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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凭借对拉丁美洲社会的深入洞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理解ꎬ 远见卓识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主张ꎮ 其思想包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本

土实际问题、 走社会主义本土化道路、 利用本土实际情况凝聚共产主义共识等ꎬ 涵盖指导思想、 斗

争路线、 意识形态动员等主张ꎬ 对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事业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ꎮ 他的

思想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新的生命力ꎬ 激发了广大 “第三世界” 民族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

业的热情ꎬ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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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ꎬ 迎来苏维埃联盟的成立ꎬ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魅力ꎮ 在此情况

下ꎬ 包括拉丁美洲 (以下简称 “拉美” ) 在内ꎬ 世界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了分化ꎮ 宣称自己为 “正统

马克思主义” 的人ꎬ 逐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化理解ꎬ 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亦步亦趋ꎮ 在教条化

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发展缓慢ꎬ 严重挫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积极性ꎮ 彼时ꎬ “拉美马

克思主义何去何从?” 这个重大课题横亘在拉美人面前ꎮ 出生于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ｉｔｅｇｕｉꎬ １８９４—１９３０) 凭借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解ꎬ 坚守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ꎬ 从本土化视阈出发ꎬ 促使马克思主义拉美化ꎬ 探索出一条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ꎮ
他对社会主义本土化事业的追求伴随着与坎坷命运的斗争ꎮ 他小时候患上结节病ꎬ ８ 岁时左腿

受伤以致终身跛脚ꎬ 一生与疾病作抗争ꎬ 这种顽强作风同样体现在革命中ꎮ １９２６ 年ꎬ 在秘鲁创办无

产阶级杂志 «阿毛塔» (Ａｍａｕｔａ)ꎬ 引领拉美平民杂志潮流ꎻ １９２８ 年ꎬ 写下基于秘鲁现实研究的基

础性著作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 (以下简称 “ «秘鲁七论» ” )ꎬ 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

宣言书ꎻ 同年 １０ 月ꎬ 创建秘鲁社会党 (１９３０ 年更名为秘鲁共产党)ꎻ １９２９ 年ꎬ 成立秘鲁第一个工人

总联合会ꎻ １９３０ 年去世ꎮ 他短暂的生命献给拉美社会主义事业ꎬ 是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ꎮ

一、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是拉美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时间可比肩于俄国ꎬ 大约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马克思主义便传入拉美ꎬ 对

拉美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随着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ꎬ 拉美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世纪性问题ꎬ
马里亚特吉思想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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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推动了拉美的社会主义实践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领导力量最初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ꎬ 革命队伍充满妥协性ꎮ １９ 世纪初ꎬ 海地

成为拉美第一个独立国家ꎬ 随后许多拉美国家纷纷摆脱葡萄牙、 西班牙等旧殖民宗主国ꎬ 建立起独

立民族国家ꎮ 然而ꎬ 由于受殖民统治时间太久ꎬ 独立后的拉美国家一时很难从殖民主义体系中挣脱

出来ꎬ 生产力发展高度依附国外资本ꎬ 以 “考迪罗” 为代表的政权频繁更替ꎬ 社会改革寸步难行ꎬ
土著居民地位没落等ꎬ 都束缚着拉美发展ꎮ 拉美国家在与欧美列强的拉锯中寻找进一步解决方法ꎮ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马克思主义传入拉美ꎮ １８５４ 年ꎬ «哲学的贫困» 最早出现在智利街头ꎮ １９ 世

纪 ６０ 年代ꎬ 古巴、 墨西哥和智利出现 «共产党宣言»ꎮ 随后ꎬ 欧美移民将更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带进拉美ꎮ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初步传播ꎮ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一批巴黎公社成员到拉美避难ꎬ
在拉美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ꎬ 动员社会主义运动ꎬ 并滋养出拉美第一批社会主义运动者ꎬ 如阿根

廷的胡安Ｂ 胡斯托 ( Ｊｕａｎ Ｂ. Ｊｕｓｔｏꎬ １８６５—１９２８)、 曼努埃尔乌加特 (Ｍａｎｕｅｌ Ｕｇａｒｔｅꎬ １８７５—
１９５１)、 智利的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塞拉诺 ( Ｌｕｉｓ Ｅｍｉｌｉｏ Ｒｅｃａｂａｒｒｅｎ Ｓｅｒｒａｎｏꎬ １８７６—
１９２４) 等ꎮ 在他们的带领下ꎬ 一些国家率先开始采取行动ꎮ 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 １８７０ 年成立 “有
组织的劳动者中心”ꎬ １８７１ 年创立 «社会主义报»ꎬ １８７８ 年建立社会主义党ꎮ １８７２—１８７６ 年ꎬ 阿根

廷第一国际支部在马克思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ꎻ １８９６ 年阿根廷社会党成立ꎮ １８９２ 年ꎬ 古巴

召开第一次工人阶级代表大会ꎬ 成立古巴革命党ꎮ １９０４ 年ꎬ 乌拉圭建立社会主义团体 “卡尔马克

思中心”ꎮ 然而ꎬ 这些初生的拉美社会主义组织大多以中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ꎬ 还有一

些欧洲社会主义者参与其中ꎮ 他们大都背靠资产阶级家庭ꎬ 与拉美上层势力、 欧美白人往来密切ꎬ
加上革命决心不大、 斗争经验缺乏、 武装力量薄弱ꎬ 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镇压ꎬ 具有软

弱性的一面ꎮ 此外ꎬ 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书斋气息重ꎬ 意见分歧多ꎬ 凝聚力不够ꎬ
领导层内部并非铁板一块ꎮ 由于中小资产阶级未能代表先进阶级且缺乏有效的动员手段ꎬ 大部分拉

