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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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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政府为主导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和量化考核工作方式构成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主要工作策略，

而这种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自上而下依托行政压力体制、采取减贫目标责任考核的单向度扶贫方式容易造成贫困村和

贫困人员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性。本文在分析驻村帮扶、量化考核这两种工作方式的行动逻辑基础之上，讨论了精准扶

贫过程中农户参与不足和能力有限的表现及原因，同时探究了如何在外源式扶持的背景下，培养贫困户自身内部动力机

制，倡导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打通农户内力，在内外合力帮助的

前提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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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一个从中央到村庄“一竿到底”的

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目标逐级行政发

包，省扶贫办承包了国家扶贫任务，又将这个治理

任务分包给市、县扶贫办，市、县扶贫办再将扶贫任

务分包给扶贫单位、村委会，最终建立了一个由县

扶贫办、帮扶单位、村委会组成的治理团队。”[1]这样

一个治理团队通过驻村帮扶和量化考核的形式完

成对精准扶贫的主导工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然而，由此导致的贫困村对外来力量

的依赖性弱化了贫困户自身内力的发展，其具体表

现为农户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度不高、能力发展

不足。为此，本文倡导在政府层面要积极构建贫困

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与此同时，注重贫

困户能力的发展与提升，打通贫困户内力，在内外

合力的帮助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

一、精准扶贫工作推进的外源式动力分析

精准扶贫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乡村治理的实践，

由于中央、省级扶贫办不直接面对基层，作为治理

政策决策者的省级扶贫办落实中央扶贫政策的方

式主要是派出扶贫工作队在贫困村驻点帮扶，监控

贫困村扶贫治理效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数字考核

反映扶贫工作的成绩。驻村帮扶与量化考核构成

了当前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主要方式。

（一）驻村帮扶

驻村帮扶是指通过选派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

部到定点帮扶的贫困村进行指导帮扶，利用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政策、项目、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帮

助贫困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健全基层组织，培养

锻炼干部的一种精准扶贫工作方式。驻村干部不

仅参与到贫困村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引进项目、申

请资金、技术指导等方式引导和参与贫困村的产业

规划与发展，同时还深深嵌入精准扶贫的大部分环

节中，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中发挥主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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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驻村帮扶的治理方式

