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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亚特吉、拉美社会主义及亚洲

【西】爱德瓦尔多苏比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５－３０

　　作者简介:爱德瓦尔多苏比拉(EduardoDubirats),纽约大学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系教授,擅长现

代哲学、美学、批判理论和殖民理论.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圣保罗、墨西哥、加拉

加斯和马德里的各大学.目前,他为西班牙和拉美日报撰写文化政治方面的文章.

　　纽约大学

　　“在人类历史孕育的关键时刻,东方之魂似乎已经影响到西方”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uanCarlosMariátegui)

一、导　言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１８９４~１９３０)无疑是拉丁美洲２０世纪最杰

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著作«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直至今日仍被

奉为经典,是了解秘鲁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格局不可或

缺的参考.马里亚特吉兴趣广泛,诗歌、新闻报道、哲学论文、政治经济分析均

有所涉猎.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加入了美洲人民革命联

盟(简称ARPA).１９２６年,他创办了社会主义杂志«阿毛塔(Amauta)».１９２８
年,他发起建立了秘鲁社会党(秘鲁共产党的前身)并担任总书记.至今,他的

个人魅力及政治影响仍遍及整个拉美地区.

　　本文中,我将集中关注他工作的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是他构建出坚实的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背景.这一分析基于对西班牙殖民主义和北美帝国

主义的理解,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财产的封建结构以及发生在他

的祖国秘鲁这样一个以日益贫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代表的国度里不断

增加的社会和文化冲突.然而,在他看来,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另一方面,即:
“印第安人”问题.

　　我想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理论和政治建议,即:实现秘鲁印第安人与

“土著”的文化传统融合,演变成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更广泛的现代

社会主义运动应该从公有土地用途、传统农业知识、宇宙学、宗教、社会价值观

等出发.马里亚特吉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众所周知.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窥见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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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洲著名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影响,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然而,马里亚特吉在这方面的观点更加激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本能地从印加帝国中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①

二、现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背景

　　马里亚特吉将安第斯运动定义为在根植于印加“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

度,随后经历了安第斯共同体的殖民销毁,再演化成现代化的独立共和主义,
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秩序,并将恢复印加为基础的土著传统.在这一点上,他
写道:“革命维护我们最古老的传统.”②

　　相对２０世纪中叶,这种社会经济分析在今天的安第斯地区,乃至是整个

拉丁美洲都更加重要.从马里亚特吉定义的“土著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人们

可以更好地理解正发生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厄瓜多尔等地的政治经济变革.

　　另一种定义为马里亚特吉看待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他
将社会主义的斗争根植于“国家传统”之中.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民族主

义”绝不能等同或与１９~２０世纪欧洲北美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扯上关系.
因为后者实质上与全球霸权和/或帝国主义紧紧相连.而马里亚特吉所倡导

的民族主义则与文化沉淀、学识智慧、道德价值观念、古安第斯文明生活方式

及反殖民主义息息相关.

　　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观下的现代社会主义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对现代科学和工

业革命嗤之以鼻.马里亚特吉再三强调,社会主义运动应基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沉

淀和古老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的生活方式.对它的态度不是排

斥,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重新诠释定义“现代人类的进步”③.基于马里亚特

吉理论提出的现代社会主义又导致了另一个截然不同且更具挑战性的结果:不拒

绝进步,但排斥西方单边主义提出的单一世界秩序观及单一历史目标.

　　马里亚特吉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与欧洲中心论倡导的单一“文明进程”大
相径庭.这种理想的先决条件是线性类别的人类进步,正如法国启蒙运动的哲

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以及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的知识分子

的教育理想所阐述的那样.单一的“文明进程”将西方的扩张视为理所当然,将
在资本主义名义下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使世界其他文化土崩瓦解视为正当.

