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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
曲折发展

徐世澄

内容提要: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拉美各国人民特别

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极大鼓舞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初ꎬ 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ꎮ 到 １９６０ 年ꎬ
拉美 ２２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ꎬ 有 １８ 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了友好

关系ꎮ ６０ 年代初期ꎬ 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ꎬ 但仍

与中共维持着正常往来ꎮ １９６５ 年至 ７０ 年代后期ꎬ 由于拉美大多数

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支持苏共立场ꎬ 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

的关系恶化和中断ꎮ 与此同时ꎬ 从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

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ꎮ 中国 “文化大革命” 结束和改革开放

开始之后ꎬ 大多数拉美共产党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ꎬ 中共也调整

了与拉美新党的关系ꎮ 无论是与拉美老党还是与拉美新党的关系ꎬ
中共都遵循中共十二大确立的 “独立自主ꎬ 完全平等ꎬ 相互尊重ꎬ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党际关系四项原则ꎮ 此后ꎬ 中共在党际关系

方面ꎬ 又突破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ꎬ 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

主等各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大突破ꎬ 党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

涵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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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形势的变化ꎬ 以及双方政策的调整ꎬ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变化ꎮ

一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双边关系的建立

拉美是较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ꎮ① 有的拉美共产党成立时间比中国共

产党还要早ꎮ 早在 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ꎬ 智利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ꎬ １９２２ 年 １ 月

２ 日ꎬ 该党改名为智利共产党ꎮ 智利共产党于 １９９０ 年将其创始年份定为 １９１２
年ꎬ 并认为它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共产党ꎮ②

１９１７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ꎬ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十月革命的推动下ꎬ 拉美国

家相继建立了共产党ꎮ 有些拉美共产党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之上 (如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古巴和秘鲁等)ꎬ 群众基础较扎实ꎬ 政治影

响力较大ꎮ 有些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影响则主要局限在作家、 学者等知识分子和

学生等群体中ꎮ 阿根廷社会党的左翼于 １９１８ 年从社会党内分离出来ꎬ 建立了国

际社会党ꎬ １９２０ 年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ꎮ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墨西哥马克思主义社会党

成立ꎬ 同年 １１ 月改称墨西哥共产党ꎮ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乌拉圭正式建立共产党ꎮ １９２２
年 ３ 月巴西共产党举行成立大会ꎮ １９２５ 年 ８ 月古巴共产党正式成立 (后改名为

人民社会党)③ꎮ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巴拉圭共产党建立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何塞卡洛

斯马里亚特吉等人建立秘鲁社会党ꎬ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改称秘鲁共产党ꎮ④ １９２９
年第一届拉美共产党大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ꎬ １５ 个成立不久

的拉美共产党派出３８ 位代表参会ꎮ⑤ 不久ꎬ 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 南美局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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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５０ 年代ꎬ 拉美共产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ꎮ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厄瓜多尔社会党正式建立ꎬ 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改名为共产党ꎮ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萨尔

瓦多共产党成立ꎮ １９３５ 年委内瑞拉革命党建立ꎬ 不久改名为民族民主党ꎬ
１９３７ 年该党发生分裂ꎬ 一部分人退出成立委内瑞拉共产党ꎮ １９２６ 年哥伦比亚

革命社会党建立ꎬ １９３０ 年改名为共产党ꎮ １９４２ 年多米尼加革命民主党成立ꎬ
１９４６ 年改名为人民社会党ꎬ １９６５ 年改名为共产党ꎮ １９５０ 年玻利维亚共产党正

式建立ꎮ １９５４ 年洪都拉斯共产党成立ꎮ １９５９ 年海地共产党人建立人民统一

党ꎬ １９６９ 年与人民民族解放党 (１９５４ 年成立) 合并成立海地共产党ꎮ 到 １９４３
年第三国际解散时ꎬ 拉美国家先后成立了 ２０ 个共产党ꎮ

中国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ꎮ 拉

美各国共产党中ꎬ 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是巴西共产党ꎮ １９４９ 年中国

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对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产生了