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抱以观望态度ꎬ 致使当时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偏安一隅ꎮ
２.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严重ꎬ 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教条化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传播的同时ꎬ 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还有空想社会主义、 无

政府主义等ꎮ 当时拉美思想家通过翻译原著、 撰写文章、 发表演讲等方式表达自我见解ꎬ 把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一般理论进行研究ꎮ 俄国十月革命前ꎬ 社会主义思想在与拉美本土思想近半个世纪的碰

撞与融合中ꎬ 形成社会民主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多种拉美社会主义思潮ꎮ 这些思潮在丰富拉美

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ꎬ 也分流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ꎬ 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大多以小打小闹的形式

出现ꎮ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 使马克思主义地位空前高涨ꎬ 拉美国家也寻求以马克思主义解决本

国实际问题ꎬ 并付诸实践ꎮ 随后ꎬ 拉美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建立ꎬ “三罢” 运动、 游行示威等斗争蓬

勃发展ꎮ 但是ꎬ 在 １９２２ 年苏维埃联盟成立后ꎬ 拉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供上神坛ꎬ 逐步走向教条化ꎬ
以致社会主义实践屡屡失败ꎮ

与此同时ꎬ 两种消极思想甚嚣尘上ꎬ 分别是 “欧洲中心主义” 和 “拉美例外论”ꎮ “欧洲中心主

义” 鼓吹拉美必须照搬照抄欧洲革命理论成果才能取得成功ꎬ 排斥本土化ꎻ “拉美例外论” 则认为ꎬ
由于历史、 地理、 现实国情等不同ꎬ 拉美国家无法像欧洲一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ꎮ 这些带有悲观

论调和僵化色彩的思想ꎬ 使拉美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陷入教条化ꎮ
３. 拉美改良主义盛行ꎬ 难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苏维埃联盟成立后ꎬ 拉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明显转向无产阶级ꎬ
一批拉美共产党应运而生ꎮ １９１８ 年ꎬ 阿根廷成立国际社会党 (１９２０ 年更名为阿根廷共产党)ꎬ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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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１９１９ 年)、 乌拉圭 (１９２１ 年)、 智利 (１９２２ 年)、 巴西 (１９２２ 年) 等国家先后建立共产

党ꎮ 这些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表示拥护共产国际ꎬ 誓言效仿俄国ꎬ 走十月革命道路ꎮ 然而ꎬ 如火如

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均以流血失败告终ꎬ 一批领导者被流放海外ꎬ 如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

托雷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 马里亚特吉等ꎮ １９２４ 年ꎬ 通过对拉美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和对

欧美革命的深入考察ꎬ 以阿亚德拉托雷为首的一批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在墨西哥境内组建美洲人民

革命联盟 (Ａｌｉａｎｚ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ａｒ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ꎬ 又称阿普拉党ꎮ 他们认为ꎬ 拉美革命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欧美帝国主义勾结、 支持拉美资产阶级政府ꎬ 因此有必要建立以整个拉美大陆为统一战

线的反帝联盟ꎮ 在创立初期ꎬ 该联盟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ꎬ 目标是在拉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ꎬ 拉美

人对此寄予厚望ꎮ 但从 １９２７ 年起ꎬ 该联盟出现右倾趋势ꎬ 斗争路线渐趋保守ꎮ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ꎬ 联盟

领袖阿亚德拉托雷在出席布鲁塞尔第一次世界反帝代表大会时ꎬ 公开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ꎬ 认

为在不发达的拉美地区应当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ꎬ 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后

再进入社会主义ꎬ 并主张建立由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工农、 知识分子联合的 “多阶级” 政党ꎮ 随

后ꎬ 在 “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 ‘多阶级联盟’ ” 口号下ꎬ 拉美中小资产阶级同本国工农阶级联合在

一起ꎬ 形成了一股强大但历时短暂的民族民主运动ꎬ 有力地冲击了地主、 军人和教会为一体的军阀

寡头统治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他们进一步宣称在 “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农场、 种植园” 的前提下ꎬ 与

帝国主义采取一种 “建设性” 立场ꎬ 与之建立一种 “没有依赖性的伙伴关系”ꎮ 这种改良主义非但

没能使拉美民族的独立问题实质性地得到解决ꎬ 反而加深了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ꎮ
面临上述困境ꎬ 马里亚特吉通过对现实的思考ꎬ 看到了拉美各国发展阶段、 阶级状况和国情与

俄国的不同ꎬ 主张结合拉美实际ꎬ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拉美化、 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号召ꎮ 特别是针对

秘鲁状况ꎬ 写下了 «秘鲁七论»ꎬ 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秘鲁实际相结合的范例ꎮ 马里亚特吉思想

正是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与改造中诞生的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伊始ꎬ 刚成立不久的拉美共产党普遍面临一个问题ꎬ 就是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

的教条指导ꎬ 机械化地执行一条路线、 对各国实际问题不作区分的做法ꎬ 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

僵化ꎮ 一些拉美社会主义者热衷宣称自己是 “正统的社会主义者”ꎬ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步亦趋ꎮ
事实很快证明ꎬ 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使拉美革命取得突破ꎬ 并挫伤了拉美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积

极性ꎮ １９２６ 年ꎬ 马里亚特吉欣然加入阿亚德拉托雷创立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ꎬ 希望通过反帝联盟

