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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印度国内掀起反强迫皈依浪潮 

89$11 Û~:�j0G[\]^;a<HIJKLcdeð=F>?fgO

hijlmn0Go@_&ppqq;HIJKLMNrsFt;\uB%·!

E?@cde@A3[\]^ABO~CUDEFj¬g0GøGXHIýJ;

HIJKL=Kj=LMNoHmdOPå7YZDQ;"Ä*;Ðä�ûÆB

%,@A$�R0GøªûÆSTj<Ðä%ÿ!ûÆB 

2022 年 11 月中旬起，印度最高法院（!"#$%&"%'($)% *+"+",+）就一份反“强迫皈

依”（-.#/%0)"1$#2）请愿书进行了多轮审理和听证。该请愿书早先由印人党领导人、最

高法院执业律师阿什维尼·乌帕德亚雅(345/6%'7"8+"+)向最高法院提出，宣称印度国内

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强迫皈依现象，并请求最高法院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罪行。最高法院对这份

请愿书的接受和审理标志着印度国内近期轰轰烈烈的反强迫皈依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峰。 

（一）印度最高法和中央政府表态支持反强迫皈依 

乌帕德亚雅在请愿书中声称，目前有许多组织和个人正在用欺骗、威胁或经济诱惑等方

式迫使大批印度民众，尤其是属于表列种姓（3/9:;4<$%-"4$）和表列部落（3/9:;4<$%-/

-"4$）的底层民众脱离印度教，皈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他因此请求最高法院修

改印度刑法典(!"#$6+%=>?%:>4@$")和刑事诉讼法典(A7#"40&%BCD+"%:>4@$")或者重新制

定国家级别的相关法律来打击这种行为。除此之外，他还向联邦内政部、法律和司法部提交

了一份关于强迫皈依问题的详细报告。针对乌帕德亚雅的请愿和报告，最高法院于 11 月 14

日举办听证会，并在会后向中央政府传达了指示。最高法院表示，以欺骗、威胁以及诱惑为

主要手段进行强迫皈依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不仅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权，而且还

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最高法院还指示中央政府严肃对待该问题，在作出书面回应的同时还

应采取严厉措立即制止该行为，否则“情况将变得十分困难”。印度中央政府随后于 11 月 2

8日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宣誓书，表示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请愿书中提出的强迫皈

依问题违反了宪法第 25 条和第 26 条关于宗教自由权的规定，政府将采取相应措施打击该

行为。12月 5日，最高法院再次发声，称通过欺骗、诱惑和胁迫进行的强迫皈依是一个“严

重问题”（E>!6#%)9F"），慈善行为的目的不应该是诱导皈依，否则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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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同时表示，在此前的听证会上，法官驳回了高级律师桑杰·赫格德 (:>-+%@GEHG)关于

乌帕德亚雅的反对意见，未来最高法院还会就此问题继续举行听证会。 

（二）印度地方和民间反强迫皈依行动愈演愈烈 

在印度最高法院和中央政府对反强迫皈依请愿书做出回应的同时，印度各地方政府以及

民间自发的反强迫皈依行动也愈演愈烈。12 月 1 日，北阿坎德邦议会通过了限制反对强制

皈依的《宗教自由法案》（0)I%JK$>L$"%4K0G+&），该法案规定，强制皈依者将被处以 10以

上的监禁，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普什卡·辛格·达米（79M&#%N:>@%0")6）也因此在社交媒体

上被其拥趸称为“信仰保护者达米”（0)I#O&%0")6）。同时，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

高等法院也在 12月 3日做出判决，驳回了一名由印度教改宗伊斯兰教的政府职员要求根据

种姓保留邦政府职位的请愿，同时规定一旦皈依其他宗教，便不再可以根据种姓参与保留制

度，以此来阻止民众随意皈依其他宗教。 

印度民间也出现了许多自发反对强迫皈依的行动。11 月 24 日，印人党领导人和印度统

一论坛（N@>=;%P&$"%)><）1在恰蒂斯加尔邦对当地正在房屋内进行礼拜的基督教徒展开突袭，

双方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该团体四人以诱导皈依的罪名被捕。11 月 27日，世界印度教大会

