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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无畏基金：谁才是真正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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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设立初衷 

2012 年 12 月 16 日，新德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强奸案：一位名为妮尔

帕娅（िनभ$या）的女医学生在公交车上遭 6 人强奸，后被扔下公交车，最终抢救无

效离世。该事件引起了印度民众的愤怒，人们纷纷上街抗议。2013 年，中央政府

（团结进步联盟政府）拨款 600 多亿卢比设立无畏基金（िनभ$या फंड），为各邦提供

财政援助，旨在帮助处于困境和面临暴力威胁的妇女。 

（二）基金越用越少，女性生活境况却越来越难 

无畏基金现已成立 10 年，截至 2022 年，拨款总额为 621.2 亿卢比，已使用

金额 421.2 亿卢比。政府拨款中超 86 亿卢比用于建立 708 个妇女救助中心，包

括女伴中心（सखी क. /）、一站式服务中心（वन-1टॉप स.टर）等，向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妇

女提供医疗、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然而，社会活动家约吉塔·帕亚纳（योिगता भयाना）

声称，一站式中心徒有虚名，在德里之外的其他地区很难找到，且中心多设立在

医院内部，受害妇女在中心内除了接受治疗外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援助。此外，在

类似于服务中心的妇女收容所，受害者遭遇二次侵犯的事件也屡见不鲜。2022 年

11 月，警方通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希克（नािसक）收容所，6 名未成年少女受

到收容所所长侵犯；2013 年，同样是在纳希克，35 名女孩遭到收容所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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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员和保安等人的性虐待。 

根据 2020-21 年无畏基金报告，中央政府拨款 621.2 亿卢比中，有 421.2 亿

卢比被下放到各邦相关部门与机构。其中，73%的资金拨给了内政部，而能有效

利用基金的节点机构——妇女和儿童发展部却仅仅只得到了 20%的拨款。今年

6 月，孟买警方使用 3 亿多无畏基金采购车辆用于打击针对妇女的犯罪，但其中

部分车辆被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征用，为其议员提供 Y+级1安全保护。对此，国

大党质问马邦政府：议员安全是否比妇女安全更重要？以保护妇女为名，将无畏

基金拨向道路建设部门、石油部门、农业部门，但上述部门又将如何为妇女受害

者提供保护？在妮尔帕娅强奸案后，政府决定为妇女设立快速通道法庭，举行单

独的听证会，然而时至今日，该项决定仍未彻底落实。 

（三）要求设立基金监管委员会 

由于缺乏政治意愿以及合理监督，基金处于闲置与公开滥用两种状态。有关

基金能否用于解决针对妇女的犯罪以及妇女能否得到安全保障等问题亟需得到

答案。基金使用不当表明政府并未兑现保障妇女安全的相关承诺，且各组织机构

内部管理不善也导致了部分基金闲置。对此，约吉塔·帕纳亚表示，只有成立监

督委员会，资金才能得到妥善使用。 

 

选材来源：本文综合编译自印度《帕斯卡日报》（दिैनक भा(कर）2022 年 12 月 16 日文章 िनभ$या फंड 

म+ हर लड़क1 के िलए 30 4पए:इसम+ 73% गहृमं:ालय ने खच=, िवधायक@ क1 सरुBा को बोलेरो-कॉFGटेबल के िलए Gकूटी खरीदी；《觉醒日报》

（दिैनक जागरण）2022 年 12 月 18 日文章 Nirbhaya Fund: मिहला सरुBा के िलए िनभ$या फंड का नहL हो रहा सदपुयोग 10 

साल बाद बना फाGट Mैक，2022 年 12 月 17 日文章 Nirbhaya Fund: 10 साल बाद भी िनभ$या फंड का 30% नहL हOआ खच$, 

कागज@ म+ रह गई दSुकम$ पीिड़ताओ ंक1 सरुBा；Zee 新闻台（ज़ी /यज़ू）2022 年 12 月 11 日文章 Maharashtra: ‘िनभ$या 

कोष’ से खरीद ेगए वाहन@ का इGतेमाल िशंद ेगटु के MP-MLAs क1 सरुBा म+ हOआ, िवपB ने साधा िनशाना。 

采编者：黄相 罗开凤 吴尚，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 

 

 

 

 
1 在印度，安全保护等级分为六级：SPG, Z+, Z, Y+, Y, X。其中，受 Y+级安全保护的人员由一个 39 人组成

的安全小队进行防护，其中包括 2-4 名突击手和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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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巴基斯坦经济复苏的阻碍 

01$sXtu�wRSxyz{��F¿~���z)�3�����[��

Zf�£~�J��@��¼����sXtuª�g��XYHnË���ÏÓ

�JBC�)��½��Í^�yJ� @�x¡�sXtu¢Þ£¤~�¥¦

J§¨FvÄ©ª�«+!ï,������s~���JD����zôõ"

