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17 年第 2 期

古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
模式的探索

———兼论当前“更新”进程的前景*

杨建民

［内容提要］ 自 1959 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数次变革、探索与争鸣，先后进行了

社会主义改造、严格的计划经济、“革命攻势”、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等多次对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劳尔在接替卡斯特罗担任最高领导职

务后，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模式并正式启动“更新”进程。劳尔就古巴长期经济困难的原因、党的工

作重点、关于平均主义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合乎实际的新思想、新举措，推动了古巴的“更

新”进程，但其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等方面较以往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目前，古巴在“更新”进程的目

标模式方面仍然存在争论，这些争论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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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5 日，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和思想家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以下简称“卡斯特罗”) 病逝。他不仅领导古巴人

民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在西半球缔造

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长期领导古巴社会

主义建设，在古巴历次改革和调整中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即使是在他不再担任古巴最高领导职务

的期间，仍然被公认为古巴革命的掌舵人。直到

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才真正进入后卡斯特罗时

代，而古巴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新进程前

景如何，有待进一步评估和分析。本文试图对古

巴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历史

考察，同时结合有关当前古巴“更新”的目标模式

的争论，分析古巴改革的前景。①

* 本文系 2015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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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15ZDA033) 的阶段性成果。

① 2006 年以后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改革，古巴官方称之为

“更新”( Actualizar) ，而不是改革( Ｒeformar) ，为方便读者理

解，本文将“改革”与“更新”并称互用。

一、卡斯特罗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

式的探索

在卡斯特罗时期，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方面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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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从“严 格 的 计 划”到“革 命 攻 势”
( 1961—1970 年)

1959 年革命胜利之初，古巴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改变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在

古巴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无论是借鉴还是探索，

并未引起大的论争。1959 年 5 月和 1963 年 10
月，政府两次颁布《土地改革法》，废除大庄园制

度和外国垄断资本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

成立国营农场和甘蔗合作社。同时，将本国和外

国主要是美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商企业、银行、炼油

厂等全部收归国有。1961 年 4 月，卡斯特罗宣布

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
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将古巴革命从

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从 1961 年到 1963 年，古巴政府还在苏联和

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实施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卡斯特罗强调: “对经济和各级工

作实行严格的计划”①，“将帮助我们战胜帝国主

义的封锁，保证国家生产迅速、稳步地发展和充分

利用本国资源和国外慷慨的援助，避免浪费，避免

严重的错误”②。
如果说 1959 年到 1963 年打破旧制度、建立

新国家、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在

古巴领导层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在接下来建

立怎样的经济体制方面在古巴领导层产生了一场

大辩论。辩论的一方以时任工业部部长切·格瓦

拉( Che Guevara) 为代表，主张实行预算拨款制，

其理论前提是认为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过渡，而

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加速消灭市场和商品生产。中

央通过预算拨款无偿向所有的国有企业提供资

金，企业不必偿还和付息，但必须把全部利润上缴

国库，逐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取消物质刺激手

段，通过教育、动员、义务劳动以及精神鼓励来提

高群众觉悟，造就无私、勇于牺牲自我、艰苦朴素、
充分社会化和平均主义的“新人”。格瓦拉认为，

这些措施会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古巴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

会主席 卡 洛 斯·拉 斐 尔·罗 德 里 格 斯 ( Carlos
Ｒafael Ｒodríguez) 作为辩论的另一方，主张实行自

筹资金制，其理论前提是认为在落后的古巴建设

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将长期存

在，国家可以利用它来调节计划经济，中央制定计

划应该考虑“投入—产出”关系。企业应该有一

定的自主权，实行自筹资金制，也就是企业自负盈

亏，除留成之外的利润上缴国家。留成部分可以

用来扩大再生产和发放奖金，用苏联式的劳动定

额制度和物质刺激③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设有效

率的国家。④

卡斯特罗承认，当时在古巴“同时有两种经

济领导体制并存，一种是财政预算制，包括大工业

部门; 另一种是经济核算制，在农业、外贸和一小

部分国有部门中实行”⑤。在这场辩论中，虽然格

瓦拉已经不在国内，但其激进的经济理论仍然占

据了上风。事实上，上述两种体制都没有得到长

期实 行，很 快 就 被 一 种“激 进 化 的 格 瓦 拉 模

式”⑥———经济簿记制所取代，在古巴被称为“革

命攻势”，政府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小企业、手
工作坊和商店，消灭了城市中的私有制，建立了