开展社会主义运动ꎬ 并成为关键成员ꎬ 但因对如何看待帝国主义、 建立什么样的政党、 走革命还是

改良路线等产生意见分歧ꎬ １９２８ 年愤然退出日趋保守的联盟ꎮ 至此ꎬ 马里亚特吉清醒地认识到ꎬ 教

条主义与改良主义都无法解放拉美ꎮ 马里亚特吉结合欧洲实地考察时对马克思思想的辩证理解ꎬ 以

及对拉美革命和现实的深刻反思ꎬ 提出在拉美建立社会主义ꎬ 必须要通过揭露拉美各国具体实际问

题来改变落后的面貌ꎬ 创建拉美式的社会主义国家ꎮ
马里亚特吉的本土化分析方法受到秘鲁南部城市普诺的 “印第安人煽动者” 埃泽基尔乌尔维

奥拉 (Ｅｚｅｑｕｉｅｌ Ｕｒｖｉｏｌａ) 的启发ꎮ 乌尔维奥拉写下了 «安第斯山脉的暴风雨»ꎬ 其中土著印第安人以

历史主体者的身份出现ꎬ 而不是臣服于西方的对象ꎮ 他激烈地驳斥一切与西方文明相关的东西ꎬ 无

情地批判秘鲁大庄园主和政府宪兵对秘鲁无产阶级的野蛮专制ꎬ 宣布一个 “新土著时代” 的到来ꎮ
这位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唤醒了马里亚特吉的拉美化认知ꎮ 马里亚特吉欣赏 «太阳人的诗» 中所写

的: “这种抒情的赞美使我们更接近本土的真理ꎬ 而不是中立观察者冰冷的批评ꎮ”① 马里亚特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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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表现出热忱ꎬ 对欧洲那些 “中立观察者的批评” 予以蔑视ꎬ 面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攻讦ꎬ 他

用 “接近本土真理” 的勇气旗帜鲜明地开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之先河ꎮ 他分析道: “所有的人都在

谈论马克思主义ꎬ 但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懂得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人却非常少ꎮ 换

句话说ꎬ 这种方法完全以事实为根据和从现实出发ꎮ 它不是一些同样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形

态的僵化了的原理的汇编ꎬ 一些人那样看它是错误的ꎮ”① 在马里亚特吉看来ꎬ 教条主义者只是了解

马克思主义皮毛的书虫ꎬ 他们无法深入洞察拉美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ꎬ 更无法用开放、 包容、 灵活

的眼光分析马克思主义ꎮ 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ꎬ 他开创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 社会主义本土

化思想ꎬ 成为第一位真正的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ꎮ 他以本土化分析方法填补了拉美 “狂热且肤浅

的知识分子” 无法提供有效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方法的缺憾ꎮ 马里亚特吉写道: “ ‘新一代的’
秘鲁人将利用科学研究和对事实的智慧诠释来阐明本土展现并协助使秘鲁真正属于秘鲁人的进

程ꎮ”②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社会主义发展迷雾重重的时期ꎬ 马里亚特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ꎬ
发现了解决拉美社会主义问题的钥匙ꎮ

二、 马里亚特吉拉美化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必然面临社会主义理论与拉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课题ꎮ 墨守成规的人只看到

马克思主义的结论ꎬ 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仅仅是方法ꎮ 在欧洲流放期间ꎬ 马里亚特吉深刻地

领会了列宁本土化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ꎬ １９２３ 年回国后宣称自己成为 “一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

者”③ꎮ 他认为ꎬ 不能照搬照抄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ꎬ 而要进行本土化创造ꎮ 凭借对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理解和对拉美现实的深入洞察ꎬ 他提出了一套符合拉美现实的本土化社会主义理论ꎮ
１.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本土问题

马里亚特吉围绕 “根据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发挥作用”④ 这个基本原则ꎬ 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拉美问题ꎬ 制定出符合拉美现实的革命理论与策略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在教条主义思想

指导下的拉美社会主义革命走入死胡同ꎬ 很多人对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拉美提出质

疑ꎬ 而马里亚特吉并无迟疑ꎬ 而是开创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主张ꎬ 这是基于他前期所做的大

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拉美现实的研究工作ꎮ 马里亚特吉率先在 «秘鲁七论» 中对秘鲁国情进行了研究ꎮ
他将秘鲁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印加帝国时期、 西班牙殖民时期、 秘鲁共和国时期ꎮ 其一ꎬ １１—１６ 世纪

的印加帝国时期ꎮ 秘鲁的文明中心在安第斯山区ꎬ 那里出现过土著印第安人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模式ꎮ
在部落公社里ꎬ 土地实行公有制ꎬ 由议事会统一掌管ꎬ 其余公共事务也由议事会决议ꎮ 土地耕种时按

照年龄与性别分工ꎬ 进行集体劳动ꎬ 老年人与村长是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和监督者ꎬ 劳动产品平均分配ꎬ
同时对年老体弱者或出力较多者予以照顾ꎮ 部落成员之间充盈着平等、 互助、 友爱和团结的气氛ꎮ 正

因为如此ꎬ 马里亚特吉声称秘鲁可以延续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模式ꎬ 进而发展出秘鲁现代化社会主

义制度ꎮ 其二ꎬ １６—１９ 世纪初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ꎮ 在该时期ꎬ 拉美与北美洲开始分化ꎬ 拉美没有

北美洲那么幸运ꎬ 输送给拉美的几乎都是贵族、 教士和恶棍ꎬ 再有就是基督教的中世纪精神ꎮ 殖民统

治后期ꎬ 拉美成了欧美的 “原料厂” 和 “后花园”ꎮ 在马里亚特吉看来ꎬ 正是由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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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入侵ꎬ 才阻断了秘鲁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ꎮ 其三ꎬ １８２１ 年之后的秘鲁独立共和国时期ꎮ 在该时

