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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消费本身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袁也是一种伦理关系袁对这种关系的理论研究便涉

及消费伦理范畴遥 中西方思想家根据自身所处的阶级立场和经济地位对消费及其伦理价值
进行了阐释袁为当前研究乡村消费伦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遥 虽然学界对消费伦理的概
念莫衷一是袁但大体上都承认道德对消费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袁强调道德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遥
对消费伦理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消费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袁 引导人们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念袁合
理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 然而袁目前有关消费伦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社会这一总体
而言袁伦理视角下的乡村消费问题却鲜有涉及遥 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袁是解读巨变时代
中国的关键遥 通过对江苏省北部 J 村的田野调查发现袁伴随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袁乡村
消费结构有所改善袁但仍存在消费欲望不足的野不敢冶消费尧精神消费质量薄弱的野不能冶消
费以及生态消费欠缺的野不会冶消费等困境遥 除经济原因外袁这一状况的形成主要在于乡村
社会制度尧责任和教育伦理的野缺场冶袁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尧乡村精神消费环境
相对落后尧村民科学文化水平有所偏低遥 改变这种状况袁必须将社会力量和乡村资源相结
合袁努力让伦理野回归冶乡村袁从而完善乡村消费伦理袁合理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
关键词院中国曰乡村消费曰消费伦理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曰精神消费环境曰科学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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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袁到 2020 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明显加大遥 关于消费的

认识袁学术界大体有两种观点院一是认为消费是一种经济活动袁与伦理道德无涉遥 有学者直接
指出院野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冶[1]袁 并且认为经济学既不对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评价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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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各种道德观形成的历史进行研究袁经济学本身不研究如何改变道德规范袁特别是不研究
如何通过道德教化尧思想教育等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尧道德观袁并通过这种道德说教活动来改
变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的经济结果 [1]遥 在这部分学者看来袁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之一袁与生产尧分配尧交换一起构成社会再生产环节袁是一种经济活动袁并不涉及伦理道德等
概念遥 另一种观点认为袁消费作为一种人类行为袁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遥 有学者强调袁
野人们的消费活动不仅要将其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考察袁 也要将其置于社会生活的背景之
中分析袁特别是注意社会的伦理风尚尧个人的道德观念对人们消费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冶[2]遥 有学

者从人的生产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尧状况等方面分析消费的必要性和适度性袁认为消费作
为人再生产自身的方式袁是人需要的一种主观的选择形式和特定的满足方式袁只有真正符合
人的本性和有利于人的发展并且能够体现相应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消费袁才是具有合理
性和正当性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 [3]遥 有学者通过区分消极性消费与自主性消费尧物质上的平

等与形式上的平等袁 剖析生态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强调的消费不仅取决于经济承受力袁而
且也应取决于伦理承受力曰整个社会都应放弃片面的消费观念与增长模式袁把注意力集中到
生活质量的问题上来袁从而进入自我生活的时代[4]遥 总体上看袁消费本身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袁也
是一种伦理关系袁对这种关系的理论研究便涉及消费伦理范畴遥

目前袁学界对消费伦理的界定还存在不同理解遥 有学者认为袁消费伦理是野引导人们在消
费过程中具备道德正当性和利益合理性的伦理原则尧规范尧理念及其实践的总和冶[5]遥 有学者认

为袁消费伦理是研究消费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及其规律性的学问袁是调整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
关系的规范体系袁以人的幸福为终极目的袁通过对人类消费生活正当性的追问尧反思和批判袁确
定消费行为应遵循的道德原则袁从而为人们理性地规划生活尧享受生活和创造生活提供根据
和担保 [6]遥 有学者强调袁消费伦理应该是指在整个消费活动中袁以善恶和促进社会进步为标准

来评价尧调节消费主体在消费中的相互关系和价值取向以及其在行为尧品质上应遵循的伦理
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袁是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 [7]遥 也有学者从宏观的
伦理规范体系入手袁认为消费伦理规范体系是伦理规范体系中一个重要分支袁提出并阐述消

费伦理的两大原则袁即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的原则曰提出并阐述了
适度消费尧绿色消费和科学消费三大规范袁倡导节俭和合理消费相统一的消费尧符合保护生态
环境要求的消费以及科学尧文明尧健康的消费方式 [8]遥 也有学者指出袁消费伦理学既为人类提供
了正当性消费的伦理规范袁也解释并论证了人类对他人尧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 [9]遥 不
难发现袁虽然学者们对消费伦理的概念莫衷一是袁但大体上都承认道德对消费的规范与引导
作用袁强调道德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遥
通过对消费范畴尧消费伦理内涵等概念的梳理袁不难发现学界对消费问题给予的重视遥 对
消费伦理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消费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袁引导人们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念袁合理提
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 然而袁目前有关消费伦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社会这一总体而言袁是
一种宏观上的研究遥虽然中国乡村研究是整个 20 世纪国内外社会学尧经济学尧历史学等学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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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热点问题袁新世纪以来袁伦理视角下的乡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袁但有关乡村消费伦理的
研究相对匮乏 [10]遥 除王露璐教授的叶乡土伦理要要
要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野地方性道德知识冶探
究曳渊2008冤一文中提到野在乡村构建文明适度的消费伦理冶[11]袁很少有学者专门将乡村消费伦理

纳入其研究范畴遥 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袁是解读巨变时代中国的关键遥 一方面袁在乡村经
济发展过程中袁通过对村民消费伦理观念的探讨袁逐步引导村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风气袁促使
村民实现理性消费袁从而提升村民生活质量遥 另一方面袁从伦理视角探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袁透过乡村消费的伦理现状袁解读村民消费的道德逻辑袁从而帮助村民树立合理的消费伦理
观念袁更好地实现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遥 为此袁笔者选取江苏省北部的 J 村 淤进行田

