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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莱斯执政以来
玻利维亚发展政策的特点与评析

文　 学

内容提要: 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印

第安人总统ꎬ 其支持者来自占国内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土著群

体ꎬ 其竞选纲领和施政方略均以维护印第安人的利益和尊严为宗

旨ꎬ 追求种族平等和国家现代化ꎮ 自 ２００６ 年执政以来ꎬ 莫拉莱斯

提出了 “社群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主张并实施了许多重要的公共

政策和改革措施ꎬ 包括资源民族主义和有限国有化、 对古柯业采取

较为现实可行的管控政策、 外交上采取反美立场等ꎮ 这段时期玻利

维亚基本维持了社会局势的稳定ꎬ 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增长ꎮ 总体上

说ꎬ 莫拉莱斯执政以来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ꎬ 是

独立以来国家发展进程中一段比较成功的时期ꎮ 与此同时ꎬ 玻利维

亚资源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ꎬ 国内政治体制的缺

陷与消极影响、 历史遗留问题的制约效应、 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与

挑战等仍然是玻利维亚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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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年开始担任玻利维亚总统的莫拉莱斯已经执政 １０ 年ꎬ 他是玻利维亚

第一位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土著印第安人总统ꎬ 也将成为玻利维亚独立以

来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ꎮ 莫拉莱斯就任总统后提出 “社群社会主义” 的

执政理念ꎬ 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政策和改革措施ꎬ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显著进步ꎮ 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ꎬ 但莫拉莱斯执政以来玻利维亚的政策

在独立后国家发展进程中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ꎮ

一　 莫拉莱斯上台执政的背景与其 “社群社会主义” 理念

从历史背景的层面考察ꎬ 玻利维亚自 １８２５ 年独立以来发展道路步履艰

难ꎬ 至今已发生近 ２００ 场政变ꎬ 国内政局长期动荡ꎻ 在与邻国的战争中屡次

失败ꎬ 领土数次被割让ꎬ 迄今为止土地面积不到独立初期的一半ꎮ １８７９—
１８８４ 年南美太平洋战争在经济上对玻利维亚的直接影响就是 “国家资源储备

的缩减和出海口的丧失”①ꎻ １９３２ 年查科战争失败对玻利维亚而言也是一场重

大灾难ꎬ 导致其大片领土丧失ꎮ 由于对外战争失败带来的负面冲击和长期困

扰ꎬ 国家凝聚力缺失ꎬ 国内族群对立现象越来越严重ꎬ 在近代历史上不断遭

遇挫折失败ꎬ 被西方历史学者称为 “一段剥削、 压迫、 叛乱的历史”②ꎮ 查科

战争失败后玻利维亚进入了一个改革与反改革、 自由与保守激烈斗争的动荡

年代 ③ꎬ 直至 １９５２ 年 “四月革命” 爆发ꎮ １９５２—１９６４ 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

意图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制度ꎬ 使玻利维亚发展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ꎬ 但这一

努力随着 １９６４ 年的军事政变而宣告失败ꎮ １９６４—１９８２ 年军政府统治时期ꎬ 玻

利维亚出现了各派系军人争夺政权的现象ꎬ 导致社会局势长期动荡ꎬ 国家现

代化进程停滞不前ꎮ １９８２ 年西莱斯就任总统后开启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进程ꎬ 但仍然没有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ꎬ 玻利维亚继续处于政局动荡和

经济困境之中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玻利维亚的局势依然没有稳定下来ꎬ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先后更换了 ５ 位总统ꎮ 民众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越来

越不满意ꎬ 国内不断爆发严重政治骚乱ꎮ 总体上说ꎬ 在 ２００６ 年莫拉莱斯就任

总统之前ꎬ 玻利维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下ꎬ 其人均 ＧＤＰ 在拉美主要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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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最低水平 (见表 １)ꎬ 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①ꎮ
表 １　 莫拉莱斯执政之前拉美主要国家人均 ＧＤＰ 的比较 (按美元现价计算)

国家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９１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５ 年

智利 ２８６３ ５ ２７２７ ６ ４７０９ ９ ７７２８ ６

委内瑞拉 ４７９０ ０ ２５４４ ４ ４９２８ ２ ５４３５ ９

巴西 ２１０６ ７ ３９４２ ４ ３１３５ ２ ４７３０ ７

阿根廷 ２７５６ ４ ５７１５ ５ ７１７０ ７ ５６４０ ８

墨西哥 ３５２４ ７ ３６００ ０ ６９５２ ３ ７８９４ ０

哥伦比亚 １２８２ ４ １１８１ １ ２３９５ ９ ３３８６ ０

秘鲁 １１８４ ４ １５１４ ７ １９６４ ６ ２７１４ ５

玻利维亚 １０３１ ５ ７６４ １ ９５８ ２ １０４６ ４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网站ꎮ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０]

