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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理论与实践特性∗ ∗

———以玻利维亚为例

袁东振

内容提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 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理

论和实践探索引起国际学界极大关注ꎮ “社群社会主义” 是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重要代表ꎬ 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 “争取社

会主义运动” 党的重要思想主张ꎬ 也是其重要的实践探索ꎬ 其核

心价值理念是所谓 “美好生活”ꎮ “社群社会主义” 思想既源于本

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ꎬ 也吸收了拉美地区各种反新自由主义

思想ꎬ 还受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社会主

义思想的引导ꎬ 其主要特征是对全球化和西方模式的批判、 替代新

自由主义模式、 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无限制的资本扩张、 鲜明

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及积极的实践探索ꎮ “社群社会主义” 的

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正义ꎬ 建立以 “共识” 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ꎬ
构建 “生产型发展模式”ꎬ 尊重传统价值和思想ꎬ 重建多民族国

家ꎬ 实现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团结ꎬ 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ꎮ
鉴于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ꎬ “社群社会主义” 有重大理论缺陷ꎬ
实践前景具有较大不确定性ꎮ 但从长远看ꎬ 其社会和民众基础较深

厚ꎬ 仍有新的成长空间ꎬ 其影响力不可低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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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时期ꎬ 以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家执政党为代表

的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探索引起国内外学界极大关注ꎮ 本文

拟在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框架下ꎬ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ꎬ
对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特性做初步研究ꎬ 探寻其未来前

景ꎬ 为世界和拉美地区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若干新素材ꎮ

一　 关于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含义与范围的界定

２００４ 年年底和 ２００５ 年年初ꎬ 委内瑞拉时任总统查韦斯宣称要走社会主义

道路ꎬ 并提出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 “理论概念”ꎬ 继而进行社会主义的实

践探索ꎮ 查韦斯的理念和主张得到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等拉美左翼执政党积

极响应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实践探索随即也从委内瑞拉扩展到这些国家ꎬ
影响力不断扩大ꎮ 除古巴共产党外ꎬ 拉美地区目前至少还有 ５ 个执政党明确

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或目标ꎬ 其中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和厄瓜多尔主权

祖国联盟的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ꎬ 玻利维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的 “社
群社会主义”ꎬ 巴西劳工党的 “劳工社会主义”ꎬ 智利社会党也主张 “社会主

义的人道主义”ꎬ 认为 “社会主义是民主的充分体现”ꎮ① 最近几年ꎬ 厄瓜多

尔和玻利维亚执政党频繁使用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的概念ꎮ② 在上述 ６ 国

中ꎬ 古巴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委内瑞拉把建设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写入宪法ꎻ 其他 ４ 个国家的执政党虽提出社会主义口号或目标ꎬ 但既没

能将其写进宪法ꎬ 也没有将其列入国家发展规划ꎮ
鉴于拉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差异性ꎬ 对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的含义和范畴便有了不同界定ꎮ 有人把上述拉美 ６ 国执政党的社会主义

都界定为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ꎬ 也有人仅将其界定为委内瑞拉、 玻利维

亚和厄瓜多尔 ３ 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探索ꎬ 因为这 ３ 国的社会主义在思

想和实践探索方面有较多共性ꎬ 与古巴、 巴西以及智利 ３ 国执政党的社会主

义主张有较大差异ꎮ 为了论述的便利ꎬ 本文倾向于采用第二种界定ꎮ
“社群社会主义” 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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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主张ꎬ 也是其重要的实践探索ꎬ 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渐丰富的过

程ꎮ ２００２ 年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在 «我们的思想原则» 中ꎬ 明确提出

“社群社会主义” 是党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①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该党在大选中获

胜ꎬ 随即成为执政党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该党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就任总统ꎬ 宣

布要在玻利维亚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ꎬ 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ꎮ ２０１０
年以后玻利维亚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又提出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的主张ꎬ 强

调美好生活是 “社群社会主义” 的核心理念ꎬ 极大地丰富了 “社群社会主

义” 的思想和实践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该党重要理论家、 副总统阿尔瓦罗加西

亚 (Áｌｖａｒｏ Ｇａｒｃíａ Ｌｉｎｅｒａ) 又提出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的思想ꎬ 强调历

史传统与现实目标的融合ꎮ 由此ꎬ 玻利维亚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入新的阶

段ꎮ 在实践中ꎬ 玻利维亚执政党领导人经常将上述三个词汇交互使用ꎮ 因此ꎬ
在本文中ꎬ “社群社会主义”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三个概念具有相同的含义ꎮ

二　 “社群社会主义” 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思想来源具有本土性、 多元性和现实性特

点ꎬ 具体地说ꎬ 其主要理论渊源包括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 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 各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社会

主义思想ꎮ
(一) 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

印第安传统文明和价值观ꎬ 特别是玻利维亚印第安的传统文化和宇宙观ꎬ
是社群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认为ꎬ “宇宙与地球是

一体的ꎬ 人类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ꎮ 古代玻利维亚社会是建立在平等

和民主基础上的ꎮ 当时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ꎬ 男女众生和谐共存ꎻ 社会生

产为共同利益服务ꎻ 互惠互利的经济原则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创造社会财

富ꎻ 得益于食物的合理分配ꎬ 老人和孤儿可以衣食无忧ꎻ 个人利益服从于社

群利益”ꎮ② 印第安人的上述传统文明和价值观成为 “社群社会主义” 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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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来源ꎬ 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存ꎬ 平等、 互惠与和谐社会ꎬ 社会生产服

务于社群利益ꎬ 个人利益服从于社群利益等源于印第安传统的观念和价值观ꎬ
成为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最主要原则ꎮ① 在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推动下ꎬ 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传统价值观念 (如不懒惰、 不撒谎、 不偷盗、
美好生活、 和谐生活、 不犯罪、 举止得当、 崇高生活等) 成为国家的道德准

则②ꎬ 被作为构建多元社会和国家建设的道德准则ꎮ
(二)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重要思想来源ꎮ 阿

