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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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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韦斯的50个事实
萨兰•朗拉尼（Dr. Salim Lamrani）    齐峰田  译 

2013年3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
查韦斯因癌症去世，享年58岁，他将永

远铭刻在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的历史

上。

1．在拉丁美洲历史上，从来没有

过一个政治领袖具有如此无可争辩的民

主合法性。自1999年上台以来，委内瑞

拉先后举行了16次选举，查韦斯赢得15
次，最后一次是在2012年10月7日。他

都以10~20的百分点差额击败对手。

2．所有的国际机构，不论是欧

盟、美洲国家组织、南美洲国家联盟，

还是卡特中心，都一致承认票选的透明

度。

3．美国前总统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断言委内瑞拉的选举制是“世界

上最好的”。

4．1998年引入的普及教育取得了

卓越的成绩。因名为“罗宾逊使命I”
（Mission Robinson I）的扫盲运动，约

150万委内瑞拉人学会了阅读和书写。

5．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说委内瑞拉已根除文

盲。

6．子女入学的数量从1998年的600
万增加至2011年的1 300万，目前入学率

为93.2％。

7．“罗宾逊使命II”（Mission 
Robinson II）的开展使全民达到了中等

文化水平。由此中学入学率从2000年的

【编者的话】2013年3月5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因癌症去世，查韦斯时代结
束。3月11日，加拿大“环球研究网”（Global Research）发表了研究人员萨兰•朗拉尼
（Salim Lamrani）撰写的“关于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的50个事实”。为了全面
了解查韦斯及其当政期间委内瑞拉的发展，为国内深入研究查韦斯及其领导的玻利瓦
尔革命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查韦斯和委内瑞拉，并且为配合即将出
版的查韦斯随笔《从第一行开始》（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这里全文刊出由齐峰田
翻译的“查韦斯的50个事实”（“关于乌戈•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的50个事实”）。



·2·

拉美研究报告  2013年第8期 

53.6％上升至2011年的73.3％。

8．“里瓦斯使命和苏克雷使命”

（Missions Ribas and Sucre）让数以万计

的年轻人接受到大学教育。因此，在新

建大学的辅助下，大学生数量从2000年
的89.5万增加至2011年的230万。

9．在卫生方面，他们建立了国家

公共体系（National Public System），

以确保所有委内瑞拉人免费获得医疗保

健。 2005~2012年，委内瑞拉新建医疗

中心7 873个。

10．医生数量从1999年的每10万人

中的20个增加至2010年的每10万人中的

80个，同比增长400％。

11．“巴里奥-阿登特罗使命I”
（Mission Barrio Adentro I）提供了5.34
亿次医疗咨询。约1 700万人参加，而在

1998年只有不到300万人接受定期健康医

疗咨询。2003~2011年间挽救了170万人

的生命。

12．婴儿死亡率从1999年的19.1‰
下降到2012年的10‰，减少49％。

13．平均预期寿命从1999年的72.2
岁提高到2011年的74.3岁。

14．由2004年发起的“奇迹行动”

（Operation Miracle），使150万委内瑞

拉的白内障和其他眼病患者恢复了视

力。

15．1999~2011年，贫困发生率从

42.8％下降到26.5％，极端贫困率从1999

年的16.6％下降到2011年的7％。

16．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
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中，

委内瑞拉从2000年的第83位（0.656）
跃升至2011年的第73位（0.735），

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High 
HDI）。

17．基尼系数可以计算出一个国家

的不平等，从1999年的0.46下降至2011
年的0.39。

1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数

据，委内瑞拉保持着拉丁美洲最低的基

尼系数记录，也就是说，委内瑞拉是该

地区最少不平等的国家。

19．自1999年以来，小儿营养不良

减少了40％。

20．1999年，82％的人口能够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现在是95％。

21．在查韦斯总统执政期间，社会

支出增加了60.6％。

22．在1999年之前，只有38.7万名

老人领取退休金，现在这个数字是210
万。

23．自1999年以来，委内瑞拉已建

成70万套家庭住所。

24．自1999年以来，政府提供或

者归还了超过100万公顷的土地给原住

民。

25．土地改革使数以万计的农民拥

有了自己的土地，委内瑞拉共分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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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公顷的土地。

