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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古巴共产党和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缔造者ꎬ 是古巴人民的伟

大领袖ꎮ 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古巴革命的伟

大实践、 斗争与创造ꎮ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几乎对所有关涉古巴及世界人民切身利益与前途命运

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都给予了关切与回答ꎮ 捍卫时代真理ꎬ 坚守人民立场ꎬ 遵循科学发展ꎬ 勇于

自我革命ꎬ 弘扬国际主义ꎬ 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遵循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在

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五周年之际ꎬ 古巴及国际社会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ꎬ 深切缅怀菲德尔卡

斯特罗为古巴革命和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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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鲁兹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ꎬ １９２６—２０１６) 是古巴革命卓越的思想导师和实践

领袖ꎮ 自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权威的领导风

格和丰富的革命思想ꎬ 成功带领古巴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与更新的阶段性胜利ꎬ 成为享

誉地区和世界的人民领袖ꎮ
作为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关于古

巴革命、 建设和更新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ꎮ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内涵丰富ꎬ 立场鲜明ꎬ 具有

真挚的人民情怀和高远的人文追求ꎬ 对古巴革命和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ꎮ

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历史建构

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古巴人民的

不懈奋斗密不可分ꎮ 根据古巴革命及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革命生涯的历史主线与重大节点ꎬ 菲德

尔卡斯特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体可分为从民族主义卫士到马克思主义战士、 从民族民主革命的

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到社会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化三个时期ꎮ
１. 从民族主义卫士到马克思主义战士

青年时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ꎮ 在时代的洗礼和进步思想的感召下ꎬ 菲

德尔逐渐成为一名民族主义卫士ꎬ 并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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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受到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思想的深刻影响ꎬ 尤其是马蒂关于人人平等、
民族独立、 两个美洲、 世界平衡、 人类团结和反帝国主义的思想ꎮ 马蒂虽谙熟马克思著作ꎬ 但他本

人却并非马克思主义者ꎮ 他倡导平等和所有阶层合作的代议制民主ꎬ 虽承认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骨干

的重要性ꎬ 却并不认同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ꎮ 菲德尔认为ꎬ 马蒂是作为思想家的玻利瓦尔ꎬ 他是古

巴革命的 “主谋”ꎬ 古巴 “七二六运动” 受益于马蒂的政治社会哲学ꎬ 但这位 １９ 世纪的战士却没有

认识到必须消灭这个国家丑恶的资本主义ꎬ 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政治变革①ꎮ 自 １９４５ 年进入哈瓦那

大学后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积极投身反专制独裁的学生运动ꎬ 并开始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ꎮ
作为哈瓦那大学的法学博士ꎬ 他曾致力于以律师身份维护人民权益ꎮ 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形势急转直

下ꎬ 菲德尔逐渐意识到乌托邦式的革命激情既无法应对复杂的革命形势ꎬ 更无从改变古巴依附落后

的历史现实ꎮ 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ꎬ 菲德尔批判地继承了马蒂思想ꎬ 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紧

密结合ꎬ 在反对古巴专制独裁和支援拉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斗争中ꎬ 初步形成了关于古巴及

拉美国家民主革命性质、 阶段及策略的理论认识ꎮ
２. 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

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抉择时期ꎬ 菲德尔将马克思主义与古巴革命实际相结

合ꎬ 通过 “先执政、 后建党” 的方式和 “先革命、 后举旗” 的策略ꎬ 创造性地解决了古巴革命的领

导权问题和古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ꎬ 并由此形成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建党思想ꎮ
菲德尔一度认为古巴应走合法斗争道路ꎬ 但在反独裁斗争的残酷考验下ꎬ 菲德尔逐步坚定了革

命夺取政权的战略ꎮ １９５３—１９５９ 年ꎬ 古巴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革命战争ꎮ １９５３ 年蒙卡达起义

失败后ꎬ 菲德尔曾在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中指出ꎬ １９５９ 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 １９４０ 年宪法ꎬ 建立

革命政府ꎬ 推进工业化和外资国有化ꎬ 进行土地和教育改革ꎬ 并实行民族独立政策ꎬ 团结拉丁美洲

各国人民②ꎮ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奋战ꎬ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代表的古巴爱国人士和进步力量在古

巴人民的全力支持下ꎬ 于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取得了古巴民主革命的胜利ꎮ
在革命胜利前ꎬ 由于国内社会政治条件尚不成熟ꎬ 古巴革命力量未能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ꎬ

各派革命力量在革命性质和道路问题上也未能达成共识ꎮ 古巴革命胜利后ꎬ 面对反革命势力叛乱、
美帝国主义入侵及革命组织内部分化等不利因素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革命政府在整顿

和重建国内经济秩序的同时ꎬ 着手推进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全国指导委员会等党和国家

过渡性组织机构的建立ꎮ １９６１ 年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 “一场社会主义革命”ꎬ 并于

１９６５ 年完成了创建全新的古巴共产党的历史任务③ꎮ
３. 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到社会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化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启社会主义征程后ꎬ 古巴革命政权先后经历了美苏冷战、 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历史考验ꎮ 恶劣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 艰巨性

