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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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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委内瑞拉共产党是委内瑞拉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历史悠久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为了在委内瑞拉实现社会主义，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委内瑞拉共产党长期进行
艰辛的探索。委内瑞拉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国情，提出两段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并认为工人阶级是革
命的领导阶级，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委内瑞拉共产党提出要建立广泛的统一
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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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s of Socialism Conducted by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LIU Chunyuan
（ School of Marxism，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 325035，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in Venezuela． It is one of
the Marxist parties with a long hist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socialism in Venezuela and safeguar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working people，the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has carried through hard explorations for a long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proposes a two － stage theory of the socialist path of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believes that 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revolution，and stresse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working － class party build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broad united
front and unite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Venezuela； history； socialism； working － class party； united front
委内瑞拉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是委内瑞拉历史上最悠久的政党。 委内瑞拉共产党为了
在委内瑞拉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不懈地探索。在 21 世纪初，委内瑞拉共产党根据委内瑞拉的国
情，提出了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并对“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和“21 世纪社会主义 ”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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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党的统一战线策略 。

一、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历史沿革
1935 年 8 月正式成立，并加入共产国际。 自成立以来，长期
委内瑞拉共产党开始创建于 1931 年，
1941 年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20 世纪 40 年代因受到白劳德主义的影响一度分裂，
50 年代
处于地下，
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力量有很大发展 。1958 年参加并领导了反对希门尼斯独裁政府的人民起义 ，
胜利后参加大选，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获得 2 个和 7 个席位。60 年代因进行武装斗争遭到政府镇
1969 年恢复合法地位。
压，力量受到削弱并被迫转入地下。1965 年起逐步停止武装斗争，
委内瑞拉共产党多次发生分裂： 1966 年 4 月，主张武装斗争的一派分裂出去，另建革命党； 1970 年
12 月，原中央书记庞佩约·马克斯等 22 名中央委员因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而分裂出去 ，于次年
另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1974 年 5 月又有一部分人分裂出去另建共产主义统一先锋党。 几经分裂，力
量被严重削弱。在 1973 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 0． 7% 的选票，1978 年获得 0． 5% 的选票，1983 年获得
1% 的选票，
1988 年和 1993 年都获得 0． 3% 的选票。
在 1998 年大选中，委内瑞拉共产党参加了以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 ”为主体的“爱国中
心”，支持查韦斯为总统候选人。这次大选结果是，委内瑞拉共产党获得了 81979 张选票 ( 占总票数的
1． 25% ) 。在委内瑞拉共产党等政党的支持下 ，查韦斯总共获得了 3，
673，
685 张选票，当选总统。1999
年 2 月查韦斯执政后，委内瑞拉共产党继续支持查韦斯执政 ，并支持查韦斯提出的玻利瓦尔革命和在委
227 张选票，占总数的 2． 9% 。在
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在 2006 年大选中，委内瑞拉共产党获得了 342，
309，
080 张选票，连任总统。这次选举使委内瑞
委内瑞拉共产党等政党的支持下 ，查韦斯总共获得了 7，
拉共产党成为查韦斯联盟中第四大党 。
2011 年 8 月 4 日至 7 日，委内瑞拉共产党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第 14 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
的 526 名党员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新的行动纲领、政治路线和党章修正案，选举产生了
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支持查韦斯 2012 年竞选总统。 在 2012 年的总统选举中，委内瑞
拉共产党再次支持查韦斯，为其贡献了 3． 28% 的选票，使委内瑞拉共产党成为查韦斯联盟中第二大党 。

