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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究前沿问题访谈·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访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埃利亚斯·贾布尔

本刊记者

编者按: 巴西联邦共和国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地区大国之一，面积位列世界第五，人口居世

界第七。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巴西被世界银行列为中高等收入国家，以发达国家身份参与

WTO。截至 2021 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 ( GDP) 排名世界第九。巴西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是

拉丁美洲唯一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2012 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巴西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

2022 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巴西中国问题专家埃利亚斯·马

尔科·哈利勒·贾布尔，围绕海外中国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与新时代的理论

飞跃、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意义、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

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俄乌冲突视角下的时代变局、拉美左翼的时代使命、中国的国际角色与大国

担当、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以下简称“中共二十大”) 展望等问题，接受了本刊

专访。

埃利亚斯·马尔科·哈利勒·贾布尔 ( Elias Marco Khalil Jabbour) ，1975 年生，经济学博

士，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现任十余家巴西及国际期刊编委及评审，2018 年受

中国文化部“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邀请访问中国。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巴西发展主义经济理论、巴西当代经济发展史、巴西政府政策与国际关系等。代表性论著有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与市场经济》《中国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可能》《抗疫新经济计

划与中国国家政治战略能力》等。

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摒弃西方中心主义

○ ( 贺钦，下同) 埃利亚斯·马尔科·哈利勒·贾布尔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

的采访。请先介绍一下您的中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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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利亚斯·马尔科·哈利勒·贾布尔，下同) 我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源于我对苏联模式

及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探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我最大的学术抱负，而中国正是萌发这些可能

性的地方。

我主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中国新发展阶段及其新的高级经济计划形式，

将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次。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发展规划。我的

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研究团队的基本观点是，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开创了一种被称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社会经济形态。我们将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价值规律等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运用于

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建构。我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并极

大地限制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历史远未终结，社会主义仍将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我们的结

论是，中国在开创新的高级经济计划形式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我们

将这一阶段命名为 “规划新经济”，以此纪念巴 西 经 济 学 家 伊 格 纳 西 奥·兰 格 尔 ( Ignacio

Range) ①。

随着中国经济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理解中国已成为研究世界的基础。近十年来，巴西的中国

问题研究机构大幅增加。这些研究机构大多集中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

运行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等，都是值得巴西学界深入研究的

问题。当然，关于中国的争论也很多。例如，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评价

中国的地缘影响与国际角色，都是巴西人文社会科学争论的热点问题。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肯定存在差异。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

我们谈论的是哪些发展中国家。拉美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很难

产生关于中国的原创性观点。例如，巴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助，而这

些研究经费一般不会用于友华的研究。一些亲美机构在拉美投入了大量研究经费，用于对中国的

研究。与 25 年前我开始研究中国时相比，现在研究中国的拉美人的确越来越多。但最大的问题

是欧美文化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拉美中国研究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在

南方国家，一些真正友华并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仍面临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面对这

场在拉美真实存在的、针对中国的文化战争，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

○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的新书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② 的主要观点?

●我们的著作试图在十月革命爆发一个世纪后，讨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对马克

思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形态和价值规律等概念进行重新解读后，我们发现，尽管当代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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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格纳西奥·兰格尔 ( Ignacio Range，1914 － 1994) ，巴西著名经济学家。20 世纪 50 － 60 年代，受凯恩斯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影响，伊格纳西奥·兰格尔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概念首次运用于巴西经济研究。他认为，巴

西经济具有二元动态性特征，经济长周期和社会领导阶层的变化推动了巴西新经济部门的积累过程。他批评货币主义和结构主

义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观点，并对“货币供应量内生性特征”等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Elias Jabbour，Alberto Gabriele，China: o socialismo do século XXI，So Paulo: Boitemp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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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如果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成功是可能的。在广泛

的理论建构后，我们对中国经济生产部门的发展作了专题研究，并发现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形式

塑造了这一新经济的制度创新浪潮———1978 年后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称

之为“规划新经济”。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概念体现在真实的运动中。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创造新的理论范

