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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巴西内政外交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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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巴西大选结束后ꎬ 卢拉以极其微弱的优势

战胜极右翼时任总统博索纳罗ꎬ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就任ꎮ 卢

拉、 博索纳罗两人的支持者在身份和地域分布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

异ꎬ 反映出巴西政治的深度分裂ꎮ 卢拉胜选一方面是由于劳工党在

组织建设、 竞选纲领和意识形态取向上尽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ꎬ 设

计了较为完善的竞选策略ꎻ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的

表现一再令选民失望ꎬ 使选民不禁怀念卢拉执政的 “黄金年代”ꎮ
但卢拉就职后也将面临诸多挑战ꎮ 右翼力量在国会中进一步增强ꎬ
经济、 民生、 环境等领域的治理问题积重难返ꎬ 博索纳罗的政治遗

产仍会发挥作用ꎬ 这些都对卢拉执政形成掣肘ꎬ 开启新的治理模式

并非易事ꎮ 多重挑战使卢拉在内政方面的调整空间受限ꎬ 未来其施

政重点将放在外交领域ꎬ 改善巴中关系ꎬ 调整与欧美国家关系ꎬ 促

进地区一体化ꎬ 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巴西的大国形象ꎮ 本文从巴西内

政外交的视角ꎬ 结合劳工党团队的竞选策略和上届政府的执政表

现ꎬ 分析卢拉在 ２０２２ 年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原因及其影响ꎬ 并对其

施政前景进行展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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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胜选的原因及影响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的巴西总统选举是巴西再民主化以来左右分化最严重的一次

大选ꎮ 左翼前总统卢拉在经历牢狱之灾后三度当选总统ꎬ 是劳工党在巴西政

坛上的一次标志性胜利ꎮ 然而左翼并未取得全方位胜利ꎬ 与其前两次当选相

比ꎬ 卢拉本次得票明显不足ꎬ 仅在第二轮以微弱优势胜出ꎬ 且反对声居高不

下ꎬ 反映出巴西政治高度极化ꎮ 右翼在国会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大大得势ꎬ 意

味着左翼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将受到更多挑战ꎬ 执政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ꎮ
本文在综合阐述卢拉胜选因素的基础上ꎬ 结合其未来内政外交中可能出现的

政策调整ꎬ 分析卢拉胜选所带来的影响ꎬ 对研究巴西政治生态演变和劳工党

政府执政前景具有一定参考意义ꎮ

一　 卢拉胜选折射出巴西政治分裂加剧

巴西本次大选中ꎬ 左右翼阵营的分化程度空前激烈ꎬ 各自的选民阵营在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地域分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ꎮ 由于 “第三条道

路” 候选人影响力有限ꎬ 支持率普遍不高ꎬ 很多选民不得不在卢拉和博索纳

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ꎬ 甚至出现因反对一方而将选票投给另一方的现

象ꎮ 卢拉虽赢得选举ꎬ 但在其基本盘以外获得的选票却相当有限ꎮ 而右翼的

支持率较高超出预期ꎬ 博索纳罗得票率与卢拉不相上下ꎬ 国会议员和州长之

中右翼数量占优ꎮ
本次大选的如下三个特点体现出巴西政治分裂程度之深ꎮ
一是选情胶着ꎬ 左右翼候选人难分胜负ꎮ 选举经历两轮投票ꎬ 每轮的实

际投票结果均与前期多家权威民调机构的预测存在一定差距ꎮ 第一轮投票前

的民调预测显示ꎬ 卢拉和博索纳罗得票率分别为 ４７％ 、 ３３％ ꎬ 甚至有预测认

为卢拉将在首轮投票中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直接胜出ꎮ 但出乎意料的是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 日最高选举法院统计结果显示ꎬ 卢拉首轮得票率为 ４８ ４％ ꎬ 博

索纳罗首轮得票率为 ４３ ２％ ꎬ 差距远小于前期民调结果ꎮ 多家民调机构普遍

预测二人的第二轮得票率分别在 ５３％ 、 ４７％ 左右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卢拉

最终得票率为 ５０ ９％ ꎬ 总票数为 ６０３４５９９９ 张ꎻ 博索纳罗为 ４９ １％ ꎬ 总票数

５８２０６３５４ 张ꎮ 卢拉以 １ ８％ 的微弱优势胜选ꎬ 实际得票差距再次小于民调预

测数据ꎮ 本次大选的注册选民达 １ ５６ 亿人ꎬ 是巴西 １９８９ 年再民主化以来参

加人数最多的一次选举ꎮ 但卢拉与博索纳罗的得票率之差却是 １９８９ 年以来历

次大选中差距最小的一次ꎬ 两人票数相差仅不到 ２１４ 万张ꎮ 相比之下ꎬ 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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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历次大选中ꎬ 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 ２０１８
年ꎬ 博索纳罗 ５５ １％ 对阿达 ４４ ８％ ꎻ ２０１４ 年ꎬ 罗塞夫 ５１ ６％ 对内维斯

４８ ４％ ꎻ ２０１０ 年ꎬ 罗塞夫 ５６％ 对若泽塞拉 ４４％ ꎻ ２００６ 年ꎬ 卢拉 ６０ ８％ 对

阿尔克明 ３９ １％ ꎻ ２００２ 年ꎬ 卢拉 ６１ ３％ 对若泽塞拉 ３８ ７％ ꎮ① 由此可见ꎬ
２０２２ 年大选是近 ３３ 年来最难分胜负的一次选举ꎮ 在博索纳罗反对声音日益高

涨的情况下ꎬ 其得票率还能达到近 ５０％ ꎬ 充分说明巴西政治分裂程度之深ꎬ
保守派和反劳工党势力超乎想象ꎮ

二是左右翼支持群体在身份和背景方面显著分化ꎮ 第二轮选举前的最后

一次民调显示ꎬ 卢拉的主要支持者为女性、 １６ ~ ２９ 岁青少年、 仅受过基础教

育者、 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 ２ 倍者、 无宗教信仰人士、 非洲裔巴西人等群体ꎮ
此外ꎬ 部分政治家、 知识分子、 经济学家以及中右翼人士也转而支持卢拉ꎮ②

调查数据显示ꎬ 在 １６ ~ ２９ 岁青年中ꎬ 支持卢拉的占 ５１％ ꎬ 支持博索纳罗的仅

占 ２０％ ꎮ 有 ２ / ３ 的受访者表示坚决不会投票给博索纳罗ꎮ 如进入第二轮投票ꎬ
６１％的受访者表示会支持卢拉ꎬ 仅有 ２７％ 的受访者选择支持博索纳罗ꎮ③ 博

索纳罗主要支持群体多为男性、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 受过中高等教育者、 月收

入高于最低工资 ２ 倍者、 保守派人士和福音派教徒等ꎮ④ 从行业类型上看ꎬ 博

索纳罗的支持群体还包括企业家特别是农业综合企业主、 警卫人员和武装部

队等ꎮ⑤ 此外ꎬ 调查显示ꎬ 企业家对劳工党的反对率高达 ６６％ ꎬ 福音派教徒

对劳工党的反对率为 ５４％ ꎻ 在家庭收入超过最低工资 １０ 倍以上的富裕阶层

中ꎬ 对劳工党的反对率也达到了 ５２％ ꎬ 高于博索纳罗所属的自由党 ２０ 个百

分点ꎮ⑥

三是左右翼的支持阵营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ꎮ 在东北、 东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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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胜选的原因及影响　

