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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巴萨瓦拉吉同志的采访 

 

原作者：libyajamahiriya，来源：libyajamahiriya.medium.com/interview-
with-the-general-secretary-of-the-communist-party-of-india-maoist-
3cdc611319fb 

土耳其共产党（马列）发布的另一版本：www.tkpml.com/en/hindistan-
komunist-partisi-maoist-genel-sekreteri-ile-soylesi 

 

编者按：受访者巴萨瓦拉吉（Basavraj）同志，原名 Nambala Keshava Rao，

常用化名 Basavraj和 Gaganna，生于 1955年，来自“革命老区”——安德拉

邦斯里卡库拉姆地区的 Jiyannapet村，上世纪 70年代曾就读于瓦朗加尔区域

工程学院，积极参与左翼学生政治活动，是 1980年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

争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于 1992年被选举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04

年组织合并后，成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兼政治局委

员，并于 2018年 11月 10日接替年事已高的贾纳帕蒂（Ganapathy）同志，被

选举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擅长制作和使用爆炸装

置，是一位优秀的游击战术家。 

本次采访围绕印度的社会性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生态与环保、

大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部落人民的处境、国际共运与党的立场、对修

正主义的批判、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印度持久人民战争的现状和展望、党的近

期成就、对 LGBTQ群体的立场和监狱战线的斗争等内容展开。根据土耳其同志

的说法，采访是以书面形式进行的。 

在翻译过程中，本刊结合了两个版本的采访稿，力求呈现原意。为方便理

解及出于勘误需要，添加了大量脚注。希望我们的翻译工作，能帮助使用中文

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印度革命和社会现状，坚定革命信念。若读者有关于本文

的反馈、勘误、补充或咨询，请在电报（Telegram）软件上联系@maoistQAbot

机器人。翻译过程中得到了电报“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的全力支持，

欢迎来大群寻找真战友与真同志：@longlivemarxleninmaoist，加井冈山机器

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毛主席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本次采访稿中列出了许

多正在监狱中奋斗或已牺牲同志的姓名，但我们对他们的事迹知之甚少，而无

法给予详细介绍，不得不说深感遗憾。尽管无数战友已然倒下，革命形势错综

复杂，反动势力依然强大，但是印共毛的漫漫长征路仍要继续下去。我们要准

备走绝路，走完绝路，再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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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是我有幸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进行并发布的一次采

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这颗星球上最强大、最成功、最有活力、最受欢

迎和最使统治阶级害怕的共产党之一。其实，当代由印共（毛）领导的印度人

民战争，和在 20 世纪 10 年代至 20 年代由列宁同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伟大

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样重要。本人与受访者都试图竭尽所能地提问并回

答您与国际共运中的其他同志可能提出的关于印度革命的重大问题。 

——libyajamahiriya 

 
图为南恰蒂斯加尔邦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的集会， 

有一幅悬挂在显眼位置的毛主席画像。 

问：党认为印度处于哪种生产方式，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工业资本主

义？ 

答：由查鲁·马朱姆达尔（Charu Majumdar, CM）同志和坎海·查塔吉

（Kanhai Chatarjee, KC）同志领导的革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毛主义研究了印

度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地理状况，然后具体分析了存在的阶级矛盾。

他们确认了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革命的道路是持久人民战争，即

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再推进至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印共（毛）正在团

结一致地执行这条政治军事路线。 

在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非政

府组织对于“我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大规模讨论

和辩论的背景下，我们党分析整合了自 2011 年以来就开始在印度各个邦进行的

生产关系研究报告，再由党中央委员会（CC）在 2020 年 12 月的第六次（续）

会议上发布了一份详细文件：《生产关系的变迁——我们的政治纲领》。该文件

断言，我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它也指出了，目前印度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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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出现相当大的畸变，这些变化是利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我

们在会议上通过了新的政治纲领，以便于采取相应的策略。你一定看过这份文

件 1。 

早在英国入侵之前，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英国占领印度后，它变成了一

个殖民地国家。事实上，当英国占领印度时，我国某些地区已经从封建社会中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期间，孟买的帕西人（Parsis）2、古吉拉特的巴尼亚

人（Banias）3和拉贾斯坦的马尔瓦里人（Marwaris）4作为代理人占领了印

度。印度的大资产阶级未能按照其社会群体的通常性质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

反而在战争和其他时期均给予鼎力支持。英国人在我国封建社会基础之上，与

印度的封建国王、扎明达尔（Zamindars）5、放债人和商人互相勾结，还阻碍

我国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他们引入了一种为英帝国主义而服务的文化；他们

为自身的利益引入了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这个国家有很多老牌的本地大商人

和银行家破产了。同样地，英国人按照他们殖民统治的需要，对封建制度进行

了一些改变：他们恢复了日益没落的封建关系；他们破坏了印度自给自足的小

农经济秩序，这使得农民和工匠破产，生产力被大规模破坏，国内市场进一步

衰退；他们引入了恒定的征税方法，莱特瓦尔制（ryotwari）6、马哈尔瓦里制

（mahal Wari）7和扎明达尔制（zamindari），并把土地变成了商品。因此，

农民失去了他们世代传承的土地权。印度成为了英国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和工

业品的制造中心，他们只为满足英国人需要而发展了少量的工业、经济作物、

种植园、运输和通讯。协助英国的买办大资产阶级从封建国王、扎明达尔、底

万（Divans）8、买办商人和放债阶层中产生，这个阶级在容许英国人掠夺我国

自然资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新的扎明达尔封建阶级在老扎明达尔的地盘上发

 
1 文件链接：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angesInRelationsOfProduction-
2021-Eng-View-OCR.pdf 

2 千余年前来自波斯的移民群体，大多定居孟买，讲古吉拉特语，信仰祆教，主要从事工商业，现存约数

万人。 

3 印度本地商人群体，主要分布在本国西北部，在种姓制度中属于吠舍阶层。 

4 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知名商人群体，讲马尔瓦里语，现存约八百万人。 

5 莫卧儿和英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本地世袭贵族，担当政府的中间包税人，向农民征税。相应的田赋制度

称为扎明达尔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该制度已废止。 

6 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在印度推行的田赋制度之一。一方面给特权阶层减免税务，另一方面残酷压榨

农民，由政府丈量田地后和农民订立合约，以土质而非产量作为赋税标准，使农民直接向政府缴纳产量近

一半的高额税收。这一制度是导致十九世纪末土地兼并现象以及数次印度大饥荒的元凶之一。 

7 十九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在印度推行的另一类田赋制度。不以个人、而是以一个或数个村庄为单位，由

地主作为村庄代表，再由地主与农村公社共同负责纳税。税负占比高达 50%~66%，引起印度人广泛不满。

这些乡村自治单位实行潘查亚特（Panchayati）制度，由各村自治机构以专制方式管理村社社员（甚至有

权开除种姓），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当年沙俄原始村社的情况类似。 

8 在伊斯兰国家广泛实行的一种制度，被莫卧儿帝国带入印度，衍生出许多新含义。在莫卧儿统治时期，

行省/附庸国的财政长官，或附庸国的领导人称为底万；在马拉塔统治时期，佩什瓦（职级等同于首相/总
理）称为底万；在英帝国主义治下，底万仍是实权的象征，代表财政、特别是征税的权力，还是科奇土邦

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的世袭头衔。此处没有明确指出底万是哪些群体，译者认为是政府高官/征税

官，供读者参考。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angesInRelationsOfProduction-2021-Eng-View-OCR.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angesInRelationsOfProduction-2021-Eng-View-OC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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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 9。在殖民地和附庸的层级上，印度经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印度买办资产阶级一方面依靠帝国主义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成

为殖民剥削和镇压的工具。因此，印度的封建社会变成了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人把印度变成殖民地并持续着他们的剥削。 

 
与为大英帝国种族灭绝辩护者宣扬的错误观念相反， 

殖民主义没有为印度人民带来整体利益或进步，只有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红

军和世界人民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势力，帝国主义集团面临困境。由于战后帝

国主义的显著衰落、在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

的巨大成功、世界上三分之一区域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世界各地独立运动/民
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他们取代了早前的直接殖民统治和剥削形式，并采取

了新的剥削形式——以他们培养的买办为基础，包含间接统治、剥削和霸权。 

在此期间，印度次大陆也有着独特的革命形势：全国掀起了一场释放

“Azad Hindu Phouz”10囚犯的强大运动；卓有成效的反帝学生示威；三一减

 
9 东印度公司允许扎明达尔成为土地所有者，并实行庄园内部自治，以换取固定年租金。若原有的扎明达

尔无法按时支付租金，其部分地产就会被收购和拍卖，于是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扎明达尔阶层。 

10 Azad Hind Fauj 是促使印度在二战期间从英国完全独立的一场运动，领导主体是钱德拉·鲍斯的自由印

度临时政府。一方面，其对战后印度独立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自由印度政府实为日本法西斯

的傀儡，且与纳粹德国、南京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等互相勾连，处于世界人民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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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运动（Tebhaga）11和 Bakast 运动 12、邮政和电报行业工人的罢工、以及土邦

行政区内强而有力的反封建运动；在孟买的印度皇家海军大起义以及陆军和空

军的造反势头；比哈尔邦警察的暴动；团结无产阶级的斗争，历史性的特伦甘

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一切几乎终结了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在这样

的形势下，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勾结并背叛了印度民主革命。英帝

国主义依靠印度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作为代理人，密谋并煽动他们进行宗

教屠杀，从而根据宗教划分国家。 

在此背景下，殖民者与买办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 13达成了权力移交的协

议。这发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与印度买办资产阶级达成孟买计划 14等协议

之后。总之，英帝国主义退居幕后，把权力交给了他们信赖的代理人，即代表

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印度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这就是买办统

治阶级为什么不破坏国内半封建关系的原因。在 1947 年后，我国的经济和政治

先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然后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最后回到美帝国主义掌

控之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霸权，印度社会在它们的

间接统治、剥削和霸权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说印度在 1947 年 8 月 15 日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它是有名无实的。殖民剥削

和压迫已经改变形式，但仍保有它的本质。由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背叛，

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标无法实现。印度共产党不仅跟随国大党搞尾巴

主义，还退出了伟大的特伦甘纳武装斗争，背叛了革命。 

在这之后，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对人民肆意剥

削和压迫，榨取最大利益。买办大资产阶级就此转变为买办官僚大资产阶级。 

1944 年孟买计划和 1947 年权力移交后采取的混合经济 15，实际上合乎帝国

主义者、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该计划包括国有和私有领域。

但事实上设置国有产业的主要目的是大规模挪用人民财富，建设重钢铁工业、

火力发电项目、煤矿、铁矿和大型水坝，为帝国主义者、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

阶级提供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的机会，并依赖帝国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进行建

设，从而为剥削者提供机会。 

 
11 在 1946~1947 年间，由印度共产党农会组织——全印农民联合会于孟加拉地区发起的农民运动，要求

将佃农向地主缴纳的田租份额由收成的一半降低至三分之一。 

12 在 1937~1938 年间，由 Saraswati 于比哈尔邦组织的运动。时值大萧条期间，该运动反对扎明达尔将

佃农从原先租种的土地上驱逐，促成了比哈尔的租赁法和 Bakast 土地税。 

13 在这一天印巴分治，印度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 

14 二战期间为印度独立后发展经济而制定的一系列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计划，提议在脱离英国独立后对

印度国家经济发展进行干预。 

15 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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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7 年至今的 75 年里，根据帝国主义和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实

施了各类农业政策、工业政策、服务业政策、假改革、五年计划 16、绿色革命 17

等。后来，LPG 政策 18付诸实施，减资撤资、去工业化和去监管化开始实施。

在减持/撤资的名义下，国有领域的企业被以极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帝国主义者和

买办资本家。因此，无工会组织的领域和私有领域成为大势所趋。劳动者受到

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他们通过斗争获得的权利被践踏在脚下，合同（甚至是非

正式合同）已成为发放劳动者工资的基本形式。持续存在的半殖民地社会关系

是造成这些困境和苦难的根源。 

在 1951-56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各邦制定了土地上限法，但是

买办政府并没有妥善执行。一方面，地主可以 benami19的名义保留土地。另一

方面，咖啡、茶叶、橡胶、水果的种植园，养牛场，糖厂，使用现代方法耕作

的土地，以及寺庙、教堂和清真寺的土地均被豁免上限。因此，土地改革成为

一场丑剧，他们要么排除了佃农，要么改变了他们，因而佃农的合法权利没有

得到落实。因为土地上限规则按照个人而非家庭为单位实行，地主家庭可以保

留数千亩土地。在 1955 年的时候有近 620 万英亩的剩余土地可供分配，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仅剩 240 万英亩，只分发了大半。可见，土地改革并未朝着

使土地所有制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实施。 

虽然政府打着五年计划的名义进行了少量工业化，但它发生在半封建的社

会基础上，且服务于帝国主义者和买办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发展都是

畸形且颠倒的。 

19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实施的绿色革命战略，其实是美国跨国公司的计划。

绿色革命打着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名义，首先在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

邦西部地区实施，后来推广至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用以遏止蔓延到纳萨尔巴

里（Naxalbari）、斯里卡库拉姆（Srikakulam）、穆沙哈里（Mushahari）、

勒金布尔-凯里（Lakhimpur-Kheri）、德布拉-戈普沃拉巴布尔（Debra-
Gopivallabhapur）、比尔普姆（Bheerbhum）、坎克萨（Kanksa）、巴德巴德

（Budbud）20等 10 个邦内若干地区的武装农民起义，并为跨国公司的农业机

械、化肥、农药和 HYV 种子 21等产品开拓在农村地区的新市场。 

 
16 在 1951-2017 年间，印度实行了 12 个五年经济计划和数个小的年度经济计划，之后不再编制。 

17 印度绿色革命动机不纯。第一，有大量土地被更改用途，原本维持生计的田地被转用于种植出口谷物

或动物饲料。这对底层人民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且破坏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第二，绿色革命计划的

主要目标是影响地缘政治，通过供给食物提升社会稳定程度，从而削弱共产主义革命的生存土壤。第三，

作为绿色革命农业的配套，建立了大量农村信贷机构，并推行大型农场的机械化耕作，这导致自耕农陷入

负债、雇农面临失业，以至于被迫进城当农民工。更具体的批判请看下文。 

18 LPG 意为自由化 Liberalization、私有化 Privatization、全球化 Globalization。 

19 指通过中间代理人名义交易以隐藏买家实际身份的财产。 

20 前三个地点较为知名，分别指位于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位于安德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起

义、位于比哈尔邦的穆沙哈里起义。后五个起义地点均位于西孟加拉邦境内。 

21 全称 High-Yielding Variety，意为高产量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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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政府在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中发展了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地主和富

农提供大量补贴、廉价贷款和水利灌溉，而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土地关系。“绿

色革命”只让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买办资本家、地主和一部分富农受益。它

蹂躏着贫下中农，摧残着土地。大多数农民放弃了这片土地。“绿色革命”的

消极影响有：生产力提高 22、作物平均产量下降、人的贫富分化加剧、失业增

加、地区间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增加、土壤肥力下降、以及作物易受到严

重病害且杀虫剂对此无济于事。最后，这些农药致使农民自杀。 

 
“绿色革命”只让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买办资本家、地主和一部分富农受益。 

它蹂躏着贫下中农，摧残着土地。 

在 LPG 政策实施以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开始以援

助的名义在印度国有领域确立经济霸权。这种情况自 80 年代后逐渐减少。随着

70 年代国有领域的发展，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也利用它壮大起来。 

为了满足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和印度买办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前者的一部

分），在 1985 年至 1991 年 LPG 政策的第一阶段得以实行，并在 1991 年继续

实行第二阶段。 

1985 年后苏修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对它的依赖度开始下降，随后美

国支持的新经济政策 23开始在印度实施。在 LPG 政策的第一阶段，私有企业领

域获得了各种税收补贴，买办大资产阶级的财富成倍地增加了。 

 
22 生产力提高，但生产关系没有进步，摧毁了当地小农经济，造成大量破产和失业，因此是消极影响。 

23 这和苏俄早期的新经济政策除了名称一样外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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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的商品化，按照帝国主义的谋划，全球化 24政策的第一阶段从承