尔瓦罗加西亚是该国 “社群社会主义” 理论和思想的主要阐释者ꎬ 他从年

轻时代起就受到坎特、 黑格尔、 葛兰西、 尼采等人思想的熏陶ꎬ 也受到马克

思和列宁等人思想的影响ꎮ 他经常引用马克思、 卢森堡和列宁的言语和观点

来论述玻利维亚经济问题ꎬ 用马克思的思想解释资本主义ꎬ 用卢森堡的思想

解释新自由主义ꎬ 用列宁的思想来阐释玻利维亚当前的经济进程ꎮ 他认为玻

利维亚处于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和社群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中ꎬ
声称 “愿意用列宁主义的概念解释玻利维亚向社会主义和社群制度的过

渡”ꎮ③ 虽然玻利维亚执政党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或制定政策的理

论基础ꎬ 莫拉莱斯本人也逃避阶级间的分歧④ꎬ 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玻

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重要理论来源ꎮ
(三) 各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后果ꎬ
加重了固有的各种社会难题ꎬ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ꎮ 拉美社会各界在对新自由

主义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ꎬ 提出了各种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思想ꎬ 特

别是批判其放松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低于市场价值对公有企业私有化、 国家

放松对战略资源的控制、 放任贫富差距扩大等具体政策ꎮ 玻利维亚 “争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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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运动” 党为充分利用玻利维亚民众和社会运动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ꎬ
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和口号ꎮ “社群社会主义” 的原则和主张是

否定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和政策ꎬ 改变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ꎬ 消除

其消极后果ꎬ 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四) 古巴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

长期以来ꎬ 古巴不仅是拉美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而且是该地区左

翼和社会主义力量的 “大本营”ꎬ 是拉美地区各种 “社会主义” 的重要精神

领袖和支持者ꎬ 对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拉美左翼有较大影响ꎮ 拉美地区另一

位社会主义的重要旗手是查韦斯ꎮ 作为拉美激进左翼的代表ꎬ 在长达十多年

的执政期间ꎬ 查韦斯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ꎬ 彻底否定新自由

主义ꎬ 谋求建立替代发展模式ꎬ 推动实施当代拉美最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ꎬ
力图使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ꎬ 以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ꎬ 摆脱对外依

附ꎮ 卡斯特罗和查韦斯是莫拉莱斯的精神导师ꎬ 在这两人影响下ꎬ 莫拉莱斯

提出要走 “印第安社会主义” 道路ꎬ 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ꎬ 并在执政后采

取类似的政策和措施ꎮ 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后ꎬ 玻利维亚与古巴、 委内瑞拉结

成 “反新自由主义阵营” 和拉美 “正义轴心”ꎬ 加入古委两国倡议创建的

“美洲玻利瓦尔选择” (２００９年 ６ 月更名为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ꎬ 简称

ＡＬＢＡ)ꎮ 毫无疑问ꎬ 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重要思想源泉ꎮ

综上所述ꎬ 莫拉莱斯和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充分吸收本国印第安传统文

化和价值观ꎬ 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ꎬ 汲取了各种反新自由主义思想

的成分ꎬ 接受了古巴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在此基础上ꎬ 莫拉莱

斯及其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从玻利维亚多民族、 多文化、 土著人占人口

多数、 社会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普遍的基本国情出发ꎬ 提出了 “社群社会主

义” 的理论和思想主张ꎬ 形成涵盖自由、 尊严、 平等、 互助、 团结、 尊重生

命、 尊重人权、 尊重文化多样性等内容的价值体系ꎬ 提出要建立以团结、 互

惠、 社群与共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ꎬ 建设人人平等、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

会等现实目标ꎮ

三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玻利维亚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涉及政治、 经济、 社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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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对外关系多个方面ꎬ 其核心理念是 “美好生活”ꎮ
(一)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的一些文献 (包括党的 “基本思想原则” 和

“党章”)、 政府的执政纲领以及执政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讲话①都对 “社群

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作过各种表述ꎮ 尽管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不完全相同ꎬ
但基本内容类似ꎮ 从上述文献看ꎬ “社群社会主义” 的基本原则涉及政治、 经

济、 社会、 文化和对外关系多个方面ꎬ 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ꎮ
实现社会正义ꎮ 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ꎬ 人与宇宙以及一切生命

形式平衡共存ꎬ 承认以人为本和人类权利的普遍原则ꎻ 保障充足的粮食供给ꎬ
建立有效的医疗服务和没有歧视的教育体制ꎻ 保护被掠夺者和被边缘化群体

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权利ꎻ 捍卫中产阶级的权益要求ꎬ 使其潜力得到发挥、
生产能力得到发展ꎻ 改变造成饥饿、 贫苦和苦难的内部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

和歧视ꎮ
建立以 “共识” 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ꎮ 实现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共识、 尊

重和认同ꎬ 消除贫困、 苦难和歧视ꎻ 发展能将政府和一切社会部门联系起来

的、 具有社会和经济内涵的参与式民主ꎻ 关注在旧的发展模式下被忽视和边

缘化的贫困地区的发展进程ꎻ 建立以 “共识” 为基础的参与式民主ꎬ 主张人

与自然ꎬ 社群、 家庭和自然之间的本源认同与平衡ꎮ
构建 “生产型发展模式”ꎮ 这个新经济社会模式包含以下 ４ 个支柱: 合理

开发国家资源ꎬ 有效管控国民经济ꎬ 减少贫困与改善收入再分配ꎬ 促进社会

平等ꎮ 具体手段有: 通过对能源和生产性行业的国有化ꎬ 实现对国家资源的

更有效开发ꎻ 通过调控产品及服务的生产、 分配和商业化ꎬ 实现对国民经济

的有效管理ꎻ 通过增加工资和发放购物券等转移支付政策ꎬ 推动减贫和收入

再分配ꎻ 通过 “共同富裕”ꎬ 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ꎮ②

尊重传统价值和思想ꎮ 每个民族、 人民和国家无论其政府组织形式和社

会、 文化、 政治、 经济制度如何ꎬ 都有其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千百年来形成的