（4K5%N@>=;%7Q#R=）在坎普尔组织人群前往当地警察局，集体背诵《哈努曼四十颂》    

（@/9)"/%<",6:"）2，以抗议该警察局释放被指控实施强迫皈依的嫌疑人。北方邦、喀拉拉

邦、比哈尔邦等地的警察局也于近日登记了越来越多的“爱情圣战”（,K% 4-@"=）3案件，

并以此为由抓捕了大量嫌疑人。 

（三）团家族密集发声批判强迫皈依 

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A#P:P:）历来反对强迫皈依现象，近期其官方杂志与团家族

多个组织的领导人也集中发声。11 月 15日，服务团官方杂志《组织者》对美国电子商务公

司亚马逊提出指控，称其参与了该国东北部各州的洗钱行为，同时资助基督教强迫皈依组

织。11 月 21 日，世界印度教大会（!"#$ !%&'($ )*+,'）副秘书长苏伦德拉·库马尔·贾恩（:9

#ST"%&9 )"#%-U/）发文呼应最高法院的意见，表示：“印度已经遭受了 1300 年强迫皈依的痛

苦。从前这只能通过武力发生，但现在正在通过各种狡猾的手段诱导人民改宗。来自国外的

巨额资金让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对此，中央和各邦政府以及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有必要制

 
1 印度统一论坛（!"#$%&'()*&+#,）是一个注册于 2020 年的印度教右翼组织，其标榜自身为“完全非政治性”

的民间组织，以“拯救印度教文化，团结印度教徒”为宗旨，通过在基层开展各种运动来宣扬印度教神灵、

信仰、文化、仪式等，以期达到“在印度社会的每个家庭中重建吠咜文化、礼仪和宗教”的目的。 
2 《哈努曼四十颂》（"-.+*-&,*/01*）是著名诗人杜勒西达斯（)./10$*1）用阿沃提语创作的印度教颂诗，主

要歌颂哈努曼的力量、勇气、智慧以及对于罗摩的虔爱等品质。其是当今印度最流行的哈努曼颂诗，每天

都有数百万印度教徒进行唱诵。 
3 “爱情圣战”（/2&34"*$）是印度教右翼领导人提出的一种强迫皈依理论，指穆斯林男子将属于非穆斯林

社区的妇女定为皈依伊斯兰教的目标，通过欺骗、诱惑甚至绑架的形式迫使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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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项全国性的正式决议。”12月 4日，印人党籍政客、北方邦立法议会前议长赫里代·纳

拉扬·迪克西特（V=+%/"#"+2%=64O$）发文猛烈抨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团体，称这是一场

“反对民族认同（#"W6+%34J)$"）的战争。”他认为那些被强迫改宗者“不会再为自己的文

化感到骄傲。在新的宗教教派影响下，他甚至不以自己的祖先为荣。他的地理文化忠诚（!;

X:">J&Y 4$&%4/Z"）改变了。对地理文化的忠诚是印度民族的基本要素。这就是为什么改变信

仰意味着改变民族。” 

 

选材来源：本文综合编译自印地语报纸《觉醒日报》（दिैनक जागरण）11 月 24 日文章“Chhattisgarh 

News: +)*#)56&(*&78*1, 92*/&(: &9*$&,*5&3;5<)*5”，11 月 27 日文章“(*-=.5&>&,(: 50&?*-:&+@&!"#$%&1#;A-&-:&

B(8*&"-.+*-&,*/01*&(*&=*A, +)*#)56&+*+/:&+@&C5D3=)&(D&EDF-:&=5&"#;*+*”“(: 5/&+@&9D'&;'&?:&'/2&34"*$' (: &904, 

1.3-8D34)&)50(: &1:&9"/*GH. 1/*(5&/FB(8I&(*&(5*8*&;8*&+)*#)56”，11 月 28 日文章“J&8*&"K&+)*#)56, (K1:&L5&

B(-&/D;I&(D&9-*8*&4*&5"*&3-M*-*; 1.70+&(DNO&-:&J&8I&("*G&(@ P&;#Q05)*&1:&/:”“Supreme Court: 495-&+)*#)56&=5&

C4&1.70+&(DNO&+@&1.-2*R, "/H-*+*&$*85&(5:;0&(@ P&15(*5”“495-&+)*#)56&(S&;#Q05)*&1:&15(*5&T2;)&"K&L5&4U$0&

"0&V3,)&($+&VA*'&4*'#;:&G&(@ P&15(*5”，12 月 2 日文章“Uttarakhand Conversion Law :+)*#)56&=5&1W)&

