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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公费师范生应有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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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我国在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不利

群体进入贫困陷阱，导致贫困在代际间传递。解决贫困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本研究通过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机理和教育在人力资本中的重要作用，探

索公费师范生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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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与

贫困社区存在贫困在代际之间传承的现象，并从社会学的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

演变提出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这一概念。
[1]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注重解决贫困问题。马文武等人运用 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即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动态分析得出：中国整体

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

城市，并且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在拉大。
[2]
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更

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改

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3]
；这是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

概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大了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力度，及时做

出加快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积极构建多位一体脱贫大格局。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指出要阻止贫困现象代际

传递；按照 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规划，到 2020年我国要消除绝对贫困
[4]
；“十

四五”规划要求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这意味着必须要将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落到

实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5]
，是乡村振兴的必然

要求。 

近年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也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综合刘易斯等人为代表

的“文化贫困假说”、美国经济学家米德等人为代表的“政策贫困假说”和大部分学者提出

的“经济结构贫困假说”
[6]
，本研究采用“贫困代际传递”的狭义定义，将其界定为：贫困

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和条件,在贫困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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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贫困境遇的过程。贫困代际传递与长期贫困密切相关，它是对长期贫困最具实质性的界

定。贫困代际传递不但可以被看作是长期贫困的特征，还可以被看作是造成长期贫困的原因

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分层与分化，部分普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

政策带来的财富的人依然贫穷，这类人被称之为“穷一代”；他们的子女由于生存与发展的

基础环境差，同时教育资源贫乏、缺乏良好的教育环境，从而参与社会竞争、获取社会财富

的技能较为缺乏，导致其仍然无法摆脱贫穷，成为“贫二代”。伴随贫困代际传递形成的“贫

二代”，他们或为“留守儿童”，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继承着父辈一贫如洗的家境，

重复着父辈贫困艰辛的生活。即使深知“知识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贫困使他们陷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诅咒。无论是“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还是

“寒门再难出贵子”，这类词汇不仅意味着一种身份标签、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更多意味

着贫困在代际间的恶性循环，体现了社会对贫困代际流动性的关注和阶层固化的担忧。 

二、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根源 

贫穷问题是由于贫穷所直接导致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发达、分

配机制的不公平等，都可能会造成一部分人陷入物质的匮乏，处于贫穷状态，遭遇贫困问题。

在绝对贫困逐渐消除的过程中，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重视，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成为决策者治理贫困问题的目标之一。对于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已有研究中，部分学

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赵红霞等人基于最新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2013 数据所做的《子

代教育对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7]
；部分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贫困代际传

递问题进行研究，如陈文江等人所做的《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
[8]
；还

有部分学者从理论出发进行研究，如郭晓娜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所做的《教育阻隔

代际贫困传递的价值和机制研究》
[9]
，毕瑨基于社会流动理论分析了《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

影响因素》
[10]

等等。无论立足于哪一角度，既往研究中认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与人力资本问

题密切相关，且认为提升受教育程度可对贫困代际传递发挥阻断作用
[11]

。 

（一）人力资本理论 

 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他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

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12]

。舒尔茨主要观点有二：第一，人力

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第二，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

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知

识程度、健康状况、技术水平以及工作能力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在人力资本的

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而的投资比较起来，是一回报率很

高的投资。
[13]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相关，人力资本存量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8%B4%A8/1275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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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预示着个体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反之则越低，人力资本的水平差异是造成收入分布

差距的动因。
[14]

许多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国家经济增长、个人和家庭收益的实证研

究确实充分证明，受教育水平与劳动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相应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经

济收入的增长。这就是人力资本论视角下，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之所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并提高

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换言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不仅有利于消除贫

困，而且能够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年轻人提供相对公平的机会。
[15]

然而，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更多的来自父母的供给，尤其是在学龄前期和学龄期更是如此，贫困家庭虽然认识到人力资

本投资重要性，但处于经济困窘状态无力投资。部分处于长期贫困侵扰的家庭甚至很难有效

认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变命运的重要影响。还有部分贫困家庭子女虽然完成了高等教育，但毕

业时因社会资源断裂等原因遭遇就业难，这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尴尬。这部分人对教育的感

受更多的是一种“知识无力感”，“读书无用论”风气由此盛行，许多未完成学业或刚刚初

中毕业的学龄段青少年，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就开始打工生涯，从事劳动强度

大、技术含量低的低薪工作，虽然短期能够获取维持基本生产需要的收入，但长远来看，这

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在贫困人群中，无论是主观上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是客观被