包式农业开始，并扩散到许多地区。公司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了对农业的完全

控制权。 

现在让我们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下，全球化政策的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制造了 7 类严重危机，摧残着地球上的被压迫民族

和人民，它们是——经济危机、就业危机、环境生态危机、强迫移民危机、燃

料危机、社会文化危机、政治军事危机。由于帝国主义无法解决这些危机，它

倒向了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滋长，法西斯政党变得更强大，他们

在许多国家掌权。作为其中的一份子，莫迪 25领导的印度教性（Hindutva）26

法西斯势力在印度掌权。由于莫迪政府执行统治阶级的亲帝国主义和亲买办政

策，我国的对外依赖和新殖民主义剥削愈演愈烈。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

封建势力为兑现利益，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外，还加紧了

对中小资本家和商人的剥削。全面的外国合伙关系容许了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

控制以及对外国的技术依赖（尤其是在国内工业中），这使得国家更加依赖作

为实施 LPG 政策的一部分，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经济、工业、采矿、农业和服

务业政策。印度国内外企业在依赖进出口的行业（主要是分包行业和农业）掠

夺劳动力、产品、服务、尤其是原材料。公私合作关系 27正在被扩充和实行。 

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对买办政府的奴役达到了顶峰。他们千方百计掠夺我

国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和其他自然资源。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

领域屈服于帝国主义。中小微型企业（MSME）28日益萎缩，买办政府正摧毁该

业界的独立市场，增长率严重下滑。去货币化 29和商品及服务税（GST）30导致

全国 486291 个中小微型企业倒闭。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失业。 

 
24 全球化政策就是 LPG 政策中的 G，globalization。 

25 Narendra Damodardas Modi，臭名昭著的印度法西斯人民党头目，自 2014 年 5 月担任印度总理至

今。上台后大肆剥削并迫害国内工人、农民、妇女、穆斯林和达利特人等弱势群体，还主持制定了围剿印

共毛游击队的“萨马丹”、“普拉哈尔”等军事行动。 

26 援引自维基百科：印度教性（Hindutva）是一种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印度人民党主要意识形态之

一。印度教性运动被描述为“右翼极端主义”的变体和“几乎是古典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坚持同质化

多数和文化霸权的概念。 

27 即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俗称 PPP 模式，中修官方称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又称公私营合

作、公私协力等。尽管名称相似，但这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公私合营”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28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简写为 MSME，中、小、微型企业的合称。 

29 2016 年 11 月 8 日晚，莫迪政府突然发表公告，以打击贪腐、洗钱、假币和建立“无现金社会”的名

义，废除原先市面流通面值为 500 和 1000 卢比的纸币，并更换新钞。推行废钞令的目标之一，是打击印

共毛的洗钱融资活动，但收效甚微。最终有 99%的流通旧钞被回收，废钞令在技术上彻底失败。由那时至

今，各项去货币化的政策并未触动到特权阶层的实质利益，反而使电子支付和银行业巨头赚得盆满钵满。 

30 全称 Goods and Services Tax，是一种针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税。其税制设计结构复杂，申报手续极其

繁琐，相应的纳税申报系统也故障频出。一方面，这对小企业主造成极大不便，生产被迫停滞；另一方

面，跨国公司却因为新税制得以减免税负。若想深入了解此税制对不同类型企业造成的影响，读者可参考

这篇英文报道（并非基于马列毛立场而写，请注意辨别毒草）：gulfnews.com/world/asia/india/india-after-
goods-and-services-tax-hundreds-of-thousands-lose-jobs-small-businesses-shut-down-1.2275204 

https://gulfnews.com/world/asia/india/india-after-goods-and-services-tax-hundreds-of-thousands-lose-jobs-small-businesses-shut-down-1.2275204
https://gulfnews.com/world/asia/india/india-after-goods-and-services-tax-hundreds-of-thousands-lose-jobs-small-businesses-shut-down-1.227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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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LPG 政策，我国正更深地陷入外国债务的魔掌。莫迪政府的破产式管

治导致过去八年外债增长了约 1670 亿美元 31。印度在获得贷款最多的国家中排

行第五 32。提供了 70%就业机会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占 GDP 的比重正在下降，而

仅为经济提供 30%就业的服务业的比重却在增加。100 家美国知名企业兼并了

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足以说明国际垄断企业和国内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企业

正对我国经济进行联合进攻。在此期间，知名买办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如穆克

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33、阿达尼（Adani）34、米塔尔（Mittal）
35、贝拉（Birla）36、塔塔（TATA）37、鲁亚兄弟（Ruia Brothers）、金达尔

家族（Jindal）38、韦丹塔（Vedanta）、印孚瑟斯（Infosys）、埃萨

（Essar）、安尼尔·安巴尼（Anil Ambani）、T.V.S.艾扬格（T.V.S. 
Iyengar）、塔帕尔（Thapar）、R.P.戈恩卡（R. P. Goenka）、巴贾吉

（Bajaj）、马恒达（Mahindra）和兰德福（Ramdev）等人 39大幅地崛起了。 
 

31 原文中把印度国家债务的数据误当作印度外债的数据，翻译时作了修订。印度的外债从 2014 年 6 月

的 4501 亿美元增长至 2022 年 6 月的 6171 亿美元，增幅约 37.1%。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国家债务情况

远比外债更加骇人听闻。在莫迪政府主持的 2014-15 年至 2021-22 年的七个财政年度里，国家债务从

62.42 万亿卢比增长到 135.87 万亿卢比，七年一共借了 73.45 万亿卢比，增幅约 117%。相较于 1950-51
年时的 256.54 亿卢比，现在是 71 年前的 5290 倍。 

32 此排名来源未知。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印度的外债排名应为世界第 18，且在亚洲排名第 5。 

33 穆克什·安巴尼，前印度首富，掌管跨国公司信实工业。该公司市值 23 万亿印度卢比，是印度最大上

市公司，触爪遍及能源、石化、天然气、零售、电信、媒体和纺织等领域。此人在孟买市中心有一幢高

173 米、27 层、占地超 37000 平方米、雇佣 600 名职员的豪宅，仅供其五口之家居住，过着如土邦王公

一般的生活。他的弟弟安尼尔·安巴尼也是印度富人，掌管跨国公司信实 ADA 集团（由信实工业分离而

来），前印度国会上院议员。 

34 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现印度首富和亚洲首富，财富总值全球第二，印度裙带资本主义

的代表人物，与莫迪是同乡且过从甚密，外号“真正的印度总理”。阿达尼集团的业务包括港口、电力、

可再生能源、矿业、机场、天然气、食品加工、体育和公共建设等。30 年前印度政府推行 LPG 政策时，

大幅举债买下古吉拉特邦蒙德拉港的经营权，并以此发家，多年来劣迹斑斑：利用关系借去印度国家银行

10 亿美元，到澳洲举债采矿，并破坏当地生态；利用空壳公司多次逃漏税、转移财产至海外（莫迪上任

总理后，相关调查均不了了之）；与古吉拉特邦政府勾结（莫迪长期担任该邦首席部长），以不到正常市价

5%的价格租赁了大量土地，行兼并之实，引发农民广泛抗议；利用关系在 6 家印度机场的私有化“公开竞

标”中胜出。该集团经常投资高风险回报慢的产业，可谓是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 

35 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定居英国的前印度首富。通过大量并购、甚至是恶意并购，拥

有了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该公司收购了多家前苏联国有钢铁厂，

还是中国东方集团的大股东。此人在伦敦花费数亿英镑购买了多幢豪宅，创下过单幢交易的世界纪录。 

36 库玛·贝拉（Kumar Birla），Aditya Birla 集团第六代继承人，兼任印度国家储备银行中央委员会主席，

印度总理贸易和工业咨询委员会成员。该集团在数十个国家开展业务，主要是金属冶炼和化工产业。 

37 塔塔（TATA）集团是印度最大的集团公司，一群孟买帕西人的家族企业，旗下有数十家公司，遍及上

百个国家。主要有以下恶行：2006 年，在奥迪沙邦，警察杀害了 13 名抗议被塔塔钢铁厂强占土地的农

民；2008 年，在西孟加拉邦的 Singur，强征肥沃农地建设塔塔汽车厂，试图以少量补贴驱离上万农民。 

38 金达尔家族以印度女首富萨维特里·金达尔（Savitri Jindal）为首。她因姐姐离世被安排嫁给姐夫，后

因丈夫离世接手了金达尔集团（Jindal Group）和哈里亚纳邦议员席位，多次被任命政府要职。该集团主

营业务有钢铁、矿业、能源和建筑等。此人既受到封建父权制的压迫，又作为买办官僚剥削着印度工人。 

39 其他买办官僚资本家的介绍略。该群体的特征可归纳如下：第一，作为买办，与各大帝国主义、社会

帝国主义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事出口贸易，甚至定居国外；第二，作为官僚，政治背景深厚，大

搞官商勾结，或有祖先传下的数代家业和地位，或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或身兼政府要职；第三，作为资

本家，大多生活奢侈，购置豪宅，兼并土地，并以各种方式迫害工农；第四，作为印度的统治阶级，反映

出该国社会的半封建属性，比如普遍为高等种姓，穆克什·安巴尼的封建式豪宅、金达尔的包办婚姻、兰

德福的印度教僧人身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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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富裕阶层和一些新的剥削形式。采矿业、重

工业和旅游业等重要领域，以及最赚钱的电信、能源和金融领域都属于国有。

因此，买办政府正在实施积极且迅速的计划，以清算它们并将其转移至外国公

司，为每个领域的私有化制定特殊政策，提供特殊的激励措施和场所。国有企

业被有计划地推向亏损，并以极低价格落入公司制企业手中。高科技机械的兴

起、技术的使用和外包已经剥夺了数十万工人和雇员的生计。国有领域没落，

私营领域成为主要部分。在 2014-18 年间，国内外公司制企业创造了 17.5 万亿

卢比的收入。帝国主义者每年从这个国家掠夺约 47.09 万亿卢比。一个遭受如

此残酷剥削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的。 

由于这一时期半封建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出现了一种政府与民间的广

泛的集体合作形式——“党—合作社—潘查亚特—警察”体制，取代了以往的

封建霸权形式。合作银行是官僚资本主义与半封建主义合作的重要构造形式。

这些合作银行的合作社资本，是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方半封建分子

的结余投资的组合。通过他们，产生了一个以国有财产/资金为基础的地方霸权

和剥削的新体系。 

根据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在 2017 年的统计数据，农

村地区的地主占比为 5.76%。虽然地主数量和土地垄断有所减少，但封建霸权

仍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存在，这是形变而非质变。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

重要发展是，农民和部落被收购了数十万英亩的耕地和林地。跨国公司、买办

官僚大资产阶级、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股票经纪人和各种黑社会正侵占着

国有土地和农民的耕地。农民的土地和林地正被分配至非农业项目。1951 年至

2010 年间，剥削性的买办政府强行征购近 4000 万英亩土地，迫使 6500 万人

流离失所，赔偿和重建形同虚设。流民问题已成为引致土地问题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印度市场已广泛开放农产品进口。对农业领域的投资降至更糟

糕的水平；食品安全政策被废止；公共分配系统被削弱；国有领域采购政策已

经私有化；最低支持价格 40至少是农作物生产支出的两倍；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高

额补贴，生产过剩且廉价的农产品倾销至国内市场。由于以上和其他因素，农

业领域陷入严重危机。一言以蔽之，因为全球化，贫富不均上升至最高水平。 

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农作物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小型土地

所有权稳步增加。即使是现在，仍以普通农作物的生产为主流趋势。这是半封

建关系和落后的半封建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尽管农业及其附属部门的雇佣劳

动有所提升，农业劳动者和半无产者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他们的工资与现代产

业工人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减轻半封建下的剥削。 

 
40 最低支持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 MSP），由印度政府推出的一项农业政策，为农产品收购提供

指导价格，旨在保护农民收成的最低利润，由农业成本和价格委员会（CACP）基于市场机制给出指导价

格。但是，该政策的落实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产品之间差异较大。了解该政策的农民占全体农民

数量之比、以及 MSP 机构收购的小麦和稻谷占总体产量之比，都只有两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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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创造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处于银行/合作社联盟、放债人、萨胡卡尔

（shahukar）41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官僚霸权之下。这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

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无处可寻。半封建关系是资本主义自上而下发展的障碍。

放债人和商业资本夺去了农民的农产品/商品，但没有夺去生产过程。这一过程

将农民束缚在半封建关系中，控制着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把他们变成工人，也

不容许他们变成资本家。 

霸权种姓地主与达利特无地工人之间的雇佣合同具有半封建性质，也是经

济的和非经济的剥削与压迫的基础。基于种姓制的婆罗门封建主义和种姓等级

压迫仍然存在并流行于农村地区。种姓等级体制是半封建关系不可分割的一个

部分。大多数人被局限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串

联的作用，使大多数人处于赤贫和苦难之中，降低了人们的购买力，因而限制

了国内市场的发展。武力镇压、压迫、歧视、不可接触者 42、有罪不罚、社会抵

制、直接暴力、屠杀、火刑、对妇女的性暴力、焚烧房屋、剥夺财产、对受压

迫的达利特种姓和部落民的杀伤仍然司空见惯。 

由于买办统治者自 1947 年权力移交以来实施的政策和自 1991 年以来实施

的全球化政策，由于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下的反封建阶级斗争和反帝、反

政府运动，正在进行这些革命运动的各个邦（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畸形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广泛流传。曾经的乡村地主将他们的财产和投资转移到

城镇地区。农民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Peasant Committee）/农民工人联

盟（Ryot Coolie Sangam），人民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已经建立和巩固，阶级斗争正四处蔓延。这导致农村的阶级构成发

生重大变化，农村的非农业等级制度建立了，土地主要集中在他们手中，出现

了新的剥削方法。由于这一切，半封建关系相对变脆弱了。在革命运动较旺盛

的部落地区，没收了非部落的地主劣绅的林地和过剩土地。政府、林业部门和

税收部门、放债人和市场商贩的剥削和压迫停止了。雇佣劳工制度在很大程度

上被削弱了。反对帝国主义、公共和私人投资、邦政府及其买办的斗争正在升

温。 

 

 

 

 
41 shahukar，源自印地语 सा�कार，也可写作 sahukar，意为放债人，此处特指印度农村的一类放债人，

每年 6-9 月向部落民放高利贷，12-1 月部落民再以实物形式还贷。关于 shahukar 在印度农村地区进行非

法剥削和掠夺的具体情形，读者可参考以下报道：www.newindianexpress.com/states/andhra-
pradesh/2014/sep/17/Tribals-Being-Shortchanged-by-%E2%80%98Shahukars%E2%80%99-661494.html（该

文源自偏国大党立场的印度时报，请注意分辨其中毒草） 

42 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是印度种姓制度下处于最底层的人群，在印度主要指达利特人，社会地位类

似于旧中国沿海的疍民和藏区的农奴。高等种姓被容许合法地、强制地对贱民进行歧视和剥削行为。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states/andhra-pradesh/2014/sep/17/Tribals-Being-Shortchanged-by-%E2%80%98Shahukars%E2%80%99-661494.html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states/andhra-pradesh/2014/sep/17/Tribals-Being-Shortchanged-by-%E2%80%98Shahukars%E2%80%99-661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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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七十年的变迁，毋庸置疑，印度经济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也没有

向资本主义转型，国内没有这种民主化趋势，而半封建的关系相对较弱。土地

问题是主要问题，以“耕者有其田”43为基础的土地改革仍然在广大农村地区具

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 

半封建主义（semi-feudalism）是指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在封建制度中有不

同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全面转变为根本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关系，因而半封建

