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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问题，在推动精
准脱贫攻坚战中，通过科学总结以往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

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的理念和政策。即，生态反贫困。生态扶贫是指通过生

态文明建设来扶贫，生态脱贫是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脱贫，二者的本质就

在于坚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融合，坚持生态文明建设、

共同富裕与脱贫攻坚的内在统一。坚持满足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

生态共有和生态共享，坚持发挥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举国体制的优势，科学

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我国取得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

成果的重要经验。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内在组成内

容，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减贫治理中国样本的底色，是全

球减贫事业中国贡献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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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解贫穷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坚持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统一起来，坚持将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统一

起来，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统一起来，统筹推进以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为主要内容的三大攻坚战，创造性地提出了 “生态扶贫”

和 “生态脱贫”的政策理念和政策举措。生态扶贫就是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来帮扶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攻坚战。生态脱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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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脱

贫攻坚战。简言之，生态扶贫是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扶贫，生态脱贫是指通过生态

文明建设来脱贫。我们可以将二者简单地合称为 “生态反贫困”。生态反贫困最终助

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一、我国生态反贫困的现实课题

除了社会经济等原因之外，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往往与生态环境状

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村人口往往直接依赖自然界提

供的生计资源”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３）。国际社会将之命名为 “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

可以将这种现象和问题简称为 “生态贫困”或 “生态贫穷”。例如，１９９３年世界环
境日的主题为 “贫穷与环境──打破恶性循环”。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是影响我国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以及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正视和重视这一问题，将之作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重要主

题和重要任务。

（一）人力资本的开发程度低

人口因素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自然变量。人口增长过快和人口素质的普遍低

下是影响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障碍。在过去两次生育高峰期间，我国西部大部分省区

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省区的生育高峰甚至持续长达２０年之久。
同时，由于社会事业落后，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面临沉重压力。从文化程度来

看，２０１４年，① 贫困地区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不多所占比重为８７％，小学文化
程度占３５０％，初中占４５７％，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１０５％。从卫生健康情况来
看，２０１４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身体状况为健康的人数占 ８９７％，体弱多病占
６３％，长期慢性病占３４％，患有大病占０６％。② 这样，贫困地区人口数量的迅速
增长，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逆向发展，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形成了脱

贫的突出障碍。

（二）自然生态的天然禀赋低

尽管我国 “地大物博”，但普遍存在着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活能源等资源能

源的短缺问题。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５０％，人均
水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３０％。具体来看，２０１４年，８２３％的农户不存在饮水
困难，７４％的农户当年连续缺水时间超过１５天；５７８％的农户使用柴草为主要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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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燃料。① 从地理空间上看，我国贫困地区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

区、高寒山区、沙漠荒漠地区、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黄土高原区、大江大河等生态脆

弱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态恶化、自然条件恶劣、生

产手段落后、粮食产量低、生活能源短缺、收入来源单一、就业机会少、信息闭塞、

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② 自然生态的天然禀赋低是造成和加剧贫困的客观因素，是影

响脱贫的重要障碍。

（三）生态环境退化程度较高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处生态敏感地带，即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

态环境过渡带和交错带。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大，进一步加剧了自然生态环境的退

化，导致了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等问题。沙漠化、荒漠化与贫困问题同样存在着恶性

循环。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全国有荒漠化土地

２６１１６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２７２％；沙化土地１７２１２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
积的１７９％。我国近３５％的贫困县、近３０％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 （张建龙，

２０１８）。长期以来，强度樵采、过度耕种和超载放牧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沙漠化和荒漠
化，动摇和摧毁了贫困地区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根基。现在，我国荒漠植被盖

度小于２０％的沙化土地有近８９万平方公里，占全部沙化土地的一半以上 （寇江泽，

２０２０）。可见，沙漠化和荒漠化地区、生态脆弱区、深度贫困地区高度重叠，既是脱
贫攻坚的重点难点地区，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

