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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左翼力量反美倾向的演变
①

袁东振

〔内容提要〕反美是拉美左翼的重要特点和天然倾向。拉美左翼的反

美主义主要是抵制拉美的“美国化”倾向，不认同美国理念的普世价值，不

满意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和霸权立场，抗议美国敌视和压制拉美左翼力

量，以及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和封锁。随着美国调整对拉美的战略，以及

美古和美拉关系的逐渐改善，拉美左翼的反美立场会趋于温和。但由于美

拉关系的基本面和实质没变，拉美左翼与美国在理念与政策方面的差异仍

然无法消除，拉美左翼很难完全放弃反美立场，反美仍是其基本政治和价值

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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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一直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美情绪，而拉美左翼在传统上是反

美倾向的主要代言人。拉美左翼的反美倾向既源于他们与美国主流理念和政策主张

的差异，更源于他们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及干预拉美地区事务的不满。随着美国对拉

美政策和策略的调整，特别是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及其所带来的拉美左翼的温和

化，拉美左翼反美主义的激烈程度会有所降低，但反美依然是拉美左翼的基本政治立

场和政策取向。

一 拉美左翼和右翼的相对性和变动性

拉美的左翼具有相对性。在拉美地区，左翼和右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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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的性质可以随所处时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一类政党，在一个拉美国家属

于左翼，在其他拉美国家可能就是右翼。例如，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在许多国家

属于左翼政党范畴，但在委内瑞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行动党，以及“争取社

会主义运动”等政党通常被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看作是右翼力量的代言者。当

前，社会民主主义党是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内，其左翼政党的属性并不被广泛认可。

拉美左翼具有明显的变动性。拉美左翼和右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

转换的。同一个政党，在一个特定时期是左翼，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就是右翼。例如秘

鲁的阿普拉党是拉美地区第一个民众主义政党，曾是重要的激进左冀政党。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该党已经转化为中右翼政党，其政策主张遭到该国传统左翼政党的批

判。同样，传统右翼政党也可以演化为左翼政党，例如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自该国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化以来一直是左翼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

尽管如此，拉美左翼和右翼还是有明显判断标准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

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有自己的支持群体，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一般说来，左翼通

常代表中下层诉求，要求变革现存秩序，主张社会权利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右翼通

常代表中上层利益，要维护自己的传统特权和既得利益，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反对

剧烈的社会变革。左翼和右翼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存在区别和差异，这

种区别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政策上，左翼主张对经济进行一定程

度的国家干预，而右翼则倾向于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 在政治理念方面，左

翼倾向于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主张推进大众政治，而右翼倾向于精英治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左翼同情甚至主张推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而右翼则抵触、敌视甚至

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和主张; 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左翼主张公

平优先于效率，右翼则主张效率优先于公平; 在对外政策选择方面，右翼有明显的

“美国化”偏好，左翼则主张“去美国化”。

在拉美学界，由于对拉美左翼和右翼的相对性和变动性认识得不充分，致使人们

对拉美左翼的认知有一些混乱，在谁是左翼谁是右翼的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同认知。

例如，在国内拉美学界，除了把古巴，以及 21 世纪以来左翼政党执政的委内瑞拉、玻

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智利、巴西、乌拉圭政府作为左翼政府外，还有人把秘鲁

阿普拉党政府、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政府等也视为左翼政府，这显然是因忽视了拉

美左翼的相对性和变动性所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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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美左翼具有天然反美倾向

早在拉美地区形成强大的左翼之前，该地区的政治精英中就孕育了浓烈的反美

情绪。拉美国家独立之初，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试

图将欧洲列强的影响排挤出拉美大陆。美国独霸美洲大陆的野心引起了拉美一些政

治精英人士的警觉，例如拉美独立战争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就发出警告，认为美国人

自私自利，将会是拉美最大的敌人。连墨西哥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也表现出了

对美国的厌恶和无奈，把墨西哥的不幸归结为“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古巴民

族英雄何塞·马蒂等人更是提出了“建立没有美国的我们的美洲”的设想。① 在拉美

地区，有众多政治家、作家、知识分子对美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

拉美左翼继承了拉美历史上的各种反美情绪，使自己成为反美主义的代言人，反

美成为拉美左翼的重要特点和天然倾向。拉美国家独立后，当时政坛的主要角色是

保守派和自由派两大派别，还没有形成阵营鲜明的左翼和右翼。19 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各种左翼思想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拉美，随着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拉美