关系继续存在的体制。这些在不同层面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是显著的，但只是

数量上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质变。印度革命的性质、以及革命中的友好和敌

对阶级，没有根本变化。在帝国主义经济的约束之下，印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经济，无论发生多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变化，都只会迎合帝国主义、买办大资产

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利益，而没有机会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我们观察这些变化时，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变化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

的政治路线和为实现这条政治路线所坚持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这条政治路线

是我们党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世界各地、以

及我国纳萨尔巴里大革命浪潮之前发生的社会变革所采取的。在统一大会-第九

次代表大会（Unity Congress-Ninth Congress）中丰富的文件 44，将进一步充实

我们正在贯彻的道路。它清楚地表明，我们应根据国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创造

性地贯彻我们的政治军事路线，吸取社会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我们的战略部

署，以完成我们的政治军事策略。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通过联合所有友好阶

级，以孤立共同敌人并打败敌对阶级。 

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推翻国内陈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来消灭压在印

度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剥

削、压迫和镇压，建立致力于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完成

印度民族民主革命未竟的事业。实现目标的唯一出路，是以在“耕者有其田”

基础上的土地革命为轴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革命，印度才能

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大资本的剥削下得以解放。 

 
43 “耕者有其田”由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相较于直接

进行土地再分配更加温和，但仍致力于消灭封建大地主阶级，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在中国革命的较

早期，特别是国共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期间，通常根据此主张进行农村土改工作。两个版本采访稿说法有差

异，土耳其同志的版本将之描述为“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改革”。译者认为，“耕者有其田”式的土改

更符合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故在译文中采信此版本的说法。 

44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第九次代表大会，又称为“统一大会”，于 2007 年初，在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和

围剿下，于游击区的重重密林里成功召开。这次大会在印度革命历史上意义重大，来自 16 个邦的 100 多

名代表，经过民主的、彻底的讨论，解决了党内政治分歧，标志着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

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完成了统一。大会通过了五项基本文件：《高举马列毛主义的鲜红旗帜》、《党纲》、《党

章》、《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和《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还对多项党内文件作了补充和发展。

本文后续内容还会提及此事，此处仅作为补充。点此查看相关文件：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
Maoist-Docs/index.htm#Founding_Documents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index.htm#Founding_Documents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index.htm#Founding_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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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度革命战争的鲜明特征，军事战略将是持久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的，在敌人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包围并夺取作

为敌军据点的城市。 

我们可以执行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任务，例如：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

上，无偿收缴地主的土地并分给农业劳动者和贫下中农；占领帝国主义跨国公

司、资本主义地主、买办官僚资本家和政府机构的农业庄园和种植园，由革命

人民政府收归国有；坚持“立足农业、工业为龙头”、“两条腿走路”的一系

列政策，实现我国的工业化；鼓励并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合作社；将帝

国主义企业、公司、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公司和政府土地收归国有，没收他们的

财产和银行；废除国内外贷款和不平等条约；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唯一的途

径来消除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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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活跃的许多地区都拥有非常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以及珍贵或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党如何看待对这些地区的保护，

以及帝国主义对其愈演愈烈的破坏？ 

答：我们党所领导革命运动的地区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有无尽

的树木，常青的森林和不断奔腾的河流，草药、森林里的小动物、各种鸟类、

哺乳动物、昆虫、小溪、水生生物、两栖动物，数百种鱼类，从森林中又产生

出数十群可用的小型森林，接着产生出盘根错节的树根、果实、灌木丛和能源

源不断产出果实的果树。种类繁多的稻谷籽被我们用传统的方式小心地保存

着，以及各种豆类及油籽。长期以来，我们这样宝贵，宏伟，独特且平衡的自

然生物多样性就处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巨大威胁下。因为统治阶级和

帝国主义支持的反人类政策，这些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正面临着被破坏的风

险。我们不能够为了国内外少数大剥削者的利润而让我们的自然就这样堕落。

我们必须保持自然平衡，必须保护环境，必须以平衡的方式去利用我们的自然

财富和资源，用以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环境保护、自然平衡和改善人类的生

活条件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资源上的破

坏。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应该是永远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基础。 

 
坎哈老虎保护区，自 2022年以来一直由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控制。 

这里有一些例子，可以很好的体现帝国主义跨国公司是如何破坏我国生物

多样性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Richaria 博士 45从恰蒂斯加尔邦和

中央邦数百个村庄的数千名农民手中收集了超过 22000 种水稻谷物和 1800 多

 
45 有关这位博士的介绍，可参考此文：satavic.org/dr-richharias-story-crushed-but-not-defeated 

http://satavic.org/dr-richharias-story-crushed-but-not-defeated


 

- 14 - 
 

种叶类蔬菜，并将它们的种质保存在位于现在的恰蒂斯加尔邦首府赖布尔的英

迪拉甘地国家农业大学。在这些种质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特质，有些能够用更

少的水生长，它们的茎叶或多或少，散发沁香的味道，它们或高或矮，能够在

任何季节生长……等等。但这些稻谷的种质被美国和其他此类国家的跨国公司与

我国的买办统治者合作窃取。跨国公司声称他们在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46开发了这些谷物，并以 IR3647，IR-72 等名称出售给印度和其他国

家。他们强迫农民每年必须依赖跨国公司来获得这些种子。 

在这保存了成千上万种子发育的真实故事背后，向我们传递了伟大的历史

经验，这是很有趣的。世界必须知道，恰蒂斯加尔邦的农民有一个叫做阿克提

的节日。在那一天，所有的年轻人都会表演 kolattam 棍舞 48，从每个家庭里索

求水稻。他们会把这些从整个村庄收集的作物播种在共同的土地上。而在作物

生长的过程中又会自然地产生新的种子。他们会分别把这些作物收集起来，随

后接着播种下去。于是每年，这些村庄都能够产出各种具有特色地种子。因

此，每个村庄都像这样发展成为了一个个农业实验室，每个农民都这样逐渐成

为了农业科学家，并开发了成千上万的水稻种子。然而就是这些在国内被开发

的、有如此多样性的稻田种子，在买办政府的支持下，被跨国公司窃取并占为

己有。目前仍然有数百种当地的稻田种子、豆类、草根、叶类蔬菜、蔬菜、果

种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它们还在内陆的部落地区手中。我们必须保护和保存它

们，以使得它们不会落入这些跨国公司的手中。 

1990 年，一家跨国公司先正达 49还试图与政府管理层合作窃取各类种子的

种质，而当一位爱国教授主动揭露此事后，民主党人、群众组织和工会进行了

斗争，这些尝试才被制止。 

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正不顾一切地开采资源, 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为了他

们的利润，使数十亿英亩的森林、林地和河流正遭受着大型采矿项目、大型工

业项目和大坝的摧毁。树木、各类动植物，都正在走向灭绝。噪音、土地、地

表水和空气污染都在加剧。对环境的破坏正在放肆地进行，而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则正在逐渐消失。 

因为我国的采矿工业，除了大河以外，其他的众多小河以及运河都受到了

污染，这些河流和运河的水都不再适合耕种。这些水已经被污染到了甚至无法

用于洗涤的程度，也不能直接作为饮用水而使用。几乎所有从矿井附近流出的

 
46 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一个国际农业研究和培训组织，其总部设在菲律宾拉古纳的洛斯巴诺斯，并在 17 个

国家设有办事处。官网为：www.irri.org/where-we-work/countries/india 

47 该种质的大致介绍：en.wikipedia.org/wiki/Semi-dwarf_IR36 

48 棍棒舞（Kolannalu/Kolkolannalu），印度南部地区最受欢迎的舞蹈之一，通常在乡村节庆期间表演。 

49 先正达（Syngenta）公司成立于 2000 年，由诺华（Novartis）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农用化学

品和转基因作物业务合并而成。译者认为，此处所指的“1990 年的先正达”，应为它的某个前身。具体是

哪个前身做了窃取种质的行为，欢迎读者补充指正。目前先正达是一家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供应商，特别是

种子和农药，其管理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自 2017 年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后，成为中国国有企业。 

https://www.irri.org/where-we-work/countries/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mi-dwarf_IR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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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都受到了污染。水生生物和鸟类都正在走向灭绝。除了各种皮肤病外，人

们还正在遭受各种严重疾病的折磨。 

钻井、爆炸、运输列车、货车（卡车）和其他用于在重型采矿中运输矿产

资源的机器，以及他们的巨响造成了严重的噪音污染。据估计，每 5000 吨铁的

开采，就需要使用一吨的爆炸材料。而在部分地区，矿井内爆炸的声音在 150
公里的距离内就能够被听到。这就导致那些煤矿、铁矿和铝土矿附近的城镇、

村庄，以及它们的民房墙壁上，出现了因这些巨响而制成的裂缝。与此同时，

政府军在各个战场和射击场制造出来的炮击，也在对人民群众的耳朵造成这些

噪音和伤害。噪音污染和爆炸的巨响简介地导致了周边群众的心脏病、高血

压、耳聋和早产。 

野外的射击场通常就布置在居民区附近。居民们又因为在这个区域内不停

歇的射击和炮击而受伤，他们的财产也被摧毁。在贾坎德邦，群众经过了斗

争，成功阻止了少部分的野战射击。而在其他众多邦，针对抵制野战射击场的

运动也正在展开。 

而因采矿而爆炸产生的气体、重工业产生的毒气和高炉的污染，它们也共

同加剧了大气污染。 

帝国主义只是从它的工业中不断地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但却从来没有作

出过合理的安排或规划，来避免事故的发生。而仅仅是作业中的疏忽，就已经

致使成百上千的人在若干起工业和地下煤矿事故中丧生，使数十万人患上了严

重的生理或精神疾病。作为一个事例，在 1984 年，一所美国跨国公司联合碳化

物（Union Carbide）50在博帕尔所引发的事故 51，揭示了这种严重的情况。在

那次重大事故中，超过 2500 人因甲基异氰酸酯（Methyl Iso Cyanide）52的泄

漏而丧生，数千人因此而患上了疾病。然而，本应对这样严重事故负责的工厂

总经理，沃伦·安德森（Warren Anderson）被政府官员以慎重的方式和严密的

安全措施保护，最终乘坐飞机，被送去了美国 53。而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统治

阶级奴役人民的方式。 

 
50 联合碳化物公司，通过制造乙烯的专利权发家，逐渐成为一家跨国公司。该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工厂发

生过多次气体泄露事故，博帕尔事件严重打击了该公司的声誉，但仍存续至今。 

51 博帕尔事件的瞬间死亡人数为 2259 人，最终死亡人数估计从 3000 多人到 16000 人不等，多年来估计

有 15000 人遇难，55 万余人受伤，许多接触这种气体的人生下了先天残疾的后代。事故的相关回溯，可

参考此文章：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4/12/bhopal-the-worlds-worst-industrial-disaster-30-years-
later/100864 

52 这种化合物毒性极强，在历史上被纳粹德国用于毒杀犹太人。在工业上被用于制造甲萘威杀虫剂，因

应印度买办政府开展的“绿色革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当地设立大型工厂，生产这种农用杀虫剂。 

53 逃离过程的相关推测：www.indialegallive.com/commercial-news/states-news/anderson-escape-court-
blows-lid-off 

http://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4/12/bhopal-the-worlds-worst-industrial-disaster-30-years-later/100864
http://www.theatlantic.com/photo/2014/12/bhopal-the-worlds-worst-industrial-disaster-30-years-later/100864
http://www.indialegallive.com/commercial-news/states-news/anderson-escape-court-blows-lid-off
http://www.indialegallive.com/commercial-news/states-news/anderson-escape-court-blows-lid-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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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发生在 1984 年，美国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行为， 

直接导致了博帕尔的毒气泄露悲剧，致使 3000 多人死亡，数十万人受伤。 

让我们再看一些实例：2020 年 5 月，12 人在安得拉邦维沙卡帕特南

（Visakhapatnam）县的韩国跨国公司 LG 聚合物（LG Polymers）所造成的有

毒气体泄漏事故 54中丧生，数百人因此患病，并直接导致了数千种鸟类灭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尽管我们的印度剥削阶级的政府，已经亲眼目睹了在俄罗斯 55和日本的核项

目中发生的严重事故，但它们仍正在从那些帝国主义者手中购买过时的设备，

而这些也正在使我们的人民走向死亡。 

没有人能忘记因为纳尔马达（Narmada）河上的大坝而从此被彻底淹没的

村庄的悲惨故事：曾经，因为在戈达瓦里（Godavari）河上进行的波拉瓦拉姆

（Polavaram）大坝建设项目，分布在周边四个邦的 250 个村庄和数十英亩的

森林和农田被永久地埋没在河水之下。而几乎每一座重型水坝的建设都是如

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土地和水资源和人民的

经济生活，都因大量的、不考虑实际的采矿、水坝和工业建设而遭到严重的破

坏。而落下的雨水，则因为这些被破坏的地表，被储存在矿产资源层中，而在

这其中，水流经过这些矿物，尤其是铝土矿，并在全年的时间段内，缓慢地流

入各条小溪与河流。可怕的是，这些小溪与河流正是生活在森林地区的部落或

 
54 维基百科中对该事故的记述：en.wikipedia.org/wiki/Visakhapatnam_gas_leak 

55 全世界的最高等级核事故只有两起，前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日本的福岛核事故。原文误

写为俄罗斯，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确对俄罗斯境内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akhapatnam_gas_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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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部落人民的生命线。对这些矿物的勘探导致这些河流和地下的水位急剧下

降。与此同时，来自矿山和工厂的污水，以及来自这些地区周围浴室及厕所的

污水，它们共同汇集起来，污染着整个河流水域。 

据统计，工厂内，每生产一吨铁需要 44 吨水，而一吨铝则需要 1378 吨。

我们很容易就能清楚，在矿物的开采和生产上，究竟使用了多少吨水，以及它

们因此造成的污染程度。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山峦丘陵和森林——特别是高大的山脉，和宽

广的茂密丛林——这些都是季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巴斯塔（Bastar）的

拉奥加特山（Raoghat hill）56，就非常利于形成季风雨。然而，由于该地区无

休止的采矿，季风已经因此受到了影响。环保主义者们声称，这样的变化，不

仅会导致巴斯塔的降雨量减少，而且还会使恰蒂斯加尔邦南部的降雨量减少，

这些山丘在我国的环境平衡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塔塔、阿达尼等集团仍然

极度渴望继续勘探并挖采这些矿山。不幸的是，中央和地方邦政府都正在以各

种方式，来为帮助他们完成这些欲望而做准备。 

全球变暖的加剧，已经导致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直接

导致了饥荒，不合时宜的降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自然灾害。有人通过数据

预测，全球的海水水位将上升 27 厘米——只是因为全球变暖的加剧。 

同时，电子产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辐射污染

程度早已超过了国际制定标准的程度。这些污染造成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疾病。

人民的生命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跨国公司也在利用这种情况来牟取利润。他

们正在扩建医疗卫生设施，并通过垄断的大型专科医院来剥削人民，他们在剥

削阶级的政府支持下，以各种“为了人民的健康计划”的名义，公开合法地掠

夺人民的财产。 

在另一方面，政府还正准备在内陆的广袤森林中建立旅游中心，这些将会

是有钱人们的奢侈品消费中心。当地部落人民的文化、传统、歌舞，将在这些

地方沦为供人消费的商品。资本主义下的不良文化正在从其他地方引入，当地

人民的朴素民主文化正受着它们的影响，合法的身体交易正在得到鼓励，艾滋

病等疾病极有可能会借此传播到内陆地区，和所有到访过这些旅游中心的人身

上。因此，我们党是坚决反对建立这样的旅游中心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正

在使工人、职员和人民感到窒息。它给人民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并加剧着

高强度的劳动剥削。它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极其狭隘，并迫使人们在每年的周末

或月末前往某些地方，这整个畸形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政客、大承包商、木

材及采矿业中的黑手党们，团结起来与森林警察们合作，共同从国家公园、自

 
56 拉奥加特山的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wiki/Rowghat_Mines。它拥有恰蒂斯加尔邦第二多的铁矿储