和曲折性ꎬ 也锻造了古巴共产党人及古巴人民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忧患意识ꎮ 尤其是作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菲德尔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清醒ꎬ 凭借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

解和对世情、 国情、 党情的准确判断ꎬ 带领古巴社会主义一次又一次转危为机ꎬ 破局前行ꎮ
在菲特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ꎬ 古巴不但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ꎬ 还通过理论争鸣、 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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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 政策调整和宪法修订等方式ꎬ 不断发展和创新古巴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ꎮ 关于 “什么是社

会主义ꎬ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ꎬ 古巴经历了学习、 反思、 扬弃和超越苏联模式的历史过程ꎬ 并始终

坚持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本土化探索ꎮ 关于 “什么是帝国主义ꎬ 如何反对帝国主义”ꎬ
长期遭受经济封锁的古巴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腐朽性有着切肤之痛ꎬ 并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

反帝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国际团结ꎮ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两制斗争与世界格局ꎬ 菲德尔多次强调社

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ꎬ 并为 ２１ 世纪的古巴社会主义指明了更新方向ꎮ
尽管用 “卡斯特罗主义” 或 “菲德尔主义” 指代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早已成为国际惯例ꎬ 但

古巴国内直到 １９９７ 年古共五大才首次提出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 的官方表述ꎬ 并首次将其同

马列主义、 马蒂学说一并列为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古巴新宪法规定ꎬ 古巴人民以古

巴、 拉美和世界最先进的革命思想、 反帝国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 尤其以何塞马蒂思想、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和马克思、 恩格斯及列宁的社会解放思想为指导ꎻ 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唯一的、
马蒂主义、 菲德尔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政党①ꎮ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从古巴治党治国

方针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ꎬ 是古巴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世情、 国情和党情变化作出的必然选

择ꎬ 标志着古巴进入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新阶段ꎮ
自 ２００６ 年病退后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仍心系古巴党和国家事业ꎬ 并以极大的斗志和热情将毕生的

斗争经验和思考转化为鼓舞古巴人民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古巴正式开启模式更新进程ꎮ 与

此同时ꎬ 菲德尔开始在古共中央机关报 «格拉玛报» 连载专栏 «总司令的思考»②ꎬ 分享自己对世界经

济、 国际关系、 战争与反恐、 环境保护、 能源革命、 扶贫减贫等关涉古巴及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历

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世长辞ꎬ 世界人民深切缅怀ꎮ

二、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核心要义

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生笔耕不辍ꎬ 著作等身ꎮ 作为时代的产物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几乎对所

有关涉古巴及世界人民切身利益与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都给予了关切与回答ꎮ 他将古巴革

命置于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的历史洪流中ꎬ 通过把脉时代主题、 研判两制格局、 破解全球挑战ꎬ 为古

巴及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 开展反帝斗争、 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前进动力ꎮ
１. 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方略与原则

菲德尔认为ꎬ 社会主义是人类打破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的唯一道路ꎮ 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革命方式和解释革命思想的方式ꎬ 古巴也有古巴解释革命思想、 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式③ꎮ
关于社会主义ꎮ 菲德尔认为ꎬ 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人民解放是古巴革命的首要目标ꎬ 走社会主

义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路径ꎮ 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ꎬ 这是

古巴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准绳ꎮ 古巴应首先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ꎬ 所有革命者都有义务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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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捍卫自己的标准①ꎮ 实现政治平等、 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古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ꎬ 应

不断完善古巴的人民民主和公平分配制度ꎬ 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ꎮ
关于党的建设ꎮ 菲德尔认为ꎬ 古巴共产党是古巴革命的灵魂ꎬ 党应集中体现古巴历史上一切革

命者的理想、 原则和力量ꎮ 党应密切联系群众ꎬ 并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组织上的团结ꎮ 党不仅是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ꎬ 而且也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ꎮ 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ꎬ 艰苦朴素ꎬ 无私

奉献ꎬ 严于律己ꎮ 菲德尔还强调ꎬ 多党制是帝国主义用来分化社会的工具ꎬ 它会使社会变得无力解

决问题和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②ꎮ
关于军队建设ꎮ 菲德尔认为ꎬ 古巴应高度重视国防建设ꎬ 建立一支强大、 现代化的军队和完备

的民兵组织是古巴贯彻全民战争思想的关键ꎻ 军队应服从党的领导ꎬ 在和平时期ꎬ 军队是经济建设

的重要参与者ꎮ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ꎮ 菲德尔认为ꎬ 社会主义新人是巩固古巴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ꎮ 社会主义新

人是摒弃了私有观念并具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和原则的人ꎬ 只有坚持不懈地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和革命教育才能造就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新人ꎮ 菲德尔劝诫年轻革命者要杜绝权力野心、 虚荣心、 官

僚习气ꎬ 坚持学习ꎬ 加强体力和脑力锻炼ꎮ
关于宗教ꎮ 菲德尔认为ꎬ 基督教徒的伦理目标、 道德规范和历史境遇都同马克思主义者有相似

之处ꎮ 当代拉美的天主教出现了进步思潮ꎬ 革命政权应吸收拉美解放神学的进步之处ꎬ 同宗教团体

建立战略性联盟ꎮ 宗教是否是 “人民的鸦片”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ꎮ 卡斯特罗对宗教问题的独特见

