求的“ 手段冶 。 一方面,贫困人口是否存在发展目标实现的主观需要,是内生动力得以顺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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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基础;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的技能和知识能否使他们的需求转化成现实,则是其内生动力得以
持续作用的保障。 两者并非呈现出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具有发生学上的先后次序,即只有确认存
在贫困人口的“ 需求冶 之后,“ 手段冶 才具有指向性和实践意义。 这意味着从“ 需求冶 出发,对贫困人
口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成为理解内生动力缺乏问题的关键。
贫困落后既是一些能够描绘社会经济状况的统计指标,也是一种个体心理状态的反映。 在贫
困治理场域内,贫困人口往往兼具扶贫主体与扶贫客体的双重角色。 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对应的概

念范畴,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得以有效连接 [23] 。 作为扶贫主体,贫困人口在反贫困实践活动中属于

主动的一方,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特征,需要对个体自身的贫困问题承担治理责任;作为扶贫客
体,贫困人口又属于反贫困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具有被动性与客观性的特征,需要接受外部社
会主体或环境的塑造和影响。 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特征,意味着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问题存在

两个责任主体:单个的贫困者“ 个体冶 ,以及作用于贫困者的“ 社会冶 。 两者处于平等并列关系,在重

要性程度上并无高低之分。 循着此种理论分析逻辑,贫困人口在实践过程中之所以缺乏内生动力,
可能主要根源于个人问题的“ 道德化冶 ,抑或贫困问题“ 社会结构化冶 的结果。 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分析,建构起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策略,才具有现实操作意义。

对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强调,意在表明贫困人口能够对整个反贫困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明确贫困人口主体地位的同时,理解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生成逻辑,成为反贫制度创新的关
键环节。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贫困人口缺乏内生动力并非反贫实践的应然结果,可能受到
个体内部要素或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在“ 需求冶 上展现出不同类型内生动力缺乏的真实样态。

据此,本文以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为研究线索,立足于贫困人口是否存在发展“ 需求冶 ,得出内生

动力缺乏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初步框架( 第一层次) 。 在此基础之上,充分考虑贫困人口在扶贫场域
中的实践特点,将缺乏内生动力的贫困个体嵌入到脱贫攻坚的社会实践中( 第二层次) ,概括出内

生动力缺乏的四种常见类型: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以及“ 等靠要冶 型( 如图 1) 淤。

在这里,需要有两点进一步作出说明。 第一,分析框架中每一种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类型,实

质上是将现象主要特点加以抽象后的理想类型。 现实中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缺乏,除了受其所在
表格区域主要因素的影响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区域次要因素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每种类
型核心特征的认识与把握。 第二,分析框架中每一种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类型不仅仅是理论
建构的结果,更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 结合贫困人口的实践表现,从问题所在区域的主要维度对内
生动力缺乏的生成机制展开过程分析,进而提出问题解决的有效对策,是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类
型建构的最终归宿。

图 1摇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类型建构
摇

淤

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 等靠要冶 型等四种内生动力缺失类型的划分,最初源于陆汉文在《 人民

日报》 的观点阐述,具体参阅顾仲阳. 脱贫如何不降标准不吊胃口. 人民日报,2018 01 2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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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程分析: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差异化生成机制
( 一) 目标缺失型内生动力缺乏
目标缺失型内生动力不足,是指个体的生活目标模糊或幻灭,没有个人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冶 成为当事人具有内在合理性的选择。 目标对于个人而言意义重要,明确的
目标和信仰,为个人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指明了方向。 恩格斯指出,“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

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冶 [24]342 。 进一步理解,生活目标的缺失属于个人事项,由

此造成的内生动力缺乏仅限于农村社区中的部分贫困人口。 这类贫困人口可能在成长的某个阶段
遭遇过重大挫折,一系列的生活目标( 如娶妻、生子) 不再构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努力完成此项任务
的需求自然也会随之消解,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展现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得过且过的生活状态。
例如,农村光棍成为当今扶贫的重要对象,想娶媳妇而不成的“ 光棍冶 ,他们曾经围绕娶妻生子、成

家立业编织过美好的人生目标,并为此努力奋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目标与自己渐行渐

