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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消灭阶级压迫与剥削, 进而消除贫困与两极分化, 实现整个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
是马克思毕生的愿望。 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深刻批判, 揭示

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和制度根源, 并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解放指明了方向。 在马克思贫

困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脱贫壮举, 创造了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 为社会主义减贫扶贫事业奠定了丰厚物质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实施 “精准扶贫冶, 发起脱

贫攻坚战,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 也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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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 是一部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 也是一部不断发展

生产力, 消除贫困, 消除两极分化并逐步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 面对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产阶

级整体性贫困问题, 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立场, 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

科学的贫困理论, 指出只有从制度上进行变革, 铲除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基础, 才能最终消除贫困,
只有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冶淤, “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冶于, 才能实现人的

自由与全面发展。
放眼全球, 当今世界虽然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 但仍有数十亿人口在贫困中挣扎, 中国也还

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亟待脱贫。 这说明, 物质财富的绝对增长并不必然消除贫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下贫困问题的批判并没有过时, 对当前我国的贫困治理乃至世界贫困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指

导作用。 无疑, 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困, 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贫困问题具有根

本性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 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 对无产阶级

的贫困却采取漠视态度。 因此, 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再生产。 而社

会主义的本质在于 “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冶盂,
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打破了此前单一的公有制模式, 逐步放开对

私营经济的限制与禁锢, 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并变革了以往平

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这些做法, 在一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贫富分化问

题。 换言之, 我国当前的贫困问题, 与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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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与一些分配上的不公有联系, 同时也与一些地方生产力发展落后有联系, 在这些方面与资本主

义私有制下的贫困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因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批判和对社

会主义反贫困路径的构思, 对于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 推进新时代的扶贫事业, 对于解决精准扶贫

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 具有指导意义。

一、 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消除人类贫困的 “初心冶, 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 在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中,
马克思立志选择 “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冶淤。 后来, 在伦敦贫困交加的政治流亡经历, 坚定了马

克思为人类求解放并消除贫困的决心。 可以说, 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

有制进行深刻批判, 揭示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
1. 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是从对贫困现象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在马克思之前, 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

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 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

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于。 正是出于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而奋斗的阶级立场, 早在 《莱茵报》 时期,
马克思就针对莱茵省议会判定穷人捡拾树枝为盗窃行为,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 犀利地抨击

普鲁士专制统治对贫民的剥削与欺压, 维护农民权利。 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一文中, 马克

思驳斥了那种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浪漫主义的观点, 指出: “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

精神差别, 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 不理智和无

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 用以代替这些差别。冶盂 由于当时的马克思立足于纯粹理性主义的国家理性

立场, 对贫困问题的思考局限于对所谓国家、 法律等抽象的法哲学范围, 因而对农民贫困问题根源

的分析不免陷入 “从主观到主观冶 的苍白困境。 但正是面对普鲁士政府的黑暗统治, 促使马克思转

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正视社会贫困问题。
此后, 青年马克思开始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挖掘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原因, 控诉官僚特权阶级

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 并在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中进行集中论述。 马克思指出, “不能认为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冶, 其贫困原因必须从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 因为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状况冶。 然而, 与马克思的

批判相反, 普鲁士管理机构却认为, 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 这种贫困状况的原

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 不仅如此, 面对贫困群众的呐喊与求助, 官僚机构还大加指责, 声称处

于贫困境地的人们带有 “图谋私利冶 的恶劣动机, 过分夸大了对贫困问题的描述, 就连他们提出的

申诉和请求也是 “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 有失恭敬的指责冶榆。 可以说, 正是出于对贫困农民的同情

和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痛恨, 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贫困问题, 并逐步形成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
2. 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由感性认知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 对林木盗窃法等问题的思考, 促使马克思在认识到

缺乏实践基础的纯思辨哲学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限性, 以及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后, 开

·23·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年第 8 期

淤
于
盂
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459 页。
参见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28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364、 390 页。



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思考社会问题。 面对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狡辩, 马克思指出: “国家中某

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

僚本质, 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 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

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冶淤 由此可见, 马克思不仅把管理机构即国家的管理不善, 视为社会贫困