　　这种“文明的进程”以对印加文明进行殖民统治为开端,既而建立西方殖

民势力,先是西班牙,再是英美帝国主义.马里亚特吉倡导的社会主义扭转了

①

②
③

“Lanuevacruzadaproindigena,”en:EdicionesPopularesdelasObrasCompletasdeJosé
CarlosMariátegui(Lima:EmpresaEditoraAmauta,１９５９)t．１３,pp．１６７．

“Latradiciónnacional,”in:Ibid．,t．１１,pp．１２１．
“Lanuevacruzadaproindigena,”in:Ibid．,t．１３,pp．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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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马里亚特吉、拉美社会主义及亚洲 １１１　　

这种进程.他倡导人们团结一致,从殖民统治中获取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古印加帝国的政治社会传统,当然也不排斥现代科

学及工业化.

　　马里亚特吉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个主题要说到拉美与亚洲的关系,但也

可以作为探讨社会主义新世界秩序下文化和政治多边主义的出发点.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马里亚特吉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了他关于拉美相对

亚洲人民和文化的地缘政治局势观.虽然这与标志着２１世纪的新全球政治

平衡十分相关,人们却很少关注马里亚特吉的观点.在他看来,自殖民时代以

来,亚洲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已经在美洲太平洋海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
们的影响从利马一直延续到阿卡普尔科.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以来,他们的

影响更为巨大,已经波及整个美洲地区.尽管这些永久移民与我们的社会和

文化密切相关,他们却很少成为公开政治和社会学的讨论分析话题.此外,还
必须强调的是,在马里亚特吉看来,安第斯文化和亚洲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更为

深刻,绝不仅仅止于一般社会学认为的持续移民流及其文化对美国文化发展

的影响.

　　通过１９１０~１９２２年在利马日报«世纪报(ElTiempo)»上发表的一系列文

章,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萨雷斯普拉连(GonzalezPrada)在通俗大学所作的一系

列讲座,以及这些年里在他自己创办的社会主义杂志«阿毛塔»中发表论文,马
里亚特吉重建了世界全貌,一个经历了苏联革命和墨西哥革命的纷杂世界.
他将这个世界与政治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美利坚合众国联系起来,与以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年间所谓的义和团运动为起点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系起来.其中不乏

对抗俄罗斯、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北美的,也有在中国横行的日本帝国

主义.从这些文章和演讲中,他首先透露的是国际主义的承诺,但他也强调了

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以第一国际为起点以俄国革命为顶峰的欧洲社

会主义运动及第二第三国际并不是最根本的历史现象.他从拉美观点出发,
认为殖民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远比欧洲的要重要得多.当然,这里的

欧洲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德国.苏联革命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对
印度独立的影响及随后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影响:这是问题! 他于１９２０年写

道:“第三国际激励、支持了亚洲人民的反抗”在随后的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
他在书面分析中更加重视亚洲的反殖民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①

　　马里亚特吉在亚洲方面的政治见解和立场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他于

１９２４年写道:“东方之魂似乎已经影响到西方”②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到底

①

②

何塞马里亚特吉(JuanMariátegui),JoséCarlosMariáteguiyelcontinenteasiático (LiＧ
ma:Clenala,１９９７),pp．１２－１４．

“Laescenacontemporánea”in:EdicionesPopularesdelasObrasCompletasdeJoséCarlos
Mariátegui,op．cit．,t．１３,pp．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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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在他的社会主义杂志«阿毛塔»中,他坚持认为苏联革

命是向东而非向西延伸呢? 为什么中国的独立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的思

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一席之地?

