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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地区温和、 激进和极端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不同的

类型化发展态势ꎬ 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亮点ꎮ 在国家层面上ꎬ 虽然南亚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仍然

未能摆脱传统的碎片化发展态势ꎬ 但各种类型的左翼政党纷纷开展联合斗争ꎬ 联合的稳定性也有所

增强ꎻ 在地区层面上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地缘空间格局明显增大ꎬ 地缘重心呈现出从海洋到内陆

的空间拓展趋势ꎻ 在全球层面上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呈现出密集扩张的趋势ꎬ 表现

出两个明显的扩张特点ꎮ 总体而言ꎬ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力量仍然不够强大ꎬ 未来

一段时期内大有作为的可能性较小ꎬ 但其发展前景仍然值得期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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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南亚、 南美和南非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 “三南”ꎮ 其中南亚

地区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不丹、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和阿富汗 ８ 个国家ꎮ 关

于南亚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ꎬ 国内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有 ７ 篇关于南亚毛主义运

动的论文①ꎬ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有 ２ 篇关于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②ꎮ 这些研究成果均围绕南亚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 主要流派的思想与实践以及发展前景展开ꎬ 较好地证明了南亚在

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ꎮ 不过ꎬ 这些论文均没有对 ２１ 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进行重

点关注和深入分析ꎬ 研究范围也没有覆盖南亚 ８ 个国家ꎬ 而是局限于印度、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和

尼泊尔 ４ 个国家ꎮ 前 ７ 篇论文的作者共 ３ 人ꎬ 仅 ２ 人简单提及了孟加拉国和不丹ꎬ １ 人认为巴基斯坦

和马尔代夫没有毛派ꎻ 后 ２ 篇文献中有 １ 篇简单提及了孟加拉国ꎮ 有鉴于此ꎬ 笔者从完整的地区视

角出发ꎬ 从国别、 地区和全球系统三个剖析层面ꎬ 对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态势

进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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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类型化发展的态势

依南亚地区左翼政党的一般分类标准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温和左翼政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ꎬ 坚持走议会斗争的道路ꎻ 第二种是体制内激进左翼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ꎬ
以议会斗争为主、 群众斗争为辅ꎻ 第三种是体制外极端左翼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ꎬ 主

张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有政权ꎬ 建立新制度①ꎮ
１. 温和左翼运动自冷战结束后在整体上不断衰落ꎬ 目前陷入低谷

南亚八国中 ６ 个国家的温和左翼政党是以 ２０ 世纪建立的老党为主ꎬ 只有马尔代夫和不丹是在 ２１
世纪才出现温和左翼政党ꎮ 其中ꎬ 印度的温和左翼政党主要是 １９３４ 年建立的国大社会党和独立后分

裂出来的人民党 (世俗派) 等派别ꎮ 巴基斯坦的温和左翼以 １９６７ 年成立的人民党和 １９８６ 年成立的

人民民族党为代表ꎮ 孟加拉国的温和左翼政党主要是 １９７２ 年成立的民族社会党和人民民族党ꎮ 斯里

兰卡温和左翼政党主要是 １９３５ 年成立的兰卡平等社会党和 １９５９ 年成立的人民联合阵线ꎮ 尼泊尔的

温和左翼力量包括 １９４７ 年成立的国民大会党、 １９８５ 年成立的亲善党、 １９９７ 年成立的马德西人民权

利论坛等ꎮ 阿富汗比较特殊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前曾经有几个温和左翼政党ꎬ 但 ２００３ 年 «政党法» 颁布

后ꎬ 继续活动的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在司法部注册为国家祖国党的祖国党ꎬ 此外还有 １９６５ 年成立的

人民民主党衍生出的一些温和左翼政党ꎬ 如国家进步党、 人民福利党等ꎮ 不丹和马尔代夫的情况比

较特殊ꎬ 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才出现温和左翼政党的ꎮ 不丹的温和左翼政党主要有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人民

民主党、 ２０１３ 年成立的统一党和昆尼安党ꎮ 马尔代夫的温和左翼政党主要有 ２００８ 年成立的社会自

由党和工党、 ２０１９ 年注册的劳工与社会民主党 (简称劳工党)ꎬ 但 ２０１３ 年新 «政党法» 颁布后ꎬ 前

两个政党被解散ꎬ 目前仍然活动的只有劳工党ꎮ
南亚传统老党的衰落已是共识ꎮ 其中ꎬ 海陆兼备国和岛国②的温和左翼运动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不断

衰落ꎬ 目前陷入低谷ꎮ 印度独立后ꎬ 印度国大社会党几经分裂与重组ꎬ 曾经在 １９９６ 年大选中组成左

翼阵线ꎬ 形成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三足鼎立的局面ꎬ 但随后陷入分裂ꎬ 导致其力量不断衰落ꎻ
２００２ 年又重组了社会党ꎬ 但主要在中央邦和北方邦开展活动ꎬ 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人民院选举中

分别获得 ４０ 个和 ２３ 个席位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分别获得 ７ 个和 ５ 个席位③ꎮ 巴基

斯坦人民党自成立后一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ꎬ 但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除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

执政外ꎬ 在全国层面一直都是在野党ꎻ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ꎬ 尽管其主席仍为国民议会议员ꎬ 该党沦为信

德省的地方性政党ꎻ 人民民族党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获得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执政地位ꎬ 但之后失

去了这一地位ꎮ 孟加拉国的民族社会党在 １９７９ 年议会选举中获得 ８ 个席位ꎻ 后来由于分裂ꎬ 在 １９９６
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 １ 个席位ꎬ ２００１ 年未能获得席位ꎻ 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议会选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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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的温和左翼政党一般自称 “社会党” 或 “人民党”ꎬ 体制内的激进左翼政党一般是 “共产党” 或 “共产党

(马) ”ꎬ 体制外的极端左翼政党一般是 “共产党 (马列) ” 或 “共产党 (毛) ”ꎮ 由于南亚地区的政党数量庞大ꎬ 而且支派繁多ꎬ
因此他们的名称往往是在上述通用名称的基础上添加不同的前缀或后缀ꎮ

从地缘空间结构来看ꎬ 南亚的国家有三种类型: 一是依山傍海的海陆兼备国ꎬ 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ꎻ 二是印度

洋中的岛国ꎬ 包括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ꎻ 三是喜马拉雅山区的山地国ꎬ 包括尼泊尔、 不丹和阿富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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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获得 ３ 个、 ５ 个、 ３ 个席位①ꎬ 但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的内阁名单中甚至没有民族社会党的成员ꎻ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民族社会党再次发生分裂ꎮ 斯里兰卡的兰卡平等社会党由于几度分裂ꎬ 自 １９９４ 年以后再也

