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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十八大”以来,中央特别重视扶贫开发工作。中国扶贫开发

机制不断创新,提出了新时期扶贫开发的目标与任务。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

愚,文化扶贫是扶贫开发造血功能发挥的重要基础,是贫困人群生计可持续改

善的前提与基石。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推进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文化发展,从
而确保新目标实现。那么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贫困、如何从文化

角度对贫困治理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关于贫困的文化解释,为我们贫

困的文化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认为文化扶贫是非常有必须要的,进而在反思现

实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政策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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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贫困的一种解释范式

  如何解释贫困是贫困研究与反贫困研究的起点,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贫
困有着其丰富的社会含义”(沈红,2000)。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

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形成了“结构主义—个人主义”分裂,结构主义

范式内部存在着“结构”、“制度”、“资源”与“文化”等诸多理论,个人主义范式

中的“素质观”、“能力观”等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无论贫困是过程还是结

果,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来看,都有着“文化”的因素,“我们用文化因

素去解读贫困应该颇具说服力”(周怡,2000)。
  (一)贫困的文化解释

  从“文化”的角度观测“贫困”,可以看到“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两组概

念。不过,这两组概念所阐释的内涵有着巨大的差异,“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

是贫困产生的根源,而贫困文化是文化贫困的后果”(辛秋水,20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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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化贫困是贫困的一种原因

  社会学家胡格韦特认为:“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外部环境仅仅是条件而非

决定因素。人的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仅仅是限制行为反应范围的有机的基

础,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人的文化

和人的社会组织。”(胡格韦特,1987:48)不仅如此,文化资本的缺失也是一个

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地区、人群间的文化差距是一种

发展的差距。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是我国贫困地区贫困的主

要原因(郭晓君、郝宗珍,2004;王康,2003;薛世妹,2009;辛秋水,2006等)。
究其原因,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是其主要因素。
  2.贫困文化是贫困的文化表现

  从文化角度对贫困形成机制的解释认为贫困本身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

体系,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习俗、心
理、态度和价值观都是贫困的文化表现,导致文化贫困、能力不足、机会丧失、
社会排斥等,最终导致贫困的循环。首先提出“贫困文化”概念的美国学者刘

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贫困人群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映,而
班费尔德确认为这种文化源自结构因素。从“管理贫困”(朱晓阳,2004)的角

度来讲,贫困文化是一种滞后的文化,是文化贫困的结果,也是文化贫困的原

因,它根植于贫困地区难以改变,最终成为一种改变贫困结构的阻力。因此,
我们在扶贫的过程中,不仅是要通过经济和技术等改变结构的方式去进行,更
应该思考一个落后地区阻碍减贫的难以改变的文化传统。
  (二)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即表现为物化客体又是一种精神,所以贫

困文化存在形式非常多元。在西方学者眼中,贫困文化具有个人主义、传统主

义、宿命论等表现形式。结合我国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而言,以我国贫困农村

社区为主,我国学者认为我国贫困地区贫困文化主要有以下表现:安于现状、
消极无为的人生观(熊丽英,2004)、知识的缺乏与对教育的忽视(郇建立,
1999)、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独特的面子消费文化、多子多福观、重农轻商(贾俊

民,1999)。但是一部分的学者也表明,认为以上的这些观念、习俗、生活方式

等不仅存在于我国贫困人群中,在其他的群体也存在,因此更加深入地分析了

我国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的结构,王兆萍等认为在现代社会,处于贫困状态的

人,不一定都是贫困文化而致贫,而具有贫困文化的人,极有可能是贫困人口,
中国独特的贫困文化本质是“土地至上—不流动—面子要紧”,正是基于这三

点衍生出了安于现状、忽视教育、不合理消费、因循守旧、以农为本,甚至是“等
靠要”的度日观(王兆萍,2005)。
  (三)贫困文化的产生原因

  从贫困产生的结构与文化解释的辩驳中可以看出,贫困文化作为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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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式,其产生的根源依然是来源结构,是在对结构与环境的长期适应中产

生,特别是对落后的经济的适应。贫困文化的产生原因具体而言有其产生的

必要性及其产生的要素。首先,就其必要性而言,贫困文化是穷人的一种自我

保护的心理平衡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社会地位的反映。由于人们长期处

于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困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提

