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MPORARY WORLD  52

地区情势
Regional Situation

自2015 年阿根廷左翼在大选中落

败，委内瑞拉右翼在议会中获

得控制权，2016 年巴西总统迪尔玛 •

罗塞芙被弹劾下台，继任的米歇尔 •

特梅尔总统组织了以中右翼为主的政

府，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已成定

局。2016 年以来 , 南方共同市场（以

下简称“南共市”）和美洲国家组织

成为拉美政治斗争的重要战场 , 其中

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激进左翼国家委内

瑞拉。南共市和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

瑞拉的政策变化说明拉美地区主流意

识形态和政策的重大变化。当前，委

内瑞拉作为世界石油储量最大的国

家，激进左翼仍然控制着国家权力 ,

不可避免地成为区内外右翼势力夺取

的首要目标。

凭借左翼共识，委内瑞拉成功

加入南共市

自 2004 年 12 月委内瑞拉成为南

共市的联系国，到 2012 年 7 月底被

批准成为南共市正式成员国，先后耗

时七年半之久。这在当时左翼群体性

崛起的拉美实在难以想见，右翼根据

当前拉美政治格局的“左退右进”
——从南共市和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瑞拉的政策变化谈起

为什么2012年查韦斯的改革被右翼批评为“民主的倒退”时，委内瑞拉仍然能够突破其阻挠
成功加入南共市？为什么2016年的马杜罗政府被右翼指责人权记录、“宪法秩序”遭到破坏时
委内瑞拉却被南共市中止了成员国资格，而且又面临美洲国家组织中止其成员国资格的威
胁？其根本原因绝不仅仅是委内瑞拉的民主状况，而是当前拉美政治格局的“左退右进”使
然。

■   杨建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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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市中的“民主条款”进行阻挠是

其中的根本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主条

款”是一些拉美一体化组织的必备条

款。无论是美国曾长期主导的美洲国

家组织，还是拉美国家组成的南共市、

南美洲国家联盟，无不将“民主条款”

写入一体化文件。1987 年，在阿根廷

和巴西商讨建立拉普拉塔商业合作区

时，曾就“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加入该

一体化计划”达成共识。玻利维亚虽

然距拉普拉塔河口甚远，但因其是“民

主国家”，可以加入该计划，而当时

仍然处在独裁统治之下的巴拉圭则被

排除在外。1989 年，巴拉圭开始“还

政于民”。到 1991年，在巴西、阿根廷、

乌拉圭和巴拉圭签订《亚松森条约》

时，四国都已经是所谓“民主国家”了。

1992 年 6 月，在南共市条约中加入了

“实行民主体制”的条款。在 1998 年

的第 14 次峰会上，南共市各国签署

了《乌斯怀亚议定书》，重申民主承诺，

强调实行完全有效的民主体制是一体

化的根本保障和动力。

2005 年 12 月，南共市第 2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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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同意吸收委内瑞拉为第五个成员