没有单独参加议会选举ꎻ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斯里兰卡的温和左翼政党均作为越来越庞大的自由党的竞选

联盟成员参加选举ꎬ 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ꎬ 在 ２０１９ 年议会选举中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连一个席位也未

能获得ꎮ 马尔代夫的温和左翼政党由一开始的两个变成了现在的一个ꎬ 而这唯一的劳工党在 ２０１９ 年

议会选举中未能获得席位ꎮ
南亚山地国的温和左翼运动经历过一个衰落期ꎬ 近几年出现了重振迹象ꎮ 在尼泊尔ꎬ 国民大会

党在冷战后经历了分裂与合并ꎬ ２０１２ 年在吸纳了尼泊尔民主论坛后力量得到增强ꎻ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温

和左翼政党出现大规模合并趋势ꎬ ３ 个政党合并成立了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ꎬ ２０１７ 年另外三个

政党合并组建了民族人民党ꎬ ２０１９ 年尼泊尔联邦社会主义论坛又与新力量党合并组成社会党ꎬ ２０２０
年社会党再与民族人民党合并ꎬ 组成社会主义人民党ꎬ 拥有下议院 ３４ 个席位ꎬ 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

党②ꎮ 在不丹ꎬ 人民民主党 ２０１３ 年成为执政党ꎬ 统一党 ２０１８ 年成为执政党ꎮ 在阿富汗ꎬ 进入 ２１ 世

纪后新成立了民族统一党ꎬ 其主席乌鲁米在 ２００５ 年当选坎大哈省议员ꎬ ２０１５ 年被任命为内政部长ꎻ
２００４ 年成立的团结党近两年较为活跃ꎬ 目前大约有 ３ 万党员ꎬ 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大规模的集会活

动ꎬ 旨在捍卫阿富汗的和平与进步ꎬ 声援美国被压迫人民的运动③ꎮ
总体而言ꎬ 与 ２０ 世纪下半叶相比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八国的温和左翼运动在整体上呈现衰

落态势ꎬ 陷入低谷ꎬ 其中ꎬ 岛国的力量是最弱的ꎬ 山地国是最强的ꎬ 海陆兼备国居于二者之间ꎮ
２. 激进左翼运动的主体挺过了冷战结束后的头二十年ꎬ 近十年出现国别分化

与温和左翼政党的情况相似ꎬ 南亚八国中 ６ 个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以 ２０ 世纪建立的传统老党为

主ꎬ 马尔代夫和不丹较为特殊ꎮ 印度的激进左翼政党主要是 １９２０ 年成立的印共、 １９６４ 年成立的印

共 (马)、 １９３９ 年成立的前进集团和 １９４０ 年成立的革命社会党ꎮ 孟加拉国的激进左翼政党主要是

１９７１ 年成立的共产党、 １９８０ 年成立的工人党ꎮ 巴基斯坦的激进左翼政党主要有 １９４８ 年成立的共产

党、 １９８０ 年成立的斗争组织、 １９９７ 年正式成立的工党、 ２０１２ 年由三个激进左翼政党合并而成的人

民工人党ꎮ 斯里兰卡的激进左翼力量包括 １９４３ 年成立的共产党和 １９７０ 年建立的人民解放阵线等ꎮ
尼泊尔的激进左翼力量主要是 １９４９ 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和 １９８１ 年正式成立的工农党ꎮ 阿富汗的

激进左翼政党以 １９６５ 年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人民民主党影响较大ꎬ 该党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 年间是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ꎬ １９９０ 年改名为 “祖国党”ꎬ １９９２ 年被解散ꎻ 其他的激进左翼政党如劳

工组织、 革命劳动者协会以及 ２１ 世纪新建立的激进左翼政党组织几乎没有影响力ꎮ 马尔代夫只有一

个 ２０１７ 年出现的小型活跃团体 “九十九”ꎬ 该团体致力于在马尔代夫建立一个超越阶级和等级的社

会主义性质的社会ꎬ 但其行动只是通过推出独立候选人、 举行和平抗议活动、 与政府进行协商等方

式影响政治ꎮ 不丹一直没有激进左翼政党ꎮ 因此ꎬ 就激进左翼的力量而言ꎬ 阿富汗、 马尔代夫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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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Ｊｕｎｅ＿１９９６＿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ꎻ “２００１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２００１＿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ꎻ “２００８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２００８＿Ｂａｎ￣
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ꎻ “２０１４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２０１４＿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ꎻ “２０１８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２０１８＿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Ｋｅｙ Ｍａｄｈｅｓｉ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Ｍｅｒｇ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Ｊａｎａｔａ Ｓａｍａｊｗａｄｉ Ｐａ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ｐｉｏｎｅｅ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ｗｏｒｌｄ / ３－ｋｅｙ－ｍａｄ￣
ｈｅｓｉ－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ｎｅｐａｌ－ｍｅｒｇｅ－ｔｏ－ｆｏｒｍ－ｊａｎａｔａ－ｓａｍａｊｗａｄｉ－ｐａｒｔｙ. ｈｔｍ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ＳＰＡ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ｖ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ｈａｍｂａｓｔａｇｉ. ｏｒｇ / ｎｅｗ / ｅ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７８５－
ｓｐａ－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ｂｌａｃｋ－ｌｉｖｅｓ－ｍａｔｔｅｒ. ｈｔｍｌ.



丹是南亚最弱的三个国家ꎮ

南亚有 ３ 个国家的激进左翼运动明显挺过了冷战结束后的头 ２０ 年ꎬ 但近十年来持续衰落ꎮ 这 ３

个国家是印度、 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ꎮ 在印度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人民院选举中ꎬ

印共分别获得了 １２ 席、 ９ 席、 ５ 席、 １１ 席ꎬ 印共 (马) 分别获得 ３２ 席、 ３２ 席、 ３５ 席、 ４４ 席①ꎬ 其

党员索姆纳特查特吉成为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 届人民院的发言人ꎮ 然而ꎬ 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印共 (马) 和

印共在全国大选和各邦选举中接连失利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全国大选中ꎬ 印共分别获得 ４