ö÷F¬

近日，在德拉伊斯梅尔汗（ ناخ لیعٰمسا هریڈ ）的多领域发展项目奠基仪式上，

夏巴兹·谢里夫总理表示：“当我宣誓就任总理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已

经变得如此糟糕，巴基斯坦已濒临破产，”再次揭示了巴经济当下面临的窘境。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巴经济学家一直在警示该国经济持续面临的困境—

—外汇储备下降、纺织行业破产、失业率上升、贸易逆差增加、美元兑巴基斯坦

卢比汇率继续维持高位……这不禁引人发问，阻碍巴经济复苏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巴基斯坦经济又如何能走出阴影？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输入型通胀 

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俄乌战争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巴基斯坦的经

常账户赤字明显恶化。根据一份报告，2022 财年巴基斯坦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

了 12.2%，高于国家银行修订后 11%的估计值。食品类商品是受通胀影响较大的

门类之一，棕榈油、茶叶等进口食品类商品的全球价格持续上涨，而牛奶和肉类

等商品的供需缺口也持续存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威胁到了巴基斯坦

的经济稳定，受此影响，2022 财年进口额大幅增长，大大超过了出口的增长值，

使得赤字扩大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燃油通胀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燃

油补贴的结束和燃油税的增加，这种局面将在未来持续保持；非食品和非能源类

别的通胀也有所上升，反映出供需两方面的压力。 

（二）经济政策乏力 

然而，现任政府没有交出一份足以应对以上危机的满意答卷。有关文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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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政府做出的非理性决策反而加深了经济危机，致使现在的情况已超出了历届

政府通常所能修补的范围。前财政部长伊沙克·达尔（ راڈ قاحسا ）回到巴基斯坦

时，曾给人以期望——他将打理好巴基斯坦的经济问题，能够将美元兑巴基斯坦

卢比汇率平抑至 1:200，并减少贸易逆差和循环债务。但尽管他提出了许多举措，

他的“达尔经济学”并未生效，美元兑巴基斯坦卢比汇率并未平抑至 1:200，贸

易逆差没有减少，国家没能减少债务。相反，这导致通货膨胀率创新高，与 IMF

的谈判被搁置，外汇储备也降至新低，无法开出信用证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工业生

产，许多制造单位已经关闭或部分关闭。 

（三）政治局势动荡 

此外，还有文章指出，巴基斯坦内部政治局势的持续性不稳定才是经济复苏

的首要障碍。 

不幸的是，国内的多方政治势力并没有携手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减轻其对巴

基斯坦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互相指责上。政治势力间的争论在巴

基斯坦各地持续进行，政治人物并不关心面粉价格飞涨，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兴趣。 

但议会可以解散，政治局势却不可以随之变成一盘散沙。目前，在巴基斯坦

人口、经济第一大省旁遮普省，由于省级政府制度受到影响而面临着宪政危机；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的恐怖活动有所增加，但由于开普省政府也陷

入了是否解散省议会的争论中，政府事务进展缓慢。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让美元在

巴基斯坦变成了稀缺的抢手货币。为了保护资产免遭贬值，巴基斯坦人民已经储

蓄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存款，前 5%的精英阶层已经将大量美元从巴基斯坦转移

到国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阿富汗的过境贸易活动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美元危机。

自去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大量美元从巴基斯坦流向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外

汇储备不断减少，已经跌至近 8 年来的最低点。据说，由于每人每天可以携带

1000美元过境，而每天有 1.5万人前往阿富汗，因此每天有 150万美元合法地从

巴基斯坦流向阿富汗。尤其是两个月前，阿富汗政府禁止在喀布尔持有超过 50

万巴基斯坦卢比，阿富汗人正在不惜一切代价从巴基斯坦购买美元，将有可能攫

取巴基斯坦市场上的所有美元，并对巴基斯坦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里，全球物价的整体上涨推高了通胀，而经济政策乏力

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巴基斯坦卢比贬值，债务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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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政府应采取更多应对措施，通过减少国家的结构性缺陷来切实解决国家经

济的负担。这意味着，政府不仅有责任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及时、明智的经济政策，

更重要的是，应当缓和该国的政治气氛，使人民能够过上安全、和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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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文章“ لاح ِتروص یقیقح روا یملعال یک مظعا ریزو ںیم ےراب ےک تشیعم یکلم ”，《每日邮报》（Daily 

Express， سیرپسکیا هرمزور ）2022 年 12 月 28 日文章“ تشیعم روزمک ،تسایس یفنم ”，《黎明报》（Dawn）

2022 年 10 月 15 日文章“The challenge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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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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孟加拉国进入地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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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8 日，孟加拉国第一条地铁线路 6 号线（MRT-6）于达卡开

