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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2009 年大选和未来：希望与夸张 
 

嘉亚拉穆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09 年隆重庆祝成立 60 周年之际，作为拥有同样巨大人口的

邻邦印度，迎来了成为独立国家的第 62 个年头。这一年印度寻常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

志是印度共和国成立以来第 15 次议会大选和平地进行，除了在辽阔国土的一些区域发生

了毛主义民兵武装的零星袭击。 

更为重要的是，普遍被认为是印度最诚实政治家之一的总理曼莫汉·辛格不仅仅完成

了一个完整的五年任期，而且再次当选稳固的执政联盟的领袖，这次大选由于国大党获得

足够的席位，相比五年以前，它在与其他小党派面对面谈判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 

印度强调印度社会中印度教性的（Hindutva 或“Hinduness”）——因而轻视穆斯林、

基督教徒和其他教徒——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在大选中并不顺利。它的其中一名

明星竞选者是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在该邦 2002 年的反穆斯林屠杀超过 2000

人死亡。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印度教性”的铁杆支持者似乎都没能成功说服在人口中

占超过 80%比例的印度赞成他们的做法。 
 

稳定的增长 
 

虽然增长速度出现微小的减缓，印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国家之

一，尽管在 2008 年末开始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虽然印度 65%人口赖以谋生的农业受到季

风雨破坏的影响，印度 2009 年上半年总体经济增长率仍然高于 6%。这是因为农业仅占

经济份额的 17%。 

印度的工业已经看到全球化的希望，首先这是因为软件产业的稳固成功，以及活跃的

股票市场的指数增长，还有印度企业刚刚树立的瞄准西方卓越企业的信心。既然印度的企

业也经历了全球衰退，他们也可以期望规划出更加宏伟的发展路径。估计已有 3 亿之多

的印度中产阶级有望继续增长，这不仅仅给国内企业信心，还给试图开发巨大市场的跨国

企业以信心。 

印度与邻国的关系总体而言是很稳定的，尽管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冲突。近些年在尼泊

尔、缅甸和孟加拉国偶尔会出现一些不稳定情况，在斯里兰卡一场暴力结束了二十年之久

的内战，在巴基斯坦有大规模的暴力和政治斗争。而印度能够避免卷入邻国的纷争。与中

国的关系保持平稳，尽管偶有尖锐交锋和北京展现敌意姿态的报道。总体而言辛格总理的

政府能够控制印度这艘大船稳健的穿越波涛起伏的大海。 
 

潜在的问题 
 

然而，可以说还存在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在印度混乱的、开放的和多元的民主之中，

一些危机在不断扩大，并导致一场异乎寻常的慌乱，然而其他人并未觉察到并且继续侵蚀

政治体系。在不同宗教、阶层和其他联系组成的人群间的暴力随时会爆发，或者将会导致

政治的终结。大量侵犯人权犯罪无法得到起诉，例如那些 1984 年在新德里向锡克教信徒

的犯罪和 2002 年在古吉拉特邦向穆斯林的犯罪，这些是印度所声称的法制框架内活跃的

民主的污点。而大量印度人民的生活并未因“发展”而有所变化，甚至变得更糟，成为直

接开发资源、矿物、原料和人类的直接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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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边缘地区的叛乱有时候会成为新闻标题，但在大部分地区这已经持续了数十

年，而并未得到新德里的关注。经济改革和自由化运动在使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摆脱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前印度持续的 “印度增长速度”（大概 3.5% 到 4%），同时也导致

不平等的增加和大部分人口被忽视的感觉的加剧。 

下文将较为详细地讨论的印度面临的部分问题。 
 

混乱的内阁构成。 
 

大选刚刚结束之时，尽管国大党在下议院获得更多的席位，但来自泰米尔邦和孟加拉

邦的竞选伙伴就坚持要在内阁中获取更多的席位（最为重要的是）超过他们议席所能得到

的数量。总理最终组成了一个大约 80 人的内阁（包括次官）。当泰米尔邦和孟加拉邦在

内阁中有更大代表权的同时，其他重要的邦尤其是印度北部的邦获得较少的内阁席位。理

论上，总理指示需要选择最合适的人才而并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苦恼。而在实际中，一般认

为这个内阁难以驾驭，而总理的选择仅是政治交易妥协的产物：内阁中最小的党派希望得

到有影响力的部门或者“获利较多的”部门，例如电信部和卫生部这些可以借助担任部长

机会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许可或合同的部门。 

最终辛格总理显得比他应该表现的更为软弱。辛格是间接获得了上议院席位，而并非

通过下议院的选区，这意味着他并没有通过直接选民选举，可见他缺少民众基础。国大党

的最终权力是由党主席、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遗孀、意大利出生的索尼娅·甘地所掌