从社会背景的层面考察ꎬ 玻利维亚独立以来社会结构长期呈现出种族分

离的特征ꎬ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ꎬ 收入

水平低下ꎮ 而且ꎬ 西班牙殖民者 ３００ 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印第

安土著的生产生活方式ꎬ 只是在城市中遗留下一个白人殖民阶层ꎮ 可以说ꎬ
“殖民化运动只能影响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玻利维亚人”②ꎮ 玻利维亚历史上

形成的种族分离状况一直延续至今ꎮ 该国社会阶层划分与种族划分的界限基

本趋于一致ꎬ 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少数部门向来都与印第安血统无关ꎬ 他们是

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后代ꎬ 形成了一个拥有土地、 信贷、 矿产和石油特许经营

权、 关税及税收便利和完全公民身份的特权阶层ꎮ③ 梅斯蒂索混血人构成了中

产阶级的主体ꎬ 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主要是农村居民或城市贫民ꎮ
有学者指出ꎬ 虽然理论术语里的 “农民” 和 “土著” 两个词存在明显差异ꎬ
但在玻利维亚这两个术语可以平等地应用于农村地区ꎬ 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

印第安土著ꎮ④ 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ꎬ “这个国家存在着两种玻利维亚人: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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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 现代的、 讲西班牙语的 ‘我们’ 和反体制的、 反现代的、 暴力的、 种

族的 ‘他们’ꎬ 城市里的非土著居民对于农村印第安人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殖民

时代ꎮ”① 除了阶层与种族的分离现象ꎬ 玻利维亚国内还广泛存在着不同省份、
不同地区之间的对立ꎬ 中央政府与发达省份之间、 资源富集地区与资源贫困

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利益矛盾ꎬ 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社会的碎片化趋势ꎮ
玻利维亚是拉丁美洲主要国家中印第安人口比重最大的国家 (见表 ２)ꎬ

这是玻利维亚最大的现实国情ꎮ “一条几乎无法跨越的文化鸿沟分隔了印第安

和非印第安公民”②ꎮ 印第安人、 欧裔白人、 混血的梅斯蒂索人等在经济地位、
社会文化、 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ꎬ 不同族群之间的割裂状态非常

明显ꎬ 这种社会结构导致国内的种族分离和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ꎮ 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ꎬ 过去长期生活在封闭状态下的印第安农民群体开始对自身

贫穷落后的生存状况有了新的认识ꎬ 他们要求政治经济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强

烈ꎮ 社会的碎片化带来国内政治的碎片化ꎮ 西方有学者认为ꎬ 玻利维亚的主

要问题在于政治的碎片化、 政党的虚弱、 民众主义对自由民主的挑战、 依赖

传统政治基础的改革者面临的困难、 令人失望的经济业绩等ꎮ③

国内种族分裂和社会碎片化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ꎬ 这是莫拉莱斯上台

执政的重要社会背景ꎮ 莫拉莱斯出生于艾玛拉印第安人家庭ꎬ 对印第安土著

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为种植古柯的农民争取经济

政治权益并成为国内古柯农组织领袖ꎮ １９９９ 年莫拉莱斯同 “温萨加—争取社

会主义运动” 正式结盟并担任主席ꎬ 结盟后政党名称改为 “争取社会主义运

动—争取人民主权政治工具组织”ꎬ 简称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 (ＭＡＳ)ꎮ
莫拉莱斯在 ２００２ 年正式参选总统ꎬ 但以微弱劣势败给对手桑切斯ꎮ 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提前举行的玻利维亚大选中ꎬ 莫拉莱斯作为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党

候选人成功当选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就任总统ꎬ 他在就职典礼上宣称要在玻利维

亚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ꎮ 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历史上首位印第安土著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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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ꎬ 其支持者基本来自印第安土著群体ꎬ 竞选纲领和施政方略均以维护印第

安人的利益和尊严为宗旨ꎮ 在印第安土著群体的支持下ꎬ 莫拉莱斯在 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４ 年的两次大选中连续当选ꎬ 其总统任期将延续到 ２０２０ 年ꎮ①

表 ２　 ２０ 世纪末拉美主要国家印第安人口的数量与比重

(单位: 万人ꎬ％ )

国家 总人口数 印第安人口数 印第安人口的比重

玻利维亚 ７９８ ０ ５６５ ２ ７１

秘鲁 ２４７９ ７ １１６５ ５ ４７

厄瓜多尔 １２１７ ５ ５２３ ５ ４３

墨西哥 ９５８３ １ １３４１ ６ １４

智利 １４８２ ４ １１８ ６ ８

哥伦比亚 ４０８０ ３ ８１ ６ ２

委内瑞拉 ２３２４ ２ ４６ ５ ２

阿根廷 ３６１２ ３ ３６ １ １

巴西 １６５８５ １ ３３ ２ ０ ２

　 　 资料来源: Ａｎｎｅ Ｄｅｒｕｙｔｔｅｒｅꎬ Ｐｕｅｂｌｏｓ 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ｃｉó ｙ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ｃ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Ａｌｇｕｎａｓ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ａꎬ Ｂａｎｃｏ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２