巨大影响ꎮ 拉美各国人民ꎬ 特别是这些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共产党受到了极大

的鼓舞ꎬ 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ꎮ
早在 １９４９ 年年底ꎬ 墨西哥劳工运动领袖、 人民党书记维森特隆巴多

托莱达诺访华ꎬ 回国后出版了 «新中国旅行日记» 一书ꎬ 宣传和介绍新中国

的变化ꎮ① １９５１ 年ꎬ 巴西、 厄瓜多尔、 巴拉圭等国共产党就与中共有书信、
贺电和电报往来ꎮ １９５３ 年巴西共产党派中央干部到中国考察和了解中国革命

经验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５ 日ꎬ 时任巴西共产党总书记的普列斯特斯电贺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ꎮ 同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他又电贺毛泽东 ６０ 寿辰ꎮ 他

在电文中指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ꎬ “其经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ꎮ 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其文件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初ꎬ 中共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ꎮ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ꎬ 拉美 ６ 国共产党 １０ 位领导人②在出席苏共二十大后ꎬ 应邀到中

国访问ꎬ 这是拉美共产党领导人首次访华ꎬ 与中共领导人直接会晤ꎮ 同年 ９
月ꎬ 拉美 １１ 国③共产党应邀派代表参加中共八大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ꎬ 拉美 １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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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① 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４０ 周年庆祝活动后ꎬ
从苏联到中国访问ꎮ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ꎬ 又有拉美 １５ 国共产党的 ２３ 名代表在参加

苏共二十一大后到中国访问ꎮ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底 １０ 月初ꎬ 拉美 １１ 国② 共产党应

邀派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０ 周年庆祝活动ꎬ 其中包括巴西

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 阿根廷共产党领袖柯多维亚等拉美共运著名活动

家ꎮ 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会见了到访的拉美共产党

代表们ꎮ③

到 １９６０ 年ꎬ 拉美 ２２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ꎬ 有 １８ 个党与中共建立和发展

了友好关系ꎬ 这 １８ 个党是: 阿根廷共产党、 玻利维亚共产党、 巴西共产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 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 古巴人民社会党、 智利共产党、
厄瓜多尔共产党、 危地马拉劳动党、 洪都拉斯共产党、 萨尔瓦多共产党、 墨

西哥共产党、 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 巴拿马人民党、 巴拉圭共产党、 秘鲁共

产党、 乌拉圭共产党和委内瑞拉共产党等ꎮ 随后ꎬ 其他几个拉美共产党也与

中共建立了联系ꎮ 据统计ꎬ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ꎬ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共

产党增加到 ２５ 个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 １６—２２ 日ꎬ 伍修权代表中共中央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古巴

人民社会党八大ꎬ 这是中共首次派代表参加拉美共产党的代表大会ꎬ ８ 月 ２２
日ꎬ 伍修权还应邀与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彻夜长谈ꎮ④

二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分歧及双方关系的中断

１９５６ 年苏共二十大后ꎬ 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

分歧ꎬ 并逐步激化ꎮ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ꎬ 在纪念列宁诞辰 ９０ 周年之际ꎬ 中共发表

«列宁主义万岁!» 等三篇文章ꎬ 号召世界各国共产党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ꎬ
在时代、 和平过渡、 和平共处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一系列问题上不点名地批判

“最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ꎮ ６ 月ꎬ 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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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ꎬ 赫鲁晓夫对中共组织围攻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了 ８１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ꎬ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率中共

代表团与会ꎮ 会前ꎬ 苏共领导人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国共产

党的长达 ６ 万余字的信件ꎮ 会议开始ꎬ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又带头组织对中

国共产党的围攻ꎮ 对此ꎬ 邓小平总书记在发言中ꎬ 就中苏两党间的意见分歧

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向各国代表作了尽情尽理的说明ꎮ 由于中共代表团坚持

原则、 坚持斗争、 坚持团结ꎬ 会议最终达成了协议ꎬ 通过了 «各国共产党和

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和 «告世界人民书»ꎬ 并发表了公报ꎮ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总结了 １９５７ 年 «莫斯科宣言» 以