席、 １ 席、 ２ 席ꎬ 印共 (马) 分别获得 １５ 席、 ９ 席、 ３ 席②ꎮ 在地方ꎬ 以印共 (马) 和印共为首的左

翼阵线 ２０１１ 年丧失了在西孟加拉长达 ３４ 年的执政权ꎬ ２０１７ 年丧失了在特里普拉的执政权ꎬ 目前仅

维持在喀拉拉的执政权ꎮ 不过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ꎬ 处于低谷的左翼地方政治出现些许回温ꎮ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 左翼政党除了在西孟加拉邦没有获得席位外ꎬ 已经赢得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

立法会议选举ꎬ 在比哈尔邦选举中也取得了较大进展③ꎮ 斯里兰卡的人民解放阵线在 ２００２ 年宣布放

弃暴力斗争ꎬ 选择议会道路ꎬ 且在 ２０１１ 年发生了分裂ꎻ 斯里兰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参与议会政治ꎬ

１９６４ 年后开始获得政府职位ꎬ 但进入 ２１ 世纪后沦为斯里兰卡越来越庞大的竞选联盟的成员ꎬ 在

２０１５ 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了 １ 个席位ꎬ 在 ２０１９ 年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席位ꎮ 孟加拉国共产党尽管

也发生过分裂ꎬ 但在 １９９２ 年大选中仍然是全国第五大党ꎻ ２００７ 年开始致力于建立左翼阵线ꎬ ２０１０

年与孟加拉国工人党合并为新的孟加拉国共产党ꎬ 但 ２０１１ 年退出了左翼阵线ꎻ ２０１９ 年大选中又与

其他左翼政党组成了左翼民主联盟ꎬ 但仍以失败告终ꎮ

南亚有另外 ３ 个国家的激进左翼运动在持续衰落后ꎬ 近几年出现了重振的迹象ꎮ 这三个国家是

马尔代夫、 巴基斯坦和尼泊尔ꎮ 马尔代夫的激进左翼团体实现了零的突破———尽管只有一个 “九十

九” 运动团体ꎮ 巴基斯坦共产党在 １９５４ 年被宣布为非法ꎬ 目前自称是共产党的力量有三支: 第一支

是伊姆达德卡奇领导的传统共产党ꎬ 只能在信德省公开活动④ꎻ 第二支是卡迪姆塔希姆领导的ꎬ

是 ２００２ 年从前者中分裂出去的ꎻ 第三支是贾米尔艾哈迈德马利克领导的ꎬ ２０１２ 年在巴基斯坦

选举委员会注册成功⑤ꎬ 该党自称是巴基斯坦官方承认的共产党ꎬ 在 ２０１３ 年大选中没有获得席位⑥ꎬ

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主持召开了巴基斯坦的左翼联盟会议⑦ꎮ 此外ꎬ 巴基斯坦斗争组织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获得了 １ 个议席⑧ꎬ 是巴基斯坦激进左翼力量首次在国会拥有议席ꎮ 尼泊尔共产党几经分裂ꎬ 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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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 ＝ １１＆ｔａｂ ＝ ５ꎻ“Ｔｗｅｌｆ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 ＝ １２＆ｔａｂ ＝ ４ꎻ“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１３＆ｔａｂ＝３ꎻ“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１４＆ｔａｂ＝２.

“Ｆｉｆｔｅ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 ＝ １５＆ｔａｂ ＝ １ꎻ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
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ａｒ. ａｓｐｘ? ｌｓｎｏ ＝ １６＆ｔａｂ ＝ ０ꎻ “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Ｌｏｋ Ｓａｂｈａꎬ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ｓｅ Ｌｉｓｔ Ａｌ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ｓ ｏｎ １０ / １１ /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ｗｉｓｅＬｉｓｔｓｔ. ａｓｐｘ.

Ａｒｅｅｂａ Ｆａｌａｋꎬ “Ｍｏｄｉ ２ ０: Ｉｔｓ ＢＪＰ ｖ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ｍｏｄｉ－２－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ｐｏｗｅｒ－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ｂｊｐ－ａ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ｔｏ－ｒｅｖｉｖ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８３０８７４７０. ｃｍ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ｐｐ. ｏｒｇ. ｐｋ / ＃ａｂｏｕｔ.
“ＥＣＰ Ｈａ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ＰＰ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ｐ. ｎｅｔ. ｐｋ / ２０１２ / １０ / １５ / ｅｃｐ－ｈａｓ－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ｃｐｐ－ａｓ－ａ－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 / .
“２０１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２０１３＿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ｅｆ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ｔ ＣＰＰ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 Ａｔｔｏｃｋ Ｃｉｔｙ ｏｎ ２４ｔｈ Ｊａｎｕａ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ｐｐ. ｎｅｔ. ｐｋ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４ / ｌｅｆｔ－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ａｔ－ｃｐｐ－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ｎ－ａｔｔｏｃｋ－ｃｉｔｙ－ｏｎ－２４ｔｈ－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 / .
Ｆａｒｏｏｑ Ｔａｒｉｑꎬ “Ａｌｉ Ｗａｚｉｒꎬ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ｒｅｖｉｅｗ. ａｓｉａ / ａｌｉ－

ｗａｚｉｒ－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ｆｅｕｄａｌ－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 .



(联合马列) 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大选中获胜组阁ꎬ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与温和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ꎻ 工农

党则组建了左翼阵线参与选举ꎬ 长期拥有席位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尼泊尔的各类共产党开始走向联合:
２０１７ 年尼共 (毛主义中心) 与尼共 (联合马列) 组建左翼联盟ꎬ 获得下院的 １７４ 席和上院的 ４２ 席ꎬ
在全国 ７ 个省中的 ６ 个省执政①ꎻ ２０１８ 年尼共 (联合马列) 与尼共 (毛主义中心) 合并为新的尼泊

尔共产党ꎬ 同时获得其他激进左翼政党的支持ꎬ 组建了联合政府ꎮ 这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

一次有四分之三的左翼政党在中央联合执政ꎮ
总之ꎬ 目前南亚地区的激进左翼运动情况比较复杂ꎬ 在印度、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的

衰落接近谷底ꎬ 在马尔代夫力量极其弱小ꎬ 不丹完全没有ꎬ 而在巴基斯坦却显现出重振的迹象ꎬ 在

尼泊尔则是蓬勃发展ꎮ
３. 体制外极端左翼运动的主体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重振ꎬ ２１ 世纪以来力量明显增强ꎬ 但

近年来其武装斗争的形势渐趋严峻

南亚极端左翼运动的主体蓬勃发展ꎮ 这首先表现在南亚八国中只有岛国马尔代夫没有极端左翼

组织ꎬ 其他 ７ 个国家都有ꎮ 其次表现在ꎬ 这 ７ 个国家中ꎬ 除了斯里兰卡只有在 １９９１ 年成立的锡兰共

产党 (毛)② 外ꎬ 其他 ６ 国都有在 ２１ 世纪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极端左翼政党组织和派别ꎬ 而且它们