期ꎬ 秘鲁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ꎬ 成为独立国家ꎬ 走上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ꎬ 但秘鲁和其他拉美国

家一样ꎬ 由于同殖民体系交融太久ꎬ 一时很难完全摆脱旧殖民统治发展ꎮ 同时ꎬ 先前的封建主乔装打

扮成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ꎬ 继续剥削无产阶级ꎬ 这意味着秘鲁还是存在着封建势力残余ꎮ 到 ２０ 世纪

初ꎬ 马里亚特吉面临的是如何推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民族之问ꎮ
«秘鲁七论» 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宣言书ꎮ 在书中ꎬ 马里亚特吉采用举例论证、 引经据典、

数据说明等方式ꎬ 试图用唯物史观澄清秘鲁 “经济演变状况、 印第安人问题、 土地问题、 公共教育

的进程、 宗教因素、 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 对文学的审理” 七个议题ꎮ 其中ꎬ “经济演变状况”
“印第安人问题” “土地问题” 可归为经济基础研究ꎬ “公共教育的进程” “宗教因素” “地方主义和

中央集权主义” “对文学的审理” 可归为上层建筑研究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马里亚特吉花了全书

近 １ / ２ 的篇幅对 “印第安文学” 进行深入阐述ꎬ 表达出对复兴本土文学的极大意图ꎮ 他认为ꎬ 拉美

本土主义的复兴不能遗漏包括文学、 艺术、 娱乐在内的文化复兴ꎬ 而在独立后的秘鲁共和国ꎬ 其文

学仍旧作为殖民文学的应声虫ꎬ 毫无民族特色ꎮ 马里亚特吉看到了文化对一国独立的重要影响ꎬ 号

召文化 “去殖民化”ꎬ 强调秘鲁文学应植根于本国土壤ꎬ 以实现民族精神之独立自由ꎮ
１９２３ 年从欧洲流放回国后ꎬ 马里亚特吉以高昂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运动ꎬ 前往阿亚德拉托雷

为工农阶级创立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大学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① 授课ꎮ 任教期间ꎬ
他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介绍给国内青年和民众ꎬ 具体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改革、 苏俄共产

主义建设、 印度甘地 “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等ꎬ 以开启他们的世界格局、 视野和民智ꎬ 激发他们的

革命热情ꎮ 他在演讲中与学生亲切交谈ꎬ 借此深入了解秘鲁社会ꎮ １９２５ 年ꎬ 他策划在秘鲁开展一场

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ꎬ 但由于工农阶级响应不够ꎬ 运动受到重创ꎮ 在随后一系列的实践中ꎬ
他认识到 “革命意识” 对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性ꎬ 即有革命理论先导才有革命行动ꎮ 他

写道: “即使是最先进和最开明的秘鲁工人ꎬ 也需要教育和文化准备ꎬ 才能有效地参与一种强有力

的运动ꎮ”② 作为一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ꎬ 他在 ２０ 世纪初已经熟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巧妙运用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露和分析本土问题ꎬ 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本土问题ꎮ
２. 开辟拉美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智利哲学家赫利奥盖勒多 (Ｈｅｌｉｏ Ｇａｌｌａｒｄｏ) 在评价马里亚特吉时称ꎬ “他是最早从拉美现实中

发展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 ‘思考拉美’ ”③ꎮ 在马里亚特吉同时期ꎬ 许多拉美思想家既

排斥资本主义又否认共产主义ꎬ 设想走 “第三条道路”: 改良道路、 和平夺取政权的 “温和路线”、
超阶级联盟等ꎮ 这些改良主义道路遭到马里亚特吉的无情批判: “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永远也不

会理解其他的政治领域: 那些平庸的改革者、 被驯服的社会主义和闹剧式的民主的领域ꎮ 此外ꎬ 如

果革命需要暴力、 权威和纪律ꎬ 那么ꎬ 我赞同暴力、 权威和纪律ꎮ”④ 为此ꎬ 他坚持在暴力夺取政权

的基础上ꎬ 结合各国实际情况ꎬ 开辟本国化的革命道路ꎮ
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革命? 马里亚特吉给出的答案是ꎬ 秘鲁已经尝试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秘鲁

共和国ꎬ 在形式上颁布了维护工农阶级权利的法令ꎬ 如分配土地、 废除无偿劳动等ꎬ 但由于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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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ꎬ 无产阶级依然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ꎮ 马里亚特吉认为ꎬ 不论是种

族问题还是教育问题ꎬ 归根结底是 “经济所有权” 问题ꎬ 如果经济制度不改变ꎬ 任何解决方案都是

隔靴搔痒ꎮ 马里亚特吉写道: “无产阶级仅仅把缩短工作日和提高一点工资作为自己的理想ꎬ 是不

能进行巨大的历史创造事业的ꎮ 不仅要比只是追求填饱肚皮的粗鄙的实用主义站得高一些ꎬ 而且要

比起不良影响的虚无主义意向和需要站得高一些ꎮ 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ꎮ”① 此外ꎬ 秘鲁民众主义

领导人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已经证明ꎬ 通过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效果

有限ꎬ 秘鲁社会呼唤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ꎮ
马里亚特吉将革命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ꎮ 他认为ꎬ 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的勾

结ꎬ 披着 “共和国外衣” 的封建势力顽疾难除ꎮ 首先ꎬ “封建主义” 问题ꎮ 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大

