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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印度建国以来，印度《公民身份法》因国内局势变化而多次调整修正。2019 年底，

印度当局通过争议性很大的 2019 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印度国内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

间的紧张关系乃至社会冲突撕裂，严重损害印度的国家形象，影响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度

教民族主义的影响持续上扬，成为当前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

特朗普政府为拉拢印度，对其激进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来印度国家治理可能将持续转

向“印度教化”。《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印度政教关系、宗教关系变动及社会冲突撕裂，给

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特别是规模较大国家的治理提供了诸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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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1 日，印度联邦院（议会上院）正式通过 2019 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

根据该法案，印度当局授予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3个伊斯兰国家抵

达印度的所谓在上述三国“受到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

督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不享受此项待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通过后，引发阿萨姆邦、

新德里等多地大规模示威，进而演变成印度全国范围骚乱。《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印度政教

关系、宗教关系变动及社会冲突撕裂，给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特别是规模较大国家的治理提供了诸多

反思。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国家治理的教训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将梳理印度《公民

身份法》的演变脉络，分析《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对印度内部宗教关系、族群关系及印度国际形象

产生的影响，展望印度国家治理的教训和走向。 

一、印度《公民身份法》的演变脉络 

在印度建国之初，印度《公民身份法》凸显世俗主义和公民权利平等原则。1949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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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宪会议收到一项提案，建议“不具备任何其他国家公民身份的全体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都应

该有权成为印度公民”。制宪会议投票否决了这一提案。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此提

案表态：“在任何此类提案中都不能只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或基督徒等特定族群而制定规则。”
［1］

1950 年实施的印度宪法则保证该国所有居民的公民身份没有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出现任何区别性待

遇。1955 年，印度当局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规定外国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印度国籍。其

中，来自“印巴分治之前的印度”并在独立后的印度居住 7 年以上的个人可以获得印度国籍；来自

其他国家并在独立后的印度居住 12 年以上的个人也可以获得印度国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印度国内政治变动，尤其是东北部阿萨姆邦频繁发生针对孟加拉国移民的

暴力活动。这引发了印度对 1955 年《公民身份法》的持续修订。1985 年，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大

党政府修订《公民身份法》，规定政府将甄别境内的外国公民，将其从选举中除名，并有权将其驱

逐出境。此后，印度分别在 1992 年、2003 年、2005 年和 2015 年修订《公民身份法》。其中，2003

年的修订影响深远。 

2003 年前后，印度生活着大量非法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孟加拉国。2001 年印度边境管理工作

队数据显示，印度当时有约 1 500 万非法移民
［2］

。印度没有签署 1951 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

约》、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缺乏管理和对待难民的国家政策，遂将所有难民归为“非

法移民”。在具体管理中，印度始终面临系列问题。2003 年《公民身份法》修订由印度人民党（简

称印人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实施，得到了包括国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左派

政党的支持。在议会对修正案进行辩论期间，反对党领袖曼莫汉·辛格表示，孟加拉国和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少数族裔正在面临迫害，要求印度政府进一步放宽上述少数族裔入籍的要求
［3］

。曼莫汉·辛格

支持给孟加拉国等地受迫害的少数族裔更自由的入籍渠道，并未针对特定宗教信仰群体。2003 年修

订《公民身份法》，增加了关于非法移民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系缺乏有效旅行证件进入印度的他

国公民，或者超过旅行证件规定时间仍留在印度的他国公民；非法移民没有资格申请公民身份（通

过登记或归化），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为非法移民；印度政府有权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或拘留入狱；

授权印度政府建立和维护“国家公民登记册”。 

2014 年，印人党在议会竞选宣言中声称，将为全世界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提供天然的家园，随后

赢得选举。2015 年，印人党政府宣布向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受压迫宗教少数族裔”发放长

期签证，并提到“由于受到宗教迫害或者害怕遭到宗教迫害而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到达印度避

难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拜火教徒和佛教徒，不再遵

守 1920 年《护照法》和 1946 年《外国人法》的规定”。此举为满足条件的六大宗教族裔成为印度

公民开了绿灯。 

2016 年，印人党在印度议会正式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印人党及其政治联盟在人民院（议

