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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生动力是世代贫困个体得以脱贫的核心心理资源。当前，对脱贫的内生动力仍然缺乏系统性的

解释框架。文章以脱贫的内生动力为切入点，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采用基于深度访谈的扎根理论
方法，运用强度抽样的策略，以海南岛某深度贫困村的成功脱贫个体(7 人)、世代贫困个体(10 人)及扶贫
干部(4 人)为研究对象，构建出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研究表明：1)以消极的价值
观、消极的自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为主体的“三因素洋葱模型”是世代贫困个体的消极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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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社会心理动力的控制感缺失是引致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重要诱因，而贫困个体缺少市场理
性及扶贫的运动式治理可能是导致控制感缺失的外部肇因；3)家长亲职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培植子代
内生动力的过程中起着中间作用，即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可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
内生动力。
关键词 脱贫内生动力；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精准心理扶贫；世代贫困；扎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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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

贫困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什么年代、文化和地域都有贫困的问题。
而不同年代、文化和地域都有学者和政治家致力于思考如何消除贫困。其中，对贫困生成机
制的探究既有助于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贫困现象，又有助于政府与社会选择高效的扶贫政策
及路径，进而既影响着公共行动的取向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亦影响着公共行动及公共政策的
落实。
近六十年来，西方关于贫困生成机制的研究形成了文化致贫、结构致贫及心理与行为致
贫三种解释视角。文化致贫的视角认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会形成所谓的“贫困文化”
(culture of poverty) (Lewis, 1966)，它表现为脱离主流社会文化的习惯、风俗、生活风格、行
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定势等非物质形式(Small, Harding, & Lamont, 2010)。贫困文化不仅
形塑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人格和特征，而且还会造成贫困的弱势累积和世代传递
(Small et al., 2010; Evans,2016)。从本质来看，贫困文化理论持特质论的观点，忽视了穷人为
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不利于贫困治理(Bertrand, Mullainathan, & Shafir, 2006; 徐富明等，
2017)。结构致贫的视角从经济、政治等社会结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源于不合理的社
会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失调，并非是由个人的无能与懒惰造成的，反贫困只有着眼于社会体
制、社会政策、市场条件、宏观环境的调整才能取得持续性的成效(Moore, & Hossain,2005)。
但显而易见的是，社会结构的调整并不能消除所有的贫困，无论何种制度都有贫穷的问题。
心理与行为致贫的视角指出，注意力、认知能力和意志力等有限的心理资源损耗会诱发个体
的非理性决策和行为，使其陷入贫困而难以自拔，然而涉及贫困的心理因素很难简单区分出
前因或后果(Mani, Mullainathan, Shafir, & Zhao, 2013; Shah, Mullainathan, & Shafi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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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himowicz, Chafik, Munrat, Prabhu, & Weber, 2017; 徐富明等，2017)，如在跨期选择中贫困
导致短视的选择，短视又进一步加深贫困，进而形成恶性循环(Haushofer, & Fehr, 2014; 傅
安国，吴娜，黄希庭，2019a)。更有研究者在一篇回顾性综述中指出(Adamkovič & Martončik,
2017)，贫穷的原因和后果之间可能存在循环关系，贫穷的后果(例如，消极情绪、压力或认
知功能障碍)同时又作为贫穷的触发因素，进而造成一个贫穷循环，又称为贫困陷阱。毫无
疑问的是，忽视了心理因素，贫困治理往往事倍功半。
纵观文献，国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贫困的生成机制做了较为深入的探
究，前两个视角是从外部因素切入来探究贫困问题，倾向于将贫困看作是社会问题；后一个
视角是基于贫困主体的内部因素来研究贫困问题，倾向于将贫困归结为个人问题。但本研究
认为，个体的贫困既受到外部资源匮乏的限制，又受到心理资源贫乏的影响，是外部资源与
心理资源共同影响的结果(傅安国，黄希庭，2018；高考，年旻，2016)。只有将外部因素和
心理因素整合起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从系统的角度构建长效脱贫机制，扶贫才可
能事半功倍(傅安国，黄希庭，2018)。将文化、结构和心理与行为完全割裂开来看待贫困是
不合适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与个体的心理及行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况且，三个视
角的理论均源于西方，用来分析我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是否完全适用还有待实证检验。
备受国际社会认可的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
成就(汪三贵，2018)，但是关于中国脱贫成就的心理学故事却鲜有文献报道；且国内学界对
贫困研究大多强调制度建设、项目运行、环境改善等外力推动的作用(郭熙保，周强，2016；
贾俊雪，秦聪，刘勇政，2017；李小云，徐进，于乐荣，2018)，较少关注贫困发生与治理
的心理动力机制。这恰恰忽略了贫困个体积极主动的“行动者”地位，忽视了外因是通过内
因起作用的。正如习近平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扶贫要“既扶贫又扶志，调
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更是
明确指出，贫困不应仅从物质资源的匮乏上找原因，还需要从贫困主体的主观思维上加以认
识(世界银行，2015)。扶贫工作是一项涉及内外资源配备的系统性工程，除了关注外部资源
外，还要在内部心理动力上下功夫。
“扶贫不扶志，到头一场空”。因而，贫困主体内部的心
理动力因素不可忽视。
从过去的贫困研究与扶贫实践来看，这恰恰是国内心理学界所忽视的。
与学界反应不同的是，国家政策及领导层面均非常重视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及其心理因
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在印发的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性文件中均频繁
强调“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但是“内生动力”究竟为何？如何方能激发？此类宏观层
面的政策文件均未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更无具体的激发路径落地。本研究在《中国共产党
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中以
“内生动力”和“脱贫”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2019/07/29)，
共查询到 222 条文献，其中唯一对脱贫“内生动力”描述较为详细的文字为：“加大内生动
力培育力度。我常讲，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现在，一
些地方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现象，‘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
群众不急’
。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
‘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
”
(习近平，2017)。据此，结合国内学者前期的研究(傅安国，黄希庭，2018；傅安国等，2019a；
傅安国，吴娜，黄希庭，2019b)，本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扶贫情境中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power)”不等同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它可能是在核心价
值观(core value system)的指引下，自我通过个人奋斗(personal striving)追求某种独特目标的
行为倾向。故而，脱贫“内生动力”的概念尚未厘清，更遑论相关心理机制的探究，这就使
得相关的实证研究无从谈起，并最终导致在扶贫的对策研究中忽视了心理因素。
为此，本研究力图突破既有研究的成规，以某深度贫困村为研究场域，采用基于深度访
谈的扎根理论，揭示导致个体贫困的内部心理因素(内生视角)和外部关键诱因(外生视角)，
并以脱贫的内生动力为突破点，以期建构出家庭贫困演化的整体心理结构模型，进而为贫困
2

的发生、发展及代际传递提供契合的命题假设及理论解释框架，为国家提高精准扶贫工作绩
效并丰富减贫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同时，本研究尝试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1）世
代贫困家庭的个体经由什么样的心理历程发展到当下的贫困状态？（2）匮乏的内生动力(核
心心理资源)和外部资源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致贫心理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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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方法
研究取样

本研究基于我们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在海南省 B 县 N 村的实地蹲点调研，
在此期间，第一作者的身份是对口帮扶单位责任人，协助第一书记开展工作。本研究的访谈
对象主要来自未脱贫的世代贫困家庭、已脱贫贫困家庭及村级扶贫群体(第一书记、村“两
委”
、帮扶责任人、扶贫工作队)。根据理论取样的原则，采用强度抽样的策略，选取信息强
度和变异量大的典型个案，样本的取舍标准乃是该样本能否(或预期能否)提供新的洞见，以
便促成理论的建构或深化(Flick, 2002/2007; 莱昂斯，考利，2007/2010)。研究之初暂不拟定
访谈的人数，以资料饱和为原则，也就是访谈的数据达到类别间的稳定一致性(consistency)、
理论现象的变异性(variation)与饱和性(saturation)，以及理论的深入性(depth of focus)时，便
停止访谈(刘惠琴，2000)。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文选取对照案例(已脱贫个体与未脱
贫个体)进行访谈，以便材料互相印证。最后研究一共抽取了 21 名(男 10 人，女 11 人)访谈
对象，
均来自不同的家庭，
年龄从 21 岁到 73 岁(20~30 岁 3 人;31~40 岁 6 人;41~50 岁 4 人;51~60
岁 5 人;60 岁以上 3 人)；身份类别涵盖世代贫困村民(10 人)、已脱贫村民(7 人)、第一书记(1
人)、村干部(2 人)、扶贫工作队干部(1 人)等。进行访谈的研究者能熟练运用当地方言进行
交流。

2.2

资料搜集

在深度访谈之前，研究者抽取了 5 位贫困村民进行预访谈，为正式访谈的提纲设计提供
基础。预访谈围绕“脱贫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问题，邀请贫困村民根据个人的想法自由回答，
报告自己对家庭脱贫的认识、家庭成员曾付出的努力，以及对他人在外力帮扶下成功脱贫的
内因分析。正式访谈的时间安排在研究者进村蹲点扶贫期间，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约访，以
受访者有大段空闲且愿意配合为宜，每次访谈约持续 1~3 小时。为获取尽可能丰富完备的资
料，每个受访者约需接受 3~5 次访谈，访谈地点均为受访者家中，环境安静且不受外界干扰。
正式访谈提纲主要包含四个层面：家庭致贫的原因、贫困个体或脱贫个体的特点、贫困者或
脱贫者的行为、贫困对下一代的影响，典型问题如“您认为一个人要想脱贫，他应该怎么样
做？”
“您认为一个家庭能够脱贫(或难以脱贫)，家庭成员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还
不能脱贫的人，您认为他们要做出哪些改变？”等。在访谈过程中，当从访谈对象处所获取
的信息达到饱和时便结束访谈过程。研究者在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将所访谈的录音转化为
逐字稿。