　　从马里亚特吉的政治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相对于１９１７年的俄国革

命及其对西欧(包括西班牙)的影响,秘鲁的社会主义运动更接近亚洲各国诸

如中国和印度(以及非洲各国)为独立和民主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他准确

地预见到,亚洲与日俱增的政治文化影响将通过它的反殖民斗争和社会主义

运动而取得的社会文化政治变革传递给拉丁美洲.这样一来,２０世纪下半叶

发生的印度独立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马里亚特吉的秘鲁社会主义项目十分关注古老的民间传统及生活方式所

独有的积极文化社会因素,可能因为安第斯文化及亚洲传统文化在历史、文
化、心理上有着不少相似点.他是为数不多的肯定并强调古今、美洲和亚洲、
文化及人民之间联系的拉美知识分子.他于１９２４年写道:“相对于西方人,我
们秘鲁人民的心理其实更接近亚洲人民无论是精神层面上还是物质层面

上,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们.”①

　　对于古代美洲文化及拉美传统生活方式中的“东方”特色,马里亚特吉并

没有从人类学的角度详加阐述.相反,是从文学、文化和政治方面加以分析.
更确切地说,他是从“土著”的角度予以捍卫.他所说的“土著主义”是一个广

泛而模糊的文化进程,包括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还包括政治进程.它可以

被定义为一个２０世纪遍布全拉美的政治文化运动,参与其中的有杰出的社会

活动家、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用美洲土著人的语言、宗教和社会传统为起点捍

卫着后殖民时代的拉美文化.不少著有文学经典的２０世纪的拉美作家,从巴

西的马里奥安德拉德(MariodeAndrade)到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

(JoãoGuimarãesRosa),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JuanRulfo),甚至是危地马

拉的诺贝尔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AngelAsturias)
都因为这种双重性格(美学和反殖民)而被冠以或指控为“土著化”.特别指出

的是,秘鲁诗人和小说家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JoséMaríaArguedas)
应被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拉美,“土著化”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智力及社会运动.其明显的反殖

民特征已激起了保守知识分子的挑战,且事出有因.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印第

安抵抗运动,在克丘亚语中叫 TaquiOnkoy②,旨在重建存在于１６、１７世纪的

古印加社会和秩序.它也与１８世纪由图帕克阿马鲁(TupakAmaru)领导

的,位于安第斯地区的反西班牙殖民统治战争有关.１９世纪,由西雅图酋长

①
②

“Larevoluciónchina,”in:Ibid．,t．１２,pp．１３３．
LuísMillones(comp．),ElRetornodelashuacas:estudiosydocumentossobreeltakionqoy

(Lima:IEP,InstitutodeEstudiosPeruanos:SPP,SociedadPeruanadePsicoanalisis,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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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马里亚特吉、拉美社会主义及亚洲 １１３　　

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件也被标榜为带有土著主义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承诺.“土
著化”运动及其有关的社会或文学表现形式绝非维护人权的运动,也不是现代

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他们将斗争理解为争取古代生活方式的权利,
其中就包括马里亚特吉再三强调的社会主义方面.

　　保守主义人士一直攻击“土著化”或“土著主义”不是文明进步的价值观,
而是种倒退的运动.不用说,马里亚特吉对此批评绝不赞同,他从始至终捍卫

着土著主义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就此的著名论断为:“我们本能地从早

已消亡的印加文明中继承(社会主义理念)”①.同时,他那社会主义的“土著

化”也与现代科技进步以及所谓的西方文明进步的方面结合起来.持有这种

“土著化”观点的还有其他著名拉美作家,如巴西的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

(OswalddeAndrade)以及巴拉圭的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Bastos).

　　然而,“土著化”其实有它更深的根源,是其宇宙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本质.
两者都如此引人入胜.我深信,正如马里亚特吉阐述的那样,正是美洲土著化这个

问题,其历史同欧洲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同样悠久,解释了亚洲和美洲人民深层次的

文化联系.美洲古老的宗教及宇宙哲学积累的文化沉淀、传统农业、天文、药学智

慧以及“共产主义”旧的经济土地分配方式都在殖民时代被连根拔起.相对西方资

本主义和基督教神话传说,它们与东方宇宙观和价值观更为接近.