通。孟总理谢赫·哈西娜、道路运输和桥梁部长奥拜杜尔·卡德尔（ওবায়%ল কােদর）

参加开幕式并致辞。随后，哈西娜携家人、自由斗士、学生、伊玛目、制衣工人、

人力车夫、少数民族代表、商人、政要等各界人士 200余人乘坐第一班列车。地

铁于 12 月 29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一）地铁基本情况 

地铁从乌多拉2（উ-রা）到戈莫拉布尔3（কমলাপুর）共 20.1 公里，目前仅开通从

乌多拉到阿加尔冈4（আগারগাঁও）部分，长 11.73 公里，共 9 站，用时 16分钟，乘

客可以从乌多拉北站、博洛比5站（প4বী）和阿加尔冈站乘车。票价每公里 5 塔卡，

每位乘客最低票价 20 塔卡，最高票价 100 塔卡（从乌多拉北站到戈莫拉布尔站

全程），乌多拉北站到阿加尔冈站票价为 60 塔卡。地铁初期从上午 8点运行到 12

点，随后将随乘客人数增加而延长运行时间。 

由于目前地铁并非全线开放，孟加拉国公路运输公司（বাংলােদশ সড়ক পিরবহন 

কেপ=ােরশন）为在始末站下车的乘客提供穿梭巴士服务，一条线路从阿加尔冈发车，

 
1 参见“《区域动态》南亚地区｜2022 年 8 月第一期”文章《帕德玛大桥对于孟加拉国的多方面意义》。 
2 乌多拉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北部的一个郊区，毗邻哈兹拉特·沙贾拉尔国际机场（হযরত শাহজালাল আ*জ+ ািতক 
িবমানব1র）。 
3 戈莫拉布尔是达卡市中心的一个区，中央火车站达卡火车站就坐落于此。 
4 阿加尔冈是达卡的一个行政区，位于戈莫拉布尔西北。 
5 博洛比是达卡区的一个片区，位于乌多拉和阿加尔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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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法尔姆盖特（ফাম=েগট）、加尔万市场（কারওয়ান বাজার）、沙巴格（শাহবাগ）、古利斯坦

（AিলBান）到达莫蒂奇尔6（মিতিঝল），另一条往返迪亚巴里7（িদয়াবাড়ী）和乌多拉大楼

巴士站（উ-রার হাউস িবিEং বাসFGাH）。 

地铁将分四部分连接至国家电网，平均每秒钟接入 3.6 兆瓦的电力。目前，

已经铺设了为从乌多拉到阿加尔冈线路供电的输电线路。乌多拉仓库和莫蒂奇尔

地区将建设两个独立的变电站，以确保地铁运营的不间断供电。如果由于任何原

因无法从国家电网获得电力供应，列车将被带到最近的车站，并由地铁的“储能

系统”立即供电。 

地铁站和列车上配备运送有特殊需要人士的国际标准设施。地铁站设置了高

度较低的售票亭，以便轮椅使用者和残疾人士取票。此外，地铁站还设有宽阔的

闸机、盲道，电梯内配备扶手、高低控制面板和盲文说明。列车车厢下方加装气

囊悬架，使车厢地板与月台高度处于同一平面，防止乘客绊倒，方便轮椅和盲棍

使用者换乘。 

地铁也重视女性工作人员的作用，并为女性乘客考虑。目前已任命的 28 名

列车司机中，2 名为女性，其中莫莉奥姆·阿菲加奥（মিরয়ম আিফজাও）负责第一天

总理乘坐列车的驾驶。她于 2021 年获得任命，接受了 1 年训练和制造商川崎-三

菱财团（Kawasaki-Mitsubishi Consortium）专家的列车运行技术和实践培训。为

确保女性乘客的顺畅出行，每辆列车为女性乘客预留了一节车厢，最多可搭载

390 名女性乘客。如果愿意，女性乘客也可乘坐其他对所有乘客开放的车厢。车

厢内还为孕妇和老年乘客预留了座位。地铁站为女性乘客提供独立卫生间，并设

有方便为婴儿换尿布的设施。 

（二）地铁诞生背景 

2012 年 12 月 18 日，孟加拉国政府的优先项目之一——达卡捷运发展项目

（Dhaka Mass Rapid Transit Development Project，MRT）获得国家经济委员会执

行委员会（জাতীয় অথ=ৈনিতক পিরষেদর িনব=াহী কিমM）批准，6号线为第一阶段建设项目。地

铁项目在孟总理的倡议下启动，旨在减少首都的交通拥堵，发展具有成本效益和

环境友好的交通系统。 

 
6 莫蒂奇尔是达卡市中心的主要商业区，距戈莫拉布尔车程 5分钟。 
7 迪亚巴里位于乌多拉第 15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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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达卡交通协调局（ঢাকা পিরবহন সমOয় কতৃ= পQ）2016 年修订的运输战略计划，

达卡拟建地铁线路增加至 5条。为在达卡建设和运营地铁，政府于同年成立达卡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Dhaka Mass Transit Company Limited，DMTCL）。2016 年 6