解ꎬ 使古巴社会革命同宗教的冲突减小到最低限度③ꎮ
关于更新ꎮ 菲德尔指出ꎬ 古巴的 “特殊时期” 并未过去ꎬ 阶段性困难虽有所减轻ꎬ 但一些经济

发展计划仍未落实到位ꎮ 他一方面批评了浪费能源和物资导致节能计划未能按时完成的现象ꎬ 另一

方面揭示了美元流通政策对缓解古巴经济困难和引发社会不公造成的双重影响ꎮ 菲德尔认为ꎬ 一些

激进派为古巴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是古巴革命的 “毒药”ꎬ 他们低估了古巴革命在卫生医疗

和教育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ꎮ 菲德尔还警告说ꎬ 不能放弃某些掌控稀缺市场资源的合资企业ꎬ 但

更不能出卖主权让外国资金大量流入古巴④ꎮ
２.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与影响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ꎮ 菲德尔认为ꎬ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ꎬ 是人类生产

力进步的必然结果ꎬ 但马克思设想的公平分配的全球化还远未实现ꎻ 我们不反对经济全球化ꎬ 也不可

能反对经济全球化ꎬ 我们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ꎬ 这种全球化是帝国主义强权剥削和控制世

界市场的工具ꎬ 是对第三世界最可耻的再殖民化ꎬ 是必将灭亡的全球化ꎮ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段性特征ꎮ 菲德尔认为ꎬ 当前仍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ꎻ 国

际形势的缓和是各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ꎬ 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失去了其侵略本性ꎬ 帝国主义必然灭

亡的趋势仍未改变ꎻ 新自由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后的表现形式ꎬ 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⑤ꎮ
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消极影响ꎮ 菲德尔认为ꎬ 贫富分化、 失业、 腐败、 毒品及暴力等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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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ꎮ 他呼吁世界各国在面对饥饿、 移民、 环境问题、 战争及恐怖主义等全球性

挑战时保持团结、 清醒和积极作为①ꎮ 菲德尔认为ꎬ 能源革命应首先造福于人民ꎬ 而非垄断资本和

帝国主义ꎮ 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以玉米、 小麦、 葵花籽、 油菜籽等粮食为原料制造生物燃料ꎬ 致

使粮食价格上涨ꎬ 造成众多穷人挨饿ꎬ 因此农业燃料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取ꎮ
关于帝国主义军事扩张ꎮ 菲德尔抨击美国历任政府的全球军事行动不仅没能带来地区和平ꎬ 还

造成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ꎮ 他还回忆了自己如何凭借运气和关注细节的习惯ꎬ 在美国政府半个世纪

以来对他个人发动的 ６００ 余次暗杀行动中免遭毒手ꎮ
３. 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意义与前景

关于国际主义ꎮ 菲德尔认为ꎬ 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如果没有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的团

结ꎬ 就无法实现人民团结ꎮ 从革命视角审视一个国家时ꎬ 国际主义精神是首要考虑的因素②ꎮ 爱国

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ꎬ 当出现矛盾时前者应服从于后者ꎬ 即 “先人类ꎬ 后祖国”ꎬ 取得民族独

立的国家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ꎬ 支援其他未独立民族的斗争③ꎮ 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国家、 帝国主义国家和新殖民地国家、 殖民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 反动国家和进步国家ꎮ 简言之ꎬ
就是支持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新殖民

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府ꎬ 这是结盟和不结盟问题的根本所在④ꎮ
关于创造新世界ꎮ 菲德尔认为ꎬ 为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不平等ꎬ 应建立一个

公平、 正义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ꎬ 以取代当今世界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规则ꎮ 倡导世界多极化是

反对单边霸权的唯一方式ꎬ 第三世界人民必须团结起来ꎬ 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ꎮ 和平共处原则

是国际关系的基石ꎬ 处于外国和殖民统治下的世界各国人民应争取民族自决权ꎬ 以实现主权独立及

国家领土完整ꎬ 每个国家都有使用武力夺回领土、 结束外国占领和自主选择社会、 政治及经济制度

的权利ꎮ 和平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政治、 道义和物质支持ꎬ 有助于实现世界人民反

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联合行动ꎮ 应高度重视缓和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ꎬ 争取和平、 避免

战争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⑤ꎮ
关于人类联合ꎮ 菲德尔认为ꎬ 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是民族解放和社会正义事业所向披靡、 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⑥ꎮ 但一体化基础上的融合是狭隘的联合ꎬ 真正的联

合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联合ꎬ 是在真正公正民主的世界中所有文化的自由联合ꎬ 是马克思在他所

处的时代所预言的自由联合ꎬ 也是教皇胡安保罗二世所倡导的全球化团结⑦ꎮ
总之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是真理性与人民性、 民族性与国际性、 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

革命思想ꎮ 他对历史的科学研判和对未来的战略前瞻始终建立在严守道德底线和捍卫人民利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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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ꎬ 并凭借非凡的胆识、 灵活的策略和乐观的革命精神ꎬ 在实践中创造先机ꎬ 把握主动①ꎮ