量，仅次于贝拉迪拉。此外，在印度南部，“ghat”意为山（脉），比如上述的拉奥加特山和西高止山脉

（West Gha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wghat_M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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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中成规模地走私资源。哈斯德奥（Hasdeo）森林和其他这样的绿色森

林正在被滥砍滥伐，并用于工业用途 57。在管理当地森林的官僚和警察的帮助

下，森林动物被肆意猎杀。 

在另一方面，中央和邦政府正在以建设公园、老虎保护区、森林保护区或

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名义驱逐原住部落和农民。他们正在践踏部落人民的人

权。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赞助的民间组织正在进行过夸张而错误的宣传，声称

部落居民是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的威胁。而这决然不是一个事实。实际上，世

世代代生活在森林中的部落人民才是森林、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卫士和守

护人。当地的部落民是森林的孩子，他们与森林交织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和生

计同他们脚下的森林交叉融合，密不可分。森林，以及在其中繁衍的动物，均

因他们，和他们对自然的斗争而生存。但现在，当他们被驱逐时，人们必须重

新考虑如何去保护森林、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这并不仅仅只是部落人民自

己的问题，它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存在。因此，无论是本国和外国的人民，都需

要反对反动政府制定的所有计划，如向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屈

服的发展模式，重矿、工业和建造水坝等，正是这些计划使得部落人民流离失

所。任何破坏环境的敌人都必须被赶出森林。所有人必须准备好同人民站在一

起，一同进行报复，用现有的武器进行武装斗争。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办法

去支持人民的斗争，我们呼吁青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革命运动领域大力招

募解放军的战士，并在之后参加正在扩大和加强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到全国

各个地方去，并勇敢地站出来与人民携手合作。 

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们，为了利润而不惜对环境造成严重的伤

害，他们纵容噪音、水和空气污染，而在中央，以莫迪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政

府，最近也修改了规定中对这些人采取处罚的法案，这分明是违背工人、农

民、中产阶层和部落人民，以及国家利益的，这只能是符合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利益的。1986 年的《环境（保护）法》、1974 年的《水

（污染预防和控制）法》、1981 年的《空气（污染预防、大气控制）法》，关

于它们的所有修正案都是为了保护和偏袒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而颁

布的，然而这些修正案本身就违反了这些法律。这些修正案使那些纵容环境、

水和空气污染的资本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只有名义上的罚款。然而，即便是

在修正案之前，也没有资本家因此被送进监狱。原本，这些法案为人民的斗争

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目前的修正案则只是给了资本家们毫无约束和区分的权

力。他们将继续纵容对环境的破坏。我们的环境即将进一步陷入危机。我们党

呼吁全国人民和人民的民间组织站起来，坚决反对这些法案中的偏袒资本主义

的修正案。我们党将致力于保护由森林和各类动植物所组成的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环境。人民解放游击军、群众组织和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与

 
57 相关报道：india.mongabay.com/2022/05/in-the-midst-of-coal-shortage-reports-a-coal-mine-
extension-is-approved-in-pristine-hasdeo-forests 

https://india.mongabay.com/2022/05/in-the-midst-of-coal-shortage-reports-a-coal-mine-extension-is-approved-in-pristine-hasdeo-forests
https://india.mongabay.com/2022/05/in-the-midst-of-coal-shortage-reports-a-coal-mine-extension-is-approved-in-pristine-hasdeo-fo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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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一同为此而努力。他们正在提高人民的觉悟，我们人民政府的森林保护部

门是特别注重这方面工作的。我们反对任何使人民流离失所并对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造成破坏的公共的或私人的计划。我们呼吁环保主义者、生物学家、科学

家、民主人士、民权组织、社会组织和部落的社会组织来与我们在这方面合

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强大的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运

动，并要朝着实现各种要求的方向进行斗争。同时，我们想说的是，通过在持

久人民战争的道路上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民主印度，将保证

对森林、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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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此同时，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所活跃的许多地区都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例如煤和铝土。这些资源受着大型跨国资本主义公司的控制，而法西斯

主义的当代印度政府，却向他们谄媚，乞求他们为自己的欲望去窃取这些资

源，许多人因此而被迫离开了家园，以使得这些公司能够轻易地获取原本属于

他们的资源。你能更为详细地介绍一下帝国主义在印度的野蛮行径，以及印度

共产党（毛主义）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如何抵抗这种帝国主义的吗？ 

答：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它却是一个穷人的国家。我们有

源源不断的河流，肥沃的耕地，珍贵而丰富的矿产资源。除此以外，这个国家

还拥有几十万劳动的工人和农民。我国也有几十万的政府和私人职员，几十万

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几十万青年。而在这样广袤的大地上，有着 700 多个民

族或土著聚落，而这些土著和部落居民大约占了总人口的 8.5%。但是，这个国

家的大多数人正在受着饥饿、文盲、迷信、疾病、失业、贫困和其他问题的困

扰。而人民正在以各种他们能够使用的方式，来为了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和争

取民主权利而斗争。自然界的宝藏、资源，丰富的劳动力和当地的技术没有被

应用于本国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也因此而没有被激发。

他们的民主权利被压迫，不得不屈服在少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

义跨国公司的利益之下。 

我们再更为详细地谈谈吧。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不仅是在我国土著、

部落和非部落人民的森林或半森林地区，同样也存在于我们的革命运动地区，

即党、人民解放游击军、群众组织和一些人民革命委员会正在进行运动的地

区，如西孟加拉邦、奥迪沙邦 58、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特伦

甘纳邦、安得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卡

纳塔克邦（西高止山脉）等邦或邦的部分地区。印度本土能够产出大约 90 种矿

产品，例如铁、煤、铝土矿、云母、锰、银、金、石灰石、花岗岩、铝、铜和

水泥。而钻石的采购也是一个很大的贸易项目。印度是这些重要矿物的五大生

产国之一，而在这其中，大约 25%的矿产资源都产出于贾坎德邦。70%的铝土

矿资源和 28%的铁矿石资源产出于奥迪沙邦。特伦甘纳邦和安得拉邦则拥有煤

矿和铝土矿。恰蒂斯加尔邦的巴斯塔县和苏古贾（Sarguja）县盛产铁、云母、

金、钻石、煤、铀、铝土矿、刚玉、白云石和锡石。与此同时，位于马哈拉施

特拉邦的苏尔贾格尔（Surjagarh）山则拥有 9 亿吨的铁矿石。几乎所有邦的森

林和平原地区，都拥有或多或少的矿产资源。 

然而，这些资源的开采从英国殖民印度时就开始了，并在之后的日子里不

断地扩张。英国人通过各种法案（如 1894 年土地征用法、1867 年、1878 年和

1927 年的印度森林法）来宣示他们对森林、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在工

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阶段，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异常激烈。而在当时，印度盛行着

 
58 此邦旧名奥里萨（Orissa）邦，2011 年更为现名，本文全部以新名称为准。维基百科有相关专题页

面，列出了印度独立后所有邦的更名情况：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enamed_places_in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enamed_places_in_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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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剥削与压迫，以及残暴无情的政治权威。政治压迫也在这一时期愈演

愈烈，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带有强迫性质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我国的农业政策

不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而实施的，而是根据殖民主义者的市场需要和

他们的世界市场而改变的。为了铺设铁路线，大量森林被砍伐殆尽。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允许塔塔、贝拉和其他此类我国垄断大资产阶级，

去为了他们自己的战争需求而建立工业，于是，他们也就此加入了掠夺者的行

列。他们开始为了他们的钢铁工业大规模开采铁矿石和煤炭。 

印度在 1947 年进行权力移交后，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此后一直受

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无止境的剥削和压迫。而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最终窃

取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则一直在为他们服务，并同样

在进行着无止境的、无差别的剥削和压迫。随着政权的更迭，印度的买办资本

家和封建阶级，逐渐变成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然而无论他们所代表或形成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政党属于议会中的哪一种派别，代表我国剥削统治阶级的中央

和邦政府都会毫无疑问地执行有利于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阶级的经济、工业、矿产、农业、教育和卫生政策。而这些政策正在创建有利

于他们的，利于这些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基础设施体系，同

时又服从于国内或者国外的统治阶级内部划分利益蛋糕的决议。自 1991 年以

来，他们在所有领域实施了 LPG 政策。 

让我们看看这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们犯下的罪行。印度政府于 1958
年成立了国家矿产开发公司（NMDC），负责矿产资源调查，采矿，生产，销

售，出口，建立钢铁工业和其他类似的事情。同样是这家公司，在 1961 年，与

日本钢铁厂达成了协议，腾出 22 个部落村庄的位置，在恰蒂斯加尔邦巴斯塔专

区达恩泰瓦达（Dantewada）县 59的贝拉迪拉（Bailadilla），即现在的丹达卡

兰亚（Dandakaranya, DK）游击区 60，设厂并开采铁矿。然而，却没有人因开

采铁矿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得到相应的补偿或有效的治疗。自 1968 年开工以

来，来自贝拉迪拉的铁矿石正以每吨 50 至 400 卢比的低价，被日本、中国和

韩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洗劫一空。埃萨 61和其他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公司也正试图

掠夺这些资源。你一定知道，在世界市场上，铁矿石成本能高达每吨 5600 至

10000 卢比。而小型钢铁厂和海绵铁 62工业所需的铁矿石，则以不低于出口的

价格提供给恰蒂斯加尔邦的中小资产阶级，这直接导致了近 150 个工厂关停，

 
59 1999 年，巴斯塔县的区划被一分为三，即现在的巴斯塔县、达恩泰瓦达县、坎克尔县，这三个县以及

其他数个县都归属于巴斯塔专区管辖。因此，在 1961 年时此地由巴斯塔县管辖。 

60 丹达卡兰亚，意为“惩罚的森林”。该地区丛林密布，部落众多，横跨了特伦甘纳、安得拉、恰蒂斯加

尔、奥迪沙、马哈拉施特拉共 5 个邦的 16 个县，是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长期扎根的最重要游击区之一。 

61 埃萨（ESSAR）集团是一家印度跨国企业集团，由鲁亚兄弟于 1969 年创立。该公司控制着印度的能

源、基础设施和物流、金属和采矿、技术和零售等核心领域的一些资产。 

62 又称为直接还原铁（DRI），适用于冶炼杂质较少的铁矿石。将铁矿石加热至 800~1200℃后，固态氧

化铁与氢气或一氧化碳反应，并还原为海绵铁。相比于高炉炼出的生铁，该技术极大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对

燃料的消耗，但纯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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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多名工人就此流浪街头。潜在的风险正在进一步地扩张和蔓延。不幸的

是，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以“发展”的名义建造的基兰杜尔-维沙卡帕特南（Kirandul-
Visakhapatnam）63铁路线上有超过 24 列货运火车，但真正为人们提供便利的

只有一列客运列车。原先，印度政府号称铁路线是一项重大的工程壮举，然而

建造它是为了什么？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的加剧，正导致健康欠佳的风险上升，摧残着人民、牛、森林动物和鱼类。目

前，达尔利-拉奥加特山-贾格达尔普尔（Dalli-Raoghat-Jagadalpur）铁路线 64

正在以相同的名义进行着开发和铺设。可实际上，这条铁路线只是为了帮助那

里的武装部队从恰蒂斯加尔邦的拉杰南德冈（Rajnandgaon）县和巴斯塔专区

的拟议矿区转移矿产资源。 

政府还允许埃萨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公司，为他们的私利铺设专属的运输管

道，这使得原本已经低至每吨 550 卢比成本的铁矿石，在建成这条运输管道后

降低到只有 80 卢比。铁矿粉就这样通过管道从贝拉迪拉转运至维沙卡帕特南，

这同时导致巴斯塔的水资源因服务于这种转运而被大量浪费在了孟加拉湾，并

造成了巴斯塔的水资源短缺。埃萨公司为了铺设这条运输管道，占用了长达 267
公里，宽 20 米的地带，但却没有为因此而失去家园的人们赔偿一分一毫，还砍

伐了数千公顷的森林。 

这还有一个例子：印度政府没有向恰蒂斯加尔邦中小资本家的产业提供生

产必需的煤炭。不止于此，莫迪政府自本年八月起后的 6 个月内，就以“煤炭

危机”的名义停止对这些产业的煤炭供应，只有邦首席部长 65（在中央作为反

对派角色的国大党代表）对此进行了徒劳的呼吁。数以百计的中小型企业正面

临倒闭危机。而同样是在解决“煤炭危机”的名义下，垄断买办大资产阶级却

得到了远超中小型企业所能获得的大量煤炭供应，与此同时，其他企业却不得

不从外国高价进口煤炭。这就是我们印度政府所推出的卖国且反人民的政策。 

这还有一个令人乍舌的案例。我们的“好”政府，在 1998 年时，把希夫纳

特（Shivnath）河流经恰蒂斯加尔邦杜尔格（Durg）县的长达 23 公里的河段，

卖给了 Radius 水务有限公司。虽然在购买合同中明确提及了该公司必须履行向

民众提供水资源购买的义务，但该公司最终还是在其河道两边的租赁范围内铺

设了围栏。河道两岸数十个村庄的人们完全无法继续使用这些河水，他们被欺

骗了！我们不禁发出疑问：究竟是谁给了政府权力，使得他们能够将天然的河

流与水资源卖给私人公司？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农民们最终破坏了围栏，并

宣布了他们对于河流的主权。 
 

63 关于该铁路的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wiki/Kirandul%E2%80%93Visakhapatnam_Express 

64 达尔利和贾格达尔普尔这两座城镇是铁路的起点和终点，而拉奥加特山的铁矿位于该铁路线中间段。

相关报道：trainnews.in/dalli-rajhara-jagdalpur-rowghat-railway-line 

65 布佩什·巴盖尔（Bhupesh Baghel），担任恰蒂斯加尔邦第三任和现任首席部长，曾担任邦议会主席。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randul%E2%80%93Visakhapatnam_Express
https://trainnews.in/dalli-rajhara-jagdalpur-rowghat-railwa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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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该邦的赖格尔（Raigarh）县，买办官僚资本家金达尔 66在这里建

立了他的钢铁电力工业帝国 67。为了使他的工业帝国得以运转，自 1990 年至

2010 年，他已经迫使近一万多的农民家庭流离失所。这些失去了土地与家园的

农民和雇农成为了农民工。在当地政府税务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金达尔不仅掠

夺了这些村庄的土地，还夺去了村民们世代使用的水池。 

中央和各邦政府还正在以“减持/撤资”的名义，把国有领域的产业以极低

的价格贱卖给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这也是 LPG 政策的一部

分。巴拉特铝业公司（BALCO）68是重要的政府所有制企业（PSU）69之一（被

称为“Navaratna”70），据说当时投资了 500 亿卢比，然而在 2001 年，当时执

政的人民党中央政府将公司 51%的股权售卖给了斯特莱特（Sterlite）公司 71。

此外，安比卡普尔（Ambikapur）的铝土矿也被转交给了斯特莱特公司的阿尼

尔·阿加瓦尔（Anil Agarwal）72。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例子 73。 

对这些资源的私有化开发始于国大党执政时期，而在人民党执政期间进一

步加剧 74。自 1991 年 LPG 政策全面实施以来，中央和各邦政府已经和买办官

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签订了成百上千份的谅解备忘录（MoU），它

们用于出口矿产资源、建设重工业、开采各种矿产和建设大坝项目。中央和各

邦政府正在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公司共同举办峰会，为他们偷窃我国

的资源敞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坛也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举行以达成相关协

议。自从莫迪上台后，他以“印度制造”、“马哈拉施特拉邦制造”和“古吉拉特邦

制造”等名义，进一步加快和加强了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开采。所有的邦正疯狂地

举行这种“制造（Made in XXX）”的庆典。且让我们观察一些实例，来理解这

种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据统计，自权力移交以来，中央和邦政府以“发展”计划的名义，已经迫