莫拉莱斯的 “社群社会主义” 理念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ꎬ 其

最大特色就是体现了印第安人对于种族平等发展的诉求ꎬ 具有拉美政治中浓

厚的民众主义色彩ꎬ 更加类似于一种自由市场经济、 印第安本位主义和社会

主义思潮的混合物ꎮ 所谓 “民族主义” “左翼” “革命” “阶级” 等传统政治

标签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正含义ꎮ 莫拉莱斯认为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生活在

社群与平等之中ꎬ 从根本上看ꎬ 农民社群里就存在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建

立在团结、 互惠、 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在社群中ꎬ 我们是协

商一致ꎬ 而在工会中则区分多数与少数”②ꎮ 我国有学者指出ꎬ 莫拉莱斯社群

社会主义执政理念的关键在于将国家构建在印第安文明和价值的基础上ꎬ 承

认玻利维亚民族文化的多元性ꎮ③ 有西方学者也指出ꎬ 莫拉莱斯的 ２１ 世纪社

—１３—

①

②

③

玻利维亚在 ２０１６ 年举行公民投票ꎬ 就现总统莫拉莱斯能否参加 ２０１９ 年大选进行投票ꎬ 莫拉

莱斯执政以来首次在公民投票中遭到失败ꎬ 其总统任期将于 ２０２０ 年结束ꎮ
[美] 海因兹迪特里齐: «莫拉莱斯与社群社会主义»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３ 页ꎮ
徐世澄: «玻利维亚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ꎬ 载 «世界民族»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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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实践远非创新与社会主义ꎬ 只是被冠以激进与社会主义的形象特征①ꎬ
其政治观点起源于玻利维亚的激进工联主义传统②ꎮ 虽然玻利维亚从西班牙殖

民统治之下获得民族独立已经将近两个世纪ꎬ 但在国内还存在一种 “造成饥

饿、 贫穷和苦难的内部殖民主义”③ꎬ 而莫拉莱斯政府正是要消除这种本国国

内的殖民主义ꎮ 由于以古柯农为代表的占人口多数的印第安人对种族平等发

展的强烈诉求ꎬ 莫拉莱斯获得较高支持率并走上玻利维亚政治舞台的中心ꎮ
由于玻利维亚独立以来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特殊的国内社会结构ꎬ 其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在拉美主要国家中长期处于落后位置ꎬ 不同社会阶层的民

众对于国家现代化都有一种强烈的诉求ꎬ 因此莫拉莱斯的 “社群社会主义”
理念还体现出一种对国家现代化的强烈诉求ꎮ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

主义改革在玻利维亚陷入困境ꎬ 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强烈不满ꎬ 社会

局势陷入动荡的漩涡中ꎬ 经济发展停滞不前ꎮ 莫拉莱斯上台后主持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新宪法回应了国内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烈诉求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带有强烈发展主义色彩的市场经

济模式ꎮ④ 这种模式希望通过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手段ꎬ 包括自然资源管控、
国有化措施、 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ꎬ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ꎮ “社群社会

主义” 理念契合了绝大多数玻利维亚民众谋求发展的群体心理ꎬ 这也是莫拉

莱斯在国内获得较高支持率的主要原因ꎮ

二　 莫拉莱斯执政时期玻利维亚的发展政策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莫拉莱斯当选总统后ꎬ 实施了一系列体现其 “社群社会

主义” 理念的政策措施ꎬ 玻利维亚国内局势逐步趋向平稳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

布的最新统计数据ꎬ 以美元现价计算的玻利维亚人均 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０４６ ４ 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９５ ４ 美元ꎬ 玻利维亚在过去 １０ 年里成为拉美

—２３—

①

②

③

④

[美] 詹姆斯彼得拉斯: «历史视角下的拉美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８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ｄꎬ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Ｓｏｕｌ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６８

[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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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页ꎮ
[美] 海因兹迪特里齐: «莫拉莱斯与社群社会主义»ꎬ 载 «国外理论动态»ꎬ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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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ꎬ 已经脱离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ꎮ 这些成

绩的取得与莫拉莱斯执政以来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分不开的: 莫拉莱斯政府实

行资源民族主义和有限国有化政策ꎬ 对古柯业采取现实可行的管控政策以改

善印第安人的贫困问题ꎮ 但与此同时ꎬ 这些政策也导致国内富裕地区的分离

主义倾向加剧ꎮ 此外ꎬ 莫拉莱斯政府在行政管理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

有建树ꎬ 且与美国和智利的外交关系紧张ꎮ
(一) 资源民族主义和有限国有化政策

经济领域的国有化政策并非莫拉莱斯的首创ꎬ 历史上玻利维亚对于私有

化和外国投资ꎬ 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方面ꎬ 一直存在着矛盾心态和敌意ꎮ① １９５２
年玻利维亚革命的主要措施是锡矿资源的国有化、 土地改革和军队彻底改

革②ꎬ 其中锡矿国有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ꎮ 随着 １９５２ 年革命后矿山的国

有化浪潮ꎬ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直接干预变得越来越显著ꎬ 到 １９８５ 年为

止国有公司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 １５０ 家ꎮ 此后玻利维亚在经济领域开展了新