月 26 日，6号线的建设项目正式启动。 

地铁 24组列车的设计和制造由日本川崎-三菱财团完成。2017年 9月 13日，

DMTCL与川崎-三菱签署协议，由后者建造 6节车厢列车。2021 年 4 月 21 日，

第一组列车由日本抵孟，根据地铁轨道和线路设计，最高时速可达 110 公里。 

地铁建设的总成本为 3347.199亿塔卡，其中 1971.847亿塔卡来自外国融资，

孟政府提供 1375.352 亿塔卡。DMTCL计划在达卡建设 5条地铁线路，全长 129.9

公里，其中地上线路 68.73 公里，地下线路 61.17 公里，预计到 2030 年完成所有

建设目标。 

（三）地铁开通的意义与影响 

总统阿卜杜勒·哈米德（আব%ল হািমদ）在地铁开通之际的讲话中表示，地铁将

成为孟加拉国交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哈西娜表示，地铁是孟加拉国骄傲和抱负

的象征，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是达卡市人民期待已久的梦想，是孟加拉国发展中

的点睛之笔（বাংলােদেশর উRয়েনর যাTায় জনগেণর মাথার মুVেট অহংকােরর আরও একM পালক Xযাগ হেয়েছ）。

地铁的开通使孟加拉国在技术上达到了四个里程碑：首先，地铁本身就是一个里

程碑；其次，孟加拉国首次进入了电动交通时代；第三，数字遥控是朝着智慧孟

加拉国
8
（!াট$  বাংলােদশ）迈出的一步；第四，标志着孟加拉国已进入高速交通时代。 

地铁的开通将引入快速、安全、可靠、省时、电气化、环保的先进公共交通

系统。小型车辆的使用将会减少，道路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减轻，达卡主要地区的

生活压力将得到缓解，使达卡市比以前更宜居。每列六节车厢的单程列车最多可

搭载 2308 名乘客，在从乌多拉到戈莫拉布尔的 16 站停靠仅需 38分钟，地铁在

更短时间内运送更多乘客，将节省城市居民的通勤时间。 

化石燃料和液体燃料的使用也将大大减少。由于地铁是全电动的，因此不会

使用化石和液体燃料，这将有助于减少燃料消耗和空气污染。地铁轨道下方装有

质点弹簧系统（Mass Spring System），轨道两侧设有隔音墙，这将使地铁的噪声

 
8 参见“《区域动态》南亚地区｜2022 年 12 月第二期”文章《孟加拉国新发展战略：从“数字化”转向

“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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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振动污染水平远低于标准限值。总体而言，地铁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地铁管理局（XমেZা Xরল কতৃ= পQ）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地铁开通后，运营期间

每天将节省约 8380万塔卡的出行时间成本和约 1180万塔卡的运输管理成本。根

据孟加拉国公路运输管理局（বাংলােদশ সড়ক পিরবহন কতৃ= পQ）数据，达卡的交通拥堵每

年造成约 38 亿美元的损失。如果地铁开通，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将得到弥补。

此外，地铁周围正新建企业、工厂、教育机构、医院和住房，这将对国家的整体

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该地铁项目是孟加拉国通过国际友好合作产生的重要成果。地铁修建由日

本提供技术和部分资金支持。日本驻孟大使岩间君则（Iwama Kiminori）表示，

孟加拉国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达卡第一条地铁将成为两国合作的象征。日本

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首席代表市口智秀

（Ichiguchi Tomohide）认为，地铁这种可靠、安全的交通方式将改变达卡百姓的

生活。此外，修建地铁所用水泥均为孟加拉国第一大实业巴松达拉集团（বসু.রা 

0প）生产的国际标准巴松达拉水泥。部分土木工程则由意-泰发展公共有限公司

（Italian-Thai Development public company Ltd.）和中国水电组成的合资企业

承包。 

（四）反对声音 

在各党为 2023 年大选备战的背景下，反对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বাংলােদশ 

জাতীয়তাবাদী দল，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下简称“BNP”）在地铁票价问题

上对执政党进行了攻讦。BNP 抗议将地铁的低票价定为 20 塔卡，称这比印度和

巴基斯坦高出 2-5倍。BNP常委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汗（নজ[ল ইসলাম খান）表示，

地铁项目是用人民的钱完成的，是用来方便达卡市人民出行的，但现在看来恰恰

相反，他质疑为何要让人民来承担地铁建设的额外支出。 

然而，不只反对党抱怨地铁票价过高。孟加拉国乘客福利协会（বাংলােদশ যাTী 

কলGাণ সিমিত）也要求票价减半，该组织秘书长莫扎梅尔·哈克·乔杜里（Xমাজাে^ল হক 

Xচৗধুরী）表示，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如此高的票价。规划和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建议将地铁票价降低 30%，为学生制定半价票，对五

岁以下儿童免票。发展专家穆罕默德·雷德瓦努尔·拉赫曼（Xমা. Xরদওয়ানুর রহমান）



 
 

 