高社会地位无望、内心极度失意的情况下,为了排解这种心理压力,只好发展

出贫困文化。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以寻求心理的解脱和生活的安宁,正是基

于对环境和结构的适应,贫困文化应运而生。其次,当自我调节产生的各种思

想与观念,遇上相对封闭的环境、缺乏流动的个体、外部社会结构和制度等要

素的影响时,便阻碍了外来文化与信息的传播,使文化的演化缺少传播以传承

为主,更容易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的文化系统,使得这种文化在代际传递

的时候不断地固化,进一步影响了贫困人群对改变贫困的态度,产生出一系列

的安于现状、阻碍社会前进的文化认知,使之更加贫困。
  以中国贫困农村的贫困文化产生为例说明,普遍认为中国贫困农村的贫

困文化的产生既有其历史原因,也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制度政策等有密切

的关系。首先从传统看,适应小农经济时代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延续,深刻

地影响着贫困地区人口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地守着自己的土地,
对外部世界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阂与排斥,愿意维持现有的生活。其次,
封闭的地域环境客观上加速了贫困文化的形成,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使生活在

贫困中的人们更加依赖自然环境,信息沟通不畅、不及时减少了接受外来思想

文化的机会,同时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对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起到阻碍的作用,更容易形成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地缘关系,使原有的相对落

后的价值观不断地传递。再次,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以及

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形成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贫困人群由于社会

排斥和社会制度的设置而实现不了自己的“预期”,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

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

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
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力量(刘龙、李丰春,2009)。当这种状态变成

一种习惯的时候,人们就会形成没有远见、消极不进取的生活态度,所以说政

策可能制造贫困,实质政策与制度更容催生一种贫困文化。从而可以得出,贫
困文化的产生是一个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根本是为了

适应不利的结构与环境而产生的作为一种具有调节功能的文化,同时也与地

域、流动性以及政策制度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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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发展:扶贫开发效果的文化依赖

  扶贫开发是一项作用于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国家—市场—社会”三维

一体的反贫困行动。扶贫开发关注于贫困的原因与过程,其如何开展关键在

于贫困原因的解释。综合结构视角下的“资源”、“制度”与个人主义视角下的

“素质”与“能力”等各种因素,是中国“输血”式扶贫开发、“造血”式扶贫开发的

理论支撑。
  (一)文化发展对扶贫工作的作用力

  在对贫困现象的解释中,结构解释注重贫困的客观状态,认定贫困是一种

客观拥有的匮乏状态,如对收入、职业、权利、地位、市场机会的缺乏。文化解

释强调贫困是一种特征,涉及贫困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特征、群体的态度、
主观心理感受。从结构上特别是经济手段强调外援要素,从外部解决贫困问

题,而文化的发展是从改变穷人脱贫的动机、文化资本等呼唤内在驱动力和内

在的变迁(周怡,2002)。文化发展对改变贫困具有内在的驱动力,是更深层的

一种扶贫的视角,只有使贫困人口具有内在改变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将结构性

扶贫的方式的效果发挥到最佳,保证扶贫开发的持续性。
  1.改变落后贫困文化,打破贫困恶性循环

  相对引起贫困的因素而言,贫困文化是一种价值贫困、精神贫困,其他贫

困是表象,而价值贫困,才是产生贫困的深层原因,导致人们的深层贫困,同时

也是比其他贫困更严重、更难开展介入。但是如不对贫困人口中落后的贫困

文化进行介入与改造,使贫困人口产生自我向上发展的意愿,那么所有的扶贫

工作都是不彻底和不持久的。所以落后的文化是贫困不断陷于恶性循环的内

在驱动力,只有对阻碍脱贫的落后文化进行合理的变迁,将扶贫攻坚引向纵

深,不仅要在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与能力、提供更多的机会方面努力,还要对

在贫困人口的深层文化价值观方面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即改造与转换其价

值观。只有经过这样的价值观变革的洗礼,贫困地区的人们才能彻底摆脱贫

困文化的纠缠,弃旧图新,穷则思变。这样才可以巩固与促进资金扶贫、技术

扶贫、项目扶贫、硬件扶贫的效果,从根本上促进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发展经

济。
  2.发扬先进的当地文化,促进扶贫开发

  就贫困文化本身而言不是一种反文化。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都

不是单一的,每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也并非平等共享和接受单一文化,贫困文化

是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虽然偏离主文化价值,且尽管有时由于这种

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并且阻碍

了其经济的发展,但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2016年第2期 文化发展视角下中国贫困文化治理政策创新 169  