野调查袁试图了解当前中国乡村消费伦理的现状及其成因袁并尝试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遥 当然
J 村的田野调查不可能代表当下整个中国乡村消费伦理的状况袁 但正如费孝通通过对一个个

微型社区的深入研究而获得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认识一样袁通过具体描述和分析某一典型
村落袁揭示其作为个案的特殊性袁并为全面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有价值的资料袁
无论从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或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而言袁都是值得肯定的 [12]遥

二尧消费伦理的思想资源
野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袁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要要
要从他

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袁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冶[13]袁中西方思想家根据自身所处的阶
级立场和经济地位对消费及其伦理价值进行了阐释袁为当前研究乡村消费伦理提供了宝贵的
思想资源遥

渊一冤中国消费伦理思想的传统渊源
在农业文明时代袁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袁人们的生产活动受到气候尧资源等自然条件的限
制袁很难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袁逐渐形成野粒粒皆辛苦冶的节俭消费观遥叶左传曳明确指出袁野俭袁德
之共也曰侈袁恶之大也冶袁强调节俭是一切德行的共同特点袁而奢侈则是最大的恶遥 儒家创始人
孔子也对节俭的生活方式格外推崇袁主张野节用而爱人冶渊叶论语窑学而曳冤袁强调野礼袁与其奢也袁宁

俭冶渊叶论语窑八佾曳冤袁将野俭冶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要求袁教导人们养成节俭的消费方式遥 儒家继

承者孟子也十分重视节俭的消费观念袁他从心里层面教导大众袁要求人们在物欲面前不动心袁
提出野养心莫善于寡欲冶渊叶孟子窑尽心章句下曳冤的主张袁任务野其为人也寡欲袁虽有不存焉者袁寡
矣曰其为人也多欲袁虽有存焉者袁寡矣冶渊叶孟子窑尽心章句下曳冤遥 面对孟子的少思寡欲袁荀子则强
调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冶渊叶荀子窑礼论曳冤遥他以野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冶渊叶荀子窑性恶曳冤的人性
恶为基础袁肯定物质利益对人精神状态的影响袁强调野欲者袁情之应也冶渊叶荀子窑正名曳冤遥 需要指
出的是袁荀子虽然反对寡欲袁但并非主张纵欲袁他指出野纵情性袁安恣睢袁禽兽行冶渊叶荀子窑非十二

子曳冤袁而是强调在具体消费过程中要野节其流袁开其源冶渊叶荀子窑富国曳冤袁既重视节俭的作用袁也
意识到扩大生产的必要性遥

在先秦百家中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是节俭思想的集大成者袁短短五千言的叶老子曳却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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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及其丰富的消费伦理思想袁表达了野见素抱朴袁少私寡欲冶渊叶老子窑第十九章曳冤的消费观念遥
老子消费观以野道冶为基础袁野道生一袁一生二袁二生三袁三生万物冶渊叶老子窑第四十二章曳冤袁离开

野道冶 就无法理解老子的消费伦理思想遥 在老子看来袁野道常无名袁 朴冶渊叶老子窑第三十二章曳冤袁
野道冶虽然是万物的本原袁但野道冶并非孤傲袁它以自然为根据孕育万物袁追求自然本来的样子袁不

去刻意而为遥 在具体消费思想上袁 老子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袁 而是应该以
野无欲冶野知足冶的状态面对自然袁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中袁依循自然规律进行生活袁回归内心的
本原状态袁强调野我有三宝袁持而保之曰一曰慈曰二曰俭曰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冶渊叶道德经窑第六十七
章曳冤袁呼吁节俭的消费伦理观念遥

代表劳动阶层利益的墨家以野节用冶为其消费伦理思想的核心袁强调野俭节则昌袁淫佚则亡冶
渊叶墨子窑辞过曳冤袁认为节俭能够促进国家的繁荣袁而骄奢淫逸则必然导致国家走向没落袁建议国

家野去其无用之费冶渊叶墨子窑节用曳冤遥在具体日常消费行为上袁墨子以实用为原则对衣尧食尧住尧行

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院关于衣着袁野冬服绀之衣袁轻且暖曰夏服 绤之衣袁轻且凊袁则止冶渊叶墨子窑
节用曳冤曰关于饮食袁野足以充虚继气袁强股肱袁耳目聪明袁则止冶渊叶墨子窑节用曳冤曰关于居住袁野其旁
可以圉风寒袁上可以圉雪霜雨露袁其中蠲洁袁可以祭祀袁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袁则止冶渊叶墨子窑节

用曳冤曰关于出行袁野利为舟楫袁足以将之袁则止冶渊叶墨子窑节用曳冤遥 与墨子类似袁管子也对日常消费
行为做出过详细规定袁野故立身于中袁养有节曰宫室足以避燥湿袁食饮足以和血气袁衣服足以适寒

温袁礼仪足以别贵贱袁游虞足以发欢欣袁棺椁足以朽骨袁衣衾足以朽肉袁坟墓足以道记冶渊叶管子窑
禁藏曳冤袁主张野俭约恭敬冶渊叶管子窑禁藏曳冤的生活方式遥管子并非一味主张节俭袁一方面他认为消
费对经济具有刺激作用袁强调野不侈袁本事不得立冶叶管子窑侈靡曳曰另一方面他认为适当鼓励消费

有利于国家治理袁指出野上侈而下靡袁而君臣相上下相亲袁则君臣之财不私藏冶叶管子窑侈靡曳遥 管

子的这种消费伦理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独特地位袁 他不同于其他思想流派的单一节俭思想袁
在倡导节俭的同时也鼓励消费袁但需要注意的是袁管子鼓励消费的思想仅仅是某些特殊情境
下权宜之计袁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和稳定社会袁并未将其上升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遥
总而言之袁虽然传统思想家有关消费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袁但都没有离开对节俭的重视袁使节
俭成为当时消费伦理思想的主流遥

