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凉山彝族农民的贫穷——对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的考察
阮池茵

[内容提要]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当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减贫的重要手段。许多学者关注
了农民在产业流通领域受到的利益压榨，提出农户“纵向”合作的需要。本文以凉山彝族自
治州苦荞产业发展为例，由生产与流通面向切入，讨论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论文
以民族志的形式呈现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实践、当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分析苦荞产业的
收益分配，各方力量对市场利益的争夺。其中涉及了意识形态、政府政策、本土家支组织、
全球化经济体系在经济过程的角色。研究表明，农户的困境不仅来自市场结构下工商资本的
利益侵占，同时是家庭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局限性。农业生产的“横向”合作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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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Liangshan,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company + peasant" model of
development that hinges on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family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draws on 18 month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to study the mechanisms and the proces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buckwheat companies and Yi peasants, and the unequal development that follows. The roles of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the aboriginal culture in the economic process are analyzed as wel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al obstacles of Yi farmers not only include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market and the appropriations by agribusinesses and retailers, but also the limits
of the family mode of productio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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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凉山彝族小学生木苦依伍木写的作文《泪》在网上热传，被网友称为“最
悲伤的作文”。 父母的相继病逝让木苦依伍木姐弟仨成了孤儿。作文以简单平实的语言传递
了女孩心底无尽的悲伤：“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
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 1。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凉山的贫穷、毒品、艾
滋病、孤儿成为了瞩目的社会问题，
“最悲伤作文”的出现重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凉山彝族贫
困问题的关注与热议。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如火如荼地开展扶贫运动2，对“老少边
穷”地区投入数额巨大的扶贫款3。可是今天为什么凉山还是贫穷落后，其原因在哪？如今政
府更是提出了“全面消除贫穷”的决心与目标4，检视贫穷问题尤显其现实的意义。
一、贫穷的解释与反贫穷策略
在“最悲伤作文”热传期间，一些人通过网络发表议论，认为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
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
赖性。这种文化本质主义言论遭到了另一些人在主流媒体上的撰文批评。文化不是固定不变
的，差异亦非先天性，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强调教育脱贫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加大教育投
入来提高人口素质，让居住在地理相对隔绝的彝族农民群体尽快适应主流的市场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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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完成现代性转型（吴显昆，2015；侯远高，2015）。在这种论述中，市场制度不被反思，
却往往被看作解決问题的灵丹妙药，贫穷被认为是“人”本身的问题，是文化调适的问题，
那么扶贫就要通过教育来提升个体竞争力以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由文化和个体因素来解释
人群生存状况的论述不在少数，如“当前农村的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
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最终是教育问题”（贺雪峰，2016）。在凉山地区流行
着一种类似的对贫穷的解说：“彝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人的
思想观念还很落后，文化素质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穷”。这个带有进化论色彩的话
语所输送的信息是，彝族的贫穷是由于自身社会文化发育不良，经济能力缺失的结果。这里
面，知识、文化差距与贫富差距被置于了理所当然的因果关系，其逻辑与新自由主义的论述
是一致的：收入差距反映了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这样的叙事合理化了贫富差距问题，
卻回避了从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对贫穷的检视。
虽然山区少数民族被放在了“落后”的进化序列，但政府同时认为通过扶持和发展，其
落后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府将市场作为了“关键性的资源配置
手段”5。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一个人的贫穷是市场竞争力弱从而市场参与度不够所
造成，那么政府扶贫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以推动他们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事实上，为山区
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了扶贫工作的重要一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2015）。在凉山州，劳动力作为资源输出成为了地方重
要的产业（《我州 118 万多农民工挣回 160 亿多元》，2016）
。由此，彝族农民在市场中的一
个主要角色是为城市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成为工业部门灵活调动的劳动力储备（刘东旭，
2013；吉吉衣石，2013）
。他们的另一个角色是为工业提供原料。1979 年的农业改革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之前的集体农业，形成了农村社会小农经济的局面。然而个体小生产
日益显现其局限性，农村经济增长低缓。政府亦将小农生产看作农业发展的障碍，决心以现
代化农业改造小农经济。通过龙头企业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被作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
重要手段，即将分散的农户生产与加工、销售进行纵向整合，以此为农户带来市场机会，让
农户从商业种养中增收，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1998；《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2001）。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
开始扶持龙头企业，截止 2013 年，龙头企业已有 12 万家，40%的农户为之覆盖（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家统计局，2014：241）。引入市场往往被看作促成经济活力的通途，然而作为原
料的提供者，农户是否可以与企业实现双赢？依靠市场经济的手段能否脱贫致富？还是会进
一步让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大贫富分化？
“公司+农户”模式实质为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结（articulation），其连
结机制往往是市场纽带。许多研究表明，在连结关系下，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所需求的劳动
力和原材料，保证了资本的连续积累，然而家庭农业经济发展却受到了结构性的抑制，陷入
低度发展（Foster-Carter, 1978；Wolpe, 1980；柯志明，2003）。潘特（Painter, 1986）在对秘
鲁南部的研究中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在市场交换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
由于小农经济产品投入的劳动时间必然多于高生产力的工业化生产产品，而在市场竞争下，
小农产品价值却只能与工业化产品的劳动时间看齐，换言之，小农经济产品投入的劳动大，
实现的价值小，而工业化产品则相反，因而两者在市场交换之下，其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农
民日益贫穷。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家庭农业生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了工商资本支付低
水平的雇工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基础，因为家庭农业的保留使得农民可以通过消费自身的农
产品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从而维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换言之，在半工半耕的经济结构下，
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民劳动力的剥削更为深重，与此同时，农业劳动时间被贬值（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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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42；Bernstein, 1977:72；Goodman, 1981:78）
。在资本主导的农业发展模式下，农户不
仅在农产品市场受到工商资本的利润压榨（钟真、孔祥智，2010；郑风田，2011；武广汉，
2012；黄宗智，2012），他们同时还要承受不断提高的农资成本，加之近些年农地流转速度
加快，农户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呈现被挤出农业生产的趋势（黄瑜、郭琳，2015；陈航
英，2015；严海蓉、陈义媛，2015）。
以黄宗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家庭农业持乐观态度，认为当前高附加值农产品市场的出
现为家庭农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强调市场机遇最终可以促成农业的经济活力，政府努力的
方向应当在于如何减少中间环节对利润的盘剥，推动农户开展自身的“纵向一体化”农业经
营（黄宗智，2006，2016）。黄宗智的观点和上述的连结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均着力
分析了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流通交换中的分配问题，然而家庭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的
困境却没有得到关注。如一些学者提出个体农业生产缺少组织化的协作与分工导致劳动生产
率低下（胡靖，2003，2015）；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及相应管理如大仓库、晾干设施等，使
得家庭农业更多地受制于工商资本，农产品也因此容易降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冯小，
2015：74）；单家独户的家庭农业在生产风险面前更显其脆弱性；分散经营的家庭农业在逐
利的商业种植中带来环境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张慧鹏，2016）；等等。显然，制约小农经济
发展的因素不仅在流通领域，还有其本身在生产组织结构上的诸多固有的内在弱点。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在今天资本主义成为支配性力量的社会形态下，小农经济
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互动关系以及小农经济的命运成为了关注和争论的核心，与其紧密相关的
是农民的生存境况。本研究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当前主推的以
市场为导向的农业产业化给农村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终的问题是，中国农业发展往何
处走？本文以凉山州苦荞产业发展为考察对象，由生产和流通的面向切入，以民族志的形式
呈现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当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分析苦荞产业的收益分配，各方力量
对市场利益的争夺，在此基础上，讨论凉山彝族农村地区的贫穷与发展。论文同时涉及了意
识形态、政府政策、地方家支组织、全球化经济体系在经济过程的角色。论文的讨论基于笔
者于 2013-2016 年期间在川、滇的大、小凉山地区为期 16 个月的多点田野调查资料。