26．1999年，委内瑞拉生产了粮

食消耗量的51％。2012年的生产量为

71％，而粮食消费量自1999年以来增加

了81％。如果2012年的粮食消费量与

1999年相同的话，那么委内瑞拉生产了

140％的粮食消费量。

27．自1999年以来，委内瑞拉人均

消耗的热量增加了50％，由于开展“粮

食使命”（Food Mission）计划，建立

了一个由22 000个食品商店组成的连锁

网（包括食品商店网络MERCAL、食屋

Houses Food、全国性食品供应网络Red 
PDVAL），其产品的补贴高达30％。自

1999年以来，肉类消费量增加了75％。

2 8 ． 现 在 有 5 0 0 万 儿 童 通 过

“学校供餐计划”（School Feeding 
Programme）获得免费餐。这个数字在

1999年是25万。

29．营养不良率从2012年的21％下

降至1998年的不到3％。

3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统计，委内瑞拉是拉丁美洲和加勒地区

消除饥饿最先进的国家。

31．2003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国有化使委内瑞拉收回了能

源主权。

32．电力和电讯部门（委内瑞拉

电信公司CANTV和加拉加斯电力公司 
Electricidad de Caracas）国有化结束了服

务业的全面私人垄断和担保。

33．自1999年以来，所以经济部门

开展合作超过50 000项。

34．失业率从1998年的15.2％下降

至2012年的6.4％，创造了超过400万的

就业机会。

35．最低工资从1998年的100玻利

瓦尔（合16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24 
752玻利瓦尔（合330美元），即同比增

长超过2000％。这是拉丁美洲最高的最

低工资标准。

36．1999年，65％的员工获得最低

工资。2012年只有21.1％的工人工资在

此水平上。

37．未达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仍获得

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60％的收入。

38．无收入的妇女和残疾人领取相

当于最低工资标准80％的津贴。

39．工作时间减少至每天6小时和

每星期36小时，工资照常发放。

40．公共债务从1998年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45％，下降至2011年的20％。在

提前偿清所有债务后，委内瑞拉退出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41．2012年，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率

为5.5％，是世界上增速最高的国家和地

区之一。

4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9年的

4 100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0 810美元。

43．根据2012年度世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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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Happiness）报告，委内瑞拉是

拉美第二个最幸福的国家，仅次于哥斯

达黎加，位居全球第19位，在德国和西

班牙之前。

44．委内瑞拉对美洲地区比美国提

供了更多的直接支持。 2007年，查韦斯

花费了超过88亿美元的赠款、贷款和能

源援助，而布什政府只有30亿美元。

45．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

自己的卫星（玻利瓦尔号Bolivar和米兰

达号Miranda），实现了目前在空间技术

领域的主权。全国实现了互联网和通信

网络覆盖。

46．2005年设立的加勒比石油计划

（Petrocaribe）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8个国家的9000万人获得了安全的能源

供应，石油补贴40％~60％。

47．委内瑞拉还向美国的弱势群体

以补贴价格提供燃料来进行援助。

48．2004年，古巴和委内瑞拉创立

了以合作与互惠为基础、具有广泛包容

性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现

在由8个成员国组成，以人为社会项目

的中心，目的是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

49．2011年，建立了以查韦斯为

中心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CELAC），第一次把本地区33个国家

汇集在一起，摆脱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监

护。

50．查韦斯在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发

挥了关键作用。据总统胡安•曼努埃尔•
桑托斯的话说，“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

坚实的和平进程，取得了明显的、实质

的进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取

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也要归功于查韦

斯和委内瑞拉政府的奉献和承诺”。

    原文出处：http://www.globalresearch.
ca/50-truths-about-hugo-chavez-and-the-
bolivarian-revolution/5326268.



齐峰田，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墨西哥UNAM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与拉美外交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哥伦比亚问题以

及古巴问题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于 1961 年 7 月 4 日，隶属于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 年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1981 年 1 月

起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

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长期从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综合性研究的大型

专业机构，研究领域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

文化以及该地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为此设有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

社会文化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综合理论研究室（马克思主义与拉美问

题研究室）。该所还设有《拉丁美洲研究》杂志编辑部、文献信息室及行政

办公室。

译者简介

拉丁美洲研究所简介

电子刊下载说明

《拉美研究报告》此前各期均可从拉丁美洲研究所主页（http://ilas.cass.cn）

的“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工程专题报道”栏目下载。欢迎各界同仁将此链接

转发给相关领域人士。如需引用，请注明文章出处。如需订阅或退订《拉美

研究报告》，请发送电子邮件至：kyc_lms@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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