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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巴西总统大选前瞻：卢拉与博索纳罗的角逐 

 

导言： 

2022 年巴西四年一度的大选活动已于 8 月 16 日正式拉开序幕，将选出巴西新一

任总统、联邦政府参议院和众议院部分议员以及州长等。其中，新一任总统大选

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总统将于 11 位候选人中角逐产生。最受瞩目的当属巴西现

任总统博索纳罗（2019-2022 年）与前任总统卢拉（2003-2010 年）两位候选人之

争，双方的民调支持率均远远高于其他候选人。随着竞选活动的日趋白热化，目

前已进入“血腥的九月”，卢拉的支持率虽保持领先，但博索纳罗紧随其后，两

人的支持率差距正持续收窄。第一轮的竞选投票将于 10 月 2 日举行，如果候选

人获得半数以上的有效票将直接胜选，否则将于 10 月 30 日进行第二轮投票。本

期汇编聚焦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最新民调情况、竞选主张、选民基础和预期投票

结果等，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新任总统即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一、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最新民调数据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以下简称

“卢拉”）隶属巴西左翼政党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简称 PT），他是

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也是第二位通过直接选举成功连任的总统。

卢拉在任期间（2003—2010 年），巴西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和公共福利大幅改

善；卸任时，卢拉依然保持相当高的民众支持率。2014 年，巴西开展了大规模的

反腐调查“洗车行动”（Lava Jato），许多巴西政界高官与商界高管纷纷下马。

2018 年，身为巴西前总统的卢拉因涉嫌参与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腐败

案和洗钱等罪名被判入狱服刑九年六个月。但时至今日，卢拉的支持者们仍坚信

他是政治阴谋的受害者。2021 年 3 月 8 日，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埃德森·法钦

https://g1.globo.com/politica/noticia/2022/08/13/em-live-com-janones-lula-promete-continuidade-de-auxilio-de-r-600.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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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on Fachin）推翻了此前针对卢拉的指控和定罪，使卢拉得以恢复政治权利

而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角逐。 

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以下简称“博索纳罗”）

是右翼政党自由党（Partido Liberal，简称 PL）的主要领导者、巴西现任总统（2019-

2022 年），将于今年大选中寻求连任。在 2018 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尽管卢拉的

支持率远超当年被称为“热带特朗普”的候选人博索纳罗 20 个百分点，但局势

很快因卢拉的入狱而扭转，导致他无法再参与 2018 年总统大选。卢拉入狱后，

博索纳罗趁机而上，承诺打击腐败和犯罪、促进私有化、裁减政府公共支出，以

及捍卫保守主义价值观，最终在当年成功当选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任期间，新

冠疫情肆虐全球，严重影响了巴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失业人口激增，民众收入

下降，医疗系统几乎崩溃等情形，国内的上街游行抗议活动亦时有发生。 

《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 Paulo）的民调机构 Datafolha 采访了巴西全国

343 座城市的 6754 名 16 岁以上选民。其 9 月 22 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卢拉的得票率预计约为 47%，博索纳罗的得票率约为 33%，误差范围为 2 个百

分点。而其他总统候选人的个人支持率均暂未超过 10%，分别是西罗·戈麦斯

（Ciro Gomes）7%、西蒙尼·特贝特（Simone Tebet）5%和索拉亚·瑟罗尼克

（Soraya Thronicke）1%等。根据巴西最高选举法院（Tribunal Superior Eleitoral, 

TSE）的规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必须获得超过 50%的有效票，才能赢得大

选的最终胜利，否则将进入第二轮投票流程。 

二、卢拉与博索纳罗的竞选主张 

卢拉是巴西左翼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博索纳罗是右翼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其

在经济政策、民生和公共福利等选民重点关注的领域均展现出不同的施政方向，

详见表 1。 

表 1 卢拉与博索纳罗的竞选主张对比 

候选人 卢拉 博索纳罗 

所在政党 劳工党 自由党 

政党派系 左翼政党的主要领导人 
右翼政党的主要领导人，秉持保

守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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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 

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加大公共

领域投资，限制国家重点行业

的私有化 

支持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扩大私

有化范围 

民生和公共福利 

进行税制改革，取消财政支出

上限，扩大现金转移计划，减

少饥饿与贫困 

维持财政支出上限，对现金转移

计划持谨慎态度，承诺短期的援

助金计划 

新冠疫情应对 广泛的疫苗接种计划 非强制的疫苗接种 

社会群体 

支持堕胎合法化，实施针对黑

人、青少年和性少数群体的公

共政策 

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同性婚姻 

社会治安 

反对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和

死刑 

严格打击犯罪行为，放宽公民枪

支管控 

 