迫放弃人力资本投资，他们都失去了投资人力资本而获得高回报的体验，从而继续着贫困的

状态，甚至承受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 

（二）教育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

真实诉求。教育公平通常分为三个层次，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 

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起点。教育起点的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部分

内容。受教育权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基本权利，即保证利益主体有参与教育选拔过程的可

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16]

依法享有受教育机会是教育公平的基础，也是关键性要素。就教育机会均等而言，我国自古

已有“有类无教”的传统，在当今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机会存在差异是社会的常态，

但公平所关注的应是正确对待差异，并着力解决。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制定上，有目的、有

倾斜地加以协调，更多的倾向弱势群体，以保障教育机会均等。 

教育过程公平是指在教育过程中, 学生能够享有均等的教育资源, 获得平等对待, 实

现差异性优化发展。
[17]

换言之，教育过程公平就是教育条件的平等，即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

性和平等性。教育过程公平是一种实质性的公平，是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公平。从宏观层面看，

教育过程公平表现为受教育者享有均等的教育资源, 包括教育资源投入、硬件设施建设、特

别是师资力量配备等方面。从微观层面，教育过程公平体现在教育过程中师生的相处。教育

者平等对待每个学生,对处境不利的学生给以特别的关爱；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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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潜能；师生之间是一种共创共享的和谐平等关系。 

    教育结果公平是教育公平的终极目标。教育结果公平的本质, 并不是需要每个来自不

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完全的平等, 而是将教育无法控制的变量排除之后, 只考虑教

育系统自身对学习成绩所造成的影响是平等的。
[18]

 这部分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结

果的公平。教育结果包括教育产出和教育影响。教育产出是接受到教育后获得的一种直接的

结果, 比如学习的成绩提高、学位的获得、能力或素养的提升等；教育影响表示的是教育的

一种间, 包括显性的教育产出和隐性的教育经验。教育结果公平可以评价教育结果本身, 还

可以对教育起点、教育过程进行评价和衡量。 

贫困人群在经济方面和社会地位方面已然处于弱势地位，从主观体验出发，教育上的公

平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争取平等的领域。从客观功能出发，教育是改变其经济状态和生活阶

层的渠道。教育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避免教育结果不公平，才能最大程度上为贫困人

群提供摆脱贫困境遇的机会。然而，我国由于精英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取向，加剧了教

育不公平和贫困代际延续。
[19]

  

三、贫困代际传递的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居民整体经济状况差别甚微，没有明显的贫

富对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居民收入差

距的扩大化成为我国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而“马太效应”背后的事实是，一部分人的收入

水平提高速度不及经济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更是加剧了社会贫困问题。在

贫困人群中，由于社会资源匮乏、自身素质欠缺以及地域限制等诸多原因，他们无法改变贫

困境遇、无法摆脱致贫因素，甚至将贫困在代际间自然传承。 

（一）贫困代际传递的一般机理 

“贫”在 《新华字典》中定义为 “收入少，生活困难”；反映的主要是贫困的收入方

面。“困”在 《新华字典》中定义为 “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是指一种自

然的、社会的不利处境。如教育资源、卫生条件，就业市场等的匮乏。“贫困”一词是多维

度的，并且“贫”和 “困”相互影响。父辈因“贫”而“困”。首先，父辈本身具有的生

存资本较少，以至于无法给予子代良好的养育条件、成长环境和发展资源等等；其次，父辈

几乎要将全部时间用来劳动以谋取生存资本，故而没有时间陪伴子代成长，造成子代成长过

程中自我价值认知低、孤僻，甚至辍学等一系列问题
[20]

；此外，在获取资本的过程中，父辈

因自身竞争力低，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的低薪工作。“抱起砖头我就无法抱起

你，放下砖头我就无法养活你”是父辈生活的真实表达。子代因“困”而“贫”。贫困问题

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人力资本、社会财富等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改变其状态也不可一蹴而

就。在消除绝对贫困指日可待的今天，贫困群体的下一代虽然在物资上比父辈相对丰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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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的贫穷决定其“困”的境遇仍然长期存在；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社会资本匮乏的境况

下，子代几乎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形成了事实上的贫困代际传递。 

（二）贫困代际传递的教育机理 

教育是脱贫的有力武器，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然而，“教育壁垒”的作

用正在逐步成为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在贫困家庭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教育代际影响——父

