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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与现实：印度新冠疫情下的地方邦选举
雷定坤

4 月 6 日，来自包括阿萨姆邦、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本地治里在内的近 2 亿名登记选民陆续进入投票站，

拉开了 2021 年印度地方邦“疯狂 4 月”的立法会选举序幕，各个政党动员热情也冲至顶点。然而，选举狂热与新冠确诊数量

似乎也彼此呼应。印度去年 9 月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的峰值达到 9 万，此后逐渐下降，到了今年 1 月份降至 2 万以下。但是从 2

月 10 日起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日增人数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到 3 月底日增人数达到 9 万左右；4 月以来呈现井喷式的增长，

截至笔者完稿，印度日增人数已经超过了 40 万，共夺去了超过 20 万人的生命，1“人间炼狱”般的现实境况着实令人痛心。

宗教活动聚集，公共场所防疫苛刻度下降以及大范围的选举动员集会被普遍认为是造成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主要原因。但

是在这些因素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相比第一波疫情的猝不及防，第二波疫情很难怪罪于“天灾”。一场场热闹的集会，一句

句对未来的承诺，一声声对发展的呐喊，似乎是印度政客们对抗新冠肆虐的“疫苗”。相比“大壶节”期间超过 350 万人的宗

教狂欢，上百场大大小小集会的选举狂热更加危险，因为后者带来的不仅是物理距离的丧失，其释放的信号还让普通民众出

现了心理防备上的放松、对病毒认知上的偏差。

因此，印度 2021 年的地方邦选举注定特殊，也必将载入史册。本文通过聚焦疫情冲击下的选举过程，尤其是联邦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的策略与态度，试图进一步理解当下印度政治局势的变化及 

走向。

一、狂热之情：选举背景与结果

新冠疫情自在印度首次暴发以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一方面莫迪政府热热闹闹大搞“疫苗外交”，俨然大国姿态傲立

世界，国内疫苗厂商也赚得盆满钵满 2 ；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旁遮普农民驾驶拖拉机愤怒地冲向德里抗议新农民法案，对这些

抗议者来说，相比被“剥夺”的切身利益，防疫所需的社交距离根本不值一提。当下，印度国内“双重变异”病毒肆虐，新

冠确诊日增数排在世界首位，政府滞后的应对措施却并没有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抗疫工作上，而是让渡给了地方选举动员的需

要。因而，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且印度国内防疫压力倍增的情况下，各个政党竞选活动仍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形不禁让人疑问，

2021 年的五邦选举为何如此重要？

从印人党角度来看，尽管其在 2014 年和 2019 年大选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但是自 2018 年以来的地方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

频频落败，输掉了拉贾斯坦邦、恰蒂斯格尔邦和中央邦，2019 年全国大选后又在恰尔肯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德里立法

会选举中受到地方政党（联盟）的冲击而丢失主导权。2020 年印人党在比哈尔邦的成功也远不能掩盖其在地方选举表现的颓势，

因而，无论是已然成为印人党各层级选举符号的莫迪还是政党领导层都急需一场场胜利来回应“印人党巅峰已过”的质疑。

对于其它政党来说，阻止印人党势力在地方邦议会的进一步扩张是根本目的。以西孟邦与泰米尔纳德邦为例，前者草根

国大党 (TMC) 领导人玛玛塔 ·班纳吉近年来饱受腐败指控、治理不力等尖锐批评，自诩“孟加拉女儿”的她不断强化地方文

化的身份认同以阻碍印人党来势汹汹的“橘黄色浪潮”；而泰邦两大政党 (AIADMK 与 DMK) 领导人贾亚拉利塔与卡鲁纳尼

迪于 2016 年、2018 年相继离世，给泰邦政治留下了不确定性与权力争夺的空间，在野 10 年的 DMK 更是希冀在斯大林 (MK 

Stalin) 带领下扭转颓势，而印人党则通过与 AIADMK 的结盟试图扩大其在达罗毗荼政治中的影响力。

5 月 1 日，印度选举委员会开始进行票选统计，至笔者截稿，从公布的结果来看，印人党再次拿下阿萨姆邦，其率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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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 联盟在本地治里共斩获 16 个席位，击败国大党夺回执政权。在西孟邦，印人党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尽管相比 5 年前