庄园主的土地剥削问题和印第安人受压迫问题ꎬ 其中印第安人受压迫问题依附于土地问题ꎮ 因此ꎬ
最根本、 最有效的手段是土地革命ꎬ 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ꎮ 他指出: “土著人问题是由我国的

经济产生的ꎬ 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制ꎮ 只要 ‘酋长’ ( ‘ｇａｍｏｎａｌ’ ) 的封建性依然存在ꎬ 任何想

用行政措施或警察手段ꎬ 用教育的方法或兴办交通工程来解决问题的企图ꎬ 都是只治其表的或修饰

性的工作ꎮ”② 其次ꎬ “帝国主义” 问题ꎮ 在历史上ꎬ 秘鲁曾先后受到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和法国

等殖民国家的入侵ꎬ 这些国家通过政治、 经济、 军事等手段控制和掠夺秘鲁财产ꎮ 马里亚特吉指出:
“沿海最好的谷地都种植棉花和甘蔗ꎬ 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土地只适于这些作物ꎬ 而只是因为目前这

些作物对英、 美商人具有重要意义ꎮ”③ 在宗主国的渗透下ꎬ 独立后的秘鲁共和国依旧受帝国主义的摆

布ꎮ 马里亚特吉认为ꎬ 秘鲁迫切需要对内进行土地革命ꎬ 对外取消 “帝国主义” 特权ꎬ 以实现秘鲁社

会真正的独立自由ꎮ
那么ꎬ 依靠谁来革命? 马里亚特吉确信应该依靠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在内的秘鲁无产阶级ꎮ 首先ꎬ

马里亚特吉已经认识到ꎬ 依靠中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ꎬ 只会再次沦为虚伪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或改良主义ꎮ 他说ꎬ 就算中小资产阶级也憎恨大资产阶级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ꎬ 但其

阶级性质决定他们离不开与资本主义的勾结ꎮ 相反ꎬ 秘鲁土著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 ２ / ３ꎬ 受压迫深

重ꎬ 革命诉求强烈ꎬ 无论从人口数量看还是从阶级性质看ꎬ 都是革命力量的不二选择ꎮ 他说: “在
秘鲁ꎬ 群众———工人阶级———占据了印第安人的 ４ / ５ꎮ 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与印第安人的辩护

团结起来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会是秘鲁人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社会主义ꎮ”④ 并且ꎬ 土

著印第安人还有天生的共产主义情结ꎮ 他们的祖先曾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村社中ꎬ 这种原始的共产

主义情感将促使印第安人欢迎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ꎮ
马里亚特吉设想建成后的秘鲁社会主义将在保留原始印第安民族传统村社的基础上ꎬ 剔除印加

“原始共产主义” 中的专制成分ꎬ 将现代文明成果融入国民生活ꎬ 最终建成勤劳、 朴实、 守纪律、
享受集体主义和共同劳作的 “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国家”ꎮ

３. 利用拉美现实凝聚共产主义共识

在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ꎬ 马里亚特吉逐渐发现手无寸铁的拉美无产阶级难以与物资雄厚的

资产阶级匹敌ꎬ 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出低斗志与低凝聚力ꎮ 为此ꎬ 他认为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符合拉美

实际情况的动员策略ꎮ 尽管没有确切材料证明马里亚特吉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年流放欧洲期间见过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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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ꎬ 但他的实践中确实蕴含葛兰西思想的成分ꎬ 深谙意识形态 (文化) 领导权ꎮ
马里亚特吉曾到访意大利ꎬ 目睹了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ꎬ 将其原因之一归为意大利共产

党没有把国内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ꎮ 当时ꎬ 拉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ꎮ 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

代表大会后ꎬ 受共产国际干涉ꎬ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混乱ꎬ 一些早期拉美马克思主义者滑向民众

主义阵营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显得尤为迫切ꎮ 受智利工人运动领袖雷卡瓦

伦教育与宣传动员方式的启发ꎬ 马里亚特吉率先利用文化宣传为建立统一战线 (政党) 作准备ꎮ
第一ꎬ 创办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报刊ꎮ 马里亚特吉早年已创办 «理性报» «劳动» «光明» 等杂

志ꎬ 以 １９２６ 年创办的 «阿毛塔» 为标志ꎬ 他在文化领导权方面实现了真正觉醒ꎮ 他创立 «阿毛塔»
的初衷是 “从科学和教条的观点来提出、 澄清和理解秘鲁问题”ꎮ «阿毛塔» 的内容涉及政治、 艺

术、 文学以及科学革命运动ꎬ 始终站在拉美无产阶级阵营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ꎮ 事实上ꎬ 马里亚特

吉有着更为远大的设想ꎬ 试图用 «阿毛塔» 来吸引更多拉美知识分子投身 “杂志代表的先锋派运

动”ꎬ 引领平民进步杂志潮流ꎮ １９２８ 年ꎬ 他在庆祝 «阿毛塔» 创刊两周年时写道: “在我们的旗帜

上ꎬ 我们题写了一个伟大而简单的词: 社会主义在这两年中ꎬ «阿毛塔» 一直是一本关于意识

形态界定的杂志对我们来说ꎬ 意识形态界定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①ꎮ «阿毛塔» 成为透视 ２０
世纪初秘鲁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重要刊物ꎮ

第二ꎬ 支持开办无产阶级学校ꎬ 让无产阶级接受免费教育ꎮ 马里亚特吉早在 «秘鲁七论» “公
共教育的进程” 中就深入剖析了秘鲁共和国教育的现状ꎬ 认为秘鲁教育为资产阶级所垄断ꎬ 并遭到