(*-%-&(D&X20N5&=5&1+?O-, -#95&'(&=5&Y@Z&[C&\+O5](&\*+0”，12 月 3 日文章“+)*#)56&(: &9*$&-"^&3+/:;*&

C5]6&(*&H*8$*, +P*1&"*R&(DNO&+@&!"#$%&1:&+.3_/+&9-:&`3a&(S&8*3,(*&b*c54”，12 月 5 日文章“1.70+&(DNO&-:&

("*G&,Kc5N0&(*&Vd:e8&+)*#)56&-"^&"D-*&,*3"', 7/DQ-&b)5-*(&,04”；《时至今日》（C4)(）11 月 23 日

文章“\Db:&1:&\+*f)56&+*+/:&=5&1.-2*R, 1.70+&(DNO&-:&(@ P&1:&4 "<)I&+@&+*#;*&42*9”；《帕斯卡日报》（$K3-(&

Q*_(5）11 月 14 日文章“495-&\+O&=c52)O-&$:M&(S&1.5]*&(: &3/'&b)5*>1.70+&(DNO&-:&("*G&\+*f)56&9:"$&;#Q05&

+1/*, 15(*5&g1:&/D;I&=5&1W)&(*5O2*R&(5:”。 

采编者：王子元，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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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德里市政机关选举中穆斯林群体的转变 

89$v 2022wxyzU{Z|} (MCD Election) ~jW|U�UV0GWH

V (BJP)3oH´µV (INC) 7ÿHV (AAP) 6|XÇaYZ[;PQR±|

Wj�~0WV�\;/]PQRW|W6^_`aPQRjb.\^��B

� cÇ$PQRSTv"·xy|}~d�s����je�fTÇgÈ0

P`ÔÌ;hi-«��jkOPXUDlmUno=Ljê¨ê>;��ÇT

v|pqr~jkTTÇ��WXUV;���v<��\B 

    2022年德里市政机关选举中，穆斯林群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体现。穆斯林

人口约占首都人口的 13%。印人党希望通过在穆斯林选民中进行宣传为候选人

争取选票。在此次选举中，老德里和德里东北部一些选区的穆斯林选民将发挥重

要作用，印人党目前从“帕斯曼达穆斯林群体” 1中选出了四名候选人，其中包括

3位女性，身份分别为社会工作者、律师和废品回收商。 

德里印人党少数族群阵线办公室主任瓦基尔·艾哈迈德·库雷希（K&[,%3@)=%

&9 #G\6）表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穆斯林社区也在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开展了

许多计划来帮助穆斯林群体发展，其中包括多项贫困人口救助计划。这也是目前

有一部分穆斯林倾向于印人党的原因。库雷希还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消

除身边的人对穆斯林的误解。他的目标是让穆斯林候选人获胜，并为印人党席位

争取穆斯林的选票。为了国家的发展，有必要拉进与所有社群的关系。有分析指

出：如果印人党成功地在这条路线上前进，那么它将改变印度政治的“游戏规

则”——这些举措的成功实施将使一直以来通过指责印人党对穆政策来获得选票

的政党失去竞争力。 

    事实上，自 2014 年以来，印人党就一直在改变其形象，力图成为代表高种

姓及落后阶级和少数群体的政党：全印帕斯曼达穆斯林协会（],% >̂4?+"%7:)">="%

)94J,)%)@"-）主席瓦西姆·赖恩（K:6)%#"^/）表示，一直以来，都是高种姓穆

 
1 低种姓穆斯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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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如今，低种姓穆斯林在印人党的推动下也开始获得政府

职位，丹尼斯·安萨里（="4/\%3>:"#6，北方邦立法会议员）、阿什法克·赛菲（3\_"&%

:U_[，北方邦少数族群协会主席）等多名低种姓穆斯林在政府任高位。对此，低

种姓穆斯林团体莫明-安萨尔大会()`4)/%3>:"#%:!")主席阿克拉姆·安萨里(3&#)%

3>:"#6)声称，穆斯林从来没有厌恶过印人党，只是对其议程有异议。印人党少数

族群阵线副主席阿米尔·沙姆西（3)6,%\a:6）也表示，穆斯林现在已经意识到：

他们经济、社会和教育落后都是国大党、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等政党造成的。 

    全印帕斯曼达穆斯林协会的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尤努斯（)`b%+;/9:）对印人

