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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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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

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

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

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 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

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 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和“下乡”的悖论。为应

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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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便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尽管对中国是否进入消费社会这一

议题存有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诸多消费问题甚至发展问题的探讨都基于消费

社会这一背景，运用消费社会理论框架，围绕消费社会带来的富足愿景而展开，如: 究竟何为富足，

仅仅指物质层面的富足吗? 能让每个社会成员过上富足的生活吗? 在这种反思与拷问中，消费社

会中的新穷人现象及其应对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诸多探讨，如

鲍曼、戴( Phyllis Day) 、凯菲茨 ( Nathan Keyfitz) 等对发达国家的新穷人展开了论述［1 － 3］，顾汝德

( Leo Goodstadt) 探讨了香港的新穷人现象［4］，汪晖剖析了中国大陆城市的两种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等［5］。国内特有的新穷人现象究竟怎样，与发达国家的新穷人相比，有何异同，以及如何应对等，

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论述。

一、何为新穷人

( 一) 消费视域下新贫困的出现

综观国内外学者有关消费的探讨，无外乎两种视域或研究途径，即生产主导和消费主导视域。
生产主导视域认为生产决定或者形成消费本身，又由此直接形成特殊的消费文化结构。这种视角

始于马克思区分的两种生产: 一种直接为自己所用而占用，另一种专为市场交换创建，即作为商品

生产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不仅遮掩了，而且代表或代替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和消费

的结合破裂，人们对自己及他人的看法被商品崇拜歪曲，即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基于马克思的批

判，学者们进一步认为逐利的需求导致产品无限制扩大的生产，只有加强对消费者的控制和操纵，

才能销售出去。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对此展开深刻批判。如阿多诺认为商品通过文化联想和幻想，

使其忘却了最初的使用价值，获得间接的或代替的使用价值［6］。这便为商品译成消费者无法抗拒

的符号代码提供了契机。生产导向的第二种视角认为消费需求的增长不仅与市场活动和交换价值

的影响有关，而且还与国家分配有关。如卡斯特利斯( Castells) 分析了集体消费历史，指出集体消

费是指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来说，其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供给，如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

和教育等，并认为集体消费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消费内容［7］。围绕集体消费的提供，城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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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即城市劳动阶级围绕城市集体消费供给的“缩水”展开的斗争或抗议由此产生。这种视角

引发的问题是: 是什么给予消费者能获得满足需求和快乐的权利( 特别是在作为过剩生产者的情

形下) 。基于此，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不同群体是否有获得不同的服务和商品的机会，再追问下

去，不同分配方式，即由市场还是由政府提供，会导致不同人群间的社会差异吗? 当然，桑德斯

( Saunders) 探讨了由私人服务和政府所派生的不同的社会优势［8］。第三种视角着重从生产和消费

的循环角度探讨循环内部的权利关系，认为商品、服务或经验被最终享用之前，经历了不同的生产

和消费间的循环。
与生产主导视域相反，消费主导视域认为消费不是被动性的，消费本身是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

动。第一种视角认为消费者将商品当作社会地位和文化方式的标识，以此与其他消费者区分的同

时开展社会地位竞争，如凡勃仑对有闲阶层的探讨［9］。第二种视角注重编码逻辑的解释路径。如

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以商品形式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符号形式为主的阶段，生产

的逻辑不再至关重要，反之，意义的逻辑成为最重要的［10］。第三种视角从浪漫主义伦理出发，消费

既不被看作为对生产的自动反应，也不是对意义的自动反应，而是被看成来自消费者自身这一独立

源泉。如坎贝尔( Colin Campbell) 认为始于 18 世纪晚期的现代享乐主义用想象代替真正的刺激，

不再具有确切的指向和关注的焦点，而是渴望在现实中经历那些在臆想中创造或享受的快乐［11］。
生产主导视域和消费主导视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在笔者看来，生产主导视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消费主导视域，但消费主导视域具有自主性，又能反作用于生产导向视域。
具体说来，特有的生产体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决定了群体的消费资源的获得，导致了围绕消费展开的

消费区分、地位竞争以及对消费符码的不同解读禀赋，但消费的自主性使得商品的意义逻辑脱离其

生产逻辑独行其是，而消费者受欲望的支配下，能脱离自身社会地位的限制，经历臆想中的消费快

乐。由此，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者权利的确保与维护成为时代关注的话题，正如卡斯特利斯所言

集体消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运动的核心，对这一话题的应对并不导致对经济领域不公平

话题的消解，反而更凸显了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的不公和残酷，如下述鲍曼的论述。由于篇幅的有

限，本文着重从消费主导视角出发，围绕欲望生成逻辑论述乡村在迎接消费社会到来的挑战中出现

的问题、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
不像其它探讨贫困的大家将贫困归结为贫困者自身资源和能力的缺乏，鲍曼将贫困归结为社

会制度或体制所造就。“每个社会都根据其特定的秩序及规范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构了穷人，

并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释，发现不同的穷人用途，并发展出对付贫穷问题的不同策略”［1］119 － 120。在

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在生产社会阶段，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急

需劳动力，穷人代表着劳动力资源和源源不断的财富; 国家通过工作伦理将原本从事自由劳作的穷

人规训成服从工厂严格纪律的劳工，并使任何工作成为道德尊严的一部分; 正是帮助穷人的道德正

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消费社会中，为追求对全球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国际资本的