的原因, 还通过分析普鲁士官僚制度的落后性、 腐朽性, 为贫困问题提供了经济、 制度批判的切入

点。 正如 1895 年恩格斯在 《致理查·费舍》 中所说: “正是他 (马克思———引者注) 对林木盗窃法

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 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 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冶于 可

见, 对人类幸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 是马克思毕生的奋斗目标, 正是出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使

得青年马克思在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中, 揭开了覆盖在社会问题上的理性主义面纱, 开始思考社

会贫困与国家、 制度间的内在关联。
尽管当时的马克思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唯物主义理论, 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停留

在理性主义层面, 致使他只是表露出为受压迫的贫苦人民寻求法律帮助的迫切愿望, 并未触及产生

贫困问题的根源, 但彼时的马克思已逐步萌生了对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国家观的不满, 并开始摆脱唯

心主义狭隘性与片面性的束缚。 在 1843 年的 《 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业 导言》 中,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

尔思辨的法哲学, 认为现代国家置现实的人于不顾, 只是 “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冶盂。 此后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贫困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 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和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秘密的科学揭示

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深刻批判, 以及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 激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私有制罪恶的批判, 深度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和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 通过考察分析资本、 地

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致命危害的过程,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出, 在资本主义

社会, 工人为了糊口, 不得已过度劳动, 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异化为机器, 且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

富裕, “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 沦为机器, 沦为资本的奴隶冶。 此时, 马克思开始看

到贫困问题的本质,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冶 也就是说, 造

成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异化劳动冶, 因为 “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 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
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冶榆。 换言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无产阶级要

么受到劳动的折磨 (出卖劳动力), 要么忍受贫困的痛苦 (当他们被无情取代或沦为产业后备军

时), 否则他们就会丧失生存的手段甚至资格。
此外, 马克思还通过考察所谓的 “国民经济学原理冶, 批判了 “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 只应

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冶虞 的荒谬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忽略了贫穷的社

会性, 掩盖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源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通过对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

思指出,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冶, “因此, 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

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冶愚。 由此可见, 马克思论

证了异化劳动如何让人陷入贫困境地又与人的本质异化, 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不单单是物质的匮

乏, 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 正如他所指出的: “劳动生产了宫殿, 但是给工人生产棚舍。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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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了美, 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 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冶淤 马克思

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在经济层面的贫困遭遇, 而且据此分析了无产阶级同样极度贫困的政治、 精神

和文化生活。
总之, 正是由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悲惨的现实, 驱使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

会贫困的根源, 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困的根源。

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制度批判及策略思考

在 《哲学的贫困》 《雇佣劳动和资本》 《资本论》 等著作中, 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 通过对无产

阶级贫困化现实的考察, 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 规律及制度根源, 并据此作出治理贫困

的思考, 从消除贫困, 到实现人的解放, 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以制度变革来

消灭阶级剥削和发展生产力等贫困治理路径, 从而形成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贫困理论。
该理论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生产目的, 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贫

困化是不可根除的痼疾, 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贫困问题才有望根除。
1.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

在 《哲学的贫困》 一书中, 马克思批判了经常在资本与劳动、 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之间摇来

摆去的小资产者———蒲鲁东及其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辩护的改良主义思想, 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 即 “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 在发展生产力的

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冶于。 此外, 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简单套用

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 例如他宣称平等是原始意向、 天命目的的思想, 并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

题, 从分工中推论贫困的混乱逻辑等。 此后, 马克思在 《神圣家族》 里, 提出了 “雇佣劳动冶 概

念, 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1847 年出版的 《雇佣劳动和资本》 既

是对上述两本著作研究贫困理论的发展, 也标志着马克思开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贫困问题。
在 《雇佣劳动和资本》 中, 马克思以工资为切入点, 展开对资本及其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

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结果。 通过讲明工资以及商品价格的一般规律, 马克

思进入了研究的核心概念———资本。 他认为, 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的创造物, 资本的实质在于

“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冶。 接着,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与雇佣

劳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即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 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但是, 资本与

雇佣劳动根本不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 相反, “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冶。
因为, 工人不只生产产品, 他们还生产资本, “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

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冶盂。 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巧妙地利用工资这一障眼法, 剥削工