远,直至幻灭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自我约束、勤俭持家、认真劳动等生活内容,全部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进而丧失了经营自我或家庭的动力。
进一步分析,在功名、子嗣以及现世生活成为熟人社会的评判标准背景下,伴随人生任务的消
解,贫困人口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呈现出布迪厄意义上的“ 区隔冶 状态。 个体在认同上开始进
行自我区分,表现为不会寻求村庄社会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肯定,不会为了“ 有面子冶 而参
与村庄的各项事务,更不会关注自己在村庄其他人心目中的位置和形象。 这种自我区分不仅使得
贫困人口自愿退出村庄竞争,还弱化了其在村庄中的网络人情联系。 贫困人口和村庄其他人于是
减少生产生活上的合作,由此出现的社区隔离致使贫困人口进一步丧失发展机会。 更为严重的是,
贫困个体由于人生任务消解所采取的上述适应性策略,逐渐内化生成附着于自身的惯习,具体体现
为自我放弃的知觉、对自己的消极评判,以及避免人际互动等心理图式。 惯习一旦生成,便组织、支
配着个体的实践活动,持续固化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认同。 因此,上述贫困人口在惯习引导下不断
进行着贫困再生产,从而对生活展现出一种无欲无求的消极型“ 满意冶 状态。
( 二) 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缺乏
顾名思义,所谓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缺乏,是指人们生活在疏远物质财富的群体性文化之中,
此种文化价值观的长期内化,使得外部世界所定义的“ 贫困冶 状态在当地社会被认为是世世代代皆
如此的“ 正常冶 状态,并不会产生想要摆脱这种状态的强烈需求和愿望。 外部文化环境对于人们内
生动力有效发挥的阻碍,主要集中在发生区域性贫困的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 这些地区往往
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地形地貌复杂、环境相对封闭、少数民族聚居等。 受语言不通、交通不便以及
市场可及性差等因素影响,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并形成特殊的宗教传统与民族习惯。 在上述文化价
值观念的引导下,他们不太在意外部世界如何发展变化,彼此之间同质性较高,更不觉得自身生活
在何等艰苦的物质条件之下,吃饱穿暖有房住就可以,比较认可自己目前所处的生活状态。 以笔者
调研的西藏阿里牧区为例,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长期的封闭落后孕育出相适应的生活哲学及价值观,
牧民习惯于依照季节进行迁徙放牧,夏季居住在毡账之中,冬季迁居到山下简易民房,他们不觉得
自己的居住条件有什么不好。 而且牧民普遍受到“ 惜杀惜售、畜多为富冶 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虽养
畜但不出栏,除了满足自身肉奶品的需求之外,很难从蓄养牲畜方面直接增加家庭收入,他们不觉
得额外费工夫赚钱有什么必要。
造成上述贫困人口内生动缺乏的文化价值观念因素,被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概括成

“ 贫困文化冶 。 作为一种描述特定社会现象的概念模型,“ 贫困文化冶 表达着在既有社会发展的特殊
历史脉络之中,穷人所共享的能够区分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活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具备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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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结构与生活理性的社会亚文化 [25] 。 贫困人口在社会亚文化设定的生活轨道上自觉甘愿地生活,
难以有效理解外部主流文化的价值规范及其生活方式,使得自身无法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来摆脱

当前的贫困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贫困人口的子女依然生活在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的行
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伴随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进一步强化,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自然延伸至下一代,进

而导致贫困问题的代际传递。 正如刘易斯( Lewis) 所言:“ 孩子往往在 6 ~ 7 岁时就已经完成贫困亚

文化的基本观念的内化,从而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可能改善他们生活状态的一系列变迁条件或机
会,以此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冶 [26]27
( 三) 信心不足型内生动力缺乏
信心不足型内生动力缺乏,是指那些受到诸如结构条件、能力机会的限制,虽然具有脱贫发展
的意愿,但他们觉得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失败落后的命运,于是失去社会认同感,降低生活
期望值,贬低他人的成功模式并自我边缘化,以便维持心理平衡,实现自我保护。 与目标缺失型、文
化取向型等内生动力缺乏相比,在人们具备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发展信心的缺失是个体和社会要素
共同建构的结果,主要存在于那些在经济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之中。 进一步理解,这类贫困
人口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然而由于自身能力和社会条件所限而害怕燃起过高的希望,通过减少社
会参与来避免挫败和被剥夺的感觉,因此不会主动要求参与扶贫实践的决策、管理与监督过程。 以
产业扶贫为例,除了外部帮扶主体( 政府、企业或社区组织) 进行资源投入与设施配套外,往往还需
农户本身具备一定的产业承接能力,如基本的土地、技能、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等。 对于贫困人口
来说,正是由于缺乏上述能力造成现在的贫困状态,为了防止再次失败而选择消极应对,甚至是抵
制扶贫项目。
从理论上讲,如若贫困人口缺乏脱贫发展的自信心,即便政府与社会对他们进行再多的物质帮