二、委内瑞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
委内瑞拉共产党将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 ： 民族解放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
阶段。委内瑞拉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 ，认为必须加强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 。同时，委
内瑞拉共产党对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和 “21 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1． 两段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认清国情、正确判断革命对象，才能得出科学的民族解放的概念，这对于委内
瑞拉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委内瑞拉是一种石油的食利者经济，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动力都围绕着石
油出口所产生的资源，石油出口活动处于国家垄断之下，因此各种资产阶级派别都试图直接或间接控制
国家机器和石油收入的管理。这种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为委内瑞拉共产党正确判断革命对象以及实施统
一战线策略提供基础。
（ 1） 民族解放阶段
委内瑞拉人民直接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不仅资源被掠夺，
而且被迫接受国外垄断资本服务的独裁
。
20
政权的统治 石油帝国主义在 世纪向委内瑞拉强加了三个反动政权： 胡安·维森特·戈麦斯的独裁统
治（ 1908 － 1935） ，
佩雷斯·希门尼斯政权（ 1948 － 1958） 和新殖民主义的假民主政权( 1959 － 1999) 。因此，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实现人民自决权和主权权利。
为此，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其 80 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 1936 年 12 月至 1937
年 1 月，委内瑞拉共产党组织了第一次石油工人罢工 ，这基本上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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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运动 ，推翻了马科斯 · 佩雷斯 · 希门尼斯将军的独
裁统治。然而，美国通过镇压工会运动和取缔包括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 ，恢复了资产阶级的
代议制民主政权，这一直持续到 1999 年。同时，委内瑞拉共产党努力通过自己的斗争促进工人和人民
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反对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联盟 。其联盟吸收工人和民间力量的加入 ，利用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带来的机遇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只有在物质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社会才能掌握所有生产资料。委内瑞拉共产党主张推进一个“民族解放革命 ”的过渡
进程，这一进程的显著特点是反帝、反垄断、民主和人民性，它将为实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 2）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有一些基本特点： 新型国家 ( 委内瑞拉共产党六大称之为“民主的
人民国家”) ，把集中的基本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人民经济，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有凝聚力的、革命的政
［1］

治领导，拥有高度革命自觉性的社会。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委内瑞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刚刚开始 。 这一过渡进程要真正走向社会主
义，应满足一些前提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的发展； 掌握国家政权； 发展生产力； 加强工人控制下
［1］
的国家所有权； 削弱和摧毁帝国主义统治机制； 实行经济计划； 发展人民教育。 民族解放运动的玻利
瓦尔进程正在恢复行使主权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委内瑞拉现在仍然没有条件建
设社会主义，因为意识和社会组织的主观条件与改造生产基础以及生产关系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即还
没有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战略计划 。革命力量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
资产阶级国家还没有被摧毁，并且当前委内瑞拉国家的领导权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手中 。历史表明，这个
政权对于实现过渡期的任务并不感兴趣 。
2．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在玻利瓦尔革命框架内发生的变化是具有爱国和进步趋势的社会改良主义
实践的结果，小资产阶级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才能超越这一
现实，确保巩固民族解放，为推进实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
目前，委内瑞拉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仍然不足 ，阻碍了工人阶级在委内瑞拉变化进程中
发挥相应的作用。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委内瑞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 ，这有利于发
展捍卫、巩固和深化革命性变化的政治路线 。
委内瑞拉工人阶级一直没有形成较大规模 ，这主要是由委内瑞拉传统的单一出口和单一生产模式
及其工业落后的经济结构造成，根源在帝国主义支配的国际分工。委内瑞拉几乎仅仅生产和出口原料 ，
特别是原油。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委内瑞拉有一些重要的工业集团，然而由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委内瑞拉迅速去工业化，直到 1999 年后查韦斯政府取消新自由主义政
策。但是内外因素阻止了委内瑞拉持续地重新工业化 。生产的脆弱性导致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相对下
降( 例如，自 1990 年以来在制造业就业的工人数量已经下降了 20% ，现在数量低于 50 万 ) 。 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数量的绝对下降 ，因为在其他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建筑、贸易和公
共服务方面，包括电信和电力。但是从质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工人仍然很重要。 此外，委内瑞拉工人阶
级的革命作用不足也存在主观因素 ，即委内瑞拉工人运动脆弱的组织性以及改良派和官僚主义分子在
其领导层内的主导地位。
3． 加强工人阶级政党建设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玻利瓦尔革命正在接近一个十字路口和一个历史的困境 ： 是在保留资本主义
制度的基础上巩固改革进程，还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取代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 。
其结果将取决于委内瑞拉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 。
委内瑞拉国内存在着企图抵毁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抹黑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声音 ： 认为工人阶级不
是社会革命的历史主体； 认为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 ； 质疑委内瑞拉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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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政党的有效性，企图使其销声匿迹。甚至在 2007 年初，有人建议委内瑞拉共产党并入刚刚成立的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欲致其解散。
针对国内的质疑之声，委内瑞拉共产党在 2007 年 3 月举行的第 13 次特别大会上，发布了《关于革
命党的论纲》。该决议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委内瑞拉共产党必须成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
组织。工人阶级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不仅最直接地受资本家的剥削，客观上更希望消灭工
资奴隶制，而且在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同时 ，也解放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的其他社会阶级 。革命的政
党必须在内容、政治、成分、意识形态及其体现的利益等方面成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 。 委
内瑞拉共产党指出，“革命政党的阶级内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它与今天的玻利瓦尔革命的反帝国主义
性质并不矛盾。委内瑞拉革命要求在这一阶段围绕民族解放的目标建立广泛的阶级联盟 。 利用大、小
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所有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是反帝国主义联盟的首要任务之一 ，但是在革命
［1］
政党内部不能存在大、小资产阶级分子的”。 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委内瑞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
的政党，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党内如果存在多阶级的政党最终将导致： 党的革命性质被