值、信仰、规范相对立。长期在贫困环境中生存的贫困文化,一些文化的因素,
如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民间智慧等比外来的先进文化更加适合该地区的发展,
能更好地维持低收入阶层较为脆弱的生存平衡系统。所以在面对贫困文化与

扶贫开发时,尊重和理解当地的优良的传统文化是必要的,而科学地、合理地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以及产业发展相结合,能够更好、更快地使贫困地区脱

贫,同时有可能避免一定的文化变迁引起的震荡。
  (二)文化发展是扶贫开发效果持久的基础

  文化发展与扶贫开发工作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的发展转变了贫困

人口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意识,为他们的致富之路提供了新思路;文化的发展也

为贫困地区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信息、新的技术,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智力支

持;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之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服务。因此,文化发展不仅有利于扶贫开发,而且有利于保持扶贫开发效果的

持久性。
  1.文化发展转变了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

  贫困人口的贫困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更体现在精神上的落后。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闭塞愚昧这些都是思想观念落后的表现。摆脱贫困,首先

要破除贫困人口头脑中的陈旧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文化的发展为贫困人口

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使之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新世界,开阔了他们的

眼界,陶冶了他们的心灵,为他们的发展观念注入了新的源泉,转变了过去一

成不变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方式,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文化发展为贫困地区脱贫提供了智力支持

  贫困地区多处在山高水远、封闭落后的边远山区,地理位置的偏僻一方面

阻止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使其信息闭塞、技术缺乏、文化落后;另一方面也使

得他们只能被迫选择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开展劳动耕作。文化的发展不仅可

以为他们带来新理念、新信息、新技术,从而为生产服务,同时也可以提高劳动

者自身的素质,在更大范围内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文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由于文化扶贫不是单一地就文化抓文化,而是把文化、教育、科学普及等

与满足农民求知、求富、求乐的要求和发展农村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不

仅能使文化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且能够使文化更好地与之同

步协调发展,从而有利于保证扶贫开发工作的效果。

三、贫困文化治理: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新趋势

  (一)未来扶贫开发的历史转折

  回顾过去,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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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

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随着扶贫开发日益推进,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资
源性因素在贫困原因谱系中地位下降,文化因素将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也将

成为制约扶贫开发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人

口的文化素质,将成为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文化扶贫将成为扶贫开发的

重要创新形式,也将是一项伟大的文明工程(肖继文、魏星河、杨超,1996)。
  1.输血扶贫

 

  最初我国的反贫困工作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
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

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

安贫,一蹶不振。“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

贫困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其原因是在“输血”的同时,
 

造就了一批“懒汉

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春等救济粮,冬等

棉衣裳,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有人说,“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他们牢牢

地锁在贫困之中,他们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

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

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
(浦春佳、陆稞钦,2010)。
  2.造血扶贫

  后来,我国反贫困工作又转向“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

金,上项目、办企业,促进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
“造血”必须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必须依靠“内因”。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

化素质、科技水平不济,经营管理知识不足,加上信息不灵通,市场观念不强等

原因,结果往往是浪费了前景良好的项目,开场功夫做得排场很大,但效益收

成却不可观,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终难以形成。根

据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权威人士估算,大约有40%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

贫,而有的学者估算扶贫资金的“漏出”量已超过50%,甚至高达70%以上。
而同时,几乎所有承担扶贫贷款业务的银行和信用社都经历了因借款者拖欠

而沉淀大量呆账的教训,相当一部分金融组织至今仍然承担着不良资产的巨

大压力。“从总体上看,我国扶贫资金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每年扶贫资金的

成倍增长却没有带来扶贫效果的成倍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浦春

佳、陆稞钦,2010)
  3.文化扶贫

  “文化扶贫是指向农村等地区的贫困人群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

念,传授适用科技,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人群的素

质,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使当地的潜在财富转化为现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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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平,2008:348)不可否认,多年来实行的“输血”救济和“造血”开发,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适当的“输血”和着力营造“造血”机制

固然是需要的,然而最根本的是要提高贫困主体的素质,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

性,发挥其变革社会的创造性,从而从根本上使之走出贫困,推进贫困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
  “治贫必先治愚。”在贫困地区,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人
们思想观念保守,文化设施落后,现代文化知识匮乏。这种状况对人们的价值