智慧ꎬ 应继承和发扬原住民文明和价值的革命英雄思想ꎻ 纪念为维护在玻利

维亚根植已久的土著文化的独立性和久远价值而斗争的英雄ꎬ 重拾祖先的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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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路易斯费尔南多罗德里格斯乌雷尼亚: «社群社会主义: 对极端自由主义的回应»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７ － ６２ 页ꎮ
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总结经济施政纲领ꎬ 强调玻

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和实际举措»ꎮ ｈｔｔｐ: / / ｂ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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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与智慧ꎬ 树立自尊ꎬ 克服几个世纪的内部殖民主义和外部殖民主义造成的

自卑ꎮ
重建多民族国家ꎮ 把玻利维亚建设成为多民族、 多文化互相尊重、 和谐

共存的国家ꎬ 消除社会排斥ꎬ 弘扬社群社会主义价值观ꎻ 认为人类、 社会和

土地等是 “美好生活” 的主要因素ꎬ 社群、 工会和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应受到政府制度的保护ꎻ 主张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求同存异ꎬ 加强团结ꎮ 莫

拉莱斯认为ꎬ “我们可能会有分歧ꎬ 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ꎬ 我

们就没有理由不团结”ꎬ 因为 “如果我们处于分裂状态ꎬ 我们就很难前进”ꎮ①

实现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团结ꎮ 建立 “拉美大祖国”ꎬ 团结各国人民的力

量摆脱新自由主义、 帝国主义和跨国集团的压制ꎻ 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团结ꎬ
强调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ꎬ 团结为实现自主决定的主权国家的

自由、 正义和解放而斗争的武装力量和社会运动ꎮ
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ꎮ 抵制各种干涉行为和帝国主义行径ꎬ 反对

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ꎬ 反对左右玻利维亚人民意志、 控制民族国家及其财富

命运的企图ꎻ 谴责霸权国家的军备竞赛ꎬ 认为其强大的破坏性将威胁人类自

身的生存ꎻ 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渗透和企图ꎬ 反对和谴责新殖民主义、 霸权主

义、 军事主义和黩武主义ꎬ 声援为自由、 正义、 建立主权国家而斗争的力量

和运动ꎮ②

(二)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 的核心理念

１ “美好生活” 的基本含义

“美好生活” (Ｖｉｖｉｒ Ｂｉｅｎ) 既是 “社群社会主义” 的核心理念ꎬ 也是对

“社群社会主义” 思想的进一步深化ꎮ 最近几年莫拉莱斯等人频繁使用 “美好

生活社会主义” 的概念ꎬ 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加西亚甚至将玻利维亚的

社会主义称之为 “美好生活社群社会主义”③ꎮ
“美好生活” 是玻利维亚印第安民族的文化传统ꎮ “美好生活” 的说法起

源于玻利维亚所在的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人部族语言 (例如在玻利维亚居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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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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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蕾: «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Áｌｖａｒｏ Ｇａｒｃíａ Ｌｉｎｅｒａ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Ｃｏ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ｏ ｄｅｌ Ｖｉｖｉｒ Ｂｉｅｎ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ｄｅｌ 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Áｌｖａｒｏ Ｇａｒｃíａ

Ｌｉｎｅｒａ ｅｎ ｅｌ Ａｃｔｏ ｄｅ Ｐｏｓｅｓｉó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ａｌꎬ ２２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ｏｄｅｌｂｉｅｎｃｏｍｕｎ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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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第安艾玛拉族和克丘亚族的语言中都有该词语)ꎬ 具有印第安文化的深刻

印记ꎮ 所有人、 所有事物的和谐共存和平衡互补ꎬ 是实现圆满、 美好生活的

条件ꎮ 而作为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核心理念的 “美好生活”ꎬ 其内容已完

全超越西班牙语中 “美好生活” 的字面含义ꎬ 而是包含了多民族、 自治、 集

体形式和共同体所有土地、 对共同体经济原则和历史制度的承认等概念的多

重内涵ꎮ①

“美好生活” 是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核心理念ꎮ “争取社会主义

运动” 党认为ꎬ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主张ꎬ 以美好生活

为基础ꎬ 其特点是 “美好生活” 而不是 “最好的生活”ꎬ 是共享而不是竞争ꎬ
不是充满激烈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ꎬ 而是寻求与地球和谐共处的社会主义ꎬ
是以尊严和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ꎮ②

“美好生活” 是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ꎮ 在莫拉莱斯及执政党主

导下ꎬ 玻利维亚将 “美好生活” 理念用印第安语言的原词形式写入新宪法ꎬ
作为全社会的道德准则ꎮ ２００９ 年生效的新宪法规定ꎬ “在所有人相互尊重和平

等的基础上ꎬ 在以自主、 尊严、 互补、 团结、 和谐ꎬ 以及分配和社会生产再

分配平等原则下ꎬ 追求美好生活至关重要”③ꎬ “美好生活” 是国家和社会的

“道德准则”④ꎬ “为了实现美好生活ꎬ 必须消灭贫困和社会与经济排斥”⑤ꎮ
２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的含义

如前所述ꎬ 最近几年莫拉莱斯等人频繁使用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的概

念ꎬ “社群社会主义” 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ꎮ ２０１４ 年玻利维亚外交部部长戴

维乔克万卡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ｏｑｕｅｈｕａｎｃａ) 对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的特性做了细

致解读ꎬ 提出了其内在的身份特征、 美好生活、 均衡和宇宙价值 ４ 个特征ꎮ⑥

印第安民族的身份特征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ꎮ 乔克万卡指出ꎬ 在外来的欧洲人到

来之前ꎬ 我们已经均衡地生活在这个大陆ꎬ 没有把我们分开的边界ꎬ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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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范蕾: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ꎬ 载袁东振、 杨建民等著: «拉美