式和概念，而西方社会科学无法领会其真正的意义和内涵。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创了新的发展道

路，而西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成果。我们决定直面当时的理论停滞，并出版一部敢于对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进行理论建构的著作。我们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

过引入 20 世纪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寻求理论创新。详尽的统计研究为我们的理论阐述奠定了实

证基础。

这部著作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类型。这种新社

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受到一种我们称之为 “元生产方式”结构的限制。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

和生产交换的货币关系，二是起系统协调作用的价值规律，三是剩余价值的获取和投资积累循

环，四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个宏观部门的共生和互补。基于这一理论假设，我们研究了中国

社会主义生产部门的形成、计划经济形式及其 40 多年来更高级的发展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等问题。

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正在发展一种全新的、未知

的和先进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工程。之前，很少有人关注其整体性，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关注。

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工程，发现它的工作原理已成为我们时代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

挑战。本书的重点是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新的概括。撰写这部著作的最

大困难不是写作本身，而是在巴西这样缺乏科研条件的国家如何获取中国发展的最新动态并始终

保持研究的前沿性。

○作为巴西学者，您认为这部著作与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有什么不同?

●有很大不同。首先，我们的研究不是基于 “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假设来进行的。

其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时代阐释，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理

论上的挑战。这是一部试图超越西方理论范式 ( 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并阐释社会主义新发展

的著作，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

二、新时代续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2021 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建党百年纪念活动，2022 年还将召开二十大。您如何评价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安东尼奥·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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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io Gramsci) 在阐述共产党历史作用时提到的 “现代原则”，即现代化的人是创造文明的元

素。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现代中国，更不会有我们今天

谈论的现代社会主义。

作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既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更受到中国几千年来

农民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担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反思能力极强。中国共产党从未照搬任何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模

式。与苏联解体的结局相比，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主

义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以不同方式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马

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解和改变现实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未来挑

战，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驾驭历史的能力，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能力。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发展预期才能更加清晰和积极。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在巴西出版了葡萄牙文版。您如何评价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

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当今中国发展现实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

思主义。面对新的内外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

根本性贡献。

习近平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是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家。习近平继承了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传统。习近平所有重要讲话和经典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因为其中提到的具体

内容，更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理论。遗憾的是，巴西学术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仍缺乏深入的研究。

三、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坚实的科技基础为其实现高质量的经济

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使中国能够同时制定和执行成千上万的经济规划。这在世界经济史上绝无

仅有。这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的新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新

的理论范式来阐释中国的发展奇迹。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公有制塑造了社会主义积累周期，国民经济规划和对外经济计划发挥着重要的

基础性作用，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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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应从理解公有制的运行方式入手，系统研究其生产、财政和外贸等多方面的体

制特点。同时，还应研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既从质上巩固了

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又从量上体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应对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的

不确定性，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国家、企业和金融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建立了经济计划新的历史形式，并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

○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战略布局和经济规划

的整体性、长期性和创新性。中国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完善所有制结构、编制高质量发展

规划和推动科技尤其是敏感技术的创新发展。要理解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需深化对社会主

义的认识。在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历史形式中，理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在

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制度创新的高潮。中国 “十四五”规划和两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都是对中国发展问题的回答，而共同富裕目标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提出的最

雄心勃勃的目标。

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若干挑战，也面临一定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机遇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制

度本身。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工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高水平

的公共经济部门和能够为众多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系统，不仅使中国经济表现出众，更使社会主

义在两制竞争中显现出比苏联时期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的主要挑战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积累的

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缩小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生

产率方面的差距。

总之，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和计划基础上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可预测性有助于对冲世界经

济因金融化而加剧的风险，中国经济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力量。

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发展理论新范式

○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将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并通过这种现代化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将继续

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我们知道巴西也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比如依附论和新发展理论等。西方

现代化发展理论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能否谈一谈您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是什么?