使近 5000 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园。过去三十年里，为了建造工业、矿山、水坝、

 
66 此为萨詹·金达尔（Sajjan Jindal），是萨维特里·金达尔的儿子，金达尔家族的重要成员。担任 JSW
集团的主席和总经理，以及世界钢铁协会的副会长。该集团业务涉及钢铁、采矿、能源和基础设施等。 

67 指的是 JSW 能源（赖格尔）有限公司（JSW Energy (Raigarh) Ltd.）和 JSW 钢铁（赖格尔）有限公司

（JSW Steel (Raigarh) Ltd.）。 

68 巴拉特铝业公司（BALCO）成立于 1965 年，是印度的第一家 PSU，对印度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

用。2001 年，印度政府将公司 51%的股份转让给斯特莱特工业有限公司。 

69 这类企业由印度政府建立或拥有，以实现前述的“混合经济”。 

70 该词来源于梵文，意为“九颗宝石”。PSU 根据运营规模和组织架构分为三类，Navaratna 是其中一

类。此表给出了各分类的说明：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sector_undertakings_in_India#Management 

71 斯特莱特工业有限公司（Sterlite Industries India Limited）是一家印度跨国公司，主要从事光纤、电

缆、网络和软件等产业，旗下有多家子公司。现已合并重组为韦丹塔有限公司的一部分。 

72 此人是韦丹塔资源有限公司（Vedanta Resources Limited）的执行主席。 

73 维基百科表格：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sector_undertakings_in_India#List_of_CPSUs_privatized，
当中列出了十余家被私有化的中央政府所有制企业（CPSU）。 

74 自 1991 年 LPG 政策实施以来，国大党和人民党是交替执政的。国大党执政时期为：1991-1996，
1996-1998（多党联合执政），2004-2014。人民党执政时期为：1996（13 天)，1998-2004，2014 至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sector_undertakings_in_India#Manag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sector_undertakings_in_India#List_of_CPSUs_priva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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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和铁路，贾坎德邦有近 150 万部落居民被迫迁移，其中 40%是部落人民，

25%是达利特人。在这些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有 75%的人没有得到安置，其余

25%的人仅得到了名义上的安置。同时，在政府和跨国公司抢来的土地中，有

大约 40%属于部落人民。自 2005 年以来，我们知道安赛乐米塔尔、浦项制铁

（POSCO）75、韦丹塔资源-韦丹塔 76-斯特莱特工业、菲尔普斯-道奇（Phelps 
Dodge）77、ACC 力拓（ACC Rio Tinto）78、澳大利亚力拓联合锌业（CRA）
79、戴比尔斯（De Beers）80、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Exploration）
81、必和必拓（BHP Minerals）82、Proem Alcon83、挪威海德鲁（Norsk 
Hydro）84、阿斯顿矿业（Aston Minerals）85和其他类似的帝国主义的钢铁或

矿业公司，都已经取得了政府许可，在贾坎德邦、奥迪沙邦、中央邦、恰蒂斯

加尔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进行对铁、煤、金、钻石、

铝土、云母和银等矿产的实地勘探。此外，印度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

矿业公司，如塔塔、金达尔、贝拉、埃萨、阿达尼、诺卡（Nouka）86、劳埃德

公司（Lloyd company）87和其他此类公司也都陆续拿到了政府的采矿许可。 

 
75 韩国大财阀之一，钢铁行业巨头，还涉及体育、教育等领域。创始人为韩国前总理朴泰俊，在五一六

军事政变中他给予朴正熙鼎力支持，之后凭借这一裙带关系（朴正熙访美时和美国企业商谈融资和引进技

术，以建设制铁所），创建了浦项制铁并长期担任会长。 

76 韦丹塔有限公司（Vedanta Limited），原名 Sesa Sterlite Limited，是韦丹塔资源的印度子公司，在

2013 年由斯特莱特工业、韦丹塔铝业（Vedanta Aluminium）和塞萨（果阿）铁矿石（Sesa Goa Iron 
Ore）合并而来，主要经营铁矿石、金矿、铜矿和铝矿等。 

77 一家美国公司，成立于 1834 年，起初做英美间的棉花和金属进出口生意，积累原始资本后开始收购

各地矿山，至 19 世纪后期转型为矿业公司。该公司历史上因其反工会策略、镇压大规模罢工、工伤致死

事故和破坏环境等恶行而臭名昭著。2007 年被自由港·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收购。 

78 该公司是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的印度子公司。力拓是英-澳跨国公司（但最大股东是中国铝

业），产品包括铝、煤、铁、铜、铀、黄金和钻石等。在西班牙，其厂房的有毒烟雾摧残农田，却勾结国

民警卫队向抗议者开枪，造成 13 人死亡；在澳大利亚，为了建厂毁坏古迹；在印尼，其采矿活动严重损

害生态环境；在塞尔维亚，试图开采锂矿并引发激烈抗议。 

79 澳大利亚力拓联合锌业（Conzinc Riotinto of Australia），简称 CRA。成立于 1962 年，由力拓和联合锌

业（Consolidated Zinc）改组合并而来；1995 年，与力拓锌业公司（RTZ）合并为现在的力拓集团。 

80 戴比尔斯是钻石行业的卡特尔、跨国公司，占据全球 4 成的钻石开采和贸易份额。一百多年来，该公

司垄断市场并蓄意控制产量，导致钻石价格居高不下。 

81 英美资源集团是戴比尔斯的母公司，主营钻石、冶炼、煤炭和木材等行业。该集团在印度有子公司

Anglo American Exploration (India) Ltd。 

82 必和必拓是全球最大矿业公司，主营铁矿、能源、铜和铀。在新几内亚，该公司的采矿毒废料导致河

流被严重污染；在巴西，合资子公司的尾矿坝坍塌导致一座城镇被摧毁，19 人死亡，周边生态被严重破

坏；在智利的全球最大铜矿 Escondida，该公司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周边居民和部落民被迫迁徙。 

83 未能找到该公司任何相关信息，欢迎读者补充。 

84 这是挪威的铝业和能源公司。二战期间，该公司的数间工厂为纳粹德国生产重水和金属，是法西斯分

子研发核武器计划的帮凶，但战后没有任何相关人员被追责清算。挪威政府现持有其三成以上的股份。 

85 阿斯顿矿业有限公司（Aston Minerals Limited），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从事镍、钴、铜和黄金的收

购、勘探和开采，业务遍及澳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多个国家。 

86 诺卡集团（Nouka group），主营建筑材料和铁矿石，包括开采、制造、批发和出口的业务，在全印多

地开展业务，总部设在孟买，在当地的尼赫鲁港设有大型制造加工厂和物流库存设施。 

87 劳埃德金属与能源有限公司（Lloyds Metals and Energy Limited），在印度本土从事铁矿石开采、海绵

铁制造和发电业务。该公司正在对前文所述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苏尔贾格尔矿山进行铁矿石开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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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通过此例就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些公司是如何获取利润，以及获取了多少

利润：乌特卡氧化铝公司（UAIL）88计划于未来 25 年内，以 450 亿卢比的成

本，在近 8000 英亩的土地上进行开采，以获取近 28000 亿卢比的利润。 

直至 2007 年 11 月 30 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批准并建立了近 760 处经济

特区（SEZ）。这个数字现在肯定增加了。为此，政府部署了准军事部队、警察

部队、goonda 团伙 89和公司经纪人，从 20 个邦的农民和部落人民手中强行夺

取了 20 万公顷的土地。穆克什·安巴尼为了信实集团经济特区的发展，强迫新

孟买（Navi Mumbai）90的 35 个村共 25 万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并掠夺了 3.5 万

英亩的土地。 

为了建设工业走廊、沿海走廊、出口加工区、港口和其他类似的区划，全

国各邦农民和部落人民的农林用地正被以极端官僚化的方式强占。这些区划所

需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特级高速公路、机场、“大海的花环

（Sagarmala）”91、子弹头列车-高速列车和娱乐公园等正在陆续建设中。 

莫迪政府允许买办资本家高塔姆·阿达尼建造港口、机场、900 所冷库和

900 家多功能电影院，还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采矿业提供了大量补

贴。在横跨科尔巴（Korba）县、苏古贾县和苏拉杰普尔（Surajpur）县的哈斯

德奥丛林中的哈斯德奥-阿兰达（Hasdeo Arand）煤矿区内，中央和邦政府租赁

了两处面积达数十万英亩的矿藏。人们正团结在“哈斯德奥丛林之路（Hasdeo 
Jungle Bachao）”委员会的旗帜下，对阿达尼砍伐森林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斗争。

珍贵的柚木、其他树木、动物和花卉等物种正濒临灭绝。 

 
88 Utkal Alumina International Ltd，简称 UAIL，是由贝拉集团旗下主营金属业务的印度铝业（Hindalco）
完全控股的子公司。 

89 Goonda 是印度对受雇罪犯的一个术语，还有相应的 Goonda 法案。以下内容节选自党关于“和平行

动”的一份文件 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Misc/SalwaJudum-pamphlet.pdf：1990
年 10 月，在恰蒂斯加尔解放战线（CMM）的 Shankar Guha Niyogi 领导下，数以千计的比莱（Bhilai）工

人开始斗争。资本家的私人 goonda 雇佣军多次袭击，造成许多工会积极分子死伤。超过 4000 名工人因

加入 CMM 附属工会被解雇。因斗争未能遏制，州警察便主动出击为资本家服务。 

90 新孟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计划兴建的一座城市，位于孟买东部，目的在于缓解孟买人口过多和基础设

施不足的问题。自 1972 年开始规划修建，至今已居住上百万人。 

91 Sagarmala 指的是港口和沿海的基础和工业设施。印度政府推出了相应的 Sagarmala 计划，目标是以最

优的基础设施投资来降低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的物流成本。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Misc/SalwaJudum-pamph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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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德奥森林的原住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抵制了商业资本家高塔姆·阿达尼 

（在撰写本采访时为世界第二大富豪）的公司破坏其家园的企图。 

在奥迪沙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总共签订了有关 9.7 万公顷土地的 600 份

采矿租约。但是，奥迪沙邦仍有 46%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事实向

我们表明，采矿业榨取的利润全被企业公司、政治领导人和政府高官们拿走

了，而不是老百姓或其他人得到了这些利益。 

与此同时，贾加特辛格普尔（Jagatsingpur）村 92的农民一直在阻止政府的

企图——强迫 2.2 万名农民迁徙，为韩国跨国公司浦项制铁的钢铁厂腾出 4 千

英亩的土地。韦丹塔-斯特莱特公司也正试图在尼亚吉里（Niyamgiri）山上开采

铝土矿，代价是库维（Kuvvi）部落人民彻底失去他们的生活与身份。为了达成

这一目的，他们在该地区部署了准军事部队，并扩展至地毯式的安保工作。部

落农民正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由于在科拉普特（Koraput）县、巴朗格伊尔

（Balangir）县、卡拉汉迪（Kalahandi）县和赖格尔县的铝土矿开采项目，以

及国内外公司的工业设施，例如韦丹塔资源-韦丹塔铝业-斯特莱特（印度）、奥

迪沙邦矿业股份有限公司（OMC）93、西南奥迪沙邦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SWOMC）、贝拉集团-印度铝业-乌特卡氧化铝公司、加拿大铝业集团

 
92 奥迪沙邦有两处地点的名称几乎相同，分别是贾加特辛格阿普尔（Jagatsinghpur）县，以及加贾帕提

县下辖的贾加特辛格普尔（Jagatsingpur）村。根据文中描述和相对地理位置（与游击区的距离），所指的

应是后者。二者间距离较远，特此提醒读者注意区分。 

93 Odisha M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简称 OMC，是一家金属类政府所有制企业（PSU），是奥迪沙邦

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资公司，主要从事当地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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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N）94和国家铝业公司（NALCO）95，致使卡希普尔（Kasipur）村、戈

帕布尔（Gopalpur）镇、甘达马丹（Gandamardhan）山、贾贾普尔

（Jajpur）镇、卡林加纳加尔（Kalinga Nagar）镇 96、贾加特辛格普尔村、肯

杜贾（Keonjhar）镇和塞伦达格（Serengdag）村的数千名部落人民失去了家

园。不幸的是，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跨国公司和阿达尼等买办资本家们，以核电工业、热电工业、铝土矿开

采、工业走廊、沿海走廊和石油走廊的名义，对当地人民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威

胁，还将丰富的自然财富和沿海财富全部收入囊中。在特伦甘纳邦建设的一些

项目，比如博勒沃勒姆（Polavaram）97、卡瓦尔（Kawal）老虎保护区 98、辛

格雷尼（Singareni）村露天煤矿和其他类似的若干项目使部落人民流离失所。 

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恰蒂斯加尔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企图夺取部落

人民的数十万英亩庄稼地和林地，以便于他们执行与跨国公司和买办资产阶级

的协议。在拉杰南德冈县、坎克尔（Kanker）县和巴洛德（Balod）县边界的森

林和山上，有大量的铁矿石、石英、砂石、二氧化硅晶体、陶瓷粘土、石灰

石、白粘土和铀。尽管在党的领导下，当地群众一直坚定地同在这里进行的采

矿活动作斗争，但印藏边境警察部队（ITBPF）99、边境安全部队（BSF）100已

经在此建立起数十座营地，当中的一些采矿项目是在持续镇压群众的情况下进

行的。随着群众运动被压制，采矿活动也正在阿赫拉迪（Ahladi）101、巴巴斯

布尔（Barbaspur）102、阿里-东格里（Ari Dongri）103、马哈马亚

 
94 加拿大铝业集团，简称加铝/力拓加铝/ALCAN，是世界第二大铝业公司，从事铝土采掘、原铝、铝制

品、铝包装和氧化铝加工等业务。2007 年被力拓收购。 

95 National Aluminium Company Limited，简称 NALCO，是印度矿产部门和政府所有的一家 PSU，业务包

括铝土矿开采、铝制品冶炼和铸造、发电、铁路和港口运营等。目前，印度政府持有其 51.5%的股权。 

96 此地是奥里萨邦的重要工业中心，沿海，富含铁矿石。塔塔钢铁、金达尔等买办大公司已在此建厂。 

97 Polavaram 项目是安得拉邦戈达瓦里（Godavari）河上在建的综合水利项目，包括运河、水库和灌溉等

方面。该项目造成 276 个村庄的 44574 个家庭被迫迁移（部落民约占一半），还将淹没若干公顷农田、几

处考古遗址和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该项目波及临近的奥迪沙邦，也导致一些部落流离失所。 

98 卡瓦尔老虎保护区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位于特伦甘纳邦曼彻里尔（Mancherial）县。印度政府于 2012
年宣布卡瓦尔野生动物保护区为老虎保护区，并造成当地部落民流离失所。 

99 这是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下辖的一支准军事部队，名义上常驻于中印边境，但多次被抽调参与围剿印共

毛的军事行动。 

100 这是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下辖的另一支准军事部队，常驻于印度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边境。其常驻地

之一就是边境的西孟加拉邦，多次参与围剿印共毛的军事行动。 

101 节选自党的官方文件 www.bannedthought.net/India/PeoplesMarch/ePM/PM-V13N02-OctDec2014-
Corrected.pdf 的描述：Ahladi 拥有 1280 万吨铁矿石储量，但都承包给了 Jaiswal Necco 等矿业公司。 

102 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党的游击队员曾袭击该矿场并焚毁车辆：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
news/maoists-set-18-vehicles-on-fire-in-bastar-s-mining-area/story-URzmVB67dF9ZbjMkSmxUxH.html 

103 Ari Dongri 矿山由贝拉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Godawari 经营。此地开采多年，矿石质量已经下降了。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PeoplesMarch/ePM/PM-V13N02-OctDec2014-Corrected.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PeoplesMarch/ePM/PM-V13N02-OctDec2014-Corrected.pdf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maoists-set-18-vehicles-on-fire-in-bastar-s-mining-area/story-URzmVB67dF9ZbjMkSmxUxH.html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maoists-set-18-vehicles-on-fire-in-bastar-s-mining-area/story-URzmVB67dF9ZbjMkSmxUx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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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maya）104、帕勒马迪（Pallemadi）105和查尔冈（Chargaon）106等矿