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３０ 页ꎮ
“Ｅｖｏ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Ｐｒｏｐｕｓｏ ｕｎ Ｎｕｅｖ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ｐａｒａ Ｖｉｖｉｒ Ｂｉｅｎ”  ｈｔｔｐ: / / ｖｉａｃａｍｐｅｓｉｎａ ｏｒｇ / ｅｓ /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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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ꎻ 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ꎬ 我们不是罗马人或拉丁人ꎬ 我们为希望、
团结、 和谐而劳动ꎮ 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ꎬ 我们被分裂ꎬ 我们的大陆被肢解ꎬ
开始有了利己主义ꎮ 为了重新回到均衡、 互补和共识的道路ꎬ 为了回归本来

的身份特征ꎬ 我们必须为团结而努力ꎬ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身份特征ꎮ 身份特

征是我们开始建设新社会的基石ꎬ 因为我们不仅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ꎬ 我们

不仅关心人类自身ꎬ 我们还准备建设新的生活ꎮ
“美好生活” 的原则ꎮ “美好生活” 包括很多方面ꎮ 乔克万卡认为ꎬ “美

好生活” 不仅包括民主的深化ꎬ 而且超越了多数民主的范畴ꎻ 为了实现 “美
好生活”ꎬ 不仅仅需要多数人的统治ꎬ 而是需要所有人的统治ꎮ 民主中存在

“服从” 这个词汇ꎬ 即多数人让少数人服从ꎬ 或者少数人被迫服从多数人ꎮ 服

从他人不是美好生活ꎬ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协商一致来进行决策ꎬ 我们必须负

责任地解决分歧ꎮ 玻利维亚驻 ７７ 国集团代表罗加 (Ｃｒｉｓｔｅｌ Ｒｏｃａ) 曾对 “美好

生活社会主义” 中的 “美好生活” 做出解释ꎬ 认为是指尊重自然资源、 尊重

环境、 尊重地球母亲、 尊重发展ꎻ 强调 “国内生产总值不重要ꎬ 福利的积累

才重要”ꎮ①

均衡性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ｏ)ꎮ 均衡至关重要ꎬ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均衡的社会ꎬ 为

美好生活而斗争就是为均衡生活而斗争ꎮ 乔克万卡强调ꎬ 为了寻求均衡ꎬ 我

们必须捍卫人民的尊严ꎬ 我们必须为属于被赋予社会的身份特征而工作ꎮ 我

们不仅为人权、 为尊严、 为均衡、 为共识、 为身份特征而奋斗ꎬ 还要为宇宙

权利而奋斗ꎬ 要捍卫 “地球母亲” 的权利ꎮ
宇宙价值观 (Ｃｏｓｍｏ － Ｓｅｒ)ꎮ 乔克万卡指出ꎬ 我们希望重回我们的传统ꎬ

重回我们具有身份特征的均衡之路、 互补之路和共识之路ꎻ 我们高度评价我

们的起源ꎬ 努力恢复我们的文化和音乐ꎮ 我们不仅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资源ꎬ
还要恢复我们的哲学、 美食ꎬ 恢复我们那些被拒绝和遭鄙视的一切ꎮ 乔克万

卡强调ꎬ 这一恢复的任务要从土著人开始ꎮ

四　 “社群社会主义” 的理论特性

对全球化和西方模式的批判、 替代资本主义模式、 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

—９—

① “Ｇ７７ Ｄｅｂａｔｉｒá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ｄｅ ｌａ ＯＮＵꎻ Ｇａｒｃíａ Ｐｌａｎｔｅａ Ｏｔｒ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 － ｒａｚｏｎ ｃｏ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 －１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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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制的资本扩张、 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是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的

主要理论特性ꎮ
(一) 批判性

批判全球化和西方模式、 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国家无限制的资本扩

张是其重要理论特性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认为ꎬ “５００ 多年的殖民主义

统治照搬和抄袭西方发展模式ꎬ 是造成贫困、 剥削等问题的根源”ꎻ “发达国

家是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ꎬ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又使这种失衡日益严重”ꎮ①

“社群社会主义” 的批判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１ 批判资本主义ꎮ 莫拉莱斯认为ꎬ 资本主义既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ꎬ 也

不是一种希望ꎬ 而且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愿意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希望ꎮ 他

重申ꎬ “为了子孙后代ꎬ 我们不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危机”ꎮ 加西亚

指出ꎬ 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ꎬ 变成了 “掠夺性资本主义”ꎬ 通过对公共空

间、 生态、 水源、 祖先的知识、 森林和自然资源的占领实现积累ꎬ 而通过征

收公共财富并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这种积累就是自由主义的逻辑ꎮ 加西亚

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不负责任的死亡和贫困ꎬ 并以玻利维亚为例说明资本主

义国家和 “社群社会主义” 的区别ꎮ 他指出ꎬ 资本主义没有建立 “真正的和

谐国家” (Ｅｓｔａｄｏ Ｏｒｇáｎｉｃｏ Ｒｅａｌ)ꎬ 而是 “朋党国家” (Ｅｓｔａｄｏ ｄｅ Ｃａｍａｒｉｌｌａ)ꎬ
少数部门和统治者建立了权力政治ꎬ 对被排斥的土著人、 劳动者和妇女毫不

关心ꎮ 他认为ꎬ 这是 “次等国家” ( Ｅｓｔａｄｏ ｄｅ Ｐａｃｏｔｉｌｌａ) 和 “表面国家”
(Ｅｓｔａｄｏ Ａｐａｒｅｎｔｅ)ꎬ 没有努力去代表或关注所有人ꎮ 与此相反ꎬ “社群社会主

义” 是要建立代表所有人的 “真正国家” (Ｅｓｔａｄｏ Ｒｅａｌ)ꎮ 他指出ꎬ “社群社会

主义” (它也可以有其他名称) 建立在社区以及与资本主义斗争了 ５００ 年的土

著人民潜力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ꎮ 莫拉莱斯总统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批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ꎬ 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严重