●现代化是在技术扩张、社会分工和形成国家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的

历史进程。这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解。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源自对

现代化的求索，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历史性回答。现代化目标取决于每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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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历史情境及地缘政治条件。现代化的目标是多维的，包括提高生产力、加强民族国家认

同、提高城市化率、在技术上追赶 “中心”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等。这些目标都可以被视为衡

量现代化水平的普遍参数，但在分析现代化的具体问题时，应采取谨慎又不失灵活的态度，毕竟

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仍取决于一国在特定条件下作出的历史判断和选择。

历史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政治选择，而非技术选择。它需要一个政治化和组织化的社会通过

夺取政权，制定并践行现代化目标。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化，应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国内

政治领导力量，以抵御帝国主义对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所施加的政治威胁。一旦政治问题得以解

决，接下来的现代化道路将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自主选择。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由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和平发展为目的并代表广泛社会利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建

立生产、财政及外贸等领域的公有制，并加强宏观经济计划。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值得共产党学

习的历史经验，比如韩国、日本和德国的发展经验。但与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资本主义现代化会

引发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地缘政治而言，没有主权，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社会

主义现代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却并非如此。

○您认为什么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模式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现代化?

●恩格斯告诫我们，没有一种政治经济学能够为复杂的现实提供所有分析工具。每种经济理

论的出现、发展和消失都是特定生产方式演进的结果。理论和历史无法割裂。每个国家都应探索

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理论体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我认为，在缺乏充分

权衡的情况下，就直接应用舶来理论是十分危险的。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熊彼特思想、盎格鲁 －

撒克逊和拉丁美洲的结构主义，还是发展主义理论、依附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尽管都蕴含普遍

性，但其理论效力仍体现在对特殊性的整体性分析中。每个国家都应探寻自身发展的规律，并制

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理论。因此，我对所谓的“普适理论”并不看好。

尽管如此，我认为仍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发展规律和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例如，苏联模式的

大规模计划和战略生产部门的国有化，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则和投资社会化。而中国的经验

表明，在金融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公共部门坚实的产业和财政基础，而非私营部门

的扩张。

○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经验给您留下了

深刻印象?

●在西方，不仅经济学存在危机，所有西方社会科学都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

于西方社会科学是康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历史产物。因此，西方社会科学是主体与客体相分离、

理论与历史相脱节的理论。由于缺乏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越来越

缺乏历史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因此，西方社会科学倾向于在那些已经失去现实解释力的理论中

避难。40 多年来，他们不仅没有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更没能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

架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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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最大的理论挑战，传统发展理论已无法解释这一历史进程。我

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并尝试建立一种能够阐释这一形态的新政治经

济学。理论建构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理论初探在于创立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规划新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不同时期经济计划所呈现出的不同历史形式。计划经

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中国创造了经济计划新的优越形式。由于创新技术在生产领域

的应用，“规划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式，使社会主义成为政府工具理性变革的一种新

叙事。

五、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人类民主的未来

○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差异?

●西方民主的双重标准显然存在问题，社会主义不等于独裁，资本主义选举民主更不是民主

的模板。资产阶级从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创造了民主的概念，西方民主对某些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

性的答案，但对另一些国家却不是。那些鼓吹西方民主神话的人难道没有反思过，在实行自由民

主制度的国家中，为何有 70%以上的国家今天都生活在重重危机中?

从历史时段看，社会主义民主仍处于初始阶段，巩固人民民主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

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虽然仍在探索中，但我认为已显现出非常突出的人民民主特质，尤其是人民在

重大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已然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金钱无法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劫持

政治。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加审慎地对待民主概念，而不能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寻求所谓普适意义的

民主范式。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由历史决定的，是在历史中建构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我更愿意把民主视为一种历史的建构，而非对理想模板的承袭。就像没有核对表来定义什么是社

会主义，更没有核对表来定义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实现形式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国情。

并不存在完美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实现。评价民主的标准应掌

握在本国人民的手中。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显然为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制度条件。我

认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新型政权结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代表民主的未来，而中