二、历史背景：凉山彝族社会的农政变迁
大小凉山位于四川南部与云南北部的交界处，属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
多为高原丘陵山地。该地区是今天凉山彝族（自称“诺苏”）的主要聚居地。凉山彝族大多
居住在海拔 2000－3000 米的山谷地带，传统生计为旱地农业与畜牧结合。我初次到凉山是
在冬天，所见尽是高山深壑，层林孤村，村落附近的半坡上斜挂着一块块人工开垦的黄土地，
这些土地在开春后会种上当地粮食作物苦荞。当地人称苦荞为荞子，彝语为“额”
（mgep）。
苦荞抗寒、耐旱、耐贫瘠，是能够适应当地高寒山区环境为数不多的粮食作物，它与清代传
入的马铃薯和玉米共同构成了今天凉山彝族地区的三大作物。在高山区，苦荞与马铃薯、燕
麦轮作；在中山区，苦荞则与马铃薯、玉米轮作。林耀华先生在 1943 年率团到凉山腹地考
察，回来后在他的著书中对当地苦荞的“火耕法”作了介绍（2003[1947]：58）。这种烧山肥地、
随手撒播的耕种方式后来逐渐为新政府纠改。传统上苦荞是凉山彝族的重要口粮（朱圣钟，
2006），但由于农具简陋、出产低，过去荞面并非人人可以均等享用：
“娃子出力气，黑彝吃
箩筛粑粑”
（严汝娴、刘尧汉，1984：95）。苦荞并且还是彝族社会的礼仪物品，具有丰富的
文化涵义和重要的文化地位。当本土学者嘉日姆几博士得知我要做苦荞的研究，称苦荞之于
彝族就如同鱼骨架之于鱼，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撑了人们生老病死的各阶段。因而由苦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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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可顺其脉络了解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 1956 年的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主要由各黑彝家支割据统治，这些黑彝家支之
间多为竞争对立状态，冤家械斗不断，他们以家支组织和习惯法维系内部严格的血缘等级秩
序6（《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1982：131-155）。家支被认为是具有共同祖先的父系纽
带血缘群体，以习惯法维系其组织秩序。分属各黑彝家支的农民没有迁徙的自由，他们一部
分人对主人是交租纳贡服劳役的关系，还有出人出力“打冤家”的义务；另一部分人则人身
完全被占有，被迫终年为主人无偿劳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1982：91-130）。20
世纪 50 年代新政府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显示，凉山彝族地区 70%的土地为占人口总数 7.4%
的奴隶主阶级占有（包括 90%的黑彝及 2%的富裕白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
室，1957：29，附页；伍精华，2002：111；秦和平，2009）
。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及家支之间
的冤家械斗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始于 20 世纪初的鸦片商业种植7却进一步强化
了奴隶制度。（潘蛟，1987）有关凉山奴隶阶级生存状况的文献很多，今天我还能在田野当
中听到一些当事人的回忆：
如果交不起地租，明年要翻倍，再交不起，儿子姑娘就会被拉走到主人家做娃子（意
思指锅庄奴隶，即呷西）
。
我父亲给刘家放牛，刘家管饭。就跟现在的打工一样，只是过去不给工钱，只管吃的。
把洋芋和圆根切成小块一起煮了吃，荞面吃不上。有时活太重，或早上起不来，主人家会给
一点鸦片，抽了就有精神去干活。不听话要打骂。很难逃跑，到处是他们家支和跟他们家支
开亲的人。
民主改革的核心是解放奴隶、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秦和平，2009）。显然，
新政府对凉山彝族社会的改造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即改造旧有的生产关系，
发展生产力，消除不平等。与此同时，黑彝家支的政权功能被废除，确立了“以奴隶群众为
主体的统一的基层人民政权”（伍精华，2002：149）。在新政府看来，家支组织虽然起到对
外御敌、对内部成员扶助的作用，但它同时维系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社会等级制度。随着家
支组织对个体的控制力量被削弱，人们的生产生活事务转由大队、公社等集体单位进行组织
和管理（郑成军，2000；张德元，2003）。在我的田野调查当中，75 岁的老党员巫嘎和 86 岁
的洛嫫在民改前是奴隶8，她们至今怀念公社化时期“当家作主”的尊严和“光荣”：
过去我们非常受苦受难，共产党来了解放了我们。后来我还当上组长、生产队长。我有
一次看到张家的人在地里干活偷懒（张家以前是叙事人的主人家——笔者注），远远听见他
吆牛的声音，等我走近后却发现他在草地上躺着，牛在旁边吃草，只是他嘴里在吆喝，让其
他人以为他在干活。我就批评了他，以前都是他们骂我们。9
以前生活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吃的不愁了，但以前精神生活好，光荣，在队里说话有份
量，在家里地位也高。我经常教育孩子，党员的后代要带头做好，我们家现在 7 个孩子从没
有吸毒贩毒。
在农业生产上，新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着手对凉山地区的发展扶持工作，“传
授新农技、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植树造林、开展生产组织合作化、实施救济….等等”
（张望，
2005）。1956 年成立合作社，1958 年扩大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规模生产协作、有组织
的分工合作适应了农业自身特点的要求，它的社会化经营方式（与其他部门包括农业内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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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分工协作关系，如工农联盟、农技服务系统）显示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优越性
（Bramall，2008；金宝瑜，2006）。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兼顾了社会公平（Bramall,
2008）。此外，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集体经济也显示了组织化劳动和管理的优势。在我调
研的几个彝族村落，当地大部分的平坝耕地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凉山地区
山体连绵，在山峦之间有一些小盆地，当地称坝子。根据当地老人的叙述，这些坝子过去是
烂泥巴，或是季节性被水淹着，不能种庄稼。五十年代政府组织了村民进行挖沟、修渠、排
水、整地，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平坝耕地。“过去我们祖先住在山上，坝子开发出来后就搬
下来住了”。不少老人依然记得以前生产队的口号：
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
“戴帽子”指保护森林，山上绿油油；
“拴带子”
指堰渠通水；
“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
平坝耕地的开发扩充了耕地，成为今天的基本农田：
“到 1978 年，全州建稳产、高产农
田 35 万多亩，有效灌面 38 万亩，喷灌 6 万多亩。” （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2：1295）集体经济时期凉山州社会经济逐年增长（详见表 1）。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
农村在地工业被提倡10，鼓励社队企业利用本地资源、集中农业剩余发展加工业和小型工业。
1970 年全国社队企业共实现产值 66.6 亿元，到 1978 年，产值 493 亿元，吸纳了 2800 多万
农村工人，近 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来自于社队企业。
（潘维，2003：70-71）这是吸纳农业
富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经济不平等的有力举措。
（迈斯纳，2005: 332-333）
表 1：凉山州历史代表年份经济发展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1978

