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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三个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

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要求，

坚持“三大强院战略”（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加快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

会科学创新工程，着力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

科研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 

在实施创新工程过程中，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从学术观念、

选题、研究方法、组织形式、人员配置等多方面入手，全力推进对当

代拉美经济社会及中拉关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已陆

续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实现了创新工程的良好开局。《拉美研究报告》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适时发布本所研究动态、传播相

关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力、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拉美研究报告》是本所实施创新工程的主要内部信息载体，以

力求时效、简明为基本目标。其所载内容、所体现的观点均为研究者

本人及其团队的初步分析和意见，欢迎读者予以反馈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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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缘何东山再起
——2000年以来革命制度党的转型

谌园庭

内容提要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在2000年大选中下台，失去了长达71年的执政地位。对于其
未来命运，有人预言，它要么分裂成几个小党，要么干脆消失。而经过12年的沉淀，革命
制度党在2012年大选中东山再起，不仅重新执政，而且在参众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再度成
为墨西哥第一大政治力量。究其原因，本文认为，2000年以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权力结
构、意识形态以及内部建设等方面成功实现了转型：权力结构从总统一元化领导转变为州长
和全国执委会领导构成的二元制领导；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族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的转变过程；内部建设表现在组织结构、党内民主和团结等方面的调整。未来革命制度党将
面临如何清除不良形象、如何重新处理与总统的关系，以适应总统对党内权力结构平衡可能
带来的冲击，以及总统如何平衡党内各派利益，使全党团结一致支持其执政的挑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在2000
年大选中下台，失去了长达71年的执
政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被认为是
“墨西哥的第二次革命”，“它标志
着革命制度党统治的彻底终结”。对
于该党下台的原因，国内外有很多分
析和解释，主要有：（1）放弃了党的
指导思想革命民族主义；（2）经济社
会政策失当，导致墨西哥国内贫富差
距加大；（3）缺乏党的自身建设和监
督机制，腐败盛行；（4）党内分裂，
派系斗争严重；（5）时任总统塞迪略
成为“墨西哥的戈尔巴乔夫”；（6）
美国对反对党的支持。

对于其未来命运，有人预言，
它要么分裂成几个小党，要么干脆消

失。对此，在2000年9月该党举行的
“革命制度党该怎么办”的全国讨论会
上，时任党主席杜尔塞•玛丽亚•绍里坚
称：“革命制度党是一支懂得变革的政
治力量，我们将继续为民主而战。”而
经过12年的沉淀，革命制度党在2012年
大选中东山再起，不仅重新执政，而且
在参众两院均成为第一大党，再度成为
墨西哥第一大政治力量。

面对革命制度党的再次回归，人
们感兴趣的是该党东山再起的原因究
竟是什么？是在野12年期间该党的成
功转型，还是墨西哥其他政党的表现不
济？许多分析家认为，自2000年大选失
败后，革命制度党并没有进行过自身变
革，选民选择该党只是因为这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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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坏的选择”。也有学者认为，该
党在2000年之后，已成功地重整旗鼓，
这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本文认为，
在经历过2000年和2006年两次大选失败
后，革命制度党在权力结构、意识形态
以及内部建设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华丽
转身”。

一、权力结构：从一元制转向二元制

2000年后，革命制度党的首要任
务是填补丧失总统宝座后其内部权力结
构的政治空白，防止党内分裂。

革命制度党在执政期间是一个高
度集权的政党，作为官方党，其内部权
力结构表现为总统一元化领导的特点。
首先，总统是革命制度党的最高领袖。
其次，党主席的工作服从于总统。按照
党章规定，革命制度党的领导机构是全
国执行委员会，但其主席的地位，在总
统的行政权力面前，只相当于一个大企
业经理的地位；党主席的提名和选举，
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党主席的工作是
团结全党有效地执行总统的政策，否则
总统可以免去其职务。再次，州长对总
统有依附关系。墨西哥是联邦制国家，
各州选举产生州长和州议会，但总统利
用各州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对联邦
政府的依附关系而控制州长。最后，总
统指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经过几年的党内以及党际斗争，
革命制度党的领导阶层已经转化成由州
长和全国执委会领导构成的二元制权力
结构。二元制权力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
是州长的权力在党内得到迅速提升。执
政期间，革命制度党的权力基础是职团
结构，即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三个
职团系统构成了其组织基础。丧失政权
之后，革命制度党仍保存了强大的地方
政治实力，掌控着全国近2/3的州权，