自由主义改革进程ꎬ 但其改革很不彻底ꎮ 虽然玻利维亚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模

式改革经济体制的首批拉美国家之一ꎬ 但其私有化改革的程度是拉美国家中

最低的ꎮ③ 因此ꎬ 莫拉莱斯虽然极力主张对国家战略资源实行国有化改造ꎬ 但

国内所有制结构实质上并没有为其国有化政策预留太大的空间ꎮ
作为拉美地区左翼领导人之一ꎬ 莫拉莱斯执政后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国有

化尝试ꎬ 包括将无人耕种的土地收归国有、 对能源及电信部门实行国有化、
加快矿业国有化进程等ꎮ 正如之前的民众主义领导人ꎬ 莫拉莱斯选择了一条

选举政治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道路ꎬ 追求资源民族主义ꎮ④ 莫拉莱斯在总统就

职演说中表示将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模式ꎬ 使自然资源重新回到人民手中⑤ꎬ
这种 “资源民族主义” 的背后是国内民众主义氛围下执政者基于政治利益的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ｄꎬ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Ｓｏｕｌ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７０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 Ｅａｋ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３００ － ３０１

Ｅｌｉａｎａ Ｃａｒｄｏｓｏꎬ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 Ｗｈｉｔｅ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Ｗｈｉｔｅｆ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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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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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ꎮ 以油气资源为例ꎬ 这已经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的第三次国有化①ꎮ 但从实

际情况来看ꎬ 莫拉莱斯的油气资源国有化政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国有化ꎬ 政

府只是收回油气资源的控制权ꎬ 外资并不会被没收ꎬ 其生产活动也不会受到

限制ꎮ 锂资源的开发也是一个重要例子ꎬ 该国锂储备接近全球一半ꎬ 莫拉莱

斯坚持锂开采权不交予外国ꎬ 并设立了开发乌尤尼盐湖委员会ꎬ 希望短期内

能独立制造出锂电池ꎬ 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国内技术力量不足和国际锂市场竞

争激烈ꎬ 表示欢迎外资进入本国锂资源开发领域ꎮ
莫拉莱斯国有化政策的手段主要是政府收购股权、 限制外资控股权等和

平方式ꎬ 并非完全排斥一切外国资本ꎮ 莫拉莱斯政府对自然资源实行的国有

化政策既不同于 ２０ 世纪下半叶世界许多国家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ꎬ 也不是无

偿没收或强制征用外国企业资产ꎮ 由于历史上国有化战略导致外国公司收益

降低ꎬ 外资流失现象严重ꎬ 玻利维亚必须 “在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民族主义

和这个国家面临的经济现实之间尽力寻求一种平衡”②ꎮ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考

虑ꎬ 莫拉莱斯执政后仍多次强调他欢迎外国企业到玻利维亚投资ꎬ 并在最新

任期内开始放缓和调整国有化步伐ꎬ 公开表示了排除进行新的大规模国有化

运动的可能性ꎮ 这说明莫拉莱斯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并非一种纯粹政治意义的

激进政策ꎬ 到目前为止 “资源民族主义” 与有限国有化政策已经基本达到目

的ꎬ 玻利维亚政府对重要自然资源也已经基本实现了国家控制ꎮ
与此同时ꎬ 莫拉莱斯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对国内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 由

于国内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匀、 地区发展差异巨大ꎬ 资源国有化政策导致部分

富裕省份 (如圣克鲁斯省、 贝尼省、 潘多省、 塔里哈省等) 出现分离主义运

动ꎬ 它们开始要求独立的立法权ꎬ 在能源税收分享方面实行完全自治ꎮ③ 这种

现象背后的主要诱因是经济利益分配的矛盾ꎬ 尤其是开采油气资源带来的利

益分配不均衡问题ꎮ 玻利维亚作为拉美石油天然气出口大国ꎬ 油气资源税收

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ꎮ 国内一些拥有油气资源的省份要求从出口

收入中得到更多的 “分成”ꎬ 而莫拉莱斯政府认为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ꎬ 相

—４３—

①

②

③

第一次是 １９３７ 年把标准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成立国营玻利维亚石油公司 (ＹＰＦＢ)ꎬ 第二次是

１９６９ 年将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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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桂田、 蒋锐等著: «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ꎬ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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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收益不能由各省分配ꎮ 以资源税为例ꎬ 过去的资源税归地方省份所有ꎬ 莫

拉莱斯上台之后把资源税收归中央政府所有ꎬ 客观上造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

的紧张关系ꎮ 莫拉莱斯政府主张将国内财富进行重新分配ꎬ 希望通过财政转

移支付的方式援助相对贫困的省份ꎬ 特别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ꎬ 而富裕省

份却认为这有损于它们的经济利益ꎬ 开始对莫拉莱斯政府的政策表现出不满ꎬ
离心倾向日益高涨ꎬ 部分资源富集地区试图以威胁独立的方式来阻止政府将

石油和天然气的盈利分配给大部分原住民ꎮ①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ꎬ 经济比较富

裕的省份要求中央政府允许它们实行自治ꎬ 以争取在地区问题上拥有更多决

策权ꎮ ２００８ 年圣克鲁斯省曾不顾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ꎬ 就地区自治问题举行