1985

社会总产值

37905

48810

71813

104447

118950

209991

409600

农业总产值

37080

45641

60362

63121

82977

118898

200033

数据来源：《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志》，2002：1220。

1979 年的农业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户。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减少（杨蓝举等，1999：75），经济重点转向了发展城
市和工业，农村增长低缓，城乡差距拉大，青壮年农民涌向城市寻找发展机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三农”问题突出。大量农田灌溉系统因得不到维护而遭淤塞损坏（Vermeer, 1997;
Hinton, 2006）
，土地灌溉面积持续缩减（陆学艺，2002：5-6）
，土地细碎化和个体化经营制
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外出打工造成了家庭劳力的不足，农田产出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带
来了环境健康问题（Smil, 2004; Lora-Wainwright, 2009），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农业发展的基础
进一步恶化。
经济基础的变革同时影响了村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集体经济组织解散后，凉山彝
族农民转向了寻求家支和邻里的互助合作。以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大小凉山地
区出现了一股搬迁潮，人们通过相互调换土地的方式，与自己的家支成员聚居在同一村子，
形成了今天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支构成村落主体的局面（蔡富莲，2008）。通过聚居和家支
聚会，村民增强了本家支的力量（蔡富莲，2008），得到了必要的生产支持，加强了社会保
障及相互间的利益维护（陈业强、陈浩，2015）
。但传统血缘政治力量的恢复和加强同时带
来了其他的问题，甚至呈现为一种倒退。血统等级婚姻和习惯法仍被遵循（严文强，2008：
88-144）；出现了以家支为纽带的贩毒运毒团伙，放高利贷，强势家支掌控村落政治事务和
利益分配（许恒，2010：38-45）
；以前的奴隶家庭因为没有家支而不得不投靠过去的主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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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以求得被接纳和保护（马尔子，2013[1999]：58-59；蔡富莲，2008；嘉日姆几，2010）；
以家支为纽带的工头制度使得企业得以顺利实现以灵活雇工的方式获取廉价的彝族劳工（刘
东旭，2013）
，广大彝族农民成为了工头组织“新的干活奴隶”11。从我的田野观察来看，彝族
工头已经成为当地的新富，并往往凭借经济实力让自己或家支的人当选为基层干部，从而影
响了地方的政治权力形态。
三、苦荞龙头企业的兴起与产业化推进
凉山彝族自治州总人口 487 万，其中彝族人口 245 万。12全州耕地面积 623 万亩，苦荞
常年种植面积在 90 万亩以上（《凉山彝族自治州志：1991～2006》
，2011：676），年产量 10
万吨13。苦荞产业的发展在 2008 年后较为显著。几年间，西昌、成都、昆明等西南城市涌现
了数量众多的以苦荞茶为主的苦荞产品专卖店，市场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超市。在网
络上，苦荞茶的保健功效被传播：
“富含芦丁”，“降三高”，苦荞的生长环境亦被强调：“生长
在高海拔山区”、“绿色无污染”。这无疑契合了当下人们对安全食品的想象与追求，使得苦荞
产品得以在市场上热销。苦荞产业获得蓬勃的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农业产业。到 2014 年
仅在西昌市注册的苦荞公司就有 48 家。地方政府决心把凉山打造为“苦荞之都”，由州农业
局主持成立了由企业组成的苦荞协会，并协助企业对外宣传及开拓市场，推动行业的发展。
在推动产业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招商引资”，与“科学技术”和“民
族特色文化”相结合，具体是通过扶持龙头企业为农户的苦荞产品开辟市场渠道。这与中央
政府的扶贫发展思路是一致的。2001 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产业化扶贫（《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 2001－2010》，2001）
，2005 年国务院扶贫办要求各省区市把扶持国家扶贫龙头企业
的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关于大力支持国家扶贫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2005）。有关统计数
据显示，在 2000 年－2005 年间，中央政府投入了 119 亿元扶持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黄宗智，
2010），这个数据还没有包括对省级、县级龙头企业的扶持资金，也没有包括地方政府对龙
头企业的投入。在 2006 年－2010 年间，全国各级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资金共达 697
亿元（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12：14）。沈洋在湖北 J 县
做的调查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扶贫资金主要用于了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一个 340 万元的
扶贫项目，其中 300 万元补贴给了当地 12 家企业，而只有 40 万元给了 64 家农户（沈洋，
2013：82）
。在我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万格县14，王先生的新绿苦荞厂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
而生，成为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王先生四十几岁，不是本县人，二十多年前来到万格县城“做生意”，包括开办小型的
荞面加工坊，2010 年成立了现在的新绿苦荞公司，从事苦荞粉加工及苦荞产品生产。王先
生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国家政策好”，还有朋友的扶助：
“我以诚待人，讲义气，所以朋友
们都很帮忙”
。根据王先生的讲述，他当初的起步资金是 110 万，其中建厂房用了七十多万，
30 万交了购买土地的押金（余款等土地证办好后才支付），剩下的 3 万用作定制生产设备的
订金，
“是朋友给我面子，收了这么少的订金”。后来通过办低息贷款以及朋友借款，王先生
付清了设备的余款并运回安装。工厂生产的启动资金也通过低息贷款以及“老客户”预付货
款得到解决。由于新绿公司属于县里的招商引资项目，因而厂房的土地获得了县政府批的优
惠价 7 万元／亩。此外，农业企业可以获得税收减免，只需缴纳营业额 4%的税，而常规税
收是 17%。在新绿公司建成后两年（2012 年），政府派人验收了厂房和设备，王先生顺利拿
到了四川省财政局拨付的新建厂房补贴九十多万元。2013 年新绿公司扩大产能，产能由 2 千