2.3

资料分析

2.3.1 基于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
本研究基于扎根研究运用理论编码来分析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以期进一步发展理
论。在此过程中，资料的分析与资料的搜集或取样是分不开的，只有将资料予以分析后，方
能决定哪些资料或个案该做进一步的整合、以及采用何种方法搜集资料。考虑到文本才是真
正的实证材料，亦是发展理论的最终基础所在，故文本分析过程采用回旋性研究模式(有别
于线性逻辑研究)进行(Flick, 2002/2007)。在文本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必须随时比较并反思整
个研究的过程，使某一步骤中的编码、范畴、理论均照顾到其他个案与资料的各个层面。分
析过程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程序(见图 1)。
2.3.2 QSR Nvivo 11.0 质性分析软件的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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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QSR Nvivo 11.0(简称 N11)质性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编辑、编码和统计构念
(construct)频数等操作。该软件利用导入的中文访谈文本，将非数值性的、无结构的资料进
行索引和搜寻以及理论化，进而有助于研究者编码与搜寻以及建立索引、逻辑关系和理论等
(刘世闵，李志伟，2017；张秀敏，杨莉萍，2018)。需要说明的是，N11 软件(任何质性分析
软件均如此)与统计分析软件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无法将质性分析自动化，亦不能取代质性
研究的所有过程，使用软件的质性研究者才是真正从事研究(如编码工作)的主导者。

图1

扎根理论的回旋性研究流程图

2.3.3 登录与开放式编码
对每一个受访者设置相应的编号(如 PK3 表示第 3 号贫困个体，TP5 表示第 5 号已脱贫
个体，FP2 表示第 2 号扶贫干部)，再使用 N11 软件对导入资料中的各个词语、句子及段落
的内容进行认真斟酌。首先，以“脱贫内生动力”为问题核心，在对比个案资料中搜索反复
出现的意义单元；其次，将文本资料按意义的单元(词语、句子的部分或全部)拆解成不同的
部分或节点；再次，将这些拆解过的节点进行分门别类，以使每一个节点均有相关的注解与
相属的初始概念(即登录码号)，这些码号是最基础的分析单元 (Flick, 2002/2007; 莱昂斯，
考利，2007/2010) (详见附录 1)。
2.3.4 类属分析：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
运用 N11 软件对资料进行类属分析，主要进行主轴编码(二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
编码)。研究者根据开放式编码所建立的编码系统，运用 N11 软件围绕核心问题对开放式编
码中获取的各个码号再一次提炼、调整、归类，将意义相近或相似的部分进行合并，并对码
号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澄清与梳理(Flick, 2002/2007; 莱昂斯，考利，2007/2010)。由于在开
放式编码中所抽取的码号是不同意义单元的罗列，主轴编码主要是将开放式编码所分别命名
的概念范畴进行聚集，顺着向度与属性的直线，将主范畴及次范畴进行相关性联结，通过比
较不同范畴，使资料的各部分构成有机关联的整体(吴继霞, 黄希庭, 2012；张秀敏，杨莉萍，
2018)。在进行相关性联结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同类比较、异类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的方法进行。
选择性编码是在更抽象的层次上处理主轴编码的资料，其目的在于聚拢已发展的范畴
(developed categories)，并通过连结这些副范畴(subcategories)来说明主范畴(major category)，
型塑各个个案的故事(story of the case) (Flick, 2002/2007; 李涛，刘礼艳，刘电芝，2015)。研
究者需要同时在多个重要的现象间衡量与决定，最后生成若干主范畴及与其相属的副范畴，
并使用编码范式——因果条件、现象、语境、中间作用、互动策略和结果等，来继续发展主
范畴的特征与维度，并连接主范畴与其他范畴。

2.4

理论模型构建

在扎根研究的最后阶段，对主范畴的仔细核查会获得具有主要解释效力的一个核心范畴
(core category)。研究者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归纳分析，逐步建构出该理论模型(Flick,
4

2002/2007; 张秀敏，杨莉萍，2018)。具体经过如下四个步骤：第一，在选择性(三级)编码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核心范畴或主题。在选择性编码所建立的树状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不同节点(范畴)之间的关系，最终发展出个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其关键外因的核心范畴。
第二，根据资料的特性初步建立理论模型。根据第一步得出的结果，将选择性编码产生的各
个树状节点分别还原到贫困受访者的原话中进行分析，并根据对照案例的两极表现，发展出
理论模型的核心范畴。第三，将初步建立的框架再次下放到原始资料中，在理论模型与资料
之间进行回旋性比较分析，以验证和修整理论模型。第四，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基于前三个步骤整合脱贫内生动力的内因及其关键外因，建构最终的理论体系(详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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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信度和效度检验

2.5.1 信度检验
根据著名质性研究学者 Flick(2002/2007)的建议，本研究主要从两方面来提高资料与分
析的信度：其一，在提高访谈资料信度方面，本研究加强训练访谈人员，并在预访谈或首次
访谈之后，检核访谈内容和提纲。此外，通过持续比较不同来源资料(贫困者、脱贫者与扶
贫干部)中的相同意义单元，形成资料的三角校正。其二，在提升资料分析的信度方面，本
研究采用的做法是，检视编码所发展出来的各项范畴是否可以用来分析其他段落或受访者的
资料，以及相关分析在对照案例(贫困者和脱贫者)中是否能得到正反资料的支撑，以提升分
析的信度(详见附录 3)。
2.5.2 效度检验
主要采用参与者检验和非参与者检验。对所有检验者的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别进行细
致的审核与处理。若反馈与研究结果不一致或各反馈者意见不同，研究者则返回到原始资料，
进行个案间的持续比较和反思。
如果研究结果的生成有充分的依据，则继续保留该研究结果，
若证据不足则根据建议修订原有结果。无论是否修订，均根据心理学相关理论和研究规范向
检验者做出充分的解释，以期达成共识。最终，不同来源的检验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来帮
助提高研究结果的效度。另外，本研究还通过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规避研究取样、研究者
身份、资料搜集和分析过程等方面的效度风险(详见附录 3)。

3
3.1

结果
内生动力及其关键外因的构成（各级编码的结果）

首先，本研究关于贫困的心理因素共涉及 698 个参考点(即意义单元)，在此基础上抽取
出 28 个相对独立的初始概念(即码号)。此外，本研究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多次检视的过程中
发现，有若干重要的外界因素影响着世代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共抽象出
18 个相对独立的初始概念(其中有 11 个初始概念是已脱贫个体所特有的，它们极有可能就是
阻断贫困传递的关键因素)，涉及 302 个参考点。然后，区分内外因素，将每个码号依据所
包含的参考点数多少依序纳入编码系统(更详尽的编码示例，见附录 1)。
其次，围绕“脱贫内生动力”
，通过比较将 28 个码号归类萃取为 10 个更为精炼的码号(见
表 1)；围绕“制约内生动力的关键外因”，通过比较将 18 个码号归类萃取为 7 个更为精炼
的码号(见表 2)。
表1
序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1

命运观念

22

2

生活观念

31

3

处世态度

26

4

贫富观念

22

5

劳动观念

37

脱贫内生动力的主轴(二级)编码节点分布
主轴编码(范畴)

序号

人生价值观

劳动价值观
5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15

自我激励

22

16

独立自主性

30

17

生活任务

18

18

目标设定

21

19

个人规划

24

主轴编码(范畴)
自强动力

脱贫策略

6

时间观念

18

7

婚姻家庭观念

36

8

生育观念

23

9

经验开放性

18

10

接纳新事物

20

11

自我认知

25

12

自我评价

21

13

自我管理

20

14

情绪调控

34

合计

家庭价值观
观念开放性

自我概念

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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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

30

21

文化水平

27

22

劳动工作能力

36

23

观察学习能力

19

24

脱贫知识与技能

28

25

意志品质

27

26

社会知觉

16

27

社交技巧

23

28

人际关系

24

合计

353
表2

序号

20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脱贫素质

获取支持

345

关键外因的主轴(二级)编码节点分布
主轴编码(范畴)

序号

开放式编码节点

参考点数

1

被动退缩

19

10

父母人力资本

18

2

防御性

20

11

子女人力储备

11

3

及时行乐

16

12

家庭关系和睦

17

4

艺术性表达

19

13

家族亲戚支持

16

5

精灵崇拜

14

14

生活重视

23

6

祖先崇拜

9

15

教育引导

19

7

求助鬼神

15

16

亲情支持

16

8

设法减缓困境

16

17

责任担当

17

9

努力开源节流

17

18

情感投入

20

合计

控制感缺失

神灵庇护

经济能力

145

合计

主轴编码(范畴)
人力状况
关系维护

给予关注

实质陪伴

157

最后，在本研究中，通过对照案例的比较分析，内生动力共构建出价值观、自我观、脱
贫的行为倾向 3 个主范畴，关键外因共形成了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家
长亲职能力 3 个主范畴(见表 3、表 4)。
表 3 内生动力选择性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关系的内涵