渊二冤西方消费伦理思想的变迁
在西方社会袁 思想家们对消费及其价值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遥 在资本主义完成原始
积累之前袁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都处在相对薄弱的阶段袁此时一部分思想家更加推
崇节俭的消费观念袁将过度消费视为恶遥 亚当窑斯密渊Adam Smith冤在其代表作叶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原因的研究曳渊简称叶国富论曳冤中详实论证了节俭对增加社会资本和国民财富的重要作用袁认

为野资本增加袁由于节俭曰资本减少袁由于奢侈与妄为冶[14]遥 在亚当窑斯密看来袁节俭是资本能够增
加的直接原因遥 即使在节俭之前必须通过勤劳获得财富袁但财富的积累凭借的是节俭袁没有节
俭的美德资本无法实现增长遥 在此基础上袁亚当窑斯密对奢侈进行了批判袁他认为奢侈是一种

没有量入为出的行为袁对资本造成了浪费遥 如果奢侈者滥用的资本超过了节俭者积累的资本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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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会使其自身陷入贫困袁而且会造成国家整体资本的匮乏遥 因此袁亚当窑斯密将奢侈看作全

体公众的敌人袁将节俭看作整个社会的恩人遥此外袁马克斯窑韦伯在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曳
论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袁指出禁欲主义中节俭等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中

的重要价值袁强调野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袁不可避免的世纪结果显然是强
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遥 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袁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
财富增加冶[15]遥 韦伯通过对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积累关系的研究袁一方面肯定了节俭的伦理价
值袁另一方面也阐明了节俭这种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遥

与提倡节俭的消费伦理思想不同袁一部分思想家认为鼓励消费能够扩大内需从而刺激经
济增长袁为社会带来更多利益遥 伯纳德窑孟德维尔渊Bernard Mandeville冤在叶蜜蜂的寓言要要
要私人
的恶德袁公众的利益曳中提出野节俭的罪恶袁侈糜的贡献冶这一观点遥 孟德维尔将人类个体比喻

成蜜蜂袁整个社会便是一个巨大蜂巢遥 当每个蜜蜂都极尽奢靡充满私欲时袁却为整个蜂巢带来
兴盛袁野每个部分虽都被恶充满袁然而整个蜂国却是一个乐园冶[16]曰当每只蜜蜂都开始变得节俭

时袁整个蜂巢的经济竟然出现衰退袁最终被对手打败遥 孟德维尔借用蜜蜂世界的运行法则来说
明人类社会不应该过于节俭袁而是要大胆消费袁刺激生产袁带动就业遥 在他看来袁个人在消费方
面的节俭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罪恶袁会抑制社会生产的发展袁使生产领域陷入凋敝袁从而
减少就业机会袁导致人们越发贫困袁在消费领域更加节俭袁最终导致恶性循环袁不利于社会进
步和财富增长遥 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袁 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窑梅纳德窑凯恩斯渊John
Maynard Keynes冤认为袁是节俭导致了经济危机遥 凯恩斯在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曳中对希望通
过节俭来改善国家经济危机的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袁并且认为节俭会导致更大的危机遥 他强
调节俭会增加工人失业的概率袁而工人失业则会使其消费能力受到影响袁从而造成生产企业
的亏损甚至倒闭袁进而出现恶性循坏袁致使国家经济陷入更大的泥淖遥 基于此袁凯恩斯认为野若
富豪之家袁生时建大厦作住宅袁死后造金字塔为坟墓曰或为忏悔前非袁建造教堂袁资助寺院袁接济
传教团体袁则因资本丰富袁以致物产反而不能丰富之日袁也许可以延迟袁故利用储蓄袁耶在地上挖
窟窿爷袁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袁还可以增加真实所得冶[17]袁强调通过增加消费来达到刺激内需袁提
升经济的效果遥

受凯恩斯消费伦理思想影响野消费甚至被渲染为一种爱国责任冶[18]袁促使享乐主义的消费

价值在西方社会逐渐得到认可袁成为迎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消费理念遥 然而这种以挥
霍型消费为主的价值理念使人逐渐被欲望所奴役袁消费成为人们发泄欲望的工具袁完全忽视

了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袁使得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遥 有学者认为袁野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袁无
限制地使用能量袁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无穷灾难冶[19]遥 有学者指出袁野我们完全有理由

谴责那些具有最工业化国家的毫无意义的资源浪费遥 噎噎应该在耶道德爷耶伦理爷因受目光短浅
的唯科学主义影响及盲目相信耶中立的爷市场力量的影响而被长期埋没之后袁重新发现它们的
价值冶[20]遥 面对消费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袁国内学者也表示野这种消费价值观已经在实践中把人

类推向与自然生态严重对立的危险境地袁而且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袁正在给人类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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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和精神家园带来巨大灾难冶[21]遥 有学者清楚的意识到野消费主义是取代耶新教伦理爷且从属

于耶资本的逻辑爷的意识形态袁它要求人们把消费当作人生的最高意义袁激励人们拼命赚钱尧及
时消费袁但它却使人们的欲望总处于激发状态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感遥 更严重的是它会引
导着人类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冶[22]遥 有学者认为袁欲望消费既无经济合理性袁也无道德正当

性袁并且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袁使自然资源成为任意挥霍的对象遥 解决生态危机必须遏制欲
望消费袁塑造热爱自然的人性袁将野节俭冶视为人的美德袁将欲望消费视为恶 [23]遥 有学者认为袁只有
生态化的消费方式袁才是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袁要变革消费主义张扬的过度消费与短缺消费尧非
生态消费尧奢靡消费与低俗消费等反伦理尧反生态的消费方式袁使消费方式野合度冶野合宜冶野合
道冶袁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尧绿色消费和文明消费[24]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呼吁野摒弃以奢侈消费和高
消费为特征的异化消费行为袁树立理性消费尧合理消费的理念袁节约资源袁保护生态环境冶[25]遥