11 
 

区域动态（南亚） 2023 年 1 月第 1 期 
 

表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铁运营都需要国家补贴，有必要采取出租地铁站广

告位和商业区等创收计划，既减少国家地铁补贴，又使乘客能负担得起票价。 

12 月 29 日，地铁面向公众开放，共有 3857 人乘坐，收益 27万 4872 塔卡，

办理了 99张 500 塔卡的捷运通行卡。 

公路运输和桥梁部长卡德尔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地铁将开通至莫蒂奇

尔。到 2030 年，达卡将再建 6条地铁线路。 

 

选材来源：孟加拉国自由派报纸《时代之声》（কােলর ক&）12 月 17 日文章 'মে)ার যুেগ পা িদে1 'দশ，

'মে)া '3শেনর সে6 ব8 মাধ:েমর পিরবহন ব:ব<া দরকার；12 月 28 日文章 'মে)া 'রল যুেগ ঢাকার গণপিরবহন，'মে)া 'রেলর যত 

@ভাব，পুেরাটাই বসুDরা িসেমেE িনিমFত，জাতীয় িJড 'থেক 'যভােব যুM হেব িনরবি1N িবO:ৎ，িবেশষ চািহদাসSN ব:িMেদর জন: থাকেছ 

সুিবধা，চালেকর আসেন বসেত পােরন মিরয়ম আিফজা，নারী যাWীেদর জন: থাকেছ িবেশষ সুিবধা，'মে)া 'রেলর ভাড়া 'বিশ : িবএনিপ，

গণপিরবহেন নতুন িদগে[র সূচনা；12 月 29 日文章 গণপিরবহেন নতুন িদগে[র সূচনা ；小报《人民之地》（]দিনক 

মানবজিমন）12 月 29 日文章 নয়া মাইলফলক；12 月 30 日文章 'মে)া 'রেল উ_িসত যাWীরা，আেরা ছয়` 'মে)া 'রল 

লাইন করার পিরকaনা。 

采编者：李源毓，北京外国语大学孟加拉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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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饱受争议的斯里兰卡地方政府选举能否顺利开展？ 

01$9>5Ö×Ø9bÙÚØÛÜZ 2022Ä 10Öt·¸¹��RÝÞO@

aRÝßàJ@6���OVáfRSiâ½�±²JãäFå�â 2022 Ä 2

²æJ1§RS±²ç½��Ä�FGÖ 2023 ÄÂÁè&²æïé±²¢�

�êF±² 7Xâë±¿J¿ìGíîKJ±ïðºªÊÝñ0¿Jòóe*

'þôõFöï÷��RSøùJAR»¼Òúf«¬N±²ûüJÇ¥F�Ò

�)£ýfþ&±²Àé¿¢^ÆJÿ!�_Àé¢ÍÝ°ÞOJ"#Ffï�

%,c®¯°1§RS±²J³´µ¥[ÉÊ!IÜ§$OåæF 

（一）地方政府选举或将成为变革开端 

2022 年 12 月 1 日，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මැ#වරණ ෙකා+ෂ- සභාව, Election 

Commission of Sri Lanka）以委员会主席尼马尔·布吉诃瓦（0ම1 2ං4ෙහ්වා, Nimal 

Punchihewa）的名义发布公告，称将于 2022 年 12 月底发布地方政府选举提名公

告。这一举措结束了数周来反对党对于政府计划推迟 2023 年地方政府选举的指

责和猜测。根据 1 月 4 日消息，委员会将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 月 21

日征集地方政府选举的提名。 

斯里兰卡的地方政府机构任期通常为 4 年，上一次选举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

举行，全国 341 个地方政府机构中共有 340 个参加。由于 2022 年 2 月的经济和

政治危机，本次地方选举延迟了一年。根据斯里兰卡宪法和《地方政府法》（පළා9 

පාලන පනත），2023 年 3 月 20 日之前必须举行新一轮选举，从而维护政府公信

力。 

2022 年于斯里兰卡而言是不平凡且关键的一年，也是国家政治史上最复杂

的时期之一。为尽快让国家摆脱当前困境，总统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ර01 

=>ම?ංහ, Ranil Wickremesinghe）于 10 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设想。1反对

 
1 参见“《区域动态》南亚地区｜2022 年 11 月第一期”文章《斯里兰卡总统的政治改革设想：制度变革与

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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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指责这些措施实际上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提出：其一是执政党害怕在当前的局

势下举行选举。其二是统一国民党（එAස9 ජා#ක පAෂය, United National Party）

曾在 2017 年提出了新的方案，并无限期推迟省议会选举，这次他们故技重施，

以减少地方议员人数的提案为幌子推迟地方政府选举。 

佩拉德尼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阿杜勒·魏达那维桑（අEල =තානවසF, Athula 