（四）灾害频繁而且损失较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自然灾害的多发性和严重性是

由其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此外，近代大规

模的开发活动，加重了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风险性。③ 具体到贫困地区的情况来

看，其气候类型复杂、经济落后、水利设施较差，往往成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２０１４
年，贫困地区６７４％的村经历了自然灾害，主要以旱灾、水灾、植物病虫害为主，
分别占３５０％、１５２％和６２％。④ 同时，灾害使农村返贫现象严重。据有关方面统
计，过去，我国农村每年由于自然灾害返贫或因灾致贫的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人。从自
然地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来看，２０１４年，贫困地区农村中８４５％的村不存在地方病，
１０％的村存在大骨节病，０９％的村存在地方氟中毒，０７％的村存在布氏杆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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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的村存在血吸虫病。① 可见，灾害地区和贫困地区也存在着重叠的问题，要求
从巩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面推进脱贫。

总之，我国贫困属于典型的自然生态环境约束型贫困。我国贫困人口的分布具有

典型的地域性的特征。这种情况构成了我国贫困形成和加剧的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原

因，而贫困的形成和加剧反过来对自然生态环境又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这样，我国贫

困地区就陷入了复杂的贫困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

下，如何科学有效地破解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迅速高

效地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扶贫攻坚战的重

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二、我国生态反贫困的探索过程

自１９２１年成立以来，在谋求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十分
重视打破贫困和生态、贫困和环境之间的恶性循环，注重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来改变

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我国人民贫穷困顿的生活，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 “生态

扶贫”和 “生态脱贫”的战略理念和战略举措，加快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历史步伐，

推动创造了世界反贫困的历史奇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 “关心群众生活”的高度，我们党就提出了通过

生态环境措施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设想。在土地革命战争中，１９３２年，毛泽
东签署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

提出：“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

见，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之发生，并且这

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② 这一决议看到了植树造林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

改善贫穷落后面貌的价值，并要求通过群众运动开展植树造林。此外，中央苏区还开

展了水利建设和环境卫生等群众运动。在抗日战争中，１９４６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延安，《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有免于经济上偏枯

与贫困的权利，保证方法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大

量发展经济建设，救济灾荒，扶养老弱贫困”③。在此之前，边区政府曾经提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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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植树，兴修水利，以利灌溉而防水旱灾”①。可见，我们党当时就明确将免于经济

不公平和免于贫困看作是人民的固有权利，将生态环境措施看作是落实这种权利的重

要保障。在总体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科学认识到植树造林、兴修

水利、环境卫生、防灾减灾等生态环境建设活动对于改变贫穷落后的价值，并在局部

地区创造性地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实际工作。当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这些美好

设想很难完全成为现实。但是，这些初步设想和探索为后来开展生态反贫困事业积累

了历史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 “一穷二白”和 “山河破碎”的烂摊子，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十分重视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

改变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９日，毛泽
东在考察徐州时指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

水。要发动群众，上山栽树，一定要改变徐州荒山的面貌！”② 这里，明确将群众性

的绿化运动看作是改变贫穷落后的重要方法。进而，他要求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式

来摆脱贫困。“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

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③。这里，主要突出了在盲目的自然

力量面前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在此期间由于认识和经验不足发生过

一些曲折和反复，但由于我们党坚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减贫，

大力推动植树造林、大江大河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爱国卫生运动等群众性生态环境

建设活动，最终迅速促进我国 “换了人间”，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良好

的自然条件方面的支撑。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减贫的生态探索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绝不能走先建
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④ 此后，邓小平

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⑤。将二者结合起来看，我们党已经具有了将消灭贫

困和治理污染统一起来的思路。１９９２年，我国将可持续发展确为解决环境和发展问
题的重大举措。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一九九四———二年）》提

出，“林业部门要以支持贫困地区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名特优经济林以及各种林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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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协同有关部门，形成以林果种植为主的区域性支柱产业；加快植被建设、防风

治沙，降低森林消耗，改善生态环境”①。这样，就明确了林业部门通过林业建设扶

贫的政治责任和具体措施。１９９７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提出：“中央各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安排交通、通信、

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商品粮等农产品基地建设

项目时，要积极向贫困地区倾斜，与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

条件，加快解决贫困群众温饱和脱贫致富的步伐。”② 这样，就提出了生态环境建设

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要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二一———二一