扶,也仅仅是舒缓一时之困,无法彻底拔掉他们的“ 穷根冶 [6] 。 失去脱贫发展信心的贫困人口,认为

自己现有的能力或处境难以支撑其有效参与扶贫项目,尤其是开发式扶贫项目。 他们害怕承担经
营( 市场) 风险,不愿意接触并尝试新鲜事物,对市场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滞后。 这种无效参与
的自我预期,最终消解了贫困人口在扶贫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 四) “ 等靠要冶 型内生动力缺乏
从个体与社会互动过程看,即便没有开展扶贫工作,也会存在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
足型等三类内生动力缺乏的贫困人口。 在此基础上,依然遵循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分析逻辑,在当前
超常规的脱贫攻坚战背景下,地方政府、扶贫组织、驻村干部等外部帮扶力量的主体责任日益凸显,
上述三种内生动力缺乏的贫困个体自然嵌入扶贫场域之中。 面对这些缺乏主动性的贫困人口,外
部帮扶力量往往倾向于自行制定扶贫策略并实施扶贫项目,使得贫困人口更加被动地参与脱贫攻
坚的实践进程。 长此以往,贫困人口不仅不会认可扶贫项目中的帮扶措施,而且还会觉得扶贫项目
就是外部帮扶力量( 政府) 的一项工作,自己属于脱贫攻坚工作的“ 旁观者冶 。 至于村庄上马何种扶

贫项目、采取何种措施实现怎样的目标,都是政府或村干部一厢情愿的主意,因而在贫困人口潜意

识中才会产生羊是“ 工作队的羊冶 、鸡是“ 帮扶人的鸡冶 等想法,对于扶贫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表现

出冷漠、无所谓的态度。 更有甚者,个别农户恃“ 贫冶 而骄,带着“ 贫困户冶 的帽子索要钱物,甚至为
了达到目的而无理要挟扶贫干部,如“ 你在上面立了脱贫军令状,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上头会找
你麻烦冶 淤。

在这种背景下,外部帮扶力量与贫困人口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博弈的状态,互动结果就是在扶贫

工作中出现了贫困人口的“ 等靠要冶 现象,据此可将贫困人口的上述行为表现概括成“ 等靠要冶 型内
淤

张志峰: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人民日报,2016 08 27(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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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缺乏。 进一步理解,目标缺失型、文化取向型、信心不足型等三种内生动力缺乏虽然都体现
为个体主动性不足,但三者具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和发生机制。 然而,外部帮扶力量在扶贫过程中
没有对上述三种个体主动性不足进行区别对待,使得外部的帮扶措施与贫困人口的脱贫要求存

在明显“ 错位冶 ,无法针对性地提升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贫困个体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的主动性

依然不足,扶贫事务或项目逐渐演变成外部帮扶主体的“ 独角戏冶 ,贫困人口处于被动在场抑或
缺席的状态。

四、分类治理:培育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策略选择
贫困问题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又表现为精神层面。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缺乏,成为阻碍脱
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实践表明,作为贫困治理的主要力量,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如果被有效激发出来,其治贫、脱贫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就能获得事半
功倍的减贫成效。
( 一) 目标缺失型内生动力缺乏的治理
目标缺失型内生动力缺乏的不足在于贫困人口个体缺乏生活目标,其治理须以重新确立生活
目标为根本,如若找不到有效目标,各种扶贫措施无异于治标不治本,贫困人口仍处于“ 扶不起、富

不了冶 的状态。 只有提升这部分个体的“ 精神力冶 ,让他们充分“ 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会有自尊心,
才会有蓬勃奋进的动力冶 [27]22 。 具体而言,在给予基本救济、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冶 的基础上,重点

探索建立点对点的精神扶贫制度,改善贫困人口的内在精神状态。 可考虑设立村级社会工作岗位,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社会工作者到户到人开展工作,利用社会工作者善于重视微观服
务对象的优势视角,帮助生活目标模糊或幻灭的贫困个体寻找确定新的生活目标。 新目标可以是

个人或家庭指向的( 如“ 光棍冶 找到媳妇) ,但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社区或社会指向的,如引导生活目
标幻灭的贫困个体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公益活动中找到新的人生价值。 另一方面,为了保

