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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is the universal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by the whole world, especially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for China, who is now in a critical period and a crucial stage of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roblem is more important and urgent. Study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ough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time, space, and
study object of stud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an make us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the past experience and insuffici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is basis, further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current national polic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helpful to make the whole population get rid of poverty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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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贫困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现今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
攻坚阶段的中国而言，该问题的解决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从时间、空间、研究对象等方面对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扶贫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可以使我们能对过去的扶贫经验和不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
认识和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当前国家的扶贫政策，以期能够早日实现全部人口的脱贫，
进而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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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缓解和消除贫困，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
繁荣，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
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应是起始于改革开放。现今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能
否实现中国人口的全部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具有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
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适应中国新形势新阶段的需要，给予扶贫工作相
当程度的重视，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形成于邓小平时期，发展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完
善于习近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思想已基本成型。本届中央领导班子制定了未来五年要让中国
7000 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的目标，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该目标的如期实现也并非是轻而易举
之事。为了确保该目标的如期实现，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对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扶贫经验进行
全面总结，对其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扶贫思想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学界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贫富分化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与相当一部分人发家致富相伴随的是仍
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这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显然是相悖的，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
时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十分重视扶贫减贫工
作的开展，出台了一系列扶贫减贫的文件和政策。与之相伴，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并不断加强关于扶贫问
题的研究，一度使其成为“显学”。综观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成果，对于扶贫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研究领域而言，关于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专著方面，诸如《八万里路云
和月：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互联网+》从县域电商发展的视角对我国的扶贫开发问题作了深入
思考[1]。《财政扶贫绩效与脱贫致富战略》主要是从财政的角度对我国的扶贫问题进行研究。本书回顾
了我国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及脱贫、减贫情况，分析了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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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扶贫绩效提出了对策建议[2]。《产业扶贫模式与少数民族社区发
展》则侧重从产业角度对扶贫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五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实施产业扶贫过程及情况的实地
调研，分析了产业扶贫模式对少数民族村落脱贫减贫的影响效应，并就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3]。《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研究》以旅游扶贫为研究对象，从旅游扶贫开发概述、旅游扶贫开发的理
论与实践探索、大别山贫困状况与旅游资源简介、大别山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
主体行为分析等几方面比较详细深入地论述了大别山脱贫致富的问题[4]。论文方面，如《贫困农户能有
效利用扶贫型小额信贷服务吗?——对四川省仪陇县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的案例分析》《国内外农村普惠
金融体系发展实践及启示——基于河北省易县扶贫社小额信贷扶贫创新案例分析》《农村社会发展与反
贫困：农村小额信贷政策研究》等主要是从小额信贷的角度对扶贫问题进行探讨[5] [6] [7]。也有不少的
理论成果是以乡村旅游为视角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旅游诱导下乡村能源消费模式转型与综合效益评估
——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的案例实证》《贵州旅游扶贫效应动态分析》《林芝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探究》
[8] [9] [10]就是以乡村旅游为视角对农村的扶贫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地研究。
二是就研究对象而言，学术界目前对我国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农村为重点研究对象，其次是对
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研究。在所能查找到的相关专著中，关于农村扶贫问题的研究占据了其中的
大部分。譬如《陡嘴子村：参与式重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我国农村扶贫》《反贫困在行动：中国农
村扶贫调查与实践》等著作就是以农村为视角进行研究的[11] [12] [13]。
《大别山旅游扶贫开发研究》
《多
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扶贫综合开发绩效研究：西藏扎囊县
德吉新村调查报告》《旅游扶贫：江西的构想与实现途径》等著作则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或贫困革
命老区进行的研究[14] [15] [16] [17]。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上可搜索到的关于农村扶贫的文章多达三千
多篇，且近五年发表的文章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模式如何完善》
《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成效、问题及思维转向》《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基于扶贫开发的视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扶贫调查》[18] [19] [20] [21]。
三是就研究类型而言，学术界对扶贫问题的研究大多都比较注重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学术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从实效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专著诸如《扶贫开发模式与方法研究》
《扶贫旅游理论与实践》[22] [23]。论文如《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
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基于产业链视角的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方法》《产业化扶贫模式