吨提升为 5 千吨，新添置的生产线拿到了政府 75 万元的产能提升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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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以看到，新绿公司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该公司的成立总计得到了政府
将近 175 万元的补贴，从而解决了高资本投入后资金周转的瓶颈问题，此外，企业享受了优
惠土地价、低息贷款、低税收扶持。新绿公司在当地逐渐取代了地方粮站和中间粮商的位置，
成为苦荞市场的主要力量。新绿公司并且陆续承担了一些政府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
新绿公司在 2014 年牵头实施了一个“产、学、研”结合的“富民强县”政府科技项目，
以“公司+农户+基地+订单”的方式推动“苦荞产业化发展”，并推进“苦荞的科学种植”，
合作单位包括了某大学和某科技单位。根据王先生的讲述，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是这样的：资
金 85 万全部拨给了新绿公司，王先生分别付给合作的两个单位各 12 万，作为科技指导费、
培训费支出，新绿公司则支配其余的 61 万。项目实际支出包括在村里基地上做了一个大广
告牌，花费了一万多元；此外，给一些农户免费发放肥料和种子，也花费了 1－2 万元，“发
放的农户数量随意，没有人会去核对，我们只要在技术人员指导村民播种的时候拍些照片就
15
行”。新绿公司跟村民签订了苦荞购销合同，价格是 3.5 元／公斤 。但王先生坦言，合同
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执行力：“这一个小地方的苦荞数量对我公司来说意义不大，而村民出
售肯定也要看市场价格”。此外，公司跟村民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但合同实际上并不执行。
对此王先生解释，流转合同只是为了应付项目的要求，“手续齐全才能拿到国家的资金，我
们这个地方的项目都是这样干的”。那么为何村民会愿意配合企业签这样的“假”合同，这
种做法显而易见对他们并无益处。对于我的疑问，王先生又解释：“跟村里要一份按有村民
手印的空白合同太容易了，去跟村长或合作社拿就行。我刚刚才帮另一家苦荞公司拿了 5 个
村 5 份这样的合同，这对村民也没损失”。后来我从这个“苦荞生产基地”拉莫村的村会计阿
皮那里了解到，按有手印的空白合同与彝族家支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关，对于长辈或威望
高的人，家支的人更是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拉莫村所在的乡是县委书记挂靠的帮扶点，为
了配合苦荞产业化发展项目的需要，拉莫村在 2013 年底成立了一个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
义与企业签订购销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
“公司不可能挨家挨户去跟农户签合同”，村长兼合
作社理事长木且向我解释。根据村民的反馈，合作社之后便没有开展其他更多的活动。木且
村长和他负责的合作社实际上成为了企业连结个体农户的中介。
我拜访了在一个科研单位工作的张先生，他同时还担任当地一家苦荞企业的技术顾问。
张先生前两年与这家企业合作了一个项目，他为企业提供一项苦荞良种技术，协助企业拿下
了四川省科技局的一个科技项目，项目资金总额 100 万。项目实施由企业牵头。企业为当地
农户免费提供良种，并与农户签订 3.2 元／公斤的保价收购合同，总计 600 亩。张先生是这
样评论这个项目的：“企业不仅拿到政府补助，还拥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为企业产品起到
宣传造势的效果，农民也得到了实惠”。
由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可以看到，政府通过扶持起地方的粮食加工企业，将农户吸纳到市
场体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设计下，企业一开始便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而广大农
户被置于了原料提供者的位置，这个过程中，技术与本土社会资源均与资本合流。
四、家庭农业生产的困境
“产、学、研”项目是今天政府推动科研成果服务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为产品开辟市场渠道。但这些项目的实施到底给农民的实际生产和市场收益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由上面王先生的科技项目可以看到，企业支配了项目资金的大部分——占
68%，直接用于农户的资金比例很低——占 2%。这 2%的资金用于为提供农民良种和化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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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看出，这个项目提高苦荞产出率的手段主要是改良种子和鼓励农户增施化肥量。然而，事
实上，苦荞的产出这 20 多年来并没有起色，在统计数据上甚至显示为大幅倒退：苦荞于 1975
年开始实验施用磷肥，1988 年达到平均亩产的高值，此后亩产量却显示为下降16（详见表 2）。
不少研究显示，中国家庭农业通过增施化肥来提高产出其成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显著的，
然而，这种提产手段到今天已走到了尽头，其代价不仅是农户投入成本的加大，还带来土壤
性质的改变和环境危害，威胁了农业的可持续性。在种子方面，由于苦荞是自花授粉，花朵
微小，所以培育高产杂交品种有技术上的难关，加之当前国家对常规育种的投入经费很少，
也是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虽然苦荞选育良种品种出来不少，像“川荞”、“西荞”、
“云荞”、 “昭荞”、“黔荞”等均推出各自的良种系列，然而良种需要花钱购买，在增
产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一般农户不愿意额外增加的种子支出，因此良种成果没办法大范围
被应用，而以政府项目形式的推广则由于农户生产的分散性其影响范围有限。与过去集体农
业时期相比，今天中国农业支持系统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体时期的农技成果为
社会服务的性质被强调，被无条件用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生产条件。今天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
仍然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研发工作，然而其科研成果却私有化和商品化，服务于企业和
个人的逐利。像杂交玉米的种植虽然高产，却需要配套高额的农资投入，使得当地许多贫穷
家庭无力种植。而技术还没能够掌控的物种像苦荞、马铃薯，其农资投入的自主性反而让穷
人获得生存的空间。
表 2：凉山州苦荞代表年份平均亩产
单位：公斤
年份

1950

1962

1966

1975

1979

1985

1988

1995

2007

2010

2014

亩产

37

61

77

99

132

131

178

131

90.7

85.5

93

数据来源17：凉山州农业局的农业统计年报；《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志》，2002：1325。