握。他的儿子拉胡尔被一些党派要员提名为总理候选人，但是他拒绝了这种提议。辛格总

理在人事和政策的权力和影响是有限的，他必须遵循国大党的领导层，而且他不能控制国

家巨大的军队。这是过去 5 年直到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尽管国大党在 2009 年选举中取得

了进步，然而相同的情况仍然存在。 
 

“福利主义措施” 
 

什么为国大党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打破了臭名昭著的“反现政权”规律，也即选

民倾向于在一个任期后驱逐执政政党的规律？不仅仅是由于主要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策略的

混乱，这大概是国大党领导人成功说服选民他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去保持经济（例如这

类，也包括说明一些根本问题将会得到解决）。此外，在居住了大约 70%的人口的农村地

区，政府通过放弃借款和保证雇用家庭中成年人 100 天等措施来迎合选民的需要。在这

些政策使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好处的同时，也在同时进行的邦立法机构选举中收获颇

丰。不管哪个政党提出这种提供廉价粮食和支付雇用工资的“福利主义措施”，都是试图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获得选民的好感。1 

同时，那些忽视人民需求或者足够无耻去采取例如强行征用农民土地进行工业开发等

不得人心措施的政治家们遭遇失败，尽管他们打出了平民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这可以看

作选民力量的表现。当然从另一个角度，选民施以种种惩罚的事实却不能对迄今遍及整个

国家的玩忽职守和腐化堕落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政治家们和官僚们认真对待长期不能解决

的减少贫困、文盲、环境破坏和其他问题，因而这并未导向更有希望的未来。 
 

可怜的身份 
 

                                                 
1 塞尼斯：《大米价格，权力价格》， 《印度人》， 2009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hindu.com/2009/06/10/stories/2009061059450800.htm 

http://www.hindu.com/2009/06/10/stories/20090610594508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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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计，生活在极端贫困情况的印度人（例如那些一天生活花费 1.25 美元的