作为国家选派的介入贫困村治理的重要外部

力量，驻村帮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规范化与制度

化的工作机制，围绕“扶持谁”、“谁来扶”和“怎么

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具体可以概括为两个

方面：

第一，遵照规范与制度的日常程序性工作。围

绕“扶持谁”的问题，驻村帮扶的干部与贫困村村两

委的干部一起主导贫困村的建档立卡事项，依据政

府部门下达的指导性贫困户户数和入户标准，通过

入户调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摸清村庄中贫

困户的情况，在集体商议、公示公告之后确定贫困

户名单并上报，同时将包含贫困户基本信息和致贫

原因的信息填写入《扶贫手册》并将数据录入扶贫

系统，经过“回头看”工作对扶贫对象进行有进有出

的动态管理。围绕“谁来扶”的问题，驻村帮扶干部

将贫困对象的帮扶主体、帮扶计划、帮扶资金及时

录入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确立贫困对象的帮扶责任

主体，以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帮扶单位，每个贫困

对象都有帮扶责任人。

第二，依靠外部力量与资源的探索性工作。在

完成建档立卡和信息录入等基础性的关于信息“精

准”的工作之后，精准帮扶的重点在于“帮扶”。围

绕“怎么扶”的问题，驻村干部不仅分析贫困户致贫

原因、了解贫困户意愿，而且积极链接外部力量和

资源，充分利用自身和帮扶单位的帮扶资金和社会

网络，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脱贫计划。

2. 驻村帮扶存在的问题

驻村帮扶是国家力量和资源下沉到乡村社会

并作为外来资源力量介入到乡村治理活动中，在农

村日益空心化、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基层党组织

比较涣散的当下，能够迅速提高贫困村承接项目和

实施贫困治理的能力，但在其组织实施及效果影响

上也容易产生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种外力

的介入，驻村干部对于乡村生态了解有限，无论完

成日常程序性工作还是帮扶探索性工作，难免出现

脱离乡村实际的“不接地气”行为；第二，驻村干部

在贫困村中深度嵌入，对于贫困村的精准扶贫工作

起了主导作用，容易导致村干部和村民对驻村干部

形成外部依赖，对于贫困村自身内发动力的形成产

生不利影响。

（二）量化考核

量化考核是以数字计量为核心，以建档立卡为

实施手段，将治理对象、治理行动、治理效果予以量

化，将治理任务分解成若干指标，再以年度考核和

总考核的形式校验帮扶单位是否完成了扶贫办的

考核要求[1]。量化考核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数字的

技术治理方式完成对整个扶贫过程的指导、监督和

考核。

1. 量化考核的治理程序

在量化考核的治理形式中，数据是最大和最好

的依据，可以这样说，从省扶贫办到县市扶贫办再

到乡镇扶贫办和驻村干部，数据的采集与上报花费

了他们工作的大部分精力。在以数据为主要考核

依据的治理体制中，主要存在四方行动者：省扶贫

办负责发包数据，县扶贫办推动数据的转包，驻村

干部是数据的收集上报者，村干部则掌握着最真实

的数据。这四方的行动顺序构成了量化考核的治

理程序：

第一，省扶贫办负责每年、每季度及临时的数

据的设计和收集，通过向下分派相关数据及其达标

标准来完成对下级政府参与扶贫工作的指导、监督

和考核。

第二，县扶贫办负责将省扶贫办下达的数据任

务转包给驻村干部，在省扶贫办和驻村干部之间起

到了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省扶贫办

而言，县扶贫办是数据的生产者，对于从下面汇总

起来的数据要进行一定的“加工”和“调整”，以保证

其逻辑上的正确性才能向上报送；对于驻村干部而

言，县扶贫办又是数据的需求方，要催促、调动驻村

干部采集、报送数据的积极性。

第三，驻村干部是数字技术的终端执行者，负

责在扶贫村收集、汇总、上报相关数据。鉴于驻村

干部往往是被派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村落，基本不

清楚村庄的人文政治生态环境，其所需的数据往往

要依靠当地的村两委的协助才能获得。

第四，村两委的干部是真实数据的掌握者。对

于他们而言，数据的存在并不如项目收益有意义，

他们更加关心数据公开后给村落带来的后果，因此

在对外公开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的时候，他们会“选

择性公开”那些对自身有利的信息。

2. 量化考核存在的问题

数字的技术治理方式是有力推动政策落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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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治理效率的一种手段，但是同时也对国家构建系

统的信息收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现实

中系统的信息收集方式和体系没有搭建起来，对于

扶贫基础数据的收集依靠的是驻村帮扶干部走家

串户、问东问西，这样的数据收集方式容易产生两

方面问题。第一，由于数据考核周期紧张、收集成

本昂贵，且部分数据本身量化困难、测算存在模糊

性，驻村干部只能通过“估计加统计”的方式估算数

据。同时，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利益考虑，从驻

村干部到各级扶贫办，对于数据的“形式合理性”多

过于“实质合理性”，这直接导致数据的失真。第

二，由于这种数据技术的治理方式并非内发自基

层，而是行政干预的后果，数据并未能触及贫困村

的社会生产生活过程，农户对于数据本身并不关

心，对于参与“制造”数据的行为配合度也不高，使

得数据的“生产”成为各级扶贫办和驻村干部的“独

秀”，缺少群众基础和群众参与。

二、精准扶贫中的贫困户内生动力考察

从精准扶贫的目标和村庄发展的角度来看，资

源下乡、驻村帮扶、产业发展应该而且只能是推动

贫困村发展的阶段性手段，支持贫困人群自身能力

提升达到自我发展才是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贫

困户能力的提升需要他们真正参与到扶贫的实践

过程中，但是实际的扶贫过程农民因为自身能力、

外部环境等原因参与扶贫的程度并不高。

（一）精准扶贫中贫困户参与不足

“参与”实际上是农村扶贫工作的一种基本价

值模式，参与是一种手段：通过参与赋权，提升贫困

人群组织化的能力以应对自身面临的种种发展问

题；参与也是一种目的：通过参与，贫困人群的能力

得以提升，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一切发展事务中，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全面发展的问题。除此以