淡化，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服从于资本的利益 ，阶级斗争的变革机制被调和机制所取代以稳定
资本主义制度，革命被改良取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被模糊 。
在第 13 次特别大会上，委内瑞拉共产党重申自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把解决帝国主义的霸权利益与委内瑞拉民族利益之间的主要矛盾以及存在于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其政治路线的基础 。这就需要工人阶级具有自己的政党
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处于为实现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最前沿 。
4． 关于“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和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分析
玻利瓦尔革命进程以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为指导 ，在公正、互助、平等、合作、互补和
尊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大国家”方案，加强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发挥各国优势，解决本地区人
民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的一体化和拉美国家大联合 ，抵
［2］
制和最终取代美国倡议的美洲自由贸易区 。 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这一政治进程的目标是： 质疑美国
在该地区的帝国主义统治；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在人民之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其支持力量包括激进的
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以及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 不包括垄断资产阶级 ) ，他们反对跨国垄断
资本支配全球的战略。
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21 世纪社会主义 ”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很明确。 它自称是“新 ”思想，反对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 古巴、中国、朝鲜、越南和老挝 ) 的建设，反对科学社
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把科学社会主义称为“教条主义”。1848 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谴责了假的
社会主义，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 ”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
［3］
级的社会主义。 几个小资产阶级思潮企图盗用“21 世纪社会主义 ”的概念，以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变得
毫无意义。

2007 年委内瑞拉共产党特别大会提出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2009 年 6 月 19 日，
针对这种情况，
［4］
奥斯卡 · 尔菲格拉在国民议会强调指出： “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 。” 委内瑞拉共产党
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 “社会主义是一种商品和服务的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
［4］

会经济结构。” 统一社会主义党特别代表大会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原则 ，这相
当于正式埋葬了“21 世纪社会主义”。这表现了参与反帝国主义进程的人民力量和工人力量日益成熟 ，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团体日益被边缘化 。正如委内瑞拉共产党在 2010 年初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团体的行动没有社会主义的目标 。