人创造的除了劳动力价格以外的价值。 对工人阶级来说, 那种以社会地位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工资增

加和物质生活改善, 只能导致 “横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 而资本支配劳动的

权力, 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冶榆。 由此, 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成为必然。 最后, 马克思还

通过分析生产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影响, 指出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 往往采取分工细化和改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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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手段。 然而, 分工细化后劳动的简单化以及机器使用的范围扩大, 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激烈竞争

存活, 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 而这些手本身则

越来越消瘦冶淤。
2.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根源

在 《资本论》 中,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事实, 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

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总结。 他明确指出, 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内在

原因及制度根源; 贫困问题因资本主义制度产生, 因而, 贫困问题的解决必将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

覆灭。
首先, 马克思考察分析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的状况与性质。 以棉纺织业为例,

马克思考察了英国棉荒历史时期, 工人所遭受的由机器带给他们的 “极端贫困冶 “饥饿待毙冶 “工资

低微冶 “威胁解雇冶于 等悲惨遭遇, 分析了在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的情况下, 资

本主义生产部门如何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 来大量生产价格便宜的产品,
把工人工资降低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 资本家如何培育出大量处于后备状态的贫困人口, 使其或

者被迫遭受非人的劳动摧残, 或者丧失劳动资格而穷困堕落, “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 生活资

料也不断被夺走冶盂。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分析可见,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对资本家而言是财富积累的历史, 对工人来说却是贫困积累的历史, 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

义剥削的抗争史。
其次, 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理论支点。 剩余价值的发现, 揭示

了资本家占有的社会财富不是所谓资本的功劳, 而是对工人阶级血汗的榨取, 是无偿占有工人阶级

创造的剩余价值。 作为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 剩余价值论超越并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坚持的

“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 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冶榆 错误

观点。
马克思指出, 正是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 导致了工人阶级沦为机器、 陷于贫困。

为阐明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规律是导致资本主义贫困化现象不可根除的内在原因与基本规律, 马克

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一方面创造出相

对过剩人口, 一方面导致的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冶,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 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因为 “资本是死劳动, 它就像吸血

鬼一样, 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 吮吸的活劳动越多, 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冶虞。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

律表明,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是成正相关的, 资本积

累的动机源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 由此, 资本积累的趋势必然是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 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 则是造成资本家大量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阶级陷

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最后,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其丧失生产资料, 只能靠

出卖劳动力谋生, 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 农民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 逐渐沦为劳动贫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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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总之, 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 迫使农

民变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 从而导致那些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附于资本, 并

被资本驱使增加异己的敌对力量, 伴随着资本财富积累的扩大沦为贫困人口。
通过上述马克思对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及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可见,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

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性根源。
3. 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整体脱贫的方向与路径

马克思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贫困化的制度根源, 还从消除贫困, 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

的角度, 提出了制度改革、 发展生产力和消灭阶级剥削等贫困治理路径, 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整体脱

贫的实践方向, 形成了旨在消除贫困和贫富分化, 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 把制度革新作为贫困治理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现实考察

与逻辑论证, 指向了更深刻的制度批判, 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 作为 “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冶, 资本家不仅不满足、 不止步

于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反而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资本积累, 更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

剩余劳动。 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 导致两大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 由此, 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 必须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和社

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首要前提条件。 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新制度, 符合社会发展的生产关

系, 才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才能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新的社会制度里各

尽所能, 各取所需。
第二, 把消灭阶级剥削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指

出, 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 工人变成赤贫者, 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 同时, 资本主义

的高生产率和倒行逆施的发明、 发现, 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 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

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 以至于资产阶级的关系狭窄到不能容纳它本

身造就的财富。
由此,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 而消灭阶级剥削则是消

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

的时候, 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冶 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 必然要消

灭阶级以及它本身的阶级统治。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社会中的一切人免受阶级统治的剥削、 压迫之

苦, 保障社会财富的均等分配, 即随着 “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冶淤, 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新的社

会制度下将被彻底根除, 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第三,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手段。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

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的基础。冶于 在马克思看来,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经济

为基础的。 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较之封建社会更发达的生产力, 创造出了庞大的财富, 同时造成了无

