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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治变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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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印度宗教文化浓厚，种姓观念根深蒂固，教派主义对政治的渗透、种姓政治的出现不断冲击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

义政策，也动摇了国大党的一党主政地位，使印度出现多党竞争执政格局。而家族政治的延续既使民主政治受到伤害，又为民

主政治的推行发挥了作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为政治现代化找到合适的方式，推动

了政治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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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被称为最大的议会民主制国家，独立以
来，议会民主政体的核心内容、基本原则没有改
变，但其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如：从国大党一党主政到出现联合政府，自联
邦制实行以来中央—地方关系不断变化，从世俗化
政策的确立到教派主义政治、种姓政治的出现，等
等。印度是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文明古国，宗教、
种姓等传统文化对印度社会影响深远，传统文化是
导致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界对印度政治
变迁的研究已相当可观，①文章拟探讨印度政治变
迁中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考察教派主义、种姓集
团、家族传承与政治的结合及其对印度政治变迁的
影响。

一    教派主义对政治的渗透与影响
独立后的国大党政府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

则，教派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随着国大党
的衰落，教派主义势力乘势崛起。从1951年开始的
印度前三次大选，国大党都取得绝对优势。1967年
第四次大选后，国大党已逐渐走向衰落。1984年第
八次大选，因英·甘地总理被刺引起的同情，国大
党得票率达到历史最高的48.1%，1989年第九次大
选，得票率降至39.5%，1991年尽管出现拉·甘地被
刺的同情浪潮，得票率也只有36.5%，1996年第十一
次大选，得票率更跌至28.8%。[1]478—479

在国大党走向衰落的同时，具有教派主义色彩
的印度人民党乘势崛起。该党以唤起印度民众对传
统文化的宗教热忱、煽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为手
段，逐渐赢得政治上的支持，并迅速壮大。印度人
民党在90年代的数次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
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印度人民党的崛起
并执政是教派政治抬头的重要表现，也使印度出现
政治多元化格局。由于国大党的衰落，印度人民党

的崛起，印度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大党、印度人民
党、地方政党三足鼎立之势。印度人民党联合地方
政党组织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多元化格局，地方
政党参与中央政权也使中央—地方关系发生变化。

印度独立后，由于尼赫鲁政府较好地贯彻世
俗主义政策，印度教民族主义受到一定抑制。70年
代后期，在反英·甘地和国大党的声浪中，教派
主义组织乘机鼓动，攻击国大党的世俗化政策是
牺牲印度教徒利益讨好穆斯林。各教派主义组织
进行了整合，形成所谓印度教“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这个“同盟家族”以国民志愿服务团
为核心，世界印度教大会是其延伸组织，印度人民
党是其政治翼，还包括众多附属群众组织。[2]616

由于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加上国大党政策的
失误，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得票率直线上升，席位
不断增加。1984年第8届大选，印度人民党仅获7.4%
的选票和2个席位。1989年第9届大选，获11.5%的选
票和86个席位。1991年第10届大选，它获得20.1%的
选票和120个席位，在议会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第二
大党。1996年第11届大选，它获20.3%的选票和161
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执政13天。1998年第12届大
选，它获得25.5%的选票和179个席位，与其他党联
合组成联合政府。1999年第13届大选，它获得23.8%
的选票和182个席位，[1]478—479继续是国会第一大党，
瓦杰帕伊继续担任总理，组成了比较稳定的印度人
民党政府。

印度独立后民主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民意识
的塑造。国民意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认同，即对国
家的认同和自身身份的认同；二是参与，即平等地参
与国事，自由独立地表达对国事的见解。现代国民意
识的产生源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在
斗争过程中，逐渐树立了民主、平等、自由、主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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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观念。然而，由于印度特殊的历史国情，语言、
宗教繁多，种姓多样，相互封闭。次大陆在英国人到
来前没有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即使在莫
卧儿帝国顶峰时期，中央政治权威也极为有限。印度
民众很长时期只有种姓、宗教观念，鲜有民族、国家
意识。因此，印度独立后，在建立民主政体的同时，
还需塑造民众的国民意识。