跨国流动使得发达国家不再需要穷人，穷人不再是劳动力的储备军; 帮助穷人丧失了经济利益，穷

人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对象，也不再充当稳定的劳动后备军，穷人不仅被逐出道德领域，而且

被社会抛弃，成为不必要的存在，于是福利制度改变导致集体消费的大规模缩水。
鲍曼从宏观视角揭示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西方式消费社会残酷的运作机制，强调了新贫困

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和新穷人无法过所谓高尚消费生活的剥夺感、排斥感，因而深化了新贫困的社

会排斥、剥夺机制以及悖论性存在①。顾汝德则探讨了香港富裕社会背景下的新穷困阶层。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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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社会方面来说，一方面社会需要穷人扮演消费者角色，以此履行爱国责任，促进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受资本逐

利的影响，社会不需要他们，将他们逐出道德和福利领域，使之成为不必要的存在。从穷人个体方面来说，受广

告媒体和主流价值观影响，穷人被激发去拥有高尚、时宜的生活水准; 但现实中穷人一无所有，丧失任何机会。



为香港的贫穷问题既不是经济危机的产物，也不是个人不努力、不勤奋，而是港英当局和特区政府

一系列政策失误以及迎合商界利益的畸形发展导向、不愿承担社会福利导致的恶果。他将新贫困

定义为不仅仅缺钱，还包括因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社会尊重而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压

迫［4］21。尽管两人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一致认为穷人被逐出了道德和福利领域，无法得到应有的

社会支持和社会尊重，在消费欲望面前，更感到社会心理上的贫困。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新贫困的制造机制如下: 首先，消费社会的到来意味着过剩经济时代的

来临，不仅产能极大过剩，而且人员冗余，失业、过剩成为社会发展的常态。资本的全球流动以

及机器对人工的取代使得穷人不再是劳动市场的雇佣军，不再具有创造财富的可能，自然便逐

出道德和社会福利的领域。正如凯菲茨所言，在 19 世纪，穷人对于整个工业生产是必不可少

的，他们在工厂中劳作，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向前发展的动力，因而被视为人类( a human aspect) 看

待。到了消费社会，工人不再是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自动化的进程，中产阶级越

来越不需要穷人。“这产生了社会的分裂，比 19 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宣称的两个国

家更为激进和剧烈”［3］44。
其次，发展主义的发展本质引发财富和消费资料分配的“极化”效应。“发展政策的每个方面

有着它的再分配效应。对法律学校的赞助属于一种先进的行为，对自行车修理的培训被认为是落

后的。估值过高的货币被视为是先进的，不动产税收则被认为是落后的。对穷人的慷慨的赠与被

视为落后的支持，且影响是暂时的，只适合于紧急状态。……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角度看，对被认

为落后的方面实施支持是困难的。只要穷人被认为勉强属于人类( barely human) ，是对中产阶级

社区的耻辱，那么对这些边缘群体进行支持无疑受到权威人士的抵制。只要被归属为落后的支持，

穷人将不断被建构为贫困的，并不断被边缘化，被视为不需要，甚至是无用的。也正是穷人被勉强

视为人类，他们很难成为获得慈善的主体，更不用说获得持久的帮助［3］47。”正因为穷人不再具有创

造任何社会财富的价值，被落入社会发展级中与先进相对的落后的一级，不论在财富还是消费资料

的分配上均成为国家极力规避的对象，如高福利国家的转型和集体消费供给上的缩水。由此，作为

内生于发展，有悖于社会进化论预设的新贫困的建构，对于穷人来说无疑釜底抽薪，不仅贫困的无

可救赎，而且被斥为“不够人类”，沦为“被废弃的生命”［12］，更随时遭遇以有逆于社会秩序之名的

驱逐、关押，甚至杀戮。是否以及如何将穷人重新纳入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循环中无疑成为每个国

家回应新时代公平的诘问，审视发展路径无可规避的重要议题。
( 二) 被推高的消费欲望

在新贫困的“制造”上，不论是过剩经济时代的资本“推手”，还是发展逻辑的内在排斥，都是基

于欲望激发机制得以运作。个体心理层面的欲望满足是有限的，而基于社会心理层面的欲望激发

则是无穷无尽的。基于社会心理维度，每个时代都会开列体现欲望层次等级的地位物品清单①，到

了过剩经济时代的消费社会，这种欲望激发机制更得以高速运行，不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将欲望的

生发、示差、趋同、排斥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使得整个社会成为“互为一体的跑步机，即生产

和消费跑步机互相推动”［13］88。
作为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欲望无疑在新穷人的“制造”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鲍

德里亚 指 出，在 消 费 社 会 中，消 费 不 仅 仅 被 认 为 是 以 需 要 为 基 础，也 逐 渐 建 立 在 欲 望 之

上［14］10 － 56。从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符号和象征在“前书写社会”的神话与仪式结构中扮演角色的

分析［15］，到巴特运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模型对法国大众文化进行记号学分析［16］，再到后结