增加了 45 个席位，但是草根国大党横扫西孟邦，继续执政。印人党在喀拉拉铩羽而归，一席未得，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率领的左翼联盟继续执政。在泰米尔纳德邦，印人党与 AIADMK 联盟被 DMK 击败，泰邦似乎又回到了两大党交替执政的道

路（具体选举结果见表一）。

表一 2021 年、2016 年邦议会选举结果

2021 |（2016)

阿萨
姆邦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国大党 (INC)

全印联合民主阵线
(AIUDF)

其它

席位数
（共 126 席）

60 | (60) 29 | (26) 16 | (13) 21 (27)

2021 |（2016)

西孟
加拉邦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国大党 (INC)

印共马
(CPM)

草根国大党
(AITC)

其它

席位数
（共 294）

77 | (3) 0 | (44) 0 | (26) 212 | (211) 3 | (10)

2021 |（2016)

泰米尔
纳德邦

政党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DMK)
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AIADMK)
国大党
(INC)

其它

席位数
（共 234）

125 | (134) 65 | (89) 18 | (8) 26 | (3)

2021 |（2016)

喀拉
拉邦

政党 印共马 (CPM) 国大党 (INC) 印度共产党 (CPI) 其它

席位数
（共 140）

62 | (58) 21 | (22) 17 | (19) 40 | (41)

2021 |（2016)

本地
治里

政党
印度人民党

(BJP)
全印纳马苏拉吉亚姆大会

(AINRC)
国大党
(INC)

德拉维达进步联盟
(DMK)

其它

席位数
（共 30）

6 | (0) 10 | (8) 2 | (15) 6 | (2) 6 | (5)

数据来源：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

对于选举结果，因不同邦的政治环境和选举过程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整体看来，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仍然是当下印度地方

选举的一个重要考量，而公共卫生治理愈发成为选民衡量政党表现的一个关键变量。以此次选举最受关注的西孟邦为例，玛玛

塔 ·班纳吉面对来势汹汹的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的大范围动员，她紧紧抓住孟加拉文化认同，在多场选举集会中，将

印人党视为威胁地方文化的“外来者”，“无知且傲慢”。例如，莫迪曾在 3 月集会中呼喊班纳吉“Didi-O-Didi”，该称谓在西孟邦

中常被认为是“街溜子”(Street-side fellow)，是对女性的一种戏谑性招呼，3 而西孟邦登记的女性选民占到了近一半。也许莫迪并

无恶意，但对地区文化的不尊重势必加深民众对印人党执政西孟邦的担忧。泰米尔纳德邦两大地方政党在达罗毗荼文化背景下

始终围绕种姓政治展开激烈角逐同样是一个例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喀拉拉邦左翼执政党凭借相对出色的疫情管控，以及为

预防第二波疫情冲击所准备氧气的供给，4 再次增强民众对政府信心，而印人党在喀拉拉邦议会未能取得任意一席。

作为执政印度联邦的印人党，其扩大地方势力的决心是坚定的，通过对其此次在疫情冲击下选举策略的简要分析，我们

或许能初步窥探印度政治的走向。

二、“莫迪 +”：印人党的策略选择

整体观察看来，笔者认为印人党领导层在地方选举中的分工相对明晰，分别对应三种路线。二号人物阿米特·沙走强硬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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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特性路线”，一号人物莫迪则需调和各方力量从而走灵活度更高的“微妙路线”，三号人物纳达 (J.P. Nadda) 则负责战略和

策略的执行以及各层级的选举，走“务实路线”。尽管我们印象中更常出现的是莫迪与阿米特 ·沙在台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但

实际上走“务实路线”的纳达，其观点和行动更能体现出印人党真实的选举策略。

纳达于 2020 年 1 月接替阿米特 ·沙担任印人党党主席，尽管其曾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从 2021 年地方邦选举起，印人

党将愈发以“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替代“印度教特性”(Hindutva) 作为全印选举动员的策略，但在笔者看来，印人党在地

方选举中始终采取一种“莫迪 +”的混合策略。这里“莫迪”指以莫迪个人形象作为地方各邦议会选举的动员符号，而“ + ”