障社会工作能够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缺乏问题,在乡、县以及更高的层面,可建立村级社
会工作者协会及相应的支撑配套体系,使得社会工作和政府扶贫各部门在制度与工作机制上实现
有序对接,从而为村级社会工作者提供资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 二) 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缺乏的治理
贫困人口之所以产生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不足,症结在于贫困社区积淀形成的独特文化和精
神,其治理须与文化建设及价值观塑造相结合。 从短期来看,重点应在于发挥村级组织( 核心是党
组织) 的引领作用,提升开展集体活动的能力。 一方面,在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的协助下,建立健全
村级组织的制度规范,将贫困人口组织起来从事具体的脱贫攻坚行动,如建立经济合作社、成立劳
务输出队等;另一方面,注重挖掘和培养村庄内部人才,并将其充实到村级组织之中,增强村级组织
带动农户的可持续性。 通过村级组织的主体性建设,用集体的理性思考、科学决策、共同行动引领
个人认知与行为。 在使贫困社区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的同时,重点将长期占据人们心灵
的贫困文化与思想挤到角落中去,让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在“ 搁置冶 中弱化、钝化。 从长期来
看,重点应在于推进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培育现代意识与科学精神,剔除“ 甘于贫困冶 的
落后意识,引入相信发展、拥抱发展、期待发展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 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
代生产经营方式、不断改善的物质生活、大众传播、人口流动与人际互动、青少年学校教育等都是推
进该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保持和维护一个开放、理性和日趋现代化的全国大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前提。
( 三) 信心不足型内生动力缺乏的治理
贫困人口的信心不足型内生动力缺乏,其治理须以帮助贫困人口融入发展大潮和重新树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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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信心为根本。 由于这类贫困人口不相信外部帮扶力量能够助其脱困,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避免
采取简单、粗暴方法,把建立其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直接帮扶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摆在重要位置。
进一步分析,首先要给贫困人口施以关心和尊重,使其认识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排斥、被他人看不
起,从思想上淡化他们的贫困意识和自卑心理,明确自己可以利用或倚靠的发展资源,进而重拾生
活目标,重新树立发展信心。 其次是通过身边人特别是相互信任的身边人,密切对接贫困人口的发
展需求,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的个体需求差异,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贫困影响评价。 带动贫困人口从
实现小目标开始,一步步融入到农村脱贫攻坚的大潮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健全制度化的支撑
体系与机制至关重要,既包括精心安排从事到户到人思想工作的主体,可以是村干部、乡贤、第一书
记、帮扶责任人、驻村工作队队员,也可以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扶“ 斗志冶 特别强调这一工作的持续
性,用以激发贫困人口参与扶贫的热情;还包括带动贫困人口实现小目标和后续目标所需的相关支
持,如生产经营或创业贷款、技术服务、农业保险等,扶“ 智冶 用以解决约束目标实现的关键问题,帮
助他们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
( 四) “ 等靠要冶 型内生动力缺乏的治理
贫困人口之所以产生“ 等靠要冶 型内生动力缺乏,既与贫困人口自身的主动性不足有关,也源
于外部帮扶力量将主动性不足视作同质化问题,未能准确找到问题解决的着力点。 因而治理的关
键在于,需要区分、确定贫困人口“ 等靠要冶 现象生成的差异化路径,以此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 前文已叙) 。 除此之外,外部帮扶力量也要积极转变扶贫工作思路,一方面,在尊重贫困人口主体

地位的基础上,了解贫困人口的行为偏好与利益诉求,建立贫困人口利益表达的长效机制,从而使
得扶贫措施真正符合他们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扶贫工作制度,重视制度建设对于改
善地方政府扶贫工作作风的重要作用。 例如,扶贫项目实施前,明确细化项目资金的实施目标、工
作程序、受益群体等事项,在工作程序中增加征询贫困人口意见建议这一环节;扶贫项目实施中,加
强基层扶贫工作的巡视检查力度,突出如何调动贫困人口积极主动性这一核心问题;扶贫项目实施
后,完善扶贫考核评估制度,将扶贫干部的工作政绩与贫困人口的利益密联系起来,适当增加贫困
人口脱贫能力的获得感在扶贫考核评估中的比重。

五、结论与讨论
瞄准贫困人口并产生显著的减贫实效,构成了精准扶贫战略的核心内容。 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的缺乏,无疑约束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效果。 关于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缺乏,多数研究将其作为

同质性与先验性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未能系统解释并揭开问题发生机制的“ 黑箱冶 ,使得研究结