（一）现金转移计划的设计 

为了消除赤贫和将更多人纳入经济中，巴西政府致力于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转

移计划，其本质上是一种财政支持的再分配制度。新冠疫情的持续更是增加了这

一计划的迫切性。尽管不同的总统候选人提出了不同的施政计划，但其存在一个

竞选共识，即按照“巴西援助金计划”的思路继续推行现金转移计划。巴西圣保

罗商学院 Ibmec 教授亚历山大·皮雷斯（Alexandre Pires）解释称：“所有候选

人都试图保持‘巴西援助金’（Auxílio Brasil）的数额，实际上就是卢拉在任时实

行的‘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再额外增加紧急援助金（Auxílio 

Emergencial）的额度。” 

卢拉在本次大选中提出的施政纲领《巴西重建和转型方案》（Programa de 

Reconstrução e Transformação do Brasil）第一条就承诺“恢复巴西绝大多数人口

的生活水平”，延续了其在任期间的执政亮点。卢拉在第一个任期内整合了前总

统卡多佐政府设立的所有的社会政策，推出更为全面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旨

在服务于那些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或政府规定的其他贫困线的家庭，以减少贫困与

饥饿。这一计划的推行非常成功，受到巴西国内外的广泛赞誉。2022 年竞选期

间，卢拉进一步提出更新的扩大版“家庭补助金计划”，“将恢复旧有计划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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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同时“以扩大补助金覆盖范围为指导原则，基于适当的收入门槛，分阶

段构建一个适用于巴西公民的基本补助体系”。他承诺将维持目前 600 雷亚尔的

基本福利，并为每个有 6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再额外补贴 150 雷亚尔。圣保罗瓦加

斯基金会（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的经济学家卡拉·贝尼（Carla Beni）称：

“卢拉想给巴西人带来一个观念，即有了卢拉，巴西人民将重获幸福”。 

尽管博索纳罗政府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对现金转移计划持谨慎态度，然而基

于寻求连任的考虑，博索纳罗政府经国会批准，提出自今年 8 月起将“巴西援助

金”400 雷亚尔的金额增加至 600 雷亚尔，额外增加的 200 雷亚尔将于今年 12

月前付清，正好是选举结束期。巴西选举法规定，禁止在选举年设立新的福利项

目。然而，为了规避法律制裁，博索纳罗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制造了一套巴西处

于“紧急状态”的说辞，借机推行临时性的援助金提升计划。博索纳罗还承诺明

年 1 月起将保持 600 雷亚尔援助金的常态化，尽管这与明年的预算计划法案（Lei 

de Diretrizes Orçamentárias, LDO）相悖。 

（二）财政支出上限的设置 

在本次竞选中，卢拉主张撤销前任总统特梅尔政府（2016-2018 年）设立的

政府支出上限法案（该规定为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设定了上限，将财政支出的涨

幅限制在前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内），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

博索纳罗的政府计划则支持维持财政支出上限。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巴罗斯

（Gabriel Barros）也对撤销财政支出上限的主张提出批评，认为一旦取消，政府

的财政预算很可能会失控。他建议可以改进财政支出上限法案的规则。 

（三）税制改革的推行 

候选人卢拉与博索纳罗的另一个共识是推行税制改革，体现为优化所得税征

收表，其形式在不同候选人之间各有差异。关于税制改革，卢拉在竞选纲领中提

到，“我们提议基于团结、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通过实行税收累

进制调整不公平的税收结构，实现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同时简化和减少消

费税，并维持福利国家的财政水平。” 

对于博索纳罗政府，皮雷斯教授指出，“现任政府曾承诺过推行税制改革，

这是在向中产阶级示意。但由于税收涉及金额巨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的自由裁

量空间很小，很难找到较好的替代方案。因此，这虽然是竞选期间候选人发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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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亮点，但并非所有候选人的提案都具有可行性。” 

（四）经济政策的实施 

卢拉主张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强公共财政管理，加大公共领域的投资，

并且限制国家重点行业的私有化。卢拉明确反对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巴

西中央电力公司（Eletrobras）和巴西邮政（Correios）三大公司的私有化。经济

学家卡拉·贝尼认为，卢拉施政纲领的核心是重启劳工党政府以往的政策。而博

索纳罗则支持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支持扩大私有化范围。 

三、卢拉与博索纳罗的选民基础 

总的来说，博索纳罗的坚实支持者包括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新教福音派

选民、对新冠疫情持乐观态度者和右翼政党支持者等；而东北区的贫困人口、女

性人口、“家庭补助金计划”受益者及支持者、对新冠疫情持悲观态度者和左翼

政党支持者则更倾向于支持卢拉当选。其中，中产阶级群体作为中间派选民是双

方博弈的主要战场。由于博索纳罗的施政方针更有利于这一群体，因此最新的民

调数据显示，博索纳罗在中产阶级中的支持率占优。 

巴西《环球报》于 8 月大选专栏《巴西——泡沫之外》（Brasil Fora do Brasil）

一文中，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 57 人，以了解那些可能影响大选胜负的选民的想