本土也逐渐出现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的政治团体。这一时期开始的拉美早期现代化带

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发生分化，一批激进势力从传统政党

中分化出来，成为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重要来源。19 世纪后半叶，在欧洲社会主义

者的推动和影响下，拉美地区逐渐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1917 年俄国十

月革命后，拉美各国又陆续建立起了共产党组织。拉美地区的共产党、社会主义性质

的政党，以及受这些政党影响的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知识分子群体，是左翼力量的

主体力量，这些力量成为反美倾向的主要代言人。

尽管反美是拉美左翼的共同特性，但拉美左翼的构成非常复杂，拉美左翼对美国

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一般说来，传统左翼反美倾向较重，而 21 世纪以后崛起的新

左翼对美国的态度相对温和、务实; 在野的拉美左翼反美倾向较重，而他们一旦上台

执政，其反美色彩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弱。② 21 世纪以来上台执政的拉美左翼并

不是传统左翼，他们大多是拉美国家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左翼势力或比较激进的力量，

意识形态特色较淡。这些左翼力量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反美情绪，但对美国的态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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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智，反美口号较温和，美国与拉美左翼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等少数激进左翼执政的国家。

三 拉美左翼反美的主要内容

包括拉美左翼在内的许多拉美人反美，并不是反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相

反，他们对美国文化中许多正面的特点给予充分肯定，包括“不懈和不倦的求知本

性，对真理的无限渴望”; 他们也承认美国在实施民众教育、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就。

拉美人的反美主义，主要是抵制拉美的“美国化”倾向，不认同美国理念的普世价值，

反对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和霸权立场，反对美国敌视和压制拉美左翼力量的政策，

以及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和封锁。
( 一) 支持拉美“去美国化”

拉美长期存在是选择“美国化”还是“去美国化”的争论，左翼逐渐成为“去美国

化”主张的承继者。拉美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之初，拉美大多数上层人士把英国和美

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后两者所信奉的自由原则，把拉美经济的落后归咎于占统治地

位的西班牙式的专制体制和政策，因此他们要求尽可能采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模式

改造拉美社会，并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复制美国的制度模式。一些人甚至公开提出

拉丁美洲“美国化”的主张，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文明的制度，是文明的代表，把美国比

作“当今最充满活力和最勇敢的共和国”，而把拉美当地人特别是土著人及其习俗看

作是野蛮的代表。19 世纪阿根廷著名政治家萨米恩托(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认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文明理念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美国化是拯救拉美

大陆的唯一出路; 拉美应该放弃野蛮，选择文明。①

与拉美“美国化”主张相对立的是拉美“去美国化”论。以一批民族主义倾向较

强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拉美人不认同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认为拉美如

果接受美国的实用主义就等于丢弃了自己的精神追求、美好和本性，就会形成彻头彻

尾的物质主义和对媚俗和平庸文化的鼓励。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接受和承继了“去

美国化”论，主张走自主的发展道路，并逐渐成为“去美国化”的主要代言人。
( 二) 不认同美国理念的普世价值

长期以来，拉美人对美国把“美洲”和“美洲人”这样的术语专指“美国”有一定

程度的怨恨，并一再声明，拉美人也是“美洲人”。与此同时，拉美人对美国向其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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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输出自己的观点表示不满，认为美国的理念不具有普世价值。①拉美民族主义者和

左翼知识分子是抵制美国理念和价值的重要代言者。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

里奥( Ｒuben Dario) 和聂鲁达( Pablo Neruda) 等人的作品一方面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物

质文明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强烈地抵制美国的价值观的倾向。他们反对

美国干预拉美事务，对美国跨国公司拿走自然资源，造成拉美贫困、土地荒芜感到痛

惜，对美国支持拉美独裁者和专制者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和谴责。②

( 三) 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地区事务

进入 20 世纪之后，美国逐渐成为拉美地区的“霸主”。为了维护其独霸美洲的

目的，美国表现出了强烈的侵略性，不断向拉美国家炫耀武力，甚至不惜武装干涉拉

美地区事务。继 19 世纪中叶通过武力攫取大片墨西哥领土之后，1898 年通过美西

战争，美国获取了对古巴和波多黎各的控制，1903 年掌握了巴拿马运河区。美国通

过“大棒政策”，频繁地对拉美国家进行武装干预，包括干预墨西哥革命及后来的危

地马拉革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不惜通过支持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委内瑞拉