部、 中西部、 南部五个区域中ꎬ 卢拉仅守住了其基本盘东北部地区ꎬ 卢拉、
博索纳罗二人的得票率在此选区内分别为 ６９ ３％ 和 ３０ ７％ ꎮ 在其他四个地

区ꎬ 卢拉支持率均未过半ꎮ 在北部地区ꎬ 二人得票率以 ４９％ 比 ５１％ 基本持

平ꎮ 在中西部、 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ꎬ 博索纳罗与卢拉的得票率情况分别为

６０ ２％比 ３９ ８％ 、 ６１ ８％比 ３８ ２％ 、 ５４ ３％比 ４５ ７％ ꎮ 可见ꎬ 博索纳罗在中

西部地区以及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取得明显优势ꎬ 而卢拉则在东

北和北部获得胜利 (除罗赖马州和阿马帕州以外)ꎮ 相比之下ꎬ 博索纳罗的选

区还涵盖了两个北部州ꎬ 分布比卢拉更均匀ꎮ
本次大选情况与 ２０１８ 年相似ꎬ 博索纳罗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取得优势ꎬ

劳工党则牢牢把握东北地区选票ꎮ 博索纳罗在 ２０１８ 年时最终因拿下东南部地

区的米纳斯吉拉斯州、 圣保罗州而胜出ꎮ 因此ꎬ 不少机构将全国最富裕的东

南部选区视为本次大选中的关键ꎮ 然而ꎬ 卢拉在东南部也接连失利ꎬ 仅在米

纳斯吉拉斯一州以不足 ５ 万票 (０ ４％ ) 的优势取胜ꎮ① 东北部地区是巴西人

口数量第二多的地区ꎬ 仅次于东南部ꎬ 有 ６６７０ 万选民ꎬ 约占总选民数的

４３％ ꎮ 在该选区大幅胜出是卢拉能够当选的直接原因ꎮ 东北部是劳工党的传

统票仓ꎬ 在其他地区表现平平说明卢拉在争取不同地域选民方面并未取得突

破ꎬ 对劳工党的抵触情绪仍在全国四处蔓延ꎮ

二　 卢拉胜选的因素分析

卢拉团队在竞选策略上比博索纳罗团队有更全面细致的考量ꎮ 在组织建

设上ꎬ 精心挑选竞选搭档ꎬ 细心筹建选举联盟ꎻ 在意识形态上ꎬ 淡化左翼色

彩ꎬ 采取更为折中的政治立场ꎮ 在巩固基本盘的同时ꎬ 成功争取到部分中右

翼选民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博索纳罗四年执政成绩过于糟糕ꎬ 反博索纳罗势力

集中发力ꎬ 成就了卢拉的胜利ꎮ
(一) 劳工党采取了更加合理有效的竞选策略

在组织建设方面ꎬ 卢拉在竞选搭档的选择和选举联盟的组合上照顾到了

各类型选民和不同党派的利益ꎬ 建立了更广泛的统一阵线ꎮ 为拉拢更多中间

选民ꎬ 卢拉竞选团队在争取中右翼选民上下足功夫ꎬ 甚至与其 ２００６ 年大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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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竞争对手———中右翼政党巴西社会党 (ＰＳＢ) 候选人阿尔克明 (Ｇｅｒａｌｄｏ
Ａｌｃｋｍｉｎ) 组成竞选搭档ꎬ 并与 ９ 个中间党团组成选举联盟ꎬ 而其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参选时的选举联盟政党分别只有 ５ 个和 ３ 个ꎮ 博索纳罗组建的执政联

盟仅包含自由党 (ＰＬ)、 进步党 (ＰＰ)、 共和党 ３ 个党ꎮ 卢拉选举联盟则囊括

了除劳工党外的另 ９ 个政党ꎬ 包括共产党 (ＰＣｄｏＢ)、 绿党 (ＰＶ)、 巴西社会

党、 社会主义和自由党 (ＰＳＯＬ)、 网络党 (ＲＥＤＥ)、 团结党 (ＳＤ)、 前进党

(Ａｖａｎｔｅ)、 行动党 (Ａｇｉｒ)、 社会秩序共和党 (Ｐｒｏｓ)ꎮ 由于首轮投票结果对卢

拉不利ꎬ 卢拉得票率与前期民调基本一致ꎬ 而博索纳罗的得票率出乎意料ꎮ
劳工党又在首轮投票结束后迅速与 “第三条道路” 候选人、 民运党 (ＭＤＢ)
领袖西蒙妮和民主工党 (ＰＤＴ) 领袖戈麦斯进行了沟通ꎮ 二人随后也公开表

示支持卢拉ꎬ 两人得票率分别为 ４％和 ３％ ꎮ 西蒙妮组建的选举联盟还包含除

民运党外的社会民主党 ( ＰＳＤＢ) 和公民党 ( Ｃｉｄａｄａｎｉａ)、 “我们能” 党

(Ｐｏｄｅｍｏｓ)ꎮ 在第一轮得票不够理想的情况下ꎬ 劳工党将第二轮的拉票重点投

向米纳斯吉拉斯、 圣保罗、 里约热内卢等东南部人口数量较多的 “摇摆州”
以及对卢拉支持率不高的老年群体ꎮ

在竞选纲领方面ꎬ 卢拉的选前政纲聚焦民生ꎬ 这对经历了疫情和经济下

行冲击后希望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选民具有一定吸引力ꎬ 也受到了在博索纳

罗四年执政期间因其极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倍感压抑的选民的青睐ꎮ 针对

博索纳罗执政时期的痛点、 难点问题 “对症下药”ꎬ 卢拉在选举前提出的保障

女性和性少数者 (ＬＧＢＴＱ ＋ ) 等群体的利益ꎬ 更有针对性地关注弱势群体ꎬ
提升社会平等ꎬ 大力宣传环保理念ꎬ 捍卫少数群体的权利ꎬ 主张社会多元化ꎬ
获得了贫困人口、 女性、 性少数群体和原住民的支持ꎮ

在意识形态方面ꎬ 卢拉采取了更加折中的政治路线ꎮ 卢拉在前两个任

期内本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左翼执政模式ꎮ 由于当前的域内外经济环境比

第一轮 “粉红浪潮” 时更具挑战性ꎬ 拉美近年上台的左翼领导人纷纷不像

其前辈们那样高喊激进的口号ꎮ 本次大选中ꎬ 卢拉更是不搞意识形态对立ꎬ
而是采取务实、 进步的政治路线ꎬ 更多聚焦民生和发展ꎬ 吸引了部分政界

和经济界精英的选票ꎬ 使竞选宣传的受众对象更加多元化ꎮ 对盟友的选择

更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ꎬ 卢拉曾在选前表示要和所有重要政党对话ꎬ 为建

立民主、 反对专制而努力ꎬ 从而成功建立了相对广泛的统一战线ꎬ 进一步

扩大了支持基础ꎮ 而博索纳罗的联盟成员仅包括共和党和进步党两个中右

翼政党ꎬ 在第一轮得票落后的情况下仍将意识形态对抗作为主要发力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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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索纳罗支持者选举前向警察开枪、 枪击劳工党成员等激进表现也给右翼

政治形象造成较大负面影响ꎮ
卢拉曾在前两个任期内高调推行地区一体化ꎬ 例如 ２００６ 年曾与查韦斯、

基什内尔一起规划横穿委内瑞拉、 巴西和阿根廷的天然气管道以实现南美能

源独立ꎮ 卢拉种种想要脱离美国掌控的高调举动最终让美国心生忌惮ꎬ 后来

引发了 “窃听” 和 “洗车行动” 等系列事件ꎬ 使执政长达 １４ 年的劳工党政府

垮台ꎮ 本次大选前ꎬ 卢拉的反美调门降低ꎬ 美国并未对本次大选采取干预手

段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卢拉团队派出特使瓦格纳 (Ｊａｑｕｅｓ Ｗａｇｎｅｒ) 赴美同拜登方