Vithanawasam）指出，地方政府选举是最贴近民众的选举。他认为，无法按期举

行选举将破坏政府的连续性，政府也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公众的不满情绪。斯里兰

卡国会议员查理德·赫拉特（චHත ෙහ්ර9, Charitha Herath）推测，2023 年斯里兰卡

将举行地方政府选举和总统大选，国家舆论与政府运作之间的扭曲将在地方政

府选举中表露无遗，地方政府选举将是拉开一场严肃革命的序幕。 

（二）选举背后的原则问题值得关注 

赫拉特议员指出，候选人遴选或将成为主要政党在选举中面临的重要难题。

对此，作家 M.S.M. 阿尤布（එF.එස්.එF. අJK, M.S.M Ayub）指出，腐败早已席卷

了斯里兰卡的历届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现在最重要的并非是哪个政党赢得选举，

而是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各政党是否决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推举一批真正有知识、有原则的人。” 

《兰卡岛报》（ලංකාMප, lankadeepa）发文称，如今政党间的候选人选择已成

为了人气之战，诉诸共同情感的候选人比有原则的候选人更有机会获得选票。自

独立以来的几乎每一次选举中，政党都设法通过名人、富豪与人气演员来赚取选

票。例如在 2010 年的大选中，被统一国民党提名为加姆珀哈地区（ගFපහ 

Oස්PAකය）候选人的人气女演员乌佩克莎·斯瓦尔纳玛利 （උෙRAෂා ස්වSණමාT, 

Upeksha Swarnamali）获得的优先选票数甚至超过了该党副领导人卡鲁·贾亚苏

里亚 (කU ජයVHය, Karu Jayasuriya)。 

政客之间毫无原则的结盟一方面导致了更多大规模腐败、挪用公款甚至叛国

行为，另一方面也似乎为该国自相矛盾的政治行为找到了答案。法律专家会投票

支持不合逻辑的宪法修正案；经济学教授会在政客做出破坏经济的决策时保持缄

默；议会的医学专家也并未果断干预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做出的不利决定。 

有消息称，目前现任司法部长维杰亚达萨•拉贾帕克萨（=ජයදාස රාජපAෂ , 

Wijeyadasa Rajapakshe）试图通过制定强有力的选举资金法来限制选举费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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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席位交易对于该国政治的恶劣影响。萨巴拉格姆维大学高级讲师马欣达·巴

迪拉纳（මX-ද ප#රණ, Mahinda Pathirana）表示，未来将有望通过法律限制选举

开支来打击用金钱改变舆论的选举模式，为所有竞争性选举创造一个公平的环

境。  

（三）严重财政压力不容小觑 

关于当下是否应该举行地方政府选举，各学者和政客持有不同的观点。支持

延迟选举的学者和政客大多从政府背负的财政压力出发。政府护士协会（රජෙY 

ෙහද 0ලධා[-ෙ\ සංගමය, Government Nurses Association）主席沙曼·拉特纳皮利

耶（සම- ර9න]ය , Saman Ratnapriya）明确提到，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无

法承担选举的开展。斯里兰卡佛教界人士也强调，在国家经济稳定后举行选举有

助于避免之前的困境重演。如果消除了人民的饥饿，民主也将得到保护。 

总统高级顾问 、凯拉尼亚大学前副校长苏南达·马杜玛邦达拉（^න-ද 

ම_`මබbඩාර, Sunanda Maddumabandara）指出，反对派只字未提现阶段举行选举

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选举期间，预计地方议会和市议会选举

的费用将增加到超 100 亿卢比。车辆燃料、约 20万名参与选举工作的政府官员

的津贴以及打印选民出生死亡证明等各类材料的纸张、墨水费用等都将是一笔巨

大的开销。马杜玛邦达拉指责反对派不但未在公众陷入困境时承担责任，还试图

抱有通过破坏国家稳定、增加民众苦难，从而为己谋利的幻想。 

（四）推迟选举可能并非明智之举 

反对推迟选举的大多是代表执政党及其支持团体的政客。在国家破产的情况

下要找到理由推迟选举并不困难，但是继续拖延却有些不合时宜。2017 年在统

一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善政统一阵线（එAස9 යහපාලන ජා#ක ෙපරdණ, United 

National Front for Good Governance）执政期间，省议会选举曾被推迟。一年后，

善政政府在选举中惨败。《兰卡岛报》指出，这一结果向那些坚持认为推迟投票

将解决许多问题的政客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眼下的推迟并未有利于之后

的选举。 

还有人指出，举行地方政府选举的障碍之一是地方政府分区划界委员会

（පළා9 පාලන ආයතන ෙකාfඨාස hමා 0Sණය ෙකා+සම）的工作尚未完成。布吉诃

瓦主席表示，该委员会并不能成为推迟地方政府选举的理由。对此，《兰卡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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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即使国家目前没有能力承担举行选举所需的 100 亿卢比，以无力承担开支

或经济危机为由而不举行选举仍是错误的，地方政府选举的再延期本质上有悖

于国家民主治理。因为并不能保证仅通过推迟选举就可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

选举投票也并不会导致政府更迭。魏达那维桑教授指出，推迟地方选举是对人民

权利的篡夺，更是对民主治理制度的质疑。 

 

