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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理论内涵、 实践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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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委内瑞拉政治经济社会矛盾

发展的产物ꎬ 它的提出和实践与查韦斯总统有着直接联系ꎮ 作为一

种整体性发展战略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将会发挥三重功效: 进一

步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记ꎻ 引入一条 “后资本主义” 的发展道

路ꎬ 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和困境ꎻ 形成一种替代性的现代化ꎬ
为委内瑞拉注入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ꎬ 以社会发展作为执政党

施政的起点ꎮ 在实践过程中ꎬ 查韦斯政府大力促进财富的再分配、
推动 “内生发展” 和深化人民权力ꎮ 委内瑞拉的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实践没有既定的程序ꎬ 不是以一揽子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ꎬ
而是谋求通过 “试错” 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ꎮ 这一进程受到短期

利益与长期利益、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这两大矛盾的制约ꎮ 目前ꎬ
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巨大考验ꎬ 这

一新生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性有待实践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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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编号: １５ＺＤＡ０３３) 子课

题 “拉美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ꎮ



委内瑞拉的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理论内涵、 实践与现实意义　

　 　 委内瑞拉是 “冷战” 结束之后首个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ꎮ 在内外

因素的作用下ꎬ 查韦斯政府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 明确把社会主义确定为本国的

发展道路ꎬ 提出构建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ꎮ①

委内瑞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有着与本国发展进程、 拉美地区发展进程

和第三世界整体处境相关联的宏大背景ꎬ 体现了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委内瑞拉

新左派对国家发展、 资本主义困境、 现代化进程的深刻思考ꎮ
委内瑞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一场后发国家寻找新发展道路的政治实

验ꎬ 社会主义建设者完全是在实践中摸索前进ꎮ 他们试图打破束缚委内瑞拉

的种种制度制约ꎬ 却也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束缚ꎮ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

设进程近年来面对尤为不利的局面ꎮ 尽管如此ꎬ 委内瑞拉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的内在合理性不应受到低估ꎬ 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经验值得研

究和借鉴ꎮ

一　 委内瑞拉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委内瑞拉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ꎮ 它的提

出和实践与查韦斯政府有着直接联系ꎮ 查韦斯政府以社会公正为价值追求ꎬ
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持强烈批评态度ꎬ 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建立一

个更具活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ꎮ 查韦斯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遭遇一系

列挑战ꎬ 特别是受到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军事政变的强烈冲击ꎮ 这些因素使其政治立

场趋于激进化ꎬ 从谋求探索欧洲式 “第三条道路” 转向追求社会主义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查韦斯在参加第 ５ 届世界社会论坛时指出: “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

于真正的社会主义、 平等和正义ꎮ”② 意味着他明确把委内瑞拉的前进方向确

定为社会主义ꎮ 此后ꎬ 查韦斯在描述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时使用了 “２１ 世纪

社会主义” 的概念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他在就任总统时表示ꎬ 这一任期的中心目

标是建设社会主义ꎮ
就现实环境而言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委内瑞拉新左派崛起的产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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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查韦斯最初使用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命名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事业ꎮ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

党 (ＰＳＵＶ) 在其党章中使用 “玻利瓦尔社会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Ｂｏｌｉｖａｒｉａｎｏ) 这一称谓ꎮ 两称谓均在本

文中出现ꎬ 系指同一事业ꎮ
Ａｌａｎ Ｗｏｏｄｓꎬ “Ｃｈａｖｅ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ꎬ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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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委内瑞拉乃至拉美出现了有利于左派崛起的整体氛围ꎮ
“冷战” 结束使拉美不再处于东西方对峙的高压之下ꎻ 同时ꎬ 民主化进程带来

相对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ꎮ 拉美国家由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向市场导向发展模

式转变ꎬ 由此引发社会的整体性变动ꎬ 利益分歧加剧ꎬ 政治冲突增多ꎮ 对委

内瑞拉而言ꎬ 应对贫困、 解决不平等诸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成为政治进程

的核心关切ꎮ
提出和实践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主体是以查韦斯和 “第五共和国运

动” (ＭＶＲ) 为代表的委内瑞拉新左派ꎮ 相较于委内瑞拉共产党 (ＰＣＶ) 这

样的传统左派ꎬ 新左派是政治格局中的新兴力量ꎻ 相较于民主行动党 (ＣＤ)
和基督教社会党 (ＣＯＰＥＩ) 这样的传统政党ꎬ 新左派是 “局外人”ꎮ 就斗争方

式而言ꎬ 新左派坚持选举导向ꎬ 与各类社会运动、 基层组织建立密切联系ꎬ
力图最大限度地争取选票ꎮ 就社会基础而言ꎬ 他们争取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