果多悬浮于扶贫实践。 本研究聚焦于类型学的分析思路,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线索贯穿全文,

从贫困人口的“ 需求冶 面出发,构建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类型的初步框架( 第一层次) ;以此为

基础,结合贫困人口在扶贫过程中的实践表现,将内生动力缺乏的贫困个体嵌入到农村扶贫场域
( 第二层次) ,对其与外部帮扶力量的互动建构过程进行重点关注。 由此总结归纳出四种内生动力

缺乏的类型:目标缺失型内生动力不足,源于贫困个体生活目标的缺失,实现目标的发展需求自然

无从谈起,因而需要帮助贫困人口重新确立人生任务;文化取向型内生动力缺乏,主要由社会层面
的贫困文化所引起,贫困人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难以产生摆脱贫困状态的强烈需求,因而需要从贫
困文化改造上进行精准施策;信心不足型内生动力缺乏,指的是虽然贫困人口存在发展需求,但对
于通过个人努力和社会帮扶实现脱贫始终抱有消极态度,因而需要帮助贫困人口重新树立自我脱
贫信心;“ 等靠要冶 型内生动力缺乏,是上述三类贫困个体参与脱贫攻坚实践的产物,外部帮扶力量

将其视作同质性群体,先入为主地开展扶贫工作,造成了“ 等靠要冶 ,需要在对目标缺失型、文化取
向型、信心不足型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类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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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反贫困实践的相关研究中,有观点将贫困人口视作缺乏生计能力的弱势群体,难以进行

自我发展,只能处于无需承担责任义务或采取主动行动的被帮扶的角色地位 [11] 。 通过本研究可以

看出,不论何种类型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单纯在产业发展、就业技能、住房安全、医疗改善、低
保兜底等方面进行扶持照顾,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很容易造成扶贫对象的福利依赖。 学界

将扶贫对象的福利依赖,归结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存在的“ 等靠要冶 思想 [28] 。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
看出,“ 等靠要冶 不是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缺乏的原因,也并非中国传统农户的先验性特征,而是贫困

个体与扶贫实践相互建构的结果。 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无“ 等靠要冶 思想,历史上因自
然灾害、战乱、劳动力缺乏等原因陷入贫困危机的家庭,通常抱持的是听天由命的观念。 当前脱贫
攻坚实践中出现的所谓“ 等靠要冶 现象,主要是没有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缺乏问题进行精准治
理,转而采用那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制造出来的。 因为见效慢、工作难,“ 扶贫先扶志冶 在地方实践
中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反而成为脱贫攻坚的突出短板。
另一方面,关于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问题,学者倾向于从发展手段( 能力) 层面进行分析,较少
关注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 例如,严伍虎等人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等同于自我发展能力,并从生

存发展能力和自我认知能力两个层面对问题展开论述 [29] 。 刘司可认为资本、技术、经验、创新能力

的不足,使得贫困青年在产业发展中内生增长较为疲软,可从产品、市场、产业要素的整合,以及公

共服务政策的优化等方面,对贫困青年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进行探究 [30] 。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
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和发展手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共同构成内生动力的完整发生层次,

而且只有在明确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基础之上,贫困人口发展手段的讨论才有意义。 这提示我们:
在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进行研究时,需要确认贫困人口是否存在脱贫发展的主观需求,如若不存
在,则首先要在“ 主观需求冶 的层次上对问题性质、发生机制做出判断;如若存在,才能够进入“ 发展
手段冶 层次,对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与现有能力的契合度,阻碍或促进贫困人口发展手段提升的要
素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同情境建构起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培育路径,才具有
实际针对意义和现实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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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in the Poor Population
YANG Yongwei摇 LU Hanwen
Abstract摇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the poor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hinders the smooth

progr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raditional studies discuss it as a homogeneous and priori problem, and fail to explain and

uncover the “ black box冶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problem.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it runs through the clu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and constructs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 first level) on the lack of endoge鄄

nous motivation of the poor population, based on whether there is a “ demand冶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population.

On this basis, taking fully into account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in the fiel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or individuals who lack endogenous motivation are embedded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combating poverty ( the second

level) . Four common types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deficiency are summarized: target deletion type, cultural orientation

type, confidence deficiency type and “ waiting and claiming冶 type.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deficiency, and construct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for the poor population.

Keywords摇 Poor population; Endogenous motivation; Subjective demand; “ Waiting and claiming冶 ; Type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