人生价值观

包括命运观念、生活观念、处世态度三个维度。贫困者表现为：接受命运、
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享乐主义、畏难被动；脱贫者表现为：不认命、未来
取向、致力于改变后代的命运、勤奋进取、主动把握脱贫机会

劳动价值观

包括贫富观念、劳动观念、时间观念三个维度。贫困者表现：认为富恶穷善、
幻想不劳而获、懒散应付、不守时惜时；脱贫者表现：认为贫穷生万恶、投
机不能脱贫、勤快才能致富、珍惜时间

价值观
家庭价值观
观念开放性
自我概念
自我观

自我调节
自强动力

包括婚姻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两个维度。贫困者表现：家庭不稳定、不关注
孩子教育、早婚早育、要生儿子、缺乏育儿知识；脱贫者表现：家庭和睦、
关注孩子教育、有计划生育孩子，学习科学育儿知识、不嫌弃女孩
包括经验开放与接纳新事物两个维度。贫困者表现：因循守旧、难容异己、
安贫守贱、胆小退缩；脱贫者表现：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
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模式
包括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两个维度。贫困者表现：自卑且好面子、易自我膨
胀、消极看待自己、自我效能感低下；脱贫者表现：自立、自爱、不讲死面
子、善于反省、有较强的自我效能感、能客观认识自身的优点和不足
包括自我管理与情绪调控两个维度。贫困者表现：纵欲的、贪睡的、不自律、
知错不改、好勇斗狠、行为易受情绪支配；脱贫者表现：自省的、自律的、
早起的、冷静示弱、乐观积极、行为稳重理性
包括自我激励和独立自主性两个维度。贫困者表现：自悲的、自我消极暗示、
6

不敢担当、依赖他人、自暴自弃；脱贫者表现：自强的、自我积极暗示、不
等不靠、勤奋自勉、努力改善现状

脱贫的行
为倾向

脱贫策略

包括生活任务、目标设定、个人规划和投资理财四个维度。贫困者表现：懒
散安逸、没有目标、没有规划、投机盲从、关注眼前小利、不开辟创收渠道；
脱贫者表现：善于实干、积极进取、善于规划、不投机不盲从、重视关键利
益和长期利益、会投资理财

脱贫素质

包括文化水平、劳动工作能力、观察学习能力、脱贫知识与技能和意志品质
五个维度。贫困者表现：愚昧无知、不会普通话、劳动工作能力低下、观察
学习能力差、缺乏脱贫知识与技能、不懂投资理财、意志薄弱；脱贫者表现：
具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普通话沟通顺畅、劳动工作能力强、观察学习能力强、
掌握脱贫知识与技能、意志坚强、设法创收

获取支持

包括社会知觉、社交技巧与人际关系三个维度。贫困者表现：糊涂多疑、势
利嫉妒、无支持性关系、不擅沟通、人际关系不良；脱贫者表现：明白的、
信任的、寻求支持、擅长沟通、人际和谐

表 4 关键外因选择性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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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范畴
脱贫情
境中的
控制感
家庭内
部建设
能力

副范畴

关系的内涵

控制感缺
失

包括被动退缩、防御性、及时行乐和艺术性表达四个维度：做事不主动、不敢尝试
新事物、防卫戒备心强、对羞辱很敏感、劳动生活中总是伴随歌舞绘画等艺术形式
包括图腾崇拜、精灵崇拜、祖先崇拜和求助鬼神四个维度，村里的原始宗教体系包
含万物有灵、精灵崇拜、动植物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
指家庭的财富或收入：设法获取资源减缓家庭生活的困境、努力开源节流增加家庭
收入
家庭主要劳力及其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让子女接受教育以储备人力资
本
家庭和睦、各尽其责、家族亲戚强有力的帮扶
对子女生长营养上的重视、对子女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教育引导、亲人为孩子提供情
感支持

神灵庇护
经济能力
人力状况
关系维护

家长亲
职能力

3.2

给予关注
实质陪伴

为人父母的责任担当、承担家长的教养责任、投入情感陪伴子女

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心理机制：
“三因素洋葱模型”

本研究在对照案例(贫困者与脱贫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将扎根研究所建构的个体脱贫
内生动力的核心范畴界定为“贫困个体所具备的价值观、自我观和脱贫行为倾向这三要素的
积极方面的总和”
，据此认为贫困个体内生动力贫乏是造成家庭世代贫困的一个重要成因(内
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见图 2，典型访谈文本详见附录 4)：
其一，价值观念问题(内生动力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人生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家庭
价值观和观念开放性等 4 个维度。价值观作为人格的信念乃至信仰系统处于人格的最高层
面，对人格起着统领作用。它不仅包含认知的范畴，还具有情感和意志的功能，并对动机有
导向作用，亦即，只有那些经过价值判断且被认可的信念，才能转化为行为的动机，并以此
为目标引导人们的行为(黄希庭，郑涌，2015；郭永玉，2018)。因此，价值观是贫困个体行
动的动力，为其自认为正确的行为提供理由支持，决定着贫困个体选择怎样的人生理想、生
活方式和自我态度来度过他们的一生；价值观浸透于整个人格之中，是在个体脱贫的过程中，
支配其理想、信念、态度、观点和行为的一种内心尺度。研究发现，安于现状、因循守旧、
得过且过、畏难退缩等这些价值观可能就是贫困个体动力不足、裹足不前而难以脱贫的成因。
本研究认为价值观处于核心的位置，如果价值观不正确，贫困个体就很难产生积极正向的内
生动力。正确的价值观是脱贫致富并获得幸福的源泉。
其二，自我观念问题(内生动力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调节和自强动力
3 个维度。在人格心理学中，自我可谓是人格的核心，因为个体的认知、情感、动机和意志
行为都要在自我的统合下发挥作用(郭永玉，2018)。根据个体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大
致可以区分出积极的自我观念和消极的自我观念。积极的自我观念是个体不断进取进而脱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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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其中自立、自强、自律、自省和勤奋自勉等特质在个体脱贫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世代贫困个体看待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时，其态度常常是负面，他
们一般拥有如下消极自我观念：自卑且好面子、自暴自弃、自我膨胀、依赖他人、知错不改、
不敢担当等。
其三，脱贫的行为倾向(内生动力的第三层次)，主要包括脱贫策略、脱贫素质和获取支
持等 3 个维度。脱贫的行为倾向，就是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积极脱贫。在追求未来幸福生活
的梦想之路上，贫困个体应该具有积极进取、善于规划、善于实干、善于观察学习、寻求支
持并重视长期利益等行为倾向，进而成为积极主动的脱贫者。反之，若个体没有目标、没有
规划、懒散安逸、投机盲从、意志薄弱、关注眼前小利、缺乏脱贫知识与技能等，就会影响
其积极进取，使之成为世代贫困的家庭成员。

图2

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三因素洋葱模型)

贫困者只有具备内生动力三要素的积极方面，才能成为积极的进取者，才可能脱贫奔小
康。心理扶贫就是要扶持内生动力三要素的积极方面，使贫困人口焕发积极主动的内生动力，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综上，本研究认为贫困个体所拥有的消极的价值观、消极
的自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之间相互促进并加强，“三因素洋葱模型”成为家庭世代贫
困的心理机制，使得世代贫困魔咒难以破解。

3.3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本研究所确立的个体脱贫内生动力(个人心理动力)由价值观、自我观、脱贫行为倾向 3
个主范畴组成，其中价值观是个体核心的驱动力，它与自我观和脱贫行为倾向三者互相影响。
本文所确定的关键外因由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和家长亲职能力 3 个主范
畴构成，即从脱贫个体中所发现的阻断贫困心理传递的外部的关键因素为家庭内部建设能力
与家长亲职能力这两项家庭心理动力，以及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这一社会心理动力。整合内
外动力，本研究所确立的关于世代贫困家庭脱贫内生动力(整体内生动力资源)匮乏的核心范
畴为“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
本研究从多个渠道获取的资料中均发现，在脱贫攻坚力量的全力介入下，原有的贫困村
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扶贫干部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行为模式。已
脱贫的群众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这种巨变，他们与扶贫力量形成良性的互动，促成以开放、
欢迎、配合、支持、接纳为表现的顺应或同化的心路历程；难以脱贫的个体通常对这种剧变
感到焦虑，他们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持续体验到一种不可控制感，表现为控制感缺失。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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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感缺失就会导致被动、退缩、抗拒等行为的出现，进而产生以封闭、冷漠、排斥、反对、
拒绝为表现的抗拒或防御的心路历程，并对新注入的生产方式、公共政策、价值观念等产生
强烈的抗拒，这就阻碍了个体脱贫的内生动力。世代贫困家庭尚蕴藏着从弱势累积的循环中
摆脱的力量，即来自家庭内部的建设能力和亲职能力两项家庭资本，此类家庭心理动力的效
能能够催生家庭内部成员尤其是子代产生积极向上的内生动力。当外部资源出现时，整体内
生动力资源(个人心理动力、社会心理动力、家庭心理动力)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得
家庭能够跳出贫困的陷阱。综上，本研究整合内在心理动力和外部的心理动力，提出世代贫
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理论模型建构过程详见附录 2)，见图 3。

图3

4
4.1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讨论
个体内生动力的心理机制：“三因素洋葱模型”