三尧野不敢冶野不能冶野不会冶消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袁我国乡村村民消费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遥 从叶中国统计年
鉴要2015曳的数据来看袁1978 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仅为 138 元袁到 2015 年这一数
据已高达 9630 元袁是 1978 年的六十多倍[26]遥 与此同时袁伴随村民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袁消费过

程中人与人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日益凸显袁伦理互动越发频繁遥 通过调研发
现袁现阶段我国乡村消费伦理存在野不敢冶野不能冶野不会冶的野三不冶消费状态遥

渊一冤野不敢冶消费院消费欲望不足
消费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袁不但使生产得以最后完成袁它还使人们产生新的尧更
多的需要袁这些需要促使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27]遥 与此同时袁合理的消费能够野真正符合人的本性
和有利于人的发展冶[3]遥 但在调研中发现袁虽然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伴随收入的提高而得以改

善袁并逐步树立野量入为出袁适度消费冶的伦理观念袁但在实际消费中仍存在欲望不足等野不敢冶
消费现状遥
从问卷数据来看袁高达 80%的村民将野量入为出袁适度消费冶作为日常消费的总依据袁但当

面对野您的消费欲望冶这一问题时袁选择野非常强烈冶和野强烈冶的村民仅有 17%曰在野您最近一次
购置新家电是什么时候冶这一问题中袁64%的村民选择野三年前冶这一选项遥 除此之外袁部分村民
的访谈内容也验证了这一事实院
我们这里的农民啊袁全靠着天吃饭袁老天给多少吃多少袁今年上半年天不错袁麦子收得就
很好袁能卖个好价钱袁你看袁现在好几个星期也没下一滴雨袁地里的玉米都干死了袁下半年就没
得收入了袁这种情况就得把钱攒着噎噎现在没有什么要买的袁这些东西换得太快袁这台电视就
是儿子前几年换下来的袁俺用着就好袁能有用的就行了袁不要太好的袁也就有时看看袁平时也不
在家盯它袁太好的浪费遥 渊7 月 10 日 14:10要14:30 与一位 65 岁男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我们也不怎么需要花钱袁不管好孬袁家里该有的都有了袁能将就着用就行袁没有的俺暂时
也用不着袁等小孩大点时再买遥 再说袁小孩现在还小袁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袁现在不省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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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要拿钱时拿不出来就麻烦了遥 家里老人年纪也大了袁身体有时也不太好袁有事没事还要
往医院跑袁虽说有医保袁但毕竟也只是报一部分袁自己还是要花很多钱袁其他的哪敢再花钱遥 渊7
月 12 日 11院05要11院20 与一位 34 岁女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农民野进行生产的地盘袁即小块土地袁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袁应用科学袁因而也就没有
多种多样的发展袁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袁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遥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
足的袁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袁而不
是靠与社会交往遥 冶[28]在与自然交换过程中袁农民的收入水平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袁在没有制度

保障的前提下袁虽然村民能够逐渐意识到野量入为出袁适度消费冶的重要性袁但在具体消费过程
中袁村民野首先考虑可靠的生存需要冶[29]袁不得不减少消费欲望袁不断积累储蓄以备不时之需遥

渊二冤野不能冶消费院精神消费质量薄弱

精神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形式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遥首先袁精神消费能够拓宽消
费领域袁推动经济发展曰其次袁精神消费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曰最后袁精
神消费对推动良好社会风尚的建立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30]遥 近年来 J 村村民在精
神消费方面的支出虽有所增加袁但仅停留在电视和手机等一般精神消费层次袁野不能冶进行更高
质量的精神消费袁总体而言袁精神消费质量一直处于薄弱阶段遥
在问卷中关于野您有过旅游等精神消费吗冶这一问题袁49%的村民选择了野从来没有冶袁仅有
4%的村民选择野经常有冶曰当被问及野如果您有一大笔闲钱袁您最想用来做什么冶时袁选择野旅游
度假冶和野参加培训冶的仅有 12%遥 与此同时袁村民们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院

我们平时主要的精神消费就是看看电视尧玩玩手机遥 好像听说过有农家书屋袁但从来没去

看过袁对看书不怎么感兴趣曰偶尔也有送戏下乡或者放电影什么的袁但我们都不怎么爱看袁除此
之外也没什么精神消费了噎噎其实还有一些钱是花在看风水上袁 很多人家里盖房子什么的都
会请人来看袁虽然这钱也不少袁但愿意花的人也不少袁总感觉不花不踏实遥 渊7 月 11 日 8:25要8:
40 与一位 27 岁女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年龄大了袁也不认识字袁更不会想到去看看书了袁过一天少一天的噎噎以前村里还有唱戏
的袁都年纪大了袁唱不动了曰年轻人又不爱这个袁现在连个一起唱戏的人也没有了遥 渊7 月 10 日
14:10要14:30 与一位 65 岁男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商品消费不仅取决于居民的现实购买力袁 还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促成消费实现的良好的消
费环境 [7]遥 乡村工作者在打造乡村消费环境尤其是精神消费环境时袁没有树立起以村民为本的

责任意识袁导致乡村在精神消费服务尧精神消费产品以及精神消费市场等方面都和村民的真正
需求相差甚远袁从而影响村民精神消费质量袁最终使村民野不能冶进行高质量精神消费袁整体上
仍处于纯消遣性阶段甚至还存有封建残余遥

渊三冤野不会冶消费院生态消费欠缺
现代社会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物质利益需要的同时袁却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出现袁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阻冶[31]袁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现实遥 伴随资源紧缺尧环境