选材来源：本文编译自斯里兰卡僧伽罗语日报《兰卡岛报》（ලංකා&ප，Lankadeepa）2022 年

12 月 10 日文章“(ං) ඡ+දය ෙ/ශපාලන කඹ ඇ45ල”，12 月 17 日文章“67ස්ස+ ෙ:;මට න>ාය?”，

12 月 23 日文章“ක5 දැA (ං) ඡ+දය තව: ක5 ෙනාදමD”，12 月 27 日文章“පළා: පාලන ඡ+දය 

ජනතා අHIය?”，12 月 28 日文章“කළ JK ෙ/ ෙනාකළ JK ෙ/ ෙතLරාගැOම”，12 月 30 日文章

“(ං) ඡ+දය ෙපPQයක ආරSභය?” ；斯里兰卡僧伽罗语日报《太阳报》（4නUණ，Dinamina）

2022 年 12 月 8 日文章“පළා: පාලන ඡ+දය WමXෙS නාමෙයLජනා කැඳZෙS දැ+Zම ෙදසැSබ\ 

අවස+ සIෙ]”，12 月 29 日文章“ෙS ෙවලාෙ^ _`7 ඡ+දය? 676 නැහැ”，12 月 30 日文章“ෙS 

ෙවලාෙ^ bාෙයLcකව ඡ+දය? Iය+න බැහැ”，2023 年 1 月 4 日文章“ඡ+දය? Ieෙබා: ආ\fකය 

gං7වටම වැෙටනවා”。 

采编者：丁一洺 娄嘉澜，北京外国语大学僧伽罗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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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普拉昌达就职总理，左翼党派联手促新政局 

01$2022 Ä 12  26 ®�>?5ÈÉÊËÌÍ©PÎÏÍÐÑ9ÒÓÔÕÖ

×>?5Ø°FÑ9ÒÓa%¨&Jxy�f>?5RÝU±J'(K)*�+

),��UÊ>?5UJÊ-.÷¦V¿/0��fZ1Ê[23NZ,?RS

4lJH5^F*+ÊÝZRÝxJ,ÊÊü.�NÑ9ÒÓJ6Æ�ÒC½N

7*ÝÛ�8JRÝ9ËF�*+ÊÝJ,ÊÛ�:{J;<À_µ�=J�>

?ÀÜ@ABJ>èfR�¢CZÞ{RSJfDPEFF 

2022 年 12 月 26 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नेपाल क'य*ुन+ट पाट- माओवाद2 

के34）领袖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प+ुपकमल दाहाल）第三次宣誓就任尼泊尔总理。

尼泊尔总统比迪亚·德维·班达里 (6व7या देवी भ:डार2) 于冬宫 (शीतल *नवास) 1主持

了宣誓就职仪式。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常用化名为普拉昌达（@च:ड），在 2008

年 8 月 15 日被选举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又于 2016 年 8 月 3 日

第二次成为尼泊尔总理，两个任期都不足一年。而在 2022 年 11 月举行的大选

中，普拉昌达与尼共联合马列（नेपाल क'य*ुन+ट पाट- एCककृत माEसFवाद2-लेनवाद2）、

尼泊尔民族独立党（नेपाल राि+टय Hवत3I पाट-）等党派在 12 月 25 日组成多数党

联盟。在众议院 275 个席位中，普拉昌达获得了 169 名议员的支持，超过所需的

138票，因此依据宪法普拉昌达成功当选为政府总理。 

（一）出乎意料的左派联合胜利 

“普拉昌达在新议会政府的领导下上台实属出乎意料。尽管此类事件在议会

制中并非绝无可能，但其通常被视作无政治秩序的巅峰阶段。”众议院第一大党

尼泊尔大会党（नेपाल2 काँKस）领导人谢克尔·柯伊拉腊（शखेर कोइराला）如是评

 
1Shital Niwas，尼泊尔总统的官邸，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设有尼泊尔总统办公室（रा#$प&तको काया+लय）。
1923 年拉纳时期建造，主要的宫殿建筑过去和现在都被称为 Shital Niwas，尼泊尔君主制垮台后，尼泊尔政

府在 2008 年 7 月 4 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 Shital Niwas 定为总统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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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大会党联盟的主要‘伙伴’——尼共毛主义中心不稳定的政治性质再次暴