本部分回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世代贫困家庭中的个体经由什么样的心理历程发展
到当下的贫困状态？基于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的结果，本研究得出结论一：贫困个体
消极的价值观导致消极的自我观，二者共同阻碍主动脱贫的行为倾向，缺乏主动脱贫的行为
倾向反过来又会引致消极的自我观，进一步促成消极的价值观，从而这一循环机制形成世代
贫困个体的心理机制。
首先，价值观既处于内生动力的核心位置又处于人格的核心地位，是个体区分好坏、益
损、美丑、正确与错误，及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信念系统，它不断引导着人们追求自己的
理想，并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还决定着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选择(黄希庭，
2014，2017)。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文化特殊性(culture-specific)的价值观念，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具有持久
性，但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改变(黄希庭，2014)。价值观无疑是贫困个体行动的核心动力，
贫困个体选择何种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都由其价值观决定(傅安国等，2019a，2019b；傅安
国，邱林晚，2018)。
有研究发现，父母向孩子传输“公正世界信念”
“努力才能改变”的价值观，即相信个
人能通过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摆脱家庭贫困，改变自身的命运
(Armstrong, 2012)。还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文学、戏剧、影视等大众文化中，穷人一直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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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积极正面的特征，而富人一直被刻画为消极负面的现象，即“有钱人是坏的，穷人是好
的”
，这种补偿性刻板印象形成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且非常不利于贫困人口脱贫
致富(Fu et al., 2019; 傅安国，解智宇，2019)。因而，要揭示贫困个体的心理规律和机制，
心理学者就必须要研究他们的价值观。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对未来抱有信心，个体就更倾
向于做长远的打算(比如，重视子女教育、看重未来收益)，也就更容易脱贫。
其次，自我观是内生动力的第二层次。自我观是指一个人关于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
与社会的关系的观念系统；它本身又是充满感情的，并以自我同一性为基础(黄希庭，郑涌，
2005)。个体需按照与自我观念相一致的方式行动，且自我不仅决定着个体对各种经验的解
释，而且还影响着个体对未来的期待(黄希庭，尹天子，2016)。比如，一个自认为能力有限、
改变不了贫困现状的个体，他就不可能采取主动脱贫的行动，政府帮扶养的几头猪在一场猪
瘟中全死后，他更倾向于解释自己能力不行、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脱不了贫正是自己“期待”
的结果。自我观念引发与其相一致或自我支持性的期望，并使个体倾向于采用可以导致这种
期望得以实现的行为方式(黄希庭，郑涌，2005)。因此，当个体的既有自我观念消极时，每
一种经验和期望都会与消极的自我评价及行为联系在一起；若自我观念积极，每一种经验或
期望就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有了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才可以更好地完善个体的人格，形
成自爱、自立、自省、自信及自强等积极的自我观念(黄希庭，2017)。
最后，脱贫的行为倾向处于内生动力的第三层次。贫困个体脱贫的基础第一是要拥有脱
贫的素质，即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备观察学习的能力和劳动工作能力、掌握脱贫致富的
知识和技能并能持之以恒；第二是要设定脱贫的目标并制定相应的规划，还要有投资理财的
眼光；第三是要整合身边的资源，获取周围的人际支持(傅安国，黄希庭，2018)。价值观和
自我观就决定着脱贫行为的倾向是否表现出来。
本研究所扎根出来的内生动力理论模型，是三因素(价值观、自我观及脱贫行为倾向)层
层嵌套的“洋葱模型”
，这一模型亦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Verplanken 和 Holland(2002)通过
六项实验研究发现，只有当价值观是自我观的核心且被激活时，才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例如，
当环境价值观是自我概念的核心时，个体才会选择那些对环保有利的消费行为；个体的利他
价值观为自我关注的核心时，其表现出更多的捐赠行为。还有研究通过将价值观内化到个体
的自我系统中，启动并突出自我，结果发现价值观对行为的影响增强(Tao & Au, 2014)。新
近的研究通过更系统地探究价值与自我的关系，发现包含在自我概念中的价值观比不包含在
自我概念中的价值观更能预测环保行为这种大类别行为(Ehret, 2019)。据此本研究初步认为，
对个体的人格来说，价值观比自我观处于更内核的位置，自我观相对来说更具有统合功能。
同时，从中国情境中的扶贫实践来看，相比社会文化自我模型(sociocultural self model)(尤瑾，
杨蕾，商士杰，余诗景，2016)中重视文化系统，内生动力洋葱模型以个体价值观为切入点，
更有利于心理扶贫的落地操作。
此外，中国扶贫语境下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power)”，亦不等同于西方心理学语境
中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张春虎，2019)所指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脱贫内生动力是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自我通过个人奋斗主动追求脱贫目
标的行为倾向。在偏僻闭塞的贫困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原始且落后，不少人从未接触外面的
世界，亦不认为自身贫困，这种情况下的贫困个体很难产生自主性的动机(正如自我决定论
所强调的)，亦难形成现代主流社会文化认可的独立型自我(正如社会文化自我模型所重视
的)，比较高效可行的心理扶贫方式是，加强内生动力尤其是积极价值观的开发，因为贫困
个体内生动力的三要素是能够培植、开发、测评与干预的。

