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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2016 年第 18 期（总 38 期） 

 

主办: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秘书处                  2016 年 12 月 27日 

 

“中国、美国与拉美：新行为体和变化中的关系 

暨第六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2016 年 10 月 20－21 日，“中国、美国与拉美：新行为体和变

化中的关系暨第六届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

究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

会，以及匹兹堡大学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联合主办。来自美国匹兹

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南加州大学、墨西哥国立

自治大学、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西南科大、浙江外国语学院、安徽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河北师大、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单位的 8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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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主持，中国

人民大学拉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陈岳院长指

出，当前中拉关系处于较快发展阶段，高层互访频繁，各种新机制、

新倡议层出不穷。为促进教学研究并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中国人民

大学开始筹建拉美问题研究机构。2011 年 8 月，玻利维亚总统莫拉

莱斯访问人大，接受了中国人民大学授予的政治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5 年 1 月，在中拉论坛召开期间，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访问人

大，接受了中国人民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应邀担任拉丁美洲研

究中心顾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应运

而生。陈院长表示，学院也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

对发展中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拉丁美洲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此次会议召开之际正逢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前夕，会议的召

开对于理解中拉关系和拉美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陈岳院长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有良好的拉美研究传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搭建起中美

拉三方交流与互信的平台，共同推动拉美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助理袁东振研究员表示，拉

美地区和美国在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相对而言，中国在拉美地区是

一个“后来者”。后来者的介入不仅会对原有利益格局和传统秩序产

生一定影响，也产生了所谓三边关系问题。中国作为后来者如何处理

好原有利益格局和传统秩序十分关键，本次会议对于理解当下的中拉

关系和拉美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是中国建立最

早、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拉美问题综合研究机构。拉美所不仅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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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成为中拉关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推动者，也希望能成为

中国、拉美、美国和国际学术机构、高校和智库加强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桥梁。 

会议共设置了 11 个讨论单元，来自美国、中国和拉美的与会学

者就中国与拉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作用及影响、

中拉合作的潜力和挑战、中美拉三边关系、拉丁美洲历史、移民和文

化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阿根廷驻华大使迭戈·盖拉尔、厄瓜多尔驻华大使何塞·博尔哈、

秘鲁前驻华大使陈璐和巴拿马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林锦珍也出

席了会议并发表演讲。迭戈·盖拉尔大使表示，中拉关系进入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中国对拉美地区有大规模的投资，投资额已超过了 1500

亿美元。而阿根廷在过去的五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应对拉美地

区自身的挑战，是阿根廷面临的主要问题。盖拉尔说，阿根廷新政府

上台，将向着务实的方向转变。陈璐指出，把美国放到中拉关系的讨

论之中是至关重要的，中拉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与美国的互动。林锦珍

表示，期待与会的专家学者讨论与研究中拉双方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以及中国在拉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与贡献。 

一、中国、美国、拉丁美洲国家关系的变化 

来自中国、美国与拉美国家的专家学者围绕“中美拉三边关系互

动”、“贸易、投资与基础设施”、“中国在拉美的作用和影响”、

“历史、移民与拉美文化”等主题进行了探讨。 

（一）美拉三边关系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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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拉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双方在经济增长、商贸关系、社会

改革三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中国在拉丁美洲经济领域扮演的

角色日益重要，在投资、经济合作、商贸规则制定、文化往来等方面

与美国展开了强有力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不仅在地缘上与拉丁美

洲十分接近，并且与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很强的商贸关系、文化往来、

政治影响和移民纽带。因此，中国、美国、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在不断

变化。美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所主任阿瑞尔·阿

尔莫尼教授就拉丁美洲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中国的意义作了主旨发

言。他认为拉美当前主要有四大挑战：提升地区安全、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完善政治体制。这些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既是

机遇，也是难题，中拉之间需要打造创新型伙伴关系。 

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江时学在发言中反驳了国外对中国在

拉丁美洲基础设施部门投资的一些误解。他认为，关于对中拉关系的

看法中，普遍存在一些误解：中国的投资会危害拉美社会；中国公司

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在拉美投资项目，目的是要削弱美国

的影响。中国的投资对于拉美来说，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为拉美提供大量资金，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和拉美的关