指依据各邦政治局势侧重不同的议题。印人党近年来在地方选举中愈发倾向弱化地方候选人，强化莫迪个人形象的民粹主义

式选举策略，试图将“莫迪”与印人党画上等号，至于地方候选人的推举和宣传则相对弱化。例如此次 2021 年的选举中，针

对印人党为何迟迟未推出西孟邦首席部长名义候选人问题时，纳达的回答也充分展现了该混合策略，同时也是对代议制民主

逻辑的扭曲。纳达认为，是否指明首席部长候选人“根本无关紧要”，“支持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地方事务的决策，

都将莫迪视为他们的领导人……过去的北阿肯德邦、哈里亚纳邦选举都是这样。”5 纳达与印人党的选举策略与历史上英迪拉·甘

地中期的民粹式道路愈发相像，不得不感叹，历史往往总是惊人的相似。

此外，纳达的动员策略似乎仍延续了 2014 年大选时国民志愿服务团 (RSS) 的“页面责任人”(Panna Pramukh) 的机制。这

里“页面”指选民名单中的一页，责任人负责对该页上的 8―12 个家庭进行充分动员，而对责任人的绩效考核标准也相对明确。6

今年印人党针对地方邦的选举则进一步更新为所谓的“页面委员会”(Panna Simitis) 的动员策略，所成立的委员会需要有针对

性的对选举名单进行长期、充分的沟通以赢得选票。全面铺开、点对点的动员策略再辅以莫迪强大的个人符号，选民很难主

动去关注他们的票究竟投向哪位地方候选人。这种民粹式、跨越式的动员确实曾为印人党赢下多场选举，无论是英迪拉 ·甘地

时期的国大党还是当下莫迪领先的印人党，这种动员策略本质上都是对议会民主制内涵的漠视与扭曲，因而也常常被视为“印

度式民主”的一个主要特征。

“莫迪 +”混合策略的另一关键点在于“加”怎样的议题，如何“加”？加得好能与莫迪个人影响力相得益彰，但加得不

好则会对莫迪个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此次西孟邦的选举中，印人党的议题无论是选择还是表达上都明显出现了偏差。气势

汹汹、全力以赴并不等于被理解、被接纳。面对西孟邦这一文化及地方身份认同较高的地区，“深度融入”并摘掉“外来者”

的标签成为印人党在西孟邦选举的根本目标。或许是由于 2019 年联邦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破纪录地获得西孟邦的 18 个席位（共

42 个），抑或是在西孟邦连年上升的得票率，7 信心倍增的印人党对连续执政西孟邦长达 10 年的草根国大党（TMC）发起强硬攻势。

莫迪总理本人原定在西孟邦的动员集会多达 20 场，8 内政部长阿米特·沙甚至高达 40 场，在西孟邦进行选举动员的政党骨干多达

100 人。相较之下，印人党缺乏对地方候选人的重视及推介，恰恰强化了该地区边缘、少数群体对这种“侵入式”选举动员的恐

惧。反观印人党早前在阿萨姆邦等东北部地区采用与地方政党“先联盟，后削弱，再主导”的策略，此次西孟邦的选举过于强

调攻击性姿态，而模糊了议题设置及其所针对的人群。

议题选择上印人党也似乎被牵着鼻子走，竞选承诺实足缺乏吸引力。印人党竞选纲领称，将致力于提升孟加拉语在初等

教育中的比重，例如计划将孟加拉语作为 5 年级以下学生的必修课 ；为对抗班纳吉“孟加拉只欢迎她的女儿”的选举口号，

印人党也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女性选民上，承诺为女孩提供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免费教育，在政府类工作中为妇女保留 33% 的职

位以及为妇女提供免费公共交通等。9 在宗教议题上，印人党则更显掣肘，一方面尽力避免由印穆两极化倾向导致穆斯林群体

出现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极力争取潜在的印度教群体支持，例如宣称将严格实施《公民身份法案》对马图阿 (Matua)