三、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价值原则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精髓不仅体现在古巴领导人的科学著述、 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的重

要文献中ꎬ 更凝结在古巴共产党人和古巴人民的伟大实践中ꎮ 捍卫时代真理ꎬ 坚守人民立场ꎬ 遵循

科学发展ꎬ 勇于自我革命ꎬ 弘扬国际主义ꎬ 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原则ꎮ
１. 捍卫时代真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各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前

提ꎬ 也是各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能否在革命、 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ꎬ 并作出符合本国国情、 人民利益与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探索ꎬ 关乎共

产党人的前途命运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ꎮ 菲德尔认为ꎬ 必须从科学的世界观出发ꎬ 创造性地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尤其是辩证法规律及其概念体系②ꎮ 他指出ꎬ 要建立共产主义ꎬ 就必须先实

现社会主义ꎻ 要实现社会主义ꎬ 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ꎬ 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革命意识的

觉醒相辅相成③ꎮ 菲德尔强调ꎬ 马列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ꎬ 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

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ꎬ 如果马列主义原则得到正确和创造性的运用ꎬ 革命将不会发生倒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化ꎬ 菲德尔曾警示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崩溃的可能

性ꎬ 这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造成消极影响ꎮ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ꎬ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的历史低潮ꎬ 古巴共产党通过深刻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ꎬ 提出了 “苏联社会主义模

式失败不代表社会主义失败” 的科学论断ꎮ 菲德尔指出ꎬ 苏联曾犯下个人崇拜、 权力滥用和强制集体

化等错误ꎬ 但无论苏联曾犯何种错误ꎬ 其解体都是对世界进步运动的一次沉重打击④ꎮ 一个强大的苏

联曾让许多西方政客颤抖ꎬ 一个更明智的世界本可以通过谈判和避免苏联解体的方式来实现ꎮ 总之ꎬ
社会主义必须被完善ꎬ 而不是被摧毁ꎬ 唯一从社会主义毁灭中获利的只有帝国主义国家⑤ꎮ

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ꎬ 面对古巴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质疑ꎬ 菲德尔以幽默的方式给出了肯定的

回答ꎮ 他说: “如果问马克思ꎬ 他一定会说———不要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ꎬ 一定要先充分

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ꎬ 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ꎻ 但如果问他ꎬ 像古巴这样在美国家门口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的国家该怎么办ꎬ 他一定会说———我很高兴在加勒比有这样优秀的学生!” 菲德尔进一步指出ꎬ
“如果问列宁ꎬ 他一定会说———做并继续做好你们正在做的事情ꎬ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

会这样做ꎮ 列宁在特殊时期提出新经济政策ꎬ 甚至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资本主义的想法ꎬ 但

古巴没有这样的想法ꎬ 不是因为我们不同意列宁ꎬ 而是因为具体情况不同ꎻ 看看中国和越南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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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ꎬ 在古巴投资却不得不面对一堵高墙”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古巴社会主义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ꎬ 不但走出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和

平时期特殊阶段” 的经济危机ꎬ 还作出了推进古巴社会主义模式更新的历史决定ꎬ 制定了 “面向繁

荣与可持续” 的社会主义中长期发展规划ꎮ
２. 坚守人民立场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中指出ꎬ 古巴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古巴人民生活

条件的系统改善和持续进步②ꎮ 古巴宪法将古巴定义为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其目标

是在社会正义和人类团结的基础上ꎬ 实现个人和集体幸福③ꎮ 古巴党和政府把文化作为反对消费主

义的抑制剂ꎬ 认为并不只有消费才能创造幸福ꎬ 文化作为一种个人实现形式ꎬ 与生活品质密切相关ꎮ
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ꎬ 为实现何塞马蒂 “受教育就是获取自由” 的理想ꎬ 古巴党和政府通过

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ꎬ 不断满足人民发展需求ꎬ 提升国民素质ꎬ 增进古巴

民众的文化认同感、 政治参与感和社会获得感ꎮ 即便在最恶劣的危机时期ꎬ 古巴也从未关闭过一所

学校和医院ꎬ 从未抛弃过任何一个古巴居民ꎮ 在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ꎬ 古巴奉行所有社会阶层及群

体 “共摊牺牲” 的原则ꎬ 实行停工不停薪等举措ꎬ 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主张 “在经

济危机时将主要调整代价转嫁给社会底层群体” 的做法截然不同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古巴在人均国民收

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ꎬ 实现了人口预期寿命 ７８ ８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１１ ８ 年的发展成就ꎬ 人类发

展指数长期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④ꎮ
３. 遵循科学发展

自革命胜利以来ꎬ 面对不利的国内外形势ꎬ 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对关涉古巴及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发展事项作出

理论前瞻、 战略规划与制度安排ꎬ 为古巴社会主义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与不竭动力ꎮ
关于发展的优先顺序ꎮ 古巴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社会、 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ꎬ 不断推进科教强

国战略ꎬ 为古巴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技术不平等与数字鸿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人力基础ꎬ 使古

巴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为数不多的、 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圣保罗论