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朝着建设人类新型民主的方向发展。

○您如何评价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民主的发展?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民主的发展非常缓慢。我认为，民主应把发展和提升人民生

活水平置于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之上。但这样的民主显然无法让拉美寡头和帝国主义势力满意。

帝国主义针对玻利维亚和巴西的政变企图以及对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的监禁就是证明。

在巴西，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接近于零。近年来，处于漩涡中心的巴西经济凋敝，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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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攀升，政治合法性恶化，国家自主权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博索纳罗政府正经历经济积累、就

业收入、民主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危机，而目前的制度工具难以解决这些结构性

危机。

巴西的现状类似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情形，为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

( Jair Messias Bolsonaro) 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掌权提供了可乘之机。阅读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对理解今日巴西至关重要。

六、俄乌冲突折射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您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制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资本主义制度早已不具有进步性，并演变成一种反动的制度。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化和

资本主义金融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愈发凸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国际体系更

加暴力和不稳定。尽管资本主义体系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已经无法为人类提供良好的解决方

案。西方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的表现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这不是一个好政府

或坏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再起作用的系统的问题。非正统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地试图重塑国家

对经济的更大参与，并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没有能力将那些真正的掌权

者———大金融财团赶下台。20 世纪的首轮社会主义探索虽然因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陷入困

境，但 21 世纪社会主义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在应

对全球挑战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古巴，一个被围困和封锁的国家，却成功研制出了多

款新冠疫苗。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仍然非常脆弱，但中国的抗疫经验表明 “历史远未

终结”。

正如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将日益加剧。一方面，美帝国主义不甘衰

落，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制造混乱，从而加剧两制竞争。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社

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大对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的国家投入，

加强对私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在与资本主义保持经济竞争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吸纳资本

主义的技术进步，并在大规模对外援建和援助中提升了全球影响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

援助是社会主义全球战略的重要体现。

○您如何看待俄乌冲突及其国际影响?

●俄乌冲突非常令人担忧。由于俄罗斯的安全需求基本被西方大国忽视，帝国主义对俄罗斯

的打压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极限，从而导致俄罗斯成为第一个在军事上挑战苏联解体后日益巩固

的“自由秩序”的国家。只有考虑到俄罗斯诉求的谈判方案才能被接受。

巴西共产党支持俄罗斯对国家领土完整的要求，谴责并主张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以下

简称“北约”) 。作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组织，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整个

西方世界一样，巴西的公共舆论明显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西方反帝国主义力量处境非常艰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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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问题上，拉美国家除了委内瑞拉、阿根廷、古巴和玻利维亚，大部分国家的公众舆论都

处于帝国主义传媒的操控中。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边是帝国主义传媒的说辞，另一边是真相和

真理。许多国家因担心经济制裁而被迫与美国结盟。帝国主义通过垄断全球媒体和将美元转化为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新的方式实现了全球统治。

这场冲突的历史根源在于北约东扩，尽管乔治·W·布什 (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曾

向戈尔巴乔夫 (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 承诺，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帝国主义

没有意识到，让俄罗斯以弱化进攻性的方式融入国际秩序会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他们低估了

俄罗斯的生存能力和维护国家尊严的决心。事实上，即便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也从未放弃过

对俄罗斯的羞辱。

总之，应通过对话解决乌克兰危机。首先，应停止从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解除亚

速营等新纳粹团体的武装，宣布乌克兰为中立国，并确保其不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中国和巴西

等发展中大国应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美国和欧洲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

世界其他地区公开支持新纳粹团体，但它们也是唯一能够通过接受俄罗斯的安全要求、宣布乌克

兰为中立国并停止武装极右翼团体从而结束这场冲突的大国。

七、拉美左翼是推进地区替代发展的重要力量

○您如何看待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

●拉丁美洲是一个蕴藏巨大潜能的地区，但一个亟待扫除的历史政治障碍是帝国主义的存

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矛盾在于，争取地区独立主权与帝国主义对拉美施加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

影响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只有充分行使主权，才能找到解决发展问题的办法。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地区贫困和不平等。此前，保守浪潮阻碍了进步政府的发展。如果没