“西班牙遗产、 法国和北美文化” 三种外来文化的荼毒ꎮ 为了打破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藩篱ꎬ １９２３
年回国后他前往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授课ꎬ 向工农阶级宣扬自己在海外的见闻ꎬ 激发他们的

革命斗志ꎬ 并在 «秘鲁社会党的党纲» 等不同地方强调使拉美无产阶级接受免费教育的重要性ꎮ
第三ꎬ 创立由拉美无产阶级领导的先锋政党ꎮ 面对 ２０ 世纪初拉美工农阶级尚处于愚昧中无法领

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说辞ꎬ 中小资产阶级引领的民众主义势力日益庞大ꎬ 马里亚特吉认识到筹建秘鲁

无产阶级政党的时间不能拖延了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ꎬ 在胡里奥波托卡雷罗、 阿维利诺纳瓦罗、 伊

诺霍萨等 ８ 名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ꎬ 马里亚特吉宣布正式成立秘鲁社会党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更名为秘鲁

共产党)ꎬ 并被选举为党总书记ꎮ 他在建党纲领第九条中明确规定ꎬ “秘鲁社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ꎮ 在争取实现阶级理想的奋斗过程中ꎬ 它是担负着引领无产阶级重任的政治力量”②ꎬ 从而捍卫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ꎮ 自此ꎬ 面对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混乱的局面ꎬ 马里亚特吉为秘鲁社会主

义革命找到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ꎮ
在领导统一战线的斗争中ꎬ 马里亚特吉发现秘鲁无产阶级没有为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做好准备ꎬ

存在革命懈怠与惶恐等问题ꎮ 他认为ꎬ 为了使秘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ꎬ 必须为拉美无产阶

级找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良方ꎮ １９２６ 年ꎬ 他在写作 «秘鲁七论» 时已领会拉美传统服务于共

产主义事业的可能性ꎮ 马里亚特吉指出ꎬ “我们本能地从印加帝国中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③ꎮ 因此ꎬ
当土著印第安人理解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后ꎬ 将会视之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ꎮ

其一ꎬ 利用印第安原始村社唤醒拉美民众对 “共产主义” 的价值认同ꎮ 拉美确实存在过共产主

义生活模式ꎬ 并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共和国时期保存下来ꎮ 拉美思想家希尔德布兰多卡斯特

罗波佐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ｏ Ｃａｓｔｒｏ Ｐｏｚｏ) 认为: “艾柳或村社保留了它的自然特性ꎬ 犹如一个家庭组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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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之后ꎬ 其主要构成因素仍旧继续存在着ꎮ” 尽管原始共产主义模式不同于马

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ꎬ 但这不妨碍马里亚特吉利用共产主义传统激发印第安人为民族传统而战ꎮ 在

马里亚特吉看来ꎬ 革命意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ꎬ “但是ꎬ 一旦印第安人将社会主义理念作

为他们自己的理念ꎬ 他们就会以一种纪律、 坚韧和力量为之服务”①ꎮ 他甚至认为ꎬ 残存的印第安村

社可以转变为现代合作社ꎮ
其二ꎬ 发掘印第安人自然崇拜实现社会变革ꎮ 马里亚特吉曾引用巴尔卡萨尔研究塔万廷苏约

(印加帝国国名) 经济生活的话指出: “在我国居民的传统中ꎬ 土地是共有的母亲ꎬ 不仅食物ꎬ 而且

连人都是从它的腹中产生的崇拜 ‘帕查妈妈’ 和祟拜太阳是完全一样的ꎬ 而且正如太阳不属于

任何个人一样ꎬ 地球也不属于任何个人ꎮ”② 马里亚特吉认为ꎬ 对印第安人而言ꎬ 秘鲁共和国只是赶

走旧殖民者而又占领他们土地的新剥削者ꎬ 对于印第安这样固守农村习惯与农民心理的民族而言ꎬ
剥夺他们的 “土地母亲” 对其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伤害ꎮ 为了实现印第安人对土地所有权的重

新占有ꎬ 必须赋予民族情感上的合理性ꎬ 唤醒他们的古老意识ꎬ 使他们赞成恢复其土地占有权的革

命ꎮ
其三ꎬ 构建精神力量挖掘无产阶级革命潜能ꎮ 为了让拉美人拥有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力量ꎬ

马里亚特吉认为有必要深挖拉美传统中的革命性元素ꎮ 拉美人对神秘力量有着原始崇拜ꎬ 这便是民

族契机ꎮ 他指出: “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包含精神的、 伦理的和哲学的提升的所有可能性ꎮ”③ 在

他看来ꎬ 共产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信仰ꎬ 能指引人们摆脱愚昧、 走向共产主义的光辉彼岸ꎮ 如同乔

治索雷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Ｓｏｒｅｌ) 所言ꎬ ２０ 世纪初的历史经验表明ꎬ 现在的革命神话或社会神话可能像

古代宗教神话一样完全占领人们的深刻意识ꎮ 这是拉美特殊国情的必然产物ꎮ
马里亚特吉始终认为ꎬ 无产阶级在精神和智力上的准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ꎮ 马里

亚特吉一直在努力正视秘鲁现实ꎬ 希望利用传统文化、 实践及特殊性国情为秘鲁社会主义革命找到

实现的通途大道ꎮ 面对理论向现实的艰难转化ꎬ 马里亚特吉清楚: “创建一种阶级意识是很有必要

的ꎮ 组织者很清楚ꎬ 大多数工人有合作和互助精神ꎮ 这种精神应该被发挥与培育起来ꎬ 直到它成为

一种阶级精神ꎮ”④ 因此他在深谙拉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下ꎬ 从无产阶级教育、 社会主义报刊、 利用