外，贫困人员参与的过程也是扶贫的引导过程。通

过有引导的“赋权”，让村民参与到与自身发展相关

的产业当中，通过自我决策和实施过程提高自身素

质，从而提高他们“用权”的能力。

1. 精准扶贫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表现

（1）参与意识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贫困

地区的主要特征，且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

于贫困人员而言，解决经济上的温饱问题是其主要

需求，这种需求层次的低下决定了他们参与意识的

薄弱。在许多贫困家庭，家中一贫如洗，没有像样

的家具和电器，甚至到了晚上可以“夜不闭户”。他

们生产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是在寻求最基本的生理

需求的满足，安全需求都可以暂时忽略，更不谈涉

及到平等、投票之类的高级需求。

（2）参与途径不畅。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政府行

为，在顶层设计完成之后农户的主要参与环节有两

个：一是在识别阶段的农户申请和民主评议；二是

在帮扶阶段与驻村干部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

计划。然而，在识别阶段，准确估算出一个家庭的

收入并按照高低排序并不容易，况且贫困户的背后

隐藏着显著的经济利益。因此，将谁确定为贫困户

便是件容易引起乡村矛盾、影响乡村治理稳定的事

情，而本来应该是民主评议谁为贫困户的村民代表

大会就很容易变质为一场“均衡利益”的会议，并出

现各种千奇百怪的“平息民意”的工作方法。例如，

采取抓阄的方式、低保户和贫困户轮流当的办法。

农户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行使表决、投票的权利被

“息事宁人”的做法取代，农户实际参与精准扶贫的

识别途径并不畅通。

（3）参与意愿被漠视。在帮扶阶段，当前的扶

贫方式是对农户致贫原因把诊问脉之后对症下药，

所采取的手段诸如调动资源、发展产业、结对帮扶

等其实仍旧是政府单向度的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

市提携乡村的扶贫手段，农户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

的接受者。且这种单向度政府自上而下依托行政

压力体制、采取减贫目标责任考核的扶贫方式，其

脱贫的主要方法是依靠扶贫办、扶贫工作队对各种

政治、经济资源的掌握，甚至动用自己的私人资源，

通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完成数字化考核

的扶贫责任状。如此扶贫政治成绩大过扶贫实际

成效的政治生态之下产生了诸多被广泛诟病的“数

字扶贫”、“被扶贫”等不良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政

府意志被广泛化，农户意志被虚无化，究其原因在

于政府在扶贫过程中代替农户体现自我发展意志，

农户的意愿在扶贫过程中没有被充分体现或直接

被漠视。

2. 精准扶贫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原因

（1）组织化程度低。在传统上，中国农村社会

自古以来便是以“差序格局”为内核的宗族治理方

式，宗族传统与组织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自主等价

值相去甚远，从而导致在行为模式上，中国农村社

会普遍缺乏自组织的传统，缺乏组织化的制度空间

丁胜利，邓洪洁，吴 刚：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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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模式，这表现在农民之间很少有结社活动，

即便在非常态的社会状态之下有过秘密的结社，其

目的也不是为了建立利益的聚合和表达的渠道与

机制。从现实上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

是个体的分散而非组织，农民相互之间的孤立和分

散使得他们不注重集体的力量和组织的形式。与

此同时，当前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实使得

他们很少关注精准扶贫之类的村级事务，人口流动

的加速淡散了村民之间的联结，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分裂了从前趋同性的村民，这些都促成了集体共同