台湾学者陈鸿瑜认为，转型社会面临的最
严重危机是认同危机，“是如何完成共同的认同
感”。[3]118-119他认为，多数新兴国家传统的认同形
式，“是对部落、卡士特（种姓）、种族、语言
团体、阶级的认同，而非对较大规模的民族的认
同。”[3]119因此，新兴民主政权建立后，必须解决
认同危机问题，新兴国家的人民必须承认他们民族
的土地是其真正的祖国，自己是国家的一员。但这
种认同问题常牵涉“要解决传统遗产和现代实践两
者”之间的矛盾。[3]119除了认同危机，新兴国家还面
临合法性危机，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
的基础首先是理念基础，即认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
依据是其意识形态。[4]174因为政治权力一般都需要意
识形态为其提供合法性支持，正如罗伯特·达尔所
说，统治者弘扬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因是“赋予
他们的领导以合法性”。[5]78对于转型国家来说，合
法性问题常“牵涉有关政府的基本精神及民族努力的
基本目标是什么的情感问题。”[3]119

如何解决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如何塑造国
民意识？国家政治生活中以什么思想占主导地位？
用什么主张统一全民思想，规范全民行动，作为制
定国家政策的准则？印度独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有两种，一是世俗主义的主张，一是教派主义的
主张。

独立后，鉴于教派主义带来的严重灾难，国大
党政府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主张把教派主
义排除在政治之外。尼赫鲁多次阐述了教派主义的
危害，强烈反对教派主义与政治的结合。但印度毕
竟是一个宗教的国度，宗教自古以来引导着人们的
生活理想、道德规范，规定着印度社会基本结构和
风俗习惯，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对印度社
会的影响根深蒂固。世俗主义不能使国民意识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源泉，其影响自然受到限制。

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广大民众仍处
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思想观念仍深受传统文化的
束缚和影响，传统意识观念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
现实中, 印度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差异、种族矛
盾、宗教矛盾并未消除。“由于社会层面现代化进
程的缺失导致印度传统社会的分割性继续存在”，
“由于精神文化层面现代化进程的缺失而导致的印
度传统文化中的反理性主义的继续存在”，“由于
贫困地区和贫困阶层中现代化进程的缺失而导致了
困扰印度数百年的贫困问题继续存在”，[6]这种情况
下，教派主义思想自然会上升。教派主义对历史传
统的汲取，教派主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

文化”的宣传确实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在本土文化
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过程中，
产生了范围广泛的“什么是印度？什么是印度人？
印度人应该是什么？”的争论。[7]1这种争论实际上
是“同盟家族”围绕文化问题进行政治动员的一种
手段。“同盟家族”利用印度民众维护传统文化的
民族主义心理进行政治动员，在印度政坛的影响迅
速扩大。当然，教派冲突、教派残杀使印度民众也
认识到教派主义的危害，教派主义只能吸引一部分
民众，教派主义政治也面临本身的局限性。

印度人民党的崛起与执政，表明在印度政治舞
台上，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日益紧密，尼赫鲁时期坚
持的世俗主义政治已出现深刻变化。

教派主义政治的抬头，对印度政治变迁产生了
深刻影响，它冲击了国大党长期一党主政的政治局
面，使印度出现政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尽管给印
度政坛带来不稳定，但它表明了民主的扩大，群众
动员的面更为广阔，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各政
党必须更多地面对选民，接受他们的评判和选择。

二    种姓与政治的结合及其影响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归根到底是结构分

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推动的结果。政治体系的功能
一方面要依靠结构来履行，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政
治文化来促进。一个政治体系的文化世俗化程度深
刻地影响着其政治结构的功能的发挥。[8]20—24印度
独立后，宣布实行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印度宪法
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人
种、世袭阶级、性别、出生地点或其中任何一项之
理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第十六条第二款规
定：“在国家政权下之任何雇佣或职位，不得仅根
据宗教、人种、世袭阶级、性别、家世、出生地
点、住所或其中任何一项理由，对任何公民认为无
资格、或有所歧视。”[9]51976年通过的宪法第42修
正案将“世俗化”正式写入宪法序言。

种姓制度与民主制的平等原则相悖，但种姓与
政治却绝妙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种姓具有一定的集
团意识，这样，种姓便自然成为政党利用的工具。
政党借用种姓的外壳来谋取党派利益，种姓则借助
政党维护本种姓利益，种姓政治应运而生，表现形
式便是出现了种姓协会与种姓政党。

