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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里奇上个月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时，世
人惊讶于他年仅35岁，但更惊讶于在一个大选向
来是“右翼与极右翼对决”的国家，一名左翼政治
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脱颖而出。正在吹起“左进右
退”强风的拉美国家不止智利。最近两年多，左翼
政治人物先后在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
斯等国政坛“登顶”。其实对于熟悉拉美政治生态
的人来说，左翼“回潮”并不稀奇，毕竟该地区以

“钟摆效应”著称，常态化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戏码。只是这一次，“右进”周期比人们预想的
时间似乎短了好几年。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
认为，真正决定左翼能否在拉美崛起的是今年巴
西和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前段时间，巴西前总
统卢拉明确表达参选总统的意愿。“我回来了，”这
名拉美左翼曾经的领军人物说，“我想玩这场游
戏，我想赢。”

““拉美政坛非常重要的一年拉美政坛非常重要的一年””

去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还是智利总统候选
人的博里奇坐在户外的长椅上，一边听选民的抱
怨，一边做笔记。博里奇小臂上的文身被一件夹
克遮盖住了，但浓密的胡子和乱蓬蓬的头发仍然

“暴露”了他的身份——此前不久，他是当地学生
运动中的一名抗议者。转眼间，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里，他已然成为左翼政
治运动的领军人物。

外界惊叹于博里奇的迅速崛起，更惊讶于在
他走向总统宝座的这一路上，其身边经常飘扬的、
用以声援他的镰刀与锤子旗帜。在智利这样一个
几十年来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博里奇的
脱颖而出极不寻常。

就在博里奇胜选的去年12月，智利的邻国巴
西有一位风云人物宣布回归政坛——该国最具魅
力的政治领袖之一卢拉表达了对重返总统宝座的
意愿。这对现任巴西总统、有“南美特朗普”之称
的博索纳罗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英国《经济
学人》近日报道称，由于防疫不力以及巴西通货膨
胀问题严重，博索纳罗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较低。

更多拉美国家出现左翼“回潮”：去年11月底
举行大选后，洪都拉斯迎来该国史上首位女总统
希奥玛拉·卡斯特罗。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的
丈夫是洪都拉斯前总统塞拉亚，他曾以牛仔帽和
浓密的小胡子而闻名，和已故的委内瑞拉前总统
查韦斯是同时代的拉美左翼人物。在2009年一场
美国支持的政变中，塞拉亚政府倒台。

2021 年，秘鲁也迎来了一位农村教师和工会
活动家出身的左翼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他不
穿西装、不打领带，对秘鲁传统帽子“Chotano”情
有独钟。卡斯蒂略的上台赢得相当一批秘鲁乡村
和底层人士的拥护，但也让国际资本对秘鲁的发
展产生担忧。

“拉美政治‘向左转’的趋势已相当明显。”中
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周志伟对记者
说，左翼的回归并不奇怪，毕竟拉美一贯有“左右
政治周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向左转”的时
间比预料中来得更早。

另一名社科院拉美问题研究专家杨建民则对
记者表示，尽管左翼正在拉美扩展空间，但其能否
形成新一轮“浪潮”还要看今年巴西和哥伦比亚的
选举，尤其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若右翼继
续在该国执政，并和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也不能算
左翼在该地区撑起半边天”。

“2022年或将成为拉美政坛非常重要的一年。”
荷兰国际集团两个月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
2021年，拉美政治已经出现决定性的、向左倾斜的
转变，这种趋势可能会延续，2022年，拉美左翼有望
在巴西和哥伦比亚“斩获”更大政治成果。

““右进左退右进左退””比预想的短暂比预想的短暂？？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国际局势变化、“第
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外生经济冲击等因素的综
合作用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政党掌握了政权，
迎来被称作“粉色浪潮”的左翼运动高潮。后来，

随着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阿根廷前总统基什
内尔等人的离世或离开政治舞台，这股浪潮逐渐
消退，大约在六七年前，右翼政党开始在拉美多国
执政。当时人们普遍预计，这一轮右翼执政周期
至少持续十年左右。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此次
拉美政坛的“钟摆”提速了。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分析人士的话称，在
过去 5 年里，拉美出现一股潜在的“进步主义浪
潮”，这股浪潮孕育了今天左翼政治人物的登场。
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和饥饿、贫困等
问题的加剧，令左翼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加速复兴。