面接触ꎬ 此后ꎬ 美国频频释放出反对博索纳罗 “闹选” 的信号ꎮ 拜登政府多

次表示支持巴西 “公正、 透明” 的选举制度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ꎬ
巴西民主制度经受住了时间检验ꎬ 相信巴西有能力举行可信、 透明的选举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美国参议院在历史上首次针对巴西大选发起动议ꎬ 敦促博

索纳罗政府确保大选自由、 公正、 可信、 透明、 和平ꎬ 呼吁拜登政府立即承

认巴西大选结果ꎬ 动议获全票通过ꎮ 结果公布后ꎬ 白宫也第一时间向卢拉表

达了认可与祝贺ꎮ
(二) 博索纳罗执政表现不佳ꎬ 引发选民对卢拉时代的怀念

在卢拉上次执政期间ꎬ 巴西的贫困率从 ４０％ 下降到 ２５％ ꎬ 通胀率降低

２ / ３ꎬ 失业率降低一半ꎮ① 卢拉团队的竞选策略固然取得一定成效ꎬ 但从最终

二人得票结果相差无几的情况可以看出ꎬ 卢拉竞选策略的影响终归有限ꎬ 此

前劳工党寄予厚望的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也未能拿下ꎮ 卢拉能够胜选主

要归因于博索纳罗政绩不佳ꎮ 博索纳罗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前的反对率已高达

５０％ ꎬ 上任半年后支持率就由 ４９％降至 ３３％ ②ꎬ 创造了 １９９０ 年以来历任总统

同期支持率新低ꎮ 因此ꎬ 大选结果不能说明卢拉赢得大量民心ꎬ 而是反博索

纳罗力量高度集结导致的结果ꎮ 博索纳罗四年执政的糟糕政绩可以概括为如

下五个方面ꎮ
一是政府凝聚力不足ꎬ 政治危机频发ꎮ 卢拉在竞选期间讽刺博索纳罗是

“国会的人质”ꎬ 这从侧面反映出 “府院关系” 的恶化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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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批准成立新冠疫情调查委员会 (ＣＰＩ ｄａ Ｃｏｖｉｄ)ꎬ 对博索纳罗在新冠疫

情期间抗疫不力的罪名进行调查ꎬ 指控博索纳罗犯有 “反人类、 滥用公共资

金和煽动犯罪” 等多达 ９ 项罪名ꎬ 并拟将其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审判ꎮ “府院

之争” 导致了严重内耗ꎬ 削弱了政府的政策执行力ꎮ 博索纳罗在任期间ꎬ 内

阁部长大量离职或遭撤换ꎮ 例如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４ 月 １ 日一天之内ꎬ 博索

纳罗就撤换了 ６ 名包括外长、 防长在内的部长级官员和三军将领ꎮ 博索纳罗

不少盟友与之渐行渐远ꎬ 令博索纳罗政府根基动摇ꎮ 有的甚至与左翼关系走

近ꎬ 例如 ２０２２ 年刚当选的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卡斯特罗 (Ｃｌáｕｄｉｏ Ｃａｓｔｒｏ) 就同

卢拉关系走得较近ꎬ 目前他已同劳工党开展对话ꎬ 明确表示 “虽然和博索纳

罗同属一个政党ꎬ 但会和劳工党携手并进”ꎮ①

二是经济增长乏力ꎬ 复苏艰难ꎮ 博索纳罗的四年任期内ꎬ 巴西 ＧＤＰ 总量

呈逐年递减趋势ꎮ 博索纳罗在 ２０１９ 年年初刚上任时的 ＧＤＰ 总量为 １ ９２ 万亿

美元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降至 １ ４５ 万亿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的 ＧＤＰ 总量为 １ ６１ 万亿美

元ꎬ 虽同上年相比有所提高ꎬ 但仍处低位ꎬ 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基本持平ꎮ②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 在新冠疫情、 乌克兰危机、 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下ꎬ 巴西通

胀高企ꎬ 货币贬值ꎬ 外债负担沉重ꎮ 为控制通胀ꎬ 巴西央行紧跟美联储ꎬ 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开始连续加息 １２ 次ꎬ 上调基准利率共 １１７５ 个基点ꎮ 目前基准利

率居于 １３ ７５％的高位ꎬ 引起财政赤字扩大、 消费水平降低等负面效应ꎬ 对政

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ꎬ 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ꎮ
三是抗疫不力引发民众广泛不满ꎮ 博索纳罗消极的抗疫措施导致新冠疫

情在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大规模暴发ꎬ 致使巴西 ４１ 万余人死亡ꎬ 而 ２０２０ 年新冠死

亡病例数为 １９ ５ 万ꎬ 同比增长 １１０％ ꎮ③ 博索纳罗坚决拒绝采取强制戴口罩、
封城和隔离等措施ꎬ 主张照常开展经济活动ꎬ 多次参加游行、 走访等聚集活

动ꎬ 大力推行服用氯喹治疗法ꎮ 博索纳罗还多次发表反智言论ꎬ 包括嘲笑接

种疫苗的人会变成 “短吻鳄”ꎬ 认为 “打疫苗易患艾滋” “奥密克戎没有造成

死亡” 等ꎮ 他公开批判世界卫生组织带有政治属性且存在意识形态偏见ꎬ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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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将 “退群”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参与克尔来福疫苗临床试验的一名志愿者

死亡ꎬ 博索纳罗在脸书账号上称这是 “博索纳罗的又一次胜利”①ꎮ 巴西疫情

的反复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低迷、 失业率攀升、 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等问题ꎬ
使贫富差距持续加大ꎬ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ꎮ

四是政府治理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ꎮ 首先ꎬ 博索纳罗

大力开展耕种、 采矿、 建造水力发电厂等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ꎬ 剥夺了巴西

环境与可再生自然资源研究所 (ＩＢＡＭＡ) 和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

究所 (ＩＣＭｂｉｏ) 两家权威环保机构的自主权ꎬ 将巴西林务局从环境部转至农

业部ꎬ 并大幅削减国家环境委员会的顾问人数②ꎮ 博索纳罗还任命宪兵为自

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负责人ꎬ 解雇原有管理者ꎬ 在原住民家园内大规模

兴建矿区ꎮ 在博索纳罗任内ꎬ 毁林面积增加了 ７３％ 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巴西政府的

环境预算降到了 ２１ 年以来的最低金额③ꎬ 使巴西一直以来以环保著称的国

际形象蒙羞ꎮ 由于乱砍滥伐现象未得到有效治理ꎬ 挪威和德国已经中断了

对亚马孙基金会的捐助ꎮ 其次ꎬ 为控制财政赤字ꎬ 博索纳罗政府采取削减

教育、 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措施ꎬ 使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难得到保障ꎬ 不平等

现象加剧ꎮ 最后ꎬ 少数群体权益屡受侵害ꎮ 博索纳罗从政以来一直大力倡

导福音派的保守价值观ꎬ 全面推进极端保守主义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ꎬ 对

原住民、 性少数人群以及委内瑞拉难民发表歧视色彩浓厚的言论ꎬ 镇压无

地农民运动等抗议活动ꎬ 激化了社会矛盾ꎬ 使不同阶层、 群体间的敌对情

绪加大ꎮ
五是外交上屡陷困局ꎮ 首先ꎬ 巴西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关系急剧 “降

温”ꎮ 博索纳罗视特朗普为其政治偶像ꎬ 导致拜登上台后美巴关系陷入尴尬

的境地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博索纳罗因亚马孙森林火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国

