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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是中国消灭贫困的基本举措。进入 21 世纪精准扶贫将扶贫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村问题

中的两个核心：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可通过精准扶贫融合进行。以乡村文化为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具有乡村

特质的经济模式，实现乡村文化传承与扶贫工作的共赢。基于此，着重探讨具有乡村文化特质的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在新

模式下强调农民主体参与，教育加持及共建共享等核心问题对于精准扶贫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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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basal measure to eliminate poverty in the poor areas in China.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pro-

moted to the new stag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1st century.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economy are the role problem in

rural problem，which can inosculate during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ural culture can become the power to drive econom-

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new economic model with the rural culture characters. Then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and poverty alle-

viation could be all-win. Based on this，the theme study on the new model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culture characters.

The new model emphasizes the role problems，such as rural residents as the subject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education and co-con-

struction and sharing. All are significative and instructional to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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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扶贫到精准扶贫

1978 年我国就开始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

工作。到 2015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15 亿，

贫困人口年均减少 2 647 万人。据统计，2015 年我

国每天收入约 1 美元的贫困人口仍占 7 000 万。相

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贫困人口分布总体上集中于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条件都较差的地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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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主要存在于中国农村区域，形成以连片贫困

地区和“老少边贫困地区”为典型的贫困区域。针

对这些区域，中国很早就确立了以县区为单位的扶

贫政策，从资金和政策上对“国家贫困县（乡）”进

行倾斜。这种被称作“大水漫灌”式的扶贫促进了

贫困地区和乡村经济迅速增长，缩小了与其他地区

的差距，但扶贫效率低、资金浪费严重，同时存在

扶贫政策偏离的情况。资金扶贫、项目扶贫，带来

了经济增长，但贫困人口并没有减少。同时由于长

期贫困，很多农村居民为改善生活状况离开乡村进

入城市，成为城市务工人员。大批中青年劳动力的

流失对于农村经济的振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同

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新的社会问题滋生。更为

突出的是，农村文化在代际传承中出现断裂。由此

围绕着农村问题国家从政策层面展开了一系列的

研究工作，并有大量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农

村现实问题提出了研究思路和解决办法。精准扶贫

通过明确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

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等一系列相扣的政策和措

施做到精准帮扶农村贫困对象，使之摆脱贫困走向

小康[1]。这一政策与以往的扶贫政策不同在于，精

准扶贫将扶贫工作精准到村、到户，并通过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确保扶贫工作切实有效。

二、文化传承与扶贫融合可行性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指出：“从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 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对具有“乡土性的”乡

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原本作为区域划分的城乡在

工业化进程中被固化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乡村及传

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打上“落后”的标签。由

于历史原因及制度问题，乡村确实落后了，但文化

的精髓没变。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工业化、城市化

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陈来先生

指出“配置合理的文化元素”使之“获得良性结构”，

 “使多文化系统的合成指向较为理想的方向”[4]。这

无疑为新时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思路

和方向。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

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

承乡村文明。”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文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重大战略任务。”一方面传统文化价值需要生发，而

乡村面临经济振兴的困境。如何将以乡村为问题核

心的两个领域联结在一起，做到共建共赢同发展？

贫困是农村问题的根本，而农村问题又不仅仅是贫

困。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存在的聚落空间，乡

村生活成为文化活的形式，并以仪式的形式对传统

文化进行践行和价值传承。要弘扬传统文化，乡村

必然是其重要阵地。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已经越来

越受到重视并进行整合利用。农村的经济振兴与文

化建设完全可以成为农村建设中的双轨。双轨并驱

才能真正解决好农村问题。

结合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更多思考

并探索文化与经济建设结合的可能形式。如何让乡

村文化的先进因素融合到精准扶贫中，确立起具有

科学性、具备创新发展和长效特点的扶贫新模

式[5]。两者融合具有以下相同逻辑起点：

1）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目的相同。

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力正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

的发展成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依托文化进行

的创意产业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

与创造力结合正在全球形成新的经济综合实力的

衡量标准。传承与发展文化的新机制要能提升文化

自信力，形成文化凝聚力，用符合时代发展的优秀

文化激发作为文化核心的人的创作力。人的无限创

新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才能形成内生力。

正是在这一层面，文化不仅仅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

导向的作用，同时具有对社会经济的驱动作用，是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竞争

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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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这一作用使之在国家发展中具有战略地