支持ꎬ 着力构建跨阶级的联盟ꎮ 就斗争目标而言ꎬ 新左派既要争取民族独立

和经济平等ꎬ 也要吸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教训ꎬ 大力推动民主深

化ꎬ 开辟广阔的政治参与空间ꎮ 就意识形态而言ꎬ 新左派没有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ꎬ 更强调对本土思想、 本土经验的吸收ꎮ
就国家发展阶段而言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提出和实践是委内瑞拉从

外源性发展走向内源性发展的产物ꎮ 这个国家源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征服ꎬ
在独立之后输入了一整套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ꎬ 并为这套外源性制度的本土

化付出了长期政治动荡、 内战频发的代价ꎮ １９５８ 年ꎬ 该国确立现代民主体制ꎬ
进入 “第四共和国” 时期 (１９５８—１９９８ 年)ꎬ 现代化进程提速ꎮ 在此期间ꎬ
“进步的贫困” 和 “发展的劫掠” 盘桓不去ꎮ① 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体系在外

部冲击面前暴露出脆弱性ꎬ 国际金融机构的干预给该国留下痛苦的回忆ꎮ 一

系列固有矛盾制约国家的发展进程ꎬ 其中既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ꎬ 也有

“中心” 和 “外围” 之间的矛盾ꎻ 既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ꎬ 也有石油部

门和非石油部门之间的矛盾ꎻ 既有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ꎬ 也有沿海与内陆

之间的矛盾ꎮ 新左派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帮助委内瑞拉探索一条更加符合本国

特点的发展道路ꎬ 实现迈向内源性发展的整体战略ꎬ 满足国家实现全面发展

的总体性需求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试图发挥三重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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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推动委内瑞拉的去殖民化进程ꎮ 就社会结构而言ꎬ 该国依然保留

源于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型结构ꎬ 一个人的社会等级与他的肤色、 种族属性

密切相关ꎮ 白人和肤色较浅的梅斯蒂索人往往处于社会中上层ꎻ 印第安人、
黑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后代处于社会底层ꎬ 沦为社会排斥的牺牲品ꎮ 新左派希

望依靠社会主义道路打破这一社会结构ꎬ 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凝聚ꎬ 推动构

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平公正事业ꎮ
第二ꎬ 把委内瑞拉导向 “后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ꎬ 以发展道路的转换帮

助国家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危机和困境ꎬ 解决根深蒂固的贫困和不平等ꎮ 查

韦斯把抨击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ꎬ 认为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贫困

和不平等ꎬ 无法实现社会公正ꎮ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ꎬ 新自由主义

使委内瑞拉社会遭受严重破坏ꎬ 也使拉美陷入政治混乱ꎮ① 查韦斯一直把在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爆发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视为他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起点ꎮ 当时ꎬ
为抗议佩雷斯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ꎬ 加拉加斯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ꎬ
其他主要城市的居民随后也加入他们的行列ꎮ 政府的镇压行动最终导致至少

数百人在骚乱中死于非命ꎮ 这是委内瑞拉在 １９５８ 年之后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流

血事件ꎮ 世界在 ２００８ 年陷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

济危机ꎬ 寻找一种替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时呼声四起ꎮ 查韦斯极力呼吁世

界各国团结起来ꎬ 共同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ꎮ② 在他看来ꎬ 全球金融危机将

“终结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ꎮ③

第三ꎬ 寻求一种替代性的现代化ꎬ 把委内瑞拉导向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

代性ꎮ 换言之ꎬ 委内瑞拉不愿继续充当欧洲或美国的廉价复制品ꎬ 而是展现

自尊、 努力寻求更为自主的发展道路ꎮ④ 委内瑞拉的现代化进程将大力吸收本

国、 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精髓ꎬ 吸收第三世界的发展成果ꎮ 委内瑞拉不但要

实现内源性发展ꎬ 还要推动世界走向文明的多样性ꎮ 因此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融合了委内瑞拉本土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ꎬ 广泛借鉴了拉美国家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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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验ꎬ 并高度重视吸收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传统ꎮ