年）》提出：“扶贫开发必须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与计划生育相结合，

控制贫困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提高贫困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③ 这样，就提出了扶贫开发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相结合的要求。

众所周知，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年，胡
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

求，将之作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１年，胡锦涛提出，“坚持统筹
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

护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④。随后，我国发布 《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纲要 （二一一—二二年）》。２０１２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了总体布局中，形成了 “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

局。他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这样，就提出了通过生

态文明建设来摆脱贫困的科学理念和政策思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减贫的生态探索

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前后，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就，我国

反贫困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全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已经

由２０１２年底的９８９９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７年底的３０４６万人，５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６８５３
万人，减贫幅度达到７０％左右。从贫困发生率来看，已经由２０１２年底的１０２％下降
到２０１７年底的 ３１％，下降幅度为 ７１个百分点。从总体上来看，年均脱贫人数
１３７０６万人，是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０年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年均脱贫人数６３９
万人的２１４倍，是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第一个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实施期间年均脱贫人
数６７３万人的２０４倍。⑤ 但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前后
仍然存在着一些 “硬骨头”，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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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２０１２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
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地区的老乡能不能摆脱贫困。党中央以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使命感庄重承诺，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掉

队。这样，就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对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

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①。除了 “生态移民”外，这里明确提出了 “生态保护扶贫”

的理念和政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明确提出，必须 “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扶贫开发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探索生态脱贫

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②。这里，明确提出了 “生

态脱贫”理念和政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探索生
态脱贫的有效途径。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精准扶贫和精准脱
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按照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水

利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的 《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提出：“协调好扶贫

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融入生态扶贫工作全过

程。进一步处理好短期扶贫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综合考虑自然

资源禀赋、承载能力、地方特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扶贫

工作思路，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绿色发展。”③ 这里，进一步明确了 “生态扶贫”的

理念和政策。

在国际社会上，面对贫穷与环境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了 “可持续生计”④ 的理

念，也认识到了 “生态学理论和实践”在阻断贫穷和环境恶性循环中的作用

（ＤｅＣｌｅｒｃｋ，２００６），但是，笔者尚未发现国际社会明确将 “生态扶贫”和 “生态脱

贫”的理念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方略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将之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和扶贫攻坚战的结合点。

可见，在长期科学认知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在科学把握环境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扶贫和生

态脱贫的理念和政策，为推动我国生态反贫困指明了科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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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生态反贫困的主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理念，我国加大了向贫困地区的投入。在 “可持续生计”的框架结构中，

国际社会主要突出强调向贫困地区进行 “自然资本” “金融资本”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等资本要素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１３）。最终，在加强上
述资本要素投入的基础上，生态反贫困成为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战略创新和

举措。

（一）加强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

由于科学地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在脱贫攻坚战中，我国坚持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坚持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坚持教育扶贫和健

康扶贫，以增强我国的人力资本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紧紧扭住教育这个

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① 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逐年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经过努力，义务教育阶段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千百万贫困家庭的孩子享受到更公平的

教育机会，通过住宿舍、吃食堂告别了天天跋山涉水上学的困难局面。同时，我们

坚持加强对贫困地区卫生保健事业和体育事业的投入，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公共卫

生事业和体育事业，切实做好地方病、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工作。其中，２０００多
万贫困患者得到分类救治，近２０００万贫困群众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供养，２４００多
万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拿到了生活和护理补贴。② 这样，通过增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

实力，有效降低了人口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压力，增强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

动力。

（二）加强对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本投入

我国坚持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本投入，通过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来夯实扶

贫攻坚战的可持续基础。对于绿水青山的地方，我国坚持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科学路径，通过生态产业化的方式推动扶贫脱贫。例如，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和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促进这些地区贫困人口迅速脱贫。对于穷山恶水的地方，

我国坚持通过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优化其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为摆脱贫困创造适宜

的自然条件。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一是坚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例如，

针对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造成的贫困，山西省右玉县坚持植树造林７０余
年不动摇，最终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告别了贫困，由此形成了 “右玉精神”。右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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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