党的举措表示认可，他指出：国大党、社会党和大众社会党在选举时曾向穆斯林

许下承诺，但并未兑现。库雷希福利基金会（&9 #U\6%KG,_G +#%_"'>?G\/）副主席拉努

马·库雷希（#@/9)"%&9 #U\6）表示，印人党在中央和邦执政后实施的计划给每个人

带来好处，不分种姓和宗教。然而，帕斯曼达穆斯林社主席安尼斯·曼索里（3/6:%

)>:;#6）则声称，根据宪法第 341条，表列种姓可以享有保留制度，但只有印度教

徒中贱民才能受益，锡克教和佛教徒也在之后被纳入其中，然而伊斯兰教和基督

教教徒却并未得到此项优待。对此，什叶派宗教基金委员会（4\+"%Kc_%.`?I）主

席阿里·扎伊迪（3,6%-U=6）认为，大量穆斯林正受到印人党政策的影响。中央

邦政府少数族群福利、穆斯林宗教基金国务部长丹尼斯·安萨里也表示，在提供

政府各种福利计划方面并不存在歧视，大量的穆斯林从中受益。 

    面对印人党的表态，德里国大党副主席、该党少数民族部前主席阿里·迈赫

迪声称，国大党将在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获胜，相比其他政党，该地区的

少数群体“更信任国大党”。迈赫迪表示，无论是在德里骚乱2（िद#ली दगंे）还是贾汉

吉尔普里暴力事件3（जहांगीरपरुी िहसंा）中，国大党一直在少数族群问题上直言不讳。

德里国大党已经向多个地区的少数族群社区成员发放了选票。他指责印人党和平

民党“忽视”了德里的少数族群，称“印人党在人群之间煽动仇恨，平民党则在该

 
2 2020 年 2 月 23 日-24 日德里东北部贾夫拉巴德（जाफराबाद）地区的一系列流血、财产破坏、骚乱和暴

力事件。 在这起事件中，有多人丧生。骚乱始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生效的公民身份修正案（CAA）。 
3 2022 年 4 月 16 日，在贾汉吉普里地区举行的哈努曼诞辰游行期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冲

突，造成八名警察和一名当地人受伤。 据警方介绍，冲突中发生了投掷石块和纵火事件，车辆也被烧

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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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保持沉默，甚至与少数族群相关的问题保持距离，而国大党曾多次致力于

促进德里的社区和谐。” 

 

选题来源：本文综合编译自印地语新闻网站《新印度时报》 (-"./+0$1/234 )11 月 27 日文章

5'678$9:;8<8$=>-/"$:?$:>!@7:A$BC$.(!:B/$D%:, ;.8$)/E1FGA$-H$I0/G/$.+J;/；《永恒之光》（D:+$

KI/7/$）10 月 18 日文章 UP BJP: ./I)/$BC$);:/L'/$;:/I$BJ$*+M/-H$BC$:>!%:$;H$!;G/;8$N7O78, 

;/!O0$%J$;B0/$%P$QH:$=?I+、11 月 12 日文章MCD Election: ./I)/$BH $;.8$:>!@7:$K3:8'"/+A$BC$

I:/-0$RS$T8$IU0, 2;$O/+$OH%0+$B+-H$BC$BJ!VV 
采编者：吴尚、黄相、罗开凤，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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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穆尼尔接任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 

89$11Û 29sj��Q�t.��uáá�3�và�wxy·P�5z{;

���Q���W��jÈ�|Ì��Q���;c}~B��Q��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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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领导巴基斯坦陆军六年的现任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将军

（ هوجاب دیواج رمق لرنج ）于今年 11月 29日退役，新一任陆军参谋长的任命成为巴

基斯坦热议的事件。巴基斯坦陆军收到的任命名单显示，巴基斯坦总理米安·穆

罕默德·沙赫巴兹·谢里夫（ فیرش زابہش دمحم ںایم ）遵循资历原则决定任命阿西姆·穆

尼尔（ رینم مصاع ）中将为陆军参谋长（ رالاس ہپس ），其余职位也将陆军机要职位分

配给最高级的将军，成功消除了之前批评巴基斯坦军队任命和调动制度的声音。

111月 24日，经总统批准，陆军参谋长（ رالاس ہپس  ）等职位的任命程序均已顺利完

成。11月 29日，在拉瓦尔品第总司令部（ ویک چیا یج ）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巴杰