“拉美政治格局‘左退右进’的形势实际只持
续了3年左右（2015年至2018年）。”杨建民告诉记
者，右翼在崛起后不久就开始遭遇失败，博索纳
罗、哥伦比亚总统杜克、智利总统皮涅拉遭遇大规
模抗议就是例证。2018年7月，墨西哥左翼国家复
兴运动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当选总统成
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左翼政党40年来首次
在一向亲美的墨西哥执政。

杨建民认为，2021年疫情在拉美继续蔓延，加
剧当地民众对经济衰退、贫困、腐败、缺乏工作机
会等问题的关切，减少卫生部门支出等右翼政策
的负面作用也凸显了出来。

并非并非““粉色浪潮粉色浪潮””的简单回归的简单回归

这一轮拉美左翼的复兴并非是“粉色浪潮”的
简单回归。“千禧左翼”，墨西哥政治分析人士瓦斯奎
斯这样形容博里奇。在他看来，这名致力于应对气
候变化、缩小贫富差距的年轻人是拉美新左翼的代
表——上一代左翼通过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
支持，而新左翼在保有这个“基本盘”之上，通过社交
媒体获得更多影响力。另外，与此前的“粉色浪潮”
相比，新左翼更加拥抱绿色环保、女权主义、少数群
体平权运动等潮流，这能获得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在蜂拥而至的选民中，有人向博里奇抱怨，
在智利公立医院看病等待的时间太长，护理条件
也非常糟糕。有些书卷气的博里奇沉思了一会
儿，然后抬起头，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说出来，如
同烧开的水壶喷出‘白气’一样。‘这让我们愤怒’，
他握紧拳头说，‘让我们把愤怒化为行动。’”彭博
社这样描述博里奇和支持者交流的场景，并评论
说，“这是对不平等的愤怒”。

周志伟对记者分析，与查韦斯一代的拉美左翼人
物相比，新左翼的政治开放度可能更高，因为他们需要
争取更多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或更温
和、包容。“比如博里奇的竞选纲领有明显变化，前期提
出的一些较激进的措施后来出现缓和的趋势。”

“未来几年，拉美左翼将经历重要时刻，他们
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成为社会引擎。”杨建民说，他
们要平息当地人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方式
的不满，并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他们还要展现
自身的政治管理能力，以获得制度权力空间，同时
不放弃与社会运动的联系，以便再次赢得选举。

“新左翼上台后能否完成对新发展模式的探

索至关重要。”杨建民对记者表示，在上一个执政
周期里，虽然左翼在民众中赢得很高声望，但他们
没有重视对国家的塑造，尤其在军队、警察等领域
没有进行必要改革，因此最终不但没有完成替代
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反而自己陷入执政困境。

而左翼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右翼的“大溃败”。周
志伟认为，在“向左转”的表象之下，是左右翼力量在
拉美仍整体保持均势。以秘鲁和智利为例，虽然右翼
未赢得大选，但其在社会上的支持率不可小觑。

“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时代起，拉丁美洲
在世界进步主义者的想象中就具有不寻常的影响
力。在今天的拉美，新兴的‘绿色浪潮’和此前的

‘粉色浪潮’汇集到一起。”半岛电视台称，尽管每
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观察这股潮流将
去向何方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美国正在失去拉美吗美国正在失去拉美吗？？

这一轮拉美左翼“回潮”对中美意味着什么？“相
较于右翼，拉美左翼与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
相对更接近，一些国家的左翼执政联盟中就包括共
产党。”周志伟对记者表示，除此之外，左翼更注重南
南合作，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朋友圈”可能
更大，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发展中国家话语
权等方面，中国或能得到更多支持。

杨建民也认为，整体来看，左翼的复兴对于中国
与拉美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利好”。中拉政治合作将
会加强，拉美一体化有望被重新激活，外资进入拉美
或更容易。但杨建民同时提醒，部分拉美左翼也有可
能提高对外资环保评估的标准，一些中企或将面临重
新谈判合同的风险，并且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

目前，已在拉美执政的左翼政治人物大多对中国
持较友好的态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打压北京冬
奥会的背景下，2019年上台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近日宣布，将访问中国并出席北京冬奥会。该国外交部
更在官网首页发布“坚定支持北京冬奥会”的声明。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得出“美国正在失去拉
美”的结论。“美国在下功夫拉拢拉美左翼。”杨建
民说，一方面，拜登政府高调承诺提供有利于建设
基础设施、解决移民等问题的援助来笼络人心；另
一方面也在积极与新左翼重视的环保、扶贫议题
上加强与他们的合作。相较于查韦斯一代的左翼
人物，拉美新左翼更加务实，如果其国内政策可与
美国兼容，他们可能不会显示出强烈的反美情绪。