二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理论内涵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之上ꎮ 它认为ꎬ 资

本主义世界存在严重的内在危机ꎬ 危机源于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和私人占有

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ꎬ 源于资产阶级、 寡头和帝国主义对工人以及其他社会

群体的剥削和压迫ꎬ 源于帝国主义及其控制的跨国企业对各国独立和主权的

破坏ꎮ①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理论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委内瑞拉这样的发展中世界

成员或 “外围” 国家ꎬ 融合了 “中心—外围” 理论的整体性、 差异性和不平

等性分析视角ꎮ 它认为ꎬ 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极是财富、
土地、 生产资料和特权的集聚ꎬ 另一极是困难、 奴役、 无知、 野蛮和道德低

下ꎮ 这一趋势导致对 “外围” 国家及其主权的破坏ꎬ 使 “外围” 国家不得不

屈服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ꎮ②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被设定为一种替代性发展道路ꎬ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ꎮ
查韦斯认为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本质属性是: 主权、 社会正义、 公平分

配和真正民主ꎻ 把经济社会化ꎬ 建立新的生产模式ꎬ 使劳动高于资本ꎻ 强调

社会所有制ꎬ 创造新的生产关系ꎬ 使生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ꎮ③ 从资本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转变将逐步改变委内瑞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ꎬ 实现工

人阶级的解放ꎬ 终结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ꎬ 从而建成一个全新的世界ꎮ
这就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ꎬ 对土地和财富的理性分配ꎬ 打击腐败和官僚

主义ꎬ 改变既有食利性质的经济模式ꎬ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富有成效

的、 多样性的关系ꎬ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ꎮ④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建设进程意味着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社会主义

革命ꎮ 查韦斯认为ꎬ 当今时代不是一个 “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ꎬ 因而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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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倡导的以武力夺取政权的 “游击中心论”ꎮ① 左派政党可以通过参

加选举获得执政权ꎬ 实践自身主张ꎮ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ＰＳＵＶ) 是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以执政的 “第五共和国运动” (ＭＶＲ) 为首的左派政党合并组成该

党ꎮ 它拥有 ５００ 万注册党员ꎬ 是委内瑞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党ꎬ 也是拉美

当前最大的政党之一ꎮ 它的自我定性是: 一个反资反帝、 社会主义、 马克思

主义、 玻利瓦尔主义的政党ꎮ② 它的职责是推进革命ꎬ 使人民大众获得权力ꎬ
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ꎬ 逐步转变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ꎬ
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终结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ꎬ 建设一个全新的

世界ꎮ③

大众的直接参与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 “引擎”ꎮ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

党为此需要团结各个阶层和社会群体ꎬ 工人、 农民、 青年、 知识分子、 专业

人士、 艺术家、 家庭妇女、 小生产者、 小商人、 土著人、 非洲裔人士都是建

设社会主义的参与主体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主张以社会发展作为实践的起点ꎮ 它认为ꎬ 委内瑞

拉已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ꎬ 政府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大力增强社会凝聚ꎬ 为此

充分利用石油收入ꎬ 实施众多社会 “使命”ꎮ 在取得社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ꎬ
积极建设玻利瓦尔社会主义ꎬ 也就是一种新发展模式ꎬ 替代建立在资本集聚、
贫困滋生和社会排斥之上的旧发展模式ꎮ④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是: 帝国主义是人类面

临的主要威胁ꎮ⑤在 ２１ 世纪初期ꎬ 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化身为新自由

主义大肆活动ꎮ 资本主义的无理性生产模式是建立在对弱小国家、 大众和弱

势阶级的剥削之上ꎬ 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毁灭之上ꎮ 这种模式引发的危机导

致世界上各个帝国主义中心为争夺市场进行残酷竞争ꎬ 并导致威胁全人类乃

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危机ꎮ 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帝国主义威胁人类的明证ꎮ 拉

美面对来自 “帝国” 的种种威胁: 洪都拉斯的塞拉亚政府被推翻ꎬ 第四舰队

部署于拉美水域ꎬ 美国扩大在哥伦比亚、 巴拿马和西印度群岛的军事基地ꎬ
利用在哥伦比亚的军事存在破坏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ꎬ 等等ꎮ 帝国主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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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世界拖入战争ꎬ 导致整个地球面临毁灭威胁ꎮ 因此ꎬ 阻止帝国主义是人类