群体极力拉拢。

对于南部省邦的立法会选举，印人党议题设置集中在宗教纷争。印人党通常被认为是统治力限于北方印地语区的政党，

很难真正介入南部的地方治理，邦选举中民众也似乎更加依赖地方政党。因而，以宗教事件甚至制造冲突削弱达罗毗荼内部

的身份认同，实现去德拉维达化 (De-Dravidisation) 是印人党选举动员的主要目的。在印人党的竞选纲领中，除了点明部分福

利性的政策，更多内容仍聚焦宗教议题。例如，在寺庙管理上将单独成立一个由印度教学者和圣徒组成的管理委员会 ；将实

施反屠宰牛法，禁止奶牛运输至喀拉拉邦等其它邦，以满足牛肉消费；将颁布反改宗法，对迫使他人宗教改换等行为进行定罪等。10

早前印人党还曾不顾其盟友 AIADMK 的反对，于 2020 年底发起了号称消灭反国家、反印度教势力的“胜利之矛进军”(Vetrivel 

Yatra) 游行，11 旨在赞美和崇拜穆如干战神 (Murugan) 英勇无畏的同时，聚焦泰邦印度教徒的选票。同年 7 月，泰邦印人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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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控诉自媒体主持人纳塔拉詹 (Surendra Natarajan)，理由是其歌曲和言论中对力量之神穆卢干进行了污蔑，要求警方立案

对其逮捕。12 又如，泰米尔语小说 Madhorubagan（《一部分女性》）曾在 2014 年被 BJP 和 RSS 成员当众焚烧，理由是他们认为

该书对凯拉萨纳塔尔 (Kailasanathar) 寺庙、半女之主湿婆 (Ardhanarishvara) 以及女性信徒的相关描述极为恶劣，伤害了印度教

徒的感情，并要求逮捕作者。13 此次在喀拉拉邦竞选承诺同样如此，专门强调 Sabrimala 寺庙立法计划以及“爱之圣战”等宗教

议题。不难发现，分化与渗透是印人党在南部省邦一以贯之的做法，强调宗教身份、弱化地区认同，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框架

扩大潜在选票群。不过至少到目前看来，该议题设置策略尚未奏效。

印度大大小小选举向来热闹，选民与政客情绪的宣泄与狂欢，政党间的相互博弈，共同勾勒出印式民主的图景。印人党

曾戏称印共马和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做朋友，喀拉拉邦掰手腕”，14 党派之间出于政治利益考量，无论是友好握手还是相互较

劲都无可厚非，但此次印度疫情下的选举过程不禁令人思考，倘若代价是民众的健康甚至生死存亡，那热闹选举的终极意义

又是什么呢？政党目标与政党责任之间存在怎样的张力？

三、问责与责任：执政党面临的现实挑战

理论上，印度定期、公平的选举为选民提供了民主问责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委托―代理模式下政治精英和政党一旦获

得权力，在下一次选举来临前，执政党是否会主动承担一系列责任却是不确定的，毕竟赢得下一次选举的方法多种多样，“负

责任的政党”显然不在其中。“问责”(Accountability) 很多时候也被理解为一种弱化的责任形式，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回应的义

务并解释某个个体或集体的行为，但是被问责者并不一定要承担这种愧疚或是接受惩罚。15 而责任是与控制权或权威相呼应的，

拥有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主动承担相应责任，拥有对社会的治理权就意味着需要对社会主动负责。所以粗略来看，问责是事

后的，也是滞后的，但责任或政府责任感则应该是事前的。抑或说，如果问责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被动性，那么责任体现的是

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印度选举委员会 (EC) 今年 2 月规定西孟邦选举分为 8 个阶段性投票，耗时近一个月的选举在西孟邦也是空前的。TMC

认为选举委员会受到印人党腐蚀，印人党精心算计通过拖长时间来提升其动员准备程度 ；选举委员会则推出了保证选举有序、

安全的理由。双方各执一词，但问题是漫长的选举过程带来疫情暴发的风险未曾成为几方关注的主要焦点。政党们要的是赢，

至于怎么赢，赢的代价是什么，似乎都是次要的，而这也恰恰是悲哀的。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赢得选举是政党天然使命，也是根本目标，因而印人党“莫迪 +”的混合策略，地方政党“种姓政治”

议题、“身份认同”策略都无可厚非，但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在野党，动员、选举再到执政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时时刻刻需要展现