家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激烈争吵ꎬ 他暗讽欧洲殖民主义思维ꎮ 其次ꎬ 在区

域组织中一意孤行ꎮ 博索纳罗上任后使巴西先后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

(ＵＮＡＳＵＬ)、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ꎻ 不顾南方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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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整体利益ꎬ 单方面削减部分产品进口关税ꎻ 排挤左翼执政国家ꎬ 与地

区其他右翼政府共同成立南美进步论坛 ( ＰＲＯＳＵＬ)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联合

国第七十七届大会通过了终止美国对古巴制裁的决议ꎬ 而巴西是两个在投

票中弃权的拉美国家之一ꎮ
总体来看ꎬ 卢拉获胜背后的原因更多还是博索纳罗失去了中间选民的信

任ꎮ 选民在 ２０１８ 年将博索纳罗选为总统主要是因为对劳工党的严重腐败普遍

感到愤怒ꎬ 看重博索纳罗反建制的形象ꎬ 抱着尝试心态把选票投给他ꎬ 但在

过去四年中选民对其执政产生了严重不满ꎮ 而在卢拉执政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期

间ꎬ 巴西成功争取到了举办 ２０１２ 年里约奥运会和 ２０１４ 年世界杯的机会ꎬ 在

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ꎬ 成为一颗备受瞩目的冉冉新星ꎮ 在国家治理方面ꎬ 卢

拉利用大宗商品繁荣和石油经济成功打造了 ３０００ 万中产阶级ꎬ 并使 ２８００ 万

贫困人口脱离极端贫困ꎬ 使巴西跃升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ꎮ 很多选民对卢

拉能够带领巴西重启崛起进程怀有希望ꎬ 出于对博索纳罗的失望和对卢拉执

政时期的追忆而再次倒向卢拉ꎮ

三　 卢拉政府国内政策的调整与现实挑战

２０２２ 年大选后ꎬ 巴西国内的政治极化程度加剧ꎬ 右翼力量成为国会和地

方政府中的主导力量ꎬ 稀释了左翼总统权力ꎮ 盟友数量过多也使卢拉团队不

得不在协调各方利益上分散更多精力ꎬ 对执政效能造成影响ꎮ 卢拉政府下一

阶段工作的主线仍会围绕 “发展” 这一劳工党传统执政理念ꎬ 在经济、 民生、
环保领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ꎮ 但卢拉在其第三个任期内面对一个发

生了巨大变化的国家ꎬ 广大选民对卢拉前两届政府的怀旧感情仍要接受现实

的检验ꎮ 尽管卢拉具有非常丰富的执政经验ꎬ 但巴西目前面临比其 ２０ 年前首

次上任时更多的现实问题ꎮ 卢拉若想满足支持者的期望ꎬ 必须面对更大的困

难与挑战ꎮ
(一) 政治领域的挑战将影响政府执政效能和政策规划

卢拉虽然赢得选举ꎬ 但从选举进程、 选民背景和博索纳罗超乎预期的得

票率来看ꎬ 其优势并不稳固ꎬ 将在国会、 州政府、 执政联盟内部、 选民四个

层面面临挑战ꎮ
一是右翼力量在国会中增强ꎬ 对卢拉执政形成掣肘ꎮ 府院关系一直是巴

西历届政府面临的难题ꎮ 巴西的政党组成具有高度碎片化特征ꎬ 国会中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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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集团由于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难以统一ꎬ 相互缺乏信任ꎮ 罗塞夫弹劾议案

和 “洗车行动” 等事件都是 “府院之争” 的典型案例ꎮ 虽然卢拉在选举中赢

得了总统职位ꎬ 但右翼力量在议会和州长选举中占据上风ꎮ 巴西国会共有 ５９４
个议员席位ꎬ 其中众议院 ５１３ 个ꎬ 参议院 ８１ 席ꎮ 右翼政党组成的联盟以 ２４６
名代表在众议院中占据了 ４８％ 的席位ꎮ 博索纳罗所在的自由党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 日举行的议员选举中占明显优势ꎬ 在众议院中所占席位从 ７６ 席上升为 ９９
席ꎬ 在参议院中由 ７ 席上升至 １４ 席ꎬ 占比分别为 １９ ３％ 和 １７ ３％ ꎬ 接近

１ / ５ꎮ① 若加上博索纳罗另外两个联盟政党进步党 (４７ 席) 和共和党 (４２
席)ꎬ 其在众议院中所占席位则为 １８８ 席ꎬ 占总数的 ３６ ６％ ꎮ 中右翼在众议院

共赢得 ２７３ 个席位ꎬ 占全部席位的近半数之多ꎮ② 据统计ꎬ 在 ２０２３ 年开始的

新一届巴西众议院中占有席位的 ２３ 个政党中ꎬ 对博索纳罗支持率在 ８０％以上

的共有 １４ 个ꎬ 其中 ９０％以上支持率的有 １２ 个ꎬ ８０％ ~９０％支持率的政党有 ２
个ꎬ 议程制定将非常倾向于沿袭博索纳罗的风格ꎮ③ 相比之下ꎬ 劳工党在参众

两院中的人数合计不超 ８０ 席ꎬ 其中包括众议院 ６８ 席 (原为 ５６ 席)ꎬ 参议院 ８
席 (原 ７ 席)ꎮ 若加上另外 ９ 个联盟政党ꎬ 左翼执政联盟在众议院中也仅有不

到 １２０ 个席位ꎬ 不足中右翼席位数的一半ꎮ④ 在这 ９ 个联盟政党中ꎬ 团结党、
社会秩序共和党、 前进党和行动党 ４ 个党不属于左翼或中左翼ꎬ 且在议会中

席位极少ꎬ 在众议院中仅占 １０ 席ꎮ 剩余 ５ 个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议会中也属

“少数派”ꎬ 仅有 ３９ 席ꎮ 由此可见ꎬ 自由党将在 ２０２３ 年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

力量ꎬ 拥有最多的重要代表和盟友ꎬ 目前已正式宣布成为反对党ꎮ 极右翼难

以同左翼进行谈判ꎬ 保守主义立场更为坚决ꎬ 对劳工党充满 “敌意”ꎮ 二者之

间一旦产生矛盾ꎬ 转圜余地将会更加有限ꎬ 卢拉政府未来的议程制定将面临

更加艰难的局面ꎮ
巴西法律规定ꎬ 通过法案需要获得参众两院一半以上的票数ꎬ 通过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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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则需 ２ / ３ 以上票数ꎮ① 此外ꎬ 近年来巴西国会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ꎬ
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联邦预算ꎮ 面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军政府独裁统治结束以

来最保守的国会ꎬ 劳工党难免陷入被动ꎮ 为保证执政效能ꎬ 卢拉不得不与巴

西联盟 (５９ 席)、 民运党 (４２ 席)、 共和党 (４１ 席)、 社民党 (１３ 席) 等传

统中右翼政党进行协商ꎬ 做出更多妥协让步甚至利益交换ꎮ 这些政党中支持

博索纳罗的并不在少数ꎬ 这增加了劳工党的沟通难度ꎮ 以上几个政党各自的

情况又都有所不同ꎬ 需要采取不同的沟通策略ꎮ 劳工党最需要争取的是与议

会中第三大党巴西联盟党结盟ꎬ 为此ꎬ 卢拉已将通信部和旅游部两个部长职

位分配给巴西联盟党成员ꎮ 民运党本身为中右翼政党ꎬ 其候选人西蒙妮本人

虽表示支持卢拉ꎬ 但党内却不乏博索纳罗的支持者ꎮ 共和党虽表示 “不否认

对话与合作”ꎬ 但已决定对卢拉政府采取独立的立场ꎮ② 该党不但包括众议院

领袖亚瑟里拉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ｉｒａ)ꎬ 还包括多名今年刚当选参议员的前政要ꎬ 如