三、委内瑞拉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委内瑞拉共产党提出，在委内瑞拉的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目前阶段，需要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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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包括所有认为需要一致面对和战胜帝国主义的统治 、实现全民族解放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 。
1． 加强反帝国主义联盟
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劳资之间的矛盾，
也表现在人民
与垄断资本( 即帝国主义) 之间的矛盾。因此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应利用这一矛盾，汇集各种想要通过斗
争击败帝国主义的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线。2009 年 11 月 23 日，委内瑞拉共产党领导人佩
德罗·埃伍赛（ Pedro Eusse） 阐释了反帝国主义战线的一些特点： “它远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我
们都知道，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
而且是广大的民主、
人民和进步的社会
［4］
”
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任务，
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需要有更大的力量。
帝国主义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变得更加危险，其侵略性日益加大。南美国家和进步政府正遭
受其侵略的威胁： 哥伦比亚有 7 个军事基地，其法西斯政权接受五角大楼的指令，第四舰队在大西洋以
及加勒比和南美地区部署其他军事基地 。 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玻利瓦尔革命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
［4］
的主要矛盾的最终解决需要人民力量和进步政府建立更广泛的国家 、大陆和全球范围的团结”。
除了军事威胁的手段外，大资产阶级还用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贿赂劳工领袖和劳动贵族的上层以
达到分化、破坏工会组织的目的。委内瑞拉共产党指出，美国垄断资本在幕后操纵委内瑞拉当局贿赂委
内瑞拉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特权工人阶层 ，使委内瑞拉工人联合会参加了 2002 年企图推翻查韦斯总统
的法西斯军事政变。委内瑞拉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只有广大工人阶级才最有兴趣也最有可能把委内瑞
拉革命进程进行到底，并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委内瑞拉共产党一直将工作重点放在把石油工人 、农业
工人、产业工人、海员和港口员工、专业人士及其他部门工人组织起来 ，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
当前，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仍是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 ，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阶级工会和革
命工会的团结，孤立那些仍然发挥着一定影响的叛徒和腐败的工会会员 ； 建立广泛的民主力量、民族主
义力量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盟 ； 加强自觉的工人阶级与所有革命动力的密切联系 ，包括大部分的工
人、农民、进步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以及不与跨国资本资产阶级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 。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委内瑞拉的垄断资产阶级内没有爱国人士 ，他们拒绝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几十年
来一直是美帝国主义的买办和代理人 。
2． 建立人民革命集团
委内瑞拉共产党倡导建立“人民革命集团”，它仅仅包括那些主张完全取消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力
量，因此，绝对不包括任何资产阶级派别或任何表达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 。
委内瑞拉共产党为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集团而斗争 ，以便在阶级斗争加剧的情况下它
可以持续地发动社会和政治斗争 ，反对资本的统治，并建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的革命的人民的民主国
家，从而为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建立一个人民革命集团对于工人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是至
关重要的。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一个阶级联盟 ，以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 ，才能
够成为统治阶级。
3． 成立“第五国际”
委内瑞拉共产党建议成立一个集体的工作组 ，以讨论和共同评估各项建议为主要内容 ，旨在广泛地
协调参与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斗争 。然而，“这不能成为一种强迫接受，不能重复过去把它当作领导
中心的错误，从而伤害上面提到的这些国际组织的斗争 ，各政党 100 多年来获得的发展、成熟和自主性
［4］
也必须受到尊敬”。 委内瑞拉共产党主张尽可能把更多进步的 、革命的和左派的政党与争取社会主义
或反对全球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 、工会、土著人和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阵线，以协调反对
帝国主义的斗争。
委内瑞拉共产党强调反对帝国主义 ，促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委内瑞
拉共产党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者研讨会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将其作为反对帝国主义
以及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平台。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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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而且是广大民主运动、进步运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需要更大
的力量。
4． 灵活处理与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关系
委内瑞拉共产党在处理与统一社会主义党的关系时 ，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委内瑞拉共产党参
加了统一社会主义党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以建立一个政治和选举的爱国联盟。 委内瑞拉共
产党支持玻利瓦尔革命，认为它是自己历史的一个“继续 ”。 在此进程中，委内瑞拉共产党强调自己制
定政策的自主权，其政策具有一些特点： 要求形成集体领导； 努力发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先锋模范作
用； 对政府的失误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开展自我批评； 开展斗争以摧毁资产阶级、官僚
和贪污腐败的旧政权； 要维护、加强党组织，以及 80 多年的斗争遗产和捍卫工人阶级的战略利益； 捍卫
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支持政府外交政策中值得支持的事业和斗争 ，不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国家理
性”；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玻利瓦尔的遗产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面对轻率的批评和反共产主义的断
［4］

言，委内瑞拉共产党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存在对于人类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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