最重要的任务ꎮ 委内瑞拉应当发扬国际主义ꎬ 促进各国人民的联合ꎬ 共同为

拉美、 加勒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与解放事业做出贡献ꎬ 最大限度地维护

它们的主权、 独立、 自决和福祉ꎮ①

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目标与实践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在查韦斯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 成为

政府和执政党的行动指针ꎬ 在查韦斯的第三个总统任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 迎

来实践的高潮ꎬ 并在马杜罗政府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 时期得以延续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实践包含三大目标: 促进财富的再分配、 实现

“内生发展” 和发展人民权力ꎮ 就总体而言ꎬ 建设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具

体措施与查韦斯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采取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兼容

性和继承性ꎬ 并有所侧重和调整ꎬ 以促进上述三大目标的实现ꎮ
在建设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进程中ꎬ 查韦斯政府高度重视需求端而非

生产端ꎬ 希望通过强有力的财富再分配改善社会发展状况ꎬ 从而满足其主要

支持者的愿望ꎬ 以巩固其执政地位ꎮ 查韦斯政府为此采取的最直接措施就是

实施一系列社会发展项目ꎬ 也就是 “使命” (ｍｉｓｉóｎ)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政府实

施 ３０ 多个 “使命”ꎬ 其内容涉及住房、 教育、 医疗、 食品补贴、 社会服务、
土地改革和环境ꎮ 在查韦斯政府看来ꎬ 贫困人口生活的改善不仅应当表现在

货币收入增加上ꎬ 也应当体现在政府向他们直接提供的医疗、 教育及其他社

会服务之中ꎮ 在一系列 “使命” 的推动下ꎬ 委内瑞拉在过去十几年间取得巨

大的社会发展成就ꎬ 它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拉美国家最低之列ꎮ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都曾对该国改善社会发展状况的做法和成效予以

称赞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一种基于 “内生发展” 的发展模式ꎮ “内生发展”

意味着委内瑞拉依靠自身条件发展经济ꎬ 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可用于消费或出口

的产品ꎬ 从过去的基本依赖石油的发展模式向多元和竞争的现代经济模式转变ꎬ
把长期被排斥在教育、 经济和社会体系之外的民众纳入国家发展进程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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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韦斯政府认为国家是 “内生发展” 的关键推动力ꎮ 国家通过国有化直

接控制战略部门ꎬ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石油业ꎬ 然后把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ꎬ
推动建立和发展生产型经济ꎮ 石油业成为率先实现国有化的战略部门ꎬ 政府

完全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ＰＤＶＳＡ)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ꎬ 查韦斯政府把国有

化导向其他经济领域ꎬ 涉及金融业、 电力、 通讯业、 石油业、 矿业等战略行

业ꎬ 也涉及食品业、 零售业和建筑业等非战略行业ꎮ
国家所有权的扩大被查韦斯政府视为社会主义所有权的开端ꎮ 国有企业

将使经济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ꎬ 既能够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 (电话、
电力和金融)ꎬ 也能够提供基本商品 (水泥、 钢铁和食品)ꎮ 全国电话股份有

限公司 (ＣＡＮＴＶ) 在国有化之后开始更多地向落后地区提供电信服务ꎮ ３ 家

被国有化的大型外资水泥公司与国有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奥里诺科钢铁公司

(ＳＩＤＯＲ) 协调生产计划ꎬ 针对基础设施需求提供产品ꎬ 帮助政府实施住房建

设计划ꎮ 国有化之后的委内瑞拉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能够以优惠条件

向中下层民众提供贷款ꎬ 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贷款ꎮ 这些做法有力地

推动了委内瑞拉社会发展状况的改善ꎮ
在查韦斯政府和马杜罗政府时期ꎬ 委内瑞拉形成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和

私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基本格局ꎮ 国有经济和以合作社

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被视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ꎬ 受到政府的扶持和鼓励ꎮ 政

府对私营经济采取了限制和利用的做法ꎬ 希望它走向消亡ꎮ 查韦斯曾指出ꎬ
私营经济是一种增加财富的途径ꎬ 但 “我们将会逐步将其淘汰ꎬ 从而使产权

民主化”①ꎮ 现阶段ꎬ 私有制仍然受到宪法保护ꎬ 政府在征用土地和工厂时会

向其所有者给予赔偿ꎮ
在流通领域ꎬ 查韦斯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成立社会主义市场公司 (Ｃｏｍｅｒｓｏ)ꎬ