“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经济结构。⑦

古巴的这一模式是一场“大跃进”，它声称自

己在共产主义所有制、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平均

分配方面都走在苏联的前面。⑧ 卡斯特罗在评价

“革命攻势”时指出，“这是由于我国处在帝国主

义的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具体条件下，需要最有效

地使用人力物力，再加上一部分城市资本家采取

的消极行为阻碍了革命的发展。”⑨

1975 年 12 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报告

中指出，“财政预算制无疑是高度集中的，它很少

利用经济杠杆、商品关系和物质鼓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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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领导经济既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

已普遍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又放弃了曾一度开始

试行的财政预算制，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经济簿

记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我们取消了国营

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和购销关系，因为我们认为

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味道太浓”。①

( 二) 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阶段( 1971—
1985 年)

事实证明，20 世纪 60 年代古巴以“严格的计

划经济”为特点的激进改革没有获得成功，在接

下来的 15 年里，古巴走上了全方位照搬苏联模式

的社会主义道路。1971 年 5 月，卡斯特罗承认，

过去的做法“陷入了理想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不仅仅是一个觉悟的问题，还必须发展生产力”，

“假如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只凭主观愿望走得很

远，超过了可能，最终还是要退回来”。② 古巴领

导层总结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

训，开始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

行大幅调整。
政治上，参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

进行体制化改革，主要措施有: 一是成立部长会议

执行委员会，由总理和八位副总理组成; 二是在

1975 年召开古共“一大”，制定党纲，通过了宪法

草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行政区的调整方案;

三是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 四是召开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选举国务委员会，卡斯特

罗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 五是改

组武装部队，促使其正规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六

是恢复和加强工、青、妇、学生以及保卫革命委员

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
在经济上，实行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卡斯

特罗指出，要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要认

识到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张在

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

系，要使用货币、价格、财政、预算、税收、信贷、利
息及其他商品形式作为必要手段，核算产品成本，

有效使用资金，提高经济效率。③ 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降低糖的比重，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二是制定

经济的三年和五年计划; 三是恢复预算制度，设立

财政、统计和价格委员会，在全国建立财会体系;

四是加入经互会，实现与苏东经济一体化; 五是在

1975 年正式批准实施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加强

中央计划委员会职权，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企业实行自筹资金制，给予其较大的自主权，使用

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杠杆调节经济。
自 1977 年起，古巴相继实施经济核算制，允

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开设平行市场; 实行价格、
税收和银行信贷制度; 企业中实行劳动定额，建立

集体奖励基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古巴还开

设农民自由市场，实行新的工资制度; 改革物价制

度，减少补贴并取消了一些免费项目。1982 年还

颁布《外国投资法》，实行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前五年，古巴社会总产值年

均增长 7． 3%，工业生产年均增长 8． 8%，成为古

巴革命胜利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五年。④

( 三) 否定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开始“纠偏

进程”( 1986—1990 年)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

在苏联推行“彻底改革”、“全面民主化”和“扩大

公开性”，苏联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古巴国内

也有人主张实行类似苏联的改革，但遭到卡斯特

罗的坚决反对，并由此在全国发起了“纠正错误

和不良倾向的进程”，即“纠偏进程”。他强调，利

润和价值规律等机制只是“政治工作和革命工作

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主要途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也不是解决

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指出，古巴出现了一个

新的富人阶级，这些人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

像以前的雇佣军一样对古巴革命起着破坏作用，

是当前古巴的大敌。他还指出，经济领导和计划

体制执行委员会不是为走向资本主义而设立的，

它“犯了上百万错误”，“带来了上百万的问题”。
“我们犯了两个错误: 在第一个阶段，犯了理想主

义错误; 在另一阶段，我们企图克服理想主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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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却犯了经济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错误。”①

“纠偏进程”的主要措施包括: 关闭农民自由

市场，限制向工人发放奖金，恢复国家的统购统销

制度; 禁止私人买卖房屋; 禁止出售手工艺品和艺

术品; 禁止私人行医; 降低著作权费等。② 1991 年

古共“四大”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指出，1976 年以

来实行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是照抄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金钱，导致了人