观念的淡化，共识难以达成，公共精神更是淡薄，使

得相应的组织化缺乏应有的动力支持[2]。

（2）权利意识淡薄。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而

言，对自身“权利”的认识是模糊的，小农思想的长

期禁锢使得农民具有“务实”和“重利”的两面性，尤

其对于贫困户而言，受限于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视野

思维，更多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只有当自身权利

外显为切实利益之时，才会引起他们对自身权利的

重视。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宗族势力对村级事务的

控制已成为村庄治理的常态，甚至村委会权力的运

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宗族势力。宗族控制

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运行的逻辑不是平等契约

而是“多数决定”，这就容易损害非主要宗姓的民主

权利和参与村级事务的热情，并且使得农户的参与

权利缺乏实践土壤。

（3）参与机制不畅通。尽管我国法律规定村民

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其成员也不属于政府编

制，但乡镇政府却一直将村委会视为其在村庄的代

理人或派生机构，村委会行使了相当一部分政府性

质的职能，乡镇政府从人员到工作对村委会都有颇

多的干涉，而村委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乡镇政

府。因此，村民很少将村干部看作“自己人”或是自

己的利益代表，对于他们而言，村干部更像国家权

力机关的村级代言人，更多的是对他们的领导和管

理，而非村民自治组织的服务者。这就使得村委会

在实际功效上并未承载村民行使自我权利的功

能。落实到精准扶贫这一行动上来，在没有见到具

体利好之前，村民对于这项政策的真正意义并不关

心，对于村委会和驻村干部的工作被动配合多过主

动参与，在他们眼中，扶贫更多的是为了帮助村委

会干部和驻村干部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为了实现

自我发展。

（二）精准扶贫中贫困户能力有限

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贫困是可行能力被

剥夺造成的，可行能力不排除收入衡量的指标，但

收入只是人们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可行能力更多的

考虑了人们的差别性因素，如教育、健康、就业机会

等等，这些因素才是长期影响一个人生活水平和生

存能力的重要因素[3]。贫困户的贫困表现为经济收

入的低下、物质生活的匮乏，实际则是他们能力上

的欠缺导致获取经济资源的途径和有利有限。

1. 精准扶贫中贫困户能力有限的表现

（1）发展规划能力差。贫困户的经济状况一般

都比较差，并且受限于经济状况，他们人际交往、活

动范围的狭窄直接导致了他们视野的局限，在信息

来源上也相对闭塞。这直接导致他们发展所需的

项目、资金、信息缺少来源，使得他们的发展缺乏支

持和后劲。此外，贫困户因为不同的原因致贫，致

使他们的经济收入低下，为了改变自己的困窘境

况，贫困户的精力多用于解决眼前的实际困难，较

少考虑长远规划。

（2）抗风险能力欠缺。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的

欠缺体现在他们的脆弱性上。所谓脆弱性是指个

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并且由于遭遇风险

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

的水平之下的可能。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脆弱性则

是指由于贫困特征决定的农户生计系统易于遭受

伤害和损失的性质 [4]。而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生

活就是千方百计的维持自己的生计，即与脆弱性进

行抗争。吃饱穿暖、看病入学已经占用了贫困人口

几乎所有的精力和金钱、时间，一旦生活出现新的

变故，他们也缺乏应对的策略与资本。

2. 精准扶贫中贫困户能力有限的原因

（1）知识存量匮乏。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知识存量匮乏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低，使用先进通讯

技术获取信息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有限，实际生产过

程中的技术能力较低等，这些因素的叠加形成了贫

困户只是存量匮乏的现状。知识贫困对贫困户发

展的制约是深刻而直接的。首先，知识贫困直接导

致贫困户的经济贫困。受限于自身的知识水平，贫

困户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农业生

产的扩展、先进技术的运用、对经济机会的把握以

及向其他产业的渗透都受到制约 [5]。其次，知识贫

困与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恶性循环。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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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循环之下，贫困户难以产生对知识的有效需