母受教育水平常直接影响到子女未来的教育层次与成就。对此，国外学者研究证实，贫困人

口如果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都较为低下，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就较大。
[21]

首先，父辈的

贫困使其对自身的教育投资不足，经历教育贫困，从而无法将教育资源和自身教育传递给子

代。其次，教育资金短缺导致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不够，子代难以获得良好教育机会或受

教育层次低。再者，教育贫困家庭教育文化氛围使得父辈可能认为“读书无用”，导致子代

意志消沉，抱怨“知识难以改变命运” 不愿努力学习，厌学、逃学或辍学。最后，父辈教

育贫困导致子代遗传素质相对不足。“先天不足+后天不努力”导致教育贫困家庭的子代陷

入教育贫困陷阱，复制父辈教育贫困，难以获得更高的发展，始终处于贫困状态，重蹈父辈

的贫困境遇，陷入贫困陷阱，使得贫困最终在代际间传递。 

四、公费师范生干预贫困代际传递的建议 

将教育置于贫困问题之下理解时，教育很大程度上是指人力资本投资。19世纪英国教

育思想家斯宾塞提出“教育应为个体完满生活做准备”，这一观点在在当今依然具有现实意

义。无论是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最重要途径，还是作为提高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完善个体素

质结构的最根本方式，教育扶贫的确具有“扶教育之贫”与“依靠教育扶贫”的双重内涵或

属性。教育精准扶贫是政府干预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措施。立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教育被赋予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作出更大更好贡献的历史新使命，而公费师范生在

教育扶贫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未来”，这一论断深刻阐

释了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发挥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干预作用，首先要在乡下

营造教育振兴的氛围。公费师范生要成为乡土文化的建设者，让“再饿不能饿孩子，再穷不

能穷教育”成为乡土精神内涵，从而逐渐让村民认识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解决贫困问题

的治本之策，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智力支持，是拔除穷根的关键。作为教师和乡村振兴的

建设者，公费师范生要让贫困者明白，通过是“造血式”扶贫才是的最根本、最长久的扶贫

与脱贫，因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发展人、提高人、完善人与成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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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公费师范生政策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惠民、富民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公费师范生政策就是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之一。2007年我国通过部属师范大学试点推

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2]

，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师范生免费教育规定履行

任教服务期为 10年。201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意见》，提出

“鼓励支持地方结合实际选择部分师范院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3]

。2018 年 3 月。教育部

等五部门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为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吸引优质生源，从供给侧改善教师资源不足，将“免费师范生”改为“公费师范生”，履约

任教服务期从 10年调整为 6年，缩短了 4年
[24]

。此外，政府还出台政策提出要全面改善农村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建立覆盖从学

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然而，我国公费师范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对此，政府应不断完善

配套政策，形成“政策组合包”；学校要加强对公费师范生的乡土文化认同教育，提升乡土

知识储备与文化传承意识，从而提高乡村认同与工作热情；公费师范生个人要树立正确的职

业价值观，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将小我融入大我，把工作放在乡村振兴的层面。 

（三）对父母进行教育 

父母教育与子女的教育发展及职业状况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代际传递性，而且这种代际传

递性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性特征，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25]

基于这一认识，要保证教育

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干预作用，就需要公费师范生对父母进行引导，通过“授人以渔”

来持久性地改变处境不利的贫困人群的生存发展状态，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公费师范生

到乡村之中，就成了建设乡村的人才，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脱贫作用，他们还需要给贫困

家庭父母提供良好的教育观念与方法，更新父母观念，重塑教育信念。促使这些家庭在经济

能力得到一定保障的前提下，以正确的教育观念引导孩子，改变贫困家庭亚文化，尊重子女

的权利，保障子女良好的教育。公费师范生在对父母的引导过程中，要使父母从认知上重视

人力资本投资，在遭遇社会风险冲击时，依然能够继续投资于子女教育，保障子女的教育发

展。此外，父母教育当中尤其要注意对母亲的教育。研究表明，母亲的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

能够影响子女的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完成。
[26]

公费师范生为年轻母亲提供教育子女上的指导，

对母亲自身及其子女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收益，这种收益对整个家庭的未来都有着持续的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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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verty is a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untry,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s widened,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have entered the poverty trap, leading to the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etween generations.Solving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over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 in human capital, explore the role of Free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block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contribute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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