公投ꎮ 尽管莫拉莱斯宣布这次公投非法并拒绝承认公投结果ꎬ 但类似的政治

活动已经为分离主义埋下了伏笔ꎬ 除圣克鲁斯省外ꎬ 贝尼省、 潘多省和塔里

哈省也计划举行自治公投ꎮ 针对圣克鲁斯等省份的分离主义倾向ꎬ 莫拉莱斯

表示 “在边境地区不断制造麻烦的就是分裂分子、 走私者和毒贩”②ꎬ 并在

２００９ 年宣布建立拉普拉塔综合指挥部的决定ꎬ 意图削弱反对派省份的政治力

量ꎮ 在莫拉莱斯的最后一届任期内ꎬ 玻利维亚国内部分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

及其发展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ꎮ
(二) 对古柯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管控政策

古柯在玻利维亚属于重要的传统经济作物ꎬ 是印第安农民的重要收入来

源ꎬ 国内许多印第安农民靠种植古柯叶为生ꎻ 玻利维亚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古

柯生产国ꎬ 而古柯是制造可卡因的主要原料ꎬ 该国因此成为拉美地区重要的

毒品种植和生产国ꎮ 玻利维亚在 １９８５ 年之后有过一段经济自由化时期ꎬ 这个

时期该国唯一获得扩张的私营经济部门就是古柯和可卡因的生产ꎬ 成千上万

的矿工由于无法找到替代性就业机会ꎬ 他们将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赔偿金投资

于土地并开始种植古柯ꎮ③ 西方学者研究显示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玻利维亚大约

有 １２ 万人直接参与古柯叶的种植ꎬ ３ 万人从事与可卡因加工相关的行业ꎬ 与

毒品贸易相关的其他类型间接就业使在古柯和可卡因贸易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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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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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万人ꎮ① 玻利维亚政府曾经在古柯种植区实行过替代经济政策ꎬ 希望通过

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减轻印第安农民对古柯种植的依赖ꎬ 但由于诸多因素影响

导致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后收入水平下降ꎬ 同时近年来古柯叶的市场价格上

涨ꎬ 许多印第安农民又开始重新种植古柯ꎮ
对于古柯业的管控问题ꎬ 莫拉莱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ꎬ 其 １９９５ 年创建的

“人民主权政治工具组织” (ＩＰＳＰ) 就是一个以古柯农、 垦殖农和小农的工会

组织为主体的新兴左翼政治力量ꎮ② 莫拉莱斯在成为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的总统候选人之前曾长期担任古柯农组织领袖ꎬ 并在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村

居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ꎮ 莫拉莱斯主张实行 “零可卡因” 政策ꎬ 但反对实

行 “零古柯” 的做法ꎬ 认为在玻利维亚要完全清除古柯是行不通的ꎮ③ 正是

基于现实经济利益和政治因素考虑ꎬ 莫拉莱斯上台后倡导古柯种植合法化并

同时打击贩毒活动ꎬ 反对美国支持的消灭古柯生产的计划ꎮ 莫拉莱斯指出ꎬ
“古柯种植现在不应消灭ꎬ 但也不能完全放开ꎬ 应当由国家和古柯种植者工会

来加以控制ꎬ 我们发起了一场使古柯叶合法化的国际运动ꎬ 联合国应当把古

柯叶从毒品名单中删除ꎮ”④ 由于玻利维亚工业化程度较低ꎬ 难以吸收大量印

第安农民进入工业部门工作ꎬ 同时古柯行业利润高于其他农作物种植业ꎬ 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古柯仍将是印第安农民的重要收入基础ꎮ 与此同时ꎬ 古柯农

组织在国内政治中开始展现出愈来愈强的影响力ꎬ 农民特别是古柯种植农被

很好地组织起来且具有激进好斗性ꎬ 这使得玻利维亚政治处于深层次分裂状

态ꎮ⑤ 莫拉莱斯将古柯与毒品分开处理的思路ꎬ 是一项基于玻利维亚经济政治

客观现实的抉择ꎮ 不难看出ꎬ 莫拉莱斯自 ２００６ 年执政以来与印第安原住民和

古柯农组织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ꎬ 推出的诸多公共政策都是立足于保护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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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原住民的利益ꎬ 旨在夯实自身执政基础ꎮ 莫拉莱斯之所以两次成功竞选连

任ꎬ 正是得益于印第安原住民和古柯农组织的强力支持ꎮ
(三) 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制约效应