63

污染等矛盾不断尖锐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尧打造美丽中国已迫在眉睫袁这野不仅是生活方式及
消费方式的变革袁更是消费目的与消费本真的回归袁体现了消费的生态化走向冶[32]遥 尽管如此袁
村民在消费过程中依然会忽视生态环境袁甚至出现野不会冶进行生态消费的现状遥

当被问到野您是否会购买非环保产品冶时袁67%的村民给出的答案是野没有考虑过袁消费时
几乎不会考虑是否环保这一问题冶袁另有 27%的村民承认野需要时袁只要比同类型商品便宜就
买冶袁只有 2%的村民选择野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袁坚决不买冶遥 部分村民解释道院

如果不用化肥袁地里的庄稼肯定长得不好袁这样就没办法卖个好价钱袁一家老小就靠这点

庄稼卖个好价钱袁为了能让家里多点收入袁让庄稼长得壮一点袁只能使用化肥遥 其实我也不想
用化肥袁现在的化肥那么贵袁但不用化肥庄稼就长不好袁没办法袁再贵也得用袁不然就不要指望
卖个好价钱了遥我们就想着能多卖点钱袁没有想过环不环保这个问题遥渊7 月 10 日 14:10要14:30
与一位 65 岁男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我也知道用塑料袋对环境不好袁但布袋子带在身上太麻烦袁俺这小超市又给塑料袋袁不要
钱袁用起来也方便遥 渊7 月 11 日 8院25要8院40 与一位 27 岁女性村民的访谈记录冤
波普金渊Samuel Popkin冤的野理性小农冶认为袁野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袁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以及最优的资源分配是其行为的现实动机冶[33]袁 但由于乡村教育没有普遍引起重视袁 村民
科学文化水平较低袁无法真正把握自身的最大化利益和最优的资源分配方式袁从而导致村民
野不会冶进行生态消费袁在消费过程中常常出现为了片面强调眼前经济效益袁而损害生态环境
的行为遥

四尧伦理野缺场冶导致乡村消费伦理困境
正如恩格斯所言院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噎噎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
去寻找冶[34]袁乡村消费伦理现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收入水平的高低遥 与此同时袁野耶理

念爷创造的耶世界观爷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袁在这些轨道上袁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冶
袁因此袁除经济原因外袁野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生产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耶乡土伦理爷逐渐耶退

[35]

场爷袁而与当前乡村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文化尚未建构并耶出场爷袁由此产生的乡村社会
伦理耶缺场爷现象冶[36]袁也是造成乡村消费伦理现状的重要因素遥 具体来看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院

渊一冤制度伦理野缺场冶院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制度伦理渊institutional ethics冤是一种关于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价值的概念袁在价值理

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意义上考察制度的合理性袁 既对制度的本质及其合理性根据作理论分

析袁亦对制度的具体结构尧运行机制及其过程作实证分析 [37]遥 有效的制度伦理设计能够充分实
现预定目标袁引导群体行为袁然而当前致力于保障农村安全与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是在
内容设置上还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都还存在一些问题袁未能彻底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袁致使
村民为确保野不时之需冶袁必须克制自身消费欲望袁野不敢冶消费遥 调研发现袁目前 J 村社会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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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尚处于不健全状态袁在救助尧保险尧福利等方面还无法真正做到保障村民利益遥
第一袁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覆盖面不广遥 野农村社会救助是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袁包括扶贫尧

灾害救助尧耶五保爷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诸多方面遥 冶[38]自 2006 年在制度上全面取消农业

税以来袁农民的经济压力得到缓解袁但乡村公共事业的财政基础也随之削弱袁从而使用于农村
社会救助体系的支出相对不足遥 近年来袁在国家财政支持下袁乡村扶贫等部分救助项目受到关
注袁但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农作物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好保障袁导致村民对农作物等基本收
入没有稳定预期袁进而野不敢冶消费遥
第二袁 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经济补偿不足遥 野农村社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袁是

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遥包括养老保险尧医疗保险尧失业保险尧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诸多方面遥冶
在调研中了解到袁当前 J 村基本实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覆盖袁野因病返贫冶现象得到

[38]

了根本遏制遥 但由于保险经济补偿制度在设计上更多的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袁 缺少足够的政
策性补偿袁致使农村社会保险经济补偿能力不足袁从而导致部分村民依然要为养老和医疗积
攒大量收入袁最终影响消费欲望遥
第三袁农村社会福利体系贯彻不实遥 野农村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袁包括老年福

利尧儿童福利尧残疾人福利和妇女福利等遥 冶[38]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袁遵循弱势群体优

先的制度设计原则袁为老人尧儿童尧残疾人和妇女的发展增加了一层保障袁但由于这一制度的配
套设施尚未完全落实袁从而无法从根本上使相关村民享受更多的福利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他们的消费欲望遥

渊二冤责任伦理野缺场冶院精神消费环境落后
责任伦理渊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冤意味着野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首先在于行为的后果袁行