系是南南合作的关系，中国从来没有用枪炮去打开一个市场。上海国

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牛海彬认为，中美都寻求与拉美建立全面的关

系，中美的共同利益在于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地区商业环境。中国在拉

美地区的参与越来越多，这对美国是有益的，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营造

拉美良好的商业环境。中美都在寻求和拉美发展超越经济关系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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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作为两个最重要的投资方，中国互惠互利的投资政策符合该地

区利益，有助于打造包容可持续的多边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李庆四在发言中谈论了中国因素对美拉关系的影响，认为美

国不必担忧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增长会把美国的利益挤出去，中国的投

资能改善拉美的环境，对中美拉三方都是有益的。中国对拉美的投资

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来主导，因此对风险的容忍度比较高，所以能够更

多关注长远利益。中国和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具有互补性，能够改善拉

美的投资环境。 

（二）贸易、投资与基础设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涛涛教授认为，中国公司在拉美开展基

础设施投资项目，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在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的时候，要做详细的案例研究。有一些中国公司采取了本土化的战

略，得到了很好的成效。中国在拉美投资是非常有前景的，中国企业

积累了相关经验和优势，能够在拉美更好地开展项目。阿根廷国家和

社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莱昂纳多·斯坦利认为，中国在阿根廷的基础

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不仅仅是阿根廷重要的商业合作伙

伴，同时也是阿根廷重要的投资者，中国也是阿根廷最大的债权方。

中国在阿根廷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面临着来自技术、媒体和环境

三方面的阻力。他认为，阿根廷现在也面临着新常态的问题。巴西坎

皮纳斯州立大学塞里欧·平塚教授通过两个案例研究，指出中国在巴

西的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问题。他比较担心巴西能不

能投入资金与中国公司共同投入项目。巴西现在正经历经济的恶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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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希望借助中国的投资打破这种循环，解决资金不足的情况。厄瓜

多尔中国—拉美可持续投资倡议组织主任保丽娜·加尔松指出，在中

国对厄瓜多尔的投资项目中，厄瓜多尔的企业提供协作，进行分包，

有助于厄瓜多尔解决就业问题。水电项目对于厄瓜多尔的能源转型至

关重要，中国在厄瓜多尔投资了六个水电项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中墨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认为，中墨双方因缺乏相互

了解，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遇到问题会互相指责，这无益于事情的解决，

要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杜塞尔建议，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项目时，

应加强公关，增进彼此了解。玻利维亚顾问马尔科·萨帕塔讨论了中

国在玻利维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他指出，中国企业在玻利维亚进行项

目投资困难重重。有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在玻利维亚有违反当地法律

的情况，因而缺乏当地的支持。巴拿马贸易发展办公室研究员尼米艾

斯·何塞·哈恩·塞拉达介绍了中国在巴拿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中的

参与以及中国参与的模式。他认为，中国和巴拿马互补性强，但合作

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认为，中国去拉美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可以促进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而且可以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一开始是通过贸易与拉美建立联系，现在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与拉美加强关系，同时也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和融

资。中国公司必须要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政府和社会更好地互动。

拉美国家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环境保护、劳动争议等问题都不能被忽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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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在拉美的作用和影响 

美国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拉维·马达范说，在核电领域没有一

个企业能够单枪匹马独自完成一个项目，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

合作，对于双方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分享专业知识与经验，不

断加强自己新的能力建设。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托马斯·罗

斯基首先总结了中国电力行业发展的成就，之后重点探讨了中国在拉

美电力发展中参与的策略和优势，最后指出了参与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困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古斯塔沃·奥利维拉认为，雇

佣当地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运营，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不了解当

地情况的问题。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卡罗尔·怀斯

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多重意义，有利

于中拉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所长吴洪英指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

的投资能力强，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而拉美有大量的投资需求和丰富

的人力资源，这是中拉基础设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中拉合作基金、

中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等为中拉基础设施领

域的合作提供了资金支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于政治

风险、投资风险、运营风险和社会风险四个方面。其中一大原因是中

国公司缺乏对拉美国家的投资政策、法律法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

及市场条件的了解；拉美国家强大的工会和劳动保护，也是中国企业

在拉美投资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普吉特海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莫妮

卡·德哈特在发言中指出，哥斯达黎加的腐败使得中国与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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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容易受到腐败指控。南开大学拉丁美