受历史文化传统、 社会生活、 政治体制等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ꎬ 玻

利维亚政府机构和政府人员的行政效率低下ꎬ 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严重ꎮ 正如

西方学者所指出的: “玻利维亚民众似乎热衷于把权力授予政府ꎬ 但政府的表

现却根本不是高效率的ꎮ”① 这一问题在莫拉莱斯执政时期并未得到明显改观ꎮ
以采矿业为例ꎬ 虽然玻利维亚有悠久的矿业开发历史ꎬ 但矿业管理体制松散ꎬ
办事效率低下ꎬ 相关政策的透明度不高ꎬ 政府人员腐败现象严重ꎬ 滥采乱挖

现象非常普遍ꎮ 在吸引外资方面ꎬ 玻利维亚政府机构在与外资有关的项目立

项、 行政审批、 管理程序与行政成本等方面仍然欠缺管理经验ꎬ 不能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要ꎮ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６ 年营商环境指数 (见表 ３)ꎬ 玻

利维亚在开办企业、 办理施工许可证、 获得电力、 登记财产、 纳税管理等行

政效率方面不但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ꎬ 也低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

区的平均水平ꎮ 可以说ꎬ 莫拉莱斯的 “社群社会主义” 理念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很好地贯彻到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ꎬ 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经济

社会发展有明显的负面制约效应ꎮ
由于政府更迭频繁、 历史欠账太多ꎬ 玻利维亚在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方面

也非常落后ꎮ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ꎬ 玻利维亚的铁路和公路运力十分有限ꎬ 国

内许多地方只能通过水运方式才能到达ꎮ 以比较富裕的圣克鲁斯省为例ꎬ 几

个世纪以来交通设施的缺乏将东部的圣克鲁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几乎完

全隔离开来ꎮ② 可以这样说ꎬ 基础设施水平低下不但成为玻利维亚经济发展的

“瓶颈”ꎬ 阻碍着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ꎬ 还助长了国内部分地区的分离主义

倾向ꎮ 此外ꎬ 虽然玻利维亚油气资源丰富ꎬ 但国内电力供应严重不足ꎬ 电网

覆盖率偏低ꎬ 对现代工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能源支持ꎮ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是

政府部门宏观经济规划失误造成的ꎬ 莫拉莱斯执政以来这个问题并未得到明

显改善ꎬ 这严重制约了莫拉莱斯政府的现代化发展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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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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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 年营商环境报告» 中与玻利维亚行政效率相关的指标

指标 玻利维亚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地区

经合组织国家

开办企业
程序 (个) １５ ８ ３ ４ ７

时间 (天) ５０ ２９ ４ ８ ３

办理施工许可证
程序 (个) １２ １４ １ １２ ４

时间 (天) ２７５ １７８ １ １５２ １

获得电力
程序 (个) ８ ５ ５ ４ ８

时间 (天) ４２ ６４ ６ ７７ ７

登记财产
程序 (个) ７ ７ ０ ４ ７

时间 (天) ９１ ６３ ０ ２１ ８

纳税
纳税 (次) ４２ ３０ １ １１ １

时间 (小时) １０２５ ３６１ ０ １７６ ６

　 　 资 料 来 源: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 ２０１６ 年 营 商 环 境 报 告 » 相 关 指 标 整 理ꎮ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ｂｏｌｉｖｉａ＃ｄｅａｌｉｎｇ － ｗｉｔｈ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ｐｅｒｍｉｔｓ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５]

(四) 与美国、 智利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对玻利维亚的古柯业和毒品问题持压制立场ꎬ 加上意

识形态方面的差异ꎬ 玻利维亚国内特别是印第安古柯农群体中存在一种强烈

的反美情绪ꎮ 美国出于打击毒品的考虑ꎬ 以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要求玻利维

亚铲除古柯种植业ꎬ 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制往往导致一种民族主义反弹ꎬ 莫拉

莱斯在玻利维亚政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在根除古柯种植业上的坚

持ꎬ 可以说莫拉莱斯上台执政恰恰就是 “美国反毒战争创造出的作品”ꎮ① 莫

拉莱斯一直坚定地站在古柯种植农的立场上ꎬ 在竞选中表示上台后将结束美

国赞助的铲除古柯种植业的计划ꎬ 承诺将古柯种植合法化ꎮ 在与美国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上ꎬ 莫拉莱斯也表示明确反对ꎬ 认为这是美国 １０ 年前推动

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在更小范围内的复制品ꎬ 声称寻求公正交易形式的

“玻利瓦尔美洲国家替代计划” 将使小生产者和农民合作社获得更多利益ꎬ 对

地区一体化有利ꎮ② ２００８ 年莫拉莱斯以美国干涉内政为由驱逐美国驻玻利维

亚大使和美国毒品管制局驻玻利维亚人员ꎬ 而美国政府随后也将玻利维亚驻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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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５６ꎬ ｐ ２６７

参见刘国强: «玻利维亚拒绝同美国签署自贸协定»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第 ７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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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使驱逐出境ꎮ 虽然 ２０１１ 年玻利维亚与美国签订框架协议表示要推动两国

恢复合作关系并尽快互派大使ꎬ 但两国关系迄今并未恢复正常ꎮ
除了玻美关系ꎬ 玻利维亚与邻国智利的关系也是阻碍和制约因素ꎮ 目前

玻利维亚与智利存在的主要国际争端就是与智利关于太平洋出海口的争议ꎮ
由于玻利维亚在 １８７９—１８８３ 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中败于智利ꎬ 导致玻利维亚