不断采取联合行动ꎮ 例如ꎬ 印共 (毛) 在 ２００４ 年建立ꎬ 合并重组了印度东部、 中部和南部地区的

毛主义力量ꎬ 经营和管理着跨三地的 “红色走廊”③ꎬ 将南北分离的毛主义运动推向全国ꎮ ２０１７ 年印

共 (毛) 又开辟了一条 “新的红色走廊”④ꎮ 孟加拉国的毛派组织在 ２１ 世纪的活动力度也不断加大ꎬ
２０１１ 年有 １３ 个极端左翼组织较为活跃ꎬ 包括 １９６８ 年建立的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和东孟加拉共产

党⑤ꎬ ２００４ 年成立的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毛主义者统一团结)ꎬ ２０１２ 年成立的孟加拉国马列毛主

义者共产党等ꎮ 而且ꎬ 一些毛派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ꎮ 如 ２００５ 年东孟加拉共产党 (马列) 与东孟

加拉共产党 (马列－人民战争) 共同开展了群众武装斗争ꎮ 最后表现在ꎬ 历史上极端左翼力量相当

弱小的不丹和阿富汗ꎬ 目前极端左翼力量得到很大发展ꎮ ２１ 世纪后ꎬ 不丹的极端左翼力量增多ꎬ 包

括处于秘密状态的不丹共产党 (毛)、 ２００１ 成立的不丹共产党 (马列毛)、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不丹联合

革命阵线等ꎮ 在阿富汗ꎬ 活跃的极端左翼政党组织有 １９７３ 年建立的阿富汗解放组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后期建立的阿富汗共产主义革命者核心 (１９９１ 年改称为阿富汗共产党)ꎬ ２００４ 年阿富汗共产党与

另外四个马列毛主义政党合并组成阿富汗共产党 (毛)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召开党的重建会议ꎬ 加强党内

建设ꎬ ２０２１ 年发布了 «阿富汗共产党 (毛) 宣布美国占领军撤出阿富汗的声明»ꎮ 此外ꎬ 阿富汗还

有一个处于秘密状态的马列主义组织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该组织出版刊物 «鹰»ꎬ 宣传其政治思想ꎬ 近

年来在国际上较为活跃ꎬ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分别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发表了各种联合声

明或决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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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鑫: «尼共 (联合马列) 与尼共 (毛主义中心) 的合并: 挑战与前景»ꎬ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其前身是 １９６４ 年成立的锡兰共产党 (北京)ꎮ
“红色走廊” 指印度东部、 中部和南部地区ꎬ 该地区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今经历了相当多的毛派武装斗争ꎮ 参见 Ｎｉｒａｎｊ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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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中央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的结合处ꎮ 参见 Ｒｉｔｅｓｈ Ｍｉｓｈｒａ ａｎｄ Ａｍｉｔ Ｃｈａｔｕｒｖｅｄｉꎬ “Ｍａｏ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Ｒｓ ２９ Ｌａｋｈ Ｂｏ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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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南亚极端左翼的武装斗争形势却渐趋严峻ꎮ 一方面ꎬ 这是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力镇压ꎮ 如

印共 (毛) ２０１９ 年开始努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①ꎬ 但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②ꎮ 另一方面ꎬ 主要是

因为当代南亚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ꎬ 即一直存在着体制外极端左翼运动转化为体制

内激进左翼运动的普遍现象ꎮ 也就是说ꎬ 那些一开始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极端或激进左翼政党逐步放

下武器ꎬ 参加全国和地方的选举ꎬ 在议会中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尼泊

尔和巴基斯坦为代表ꎬ 南亚越来越多的极端左翼政党宣布放弃武装斗争ꎬ 转向议会道路ꎬ 仍然坚持

武装斗争的极端左翼力量越来越少ꎮ 例如ꎬ 尼泊尔的极端左翼代表是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革命)ꎬ 但影响力较弱ꎬ 截至目前只是利用其机关刊物 «革命毛主义观» 进行宣传活动③ꎮ
巴基斯坦在 ２１ 世纪的前 １５ 年有三支主要的极端左翼力量ꎬ 其中两支是没有在选举委员会注册的两

个巴基斯坦共产党ꎬ 第三支是 １９９５ 年建立的共产主义工农党ꎮ 但是ꎬ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共产主义工农党

与人民大会党合并ꎬ 组成人民工农党ꎬ 共产主义工农党不复存在ꎻ 同年 １２ 月人民工农党又与主流的

老工农党合并ꎬ 成立新的工农党ꎬ 同时宣布放弃武装斗争ꎬ 采取议会斗争的道路ꎻ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该党

发表 «工农党关于全巴政党大会的意见看法»ꎬ 认为全巴政党大会不太可能形成一场革命性的运

动④ꎮ 孟加拉国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有大约 ７００ 名极端组织成员向警方投案ꎬ 他们分别来自东孟加拉无产

阶级政党、 东孟加拉共产党、 新革命共产党等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 那些坚持体制外武装斗争的极端左

翼组织的处境越来越艰苦ꎮ

二、 国内联合与联盟的态势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国别层面ꎬ 南亚八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存在类型化发展的差异ꎬ 但在国内的

联系网络上却明显呈现出共同的新趋势ꎬ 即各种类型的左翼政党组织纷纷开展联合斗争ꎬ 甚至进行

了不同程度、 不同范围的不断合并ꎮ 在全国性大选或地方性大选之前ꎬ 合并或联合的趋势尤其明显ꎬ
往往多达十几个左翼政党共同组成各种名称的左翼联盟ꎬ 而且这种联合的稳定性也有所增强ꎮ

首先ꎬ 毛派党的联合统一ꎮ 在印度ꎬ ２００４ 年印共 (马列－人民战争集团) 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

义中心合并ꎬ 成立印共 (毛)ꎬ ２０１４ 年印共 (毛) 又与印共 (马列－纳萨尔巴里) 合并⑤ꎬ 将南北分

离的毛主义运动连接起来ꎮ 在尼泊尔ꎬ ２０１４ 年主要毛派政党首次 “结盟”ꎬ 尼共 (毛) 与尼联共

(毛)、 尼共 (毛)、 尼共 (统一)、 革命共产主义中心组成毛派党工作联盟ꎬ 共同参与制宪进程⑥ꎻ
２０１７ 年尼共 (毛主义中心) 与尼共 (联合马列) 组建左翼联盟参加选举ꎬ ２０１８ 年两党合并组建联