区继续进行。 

恰蒂斯加尔邦的各种矿山已经租给了塔塔、金达尔、埃萨、阿达尼和贾伊

斯瓦尔-内科（Jayaswal Neco）107公司，而马哈拉施特拉邦加德奇罗利

（Gadchiroli）县的矿业也已租给了塔塔、埃萨、安赛乐米塔尔、金达尔钢铁、

韦丹塔、劳埃德、力拓、戴比尔斯以及必和必拓等企业公司。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各级各地的剥削政府正在把我国的自然财富和矿产资

源贱卖给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和国内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公司。因此，数十万

公顷的庄稼地和林地正落入国内外大公司的掌握中。部落社区，如穆里亚 108

（Muria）、Koya、Halba、Dhurva、Batra、Koyatur、Koyagal、Korga、
Rajgond、Gond、Lohar、Kotadval、Koyyal、Kolam、Pradha、Thoti、
Nayakpod、Kondareddy、Kondadora、Bhagatu、Savara、Jatabu、Kuvvi、
Kotwal、Koliya、Koyamali、Chenchu、Korval、Korna、Kolha、Kol、
Dharu、Kondi、Kondh、Dongaria、Sabara、Komundal、Keriya、Hora、
Hokya、Koltal、Kotia、Bil、Bilal、Juvang、Santhal、Munda、Uraov 和

Ho，以及传统上生活在森林中的 Gando、Gasiya、Harara、Marr、Panara、
Panka、Pradha 和 Yadav 等非部落社区，将彻底失去他们的生活、身份和自

尊。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将成为绝响。 

这有一项重要内容提请你们注意：一方面，政府正在签订协议，将国家的

财富和自然资源交给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些

严苛的新法案，以镇压目前已经出现和正在进行的反对执行这些协议的运动。

《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109和国家情报局（NIA）110被赋予了更多的权

 
104 节选自此报道 www.ndtv.com/india-news/maoists-free-abducted-officials-in-chhattisgarh-391380 的

描述：杜尔格县警长 Kabra 说，毛派武装分子从印度国营钢铁公司的 Mahamaya 铁矿抢走了 1.7 吨炸药和

爆破材料。 

105 摘录自此报道 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raipur/maoists-attack-rajnandgaon-mine-narrow-
escape-for-chhattisgarhs-top-industrialist/articleshow/51315174.cms 的描述：毛派分子闯入 Pallemadi 村
的矿场，射杀了该矿的经理，并留下印有 Pallemadi 地区委员会的红字宣传小册，内容是要求禁止采矿、

为村民提供工作并以“jal-jungle-jameen”来吸引村民。 

106 据报道，游击队员多次焚毁该矿场的车辆：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maoists-
torch-4-vehicles-engaged-in-mining-work-in-chhattisgarh-s-kanker-122101700270_1.html 

107 Jayaswal Neco Industries Ltd，印度的一家上市公司，主营铁矿石、钢铁和钢铁制品的相关业务。原文

误写为 NECCO，译者对照巴萨瓦拉吉同志在 2013 年的访谈后已确认该公司的实际名称。 

108 原文写作 Mariah，应为 Muria。该部落的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wiki/Muria_people 

109 非法活动预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缩写为 UAPA，该法是印度的“反恐”法律，

常被滥用于肆意搜查并逮捕维权人士、记者、和平抗议者、批评家乃至无关人员。印度国大党政府于

2009 年利用该法律将印共毛列为“恐怖组织”。此后，印度政府常借此镇压印共毛和党的各类组织、将某些

事件嫁祸给党或制造以党为借口的冤案。 

110 印度的国家情报局，常简写为 NIA。该机构有权绕过各邦政府处理各邦的“恐怖犯罪”调查。值得一

提的是，党的前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荣登该机构通缉名单榜首，悬赏金额高达 3600 万卢比。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maoists-free-abducted-officials-in-chhattisgarh-39138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raipur/maoists-attack-rajnandgaon-mine-narrow-escape-for-chhattisgarhs-top-industrialist/articleshow/51315174.cms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raipur/maoists-attack-rajnandgaon-mine-narrow-escape-for-chhattisgarhs-top-industrialist/articleshow/51315174.cms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maoists-torch-4-vehicles-engaged-in-mining-work-in-chhattisgarh-s-kanker-122101700270_1.html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maoists-torch-4-vehicles-engaged-in-mining-work-in-chhattisgarh-s-kanker-122101700270_1.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ria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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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严苛的旧法案也被修改了。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在 2005 年提出了《恰蒂斯加

尔邦特别公共安全法》（CSPSA），从那时起，有数千人因该法律而被捕。 

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各邦和这些正在进行革命运动地区的部落人民，正在

与压榨这些资源的行为不懈地斗争。部落人民正在为他们的“水-森林-土地（jal-
jungle-zameen）”权利，为他们的生存权、身份和自尊而勇敢地斗争。党、人

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革命委员会（RPC）始终站在斗争群众的一边。党正在直

接或间接地领导这些斗争，引领斗争的方向。在一些地区，群众正在党、人民

解放游击军和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鼓舞下，在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影

响下，开始自发的斗争。全国数十万群众正在参加这些群众斗争。早期的和平

行动（Salwa Judum）、森德拉（Sendra）111和其他镇压运动，后来的绿色狩

猎行动（Operation Green Hunt）112，都是为了消灭领导这些群众斗争的领导

层，镇压群众，从而为剥削和窃取资源与劳动力、控制市场和政治霸权提供便

利。此外，这些镇压运动也是为了彻底消灭作为人民政府权力机关的人民革命

委员会，而它们是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印度被压迫人民乃至整个革命运动的

希望之光。目前，多头并进的“萨马丹（SAMADHAN）113”战略攻势正以最大烈

度进行着。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地毯式安保得到了加强和扩大。在恰蒂斯加尔-
马哈拉施特拉边区（丹达卡兰亚）、比哈尔-贾坎德边区（BJ）、奥迪沙邦、特

伦甘纳邦、安得拉-奥迪沙边区（AOB）114、马哈拉施特拉-中央-恰蒂斯加尔边

区（MMC）和西高止山脉，反动势力的公司化-军事化正以紧张且迅速的方式进

行。剥削统治阶级正在用基础设施的名义铺设道路、桥梁、管道、铁路线，以

为武装部队的调动提供便利，并以极低的价格开采资源。 

群众明白这些警察营地、道路、桥梁和铁路线的建立，只是为了迫使他们

迁离属于他们的“水-森林-土地”，抹杀他们的生存权利，掠夺他们的资源，并

消灭他们通过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正在与反动势力勇敢且果断地进行斗争的

人民革命委员会。在巴斯塔专区西林格（Silinger），过去 15 个月里，部落人民

 
111 Salwa Judum 是于 2005-2011 年间设立的恰蒂斯加尔邦民兵组织，由部落青年组成，受邦政府训练，

被动员和部署在该邦的镇压行动中。Sendra 是本世纪 00 年代在政府支持下建立的贾坎德邦白匪民兵组

织。2007 年对贾纳帕蒂总书记的采访中，详细地讲述了党和两个白匪组织间的斗争：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
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
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112 绿色狩猎行动始于 2009 年，是印度政府对印共毛的大规模围剿计划，参与者包括数十万准军事部

队、特警和突击队，以及少量空军和陆军士兵，动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等高精尖武器。该行动使革命事业

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党和人民还是成功抵御了一系列攻势。 

113 SAMADHAN 意为“答案”，是印度政府军事围剿计划的代号。S 代表聪明的领导，第一个 A 代表积极

的战略，M 代表鼓励和培训，第二个 A 代表可用的情报，D 代表可计量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和关键结

果领域（KRA），H 代表利用技术，第三个 A 代表为每次行动制定计划，N 代表不会通融受贿。 

114 Andhra-Odisha Border，特指安德拉邦和奥迪沙邦交界处的一片地区，常简写为 AOB。其中 Border
可理解为“边区”。印共毛有很大一部分游击区是边区，这既有自然因素，即印度东南部山脉丛林地形丰

富，且各邦常以山林作为分界；也有人为因素，即各邦自治程度较高，邦政府间互相争权夺利、推诿扯皮

（四大矛盾之统治阶级间的矛盾），难以协同行动的弱点。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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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他们作为这一系列斗争的标志，站在了最前沿。部

落人民一直在举行无限期的抗议活动，反对在贾坎德邦的伯勒斯纳特

（Parasnath）山、安得拉-奥迪沙边区、维查加特（Vechaghat）、贡巴得

（Gompad）、辛格拉姆（Singaram）、布尔吉（Burji）、帕斯纳尔

（Pusnar）、维查帕尔（Vechapal）、普苏古帕（Poosuguppa）115、贡多得

（Gondod）、戈纳姆（Gornam）和丹达卡兰亚的其他地方建立新的警察营

地。政府正在对他们进行野蛮血腥的镇压。长枪短炮、催泪瓦斯、非法逮捕、

枪击、破坏和迫击炮的炮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群众正在继续斗争，反制

政府的镇压，对抗政府的准军事部队和警察部队，阻挠采矿项目的进行。人民

解放游击军的反击行动正在为这些斗争提供有力的保障。各界学生与青年、部

落与非部落人民、知识分子和杰出民主人士的支持，为这些斗争注入了自信和

坚定的决心。于是，群众的这些斗争、反击和战争得以协作进行，共同阻止着

政府与公司协议的实施。 

党和人民阻止了在拉奥加特山于 1990 年代开始的采矿活动。在人们长达

10 年的抵抗下，塔塔集团不得不放弃在罗汉迪古达（Lohandiguda）的万亩部

落土地上建立钢铁厂的计划。而在图尔利（Dhurli）、班西（Bhansi）和卡马

鲁尔（Kamalur）村占地 4000 英亩的埃萨钢铁厂，也因人们的抵制而不得不撤

出。在因德拉瓦蒂（Indravati）河上建造巨型水坝的计划也未能完成。在党的

领导下，人民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在阻止许多像这样的采矿项目。 

比如，在西孟加拉邦：英勇的辛古尔（Singur）人，就用他们的斗争反击

了塔塔集团建立 Nano 汽车 116工业的计划；同邦的南迪格拉姆（Nandigram）

人也通过斗争赶走了一个印度尼西亚跨国公司——三林（Salim）集团 117；萨尔

巴尼（Salbani）人通过历史性的拉尔加（Lalgarh）斗争阻止了金达尔工业的扩

张。 

库维部落的人从奥迪沙邦的尼亚吉里山驱逐了韦丹塔-斯特莱特产业的所有

者阿尼尔·阿加瓦尔。 

2006 年 1 月 2 日，买办官僚统治者纵容警察对 15 个村庄中反对建设塔塔

钢铁厂的 15000 名示威者进行开火，并帮助塔塔集团在该地区建设钢铁厂。然

而，奥迪亚（Odiya）人在贾加特辛格普尔村抗议浦项制铁，奥迪沙邦、安德拉

邦和特伦甘纳邦的人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共同抗议维萨卡（Visakha）、马里

（Mali）和德瓦马里（Devamali）山区中的铝土矿开采，以及纳拉马拉

（Nallamala）山区的铀矿开采。 

 
115 此地有一则近期新闻：www.youtube.com/watch?v=0pJA8cphlCY。从画面上推断，应该是抓良冒功。 

116 这是 2009 年时塔塔集团推出的一款售价 2000 美元的小型汽车，因为销量不佳现已停产。 

117 该集团创始人是印尼华商林绍良，前华人首富。在印尼抗荷独立战争期间，此人偷越封锁线做军火贸

易，由此结识了包括苏加诺和苏哈托在内的许多军官。之后借助苏哈托的裙带关系发家，涉足工、商和金

融业，垄断了印尼的水泥和面粉行业，并通过三林集团向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垄断资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pJA8cphl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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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图图库迪（Toothukudi），政府为了镇压人民，以激进

的方式镇压了对斯特里特公司的斗争，这导致 13 人被杀，100 多人受伤。西高

止山脉的人们也在反对开采铁矿石。加奇罗利（Gadchiroli）人民正在马哈拉施

特拉邦的苏尔贾格尔、达姆科迪瓦希（Damkodivahi）和科奇（Korchi）反对

采矿。巴斯塔县的阿姆代（Amdai）、图拉得（Tulad）、塔拉尔梅塔

（Taralmetta）、皮托梅塔/南达拉吉（Pittodmetta/Nandaraj）山区的部落人

民也正在与采矿进行不懈的斗争。 

但中央政府决定在马德（Maad）地区以军事训练中心的名义建立一个军事

基地，该地区恰好是巴斯塔专区那拉延普尔（Narayanpur）的名为“阿布兹马

尔（Abuzmaarh）”的古老部落之一——穆里亚部落的居住地。早些时候的恰

蒂斯加尔邦人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将阿布吉马尔（Abujmarh）118的四分之一交

给印度军方。阿布吉马尔有多种矿产资源，这是该国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

2011 年至 2013 年，印度政府在阿布吉马尔部署了数千名印度陆军，并训练他

们进行丛林战。但不久后，印度政府在丹达卡兰亚人民、民主知识分子、人权

社会组织的激烈抗议运动中暂时停止了军队的部署。 

革命运动各邦的大部分林地已被改建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以

及老虎、豹子、野牛的保护区、旅游胜地和野外射击场，导致数百个村庄变成

了墓地。成千上万的家庭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群众正在抗议这些政策对生活

环境造成的破坏。 

部落人民通过数十年的斗争，以法案形式获得了一小部分权利。要知道印

度宪法赋予部落人民的权利其实很少，而且这些法案和权利事实上从未完全实

施，它们一直是我们制定斗争要求的基础。只有少量法案具备亲民的一面，宪

法第五附表、1996 年 PESA119法案、村选委会（Gram Sabhas）120法案、2006
年林地属性法案 121、2013 年森林保护法案。各邦政府在各自势力范围制定了各

种法案，禁止购买或没收第五附表所列地区的部落土地。PESA 法案、2006 年

林地属性法案、2013 年森林保护法案明确提到，未经部落许可，中央和邦政府

不得为任何类型的发展计划、工业、矿山和水坝征用部落人民的土地。 

印度政府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签署了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部落权利声明文件
122。文件第 30 节明确指出未经部落人民许可不得在部落土地上采取军事行动。 

 
118 原文中将此地简写作 Marh。但是，在查谟-克什米尔邦的印巴军事停火线附近有一个同名地点，为避

免歧义，译者改用了 Abujmarh。关于该地区的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wiki/Abujmarh 

119 法案全称为：Panchayats (Extension to Scheduled Areas)，意为潘查亚特（扩展至指定区域）。 

120 村一级的选举人会议，村内潘查亚特的成员是由该机构选举出来的，故意译为村选委会。 

121 这是一项承认林权和森林住宅的法案，相关文件：tribal.nic.in/downloads/FRA/FRAActnRulesBook.pdf 

122 联合国网站发布的，该次大会上关于部落权利声明的文件（中文版本）：

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9/06/UN-
Declaration-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_DGC-WEB-CH.pd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ujmarh
https://tribal.nic.in/downloads/FRA/FRAActnRulesBook.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9/06/UN-Declaration-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_DGC-WEB-CH.pdf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9/06/UN-Declaration-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_DGC-WEB-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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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为止，分配和租赁给买办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土地，