的西门尼斯、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等独裁专制政权，以及后来的右翼威权军政府，来

压制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美国的扩张、干涉和利己行为，引起了拉美人

民的不满和反对，使拉美左翼力量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 四) 反对美国对拉美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压制

美国一直对拉美左翼力量采取遏制和打压的政策。美国一向把拉美作为自己的

势力范围。由于拉美左翼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亲社会主义的倾向，因而一直受到美国

的压制。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不仅公开

阻挠和破坏拉美地区的革命和进步运动，还支持和纵容拉美地区的右翼政府打击共

产党、社会主义力量和左翼进步力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右翼政权对共

产党的迫害、20 世纪 50 年代对危地马拉革命的颠覆，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右翼军人

群体式政变、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尼加拉瓜革命政

府遭围困，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有美国的“黑手”参与其中。美国对拉美左翼

力量的打压和遏制，自然遭到拉美左翼力量的谴责和反对，左翼力量把反对美帝国主

义的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与其他地区的左翼相比，拉美左翼的反美特点更加鲜

明一些。

( 五) 反对美国封锁和敌视古巴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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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新生的古巴政权受到美国政府的敌视，美国试图通过

派遣武装雇佣军入侵的方式推翻古巴革命政府。自从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

美国对古巴采取了长达 50 多年的全方位敌对措施，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在政治

和外交上进行孤立。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东剧变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制

裁和封锁古巴的力度，力图促成古巴政权的更迭。美国长期的封锁、孤立政策给古巴

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在与美国进行抗争的过程中，古巴逐渐成为拉美左翼的大本

营，成为拉美地区反美势力的总部基地。美国对古巴的敌对政策，引起古巴政府和拉

美地区左翼政治力量的一致强烈谴责和反对。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成为拉美左翼

反美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 拉美左翼对美国态度的趋势

由于美古、美拉关系的改善，以及拉美左翼趋于“温和化”，拉美左翼的反美倾向

有所减弱。但美拉关系的基本面和实质没变，拉美左翼与美国在理念、政策等方面的

差异依然存在，拉美左翼很难完全放弃反美立场。

( 一) 美拉关系进一步改善，拉美左翼反美倾向有所减弱

美国积极修复美拉关系有助于博得拉美国家的好感。美国以美古关系改善为突

破口，试图全面改善美拉关系。虽然美国提出的涵盖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倡议

最终未获成功，但美国比较成功地将拉美国家纳入了自己主导的地区和全球贸易、金

融安排，增加了与拉美国家的利益捆绑，这有助于赢得拉美国家的好感，自然也有助

于缓解拉美左翼的反美情绪。

美国逐渐改变了对拉美左翼的态度和策略。由于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美国不再担心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拉美左翼对美国在拉美的核心利

益不再构成致命威胁，“左”“右”之争主要成为拉美各国的国内政治问题。拉美新左

翼虽然与美国有矛盾，不满美国干预世界事务和拉美事务，但多数左翼政府没有选择

与美国公开对着干，而是选择把发展与美国的合作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在反恐、

禁毒和国际事务领域积极与美国配合。美国虽然对拉美左翼力量仍有疑虑，但不再

将其看成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并逐渐改变了对拉美左翼的态度和策略，由过去

的单纯打压遏制转为打压、拉拢和分化并用。在对委内瑞拉等少数激进左翼继续打

压的同时，对多数国家的温和左翼采取拉拢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分化拉美左翼力量。

美国对拉美左翼的容忍度增加，有利于淡化拉美左翼国家的反美色彩。鉴于多

数左翼政府上台后继续执行既定的市场经济政策，没有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激进行

动，美国政府对拉美左翼政府采取了忍让或容忍的策略，继续保持与拉美左翼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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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领域的合作。