合政府ꎮ 在阿富汗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阿富汗共产党 (毛) 成立ꎬ 同年阿富汗人民解放斗争组织、 阿富汗

革命工人联盟和阿富汗共产党合并加入阿富汗共产党 (毛)ꎬ 统称阿富汗共产党 (毛)ꎮ 不丹情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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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里萨邦、 马哈拉施特拉邦、 中央邦以及 “喀拉拉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 三岔口ꎮ 参见 Ｕ Ｓｕｄｈａｋａｒ Ｒｅｄｄｙꎬ
“Ｈｏｗ Ｆｏｒｃｅｓ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ｅｄ Ｍａｏ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ｎｄｈｒａ ａｎｄ Ｔｅｌａｎｇａｎ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ｃｉｔｙ / 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 / ｈｏｗ－ ｆｏｒｃｅ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ｓｅｄ－
ｍａｏｉｓｔｓ－ｉｎ－ａｎｄｈｒａ－ａｎｄ－ｔｅｌａｎｇａｎ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７１６２２２５５. ｃｍｓꎮ

“Ｎａｘ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ｂ.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ｆｒａｍｅＰａｇｅ. ａｓｐｘ? ＰＲＩＤ＝１５４１９０６.
参见闫莉萍编译: «尼泊尔共产党 (革命毛主义): 两个直接的任务»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ｎｕｍｐｆｃ.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Ｖｉｅｗ / ２５３２. ｈｔ￣

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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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特殊ꎬ 受印度和尼泊尔毛派组织的影响较大ꎬ ２０２０ 年印共 (毛) 计划在比哈尔邦－尼泊尔边界建

立一个革命区ꎬ 便于与尼泊尔共产党和不丹毛派共产党联系①ꎮ
其次ꎬ 体制内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的联合统一ꎬ 甚至是与中左翼政党的联盟ꎮ 在印度ꎬ ２０１４ 年

大选前ꎬ 印共和印共 (马) 等激进左翼政党与社会党和地方性政党合作ꎬ 组成了左翼阵线ꎻ ２０１７ 年

印度红旗党并入印共②ꎮ 在 ２０２０ 年比哈尔邦立法会选举中ꎬ 印共、 印共 (马)、 印共 (马列－解放)
与全国人民党 (ＲＪＤ) 结成了 “大联盟”ꎬ 与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相比ꎬ 得票率仅低

０ ０３％ ③ꎮ 在巴基斯坦ꎬ 左翼激进分子达成了共识: “必须团结起来ꎬ 在 ２１ 世纪巨大变化的条件下ꎬ
改进过去的社会主义实验ꎮ”④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巴基斯坦工农党、 人民工人党、 共产党等十几个左翼力量

组成 “拉合尔左翼阵线”ꎬ 到 ２０１８ 年大选前加入的有 １７ 个左翼政党⑤ꎻ ２０２０ 年初ꎬ 巴基斯坦的激进

左翼成功出版了杂志 «巴基斯坦左翼评论»⑥ꎮ 在孟加拉国ꎬ 共产党、 工人党和社会党等 １１ 个左翼

政党先后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组成左翼联盟ꎬ ２０１８ 年有 ８ 个左翼政党组成左翼联盟ꎬ 在 ２０１９ 年大选

中又有 ８ 个左翼政党组成了左翼民主联盟ꎬ 共同参加选举ꎬ 并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共同呼吁政府援助工人

阶级ꎮ 在斯里兰卡ꎬ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 共产党一直与自由党合作ꎬ ２００６ 年兰卡平

等社会党与共产党、 民主左翼阵线、 民族解放人民党等组成了 “社会主义联盟”ꎬ 且参加了自由党

领导的 “统一人民自由联盟”ꎻ 在 ２０１９ 年大选中ꎬ 有 １７ 个政党组成 “人民自由联盟” 参加选举ꎮ
在尼泊尔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大会党、 尼共 (联合马列)、 工农党、 人民阵线和左翼联合阵线等共同建立了

七党联盟ꎻ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社会党和人民党合并为社会主义人民党ꎬ 并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与奥利总理进行了

政治磋商ꎮ 在不丹ꎬ ２０１０ 年德鲁克国民大会、 民主党、 民族民主党共同组建了民主联合阵线ꎬ 其

中ꎬ 民族民主党和德鲁克国民大会的合作一直持续至今ꎮ
最后ꎬ 与 ２０ 世纪下半叶相比ꎬ ２１ 世纪南亚各国左翼的团结与合作均维持了较长时间ꎬ 大部分

持续至今ꎬ 联合统一的稳定性有所增强ꎮ 之所以如此ꎬ 一是因为各国政治生态的右倾化迫使左翼不

得不作出思想和策略改变ꎬ 联合政治和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南亚地区的普遍现象ꎻ 二是全球客观形势

的连续恶化使然ꎬ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ꎬ ２０２０ 年又发生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ꎬ
这些都促进了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团结与合作ꎻ 三是南亚国家的左翼政党在 ２１ 世纪越来越得到

文化艺术界和新闻媒体界的广泛支持ꎮ 在印度ꎬ ２０１７ 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穆尔兹班贾尔教授汇编了

２１ 位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反思印共和印共 (马) 等左翼激进派衰落问题的 ３７ 篇文章ꎬ 并为

它们出谋划策ꎮ 在巴基斯坦ꎬ 尽管左翼政党在政界的力量很小ꎬ 但在新闻媒体界的力量比较强大ꎮ
在斯里兰卡ꎬ 左翼政党在媒体和学术界的影响也较大ꎬ 例如ꎬ 人民解放阵线发动的反腐败运动在学

术界、 文学界和专业人士中获得了大量支持⑦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尽管南亚八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团结与合作ꎬ 但碎片化的趋势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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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ꎮ
南亚八个国家ꎬ 除了马尔代夫ꎬ 每个国家内部都仍然存在温和左翼、 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三种

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ꎬ 且每一种类型的领导组织都不止 １ 个ꎬ 有的甚至多达十几个ꎮ 尽管南亚的极

端左翼常会转化为议会左翼ꎬ 但印度的左翼激进党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充分表明ꎬ 总会有新的、 更加

激进的左翼组织从旧的组织中孕育出来且迅速成长起来①ꎮ 此外ꎬ 那些联合或合并起来的政党与联

盟内部仍然派系众多ꎬ 分裂随时发生ꎮ 以尼泊尔为例ꎬ ２０１２ 年尼共 (联合马列) 的反戈致使尼联共

(毛) 仅执政了 ９ 个月便下台ꎬ ２０１８ 年合并成立的尼泊尔共产党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已经在事实上分裂