这近20个州成为该党在2000年之后真正
的领导基础，州长也由此成为党内实权
派人物。而全国执委会由于控制着党内
资金和人事等资源分配权，而成为权力
结构的另一极。

革命制度党在组织基础发生重大
变化之后，适时地调整了权力结构，使
党内各派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除了
在2006年大选中，该党总统候选人罗伯
托•马德拉索和前总书记埃尔瓦•埃斯特
尔•戈迪略合作破裂外，全国执委会领
导与州长一直保持着持久合作。领导层
新的协作关系不仅避免了党的分裂，并
成为该党东山再起的关键因素。

二、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

到民主社会主义

革命制度党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开放性、兼容性
和灵活性的特点。但这一点遭到诸多诟
病，许多分析家认为，该党是意识形态
的变色龙：它可以推行民族主义和社团
主义，也可以推动开放和全球化，其准
则是在特定时刻最有利于己的。也有学
者认为，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不断变化
在其执政期间是可行的，作为一个官方
党，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危险的，
这有可能会激怒某些选民或地区领导
人，或伤害一些重要利益集团的利益。
但作为一个在野党，意识形态的模糊会
遭到一些选民的抛弃，如在2006年大选
中，马德拉索无法提出与卡尔德龙的
“自由市场”和奥夫拉多尔的“民众主
义”一样明确的主张而遭失败。革命制
度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
并逐渐明确。

1.明确定位为中左政党。2001年
11月，革命制度党召开党的第十八次代
表大会，这是该党下野后举行的首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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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十八大”上，革命制度党将
自身明确定位为中左政党，以区别于国
家行动党的中右以及民主革命党的左翼
性质。这一定位表明革命制度党放弃了
自身定位的模糊性。在此之前，革命制
度党既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也不承认自
己是右派，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派，而
是适应执政需要，在左、右之间来回摆
动，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2.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民
族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
“十八大”制定的《原则宣言》强调革
命制度党是“民族主义的、民主的、民
众的政党”。这一表态将革命制度党的
指导思想从萨利纳斯执政时主张的“社
会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到“革命民族主
义”。对此，有评论说，革命制度党的
“十八大”表明，该党抛弃了新自由主
义，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此时的革
命制度党仍未清晰地将指导思想定位为
民主社会主义。

2006年大选再次失败对革命制度
党的打击是沉重的，该党丧失了墨西哥
第一大党的地位。2008年8月举行了该
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革命制度党进一
步统一了党的思想，修改了党章和党
的原则声明，“革命制度党是一个全国
性、大众化、民主、进步和包容性的政
党，致力于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最高
利益、墨西哥革命的原则和体现在墨西
哥合众国的政治宪法中的思想原则服
务，是当代各种政治政党的社会民主潮
流的一部分”。这表明，革命制度党将
自身的性质明确定位为社会民主党。对
此，有评论说：“在没有任何人反对的
情况下，革命制度党从革命党列车上下
车，又登上了社会民主党的列车。”尽
管革命制度党的路线早已是民主社会主
义路线，然而确定党的这一性质旨在为
社会服务，说明该党已经成熟。