动者必须对后果承担责任冶[37]遥 责任伦理要求乡村工作者必须对其行为后果负责袁然而乡村工
作者在提供乡村精神文化服务尧引进乡村精神文化产品尧营造乡村精神文化市场时并未充分
考虑这些行为是否会被村民接受袁是否为村民真正需要的精神消费产品袁从而造成乡村精神
消费环境落后的困境遥
第一袁精神消费服务与村民欲求不符遥伴随乡村文化重要性不断凸显袁野农家书屋冶尧电影下
乡尧送戏下乡等活动逐渐在乡村出现遥 然而袁在调研中发现袁这种形式的精神消费与村民的欲
求并不相符袁并没有真正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考虑其需要遥 受日常生活习惯限制袁村民尚未养成
定期阅读书籍的习惯袁与此同时袁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袁具有阅读能力的村民更愿意利用
空闲间隙在手机上灵活阅读袁从而造成野农家书屋冶形同虚设袁无法起到预期效果遥 除此之外袁
网络和有线电视的入户袁大量戏剧影视资源村民在家中便可享受袁传统形式的电影下乡和送
戏下乡已不再成为村民们的欲求遥
第二袁精神消费产品与乡村生活脱节遥 在现有精神消费服务无法满足村民欲求的同时袁精
神消费产品野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尧有耶高原爷缺耶高峰爷的现象袁存在着抄袭模仿尧千篇一律的问
题袁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冶[39]袁没有做到野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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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汲取营养冶[39]袁与野接受者不熟袁或者简直生疏得很冶[40]袁严重脱离乡村生活实际遥这种精神消
费产品缺乏对村民最基本的责任袁与村民日常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袁无法与村民建立起情
感共鸣袁得不到村民的认可袁进而抑制乡村精神消费遥
第三袁精神消费市场与时代悖离遥 乡村长期处在由血缘组织起的社会中袁人们的野家族意
识冶非常强烈袁加之我国儒教又经常强调祭祀尧丧葬等消费必须符合野礼冶袁不能敷衍了事袁于是
大办祭祀丧葬逐渐成为村民的一种野责任冶袁进而演变成迷信尧愚昧的乡村精神消费遥 调研中发
现袁不论家庭条件如何袁许多村民在婚丧嫁娶尧盖房等重要事情之前袁普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请
人进行野占卜冶或野看风水冶袁并将其野鉴定结果冶作为指导意见行事遥这种由扭曲的责任意识所带
来的腐朽落后的精神消费袁占据着乡村精神消费市场袁不断左右村民的思想袁控制他们的言行袁
使村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袁从而不能进行高质量的精神消费遥

渊三冤教育伦理野缺场冶院科学文化水平偏低
教育伦理渊Educational Ethics冤强调受教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袁农民作为农业活动的主体有

权利也有义务学习更多有关生态消费的知识遥 通常情况袁农户并没有蓄意污染的主观动机袁之

所以滥用化肥农药袁主要是缺少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41]遥 具体而言袁村民科学文化意识尧科学文
化知识以及科学文化技能还处在较低水平袁无法树立生态消费观念尧把握生态消费内涵尧实践
生态消费行为袁即野不会冶进行生态消费遥
第一袁科学文化意识薄弱遥 以往乡村教育以野填鸭式冶为主袁对野启发式冶教育缺少应有的关
注袁尚未培养起村民的科学文化意识袁使村民在遇到新问题时只能借助以往经验进行判断袁不
会综合利用最新的科学文化思维进行思考袁从而在消费过程中趋于习惯的考量其经济效益袁对
消费的道德尺度缺乏最基本的关注遥 比如袁面对土地与水源袁村民尚未意识到这些自然资源并
不是源源不断的袁尽管其自身有野再生冶的能力袁但如果人类的消费速度超出了生态的最高承受
限度袁那么野再生冶资源也将面临枯竭袁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遥总的来说袁现阶段在乡村消费过程
中袁绝大部分村民会为了经济上的小利而牺牲生态上更大的利益袁尚未树立良好的生态消费观
念遥
第二袁科学文化知识欠缺遥 生态消费作为近年来热点问题袁需要村民运用科学文化知识给
予充分认识遥 然而袁由于以往教育中缺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袁村民很难在短时间内对生态消费
进行完整而准确的把握袁不能正确认识生态消费中各种伦理关系袁对消费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
义务更是知之甚少遥 调研中发现袁很多村民完全不懂生态消费内涵袁简单地认为生态消费就仅
仅为了保护环境袁不讲究任何经济效益袁从而将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隔绝开来遥
第三袁科学文化技术不足遥 生态消费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文化技术的支持袁村民之所以将环
境保护与经济效益隔绝开来袁一方面由于乡村教育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曰另一方面是乡村
教育忽视了科学文化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袁尤其是和农业有关的技术教育遥 科学文化技术袁可以
调和很多看似矛盾的事情袁从而获得更大范围的共赢遥 以调研中村民所强调的施肥问题为例袁
村民认为不对农作物施肥就无法获得预期产量袁但通过科学文化技术的分析可以发现袁村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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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进行的大部分施肥属于无用劳动袁农作物缺少的只是肥料中某种微量元素袁而这完全
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精准施肥袁从而达到既减少污染袁又提高产量的双重效益遥

五尧结合社会力量和乡村资源袁让伦理野回归冶乡村
野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袁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冶[42]袁乡村的消费伦理问题便是其

中之一遥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社会力量野由外而内冶的逐步渗透袁也不能单凭乡村资源野由

内而外冶的自行运作袁只有将社会力量内化到村民日常消费中去袁充分调动乡村资源袁让野伦理
耶回归爷乡村冶[36]袁才能彻底解决村民野不敢冶野不能冶野不会冶消费的尴尬境况遥

渊一冤融入制度伦理关怀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袁让村民野敢冶消费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野是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袁对农民在年老尧疾病尧伤残尧失
业尧遭遇灾害尧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袁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袁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
一种社会制度袁主要包括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尧农村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冶[38]袁彰
显着制度设计过程中对村民的伦理关怀遥 一般来说袁农村社会保障与乡村消费欲望状况呈正

相关关系袁保障越健全袁村民消费欲望越强烈袁越敢消费袁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的发展自身袁不断
将野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冶[43]遥 因此袁解决乡村消费的伦理困境必须完善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袁野提高不同制度间的协同衔接水平冶[44]袁让村民真正野敢冶消费遥

第一袁扩大农村社会救助体系覆盖面遥 农村社会救助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最低层次需求袁