产阶级的赤贫。 因此, 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化的命运, 也必须抓住生产力这个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

力量, 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人人享

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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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马克思贫困理论对我国贫困治理的意义

马克思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贫困治理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贫困治理工作, 为

人民谋幸福的理论依据。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工人阶

级的深度贫困, 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 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 从而生产资料

和货币也不能成为资本, 这就不可能出现类似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传统意义

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也就不应该有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了。
但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制, 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不平衡, 我国实施的是

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而只要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要

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 工资形成和劳动力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

动力又成了商品,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又成了资本。冶 换言之, 我国当今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动

之间的剥削关系。 既然如此, 那么 “马克思当年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角度来探索阶级对立的基本思

路对我们就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冶淤, 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问题, 具有重要的指

导价值与解释力。 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当前贫困

问题只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矛盾的表现, 只有经历艰苦卓绝的改革、 发展生产力及扶贫实践, 社会

主义贫困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 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批判, 深刻说明了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 首要的就是要从推翻剥

削、 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开始, 也就是说, 只有铲除造成贫困的制度性根源, 才能为根治贫富两极分

化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打牢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 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集体的带领下, 进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开始了贫困治理事业的艰辛探

索, 为我国消除贫困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讲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

除中国贫困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他指出, 中国要摆脱贫困 “只有联合起来, 向社会主义大道前

进, 才能达到目的冶。 因为, 旧中国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现实表明, 新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沦

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 但时间要长, 而且是痛苦的路。 我们不搞资本主

义, 这是定了的冶于。 在确定新中国发展方向后, 1949 年 2 月, 毛泽东指出, 要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

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冶, “在革命胜利以后, 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
使中国稳步地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冶盂。

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撼动的牢固地位, 毛泽东提出要 “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

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冶, 以革命的手段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地位, 从而改善民生, 发挥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此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 提出了

“一化三改冶 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辟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 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道路, 旨在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 “只有完成了由生

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 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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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着的需要,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冶淤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使中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为我国消除贫困奠定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不仅为新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解决了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 更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 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为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贫

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由于高估了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毛泽东设想的以生产分配高度

集中、 商品经济占比极小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彻底铲除中国的贫困现象。 但事实证明, 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 物质基础极其薄弱、 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毛泽东带领

广大人民进行的贫困治理实践, 帮助中国迅速摆脱了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 初步满足了人民对物质

文化生活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依然离不开社会主义

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之根本。 总之, 从制度根源着手消除贫困的贫困治理实践探索, 是新中国治贫

实践的伟大成功, 拉开了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序幕, 也为世界各国治理贫困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把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策略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制度原因, 另一方面指明了贫困作为历

史范畴, 是不发达社会的特有病症。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继承、 发展马克思贫困理论和毛

泽东有关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的道路、 政策以及步骤, 既以

马克思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反贫困的基本条件, 又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以改革

开放为战略抓手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根本策略。
邓小平深知, 国际封锁、 生产力水平落后、 高度集中且日趋僵化的计划体制是改革开放之前中

国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因此, 他指出, “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
第一, 必须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冶。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 才能够打破旧的体制机制对生产力发展的

约束, 为中国贫困治理事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而改革和开放又必须首先从农村做起, 因为, “中
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冶, “工业的发展, 商业的和其他经济活动, 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

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冶。 “农村不稳定, 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农民没有摆脱贫困, 就是我国没有摆

脱贫困。冶于 所以, 邓小平把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 在全国试点推行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工作的重要政策, 激活、 发展农村生产力,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邓小平多次

强调必须改革生产关系, 调动农民积极性。 但是对于到底采取何种形式问题, 邓小平认为在生产关

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 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在

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基础上, 邓小平对我国经济、 政治、 文化体制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 为中国贫困治理事业找到了出路。
只有开放国门, 中国才能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轨, 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因此, 邓

小平提出 “中国要谋求发展, 摆脱贫穷和落后, 就必须开放冶盂 的思想, 并在实践上把开放沿海城

市作为与外国交流, 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窗口, 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