破坏地球环境ꎬ 发达国家应当依靠技术手段偿还生态债务ꎻ 如果人类继续沿

资本主义道路无节制地发展经济ꎬ 其结果必将是自取灭亡ꎮ②

２ 批判新自由主义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认为ꎬ 新自由主义彻底暴

露了国家政治的种种丑恶面: 腐败、 只顾捞钱却游手好闲、 对民众要求置若

—０１—

①

②

范蕾: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ꎬ 载袁东振、 杨建民等著: «拉美

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２５ 页ꎮ
中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莫拉莱斯总统在巴黎气变大会上批评资本主义发展

模式»ꎮ ｈｔｔｐ: / / ｂｏ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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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闻的立法机构ꎻ 服务于跨国资本利益的行政机构ꎻ 盲从于政府命令ꎬ 无法

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司法机构ꎮ 在解释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本质时ꎬ 加西亚同

意社会理论家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 的观点ꎬ 认为新自由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

一种方式ꎬ 基本特征是剥削农民ꎬ 强占社区资源ꎬ 将公共资源私有化ꎬ 把生

态等同于知识产权ꎬ 把自然界商品化”ꎮ 他指出ꎬ 认识这些问题是一种 “向社

会主义过渡的意志”ꎮ 他以玻利维亚为例指出ꎬ 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多年统治

后ꎬ ２００５ 年工会、 农民、 土著人等联合把一个土著人莫拉莱斯推上总统职位ꎬ
因此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ꎬ 它是有裂痕的”ꎮ①

加西亚认为ꎬ 新自由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ꎬ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法国一个叫 “马克思空间” (Ｅｓｐａｃｉｏｓ Ｍａｒｘ) 的组织举办的一次

会议上ꎬ 加西亚对欧洲政治力量对比状况作了分析ꎬ 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

占统治地位ꎮ 尽管如此ꎬ 但他确信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经过时ꎬ 他在 ２０１４ 年

圣保罗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１５ 年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拉美 “还是圣

经ꎬ 但现在正被丢弃”ꎬ 新自由主义和对它的信仰在拉美地区不断扩大的斗争

和反抗面前已经坍塌ꎬ 形势已经发生变化ꎮ② 谈论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像说一件

过时的东西ꎬ “就好像在说侏罗纪公园一样ꎮ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过时的东西ꎬ
我们正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箱”③ꎮ

(二) 替代性

替代性是 “社群社会主义” 的另一个重要理论特征ꎬ 而替代资本主义和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自然成为其基本理论主张ꎮ
１ “社群社会主义” 是替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方案ꎮ 莫拉莱斯号

召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团结起来ꎬ 寻求应对资本主义的方案ꎬ 制定解救地球

的新议程ꎬ 制定新的生活规则ꎮ 他提出ꎬ 新世纪应该成为人民的世纪ꎬ 没有

等级ꎬ 没有寡头统治ꎬ 没有君主制度ꎬ 是一个各国人民平等的时代ꎮ 加西亚

于 ２０１３ 年在玻利维亚召开的 “反帝峰会” 上提出要建立一个 “没有资本主

义、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世界ꎬ 开创 “社群社会主义” 的前景ꎮ 他认为

—１１—

①

②

③

ＶＰ Ｂｏｌｉｖｉａｎｏꎬ “Ｅｌ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ｏ Ｎｏ Ｅｓ Ｉｎｖｅｎｃｉｂｌｅꎬ Ｔｉｅｎｅ Ｆｉｓｕｒａ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ｊｅｒｅｎｃｉａ ｃｏｍ
[２０１５ －１１ －０８]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 Ｆｏｒｏ ｄｅ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ｅｌ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ｏ ｃｏｎ ｕｎ ‘ Ａｒｃａíｓｍｏ’”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 － ｒａｚｏｎ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１５]

“Ｅｌ Ｊｕｒáｓｉｃｏ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Ｑｕｅｄó Ａｔｒá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 － ｔｉｃｏ ｃｏｍ / ２９ － ０８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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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慢性自杀ꎬ 如果能产生利润ꎬ 它就有能力进行杀戮和毁灭ꎬ 资本

主义不在乎森林的消失ꎬ 只在乎获取财富ꎮ 他认为ꎬ 玻利维亚是不同于资本

主义、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前景的新希望ꎬ 这种前景就是社群社会主义ꎬ 是

印第安和农民的美好生活ꎬ 这种生活在殖民地时期遭到剥夺ꎬ 现在又重新回

归ꎮ 他强调ꎬ 社会主义方案的国际主义新特点给美国带来了不快ꎬ 因为 “我
们想到的是全世界ꎬ 因为敌人是共同的ꎬ 所以我们要团结”ꎮ① 他还在多个场

合强调ꎬ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ꎬ 就应该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ꎬ 用 “社群社会主

义” 战胜帝国主义ꎮ②

２ 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ꎬ 代之以 “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ꎮ 莫拉莱

斯等人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尖锐和深刻的批评ꎬ 认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在本质上是共同的ꎬ 是由新自由主义促进和推动的ꎬ 它的表现是脱离常规的ꎬ
是地球上所有罪恶的集大成者ꎻ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拉美造成损害ꎬ 是

寡头集团用于扩大不平等、 维持拉美国家贫困现象的工具和手段ꎮ 因此ꎬ 莫

拉莱斯主张开展系统的反全球化行动ꎬ 抵制和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ꎮ 在

他看来ꎬ 自由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已变成 “自由贸易的专制” 和 “自由市场

的专制”ꎬ 成为罪恶的新表现ꎻ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日益贫困化的人口遭受巨大

痛苦ꎬ 还意味着因气候变化导致世界的毁灭ꎻ 全球化允许北方国家的大公司

通过把南方国家的稀缺资源资本化的手段而成为主人ꎮ③ 他指出ꎬ 贫穷国家和

中小企业无力与跨国企业竞争ꎬ 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变成帝国主义的

邪恶标志ꎬ 目的是掠夺拉美的自然资源ꎮ 莫拉莱斯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

易ꎬ 主张人民贸易协定ꎬ 而非自由贸易协定ꎬ 赞成 “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
所倡导的互补政策和公平贸易政策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在玻利维亚召开的 ７７ 国集团峰会上ꎬ 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