拉美传统发掘革命潜能等方面出发进行了伟大创造ꎬ 促使拉美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走向现实ꎮ

三、 马里亚特吉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反思

与葛兰西、 毛泽东出生于同一时代的马里亚特吉ꎬ 是拉美马克思主义之父ꎮ 三人的思想有着共

通之处ꎬ 都提倡结合本国具体实际ꎬ 主张社会主义本土化道路ꎬ 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视为马克

思主义 “活的灵魂”ꎮ ２０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拉美化、 非洲化交织呈现ꎬ 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推向高潮ꎬ 共同焕发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ꎮ
１. 历史影响

马里亚特吉率先在拉美突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藩篱ꎬ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进程ꎮ 在 １９３０
年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的几个月ꎬ 秘鲁莱吉亚反动政府被推翻ꎬ 继任者把印第安人问题、 经济主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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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反帝国主义问题提上了议程ꎮ 桑切斯塞罗 (Ｌｕｉｓ Ｍａｎｕｅｌ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Ｃｅｒｒｏ) 认识到 “印第安人的

同化问题是秘鲁的基本问题”ꎬ 把部分土地划分给印第安人ꎬ 并为他们提供种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

持ꎮ 同时ꎬ 奥斯卡Ｒ. 贝纳维德斯 (Ｏｓｃａｒ Ｒ. Ｂｅｎａｖｉｄｅｓ) 将秘鲁北部沿海塞楚腊 (Ｓｅｃｈｕｒａ) 油田

收归国有ꎬ 试图阻扰帝国主义对秘鲁的控制ꎮ 马里亚特吉逝世后ꎬ 秘鲁政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按照

他的意志进行改革ꎬ 但远远不够ꎮ 意料之外的是ꎬ 在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的几年里ꎬ 他的本土化社会

主义思想在古巴落地生根ꎮ 马里亚特吉在世期间ꎬ 古巴 «前进报» 曾联合 «阿毛塔» 杂志积极宣扬

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主张ꎬ «秘鲁七论» 在古巴随处可见ꎮ 其中ꎬ 切格瓦拉在拉美旅行期间ꎬ
曾与秘鲁共产党创立者之一的乌戈佩塞 (Ｈｕｇｏ Ｐｅｓｃｅ) 就马里亚特吉思想进行深入交流ꎬ 形成一

种包容开放的革命思想ꎮ 古巴社会主义国父菲德尔卡斯特罗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在 １９５３ 年入狱后的两

年内ꎬ 曾多次翻阅马里亚特吉著作ꎬ 认为古巴也要走一条非教条化的、 灵活开放的革命路线ꎬ 强调

农民的革命潜力、 土著文化的价值ꎬ 思考如何激发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ꎮ 这些促使古巴成为拉

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并发展至今ꎮ
马里亚特吉认为ꎬ “本土的希望绝对是革命性的”ꎬ 它的动机和灵魂是 “神话般的社会主义思

想”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ꎮ 同时ꎬ 如果没有土著群众ꎬ 秘鲁社会主义就没

有未来ꎮ 这些极具洞察力和创造性的话语ꎬ 至今仍回荡在拉美大陆ꎮ 在拉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关键

阶段ꎬ “马里亚特吉能够创造性地结合广泛的学术思潮和政治趋势ꎬ 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和经验ꎬ 独

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欧洲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潮流融入秘鲁与拉美正在不断发展的国家和第三

世界意识”①ꎬ 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ꎬ 包括拉美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意识到马里亚特吉本土化主张的时代价值ꎬ 并作出

反思ꎮ “过去它们 (拉美共产党———引者注) 制定政策照抄外国模式ꎬ 脱离实际ꎬ 空多实少ꎬ 既没

有贴切地反映广大社会阶层群众的长远利益ꎬ 也没有适时地反映出它们当前的迫切要求ꎬ 因此难以

吸引更多的群众向党靠拢ꎬ 致使党的力量发展较慢或停滞不前ꎮ”② 冷战时期ꎬ 拉美共产党作出的创

新之举就是由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向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巴西、 阿根

廷、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玻利维亚等国先后提出要发展或创新社会主义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ꎬ
拉美土著印第安民族独立意识高涨ꎬ 明确表示要拿回属于印第安民族的权力ꎬ 多次通过游行示威、
暴力革命等方式反抗现统治政府ꎮ 这些运动都以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无产阶级为主体ꎬ 要求变革土

地和教育等深层问题ꎮ 马里亚特吉思想为印第安民族发起革命提供了精神滋养ꎬ 为拉美化马克思主

义提供了理论典范ꎬ 马里亚特吉是当之无愧的拉美马克思主义之父ꎮ
２. 现实反思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拉美本土化社会主义思想初现雏形至今ꎬ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已历经近 １００ 年

的探索ꎬ 为何拉美共产党及拉美左翼未能带领拉美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这值得我们反思ꎮ 第一ꎬ
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探索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ꎬ 拉美曾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理论创新ꎬ
但在内外压力的影响下ꎬ 往往未付诸实践或半途而废ꎬ 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土化研究ꎬ
这是导致拉美错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ꎮ 第二ꎬ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不止ꎬ 自古巴社会主义

国家诞生后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保持高压态势ꎬ 很多拉美无产阶级革

命者在实践中遭到反动势力残酷镇压ꎬ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衰退的重要原因ꎮ 第三ꎬ 拉美先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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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违背或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ꎬ 致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异

端ꎬ 如秘鲁光辉道路等ꎬ 这是拉美马克思主义难以取信于民的直接原因ꎮ 对此ꎬ 马里亚特吉的思想

对后世产生重要的警示作用ꎮ
首先ꎬ 从马里亚特吉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趋向来看ꎬ 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