求，从而阻碍了贫困户与外界的耦合，弱化了外界

先进经济文化浪潮对贫困户的冲击势头，进而强化

了贫困户的封闭性和贫困现状[5]。

（2）健康能力堪忧。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发

展的手段，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可以提

高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然而，对于贫困户

来说，健康状况存在着就医难和疾病控制能力弱的

现状。由于经济区位条件以及农村基础医疗卫生

条件的落后使得贫困人口容易受疾病的折磨，从而

导致贫困人口劳动能力丧失，增加了经济负担、加

剧了贫困状况、影响了脱贫进程。

（3）社会资本单薄。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

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

力。在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对

发展机会的把握以及发展程度的实现[5]。在我国农

村，人们的社交网络基本上是以血缘及亲缘关系建

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延伸，人们之间的结合方式

以情感为主要纽带，建立在理性合作之上的相互利

用和竞争的机会较少，由此发展出来的具有资本流

动性质的社交网络不发达，人们的活动范围较为狭

窄。对于贫困户而言，受限于自身所处的经济条

件、社会地位，他们的知识水平较低，观念、意识、思

维和精神面貌等人格要素的变迁缓慢，在与外界的

互动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状态，难以提升社会交往

的层次，也难以产生和培育出富含社会资本的“精

英”实现自己阶层的跃升。

三、增强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

发工作时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

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

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

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

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对于精准

扶贫而言，尽管因类制宜的治贫方式更加具有针对

性，但是中国未来的扶贫方向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

的单向度资本投入的方式逐步向以能力建设为主

的方向过渡，打造农户的发展内力，增加可持续发

展的潜在能力，建立发展的长效机制才是治贫的根

本目的。

（一）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

贫困是一种处境，是贫困者因为低收入造成的

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者绝对缺乏以及缺

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扶贫工作不仅仅

要解决扶贫对象经济困难状况，还要帮助他们获取

更多发展的权利；不仅要帮助单个的扶贫对象，还

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文化甚至社

会制度等来改变贫困社区的面貌。与此同时，政府

要明确其在扶贫工作中的职能定位，通过恰当的作

为保证扶贫工作的可持续性。

1. 对扶贫工作中政府行为的探讨

在扶贫事业中，政府应该通过协调部门关系、

保证扶贫投入、链接社会资源、监督扶贫工作等形

式确保扶贫事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长效机制。

第一，扶贫开发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也

关系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直接指导扶贫开发工作

的各级扶贫领导小组应当充分发挥沟通协调的工

作，既做好上下层级之间关于贫困人口及扶贫资源

指标的分配和扶贫工作进展的统计，也做好横向区

域部门之间规划的衔接、资源的协调等工作，在扶

贫规划切合实际、扶贫资源用在刀刃上发挥实效。

第二，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济弱扶贫”、“扶贫济困”

的传统美德，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使扶贫工

作不只是一时的公益热情，而是成为全社会愿意从

事善举的社会风尚，以及如何让这种风尚形成制

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思考的事情。同时，宣传扶

贫政策，动员广大贫困户参与到扶贫实践中来，也

是政府职能的题中之义。第三，扶贫事业涉及到大

量的资金、项目、档案，政府对这些资金、项目、档案

的管理与监督是保证工作规范的必要手段。此外，

对于扶贫成效及扶贫工作人员绩效的考核应该由

政府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测评。

2. 引导贫困户组织化增权

组织化增权是指具有同类特质但处于原子化

状态的个体加入自己的组织，并将其嵌入到社会体

系之中以增强自身力量的过程。贫困户的贫困思

维和小农意识导致他们很少有意愿参与组织行动，

从而在市场行动中缺乏集体谈判能力，缺少获取社

会资源的途径。通过组织性载体，组织成员可以生

产和再生产大量社会资本，共享社会关系资源，采

取共同行动，争取共同利益，而这些是个性化的贫

困户无法达到的 [6]。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贫困户组织化增权的途径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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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