民觉悟的异化和思想意识的恶化，必须用“纠偏

进程”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党的所有活动。③ “纠偏

进程”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加强了党的领导，统

一了思想，顶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然而，该

运动在经济上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 四) “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关于社会主义

发展模式的探索( 1990—2006 年)

1990 年，由于苏东剧变带来的严重困难，古

巴宣布“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1 年古共“四

大”召开前，党内就应对经济困难应采取什么样

的政策产生了激烈辩论。这次辩论一方以党内的

理论家卡洛斯·阿尔达纳( Carlos Aldana ) 为代

表，属于改革派，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加速经济发

展，为党内不同意见提供政治空间，而不是给其戴

上反革命的帽子; 另一方则以保守派( 国外学者

又称之为“强硬派”) 何塞·拉蒙·马查多·本图

拉( José Ｒamón Machado Ventura) 为代表，认为快

速的经济变化会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在经济危机

时尤其会遭到激烈的批评，会动摇体制，有重蹈苏

东剧变的危险。
在几个月的讨论之后，古共“四大”提出了

“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口号，决定对外资

进行广泛的开放。1992 年和 1995 年两度修订的

《外资法》，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古巴全国人大

还将合资企业纳入宪法，承认其是古巴经济中的

一种所有制形式。1993 年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

法化，允许美元自由流通，目的是要将私人手中和

市场上非法流通的美元收回到国家手中，并刺激

美元流入国内。作为配套措施，政府放宽了对古

侨回国的限制，并取消了所携美元限量的规定; 通

过与外资合作，扩大外汇商店的网络; 允许私人在

银行储蓄外汇等。1994 年和 1995 年，还先后实

行了外汇券制度、作出了允许自由兑换外币的规

定。同时，允许在 135 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合资

企业，将原有的国营农场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

“合作生产基层组织”。1994 年还宣布包括糖业

在内的所有部门均对外开放，再度开放了农牧产

品自由市场和手工业市场。1996 年宣布建立自

由贸易区，并实行金融体制改革。1997 年 10 月

召开的古共“五大”通过的《经济决议》指出，“提

高经济效益是古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在经

济指导中，计划将起主导作用，尽管在国家的调节

下，已经给市场打开了一个空间”。④

自 1994 年起，古巴经济开始持续恢复，合资

企业、个体经济等非公经济形式有了一定发展，对

外贸易的多元化取得成效，与中国、欧盟关系的发

展以及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尤其是 21 世纪初

与委内瑞拉战略联盟的建立，极大地改善了古巴

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自 2000 年起，委内瑞

拉每天以优惠价格供应古巴 5． 3 万桶石油，到

2004 年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后增加到 9 万桶，古巴

派往委内瑞拉的医生也从 2 万人增加到 4 万人。
2005 年，两国还宣布实行一体化计划。由此，古

巴的经济困难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进入 21 世纪，古巴领导层认为经过十多年的

特殊困难时期，党和政府不仅面临严重的经济问

题，还面临严重的政治问题。年轻人不会记得革

命前古巴的困苦，也不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古巴

相对好的年景，对他们来说，革命就意味着私有

化。⑤ 2004 年 10 月 25 日，卡斯特罗宣布，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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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Ｒaúl Castro ( Second Edition ) ，Lanham，Boulder，New
York，London: 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4，pp． 49 －
58．



月 8 日起中止美元在古巴市场上的流通，取而代

之的是可兑换比索( 汇率与美元等值) 。同时，政

府将对美元与可兑换比索的交易征收 10% 的税。
这标志着古共“四大”以来有限经济改革措施的

再度收紧。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自我反省》一文

中指出，允许美元流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

困难，但也带来了社会分配不公。有些人可以得

到侨汇或者旅游收入，同时又享受国家的各种福

利，如免费住房和医疗等，而多数人却无法获得美

元，这就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① 此外，这一时

期，政府再次实行了限制个体经济和关闭农贸市

场的措施。

二、劳尔·卡斯特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

式“更新”思想( 2006 年至今)