选择与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河北省易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为例》[24] [25] [26]。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从应
用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但就基础理论研究而言，学术界似乎做的还不够。由于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给予
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并特别注重基础理论对扶贫减贫的指导作用，因此学术界才开始重视起对扶贫理论的
研究，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最近一段时期也开始逐渐增多，专著如《<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的意见>解读》《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城乡一体化与减贫》[27] [28] [29]。论文如《我国精准扶
贫工作机制问题探析》《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内涵阐释、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精准扶贫：中国扶
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等都是侧重于对扶贫
基础理论的研究[30] [31] [32] [33]。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丰硕，对基础理论
的研究还需给予更多的重视。
四是就研究主体而言，学术界以党和政府为主体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比较多，但就企业、社会、个
人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则比较少。《政府购买社会保障扶贫服务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中国共产党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史纲的逻辑构建》《民族贫困地区驻村扶贫调查与思考》等就是以党和政府为主体进行扶
贫开发研究的理论成果[34] [35] [36]。《社会扶贫资源整合的类型及其适应性》《社会扶贫的行动特点与
路径创新》等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37] [38]，但从个人或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则是凤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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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角。就专著而言，《大扶贫：公益组织的实践与建议》是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扶贫问题进行了较为系
统深入地研究[39]。《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工作研究》是在对党中央有关文件、政
策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以农村生活保障问题为切入点，努力探索一条适合农村脱贫致富的道路[40]。《扶
贫手记：中国基层政权行政机制的人类学观察》主要内容包括：绪言：下挂干部；“基层”的结构与功
能；在官民冲突的背后；生存自救与宗教复兴；混沌体制下的混沌人生等。以随笔的形式从不同侧面揭
露了基层政权行政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不利于广大农村的扶贫脱贫[41]。《光彩事业与民营经济发展：扶
贫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探索》以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扶贫工作实践为基础，对光彩事业与民营经济发
展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内容包括：中国光彩事业的发展阶段、光彩事业的理论架构、光彩事业与
非政府组织扶贫机制、光彩事业与消除贫困等[42]。

3. 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在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后，不难发现扶贫问题已不能算作是学术界
研究的一个新问题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达到
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
一、就研究的侧重点而言，关于中国的扶贫脱贫事业，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既要注重顶层
设计，又要注重局部实践，既要用实践来检验和丰富理论，又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学术界在理论运用
方面已研究的比较多，但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似乎还不够，对基础理论的指导作用和重要性还不够重
视。事实上，通过对基础理论的深入系统研究，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律，
在此基础上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进而更好地指导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避免多走弯路。因此，
对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就研究的时间范围而言，学术界目前主要是侧重于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
集体的扶贫思想进行研究，但对于第二、三代以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扶贫思想的研
究则比较少，就纵向而言，对于该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梳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扶贫事业的发展脉络。
三、就研究的空间范围而言，学术界关于扶贫理论的空间研究，主要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
者侧重国内，或者侧重国外，很少有学者能将两方面统筹兼顾起来进行研究。其实，国外关于贫困问题
的研究起步较早，从亚当.斯密开始，学术界便开始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形成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
硕，诸如马克思主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均衡增长理论中的贫困与反贫困，非均衡增长理论中的贫困
与反贫困，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权利贫困理论等。若将国内外相关的扶贫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两者的比较借鉴中，或许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扶贫智慧。

4.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扶贫思想研究的继续深化
在对学界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后，我们不难发现关于该课题的研究今后可以着重从以
下几方面进行尝试：一、注重对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二、注重“两个结合”，
即整体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既要善于以时间为主轴进行纵向梳理，力图展现理论的
完整性，同时也要加强对各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扶贫思想进行横向研究与比较，以突出党的扶贫思想的
阶段性及各阶段的侧重点。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思想进行
较为完整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研究。最后，要突破空间限制。在立足国内经验的基础上，也要乐于走出国
门，善于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并将国内外的扶贫经验与扶贫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以期能够找到更好地治愈“贫穷”这一顽疾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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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从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扶贫思想进行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不仅可以
使我们从微观角度对扶贫本质、扶贫价值、扶贫战略等有一个较为详细全面地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
从宏观方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扶贫思想的发展逻辑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地把握和认识。在系统梳理的基
础上可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撑，提高共产党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自觉性和科
学性；同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制
定科学高效的扶贫路线和政策，增加扶贫工作的实效性。就世界范围而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
人扶贫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为世界的扶贫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所取得的扶贫成绩已为
世界各国所瞩目，对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也给予了高度赞扬。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
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丰采夫表示，“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扶贫减贫，已成功使 7 亿多人摆
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43]作为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认真总结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积极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以期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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