瓦正式将巴基斯坦陆军指挥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穆尼尔。 

阿西姆·穆尼尔的履历受到诸多关注。他通过门格拉（ الگنم ）2的军官培训计

划参军入伍，并在边防军团（ ٹنمجر سروف رئیٹنرف ）服役。在担任现职之前，他曾在

巴基斯坦陆军司令部（ ویک چیا یج ）担任军需官（ لرنج رٹسام رٹراوک ），于 2018年 9月

晋升为中将，并于 2018年 11月 27日接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上任后，

他于 2019年被任命为古吉兰瓦拉军团（ تانیعت ہلاونارجوگ ）司令。早些时候，他还

担任过军事情报局局长（ سنج یلیٹنا یرٹلم یج یڈ ）和北部地区部队指挥官（  سروف

زایریا نردان رڈنامک ）。此外，他同时领导过两支秘密部队，因此他熟悉印度的战术，

知道如何挫败印度对巴基斯坦的监视、如何扰乱印度的行动等。他曾在锡亚琴

 
1 因总理任命陆军参谋长不受资历条件限制，享有自由裁量的宪法权力，日前伊姆兰·汗对这种任命方式

提出质疑，宣称谢里夫总理将为了私利选择陆军总参谋长，并要求根据功绩进行任命陆军参谋长。 
2 位于今巴基斯坦自由克什米尔地区，该地建有巴基斯坦陆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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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چایس ）指挥了一个师（ نژیوڈ ），挫败了印度的军事行动。正因如此，他的任命

得到印度媒体的高度关注。可见，从军官学校入伍的阿西姆·穆尼尔将军，其职业

生涯非常出色。他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四星将军的资历榜上位居首位，还

曾被授予荣誉之剑勋章（ ریشمش یزازعا ），是巴基斯坦陆军唯一获得荣誉之剑勋章

的陆军参谋长。熟悉阿西姆·穆尼尔将军的同事也认为他做事非常诚恳，在专业

事务上也十分负责。而在内部关系方面，穆尼尔与即将离任的陆军参谋长卡马

尔·贾维德·巴杰瓦将军关系密切，当巴杰瓦将军还是第十军团（ مہد روک ）的指挥官

时，穆尼尔将军在北部地区部队指挥部担任巴杰瓦将军部下的准将（ رئیڈیگیرب ）一

职，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巴杰瓦的亲密伙伴。 

就其任命而言，巴国内外媒体较为一致地认为，如何恢复公众对军队的信心，

是他的最大挑战和最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军队对政治的干涉屡遭公众批评，甚

至被认为对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方面，军方一直在尽力弥补这个错误。

巴杰瓦曾表示，军方于去年 2 月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今后不会干涉任何政治问

题；在近期举行的国防和烈士纪念日（ ٔادہش و عافد موی ）仪式上，他也重申了军队在

政治中角色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今年 4 月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领袖伊姆兰·汗

被迫下台后多次激烈指控军队，加剧了公众对军队的不信任。可以说，这位新任

军事领袖是在有关其干涉政治的报道和猜测中上任的，而这种政治动荡导致了军

队内部的分裂，许多低级军官都在暗中支持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但高级

军官无法忍受伊姆兰·汗的指控。因此，穆尼尔上任后有可能仍着重于重树军队

的公信力。但也有报道称，巴基斯坦新任陆军参谋长的工作重点与前几任陆军将

领究竟相似还是不同，还有待观察。此外，有文章指出，穆尼尔作为巴基斯坦新

任陆军参谋长，还需应对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经济困境等多方面问题，有责任在

对印关系、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关系以及其他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 
选材来源：本文综合编译自巴基斯坦报纸《时代之声》（Nawa-i-Waqt， تقو ےئاون ）2022 年 11

月 25 日文章“ ہلصیف دنئآ شوخاک ررقت رپ ںودہع ٰیلعا رپ داینب یک یٹراینیس ںیم جوف ”，2022 年 11 月 26 日文

章“ جوف کاپ روا رینم مصاع لرنج ”，2022 年 11 月 27 日文章“ ناحتما اک ںوتدایق یسایس روا ںورادا یتسایر  !”，

2022 年 11 月 29 日文章“ یرضاح رپ ءادہش ِراگدای یک هوجاب لرنج فیچ یمرآ ،یلیدبت یک نامک ”，《战斗报》