有地区的整体性逆转，拉丁美洲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拉丁美洲需要一波新的能够正视地区发展挑

战的独立进步政府。

拉美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但古巴革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墨西

哥及阿根廷等国的进步政府都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在拉丁美洲，将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真正具有物

质基础的进步力量是困难和复杂的。但作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拉丁美洲具有从尖锐的历史矛

盾中产生高级社会形态的可能性。

实现拉丁美洲替代发展道路的答案是政治性的。左翼政党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但政治是科学，不是宗教，寻求替代发展道路就必须拒绝宗派主义。只有建立广泛的政治联

盟，才能孤立强大的敌人。要打败帝国主义，就必须尽可能扩大政治联合的范围，以赢得更大的

胜算。共产党人应联合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力量，共同肩负起改变拉美前途命运的历

史使命。拉美国家的进步力量都应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比如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并坚持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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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巴西共产党迎来建党百年。作为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您如何评价巴西共产党

的历史角色与贡献?

●共产党人向来志存高远，眼界开阔。理想世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的政治

素养、斗争能力和智慧水平。共产党人应将斗争的彻底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既不能迷失在左的

教条中，也不能执念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左翼自由主义。

作为全国性政党，巴西共产党在巴西政治中的角色非常特别。虽然巴西共产党在 500 多名联

邦议员中仅占 9 席，但巴西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却远远大于其实际规模。在巴西，包括保守派在内

的所有政治力量都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既倡导发展主义，又谋求社会

主义的发展愿景。在政治实践中，我们的策略广泛而灵活，但并没有失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

质。从社会运动看，巴西共产党在巴西学生运动中具有主导地位，并领导着巴西第二大工会

“巴西劳工中心” ( CTB) 。

在巴西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仅靠左派无法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当各派力量都认识到，博

索纳罗和法西斯主义只会被一个更广泛的阵线而不仅是 “左翼阵线”击败时，我们的作用就上

升了。面对巴西政治乱象，巴西前总统卢拉也肯定了巴西共产党的战略眼光和思考能力。

○自 2021 年以来，拉美政治版图发生了左进右退的新变化，您对这波左翼浪潮有何期待?

●近期拉美左翼回潮并非偶然。这是保守主义浪潮加剧拉美人民生活困境的历史结果。阿根

廷再次陷入新的深度危机。新自由主义破坏了智利的社会结构。玻利维亚政变表明，右翼是法西

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拥趸。巴西也将迎来巴西劳工党前领导人卢拉和现任总统博索纳

罗之间的大选之争。

2022 年的巴西大选非常重要，也异常艰难。左翼有胜利的机会，但也绝不能低估对手。尽

管博索纳罗是极右翼法西斯分子，但他是巴西政治角力的历史结果，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反罗塞夫

政府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卢拉是一个让巴西精英们无法容忍的人物。他出身卑微，却主张维护巴

西的国家自主性和巴西人民的利益。对卢拉的监禁是美帝国主义炮制的人类近代史上最荒谬的司

法闹剧之一。美国国务院在全世界发起的贪腐调查，意在通过司法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并通过勾

连媒体寡头，操控公众舆论。在巴西，帝国主义不惜伪造证据，施压巴西司法机构，炮制卢拉贪

腐案，意在阻断卢拉重返巴西政坛的可能性，并遏制巴西石油公司和巴西工程机械业企业的发

展。2021 年，巴西最高法院已撤销对卢拉的所有指控。

总之，巴西遭受的破坏是深刻的，重建巴西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巴西正在经历一场巨

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有 1 亿巴西人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要想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就必须团结巴

西人民，通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规划，提高国家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左翼政党是变革巴

西的核心力量，打造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政治力量是应对危机、推进结构调整并谋

求制度变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今年的巴西大选将成为改变巴西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希望巴西的

命运能重新掌握在巴西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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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八、中共二十大将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自 2014 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以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您如

何看待中国和巴西、中国和拉美的双边关系? 您认为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哪些机遇和

挑战?