2006 年 7 月，卡斯特罗因病将古巴的最高国

家领导职务交由劳尔·卡斯特罗( Ｒaúl Castro，以

下简称“劳尔”) 。在 2008 年 2 月召开的古巴第

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劳尔正式接替卡

斯特罗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

席。在 2011 年 4 月的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 以下简称古共“六大”) 上，劳尔当选古共

中央第一书记。劳尔主政十多年来，一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经济变革措施，另一方面提出了“更新”
社会主义模式的主张，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面

推进“更新”进程。
( 一) 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

上来

劳尔主政以后，提出“结构与观念的变革”，

在采取将闲置土地分配给农民、鼓励个体经济发

展等变革措施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调研工作，指

出:“今天干部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和中心是经

济战”②，“所有领导人的首要课程经济，要全力以

赴地学习经济、发展经济和管理经济”③。劳尔还

叫停了卡斯特罗时期游行示威喊口号的惯例，指

出“哪里有土地，古巴人就应该到哪里( 耕种) ，要

看我们会不会干活，会不会生产，不能光喊‘誓死

保卫祖国，我们必胜’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

号”④。
2007 年 7 月，劳尔在讲话中承认“目前古巴

面临极端的客观困难: 工资不足以满足全部需要，

没有履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

则; 社会纪律松弛、自由放任等”，“古巴的特殊时

期并没有结束”。⑤ 劳尔还指出，“满足人民的基

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主要任务。”“我曾说，芸豆

和大炮一样重要，后来随着形势的恶化，我又说，

芸豆比大炮更重要”，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持续

巩固国民经济及生产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基本

需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否则，国家就不

可能有发展”。⑥

( 二) 发展个体经济，承认非公所有制和市场

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个体户、放开农产品贸易市场一直是古

巴克服经济困难时期经常采取的措施，但这种措

施往往在经济困难有所缓解时又重新收紧甚至取

缔。裁撤国有部门的冗员，增加个体劳动者的数

量是古巴更新经济模式的重要措施。劳尔指出，

要改变对个体私人劳动的看法，认为个体劳动既

能为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务，又可以解决部分人员

的就业，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方便，而不能歧视和

丑化他们。他强调，“我们在个体部门的扩大和

灵活化方面已经迈出和即将迈出的步伐是深思熟

虑和认真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保证，这次不会再

有倒退。”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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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20 日劳尔在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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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ionaldel Poder Popular”，disponible en http: / /www． c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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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古巴更加重视大的社会所有制形

式，忽视甚至排斥个体小农和其他个体劳动者的

作用。古共“六大”出台的《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

政策纲要》重申维护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

制，但承认合作社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

所有制仍将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推动其他所有制

形式的发展，如合资企业、各行业的合作社、自主

经营者和小农户等。这些所有制形式与社会所有

制一道，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2013 年 7 月 7
日，劳尔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

将古巴变革的总体方向概括为，“维护和推动社

会主义在古巴的发展，推动建设繁荣和可持续的

社会主义; 确保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承认

其他非国有经营形式发挥的作用; 在不否认市场

存在的同时重申计划是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手

段”①。
( 三) 强调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劳尔主张根据劳动成果，按照社会主义原则