（Daily Jang, گنج ہمانزور ）2022 年 11 月 28 日文章“  لاحتروص یشاعم ےئلیک فیچ یمٓرا ےئن ےک ناتسکاپ

ایڈیم یملاع ،ںیہ زجنلیچ ےڑب یلاحب یک دامتعا ےک ماوع رپ جوف روا ”。 

采编者：夏曼琳 刘博源 周天宇 朱光宇 夏文则，北京大学乌尔都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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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气候变化大会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上来自孟加拉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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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 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于 11月 6日-20

日在埃及召开。来自世界 198个国家的领导人、专家、活动人士等约 4.5 万人参

加本次会议。孟加拉国环境、森林、气候变化部长、新闻部长、外交部长及其他

相关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会议。 

孟加拉国在今年的会议上强调“损失和损害”
1
（Loss and Damage），并表

现出强硬立场，要求除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的 1000 亿美元资金外
2
，加入替代融资，

设立针对气候难民问题的基金。 

孟外长在 11月 14日的两场会外活动中提出了五点主张：（1）碳排放多的国

家必须提高自身的碳减排量；（2）孟加拉国希望发达国家立即兑现每年支付 1000

亿美元的承诺；（3）发达国家分担对于孟加拉国“损失和损害”的补偿；（4）孟

加拉国要寻求绿色能源；（5）为了拯救地球和子孙后代，各国必须共同行动起来。 

气候变化已成为长期流离失所和移民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孟加拉国政府、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和气候影响脆弱国家论坛

（Climate Vulnerable Forum）于 11月 14日联合举办题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

类流动——在移民和气候措施中构建积极叙述”（জলবায়ু পিরবত, েনর /01াপেট মানব গিতশীলতা- 

অিভবাসন এবং জলবায়ু পদে1েপ ইিতবাচক নAােরBভ গঠন）的活动。孟外交部长在活动上表示，气

候变化正导致移民和民众流离失所。从全球角度来看，人们严重缺乏对损害程度

 
1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损失和损害”是人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 
2 发达国家在第 1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在 2020 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资金
帮助其适应气候变化的承诺，但尚未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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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国际社会必须回顾《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并承认气候变

化是对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可怕威胁。在应对这一威胁时，必须考虑处于危险中的

国家。 

孟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在 11月 15日的高级别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财

政机制来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和损害，并且表示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7 倍于

现有水平才能实现控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 

孟加拉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对

孟民众生产生活构成了威胁。海平面上升导致海水入侵孟加拉国，致使 42%的沿

海地区土地不同程度盐碱化。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每年导致孟加拉国损失 352 万

公顷农田，经济损失达 273.4 亿塔卡。最近袭击孟加拉国的飓风“西特朗”3（িসDাং）

也对农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近期通过下调进口关税增加进口粮食库存

的尝试没有成功，加之物价上涨但人民收入没有增加，孟加拉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不容乐观。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称，孟加拉国的粮食产量将下降，孟加拉国是粮食安全受气候变

化威胁的国家之一。孟总理表示了对世界粮食形势的担忧，敦促增加粮食生产，

使孟加拉国免遭粮食短缺或饥荒。此外，气候变化还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并且对

食物营养成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健康。 

还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基本人权。极端高温、过度潮湿等恶劣天

气条件会增加人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降低决策能力和生产力。研究表明，孟

加拉国已进入因恶劣气候而损失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前五名国家之列。气候变化正

在以多种方式影响住房权，海平面上升、飓风、洪水、河流侵蚀直接影响到许多

定居点。据研究，如果海平面上升一米，孟加拉国总面积的 18.3%可能会被淹没。

气候变化还将加剧与营养不良相关的健康问题，并增加腹泻、霍乱和疟疾的发病

率。据估计，到 2085年，将有 35 亿人由于气候变化而面临感染登革热的风险。

4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于会议开始当天在政治政

 
3 参见“《区域动态》南亚地区｜2022 年 11 月第一期”文章《飓风“西特朗”肆虐加剧孟加拉国飓风忧

虑》。 
4 今年南亚地区的登革热疫情比往年持续时间更长，部分原因在于气温较高导致蚊子大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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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杂志《政客》（Politico）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亟需跟进落实<格拉斯哥气候公约>》

（It's time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 Glasgow Climate Pact）。孟总理在文中强调了气