法。专栏作家玛丽娜·迪亚斯（Marina Dias）重点展示和分析了巴西五种不同类

型选民的投票意向及其背后原因。 

（一）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博索纳罗领先 

农业在选举中的地位不容小觑：经济上，农牧业产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近 30%，解决了全国近 20%人口的就业问题；政治上，农业团体在国会

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团体之一。巴西中西部地区的选民虽然仅占全国选民总数约

7%，但该地区是巴西重要的农业区，汇集大量的农业人口。根据民调机构

Datafolha 的数据，在中西部地区，博索纳罗以 42%对 36%的投票意向超过了卢

拉。 

多数农民和农业生产代表都是反对劳工党的保守派。博索纳罗作为巴西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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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的代表，是制约劳工党的最佳人选。该州的受访农民表示支持博索纳罗政府，

他们共同提到的根本原因是博索纳罗放宽枪支管控的举措。此外，他们总体上认

可博索纳罗在农业领域的措施。大豆和甘蔗是巴西最重要的两大农作物，巴西大

豆加工协会和甘蔗种植协会的代表均已经宣布支持博索纳罗。部分农业企业家表

示对社会主义感到恐惧，而卢拉的提案在他们眼中就等同于社会主义。 

（二）东北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卢拉领先 

根据巴西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研究所（Instituto Mobilidade e Desenvolvimento 

Social）的数据，巴西的贫困人口在 2021 年达到 4730 万，其中近一半（约 2280

万）集中在东北部地区。仅 2021 一年，东北部地区就有 550 万人的收入跌至贫

困线以下。东北地区的选民人数占比达 27%，仅次于东南地区。民调机构Datafolha

的数据显示，卢拉在东北部的优势比博索纳罗更为显著，双方的支持率为 57%比

24%。众受访者的回答显示，2020 年以来巴西的经济危机使得贫困人口对博索纳

罗政府倍感失望。东北地区的贫困人口面临着饥饿、极端贫困和失业等难题。他

们念及劳工党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故而更加支持卢拉。 

（三）新教福音派：博索纳罗领先 

目前新教福音派信众约占巴西人口的 27%，他们从 2018 年至今一直是博索

纳罗的忠实支持群体。即使现在国家深陷贫困和高失业率的泥潭，许多福音派选

民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博索纳罗。根据社会学家埃斯特·索拉诺（Esther Solano）

对福音派选民的研究，博索纳罗反对同性婚姻、反对毒品和堕胎合法化，更符合

福音派的价值观。但玛丽娜指出，部分生活贫困的信众可能会因为经济危机而转

投卢拉。这批潜在的卢拉支持者中，有人表示，劳工党执政期间，福音派信徒的

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四）中产阶级人口：博索纳罗领先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莫拉（Maurício Moura）认为，2018 年大规模支持博索

纳罗的选民群体（比如农业人口和福音派信徒）大概率会重复曾经的选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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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阶层，如中产阶级才是双方博弈的主要战场。根据 Datafolha 在 8 月发布的

民调结果，在中产阶级选民中，博索纳罗的投票意向最初落后于卢拉，但自 7 月

起，其支持率上升了 7 个百分点后，8 月份即以 41%对 38%的支持率领先于卢

拉。 

玛丽娜指出，博索纳罗很难在贫困人口中提高自己的支持率，因此中产阶级

的支持率对他而言至关重要。中产阶级占巴西选民的 32%，他们对失业率回落，

以及燃油、能源、运输和住房等行业的物价下降较为关注，这些都是博索纳罗政

府寻求连任的施政重点。 

（五）女性人口：卢拉领先 

根据民调机构 Datafolha 的数据，卢拉在女性选民中领先博索纳罗（卢拉 47%

比博索纳罗 29%），其领先优势大于男性选民（卢拉 46%比博索纳罗 35%）。从

巴西北部到南部的大多数州（占选民总数约 53%），近年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深

的当属妇女群体，由此引发了对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不满。2020 年减少的工作