目的是向市场投放无中间环节、 免受价格投机影响的产品ꎮ 公司销售的产品

包括食品和日用品ꎬ 所有产品均来自社会生产企业 (ＥＰＳ)ꎮ 在政府看来ꎬ 该

公司以资本主义市场无法相比的低廉价格出售优质产品ꎬ 能够成为通往新型

生产、 分配和消费体系的关键性联系环节ꎬ 保障人民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

满足ꎮ
为发展人民权力ꎬ 查韦斯政府在执政期间大力构建参与式民主ꎬ 力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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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弊病ꎬ 消除 “第四共和国” 时期 “政党专权” 带来的危

害ꎬ 最终使国家治理和大众紧密地结合起来ꎮ 社区委员会是委内瑞拉构建参

与式民主的主要途径ꎬ 是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政治基础ꎮ①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查韦斯政府把源于库马纳 (Ｃｕｍａｎá) 的基层组织—社区委员会—推向全国ꎮ
社区委员会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ꎬ 负责讨论社区事务和以民主方式解决社

区的问题 (例如住房修缮和道路维修)ꎮ 查韦斯政府还希望依托多个社区委员

会组建覆盖面积更大的公社 ( ｃｏｍｍｕｎｅ)ꎬ 形成社区城市ꎮ 按照 ２００６ 年颁布

的 «社区委员会法»ꎬ 社区委员会有权获得来自国家、 州和市的财政预算支

持ꎻ 它的职责是促进新形式的社会的、 人民的、 替代性的经济ꎬ 参与建设基

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社会ꎮ
委内瑞拉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ꎬ 促进拉美、 加勒比和世

界其他地区的合作ꎬ 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它们的主权、 独立ꎬ 共同创造一个

多极化的新国际秩序ꎬ 实现对帝国主义的反击ꎮ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 该国与本地区

国家开展广泛的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合作ꎬ 推动成立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ＡＬＢＡ)、 南方石油公司 ( Ｐｅｔｒｏｓｕｒ)、 南方电视台 ( Ｔｅｌｅｓｕｒ)、 南方银行

(Ｂａｎｃｏ ｄｅｌ Ｓｕｒ)、 南美洲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Ｒ) 等地区合作组织ꎬ 并通过加勒

比石油协定这一合作框架为周边国家提供援助ꎮ

四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引发的矛盾与对抗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在委内瑞拉的实践可以简单概括为: 为一个资本主

义国家引入社会主义因素ꎮ 在此过程中ꎬ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因素的较

量使这个国家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ꎮ
在政治领域ꎬ 查韦斯政府大力发展社区委员会ꎬ 试图自下而上地推动政

治变革ꎮ 它一度计划把多个社区委员会组成为公社ꎬ 达到城市规模ꎬ 与选举

产生的市长和市政府平行ꎮ 这一设想曾出现在遭到否决的 ２００７ 年修宪提案

中ꎮ 就实际效果而言ꎬ 社区委员会已经在行使部分公共管理职能ꎬ 对地方政

府的权力形成侵蚀ꎮ 在反对党看来ꎬ 这种做法是在培植一套平行政府机构ꎬ

—２２—

① 中国在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 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方面面临相似的挑战ꎮ
相关观点参见高尚全、 傅治平: «坚持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ꎬ 载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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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宪法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地位ꎬ 导致公共管理体系的混乱ꎮ 许多执政

党的地方官员因为担心自身利益受损而不愿支持社区委员会的发展ꎮ
在经济领域ꎬ 查韦斯政府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和流

通系统ꎬ 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对抗乃至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ꎮ 然而ꎬ 为

壮大国有经济而实施的国有化频频引发投资争端ꎬ 抑制私人投资意愿ꎬ 导致

资本外逃严重ꎮ 为遏制资本外逃ꎬ 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ꎮ 外汇管制导

致外资企业无法取回利润ꎬ 本地私营企业难以获得生产所需的外汇ꎬ 市场活

力进一步下降ꎬ 供求关系日趋失衡ꎮ 为平抑物价、 保障商品供应ꎬ 政府依靠

强制措施进行干预ꎬ 为越来越多的商品规定最高限价ꎬ 甚至以法律形式规定

企业的最高利润率ꎮ 为打击囤积惜售行径ꎬ 政府甚至动用国民警卫队进行物

价执法检查ꎬ 迫使销售企业和生产企业投放商品ꎮ 当经济形势日趋混乱时ꎬ
政府一再将其归咎于反对派发动的 “经济战”ꎮ

在 ２００７ 年以来的 １０ 年间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建设进程日益受到短期利