之下, 我国城市、 沿海地区乃至全国都开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1979 年,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 6175 亿元, 完成计划 101郾 5% , 比上年增长 8郾 5% , 国民收入 (工业、 农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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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 达到 3370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 淤。
总之, 改革开放打破了当时造成我国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瓶颈,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 为中国的贫困治理事业注入了鲜活动力。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

央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改革开放和贫困治理战略, 帮助数亿人脱贫, 提升了十几亿人口

的生活水平, 基本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 “拦路虎冶,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

础, 也为当前我国精准扶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3. 把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的攻坚之举

当前, 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经过持续努力,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冶于, 但贫困问题依然是制约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主要瓶颈。 为进一步破解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贫困难题, 习近平把马克思贫困

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创新发展了新时代我国扶贫思想, 开启我国精准扶贫、 脱贫攻

坚的战略举措, “要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坚持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 ‘三
位一体爷 大扶贫格局冶盂。 习近平 “精准扶贫冶 思想的创新之处, 主要在于注重综合性扶贫, 着力解

决治理内生型贫困等问题。 为此, 一要树立精准扶贫的理念, 切实把扶贫对象搞精准、 把扶贫主体

搞精准、 把扶贫路径搞精准、 把扶贫措施搞精准, 对症下药、 精准滴灌、 靶向治疗; 二要改变大水

漫灌、 “手榴弹炸跳蚤冶 的工作方式, “看真贫、 扶真贫、 真扶贫冶。 只有明确靶向、 精准施策, 转

变 “面、 线、 点冶 的贫困治理路径为 “由面到线再到点冶, 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增强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 贫困治理的目标并非只是通过外力帮扶贫困人口暂时脱离困境, 而

是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具备发展经济、 提升收入的意识和能力。 内因决定事物变化发展, 造血

能力远比输血重要, 原因在于只有发展好内在动力, 贫困治理的效果才能得以长期稳固, 贫困地区

的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对于这一点, 习近平指出: “要使自身生产力水平同外部支持力量

相结合以发挥最佳效益。冶榆 可见, 贫困治理的重点在于内因, 外因只能起到推动作用, 激发脱贫内

生动力与活力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点。 贫困地区只要抓住机遇, 理清思路, 找准主攻方向, 选择

好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子, 发挥好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发展

才具有可持续性。
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要害在于制度弊端, 只有进行社会

制度革命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贫困,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存在制度根源性的缺陷, 但诸如城

乡二元化的户籍、 就业、 教育、 养老等不完善的体制机制, 是造成贫困问题堆积的重要原因。 习近

平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对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 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制止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把顶层设计与加强基层探索结合起来, 不断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

和扶贫对象快速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 从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以乡村振兴城乡

融合发展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革除障碍。
扶贫要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 扶贫必须要 “扶文化冶, 根本手段是发展教育。 保证扶贫帮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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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落实, 必须重视提高贫困对象的文化素质, 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 “注
重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冶淤, 振奋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斗志, 提升他们的综合文化素养。 培育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勤劳致富的理念, 逐步使扶贫工作从 “输血型冶 扶贫

到 “造血型冶 扶贫转变, 既是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方向, 也是贫困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根本途

径。 只有引导贫困地区人民切实转变等、 靠、 要的落后心态, 鼓励他们树立自强不息、 勤劳致富的

脱贫意识, 才能阻断因教育不足和思想落后造成的贫困代际传递, 才能防止返贫现象发生。
总之, 解决贫困问题是个历史性、 世界性难题。 马克思站在为人类谋求解放与发展的高度, 对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造成的贫困问题展开了深度批判, 为各国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进行了制度变革思

考, 为社会主义治理贫困提供了科学指南。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 再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贫困治理贯穿于我国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整个历史

发展过程, 为新中国消除贫困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

了警示, 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则为新时代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科学的

理论基础与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扶贫减贫问题,
矢志不渝地带领全国人民与贫困现象作不屈斗争, 引领中国人民由 “站起来冶 走向 “富起来冶, 进

而 “强起来冶。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

党的庄严承诺。冶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 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思想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最真切、 最深刻的体现。 为了兑现这一庄严承诺, 我国开启了空前规模的精

准扶贫工作, 并立志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脱真贫、 真脱贫冶于。 有理由相信, 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 在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必将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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