构主义者布迪厄和鲍德里亚各自对消费区隔和消费社会的研究等，都使得符号和象征在现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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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什将这种难以获取的事物称为“地位物品”，对它们的客观需要，至少部分取决于供给不足、获取受限、高价

格，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名誉或地位。参见 Hirsch Fred: Social Limit to Growth． London: Ｒoutledge，1977。



费中的重要性日渐彰显［10，17］。这尤其表现为各种促销商品的广告，“在 20 世纪后半的西方资本

主义中，消费可以说是一种涉及到文化符号与象征的社会、文化过程，而不仅是一种经济的、实

用的过程。……无论是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或是在那些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许多人

的消费模式都是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条件，而非此处所论及的社会与文化因素。然而，人们一旦

被所谓的现代消费主义相关的社会与文化行动所影响，则就算他们买不起影片、报纸和电视上

所呈现的那些物品，他们还是可以并且确实欲望它们”［18］11。在生产社会中，消费跟个体的经济

收入和职业( 即固定的身份) 有关; 到了消费社会，即便经济收入达不到，个体也想得到社会公认

的生活水准，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斯格尔( Juliet Schor) 在《过度花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描述了新消费主义的兴起［19］。过去，美国

人以具有相似消费标准的邻居作为攀比的对象; 今天，则以那些收入远在自身之上的人或群体作为

参照。广告和媒体在“拔高”消费者的参照群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上所宣称的往往是中

上阶层、甚至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但电视观众却把它看作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通过看电视，观众

把“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水平”无形中提高了。因而，花的钱多了，却感觉穷了，原因在于攀比对象的

消费水准在不断上升，而攀比者总也赶不上被攀比者财富和消费水平的上升速度。
在中国也是如此。从消费水准来看，现在媒体平台上充斥的，无论是现实中真实的人生还是电

视剧里的虚构，往往都是中上阶层、甚至顶级阶层的生活，乘着私家飞机，开着豪华轿车，过着奢靡

的日子。无处不在的广告无不在向人们宣扬、引领着时尚、时宜的生活方式，媒体在不经意间把人

们对成功和幸福的衡量标准推到极高的水平。面对精英消费者阶层的高消费，其它阶层的人们只

能望而兴叹，“新穷困”的现象自然盛行。
近年来的国家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广大乡村有 80% ～90% 的日常所需必须用货币从周边乡镇

上购买，对货币的追求无疑导致消费购买力的逻辑渗透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影响或左右村民

行为乃至乡村秩序的主导因素。这不仅导致消费主义在乡村渗透蔓延，也引发家庭结构的改变和

村庄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家庭基于利润的算计和分配进行劳动力安排，根据家庭成员的经济贡献

确定个体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由于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依赖于外出务工的年轻一代，家庭

中老人地位下降，青年人地位普遍上升。也就表明，决定家庭成员地位的不再是辈分和年龄，而是

家庭成员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大小”［20］53。
然而，消费主义的渗透并没有给村民带来预料中的幸福和富裕，反而激发了消费社会存在的

“新穷人现象”，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与“快乐生

活”的机会绝缘［1］83 － 85。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颠倒了需要及其满足之间的传统关系，满足的许诺和

期望优先于需要，且总是大于既有的需要。作为不完美和有缺陷的消费者，新穷人的资源不足以符

合和满足自身的欲望，无力完成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正如贺雪峰指出，“电视广告每时每刻都是传

播消费主义文化，它告诉观众，有钱的生活才是体面的生活，‘我消费我存在’。但在农民收入有限

的背景下，广告和时尚调动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农民却无实现他们应该具有的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就

业和经济收入。他们成为有需要而无能力的无效需求，成了彻底的边缘人群”［21］。
本文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定义新贫困。从绝对贫困层面来说，新贫困定义为富裕

社会下由于福利失配①导致个体在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拥有上处于匮乏状态，通常表现为低

于贫困线的贫困。如据《基督教科学报》2010 年报道，由于美国的失业率达到 9% ( 失业意味着医

疗等各种福利的缺乏) ，曾经高于贫困线，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这部分群体构成了新穷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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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利失配是指福利承诺水平低于财力资源所能支撑水平的现象，指的是随着财力资源的增加，国家不但没有在

福利领域延续原先的高承诺，反而放弃原先的高承诺，或压低承诺水平。参见王宁: 国家福利承诺与集体消费

演变的逻辑: 一个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第 178 － 190 页。



( 即以一家四口年收入达到 22 000 美元作为贫困线进行计算) ，贫困率从 2008 年的 13. 2% 上升到

2010 年的 14. 3%。如果对贫困的定义不只是从收入，而是更多考虑跟富足相关的因素，如包括有

能力过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计算，美国的贫困率达到了 15%［22］。相对贫困是指在富裕的消费社

会中，无法获得社会公认的生活水准( 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水准) ，既包括无法或难以获得可观

的收入，也包括难以享有教育、医疗等集体消费品。由于缺乏确定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统一标准，

加之广告媒体在引导生活水准上发挥重要作用，新贫困还表现为因无法或难以获得时宜生活水准

所引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与之相应，新穷人无疑为缺乏拥有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能力或资源的

群体。从能力缺乏层面看，新穷人是指不具备消费购买力、有缺陷的消费者; 从资源缺乏层面看，新

穷人意味着在社会财富或资源分配领域均处于弱势的群体。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使得新贫困问题在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 三) 新旧穷人对比

