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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农户生产的
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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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小农的脱贫挑战

　 　 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是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

困人口，且主要是小农户。 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的宏

观设计，生产扶贫是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最重要的举

措。 在实践中，生产扶贫的主要方式是发展以市场

为导向的地方特色产业，通过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在贫困地区开

发“一乡一业”或“一村一品”，进而带动贫困户脱

贫。 因此，产业扶贫几乎成了生产扶贫的代名词。
以往的实践表明，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产业扶

贫在带动小农户脱贫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瓶颈和困

难。 例如，产业发展的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常常

与贫困小农户生产性资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样

性相矛盾。 而且，若不能对资源优势、市场潜力等做

出科学判断，盲目推行“一乡一业”或“一村一品”式
的专业化产业，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生

产过剩，给本就脆弱的贫困小农户带来更多不确定

性和生计风险。 此外，如何保障这些贫弱、分散的小

农户在面对其他强势市场主体时不被排挤，有更多

的自主性、谈判能力和内生动力，在流通交换中获得

更公平合理的价值分配等，也是产业扶贫中难以回

避的困难和挑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各种重新

思考和定义农业与农村发展，并尝试通过调整农业

生产方式和创新市场流通机制来回应农业与食物体

系危机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尤其是作为对农业部门

所遭遇的价格挤压的回应，农民尝试发展能够带来

更多附加值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并在纯粹的农耕之

外创新多元的生计活动，这样的地方性行动大量涌

现。 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这些行动常被以“多功能

性”或“生计方式多样化”等概念来概括和表述。 与

此同时，这些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农民发现，进入

主流市场对改善其家庭境地作用有限，因为大部分

附加值被控制市场渠道的其他行动者攫取，或者其

产品和服务根本就难以进入主流市场。 在此背景

下，这些农民另辟蹊径，与同样在寻求更健康食物的

城市消费者合作，建立直接联结，从而构建起一种主

流市场之外的新型市场形式。 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

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都日益普遍。 在对荷兰、
巴西和中国等实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２０１０
年，笔者与荷兰学者范德普勒格、巴西学者施奈德共

同提出“巢状市场”（Ｎ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的概念，以对这

种新的市场形式和农村发展实践进行总结。

二、贫困小农的“产业”与巢状市场

　 　 １．另一种产业：小农生产。 从农村发展的生计

理论视角来看，思考农户生计改善与收入提高的出

发点应是“农户现在有什么” （以此为基础，再思考

农户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农户现在缺少什么”。
因此，要使贫困户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收入方式，应该

从其可控制、可支配和可获及的生计资源入手，充分

开发、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调动农户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来创造发展机会。 农户的生计资源包括自然资

源、物质资源、经济（或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社会

资源和文化资源。 对于分布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

山区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发展来说，小块土地、山地、
多年种植和饲养的品种（粮食、蔬菜、林果、家禽、家
畜等）以及水源等是其主要的自然资源；现有的劳

动工具和生产设施是其主要的物质资源；少量（或
几乎没有的）现金或存款以及来自政府的少量政策

性补贴是其主要的经济资源；现有的家庭劳动力以

及按照小农方式进行种养殖业生产的乡土知识和经

验技能是其主要的人力资源；亲属邻里关系、村庄各

种正式和非正式组织以及人际信任是其主要的社会

资源；现有的小农式（非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乡土食

品生产传统，以及这些生产方式和生产传统中所体

现的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理

念是其主要的文化资源。
基于上述生计资源，贫困的小农户可以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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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便是在有限（相对较小）的土地或空间规模上，
依靠有限（相对比较缺乏）的家庭劳动力，按照现有