坛 (Ｆｏｒｏ ｄｅ Ｓａ~ ｏ Ｐａｕｌｏ) 和古巴共产党共同主办了 “具有科学远见的菲德尔” 国际研讨会ꎬ 以纪念

菲德尔捍卫古巴科技主权并发展古巴生物科技的历史贡献⑤ꎮ 在环境治理方面ꎬ 古巴出台了许多有

效的环保制度、 政策和法规ꎬ 并在 ２１ 世纪初被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认定为全球唯一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国家ꎮ 作为较早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中国家ꎬ 古巴政府未雨绸缪ꎬ 制定了较为全面

和科学的老龄社会发展纲要和政策体系ꎬ 为发展中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ꎮ
４. 勇于自我革命

受时代条件的约束ꎬ 古巴在革命、 建设和更新进程中ꎬ 经历了一些挫折ꎬ 走了一些弯路ꎮ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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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官员曾感叹道ꎬ “历史让古巴尝尽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友谊的苦难”ꎮ 面对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

和干涉ꎬ 古巴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ꎬ 坚决捍卫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ꎬ 古巴为能顶

住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而感到骄傲①ꎮ 但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ꎬ “美帝国主义是无法摧

毁古巴的ꎬ 古巴只可能被自己打倒ꎬ 那将是我们自己的错误”②ꎮ 古巴学者在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战略思想: 价值和有效性»③ 一书中指出ꎬ 菲德尔善于倾听和学习ꎬ 他独特的决策风格饱含智慧ꎮ 他

在分析现实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ꎬ 从不忽略任何因素ꎬ 并善于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ꎬ 以确保主要目标

的实现ꎮ 这与菲德尔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ꎬ 并在决策中运用马蒂思想的整体性思维密不可分ꎮ
面对发展中的问题ꎬ 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古巴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ꎬ 以自我

革命的勇气、 魄力和担当ꎬ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ꎮ 冷战时期ꎬ 古巴曾试图学

习苏联经验ꎬ 且高度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经济援助ꎬ 并因此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困境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ꎬ 始终坚持渐进改革原则ꎬ 并通过

纠偏、 调整和更新计划经济体制ꎬ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面对世情、 国情和党情的变化ꎬ 古巴共产党人对推进模式更新的重大意义达成了高度

共识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古巴共产党通过的 «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 强调ꎬ 古巴共产党要转变思想观念ꎬ 克

服教条主义和不合时宜的想法ꎬ 积极开展反腐斗争ꎬ 推进党政职能分开④ꎮ 面对模式更新中出现的

问题ꎬ 劳尔卡斯特罗 (Ｒａúｌ Ｍｏｄｅｓｔｏ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 曾多次强调ꎬ 不急躁ꎬ 不懈怠ꎬ 要不断推进批判

与创新意义上的结构变革与思想变革ꎮ
５. 弘扬国际主义

菲德尔认为ꎬ 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ꎬ 古巴革命就不会存在⑤ꎮ 古巴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对

人类的回馈ꎬ 没有能力为他人而战的人ꎬ 永远无法为自己而战⑥ꎮ
１９６０ 年ꎬ ３４ 岁的菲德尔在其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ꎬ 力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合

法地位ꎮ 随后ꎬ 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ꎮ １９７３ 年ꎬ 菲德尔成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

位在越战期间访问越南的外国领导人ꎬ 并誓言 “古巴愿意为越南贡献热血”⑦ꎮ 多年来ꎬ 菲德尔还对

朝鲜、 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 拉美、 非洲等地区国家的解放事业与正义斗争ꎬ 给予了无私的声

援和帮助ꎮ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感召下ꎬ 古巴长期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ꎮ 古巴对国际发展的

贡献体现在古巴医生、 教育工作者、 农艺师、 水利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经济学家、 中级技术人员

０５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徐世澄: «卡斯特罗评传»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４５０ 页ꎮ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ｄｏ ｐｏｒ ｅｌ Ｃｏｍａｎｄａｎｔｅ ｅｎ Ｊｅｆｅ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 ｅｎ ｅｌ ａｃｔｏ ｐｏｒ ｅｌ ａ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ｉｏ ６０ ｄｅ ｓｕ ｉｎｇｒｅｓｏ ａ 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ｄａ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ｉｄｅｌｃａｓｔｒｏ. ｃｕ / ｅｓ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ｄｏ－ｅｎ－ｅｌ－ａｃｔｏ－ｐｏｒ－ｅｌ－ａ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ｉｏ－６０－ｄｅ－ｓｕ－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ｅｎ－ｅｌ.

Ｒａｆａｅ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Ｆｅｒｎｎｄｅｚꎬ “Ｅｌ 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 ｅ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ｃｏ ｄｅ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 Ｖａｌｏｒ ｙ ｖｉｇｅｎｃｉ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ｂａｄｅｂａｔｅ. ｃｕ / ｌｉｂｒｏｓ－ｌｉ￣
ｂｒ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３ / ｅｌ－ｐｅｎｓａｍｉｅｎｔｏ－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ｏ－ｄｅ－ｆｉｄｅｌ－ｃａｓｔｒｏ－ｒｕｚ－ｖａｌｏｒ－ｙ－ｖｉｇｅｎｃｉａ－ｐｄｆ / .