以及分配给中央和邦政府项目的土地，都没有得到村选委会的许可。所有这些

都是政府在有关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假村选委会许可的名义发布的。在我们

的游击区设立的警察、准军事和陆军部队的营地没有征得村选委会的许可。人

们正在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要求取消所有未经村选委会许可而建立

的营地，并在未经村选委会许可的情况下不建设任何项目。在贾坎德邦和恰蒂

斯加尔邦北部开始的“帕塔加尔希（Pathalgarhi）”斗争以“我们的村庄，我

们的政府”为口号，蔓延到中央邦、奥迪沙邦和恰蒂斯加尔邦南部的边界。 

现在，法西斯莫迪政府通过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颁布森林保护条例，肆意

践踏部落人民的权利。这是对部落人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是对宪法的践踏。

通过该法令，中央政府可以在未经村选委会和土地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将部

落农民的土地和林地分配给国内外公司的商业项目。所以我们党的重要任务是

扩大、团结并巩固人民对法西斯政策和反动政府法令的斗争，并使他们朝着反

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封建的人民

斗争战线，把人民战争的进程推向高潮。 

事实上，我们对于土地纠纷、政府和特警的斗争，是与人民迫切的生存问

题交织在一起的。这一切都是反帝、反买办官僚、反封建的斗争。这些斗争必

须同人民战争——游击战争联系起来，不断的加强和扩大。 

剥削统治阶级打着发展的旗号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对人民的进一步剥削，

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他们肆意掠夺人民的资源，摧残人民、破坏环境、背

负国家债务，这不过是一种反发展和卖国的经济模式。无止境的消耗自然财富

和资源，不是真正的为了全体人民和国家，而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和买办剥削

统治阶级的一己私欲。我们要反对和反击这种发展模式！真正良好的发展模

式，应该是开发资源的同时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差别地利用资源，为全

民和国家，为子孙后代的需要作出规划。这场由无产阶级政党独自领导的持久

人民战争，必须通过摧毁帝国主义和买办剥削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民

主主义政权，并且在此基础上，实施良好的、有益于人民的发展模式。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对资源的滥用，

才能对资源进行保护。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下，在基层

领域的斗争将会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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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修正主义问题。修正主义有

多种形式：托洛茨基主义、赫鲁晓夫主义、议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只是其中的

一小部分。印度的修正主义有多大的问题，你认为哪些政党本质上是修正主义

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如何与印度的修正主义战斗的？ 

答：是的。正如你所说，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大问

题。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而产生，修正主义就以马克思主

义的名义，以多种形式出现了。它仍在出现，将来也将这样做。修正主义的危

险将一直存在，直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也直到共产主义建立起来为

止。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它的理论起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修正主义者的利益损害了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修正主义的实践无助于摧毁资产阶级，反而会发展资本主义，无助于准

备武装革命或领导武装革命，反而有助于当今社会的存在和现状。只要这些存

在于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它就以各种形式表现在

无产阶级政党中，也表现为一种冲突。要在政治上启迪党的队伍，培养人民群

众的政治觉悟，只要社会需要共产主义者，修正主义的危险就以各种形式存

在。我们要团结和加强党，同修正主义做斗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无产

阶级专政国家中，我们需要在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下通过进行若干次文化革命，

把社会主义民主转变成伟大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从那时起，资产阶

级理论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历史上也有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

义者，并以各种形式歪曲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到 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打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切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取得了稳定的地位。马

克思恩格斯同这些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并战胜了这些

倾向。 

在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后，在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在对

伯恩斯坦、民粹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合法马克思主义、召回派、考茨

基、托洛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各种修正主义者进行理论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

列宁保存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丰富了它，并且把它推向了一个新

的、更高的阶段。就这样，它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认为修正主义者

是隐藏在无产阶级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批评并反对他们。 

斯大林同志通过同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

布哈林主义者、资产阶级代理人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 



 

- 34 -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同左派、右派

和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十次内部斗争，并打败了他们。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建设了社会主义。因此，它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

度以及这些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指明了道路。它开辟

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国际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

一部分，它同帝国主义代理人铁托和陶里亚蒂 123、多列士等修正主义者进行了

斗争，保存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通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大辩论，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国

际理论斗争。大辩论帮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在全世

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组成了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促进了前

进的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同以顽固的修正主义者刘少奇为核心的走资

派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坚决地做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文革作为催

化剂，在国际层面上激活了各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文革中与毛泽东一起站在最前沿的林彪，在毛泽东思想的伪装下说着左派话

语，却实际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企图以刺杀和政变夺取政权。他被证明是一个

阴谋家。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华国锋邓小平现代修正主义集团领导了反革命阴

谋 124，夺取政权，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取

代了社会主义国家。继苏联之后，修正主义在中国获得了霸权，世界上几个国

家的共产党沦为右倾机会主义政党和修正主义政党。少数国家的革命运动也结

束了。 

邓小平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也对我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

伤害。特别是维诺德·米斯拉（Vinod Misra）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列）转向邓

小平理论堕落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政党。D.V.团体 125（早期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

团结中心（马列）中的团体之一）是一个邓小平修正主义分裂团体。我们党和

世界上若干个毛主义政党和势力吸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

以马列毛主义这一最有力的武器批判邓小平的现代修正主义。这些政党还在反

击由于邓小平的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修正，包括打着毛主义旗号的修正主

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统一印共（毛主义）

的两个革命流派之一，根据三个世界理论在一段时间内错误地评论了第二世

界，不过它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123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历任意大利副总理、无任所阁员和司法部长。在意共

八大上提出“结构改革”理论，实行议会斗争路线。 

124 指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怀仁堂反革命政变。 

125 D·V·拉奥曾是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团结中心（马列）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后来因党内在毛主席逝世后

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并脱党。该团体认为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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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普拉昌达-巴特拉伊叛国集团的领导下提

出了“普拉昌达道路”。美国革命共产党在鲍勃·阿瓦基安的领导下提出了另一种

现代修正主义理论，即阿瓦基安主义。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几个毛主义政党和势

力反对并在理论上批判了这两种趋势。 

我们需要特别揭露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即中国修正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它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假口号。在越南、古巴和朝鲜以共产党名义执

政的现代修正主义政党，在本国和国际上不高举无产阶级国际旗帜、不实行社

会主义、不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现代修正主义政党，都不是真正的共

产党。他们作为机会主义政党帮助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揭露这些政党

的机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培养世界人民的革命觉悟和警觉性。我们党的纲

领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关系的正确立场。 

来到我国，我们党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新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形

成的。后来，它反对党内外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多种机会主

义和修正主义，与党内外的这些趋势作斗争，达到现在的状态。 

1917 年，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的领导下取得

成功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我国流行起来。印度共产党（CPI）成立于

1925 年，是受到革命理论的影响，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英勇且激进

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机会很多，但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层走错了路线，在民

族解放民主运动中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共产党总是拒绝承认甘地主义者、资产

阶级和封建领导层的阶级本质。因此，它未能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未能发挥

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也未能同领导层作斗争。因此，它错误地把买办资产阶级

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尾随甘地主义领导层，不愿意采取真正的战略战术，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领导层在分析印

度社会的阶级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它极不认同英勇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

它拒绝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推进的中国革命学习，不肯创造

性地把持久人民战争走过的道路及其伟大经验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情况中去。它

没有走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时印度客观的革命条件已

经非常有利了，但是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层总是不愿意走上为武装夺取

民族解放和民主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事实上，共产党的领导帮助资产

阶级转移了激进的反帝人民运动。它与国大党结成机会主义联盟，在统一战线

中不独立，认为团结一切皆有可能，把革命人民当成甘地主义领导层的尾巴。

此外，共产党领导层背叛了伟大的特伦甘纳邦农民武装斗争，并以利用议会的

欺骗性名义深深地陷入了议会制和修正主义的泥潭。事实上，推进土地革命的

客观条件是空前有利的，伟大的持久人民战争显示了道路，并且毛泽东同志领

导的中国革命展示了成功。但印共领导们却不这么认为。不过共产党的英雄队

伍还是同艰苦奋斗的人民携手，领导了几次革命斗争。成千上万的同志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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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代表印度革命队伍的真正革命力量先是与领导着印度共产党的领导层的错

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反对其背刺，后来又与现代修正主义印度

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场斗争在 19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达到了全新

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反对赫鲁晓夫领导

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辩论，是这个新开端的象征。就像大辩论愈演愈烈，

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球一样，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印共领导层的斗争

进一步加剧，达到脱党的程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是这一进程的一个

里程碑。在这一过程的直接影响下，代表最初反对印共修正主义和后来反对印

共（马）领导层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力量，在理论上支持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现在的毛主义），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支持马列毛

并将其内化。因此，查鲁·马宗达（CM）同志、卡奈·查特吉（KC）同志等

一批伟大领袖和大量毛主义势力走上舞台，谴责印共（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

纲领是修正主义。1967 年 5 月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领导下发生的纳萨尔巴里

大叛乱成为“印度的春雷”126的开端。从那时起，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

生了新的质的转变。它不仅极大地揭露了修正主义，并永远地脱离了修正主

义，而且成为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光明道路的象

征，这是马列毛主义的道路，也是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的。 

因此，马列毛主义是印度的修正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之间的理论政治分

界线。纳萨尔巴里在该国近十个邦激励了各种层面的武装农民斗争。在这个过

程中，真正的革命者在 1969 年组织了两个主要的革命流派——印共（马列）和

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第 8 届印共（马列）大会于 1970 年举行。然

而，由于当时党所遵循的左倾策略，内部的左右宗派倾向，以及由于敌人在全

国各地的野蛮攻势，运动暂时受挫。没过多久，在 1971 年国大党的革命破坏者

萨蒂亚纳拉扬·辛格（Satyanarayana Singh）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了

查鲁·马宗达同志，并分裂了党。西孟加拉邦警方于 1972 年 7 月 28 日逮捕了查

鲁·马宗达同志，并在拘留期间谋杀了他。党中央委员会和各邦党委的大多数领

导层和党的队伍要么成为烈士，要么被逮捕，要么被分散。由于缺少党中央，

它在组织上变得非常薄弱，理论上存在混乱。印共（马列）分裂了几次，成立

了许多政党/团体。没有被捕的中央层级领导人和各邦领导层离开了，按照他们

各自的理解从事理论和政治工作。在此期间，出现了几次强大的右倾和左倾冒

险主义趋势。在之后的一段时期，一方面，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尝试团结起

来；另一方面，再次分裂并组建了新的团体。 

 
126 该词来源于 1967 年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印度的春雷》，原文链接：

zh.wikisource.org/wiki/%E5%8D%B0%E5%BA%A6%E7%9A%84%E6%98%A5%E9%9B%B7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8D%B0%E5%BA%A6%E7%9A%84%E6%98%A5%E9%9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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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运动暂时受挫，但在印共（马列）127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领导

下，革命运动在几次起伏中逐渐获得力量和进步，从早期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勇敢地面对敌人的镇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两个毛主义革命流派都坚定地

反对全国革命者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机会主义，以正确的革命道路为基础，继承

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革命方面的遗产。 

另一方面，两个主要的革命流派将各个作为独立的政党/团体、支部和个人

的革命者联合起来 128，并最终于 2004 年 9 月 21 日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

义），成为印度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个单一的中心。这在印度革命史上极为重

要。随着 2014 年 5 月 1 日印度共产党（马列）纳萨尔巴里与印度共产党（毛主

义）的合并，印度各革命者作为革命政党和团体的团结已经完成。 

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党对印度各左翼政党的立场。 

今天党的主要理论任务，就是从理论上正视和战胜后现代潮流特别是修正

主义潮流。如果我们党不从理论上、政治上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就不可能在国

内实现自主发展。各种修正主义者正试图把先进群体从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开

来。他们试图用他们的后现代主义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将革命人民转移到议会，

法律和和平的道路上。 

当印度共产党和印共（马）的“左翼联盟”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掌权时，

中央和各邦的统治阶级政党在他们的支持下组建了政府，并遵循了帝国主义的

命令和亲买办统治阶级的政策。特别是当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掌权时，塔

塔，贝拉，安巴尼，金达尔和该国的其他买办官僚资本家以及塞勒姆等跨国公

司通过强行收购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农民的土地。这些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在人

民斗争中部署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并进行了严厉地镇压。他们沉湎于虚假的

遭遇战和屠杀。谋杀、暴行、抢劫、焚烧房屋、逮捕、酷刑和腐败是司空见惯

的。在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目前正在掌权 129，政府正在实施亲帝国主义

政策，并以低廉的价格移交自然资源。它正在用铁腕镇压我们党、人民和工人

对他们政策的反对。他们通过反人类的镇压政策证明，他们不亚于为帝国主义

服务的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 

 
127 此即为 1980 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 

128 当中比较重要的合并有：1998 年，印度共产党（马列）党团结；2003 年 1 月，印度革命共产主义中

心（毛主义）；2003 年 5 月，印度共产党（马列）第二中央委员会的一派。 

129 自 2021 年 4 月最近一次选举后，“左翼民主阵线”的议会席位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喀拉拉邦议会有

140 个席位，印共占 17 席，印共（马）占 62 席，其他“左翼民主”政党和个人占 20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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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警察暴行人民委员会（PCAPA）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其成员烧毁了所谓的“印共（马）”的地区总部，该党是西孟加拉邦的前执政党 

和喀拉拉邦的现任执政党，在这两个邦，它赤裸裸地展示了其修正主义的 

社会法西斯主义特征，残酷地镇压了革命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 

目前，印度共产党和印共（马）以及统治阶级（包括地方统治阶级）政党

对印度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公共部门行

业、银行、保险公司、煤矿和铁矿等行业的大多数工人和雇员组织，都受到这

些方面的领导或影响。他们阻碍在印度建立一个激进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两个

政党的工会每年只能呼吁总罢工一到两次。在当前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日益加

剧，中央和邦政府践踏工人通过几十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权利的情况下，建立强

大的工人运动的条件是有利的，但两党都是一个障碍。有时，他们喃喃自语地

谈论公共部门企业的私有化、零售业的外国直接投资、裁员和临时合同劳动制

度，在实践中，他们是支持这些政策的代理人。我们党揭露了他们的阶级合作

主义政治。我们在城市工人阶级部门的弱点限制了人民战争的发展。我们党需

要朝着建设一个强大的革命工会运动的方向前进。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号召一切左翼政党和力量团结起来斗争，对抗来自剥

削统治者对被压迫人民发动的政府镇压，对抗婆罗门印度教性法西斯势力的攻

击，对抗强迫迁徙和其他这一类的民生问题。在一些邦，我们的群众组织正与

印度共产党的群众组织一起参加这些斗争。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隐藏在马列毛面具下的各种机会主义政党。 

印共（马列）解放和印共（马列）红星在马列毛面具下走上了右倾机会主

义道路。这些政党离开了武装斗争，坚持议会制，帮助资产阶级政党和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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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党，如印度共产党，印共（马）和印度社会主义团结中心（SUCI）。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印共（马列）解放走上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道路，离开了武装

革命。这些政党制造令人发指的、残酷的恶毒宣传，说我们党是暴力的。我们

需要在人民中更多地揭露这两个政党的实质。 

一些在工人阶级中工作的托洛茨基分子 130进行不良宣传，说印度变成了一

个资本主义国家，持久人民战争已经过时了，印共（毛）是一个恐怖组织。他

们根本不关心印度农村，甚至没有以激进的方式进行工人阶级斗争。他们指责

持久人民战争和正在领导它的印共（毛），并加入统治阶级的宣传。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遵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马列主义政党。所有这些政

党都在理论和政治上宣传马列毛。他们动员人民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以法律方法

解决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组织的人民抗争从来都不是武装的。这些政党

是开放的组织，他们表示出革命条件尚未成熟，人民尚未准备好进行武装斗

争，国家没有一连串革命，或者他们正在为革命做准备，并且将自己局限于合

法的，局部的斗争并无限期地推迟人民战争。C.P.雷迪（CP Reddy）、萨蒂亚

纳拉扬·辛格等人领导的两三个团体（印共（马列）新民主、印共（马列）人

民力量等）在分割前的安得拉邦 131拥有武装小队。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利用小