进行分配，反对平均主义。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导

致“大锅饭”，严重曲解了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主义

原则。在 2008 年 4 月第七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

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劳尔正本清源，把这些概

念与平均主义区别开来。他指出，“社会主义意

味着社会公正和平等，但是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

等，而非收入的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归根

结底，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形式: 勤劳的劳动者

受到不勤劳的劳动者甚至好吃懒做者的剥削。”②

面对新形势，劳尔提出结合物质利益和精神

利益结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实施两种性质的

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古巴 1986 年

的“纠偏进程”完全取消了物质激励，各方面的积

极性受到严重打击。现在古巴重新将物质激励作

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利于打破古巴经济长期以

来“有公平，无增长”的僵化局面。
( 四) 促进对外关系的转变

古巴是一个岛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

济的工业体系。旅游、镍矿、蔗糖出口是其传统的

经济支柱，而在能源、药品、食品等方面严重依赖

进口。因此，古巴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外部市场，才

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时，古巴长期的

经济困难不可能靠国内资本提高投资率，需要外

资这一增量来提高投资率，促进改革，保障经济

发展。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的对外关系出

现了三次转向: 第一次是革命胜利后外交重心从

美国转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从苏东国家转向拉美国家、亚洲社会

主义国家、俄罗斯和欧盟国家; 第三次是在查韦斯

去世之后，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面临严重的执

政危机，古巴获得的国际援助不断减少，由此根据

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古美关系正常化和古欧关系

正常化，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投资，助力国内的更

新进程。

三、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成效与挑战

古巴近十年来的更新进程尽管还没有在宏观

经济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更新在全国形成了改

革的共识，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重要措施。当然，目前古巴国内对改革的具

体方向上仍然存在分歧，关于国企改革等的一些

目标尚未实现。
( 一) 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取得的成效

关于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取得的成效，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思想和观念上形成了关于改革的共

识，认为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是古巴经济困难的

重要原因，古巴现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需要更新本

身就是重大突破; 第二，更新进程中政府将闲置土

地分给农民，农业得到一定发展，重新促进个体户

的发展，缓解了经济困难; 第三，古共“六大”出台

的《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是更新进程

重要的顶层设计，“七大”出台的关于经济社会模

式更新理论化的文件是古巴党和政府对更新理论

的重要探索; 第四，更新进程中制定了新的移民

法、税法、外国投资法、劳工法、特区法等重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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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为更新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提供了保障; 第五，

劳尔领导的更新进程规范了党的组织生活，实行

了干部任期制，这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最后，为了给更新创造良好条件，古巴方面积极寻

求古美关系和古欧关系的正常化，并取得重要

进展。
( 二) 当 前 古 巴 社 会 主 义 模 式 更 新 面 临 的

挑战

第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进展缓慢，在计划

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改革与稳定等社会主义发展

的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卡斯特

罗注重个人魅力而忽视制度; 劳尔则强调制度的

重要性，不仅使党的组织活动制度化，还实行了干

部任期制度。卡斯特罗强调社会公平; 劳尔则提

醒人们不能总指望“爸爸国家”为每个人解决一

切问题，并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剥削。卡斯特罗

认为，“市场是一只疯狂、野蛮的野兽，谁也无法

驯服它。”①他在古共“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古巴

“可以利用某种市场形式”，但“不能服从于市场

的盲目规律”。劳尔严厉批评经济计划和组织工

作缺乏协调性、不讲效益的做法。2008 年 7 月，

劳尔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指出:“2 加

2 等于 4，我们不可能希望等于 5。但是在社会主

义中，有时 2 加 2 却等于 3。”他认为，“我们的义

务是在未来几年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经济和人力资

源的使用效益，对开支和成本精打细算，善于勇敢

地改正我们在经济管理方面所犯的理想主义的错

误。”②虽然劳尔强调提高效率和效益，但仍坚持

以计划为主，而不是市场。在这一点上，劳尔时期

党的理论认识并没有突破卡斯特罗时期。
第二，当取消凭本供应、货币双轨制、国有企

业改革等方面面临挑战时，在市场机制未能有效

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外资缺乏进入古巴的意愿，投

资率仍然很低，影响了更新的经济成效。古巴长

期推行先社会、后经济的政策，而今又在更新中承

诺保证教育和医疗的免费政策不变，使得古巴难

以用增加投资助力更新进程，而温饱尚不能确保

的古巴人民更加无力投资实业，这也是古巴的投

资率长期徘徊在 10%左右、很多项目和计划无法

实施和完成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能利用更新克服

投资瓶颈，培育市场，更新的成效就难以在宏观经

济上得以体现。

第三，在最高领导人更替方面，仍然存在风

险。卡斯特罗已经逝去，真正的劳尔时代已经到

来，但劳尔还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要从国家最

高领导职务上退下来，如果其在担任古共第一书

记期间仍然能发挥重要影响，那么他还有约四年

的时间( 到 2021 年古共“八大”召开) ，这一期间

古巴能不能在更新进程上取得重大的理论突破，

能不能顺利地将最高领导权交到下一代手中，同

时保持政治稳定，抵御住美国的渗透，确实存在巨

大挑战。好在劳尔直接宣布自己在 2018 年退休

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马查多·本图拉等革命元

老将一并退休，这给了迪亚斯·卡内尔( Miguel
Díaz － Canel Bermúdez) 、马里诺·穆里略( Marino
Alberto Murillo Jorge) 等可能的接班人③充分的政