关系到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遥 国家必须加大对乡村财政支持力度袁帮助村民解决单靠个人
力量解决不了的道路修建尧水渠灌溉等公共问题袁给村民日常生活和生产以必要保障遥 值得注
意的是袁野国家其实不可能解决农民所有的问题袁尤其是不同农村地区差异极大袁农民的公共
品需求完全不同袁离开农民的主体性及其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袁国家为农民提供的公共品就
可能无效冶[45]遥 因此袁在设计制度时应使国家将资金直接划拨到村级组织袁由村民自主决定资金

的投入去向袁进而让村民有针对性地设计属于自己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制度袁扩大农村社会
救助体系覆盖面遥
第二袁提高农村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额度遥 农村社会保险体系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村民在养老尧医疗等方面的顾虑袁从而增加村民消费欲望遥 农村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额度
的提高需要政府在设计相关制度时充分考虑村民的现实处境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险的政策扶
持力度遥 与此同时袁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定需要体现公益性袁扩大保险范围遥 以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为例袁应将村民常见的易发病等日常门诊纳入保险范畴袁这不仅能够缓解村民日
常医药开销袁而且可以提高村民身体素质袁降低大病发病率袁进而减少因大病带来的高额经济
补偿遥
第三袁落实农村社会福利体系遥 农村社会福利体系是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更高层次的要
求袁代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高水平遥 在乡村现有财政有限的情况下袁村民应打破野一个个
马铃薯冶[28]的孤立状态袁突破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同体概念袁逐步形成乡村成员之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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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归属感袁构建野新型乡村伦理共同体冶[46]制度体系遥 在这一背景之下袁乡村村民有着野基本认
同与行动单位冶[45]袁对村庄具有良好的预期袁乡村不再仅是物质的存在袁更大程度上有着精神的
寄托袁从村庄走出的人更愿意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袁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曰在乡村生活的人也能
够在更大范围上进行合作袁发展乡村公共事业袁壮大乡村经济袁提高乡村社会福利水平遥

渊二冤加强责任伦理建设袁改善乡村精神消费环境袁让村民野能冶消费
乡村消费环境是合理引导村民消费袁尤其是精神消费的基本着力点遥现阶段改善乡村消
费环境与构建乡村共同体的社区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袁 其关键在于袁 树立责任伦理意识袁
野继承并进一步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村庄地域文化袁通过形式丰富尧行之有效的方式获得农
民的接受和喜爱袁吸引其主动参与袁从而强化其对村庄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冶 [46]袁改
善乡村消费环境袁为村民提供真正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乡村精神文化袁让村民野能冶进行精
神消费遥
第一袁立足村民欲求袁创新精神消费服务遥伴随乡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村民对精神消费
服务的要求也发生改变遥 乡村精神消费服务必须增强责任意识袁不能走简单的野自上而下冶的
野模式化冶道路袁必须立足于村民真实需求和自身特点袁为村民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精神消费服
务遥 具体而言袁一方面,创新精神消费服务要对村民需求有全面了解袁始终围绕村民意愿进行创
新曰另一方面袁要准确把握村民特点袁充分利用村民日常消费途径和形式提供精神消费服务袁从
而吸引村民参与其中袁提高乡村精神文化消费水平遥
第二袁依托乡村生活袁创造精神消费产品遥 野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尧一千条袁但最根本尧最

关键尧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尧扎根生活遥 冶[39]乡村精神消费产品作为文艺的一种表现形式袁
同样不能离开乡村生活和乡村村民遥 精神消费产品的创造者不能 野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
民的感受袁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尧向生活学习袁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
营养袁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袁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冶[39]遥 乡村精神消费并不是城
市精神消费的滞后袁不能简单的将城市过时了的产品带到乡村进行重复消费袁乡村生活有其自
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袁 精神消费产品的创造者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袁 依托乡村大量资源进行创
作袁野注重雅俗共享袁以高雅为内核袁以通俗为表象袁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精深的文
化内涵冶[47]袁从而赢得村民的认可袁实现野耶地方性知识爷与耶普适性意义爷的有效整合冶[48]遥

第三袁紧跟时代脉搏袁创建精神消费市场遥以往乡村精神消费市场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袁从而

给封建迷信消费留下可乘之机遥 当前创建精神消费市场袁必须紧跟时代脉搏袁以野传递真善美袁
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袁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袁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尧尊道德尧
守道德的生活冶[39]为使命袁将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糟粕彻底驱逐出乡村精神消费市场的舞台遥
在此基础之上袁充分挖掘乡村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袁实现野耶历史之根爷与耶现代之源爷
的成功嫁接冶[48]遥

渊三冤强化教育伦理实践袁提高村民科学文化水平袁让村民野会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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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袁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力冶[49]袁伴随义务教育不

断普及袁乡村识字率有了明显提高袁然而村民野不但要识字袁还要有文化袁有觉悟袁有学识冶[50]袁只
有达到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袁才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袁并进行深刻的伦理思
考袁从而做出正确的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遥 具体而言袁树立生态消费观念尧把握生态消费内涵尧
实践生态消费行为袁让村民野会冶进行生态消费袁需要不断强化教育伦理实践袁使村民能够增长
科学文化意识尧增加科学文化知识尧增强科学文化技术遥
第一袁增长科学文化意识袁树立生态消费观念遥 野能否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袁关键

在于人们观念的转变遥 观念的转变固然不能一蹴而就袁但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冶 [51]袁科学

文化意识的增长能够提高村民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袁从而有助于生态消费观念的树
立遥 增长村民的科学文化意识袁首先需要尊重村民的主体性袁与村民建立平等的对话氛围袁
在沟通中不断向村民传授科学文化理念袁强调消费是经济评价和伦理评价的统一袁逐步引
导村民野走出消费仅仅是经济行为的传统观念袁从消费也是一种伦理文化行为的角度出发冶
袁重新审视消费尧转变消费观念遥 除此之外袁还需要配合有力的传播媒介袁扩大宣传力度袁在