由于苦荞低产，这些年政府部门有意扩大当地的马铃薯种植面积。然而马铃薯市场价格
变动不居（价低的时候是 0.3 元／公斤），即便有高产出，农户却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相应的
市场回报。加之马铃薯相比苦荞其储存保质时间不长，而家庭也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存放，这
迫使村民在挖出马铃薯后便要急于出手，在市场上处于了更为被动的状态。因此，马铃薯虽
然高产，但在市场价格波动和存储条件的制约下，村民并不贸然增加种植，对于他们来说，
选择多种作物种植是更安全的，可以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分摊开来。并且苦荞种植也是轮
作制度的需要，以保持土壤肥力。
黄宗智（2008）提出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下农民“不充分就业”是小农家庭
贫困的基本原因。然而其中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小农家庭苦于土地资源匮乏没法开展更
多的经济活动，正如拉莫村的情况，村民春种秋收，农活一年加起来大概忙 3-4 个月，其
余时间大家只能闲着晒太阳，外界将这种状况指责为“懒”
；另一方面，农业改革后大部分
家庭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困境，迫使他们减缩农业经营范围，尤其随着近二十年来大量的
外出务工更加剧了这种态势。换言之，当地同时出现了“劳动不充分”和“劳动力不足”
的矛盾现象，人闲着却又因“人手不足”而无力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去开展更多的农业生
产。这种矛盾却正是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结果。
可与之比较的是集体农业时期的生产实践。那个时期凉山地区开展了复种制度和综合
性农业经营，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多样化经营、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等措施来提高全年的
农业产值。根据村民的追述，20 世纪 60-70 年代当地开展过十多年的大、小春生产，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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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三收的耕作制度：大春作物马铃薯和荞麦，小春作物小麦（当时亩产 150－200 公斤）
和花麦，第二年 5 月收割小麦后由于来不及种大春作物，就种上夏播作物蚕豆。两年三收
无疑能够提高农业的全年总收入，并且豆科的种植能够固氮，有利于地力的恢复。然而分
田到户后，土地不能统一调拨安排，没法解决土地分割后的灌溉问题（种小麦需要灌溉），
一些家庭的耕地离沟渠远，没法实现灌溉，离沟渠近的则可能因为上面的家庭不想种小
麦，不放水，下面的就没法灌溉，小麦最终被放弃。沟渠亦因得不到维护已逐渐堵塞毁
坏。事实上，个体家庭在资本、人力、技术、土地的制约下，作物种植的种类被减少，而
经济作物的种植亦困难重重。集体经济时期通过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吴国宝，
2000：181）
，在组织成员实行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兼顾了畜群放牧、耕种以及发展经济作
物，一些地方还利用地方资源发展起村集体的小工业。而现在以单个家庭的劳动力要同时
兼顾放牧和耕种变得不现实，村民只能放弃羊群，限制圈畜，甚至减少耕种。放弃畜牧不
仅减少了农业生计来源，削弱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使得循环农业生态系统难以为继。过
去土地肥力主要靠猪羊粪与苦荞秸秆、松针栎叶混合发酵后的农家肥，现在只能越来越多
地依靠化肥投入。农业的综合经营无疑对农业资源的配置利用是最合理的，而农业改革后
随着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生产条件的改变，这种生产实践便难以实现。
项目制作为政府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手段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渠敬东，2012）。很多研究
指出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项目往往被“作假”
，成为了各级单位和企业联手套取政府资金
的渠道，制造了社会不公。但假设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且不谈它普惠广大分散农户
的能力，在不改变现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家庭农业的困境？小
农经济贫困的重要因素在于其进行合理农业生产的能力，而当前主推的农业产业化强调的
却是市场，市场分配的逻辑，只能进一步强化资本的支配。
五、苦荞的生产与收益
拉莫村处于山间的一个平坝，海拔 2600 多米，全村耕地总面积 4016 亩，总人口 706
人，213 户。当地主要作物是马铃薯和苦荞轮作18，由于海拔较高，玉米的产出低，因此玉
米只是少量种植，此外种些燕麦、圆根（芜菁）
、绿肥、少量杂豆、蔬菜。
经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尔洛一家。夫妇俩年近五十，丈夫尔洛四川话说得流利，但
妻子阿依嫫却没法用汉话跟我沟通，她经常对我笑着比划，努力组织些词句，我也尽力回应
些零碎的彝语。他们早年已与双亲分家而居，但保持着赡养的义务，两个女儿均已出嫁，大
儿子和媳妇常年在东莞打工，只在 11 月彝族年的时候回来，将三岁的小孙子留在了家中，
小儿子在县城上高中，学费和生活费由大儿子支持。家里 17 亩地，养了 3 头猪、2 头黄牛、
1 匹马（主要运输工具）。家庭的现金收入主要靠出售庄稼和猪，尔洛农闲时会在附近做点
小工。初次到尔洛家时，阿依嫫把我迎进他们的主屋。屋内两边堆放了用编织袋装起的粮食，
中间火塘烧着火，主客围着火塘就地坐在羊毛毡子上，屋里有几张矮凳子，尔洛说是扶贫项
目“板凳工程”所发。因为我是远方客人，又第一次到访，他们杀了只鸡招待我。宰杀牲畜
通常只在节庆、仪式和来客人的时候进行，村民平日以米饭、洋芋、荞粑粑为主粮，配几片
腊肉和酸菜汤，可很多时候并没有配菜，只简单用盐巴和干辣椒粉混合成佐料，咬几口洋芋
蘸一下辣椒面，咸辣的味道促进了洋芋的进食。当地粮食只种一季，洋芋在 3 月种完，接着
4 月种苦荞。下种那天，天未亮阿依嫫就起来先把犁架子和种子做了“尔察苏”仪式19，希望
庄稼能获得丰收，不遭雪弹子（冰雹）、不受虫害。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眼看荞子要收获时，
不期而至的一场冰雹把大部分的荞粒打落掉地，或一场大风让庄稼倒伏。他们与一个亲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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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帮工。单个家庭耕种效率不高，尤其难以应付抢收抢种时节赶工的需要。地里，尔洛在
前面扶犁吆牛，其他三人依序跟在后面往犁沟里放种子、洒磷肥和农家肥，等尔洛犁第二道
沟的时候，翻过来的土就把前面沟里的种子覆盖上。这几年一些家庭开始使用微耕机，效率
要高些，但很多村民认为家里耕地不多，又有季节性的休耕，投资了农机却利用率不高。同
时人力的节省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限制现金的支出。买微耕机需要一次
性拿出 6000 元，这对当地大部分家庭来说是难以办到的，并且使用微耕机需要花钱买燃料，
而牛“反正要养着，家里有老人，去世时要杀牛”。休息的时候，尔洛坐在地边叹气，
“办庄稼
只能解决吃饱问题，然后卖一点出去得明年的肥料钱，没得干头，不如打工”。我便和他一
起算了算种植苦荞的投入与收益。（见表３、表４）
表 3： 苦荞种植人工投入（2014－2015）