副总统莫朗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Ｍｏｕｒãｏ)ꎬ 前农业部部长克里斯蒂娜 (Ｔｅｒｅｚａ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ꎬ
前妇女、 家庭和人权部部长达马雷斯阿尔维斯 (Ｄａｍａｒｅｓ Ａｌｖｅｓ) 等在 “中
间党团” 中颇具领导地位的人物ꎮ③ 当选副总统阿尔克明 ３３ 年来一直所属的

中右翼社民党也表示不会加入卢拉政府的执政联盟ꎬ 这给卢拉政府未来在议

会中的政治角力造成较大压力ꎮ 例如在最低工资问题上ꎬ 博索纳罗在竞选时

曾明确表示如获连任将不会提升最低工资ꎬ 而卢拉在国会的支持率不够高ꎬ
其提升最低工资的承诺无法得到保障ꎮ

二是难以平衡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ꎮ 在巴西 ２７ 个州的地方行政

长官选举中ꎬ 右翼和中右翼政党在 １８ 个州获胜ꎮ 而卢拉组成的左翼联盟中的

政党仅在 ７ 个州获胜ꎬ 劳工党仅在巴伊亚、 皮奥伊、 塞阿拉和北里奥格兰德

等人口较少的 ４ 个偏远州争得州长席位ꎮ 在州长选举中ꎬ 右翼政党以压倒性

优势大胜左翼ꎮ 人口密集、 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的州长职位基本全

部由右翼或中右翼牢牢掌控ꎬ 例如三个最大选区圣保罗州、 米纳斯吉拉斯州、
里约热内卢州三州的当选州长分别属于共和党、 新党和自由党ꎮ 其他较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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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地区如圣卡塔琳娜州和联邦区的州长职位也分别被自由党和民运党获得ꎮ
此外ꎬ 巴西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管理关系历来混乱ꎬ 经常各行其是ꎮ 疫情期间ꎬ
里约热内卢市曾出现联邦政府、 州政府和市政府抗疫政策相互矛盾的现象ꎮ
在此情况下ꎬ 卢拉的政策即便能够在国会中通过ꎬ 也不能排除地方政府不遵

照执行的可能ꎮ
三是内阁部委数量增加是否有利于执政还有待观察ꎮ 卢拉胜选后ꎬ 如何

合理分配内阁席位和部长职位一度成为棘手难题ꎮ 鉴于右翼势力在巴西政坛

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ꎬ 为联合更多派别政党ꎬ 卢拉上任后已将部委数量从原

先的 ２３ 个扩大至 ３７ 个ꎬ 任命的部长分别来自包括中间党团和中右翼在内的 ９
个政党ꎮ 但多元化的内阁组成意味着各党派不同的政策倾向或将造成利益冲

突ꎬ 给团队内部的协调工作也增添了难度ꎮ 有分析认为ꎬ 由于盟友数量过多ꎬ
卢拉的新政府至少必须再成立 １０ 个部委才能满足现有需求ꎮ① 正式就任后ꎬ
卢拉已成立社会平等部、 中小企业部、 原住民部三个新部委ꎬ 并拆解、 恢复

多个部委ꎬ 如农渔业部被拆分为农业部和渔业部ꎬ 司法和公共安全部拆分为

司法部和公共安全部ꎬ 劳动和福利部拆分为劳动部和福利部ꎬ 妇女、 家庭和

人权部拆分为妇女部和人权部ꎬ 经济部拆分为工业部、 计划部、 财政部、 中

小企业部ꎮ 此前被博索纳罗改组至其他部委下的城市部、 文化部、 种族平等

部等部门也已得到恢复ꎮ 劳工党执政时往往组建 “大政府”ꎬ 但对部委的细化

分工是否有利于执政效能的提高、 对资源整合与沟通成本的影响如何仍有待

观察ꎮ 罗塞夫第二任期内的内阁机构数量一度高达 ３９ 个ꎬ 特梅尔在罗塞夫遭

到弹劾后ꎬ 将内阁机构数量整合成 ２９ 个ꎬ 博索纳罗执政时期则再度 “瘦身”
至 ２３ 个ꎮ 机构的反复调整是否有利于相应领域规划和治理的可持续性ꎬ 短时

间内也难以得出结论ꎮ 但扩大部委数量无疑会增加政府经费ꎬ 使本就不宽裕

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ꎮ
四是腐败问题遗留ꎬ 反对率居高不下ꎮ 博索纳罗在 ２０２２ 年选举中依然将

腐败问题作为攻击劳工党的主要发力点ꎬ 但这一策略却没有像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那样奏效ꎮ 这说明劳工党的腐败问题在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的心目中有淡化

趋势ꎬ 年轻人成为支持劳工党的主力军ꎮ 然而ꎬ 腐败问题的影响虽有所减弱ꎬ
却没有完全消失ꎮ 腐败丑闻曾对劳工党形象造成极为严重的冲击ꎬ 摧毁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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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劳工党的信任ꎬ “洗车行动” 后巴西的经济和国际地位一蹶不振ꎬ 民众美

好的期望破灭ꎮ 卢拉虽然赢得 ２０２２ 年大选ꎬ 但国内反对率却高达 ４５％ ꎬ 仅比

博索纳罗低 ５ 个百分点ꎬ 反对卢拉的选民仍坚定地认为他是 “掏空国库、 满

口谎言的骗子”ꎮ 卢拉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底卸任时的支持率超过 ８０％ ꎬ 而在 ２００３ 年

卢拉首次执政的四个月内其反对率只有 １０％ ꎮ① 劳工党的选前政纲 «重建转

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② 中虽然提到了腐败问题ꎬ 但相关条例被放于靠后

位置ꎬ 没有具体的计划来支撑论点ꎮ
此外ꎬ 一些集体反对劳工党的行业也会给卢拉政府执政造成挑战ꎮ 出于

对左翼政府未来可能会对农业综合企业实施环境和劳工监察的担心ꎬ 该行业

从业者大多支持博索纳罗而招致卢拉批评ꎮ③ 农业综合企业产值在 ２０２１ 年占

巴西 ＧＤＰ 的 ２７ ５％ ꎬ 该行业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ꎬ 其对劳工党的抵触情绪

将给卢拉政府带来挑战ꎮ
(二) 经济领域挑战考验卢拉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

一是如何解决高通胀、 低增长、 债务高企等问题ꎮ 虽然目前巴西经济状

况好于卢拉 ２００３ 年首次上任时ꎬ 但当前卢拉胜出的国际环境同第一轮 “粉红

浪潮” 时相比有较大变化ꎮ 彼时大宗商品繁荣周期和宽松的美元利率为卢拉

带领巴西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机遇ꎬ 使左翼能够大展拳脚ꎬ 顺利推行各项内

政外交政策ꎮ 而 ２０１９ 年右翼政府接手后ꎬ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巴西并未取

得理想成效ꎬ 加之疫情冲击、 美联储政策收紧、 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

响ꎬ 巴西经济承压增大ꎮ 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计ꎬ 巴西 ２０２２ 年的经济增长

率为 ２ ６％ ꎬ ２０２３ 年为 １％ ꎬ 低于地区平均水平ꎻ 在南美洲地区ꎬ 巴西 ２０２３
年的经济表现将排名倒数第二ꎮ④ 在卢拉前两任执政期间ꎬ 巴西 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５５８２ 亿美元跃升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２１ 万亿美元ꎮ 博索纳罗执政四年期间ꎬ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ꎬ “Ｄａｔａｆｏｌｈａ: ５０％ Ｄｉｚｅｍ ｎãｏ Ｖｏｔａｒ ｅｍ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 ｄｅ Ｊｅｉｔｏ Ｎｅｎｈｕｍꎻ Ｌｕｌａ é Ｒｅｊｅｉｔａｄｏ ｐｏｒ
４６％ ”ꎬ ２９ ｄｅ Ｏｕｔｕｂ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ｇ１ ｇｌｏｂｏ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 ｅｌｅｉｃｏｅｓ / ２０２２ /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 － ｅｌｅｉｔｏｒａｌ / ｎｏｔｉｃｉａ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９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２]