人），在 2005 年仍然占人口的 40%，而该年这个数据在中国降低到 16%。五分之二的五

岁以下印度小孩缺乏营养，而在中国仅有百分之七的小孩处于这种情况。2 

在联合国发展计划对 182 个国家的人类发展之数排行中，印度排在可怜的 134 位。3

换言之，尽管印度大力宣传经济成就，这个国家仍然不能使大部分人民分享这种进步。中

国排名第 92 位，其人民的总体情况在过去 30 年中持续并且明显得到较大改善。 

印度最著名的英语作家之一维克拉姆·塞斯曾经在 30 年前生活和旅居于中国，他曾经

思考这个问题：“假如你明天将会出生，你将希望出生在中国还是印度？” 维克拉姆·塞

斯得出的令人难堪的结论是：“假如我可以保证在印度这一场大赌局中获得我现在拥有的

这种幸运的地位，即使我比中国一般小孩贫困，我将希望出生在印度。然而假如我会出生

于印度三分之一最贫困人口所处的肮脏、绝望和衰弱的非人道、非人性的悲惨状况之中，

我的答案将不会一样。”4 

令人伤感的是，最近维克拉姆·塞斯就新的一代人情况对这个答案重新予以回答：

“假如你是一个贫苦大众你不得不选择中国而非印度，因为你的小孩在你生活贫困情况之

下将会有更好的机会成长。你的妻子更可能养活孩子。你更可能活得更久。印度有很多方

面的体系存在可怕的问题。”5 
 

精英的冷淡 
 

一些福利方案，如保证每年为农村地区公民计划支付 100 天的工资的方案，或为保

证最贫困家庭小孩上学而提供午餐的方案， 都体现了政府正在尝试改善长期以来对农

村、山林和边远地区居民和城市极端贫困居民的忽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

福利措施是来自于拥护市场主义的评论者的抨击，而在这个国家中强大的法人组织已经从

政府榨取大量特许和合同， 除已经获得的合同他们仍在通过游说争取新的合同。 

因此预算只有极小部分投入于提升这个有五分之二人口是文盲的国家的基础教育和识

字教育，极小部分投入于增加在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的基本卫生设施，极小部分投

入于放弃贫困群众的债务。然而有发言权的城市精英能够获得大部分的预算，因为他们与

控制金钱的政治家和官僚有密切联系。 

印度报纸偶尔会报道印度农民因为粮食绝收而且欠下大笔债务而自杀的例子。事实

上，在过去几年自杀的印度农民总数高达数万人。印度媒体、政治家和社会的态度迄今大

体或是就现象表达一些的警告，或是将这种报道归于夸张或少数个别人的行为，而认为不

值得任何系统回应。 

无论如何大部分印度媒体的（也是知识分子的）聚焦点是电影明星和体育运动员生活

的细枝末节。印度报纸最典型的封面和大部分内页充满了电影明星和板球运动员的报道和

华丽照片。（板球运动在英国及其过去殖民地开展，在南亚尤为盛行。）现在关于个别印

度企业在国内外取得的巨大成绩，或者关于政治家的诡计或个人攻击的报道越来越多。然

而很少的报纸空间会留给审视大部分印度民众生活中的事件和问题。 
 

对开发的激烈反应 
 

                                                 
2 尚卡尔·阿查里雅：《在亚洲真正巨人的阴影下增长印度劳动力》，《金融时报》，2009 年 7 月 29 日 
3 《印度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 134 位》，《经济日报》，2009 年 10 曰 6 日 
4 维克拉姆·塞斯：《来自天池：在新疆和西藏旅行》，1983，页 104 
5 亚拉文．雅迪嘉所接受访问，发表于下面网址： 

http://www.brooklynrail.org/2008/09/express/india-a-view-from-below 

http://www.brooklynrail.org/2008/09/express/india-a-view-from-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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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忽视了这么多的印度人口，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叛乱。例如毛主义这类极端主义

组织迅速成长并且扩展到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一些东部、中部和南部的邦。大概

三分之一的印度领土被认为处于“混乱”之中，意味着政府的命令在那里并不起作用。在

一定程度上是毛主义武装控制了这些地区。毛主义能够获得立足之地是由于政治家和官僚

对这些地区数十年的忽视。更为麻烦的是，许多毛主义控制的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

资源，这吸引了很多来自城市的企业和承包者。这些企业无视他们行为对包括部落居民和

原住民在内的当地人的影响，而这些人恰恰是大规模开发的牺牲者。 

辛格总理曾经承认毛主义叛乱的严重性，但是印度官方迄今为止的主流说法是将其归

于国内安全主题以及法律和社会秩序问题。因为印度政府在过去六十年已经平定了很多反

叛，包括一些毛主义武装反叛，精英阶级似乎也认为现在毛主义武装的活动也能够通过安

全力量平定。这并没有充分考虑毛主义武装兴起的原因。 

历史学家苏尼尔·基尔纳尼在写于 1997 年的《印度理念》（重版于 2003 年）这本

被视作歌颂印度民主、容忍和开放的著作中，警告他称作“市场乐观主义”的理念和忽视

控制贫富和城乡分化而只注重追求发展的理念。他建议应该由政治家而不是品牌经理或经

济学家来修正这个缺点。6 
 

大量侵犯权利 
 

政治家们允许安全部门用对大众人权更大的压制和侵犯来应对毛主义武装暴力行为，

而不是通过解决毛主义叛乱的根源。一个普遍认为是政府资助的名为和平行动的武装组

织，曾经在印度中部与毛主义武装发生激烈冲突，在此过程中也对平民犯下大量罪行。政

府部门大量增加滥权和侵害，却没有结束毛主义武装侵犯法律、秩序和人权的行为。 

这与印度安全部门对别处叛乱的反应是一致的。就像 19 世纪八十年代处理旁遮普邦

锡克教徒武装叛乱，19 世纪八十年代处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武装叛乱和过去数十年处理

东北各邦叛乱等事件中，作为当局对索取更大自治权的要求作出的回应（尽管在很多情况

下运用了暴力），当局经常压缩反叛力量乃至普通平民的权利。 

这种警察和安全力量不受控制的文化不仅仅限于处理叛乱，而且在国家日常生活中也

清楚呈现。印度警察和正规军事力量获得充当检察官、法官和行刑者，而对大众施予法外

惩罚的权力。在印度，用以形容这种政府当局的谋杀的词汇是“突然处决”。按照国家人

权委员会收集的资料，自从 2006 年以来在警察部门法外杀害了 346 人。7但是很明显这个

数字是很保守的，因为很难期望这个来自警察和安全部门的“突然处决”数字是全面和精

确的。一份亚洲人权委员会发表于 2009 年 8 月的报告发表了一个更高的数字：“仅在过

去的 8 个月之中据估计有 463 人在印度国家安全部门的‘突然处决’中被杀害。”8 

最近，一位著名的印度报纸专栏作家说：“事实是，在与政治暴力、恐怖主义和武装

叛乱斗争中，印度一直轻信警察力量在认定罪行和秘密处决犯罪分子中是审慎的。这在一

个自由社会中是难以置信的情况，但无论好与坏，这在印度已经存在了数十年。”9 
                                                 
6 《一位历史学家说，不要将印度作为牌子销售》, 《印度人》,2009 年 9 月 24 日 9 
http://www.hindu.com/2009/09/24/stories/2009092455360900.htm 