农业活动

备耕

栽种

除草、疏叶

追肥、打药

收割

脱粒、晾晒

总成本

工时（天）

1

0.5

2

1

1

0.5

6

合计成本（元）

80

40

160

80

80

40

480

注１：备耕包括翻地、整地、出肥、背肥；栽种 8 亩 4 人 1 天 1 头牛；人工锄草 2 道；追肥 1 次、打药 2
次；收割用镰刀。总工时不包括平时积肥时间。
注２：人工的市场价格是 80－100 元，这里按 80 元计算。
数据来源：实地田野调查。
表 4：2015 年苦荞原料市场收益

项目

平均亩产

市场收购价*

人工成本

肥料、种子成本*

净收入

单位

公斤

元／公斤

元

元

元

金额

125

2.8

480

107

-237

注１：苦荞的市场价格变化：2001 年 1.4 元／公斤，之后几年维持在 2.2－2.8 元／公斤，2014 年升到历
史最高价 3.4－3.6 元／公斤，2015 年又跌至 2.6－2.8 元／公斤。
注２：每亩投入种子 4 元×8 kg；磷肥 50 元×1 袋（50kg）；尿素 2 元×5kg；杀虫剂 15 元×1 瓶；农家肥
成本没有计算在内。此外，一些家庭的机械耕地成本没有计算在内。
数据来源：实地田野调查。