表示ꎬ 希望峰会成为通向新的全球化的一种途径ꎮ 他指出ꎬ 所谓新的全球化

是一种前景广阔和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全球化ꎬ 它应由被世界列强所认为的

“边缘国家” 来设计ꎮ 当前的世界以市场为中心联系起来ꎬ 具有垂直的体系ꎬ

—２１—

①

②

③

Ｃｕｍｂｒｅ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ａꎬ “Ｇａｒｃíａ Ｌｉｎｅｒａ Ｐｒｏｐｕｓｏ ｕｎ Ｍｕｎｄｏ ｓ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 ｎ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ｌａｍ ｃｏｍ ａｒ / ｎｏｔａｓ / ２０１３０７ / ２７０８９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８]

Ｎｅｌｓｏｎ Ｐｅｒｅｄｏꎬ “Ｇａｒｃíａ Ｌｉｎｅｒａ: Ｐａｒａ Ｖｅｎｃｅｒ 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ｏ Ｄｅｂｅｍｏ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ｉｒ 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Ｃｏ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ｏ”ꎬ ｅｎ Ｌｏｓ Ｔｉｅｍｐｏ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ꎬ ３１ ｄｅ ｊｕｌｉｏ ｄｅ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ｓｔｉｅｍｐｏｓ ｃｏｍ / ｄｉａｒｉｏ / ａｃｔｕａｌｉｄａｄ /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０８]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ｌａｍｕｄ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ｏｓ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ꎬ ｌｏｓ Ｔｏｐｉｃｏｓ ｄｅ Ａｙｅｒꎬ ｄｅ Ｈｏｙ ｙ ｄｅ Ｓｉｅｍｐｒｅ ꎬ Ｅｄｉｃｉóｎ
Ｎｏｂｅｌ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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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应该改变ꎮ “现代世界体系不是水平的舞台而是垂直的舞台ꎬ 各国不

是以兄弟般友好的方式、 和谐和均衡的方式联系和交流的”ꎬ 这种现代世界体

系的 “现实是虚伪和耸人听闻的”ꎮ 加西亚认为ꎬ 在这个垂直的舞台上ꎬ 存在

着世界化或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较大影响力、 统治力和决策能力较强的

国家ꎬ 还存在着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以及处于 “边缘” 地位的国家ꎮ 这些边

缘国家是征服、 控制的目标ꎬ 是向 “世界中心” 输送初级产品的来源地ꎮ 为

此ꎬ 他号召追求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ꎬ 这种全球化要充分考虑所谓边缘人民ꎬ
考虑那些拥有传统、 农民和手工业经济的国家的话语权、 需求、 希望和能力ꎬ
他号召学者们探讨实现新全球化的方式和途径ꎮ①

(三) 民族主义

无论是莫拉莱斯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政党以及党的思想体系、 政治理念、
斗争策略、 组织形式和群众基础ꎬ 都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ꎬ 既与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缺乏历史联系ꎬ 也与本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缺乏承继关系ꎮ② 莫

拉莱斯等人强调 “社群社会主义” 的民族特性ꎬ 重申本国 “社群社会主义”
的独特性和原创性ꎮ 莫拉莱斯强调ꎬ 社会主义根植于本国印第安传统文明和

价值观ꎻ 所谓 “社群” 主要是指印第安人社会群体ꎬ 从印第安村社发展而来ꎮ
莫拉莱斯认为ꎬ 本国印第安农民社群里就存在社会主义ꎬ 其所倡导的 “印第

安社会主义” 或 “社群社会主义” 带有浓厚的民族特性ꎮ
莫拉莱斯等人强调 “社群社会主义” 的本土性质ꎮ 在他们看来ꎬ 社会主

义有不同流派、 不同建设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ꎮ 一方面ꎬ 莫拉莱斯等人虽使

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词汇ꎬ 但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ꎬ 也不主张公有制经

济的主导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 莫拉莱斯等人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ꎮ
因此ꎬ “社群社会主义” 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ꎬ 又与资本主义有所区别ꎮ 从

总体上看ꎬ “社群社会主义” 是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理念和思想ꎬ 是玻利维亚

的 “土特产”ꎮ③ 虽然莫拉莱斯与古巴及委内瑞拉结盟并得到查韦斯等人的大

力支持ꎬ 但他一直强调 “社群社会主义” 的民族特色ꎮ 莫拉莱斯多次公开表

—３１—

①

②

③

“Ｇ７７ Ｄｅｂａｔｉｒá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ｄｅ ｌａ ＯＮＵ”ꎬ “Ｇａｒｃíａ Ｐｌａｎｔｅａ ｏｔｒ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ａ － ｒａｚ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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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玻利维亚的 “社会主义同查韦斯的社会主义不一样”ꎬ “我们也不是卡斯

特罗主义者”ꎮ
(四) 历史性

玻利维亚执政党领导人认为ꎬ “社群社会主义” 是关于玻利维亚未来前景

的选择ꎬ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ꎮ 加西亚认为ꎬ 玻利维亚政府所推动的 “社群社

会主义” 是一种未来ꎬ 是一种在当代必须建立的社会类型ꎬ 是与资本主义所

产生的野蛮、 苦难和毁灭相对立的发展前景ꎮ① 他认为ꎬ 当今世界充满不公平

和过度不平等ꎬ 因此 “社群社会主义” 的唯一目的是建立公正、 平等和美好

生活的社会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反帝峰会” 上ꎬ 他明确提出玻利维亚的最终目标是

“社群社会主义”ꎬ 并强调建设新社会的方式应该是和平的、 民主的ꎮ
加西亚承认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 既是一种需要ꎬ 又是长期的过程ꎮ 他