理念、行为方式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种现象还有代际传递的效应,出
现“文化遗传”的现象,形成文化的“穷困链”,从而导致世代贫困。单靠财力、
物力的投入,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贫穷地区的落后面貌。应坚持以人为本、科学

扶贫的理念,通过文化战略的实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法律意

识、市场意识、全球意识、创新意识,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思想保

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文化扶贫的现实与政策设想

  1.文化扶贫的现实

  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应与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并举,我国

为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继实施了“万村书库工程”、“科学素质工程”
等,并积极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还开展了“星火带头人”和“科
技致富带头人”等农村骨干的培训活动,这些活动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从总

体上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晓龙,2003)。归纳起来,我国

的文化扶贫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转变农民观念为文化扶贫的根本。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本
着“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

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用丰富多彩

的文艺活动充实他们的生活;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

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

引导,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

文化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第二,以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为文化扶贫的手段。一是加大对贫困

地区基础教育和科普教育的投入,充实师资力量,普及初中教育。二是积极发

展贫困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由目前的主次关系转变为

并列关系。三要进行智力输入和劳力输出。即采取“请进来”(人才、高质量劳

动力和技术的引进)
 

和“走出去”(外出打工、劳务输出)的策略,使贫困地区劳

动者开眼界、长见识、学技能,借用外力来加速本地人才的培养(孙晓峰,
2004)。
  第三,以打造文化产业、实现文化富民为文化扶贫的目标。“文化”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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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属两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的经

济价值,
 

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

活动的交接点,
 

于是文化消费、文化贸易、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等的出现也就

成为必然。文化富民,就是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直
接惠及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

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价值评估,做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
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

与消费的互动轨道,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地产业

结构创造有利条件(李丰春,2008)。
  2.文化扶贫的未来设想

  当前我国在解决文化贫困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政府偏重于经济解困目标的实现,而对文化扶贫重视不够。我国政

府侧重于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发挥,而对文化职能的发挥则不到位。地方

政府习惯于对上级负责,加之任职的期限、经济发展的压力,往往追求短期目

标,搞形象工程,而对于消除文化贫困、加强文化建设这种长期见效的软任务,
投资不足,且连续性不够(曲崇明,2009)。
  第二,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足,文化体制僵化。文化建设需要有载体。无

论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还是文化馆、图书室、电影院、演出团体

等,这些都是文化传播不可缺少的物质载体。政府在这些方面投入明显不足。
而相关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以及投资体制、运行机

制、管理体制等都是文化体制的一部分。我国现有的文化体制僵化,远远落后

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产业有关的投资融资体制尚未理顺,多元投资体制

尚未有效建立,社会资本对文化的投入依然不畅,从而影响了文化产业、文化

生产力的发展(曲崇明,2009)。
  第三,满足于正规教育培训,培训理念和方法落后。长期以来,我们常常

满足于正规教育培训,而缺少对成人教育规律的研究和掌握。文化扶贫对象

主要是弱势群体,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他们而言往往并不成功,如果按照

传统的正规教育模式,很难取得实效。其实,非正规教育培训、边干边学等动

态式教育培训是人类传承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主要方式。成人的教育培

训,要考虑他们的工作特点和需要,容许各种非正规教育培训模式。现在社会

上主流的培训机构大多照本宣科,而且缺乏对培训者的需求评估,难以按照培

训者自身的需要来设计和提供服务(曲崇明,2009)。
  针对我国目前文化扶贫存在的问题,付少平(2001)认为文化贫困战略要

有深度、广度和效度,实现贫困地区及人群脱离物质贫困、消除文化贫困最终

目标。因此,未来应将文化扶贫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改革趋向和农村现代化

的基础性工程。扶贫工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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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强化政府文化职能,保证文化扶贫连续性。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包括风俗习惯、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此,要克服文化扶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
做法。要把文化扶贫当作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建设性的扶贫,把文化扶贫当

作一种“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工程。文化扶贫活动应该保持经常性、长期性,
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训,做到村村通公路、广播电视

及网络,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
  第二,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缺少资金是贫困地区

文化建设的突出困难,可以采取多方筹措的方法,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划拨一部

分资金作为文化扶贫工程的基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筹集资金的方式十分

多样化,在这个方面需要多加变通,如从中央与各省财政提供的扶贫资金中按

比例切出一块,用于文化扶贫工程;采取措施,根据中央有关文化经济政策,并
结合本地实际,在权力范围内制定必要的优惠政策;多渠道集资,依靠乡镇企

业、富裕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办文化;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发展文化事业,开辟