了ꎬ 导致议会最终被解散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 尼泊尔众议院就总理奥利的信任案进行投票ꎬ 尼共

(毛主义中心) 和大会党都投了反对票ꎬ 奥利没有通过信任投票②ꎻ ５ 月 ２４ 日尼共 (联合马列) 又

发生分裂ꎬ 将 １１ 名议员驱逐出党③ꎮ 在孟加拉国ꎬ 观察家们认为ꎬ 左翼政党并没有融为一体ꎬ 还是

各自为政ꎬ 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ꎬ 因此并没有引起执政党的担忧ꎮ
南亚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碎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首先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历史已经超

过半个世纪ꎬ 而联合统一的新征程只迈过了磕磕绊绊的十年左右ꎮ 南亚是世界人种博物馆、 宗教博

物馆ꎬ 思想观念复杂多样ꎮ 尽管南亚左翼均戴着 “社会主义” 的帽子ꎬ 但分别以不同的社会主义思

潮作为指导思想ꎬ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 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再到托洛茨基主义、
从毛主义到霍查主义再到生态社会主义等ꎮ 这种多元的社会主义思潮ꎬ 决定了左翼之间尽管有的时

候能够团结合作ꎬ 但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政ꎬ 甚至相互攻击和斗争ꎮ 其次ꎬ 南亚的左翼政党ꎬ 不论新

旧ꎬ 均存在明显的个人崇拜现象或家族化特征ꎮ 在 ２１ 世纪刚实行政党政治的不丹和马尔代夫ꎬ 这一

现象还不是特别突出ꎮ 家族化的典型代表是巴基斯坦的人民党ꎬ 一直掌握在布托家族手里ꎮ 存在个

人崇拜现象的左翼政党比比皆是ꎬ 如印度社会党的纳拉扬和洛希亚ꎬ 印度共产党的罗易和南布迪里

巴德、 印共 (马) 的巴苏、 印共 (马列) 的马宗达ꎬ 全印前进集团的鲍斯ꎬ 社会主义统一中心 (共
产主义) 的高士ꎻ 巴基斯坦工农党的法提亚布ꎬ 斗争组织的拉尔汗ꎻ 孟加拉国民族社会党的伊

努ꎬ 孟加拉国共产党 (马列) 的托哈ꎻ 尼泊尔大会党的德乌帕ꎬ 亲善党的库玛尔ꎬ 尼共 (联合马

列) 的奥利ꎬ 尼共 (毛) 的普拉昌达ꎻ 斯里兰卡兰卡平等社会党的谷内辛格ꎻ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

塔拉基ꎻ 等等ꎮ 随着其魅力型领导人去世或家族衰落ꎬ 该政党组织要么影响力严重下降ꎬ 要么陷入

四分五裂状态ꎬ 甚至不复存在ꎮ 最后ꎬ 这些左翼政党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地方化特征ꎬ 其活动范围

大多局限在几个邦或几个城市ꎬ 甚至是一个邦的一个城市或地区ꎮ 例如ꎬ 在印度ꎬ 社会党原为全国

性政党ꎬ 后来逐渐衰落为地方性政党ꎬ ２１ 世纪主要在北方邦开展活动ꎻ 全印前进集团和印度共产党

主要在喀拉拉、 西孟加拉和特里普拉等邦开展活动ꎻ 巴基斯坦人民党主要在信德、 旁遮普地区活动ꎻ
孟加拉国民族社会党主要在库什蒂亚区活动ꎬ 尼泊尔马德西人民权利论坛主要在马德西人聚居区开

展活动ꎻ 斯里兰卡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科伦坡ꎻ 南亚七国的极端左翼政党一般均活动

在丛林山区ꎮ 这种地方化的现象非常不利于左翼运动的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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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区空间格局扩展新态势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的地缘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社会主义运动的地区空间格局也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ꎮ
“南亚” 概念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冷战背景下ꎮ 初期ꎬ 有 ６ 个国家被归于南亚ꎬ 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尔、 不丹、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ꎮ １９７１ 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ꎬ 南亚国家

增加到 ７ 个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２００５ 年阿富汗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ꎬ 成为南盟的正式成员国ꎬ 南亚

国家变成 ８ 个ꎮ 海陆兼备国仍然是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ꎬ 这 ３ 个国家在 １９４７ 年印巴分治前都

是原英殖民帝国控制的地区ꎬ 位于深入印度洋的南亚次大陆的三边ꎻ 岛国仍然是斯里兰卡和马尔代

夫ꎻ 山地国由尼泊尔和不丹两个国家增加到包含阿富汗在内的 ３ 个ꎬ 南亚山地国的地域空间增大ꎮ
阿富汗传统上是中东区域研究的一个国别ꎬ 地跨西亚、 南亚和中亚的战略枢纽地带ꎮ 阿富汗加入南

亚区域ꎬ 意味着南亚与中亚和西亚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空间明显扩大ꎮ 一是过去被认为非法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运动变成了合法的ꎮ 阿富汗、 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在二战后初期曾经允许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政

党公开活动ꎬ 但在冷战期间先后采取了禁止其合法活动的政策ꎬ 而冷战结束后ꎬ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先后允许其获得合法地位ꎬ 公开开展活动ꎮ 阿富汗自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之后政党活动基本停止ꎬ
２００３ 年颁布了 «政党法» 和 «政党登记办法»ꎬ 政党政治重获新生ꎮ 尼泊尔的皇室和孟加拉国的军

政权先后在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７５ 年实行党禁ꎬ 禁止政党组织活动ꎬ 冷战结束后ꎬ 两国先后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恢复议会民主制政体ꎬ 政党可以公开活动ꎮ 二是过去没有的变成了合法存在的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后ꎬ 马尔代夫和不丹首次正式开始实行政党政治ꎮ 在 ２１ 世纪之前ꎬ 不丹一直实行世袭君主制ꎬ 直

到 ２００８ 年第一届议会通过宪法条例ꎬ 实行现代议会民主制ꎮ 马尔代夫在 １９６５ 年独立之初实行苏丹

制ꎬ １９６８ 年实行总统共和制ꎬ 但不允许政党参与总统的选举ꎬ 只能通过利益集团和个人联盟来参与

竞争ꎬ 直到 ２００８ 年新宪法通过ꎬ 才允许政党通过注册合法开展活动并参与竞选ꎮ 因此ꎬ 只有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南亚八国才全部实行现代政党政治ꎬ 允许政党通过注册公开开展活动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地缘重心向内陆拓展ꎮ 这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ꎮ
从宏观层面看ꎬ 明确以 “社会主义” 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由海陆兼备国和岛国拓展到山地国ꎮ 在