如果说旧穷人主要是从生产者角度，将之定义为缺乏( 生产) 资源、能力与技巧的话，那么新穷

人则主要基于消费者角度，将之定义为“不具备消费购买力的有缺陷的消费者，从而没有能力尽消

费者义务”［1］100。与之相应，旧贫困是指无法获得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饥饿，得不到医

疗照顾，缺乏遮盖物; 停留在存活的水准上以及营养不良。新贫困是指在衣食住行方面不符合当时

当地界定为正确合宜的标准以及丧失生活机会，丧失选择的自由。“这 50 年，农民的福利越来越

依赖于货币，大量的消费需求被制造出来，逼迫农民用货币来购买。以前是小康的生活，因为整个

社会新的消费需求制造出来，而变成了温饱，以前尚属于温饱的生活，下降为贫困。这样一来，农民

的福利就不仅仅是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 购买能力) 也下降了”［21］。
由此，新贫困既表现为结构性贫困，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生活方式的渗透导致乡村原有

的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传统福利的丧失，使得乡村居民难以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获得

以城镇生活水平为标准制定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实质性的贫困; 也包括因欲望激发而引

起的无法达到时宜消费水准的文化性贫困。广告媒体传播的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富裕生

活，乡村的生活方式便成为落后、贫穷的代名词。加之主流学者给出的进入消费社会的良方即城市

化唤起了社会愿景，现实中城市又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其间的落差更加剧和感性化了结构性

贫困。这典型表现为农民工的两栖消费，即在城市生活中节俭，以便在乡村场域中奢侈。两栖消费

是应对消费主义观念与有限支付能力之张力的家庭预算策略［23］313。“在当代中国，消费主义与发

展主义相辅相成地构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陷入了发展—消费—发展永无安息之日的追逐中。
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以物质财富的占有量，以‘快乐’的消费构造出富裕 /贫穷、发达 /落后的对立

项，然后以此来确定人的社会等级，如此一来，被刺激的对物质财富的渴求，对消费的欲望就永远像

那个吊在驴子之前的胡萝卜，永远有人比你更前进一步，更富有，更发达，你就只能像那只驴一样，

拉着沉重的磨盘不停向前赶，但永远赶不上”［24］。
这种新贫困的现象也潜在地影响甚至左右着目前扶贫标准的“与时俱进”。自 2010 年以来中

国扶贫的目标和宗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并将扶贫的内容由确保个体的

基本生存向各项福利待遇转变［25］。

二、新穷人与乡村消费转型的困境

如上所述，新穷人现象成为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消费转型的核心线索。新穷人问题不仅是如鲍

曼、顾汝德和王宁揭示的在经济权利( 如可观收入、实际购买力) 和社会权利( 如社会保障与福利)

上增权就可以解决，更需要对本土性文化价值和传统福利的重视和利用以及改变穷人自身对富足

的认知。当下的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的困境: 在私人消费方面，个体消费认同存在着在地和脱

·33·第 4 期 郑红娥等: 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嵌的困境，家庭消费规范存在着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 在集体消费提供方面，存在着“上移”和“下

乡”的悖论。
( 一) 个体消费认同: 在地和脱嵌的困境

“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26］12。“这种文化与乡间和泥

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长久以来束缚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因而是所

谓的乡土中国”［27］。村民围绕“土”建立整个消费认同，包括个体的身份、社会归属和追求的生活

方式。
在消费转型中，尽管村民的消费行为或多或少仍然受到传统节俭消费观的制约，但已开始受铺

天盖地的电视媒体和广告推崇的城市生活时尚影响，逐步认同、推崇城市生活方式，不认同、甚至排

斥乡村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而对脱嵌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无疑导致对在地的文化价值和生

活方式的解构和本能地拒斥。村民逐渐扬弃传统节俭的消费观，开始追求炫耀性、时尚性消费。时

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比较和竞争机制，即以消费品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28］。一波波社会地位竞争

的“暗波”开始在乡村内涌动，各种耐用消费品被用作体现社会地位优势的物品，住宅成为最典型

的社会地位差异标志［29］。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为了实现对城市生活风格群体的认同，他们不

愿再回到乡村，想方设法在城市购买住房，希望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正是由于村民认同城市生活方式，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缺乏自信，并千方百计离开乡

村，从而导致大量的乡村空心化，乡村原有的支持网络和传统文化遭到侵蚀和破坏，乡村原有福利

正逐步丧失。“最糟糕的是，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还将以巨大力量摧毁农民世代以来的价值观，摧

毁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有意义的生活和文化。……总之，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本体价值等一切都

受到怀疑并被宣布为错误，农民会接受这种关于自己生活价值是错误的结论。农民文化越来越被

排挤在边缘地位”［21］。
尽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但受限于捉襟见肘的收入，无法在城市实践他们的

消费期望，只能通过两栖消费，在乡村“模拟”城市生活方式①。在地和脱嵌的困境充分折射出乡村

内在结构性贫困，即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固化、难以破解的前提下，一味强调以城市化作为解决三

农问题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无疑在制造新的贫困，即传统福利的丧失和现代化集体消费供给的