( 二) 古美关系的改善推动拉美激进左翼降低反美调门

经过长期秘密谈判后，2014 年底古巴和美国同时宣布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

程，双方随即就双边关系正常化展开了对话。2015 年 4 月古巴和美国最高领导人举

行历史性会晤，随后两国复交，古美两国持续了 50 多年的敌对状态逐渐缓解。古美

关系的改善不仅将改善社会主义古巴的生存环境，也将对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

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古巴不仅是拉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拉美地

区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大本营”; 美国不仅对社会主义古巴实行孤立和封锁政

策，也对拉美地区的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政策。谴责美国对古巴

的经济封锁不仅是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长期诉求，也是他们坚持坚定反美立

场的重要理由。特别是拉美激进左翼，不仅反对美国对拉美国家事务的干预，而且主

张消除美国在本地区的传统影响，主张在拉美地区“去美国化”。作为拉美左翼力量

的传统“大本营”，以及拉美“21 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精神领袖和支持者，古巴对拉

美左翼有较强影响力、塑造力和引导力。古美复交也有利于为其他拉美左翼执政的

国家与美国缓和关系扫清障碍。即使拉美激进左翼不会完全放弃反美立场，至少有

可能淡化反美倾向，在与美国关系方面采取相对实用或更加温和的立场，而美国反过

来也可能会进一步淡化其对拉美左翼力量的敌视态度。

( 三) 激进左翼“温和化”有助于缓和拉美地区的反美倾向

2013 年以来，拉美激进左翼的实力受到削弱，趋于温和化，反美立场也相应软

化。查韦斯是拉美激进左翼的旗手，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期间，他加强国家对经济社

会生活的干预，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推动实施当代拉美最

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使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

摆脱对外依附。在查韦斯的影响下，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左翼执政的国家纷纷采取

类似政策和措施。在对外政策领域，这些国家有强烈的反帝和反美倾向，强调反对美

国的帝国主义和霸权政策，谴责美国对拉美事务的干涉。激进左翼政府联手建立

“玻利瓦尔美洲联盟”，向美国“叫板”，推动拉美左翼政府之间的合作; 通过“加勒比

石油计划”以优惠价格向相关国家提供石油，以及资金和其他援助。当前委内瑞拉

经济形势恶化，财政收入吃紧，国内不满情绪上升，群众和社会基础有所削弱，不得不

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相关政策调整，改变若干激进政策。随着古美两国的复交，改善与

美国的关系，淡化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拉美左翼政府的重要政策取向。

2015 年 4 月巴拿马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奥巴马进行短暂会谈，随后两国

高级别官员开始对话; 7 月 6 日马杜罗声称，委内瑞拉与美国设计的秘密外交渠道在

改善两国沟通方面“运作良好”。由此可以看出，委内瑞拉的反美色彩大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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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拉美左翼执政的国家经济遇到困难，希望从美拉关系中获益，推动本国经

济复苏

拉美国家对美国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作为美国霸权主义政策

的受害者，它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另一方面，它们希望在与美国

的合作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是拉美地区最主要的

经贸伙伴。长期以来，拉美的外资有 50%以上来自美国，出口的 50%以上输往美国，

进口的 40%以上来自美国。2013 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了下行区间，政治、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在增加。为了尽快

恢复经济增长，应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即使是那些反美倾向较重的左翼

执政的拉美国家，也迫切需要从与美国的联系和经济合作中受益，其反美倾向将会有

所缓和。

( 五) 反美仍是拉美左翼的基本政策取向

虽然拉美左翼的反美色彩会有所淡化，但他们反美、警惕美国的基本立场不会改

变。首先，拉美左翼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理念不符合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政策观。拉

美左翼所信奉的国家干预经济、民众主义的政治理念、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

主张深刻社会变革的社会理念，以及“去美国化”的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维护在拉

美地区的既得利益有一定威胁和冲击，会引起美国不同程度的疑虑、不满，甚至反对。

而美国的这种态度必然会遭到拉美左翼的反对。第二，反对美国干涉拉美地区事务

是拉美左翼的一贯立场。为了维护自己在拉美的特殊利益，美国不会放弃干预拉美

地区事务的做法，尽管干预的方式会更加隐蔽，方法会更加灵活。只要美国不彻底放

弃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涉，拉美左翼就很难完全放弃反美立场。第三，拉美左翼成分