　　我想通过几个拉美现代文学的例子简要地扩展美洲文化及其反殖民及社

会主义运动根源的“东方特征”.马里亚特吉强调“我们古老的传统”涵盖了人

类生命、健康、教育、精神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现代拉美经典文学中

也占有一席之地.从«奥义书(Upanishads)»和«博伽梵歌(Bhagavadgita)»的
哲学和宇宙论立场,可以更好地理解«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Grandesertão:

veredas)»,这部２０世纪巴西文学无可辩驳的杰作,而其他任何西方古典文学

或哲学传统都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使当代诠释使尽浑身解数想将若昂
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oGuimarãesRosa)的史诗小说纳入西方文化或欧洲

文化的框架,而且由著名作家或是哲学家,如歌德(Goethe)、克尔凯郭尔 (KiＧ
erkegaard)等亲自出面,都被要求考虑非线性的时间循环观念,而这相对于传

统的基督教和西方的世界观,与古印度和中国的宇宙论更为接近②.«广阔的

腹地:条条小路(Grandesertão:veredas)»发展了人类存在和宇宙的非二元论

概念,这与基督教和西方哲学宗教的二元论截然对立.然而,这样一个非二元

①

②

“Lanuevacruzadaproindígena,”in:EdicionesPopularesdelasObrasCompletasdeJosé
CarlosMariátegui,op．cit．,t．１３,pp．１６７．

StefanKutzenberger,EuropainGrandeSertão:Veredas．GrandeSertão:VeredasinEuropa
(Amsterdam,New York:Rodopi,２００５),pp．１５６yss．FaniSchifferDuräes,RiobaldoundFaust．
UntersuchungzumFaustMythosbeiJoãoGuimarãesRosa(Bonn:RomanistischerVerlga,１９９６),
pp．８２yss．;１５６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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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论并非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JoãoGuimarãesRosa)的个人发

明.其实,它是从传统语言和巴西的文化沉淀抽离出来的,是从南美和非洲文

化中继承而来.２０世纪秘鲁最重要的作家当属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

(JoséMaríaArguedas),他是这种“东方”①范例的另一个典型.他的小说和

诗歌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融洽的趋势.然而,与罗亚巴斯多斯(RoaBasＧ
tos)和其他拉美作家不同的是,阿尔格达斯从本土流行的传统及安第斯文化

的价值观出发,诗化地“魔术般地”对待自然.他从萨满教式的,或者说“魔术

般地”借用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动植物、河流、岩石的生命和灵魂.换句话说,
要理解他对宇宙的诗意视野,人们不得不借助古老的东方唯物主义,如阿维森

纳(Avicenna),或者是求助于与犹太神秘哲学(Kabala)密切相关的新柏拉图

主义的发散论(TheoryofEmanation).其中,中国哲人张载提出的太和或者

是道的概念更加符合阿尔格达斯对自然的态度.在此,张载的观点比任何西

方哲学都更合适.当然,１９世纪的思想家叔本华(Schopenhauer)和２０世纪

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系统地将东方哲学传

统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其他文学艺术经典也应该从这个更大的视野

用多元的方法加以分析.如:胡安鲁尔福(JuanRulfo)的循环宇宙时间概

念、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AngelAsturias)的神话故事、亚
马逊的宇宙论.当我们从南北美洲这种最古老的语言、神话、艺术、建筑和前

殖民时代的传统出发时,这种相似性更为明显.

三、开创社会主义文化与反对单边主义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拉美文化、文学及艺术,
即:“西半球”对拉美国家、文化、人民的定位.无疑,这种半球的文化政治地域

或地区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在其反诠释原则的指导下,根
本不承认美洲土著人民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种族或语言.而这些美洲土著

恰恰共享着宇宙观、文学传统、宗教信仰、语系,多多少少与整个美洲的存在和

繁衍都有关.如此一来,这样一个“半球”秩序的构建是基于抽象专断的测地

线、国界和空间,实际上是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叠加.