来的国际形势ꎬ 分析了时代的主要特征ꎬ 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ꎬ
指出: 各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团结ꎬ 是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伟大斗争取得新胜利的保证ꎬ 并重申了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准则ꎬ 强调通过协商取得一致的原则ꎮ «声明» 既

反对革命输出ꎬ 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ꎬ 重申了 １９５７ 年 «莫斯科宣

言» 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存在和平与非和平两种

可能性问题ꎮ 在会上ꎬ 深受苏共影响的拉美 ２２ 个共产党中的绝大多数都公开

支持苏共ꎬ 纷纷批评和指责中共ꎮ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ꎬ 中共中央发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ꎮ ７

月 ６—２０ 日ꎬ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党会谈ꎮ 会谈期间ꎬ
苏共中央发表 «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ꎬ 对中共进行攻

击ꎮ 从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ꎬ 中共中央以 «人民日报» 和 «红旗» 杂

志编辑部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ꎬ 指名批判 “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ꎬ 与此同时ꎬ 苏共发表大批文章回应ꎮ 随着国际共运大论战的发

展ꎬ 中苏两党关系中断ꎬ 国际共运出现分裂ꎬ 并导致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恶化ꎮ
在 ６０ 年代初期ꎬ 拉美共产党虽然与中共有分歧和争论ꎬ 但仍与中共维持

着正常往来ꎬ 而中共当时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苏共等少数党ꎬ 避免与多数党

发生争论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ꎬ 拉美 ２２ 个共产党在哈瓦那召开会议ꎬ 会议做出了关于呼

吁停止国际共运公开论战的决议ꎬ 并派出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

导委员会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率领的拉美 ９ 国共产党代表团访

问中国和苏联ꎬ 调解中苏两党的分歧ꎮ 当时ꎬ 毛泽东认为ꎬ 中苏两党的这场

争论 “要进行一万年”ꎬ 拉美共产党代表团停止论战的建议自然不能被中共接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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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ꎮ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ꎬ 古巴党领导人格瓦拉第二次访华ꎬ 与刘少奇、 邓小平和彭

真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ꎬ 但双方没能取得一致意见ꎮ①

从 １９６５ 年至 ７０ 年代后期ꎬ 由于拉美大多数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

采取了支持苏共的立场ꎬ 同时也由于中国处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ꎬ 对内对

外极左思潮泛滥ꎬ 中共与拉美多数共产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和中断ꎮ 与此同

时ꎬ 古巴党和政府对华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从中间立场倒向苏共ꎮ②

１９６５ 年上半年ꎬ 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ꎬ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曾四次在公

开场合影射攻击中国ꎬ 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ꎮ 同年 ９ 月ꎬ 他召见中国

驻古巴临时代办ꎬ 对中国大使馆散发宣传品提出抗议ꎬ 声称这是 “侵犯了古

巴的主权”ꎮ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２ 日ꎬ 他还就中国削减对古巴出口的大米配额对中国

进行公开批评ꎮ③ 随之ꎬ 中古两党关系恶化并中断ꎬ 但两国关系仍维持在冷而

不断的状态ꎮ

三　 中国共产党与从拉美共产党老党分裂出来的新党建立关系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在拉美大多数老共产党与中共断绝关系的同时ꎬ 从

拉美老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新党陆续与中共建立起党际关系ꎮ
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ꎬ 受中共与苏共论战的影响和分

裂的冲击ꎬ 拉美各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内部在治党方针、 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的

方式以及内外政策的立场上产生严重分歧ꎬ 许多共产党内出现 “亲苏派” 和

“亲华派” 的斗争ꎬ 普遍发生组织上的分裂ꎬ 出现一国多个共产党并存的局

面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通常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共产党称为老党ꎬ 把新出现的