国。2006 年 7 月，南共市成员国与委

内瑞拉签署了关于委内瑞拉加入南共

市的协议（以下简称“入市协议”），

该协议需经各成员国议会批准后方

能生效。到 2008 年，阿根廷和乌拉

圭两国议会先后通过该协议，但巴西

和巴拉圭议会遭受右翼反对而多次否

决。2009 年 12 月，巴西参议院也批

准了委内瑞拉的“入市协议”。而巴

拉圭议会因受右翼红党控制一直拒绝

批准该协议。2010 年 3 月，巴拉圭参

议院外委会以委内瑞拉“有意挑起与

哥伦比亚的边境冲突”为由再度否决

委内瑞拉的“入市协议”。虽然巴拉

圭卢戈总统大力游说和推动，但巴拉

圭右翼控制的议会的态度毫无松动，

甚至有右翼议员表示 :“查韦斯在任

一日，巴拉圭议会就不会通过委内瑞

拉加盟南共市的申请。”右翼议员们

认为，查韦斯推进国有化、加强媒体

控制、修改宪法、谋求无限期连任等

政策是委内瑞拉“民主化进程”的倒

退。尽管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已获得

所有成员国政府的同意，但受右翼影

响较大的议会仍然坚决反对。2011 年

12 月，为解决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的

程序难题，南共市轮值主席国乌拉圭

的总统何塞 • 穆希卡提出修改南共市

宪章，使各国总统享有批准新成员加

入的权力，这样左翼政府就可以绕开

右翼控制的议会吸收委内瑞拉入市 ,

但该提议遭到巴拉圭议会的强烈抗

议，并以退出南共市相威胁。2012 年

3 月，南共市专门成立的委内瑞拉入

市工作小组赴巴拉圭与该国议会进行

交涉，但仍然无果而终。

在僵持了数年之后，委内瑞拉

的“入市”问题因巴拉圭左翼总统卢

戈的弹劾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12

年 6 月 22 日，卢戈被弹劾下台，南

共市其他三个成员及其联系国发表了

有关巴拉圭民主秩序已遭到破坏的声

明。6 月 29 日，南共市第 43 次峰会

做出决定，鉴于巴拉圭的有效民主秩

序已遭到破坏，根据《乌斯怀亚议定

书》中有关成员国和联系国民主承诺

的条款，中止巴拉圭在南共市的成员

国资格，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投票权

和否决权同时被中止，直到巴拉圭证

明完全有效的民主体制得以重新确立

为止。2012 年 7 月 31 日 , 南共市召

开特别首脑会议 , 正式批准委内瑞拉

成为其第五个成员国。2013 年 8 月，

在巴拉圭新的民选总统就职重新获得

成员国资格时，委内瑞拉加入南共市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

从南共市中止巴拉圭成员国资格

和委内瑞拉最终加入南共市来看，“民

主条款”表面上是保障南共市实施有

效民主体制的重要法律依据 , 但实际

上将其理解为拉美左翼战胜右翼、吸

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深陷外交困境，与其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激烈的“府院之争”不无关系。图为2017年4月19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总统马杜罗（右一）出席执政党支持者举行的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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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委内瑞拉“入市”的工具更有解释