与 “右玉精神”一样，“塞罕坝精神”和 “八步沙精神”都是这种情况的生动的精

神写照。二是坚持加大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在以往退耕还林的基础

上，对贫困地区２５度以上的基本农田，我国将其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并合理调整
基本农田保有指标。三是改革中央财政用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资金的

使用。比如，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我国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

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支取其保护生态的劳动报

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１１０多万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① 四是坚持让自然资源
开发收益造福全体人民尤其是贫困人口。例如，对在贫困地区开发水电、矿产资源占

用集体土地者，我国试行给原住居民集体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同时，我们力求完善资

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② 五是坚持提高贫困地区的防

灾减灾能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样，我国就确保实

现了 “依靠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和 “依靠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精准扶贫和精准

脱贫的政策目标。

（三）大力有序推进生态移民

由于在极端生态恶劣的地区生存已经不易，如果人类活动强度降不下来的话，只

能使贫困进一步加剧，陷入深度的贫困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中。因此，我国在 “十三

五”时期提出了扶贫搬迁的政策。按照这一政策安排，我们大力推动生态移民工程，

实行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这就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

人口通过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开辟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新途径。在实践

中，我们选择一些与贫困地区毗邻的山水资源较好、生态环境有潜力的地区进行开

发，建设一些生态经济区和产业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迁移一部分贫

困人口，并帮助他们掌握一些实用的致富技术。早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就负责福建省对口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脱贫工作，在永宁县闽宁镇实施移民搬迁

工程。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该镇原隆村时指出：“移民搬迁走出
了一条发展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如果都集中在不能生存、不能生产的地

方，也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条件，形成恶性循环。把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

的群众搬出来，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发展，让原来的地方宽松一点，生态也能得到

改善修复，这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③ 显然，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生态反贫困的创

新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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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将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入的重点，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

化。同时，各级政府坚持帮助贫困地区建设一批适当的水利设施工程，努力解决好人

畜饮水和农田必要用水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告别苦咸水、喝上了清洁

水，实现了饮水安全。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从

交通来看，许多乡亲告别溜索桥、天堑变成了通途。新改建农村公路１１０万公里，新
增铁路里程３５万公里。从供电来看，贫困地区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９９％，大电网
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１００％。从通讯来看，贫困村通光纤和４Ｇ比例
均超过９８％。从住房来看，全国７９０万户、２５６８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
建成集中安置区３５万个、安置住房２６６万套，９６０多万人搬入了新家园。① 总之，
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同时，我们夯实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基

础，促进了脱贫致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

２０２１年年初，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９８９９万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８３２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１２８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
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② 其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 “生态扶

贫”和 “生态脱贫”的思路和对策，功不可没。我国的生态反贫困事业有效地改变

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夯实了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进一步提

升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助推我国提前１０年实现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反贫困目标。

四、我国生态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是消除绝对

贫困的条件和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 “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

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一个战场、两场战役的

双赢。”③ 在推动生态反贫困方面，我国形成了宝贵的经验。

（一）坚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注

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工人和穷人的生态需要和生态权益。按照马尔克传统，穷人有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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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捡拾柴禾的权利。但随着土地和林地的私有化，这种天赋权利被视为 “盗窃”。针

对这种不公不义的野蛮行为，马克思大力维护穷人享有自然资源的天然权利。同样，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污染对工人和穷人造成的健康危害，恩格斯严正地指出：“在低矮

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６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
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① 可见，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

贫穷和环境的恶性循环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

法》中提出，尽管资本主义工业化 “已经降服了自然力”，但造成了以下恶果：“过

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因此，“只有一种有计

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

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② “两个提

升”既是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更是工人实现解放的根本选择。可见，在马克

思和恩格斯那里，“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所谓的环境无产阶级概念”（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２０）。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打破贫困和环境的恶性

循环。

按照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实，我们党始终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

决贫困群众的基本民生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帮助其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为此，

我国持续加大了相关投入。在此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

九大提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也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要包括方方面面，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生态反贫困，