缺乏同时并存。
( 二) 家庭消费规范: 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

村民不管在满足个人或家庭的需要，还是应对和防控消费风险方面，目前主要依靠家庭来解

决。家庭利他主义仍然是凝聚家庭的纽带。“高度家庭利他主义可以通过住宅消费来理解。对每

个家庭成员来说，居住的地点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财产”［30］22。李洪君通过其田野调查表明，在消

费支出上，那些可以满足组织内所有成员共同需求的项目，能够获得家庭集体道德的支持，住房正

是这样的首选项目［31］。
随着消费主义的渗透，利他主义家庭关系开始被消费“捆绑”。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弥

补他们在家庭和乡村中的“缺席”或“不在场”，实施面子消费、代理消费、人情消费等，消费物品起

了重要的弥补、替代和建构家庭亲情的符号作用［32 － 33］，即以物品象征返乡民工在乡村的在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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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卢嘉瑞将此称为乡村消费的城市化( 参见卢嘉瑞: 中国农村消费城市化现象研究，载《中州学刊》2004 年第

3 期第 23 － 27 页) ，但在笔者看来，这仅仅只是形式上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在村民眼中，耐用消费品不仅是体

现社会地位的物品，更是凸显小康富裕生活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些被当做社会地位标识的物品，其实是在“很

大程度上生搬硬套地模仿大战后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发达国家中已经普遍存在的中等阶级生活和消费模式”
( 参见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版第 63 页) 。在乡村推行这种中等阶级

生活和消费模式的同时，却忽略与这种消费模式相配套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和制度设置。而且，居民对耐用

消费品的利用率不高，如调查表明洗衣机成为米缸、空调闲置、淋浴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等。



通过购买汽车、新修楼房体现的炫耀性消费) ; 象征他们在家庭关系中的在场( 如给予孩子和父母

等代理消费) ; 象征他们在乡村社会关系和仪式活动的在场( 如人情消费和增进乡村福利的互惠性

消费) 等。这种种的象征在场深刻反映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危机，即留守老人的孤独、留守妇女的无

助和留守儿童的孤寂，并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消费主义的蔓延和渗透，即以物品的符号意义替代生活

的真实内涵和意义。
这种以物品的符号价值作为脱域性表达、体现和衡量人伦的重要媒介或手段的做法，恰恰在解

构人伦，因为一切人伦都是立基于在地性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以孝道为例，孝无非是“做子女

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透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26］8。然而，随着消费

主义的渗透，孝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基于“父母在，不远游”和安土重迁等伦理操

守，并在一定程度上物质化，甚至以父母给子女留下了多少财产进行衡量。“在传统时代，代际关

系并非如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是以父母给了子女多少财产来衡量的。对于父母来说，生养大

于一切，是一切的来源。生养本身就意味着子女必须孝敬父母。而今天，老年人以给予子女的财

产多少来衡量子女是否应当孝敬自己，这本身反映了老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正是这种主体性

的丧失，使得他们的自杀不是在激愤中死去的，而是在对子女的愧疚中死去的，愧疚自己没有能

力给子女更多的遗产”［34］。
这就引发了悖论: 追求富裕，只能牺牲孝敬; 留守孝敬，则只能忍受贫穷。也就是说以利他或伦

理为名的富裕，在追求过程中模糊了实质上的伦理( 亲情的陪伴) 。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凸显了乡

村新贫困的内在冲突，即过多强调富裕的符号和金钱意义，导致对贫困理解的单向化和贫瘠化( 反

贫困是一个涉及能力培养和各种福利的可持续化过程，不是依靠单纯收入提高就能解决) ; 一味脱

去金钱纬度之贫困、追求物质化富裕的扶贫举措，其实又在制造新形式的贫困，即人际关系的疏离

以及精神生态的危机。
( 三) 集体消费提供:“上移”和“下乡”的悖论

21 世纪以来，中央逐步建立了支农专项补贴制度，增加农民收入; 实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

价政策，保障农户收益;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加大对农村科教文卫事业

的投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35］127 － 129。但随着城镇化的进行，村庄空心化，很多集体消费品被迫上

移到城镇一级，使得村民在公共福利的享有上大打折扣。以教育和医疗为例:“城乡学校办学规模

已呈现出‘城镇大班化、乡村空心化’的两级分化的态势”［36］。面对这一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教育

主管部门往往优先满足城镇日益增多的中小学生就学需求，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向城镇学校倾

斜，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越是偏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

置就越差，教育不公平愈加明显，贫困的代际复制也愈发严重［36 － 38］。同样，大部分的公费医疗医院

集中于城镇，村民去医院看病非常不便①。尽管国家尝试建立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小病进社区、
大病进医院”，以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但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尤其是村卫生室比较薄弱，

逐渐发展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城乡协调发展、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成为农民‘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因素”［39］。

尽管早在 1995 年初就颁布实施《保护消费者权益法》，但是乡村居民的消费权益远未得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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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乡村医生是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方，是推动新农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但现行新农合