２０ 世纪ꎬ 作为海陆兼备国的印度、 孟加拉国和岛国斯里兰卡构成南亚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区

域ꎮ 孟加拉国 １９７２ 年的宪法规定ꎬ “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 民主主义和世俗主义”① 是孟加拉国建

国的四大基本政治原则ꎮ 印度 １９７６ 年的第 ４２ 次宪法修正案将 “社会主义”② 正式写入宪法规定的

“国家性质” 中ꎮ 斯里兰卡 １９７８ 年的宪法规定ꎬ “斯里兰卡是一个自由、 拥有主权、 独立的民主社

会主义共和国”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山地国尼泊尔的 ２０１５ 年宪法第一次规定ꎬ “尼泊尔是一个以社会

主义为发展方向的联邦共和国”④ꎬ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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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层面看ꎬ 三种类别的社会主义运动重心均呈现从海洋到内陆的空间拓展趋势ꎮ 如第一部

分所述ꎬ 在这三种类别中ꎬ 温和左翼运动自冷战结束后在整体上不断衰落ꎬ 在 ２１ 世纪陷入低谷ꎬ 但

近年来在三个山地国均出现了重振的势头ꎮ 体制内激进左翼运动情况比较复杂ꎬ 不存在地缘上的国

别一致性ꎬ 海陆兼备国之间、 岛国之间、 山地国之间都存在差异ꎮ 整体看来ꎬ 体制内激进左翼运动

在冷战后挺过了约 ２０ 年ꎬ 但 ２００９ 年后持续下滑ꎬ 目前临近谷底ꎮ 然而ꎬ 近年来海陆兼备国巴基斯

坦和孟加拉国以及山地国尼泊尔的激进左翼运动开始复苏ꎮ 体制外极端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重振ꎬ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力量明显增强ꎬ 覆盖了南亚除岛国马尔代夫之外的 ７
个国家ꎬ 而且ꎬ 其地缘重心集中在印度东北部山区ꎬ 蔓延至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山地国尼泊尔、
不丹和阿富汗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岛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不断衰落ꎬ 而山地国的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ꎬ 海陆兼备国处于前两者之间ꎬ 整体上明显呈现出从海洋向内陆迅

猛拓展的地缘格局新态势ꎮ

四、 联系网络国际化的态势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呈现密集扩张趋势ꎬ 有两个明显的扩张特点ꎮ
１. 温和与激进左翼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仍以地区外的国际组织为主ꎬ 但国际组织的网络数量和

覆盖的南亚国家数量均明显增加ꎬ 且两种类型左翼运动的国际联系呈现出交织的态势

首先ꎬ 温和左翼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和覆盖的国家均明显增加ꎮ ２０ 世纪其国际联络组织主要有

１９３８ 年成立的第四国际 (ＦＩ)、 １９５１ 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 ( ＳＩ)、 １９５３ 年开始的亚洲社会党大会

(ＡＳＣ)、 １９６３ 年重组后的第四国际和 １９７４ 年成立的工人国际委员会 (ＣＷＩ)ꎬ ２１ 世纪新增加了 ２０１３
年在德国莱比锡成立的进步联盟 (ＰＡ)ꎮ 就覆盖的南亚国家而言ꎬ 第四国际的南亚正式成员党有孟

加拉国共产党 (马列)①、 斯里兰卡的新平等社会党 (ＮＳＳＰ)②、 巴基斯坦的人民工人党 (ＡＷＰ)ꎬ
印度的激进社会主义团体③是其永久观察员ꎮ 亚洲社会党大会的南亚创始党包括印度人民社会党和

巴基斯坦社会党ꎬ 尼泊尔大会党是其观察员ꎬ １９５６ 年尼泊尔大会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同时成为正式

成员④ꎮ １９６１ 年亚洲社会党大会停止运行⑤后ꎬ 社会党国际在南亚的成员开始增多ꎮ 巴基斯坦人民党

在 １９８９ 年被接纳为咨询员党ꎬ ２００３ 年成为正式成员ꎬ 是南亚地区的重要代表ꎬ 党主席扎尔达里曾

担任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ꎻ 尼泊尔大会党也在 １９８９ 年成为咨询成员党ꎬ １９９９ 年成为正式成员党⑥ꎻ
印度国大党最初在 １９９３ 年加入ꎬ 后退出ꎬ 但在 ２０１４ 年被重新接纳为正式成员ꎮ 工人国际委员会在

２０ 世纪的南亚代表是巴基斯坦斗争组织和巴基斯坦工党ꎬ 不过ꎬ ２０１９ 年的南亚成员党只有印度的新

社会党 (替代) 和斯里兰卡的统一社会党ꎮ 进步联盟的南亚成员党包括印度的国大党和社会党以及

印度民主协会 (ＩＡＤ)、 巴基斯坦人民民族党、 尼泊尔的大会党、 斯里兰卡的自由党、 马尔代夫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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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２ 年成为永久观察员ꎬ ２０２０ 年成为孟加拉国支部ꎮ 参见 Ｍａｔｔｈｅｗꎬ “ Ｆｒｏｍ Ｍａｏｉｓｍ ｔｏ Ｔｒｏｔｓｋｙｉｓｍ ｉｎ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ｋｅｒｓｌｉｂｅｒｔｙ.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３ / ｍａｏｉｓｍ－ｔｒｏｔｓｋｙｉｓｍ－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ꎮ

１９９１ 年新平等社会党与其他平等社会党一起构成第四国际的斯里兰卡支部ꎮ 但 ２０２０ 年第四国际局决定暂停与新平等社会

党的联系ꎬ 因为其在斯里兰卡选举中与统一民族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结盟ꎬ 并拒绝回答第四国际的质疑ꎮ 参见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ｖａ Ｓａｍａ Ｓａｍａｊａ Ｐａｒｔｙ (ＮＳＳＰ)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ｌｉｄａｉｒｅ. ｏｒｇ / ｓｐｉｐ. ｐｈ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５１０２ꎮ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ｔ－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Ａｓｉ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ｉｔｅ＿ｎｏｔｅ－ｒｏｓｅ２－１１.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ｍｂ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Ｃ. Ｄｏｃｈｅｒｔｙ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３８.
参见袁群、 吴鹤宣: «尼泊尔大会党的历史、 现状及前景»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人与社会民主党ꎬ 其中印度民主协会较为活跃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在 ２１ 世纪ꎬ 南亚更多国家的更多温