“环境问题成为帝国干涉的战场”，总部位于
厄瓜多尔的拉丁美洲新闻社以此为题刊文称，美
国正通过气候和环境问题作为切入点，试图“重塑
在拉美地区影响力”，“寻求重建美国的区域霸权，
用软实力谋求拉美的认可或拥护”。

“我们南美国家可以组成一个经济集团，来面
对两个巨人——美国和中国，就像欧盟一样。”重出
江湖的卢拉日前这样形容拉美未来可在国际地缘政
治中扮演的角色。不少分析认为，拉美国家今后在外
交上将采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对区域外大国的认知或
许会进入一个重新调整的阶段。 本报综合消息

3日，韩国种植牙行业龙头企
业曝出一名职员涉嫌贪污巨额公
款，堪称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一起贪污事件，这一消
息也引起韩国舆论哗然。

韩国知名种植牙公司奥齿泰
大楼位于首尔江西区，在午休时
间记者看到，有不少员工出入大
楼仍然在正常上班，但是大家都
是行色匆匆，气氛十分凝重。

3日，这家韩国最大、且位居
全球行业前列的种植牙企业曝出
一名负责资金管理的职员涉嫌利
用其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款高
达188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亿
元，占到了企业自有资本的九成
多。目前韩国警方正式介入调查
并表示，涉案员工上周已从公司
辞职，目前下落不明。如果他的
贪污罪名成立，将成为韩国上市
公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起贪污
案件。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这名
员工曾通过伪造取款明细、余额
证明书等方式将公司资金转移到
多个个人账户，去年10月还以散
户的身份大量购买了韩国某半导
体企业股票。目前他名下的所有
账户已被冻结，资金的具体流向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贪污事件曝光后，3日上午韩
国交易所立即停止了奥齿泰公司
的股票交易，并表示将根据事情
的轻重重新审视其上市资质。由
于停止交易的时间被无限期拉
长，使近两万名散户的利益受
损。而更让韩国民众无法理解的
是，上千亿韩元的金额根本不是
一两天可以贪污的，并且大量资
金投入股票却无人察觉，对行业
龙头企业的“后知后觉”感到荒
唐至极，同时对韩国金融监管部
门的监管力度也产生了质疑。

作为韩国种植牙行业的龙头
企业，奥齿泰在全球70多个国家
建立销售网点，公司股票中不乏
大量外国投资者。韩国有声音担
忧，受贪污丑闻影响，或将引发
外界对韩国上市公司的信任危
机。也有分析指出，如果资金无
法顺利回收，奥齿泰被退市的可
能性极大，即使免于退市恢复交
易，随着消费者对该企业的信任
度降低，奥齿泰或将遭遇史上最
大经营危机。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首尔1月5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
日说，朝鲜当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
域发射不明发射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向
媒体发送的短信中公开了上述内
容，但未提及发射时间等其他具体
情况。

据韩联社报道，这是自2021年
10月19日朝鲜试射潜射弹道导弹
后再次进行发射活动。

关于此次发射活动，朝鲜方面
目前暂未发表相关声明。

1010亿元亿元!!韩国曝上市公韩国曝上市公
司史上最大金额贪污事件司史上最大金额贪污事件

韩国说朝鲜发
射不明发射体

新华社努尔苏丹1月5日电（记者 张继业）据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5日消息，哈总统托卡耶夫
当天签署总统令，接受政府辞职，政府成员将继续
履行职责，直至新政府组成。总统令即日起生效。

哈总统府网站消息说，托卡耶夫当天早些时候

还签署了另一项总统令。这项总统令说，由于安全
局势恶化，为确保公共安全，恢复法律和秩序，自1
月5日至1月19日，哈萨克斯坦曼吉斯套州和阿拉
木图市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将实施多项措
施，包括每天23时至次日7时宵禁，对有战略意义的

设施加强保护，禁止组织集会和大型活动等。
另据哈通社报道，新年伊始曼吉斯套州液化

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多地民众集会抗议。
托卡耶夫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保持理智，

同时表示将在5日主持召开社会经济形势会议。

哈萨克斯坦总统接受政府辞职

拉美国家政坛再度拉美国家政坛再度““向左转向左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