共产党称为新党ꎮ
最早发生分裂的拉美共产党是巴西共产党 (ＰＣｄｏＢ)ꎮ 苏共二十大后ꎬ 巴

西共产党党内对 “和平过渡” 问题产生针锋相对的两大派: 以总书记普列斯

特斯为首的 “改良派” 追随苏共路线ꎬ 宣称放弃武装夺取政权ꎻ 以党中央政

—０６—

①

②

③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１２５ 页ꎮ

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ꎬ “Ｔｏｒｍｅｎｔｏ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ｕｎａ Ｆｉｄｅｌｉｄａｄ Ｅｌ Ｃｏｍｕｎｉｓｍｏ Ｌａｔ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ｙ ｌａ
ＵＲＳＳ”ꎬ ｅｎ Ｎｕｅｖ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ꎬ Ｎｏ ８０ꎬ Ｎｏｖｉｅｍｂｒｅ －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７８ － ８５

贺双荣主编: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１２４ － １２６ 页ꎮ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曲折发展　

委和书记处书记若昂阿马佐纳斯为代表的 “革命派” 则支持中共的立场ꎬ
主张武装夺取政权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ꎬ 普列斯特斯等人把党的名称改为 “巴西的

共产党” (ＰＣＢ)ꎮ 而 “革命派” 则继续使用 “巴西共产党” 的名称ꎮ １９６３ 年

年初ꎬ 巴西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访华ꎬ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ꎬ 得到中共承

认ꎬ 建立了两党的关系ꎬ 巴西共产党成为拉美第一个得到中共正式承认并建

立关系的新党ꎮ 此后ꎬ 拉美各国陆续成立了 ２０ 多个新党ꎬ 如阿根廷共产党

(马列)、 阿根廷革命共产党、 智利革命共产党、 智利革命共产党 (马列)、
哥伦比亚共产党 (马列)、 哥伦比亚马列主义联盟、 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运

动、 秘鲁共产党 (红旗)、 秘鲁共产党 (红色祖国)、 委内瑞拉革命党、 委内

瑞拉激进事业党、 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 玻利维亚共产党 (马列)、 乌拉

圭革命共产党等ꎮ 这些党陆续与中共建立了党际关系ꎮ
这些拉美新党在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初期ꎬ 几乎都无条件地支持中共在国

际共运中的立场ꎬ 还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ꎬ 不少党还把毛泽东

思想作为他们党的指导思想ꎬ 并表示坚决拥护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ꎮ 西方媒

体把这些新党和组织称为 “毛派”ꎮ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这些拉美新党领导

人和大批干部应邀到中国参观访问ꎬ 参加培训班ꎬ 了解中国 “文化大革命”
和 “反修防修” 的经验ꎬ 学习中共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斗争的经验和 “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ꎬ “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ꎮ① 因此ꎬ 许多拉

美新党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 “三斗一多” (对帝国主义要斗ꎬ 对修正

主义要斗ꎬ 对各国反对派要斗ꎬ 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和 “支左反修” 等

方针路线的影响ꎬ 并反映到它们的方针路线、 政策和行动中ꎮ
墨西哥学院教授玛丽塞拉科内莉在 «毛泽东思想对拉美的影响» 一文

中指出ꎬ “中国鼓励拉美亲华派抛弃奉行亲苏路线的共产党ꎬ 鼓励他们进行革

命战争ꎬ 夺取政权ꎮ” 文章认为ꎬ 由于大多数拉美亲华政党机械地照搬毛泽东

思想ꎬ 而不去深入了解本国的国情ꎬ 脱离群众ꎬ 因此ꎬ 有的在斗争中无谓地

牺牲ꎬ 有的则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和立场ꎬ 随着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以

及中国与拉美一些国家陆续建交ꎬ 转而反对中共的立场ꎮ②

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当时世界上影响拉美新党的不止中国共产党ꎬ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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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极 “左” 思潮ꎮ ７０ 年代ꎬ 随着中国邀

