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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除贫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预期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马克思从制度层面审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
困的本质、内在的规律性和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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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e Absolute Pover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ongjie Chen
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Eliminating poverty is a major event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and the quality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Marx examines the problem of poverty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reveals the essence, internal regularity and institutional roots of poverty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ocialis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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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公有制为基本要素,所以社会主义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了资

能够从源头上为消除贫困提供制度基

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确认它根源

础和制度保障。因为消除贫困是人自由

自鸦片战争以来,受三座大山的压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为打开人自

而全面发展的天然蕴含,所以消除贫困

迫,使得中国劳动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

由而全面发展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

是打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大门的一把

难以保障,基本生活难以为继,中国人普

马克思消除贫困的理论对于中国全面建

钥匙。

遍贫困、长期贫困的现象得不到改善。近

成小康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既提供

2 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人士曾

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又指导了伟大的脱
贫实践,并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马克思关于反贫困的理论为中国脱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普

践中不断得到跨越式发展。

贫实践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全面建成

遍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为了扭转这种

1 消除贫困是人自由而全面发
展的基本要求

小康社会指明了方向,即坚持走社会主

局面,彻底消除贫困,长期保障人民生活,

义道路才是中国消除贫困进而实现全面

中国共产党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了人

180年前,马克思就从制度层面审视

2.1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发挥的重要成果

为消除贫困进行过探索,但是这些努力

建成小康社会的正解。之所以社会主义

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面临

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通过对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正解就在于,

着人口多、基础薄弱、资源有限、地区

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揭示

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形势,为有效解决占

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本质、内在的

伟大实践艰苦探索的结果、是历史和人

大多数人口的贫苦农民生活与生产问题,

规律性和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无产阶

民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能以和谐方式

改变落后的面貌,在最困难和最缺乏经

级长期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道路

验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

料的私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

能实现制度安排理性。

一代领导集体,探索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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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系统

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
[3]

实现制度安排理性尤为重要。无论是选

和自由整合的方法解放生产力,从根本

支配。” 落后国家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

择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具

上解决贫困问题。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弊端就在于,即使将计划经济纳入自身

有历史合理性,但是并非所有制度都能

农民获得了摆脱贫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体系,也无法避免私有制所带来的制度

实现制度安排理性。因为,制度安排理性

也为脱贫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之后却

排斥,无法实现以和谐的方式实现现代

是通过制度安排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

出现了卖地和农业雇佣的现象,少数农

化的发展。落后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经济

力发展的要求,充分协调各经济成分和

民成为经济富裕的农民,导致了农村出

基础薄弱,政治体制不够成熟,一旦遇到

经济手段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发展。

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苗头,这引起了毛泽

较大的经济冲击和政治波动,很容易激

脱贫道路能否实现制度安排理性,关键

东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此后,农村合作社

化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

在于制度安排是否合理调节社会关系,

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又一重要尝试,毛

矛盾,造成社会较大的动荡,加剧贫困发

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效调动各

泽东等同志在不断探索脱贫攻坚的具体

生的风险性。

种资源,实现社会进步。

务的经济”, 从制度因素上分析了贫困

无数次道路探索,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

问题,科学揭示了贫困的成因,强调社会

路。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以公有制否

3 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消除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
的中国经验

主义生产条件要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

定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道路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

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

上的固有矛盾得以消解,理顺了生产关

性。虽然中国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

产力”。 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才

系与生产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

地区在社会制度上存在差异性,但是都

是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主人。社会主义制

实现本质的和谐,为消除贫困扫清了障

曾遭受过侵略,都曾积贫积弱,也都希望

度是反贫困斗争顺利进行的保障,解决

碍。虽然中国在脱贫路上遇到了一些现

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所以相似的

贫困问题也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实问题,但这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经历在无形中拉近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

为新中国的反贫困斗争提供了坚实的理

的优越性,也不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能

和地区之间的距离。再者,中国以和谐方

论基础。

以和谐方式实现发展、实现消除贫困。

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够实现制

实践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
[1]

[2]

近代以来,中国对消除贫困进行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坚持社会主

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制度和体制上的

度安排理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

义道路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体制机制改

障碍,能够将脱贫路上遇到的问题在制

言,中国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和可借鉴参

革,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激发了

度内得到根本的解决,从而实现人与自

考价值。同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的活力,以经济发展带动脱贫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