可以有效改善和优化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从而能够有效增强自然界生产和

供给生态产品甚至是物质产品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满足贫困人口的生态

环境需要和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可以有效发挥其溢出效应以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

生活需要。例如，在 “十三五”期间，我国旅游扶贫提出的目标是：每年２００万
贫困人口通过旅游业发展实现脱贫；到 ２０２０年，通过乡村旅游带动 １０００万贫困
人口脱贫。据国家乡村旅游监测中心统计，我国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已占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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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数约三成。① 可见，我们党始终坚持按照人民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推动生态

反贫困。生态反贫困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满足

其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此外，我们也十分重视共建共治在生态反贫困中的作用。

总之，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包括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内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国取得生态反贫困成就的重要经验。

（二）坚持实现生态共有和生态共享

能否正视和有效解决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所

在。资本主义工业污染是造成和加剧工人和穷人不幸和贫困的深层原因。当今，即使

在 “晚期资本主义”出现 “绿色资本主义”转向的情况下，穷人尤其是南方国家的

穷人的生态贫困的形成和加剧，往往是资本主义扩张性发展产生的恶果。例如，他们

往往是发达国家 “公害输出”的牺牲品。但新自由主义竟然明目张胆地要求南方国

家吃下由北方国家造成的污染。理由就在于，贫穷的南方国家吃下环境污染的经济成

本要低于富裕的北方国家 （Ｓｕｍｍｅｒｓ，１９９２）。在发达国家内部，即使在 “福利资本

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大都市中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往往成为藏污纳垢

的场所，工人和穷人不时成为环境污染的牺牲品。例如，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就是由于

将垃圾填埋场建立在贫穷的有色人种社区的野蛮行为引发的。在总体上，与追求剩余

价值的目的相一致，制造 “恶物”的富人是生态环境 “善物”的所有者和享有者，

生产 “善物”的穷人是生态环境 “恶物”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这集中体现出资本主

义在生态上的不公不义。因此，“结束由生态贫困造成的饥饿”成为生态学社会主义

的基本主张 （奥康纳，２００３）。显然，能否彻底而有效地摆脱生态贫困或生态贫穷，
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彻底战胜资本主义。

大力推动生态反贫困，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

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

坚持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打好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当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

个历史过程。共享发展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在创造性地提出共享发展

这一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我国大力践行生态共享的科学理念。从其内容来看，共享

是全面共享。共享发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全面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其中，生态共享就是要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

果，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生态环境权益。共享发展的重点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如

果不能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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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不能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生态反贫困不

仅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统一，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和创新实

践。当然，生态共享要以生态共有为前提。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①。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我国坚持资

源国有、物权法定的原则，从而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生态环境权

益。在依法推动农地和林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的过程中，我

国始终坚持集体所有的性质。国际反贫困斗争高度重视 “共同拥有的自然资源”

（Ｂａｒｂｉｅｒ，２０１９）。我们坚持避免 “公地悲剧”和避免 “私地闹剧”的统一，为实现

生态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坚持完善绿色发展举国体制

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国形成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又将之发展成为新型举国体制。这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我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生态反贫困中的重要

作用。一是加强生态投入。我国坚持建立和完善经济要素向贫困地区倾斜投入的政策

体系，加大向贫困地区财政投入的力度。“８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累计投入近１６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６６０１亿元。”② 同时，政府加大对
贫困地区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坚持 “输血”与 “造血”相统一，坚持扶贫与扶智、

扶志相结合。二是加大生态补偿。“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

度，加强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

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除了财政投入之外，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扶贫

小额信贷累计发放７１００多亿元，扶贫再贷款累计发放６６８８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
发放９２万亿元。③ 此外，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科技、
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积极推动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实力，加快改变贫

困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就实现了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目标。三是设立

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近年来，我国大量设立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让从事看山、护

林、保水等生态管护工作的贫困群众获得稳定收入，实现了生态补偿方式的创新。为

了支持生态护林员选聘，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末，我国累计安排中央资金１４０亿元，省
级财政资金２７亿元，在贫困地区选聘１０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担任生态护林员。④