力。“民主条款”先是右翼阻挠其“入

市”的依据 , 但很快又成为巴西、阿

根廷和乌拉圭的左翼政府中止巴拉圭

的成员国资格 , 绕开巴拉圭右翼议会

吸收委内瑞拉“入市”的依据。这实

际上是拉美左右翼激烈争斗而最终左

翼共识起主导作用的结果。

南共市左翼共识消失，

委内瑞拉被中止成员国资格

2016 年，随着南共市的主导国

家阿根廷和巴西政治的右转，南共市

此前的左翼共识已经烟消云散。巴拉

圭、阿根廷和巴西的右翼政府不满委

内瑞拉的“人权记录”和“民主状

况”，不同意委内瑞拉接任轮值主席

国。而左翼执政的乌拉圭国小力弱，

也未能利用轮值主席国地位支持委内

瑞拉，而是发表声明结束了自己的任

期。南共市的其他四国同时向委内瑞

拉施压，谴责马杜罗政府的非民主做

法，如囚禁反对派领导人、无视反对

派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日益严峻的

政治和经济危机等，要求其遵守《乌

斯怀亚议定书》中的民主条款，遵守

2005 年的人权保护协定，停止军事统

治，尊重民主制度、恢复民主。

委内瑞拉的轮值主席国问题成为

拉美左翼和右翼斗争的焦点。委内瑞

拉援引 1991 年的《亚松森条约》和

1994 年的《黑金城议定书》认为各成

员国按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主席国，而

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三国则指出后

者第 37 条规定，南共市所有决定必

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2016 年 8 月

3 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单方面宣

布接任轮值主席。8 月 4 日，在乌拉

圭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南共市首脑会议

上，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

四国决定由四国大使组成“集体”主

席，直到六个月后由阿根廷接任轮值

主席国。2016 年 12 月 1 日，南共市

四个创始国以“委内瑞拉未按期履行

南共市有关贸易、司法和人权方面的

协定”为由，决定中止委内瑞拉的成

员国资格。

虽然这次南共市国家依据的不完

全是委内瑞拉的所谓“民主状况”和

民主条款，但却达到了地区右翼向委

内瑞拉左翼政府施压的目的。马杜罗

总统指出，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

的右翼势力企图借此对委内瑞拉发

动“政变”。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

2012 年巴拉圭左翼总统卢戈被弹劾下

台、政治右转时被称为“议会政变”，

被南共市中止了成员国资格，而 2016

年出现的巴西左翼总统罗塞芙被弹劾

下台 , 巴西政治右转被西半球的主要

国家理解为正常的事情？归根结底，

这都是因为拉美地区的左翼已经丧失

了地区政治的主导权，而且当前拉美

政治“左退右进”的趋势仍然在继续。

美洲国家组织极力推动

委内瑞拉政权更迭

目前，美洲国家组织成为拉美区

内外右翼力量的大本营之一。从 1948

年成立至今，美洲国家组织已经发展

成为一个可以就人权和民主等政治问

题进行集体干预的国际组织。1990年，

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了“民主促进工作

组”。2001 年 6 月，在美洲国家组织

通过了《美洲民主宪章》（以下简称《宪

章》），成为该组织促进西半球民主的

行动指南。《宪章》指出 :“美洲各国

人民享有民主，其政府有义务促进和

保卫民主，民主是美洲人民社会、政

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件。”当成员

国的民主制度非法中断或面临危机时

可向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或常设理事

会求助，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应立即

着手进行调查，并将结果呈报常设理

事会进行集体评估，以采取必要的行

动。这些行动包括召开特别会议、提

供政策咨询、成立专门工作组等，情

况特别严重的，将中止该成员国的资

格，对其实行集体制裁。该组织就是

利用《宪章》向委内瑞拉施压，要求

委尽快举行地方选举和罢免公投。

2016 年以来，美国和部分拉美

国家鼓动美洲国家组织出面干涉委内

瑞拉内政的行动。4 月 29 日，美洲国

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 • 阿尔马格罗在

会见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团时指责委

内瑞拉政府破坏民主制度，威胁将根

据《宪章》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5

月 31 日，该组织发表阿尔马格罗关

于委内瑞拉民主形势的报告，称委内

瑞拉出现“宪法秩序”变化，已经严

重影响该国的民主秩序，要求将其开

除出美洲国家组织。6 月 1 日，美洲

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召开会议，委政

府提出的声明草案仅得到四个国家的

支持 , 会议最终通过了由阿根廷等 21

个国家提出的“和解声明”，要求各

方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在完全尊重委

内瑞拉主权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和平

与安全。同时，还通过决议支持由西

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多米尼加共和

国前总统费尔南德斯和巴拿马前总统

托里霍斯组成的国际斡旋小组提出的

委政府与反对派重开对话的建议案，

要求双方尽快进行谈判。这两项决议

虽然对委内瑞拉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但事实上否决了阿尔马格罗提出的实

施《宪章》的方案，使委内瑞拉暂时

摆脱了被制裁或中止会员国资格的

危机。

2016 年 8 月 25 日，阿尔马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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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组织抓住委内瑞拉不放？归根结

底是因为该组织是政府间组织，地区

的右转使其成了右翼组织。由于美洲

国家组织是西半球参加国家最多的国

际组织，除古巴外都是其成员国，由

它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压不仅影响巨

大，而且被排除在外的古巴也不能在

组织内部予以声援，虽然阿尔马格罗

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将委内瑞拉开除出

组织的目的（委内瑞拉右翼也反对），

但如果能促使委内瑞拉政府提前举行

选举或实施罢免公投，无疑会提前实

现右翼早日上台的目的。显然，委内

瑞拉之所以在南共市和美洲国家组织

中陷入如此孤立的境地，绝不仅仅是

因为该国的所谓“民主状况”，从根

本上是因为当前拉美政治左右两翼呈

“左退右进”之势，且仍在继续。

委内瑞拉左翼政府深陷外交困

境，与其国内的经济困难和激烈的

“府院之争”不无关系，三方面的因

素叠加，委内瑞拉左翼的执政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委内瑞拉经济连续

三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2014—

2016 年 GDP 增长率分别为 -4.0%，-

7.1% 和 -9.7%，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33 个国家中垫底 [1] ；恶性通货膨胀的