种姓协会（Caste Sabha）是种姓为提高自己
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的组织。[9]246种姓协
会一般由同一种姓的人组成，定期召开大会，开
展各种活动。如：讨论如何提高本种姓地位，办
报办刊宣传本种姓，发掘整理种姓系谱，推选代
表本种姓利益的候选人参加选举等。种姓协会以
提高种姓地位、参与政治活动为目的，是现代民
主制度与传统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产物。种姓协会
虽然与传统的种姓制有实质上的区别，但也并非
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种姓协会加速了民主化和
世俗化进程”。[10]196—197种姓组织的出现使人们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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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观念有所复苏，这与种姓应逐步淡化的趋势是背
道而驰的，一定程度上与世俗化相悖。种姓还构成
很多政党的基础，目前印度很多政党都具有种姓背
景，如泰米尔地区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全印安纳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是反婆罗门的政党；民族民主党
是奈尔种姓的党；社会主义共和党是艾札瓦种姓的
党；阿卡利党、共和党等，也都是种姓政党。[10]247这
些政党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往往从本种姓的利益出
发，而这些种姓也往往支持本种姓的政党。因此，
政党斗争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种姓集团的斗
争，如泰米尔纳德邦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社会党
的斗争反映了非婆罗门与婆罗门的斗争；安得拉邦
的共产党与国大党的斗争实际上是卡马种姓(Kamas)
与雷迪种姓的斗争；喀拉拉邦的社会主义共和党与
社会党的斗争是艾札尔种姓与纳亚尔种姓的斗争。

印度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制，政党的得票多少
决定了政党的命运。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各政党
往往需要寻找一些集团的支持，在印度，他们自然
把目光投向种姓。一个政党只有从占优势的种姓中
任命候选人，该政党才有可能赢得选举，因为在单
一选区多数得票制下，这种做法才能使一个政党得
到多数票。[11]54于是在选举时，各政党便使出浑身解
数，争取人数占优势的种姓的选票。而在选举时，
尤其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因素是种姓团结”，
选区中大的重要的种姓“倾向于或者支持本种姓受
尊敬的成员，或者支持本种姓认可的政党。”[11]97—98

这样，在印度很多地区，种姓往往成为政党竞相争
取的对象。例如在北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中
间种姓和较低种姓一直成为政党争取的对象：在50
年代和60年代，首先是社会党的争取，60年代和70
年代是民众党，1989年和1991年是人民党，在喀拉
拉邦和西孟加拉，落后种姓甚至贱民被印共（马）
所争取。[12]104—105在竞选中，种姓口号是最有号召力
的口号，无论高种姓还是低种姓，发现民主、选举
制度可以为他们提供合法的角斗场。

种姓政治的出现，使政党、选举等现代民主
政治的产物找到了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低种姓政治
力量的参政，也使印度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分化
组合，增加了印度政治变迁的复杂多变性。由于种
姓政治的出现，民主政治和联邦分权使印度种姓冲
突在邦一级大大增加：如安德拉邦的kamma种姓和
reddi种姓，卡纳塔卡邦的vokkaliga种姓和lingayat种
姓，拉贾斯坦邦的rajput种姓和jat种姓，泰米尔纳
杜邦的婆罗门种姓和非婆罗门种姓。[11]57印度历史
上长期分裂割据，大小王国互相征战，种族、民
族、宗教、语言、种姓复杂多样，这样的特点使印
度历史上不曾有过“印度”国家的大概念，而只有
宗教、语言、种姓、地区意识。地方领导人为了党
派利益，为了个人目的，常有意识地利用地区主义
情感，以削弱中央权威，增强他们自己的威望和权
力。因此，他们常“毫不犹豫在群众中进行地区主
义的宣传”。[13]161国大党执政时期，“所有反对党

都力图利用地区的、教派的和种姓的不满情绪来扩
大反国大党的力量，所以出现了一些不详的迹象，
其中之一就是效忠地区政治的现象明显地重新出
现。”[14]232因此，种姓政治的出现，不仅使种姓冲
突大大增加，也使中央—地方关系出现变化。