“Ｄｉｒｅｔｒｉｚｅｓ ｐａｒａ 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çãｏ 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çãｏ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ꎬ ２１ ｄｅ Ｊｕｎｈ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ｊｕｎｔｏｓｐｅｌｏｂｒａｓｉｌ ｃｏｍ ｂｒ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６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３]

张维琪: «巴西大选选举逻辑悄然生变»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ＡＩｅＢ６ｂＥＭｊ２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６]

“ＥＣＬＡＣ Ｒａｉｓ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 ｔｏ ２ ６％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ｍｉ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ｂｒａｚｉｌ / ８０３５４０ － ｅｃｌａｃ － ｒａｉｓｅｓ － ｇｒｏｗｔｈ －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 ｆｏｒ － ｂｒａｚｉｌ － ｔｏ － ２ － ６ － ｔｈｉｓ － ｙｅａｒ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３]



卢拉胜选的原因及影响　

巴西 ＧＤＰ 总量逐年下降ꎮ① 到 ２０２１ 年结束时ꎬ 巴西的年通货膨胀率为

１０ ０６％ ꎬ 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最高值ꎬ 极大地限制了国内购买力ꎮ② 政府目前负

担的债务已超过 ＧＤＰ 的 ７７％ ꎬ 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阻碍ꎮ③ 高 达

１３ ７５％的利率水平又进一步挤压了卢拉新政府以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的

空间ꎬ 增大了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风险ꎮ 新政府仍面临高通胀、 高债务等

严峻的经济挑战ꎮ
二是如何应对博索纳罗政治遗产的限制ꎮ 卢拉的民生政策需要大量的

财政支持ꎬ 但又受到博索纳罗政治遗产的制约ꎮ 例如ꎬ 劳工党在竞选期间

承诺将对低收入家庭的每月援助额保持在 ６００ 雷亚尔ꎬ 但是博索纳罗政府

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颁布的 «２０２３ 年预算指南法» 中却没有为劳工党更高的社会

福利支出留出足够的预算空间ꎮ 为控制通胀和物价ꎬ 博索纳罗政府实施了

商品和服务流通税 ( ＩＣＭＳ) 以降低燃料价格ꎬ 但这一措施却使州政府税收

收入减少ꎮ 卢拉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受到来自各州的压

力ꎬ 必须考虑政策调整ꎮ 博索纳罗旧政策和卢拉新政策之间的矛盾是一个

棘手的问题ꎮ
三是如何合理进行国家财政管理ꎮ 卢拉必须加强财政和税收领域的政

策管理ꎬ 推进税收改革ꎻ 控制国家公共支出ꎬ 构建新的财政框架ꎬ 科学规

划国家财政管理ꎬ 重建巴西的财政信誉ꎬ 以便为增加就业机会、 消除贫困

和不平等创造更好的环境ꎮ 由于劳工党目前规划的福利政策较多ꎬ 卢拉希

望提高政府支出上限以便扩大社会福利支出ꎮ 例如在保留 “巴西援助” 计

划 (Ａｕｘíｌｉｏ Ｂｒａｓｉｌ) 向低收入家庭每月提供的 ６００ 雷亚尔外ꎬ 再为受助家庭

的每个孩子每月增加 １５０ 雷亚尔的补助ꎮ 到 ２０２３ 年ꎬ 这项福利将耗资超过

１３０ 亿美元ꎮ 此外ꎬ 卢拉试图批准一项扩大对卡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补贴的

宪法修正案提案 ( ＰＥＣ ｄｏｓ Ｂｅｎｅｆíｃｉｏｓ)ꎬ 该提案的预算高达 １９８０ 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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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①ꎮ 在巴西国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的背景下ꎬ 要实现这样的福利水平并非易

事ꎮ 此外ꎬ 卢拉政府必须接手博索纳罗在选举前所推行的项目和规划ꎬ 这需

要一个高水平的经济团队来制定更加稳妥的政策ꎮ 此前ꎬ 阿尔克明正式向国

会提交宪法修正案ꎬ 要求将家庭补助金永久性排除在财政支出上限之外ꎮ 但

新政策的颁布还要经过国会中两种政治力量的博弈ꎬ 这对卢拉政府而言难上

加难ꎮ
(三) 改善民生、 促进发展将成为劳工党执政的首要任务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劳工党团队在其发布的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中把发展作为政府工作主线ꎬ 回应了巴西民众近年来在社会福利、 公共服务、
就业、 社会平等、 公共安全等问题上的关切ꎮ 卢拉自开始从政以来始终将帮

扶贫困和弱势群体、 消除饥饿作为执政重点ꎮ 其第二任期结束后ꎬ 巴西的贫

困人口减少了 ２８００ 万ꎬ 中产阶级增加了 ３０００ 万ꎬ 充分说明了劳工党在治理

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ꎮ 截至目前ꎬ 卢拉多次表示在新任期内将继续

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ꎮ 在胜选后的首次演讲中ꎬ 他提出了消除饥饿的目

标ꎮ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ꎬ 巴西目前有 ３３００ 多万人正遭受饥饿ꎬ 占全国总

人口的 １５％ ꎮ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提出要保证 “每一个巴西

人都能吃上三餐”ꎮ② 卢拉还宣称将恢复 “我的房子、 我的生活” 计划ꎬ 为没

有住房的弱势家庭提供住房服务ꎮ③ 此外ꎬ 卢拉还计划对博索纳罗政府的 “巴
西援助” 计划进行修正ꎬ 将名称改回原来的家庭补助金计划 (Ｂｏｌｓａ Ｆａｍíｌｉａ)ꎬ
分阶段逐步扩大补助金的覆盖面ꎬ 并提高实际最低工资ꎮ 他强烈反对国家石

油公司 (Ｐ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和国家电力公司 (Ｅｌｅｔｒｏｂｒａｓ) 的私有化ꎬ 并提议结束国

家石油公司的等价进口政策 (将巴西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挂钩的定价政策)ꎬ
使巴西的油价 “巴西化”ꎮ 由于国际油价的上涨ꎬ 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的燃料价

格实现了创纪录的升幅ꎬ 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相比ꎬ 汽油价格上涨 １１８ ３％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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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价格上涨 １６５ ９％ ꎬ 天然气价格上涨 ９６ ７％ ꎮ① 仅 ２０２２ 年头三个月ꎬ 国

家石油公司就赚得 ９４ ０５ 亿美元ꎬ 与 ２０２１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３０００％ ꎮ② 卢拉

认为ꎬ 目前的等价进口政策使外国大股东获利ꎬ 却加剧了普通家庭以及司机

行业的经济负担ꎬ 而超过 ３３００ 万巴西人还缺乏粮食保障ꎮ
在公共服务方面ꎬ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强调政府要加强教

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ꎬ 进一步完善 “统一卫生系统” (Ｓｉｓｔｅｍａ Úｎｉｃｏ ｄｅ Ｓａúｄｅ)ꎬ
包括追加预算、 提升公共性和普及性、 改善系统管理等等ꎬ 同时加强对卫生专

业人员的培训ꎬ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ꎮ 此外还将恢复 “更多医生” 计划和 “大众