会下院）中占据多数席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人民院顺利通过。但因印度东北部多个邦爆发

反对该修正案的抗议示威，法案在联邦院（议会上院）陷入僵局，未能获得通过。2019年，印人党在

竞选宣言中重申修改《公民身份法》，表示“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宗教少数群体在邻近的伊斯兰国家

遭受迫害”，承诺为属于上述群体的难民提供快速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途径。印人党政府专门为《公



2020 年第 5 期 

 88

民身份法修正案》设置了若干例外条款，排除米佐拉姆邦（Mizoram）、那加兰邦（Nagaland）、特

里普拉邦（Tripura）、梅加拉亚邦（Meghalaya）和曼尼普尔邦（Manipur），并专门排除了阿萨姆

邦的部落地区，意图为修正案获得通过扫清障碍。2019 年 12 月 4 日，印人党政府批准了《公民身份

法修正案》，并随后提交议会审议。12 月 9 日，人民院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11 日，联邦院

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12 日，《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印度总统签字后成为正式法令。20 日，

印度政府官员向符合条件的 7 名难民颁发了公民证，标志着《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 

印人党政府着力推动建立印度国家公民登记册。国家公民登记册记录印度的所有合法公民，进

而识别非法移民，并将其驱逐出境。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于 2013—2014 年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实

施。2019 年 8 月 31 日，印度政府发布阿萨姆邦更新后的 NRC 数据。阿萨姆邦一共 3 300 万人口，国

家公民登记册名单上包括了 3 100 万人，剩余约 190 万人不被认为是印度合法公民
［4］

。2019 年 11

月 19 日，印人党政府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议会正式宣布，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

实施
［4］

。考虑到此举将会筛查出众多非法移民，印度当局建立大量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以便收容被

国家公民登记册排除在外的非法移民，进而将其遣送出境。 

二、印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负面影响 

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是印度政坛和社会的一件大事，对印度宗教关系、族群关系、社会

稳定乃至对外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且负面影响突出。 

其一，不同宗教族群间的关系更为紧张。2019 年 12 月，《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生效在印度主要

城市和十几个邦引发抗议示威游行。这些地方包括加尔各答、德里、孟买、班加罗尔、海德拉巴、

斋浦尔、西孟加拉邦、旁遮普邦、北方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古吉拉特邦、比哈尔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等。来自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尼

赫鲁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 25 个学生协会和团体参加了抗

议活动。12 月 15 日，警察强行进入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对学生使用了警棍和催泪瓦斯，导致上百

名学生受伤，不少学生被拘留。警察此举遭到广泛批评，并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引起抗议。2020

年 2 月 24 日，新德里东北部的骚乱中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至少 7 人丧生、上百人受伤。 

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强烈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对穆斯林的歧视性待

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给予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

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印度公民身份，却将穆斯林排除在外。印度国内外批评者普遍认为，

印度当局此举明显以宗教划线，与其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原则违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不

再包容的印度》一文，指责莫迪政府的教派主义倾向和做法正在摧毁印度的世俗民主体制，导致印

度国内出现分裂。文章表示，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担心所谓“邻国出现宗教迫害行动”，那么《公民

身份法修正案》适用对象应该包括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少数派别艾哈迈迪亚教派，以及在阿富汗遭

到歧视和打击的什叶派哈扎拉人
［5］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适用对象同样不包括来自非伊斯兰国家

的“受压迫群体”。例如，印度东部陆上邻国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难民，印度海上邻国斯里兰卡的

泰米尔印度教徒难民。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斯里兰卡内战导致部分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前往印

度避难，印度当局允许其在泰米尔纳德邦定居。上述罗兴亚穆斯林难民和泰米尔印度教徒难民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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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渠道获得印度公民身份，这暴露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歧视性质。 

