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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视域下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析 *
◎郗凤芹
摘

华正学

要：以总体性视角关注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说明世界，马克思从历史性维度、

系统结构性维度与主体性维度三个方面阐述了其总体性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作为当前我国扶贫治理体系的集
中体现，与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有着内在统一的必然联系。把握精准扶贫思想是对以往扶贫战略的“扬弃”，了解精准扶贫
战略的要素相关性，强调扶贫参与者的主体自觉意识，这是我们关注精准扶贫思想总体性的基本视域。
关键词：总体性；精准扶贫；历史性；系统结构性；主体性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内
容、路径等作了较多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迄今

题的历史任务，我国逐渐展开攻坚式扶贫。“到 2000 年底，
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14.8% 下降到 3% 左右”。 ③

为止，学术界对于精准扶贫思想的研究大多围绕具体的扶贫

实践证明，扶贫战略的提出符合历史的要求，人民的呼

路径展开，很少上升到哲学层次，体现哲学思维。实际上，

唤。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温饱

精准扶贫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总体性方法论有着密

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贫困问题正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以总体性视角展开对精准扶贫思想的

以往的扶贫战略中促进贫困问题解决的思路与办法逐步变成

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我们认清精准扶贫思

制约扶贫事业向前发展的因素。第一，扶贫异化现象大量存

想的哲学本质，从总体性上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在。扶贫，顾名思义，就是扶助穷人。而在扶贫过程中出现

一、从历史性维度看精准扶贫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了大量的异化现象，即扶贫本应只针对于贫困人口，却出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原则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一

了扶富不扶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粗

个过程性存在，不仅应从历史生成的过程中去理解和解释每

放式的扶贫方式导致了扶贫目标瞄准效率低下，为扶贫的异

一个历史事件和现实存在，而且认为只有在历史的总体性存

化现象提供了土壤。如今，贫困人口相对于以往来说变得更

在中才能科学地理解和解释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实存在以及

加分散，呈现出“插花式分布”、“大分散、小集中、交错

①

关于它们的概念存在形式。” 因此，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战

分散”的特点，靠单纯的扶贫资源“漫灌”方式难以有效瞄

略的最新表现形式，是在总的扶贫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准贫困人口，导致了扶贫效果与目的之间的极大偏差。第二，

我们需将精准扶贫思想放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考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问题逐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普遍贫困状

向深度贫困转化，权利贫困、知识贫困、能力贫困等日益凸

态，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对贫困群体实

显，扶贫难度更大。因此，需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瞄准力度。

行社会救济，帮助其解决根本性的生存问题。然而，单纯的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

社会救济治标不治本。“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我国贫

《关于印发 < 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 的通知》等

困发生率高达 30.7%”。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经

纲领性文件的颁布，标志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展开。当然，

济体制改革，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程度地缓解了贫

随着贫困问题的复杂化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扶贫战略

困问题。然而，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战略举措在以市场

也在与时俱进，但都在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统一于

导向为主的情况下，固守效率优先原则，拉大了贫富差距。

整个扶贫事业中。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扶贫为使命，

1986 年，扶贫战略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中国政府

坚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

正式启动了直接针对贫困地区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为进

质要求；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思路，推行精准扶贫战略。

一步提高扶贫资金瞄准效率，完成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3 年度一般课题（13BKS018）和浙江财经大学 2015 年度研究生科研课题“关于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研究 ”阶
段性成果。
①胡承槐 . 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创新发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11.
②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 .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142.
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EB/OL］. http：//www.gov.cn/zwhd/ft2/20061117/content_447141.htm，200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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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境”。④ 精准扶贫意味着中国扶贫战略随着历史的发展

扶贫对象，开展精准扶贫活动。扶贫对象的脱贫致富活动离

从粗放走向精准，从片面走向全面，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不开扶贫者的精准帮扶。另一方面，就扶贫路径而言，它是