生态公益岗位成为很多贫困群众就业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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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在推进生态反贫困中积极创新这一体

制。一是推动生态环境专项扶贫。国家人口资源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工作职能和

工作分工，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专项扶贫。例如，“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已累计

安排中央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资金２５８亿元，支持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了
１３６万个建制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其中，覆盖了２８４个国家级贫困县的２４６万
个建制村 （余璐，２０２０）。再如，林业部门积极统筹扶贫与生态保护 “共赢”，２０１６
年安排贫困地区中央林业资金４１７７亿元，比 “十二五”年均增长２７％，带动１０８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侯雪静、胡璐，２０１７）。二是建立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我
国积极创新横向生态补偿的方式和方法，健全区际、流域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打响脱

贫攻坚战以来，我国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４４００多亿元，
东部９省市共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１００５亿多元，东部地区
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１万多亿元。① 三是创新生态投入融资方式。为了解决
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国坚持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引入和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 （ＰＰＰ模式）。在具体操作上，政府通过采用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允许和支持各
种社会力量参与生态反贫困。此外，我国坚持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运用集体经济的

力量动员和组织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在大

幅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能力的过程中，我国形

成和完善了绿色发展举国体制。绿色发展举国体制主要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形成的

举国体制。

（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除了社会制度原因之外，贫困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夯实消灭贫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

提，就在于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么，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于是，人

们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 这样，就

根本难以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我国始终坚持开发扶贫和开发脱贫。但是，只有在

保持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成为消灭贫困的经济基

础。这样，就要求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尤其是要平衡好环境

和发展的关系。例如，就贵州的情况来说，一种意见认为，其生态环境基础脆弱，

发展难免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发展要宁慢勿快，否则得不偿失；另外一种意见

认为，为了摆脱贫困，贵州必须加快发展，即使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也值得。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了，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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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面的。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敢迈出发展

步伐就有点绝对化了。实际上，只要指导思想搞对了，只要把两者关系把握好、处理

好了，既可以加快发展，又能够守护好生态。”① 因此，我国坚持按照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努力促进贫困地区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路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大力推动贫困地区的绿色发展。一是大力加强生态环

境建设。我国强调必须将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作为生态反贫困的基础工程，在

贫困地区坚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山地灾害防治、植树造林、荒漠化防治、小流域综

合治理、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交通条件等工作，并将之与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统一

起来。二是大力推动绿色产业扶贫。我国充分重视绿色产业在扶贫中的作用。例如，

光伏发电具有清洁环保、技术可靠、收益稳定等特性，既符合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

略要求，又符合国家清洁低碳能源发展战略要求，因此，我国将之作为扶贫的重要选

择。到２０１９年底，我国共有２７个省 （区、市）、１４００多个县开展了光伏扶贫项目建
设，累计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规模约１５００万千瓦，覆盖约６万个贫困村，年发电
收益约１３０亿元。② 这一绿色产业在实现扶贫脱贫、发挥贫困地区可持续优势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脱贫。贫困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其特殊优

势，可以将之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现在，一说到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人们就将之

归结为穷山恶水。“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

章。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

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

收。”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５年讲到，我国有１３９２个５Ａ级和４Ａ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６０％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７０％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大量贫困村。在这种情
况下，通过发展旅游扶贫、搞绿色种养，就找到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得

益彰的脱贫致富路子。这样，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就可以将穷山恶水转化为绿水青

山，就可以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可见，生态反贫困是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重大措施。

总之，生态脱贫和生态扶贫是我国取得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

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内在组成内容，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减贫治理

中国样本的底色，是全球减贫事业中国贡献的特色。生态脱贫和生态扶贫的本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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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２０１７）：《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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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坚持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与扶贫开发的有机融合，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

裕与脱贫攻坚的内在统一，以扶贫攻坚和脱贫攻坚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扶贫攻坚和脱贫攻坚，最终实现贫困地区人口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中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良好的

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和反贫困事业的高度融合

和创造运用。

目前，由于我国确定的贫困线还低于国际标准，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在巩固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成果上作出新的努力，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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