（相对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艺，以有限度

（相对固定）的生产规模，种植和饲养现有（相对乡

土）的作物（包括蔬菜、林果等）和家畜家禽，以及加

工有地方特色（相对传统）的食品。 这些产品的小

农式生产，是几乎所有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贫困户

都可以顺利开展、没有多少生产风险的“另一种产

业”。 其产品便是规模比较固定的地方品种作物、
畜禽产品、瓜果蔬菜和地方性的加工食品等。

２．另一种市场：巢状市场。 当前的社会环境尤

其是城市的食物消费转型和日趋多元化的需求，为
贫困户的上述产品提供了特定的销售契机。 相对于

各种认证和标签，部分消费者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

的生产过程和了解的生产者。 他们更青睐受工业化

农业生产方式影响较少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民与其

劳动对象的亲和性，以及这种产品的地方性、自然

性、稳定性和文化性。 他们不仅重视食物安全，也有

着对环境和贫弱者的社会关切与价值认同。 他们愿

意以适当价格与固定的小农户直接对接，信任其产

品质量，定期购买其产品，支持其小农式的乡土生产

方式。 这样，特定的农村生产者和特定的城市消费

者就以食物为载体直接联结在一起，既满足了农村

生产者的生计收入需要，也满足了城市消费者的健

康食物需求。
这种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

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

信任的“另一种市场”，被称为“巢状市场”。 “巢

状”一词在此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市场是特定

人群之间所形成的有限而又相对闭合的产品、现金、
信息、服务等的流通圈和交往圈，恰如在主流市场中

筑入的一个个“鸟巢”，因此其本身就嵌入在主流市

场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这种特殊市场形式和食

物供需网络的一种隐喻，强调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

之间的直接而固定的联结关系和基于信任的社会网

络，恰如“鸟巢”里的各个节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

各种方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个边界相对明

确的市场结构。 只要某些生产者和某些消费者建立

了这样的固定结构，就可以形成一个巢状市场。 按

此原则，一个村庄的生产者与城市的一个社区或多

个社区的消费者，可以建立起一个巢状市场；一个村

庄的生产者也可以分成多个生产者小组，分别固定

对接城市消费者，形成多个巢状市场。 以此方式，在
更大的范围内，如一个乡，直至一个国家，形成的将

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无限大市场，而是无数个巢状

市场。
巢状市场的特点可以通过其与农业和食物领域

的主流无限市场的对比更好地呈现出来。 当人们使

用主流市场的一些概念和框架看待巢状市场时，有
时会想当然地认为巢状市场规模太小，效率低下。
其实，巢状市场的优势正在于其规模的有限性，以及

巢状市场的个数、巢状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

数和适合村庄资源条件的产品种类数。 巢状市场的

规模应该体现为一种“范围经济”，是一种“小而美”
的模式。 与此相比，无限市场则强调“规模经济”，
追求的主要是产品专业化程度和交易量的多少，尤
其是少数商品的巨大生产规模。

三、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效果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是一种更为精准的扶贫

和乡村振兴模式，在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改善

村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

要功能。
１．以生计资源为基础，贫困户的参与很普遍，生

产可持续。 贫困户参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门槛非

常低，只要有生产空间和劳动能力就可以成为巢状

市场的生产者。 在柳村（河北省太行山区国家级贫

困县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点村），除了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极少数贫困户（“兜底扶贫”的对象），其
他贫困户均可自愿参与巢状市场。 越是贫困的农户

参与巢状市场的积极性越高，尤其是那些缺少其他

收入来源的妇女和老人。 贫困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

产品已达 ５６ 种，几乎覆盖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

类，包括利用院落、山坡、林地和河沟饲养的各种畜

禽产品，各种时令蔬菜、杂粮、林果，各种地方特色食

品，如红薯粉、柿子饼、豆腐、烧饼等，甚至包括山上

地里采集的野菜、中草药等。 这种以贫困农户的生

计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性“产业”具有高度的可持续

性，因为所利用的是贫困小农户自家的院落和土地、
村庄的公共空间以及小农所掌握的生产经验和乡土

知识。 在柳村，有的原本属于“兜底扶贫”对象的贫

困小农户也参与了巢状市场的生产。 例如，患有中

风的空巢留守老人许某，原本已无法下地干活，２０１３
年春季向邻居借 １００ 元购买鸡苗在自家院落饲养，
通过巢状市场出售鸡蛋和鸡，当年收入 ２５００ 元左

右；２０１４ 年购买更多鸡苗在野外山坡饲养，当年收

入超过 １ 万元。
２．以固定的消费者和较高的产品价格为保障，

贫困户的收入稳定而持续，脱贫效果显著。 巢状市

场通过建立稳定且长期固定的消费者群体，以较高

的价格将贫困户生产的多种产品按一定频率出售。
首先，巢状市场的每次交易都能为贫困户带来实实

在在的现金收入，脱贫效果立竿见影。 柳村生产小

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柳村参与巢状市场的农户

共 ７６ 户，其中 ４８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包括政策兜

底的 ６ 户。 他们每年通过巢状市场获得的收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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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差异，少则千元左右，多则上万元。 更多的贫困

老人每年通过提供鸡、鸡蛋以及各种小杂粮、南瓜、
核桃、板栗等，可获得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元的收入。 这笔