并履行最起码的责任。诚然，这种要求或许过于理想化，也是一种应然的判断，但一波波疫情的冲击恰恰无限放大了印式选

举政治中因执政党缺乏责任意识带来的悲剧。

仍以执政联邦的印人党为例，其当下在选举和治理中分别面临两方面的挑战。其一面临“机会主义政党”、“投机不负责”

的质疑。该批评源于其早前在中央邦、果阿邦、卡纳塔克邦等地方省邦实行所谓的“莲花行动”(Operation Kamala)，即通过

多种利益交换的方式使隶属执政党的立法会议员一夜间叛党或脱党，致使执政党在邦立法会代表性不足，从而创造执政危机，

进一步撕裂、分化并重组地方政治力量。策略上，印人党是成功的 ；道义上，策略所造成的短期甚至长期动荡对民众来说是

不负责任的。

其二是印人党政府近年来“集权不集责”的治理挑战。对于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旗帜以及 2014 年、2019 年单独获得过半

席位执政联邦的印人党来说，意识形态和选举成绩都使得其在央地互动中集权倾向愈发显著。例如今年 3 月莫迪政府提出修

正案议案，试图修改《德里国家首都区政府法（1991）》中的内容，进一步削弱德里政府的权力。但是联邦政府集权诉求相对

应的并不是责任的增加，除了上文提到的执政党在此次疫情下选举的策略，其应对疫情的选择也更反映出这一趋势。

笔者去年曾撰文浅析过印度联邦政府疫情治理的迟滞表现，16 如果说第一波疫情让政府措手不及只能设法补救，那么

在国内及全球疫情都尚未褪去的情况下，印度也并未采取充分的防疫措施，直到第二波疫情大暴发后再次选择了补救式

的疫情治理模式。但是补救措施里，联邦政府的疫苗接种新政策同样展现出“甩锅式”的责任态度。第二波疫情暴发

后，印度联邦政府新冠疫苗政策有三方面重要内容 ：一是扩大接种人群，从 1 月份分阶段特定人群接种到当下 18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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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面接种 ；二是允许疫苗制造商将 50% 的产能对接市场，出售给邦政府和私立医院并拥有定价权 ；三是间接给予印

度血清研究所和印度生物科技两家疫苗生产商近 450 亿卢比的资金支持，以扩大其产能。17 疫苗新政策整体看来就是联邦

政府将责任和压力下放至各邦政府，无论是市场途径购买疫苗还是扩大接种范围，对财政资源、治理能力差异极大的各

地方省邦来说，都需要做出一个个艰难甚至被动的选择，因而也才会出现后来争抢氧气等医疗资源、疫苗分配不到位的 

情形。

当然，极为现实地看，笔者认为印人党政府早前做了一场赌博，地方选举的现实需求和经济复苏的迹象与潜在的疫情暴

发之间下注了前两者。毕竟对执政党来讲，尽早向世界展示国内已恢复的秩序和稳定是展现一个大国素质的基本要求。可这

又回到了同样的疑问，印人党下注的筹码是否过大？如果说印度去年第一波疫情发生后，民众敲锣打鼓驱赶病毒的做法是一

种民族情绪鼓动下的宣泄 ；那么今年的第二波伴随着热闹选举的疫情或许会让民众渐渐认识到，病毒确实不关乎宗教，也不

讲政治。

许多人认为此次选举也似乎预示着莫迪和印人党开始走向衰败，但实际情况是，尽管印人党未能拿下西孟邦，也未能成

功进入泰邦和喀拉邦政局，可仍守住了阿萨姆邦并在本地治里击败国大党。此外，很难说印度目前有哪一个政党能匹敌印人

党在全国的影响力，判断印人党就此走向衰败或许为时尚早。当然我们也习惯于将此次印度第二波疫情归咎于印度的国家体

制，因为用宏大帽子去扣具体的问题是最简单的做法，但也仅停留于指责与不满。至少在现有框架下，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

希望此次印度第二波疫情会让执政党意识到公共卫生与健康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执政党所肩负的责任，选举或许能使一

个政党接受问责，但也可能让其逃避问责，但责任是每一个执政党应秉持的基本要求，因为选民的觉醒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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