洲研究中心主任王萍在发言中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拉合作最重要

的领域之一，而拉美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王萍看来，尽

管中国企业在拉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不那么成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

是这种现象非常正常，他国企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中拉

需要更多的沟通，增强相互理解，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在会上介绍了中拉农业合作

的情况。牛海彬提出，中拉关系现在进入到新的阶段，中国互惠互利

的投资政策符合该地区利益。中拉缺乏相互了解，中国的公共外交政

策应积极打造文化和社会纽带，在加深和拓宽经济存在之外，发展全

面的双边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岳云霞在发言

中指出，中拉经贸合作正在由贸易驱动走向更加均衡的合作，贸易－

投资双轮驱动逐渐发挥效应。产能合作是中拉经贸合作的新动能。中

国在拉美的贸易与投资，正在由互补推动的自发式合作转向以全球价

值链合作为导引的合作。中国信用保险公司张阳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

信保的国别风险研究方法与拉丁美洲业务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青建教授指出，中拉在互鉴学习中

共同探索，寻求共同发展。拉美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模式的先锋和

开拓者，为后来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国

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探索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其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中拉双方有发

展的共同诉求，中拉模式应在相互借鉴中寻求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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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嫣然认为，中拉合作是资源导向、市

场导向和效率导向的，中拉关系既相互依赖，同时又是不对称的。 

（四）历史、移民与拉美文化 

布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其瑜回顾了中国人在古巴的历史，展望

了中古关系的未来。中国在古巴的存在越来越突显，现在很多企业都

想进入古巴发展，尤其是中国企业。中国和古巴的关系，随着美国取

消对古巴长达几十年的禁运，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因为中国在古巴有

自身的文化基础，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未来中古关系的发展肯定是

往乐观的方向前进的。 

中国人民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茜比较了中国和巴西

的文化异同，从文化层面上来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有利

于两国发展更加全面的双边关系。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两个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之间信任和理解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

究员金晓文认为，中国在拉美投资基础设施项目，需重视当地社区对

项目的影响。 

二、中国拉美研究青年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刘

维广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中拉关系的深化和中拉合作

的加强，国内学术界正涌现出拉美研究的热潮：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研究领域和深度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并体现出以中拉合作

为重点研究方向的突出特点。在这股拉美研究热潮中，青年学者日益

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青年学者来说，既有亟待加强基础研究和学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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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不足，又有研究方法创新的优势，论坛为青年学者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共同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届青年论坛与“中

国、美国与拉美：新行为体和变化中的关系”国际会议整合在一起进

行，是一次创新和尝试，为青年学者开阔视野提供了平台。 

在学术研讨环节，各位青年学者围绕拉美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

题、拉美研究的经验与体会、读书心得等内容进行了交流。研讨会总

共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由安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范和生主持。浙江外国

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唐俊针对中拉贸易中的竞争关系问题，

提出了通过增强共生性来超越互补性，以开拓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新

路径。同样来自该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双指出，能源是中国在拉美

的重点投资领域之一，而非常规油气则是中国未来的重点投资方向。

巴西的深水盐下石油、委内瑞拉的重油、阿根廷的页岩油气等非常规

油气是未来地区乃至世界重要的油气增长极，因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

拉美乃至美洲地区“非常规油气革命”形势，准确预判、评估能源投

资相关风险，并予以防范控制。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助理研

究员芦思姮探讨了拉美视角下的中拉基础设施合作的契合维度，包括

中拉基础设施的供需维度、中拉发展利益与政策偏好的互补维度，以

及中拉基建融资渠道的对接维度。外交学院西班牙语教师孟夏韵长期

从事拉美生态文学研究，她阐述了拉美地区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挑战以

及拉美人民生态意识的演进过程，以及中国与拉美在生态问题上的相

似性，并指出中国可以借鉴拉美的经验，也可学习拉美效果良好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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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之策。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博士后郑猛阐述了拉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

展现状。通过实证分析，郑猛发现拉美“人口红利效应明显”，有利

于拉美 ICT产业发展，同时拉美依然存在“资源诅咒”和过度城市化

问题，因此拉美国家应该加大开放程度和提高社会保障，以促进 ICT

产业发展。社科院拉美所博士生张芯瑜以个体认知的视角，分析了拉

美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关于外围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同样来自社科院