益与长期利益、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这两大矛盾的制约ꎮ
第一ꎬ 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具体表现为 “内生发展” 和石油经济

孰轻孰重ꎮ 查韦斯政府一直希望 “播种石油”ꎬ 以石油收入带动经济结构的多

元化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ꎬ 委内瑞拉的非石油出口收入保持总体增长的态势ꎬ 从

４８ ９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１７７ ８３ 亿美元 (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 ２７％ )ꎮ① 此后ꎬ
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项目ꎬ “内生发展” 陷入停

滞ꎮ 非石油出口收入急剧萎缩ꎬ 在 ２０１４ 年跌至 ２８ ８７ 亿美元ꎬ 仅为当年出口

收入的 ４％ ꎮ②至此ꎬ 委内瑞拉经济完全依赖石油 “造血”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 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一种高度依赖石油收入的 “石油社会主义”ꎮ 一旦国

际石油价格发生波动ꎬ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势必受到严重冲击ꎮ
第二ꎬ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

孰前孰后ꎮ 从查韦斯政府到马杜罗政府ꎬ 社会目标被放在优先于经济目标的

位置ꎮ 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项目ꎬ 使社会发展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的改

善ꎮ 执政党由此赢得中下层选民的支持ꎬ 连续赢得一系列重大选举ꎮ 在同一

时期ꎬ 委内瑞拉的经济效率未能得到相应的提升ꎬ 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未能

得到提高ꎮ 该国是一个典型的石油经济体ꎬ 但它的石油业已然陷入困境ꎮ 委

—３２—

①②　 ＯＰＥＣ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６－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ｃ ｏｒｇ /
ｏｐｅｃ＿ ｗｅｂ / ｓｔａｔｉｃ＿ ｆｉｌ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Ｂ２０１５ ｐｄｆ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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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瑞拉原油产量在近年持续下滑ꎬ 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降至 ２３６ ８ 万桶 /日ꎬ 是

１０ 年以来的最低值ꎮ① 在增产无望的情况下ꎬ 它试图通过扩大原油出口量增

加外汇收入ꎮ 然而ꎬ 国际原油价格在 ２０１４ 年以来的暴跌使它的这一打算落

空ꎮ 即便在原油出口量达到近 １０ 年高点的情况下ꎬ ２０１４ 年石油出口收入

(７７７ ７６ 亿美元) 仍然低于 ２０１３ 年水平 (８５６ ０３ 亿美元)ꎮ②

国有化未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ꎮ 由于管理不当ꎬ 许多国有化之后

的企业需要依靠政府资金维持运转ꎬ 原先由它们供应本地市场的产品只能转

而通过进口获取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０８ 年水泥企业国有化之后ꎬ 委内瑞拉由水泥出

口国变为水泥进口国ꎮ 在政府的要求之下ꎬ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把大量资金用

于资助社会计划ꎬ 因而难以为勘探油田和更新设备进行投资ꎮ 这种状况使它

无力在短期内扭转该国不利的石油生产形势ꎮ
委内瑞拉的宏观经济形势日益恶化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ꎬ 委内瑞拉国内生产

总值连续处于负增长状态ꎮ 与此同时ꎬ 它的通胀率在 ２０１５ 年激增至 １５９％ ꎬ
为世界最高值ꎮ③ 由于外汇收入减少ꎬ 它不得不减少进口ꎬ 导致国内出现严重

的商品短缺ꎮ 各种迹象都在表明ꎬ 这个国家已经难以延续既有的财富再分配

政策ꎬ 难以继续把社会目标置于优先位置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引发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为代表的激进力量

与保守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ꎮ 执政党依靠选举输入的合法性ꎬ 以疾风暴雨的

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ꎮ 查韦斯总统和他的继任者马杜罗总统多次依靠 “委
任立法权”ꎬ 强行颁布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配套法律ꎬ 并不寻求反对派的理

解或妥协ꎮ 因此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只是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ꎬ
并非建立在社会普遍共识之上ꎮ 主要反对党 “民主团结联盟” (ＭＵＤ) 对其