岗位中，约有 72%曾由女性专业人士担任。她们往往还是巴西家庭社会福利保障

计划的受益人，因此历来都是总统候选人重点关注的选民群体。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博索纳罗关于社交隔离、口罩佩戴和疫苗采购的言论

引起了女性选民的排斥，在部分福音派女性中表现更为明显（女性选民占福音派

信众的 58%）。社会学家索拉诺表示，在文化上被女性公众所珍视的基督教价值

观，如博爱、宽容和同情心，影响了她们对博索纳罗的评价。此外，放宽公民持

枪的政策也使得女性选民对博索纳罗的反对率大大提高。 

 

四、大选胜率分析：卢拉 VS 博索纳罗 

最新民调显示，本次总统大选中，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其他候

选人。多方学者和评论家均认为本届总统将从这两位候选人中诞生，其中舆论的

总体态势更倾向于卢拉胜选。而且卢拉可能在 10 月 2 日第一轮投票中直接以超

过半数有效票获胜，但卢拉与博索纳罗双方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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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页报》2022 年 9 月 11 日《常规竞选结束了》（A campanha normal 

acabou）一文中，《页报》评论家、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塞尔索·德·巴罗斯（Celso 

Rocha de Barros）认为，从 9 月 7 日开始，博索纳罗实际上已经在常规的竞选活

动中败下阵来，剩下的几周可能会动用“非常规（anormalidade）”的竞选手段，

比如鼓动其支持者挑起暴动或于竞选失败后发起政变等。 

今年 9 月 7 日，正值巴西独立二百周年庆典之际，博索纳罗在巴西利亚和里

约热内卢举行了盛大的竞选集会。塞尔索认为本次集会展现了博索纳罗的军事主

义倾向和发动政变的意图。博索纳罗在演讲中称，若他成功连任，将打击调查其

罪行的法官或者其他机关人员。在此之前，他曾称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亚历山

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为“无赖”。但 Datafolha 的民调显示，

这场集会并没有为博索纳罗赢得可观的选票。塞尔索认为这个结果标志着博索纳

罗已无法挽回颓势。他失去群众支持的原因包括：成千上万的巴西人未能注射疫

苗，最终感染新冠病毒而亡；任期内巴西再度深陷贫困深渊；对女性群体发起大

量的言语攻击；博索纳罗家族用现金购置大量房产等等。此外，自 7 日以来，巴

西发生了多起博索纳罗支持者主导的街头暴力行动。 

另据《环球报》2022 年 8 月大选专栏《巴西——泡沫之外》一文，博索纳罗

政府一直试图赢得更多贫困人口的选票，比如在大选前夕设立有关增加社会福利

的宪法修正案，将巴西援助金从 400 雷亚尔增加到 600 雷亚尔，但这些努力收效

甚微。《环球报》的专家认为这存在以下三个原因：第一，高通货膨胀率消解了

部分援助福利；第二，选民们并不认为卢拉站在援助金的对立面，而是恰恰相反；

第三，随着政治意识的加强，贫困选民将这些措施视为总统候选人为了赢得选票

的手段。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莫里西奥·莫拉（Maurício Moura）还补充了一点

原因：“巴西的援助金计划在舆论上有一处硬伤。2021年博索纳罗政府削减了在

疫情期间发放的 600雷亚尔紧急援助金，因此选民们认为他的援助金计划可能只

是昙花一现。” 

曾任卢拉总统府行政院院长的前劳工党议员若泽·迪尔苏（José Dirceu）认

为，卢拉及他所代表的劳工党是当前的民心所向。他指出，在博索纳罗的四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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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支持他的部分右翼政治势力已出现调整，说明其政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

变化。另一方面，卢拉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社会党人杰拉尔多·阿尔克明

（Geraldo Alckmin）目前则拥有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社会

党（Partido Socialista Brasileiro，PSB）、绿党（Partido Verde）、可持续发展党

（Partido Rede Sustentabilidade）、社会自由党（Partido Social Liberal，PSL）、

巴西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o Brasil，PC do B）、团结党（Solidariedade）、

前进党（Avante）和社会秩序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da Ordem Social）等 9

个政党的支持。此外，卢拉还获得来自巴西民主运动（MDB）大部分成员以及社

民党（PSDB e PSD）部分成员的支持，他们的竞选实力在民意调查数据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圣保罗页报》的专栏作家若泽·罗伯托·德·托莱多（José Roberto de 