策空间，对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非常有利。
第四，随着古美关系和古欧关系的改善，古巴

在更新方面的推进动力不足，国内在改革的方向

和速度等方面存在分歧，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政

治稳定。美国不仅地缘上接近古巴，而且是古巴

移民最多的国家，是古巴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对象

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古巴开放效果的最重要外因。
美国希望通过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在古巴最高

领导层代际交替之时，将“以压促变”改为“接触

政策”，加快对古巴的渗透，使古巴的改革开放走

上“民主化改革、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此外，

美国掌握着美古关系发展的主动权，关于对古政

策都以国内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对古政策已经成

为美国内政，仅仅凭借主管外交的总统府难以改

变美国的对古政策。

四、关于古巴更新进程目标模式的争论

关于古巴更新进程的目标模式，有学者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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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rso Pronunciadopor el General de Ejército Ｒaúl Castro Ｒuz，
Presidente de los Consejos de Estado y de Ministros，en las
Conclusiones de la Primera Sesión Ordinaria de la VII Legislatura
de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disponible en
http: / /www． cuba． cu /gobierno / rauldiscursos /2008 /esp / r110708e．
html．
迪亚斯·卡内尔现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马里诺·穆里

略现任落实发展纲要委员会主席，他们同现任外交部长布鲁

诺·罗德里格斯( Bruno Ｒodríguez Parrilla) 一起被认为是古巴

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选。



归纳为 三 种 可 能，也 是 古 巴 国 内 争 论 的 三 种

方向。①

第一种是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强调一个不

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必须首先考虑工人阶级的利

益，而不是私人资本。因此，建设一个垂直结构的

中央集权国家更适合为全体公民提供物质和服

务，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他们认为要对享有自

治地位的个人和单位进行平行协调是不可能的，

民主管理的组织是无效的，只能产生社会冲突、动
乱乃至国家解体。国家控制经济是国家社会主义

者们主张的中心议题，他们认为当前的古巴不需

要大的变革，认为党和国家管理层在听取人民意

见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
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古巴面临的问题