药房” 计划等公共卫生计划ꎬ 推动和重建 “卫生领域经济和工业综合计划”ꎬ 整

合包含第二产业 (化学、 生物技术、 机械和材料工业) 和第三产业 (医疗卫生

服务) 在内的整个卫生综合系统ꎬ 集中相关领域的人力资源ꎬ 为国家创造就业

和收入ꎮ 在教育方面ꎬ 加大从日托到研究生各级教育的投资ꎬ 协调从联邦到州、
市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系统ꎬ 加强普惠、 民主、 免费、 优质、 具有社会包容性的

公共教育ꎮ 因教育从业者不受重视是巴西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ꎬ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中还提出要提升教育工作者的公众认可度ꎮ
在就业方面ꎬ 博索纳罗在选举前花费高达 ３００ 亿美元的刺激措施已经将

失业率降至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８ ７％ ꎮ③ 卢拉政府未来需要延续这一趋

势ꎮ 为创造更多工作和就业机会ꎬ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建议恢

复联邦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再工业化的投资ꎬ 通过信贷、 特许权、 伙

伴关系和担保等方式刺激私人投资ꎮ 此外ꎬ 新政府还将强化农牧业和创新行

业ꎬ 促进创意经济和生物多样性经济的发展ꎬ 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提供更多

支持ꎮ
在社会平等方面ꎬ 卢拉政府重视保障女性权益ꎬ 提倡性别平等、 种族平

等ꎬ 鼓励培养多元、 包容的文化环境ꎬ 反对地域歧视和一切形式的暴力ꎬ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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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ꎮ
在公共安全方面ꎬ 卢拉政府计划加强对警察的职业技术培训ꎬ 推动一项全

国性的公共安全政策ꎬ 对 “统一公共安全系统” (Ｓｉｓｔｅｍａ Úｎｉｃｏ ｄｅ Ｓｅｇｕｒａｎçａ
Ｐúｂｌｉｃａ) 进行改革ꎬ 以提高安全系统的效率并实现系统的现代化ꎮ

(四) 在环境和气候领域积极作为以改善巴西国际形象

应对气候变化是巴西新政府施政的重点领域ꎬ 贯彻劳工党一以贯之的环

保理念将成为巴西重返国际舞台的跳板ꎮ 卢拉曾在选举前呼吁建立 “全球治

理新模式” 来应对气候变化ꎬ 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ꎮ 国内层面ꎬ
卢拉计划在 ２０２３ 年对环境预算增加近 ２ 亿美元ꎬ 并向被博索纳罗架空的环境

机构提供资源支持ꎮ 国际层面ꎬ 卢拉还考虑联合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施压ꎬ
要求为环境压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森林保护、 碳减排等方面的资金支

持ꎮ① 在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ＣＯＰ２７) 上ꎬ 卢拉呼吁发达国家切

实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的承诺ꎬ 表明将申请主办 ２０２５ 年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ꎬ 并在任内举行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峰会ꎮ 卢拉在环境和气候问

题上的立场将成为改善巴西国际形象的新开端ꎮ

四　 卢拉政府将在外交方面寻求新突破

卢拉在对外政策上重视多边主义以及拉美发展的自主性ꎬ 将重新确立巴

西的外交政策重点ꎬ 不以意识形态为纲ꎬ 采取稳健、 温和、 多元化的外交政

策ꎻ 积极调整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ꎬ 加强区域合作和拉美一体化ꎬ 恢复

其国际参与者乃至领导者地位ꎮ
(一) 与中国关系: 总体向好发展

总体来看ꎬ 卢拉上台对中巴关系发展有利ꎬ 但局部领域也可能出现问题ꎮ
卢拉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有天然的亲近感ꎬ 其在前两任执政期间把巴中关系

置于巴西外交的中心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卢拉担任总统期间ꎬ 曾八次会见中国前

国家主席胡锦涛ꎮ② ２００９ 年ꎬ 卢拉参与推动建立了金砖国家机制ꎬ 使中巴两

—６０１—

①

②

Ｄａｎｉｌｏ Ｍｏｌｉｔｅｒｎｏ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ａｓ Ａｐｏｎｔａ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ｉｓ Ｄｅｓａｆｉｏｓ ｐａｒａ Ｌｕｌａ ｎａ Ｐｒｅｓｉｄêｎｃｉａ ”ꎬ ２ ｄｅ
Ｎｏｖｅｍｂ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ｎｂｒａｓｉｌ ｃｏｍ ｂｒ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５]

Ｓｔｅｌｌａ Ｃｈｅｎꎬ “Ｌｕｌ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Ｗｉｎ ａ Ｂｏｏｓｔ ｆｏｒ Ｂｒａｚｉｌ －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ｅｓꎬ ＢＲＩＣＳꎬ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ａｙ ”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ｏｒｉｎｏｃｏ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ｌｕｌａ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ｗｉｎ － ａ － ｂｏｏｓｔ － ｆｏｒ － ｂｒａｚｉｌ － ｃｈｉｎａ －
ｔｉｅｓ － ｂｒｉｃｓ － ｅｘｐｅｒｔｓ － ｓａｙ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３０]



卢拉胜选的原因及影响　

国关系得以巩固ꎮ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 卢拉大力赞扬中国的抗疫举措ꎬ 对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表示高度认同ꎬ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越性

使中国避免了疫情下的重大医疗和金融危机ꎬ 并对中国向巴西供应疫苗表示

感谢ꎮ 未来ꎬ 卢拉将重新调整博索纳罗时期的对华政策ꎬ 推动中巴关系再上

新台阶ꎮ
但卢拉也曾在 ２０２２ 年抱怨 “中国正在占领巴西、 接管巴西”ꎬ 认为巴西

从中国的大量进口影响了巴西的制造业ꎮ① 左翼素来注重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

性ꎬ 有一定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ꎬ 卢拉再度执政或将对中资企业在巴西的投

资和双边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ꎮ
(二) 与美国关系: 在离心和合作中找到平衡

与其前两个任期中的表现不同ꎬ 卢拉在此次选举前的反美倾向有所减弱ꎬ
致力于打造更加平等互惠的巴美关系ꎬ 将会修正博索纳罗时期具有依附性的

巴美关系ꎮ 在 «重建转型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６ 年)» 中ꎬ 卢拉团队多次强调重

建国家主权ꎬ 消除对美国的依附性ꎮ 卢拉曾批评美国霸权及其对巴西经济的

干涉ꎮ 虽然卢拉和拜登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ꎬ 但在应对气候变化、 巩固民

主原则和法治秩序、 维护少数群体权益等具体治理问题上ꎬ 双方有意愿寻

求和扩大共识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８ 日博索纳罗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ꎬ
巴西联邦检察院第一时间决定派代表同美国司法部官员交流 “国会山事件”
经验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卢拉将访问美国ꎬ 与拜登就民主、 气候变化、 和

平与安全等话题进行讨论ꎮ 两国未来或将在维护民主、 人权等治理问题上

寻求更多契合点ꎮ
(三) 与欧洲关系: 弥合分歧ꎬ 扩大共识

卢拉曾在 ２０２１ 年年底访问德国、 比利时、 法国、 西班牙四国ꎬ 受到各国

领导人和官员的热情欢迎和接待ꎮ 卢拉此行旨在扩大其支持基础ꎬ 并提前为

巴欧关系转圜做好铺垫ꎮ 此举改善了巴西的国际形象ꎬ 与博索纳罗反全球化

的极端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ꎮ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ꎬ 博索纳罗因亚马孙森林火灾与