表示ꎬ “不知道这一进程会持续多久ꎬ 也不清楚会遇到怎样的和多少艰难险

阻ꎬ 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ꎬ 那就是不能走回头路ꎬ 因为走回头路无异于自

杀ꎬ 那就是宣布自然和人类的消亡ꎮ 为了生存的需要ꎬ 我们有义务建设一个

社群社会主义ꎮ” 他认为 “社群社会主义” 的进程将持续几年、 几十年甚至几

百年ꎬ 但其巩固将取决于穷人、 中间阶层以及社会所有部门的斗争ꎮ 加西亚

认为ꎬ 在玻利维亚ꎬ 资本主义和 “社群社会主义” 之间的过渡和联系是以

“多民族国家”② 的形式来实现的ꎬ 它有两个基本支柱ꎬ 一个是土著农民社

区ꎬ 另一个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ꎮ 他认为ꎬ 这两个支柱应该在保证向 “社群

社会主义” 民主过渡的基础上ꎬ 将所有社会部门、 中间阶层、 企业家等团结

起来ꎮ
(五) 革命与民主

“社群社会主义” 同时带有革命与民主的特性ꎮ 加西亚认为ꎬ 革命的方法

是建立民主ꎮ 他从纯粹的政治理论出发来观察现实社会ꎬ 提出 “没有希望和

没有信仰的民主是失败的民主ꎬ 是僵化和停滞的民主ꎮ 从严格意义上说ꎬ 这

根本不是民主”ꎮ③ 他认为ꎬ 我们需要恢复 “民主的概念”ꎬ 拉美左翼一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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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民 主、 正 义、 平 等 和 参 与 的 旗 帜ꎻ 我 们 必 须 放 弃 “ 体 制 的 概 念 ”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ꎬ 因为民主超越了体制ꎬ 民主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议

会ꎬ 民主是一种价值ꎬ 是认识世界的组织原则ꎬ 是容忍、 多元化、 观点自由ꎮ
他还强调ꎬ 民主是实践ꎬ 是集体的行动ꎬ 是对公共管理日益增长的参与ꎻ 如

果有对公共事务的参与ꎬ 就有了民主ꎮ 他认为ꎬ 在拉美 “建立民主是革命的

方法”ꎬ “我们已经丢弃陈旧的民主ꎬ 拉美地区的革命政府取得了胜利ꎬ 丰富

了过渡和民主的含义ꎬ 民主被理解为参与、 激进化和社区”ꎮ①

五　 “社群社会主义” 的实践特性

“社群社会主义” 是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的理念和主张ꎬ 因而具有鲜明的

实践特性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从本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出发ꎬ 创建

了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ꎬ 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多元经济模式ꎬ 构建了多民

族国家政治模式ꎬ 建立了保障印第安群体权益的社会模式ꎬ 发掘出印第安民

族文化的社会价值ꎬ 构建了新的对外关系格局ꎮ
左翼执政党灵活践行 “社群社会主义” 的原则ꎮ 在执政党推动下ꎬ 新宪

法的诸多条款都贯彻了 “社群社会主义” 思想ꎬ 例如将玻利维亚确定为 “保
障多民族社群权利、 自由、 独立、 主权、 民主、 多元文化、 非集中化、 有自

治权的社会统一的国家”ꎬ “民主、 参与式、 代议制和社群的政府形式” 等ꎮ
新宪法按照 “社群社会主义” 的原则ꎬ 极大地扩展了公民的基本权利ꎬ 特别

是印第安土著民族的权利ꎮ 此外ꎬ 新宪法对国家经济、 社会、 文化、 教育及

医疗卫生体制的规定ꎬ 无不体现了 “社群社会主义” 和 “美好生活社会主

义” 的价值和理念ꎮ 然而ꎬ 新宪法却回避了 “社会主义” 的表述ꎬ 代之以印

第安传统中的社区、 社群、 美好生活等得到各社会阶层认同的表述方式ꎮ 同

时ꎬ 在执政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或动员中ꎬ 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旗帜和

口号ꎮ 这样ꎬ 社会主义的主张既得到广大社会群体的支持ꎬ 巩固了执政基础ꎬ
又避免了反对派的怀疑ꎬ 减少了执政阻力ꎮ “社群社会主义” 的实践特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构建体现多民族特色的政治体制ꎮ 从玻利维亚印第安人口占 ６０％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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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出发ꎬ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致力于构建以印第安传统为基础和特色的

政治体制模式ꎮ ２００９ 年将国家改名为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ꎬ 并把体现多民

族特征的印第安人美好生活、 社区传统、 传统戒条写入新宪法ꎬ 使之成为国

家发展的指导思想ꎮ 新宪法对原宪法做了上百处修改ꎬ 增加了构建新政治体

制的内容ꎬ 政府承担更多义务ꎬ 保护在传统上受排斥的印第安人的权利①ꎻ 规

定建立四权分立的政治体制ꎬ 在传统的行政、 立法、 司法权力机构外ꎬ 还建

立第四种国家权力机构ꎬ 即多民族选举机构ꎻ 建立多民族立法大会ꎬ 并规定

后续立法以及宪法的修订需由土著人全权制宪会议进行ꎮ
建立保障印第安群体权益的社会模式ꎬ 加大对特殊群体的救助和劳动阶

层的保护ꎮ 莫拉莱斯政府在加大救助特殊贫困群体的同时ꎬ 为学生和孕妇等

提供助学金和社会津贴ꎬ 扶持贫困居民特别是老年人、 妇女和儿童等特殊群

体ꎮ 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和实习计划以及提供小额信贷等方式ꎬ 推动扩大就业ꎮ
政府每年与全国总工会协商确定工资增幅ꎬ 确保工资增长水平高于通货膨胀

率ꎬ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全国最低月工资增长了 ３ ８ 倍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莫拉莱斯签署最

高法令ꎬ 规定凡是经济增长超过 ４ ５％ 的年份ꎬ 年底须向劳动者发放 ３ 倍月

薪ꎻ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ꎬ 扩大社会支出ꎮ 政府与全国总工会进行年度协商ꎬ
并以颁布最高法令的形式强制提高工资收入ꎮ 保护脆弱群体和劳工阶层ꎬ 提