复杂，在对待美国的态度问题上有分歧。即使拉美执政左翼的反美立场有所淡化，传

统左翼、非执政左翼、激进左翼在短期内也很难放弃其一贯的反美立场。最后，古美

关系的改善虽然会淡化拉美左翼的反美立场，但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其反美态度。鉴

于古巴和美国在民主、人权、政治和社会制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以及

美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面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政策，因此在古巴问题上，拉美左翼

仍将采取支持、声援古巴及反对美国的政策立场和取向。

袁东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 本文责任编辑: 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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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the United States has sought to support and consolidate the democrat-
ic transition in Tunisia with foreign assistance． In practice，America has
increased its assistance to Tunisia． The support from U． S． Congress and
the existing assistance system for the Middle East have enabl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aid Tunisia in a timely way; the serious security challen-
ges in the Tunisian transition have not fundamentally altered the positive at-
titudes preval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assisting Tunisia． However，
such security challenges have had some impact on the assistance distribu-
tion，and“Security First”has becom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n Amer-
ica’s foreign assistance to Tunisia．

U． S． － Indonesia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Li Yibo ( 70)………………………
Since the U． S． － Indonesi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greement was
signed by Obama and Yudhoyono in November 2010，U． S． － Indonesia
military cooper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steadily and made much pro-
gress in various fields． Nevertheless，Indonesia prefers keeping a strategic
low profile regarding such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refrains from over － rel-
ying on any single military power． As a result，the depth of U． S． － Indo-
nesia military cooperation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Furthermore，the deep-
ening cooperation in military area cannot impel Indonesia to abandon its
“free and active”foreign policy． This approach is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Indonesia’s general strategic plan and overall assessments of its neigh-
boring security situations．

Focal Topic: Thawing of U． S． -Cuba Ｒelations
and the Perspective

The“Obama Doctrine”and the Thawing of
U． S． -Cuba Ｒelations Yuan Zheng ( 82)………………………………
The thawing of U． S． -Cuba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major diplomatic achieve-
ments under the“Obama Doctrin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U． S．
to change its policy toward Cuba i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redefines
the best path to achiev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lthough the thawing
of U． S． -Cuba relations will not progress smoothly because of many challen-
ges ahead，the improvement of U． S． -Cuba relationship conforms to the tid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the general trend． A new chapter will begin in
U． S． -Cuba relationship．

Latin America’s Left Wing and Its Anti-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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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dency Yuan Dongzhen ( 97)………………………………………
Anti-Americanism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left political wing in Latin A-
merica． Its features include the left-wing’s resistance to the Americaniza-
tion of Latin America，denial of universal values imposed by the U． S． ，
dissatisfaction with U． S．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Latin Ameri-
can countries，and denunciation of the embargo against Cuba． Currently，
while the U． S． has made strategic adjustments of its policy toward Latin A-
merica and gradually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ub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the left wing’s anti-Americanism tends to moderate． However，
the U． S． -Latin America relations have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there
are still major differences of ideas and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bama’s Promotion of Normalizing U． S． -Cuba Ｒelations:
Its Motivation，Policy and Prospect Liu Deshou ( 105)…………………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Cuba policy has benefited from the polariza-
tion of positions that Cuban American take on the U． S． -Cuba relations．
The policy is also a response to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initiating the process of normalizing U． S． -Cuba relations，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and actions to-
ward Cuba． However，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still faces many obstacles
in fully normalizing U． S． -Cuba relations，including the lifting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uba，the return of the assets of mutual confiscation by
the two countries and Cuban immigration issue．

The Geopolitical Effect of Ｒe-establishment of U． S． -Cuba
Diplomatic Ｒelations Zhang Fan ( 115)………………………………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 S． and Cuba are conditioned by the post-Cold War agendas
with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era but stil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ing a variety of intra- and extra-re-
gional actors． The improvement of U． S． -Cuba relations，long structured by
power disparity and close proximity，is in the near future mainly restricted
to adjustments of concrete policies without a substantial change either of the
U． S． strategy against Cuba with the paradigm of a liberal-democratic order
or of Cuba’s revolutionary identity，but the impact may subsequently alter
the entir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hemisphere．

Obama’s Foreign Policy Agenda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U． S． -Cuba Ｒelations Wei Hongxia ( 12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strategy，reconciling with Cuba，a nemesis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is a significant policy adjustment since 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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