“Ｏｂｊｅｔｉｖｏｓ ｄｅ Ｔｒａｂａｊｏ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ｕｂａ ａｐｒｏｂａｄｏｓ ｐｏｒ ｌａ Ｐｒｉｍｅｒ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ｃｃ. ｃ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
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 ２０２０－０７ / ｏｂｊｅｔｉｖｏｓ＿ｄｅ＿ｌ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ａ. ｐｄｆ.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ｄｏ ｅｎ ｅｌ ａｃｔｏ ｄｅ ｍａｓａｓ ｃｏｎ ｍｏｔｉｖｏ ｄｅ ｌａ ｃｌａｕｓｕｒａ ｄｅｌ Ｐｒｉｍｅ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ｄｅ
Ｃｕｂ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ｂａ. ｃｕ / ｇｏｂｉｅｒｎｏ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 １９７５ / ｅｓｐ / ｃ２２１２７５ｅ. ｈｔｍｌ.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Ｒｕｚ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ｄｏ ｅｎ ｅｌ ａｃｔｏ ｅｎ ｃｏｎｍｅｍｏｒ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ＸＸＸＩＩ ａ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ｉｏ ｄｅｌ ｄｅｓｅｍｂａｒｃｏ ｄｅｌ Ｇｒａｎｍａ ｙ ｄｅ ｌａ
ｆｕｎｄ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ｓ ＦＡＲꎬ ｙ ｌａ 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ｃｉóｎ ｄｅ Ｃｉｕｄａｄ ｄｅ 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 ｌｉｓｔａ ｐａｒａ ｌａ ｄｅｆｅｎｓａ ｅｎ ｌａ ｐｒｉｍｅｒａ ｅｔａｐ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ｂａ. ｃｕ / ｇｏｂｉｅｒｎｏ /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 １９８８ / ｅｓｐ / ｆ０５１２８８ｅ. ｈｔｍｌ.

Ｍａｒíａ Ｅｌｅｎａ Áｌｖａｒｅｚ Ａｃｏｓｔａꎬ Ａｂｅｌ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Ｇｏｎｚｌｅｚ Ｓａｎｔａｍａｒíａꎬ Ｅｌ ｍｕｎｄｏ ｅｎ Ｆｉｄｅｌ: Ｄｉｂｕｊａｎｄｏ ｎｕｅｖｏ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ｓꎬ 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 Ｅｄｉｔｏ￣
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ａ Ｆéｌｉｘ Ｖａｒｅｌａ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６７.



及熟练工人等群体的对外援助与奉献中①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特殊历史时刻ꎬ 古巴人民不

但取得了本国战疫斗争的阶段性胜利ꎬ 还向英国涉疫游轮伸出了援手ꎬ 向全球许多国家派出医疗队ꎬ
并在病患救治和疫苗研发等方面分享经验ꎮ 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原则上与帝国主义

国家的根本区别之一ꎮ 古巴在抗疫中的担当与奉献与美帝国主义的虚伪和冷酷形成了鲜明对比ꎬ 再

次昭示了古巴国际主义精神的真谛——— “古巴分享我们所拥有的全部ꎬ 而不是剩余”②ꎮ

四、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时代贡献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 “不是人创造历史ꎬ 而是历史创造人ꎬ 人们以各种方式解释历史ꎬ 但

他们是历史的产物”③ꎮ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源于时代ꎬ 高于时代ꎬ 更服务于时代ꎮ
从一个怀有朴素民族主义情结的热血青年到历经世纪沉浮、 把握时代大势的革命领袖ꎬ 菲德

尔卡斯特罗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世界ꎬ 还给世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ꎮ 古巴长期从事菲德尔卡

斯特罗思想研究和教学的著名学者玛丽亚埃莱娜阿尔瓦雷斯阿科斯塔 (Ｍａｒíａ Ｅｌｅｎａ Áｌｖａｒｅｚ
Ａｃｏｓｔａ) 认为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科学家、 哲学家ꎬ 但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做

一名时代斗士ꎬ 带领古巴人民直面时代挑战ꎬ 并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ꎬ 他的国际主义使命和团结精

神是他留给人类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ꎮ 作为捍卫南方国家及人民利益的思想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

思想能够抚慰心灵ꎬ 并激发人类建设新世界的信心、 斗志和力量④ꎮ
１. 指导古巴社会主义自主发展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是世界共产党人在 ２０ 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创造之一ꎮ 作为离美帝

国主义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的指引下ꎬ 凭借强大

的战略定力ꎬ 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ꎬ 更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一条古巴本土的、 可行的社会

主义道路ꎮ
古巴社会主义具有许多特殊性ꎬ 甚至唯一性ꎮ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也是现有社

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源于欧洲文明、 归于美洲文明并融入伊比利亚文化圈的国家ꎮ 作为加勒比岛国ꎬ
古巴资源禀赋单一ꎬ 经济依附性较强ꎬ 地缘政治环境脆弱ꎮ 面对诸多发展约束ꎬ 古巴社会主义之所