其二，族群之间矛盾激化，社会撕裂程度增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地方族群

担心自身利益受外来移民损害，对当局不满情绪持续上升。早在印人党政府 2016 年推动《公民身份

法修正案》提案之时，阿萨姆邦等印度东北部各邦就出现了激烈的反对声音。当地原住民担忧“不

论宗教信仰如何，任何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都将导致当地人政治权利和土著文化的丧失”。2018 年，

在讨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草案时，许多阿萨姆人组织向政府请愿并游行示威，担心该修正案将

鼓励更多的孟加拉国移民进入阿萨姆邦，挤占原住民的就业机会。 

第二层面，世俗主义者担心印度持续极端化，引发社会两极化风险。《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通

过后，印人党政府大费周章为其合法性背书。2019 年 12 月 16 日，印度总理莫迪连续在推特上发文，

试图给抗议降温。莫迪表示：“印度人对 CAA 不应该有任何担忧。CAA 仅适用于那些在国外遭受多年

迫害的人。除了印度，这些人无家可归。”
［6］

针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活动引发民众对印

人党政府下一步推动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的担忧，莫迪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均出面表示，目前

政府并没有讨论在全国范围推行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与印人党关系密切的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

副会长昌德拉发表题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不应遭到非议”的文章。文章提出，针对《公民身

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是由某些既得利益者违背国家利益、挑起普通公民毫无根据的担忧所导致。辩

称《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既不会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印度公民造成影响，也没有关闭来自任何国家

移民的登记与入籍渠道；《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不仅能规范印度政府行为，平等地对待难民与非法

移民，还能使受迫害的各类少数群体有序移居并安全、有尊严地生活在印度。然而，上述表态与解

释并没有消除世俗主义者的担心与愤怒。 

秉持世俗主义理念的国大党表示强烈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称其违反宪法，涉嫌宗教歧

视。国大党议员表示，该法案违反了印度宪法的第 14、15、21、25 和 26 条等涉及公民平等权利的

规定。印度宪法主张不论种姓、肤色和信仰，给每个公民平等保护。主流英文大报《印度时报》组

织专栏文章，指责印人党强行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导致全国紧张以及事实上的两极对立。这

实际上迫使议会、 高法院和普通公民在印度教至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世俗主义的印度

宪法之间二选一
［7］

。此外，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西孟加拉邦、旁遮普邦、喀拉拉邦和拉贾斯坦

邦等非印人党掌权地区已经表示将不执行该法律。就此，印度内政部表示，各邦没有停止《公民身

份法修正案》实施的法律权力。印度司法部指出：“CAA 是根据《宪法》附表 7 的《联合清单》颁布

的。各邦无权拒绝。”
［1］

此外，印度学界知识界也因《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产生分裂。超过 1 000

名印度科学家和学者签署了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请愿书，指责将宗教作为公民身份的标准

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违背。而数量类似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则发表声明支持《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表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满足了为受迫害宗教少数群体提供庇护的长期需求。在首都新德里等地

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随处可见未获得印度公民身份民众的愤怒涂鸦。不少抗议者甚至将印度当局

拘留非法移民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种种暴行相提并论。 

其三，印度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称，《公民身份法修

正案》是印人党操弄的一个自欺欺人事件，导致印度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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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印度的负面反应。美国官方机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呼吁美国政府

对阿米特·沙阿等印度当局政要实施制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任何将宗教与公民

身份挂钩的行为都是对基本民主原则的破坏。”前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多米尼克表示，英国希望印

度当局履行其“与所有人在一起，为所有人谋发展”的承诺，认真解决民众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产生的担忧。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谴责印度当局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议会通过决议称《公

民身份法修正案》是“歧视性的法律”。孟加拉国外交部部长莫门表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可

能削弱印度的世俗主义历史传统，并否认少数群体在孟加拉国受到宗教迫害。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

西娜在接受《海湾新闻》采访时称，她对印度民众面临的问题表示担忧，称“不知道印度当局为何

要执意推动 CAA”。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印度当局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称该法案将

剥夺一些穆斯林的公民权利。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敦促印度当局平等对待所有的少数族群。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明确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表示“CAA 从根本上讲就是歧视性的，