[52]

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意识袁让村民真正理解生态消费的重要性袁从而树
立生态消费观念遥
第二袁增加科学文化知识袁把握生态消费内涵遥 改造主观世界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袁对生
态消费内涵的正确把握就需要不断增加科学文化知识袁让村民能够野积极学习先进的农业生
产技术袁自觉做到高效生产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袁正确处理各类生产垃圾冶[53]遥 当前增加科学文
化知识必须完善乡村教育袁切实落实乡村义务教育袁野进一步加大财政经费总的投入袁特别是
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冶[54]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学文化知识培训班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开展乡村教

育必须结合乡村实际袁努力创新教育形式袁采用村民能够普遍接受的形式进行教育袁真正达到
增加村民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袁进而把握生态消费内涵遥 例如袁可以利用村民习惯在空闲时间
打牌的特点袁以牌面作为载体袁将生态消费的相关知识融入其中袁让村民在娱乐中逐渐领悟生
态消费内涵遥
第三袁增强科学文化技术袁实践生态消费行为遥 改造客观世界离不开科学文化技术袁生态
消费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熟练掌握科学文化技术基础之上袁野借助农业科技普及生态知识袁能为
生态消费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冶[47]遥 现阶段增强村民科学文化技术不能野忽视了技术性实

践袁应契合于伦理标准的必要性冶[55]袁同时需要因地尧因材施教袁充分考虑村民的实际接受能力
和需要袁野根据当地社会自然环境灵活实施冶[56]袁切忌套用尧照搬空洞的理论袁真正能让村民野学

以致用冶遥 具体而言袁乡村需要根据自身地域特色袁积极引入既符合伦理规范又适合本村农业
发展要求的技术袁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袁深入农户向村民有针对性的传授先进技术袁指导村民实
践生态消费行为遥 与此同时袁还应努力构建乡村专职科技人才队伍袁为乡村生态消费行为的实
践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保障袁不断野依靠科技支撑和创新驱动袁提高土地产出率尧资源利用率尧
劳动生产率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尧经营规模适度尧市场竞争力强尧生态环境可持续的
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冶[57]袁将生态消费落到实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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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尧结论与启示
围绕消费的边界尧消费与道德的关系等内容学界对消费这一主题展开了诸多研究袁但专
门针对乡村消费伦理的研究相对较少遥 在分析消费伦理思想变迁的基础上袁通过 J 村的实证调
研发现袁当前乡村村民的消费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袁但也面临消费欲望不足尧精神消费质量薄
弱尧生态消费欠缺等野不敢冶野不能冶野不会冶消费的伦理现状遥 从伦理视角而言袁造成这一困境的
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伦理尧责任伦理尧教育伦理在乡村的野缺场冶遥 因此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
在乡村中融入制度伦理关怀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袁让村民野敢冶消费曰其次需要加强责
任伦理建设袁改善乡村精神消费环境袁让村民野能冶消费曰最后强化教育伦理实践袁提高村民科学
文化水平袁让村民野会冶消费袁让伦理野回归冶乡村袁促进乡村消费伦理良性发展遥 具体而言袁根据
不同乡村特点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尧社会保险以及社会福利等农村保障体系建设袁扩大农村社
会救助体系覆盖面尧提高农村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额度尧落实农村社会福利体系袁在制度上给予
村民伦理关怀袁解决村民后顾之忧遥 与此同时袁以村民为服务主体袁创新精神消费服务尧创造精
神消费产品尧创建精神消费市场袁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消费需求袁积极引导尧支持村民进
行高质量的精神消费遥 最后袁对村民进行有针对性地培训袁使村民能够增长科学文化意识尧增
加科学文化知识尧增强科学文化技术袁将生态消费落到实处遥
野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冶[58]袁一定意义上村庄就是中国的缩影遥 因此袁对乡村消费

伦理的实证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村庄的问题袁而是希望通过对个案的分析不断
促进我国消费伦理的完善袁合理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

注释:
淤J 村的田野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遥 问卷调查采取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

进行袁其中发放 150 份问卷袁最终收回 100 份有效问卷遥 问卷调查的结果采用 SPSS19.0 高级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及统计汇总分析遥 此外袁笔者在 J 村以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方式进行了 8 例个案访谈遥 受访
对象兼顾了年龄尧性别尧职业尧收入等原则袁访谈地点大多为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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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Consumption Ethics in China
要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J Village
LIU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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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umption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activity, but also an ethical one. Therefore, to study this
ethical relationship involves consumer ethics. In the light of their own class stand and economic status,
thinkers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just tried to explain consumption and its ethical value, from which
valuable thought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rural consumption ethics have been provided. The academic view of
consumer ethics is different, they all accept the specification and guiding function of morality in consumption
and emphasize the impact of morality on consumer behavior. The study of consumer ethics help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morality and guide people to establish a good concept of consumption
so tha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can be promoted within a proper range.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consumption ethics are based on society, the rural consumption problem
from ethical perspective is rarely involved at present. As a microcosm of Chinese society, rural areas are the
key to understand China in a great change era.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of J village in the north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r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s improv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consumption are of low desire and low quality due to weak spiritual consumption
and backward idea due to the lack of ecological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reasons,
the formation of this situation mainly lies in the lack of rural social system, responsibility and educational
ethics, for which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rural spirit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the villagers爷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is somewhat low.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societal forces and rural resources should be combined, through which the ethic can go back to the rural areas
to perfect the rural eth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onsumption to economic growth can be promoted within
a proper range.
Key words: China; rural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ethic;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piritu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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