以能够独树一帜ꎬ 主要是由于思想理论在古巴社会主义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ꎬ 面对外部威胁和

敌意ꎬ 思想理论必须富有高度的创造性⑤ꎮ 自革命胜利以来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赋予了古巴革

命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ꎬ 成为引领古巴社会文化变革的旗帜ꎮ 对于出生并成长于帝国主义敌视和封

锁时代的几代古巴人 (２０１６ 年约占古巴总人口的 ７７％ ) 而言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古巴人民

传递了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和团结精神等社会、 伦理及文化方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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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不仅使古巴在思想、 理论和文化上实现了自主和自信ꎬ 更使古巴在充满

不确定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了难得的可持续发展ꎮ 与那些选择新自由主义不归路的拉美国家

相比ꎬ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菲德尔等古巴共产党人经过革命洗礼和思想淬炼、 根据时代要求与国际形

势、 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作出的正确选择ꎮ
２. 丰富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内涵

菲德尔是帝国主义集团最畏惧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之一ꎮ 他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矛盾

的演化与本质、 不发达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与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与规律、 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与策略等重要论述ꎬ 生动犀利ꎬ 发人深省ꎮ
菲德尔认为ꎬ “欧洲中心主义” 为掩盖资本主义殖民原罪ꎬ 以一种所谓的文明范式去解释落后

国家必须付出现代化代价的逻辑ꎬ 毫无文明可言ꎬ 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文明、 灌输西方价值观的行为ꎬ
是一种巩固西方种族优势、 加剧全球分化的行为①ꎮ 菲德尔还对帝国主义民主和人权的双重标准进

行了驳斥ꎮ 他指出ꎬ “那些常年在拉丁美洲培植雇佣军并煽动政变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烧钱玩

民主的ꎬ 而在古巴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是花钱选出来的ꎻ 那些说我们侵犯人权的人应该明白思考、 信

仰、 生存、 知情权、 尊严、 独立才是人权的第一要义ꎻ 不如举办一场人权奥运会ꎬ 被告和原告可以

面对面讨论一下ꎬ 古巴到底侵犯和捍卫了哪些人权”②ꎮ
菲德尔强调ꎬ 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ꎬ 农业发展和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发

展战略中不可避免的因素ꎬ 但教育和科学才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ꎮ 第三世界国家既要争取民族独立

和实现人民解放ꎬ 也要进行国际经济斗争ꎮ 只有消除南北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和贸易保护主义ꎬ 建

立长期低息融资体系和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ꎬ 才能缓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负担ꎬ 从而争取公正平

等的发展环境ꎮ
自冷战时期以来ꎬ 菲德尔便积极致力于不结盟运动 (ＮＡＭ)ꎬ 并以此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ꎮ 曾

任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菲德尔认为ꎬ 只有防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欺骗ꎬ 与世界上所有进步力

量结成最紧密的联盟ꎬ 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强大的反动势力ꎬ
为世界人民的正义与和平而奋斗ꎮ 菲德尔还强调ꎬ 真正的团结并不取决于是否结盟的偶然性ꎬ 而是

取决于更深刻、 更持久的革命认同、 反帝纲领和变革渴望③ꎮ
菲德尔身上体现出了开放的格局和宏大的视野ꎮ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ꎬ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

战ꎬ 菲德尔积极推动各国知识分子和国际组织为经济全球化问题出谋划策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ꎬ 菲德尔

倡导建立了由古巴全国经济学家和会计师协会 (ＡＮＥＣ) 主办的 “全球化与发展问题” 国际论坛ꎮ
其间ꎬ 来自世界 ５０ 多个国家和 ２０ 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与了相关讨论ꎮ 与会的国际组织既有西方

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美洲开发银行、 世贸组织及世界银行等ꎬ 也有拉美经委会、 拉美一

体化协会和拉美经济体系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ꎬ 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贸发会议、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世卫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服务全球的重要国际组织ꎮ 与会嘉宾

不仅包括危地马拉土著人权利领袖吉戈贝塔门楚 (Ｒｉｇｏｂｅｒｔａ Ｍｅｎｃｈú)、 德国 “博弈论” 学者莱茵

哈德泽尔腾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Ｓｅｌｔｅｎ) 等诺贝尔奖获得者ꎬ 还包括来自美国的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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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 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索洛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ꎬ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

究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ꎬ “欧元之父、 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 罗伯特蒙代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ｎｄｅｌ)ꎬ “华盛顿共识” 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代

表人物詹姆斯赫克曼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①ꎮ
菲德尔连年在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ꎬ 并与这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发展问题进

行深入交流ꎮ 菲德尔指出ꎬ 我不是预言家ꎬ 也不是经济学家ꎬ 但凡有点小学文化ꎬ 就应该明白经济

全球化不可逆转ꎬ 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可持续ꎻ 通过暴力革命或战争实现过渡不太可能ꎬ 也不合

理ꎬ 而危机是最有可能、 也是不可避免的过渡方式ꎬ 它将以多种斗争形式发生ꎻ 团结、 社会主义与

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是人类唯一的替代选择②ꎮ 他呼吁国际社会通过积极行动ꎬ 和平理智地解决全球