请尼克松总统访华、 中美关系的改善ꎬ ７０ 年代后半期中国 “文化大革命” 的

结束、 “四人帮” 的倒台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ꎬ 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

动党攻击中共 “联美反苏”、 在反对苏修斗争中 “妥协” “动摇”ꎮ 阿尔巴尼

亚主要从三个方面主动恶化了对华关系ꎮ 首先ꎬ 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

一马当先ꎬ 各种媒体紧跟其后ꎬ 声称阿中友谊是建立在反对美帝、 反对苏修

基础上的ꎬ 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础的一半ꎮ 于是ꎬ 阿尔巴

尼亚把 “中国修正主义” 同苏联修正主义、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欧共修正主

义并列在一起进行 “反对”ꎮ 其次ꎬ 阿尔巴尼亚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初召开了劳动党

八大ꎬ 肆意攻击毛泽东的 “三个世界理论”ꎬ 公开指责这一革命理论 “破坏世

界革命ꎬ 熄灭反帝斗争ꎬ 分裂马列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团结ꎬ 阻碍各国

人民争取自由、 独立的斗争”ꎬ 等等ꎮ 最后ꎬ 阿尔巴尼亚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

大到国家关系上ꎮ① 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的拉美 ８ 个新共产党ꎬ 即巴西

共产党、 阿根廷共产党 (马列)、 智利革命共产党、 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

党、 玻利维亚共产党 (马列)、 巴拉圭共产党 (克雷伊特派)、 哥伦比亚共产

党 (马列) 和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召开了拉美马列主

义政党会议ꎮ 会议通过了含有影射中国共产党 “联合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

个帝国主义” 及大肆吹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等内容的声明ꎮ 后来ꎬ 厄

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 (马列) 和智利革命共产党等与阿

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起ꎬ 全面攻击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并与中共断绝了关系ꎮ②

四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恢复及新型关系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恢复是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 结束、
“四人帮” 被粉碎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召开ꎬ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

段ꎬ 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之间新型党际关系的发展也在这一背景下掀开了

崭新的一页ꎮ 在邓小平提出的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指导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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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 ９ 月ꎬ 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处理中共与外国共产党关系的

“四项原则”: “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ꎬ 按照独立自主、 完全平

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ꎬ 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

级政党的关系ꎮ”①

１９７９ 年ꎬ 墨西哥共产党② 是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拉美老党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多米尼加共产党派代表团访华ꎬ 与中共恢复关系ꎮ 随后ꎬ 巴西共产

党、 乌拉圭共产党、 秘鲁共产党 (团结)、 阿根廷共产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
厄瓜多尔共产党、 智利共产党等也先后派代表团访华ꎬ 与中共恢复了关系ꎮ③

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恢复关系的进程ꎮ １９６６ 年中共与

古共断绝了党际关系ꎮ 随着形势的变化ꎬ 双方对恢复党际关系的态度发生了

变化ꎮ １９８８ 年时任中联部秘书长李北海率领的代表团应邀访问古巴ꎬ 两党举

行了会谈ꎬ 一致同意 “不算旧账ꎬ 过去问题一风吹ꎬ 一切向前看”ꎬ 两党正式

恢复关系ꎮ 李北海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文中ꎬ 详细地谈到中古两党恢复

关系的过程: “中国和古巴两党恢复关系ꎬ 是中共对外关系调整的重大步骤ꎮ
中古两党关系在 ６０ 年代大论战中被扭曲ꎬ ７０ 年代恶化ꎬ 一个时期达到互为仇

敌ꎮ ８０ 年代初ꎬ 两党关系缓和”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ꎬ 我率中联部代表团

一行四人ꎬ 赴古巴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工作会谈”④ １９８９ 年ꎬ 古巴共产

党对外关系部代表团访华ꎬ 与中联部共同制定了两党互相交流的计划ꎮ 此后ꎬ
每年两党都有高级代表团互访ꎬ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５ 年两国国家元首首次实现互