位。将文化融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中，势必

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发展格局[6]。从这一层面

上看，乡村文化的传承发展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与精

准扶贫机制具有共同的目的。

2）融入乡村文化的精准扶贫的模式具有普适性。

中国乡村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但从文化

心理结构层面看，每位中国人内心都有浓浓的乡

情。这也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结。用乡情乡

愁留住人心，将优秀的文化内涵融入人民的生产生

活中，让真实、鲜活、富足的乡村生活成为乡村文

化传承最有效的催化剂，激发更多的人参与到乡村

建设中来。所以，从文化的层面来看，乡村文化扶

贫新模式具有广泛性且坚实的心理基础[7]。在新的

发展模式下，乡村文化重新确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发

展的新价值体系，以符合现代市场竞争所需要的文

化精神品质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带动

乡村广大群众包括贫困群体参与到乡村经济结构

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设大潮中，实现农村脱贫

致富，从而完成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目标。这一目

标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有现实意义和

普遍性。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用符合社会主义先

进性的乡村文化确立起来的精准扶贫新模式符合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先进理念，是中国解决

当前最重要的两大核心问题的全新工作思路和模

式，符合时代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先进性。

三、乡村文化传承融入精准扶贫模式

谋求在乡村文化与精准扶贫这两大问题间寻

找可能合理配置的元素，让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形成

一个良性结构，以推动中国农村朝着良性维度发

展。基于此，本文展开对精准扶贫新型模式的探究。

1）扶贫+扶智。

贫困地区先天的不足加上发展中区位劣势等

叠加造成了老、少、边贫困区域。要解决这些问题

固然需要来自于政府及各界的帮扶才能从根本上

让贫困地区的人们脱离困境。但是从贫困问题的产

生来看，除去外部客观的因素，教育缺失也是致贫

的重要原因[8]。因此，在实施国家战略层面的扶贫

政策及方略的基础上，对贫困地区更需要通过“扶

智”来解决贫困地区内生力的问题。“扶智”主要通

过加强和扩大公共教育服务，让农村的孩子都有学

上，让农村的青年有平台能够接受新的技术技能培

训。培训内容既包括相关的计算机技术、信息收集

管理等新型技术，同时也进行配合扶贫工作进行农

村乡村文化特色建设中需要的传统工艺培训。从另

一层面来说，教育也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途

径。春风化雨，润之无形。将乡村文化中的先进因

素纳入到学校教育中，让乡村的孩子从小感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扶智”重点

在于对乡村贫困人口进行相关的技能培训，让他们

掌握更多应用性强的新技能，通过教育及继续教育

首先实现知识上、观念上的“脱贫”。

2）文化+生态。

文化产生于一定的聚落，聚落生态空间同时也

成为文化彰显的场所。这一模式旨在凸显贫困乡村

自身优势：文化特质、良好的生态。从乡村文化的

几个典型领域，如史迹文化、生态群落、聚落文化、

建筑规划文化特色等层面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文

化形态，用于发展具有乡村特色的新型生态乡村旅

游业态。这一业态中诸如乡村具有田园特色的山林

田地、民居建筑空间、行为活动场所及交往空间，

可打造出生态种植、农耕体验、农家生活体验、乡

俗节庆展示、宗祠文化展示等不同主题的模式。同

时可利用乡村聚落打造养生养老主题的生活馆。针

对特殊贫困地区即“老少边”贫困地区，可根据不

同类型发展主题鲜明的文化产业。如“老区”（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所在的县区）可结合地区革命历

史，发展革命主题文化，打造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

乡村文化；“少”（155 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区、

州、县）发挥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鲜明民

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业；“边”（沿陆地国境线的县

级行政区划单位）发挥对外连接的作用，打造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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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文化小镇等[9-10]。

3）引智+融资+农户。

这一模式突出了乡村文化特色主导下，精准扶

贫工作中的主体、技术及资金三大核心问题。农户是

乡村文化的继承者及创造者，也是精准扶贫中的主

体对象。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离开了农户作为主体

参与其中多少会改变乡村文化的面貌，严重的还会

给乡村文化生态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农民们同时又

受制于乡村文化中具有局限性因素的影响，对于远

景规划缺乏广视角清晰定位。所以，在这一模式中，

突出了引进智慧及资金支援的格局。引智在于以科

学发展观对精准扶贫进行智力支援。从发展乡村文

化角度开展扶贫工作，乡村文化生态已经相当脆弱，

粗暴、缺乏科学规划指导的扶贫开发建设都会造成

乡村生态的破坏。通过政府平台搭建的智慧库，精准

扶贫接受来自于世界各地专家的指导支持，针对乡

村发展中的技术性问题（土壤改良、荒漠化治理、畜

牧新品种引进、农业新品种选育、文化创意等）提供

智力及技术支援。同时，乡村文化传承问题上同样需

要来自于专家的指导意见。鉴于政府扶贫工作的巨

大压力，可在精准扶贫中适当引入外来资金。这部分

资金既可以是行业龙头企业也可以是地方金融机

构，他们或以技术或以资金参股的方式加入到精准

扶贫具体实施项目中。这样就能建立起一个立体的

建设监管平台，共同完成精准扶贫工作，将扶贫工作

切实落到实处，形成良性长效发展模式。

4）互联网+乡村质。

乡村作为中国农村的最基础层面，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滋生地。中国传统文化及工艺在这里被传承