三、内部建设：从集权化到

民主化、制度化

2000年之后，墨西哥政治生态发

生了重大变化，选举已成为实现民主政

治最重要的操作手段。革命制度党转型

的目标是建立选举型政党，以适应政治

民主化的要求，并实现其选举目标。为

此，其在组织结构、党内民主和团结等

方面进行了调整。

1.组织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为

全国政治委员会权力和作用的不断提

升。革命制度党的全国领导机构主要

有：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委员会和

全国执行委员会。全国政治委员会作为

一个多部门组成的重要权力机构，决定

总统、州长候选人和议员的选择，竞选

活动资金和其他资产、选举战略等重要

决策。其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

党的主席、执委会总书记和委员、各州

和联邦区党的主席、城市委员会主席和

代表委员会主席、现任参众两院本党议

员、革命制度党的现任州长，以及直接

选举产生的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

民族区域运动、妇女、青年等普通民众

代表共计480多名委员。在失去政权之

后，革命制度党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巩固了其组织基础。

2.党内民主的发展。革命制度党

党内民主建设始于1998年实行的州长

“初选”制，1999年该党总统候选人也

实行了初选。此后选举在革命制度党内

部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党内选举制度

不断出台和完善，2011～2015年《全国

委员会选举章程》对竞选和选举活动、

选举筹款、选举结果以及违纪处分等内

容作了详细规定，以保证党内选举的合

法、公正、平等、客观、透明。党的各

级领导都通过全国、各州和市镇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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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直接选举产生，并遵循性别平等

等原则。
在公职提名上，革命制度党候选

人选拔的原则实行党员直接选举和党员
代表大会推荐两种方式，为州府和国家
机关提供了一些有实力的、合格的候选
人和领导人。该党总统候选人选拔的原
则也发生了变化。在非竞争性选举情况
下，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多数
集中于参议员等国家政治层面，这有助
于该党控制其分布广泛的政治精英，随
着选举走向竞争状况，该党倾向于在得
票率高的州长中推选候选人。这一变化
确保了在2000年失去政权后，革命制度
党能继续赢得选票。

3.强化党内团结。革命制度党在
2000年和2006年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党内矛盾和分裂。2006年大选失败
后，革命制度党开除了闹分裂的戈迪
略，马德拉索宣布退出政坛。此后，革
命制度党更加强调党内团结、忠诚和纪
律。2012年当选总统培尼亚•涅托从获
得提名到当选的过程，充分表明革命制
度党比6年前，甚至比塞迪略和萨利纳
斯时期更有纪律。

四、未来挑战

继续进行内部改革，以适应国内
新的现实，是革命制度党党内的共识。
2012年5月，培尼亚•涅托参加该党全国
政治委员会第30次特别会议时强调：
“革命制度党需要革新和变革，以适应
现代化和民主化时代的要求。”未来革
命制度党面临的挑战有：

1．如何清除不良形象。革命制度

党已不再是“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代名

词”，在一些民众心中，革命制度党

与独裁、操纵，腐败和欺诈等词密切相

关，“我是132”学生运动的兴起也反

映了民众对旧政治重新回归的担忧和质

疑。71年的执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将继

续拖累革命制度党的声誉。事实上，目

前墨西哥存在的许多问题，如2012年爆

出的沃尔玛墨西哥公司涉嫌行贿等腐败

案，与革命制度党过去当政时的治理不

当有关，而目前在该党当政的地方政府

里也出现不少问题。对于未来，该党前

总书记赫苏斯•穆里略•卡拉姆认为：

“革命制度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党，未

来革命制度党要做一个尊重人权，尊重

法治的国家典范。”

2．在民主体制下如何执政。随着

革命制度党的再次执政，墨西哥完成了

政党的“二次轮替”。有评论认为，墨

西哥从“完美的独裁”时期进入了“不

完美的民主”时期。就革命制度党而

言，如何重新处理与总统的关系，适应

总统对党内权力结构平衡可能带来的冲

击，与此同时，培尼亚•涅托如何平衡

革命制度党内部党派利益，使党团结一

致支持其执政，都对该党带来挑战。

12年的在野经历，让革命制度党

学会了推动自身改革，也学会了承认失

败、参与竞争、赢得选举，它还即将学

习在民主体制下如何执政。而无论如

何，“革命制度党应该往前走”，在未

来6年执政期间实现彻底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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