律。从哲学的层面看，这并不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简单替代，

联结扶贫者与扶贫对象的桥梁，离开了扶贫路径，扶贫者则

而是“扬弃”，既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有发展。精准扶贫

失去了扶贫的媒介，扶贫对象则失去了脱贫致富的工具。总

是中国政府扶贫战略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是更关注共同

之，扶贫者的核心任务在于提供扶贫产品与服务；确定扶贫

富裕所蕴含的全面性扶贫方式。精准扶贫并不意味着前期扶

对象的目的在于明确扶贫的靶向，使得精准扶贫沿着正确的

贫战略的错误，相反，精准扶贫是对以往扶贫方式的辩证否定。

方向进行；扶贫路径的要义在于实现精准扶贫效率的最大化。

所以，我们在考察和研究精准扶贫思想时，应注意将其放在中

只有坚持三个子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才能促进精准扶贫思

国扶贫历史的过程中进行考察，将其作为一个总体进行研究。

想整体功能的最大化。

二、从系统结构性维度看精准扶贫思想的整体性

精准扶贫大系统要求我们既要关注每一个子系统的顺利

马克思的系统结构性原则“要求把世界（社会）当作一

推进，又要从每一个子系统的协调运转中实现精准扶贫思想

个总体或整体来把握，认为世界是由部分构成的，它们共同

的深化。“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作为精准扶贫

⑤

构成整体的要素或环节” 。 因此，精准扶贫思想作为扶贫

思想系统的子系统，其内部也存在着各个要素间的密切联系。

的最新理念，包含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并在整体发展战

第一，就“扶持谁”而言，也就是就扶贫对象而言，习近平

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精准扶贫思想作为一个

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群体弄

各要素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其整体性效应主要体现在：

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

第一，精准扶贫思想内含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理论

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⑥ 贫困程度与贫困原因都以贫困

与实践的发展告诉我们，精准扶贫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整体发

人口为载体，离开了贫困人口，则谈不上贫困程度与贫困原

展战略的支撑。“中国梦”包含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与人

因。第二，就“谁来扶”而言，也就是就扶贫者而言，主要

民幸福的多层次目标，将精准扶贫思想超越单纯的扶贫路径

由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要素组成。市场、社会力量扶贫作

设计，提升为关乎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系统性

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同样，政府在精准扶贫治理体

思想的高度；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

系中的主导地位的实现离不开市场与社会力量的有利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布局将精准扶贫

总之，精准扶贫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参与，扶贫治

超越单一的扶贫方式，提升为多维度的扶贫战略；“全面建

理体系的完善与扶贫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这三种力量的协同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第三，就“怎么扶”而言，即就扶贫路径而言，实施“五

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精准扶贫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

义的发展大局，避免碎片化倾向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同样，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精准扶贫作为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体发展战

这五种扶贫方式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解决贫困群体的脱贫

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致富问题。因此，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每

习近平同志作出了“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

一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紧密联系，有效协作，

的新论断。的确，精准扶贫作为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组成

实现部分的动态平衡，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整体功能大

部分，对全局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精准扶贫在促进扶

于部分之和的理想效果。

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家治理体

三、从主体性维度看精准扶贫的实践性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过程中，

“总体方法论内涵丰富，既强调事物发展的过程性、阶

有利于带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段性，又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有机联系，但是，归根结底，

第二，精准扶贫思想的要素相关性与功能整体性。精准

主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而存在

扶贫思想是由“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即“扶贫对象、

的总体状态”。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中指出：

扶贫者、扶贫路径”三个要素通过一定的规则或程序来实现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

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目标的结构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

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精准扶贫思想。一方面，就“扶贫者”

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

与“扶贫对象”而言，二者密不可分。扶贫者的任务是瞄准

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⑧ 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

④胡锦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EB/OL］.http：//cpc.people.com.cn/GB/164113/15049587.html，2011-07-01.
⑤胡承槐 . 全面深化改革 : 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创新发展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63.
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习近平答中国扶贫关键三问 [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9/c_128479669.htm,2015-11-29.
⑦胡承槐 . 全面深化改革 : 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创新发展 [M].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67.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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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从现实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的客体性角度又要从人

方面，市场为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市场

类以往实践活动的产物的主体性角度来了解客观世界的其然

进驻贫困地区，对贫困人口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其充分利

及其所以然。精准扶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用自己的闲置资源，实现资源的市场化，提升脱贫致富的能

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深深地打上了

力。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为贫困群体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强

人类以往实践活动的印记，人类以往的实践活动对其有巨大

有力的刺激手段，有利于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使其在

的塑造作用。如果只承认精准扶贫的客观性而忽视了人类以

市场竞争中更好地占据有利地位，实现自身的脱贫致富与可

往扶贫事业中的主体性，那么，对精准扶贫本身的认识则容

持续发展。

易陷入旧唯物主义直观、肤浅的怪圈。因此，为了正确地把

其次，参与式扶贫机制为贫困群体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提

握精准扶贫本身的实践性，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其不以人的意

供了保障。一方面，参与式扶贫改变了以往政府主导的自上

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更要将其视为人本身的主体性与人的自

而下的管理方式，为贫困群体参与贫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机

由自觉的扶贫活动的鲜明体现。

会与渠道，使贫困群体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自我价值实

第一，精准扶贫思想是扶贫策略改革的理论自觉。马克

现的可能；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实现需要自我能力的提升。

思主义总体方法论的主体性原则强调人的实践性，强调人的

贫困群体基于提升自身素质、自我能力的需要，迫切要求改

感性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同时，“改造世界以认识世界

变自身现状，积极参加技术培训，提升产业技能，极大地改

为指导”。

⑨

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精准扶贫事业的引领者，

在带领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精准脱贫时，必须能够了解贫困

变了以能力贫困为源头的综合贫困。事实上，能力提升的过
程就是贫困群体主体性作用得以彰显的过程。

现象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贫困人群的心理发展规律，形成对

再次，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旨在激发社会活力，调动社会

贫困问题的科学而清晰的认识。正所谓“理论只要彻底，就

成员参与扶贫的积极性。社会扶贫一方面广泛整合扶贫资源，

能说服人”， 中国共产党本着高度的理论自觉，认识到扶

激发人民群众对扶贫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支持，使其自觉

贫策略改革的必然性，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为精准扶贫

地参与到扶贫大军中，为扶贫事业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主

战略的产生与实施作了良好的铺垫。面对瞄准效率低、资源

体性在更高程度上源于生命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

分配不公平、扶贫目标偏离，权力寻租等现象的出现，中国

的需要。社会成员由对扶贫观念的自觉认同到积极主动地参

共产党加强顶层设计，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

与到扶贫事业中去再到与贫困群体实现良好的对接与互动，

度，对贫困问题的真实情况做出符合当下实际的科学判断。

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扶贫者与贫困者的和谐相处、共享共荣。

习近平提出：“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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