的制度设计过多地强调医疗费用控制，导致乡村医生的激励机制缺位，未能真正发挥医疗保险“守门人”的作

用。县新农合管理中心规定乡村医生要先垫付农民在村卫生室门诊就医的费用，并采用规范化的复式处方登

记、签字，然后在参合农民的家庭账户中标注所发生的医药费用，最后登记造表按月交到乡镇卫生院，待乡镇

卫生院审核无误后领取所垫付的资金。这样，乡村医生的服务手续繁琐了，承担的资金风险增加了，但收益

并未相应增加，严重影响了乡村医生的积极性。参见杜长宇: 新农合对乡村医生的影响与乡村医生激励机制构

建研究———基于河北省 2 市 3 个县的调查分析，载《兰州学刊》2010 年第 6 期第 104 － 108 页。



现和保护。乡镇集市商品的价格与城市持平，可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无法保障村民的消费者主

权。消费者主权的确立，意味着消费者的公民化。所谓消费者的公民化，指的是国家从制度层面来

规定和保障消费者所享有的市场权利和社会权利: 市场权利就是消费公民权，包括安全的权利、知
情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与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 社会权利就是社会公民权，指的是社会保障与社会

福利的摄取与分享的权利，即集体消费的分享权利。“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消费者的公民化，那

么，人们不但可以自由地选择，而且可以安全地消费”［40］108。由于与消费社会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远

未建立起来，乡村更遭受城市消耗力的剥夺。各种零售商的末梢触及到乡村，把不可持续的资源处

理方式带到乡村。村民一切生活所需依靠市场，自然商品的包装，特别是轻便易携的塑料袋充斥着

整个乡村，打破了乡村天然的循环，导致垃圾成堆，环境每况日下，难以可持续发展。总之，在集体

消费上，“上移”和“下乡”的困境凸显新贫困的复制和代际传递，更显示了国家扶贫的困境和扶贫

政策的盲点。如何打破新贫困复制链条和代际传递以及加强与消费社会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无

疑将成为日后农村扶贫的重点。

三、应对: 破解新贫困的迷雾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吸纳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成为“世界工厂”，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创造了就

业机会。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必不可少，不存在鲍曼所说的劳动力不再为社会发展所必

需。然而，由于农民工要么从事非正规就业，要么在低成本的世界工厂就业，不论工资水平还是福

利保障都远远不及城市居民。加之短时间内城市难以吸纳他们，乡村仍然是他们可退守的“后

方”，发挥着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这意味着乡村集体消费的提供既关系到留守村民的切身利益

和广大乡村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关系到农民工的福利。如果一味强调城市化，贬低和抹杀乡村的一

切，企图在乡村推倒一切、重建城市生活方式，无疑是非常不切实际的。这就要求尊重乡村的价值，

重估乡村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和福利体系，重塑乡村的社会支持和有尊严的生活。
( 一) 反思消费社会

为了破解新贫困，我们有必要对消费社会本身进行反思。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消费社会的定义，

可以发现，消费社会主要指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进入、发展中国家跟进的丰裕社会，典

型表现为西方工业文明式社会［41］。基于消费主义的运作逻辑，丰裕的消费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首

先，高消费导致的高浪费。消费社会建立在时尚运作逻辑之上，一旦过时便迅速淘汰，由此导致对

资源的极大浪费。扎卡里( Pascal Zachary) 曾预警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如果这

种消费模式只是被中国模仿，对世界资源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42］。其次，制造虚假需要。人们消

费的目的以物为指向，人在商品交换中成为物的占有者，失去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直接、感性的关

联，即满足的不是真实需要，而是虚假或伪需要。最后，丧失了生活的真正内涵。为追逐符号性的

地位，人们以高消费而不是和谐的人际关系作为衡量生活成功的主要标准，由此丧失了生活的内

涵，导致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批判与反思现有消费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 第一，重新定义物质文明和

富裕。丰裕社会主要以丰裕的物质文明为特征，但物质文明并不等于或导致物欲文明。物质文化

可以客体化，体现或促进人性的完善、社会的发展和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43］。富裕不仅仅

是客观上的物品丰富，更是主观上的富裕感，如透明的社会关系和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
第二，重新赋予消费以全新内涵。消费并不仅仅是通过对资源的消耗寻求快感的满足，其本身

也具有生产性［41］，即通过消费促进人性的丰富、人际的和谐与社会的发展。山崎正精辟地指出，立

基于效率主义，目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消费社会追求以“消耗某种物品”为目的进行的“物质上

的消费”，一旦欲望得到实现，满足感就会马上消失。然而，原本“人的消费活动恐怕就是和效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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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对立的一种行为，人们对其过程的关心程度要远大于实现目的本身”，因而“可以说，消费就是

将物品的消耗和再生作为表面的目的，而实际上追求的是充实地度过时间”［44］140 － 141。将消耗

( consumption) 转化为自我充实( consummatory) ，在三浦展看来，“这正是对第四消费社会( 即简约型

消费社会) 的预言”［44］141。
第三，在运作机制上，克服对物品符号意义的资本操纵，转变为对生活品质内涵的追求，即以和

谐的人际关系、创新性的工作和休闲以及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作为核心价值和内在品质。“我们

能够培养深层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 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有

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45］102。由此，“新”消费社会的内涵为: 基于物品对人的主体性的丰富和创造

性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符号象征意义的资本操纵，确立物品对人和社会的意义; 以和谐的家庭和社

区关系以及创造性休闲，而不是消费品量的拥有，确立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的进步; 以立基于环境保