●中国和巴西的关系不仅对两国来说是一种战略关系，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种战略关系。世

界和平取决于像中国和巴西这样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具有较大一致性的国

家。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关系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性。比如，中国向巴西出口制成品，而

巴西向中国提供初级产品。这种关系的问题在于，巴西政府对巴西自身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缺

乏整体性和长期性规划。

中国和拉美的关系是基础性的。中国是促进拉美地区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如果没有中国在

拉美的存在和中国的榜样作用，拉美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对拉美国家而言，中国

经验表明新自由主义不是唯一的选择。拉美人民应把正在升温的中拉关系视为发展自己并提高生

产力的机会。否则，尽管中国可以为拉美提供很多东西，且中国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我们极

有可能从对美国的依赖转向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主导拉美地区的精英们如何

作为。

对拉美国家而言，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和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

在拉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发展机遇，既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通过互联互通方式推

进重大发展项目，又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帝国主义机构强加的附加条件。关

于中国投资和 “一带一路”倡议，拉美需要对此建立一种新的愿景，即将我们的战略发展目

标和经济结构调整与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统一起来。我们不能只扮演一个向中国出口初级农

产品的角色。

○2021 年，美国提出了针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 (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计划，2022 年 6 月 召 开 了 第 九 届 美 洲 国 家 峰 会。您 如 何 评 价 美 国 对 拉 美 的

影响?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是一场帝国主义闹剧。为什么美国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类

似的项目? 帝国主义除了暴力和威胁，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甚至对与其结盟的地区

寡头也不过如此。目前，中国、美国和拉美的三边关系仍未显现出所有可能，许多问题还有待观

察。一些主导拉美地区发展的政治精英缺乏务实长远的政治智慧，但委内瑞拉、阿根廷和玻利维

亚是例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您如何评价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

作出的努力?

●不削弱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有和谐的世界。而美帝国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和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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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是阻挠文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巨大障碍。必须以更激烈的方式谴责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破

坏性作用，坚决抵制美帝国主义反人类的战争政策。

我赞同中国关于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只有重建文

明合作的基础，才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学习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并

提升“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是推动文明对话的第一步。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对 “外围”国家自

主性的支持和对帝国主义的削弱。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能否谈谈您对中共二十大有哪些期待?

●对于中共二十大，我有很高的期待。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

仍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短期内实现了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未来，中国应继续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尤其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左翼政治力量和社

会运动的联系。中国还应向外国留学生、友华智库和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开放更多的学习机会，并

以此扩大对外宣传。坦率地说，在舆论战方面，中国仍然较为薄弱。毕竟，中国面对的是帝国主

义花数十亿美元建造的反华宣传机器。现在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加入这场舆论斗争和文明博弈的

时候了。

总之，我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感谢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和世界

作出的积极贡献。

( 贺钦系本刊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副研究

员，采访、整理并翻译本文)

［责任编辑: 元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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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arty is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ing force，and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dicate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two

establishments”has its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we must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two establishments”and lead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terview of World Marxism and Left Wing Research Front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New Era———An Interview with Elias Jabbour，Brazilian Expert on China

WSS Reporter ( 29)……………………………………………………………………………………………………

 Studies on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mproving Mechanism for Worki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Bai Baoli ( 41)……………………………………………………………………………………………………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th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and multiple

ownership economies developing together，has lai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which reflects the systemic advantage of China． However，on the micro level，the inadequat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caused by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has widened th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ffects

the full realization of“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to some ext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hav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tively play its leading role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worki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o solidly promote“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Priority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Peng Wutang ( 50)………………………………………………………………………………………
Marxism holds that the antagonism and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produ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ownership，and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antagonism and gap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uch an idea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still large，which is the biggest constraint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we must accelera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on the other，we must strive to enhance the momentu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Liu Ying ( 60)…………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 The spiritual life i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one's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the alienation of labor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one'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life leads to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men and women．

Through critique of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under capitalism，Marx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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