是缺乏纪律和控制、腐败、管理低效以及管理人员

的水平低。因此，应该在垂直的结构内加强纪律

与监督，内部监督靠领导、外部监督要建立审计等

外部机构，强调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教育解决，不承

认自我监督和透明的重要性。国家社会主义的立

场在国家官僚机构中普遍存在，它们希望恢复秩

序，拒绝实质性的变革，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一些

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反对任何分权和私有

化的变革。当然一些害怕社会失序的普通古巴人

也支持这种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者也能接

受国家放弃一些小企业的管理，认为在特定情况

下需要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些市场关系，但只是作

为对资本主义的必要让步。地方政府也有一些资

源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二种是市场社会主义主张，认为社会主义

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人民购买力，改善人民的物质

生活应该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 认为社会主义

就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但如果没有财富便无可

分配。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古巴更新的目

标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有效的

社会财富再分配和有利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管

理制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来说至关重要; 国家经济

长期表现不佳的原因是集权，国家垄断着商品和

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缺乏预算的约束和私人企业

家精神，缺乏市场关系的刺激。尽管市场社会主

义者没有公开宣称，但他们实际上是认为基于自

治的地位和私人利益的驱动的私人资本管理模式

是经营企业的最有效方式，而市场是协调企业行

为、分配资源、促进效率与创新的最有效手段; 国

家应该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物质刺激和市场规

律提高效益。
对于利用市场会加重不平等、雇员被剥削、某

些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市场

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应该在未来解决，而不应该

成为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干扰; 古巴的收入不

平等已经成为现实，而这与国家制定的工资无关，

主要来自侨汇和旅游等体制外收入。市场化政策

就是要检验人们适应市场的能力，这将不可避免

地产生“赢家”和“输家”，国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

来限制收入过度不平等等不良后果。市场社会主

义者还主张仿效中国和越南，采取措施将古巴纳

入国际产业链，吸引外资。
另一方面，市场社会主义者受到的批评也最

多，如忽视市场化带来的不平等、腐败、社会动荡、
环境恶化、精神空虚等恶果，而且拿不出预防方

案。他们还被批评违反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将工

人置于与资本家不平等的工作位置，难以保护他

们的权利等。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主张者中最激进

的大多是企业管理层，于是他们被批评为了逐利，

希望国家放松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监管措施，使

企业拥有更多的自治、更少的监督、承担更少安全

的工作，只有个人形式上参与的企业家完全管理

模式，被批评为受到中国和越南市场化和私有化

思想影响最严重的主张。
第三种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

为社会需要比资本主义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

秩序，认为没有团结、平等和人民对各领域决策的

实质参与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

实质是把从社区到工作间的自我管理制度化，直

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层次，实现对国家、社会、经济

以及所有领域的社会控制。
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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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amila Pineiro Harnecker，“Cuba's New Socialism，Different
Visions Shaping Current Changes”，in Philip Brenner，Marguerite
Ｒose Jimenez，John M． Kirk and William M． Leogrande ( eds． ) ，

A Contemporary Cuba Ｒeader: The Ｒevolution under Ｒaúl Castro
( Second Edition )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London，

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4，pp． 49 － 58．



目标不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而是创

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人的能力。如果在更解

放的日常生活中物质需要会变化的情况下，才是

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认为古巴社会

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在生活和社会的日常管理过程

中一直缺乏工人和公民的实质参与，导致从中央

到地方和企业的决策没有人民的实质参与; 认为

国家机构没有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工人和管理者都

缺乏主人翁精神。政府决策缺乏人民实质参与，

管理机构缺乏民主，再加上收入不足以满足需要，

导致工作动力差、错误决策和腐败。没有好的主

人翁精神，资源就得不到很好地使用，因此工作间

里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主

义者的主张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

批评为乌托邦，认为这一主张忽视了人们基本生

活需要的重要性。

五、结论

通过对卡斯特罗和劳尔两个时期古巴关于社

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第一，到目前为止，卡斯特罗兄弟进行的改

革、调整或“更新”都仍然是利用市场的改革，而

不是“市场化改革”或“市场方向的改革”。由此

分析，劳尔执政以来古巴形成的改革共识可能突

破之前调整改革后就撤回“对资本主义的让步”
的怪圈，但如果在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等方面

仍然不能有实质性突破，古巴的改革可能停滞，甚

至出现逆转的可能。
第二，如果笼统地说古巴的传统社会主义模

式是照搬苏联模式才造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的结果，显然是错误的。有学者将古巴对发展

模 式 的 探 索 归 纳 为 理 想 主 义 和 实 用 主 义 的 循

环①，而 20 世纪 70 年代古巴照搬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阶段恰恰是实用主义的产物，正是在这个

时期，古巴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手段，在企业间建立

了全面的购销关系。由此分析，古巴社会主义发

展模式比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性更强。这是

我们研究古巴改革的前提。
第三，尽管如此，古巴仍然存在出现“市场化

改革”或“市场方向的改革”的可能。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一直存在利用市场和物质刺激的主

张，尽管后来古巴实行了比苏东国家还要严格的

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

式的时期和苏东剧变后的“和平时期的特殊阶

段”都出现了利用市场的改革。综合前述关于古

巴“更新”进程的三种目标模式，第三种自我管理

的民主社会主义遭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市场社会

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影响也最小。而前两种主张

实际上都没有完全否认市场的作用。事实上，国

家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争论的本质就是关于

计划和市场的主体地位问题，就是关于实行市场

制度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

本质的问题。中国早在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

话”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 “计划多

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可见，至今，中

古两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仍然不同。
总之，关于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前景，笔

者的基本判断是: 一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仍然占据

统治地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会发生根本变

化; 二是如果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等方面获得

突破，古巴可能走上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市场化改

革之路; 三是如果古巴未能顶住西方的和平演变，

或者实行休克疗法，社会主义政权就会变色。目

前，最后这种可能仅仅是假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文工］

① Camelo Messa Lago and Jorge Pérez － López，“Cuba under Ｒaul

Castro: Assessing the Ｒeforms”，see from https: / /www． rienner．

com /uploads /51cb22c8e9c96． pdf．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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