提供减贫发展援助,既有物质 帮扶的

减贫,充分发挥了经济发展在脱贫减贫

的关系。中国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硬”援助,也有中国经验等“软”智慧,

中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根据全

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

为其提供坚强支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

国各地脱贫实践的具体情况,实施了开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

富裕。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发

发式扶贫战略,创建国家级贫困县,通过

变说明我们理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两

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国经验,不是价

资金支持和产业扶贫,助力贫困县实现

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实现的本质和

值输出,也不是模式输出,而是以负责

脱贫。为了在20世纪末实现“三步走”

谐。但是局部仍有贫困现象存在,这恰恰

任的态度为世界减少贫困贡献一份中

战略的第二步,党和国家制定了《八七扶

说明了在和谐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不平

国力量。

贫攻坚计划》,采取有力措施,保障8000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真正的和

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十八大以来,

谐发展不是前进道路上没有任何阻力,

鉴于贫困人口“大分散、低集中”的分

而是能够运用制度优势攻坚克难,实现

中国经验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布特点,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

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发展的有机统

的根本方式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理念,为全面建

一,最终从根源上解决出现的问题。

同时也要理顺政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成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
目标奠定了基石。可以说,中国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是历史和人民选

2.3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安排理性的现实呈现

3.1发挥政治与经济制度优势为消
除贫困提供制度基础

系。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

对于脱贫实践而言,单一的选择走

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使得生产力得到

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

极大的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整个脱贫实践的全部,还需要关注在多

物质基础。所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安排”能否

条路上,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马克思曾言,落后国家“一旦倒进资

实现正常运转。因为制度安排是连接基

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首先解决因为社

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

本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纽带,所以能否

会生产不足而产生的贫困问题。另外,

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
2.2消除贫困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矛盾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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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公有制下,

贫攻坚战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有着强有力的

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能够实现对宏

人民群众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既有

政治与经济制度保障。在中国,公有制为

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社会公平能够得以

物质需要,也有社会需要和精神文化需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保证,才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对于发

要。第一,物质需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首

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自身市场经

要前提。只有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人才

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巩固党的执政地

济体制机制不够成熟,抵御风险能力较

能生存、生活和发展,而其他需要也是建

位的重要保证,也是各族人民共享改革

弱,单纯的依靠市场经济,不发挥公有制

立在基本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这个基础

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

的主体地位,很容易陷入资本的陷阱,最

上的。倘若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

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

终变成资本的奴隶,被资本所操纵,无法

足,那么其他层次的需求就只能是臆造

经济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最终陷入贫困的泥

的幻象。第二,社会需要是人民群众需要

性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使

潭中不能自拔。

的重要构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

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制度优势的发挥离不开政治制

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从根本上否定以资产阶级单纯“逐利”

度优势,而中国最大的政治制度优势在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除了物

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

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

质需要以外,还存在社会需要。社会需要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必然选择,因为党

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在

4 结语

的领导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强大的政治

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

中国共产党对凝聚社会的集体力量,

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要啃下脱

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与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贫攻坚战的“硬骨头”,就必须不断加强

之对应的上层建筑,只有当这些社会关

会,具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

和改进党的领导,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强

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社会生产

组织保证。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消除

大的战斗力,使党的领导更加符合人民

才能够顺利进行,人的需要才能够满足。

贫困理论为指导,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

需求和实践要求,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

第三,精神文化需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

发,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面貌。第一,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工作提

必要组成。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在满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集

供强大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没有自

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所追求的

中力量办大事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统一,

己的私利,真正代表了包括穷人在内的

体现意志自由和价值实现的伟大实践。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互帮互助,共同打赢

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共产主义

人有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精神文化需

脱贫攻坚战,进入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

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要也是实现美好生活、打赢脱贫攻坚战

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不仅要重视人的

时代,打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大门。中

物质需要,而且要重视精神文化需要。

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果,为发展中国家

3.2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消除贫困提供内在动力
国家领导人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脱贫攻

3.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
消除贫困提供国家保障

和地区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为世界减
贫做出了中国贡献,为全人类减贫展现
了中国智慧。

坚是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现实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现代化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脱贫攻

进程中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仍然处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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