(网页最后一次查阅时间：2009 年 10 月 19 日) 
7 莉迪娅·博格林：《探讨印度死刑增加》, 《纽约时报》2009 年 10 月 4 日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4/world/asia/04ahmedabad.html?em 

(网页最后一次查阅时间：2009 年 10 月 20 日) 
8 《印度：突然处决和关押刑讯，国家的耻辱》，亚洲人权委员会，2009 年 8 曰 14 日

http://www.ahrchk.net/statements/mainfile.php/2009statements/2178/ 

(网页最后一次查阅时间：2009 年 10 月 20 日) 
9  赛格维：《遭遇也有我们的批准》，《印度时报》，2009 年 9 曰 12 日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Encounters-have-our-sanction-too/H1-Article1-453242.aspx#hide 

http://www.hindu.com/2009/09/24/stories/2009092455360900.htm
http://www.nytimes.com/2009/10/04/world/asia/04ahmedabad.html?em
http://www.ahrchk.net/statements/mainfile.php/2009statements/2178/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Encounters-have-our-sanction-too/H1-Article1-453242.aspx#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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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安全部门的法外处决与经常引致国际人权组织批评的中国死刑有某种相似之处。

在中国法庭，警察和检查机关定下了基调，而法院相对软弱，而印度法院可以忽视任何警

察提供的证据。因此警察自己执行法律并且缩短法定程序。 
 

牺牲者没得到宽慰 
  

尽管乐于追捕“作恶者”，然而这很少能够涉及到那些被认为大量侵害人权的主流印

度社会，例如 1984 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他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之后的事件，在

1992 年印度教暴徒在北印度破坏了一个古老的清真寺，和 2002 年在西部古吉拉特邦对穆

斯林的屠杀。 

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在 1992 年和 2002 年被印度教狂热者杀害和伤害。在 2002 年，古

吉拉特邦政府被认为帮助和教唆印度教暴徒袭击穆斯林居民。这次暴行是源于列车上的一

次导致 50 名印度教徒死亡的火灾。穆斯林被认为是火灾的元凶但这并未被证实。1984 年

3000 名锡克教徒在新德里被由国会政治家们教唆的印度教暴徒杀害，然而时隔 25 年，牺

牲者仍然没有获得公正的判决。 

事实上 1984 年反锡克教暴乱的策划者在锡克教徒和人权活动家的大量反对之下，才

在 2009 年被国大党剔除出国会大选候选人名单。同时，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莫迪曾经被

预期为一位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然而印度人民党在大选的拙劣表现似乎稍微削弱了他的形

象。 

这种在国内对人权的蔑视也展现于国际舞台中印度的姿态。因此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

和联合国，印度一贯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主义政权一样投票反对促进人权行动。由

于担心中国扩大影响，印度支持缅甸军事政权。在其他很多例子中，例如关于苏丹政权在

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印度是坚定站在中国——俄罗斯阵营的。甚至仅是要求暂停死刑判

决的决议印度也投下反对票。10 
 

结论：一些希望，更多绝望 
 

尽管之前有令人伤感的人权纪录，仍然需要承认存在一些积极的因素。迄今印度保持

了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在此对人权虐待的控诉能够传播，虽然在喧闹之中要被重视仍

有很多困难。法庭声称他们独立运作而且经常做出维护人权和贫困、底层、被压迫阶级权

利的判决。然而法院缺少力量确保他们的判决被执行。 

印度报刊的内容也会注意被忽视阶层的困境和探究人权虐待和腐化堕落的一些事例。

公民社会组织和人权活动家们也在为这方面的积极的变化施加压力。 

但是根本上报刊、法官、政府机构和国会都是在忽视贫苦大众的情况下运作。因此毛

主义武装和其他叛乱组织在印度蓬勃发展并不令人意外。当局致力于发展和经济改革，社

会问题却被忽略。包括辛格总理在内有许多领导人和官员似乎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给人以

他们将会解决的希望。但是除非他们真正认真处理这些问题，绝望和沮丧将会蔓延而下次

大选再次到来之时印度情况将会更为黑暗。 
 
 
 
 

                                                 
10大赦国际：《印度共和国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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