失去了出海口而沦为内陆国家ꎮ １００ 多年后ꎬ 两国关系因出海口问题依然紧

张ꎬ 玻利维亚民众对于智利的评价仍然是负面居多ꎮ 莫拉莱斯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

曾经向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提出上诉ꎬ 要求智利同玻利维亚展开有诚意的谈判ꎬ
让玻利维亚拥有永久性的太平洋出海口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两国因为边境地区西拉拉

河水资源的使用问题而产生矛盾ꎬ 玻利维亚再次将智利告上国际法庭ꎮ 不难

看出ꎬ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玻利维亚和智利双边关系正常化还需要

很长时间的努力ꎮ
总体上说ꎬ 莫拉莱斯执政时期具有比较浓厚的反美色彩ꎬ 其原因既有国

内政治因素的影响ꎬ 也有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ꎮ 莫拉莱

斯曾明确表示: “我和查韦斯的一致之处是南美洲一体化的思想ꎬ 这是关于大

祖国的古老梦想ꎬ 它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美国尽一切可能散

布谣言ꎬ 责备我们没有满足他们的发展援助条件美国打算在反毒品战争

的借口下加大对拉丁美洲的控制ꎮ”①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ꎬ 虽然莫拉莱斯执

政时期玻利维亚与美国很难保持正常的双边关系ꎬ 但随着莫拉莱斯总统任期

的结束ꎬ 未来一段时间内玻美关系很可能出现突破和提升ꎮ 与玻美关系不同ꎬ
影响玻利维亚与邻国智利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历史遗留的出海口问题和民族感

情因素ꎬ 其背后反映出玻利维亚对于经济发展、 工业化、 现代化的强烈愿望ꎮ
玻智关系低迷既源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ꎬ 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现实矛

盾ꎬ 比玻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ꎬ 短期内很难得到妥善解决ꎮ

三　 评析

莫拉莱斯已经进入第三个总统任期ꎬ 他在过去 １０ 年中致力于在玻利维亚

建设 “社群社会主义”ꎬ 国家发展战略整体上出现左转趋势ꎮ 莫拉莱斯在政

—９３—

① 参见德国 «明镜» 周刊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第 ３５ 期) 发表的该刊记者采访玻利维亚总统莫拉

莱斯的谈话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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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大力推进各项变革措施ꎬ 包括资源国有化和税收改革、
推动古柯种植合法化、 制定新宪法、 土地改革和限制大地产①、 推动合作化运

动、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制定扫盲计划等ꎮ 莫拉莱斯领导的执政党 “争
取社会主义运动” 长期保持着对议会参众两院的控制ꎬ 有效维持了国内政局

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ꎬ 但同时也面临着执政党内部分歧、 社会

冲突频发等问题的挑战ꎮ 总体上说ꎬ 莫拉莱斯执政的这段时间是玻利维亚独

立至今将近两个世纪中一段比较成功的时期ꎮ
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玻利维亚的国家发展进程ꎬ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的一系列军人统治者和民众主义领导人都无法使大多数玻利维亚人脱离贫困ꎬ
玻利维亚沦为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玻利维亚逐步

开始民主化改革ꎬ 但在经济上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其在此后 ２０ 多年里

陷入困境ꎬ 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ꎮ “在玻利维亚ꎬ 民主必须与普遍贫困、 不平

等、 种族差异、 种族主义、 毒品贸易、 来自美国的扫毒压力等进行斗争”③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莫拉莱斯提出 “社群社会主义” 的理念并得到印第安农民的

强力支持ꎮ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ꎬ 社群社会主义并没有改变玻利维亚的代

议民主制和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ꎬ 而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社

会政策的局部性修正与调整ꎮ④ 从实践效果来看ꎬ 莫拉莱斯的改革发展思路更

加契合玻利维亚的社会现实ꎬ 但与此同时ꎬ 玻利维亚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ꎮ
首先ꎬ 玻利维亚的资源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ꎮ 玻利维

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和南美第二大天然气田ꎬ 锂的储藏量几乎占世界一半ꎬ
还有钨、 锡、 铅、 锌等诸多战略性矿藏储备ꎬ 但该国却依旧是 “金山上的穷

国”ꎬ 这说明单一的资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玻利维亚历史上没有取得成功ꎮ 以

锡矿开发为例ꎬ 在 ２０ 世纪中期ꎬ 玻利维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锡产地ꎬ 锡产量占

到世界总产量的 １５％ ~ ２０％ ꎬ 锡矿资源提供了政府财政收入的 ６０％ ~ ７０％ ꎬ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玻利维亚举行了新宪法公投和限制大地产公投ꎬ 新宪法以 ６１ ４７％ 的高支持率获