被创新。虽然在高度工业文明中，传统文化发展的

文化土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乡村传统文

化在千百年继承创新形成的优秀品质却被继承了

下来。精准扶贫工作既要改变农村贫困面貌，也要

为农村中具有先进性的文化传统打造出适宜于生

长的土壤。所以，“互联网+乡村质”成为精准扶贫

中很重要的模式。精准扶贫中有很多扶贫家庭存在

病残及劳动力有限的问题，要让这些人群真正成为

精准扶贫的受益者，需要有符合他们的产业模式。

 “乡村质”重在推广传统手工技艺，让那些缺乏劳动

能力的贫困人口能够得其用尽其力，并从中获得尊

严感。手工技艺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存在不同的地域

文化差异性。这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独具的鲜活性。

针对不同的区域在进行传统手工艺推广中应根据

地域文化进行规范选择合适的材质进行加工生产，

形式上力图将地域文化特质融入工艺制品中。这些

制品的形式涉及衣、食、住、行、游、娱等方面。在打

造“乡村质”模式中可加强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开发

及保护工作，同时挖掘地方老字号、老商铺，打造

 “乡村质”的品牌价值。这一层面一方面可为  “文

化+生态”模式中文化生态旅游进行产品开发，另一

方面可开拓网络途径，通过搭建电商平台将这些具

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产品推向市场。在互联网应用普

及的今天，互联网的加入能扩大乡村文化的传播，

以“乡村质”打造的乡村旅游项目及开发的产品可

借助网络实现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推广销售[11]。

四、新型模式中的核心问题

 （一）起点：作为主体的农民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村人

口的贫困。中国政府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进行了长

期努力。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提出

了精准扶贫的扶贫政策。精准扶贫通过明确扶贫对

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

贫成效等一系列相扣的政策和措施做到精准帮扶

农村贫困对象，使之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这一政策

与以往的扶贫政策不同在于，精准扶贫将扶贫工作

精准到村、到户，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确保扶

贫工作切实有效。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扶

贫问题上，各种途径的政策措施虽然能在短时间内

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问题，但是农村贫困问题

的根本在于观念。要让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富裕起

来，其根本是要让农村人口在有归属感的空间里获

得存在感，让他们为自己是个农民而骄傲。其症结

所在仍在农村民众对乡土的认知。盲目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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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所推进的城市工业文明让农村进城人员在

心理上脱离乡村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情

感日渐淡漠。他们离开村庄走进城市，故乡成了永

远都回不去的地方。乡村人烟稀少日渐成为“空心

村”，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也失去了意义。所以在寻

求问题解决的途径中要贴近农民，围绕农民开展

工作。正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深入分析，让农

民−乡村文化传承的主体、精准扶贫工作中的

对象成为问题的主体[12]。让农民在自己长期浸染的

乡村文化中寻找到脱贫致富的路径，同时获得文化

上的归属感及对乡土的认同。

 （二）关键：教育

人的生长发展固然要服从生命世界的各种基本

法则，但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主导

作用。乡村文化传承问题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乡村居

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其对乡村文化的认知，及

从乡村文化的浸染中所可能获得的社会尊严感的强

弱。从这个层面上说，乡村文化的传承问题中关键还

在于乡村教育。而进入到贫困问题的层面，大数据显

示，越是贫困的国家，教育的作用越大。其作用不仅

仅是对个人人生进程而言，在国家、社会层面同样具

有积极意义。在中国贫困人口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状

况：中国大多数贫困人口受限于环境获得教育的机

会相当少。这造成了人生际遇的恶性循环。所以，解

决贫困问题关键也在于教育。教育能让乡村文化深

入人心，教育能让贫困人群知贫奋进，教育也是农村

公共服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

 （三）展开方向：共建共享

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融合进精准扶贫，解决的

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借助乡村优秀文化的新形式

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所营造的自然生态环境及

浓郁的文化空间，让乡情乡愁能够以更为平易的方

式踏进人心。“化成天下”，文化的要义即在于此。

所以乡村文化成为了绝好的形式，而精准扶贫为她

搭建起专属的平台。在这个集合众力搭建的平台

上，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共同奏响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篇章。用乡村的方式指导农民

解决自身的问题，其结论及研究成果应该具有普适

性。相关研究在开放的理论路径中进行，用研究成

果指导精准扶贫工作及乡村文化建设，以此组织社

会合力共建美丽乡村。建设指导原则和路径对精准

扶贫和乡村文化传承问题具有广泛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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