这将对个人获得印度国籍产生歧视性影响”，并要求印度 高法院介入此事。伊斯兰合作组织对印

度当局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国家公民登记册制度深表担忧，敦促印度遵守联合国宪章义务，

确保国内穆斯林族群的安全
［1］

。 

三、《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国家治理教训 

印度当局执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并非随意行为。这既是执政党印人党的固有意识形态

以及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升温的社会大环境使然，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各

种考虑放弃原则、一味拉拢印度的结果。 

其一，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是印人党当局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内部动力。印度教

民族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印度次大陆寻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它与世俗民族

主义思潮一同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两大思潮。世俗民族主义号召不同民族、种姓和宗教信仰的

全体印度次大陆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英国殖民者；印度教民族主义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核心目标是建

立“印度教统治的国家”。正如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印度教大斋会”领袖 V.D.萨瓦卡所著《印度

教特性》一书所言，印度教特性
①
所重点呈现的并非宗教，而是民族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色

彩。他认为，印度教徒内部存在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并以上述要素为基础建立

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萨瓦卡将其他宗教信仰者划为另外一类人，即“不尊重印度教文化的

人”
［8］

。  

印度独立伊始，国大党政府尤其是开国总理尼赫鲁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强烈批评包括印度教民

族主义在内的各类教派主义思潮。在尼赫鲁的领导下，1949 年 11 月 26 日，印度正式制定宪法，涵

盖了很多提倡世俗包容、各教派和平共处和反对教派主义的积极内容。宪法规定，政府在宗教事务

中必须坚持中立，绝对不允许任何宗教或教派凌驾于其他宗教或教派之上，不得支持某一宗教反对

                                                             
① 印度国内对此概念解释不一。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印度教原教旨主义，有意在印度实行印度教一统天下。印

度 高法院曾在 1995 年作出裁决，认为“印度教特性”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宗教。有学者认为，“印度教特性”

公开宣称将印度建设成为具有印度教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国，其本质是要恢复印度教在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

规范所有印度民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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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宗教；强调包括教派群体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团体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待遇和权利，不给任何宗教

和教派特权。尼赫鲁倡导的世俗主义精神以及宽容、非暴力等原则有利于不同教派团结，特别是占

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锡克教徒等宗教少数派的团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印度教民族

主义的抬头。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的兴起、印巴两国长期不睦以

及印度国内地方分离主义倾向的发展，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并发展至今。20 世纪 80

年代，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发起了重建罗摩庙运动，要求推翻

北方邦阿逾陀原有的巴布里清真寺，在原址建设罗摩神庙。根据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阿逾陀

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诞生地，当地原本建有一座罗摩庙。印人党积极支持重建罗摩庙运动，将此作

为吸引印度教徒、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989 年，印人党决定将印度教特性作为全党指导思

想。1992 年 12 月，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和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组织大规模游行，超过 10 万名印

度教徒参加，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导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这一

举动大大拓展了印人党的政治基础。印人党在 1996 年人民院选举中首次成为第一大党。 

21 世纪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发酵。2014 年印人党执政后采取一系列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

的政策。例如，将原有地名改为印度教色彩浓厚的新名字；废除授予原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印控克

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 370 条，等等。印度社会近年来明显趋于保守，包容度下降。印人党

作为执政党利用甚至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将自己塑造为“印度的捍卫者”“印度教的捍卫者”

“印度教文明的捍卫者”，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社会的保守色彩。 

其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印度的无原则拉拢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准备了外部环境。2017 年

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恐怖主义视为首要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对外

战略重心转向遏制中国发展及所谓“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出台“印太战略”，将

遏制中国的地理范围从原来的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扩大为“太平洋+印度”。与奥巴马政府时

期“重返亚太”政策相比，“印太战略” 大特点是把印度拉入战略视野，意图把印度绑在遏制中

国的战车上。为此，特朗普政府对印度展开大肆拉拢与吹捧。美国鼓动印度成为“地区净安全提供

者”，违反自己当年制定的原则，在印度未满足一系列条件前提下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美国还无视其历来强调的所谓“人权、自由”，对印度滥用武力压制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抗议活动等