访ꎬ 将两国、 两党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访古期间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谈时

所说的: “中古志同道合ꎬ 始终坚持共同理想信念ꎬ 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同

舟共济、 休戚与共ꎻ 始终真诚相待、 相互尊重ꎬ 平等互利地开展合作ꎬ 促进

共同发展ꎻ 始终顺时应势、 与时俱进ꎬ 为中古关系注入新动力ꎮ 中方珍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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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ꎬ 墨西哥共产党与其他 ４ 个左翼政党合并组成墨西哥统一社会党ꎮ １９８３ 年ꎬ 统

一社会党总书记巴勃罗戈麦斯率团访华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墨西哥统一社会党又与其他 ５ 个左翼政党成

立墨西哥社会党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墨西哥社会党又与民主潮流派等１１ 个左翼政党组成民主革命党ꎬ 原墨

西哥共产党不复存在ꎮ 民主革命党于 １９９３ 年与中共正式建立党际关系ꎮ
祝文驰、 毛相麟、 李克明著: «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ꎬ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３２３ 页ꎮ
李北海著: «外交心语»ꎬ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３９ － 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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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传统友谊ꎬ 不论国际形势怎么变ꎬ 坚持中古长期友好是中方的既定方针ꎮ
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肝胆相照的友谊ꎬ 坚定不移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ꎬ 坚定

不移做改革发展的伙伴ꎮ”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苏东剧变、 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对拉美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产生强烈冲击ꎮ 拉美有的党改旗易帜ꎬ 不仅改变了共产党的

称谓ꎬ 也改变了党的性质ꎻ 有的党甚至销声匿迹ꎬ 党的组织消亡ꎬ 拉美国家

共产党组织的数量有所下降ꎬ 但拉美国家主要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保持ꎬ 有的

甚至得到发展ꎮ② 当前拉美共产党共有 ２０ 多个ꎬ 是拉美左翼中的一股重要力

量ꎬ 大多数拉美共产党都已与中共恢复和发展关系ꎮ
中共在逐渐恢复发展与拉美老共产党关系的同时ꎬ 也调整了与拉美新党

的关系ꎮ 随着拉美和世界形势以及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ꎬ 拉美新党也发生了

变化ꎬ 有一些党逐步摆脱了极 “左” 思潮的影响ꎬ 调整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

策ꎬ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处理党际关系的 “四项原则” 表示赞同和支持ꎬ 继

续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ꎬ 如秘鲁共产党 (红色祖国)、 哥伦比亚独立革命工人

运动、 巴西共产党等ꎮ 另外一些新党ꎬ 如智利革命共产党等ꎬ 已经消失ꎻ 个

别的党赞同中共 “文化大革命” 的路线和政策ꎬ 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ꎬ 终止

了与中共的关系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自 ２０ 世纪末到 ２０１５ 年左右ꎬ 随着拉美形势的发展ꎬ 在

拉美一些国家中出现左翼力量崛起ꎬ 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通过合法选举上台

执政的局面ꎮ 如巴西劳工党、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厄瓜多尔主权祖

国联盟运动、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乌拉圭广泛阵线、 墨西哥国家复兴

运动和墨西哥劳动党等ꎮ 这些左翼政党有的也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ꎬ 它们均

参加了拉美左翼政党和组织论坛 “圣保罗论坛”ꎬ 它们与中共也在不同程度上

建立了关系ꎮ
近年来ꎬ 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ꎬ 但它

们仍活跃在拉美的政治舞台上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秘鲁共产党 (团结) 和秘鲁共

产党 (红色祖国) 在秘鲁首都利马主持召开了拉美共产党与革命政党会议ꎬ
与会的有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古巴、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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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秘鲁、 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的 ２０ 个共产党或左翼政党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了第 ２４ 届圣保罗论坛ꎬ 与会的有来自拉美、 欧

洲和亚洲 ５１ 个国家的 １６８ 个左翼政党和组织的 ６２５ 名代表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在