露出来。”事实上，在 11月 20日的大选中毛主义中心仅获得了 32个席位且沦为

了第三方。曾经宣布将与大会党五党联盟持续十至十五年合作的普拉昌达转头与

联合马列等 7 个党派联合组建了新的联合政府。尽管不知这个联盟是否会重蹈

覆辙或者又生诸如中期选举的波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下届大选之前，“左派

统一”将成为尼泊尔最响亮的政治口号和议程。 

目前，联合马列与毛主义中心两党已同意各自分享领导政府的半个任期，在

普拉昌达的推荐下，尼泊尔总统班达里组建了一个 8 人内阁，其中有 6 人来自

尼泊尔共产党的联盟阵营。同时，联合马列副主席比什努·鲍德尔（6व+ण ुपौडले）、

毛主义中心副主席纳拉扬·卡吉·施雷施塔（नारायण काजी Rे+ठ）和尼泊尔民族

独立党主席拉比·拉米切恩（र6व लाTमछाने）已成为副总理。此外，鲍德尔和拉米

切恩还被分别任命为财政部和内政部的部长。 

（二）联合马列选择再次合作的原因 

迄今为止尼泊尔最大的共产党——尼共联合马列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主要归

功于工作勤勉、运转高效和组织灵活。联合马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该党有效地

利用了从征税、捐赠、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业务以及国家剥削中获得大

笔资金并用于权力动员、政党提升和竞选活动。事实上，联合马列的成功归功于

他们的灵活管理能力，而非任何左翼意识形态或议程。即使他们没有成功获得选

票，也不是因为缺乏左翼团结或左翼议程，而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或候选人与竞

争对手相比，咄咄逼人且不受欢迎。 

尼泊尔大会党虽然是尼泊尔国内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群众基础最广泛的

政党，但在政治、组织和选举管理能力方面不如联合马列，也不如毛主义中心。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联合马列以毛主义中心的条件与其联合似乎并不合理。事实

上，只有联合马列看到与毛派联合的利益大于带来的问题和损失，且能够按照党

派自己的方式去联合时，联合马列才会选择联合。因为除了所谓的“共产主义”

名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联合马列的形式、结构、工作风格以及联合马列领导人

K.P.夏尔马·奥利（केपी शमेF ओल2）与毛派之间的化学反应。 

（三）左派统一还是左派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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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统一的意思主要是指联盟内部核心联合马列和毛主义中心政党，目前处

于联盟外围的联合社会主义者政党(नेपाल क'य*ुन+ट पाट- एकVकृत-समाजवाद2)，以及

其他有团结意愿的小规模共产党。但左派统一的党派之间也有分歧，为了享用左

翼舆论红利，联合马列、毛主义中心和联合社会主义者三个党派都希望依据自身

利益解释和利用左派统一。联合马列希望尽快接管目前联盟的领导权并在其方便

之时举行选举。毛主义中心则是想在整个时期都维持他们目前的领导状态，因为

不想选举失败，为此他们甚至有可能不得不与大会党联合组建政府。另一方面，

联合社会主义者拥护左翼团结所开出的条件有两项，一是在统一政党中自己党派

的领导人须得获得实权并共享权力，二是本党派的国会议员应获得更多优质的部

委职位。 

尽管左翼党派统一时不时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被提出，但政党统一其实并

不会发生，至少在下一次大选之前不会。因为党派统一将加强党的纪律，毛派和

联合马列之间关于权力和地位的讨价还价余地就会减少。若各党派在政府中以独

立党派身份存在，就可以借助角逐总理之位作为筹码而达到权力分享的目的，而

如果党派统一起来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样，奥利不想通过接受所有条件来与毛

派和联合社会主义者联合。 

从历史上看，左翼党派其实并没有在“左派议程”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当初

联合马列与毛主义中心合并，在国家权力和党权分享的一致意见下联合并成立了

尼泊尔共产党（नेपाल क'य*ुन+ट पाट-)2。事实结果就是，当约定无法执行时，不仅

联合党派的统一被打破，甚至连联合马列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因此如果只是左翼

党派之间的合作，例如组建一个只有左派的联合政府，那就不会是为了实施什么

“左派议程”，而是为了权力。 

 

选材来源：本文综合编译选摘自尼泊尔媒体《康提普尔报》（काि$तपरु，Kantipur）2022 年 12 月

30 日文章“वाम एकता िक वाम कता ?”；《康提普尔报》（काि$तपरु，Kantipur）2022 年 12 月 30 日文

 
2尼泊尔共产党简称 NCP，是尼泊尔的一个已解散的共产党。它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由尼泊尔共

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两个左翼政党合并而成。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和 K.P.
夏尔马·奥利均担任该党主席。在党内冲突和议会解散后，该党分裂为两大派系。2021 年 3 月 8 日，尼泊

尔最高法院宣布，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合并时分配的“尼泊尔共产党”名称，以及合并本身，自

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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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दाहालले िलए ?धानमABीको शपथ”； 《康提普尔报》（काि$तपरु，Kantipur）2022 年 12 月 30 日文章

“य1तो छ दाहाल 'Fयािबनेट'”； 《康提普尔报》（काि$तपरु，Kantipur）2022 年 12 月 30 日文章“?चIडको 

सJारोहण अपेिMत िथएन : शखेर कोइराला”；《公民日报》（नाग+रक दिैनक, Nagarik Daily）2022 年 12 月 30 日

文章“तेOो इिनङ (पारी)मा ‘?चIड’”。 

采编者：郭云骄，北京外国语大学尼泊尔语 

 

 

 

 

 

 

 

 

 

 

 

 

 

 

 

 

 

 

 

 

 

指导：姜景奎 

审校：雷定坤 何演 贾岩 魏师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