拉美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飞，分享了对《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稳定性增长》

的读书心得。他结合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案例，证明了适合发展的经济

稳定化政策是汇率盯住和财政管理。 

第二单元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靳呈伟主持，与会学者围绕拉美

各国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谌

华侨副教授，以 1961 年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为案例，阐述了外交

理念和决策者认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人类学

研究中心的张青仁博士，结合在墨西哥的田野调查，从历时与共时性

的双重维度对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并对墨西哥政

府在恰帕斯州印第安问题上治理失效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

多元族群交织共存的当下，在不同族群间实现权力资源的均衡分配以

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族群共同发展的路径是全球化时代族群问题

解决的关键。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王慧芝，分析了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就拉美左翼未来的发展

谈了自己的观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讲师周楠，指出了“查韦

斯主义”在委内瑞拉兴起的政治条件和思想条件，并分析了查韦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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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执政地位巩固的原因，最后分析了当下查韦斯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来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生郭慧珍，分析了政党联盟、

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以及政党联盟政策趋同的倾向对智利民主化进

程的促进作用，并指出民众对政党的低支持率是智利民主化进程的局

限之一。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薛桐，通过分析马岛问题的由来、马

岛问题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诸岛问题之间的相

似性与差异性，说明了中国支持阿根廷在马岛主权问题上的态度。最

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郭晨馨，以拉美跨国企业为例，

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第三单元由中国社科院拉美所高波博士主持。范和生认为，中国

同拉美国家命运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关系的逐步形成且

趋于稳固，是保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靳呈

伟为大家介绍了异彩纷呈的拉美文化。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的

助理研究员何美兰，介绍了拉丁美洲的穆斯林文化。她把拉美穆斯林

文化分为“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非裔穆斯林文化”、“政治穆斯

林文化”三个层次来思考。暨南大学国际关系院的博士后莫光木通过

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对智利华人华侨的生活、心理状

况、经济状况进行考察，揭示了智利华人华侨远离家乡、渴望融入而

又相对自我封闭的矛盾的移民心理。最后，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

助理研究员韩晗，介绍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城市规划法律规制的三个

阶段。她指出，拉美国家城市规划立法具有有效性与可借鉴性，但也

存在一定的不足，包括城市规划管理中公共部门边缘化、立法内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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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不足、立法程序繁杂等问题。 

第四单元，青年学者们就读书心得和拉美研究心得展开了讨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讲师徐四海分享他对《拉丁美洲精神》的读

书心得。他指出，这是一本少有的介绍拉美政治文化的书籍。该书通

过分析拉美的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文化，去探求拉美政治文

化的根源，并试图去回答拉美为什么不同于美国。随后，中国社科院

拉美所助理研究员谭道明根据《论拉美的民主》，提出了拉美“不自

由民主”的概念。他认为“不自由民主”的陷阱还将长期存在于拉美，

影响拉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秘鲁研究中心的助

理研究员王映粲，分享了她在翻译秘鲁公司法过程中的体会。她分析

了秘鲁公司法文本来源与组成的多样性，以及中秘法律文本的差异性，

并指出了在自媒体环境下从事法律文本翻译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山大

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贺喜副研究员介绍了当前国内拉美研究的概况，

以及拉美研究学者需要逐渐掌握完备的知识结构。西南科技大学拉美

研究中心的袁艳博士也分享了她从事拉美研究的个人体会。 

最后，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柯慕贤和与会学者进行

了会议总结。他对各位青年学者的精彩发言表示祝贺，并结合美国的

拉美研究，建议中国的拉美学者应该加强西语、葡语学习，并多参与

实地调研。刘维广主任在会议总结中对主办方表示了感谢，并说明第

七届青年论坛将于明年由拉美史研究会和某一家研究机构承办，除了

进行学术讨论、做读书报告外，还将针对当前拉美研究队伍建设中的

不足以及青年学者的需求，专门邀请资深专家，以亲身经历和具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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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案例为内容，为青年学者举办“如何治学”的系列专题报告。最后，

中国人民大学崔守军副教授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作为一

个新的研究机构将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为中国拉美研

究添砖加瓦。 

                                      

   （刘维广、张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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