失衡和不平等问题ꎮ 他甚至预见到 ２００８ 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ꎬ 认为金融投机已对全球经济构

成威胁ꎬ 世界成为一个大赌场ꎬ 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成为赌徒ꎬ 钱疯狂地找钱ꎬ 却与经贸发展毫无关

系③ꎮ 菲德尔发起的这场以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是冷战后由南北国家知识分子和各界代表共同参与

的一次大规模直接对话ꎬ 为化解人类文明冲突、 破除落后国家发展壁垒和寻求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解

决方案ꎬ 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ꎮ
３. 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砥砺前行

菲德尔毕生倡导国际团结ꎬ 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忠实盟友ꎮ 菲德尔认为ꎬ “革命是团结ꎬ 是独立ꎬ
是为古巴和世界的正义梦想而战ꎬ 这是古巴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基础”④ꎮ 多年来ꎬ 菲

德尔并不满足于描述现象、 分析现象或谴责当事人ꎬ 而是集中精力寻找破解国际难题的方法ꎮ 他正

义的身影始终活跃在联合国大会、 不结盟运动、 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等国际舞台ꎬ 为构建更加公

正合理的世界秩序、 推动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而奔走疾呼ꎮ
在菲德尔的亲力亲为下ꎬ 拉美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进步力量先后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团结阵线与

合作范式ꎬ 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构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规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

和实践指南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面对严峻的地区和国际形势ꎬ 菲德尔主张提出一种能够动员群众、
激发群众斗争意识的战略规划ꎬ 并通过建立由左翼政党和进步组织主导的地区性论坛ꎬ 深刻揭露新

自由主义的本质ꎬ 进而寻求对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寡头力量的一体化路径⑤ꎮ 在他的直接推动下ꎬ 拉

美左翼进步组织圣保罗论坛应运而生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菲德尔的倡议下ꎬ 拉美左翼国家一体化组织美洲

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 (ＡＬＢＡ－ＴＣＰ) 成立ꎮ 该组织是拉美历史上第一个号召将人民的利益

置于跨国资本利益之上的地区合作组织ꎬ 也是唯一明确提出以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为己任的一体化

组织ꎮ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的纵深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深化地区参与、 改善国际融入、 加强南南合作、
提升国际话语权、 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ꎬ 提供了经验与启示ꎮ

总之ꎬ 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富含真理ꎬ 充满力量ꎬ 不仅使同志信服ꎬ 使敌人敬畏ꎬ 更鼓舞着

世界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ꎮ 在生命的尽头ꎬ 菲德尔仍然坚信思想的价值和团结的力量ꎮ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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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菲德尔在古共七大上发表告别讲话ꎮ 他说ꎬ “我快 ９０ 岁了ꎬ 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ꎬ
这不是努力的结果ꎬ 而是一种偶然ꎮ 很快我会和所有人一样ꎬ 我们都会轮到ꎮ 但古巴共产党人的思

想会证明ꎬ 在这个星球上ꎬ 只要有热情和有尊严地奋斗ꎬ 就一定能够取得人类所渴望的物质和文化

成果ꎮ 我们必须为此不懈努力ꎬ 并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古巴人民必胜”①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五周年之际ꎬ 古巴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ꎬ 深切缅

怀菲德尔总司令对古巴革命事业作出的历史贡献ꎮ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在其推特账号

上转发了劳尔卡斯特罗主席对菲德尔的评价: “菲德尔卡斯特罗无可替代ꎬ 他的思想使古巴成

为尊严与正义的堡垒ꎬ 菲德尔思想永放光芒ꎬ 古巴人民将继承他的事业”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菲

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中心③在哈瓦那隆重成立ꎮ 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迪亚斯－卡内尔

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参加了中心开幕仪式ꎮ 该中心旨在宣传和研习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ꎬ 下

设出版社、 音像制作室和研究系统④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该中心展出了古巴著名女作家兼记者卡秋

斯卡布兰科卡斯蒂涅拉 (Ｋａｔｉｕｓｋａ Ｂｌａｎｃｏ Ｃａｓｔｉｎ~ ｅｉｒａ) 所著的传记 «菲德尔»ꎮ 与此同时ꎬ 拉美及

世界各国人民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ꎬ 缅怀菲德尔为推动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所作出的时代贡献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古共六大以来ꎬ 古巴社会经济模式更新稳步推进ꎮ ２０１９ 年通过的古巴新宪法进一步

巩固了古巴社会主义制度体系ꎬ 明确了古巴面向 ２０３０ 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召开的

古共八大围绕 “古巴模式更新的阶段性任务与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全面部署ꎬ 并实现了古共中

央领导集体的新老更替ꎮ 古共八大指出ꎬ 模式更新虽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ꎬ 但仍面临历时性与共时

性矛盾的多重考验ꎮ 面对封锁与疫情的双重打击ꎬ 以迪亚斯－卡内尔为核心的古巴 “革命之子” 一

代领导人将继承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ꎬ 在更新中求发展ꎬ 在发展中保稳定ꎬ 在稳定中谋未来ꎬ 为

建设繁荣、 民主与可持续的古巴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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