　　然而,这个盛行的美洲地缘政治军事半球论,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出发

点,那就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政策于１８２３年推出,就实质而言,美利坚

合众国正告旧大陆上的列强,美洲不再开放给欧洲成立殖民地,而任何延伸欧

洲势力至新大陆上的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将视之为“危及我国之和平与安全”.

① JoséMaríaArguedas,Señoreseindios．Acercadelaculturaquechua(Montevideo:ArcaEdiＧ
torial,１９７６)pp．２４３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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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辑 马里亚特吉、拉美社会主义及亚洲 １１５　　

这样一来,拉美直接受制于美国的经济、行政、军事控制之下.２０多年后,墨
西哥大半的领土被吞并的事实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的一系列在拉美

的军事政变都显示着对待美洲文化和民族的半球概念.

　　很明显,这种战略也为诠释学或者说拉美文学文化的反诠释学提供了框

架.我曾在一些北美大学教授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在此,我想基于自己的

个人经验,就此话题展开一定探讨.

　　如我所见,在北美院校中美洲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完全忽视殖民

进程及其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及语言后果.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殖民时代

和文化被全盘否定.相反,存在着一个叫“殖民研究”的特定学术领域.我想

说的是完全被忽视压抑的不是殖民文化,而是殖民过程.殖民研究应涉及南

北美洲的文明、文化、种族灭绝过程,涉及相类似的基本神学、经济和司法模式

以及军事战略.而这样的研究在标准的拉美研究中却属于无人问津之地.不

用说,若研究者忽视了起源,怎么也不可能弄明白后果和结局.在殖民进程

上,这一理论也同样受用.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在褒奖北美独立

运动时就不忘提及印第安人问题和种族灭绝的殖民过程.就此,他的观点决

不含糊:“我认为印第安人注定要灭亡.”①

　　拒绝分析这个未尽的殖民过程所带来的后果不难预料:不仅是说西班牙

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国家,就连说英语的美洲各国也无法真正理解社会和种

族冲突,无法深谙各种智力和艺术的表现形式.

　　就个人而言,我更愿意认为历史和智力隔阂造成的曲解和误解不应被视

为个人智力局限的副产品或是各部门的偏见.相反,我们应将此视为一台学

术设备,虽然它有些缺失、隔离或错位,使得整个神话、艺术、文学不能融为一

体,使得现代拉美文化的社会、程度、政治配置都成为独立且不受干扰的专业

性知识.最近,我发表了一篇饱受争议的文章,题为«拉美殖民诗学(ColoＧ
nizedLatinAmericanPoetics)».我试图阐述这种制度化的微观政治和微观

分析以及隔离拉美研究领域试图采用冷战时期的政治策略,旨在剥离拉美的

传统,旨在摒弃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秘鲁的马里亚

特吉、巴西的达西里贝罗(DarcyRibeiro)、墨西哥的古拉莫邦费尔斯巴

塔拉(GuillermoBonfilBatalla)②.其主要方法论是内在的联系及人种学、经
济、政治等因素作为整体的互动.那些因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作为整体互动

①

②

AlexisdeTo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 (New York:PerennialClassics,２０００),pp．
３２６．

EduardoSubirats,“ColonizedLatinAmericanPoetics,”in:CríticayEmancipación,RevisＧ
talatinoamericanadecienciassociales,AñoINo１(BuenosAires:CLACSO,June２００８)
　　Seealso:JoséCarlosMariátegui,SeveninterpretiveessaysonPeruvianreality (Austin:UniverＧ
sityofTexasPress,１９７１);DarcyRibeiro,TheAmericasandcivilization (New York,Dutton,
１９７１);GuillermoBonfilBatalla,Méxicoprofundo :reclaimingacivilization (Austin:Universityof
TexasPress,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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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而成的动态过程恰恰不能被微观政治及其战略所理解.这还不止:这种微型

政治使人类智慧和艺术终结,使人类的表达方式大为减少,从远古神话到当代

社会冲突、脚本、文本、符号,还使人文学降级为语言学.即使是从文学批评的

角度分析任何文学对象,在这种细分脱节的体制下,无论是诗歌还是宣言,都
必然要失去其精华,成为空泛的脱节品.