新的财源;等等。
  第三,将扶贫开发与教育培训结合起来。文化扶贫促进了我国扶贫方式

的根本转变。它把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科技素质作为扶贫的根本,增
强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文化扶贫可以说是一项扶人工程。因此,大规模开

展针对性、实用性强的技能培训,向以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为主体的全体贫困

人口提供基本发展能力,包括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层次、各种内容的技术

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农业生产技能、非农产业技能、劳务转移技能以及择业技

能,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生存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选择能力。
“大规模开展对城镇职工特别是下岗职工的培训,把当前培训和促就业、扩内

需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结合起来,利用好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机会,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使之发展成为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曲崇明,2009)
  (三)治愚:未来文化扶贫工作的最高诉求

  我国要夺取反贫困决战的最后胜利,必须以解决物质贫困为基础,大力开

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尽可能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及面向未来的

生存与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及人群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文化扶贫是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辛秋水,2010),文化扶贫不仅是农村物质文

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生长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需环节。文化贫困应

该以培训新型农民为目标,以促进贫困地区文化发展为第一要义,以新农村文

化建设为第一最高诉求,“针对贫困人群进行基础文化知识、科技知识、管理知

识、政治理论、思想道德、文化素养、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肖桂云、程贵铭,
2000)。因此,文化扶贫工作应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强化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无疑是提高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科技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174  海派经济学 第14卷第2期

文化素质的最重要途径,但目前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尽快提高贫困人口科

技文化素质需求不相适应,学校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形

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朴实无华的口号反映了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的心声,更需要政府以节衣缩食的精神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

入,引导和激励社会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支持。同时,通过教育改革提高贫困地

区学校教育的效益,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历史性转变,并努力构建终

生教育体系。尤其是注意根据现代教育发展的国际趋势,增加学校教育的科

技含量。
  第二,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学校教育是提高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科技

文化素质的最重要途径,而科学技术普及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提高贫

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的作用非常明显。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历来都是重要

的,在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尤其如此。
  第三,加强科技教育的对口支援。政府是国民财富的配置中心,政府也具

有调配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扶持贫困应是政府天生的职能。为提高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政府必须通过组织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

区科技教育的对口支持,使全社会都履行对贫困地区的义务。
  第四,加快文化、科技、教育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网的改造,对贫

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意义十分深远。我国的贫困人口用得上电、用得起电,对提

高其科技文化素质十分重要。他们从广播电视能接受科技文化的知识,能够

接受远程教育,能够感受现代文化。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独特作用,必须在

贫困地区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于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减少与外部的

信息不平衡分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融入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
  第五,要加强科技文化扶贫基地的建设。我国扶贫攻坚的贫困地区,主要

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贫困人口居住分散,针对这种

情况,必须加强深入贫困地区的科技文化扶贫基地建设,其主要功能是宣传国

家有关政策,传递有关信息,培训实用技术、普及科技文化知识以及培养科技

扶贫带头人和骨干。“科技文化扶贫基地是贫困地区科技扶贫的示范基地,也
是我国贫困地区面向未来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不仅具有针对脱贫的重要现实

意义,而且也具有发展致富的深远意义。”(晓龙,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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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l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poverty
 

institution
 

has
 

made
 

innovations
 

frequently
 

and
 

proposed
 

the
 

new
 

era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should
 

make
 

progress
 

of
 

educa-
tion

 

before
 

antiproverty.
 

Antipoverty
 

of
 

cultural
 

pover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matopoietic
 

functio-
ning.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livelihoods
 

of
 

the
 

poor
 

people.
 

Therefore,
 

we
 

must
 

strive
 

to
 

promote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and
 

thus
 

ensure
 

that
 

the
 

new
 

goals
 

are
 

attained.
 

We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how
 

we
 

treat
 

the
 

poor
 

is
 

the
 

need
 

to
 

think
 

abou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ultural
 

explanation
 

on
 

poverty,
 

pro-
vides

 

a
 

new
 

idea
 

that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very
 

necessary,
 

and
 

then
 

re-
flecting

 

on
 

proposed
 

new
 

policy
 

based
 

on
 

the
 

vision
 

of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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