种姓与政治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增
强了人们的种姓认同，加剧了种姓冲突，但另一方
面，它使印度出现政治多元化格局。种姓政治的出
现，对下层人民来说，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渠
道，表明了政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对于印度从国
大党一党主政向多党竞争格局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
用。而政党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利用种姓这种传统
工具拉选票，种姓成为政党联系群众的一个媒介。
种姓政治的出现，使印度民主政治带上了传统特
色，使印度民主政治具有自身色彩，也是印度传统
组织对政治现代化的适应。

三    家族政治的影响与作用
印度自1947年独立到1989年的42年时间，尼赫

鲁家族三代成员担任印度政府首脑达38年。2004年
大选，国大党再度执政，家族政治仍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

不可否认，家族政治与民主制相背离，容易导
致专制、腐败等不良现象。但家族政治在印度有如
此长远的影响并非偶然，是由印度的历史和国情决
定的。印度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民众具有崇
拜权威、崇拜领袖的心理。而印度又有特殊的种姓
制社会结构，人们对婆罗门种姓普遍尊崇。尼赫鲁
家族老一代成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
及婆罗门种姓的身份，自然得到印度民众的崇拜和
尊敬。民众对尼赫鲁家族的这种心情又转移到下一
代家族成员身上，使得家族政治在印度长期延续。

印度种族多样，文化多元，教派复杂。在印度
这样的国家，民主制的推行可能还需要集权的形式，
需要家族政治的作用，正如政治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
罗伯特·米歇尔斯所说：“民主在本质上倾向于以威
权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15]326印度这样一个特殊历
史国情的国家，独立后成功推行和实施了民主制，家
族政治和权威人物发挥了核心作用。

尼赫鲁是印度民主制的推行者，是印度现代化
道路的设计师和执行者，他的执政使印度奠定了全
面发展的坚实基础。他始终处在政治舞台的核心位
置，他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国大党如果
没有我，在中央和邦就不会有稳定的政府，就会出
现分裂，这是事实。”[16]133

英·甘地执政时期，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威权
主义政治，但她最终结束了威权主义，使印度民主
制经受了考验。英·甘地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尼赫
鲁，这是印度“发展成熟时期”，是“自立、自
信，能经受住国内外压力的时期”。[18]英·甘地的
执政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消极影响，但她实施农
业发展新战略，解决了长期困扰印度的粮食短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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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80年代进行经济政策调整，拉开了印度经济改
革的帷幕。这些成就不仅对印度经济发展影响深
远，而且对印度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拉·甘地在发展印度经济、解决教派冲突、缓
和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尼赫鲁家族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把家族传统
与西方民主政体结合起来，依靠传统家族政治的形
式推动了现代民主政体的构建。家族政治在印度的
存在是由其历史国情决定的，它对民主制的推行、
对印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家族政治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家族政
治为民主制在印度的推行发挥了一定作用。印度有
上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有多种族、多宗教、
多语言的多元文化，又深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由于印度具有特殊的历史国情，民主制还需要威权
领袖以集权的方式来推行，从尼赫鲁到英·甘地再
到拉·甘地，长期的家族政治使印度从独立之初就
有一个坚持民主主义信条的稳定的威权核心来推动
和维持印度的民主政治，其间虽然有波折和摇摆，
但尚未脱离民主政治的轨道。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在尼
赫鲁家族长达38年的执政中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民主
制度的确立和运转与尼赫鲁家族的作用密不可分。

一国的传统文化是影响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和背景，任何政
体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土壤。其次，
文化观念是政治制度确定的先导，文化的嬗变必然
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形式的变更。再次，传
统文化对政治主体具有塑造作用，它培养国民的意
识和价值取向以及政治素质，造就政治角色。人们
的政治行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文化的影响。[19]印度
独立后虽然确立了世俗主义的立国原则，但印度宗
教文化浓厚，种姓观念根深蒂固，教派主义对政治
的渗透、种姓政治的出现不断冲击国大党政府的世
俗主义政策，也动摇了国大党的一党主政地位，使
印度出现多党竞争执政格局。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
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为政
治现代化找到合适的方式，推动了政治多元化。

注释：
①对印度独立后政治变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孙士海：

度政治五十年》（《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张淑兰

等：《从大选看独立后印度政党体制的演变》（《当代世

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3月）；张四齐：《大选与印度

政局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郑瑞

祥：《印度政体特色及政局变化》（《现代国际关系》

2004年第10期）；王丽：《印度国大党兴衰的理论思考》

（《阴山学刊》2006年第6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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