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无限开拓和征服的消费品的开发，确立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人类

发展的逻辑。
( 二)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

为了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促进新贫困的有效解决，有必要实行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
新型城镇化不只是人口规模的城镇化，更是人口质量的城镇化，即落实在人口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

发展上。这涉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即通过“四个融入”( 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

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 ［46］70让农民工平等地享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

务，最终成为市民。新型城镇化既包括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建设，切

实提高城镇居民的公共福利水平，更涉及对城镇居民( 特别是农民工) 的技能培训，以促进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
仅仅这样还不够，正像弗洛姆指出，“舒适的物质生活、财富的平均分配以及稳定的民主与和

平，都是西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然而，最靠近这一目标的那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精神病

的征兆”［47］9。这就要求克服消费社会中消费的异化，即“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我

们真实自我异化的虚幻活动”; 通过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如改革不公平的资源分配体制、加大社

会关系的透明度和民众的社会参与度、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建立“健

全的社会”，其中“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有人性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47］134。
就新农村建设而言，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任由市场刺激农民的消费欲望，只能增强农民

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自我边缘化，并强烈感到经济上的贫困。贺雪峰提倡一种“‘低消费、高福利’
的生活方式，即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

式，建议一种让人们感到生活满意，崇尚一种有意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48］。中国快速的

现代化一方面在破坏农民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

现代福利。他提倡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

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 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

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
贺雪峰以“低消费”鼓励“新三年旧三年”的消费观念似乎过于保守。新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具

备一定财力反哺乡村，如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民的消费水平，从 2014 年起贯彻实施以解

决相对贫困为主旨，并最终达到小康水平的精准扶贫战略。基于此，在乡村实现“高福利 + 适度消

费”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举措: 首先，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可逆，唯有以

产业化的农业与整个工业化的经济融为一体，才能最终使农民拥有与其它产业的人口大体相当的

收入，能够消费社会主流产品。其次，健全乡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村民各方面的福利水平。最后，加

强乡村的道德共同体或信仰共同体建设，真正把乡村建设成相互守望、相辅相携的“温情脉脉”的社区。
实践证明，目前基于乡村规律、重塑乡村价值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路是比较成功的［4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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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的关键在于打破城乡区隔，通过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和乡村的

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即整个国家城市和乡

村基础设施是一体的，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整个国家被着上城市的底色，农民拥有与市民相当的知

识、技能、素质和收入以及均等的公共服务，农村也拥有与城市相近的基础设施”［52］。现在凡是能

够结合城市优点( 如现代制造、商贸物流、教育科技) 和乡村优点，对乡村传统福利体系进行利用与

改造，如保存传统文化、对自然风景和风俗人情开发的休闲旅游和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建设都是比

较成功的［53 － 54］。

四、结论与讨论

消费社会中的新贫困不仅没有消弭旧贫困，反而由于新旧贫困的并存叠加深化了贫困，凸显目

前国家进行精准扶贫的重大意义。新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富裕社会下由于福利失配导致的个体在私

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拥有上出现的贫困。这种结构性贫困在广告媒体激发的对合时宜或高尚的

生活方式认同中，更加凸显文化性贫困。正如鲍曼指出，在富裕的消费社会中，尽管消费成了个体

认同和社会归属的主要依据，但这是建立在人人具有消费购买力的预设前提上，一旦缺乏资源的穷

人被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抛弃( 不再是雇佣劳动后备军) ，甚至被资本主义国家抛弃( 如社会公共福

利的缩水) ，穷人不仅遭遇无法达到社会公认生活水准的贫困，还会遭受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等生

存危机，经受被整个国家甚至社会抛弃的巨大风险，成为“被废弃的生命”［12］。
鲍曼提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消费社会或后工业化阶段面临的新穷人问题，即在生产过剩成为

经济常态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穷人的生存权利。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穷人不再是雇佣劳动后备军，

自然也失去自身价值和尊严的根基，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中，劳动作为商品才能产生价值，

被商品化才是尊严的前提。在生产者社会，“作为一个可能的生产者，他已经满足了加入生产者行

列的所有条件。但承诺成为一个勤勤恳恳的消费者并要求成为消费者并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费者的

行列。消费者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12］7。由此，穷人

无论从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社会文化意义上都被剥夺了生存的手段，成为“过剩的人”。“被宣布为

是过剩的人表示你已经被当作废品处理，因为你是可以被处理的人，就像无法再次利用的空塑料

瓶，一次性注射器，没人买的商品，或者因为不合标准或污染而被质量检查人员从生产线上丢弃的

产品”［12］5。对此，西方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改变公共福利的供给，甚至改变福利国家的性质，

“‘社会国家’是欧洲漫长的民主历史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直到日前为止的主导形态，但今天却处

于衰败之中。社会国家的合法性，它对忠诚及服从的要求均有赖于它对其公民所做出的承诺。它

承诺保护其公民，确保其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不会遭受排除和拒斥，同时不会像浮萍般被命运随意