欧盟多国领导人在社交媒体上隔空 “开战”ꎬ 使历经 ２０ 年艰难谈判、 刚达成

不足半年的 «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 长期处于法律审查状态ꎬ 南共市各国

承压增大ꎮ 卢拉上台不久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到访巴西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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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通话并收到访巴邀请ꎮ 卢拉与欧洲多国领导人就环境保护、 乌克兰危机、
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等热点话题达成多项共识ꎮ 针对乌克兰危机ꎬ 卢拉表

示拒绝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ꎬ 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ꎬ 同时提出尽快推

进完成 «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 以助力经济复苏ꎮ 德国也承诺将为巴西提

供 ３０００ 万美元资金支持亚马孙环境保护ꎮ 卢拉会继续以环境保护、 乌克兰危

机和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三大话题为着力点ꎬ 扩大同欧洲国家的共识ꎬ 打

破博索纳罗任期内巴西与欧洲多国陷入分歧的局面ꎮ
巴西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也会稳步提升ꎬ 并更具战略价值ꎮ 俄罗斯是巴

西化肥进口的主要来源ꎬ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ꎬ 巴西官方始终反对国际社会制

裁俄罗斯ꎮ 巴西与俄罗斯同为金砖成员国ꎬ 两国关系在卢拉前两个任期内始

终保持良好ꎮ 卢拉上任后ꎬ 巴俄经贸往来将会平稳增长ꎮ
(四) 多边舞台: 重塑领导者地位ꎬ 改善国际形象

在当选后的首次演讲中ꎬ 卢拉承诺要让巴西恢复到劳工党执政时期的国际

地位ꎮ 一方面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ꎬ 支持金砖扩容ꎬ 打造 “金砖 ＋ ”
机制ꎬ 积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更为深入的南南合作ꎮ 另一方面是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ꎬ 提高巴西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发言权ꎮ 继续为加入经合

组织 (ＯＥＣＤ)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努力ꎬ 争取更多美欧国家在 “入
常” 问题上支持巴西ꎬ 并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推进安理会改革ꎬ 打造更加公

正合理的国际秩序ꎮ 此外ꎬ 卢拉政府还确认将申请在亚马孙地区的帕拉州首

府贝伦市举办 ２０２５ 年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ＣＯＰ３０)ꎬ 以 “环保牌”
塑造巴西作为世界大国的领导者地位ꎬ 修补在博索纳罗任内遭到破坏的巴西

国际形象ꎮ
在地区层面ꎬ 卢拉将致力于推动拉美国家团结合作和一体化进程ꎮ 巴

西已重返拉共体ꎬ 并表示要重新激活南美国家联盟ꎮ 卢拉在就任首月就前

往阿根廷参加第七届拉共体首脑峰会ꎬ 并与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共同提

出南美洲共同货币倡议ꎬ 希望通过打造共同货币加强拉美地区一体化ꎬ 减

少对外部的依赖ꎮ 在南共市问题上ꎬ 卢拉致力于提升其机制化水平和成员

国的共同立场ꎬ 并准备吸纳玻利维亚加入ꎬ 恢复委内瑞拉的会员国资格ꎬ
反对乌拉圭单独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ꎮ① 总之ꎬ 卢拉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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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胜选的原因及影响　

通过 “抱团取暖” 方式实现地区各国共同发展ꎬ 推动拉美各国走出后疫情时

代的经济社会困境ꎬ 彰显巴西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形象ꎬ 凸显拉美的区域特性

以对冲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ꎮ

五　 结语

总体来看ꎬ 卢拉能够赢得本次大选ꎬ 既有劳工党在组织建设、 竞选纲

领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周密安排的因素ꎬ 也有博索纳罗四年政绩不佳的衬托ꎮ
在当前拉美左翼回潮背景下ꎬ 卢拉胜选具有标志性意义ꎬ 但右翼力量在国

会和地方政府中的壮大将会对其施政形成掣肘ꎮ 未来ꎬ 劳工党团队不得不

与更强势的右翼力量进行博弈ꎬ 并在前任政府的政治遗产中寻找突破空间ꎬ
以制定更具可持续性的内政外交政策ꎮ 如此看来ꎬ 卢拉上台后的 “蜜月期”
恐难长久ꎮ

内政方面ꎬ 卢拉未来面临政治分裂程度加剧、 经济复苏任务艰巨、 政

府财政预算受限等诸多挑战ꎬ 将在政策上做出相应调整ꎮ 首先是弥合政治

分裂并争取得到更多右翼议员和选民的支持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８ 日发生的国会

骚乱事件给巴西民主带来挑战ꎬ 反映出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已经扰乱国家

治安ꎬ 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国内冲突和矛盾ꎮ 因此与右翼开展对话沟通、 重

塑左右翼关系不仅是卢拉政府眼下的当务之急ꎬ 也是其长期工作的重中之

重ꎮ 多元化的内阁组成将成为卢拉任期内的一大趋势ꎮ 卢拉也将继续利用

其丰富的从政经验ꎬ 发挥政治智慧ꎬ 灵活务实地与国会中的中右翼势力进

行谈判协商ꎮ 其次是需要加强政府公开度和透明度ꎬ 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

任ꎮ 此次选举中卢拉争取到的基本盘外选民有限ꎬ 说明劳工党曾经的腐败

问题后续影响依然存在ꎮ 然而ꎬ 面对各方对劳工党贪腐问题的公开质疑ꎬ
卢拉从未做出详细回应ꎮ 最后是在扩张的政治议程和有限的财政预算之间

寻求平衡ꎮ 卢拉前两个任期时的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不再ꎬ 全球经济目前处

于下行ꎬ 卢拉面临如何重振经济、 解决贫困问题、 消除饥饿和不平等、 提

高最低工资等难题ꎮ 一方面ꎬ 由于博索纳罗的政治遗产所限ꎬ 政府开支可

调配的资源有限ꎬ 新法案短时间内难以在右翼主导的国会中通过ꎻ 另一方

面ꎬ 由于财政压力大ꎬ 可供支配的预算不足以支撑庞大的民生项目开支ꎮ
双重压力下ꎬ 新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预算分配ꎬ 平衡财政税收ꎬ 避免使前

期承诺成为 “空头支票” 而失去支持者信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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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政方面的诸多挑战给卢拉未来政策调整带来不小难度ꎬ 卢拉或

将在外交领域寻求更大施展空间ꎮ 一是重返国际舞台ꎬ 重建多边主义外交ꎮ
卢拉未来将致力于在民主秩序、 气候变化、 人权等领域发挥巴西作为大国

的角色与领导地位ꎬ 突出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作用ꎬ 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ꎬ 同时积极协调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ꎬ 扩大巴

西作为拉美大国的国际话语权ꎮ 二是继续强调地区团结与合作ꎬ 推动一体

化进程ꎮ 继重返拉共体后ꎬ 卢拉下一步将重振南美国家联盟ꎬ 并在南共市

的机制性建设和扩员方面加强地区合作ꎮ 当前拉美地区左右博弈激烈ꎬ 社

会分裂严重ꎬ 政治生态呈碎片化状态ꎬ 加之美国因素以及巴西与墨西哥、
阿根廷等地区大国微妙竞争关系的影响ꎬ 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并非易事ꎮ
三是进一步调整与主要大国的关系ꎮ 卢拉上任伊始便同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等国领导人频繁互动ꎬ 为重新开启友好对话、 共同推动国际合作打下

坚实基础ꎮ
加强对华关系是劳工党执政时期的重点方向ꎮ 中巴关系历来稳定友好ꎬ

今后虽然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出现问题ꎬ 但两国关系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ꎮ
卢拉政府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治国理政方面有高度的亲和性ꎬ 两国经贸关系

有高度的互补性ꎬ 两国在热点问题、 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立场有高

度的契合性ꎮ 卢拉就任后表示将尽快实现访华ꎬ 相信在其任内中巴关系会有

新的更大发展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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