视而不见。这显然在外部环境上刺激印人党政府继续采取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声明称《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是“朝着错误方向的危险转变”，与

印度的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背道而驰，违反印度宪法有关保护不同信仰民众平等权利的规定
［9］

。

但是，美国官方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并未对印度当局这一做法采取针对性措施。美国国务卿 2019 年

12 月 19 日表示，鉴于印度当局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通过之前进行了“充足的内部讨论”，美国

尊重印度“这一民主决定”。2020 年 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印度期间，拒绝就《公民身份法修

正案》表态，并表示“CAA 取决于印度自己”
［10］

。 

刺激印度当局国家治理和社会风潮持续向右转的两大动力都非一时一地之现象，很可能长时间

持续，成为考察今后一段时间印度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在内部动力方面，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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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社会传统的多元主义、世俗主义以及左翼思

潮等虽然有反弹，但未能改变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首要政治代言人——印人党在印度政坛的强势地位。

国大党、左翼政党和地方政党均无力单独挑战印人党在当前印度政坛的超强地位。 

2014 年以来，秉持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国大党持续遭到印人党挤压，在历次中央和地方选举

中表现不佳。国大党内缺乏拥有强大领导力的带头人，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掌门人拉胡尔·甘地迄今

无法与印人党领袖莫迪等人一较高下。鉴于联邦和地方选举的连选连败，国大党不仅频繁发生包括

高级领导在内的党员叛逃事件，甚至出现了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赢得民众支持的苗头。这显然

又是对印度社会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传统的一大打击。 

一度强大的印度左翼政党，如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也陷入低谷。全国层

面，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曾在 1989 年、1996 年和 2004 年联邦政府组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但在 2019 年选举产生的人民院仅占据 3 个议席，其作为全国性政党的地位岌岌可危。地方层面，印

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政党自 1977 年以来在印度人口大邦西孟加拉邦执政长达 34 年，创

造了印度地方政府 长执政纪录。然而，2011 年邦议会选举之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始终

未能重新夺回在这一关键根据地的执政权
［11］

。草根大会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大众社会党等势力

较强的地方政党虽有能力在其扎根的地方邦与印人党一较高下，甚至掌握地方邦领导权，但在联邦

层面无法与印人党匹敌。 

就外部环境而言，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拉拢印度等势力以平衡中国发展势头，已经成为

美国政府和战略界的共识。美国将于 2020 年 11 月举行总统大选，若特朗普连任，很可能在经贸、

安全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出台对华不友好政策，实质性推动“中美脱钩”。印度对美国拉拢组建新的

印太小圈子显然至关重要。假如特朗普连任失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或调整团结欧洲、日本等传统

盟友的具体政策，但利用印度平衡中国或将不变。届时，对于印人党政府推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

限制特定宗教族群权力等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综合内外因素考虑，近期印人党政府在鼓

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方面难以遇到太大掣肘，印度国家治理可能将在“印度教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结  语 

印度当局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有多重因素，核心原因是印人党秉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

识形态。印人党希望通过印度教这面旗帜凝聚多元而破碎的印度社会，进而实现国家重建、国族再

造。在英国殖民当局控制印度次大陆之前，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邦国林立的状态，而“印度”

一词长期是一个文明概念和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印度 1947 年获得独立是甘地、尼赫鲁等人领

导国大党带领一部分民众以非暴力的示威和不合作等形式实现的。印度独立以后，保留了印度封建

王朝、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的几乎所有弊端。印度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碎片化的社会。以宗教、民族、地域、种姓等身份标签构建起来的小集团成千上万，严重破坏了印

度的统一性。然而，印人党在身份统一问题上企图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实现其印度教民族主

义诉求无异于揠苗助长，势必引发印度国内穆斯林群体、东北部原住民群体以及世俗主义、多元主

义和左翼思潮的反弹，损害印度的国际形象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合时代背景以及印度政治体

制等因素，印人党政府虽然强势和激进，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难解决印度的身份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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