由表 4 可以看到，苦荞这种“原生态、绿色”作物的种植收益是负收益 237 元，种植者的
收入甚至得不到起码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补偿。尔洛抱怨的“办庄稼不如去打工”，正形象地
说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很多时候农产品在市场中受到的价值掠夺比打工所受的剥削更深重。
农业经营正如村民所描述，能保障的只是有粮填饱肚子，现金收入则非常有限。然而今天即
便身处深山的农村家庭其日常生活的现金需求也在日长，他们必须兼以外出务工，才能应对
买肥料、看病吃药、下聘礼、受教育等基本生产和生活开支。然而临时工收入低下，而彝族
农民在劳工市场中由于多种因素更是受到了多重的剥削（刘东旭，2013；吉吉衣石，2013）。
尔洛在 2009 年跟工头出去打工收入只有 3 元／小时，大儿子现在是 10 元／小时，而且工作
并不稳定，没有活儿的时候就没有收入。事实上，农业收入加上务工收入都难以让当地家庭
获得现代生活的基本所需。贫穷如影随行。少数人铤而走险，“提着脑袋”去贩毒，进而让更
多人吸毒成瘾，甚至患上艾滋病。
（刘绍华，2015 [2010]）一些家庭如网上谴责的那样“生了
孩子不上学堂，却让他们去放牛放羊”，自甘“堕落”，放弃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坚强的家庭
则采取尔洛家的策略，精打细算，尽力减少现金支出，能够用劳动解决的就不去花钱。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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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贫穷为代价的“自我剥削”生存策略在市场经济学观点看来却是小农经济“市场竞争力”的
体现。
六、市场利益争夺与分配
每年火把节前后，拉莫村的山坡田野上便开始呈现黄澄澄的丰收景象。到了八月，地里
便热火朝天，割荞、打荞、挖洋芋。苦荞在 8 月头开始陆续收割，到 8 月尾便收完。等到荞
子脱粒晒干，商贩便开了小货车过来收购。这几年过来的都是同一个人，他来之前已经打电
话跟村里的熟人伍合联系好，让伍合通知村民具体的日期以及收购价格。2015 年的价格是
2.8 元／公斤，比 2014 年（3.5 元／公斤）跌太多。我问尔洛这么低价卖不卖，他说，
“没办
法，你跟他讨价还价的话，他不理你，如果自己拿去县城卖要运费，价格也差不多”，
“急着
用钱的家庭就会立刻卖了，娃儿要开学了，要用钱。松动一点的家庭可以放一放，等缺钱的
时候再卖”。商贩跟村民买进的价格是每公斤 2.8 元，他转手卖到苦荞厂是 3.2－3.4 元，中
间赚取了 0.4－0.6 元。尔洛猜测伍合作为中间人应该会从商贩那里得到 0.2 元的中间费。其
他村也同样存在伍合这样的中间人，如果外面的商贩进来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拦截车辆
捣乱。这些中间人通常或是家支势力大或是在外面的人脉信息广。对于企业来说，中间商贩
的存在是吸纳原料的有效力量，他们深入到各村落，将分散的苦荞原料集中起来输送到工厂
里，变成资本积累的基础。
企业对苦荞产业的支配力量在掌控苦荞的加工环节后便形成。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农户
只能是单纯的原料提供者，被排除在分享市场利润之外。当企业的苦荞产品在市场上以高级
保健品的昂贵价格出售，农户的原料却只能与低廉的粮食作物价格看齐。2013 年，我到昆
明和西昌等地进行市场调查。在苦荞茶专卖店里，一盒高档的 450g 苦荞茶标价近千元，中
低档的也要近百元至数百元。有的企业门店在旅游旺季的月利润高达 10 万元。随着行业竞
争加大，苦荞产品价格相应开始下行，并且这两年受到中央反腐倡廉政策的影响，高档礼品
销售受挫，但 2015 年苦荞的大众产品 450g 售价仍是数十到数百元。市场上高档与低档产品
的区分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包装的精美程度；二是芦丁含量。据说长在更高海拔更低产量的
“黑苦荞”芦丁含量更高，然而苦荞公司从粮贩手里收购过来的苦荞原料混杂了多个品种，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将各品种分开或操作起来成本高，并且将少量的“黑苦荞”进行单独加工
也不是现实的事情，因此“黑苦荞茶”和其他一些名目的苦荞产品更多时候只是企业增加产
品附加值的市场策略。而对于大多数地方的农民来说，无论是“黑苦荞”还是其他品种，原
料的收购价格是一样的。在企业方面，苦荞原料成本在苦荞茶生产成本构成中只占了很低的
比例。廉价的原料与售价昂贵的“绿色保健品”之间的巨大差额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到这个行业。企业抱怨原料供应紧张，要各显神通去“争抢”苦荞
原料。这个状况从一则有关苦荞行情的报道可见一斑：“消费者热捧，农民种植冷；投资建
厂多，原料基地少；年均出产量大，企业却出现收购难”
（钟美兰，2012）。企业还抱怨，
“农
民种的苦荞品种太多，优劣掺和，有的出粉率高，有的出粉率低”；
“他们喜欢怎样干就怎样
干，今年多种些，明年不喜欢就少种些”。老板们的苦恼在于农民不能跟他们工厂里生产线
上的工人那样听从指令进行标准化生产，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调节供应。可以看到企业当前
的经营障碍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工业生产对标准化的追求得不到满足，但这种状态最终会随
着资本对自然的掌控力的增强而得到解决，苦荞最终如其他大宗作物像水稻的情况一样，以
减少品种多样性来服务工业标准化生产的需求。另一方面的障碍是无序的生产与市场，在这
种需求压力下，资本需要不断寻求如何更有效地控制生产者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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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企业即便有这样的烦恼，但也并不愿意自己涉入种植以保证稳定的原料来
源。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苦荞的种植成本高于它目前的市场价格，如果企业自己经营，他
们还需要额外增加土地租金、劳动管理成本、资金积压，以及承担生产风险。而通过市场交
换，企业不仅无需负担这些成本，还可以以低于种植成本的价格买入原材料。换言之，市场
机制使得资本得以合法侵占农民的劳动剩余，并且转嫁风险。对于农户来说，承担自然风险
和市场风险是常态：2014 年天气早期干旱而后期雨水过多导致了苦荞减产，相应带来市场
价格的上涨；然而 2015 年农民看到上一年苦荞价格好，便增加了种植量，加上周边云南昭
通、贵州等地也增加了种植和供应，造成了价格大跌。但即便企业获得了廉价原料，却仍然
要想方设法地减低购进成本，以追求最佳增值。对于直接送来工厂收购的农户，企业限定了
收购的时间——在 1-2 月进行。因为这段时间天气干燥，粮食脱水量高。企业并且通过建立
周边地区和省份的供应渠道，来维护稳定的原料供应，同时达到压抑本地苦荞的价格上扬的
目的。近两年一些企业不愿意继续投身工业生产，转而专注于“做市场”。这些公司在市场
上接到订单后，就安排到苦荞加工厂进行生产然后贴上各自公司的品牌。这种情况使得苦荞
的收购和加工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甚至形成了地方垄断性的苦荞市场，从而增强了工业企
业对原料的吸纳和价格控制的能力和力量。
对于农户来说，他们的农业收入不仅受到本地中间商和工业企业的利益挤压，还受到国
家政策的左右，以及国外强势资本的利益争夺。2015 年，在低价进口粮食的压力下（这里面
当然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国家下调了玉米收储价，导致玉米市场收购价大跌，由原来的
2 元/公斤跌至 1.4-1.6 元/公斤，使玉米种植户受到重创。同时大宗粮食价格下跌对其他小宗
粮食的价格起到拉低的效应。随着玉米价格下跌，各类农产品价格也纷纷下跌。其基本原因
在于，农户在减少玉米种植而加大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时，必然增加了后者的市场供应量，
从而使得价格下跌。反之亦然，如果玉米价格高，则苦荞等农产品价格在大方向上也会随之
上升，否则农户就会改种玉米，而放弃苦荞。这样一来，玉米在粮食市场上实际扮演了价格
定位器的角色。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玉米价格来调控其他粮食作物的价格，以此达到维持廉价
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目的，从而助益工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增长。如此，对农民的利
益侵占便制度化。然而，对农民生计形成破坏的力量却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化的
市场经济下，国内的小农产品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的劳动时间投入低的工业化农业产品
竞争，并且发达国家的农业经营能够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支持，受到补贴的农产品能够以
更低的价格出售，这迫使我国农产品价格也要与之看齐，受其限定。这种情况下，小农产品
往往只能以低于其实际劳动时间的价格出售。在这过程中，世贸组织（WTO）往往成为了国
际资本的通行证。2016 年，美国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对三大主粮的补贴不符要求，目的是
为了增加美国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量。（高攀、郑启航，2016）
七、文化作为贫穷的原因与文化作为资源
我有时与从丽江、成都等地过来包地种药材的几位老板聊天，询问他们对平日打交道的
当地彝族农民的看法，当问及他们为什么那么穷，这些老板说：
你看他们成天一群人坐在外面晒太阳，聊天，不像我们勤劳刻苦去赚钱，有计划地花钱，
一点点地攒钱。
他们打工的钱过个彝族年就花完了，你在这都看到了，他们喜欢在一起喝酒，杀一只羊
一头猪一天就能吃完，把亲戚朋友都喊过来吃。一个葬礼要杀好几头，甚至几十头猪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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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邻居过来坐满大半个山坡，完了每人还拿走一份肉和荞饼。他们根本存不了钱，婚礼、
葬礼、做迷信、来亲戚，把钱都吃光了。
以现代经济学概念来看，彝族农民的经济逻辑是非理性的。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
积蓄花在了维系社会关系上面，包括生前身后的关系。正如彝族学者侯远高老师跟我解释的，
如果说藏族人的财富积蓄用于了宗教寺院文化，那么彝族人则是为了能够进行仪式，以维持
社会关系的运作。在这个社会里，家族的声誉和团结被看重，然而这些对于市场来说是没有
交换价值的，它们只会消耗财富积累使得个体没法聚集一笔启动资金去进行市场投资。这种
带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互惠经济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奉者看来，无益于激励个体的进取从而推
动经济的发展。然而主流经济学忽略的是，农业生产自身特点以及农村生活对合作化的内在