收入虽然看起来离致富尚远，但已足以弥合这些农

户的已有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缺口。 其次，参与农

户在不同季节会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并且可以基本

不受季节限制提供肉类、蛋类以及干果、杂粮等耐久

产品和农家特色食品。 同时，消费者的食物需求是

长年不断的。 这种供应和需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使

得巢状市场的交易得以全年进行，因此贫困户月月

有进项，收入长期可持续，从而可以保证脱贫效果长

期稳定。 最后，巢状市场各种产品的价格总体上长

期稳定，并不随着外部市场的剧烈波动而大幅调整。
此外，以生计资源为基础的小农生产对来自主流市

场的外部投入依赖较少，进而可以保障贫困户的稳

定收益，使发展巢状市场成为一种风险极低的扶贫

行动。 这种扶贫行动能够充分“帮助小农户对接市

场”，“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

化程度”，体现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享的发展

理念。
３．以充分的互动和信任为基础，乡城关系和谐。

巢状市场为农村贫困小农（生产者）和城市居民（消
费者）提供一个相互了解、紧密互动和建立信任的

平台。 除了持续性地购买农户产品外，不少消费者

为巢状市场提供协调配送和分发货物、建立和维护

网络下单平台等志愿服务，自发为村庄贫困家庭捐

赠衣物、儿童玩具和图书。 很多消费者在闲暇之余

携家人亲友访问村庄和农户，不仅为村庄带来了额

外的收入（食宿），而且发挥了农业和乡村在自然教

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增进了城市消费者对农耕特

点的了解和对农户的信任，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有的消费者还为到北京求医的农民提供医疗信息、
挂号住院等帮助。 与此同时，有的参与农户有时也

会给对接的城市消费者家庭带去新采的蜂蜜或新摘

的果蔬，或者捎去几句问候。 这些超越纯粹产品交

易的互动和关怀，符合“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

发展之路”的发展方略，体现了和谐的乡城关系和

协调的发展理念。
４．以整体性修复为补充，乡村建设既生态又富

有文化。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不仅在村庄直接推

动各种更加可持续的恢复乡村活力、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民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动，还在村庄诱发了一

系列变化。 调查发现，在巢状市场的影响下，村民自

身在食物消费方面的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升。 柳村

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乡土品种、繁育本地鸡苗

和猪苗，以保护地方特色动植物资源和优良品种。
生产小组还将部分收入投入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动

中，带动村庄形成多元的互助与合作，也提升了村庄

自身的组织能力。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所激发的

这些变化，对乡村生态修复、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的

延续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体现了“扶持小农户发

展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绿色的发展理念。

四、讨 论

　 　 巢状市场的核心是重建市场嵌入社会的特征，
直接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通过市场来重建社会

信任和共享价值。 巢状市场将非常异质的农村生产

者和城市消费者进行对接，既实现了城乡的融合，很
好地彰显了共享、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也是小农

户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的一种创新和探索。
对于构建巢状市场这种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

机制，人们经常会有很多困惑或误解。 最常见的一

个误解，在于人们认为贫困村庄一般偏远，与如北京

这样的大城市对接存在距离上的限制。 其实，县城

（或县城以上城市）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社区或者任

何一个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均可以与贫困村庄

实现对接，而且产品的运输和配送将更为容易。 此

外，有人会认为生产者的组织和消费者的发动是关

键，目前没有人员能够开展这些活动。 其实，每个贫

困村庄都有主要来自县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驻

村工作队，他们是建立贫困村庄与县城机构或城市

社区对接的最佳组织者和中间人；村庄社会工作者、
大学生村官、村干部等也可以承担起组织者和发动

者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呈现的“巢状市场小农扶

贫”探索，只是产业扶贫之外的一种扶贫思路，但并

非唯一的生产扶贫方式，它与地方的社会物质基础

紧密相关。 不同地方在小农农业特点、基础设施状

况、社区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会导致巢状

市场的发展空间和扶贫效果存在差异。 因此，对这

种模式的借鉴不能简单套用，而要根据各地的具体

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扶贫方式。 同时，这类扶贫行动

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完美无缺。 例如，在宏

观层面，这种方式需要面对商品大市场的全球环境，
如何确保不偏离扶贫和乡村发展的价值规范，如何

在巢状市场共同体中构建共享和分享的机制，如何

提高组织者的能力等，将是长期的挑战。 在微观层

面，实践表明，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联结并形成共享

的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各种不连续性时常出现。 此外，在生产者组

织、消费者组织、产品质量保证、配送分发等方面也

会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和制度挑战。 在这些方面，政
府和社会各界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来为这类市场的

发展和扶贫行动创造更大的活力和空间。 因此，如
何将小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需要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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