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ꎮ 作为 “列宁式” 的拉美马克思主义者ꎬ 马里亚特吉再次证明ꎬ 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要取得胜利ꎬ 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出发ꎬ 具体分析各国具体实际ꎬ 形成解

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ꎬ 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胜利ꎮ 在十月革命中ꎬ 列宁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ꎬ 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形成了 “一国胜利论”ꎬ 走上

了社会主义道路ꎮ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ꎬ 列宁更是从实际出发ꎬ 形成了 “国家资本主义” “战时

共产主义” “新经济政策” 等方针政策ꎬ 将俄国社会主义看作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ꎮ
列宁说道: “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ꎬ
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ꎮ”① 马里亚特吉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将列宁主义运用

到拉美ꎬ 把马克思主义拉美化ꎬ 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ꎮ
其次ꎬ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还是社会主义本土化ꎬ 都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

础ꎮ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ꎬ 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ꎬ 只有在实践中研究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ꎬ 才能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ꎬ 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ꎮ 同样ꎬ ２０ 世纪末东

欧、 拉美和非洲各国社会主义的转型ꎬ 也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

领导ꎬ 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ꎮ 列宁曾说: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ꎬ 才能实现先进

战士的作用ꎮ” 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ꎬ 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

挥其方法论作用ꎮ 因此ꎬ 社会主义本土化的问题决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ꎬ 如果丢掉基本

原则ꎬ 放任实践胡乱发展ꎬ 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ꎮ 同时ꎬ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

织来领导ꎮ “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ꎬ 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ꎮ”② 如果放弃

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领导ꎬ 那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ꎮ 因此ꎬ 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利

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ꎬ 否则就失去了它的立场与初心ꎮ 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未能继

续走社会主义道路ꎬ 或者其社会主义最终失败了ꎬ 最首要的原因是它们摒弃了共产党的领导ꎮ
再次ꎬ 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加以研究ꎮ 列宁曾认为: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ꎬ 这是不

可避免的ꎬ 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ꎬ 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ꎬ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这种或那种形态上ꎬ 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ꎬ 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ꎮ”③

这是说ꎬ 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是本土化的ꎬ 必须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ꎮ 社会主义作为

前无古人的事业ꎬ 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其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ꎬ 适时地提出应对

的策略ꎬ 及时地转变党的工作重心、 中心任务ꎮ 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之后ꎬ 充分发扬民主ꎬ 让全体

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管理ꎬ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ꎬ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ꎬ 提高劳动人

民的生活水平ꎮ
最后ꎬ 社会主义的本土化必须始终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ꎮ 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成长

起来的ꎬ 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双方ꎬ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ꎬ 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

敌人ꎬ 我们决不能忘记防范资本主义的干扰、 破坏与阻碍 (例如美国对古巴封锁了 ５０ 多年)ꎮ 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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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ꎬ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社会主义的遏制与

阻挠ꎮ 他们总是挥舞着 “民主” “自由” 的大棒ꎬ 粉饰自己的 “普世价值”ꎬ 采取一切手段分化社会

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ꎬ 煽动人民群众对抗政府ꎮ 在拉美与非洲ꎬ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多党制ꎬ 表

面上看是他们自己的选择ꎬ 但实质上是西方国家操纵的结果ꎮ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ꎮ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ꎮ 在世界上ꎬ 决不会有一种民主是通用的ꎬ 决不会有一种价值观可以强加给各国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民主不是装饰品ꎬ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ꎬ 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的ꎮ”① 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ꎬ 而是各国人的权利ꎮ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

效的ꎬ 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ꎬ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

济和文化事业ꎬ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ꎬ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ꎬ 国家决

策能否实现科学化、 民主化ꎬ 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ꎬ 执政党能否

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ꎬ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ꎮ”②

马里亚特吉逝世 ７５ 周年时ꎬ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ꎬ 并在相关文件中指出:
“马里亚特吉思想依然是了解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泉ꎬ 是拉美革命者永恒的思想的源

泉和行动的指南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联合国拉美地区经委会调查报告指出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拉美贫困

人口约 ２ 亿ꎬ 占拉美总人口的 １ / ３ꎬ 其中近 ８０００ 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ꎬ 贫富差距悬殊ꎬ 社会问题

严重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８—１０ 日ꎬ 来自拉美 ９ 国 １１ 个共产党的代表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 “拉美共产党会

晤”ꎬ 认为 “社会主义仍充满活力ꎬ 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的希望”ꎬ 是 “拉美人民的唯一选择”ꎮ
近年来ꎬ 从拉美左翼政党执政复苏态势以及与他国共产党友好互动中ꎬ 不难看出拉美左翼政党仍在

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努力ꎬ 马里亚特吉思想在 ２１ 世纪的拉美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ꎮ
马里亚特吉的拉美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ꎮ

早在 １９２８ 年ꎬ 马里亚特吉预见性地指出: “尽管与资本主义一样ꎬ 社会主义可能诞生于欧洲ꎬ 但它

并不是明确的或特殊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ꎮ 这是一种全球性运动ꎮ 在这种运动中ꎬ 在西方文明轨道

内运行的国家没有一个被排除在外ꎮ”④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遍性未来ꎮ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ꎬ 我们又

要赋予社会主义以本土化生命ꎬ 这将是更为具体的社会主义ꎮ 站在 １００ 年后的今天ꎬ 回望马里亚特

吉思想ꎬ 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ꎬ 就是用马克思主义 “活的灵魂” 对待社会主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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