说过：“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利之路，也是稳定的基

础，因而是政治自由的前进。”[7]农村基层党组织实

际上是连接农户和国家政权之间的接点，不仅关系

到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农村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

基层党组织职能应在确保对农村政治领导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思想领导作用。农

村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应当由农村社会生产和生

活中的精英群体担任，因为他们在农户中具有威

望，有凝结能力，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

从而能够在农户中发挥较好的动员能力。乡村精

英的动员与带动是农户参与乡村事务和乡村治理

的重要途径，农户在乡村精英的带动下通过基层党

组织这一组织形式感受到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身

意愿的实际体验，丰富了他们对于自身政治生活的

理解，从而有利于他们转变对村级公共事务漠视的

态度与理念，真正对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行动进行

赋权。

（2）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精准扶

贫要强化政府责任，引领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构

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

贫格局。作为农民自发的社会组织，农民合作社参

与精准扶贫是社会扶贫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大扶

贫战略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农民自我联结的组

织行为，农民合作社通过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

中而拓展发展出自主空间。一方面，它的性质决定

了它是处弱势地位的农户自我联结的自治组织；另

一方面，它是处于政府与农户之间的第三方，是农

户与国家之间的中介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以

政府为主导的驻村帮扶机制在村委会的协助下通

过精准识别可以解决“扶持谁”的问题；而以农户自

身为主要力量建立的合作社承担起扶持主体的角

色，可以化解“谁来扶”的难题；合作社通过产业项

目、技术培训、金融支持等可以解决“怎么扶”的问

题，能够构建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的扶贫新格局[8]。

（二）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

1. 提升贫困户的学习改造能力

长期处于贫困的农户不仅在经济上会有压力，

而且容易陷入贫困思维和贫困文化，而这又容易导

致贫困群体短视和狭隘，对致富之路产生更大障

碍，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治贫先治愚”，对于贫

困户文化学习能力的改造，一方面要加强其专业技

能、专业知识、就业信息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自我

就业的能力；更重要的一方面要唤醒他们脱贫的意

愿，督促他们脱贫的行动，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贫

困思维定势和心理。对于贫困社区而言，形成良好

的乡风、民风，对于脱贫致富大有裨益，因此可以在

乡村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丰富

载体、创新形式，改变贫困村村民参与不健康文化

娱乐生活的状况。

2. 增加贫困户的社会资本存量

社会资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社会网

络资源，农民由于自身的弱势，且长期处于血缘和

姻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网络结构资源匮乏。

增加贫困户的社会资本存量，首先要提高贫困户的

人力资本，在增加教育投入、提高贫困户的受教育

程度、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上，培育和造

就新型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换取社会资本的

增加；其次要重建乡村社会的社会信任与互惠资

本，形成农村社区互助合作的文化，通过政府供给、

市场运作、民间组织的形式增强乡村邻里间购物、

娱乐、社团组织等设施，为农民的交往搭建平台；第

三要拓宽贫困户的参与网络，促进农村社区政治文

明，在农村社区日趋原子化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利

用组织留守儿童、返乡创业青年、老年艺术或妇女

活动等形式，增加贫困户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的载

体，培育贫困户的社区归属感，同时通过发挥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和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提高

他们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兴趣与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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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Farmers'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DING Sheng-li，DENG Hong-jie，WU Gang
（The Party School Affiliated to the Work Committee of the Hubei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Wuhan 430064, China）

Abstract: Work strategy such as living in the village to help poor families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led by government are the
main operate modes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as the strategies are investment and assessment by government, using ad⁃
ministrative pressure and target responsibility examination, will make the poor village and poor people rely on external force inevitably.
This paper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and reasons of insufficient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limited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
a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logic of the two ways of helping and quantifying the work in the poor village. And the main issue of
this paper is that we should advocate the cre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space for poor families to participate in precise poverty allevia⁃
tion, and promote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the poor families to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exogenous motive force; intern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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