局面难以遏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

计，该国的 2016 年通胀率为 475.8%，

2017 年通胀率将攀升至 1660.1%[2] ；

本币玻利瓦尔汇率失控，连续出现大

幅贬值等。虽然马杜罗政府也采取了

提高汽油价格、进行汇率改革甚至推

出废钞令等措施，但这些措施要么难

以奏效，要么难以执行而作罢，而经

济仍然像脱缰的野马，恶化的趋势仍

在继续。

在政治上，自 2013 年马杜罗上

台以来，先是用议会授权通过总统令

治理国家，在 2015 年底反对派获得

议会多数席位后，则用最高法院的授

权继续通过总统令行使国家权力，这

样就使得国家政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

态。在经济管理方面，马杜罗政府则

多次连续宣布“经济紧急状态”（每

次 60 天），至今仍然如此。加上政府

控制的最高法院裁定中止罢免公投、

新议会通过的法律一律无效，议会则

邀请美洲国家组织进行干涉并宣布马

杜罗总统“自动离职”等诸多针锋相

对的斗争，就使得委内瑞拉的“府院

之争”白热化。

总之，委内瑞拉左翼仍然掌握着

国家权力，控制着行政、司法、选举

等国家机构，逐渐回暖的国际油价等

因素也有助于马杜罗完成总统任期，

但目前委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确实给

了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右翼政府及其

影响下的南共市和美国影响下的美洲

国家组织向委内瑞拉施压的口实，而

在这些一体化组织中既有的民主条款

也就再次成为这些行动的根据。而委

内瑞拉之所以在国际上同样深陷困

境，正是拉美政治格局的“左退右进”

使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研究员，政治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魏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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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仍在狱中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

人洛佩斯，批评马杜罗政府的政策，

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已经终结。2017

年 1 月，反对派控制的议会通过决议 ,

宣布马杜罗总统因没能履行职责而

“放弃职务”。美洲国家组织多次召开

特别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形势，要求马

杜罗政府尽快恢复选举和罢免公投。

2017 年 3 月 14 日 , 阿尔马格罗向美

洲国家组织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委

内瑞拉在 30 天内举行“自由、公正、

透明”的总统选举，否则就对委启

用《宪章》并中止委内瑞拉的成员国

资格。同年 3 月 21 日，委议会通过

决议支持阿尔马格罗提出的立即举

行总统选举和实施《宪章》的要求，

以恢复“宪法秩序”。2017 年 4 月 3

日，美洲国家组织再次召开特别会

议要求委内瑞拉恢复宪法秩序。同

一天，马杜罗总统指出，特别会议

是美洲国家组织对委内瑞拉发动的

“政变”，要求该组织停止干涉委内

瑞拉内政，不要成为右翼国家攻击

委内瑞拉的工具。

拉美政治的“左退右进”还在

继续，委内瑞拉政府深陷困境

伴随拉美主要国家和美国的右

转，美洲国家组织也就成了右翼组

织，其之所以在促使委内瑞拉政权更

迭方面如此卖力，其背后显然有美国

和拉美右翼的支持。2016 年 10 月 31

日，美国副国务卿香农还亲访委内瑞

拉，对委的民主状况表达了高度关注。

2016 年的巴西弹劾案与 2012 年的巴

拉圭弹劾案性质上虽然非常相似，都

是左翼总统被右翼议会弹劾下台，但

巴西和巴拉圭的政府在南共市中的境

遇完全不同。2016 年的巴西和当前的

委内瑞拉都是府院之争，为什么美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