候变化的紧迫性，并提到了孟加拉国的相关作为：孟加拉国发布《穆吉布气候繁

荣计划》（Mujib Climate Prosperity Plan）以充分整合气候适应力和低碳经济增长；

早在 2009年就率先通过了《气候变化策略与行动计划》（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在考克斯巴扎尔（কEবাজার）沿海地区实施气候难民住房项目等。 

吉大港大学前副校长伊夫德卡尔·乌丁·乔杜里（ইফেতখার উিIন /চৗধুরী）博士指

出，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শখ মুজবুর রহমান）凭借远见卓识，意识到

了气候变化是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发起了沿海地区的绿化，呼吁沿海岸修建水

坝，并在整个国家种植行道树。如今，在谢赫·哈西娜总理的领导下，孟加拉国

依旧在为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2021 年 6 月，孟加拉国考虑到环境影响，宣布

取消新建 10 座燃煤电厂的计划。8 月，孟加拉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

织（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提交的修订后的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反映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雄心。11月，

孟加拉国政府宣布到 2041年，40%的发电量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于 20 日闭幕，与会代表通过总体气候协议，并决定设立

专门基金，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和脆弱国家。 

 

选材来源：孟加拉国自由派报纸《时代之声》（কােলর ক&）11 月 6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উ,া- অথ0ায়েন 2জার 

2দেব বাংলােদশ，11 月 9 日文章 6াসেগা জলবায়ুচুি< অনুসরণ করার এখনই সময়，11 月 14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পিরবত0 ন ও 

খাদEসংকট，11 月 14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পিরবত0 ন, মানবািধকার লIন ও বাংলােদেশর িবপJতা；左翼报纸《人民之声》

（জনক&）11 月 7 日文章 কপ-২৭ সেNলন ॥ আশা-িনরাশার 2দালাচল，11 月 11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সেNলন ও QসR কথা，

11 月 14 日文章 Sিতপূরেণর ১০০ িবিলয়ন ডলারই চায় বাংলােদশ，11 月 16 日 জলবায়ু অিভেযাজেনর অথ0ায়ন ি,Zণ করেত 

হেব，11 月 17 日文章 মহায\ আজ 2শষ ॥ িতন িবষেয় অ^গিতর স_াবনা；自由派报纸《曙光日报》（Qথম আেলা）

11 月 8 日文章 িব` জলবায়ু সেNলন: Sয়Sিত তহিবেলর কী হেব，11 月 11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পিরবত0 ন 2যভােব খাদE ও 

পুিcZণেক পােd িদেe；右翼报纸《斗争日报》（fদিনক সং^াম）11 月 13 日文章 কয়লািভিgক িবhEৎেকেjর পিরকkনা 

সের আসার 2ঘাষণা；左翼报纸《消息》（সংবাদ）11 月 15 日文章 জলবায়ু পিরবত0 েনর Qভােব অিভবাসন এবং বা-চুEিত 

ঘটেছ。 

采编者：李源毓，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加拉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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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孟加拉国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高层出访寻求进口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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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27日，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শখ হািসনা）在该国秘书处

会议上指出，孟加拉国必须从现在开始采取措施防止饥荒。但她补充道，这并不

代表孟加拉国已经身处险境，只是必须提前行动以防国家和人民陷入危险。孟内

阁秘书长坎德克·安瓦鲁·伊斯拉姆（খMকার আেনায়াOল ইসলাম）表示，目前粮食库存充

足，但必要时也将从国外进口，确保粮食库存不低于 150 万吨。 

2022年 11月 22日至 12月 1日，孟粮食部部长萨达纳·钱德拉·马宗达尔

（সাধন চP মজুমদার）和粮食总局秘书穆罕默德·伊斯梅尔·侯赛因（/মা. ইসমাইল /হােসন）

率 6人代表团访问了柬埔寨、越南和泰国，预先为该国可能面临的粮食危机进口

100 万吨大米，同时准许私营部门以低税率进口 100 万吨大米。 

2022年 5月至 10月间，孟加拉国的通货膨胀率在 7%到 9%之间波动。这种

高通胀的情况已经导致边缘化群体难以负担肉类消费，尤其是外贸服装业工人

食品安全指数已呈下降趋势。《曙光日报》（0থম আেলা）记者 11月 17日在孟首都

达卡的采访报告显示，人们必须从凌晨开始等待购买米面制品。但即便如此，也

可能在排队几个小时后空手而归。首都之外，情况更加糟糕。库什蒂亚市1（RিSয়া）

的居民在午夜时分就开始聚集等待，其中许多人凌晨两点左右就从家出发，步行

 
1 库什蒂亚市位于孟加拉国西南部库尔纳专区（খুলনা），是孟加拉国第二大直辖市，也是该国第十一大城

市。 



 
 