始终不予认同ꎮ 换言之ꎬ 当前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分歧绝非具体政策之争ꎬ
而是国家发展道路之争ꎮ 这种根本性分歧使两大政治力量产生了尖锐的政治

对抗ꎮ 整个社会围绕它们分裂为两大集团ꎬ 并形成长期化的政治冲突ꎮ

—４２—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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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现实意义与前景

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拉美国家既是现代化的 “先行者”ꎬ 又是现代化的

“落伍者”ꎮ① 拉美的经验表明ꎬ 表面的现代化ꎬ 特别是只求经济增长的现代

化ꎬ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国的发展问题ꎮ 后发国家要想避免陷入 “增长但不

发展” 的怪圈ꎬ 就必须使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惠及全社会ꎬ 实现充分的社会

融合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对发展道路、 发展模式的选择仍然是后发国家面对的

一个重大时代主题ꎮ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是委内瑞拉执政党对发展道路做出的主动选择ꎮ 它

源于该国的内源性发展需求ꎬ 源于该国复杂交织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矛盾ꎬ
源于查韦斯政府寻求替代性现代化道路的宏大理想ꎮ 对委内瑞拉而言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整体性发展战略ꎬ 将会发挥三重功效: 进一步消除

殖民主义留下的印记ꎻ 引入一条 “后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ꎬ 克服资本主义带

来的危机和困境ꎻ 形成一种替代性的现代化ꎬ 注入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

代性ꎮ 对于委内瑞拉以及其他后发国家的变革者而言ꎬ 社会主义因其对公平、
公正的价值追求而成为动员大众的有力武器ꎬ 也因其对生产力的解放和推动

而成为改造国家、 寻求替代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ꎮ 可以认为ꎬ 在当今时代ꎬ
社会主义仍然是广大后发国家、 “外围” 国家、 弱小国家克服内外不利条件并

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现实选择ꎮ
委内瑞拉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实践没有既定的程序ꎬ 不是以一揽子的

方式迈向社会主义ꎬ 而是以 “试错” 的方式迈向社会主义ꎮ 与历史上的社会

主义实践经验不同ꎬ 政府的政策更加侧重需求端而非生产端ꎬ 更重视社会目

标而非经济目标ꎮ 这种做法在十几年间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成就ꎬ 带来执政

党的一连串选举胜利ꎬ 却也导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

之间的巨大矛盾ꎮ 由此形成的经验教训值得长期的研究ꎬ 也将成为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的重要参考ꎮ
“冷战” 结束以来ꎬ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新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

践ꎬ 而非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ꎮ 就此而言ꎬ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实践将

—５２—

① 苏振兴: «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ꎬ 载 «学术探索»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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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ꎮ
目前ꎬ 委内瑞拉的复杂政治经济形势意味着该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将面临

巨大的考验ꎮ 现阶段ꎬ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只是执政党的政治理念ꎬ 而非一

种建立在各方普遍认同之上的国家共识ꎮ 一场重大选举带来的政党轮替可能

使那些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政策被废止或搁置ꎮ 这也是一国从 “议会道路”
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阶段ꎮ 换言之ꎬ 任何一种新生的社会主义模式都需

要在不同的情境中证明自身的有效性ꎮ
尽管如此ꎬ 委内瑞拉孕育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的土壤仍将长期存在ꎮ 第

一ꎬ ２１ 世纪的委内瑞拉正处于一个大众政治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ꎮ 在查韦斯

和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深刻动员之下ꎬ 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群

体获得政治的觉醒ꎬ 从而转变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ꎬ 正是他们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投票选择两位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领导人成为总统ꎮ 第二ꎬ 委

内瑞拉国内业已形成新的共识: 任何执政者都必须以社会公正为行动指针ꎬ
尊重和保护下层民众的利益ꎮ 各阶层、 各党派对于社会公正的关注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ꎮ 第三ꎬ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这样一支信仰社会主义的政治

力量已经在委内瑞拉扎下根基ꎮ 在查韦斯病重期间和病逝之后ꎬ 它仍然能够

保持团结、 有效运转和承受选举压力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州长选举、 ２０１３ 年总统选举

和 ２０１３ 年地方选举中连续取得胜绩ꎮ 它在执政期间展现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追

求和对社会发展的全力推动ꎬ 因而在中下层民众之中形成深厚的影响力ꎮ 即

使委内瑞拉出现政党轮替ꎬ 该党仍然有能力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持续发挥

作用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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