高其购买能力和消费能力ꎬ 以实现有效减贫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玻利维亚贫困率

下降 ３２ 个百分点ꎬ 降幅居拉美国家首位ꎬ 赤贫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６ ７％ 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８ ８％ ꎮ② 政府加大惠民措施力度ꎬ 把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各种权

利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ꎬ 采取切实措施ꎬ 关注贫困和边缘阶层利益ꎬ 为老幼

妇孺孕等弱势群体提供生活补助ꎮ
发掘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社会价值ꎬ 加强社会凝聚力ꎮ 印第安民族文化在

玻利维亚有广泛的社会认同: 除占总人口 ６０％的印第安人外ꎬ 占总人口 ３０％
的印欧混血种人有很大一部分人也承认其土著文化根源ꎬ 视印第安人为自己

身份的根基ꎮ 印欧混血人的主体是中产阶级ꎬ 包括公务员、 教师、 自由职业

者、 中小商人、 手工业者、 中小企业主和农民等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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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文明和文化价值观作为新社会模式的道德根基ꎬ 积极推行 “民主文化

革命”ꎬ 强调尊重全社会的文化共识ꎬ 如天主教官方宗教的地位ꎬ 政教分离的

原则ꎬ 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ꎻ 主张捍卫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ꎬ 尊重和

认可多民族文化权利ꎬ 构建和扩大印第安文化的价值观ꎬ 发掘传统印第安文

化在构建 “社群社会主义” 进程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ꎮ
建设 “美好生活”ꎮ 玻利维亚执政党提出建设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后ꎬ

把美好生活解释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 加强生态保护ꎬ 共享、 尊严和平等ꎻ
认为 “社群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民和社群”ꎬ 社群社会主义为社群集体谋利

益ꎬ 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特权ꎻ 它顾及共同利益而非个人所得ꎻ “社群社会主义

不仅顾及人ꎬ 也将自然和多样化融入其中ꎮ 它不再遵循单一的发展主义的模

式ꎬ 不再不惜一切代价实行工业化ꎮ 我们不相信毫无节制的发展ꎬ 而是主张

人与人、 人与地球母亲之间的平衡与互补ꎮ”① 根据 “美好生活” 理念ꎬ 在

“社群社会主义” 的实践探索中ꎬ 玻利维亚制定了生态环境保护计划ꎬ 将生态

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ꎬ 对国内外投资提出了更严格的环保要求ꎮ

六　 “社群社会主义” 的理论缺陷及实践前景

“社群社会主义” 具有时代的局限性ꎬ 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ꎬ 这些缺陷

不仅削弱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ꎬ 也加大了其实践前景的风险性ꎮ
首先ꎬ “社群社会主义” 过分依赖和突出领袖个人的思想和作用ꎬ 忽视党的理

论和思想建设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的组织章程规定ꎬ 党的原则应该包含

在党的领袖埃沃莫拉莱斯的思想中ꎮ② 党过度依赖领袖个人ꎬ 在一定时期有

利于扩大党的影响力ꎬ 但从长远看势必造成对党的理论建设的忽视ꎬ 可能对

党的事业造成潜在风险ꎮ 其次ꎬ 没有明确地确定党在 “社群社会主义” 建设

中的领导或核心地位ꎮ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不是组织严密的政党ꎬ 而是具

有社会运动的明显特点ꎮ 该党党章规定ꎬ 党是民主的和参与性的民主力量ꎬ
承认和遵守宪法ꎬ 遵从现存体制ꎬ 党是社会组织的思想和政治力量ꎬ 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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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党的领导作用ꎮ 实践证明ꎬ 在现存政治制度下ꎬ 玻利维亚执政党无法将

体现 “社群社会主义” 本质特点的 “村社所有制” “村社司法” 等内容写入

宪法ꎬ 更难以将其列入国家改革日程ꎬ 从而严重制约了 “社群社会主义” 的

建设进程ꎬ 致使执政党内部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存在争论ꎬ 不利于发挥党

在 “社群社会主义” 实践进程中的领导作用ꎮ 最后ꎬ “社群社会主义” 的理

论缺陷加大了其实践前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ꎮ
尽管如此ꎬ 玻利维亚 “社群社会主义” 仍有进一步成长空间ꎬ 仍有较强

的社会影响力ꎮ 首先ꎬ “社群社会主义” 社会基础依然深厚ꎮ 玻利维亚长期缺

乏深刻的社会变革ꎬ 社会分化、 社会矛盾、 社会排斥和 “边缘化” 现象一直

很严重ꎮ 近年来虽在减贫、 改善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 推进边缘群体参

与国家发展方面取得明显进步ꎬ 但远未达到理想状态ꎬ 要求变革的力量不断

增长ꎬ “社群社会主义” 的发展仍有深厚的社会根基ꎮ 其次ꎬ “社群社会主

义” 的主张仍有较大号召力ꎮ “社群社会主义” 的主张特别是其鲜明的施政目

标体现了广大印第安群体的利益和诉求ꎬ 激发了这些长期 “被排斥” 群体实

现自我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自信ꎮ 执政党的理念和主张不仅得到印第安原住民

支持ꎬ 也得到印欧混血群体认可ꎮ 最后ꎬ “社群社会主义” 仍有进一步成长空

间ꎮ 目前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执政地位相对稳固ꎮ 反对派虽控制了一些

省市级政府ꎬ 对执政党形成一定掣肘ꎬ 但由于力量分散ꎬ 短期内缺乏取代执

政党的能力ꎮ 只要现执政党地位稳固ꎬ “社群社会主义” 就有进一步发展的空

间ꎮ 即使莫拉莱斯不能再次连选连任ꎬ 抑或是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失去

执政地位ꎬ 莫拉莱斯本人和该党仍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ꎬ 其

“社群社会主义” 主张也仍将继续保持重要影响力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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