4.2

影响个体内生动力的外部肇因及其心理机制

本部分回答开篇的第二个问题：匮乏的内生动力（核心心理资源）和外部资源要素(关
键外因)是如何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致贫心理机制的？下面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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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缺失对内生动力的影响
当前扶贫攻坚阶段投入的巨量资源，给贫困群众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贫困群
众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其对新注入的价值观念、公共政策和生产方式是否具有控制感？这是
研究者首先要考虑到的。控制感是指人们相信自己的选择和行为与相应的结果存在一致性的
一种认知状态(蒋明，高定国，2014)，亦即人们认为事件的后果是取决于自身行为的一种信
念。控制感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资源，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具有控制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
(Rotter, 1966)。基于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本研究得出结论二：缺少市场理性及脱贫
情境中的运动式治理共同引致世代贫困个体控制感缺失，导致被动退缩、艺术性表达、及时
行乐与寻求神灵庇护等控制感补偿行为，进而诱发消极的内生动力。
属热带季风气候的海南岛雨水充沛、四季气候不变，草木生长茂盛，“土上插根棍子都
能长成树”
（扶贫干部语）
；N 贫困村更是风景如画，恍若世外桃源。长期生活在这一环境中
的村民形成了“靠天吃饭”的劳动生产经验，养成顺其自然、安贫乐贱的生活模式。因而，
自给自足的贫困群众适应了低收入的自然经济，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商品经济的意识，在追求
效率、讲究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中，表现得非常弱势和被动；由于缺乏市场理性，导致他们
毫无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怯于求新求变，加之沟通不畅，使其控制感受到严重威胁(典型
访谈文本见附录 4，下同)。
此外，在当下扶贫攻坚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省里的扶贫攻坚战略落地到基层政府往往
演变为“运动式”扶贫，
“轰轰烈烈的场面与实实在在的效果之间存在反差”(国家巡查组反
馈语)。贫困的这种“运动式治理”不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和建立长效机制，而侧重对上级整
改目标的应急处理，在治理工作中经常采取简单的“一刀切”办法(王辉，2018)，并且往往
朝令夕改，令贫困群众无所适从，丝毫没有控制感。毋庸置疑，在贫困问题普遍累积的背景
下，运动式治理是完成减贫任务的高效机制。但导致贫困的根源问题在运动式治理中很难得
到解决，在应急性治理结束后，一遇诱因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反弹，在下一次应急治理中政
府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成本；于是反复的运动式治理就会愈演愈烈，不仅政府的能力和信用
会遭到质疑(赵旭光，2017；田雄，郑家昊，2016)，而且贫困群众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就
会持续体验到一种不可控制感，这就意味着控制感缺失，进而又导致退缩被动、防御性应对、
及时行乐与不计未来等行为的出现(郭昫澄，郭永玉，2012)。
当贫困个体处于低控制感的扶贫情境中时，情境中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感受到深深
的焦虑，焦虑感进一步驱使个体心理系统通过其他途径来重建并恢复控制感，以重新获得结
构感和秩序感，这种现象心理学上叫控制感补偿；研究发现常见的控制感补偿方式有世界观
防御、艺术性表达、个体知觉偏向、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郭昫澄，郭永玉，2012)。N 村人
的能歌善舞的艺术性表达被认为是一种维护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补偿方式，人类擅长用歌舞
或绘画等艺术形式来表达喜悦、焦虑或不安(孟沛欣等，2005)。而寻求神灵庇护则是一种古
老的消极的宗教信仰补偿。它使个体相信有超自然的强大力量存在，任何好坏事件的发生都
是神明的控制，这就使得个体的控制感降低时，会转向宗教来获取补偿(Kay, Gaucher,
Mcgregor, & Nash, 2010)，甚至当社会保障系统失去补偿作用的时候，个体依然会寻求神灵
庇护来获得控制感补偿(Kay, Shepherd, Blatz, Chua, & Galinsky, 2010)。在扶贫干部和研究者
看来，毕竟生病了不找医生而求助道公娘母或拜树求石，最终会贻误病情。这与社会中上层
人士信仰中国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等主流文化所包容的制度性宗教不同，贫困人口的宗教信
仰依靠的是民间的民俗信仰，严格来说它是一种低层次的迷信。正如迷信的心理学研究所指
出的(王淑娟，李朝旭，2005)，这种民间迷信有其特定的心理安慰功能，能为处于控制感缺
失中的个体提供一个超然的避难所，成为贫困个体减轻心理焦虑，适应社会，求得生存的一
种途径。但迷信绝不是科学，与其他控制感补偿行为相同的是，它们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现
实存在的问题，只能使人们对其产生负性的心理依赖，表现出认知功能损害、意识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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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更不利于激发贫困个体的内生动力。
综上，不适应市场经济以及运动式扶贫使得贫困个体控制感受到威胁并降低，进而诱发
出被动退缩、防御性应对、及时行乐与寻求神灵庇护等控制感补偿行为，这些补偿行为必然
对贫困个体的价值观(如“人生都是命”“哪晓得明天会怎样”)、自我观(如“我什么都控制
不了”
“脱贫是干部的事”)和脱贫的行为倾向(如“幻想发财而不行动”
“做事首先想到的是
困难和麻烦”)产生消极影响，导致贫困群体长期缺乏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4.2.2 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内生动力的影响
之所以重视家庭因素，是因为在中国农村社会层层嵌套的多层次组织结构(如村庄、生
产队、家庭等)中，家庭不仅是个人社会化的最重要、最初始的环境，而且也是代际关系的
重要桥梁，在世代贫困及贫困代际传递的探究中，重视家庭相关变量就显得尤为关键(谢宇，
胡婧炜，张春泥，2014)。基于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本研究得出结论三：家长亲职
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培植子代内生动力的过程中起着中间作用，即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可
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内生动力。
Coleman(1988)认为，在各种影响子代的家庭变量中，家庭内的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家庭内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儿童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父母提供的资本包括是否实质
陪伴及是否给予关注两项重要指标：前者表示代际物理性、实体性的链接关系，从实体性的
链接关系中，个体受到生活上实质的照顾，行为上获得正向的指引，生存的安全与成长的发
展从而获得保障；后者则代表精神性、心理性的互动关系，个体的情绪得到接纳，正向思考
的能量与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被激发，积极向上提升的斗志被鼓舞，从而发展出克服困难的
信心与勇气(Coleman, 1987)。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使子女与父母的人力资本连结起来，为子代
提供了摆脱世代贫困的契机。本研究归纳出 2 个存在于成功脱贫的世代家庭中的家庭资本：
家庭内部建设能力与家长亲职能力。这 2 个因素具有向上流动的正向力量，可作为世代贫困
家庭优势累积的动力。
本研究在探究世代贫困家庭的负向心理动力及弱势累积的过程中，发现了明显的正向力
量及脱贫趋势。这些家庭所处的现状展现出一定的内部建设能力，家庭内部建设能力的指标
体现在访谈中的摘要有“感谢妈妈没有跑掉、体谅父母的辛苦、心疼爸爸辛苦挣钱、让我能
够安心学习、全家一起努力、坚强的面对困难、感恩、回报社会、敞开心扉、心境改变、态
度积极、要自强自立、帮助他人”等，这些都给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带来了积极的家庭心理
动力，帮助他们树立正向的价值观、积极的自我观，并培养主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不少家庭
均表示“家和万事兴，齐力才能脱贫”
“砸锅卖铁捡破乱也要让孩子上学”，正是他们隐约地
意识到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对未来的重要性。在 N 村已经脱贫的家庭中，我们则看到家庭内
部建设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子女的内生动力。实证研究亦发现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如主
观家庭生活水平)影响子女的内生动力(如幸福感)(徐佳，赵旭东，2018)。
父母亲职能力本应是较为常见的家庭能量，但在 N 村难以脱贫的世代家庭中，贫困代
际传递的诱因均来自家长未尽为人父母的职责，其中家长婚外情、不为家计、打架斗殴、投
资失败等均为常见的家长角色失范，使得贫困在代际传递。摆脱世代贫困的受访者，却能共
同建构出类似的经验，父母亲职能力在其叙述中的摘要有“母亲角色、父母责任、亲子沟通、
到爸爸打工的城市过暑假、休假回来带我们、和我们讨论将来的发展与出路、希望我们多读
书、担心我的教养和照顾、不把脾气撒在我们身上、陪我们玩耍、给我们补身体、辅导家庭
作业、为了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训练我独立、弥补我们”等。本研究发现，实质陪伴与给予
关注两项亲职能力是贫困家庭子代得以摆脱贫困的重要家庭社会资本。
在 N 村近年成功脱贫的世代家庭中，家长的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虽然不能给子女提供
强有力的发展资本，但这些家长普遍表现出的亲职能力，对子女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
资本。这一代家长在自身处于孩童的阶段，因缺乏家长提供的发展机会与关注陪伴，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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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与成长资源缺失的双重匮乏下成了贫困儿童。当其角色转化为贫困家长时，其弥补性、
觉醒性的亲职能力自发形成，为子女的发展创造向上提升的推力，使子代形成积极的价值观、
正向的自我观，具备主动脱贫的行为倾向。当外部扶贫资源出现时，这股从家庭内部涌现的
推力，就会活化家庭资本并发挥适时的衔接功能，形成与社会生活重新接轨的机会。
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诱发子代脱贫内生动力的过程中，家长亲职能力起着重要的中间作
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可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内生动力。已有研
究发现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家长亲职能力(如父母鼓励阅读)(顾红
磊，刘君，夏天生，2017)。实证研究还发现，无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如何，父母亲的
接纳与参与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及以后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于凤杰，赵景欣，张
文新，2013)，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减少贫困儿童的问题行为(管健，孙琪，2018)。因此，只
有家庭资本的优势累积，才能使世代贫困家庭的子女迸发出脱贫的内生动力，形成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如“付出就有回报”
“读书才能跳出村里”)、自我观(如“困难我都能克服的”
“不
能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脱贫的行为倾向(如“刻苦学习、向比自己优秀的人学习”“假期打
工赚取生活费”)，进而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3

研究意义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以脱贫的内生动力为切入点，首次厘清了内生动力的心理学概念，确立的“内生
动力三因素洋葱模型”能初步解释贫困个体脱贫内生动力匮乏的原因，对国家扶贫工作巡查
组关切的“内生动力”激发不够问题亦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为心理精准扶贫的开展提供了理
论上的支撑，同时也为揭示个体的需求与动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研究还将导致世代贫困
的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关键因素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框架，建构出的“世代贫困家庭的整
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对中国情境下的脱贫内生动力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解释框架，为
构建激发内生动力的长效机制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亦为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总结
中国的扶贫经验提供了一种心理学的可能。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启发性的观点，但囿于主题的复杂性及资料的限制，只能作一个
概览性的考察。从研究内容来看，未来应根据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编制出具有较高信度和效
度的《脱贫内生动力量表》(endogenous power scale for poverty elimination)，验证世代贫困家
庭的心理机制，廓清心理动力中各因素的权重，并分析贫困群体中不同年龄群体的心理动力
状况；从研究对象来看，世代贫困心理机制的研究扩展至其他省份或国家非常必要，据此可
以对世代贫困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进行精度验证；从研究方法来看，未来应根据系
统论的观点，以生命历程为线索，采取质性分析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用纵向研究和横
向研究结合的路径来探讨世代贫困的心理机制，系统地进行理论论证；从扶贫实践来看，未
来应根据内生动力的三因素洋葱模型提出高效可行的精准心理扶贫措施，建立激发脱贫内生
动力的心理干预机制，以丰富贫困治理的心理学路径。

5

结论

根据上述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主要结论如下：
（1）以消极的价值观、消极的自
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为主体的个体心理动力“三因素洋葱模型”是世代贫困个体的消
极内在驱动力；
（2）作为社会心理动力的控制感缺失是引致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重
要诱因，缺少市场理性及扶贫的运动式治理是造成贫困个体控制感缺失的外部肇因；
（3）家
长亲职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培植子代内生动力的过程中起着中间作用，即家庭内部建设
能力可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内生动力。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
扶贫是一项系统性的资源配置工程，过去的扶贫工作忽视了内部的心理资源（内生动力），
当下的精准扶贫应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以心理扶贫为重点，以外部关键肇因为抓手，使整体
内生动力与外部扶贫资源整合发力，形成内外共治、标本兼治的扶贫格局，是世代贫困走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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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and vexing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Althoug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lleviating poverty in China,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manage the
intractable generations that have been affected by poverty. Endogenous power is the core
psychological resource for low-income individuals to move out of poverty.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elimin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ich may result in a scarcity of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negle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his study de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dogenous power of generations of low-income individuals with a goal of providing proposals on
psychologicall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earchers utilized an intensity sampling method to obtain study participants, and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as adopted as research methodology. Participants
comprised individuals who had successfully (seven people) or unsuccessfully (ten people) pulled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as well as poverty alleviation cadres (four cadres) from a deeply
impoverished village on Hainan Islan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l endogenous
power depletion model for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dogenous power
for poverty elimin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study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 of grounded theory, and we analyzed the data with Nvivo
11.0.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preliminary analysis, generic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conducted. Inspe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non-participant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results’ validity.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First, the “Three-factor Onion Model”
with negative values, negative self-concept, and the behavioral tendencies of passive anti-poverty
as the core factors was found to b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generations of low-income
individuals. Second, perceived control loss as a psychosocial driving force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lack of endogenous power among those poverty-stricken people for genera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a lack of market rationality and campaign-styl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external
causes of perceived control loss. Thir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ner capacities,
parenting capabilitie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s they take an intermediate rol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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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romotion of endogenous powers to their offspring and help cultivat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fami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lace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external key factors that
lead to generational poverty into a holistic research framework. Although some enlightening views
have been obtained, the resul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complexity of the them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ata, and only a general exploration could be made. In the futur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may be adopted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Depletion Model for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Key words
integral endogenous power depletion model; endogenous power for poverty
elimination; psychologicall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generations of poverty; grounded theory