得通过ꎬ 多数选民支持个人拥有土地面积的限额为 ５０００ 公顷ꎮ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 Ｅａｋ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９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ｄꎬ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ｏｕｌ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７０
姜涵: «玻利维亚社群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评析»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５ 年第５ 期ꎬ 第 ７４ 页ꎮ



莫拉莱斯执政以来玻利维亚发展政策的特点与评析　

但 ８０ 年代锡矿已经开始衰竭了ꎮ① 未来很长一段时期ꎬ 这种严重依赖自然资

源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改变ꎬ 而该模式很难彻底解决玻利维亚的普遍贫困问

题ꎬ 也无法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推动力ꎮ
其次ꎬ 玻利维亚的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并呈现出消极影响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后玻利维亚逐步建立起一种 “脆弱的民主”②ꎬ 民主政治发展指数和公民对民

主的理解指数在拉美主要国家中均处于最低水平 (见表 ４)ꎬ 这凸显出玻利维

亚民主政体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ꎮ 该国国内派系对立非常明显ꎬ 政治精英之

间缺少妥协ꎬ 各类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不断发生ꎮ “社群社会主义” 在具体实

施中面临重重障碍ꎬ 跨族群、 跨文化的政治协调工作艰巨而复杂ꎻ “争取社会

主义运动” 党需要在政治上建立起一个跨越梅斯蒂索混血人、 殖民主义者、
古柯种植农、 土著人群体的联盟ꎮ③ 如何在传统支持阶层之上构筑起更广泛的

执政基础以弥补政治体制运行中的缺陷ꎬ 是莫拉莱斯政府需要面对的现实难题ꎮ
表 ４　 莫拉莱斯执政之前拉美主要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指数

国家
公民对民主的理解指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民主政治发展指数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

玻利维亚 ４０ ２８８３

阿根廷 ５９ ３９１８

智　 利 ５３ ８７５７

哥伦比亚 ４１ ４２１８

墨西哥 ４７ ６１３６

秘　 鲁 ４１ ４３５２

委内瑞拉 ５３ ２２４３

乌拉圭 ６６ ８３６６

　 　 资料来源: Ｍａｎｕｅｌ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 Ｓáｅｚꎬ “Ｌａ Ａｇｅｎｄ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ｓｄｅ ｌ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 ｄｅ ｌｏｓ Ｄｉｐｕｔａｄｏｓ: Ｌｏ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ｓ ｄｅ ｌａ Ｖｉｄ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Ｃｏｔｉｄｉａｎａ”ꎬ ｅ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Ａｌｃáｎｔａｒａ Ｓáｅｚ ( ｅｄ )ꎬ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ｙ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Ｍａｄｒｉｄꎬ Ｆｕｎｄａｃｉóｎ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３６

—１４—

①

②

③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 Ｅａｋ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３０１ － ３０２

Ｆｏｒｒｅｓｔ Ｄ Ｃｏｌｂｕｒｎ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３３

Ｂｒｅｔ 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ꎬ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Ｂｏｌｉｖｉａ”ꎬ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ｙｂｕｒｙ－Ｌｅｗｉｓ (ｅｄ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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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 历史遗留问题和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产生的制约效应ꎮ 莫拉莱斯执

政期间玻利维亚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ꎬ 根深蒂固的种族分离

和碎片化问题没有得到改善ꎬ 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ꎻ 油气资源国

有化不但触动了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ꎬ 还影响了国家的出口收益和财

税收入ꎻ 反对派政治力量开始联合抵制莫拉莱斯的改革措施ꎬ 部分省份的分

离主义趋势也日渐明显ꎻ 古柯种植合法化政策与美国的反毒主张存在冲突ꎬ
导致玻美关系紧张ꎮ 与此同时ꎬ 玻利维亚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不高、 官僚主义

作风严重、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低下、 国有化政策对外资的负面影响、 游行示

威和暴力活动频繁发生等问题不但影响着当前玻利维亚的经济社会发展ꎬ 也

严重制约着莫拉莱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ꎮ
最后ꎬ 莫拉莱斯执政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ꎮ 从国际环境来

看ꎬ 除了玻美关系长期低迷和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之外ꎬ 拉美国家左翼力量

衰退对莫拉莱斯继续执政构成重大挑战ꎮ 从国内环境来看ꎬ 玻利维亚首都拉

巴斯和阿尔托、 科恰班巴、 圣克鲁斯等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在 ２０１５ 年中期选

举中被反对派夺取ꎬ 此后不久又曝出 “印第安人基金” 腐败案ꎬ 大量资金从

国家基金账户流向私人账户ꎬ 导致莫拉莱斯政府的形象受到重挫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玻利维亚全民修宪公投以微弱多数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莫拉莱斯 ２０１９ 年年底

连选连任的资格ꎬ 这意味着莫拉莱斯将无缘第四个任期ꎬ 其总统任期将到

２０２０ 年结束ꎮ 在最后一届任期中莫拉莱斯将如何处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社会

难题ꎬ 后莫拉莱斯时代玻利维亚政局将如何变更ꎬ 继任总统将如何处理 “社
群社会主义” 遗产等等ꎬ 都是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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