需求。在农业社会，种庄稼、婚丧嫁娶等事无巨细都离不开人与人的团结协作，彝族社会并
且通过家支成员“凑份子”（尔普）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及提高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陈
业强、陈浩，2015）。这种合作和社会保障在过去由集体经济组织来完成，然而随着农村经
济组织的解散，村民只能转向从自己的亲属组织寻求帮助。家支又重拾政治经济上的重要角
色，成为个体的依靠力量，这种情况下，家支关系的维系重新被强化。然而家支组织在生产
上也只能限于简单的互助合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体农业经营所面临的困境，甚至一些时
候家支组织与资本合流，成为挤压农民利益的势力，同时传统血缘政治力量的加强却是国家
在民主化建设方面所作努力的退却（见历史部分）。
尔洛有时感到挫败，他也跟外面的商人们有同样的看法，责备自己这个民族在人情往来
和“迷信”事项上耗费太多。同时他又认为更根本的原因是自己努力干活也赚不到钱。外面
热销的苦荞茶似乎与村民的生活毫无关系，即便原料是他们供应的，文化资源亦是他们所创
造和实践，然而却成为了企业的财富来源。在凉山州，苦荞、彝族火把节等元素组成的“原
生态彝族文化”成为了地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州府西昌的一个食品企业的“苦荞文化园”里，
观光消费的游客每日络绎不绝，里面不仅有彝族歌舞表演台，还有由专家指导设计的“苦荞
文化展厅”。展厅里的投影设备随时播放苦荞的传统耕种文化以及作物的生长环境，下面的
展柜则陈列了彝族文化器物，以及品种繁多的荞麦种籽，它们被分门别类地标识，或是彝语
的本土命名，或以科研单位名称的缩写命名并缀以序列号。展厅努力向顾客传达的信息是，
本土物种和传统知识丰富多样，自然环境优良，企业有充分的资质和能力对这些资源进行科
学开发和利用，并且企业是道德和负责任的，它自觉担当了传承保护传统文化的任务，因而
消费者可以充分信任企业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保健食品。在这个表述中，本土的物种知识、风
俗传统、宗教仪式都是有价值的，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被构建为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出路。
这无疑能够提升苦荞产品的附加值，最终助益企业从食品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
然而在文化实践者彝族农民那边，本土文化却被指责为贫穷的罪魁祸首，是制约地方进
步和发展的落后思维。当地农民迷信、没有文化、不思进取，与理性、进步的现代发展目标
格格不入，贫穷被看作是不具现代意识和经济能力的结果，他们拥有资源却不会利用，因而
地方政府要做的是招商引资，让拥有现代知识的企业家来开发利用资源，带动地方的发展。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是，本土资源的利用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当地农民依旧陷
于贫穷。对此，尼格仑（Nygren, 1999）从后现代理论视角进行了批判，指出这种不平等的
发展在将本土文化看作现代性的对立面的知识表述中被合法化。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
农民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有资本才能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八、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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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对凉山彝族农民群体生存状况的
影响。在苦荞产业化发展中，龙头企业成为了政府扶持的发展主体，政府意图以此为农产品
开辟市场渠道，让农民群体间接从市场交易中增收。企业凭借廉价的苦荞原料以及对本土文
化资源的利用，从保健食品市场中获得了超额利润。然而，农户不仅被排除在分享产品市场
利润之外，甚至其出售原料所得连基本的劳动力投入成本都没有得到充分支付，并独力承担
生产风险。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没有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带动农户发展”，却是企业通过市
场交换实现对农户的劳动剩余的掠夺，成就企业的资本积累，剥夺农户自身的发展机会，两
者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虽然政府扶贫同时致力于当地的修路通车，并以项目发放补助等方
式来减轻农民的负担，试图以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二次分配
只是巩固了农民的附属位置，却助益了资本以更低成本、更有效的方式进行积累，以致一些
学者批评这是以发展的名义使得农民成为资本的附属。
农户不仅在流通领域受到工商企业的利益侵占、中间商贩的利益挤兑、国际资本的利益
争夺、市场结构的限制（陷于增产与过剩的环回），同时其本身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制约发展
的重要因素。在 20 世纪 80 年代集体经济解散后，彝族农户转向了从传统的家支组织寻求生
产生活上的联合互助，且的确在人情网络的支持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提高和社会保障，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个体经营所面临的更多问题，更没法在简单互助中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政
府主推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却更多地强调为农户创造市场机会，不仅无力解决家庭农业生产上
的困境，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资源和财富的支配。可供借鉴的是集体农业时期的生产实
践，在土地的统筹利用、经济组织成员的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开展多样化、综合性的农业经
营，包括利用地方资源发展村集体小工业，并通过公共积累提供社会保障，以此让劳动者成
为发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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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详见《
“泪”世界上最悲伤作文——出于大凉山小学四年级彝族》，2015，搜狐网，
http://roll.sohu.com/20150804/n418155329.shtml。
2 1986 年全国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列入“七五计划，随后
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3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
《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
特別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网站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coprc.gov.hk/chn/xwfb/zfbps/t55540.htm；
邱荔，2015，
《5 年投入 276 亿，凉山为何还是穷》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50807/44372483_0.shtml。
4 参见《让全体中国人民迈入全面小康——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扶贫工作
纪实》，2015，人民网，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11/27/nw.D110000renmrb_20151127_1-03.htm。
5 参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2013，中国新闻网，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11-14/5501318.shtml；张立群，2013，《让市场发挥关
键性作用关键要合理规范政府职能》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12/c148980-23519974.html。
6 分为五个等级：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兹莫即土司，诺合即黑彝，其他各等
级均对土司或黑彝有人身依附关系。详细参考：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凉山彝族
奴隶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1－155 页；李绍明：《论民主改革前凉山
彝族社会的等级结构》，载《凉山民族研究 1992》第 65－72 页。
7 新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凉山地区全面禁止种植鸦片。
8 本文案例中涉及的当事人姓名、公司名称、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
9 这两处访谈分别感谢嘉日姆几老师和杨绍华的翻译。
10 参见《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 年第 36
期。
11 这是笔者在调查当中听到的一些彝族朋友的说法。
12 截止 2012 年年末的数据。
13 数据由凉山州农业局工作人员和农科所工作人员提供。
14 地名为化名。
15 2014 年苦荞市场价是 3.4－3.6 元/公斤。
16 苦荞平均亩产在近 20－30 年来呈现下降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较低海拔的地区
增加了秋荞的种植，相比春荞，秋荞的产量较低，故而将苦荞的平均亩产拉低。
17 由于我在调查当中没有收集凉山州农业局早期年份的报表，所以早期数据引用《凉山彝
族自治州志》
。据相关部门反馈，州志上的农业数据同样是由凉山州农业局提供。
18 当地人用汉话称苦荞为荞子，马铃薯为洋芋，芜菁为圆根。
19 尔察苏是凉山彝族传统的洁净仪式。播种当天，先把九块石头放在火塘烧至炽热，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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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蒿草（he ke）等枝叶覆盖在石头上面，很快有白色雾气冒出来，就把农具和荞种在雾气
上绕一圈，祛除不洁净的东西，庄稼能够得到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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