19

附录 1：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列举
下表为开放式编码取得的范畴与初始概念，囿于篇幅，附表 1 仅为每个初始概念报告一
对积极和消极的对照参考点，附表 2 中每个初始概念亦只报告一个参考点。
附表 1 内生动力的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范畴

原始资料

[初始概念][参考点数]

●PK3 到现在那是命啊，怪我自己的命不好啦！人生就是这样，落地八分命
○TP5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不能让儿子像我爸那样穷到死
人生价值
观

●PK6 我管不了那么多，哪晓得明天会怎样，(扶贫猪苗)先宰了吃再说
○FP2 别人都不要的荒坡，他五年前就借钱承包种花梨木苗，现在转手卖 300 [生活观念][31]
块一棵，翻了 150 倍
●PK8(危房改造款等级)他们怎么定就怎么定吧，(兄弟共有祖屋)还要写申请、
分户口、跑派出所，太麻烦了，还不晓得弄不弄得到
[处世态度][26]
○TP2 事在人为，有政策、有扶持、有机会就要主动抓住，付出才有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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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 人一有钱就变坏，我穷但我心安，没有关系、没有外财怎么可能发财？

劳动价值
观

家庭价值
观

观念开放
性

自我概念

自我调节

自强动力

○TP4 贫穷生万恶，(村里)偷鸡摸狗的人为什么那么多，还不是因为穷
●PK2 有钱人都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光靠体力活怎么可能赚
钱？……公家的钱不要白不要
○TP2 那些人一天到晚就研究彩票，勤劳才能致富，我是不相信天上会掉馅
饼
●PK4 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上午喝酒下午睡觉，做事
拖拉
○FP1 他珍惜时间，干活效率高，又有规划，有政策支持两年就脱贫了
●PK5(父亲)他就是在外面乱搞(女人)，没有见他拿钱回来过，也没有关注过
我们的学习……我妈妈就这样瘦瘦的一个，他还天天打
○TP4 家庭稳定，夫妻关系和睦，才可能脱贫……从小感受家庭温暖的小孩，
成绩大多不差
●PK7 快 40 终于生下这个儿子，中间流过 5 次产，大女儿今年都 19 岁了……
只求孩子长大成人，成为家里的劳动力
○TP3 儿女都是自己骨肉，关键是小孩健康，好好培育，认真读书将来才有
出息
●FP3 就是听不进去建议，你说很多，他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来，批评一下
又伤了他自尊
○TP4 不管好话歹话，别人说的我们都要能听进去，要能经常反思自己，这
样才有长进
●FP3 改水、改电、改厕都遇到困难，他们就觉得自己的旧东西好，新东西
要再观望下
○TP6 听说新的种植方法能增产三成，我马上第一个报名参加培训，科学的
东西，要敢于尝试
●PK10 我们和外头的人打交道老吃亏，在自己人面前又非常自大，“自我膨
胀得裤档都装不下”就是说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牛的人
○TP5 其实也不是我们笨，只是我们都生活在传统里面，生活模式不适应市
场规律、不适应市场经济，肯定就穷了
●PK3 我们家无休止的动荡，生活告诉我，我什么都控制不了，我很失败
○TP4 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要乐观也要努力，抓住政策支持，时来
运转
●PK10 早上就开始喝酒，喝到快中午睡一觉，醒来继续喝酒
○TP3 坚持早睡早起，早上 5 点起床……生活控制得有规律，才干得出活来
●FP1 每次遇到摩擦，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跟人家干架……太多情绪化的人
○TP3 丁点小事就头破血流，是非常不值得的，不能比野蛮，要比比谁能致
富
●PK3 这一生我觉得很累⋯⋯没有办法，现在我的身体变成这样了，我还能怎
样？
○FP1 努力工作更重要，付出才有回报，没有努力就不要为自己的穷找借口
●FP3 半夜农户给我电话说“主任，你的(扶贫)猪死了”，我说这是你的猪

脱贫策略

[命运观念][22]

○TP1 关键要认识到，脱贫不是干部和国家的事，而是我们自己的事
●FP1 不少年轻人重活累活不愿干，到城里找个月薪千把块的工作，一周工
作不超过 20 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
○TP6 坐在那里抠抠脚丫、喝喝茶、吹吹牛，一天就过去了，常年如此，怎
么可能脱贫
●PK2 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找一份全职工作，挣到的钱就像毒品一样——会让
1

[贫富观念][22]

[劳动观念][37]

[时间观念][18]
[婚姻家庭观念]
[36]

[生育观念][23]

[经验开放性]
[18]
[接纳新事物]
[20]

[自我认知][25]

[自我评价][21]
[自我管理][20]
[情绪调控][34]

[自我激励][22]
[独立自主性]
[30]
[生活任务][18]
[目标设定][21]

你短期内感觉良好，但会阻止你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TP4 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近三年达到什么目标，不计划做不成事
●PK8 他经常在嘴上说努力有多么重要，不切实际的幻想发财，但从来没有
脚踏实地的做过什么事
○TP2 眼睛就放在今天的两顿饭，不考虑将来是不行的，特别是小孩的教育
●PK4 去年好不容易赚了 5 千块，我说买点鸡来养，扶贫支援单位也帮我们
卖，回本快，他非得买槟榔来种，一下子手里又没有钱了
○TP7 眼光很重要，我都是把上年的收入三七开，三成用在回报慢的，像种
花梨木；另外七成用在回报快的，像种水芹、养鸡
●PK5 读书太少，普通话说不好，去海口当服务员都没人要
○TP2 还是感谢父母让我读完了初中，我能读懂东西，会自学技术本事
●PK7 三个男人就两个患病，儿子还在上小学，我们女人很多重活又干不来
○TP4 传统割胶方法产胶量低，胶树寿命短，我总结的新方法，能增产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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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素质

●PK1 没有办法，别人教都教不会，怪不了别人，都怪自己太笨
○TP3 致富能手都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不仅从书本上学，而且还会模仿成功
的人
●PK2 我身体很健康，力气使不完，我就想你们帮我找个门路，让我能赚点
钱
○TP1 我们晚上织黎锦挂毯，旺季再拿到旅游景区去卖
●PK4 我家男人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开始做，首先想到的是一堆困难和麻烦

[个人规划][24]

[投资理财][30]

[文化水平][27]
[劳动工作能力]
[36]
[观察学习能力]
[19]
[脱贫知识与技
能] [28]

[意志品质][27]
○TP1 有钱了大家都看得到，我也遇到不少困难，打过退堂鼓，但都挺过来
了
●PK1 干部说给我们仔猪、羊崽、鸡崽，我们养大，他们再找人来买，我之
前认为这样的好事是骗人的
[社会知觉][16]
○TP1 学习比自己富的，帮一把比自己穷的，团结志同道合的搞出规模
●PK8 遇到事情不会讲道理，就是斗狠，要不就是撒泼，我都不晓得怎么说
好
获取支持
[社交技巧][23]
○TP2 邻里都很团结，平时度过难关都是靠他们，活忙不过来也是相互帮把
手
●PK6 女人就是爱挑拨是非，弄得我们兄弟都像仇人，搞得鸡飞狗跳
[人际关系][24]
○TP7 人脉也是本钱，我讲信用讲感情……当初没有本钱，是大家帮我集资
的
注：
“●”后对应的为消极心理资料，
“○”后对应的是积极心理资料；表中的字母分别代表 PK（世代
贫困个体）
、TP（脱贫个体）
、FP（扶贫干部）
，字母后面的数字为访谈对象代码；每两类相对的“原始资
料”中标出据资料抽取出的“初始概念”
，
“参考点数”指初始概念（积极或消极的）在访谈资料中呈现的
总频次。下表同。
附表 2 关键外因的开放式编码及范畴化
范畴

控制感缺失

神灵庇护

经济能力

人力状况

关系维护

原始资料[初始概念][参考点数]
FP3 作物要护理了也要我们扶贫干部提醒，通知他们到村里去上扶贫电视夜校却说天黑看
不清路[被动退缩][19]
PK5 我们现在都晓得，跟外面商人打交道要小心，他们很狡猾……经常欺骗了我们，还侮
辱我们蠢[防御性][20]
PK2 一切都有上天安排，还是顺其自然的好，该喝酒就喝酒，该唱歌就唱歌[及时行乐][16]
PK6 我们就是喜欢唱歌跳舞，结婚唱歌跳舞，亲人离世也唱歌跳舞，连驱鬼请神也要唱唱
跳跳[艺术性表达][19]
PK3 那棵树传说有几千年了，成仙了，生病了去拜很灵[精灵崇拜][14]
TP4 祖山、祖水、祖地、祖祠，都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是不能侵犯的，祖灵我们都要
拜[祖先崇拜][9]
FP2 生病时求助道公、娘母来捉鬼，宰牛杀猪拜神祭鬼，小问题就求助我们黎族草药医生[求
助鬼神][15]
TP2 要去镇里上初中，妈妈把结婚时穿过的漂亮衣服，就是黎锦做的，拿来给我改了一套
衣服，多余的布还做了个漂亮书包[设法减缓困境][16]
TP4 阿嬷总是很能干，她总能想法子变出钱来，养母鸡卖蛋，采草药卖，做粑粑到镇上卖，
有点积蓄后又买了两头母猪[努力开源节流][17]
TP1 我爸爸在政府的帮助下治好了病，他又是初中毕业，很爱学习，很快就在镇农技站的
帮助下把家里的橡胶、槟榔种起来了[父母人力资本][18]
TP3 别的孩子都打工去了，爸妈一直要求我和妹妹一定要上完大学，我实在读不下去书，
他们还是鼓励我上高职、学技术[子女人力储备][11]
TP2 父母都很相爱，也很孝敬老人，一家人和睦团结，大家都努力的干活挣钱，日子就越
过越好了[家庭关系和睦] [17]
TP4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几个哥嫂都来帮助我们，出钱出力，就这一口气上来了，日子就
好过了[家族亲戚支持]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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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陪伴