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举行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共产党会议①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６ 日ꎬ 墨西哥左翼劳动党在首都墨西哥城主持召开了第 ２３ 届 “政党与

新社会” 国际研讨会ꎬ 来自拉美、 欧洲和亚洲 ４０ 个国家的 １１１ 个左翼政党和

组织的约 ２００ 名代表与会ꎮ ４ 月 ２６—２８ 日ꎬ 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举行

了南美洲国家共产党会议ꎬ 与会的有来自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巴西共

产党和巴西的共产党)、 哥伦比亚、 乌拉圭、 智利和巴拉圭的共产党代表ꎮ②

从最近几年拉美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所举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不难看出ꎬ 拉美

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组织的活动和联系是相当频繁的ꎬ 对当前尚处低潮的国际

共运而言ꎬ 可以说拉美是最活跃的地区ꎮ
自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 中共无论与拉美老党还是与

新党关系的恢复与发展ꎬ 都遵循着中共十二大确立的 “独立自主ꎬ 完全平等ꎬ
相互尊重ꎬ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党际关系四项原则ꎮ 中共十三大之后ꎬ 这四

项原则扩展成为中共与各国政党发展关系的原则ꎮ③ 中共在党际关系方面突破

了主要与共产党交往的传统ꎬ 开始尝试与拉美民族民主政党开展交往并取得重

大突破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ꎬ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成立 ５０ 周

年纪念庆典ꎬ 实现了与拉美民族民主政党的首次交往ꎮ 此后ꎬ 中国共产党与拉

美各国的民族民主政党陆续开展友好交往ꎮ 此外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起ꎬ
中共与哥伦比亚保守党等一些公认的右冀或中右翼政党陆续建立了联系ꎮ

随着中拉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ꎬ 中国共产党主要致力于同拉美各国执

政党、 参政党和有重要影响的合法在野党交往ꎬ 努力巩固并拓展交往空间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坚持 “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ꎬ 同一切愿

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ꎬ 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的对外工作指导方针ꎬ 继续积极开拓和发展与拉美各国各类政党的交往ꎬ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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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墨西哥党是 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墨西哥共产党人党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ｄｅ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ｏｓ)ꎬ 不是

原墨西哥共产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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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际交往逐步由外延向内涵转变ꎮ 目前ꎬ 中国共产党已与拉美 ３０ 多个国家的 ９０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经常性的友好往来①ꎬ 与拉美政党常设大会、 圣保

罗论坛、 社会党国际拉美与加勒比委员会、 美洲基民组织等拉美地区性政党

组织保持着联系ꎬ 中拉党际关系形成了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的良好态

势ꎮ② 多年来ꎬ 中拉党际交往为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中国政府颁布了首份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

文件»ꎬ 在其第四部分 “加强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全方位合作” 中明确

指出ꎬ 在政党交往方面ꎬ “中国共产党愿在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ꎬ 同拉美各国友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交往ꎬ 相互交流与学习ꎬ 增进了解和友谊ꎬ 加强信任和合作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９ 日ꎬ 中拉政党论坛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ꎮ 会议的主题

是 “创新、 发展、 合作与未来———中拉政党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举措”ꎬ 重点探

讨 “中拉合作” “发展道路” “２１ 世纪的政党” “经济发展” 和 “减少贫困”
五个分议题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

政策文件» 又重申了中拉在政党交往方面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

主、 完全平等、 互相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ꎬ 同拉美和加勒

比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ꎬ 进一步增进了解和互信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２７ 日ꎬ 第二届中拉政党论坛在深圳举行ꎬ 会议的主题是

“改革、 创新与党的建设”ꎬ 来自近 ３０ 个国家的 ６０ 多个政党和地区性组织的

８０ 余名外方代表与会ꎮ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与拉美共产党关系的发展既有成功的经

验ꎬ 又有不少教训ꎮ 但总的来说ꎬ 中拉党际交往为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ꎮ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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