　　半球化政策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终结了历史差异和文化个性,使拉美艺

术和文化臣服于全球的单一对等模式之下.换句话说,尽管有着巨大的文化

和政治分歧,甚至在历史演变中曾演绎着对立冲突,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

母语的美洲国家被迫与美国和加拿大同质起来.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政治事实,标准的拉美主义不愿分析,也无法对抗.由

于种种原因,整个１９世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独立斗争一直在持续.即

使到今天,斗争的很多方面仍是历史现实的组成部分,与当今同质的、半球化

的、全美洲的文化蓝图格格不入.与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不同,以西班牙语

和葡萄牙语为母语的美洲国家人民大多有着种族文化融合的背景,而前者以

白人和新教徒占主导地位;在前者保留着世俗民主的英美清教徒和加尔文传

统时,中南美洲被专制殖民的天主教政治力量所统治,没有开明的知识改革,
没有世俗化的进程,有的只是伊比利亚人及其文化固有的科技贫乏和工业落

后.而美国和加拿大则沿袭了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领先欧洲国家所有的民

主科学的传统.这一切都表明北美洲和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母语的美洲

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知识、政治代沟.我想,不用我提醒读者也明白,
这种历史差距创造了,而且仍在创造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北美比南美优越,
并从而试图主宰南美.这样一来,两方都将遭受致命的后果.

　　主流拉美主义者并没有质疑这些历史文化现实及由此产生的不公和冲

突,也没有质疑殖民化进程及美洲的后殖民主义.相反,他们建立了一系列抽

象的规范和语言差异,揭示了因殖民化进程带来的美洲土著与混合文化交融

而致的历史混乱和人种学混乱,旨在从认识论上或者政治上成为文化或种族

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从而在多元文化的种族隔离政策下寻找一把行政庇护伞.
标准半球拉美主义通过操纵共生的性别冲突来取代阶级和种族冲突,系统地

降低了对该地区长期以来的西方军事干预和西方独裁统治,演变为非政治化

的人权问题讨论.标准半球拉美主义还将文学艺术、社会冲突等电子化学术

化.他们还用新的社会、宗教和艺术表达形式将拉美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描

述成全球话语和文化形态的地方组成部分.

　　请允许我再回到本文之初:马里亚特吉关于拉美生活方式及亚洲文化之

间的关系愿景,他开创地理解亚洲政治在拉美反殖民斗争和解放运动中发挥

的作用.马里亚特吉写道:“相对于西方人,我们秘鲁人民的心理其实更接近

亚洲人民无论是精神层面上还是物质层面上,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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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表达了部分代表整体的思维过程,与主流拉美主义的标准语言程序截

然相反,因为后者只是将拉美民族和地区文化加以修正从而纳入半球化的范

围内.
　　马里亚特吉就美洲和亚洲间的文化纽带洞察细致,这与他对古远古社会主

义生产和分配形式的深刻认识以及它们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的创始功

能分不开.这样一个历史角度成就了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之一,«关于秘鲁现实的

七篇论文»,也被当代人类学研究专家予以肯定,如:纳唐华德(NathanWachtＧ
el)①.这也是西方其他接受图皮—瓜拉尼(TupíGuaraní)和其他前殖民地的美

洲文化的立场,如１６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旅行家亚美利戈维斯浦奇

(AmerigoVespucci)和２０世纪巴西的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Ribeiro).