TP5 小孩子正长身体，要弄点鸡呀鱼虾什么的补补身体，不要亏欠了[生活重视][23]
TP3 我读小学的时候，他每天晚上教我算术，后来读初中他也不会了，但是他会经常告诉
我成绩好的同学要多交往[教育引导][19]
TP5 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就要多鼓励，发现他身上别人没有的优点[亲情支持][16]
TP1 把孩子扔给老人带不行，所以我和老公决定等他上初中了，我们再出远门干活，现在
就在周边找点事做[责任担当][17]
TP2 我晓得读书重要，儿子晚上学习到几点我就陪到几点，我在一旁给他扇风赶蚊子[情感
投入][20]

此外，在各级编码的萃取和聚拢过程中，主要通过同类比较、异类比较、横向比较和纵
向比较的原则进行。譬如，研究者进行异类比较，发现开放式编码中“投资理财”“个人规
划”
“目标设定”
“生活任务”4 个码号与“劳动工作能力”等 4 个码号具有资料的差异性，
因此将前者归类萃取到另一个类属，即“脱贫策略”
；研究者进行同类比较，发现开放式编
码中“生活观念”
“处世态度”
“命运观念”3 个码号具有资料统一性，于是将这 3 个码号归
类萃取到同一个类属“人生价值观”中；研究者对配对(脱贫与未脱贫)受访者呈现的资料进
行横向比较，对同一受访者呈现的资料按照故事发展脉络进行纵向比较，发现“自我认知”
“自我激励”
“自我管理”等 3 个码号体现出主观自我的三个层面，故而将这 3 个码号分别
依次归类于“自我概念”
“自强动力”“自我调节”这 3 个不同的类属。

附录 2：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
本研究所确立的关于贫困个体脱贫内生动力(整体内生动力资源)匮乏的核心范畴为“世
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具体经过如下四个步骤：
其一，在选择性(三级)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核心范畴或主题。在选择性编码所建立
的树状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节点(范畴)之间的关系，发现贫困个体的“消极的价值
观”“消极的自我观”“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此三个树状节点均可以由“内生动力(个人
心理动力)”这一节点所囊括或涵盖；“家庭内部建设能力不足”“家长亲职能力缺位”这
两个树状节点可以由“家庭心理动力”这一节点所囊括；“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缺失”可以
由“社会心理动力”所涵盖。根据这三者最终发展出核心范畴“整体内生动力资源” (见图
2)。
其二，根据资料的特性初步建立理论模型。根据第一步得出的结果，将选择性编码产生
的六个树状节点分别还原到贫困受访者的原话中进行分析，发现消极价值观是个体核心的内
驱力，它与消极自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三者互相影响，形成代际传递的贫困心理；从
已脱贫受访者中所发现的阻断贫困心理传递的外部的关键因素为家庭内部建设能力与家长
亲职能力这两项家庭心理动力，以及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这一社会心理动力。根据对照案例
的两极表现，发展出理论模型的核心范畴为“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
型”(见图 2)。
其三，将初步建立的框架再次下放到原始资料中，在理论模型与资料之间进行回旋性比
较分析。从多个渠道获取的资料中我们均发现，在脱贫攻坚力量的全力介入下，原有的贫困
村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扶贫干部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经验与新的行为模式。
已脱贫的群众一般都能较好地适应这种巨变，他们与扶贫力量形成良性的互动，促成以开放、
欢迎、配合、支持、接纳为表现的顺应或同化的心路历程；难以脱贫的个体通常对这种剧变
感到焦虑，他们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持续体验到一种不可控制感，表现为控制感缺失。控
制感缺失就会导致被动、退缩、抗拒等行为的出现，进而产生以封闭、冷漠、排斥、反对、
拒绝为表现的抗拒或防御的心路历程，并对新注入的生产方式、公共政策、价值观念等产生
强烈的抗拒，这就阻碍了个体脱贫的内生动力。世代贫困家庭尚蕴藏着从弱势累积的循环中
3

chinaXiv:201910.00041v1

摆脱的力量，即来自家庭内部的建设能力和亲职能力两项家庭资本，此类家庭心理动力的效
能能够催生家庭内部成员尤其是子代产生积极向上的内生动力。当外部资源出现时，整体内
生动力资源(个人心理动力、社会心理动力、家庭心理动力)与外部扶持资源形成合力，使得
家庭能够跳出世代贫困的陷阱。
其四，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体系(见图 2)。具体来说，基于前三个步骤将消极的
价值观、消极的自我观、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家庭内部建设能力不足、家长亲职能力缺位、
脱贫情境中的控制感缺失等进行整合，建构理论模型：以消极的价值观、消极的自我观和被
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为主体的个人心理动力是世代贫困个体的消极内在驱动力；作为社会心理
动力的控制感缺失是引致世代贫困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重要诱因，而贫困个体缺少市场理性
及扶贫的运动式治理可能是导致控制感缺失的外部肇因；家长亲职能力在家庭内部建设能力
培植子代内生动力的过程中起着中间作用，即家庭内部建设能力可促进家长亲职能力的提
高，进而激发子代脱贫的内生动力。综上，我们整理内在心理动力和外部的心理动力，提出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附录 3：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
严格来说，质性研究的信度很难用一种通用的量化标准来衡量。在质性研究中，不能将
信度理解为多次重复资料搜集能否获得相同资料与结果的程度(Flick, 2002/2007)。本研究主
要从两方面来提高资料与分析的信度：其一，培训访谈人员，检核访谈内容和提纲。比如提
问“您觉得邻居张××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脱贫？”因指向性太强，后修改为“还不能脱贫
的人，您认为他们要做出哪些改变？”其二，提升资料分析的信度。本研究采用的做法是，
检视编码所发展出来的各项范畴是否可以用来分析其他段落或受访者的资料，以及相关分析
在对照案例(贫困者和脱贫者)中是否能得到正反资料的支撑，以提升分析的信度。
3.2 效度检验
3.2.1 参与者与非参与者检验
首先，参与者检验。为了避免资料的过度解读及扎根过程的主观武断，研究者在得出初
步研究结果后，将编码和结论反馈给访谈对象，从资料的描述效度、分析效度两方面接受检
验。研究者选取了 4 名被访谈对象(均为高中以上学历)对编码以及结论进行反馈，其中 1 名
是扶贫干部，2 名已脱贫个体，1 名为未脱贫家庭大学生。主要是检验研究有无曲解受访者
的语言。
其次，非参与者检验。除了本研究的参与者，一是邀请 2 名具有心理学研究生学历的人
对编码及结果进行反馈，其中 1 位是驻某村扶贫第一书记，另 1 位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心理系
教师；二是邀请 3 位人格心理学教授对编码及结果进行审核，其中 1 位为著名人格心理学家、
资深教授。主要检验研究是否符合心理学专业研究的要求。
最后，对 9 位检验者的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别进行细致的审核与处理(见附表 3)。研
究者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审核原始资料：1）资料在搜集、转录与编码过程中的可靠度；2）
资料分析和综合过程的可靠性；3）建构的范畴结构是否适宜；4）研究者有无偏见。
3.1

附表 3 检验者的反馈意见及其处理
原有的研究结果
“家长亲职能力”包括
“给予关注”“父母陪
伴”两个副范畴。
将社会的关键原因归纳
为“黎-汉双元文化冲
突”，副范畴为“文化

检验者反馈意见
贫困者：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就是自
己打麻将，扔我自己到一边玩。
心理学教授：应注意父母陪伴的质
量。
扶贫干部：其他贫困地区的群众应
该有类似的表现，不能简单说是民
族文化冲突。
4

对反馈意见的处理
回到原始资料，从文本中搜索反应父母互动
促进子女成长的访谈内容，斟酌后修改为“实
质陪伴”。
回到原始资料，没有发现明显指向民族文化
冲突的内容，认真分析并请教研究督导后纠
正为“控制感缺失”。

冲突”与“神灵庇护”。 心理学教授：是否是难以适应脱贫
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
脱贫者：讲到工作我们就想到城里
“脱贫策略”的第一个
的上班族，我们就是干活挣钱，哪
副范畴为“工作动力”。
里有什么工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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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品质”萃取到主
心理学教授：是否考虑意志品质为
范畴“脱贫行动力”中。 自强动力的内容。

重新分析相关原始资料，查阅人格心理学文
献，修改为“生活任务(life tasks)”，即贫困
个体在人生特定时间所追求的家庭目标。
分析原始资料发现，意志品质不强是诸多贫
困者难以脱贫的一个关键原因，反馈给检验
者后商量决定，副范畴不变，将主范畴修订
为“脱贫素质”更恰当。