Toledo）基于当前的民调数据认为，如果卢拉能够说服目前投票给戈麦斯或特贝

特的一半选民转投自己，作为“有效选票”，那么他在第一轮直接胜选的可能性

就很大。据另一名专栏作家阿尔贝托·邦比格（Alberto Bombig）分析，劳工党

加大了对博索纳罗的攻击，关于博索纳罗家族购置上百处房产这一新闻，肯定在

选民中产生了负面影响，提高了对现任总统的反对率。邦比格认为，博索纳罗如

果想拖到第二轮选举，就必须使用奇招。 

五、新一任巴西总统即将面临的挑战 

1. 经济困境 

2022 年大选正值新冠疫情肆虐两年及俄乌战争爆发，这些因素加剧了巴西国

内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此次选举还伴随着财政赤字和高负债率；尽管近几个

月巴西的失业率有所回落，但依然面临就业人口收入下降的难题。虽然在大选前

几个月，联邦政府提高了援助金，增加了对极端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但是由于

存在财政支出上限，近几年政府在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支出有所下降。鉴于当前的

情况，有经济学家指出，无论谁在大选中获胜，下一届政府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

在于公共开支和税收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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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记者亚历山德罗·马尔泰洛（Alexandro Martello）在文章《试看新总

统上任后将面临的经济情况与挑战》（Veja o cenário e os desafios que o próximo 

presidente vai enfrentar na economia）中将这些挑战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通货膨胀和公共财政的问题。由于巴西央行上调利率和世界经

济增长放缓，专家预估新政府在上任的第一年内，通胀带来的价格压力较小。相

关部门指出，选举年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新任政府第一年执政的不确定性会给公共

财政带来信任危机。另据中央银行称，持续增加的政府开支政策，如援助金计划

等将可能为巴西带来更高的利率和通胀压力。 

其次，是财政支出上限。根据国会的预算顾问评估，就目前的财政支出上限

法案，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导致“政府在行政和政治上束手

束脚”，不利于新一任总统的治理。 

第三，是援助贫困阶层的问题。在选举期间，如何援助极端贫困人口成为了

讨论的焦点。2019 到 2021 年间，有 6100 万巴西人面临生存困难，巴西重返联

合国“饥饿地图”。同时，根据塞拉萨益佰利信息服务公司（Serasa Experian）

的征信数据，巴西账单的逾期支付人数再创新高。 

第四，是公务员开支问题。公务员开支是巴西财政预算中的第三大开支，仅

次于债务利息和社会保障，因此也成为竞选辩论的重点之一。2023 年用于公务

员的支出预计为 3500 亿雷亚尔，超过卫生和教育领域预算的总和。 

最后，是新政府还将被迫面对巴西的税收遗留问题。专家认为，消费税是巴

西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政府征收高额消费税，以及 27 项商品和服务的流

通税法（ICMS）使得贫困人口深受其害。几任政府都曾试图修改这一税法，但

最终都未能获得国会通过。而对大型公司征收的税率则高达 34%，这在国际上也

处于极高的水平，因此削弱了巴西大型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公民

抱怨个人所得税法应该加以修改，但国家财政部对此回应称，修改税率只会使富

人受益。 

2. 民主困境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9 月 8 日的文章《无论输赢，博索

纳罗都会对巴西民主构成威胁》（Win or lose, Jair Bolsonaro poses a threa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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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ian democracy）认为，所有迹象都表明博索纳罗可能将输掉这场大选。虽

然博索纳罗曾表示只要大选过程保持公开透明，他会接受大选结果，但避免不了

舆论对博索纳罗输掉大选后效仿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

动政变的忧虑。 

该文章表示，博索纳罗从根本上讲就不是民主的拥趸。他可能会在民主的制

度框架下执政，但会一直寻找方法来规避民主制度的限制。文章认为，巴西的民

主制度不如美国健全。在美国，军方教唆政变是不可想象的，但巴西的上一段军

事独裁统治在 1985 年才结束。巴西军队在政府中的根基很深，并对投票制度提

出质疑。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出博索纳罗的竞选颓势，但博索纳罗本人却声称民调

结果有误，不断暗示此次选举可能被人操纵，而他必将获胜。虽然他并没有提供

可信的证据，但许多他的支持者都选择无条件相信总统。博索纳罗似乎在为其败

选时指责选票舞弊以及否认选民的裁决做铺垫。巴西群众担心他可能会煽动暴乱，

就像 2021 年 1 月 6 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入侵国会大厦一样，甚至可能更糟。 

文章开头引述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9月 1 日谈及美国所发表

的言论：“如果候选人中有一方认为选举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赢，要么是假的，

那么民主就无法生存。”《经济学人》提醒道，现在巴西政坛可能被拜登一语成

谶。 

 

注：本文摘自多家外文新闻媒体，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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