和左翼政党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ꎮ
其次ꎬ 激进左翼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一直都以 １９９８ 年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为主ꎬ 该

会议的南亚地区成员党逐渐增多: １９９８ 年成立时印共和印共 (马) 参加了会议ꎬ ２００６ 年巴基斯坦

共产党与其建立联系ꎬ ２００７ 年后巴基斯坦、 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共产党不时参加会议ꎬ 自 ２０１０ 年

起孟加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会议ꎮ
最后ꎬ 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的国际联系在 ２１ 世纪出现了交织趋势ꎮ 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均参加了

２０００ 年开始的亚洲地区新的政党国际组织———亚洲政党国际会议 ( ＩＣＡＰＰ)ꎮ 巴基斯坦人民党参加

了首届大会ꎮ 自 ２００６ 年第四届会议开始ꎬ 参加会议的政党有了官方的统计数据ꎬ 当时南亚地区只有

阿富汗和不丹没有政党参加ꎬ 其他六国的温和与激进左翼政党均有代表参加ꎮ ２０１０ 年阿富汗的伊斯

兰党第一次参加该会议ꎬ ２０１６ 年不丹的人民民主党、 和平繁荣党第一次参加该会议ꎮ

表 １　 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历届全体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南亚地区政党参会情况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南亚 政 党 /

总参会政党
Ｎ Ａ / ４６ Ｎ Ａ / ７６ Ｎ Ａ / ８１ １８ / ９２ １２ / ６７ ２２ / ８９ １３ / ５３ ２３ / ６４ ３１ / ８７ １７ / ７３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ｉｃａｐｐ. ｏｒｇꎮ

２. 极端左翼运动的国际联系网络以地区层面的明显扩张为主ꎬ 同时增加地区外联络

首先ꎬ 南亚极端左翼的地区性自组织在 ２１ 世纪实现了零的突破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在印度中部山区

的丛林地带ꎬ １０ 个南亚极端左翼党派组织建立了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 (ＣＣＯＭＰＯＳＡ)ꎬ
包括印度的 ５ 个极端左翼政党①、 孟加拉国的 ３ 个极端左翼政党②、 斯里兰卡的锡兰共产党 (毛) 和

尼泊尔革命共产党ꎮ ２００２ 年东孟加拉共产党 (马列－红旗) 作为正式成员加入ꎬ ２００４ 年东孟加拉无

产阶级党 (毛主义布尔什维克重组运动) 和不丹共产党 (马列毛) 共同作为观察员加入ꎮ 至此ꎬ 该

组织的覆盖范围由岛国与海陆兼备国拓展到了山地国ꎬ 只余海陆兼备国巴基斯坦、 岛国马尔代夫和

山地国阿富汗ꎮ 马尔代夫本身没有极端左翼政党ꎬ 而阿富汗直到 ２００５ 年才由于加入南盟而成为南亚

成员ꎬ 其极端左翼政党一直是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ＲＩＭ) 的主导力量ꎮ
其次ꎬ 由南亚极端左翼政党发起和建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重新焕发了生机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尼共 (火

炬) 联合印度的革命共产党领导委员会、 印共 (马列－中央重组委员会)、 斯里兰卡的锡兰共产党

(北京派) 等 １８ 个毛主义政党建立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 (ＲＩＭ)ꎬ 这是当时世界上毛主义政党进行

联系的国际平台ꎮ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ꎬ 其活动日益减少ꎬ ２００７ 年停止活动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２ 年ꎬ 在印共

(马列－纳萨尔巴里)、 阿富汗共产党 (毛) 等党的倡议下ꎬ 该组织得以重建ꎬ 其成员还包括尼共

(毛主义中心)、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孟加拉国共产党 (马列－杜塔)ꎮ
最后ꎬ 全球性国际组织联络的变化与增强ꎮ “变化” 体现在与冷战时期建立的马列主义政党和

组织的国际会议 (ＩＣＭＬＰＯ) 关系上ꎮ 该组织包括两个互相独立的同名组织ꎬ 分别为信仰毛主义的

５５１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分析

①

②

即印度共产党 (马列－纳萨尔巴里)、 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 (马列毛)、 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 (毛)、 印度共产党 (马
列－人民战争)、 印度毛共产主义中心ꎮ 后三个政党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间合并为印度共产党 (毛)ꎮ

即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中央委员会)、 东孟加拉无产阶级党 (毛重建中心)、 孟加拉国共产党 (马列)ꎮ



“国际通讯” 和信仰霍查主义的 “团结与斗争”ꎮ 根据这两个组织的官网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参加第 １０ 届 “国际通讯” 国际会议的南亚成员党包括孟加拉国共产党、 印共 (马列)、 印共 (马
列－临时中央委员会)、 尼泊尔共产党 (马沙尔)①ꎻ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 “团结与斗争” 国际会议第

２６ 次全体会议南亚成员党及组织包括孟加拉国共产党 (马列主义)、 印度革命民主组织、 巴基斯坦

工人阵线②ꎮ “增强” 体现在与新世纪新组织的联系上ꎮ ２０１０ 年 ４０ 多个极端左翼政党组织发起建立

了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国际协调 (ＩＣＯＲ)ꎬ 现在其成员增加到了 ６０ 多个ꎮ 根据其官网显示ꎬ 南亚成员

党包括阿富汗的马列主义组织、 孟加拉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 印共 (马列) 的两个派别、 尼泊尔共

产党 (马沙尔) 和尼泊尔爱国人民共和阵线 (ＰＰＲＦ)、 巴基斯坦的全巴工会联合会、 斯里兰卡的新

民主马列主义党 (ＮＤＭＬＰ)③ꎮ
总之ꎬ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南亚八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承继其 ２０ 世纪下半叶已出现的碎片化发展态

势之外ꎬ 在地区的空间格局、 国内和国际的网络联系方面均呈现出共同的发展新态势ꎮ 同时ꎬ 南亚

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类型化发展的差异ꎬ 其中ꎬ 毛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亮点之

一ꎬ 但由于传统的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目前基本上陷入发展低谷ꎬ 因此ꎬ 南亚整体的社会主义力量

仍然不够强大ꎬ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复兴的希望比较小ꎮ 但是ꎬ 考虑到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左翼运动的不

断反思与调整和不断增强的大联合趋势ꎬ 而且其稳定性超过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各种联合ꎬ 因此ꎬ ２１
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是值得肯定的ꎬ 未来的发展也是值得期待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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