3.2.2 研究过程中的其他效度风险规避
其一，取样带来的效度风险。
对于访谈对象，研究者倾向于尽可能多地选取各种不同性质的个案，以便能够呈现足够
的证据，来描述各种观点与经验的分布状态。研究者还有意选取典型的贫困者和脱贫者以及
熟悉他们的扶贫干部来进行访谈，以便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佐证。深度访谈研究不一定适合
所有的受访者，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非常低的贫困个体。故而，研究者在取样时，考虑的主
要取样指标为言语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观察思考能力，以确保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强
度和密度最大化(张秀敏，杨莉萍，2018)。研究之初并不限定样本结构，而是随着取样、个
案或资料的搜集、分析等步骤，从而使样本结构逐渐发展并进一步分化，最终得以成型。
其二，研究者的身份带来的风险。
在质性研究中，承担研究工作的人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研究者及其沟通能力，乃是
搜集资料与进行认知的重要工具。因而，研究者对于研究的场域，以及接触、观察或访谈研
究对象，都不可能采取中立的角色(Flick, 2002/2007)。相反地，研究者必须采取某些合适的
角色或立场，以获得接触信息的权限。然而贫困群体所处的情境当中，存在着两套关于这一
群体的真相：一套是呈现给外人(比如，扶贫干部、扶贫补助的竞争者)看的真相，另一套则
是只保留给自己人的真相。质性研究者的兴趣在于，不会仅满足于贫困群体对外呈现的面貌，
而是要进入亚文化，从该群体的各种行动当中，尽可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引导理念。从这一
背景来说，知识的一个来源就是采取“圈内人”的视角，以贫困者眼光来理解贫困个体或群
体的心理与行为。为理解贫困个体的观念，在长达一年的驻村扶贫过程中，研究者与部分受
访者共同劳动、一起娱乐，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
另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以“圈内人”立场过于深入地卷入，反而难以看到被研究对象
呈现给“外人”的真相，研究者过度与其共情也会带来效度风险。因此，研究者并没有对场
域中的所有成员持“圈内人”的角色，有时候“局外人”的角色除了便于客位研究之外，还
便于在一种尽可能公开而无保留的情境下，充分获取有助于洞悉问题症结的重要信息。总的
来说，研究者持双重身份，在整个研究历程中不断反思个人的身份，澄清个人的价值，即自
身是否有贫困经历、对贫困者和贫困研究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以明晰自身的立场。此外，研
究还邀请了 1 位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对研究全程进行督导，以避免研究者身份模糊带来的效
度风险。如同一贫困个体对局外人(扶贫干部)表明的态度是“脱贫是自己的事，一定要带领
家人摆脱贫困”
，对圈内人(亲朋好友)表明的态度为“人人争当贫困户要资助，傻子才会脱
贫”
。在督导的启发下，研究者分析前者为外在价值观(external value system)(与社会赞许度
密切联系)，而将后者分析为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 system)(与经济利益关联)，从贫困个体的
立场出发，这无疑是一种“理性”观念。
其三，资料搜集和分析过程中的效度风险。
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为避免效度威胁，除了严格遵循深度访谈的原则和程序外，研究
者还采用渐进取样的策略对资料进行搜集和筛选，并对以下三个关键阶段的资料取样予以反
复斟酌：一是材料之间的取样，即要决定从各项访谈结果中抽取哪些部分，来进行哪些不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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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二是材料内部的取样，即要确定哪些部分的材料只需一般性的分析，哪些部分的材
料需要详尽的分析；三是研究成果呈现的取样，在研究成果成文阶段，要决定哪些部分的文
本最适合用来展示研究的成果发现。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尽力确保扎根研究搜集的资料实用且
典型，并能丰富或扩充理论的发展；渐进取样亦不限定量化标准，以理论饱和① (例如，类
型或范畴等的理论饱和)作为终止取样程序的标准(Flick, 2002/2007)，尽力使搜集和呈现的资
料能够代表研究场域丰富的多样性。
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持开放的价值观和批判的态度，不受成见的影响，时不时
地反思，以避免形成研究的预设。研究历程的回旋性比较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完全沉浸
在原始资料的情境中，
自下而上地将资料不断进行归纳和萃取，并随时反思整体的研究历程，
考量某一具体步骤时，还同时关注到其他步骤的交互关联影响，以确保各个步骤之间的连贯
而避免前后冲突。这种回旋性的程序避免了传统线性分析方式的限制，能够妥善地处理在资
料的搜集、分析及实证材料选择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使分析过程中的概念、范畴、理论均
能恰如其分地呈现研究对象主体与资料的所有层面。
此外，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均使用备忘录进行记录，研究者的印象、联想、观点与编
码等都记录在备忘录中，赋予理论的渐进生成以活力，并促进理论敏感性，引导研究者从不
同的角度考察资料而不仅仅关注直接明显的方面，以提升整个研究的效度。

附录 4：访谈内容例举
1）价值观的访谈例举如下：
PK3：到现在那都是命啊，怪我自己的命不好啦！……人生就是这样，落地八分命，不
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现在觉得活着最快活的事就是每天喝两杯 (酒)……哪有精力去管政
府给的扶贫牛崽。
TP5：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不能让儿子像我爸那样穷到死……我最反感别人
以“我不会”为借口，我就是笨鸟先飞的人……规划好，得马上动起来，眼光很重要。
PK2：有钱人都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光靠体力活怎么可能赚钱？……公家
的钱不要白不要，谁捞得到谁有本事，就怕你捞不到。
TP2：不付出就想有回报是最要不得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就研究彩票，勤劳才能致富，
我是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的。
FP3：好多贫困户就是听不进去建议，你说很多，他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来，批评一下
又伤了他自尊。
TP4：不管好话歹话，别人说的我们都要能听进去，要能经常反思自己，这样才有长进。
2）自我观的访谈例举如下：
PK3：都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其实自己又没有多大本事……我们家无休
止的动荡，生活告诉我，我什么都控制不了，我很失败，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做过令家人
满意的事情。
TP4：好多事都是事在人为，自己要有信心，你觉得你行没准就真的行，命是没有办法
改变的，但是我要乐观也要努力，抓住政策支持，时来运转。
FP1：每次遇到摩擦，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跟人家干架，喜欢斗勇逞狠，无非就是张家长
李家短……太多情绪化的人。
TP3：越穷越没有见识，丁点小事就头破血流，是非常不值得的，不能比野蛮，要比比
谁能致富……我过去也是这样，现在想想，人穷了命真不值钱，酒壮傻胆，做事情根本不
考虑后果。
FP3：半夜农户给我电话说“主任，你的(扶贫)猪死了”，我说这是你的猪。他要觉得
①饱和即指心理学研究者不可能由未来增加的样本当中获得额外的资料，而发展出有关此范畴的新性质。
6

chinaXiv:201910.00041v1

脱贫是干部的事，是永远不可能脱贫的。
TP1：关键要认识到，脱贫不是干部和国家的事，而是我们自己的事，靠天靠地，靠爹
靠娘，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别人只能提供帮助，但是不能代替你发家致富。
3）脱贫行为倾向的访谈例举如下：
FP1：不少年轻人重活、累活不愿干，到城里找个月薪千把块的工作，1 周工作不超过
20 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宁愿睡懒觉也不去改变贫困现状。
TP6：坐在那里抠抠脚丫、喝喝茶、吹吹牛，一天就过去了，常年如此，怎么可能脱贫？
PK4：我家男人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开始做，首先想到的是一堆困难和麻烦，从来不敢去
试一试、努努力，我这辈子跟着他不知吃了多少苦。
TP1：有钱了大家都看得到，我也遇到不少困难，打过退堂鼓，但都挺过来了。人嘛，
有时候要改变下自己，挑战下自己，还是能做成一些事的。
PK6：看到老大家里赚了点钱，其他几个弟媳就眼红了。女人就是爱挑拨是非，弄得我
们兄弟都像仇人，搞得鸡飞狗跳。
TP7：人脉也是本钱，我讲信用讲感情……当初没有本钱，是大家帮我集资的。
3）缺乏市场理性与运动式扶贫的访谈例举如下：
FP4：自古以来岛上黎民自给自足，商品意识淡薄，当年江浙人忙着鸡毛换糖时，N 村
人提到做生意还都是很难为情的样子。不得已，拿着水果、鸡蛋到村头榕树下卖，都要远
远地躲在一旁，等着买主把钱压在篮筐下，拿了东西走远后他们才会跑出来把钱收走。直
到今天，海南偏僻地区群众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
PK1：以前就有外头的商人用一包方便面来换我们一头猪或者一头牛。他们还用一些我
们没有见过的便宜货，换走我们的药材、黄花梨之类的贵重东西……做过的买卖要有收据
或者欠条才认账，嘴巴说的话经常是不能算数的。现在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外面的人了。
FP3：我们在产业扶贫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效果并不理想，大路走对了，小路走了不少
弯路。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哄而上”
，养鸡、养鸭、养鹅、养羊、养牛等“短
平快”项目比较多。养鸡价格低了改养鸭、养鸭价格低了又改养鹅，换来换去也没真正赚
到多少钱，有的甚至还亏本。养殖停止后，用扶贫资金建设的鸡舍、鸭舍、羊圈等荒废闲
置，造成扶贫资金浪费。
PK6：前年县农业局的领导来了说，把山坡的水稻梯田改成种槟榔，槟榔树下套种益智，
还可以养土鸡。今年一个旅游局的领导又说，全岛唯一的金灿灿的稻田点缀绿山，破坏了真
可惜，很多游客跑来就是为了看这个，让我们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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