　　作为本文的总结,我们可以基于马里亚特吉和拉美社会主义提出至少三

个假设和影响.第一是马里亚特吉看待就古美洲文化和现代社会解放和社会

主义斗争的方式以及他对拉美与东西方联系的见解可以重新界定文化、种族

和社会多元主义.第二,马里亚特吉那耐人寻味的一句“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

们”也重新定义了政治文化多元主义.第三,我们可以推论当代各民族和各国

家都希望建立一个全新公正的世界秩序,减少暴力冲突,非单极主宰.如前所

述,马里亚特吉就拉美和２０世纪亚洲密切联系的见解表达了另一个政治选

择,从而解决２０世纪拉美的社会贫困、经济技术依赖、政治腐败等问题.
　　今天的多元文化,不同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桑塔亚那

(GeorgeSantayana)等哲学家定义的１８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文化多元性,
也不同于达西里贝罗(DarcyRibeiro)、安东尼奥(AntonioRisério)等人类

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定义的拉美多元文化.他们主要关注少数族裔人士,其
本地身份以及社会和语言的界限②.它也侧重于这些少数族裔文化的同化战

略,将其纳入市场秩序和消费文化,不再是文化、种族和语言层面上的国家建

设进程.１９世纪北美的“大熔炉”理论或是巴西人类学家发明的种族通婚理

论就是如此.

　　和巴西人类学一样,马里亚特吉同时将东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将古老的和

现代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致力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他看待中印两国

反殖民革命的观点也与土著社会主义息息相关.

四、“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们”

　　马里亚特吉那耐人寻味的一句“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们”也重新定义了政

①

②

NathanWachtel,TheVisionoftheVanquished:theSpanishConquestofPeruthroughIndian
Eyes,１５３０－１５７０(NewYork:BarnesandNoble,１９７７)．

AntonioRisério,Autopiabrasileiraeosmovimentosnegros(SãoPaulo:Editora３４,２００７),
pp．２０７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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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治文化多元主义.现在,我们更倾向于将多边主义理解为多元化制度下的国

际合作.很明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地区不稳定、对人权的种种规

定、清洁空气和水、对地球的合理利用、减缓全球变暖、阻挠有组织犯罪、应对

大规模移民流动、大规模灾难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都需要各国采取多边途径.
多边主义不仅是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最高效最平等的手段,多边主义也意味

着在这个日益复杂和充满冲突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方法,来实现不同民族、文
化和国家间的对话.当然,它还能使国家间更加平衡和平地相处.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北美的美国已经无可争辩的

成长为全球超级大国.在此期间,美国也不断在重要事项实行霸权单边主义,比
如:国际法院、儿童权利、全球变暖等.最突出的莫过于单方面发起战争.这样

看来,单边主义的定义似乎是从超级大国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它的各项实力都使

得其他国家不得不敬畏它三分.这其实是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单边主义.

　　马里亚特吉那句“中国比欧洲更接近我们”的声明直至今天仍有震撼的效

果.“西”半球单边主义数次理所当然地将拉美各国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之

中,无视美洲本土人口有着亚裔祖先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依据,无视非洲

奴隶贩卖及其文化传播美洲的事实,无视最近从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流.将

拉美贴上“西方世界”或“西半球”的标签,任意将其归类的做法直接与生活在

美洲的亚洲人、非洲人和土著人相违背.

　　和２０世纪拉美其他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如上文提到的达西里贝罗

(DarcyRibeiro)和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RoaBastos),
马里亚特吉也承认美洲人民和美洲文化的多种根源,不仅认为半球地缘政治

是其他“西方”单边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①,还质疑美洲的殖民化进程,特别是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封建结构,随后又被英国和北美帝国主义大肆发

展.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现实的七篇论文»阐述了他那文化积淀下的多元主

义观,试图通过系统构建社会主义多边主义、“土著”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多元

文化的定义寻求一条道路,从而改变西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其祖国秘鲁留

下的社会政治体制.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童珊译)

① AugustoRoaBastos(compilador),Lasculturascondenadas(México:SigloXXI,１９７８),pp．
１９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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