 

14 
 

区域动态（南亚） 2022 年 12 月第 1 期 
 

六到七公里来排队等候。然而，并不是每人每天都能买到粮食。 

在孟加拉国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下，孟粮食部和粮食总局高层官员的出访

受到了批评。孟加拉国前内阁秘书阿里·伊玛目·马宗达尔（আলী ইমাম মজুমদার）指

出，该国在经济危机时期采取了紧缩政策，粮食部和粮食总局的高层官员同时出

访有违国家政策。此外，关于“高价购米”的民怨再次发酵。此前，孟加拉国曾

签署从越南进口 23 万吨大米的协议，而这些大米本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从泰国、

柬埔寨、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进口。有观点质疑其背后原因是越南政府承担了

孟官员访问的费用。在该事件的背景下，孟相关官员再次在越南政府财政支持下

出访引发了新一轮舆论批评。 

孟加拉国各反对党也借势发起反政府集会，为 2023年大选造势。孟最大反

对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বাংলােদশ জাতীয়তাবাদী দল）秘书长米尔扎·法兹鲁尔·伊斯

拉姆·阿拉姆吉尔（িমজ, া ফখOল ইসলাম আলমগীর）称，人民联盟执政十余年间的掠夺导

致孟加拉国面临饥荒。他要求“不再把鸡交给狐狸”（/শয়ােলর কােছ আর মুরিগ /দেবন না），

组建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并重新开展选举。 

关于孟加拉国粮食安全情况，世界粮食计划署孟加拉国（World Food 

Programme Bangladesh）主任多梅尼科·斯卡尔佩利（Domenico Scalpelli）认

为，孟加拉国没有发生饥荒的危险。孟农业部长称，孟加拉国今年的农业产量将

超过预期，不会发生饥荒。孟政策研究所（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执行主任也

表示，孟加拉国的粮食危机不会太严重，只要重视农业生产和穷人的食物保障，

孟加拉国就不会受到太大冲击。 

非政府研究机构南亚经济模型网络（South Asian Network on Economic 

Modeling）指出，一再地谈论饥荒会引发恐慌，虽然饥荒发生的风险很低，但部

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粮食短缺。如果有此类危险，应当提前采取行动。孟加

拉国作家、研究员高哈尔·纳伊姆·瓦拉（গওহার নঈম ওয়ারা）强调，只有人民具备

对食物的“购买力”，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他呼吁孟加拉国政府建立

公平的分配制度、增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额度、加强市场监管以应对粮食安全危

机。 

选材来源：孟加拉国自由主义报纸《曙光日报》（Qথম আেলা），11 月 29 日文章 চাল িকনেত িতন 2দেশ 

মnী-সিচব，11 月 28 日文章 ২০২৩ সাল আরও কpন হেত পাের，11 月 28 日文章 hিভ0 S যােত Sিত করেত না পাের, 2স 

জনE আগাম বEবqা িনন: সিচবেদর Qিত Qধানমnী，11 月 23 日文章 নEাযE বrনবEবqায় িশখােদর অsভু0 < করেত হেব，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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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文章 খােদE tয়ংসuূণ0 বেলেছন, এখন hিভ0 েSর কথা বলেছন 2কন: িমজ0 া ফখwল，11 月 18 日文章 খাবােরর তািলকা 

2থেক বাদ যােe মাছ-মাংস，11 月 17 日文章 বাংলােদেশ hিভ0 S হওয়ার 2কােনা আশxা 2নই: ডিyউএফিপর বাংলােদশQধান；孟

加拉国自由主义报纸《时代之声》（কােলর ক&）11 月 18 日文章 2দেশ hিভ0 S হওয়ার আশxা কম, িরজাভ0  পতন 

2ঠকােত হেব: সােনম，11 月 5 日文章 পয0া{ খাদE মজুদ আেছ, hিভ0 S হেব না: খাদEমnী；孟加拉国左翼报纸《人民

之声》（জনক&）11 月 18 日文章 hিভ0 S হেব না 2দেশ。 

采编者：袁上尧，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加拉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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