摆布———即承诺其公民不会因为个人的不足或是不幸，而被归为‘人类废弃物’; 简单来讲，这种承

诺就是在会被混乱的偶然性所主宰的生活中注入确定性和安全性”［12］93。为此，导致围绕集体消费

的供给而兴起城市社会运动［7］。
在消费社会中潜伏着这样一种富足的“陷阱”: 消费的民主化不仅未达致民主的推进和贫困的

解决，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在导致财富的马太效应的同时，更有消费的马太效应和贫困的极

度恶化，甚至对贫困者基本权利的剥夺，从而导致“废弃的生命”。反观作为“世界工厂”的我国，一

方面存在劳动力短缺( 主要为制造业) ，另一方面又由于产能过剩导致大量劳动力剩余，如“啃老

族”和失业大学生等。汪晖将农民工群体和“蚁族”群体称为消费社会的两种新穷人，尽管他们有

着迥异的诉求和作为，但都经受着因权利缺乏导致的贫困: 前者遭遇来自城乡两方面剥夺与权利缺

失，如就业、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市民社会权利的缺乏，并丧失乡村土地资源的继承; 后者则遭遇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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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①和住房权利的缺乏［5］。或许由于研究旨趣的原因，汪晖没有关注另一类人数众多、影响深远

的穷人即小农或农民群体。在全球生产过剩、劳动被削弱的时代，不仅“无数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和

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55］，而且小农的劳动价值遭

到贬斥，甚至农业和农村的价值遭到抛弃，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

到雇佣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

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56］3。
为了解决新贫困问题，除了从生产者角度提升穷人的能力、为穷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及确保穷

人各项权利，从消费者角度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改变其生活方式，提倡

健康、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之外，还必须对导致生产过剩和劳动削弱背后的消费社会运作机制予以批

判。流动的现代性建立在欲望的不断激发和瞬间满足，即“赌场文化”上，“每一件文化产品都被计

算出最大影响( 即为了粉碎、驱赶和处理昨日的文化产品) 和瞬间退化( 即缩短新物品和垃圾箱之

间的距离，时刻小心不要因逗留太久而不受欢迎，要迅速腾出舞台以确保没有什么东西会阻碍明天

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 ”［12］128。因此“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替代

的。万事万物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 每一样事物在离开生产线的时候，

都被贴上一张‘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标签。……所有的事物，不管是天生的还是人工制造的，不管

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是有待进一步宣判的，是可有可无的。幽灵的阴影盘旋在流动性的现代社会

的居民头上，笼罩着他们所有的劳动和创造，这是剩余的幽灵。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
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12］101 － 102。

为此，有必要反思整个以物欲占有、消耗、过剩为特征的西方式消费社会，不再以财富、商品作

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唯一标准。对生活水平的衡量，甚至社会的进步，不是财富、商品或者效用的评

估就能达成，归根结底在于个人的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评估。“我在其它场合把我们能够或者不

能实现的各种不同生活条件称为‘我们的功能性活动’，而把我们完成功能性活动的能耐称为‘能

力’。这里的要点是生活水平确实是一个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财富、商品

或者效用问题”［57］22。“能力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是一个有关自由的概念，即你在自己可能过上的生

活中有什么样的实际机会”［57］48。也就是说，对贫困的最终解决必须落实到有助于贫困者能力和自

由提升这一生活伦理上来。这与弗洛姆提倡的理性主体的培育、马克思向往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

展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如何从生活伦理高度，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培育两方面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即如何在精准扶贫

识别阶段注重和预防高消费导致的贫困( 结婚彩礼和购买城市住房等高消费) ，在精准管理阶段重

视开发和利用乡村的福利资源，在集体消费品供应上打破教育上的贫困代际复制和因病致贫的恶

性循环，并确保消费公民权和社会公民权的实现，从而最终确立可持续性反贫的战略目标，这些都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的方式解决新贫困问题，建构中

国式消费社会或“生活型社会”［58］，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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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阿马蒂亚·森探讨的交换权利，即“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为另一组商品。这

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

称为这个人所拥有的‘交换权利’”。参见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平》，沈国华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基于康德对理性概念的界定，即我们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自身生活的理性主

体，弗洛姆认为所有文化的伟大思想都立足于对人性的理性认识，对人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认识。“文明的不健

全状态更多在于自由精神和自信心的衰退，而不是许多人的物质贫困问题”，参见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

谦译，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89 页。阿马蒂亚·森特意提及，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由在评判一个

人生活时的重要性，如对未来自由社会的设想中，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以促进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参见

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平》，沈国华译，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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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urbance and Ｒeconstruction Ｒoute of Ｒ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New Poverty

Zheng Honge Tong Xing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s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arrival of a global consumer society．
This makes the new poor phenomenon increasingly prominent，and it has become a core feature of the whole social transfor-
mation． As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new poor in China，the new poverty in rural areas not only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villagers to obtain soci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living which takes urban life as the reference base in the urban and rural
dual dychotomy，but also embod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poverty caused by consumer desire． As a result，the rural consump-
tion transform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y difficulties． On the side of private consumption，recognition of individual con-
sumption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the localized and disembedded relations，while the family consumption norms are con-
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materialism and moral relations． On the side of public consumption，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s up against the dilemma of moving up and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se dilemmas，it is imperative
to break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ilemma of " new poverty" from the consumption point of view and implement new ur-
banization and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imultaneously．
Keywords Consumption transformation; New poverty; The new poor; Collective consumption; Privat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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