队从承包商那里筹集资金，争取选票和维持其团体的霸权，而不是进行武装斗

争。根据他们的理解，采取军事编队来制造人民战争是冒险主义的。几乎所有

这些政党都以策略的名义进入了选举的泥潭。以往的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团结

中心（马列）派系的力量在我国随处可见，但他们并没有在我国任何地方建立

阶级斗争。除了旁遮普邦之外，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 

我们党一直在与印度共产党，印共（马）以及印共（马列）解放、红星、

新民主，人民力量，亲林彪团体 132和其他马列主义团体进行激烈的理论和政治

斗争。有时，我们甚至与印共（马列）新民主、人民力量和解放等团体发生物

理冲突。随后，我们通过相互讨论，有时还通过我们方面的单方面停火，克服

了这种物理对抗。我们正在与这些政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政治和理论斗

争，并努力与他们的群众组织和其他组织一起，就广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农

民、工人、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对抗婆罗门印度教性法西斯势力，对

抗剥削政府的镇压，建立广泛的联合论坛，对抗强迫迁徙和争取公民权利。我

们正在以这种形式共同努力。我们准备在未来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制造更多的

主动能动性，与所有准备对抗印度剥削统治阶级，对抗他们反人类的、叛国的

法西斯政策，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利益和建立联合论坛的力量一道努力。 

 
130 根据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派不承认印度革命需要分阶段进行，普遍认为印度现在是资本主义社

会。工国委的成员——新社会主义替代党，曾表态反对暴力和毛派的游击战争。 

131 在 2014 年 2 月 20 日，印度上院通过决议，将特伦甘纳邦从安德拉邦分离并独立成邦。因此，“分割

前的安德拉邦”包括现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全境。 

132 此为印度共产党（马列）马哈德夫·慕克吉，与印共（马列）解放同属于原印共（马列）内的亲查

鲁·马宗达派系，但后来在林彪问题上出现分歧，按照各自立场组成了两个独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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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各个右倾的马列主义政党中，有一些在基层的活动家，他们

带有为革命而工作的抱负，并奉献于人民。根据人民战争在我国的发展，他们

可能会想到真正的革命道路。我们希望他们能打破修正主义、后现代主义、右

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与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团结起

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朝这个方向前进。 

总的说来，只有从理论上同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揭露并打败理论

破产的领导层的实质，我们才能把革命运动推向成功。从纳萨尔巴里的春雷至

今，我们党只有通过在党内外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揭露并击败右倾和左倾机会

主义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党只有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斗争中，以适当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才能在起起伏伏中生存和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纲领和章程

以及政治决议 133明确地写出了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性。虽然我们面临共产

党面具下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的背叛、打击和暂时的失败，他们不仅在

实践中、而且直到通过社会主义进程摧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

都会进行这种活动，但最终我们一定要在理论领域和所有领域中击败他们，并

一定要取得成功。这是我们不仅在党内、而且在革命阵营和人民中经常说的。

这甚至是我们在国际层面上所说的。 

 
133 指的是在印共毛九大上发布的其中三份纲领性文件：《党纲》、《党章》、《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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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些人，包括一些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对印度的人民战争持

失败主义态度，有些人宣称印度人民战争没有胜利的希望。您能否向我们的读

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应该对印度人民战争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尽管遭遇

挫折，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和 PLGA 最近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果？ 

答：是的。你是对的。一些人，包括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对印度

的人民战争持失败主义态度。还有一些人对其胜利缺乏信心。他们缺乏对马克

思主义的初步认识，即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印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正在衰落，

而作为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印度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处于

萌芽阶段。这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他

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则；他们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分析和理解这些条件；他们

只看到革命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问题、困难条件和损失；他们认为，目前敌人

和人民之间力量平衡的现状是永恒且不变的；他们不考虑从客观的革命状况、

敌人的弱点、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革命力量的实践中吸取宝贵经验的机会；

他们对当前帝国主义革命时代的本质和人民的革命本质缺乏信心；他们不理解

或者拒绝理解通过革命力量和革命党的自觉的革命努力，通过有计划地采取策

略，通过克服打击和挫折，与敌人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变化；他们

不相信人民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不相信最进步的、科学的马列毛理论（现在

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不相信他们自己。他们是广大群众的敌人，是人民必然

会战胜的。这样的人会带来失败主义。你们清楚地知道，失败主义的态度不仅

在我们的国家和政党中，而且在世界上的若干国家和政党中都可以看到。 

我们对印度人民战争的成功充满信心。马列毛是我们的指导理论。它是迄

今为止所有理论中最先进的、最革命的、最有活力的、最科学的理论。它是最

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理论。它是社会上被压迫人民手中最伟大的理论武

器。当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行业被压迫的群众都被充分发动起

来，参与到人民战争与阶级斗争中时，我们距离最终的胜利也就不远了。我们

肯定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也坚信他们斗争胜利的必然性。在对我们的

人民，革命理论与未来路线充分自信下，我们开展了广大的阶级斗争与人民战

争。在斗争中，我们清楚地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具体到斗

争的策略，在战略上我们把一切反动派都当做纸老虎，但战术上我们毫不怀疑

这些纸老虎的凶残本质，并将以持久人民战争的方式，同他们长期的、坚决的

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源泉。在印

度当前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控制和剥削

如影随形。而官僚资本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作为剥削统治阶级，也一直与

他们狼狈为奸，作为剥削统治阶级的前台代理人，印度政府一直对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特殊的社会阶层，如达利特人、部落

民、宗教少数群体、妇女、LGBT 群体、以及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地区受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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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等，残酷地进行敲骨吸髓。政府在政治、经济、工业、农业、服务、国

防、文化和环境领域的所有政策，无一不是反动卖国的，代表的是一小撮官僚

买办、地主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而与人民福祉毫不相关。正因为如此，受尽

压迫的无产大众们更应该毫不退让地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这是人民战争胜利

的基础、源泉和保证。 

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同我们强大

的阶级敌人相比，我们现在是势单力薄的，革命运动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我们的革命力量也发展得很不完全，无法触及整个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敌

人却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让革命胎死腹中。这些反动派不仅有印度

本国的旧社会腐朽势力，还包括背后为他们撑腰的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势力。而世界上任何角落里都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与他们相抗衡。从这点来说，

我们遇到的挑战，与当时俄国革命所遇到的并无二致。然而，在全世界的若干

个国家，毛主义政党和势力一直在为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在背后支持

着我们的斗争。当我们同一个强大的敌人较量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始终是不断

消长的。我们选择接受这个挑战，争取将我们的理论传播到印度的每一个角

落，不断增进我们在群众中的基础，继续同我们的敌人勇敢地斗争。我们的前

途一定是光明的。毕竟，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才是决定历史的

主人。如果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都被发动起来，必将扳倒少数反动派的力量。革

命是在胜负交替中螺旋上升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的。对于这一历史规律，我们

深信不疑。资本主义是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永久存续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

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建立起来，取它而代之。 

当前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三大基本矛盾 134日益尖锐，国

内的四大基本矛盾 135也在激化，这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客观形势。最近一段时

间，特别是自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教性法西斯势力在中央和大部分邦掌权以来，

他们已经在非常积极地执行符合帝国主义和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利益的 LPG 政

策。我国农民在德里进行了长期的、历史性的、激进的斗争，为期一年，以反

对并迫使莫迪暂时撤回三项反农民的、卖国的土地法案 136。作为改变我国在食

品原料上依赖帝国主义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些法案是以“自力更生

（Atmanirbhar）”137的名义提出的。除了在德里反对《2019 年公民身份法（修

 
134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

盾。” 

135 根据印共毛《党纲》第 19 条，印度面临的四大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封建

主义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中前两项是基本矛

盾，必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解决。 

136 这三项法案是：《2020 年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 年农民（授权和保护）价

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 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这三项法案由印度议会于 2020 年 9
月通过，经过农民一年的斗争后，莫迪被迫于 2021 年 11 月废止了这些法案。 

137 “Atmanirbhar”是莫迪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使用和推广的词汇，宣称“要让印度在世界经济

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使其变得更有效率、竞争力和弹性”。 



 

- 43 - 
 

正案）》（CAA）138的沙辛巴格区（Shaheen Bagh）斗争 139外，在恰蒂斯加尔

邦、奥迪沙邦、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贾坎德邦、比哈尔邦、喀拉拉邦、旁

遮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正在进行反对警察营地、道路、强迫迁徙、破坏

性大型项目建设和法西斯政府迫害的群众斗争。工人、教师、雇员、学生、失

业者、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和其他人正在全国各地进行斗争。这些斗争展现了我

国革命的有利形势。 

中央和邦政府试图以法西斯手段镇压这些运动。特别地，作为以“新印

度”名义建设的婆罗门印度教性法西斯新殖民主义印度 140的一部分，莫迪政府

正持续打压民主人士和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穆斯林、达利特人、部落民，对

他们的宗教习俗和饮食习惯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压，并正试图制定严酷的法案以

使这些行径合法化；废止了宪法第 370 条和 35A 部分 141；终止了克什米尔地区

的自治权；制定了一项废止三遍塔拉克（triple talaq）142的法案；在阿约提亚

（Ayodhya）143建造罗摩神庙（Ram Mandir）144；打压异见者；编造阴谋案件

并借此关押入狱；发起多头并进的“萨马丹”攻势，以极其法西斯的手段镇压革命

运动。以上这些都是莫迪政府建设“新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广大被压迫人

民和民主人士已经意识到国民志愿服务团（RSS）145和人民党的阴谋，正在发声

并组织起来反对它。 

 
138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简称 CAA，旨在找出“非法移民”的全民身份查核程序，并为来自巴

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的“宗教少数群体”提供印度公民权。该法案将宗教作为公民身份的标

准，实质是莫迪法西斯政府变相分化、打压、迫害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恶法。 

139 这次斗争发生在德里穆斯林聚居的沙辛巴格区，主要由穆斯林妇女组成，以非暴力静坐的抗议方式为

主。始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持续至 2020 年 3 月 24 日，期间占据了该区的一条主要道路，持续有数万

群众参加，峰值达到过 15 万人。结束原因是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德里全面封锁，警方得以强行清场。 

140 此处原文为 Brahmanic Hindutva Fascist neo-colonial India，直译作婆罗门印度教性法西斯新殖民主

义印度，供参考。 

141 第 370 条和 35A 部分是印度宪法中题为“临时的、过渡的和特殊的规定（Temporary, Transitional and 
Special Provisions）”的部分。点此查看原文件：www.mea.gov.in/Images/pdf1/Part21.pdf 

142 塔拉克（talaq，طالق）意为“休妻”。三遍塔拉克是伊斯兰世界广泛存在的一种陋俗，意味着穆斯林

男性只要对妇女说三遍“塔拉克”就可以离婚。该陋俗严重损害了穆斯林妇女权益，部分伊斯兰国家也已

从法律上废止。因此，该法案本身是进步的、切合妇女权益的。但是，莫迪政府推行该法案的动机并非是

保障穆斯林妇女权益，而是以此为借口，将其作为打压宗教少数群体、大搞法西斯式迫害的政治阴谋的一

部分，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该法案，丝毫不顾及穆斯林群体的观念与感受。该法案的推行是在动机上反

动、结果上治标不治本的。作为对比，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行群众路线的政府，在落实此类政策时，应事

先到群众中做好宣传、教育、解释和跟进工作。 

143 Ayodhya 的意思是“不可战胜”。该城位于北方邦，是印度教圣城，被认为是神祇罗摩的出生地。坐

落有数十间印度教寺庙和清真寺，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中心。 

144 一座印度教神庙。2020 年 8 月，莫迪亲自为该庙奠基，至今在建。此地原为建于 1528 年的巴布尔清

真寺，印度建国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团体为争夺此地归属权不断产生纠纷。1992 年 12 月，该清真寺被

印度教徒破坏，引发全印各大城市的严重骚乱，导致数千人死亡。 

145 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 RSS，是印度的极右翼、奉行印度教民族主

义、反世俗主义、全男性的准军事志愿者组织。成立于 1925 年 9 月 27 日，总成员数量超 500 万，莫迪

和人民党的许多高层都是 RSS 的成员。该组织是罗摩神庙修建的主要推动力量。 

https://www.mea.gov.in/Images/pdf1/Part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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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简要地回顾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 146领导下

不断发展的人民战争的情况。 

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革命运动旋即受挫。我们经历过绝望与失望。但

我们回顾了整场运动，从以往错误和薄弱环节中吸取教训、克服困难并逐步前

进。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印共（马列）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大革命

流派开始在安得拉邦 147、比哈尔邦和其他一些邦的较小的区域内开展工作，逐

渐得到锻炼并壮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党内外左倾、右倾和各种修

正主义思潮。我们已变得更强大并拓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党的领导下，我

们组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国家权力机关和统一战线的各种论坛。真正革命者

的团结进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2004 年 9 月 21 日，印度的两大主要革命流派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完成合并，印度共产党

（毛主义）诞生了。由此，我们发展为国际无产阶级队伍的一个分支，以及由

单一中心领导的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队。随后，我们于 2007 年 1 月成功

召开党的统一大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丰富的基本文件和一些政策性

文件；我们制定了党的中心任务、主要任务和其他重要任务；我们通过选举巩

固了领导层。 

这次代表大会后，我们的实践朝着完成其他任务的方向继续开展，包括以

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2005 年，各邦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

令下，发起了和平行动、森德拉等镇压行动，企图打压我们的革命运动。由于

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主力、二线和基层武装、革命群众组织、革命人民、进步民

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我们

在 2008 年底粉碎了和平行动等镇压行动。在这之后，中央和州政府从 2009 年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多头并进的战略攻势——绿色狩猎行动。直至 2017 年，

我们为应对这场攻势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没有让绿色狩猎行动的目标得以实

现。自 2017 年 5 月以来，敌人正发动另一场多头并进的“萨马丹”战略攻势。

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人民正在英勇地与拥有权力、经济、财

富、现代武器和严格训练支持的特警、准军事部队 148、突击队 149以及在这些部

队掩护下秘密部署的印度军队 150进行游击战。简而言之，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到 2011 年，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印度革命运动处于前进的阶段。数以千计的烈士

 
146 这些组织包括：各地的人民革命委员会（RPC），农民革命委员会/农民工人联盟，革命阿迪瓦西妇女

组织（KAMS），辛格雷尼工人联合会（Sikasa），全印度革命学生联合会（AIRSF），雀塔那文工团

（CNM）等。 

147 这里指的是分割前的安得拉邦，即现在的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 

148 该类部队由印度内政部领导，总计超一百万人。其中参与了绿色和平行动的部队，包括中央武装警察

部队（CAPF）下辖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边境安全部队（BSF）和印藏边防警察部队（ITBPF）。 

149 突击队是一些印度准军事部队或正规军下辖的特殊作战单位，通常接受过特种作战（特别是丛林作

战）的训练。当中较为臭名昭著的有 CRPF 下辖的“眼镜蛇”（CoBRA）、安得拉邦的“灰狗”

（Greyhounds）、贾坎德邦的“猎豹”（Jaguar）和空军下辖的“迦楼罗”（Garud）突击队等。 

150 例如，属于正规军编制的“迦楼罗”（Garud）突击队曾利用直升机袭扰游击区。后文还有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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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进程抛洒热血。在此期间，党在完成中心任务和其他任务的方向上有所

进展，在政治、军事、统一战线和文化等领域取得了若干极具价值的新经验。 

党始终致力于启蒙群众，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来替代假的议会制度和

剥削阶级的政府；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展阶级斗争；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并建

设人民军队。通过有条不紊地开展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破坏了买办剥削统治阶

级的国家政权，建立、发展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这些游击根据地有助于进一

步巩固、扩大革命运动并促进人民战争。我们在丹达卡兰亚、比哈尔-贾坎德边

区、安得拉-奥迪沙边区、特伦甘纳邦、西孟加拉邦和奥迪沙邦一部分地区建立

了这些游击根据地。因应革命运动形势的此消彼长，我们建立了村、区和大区

一级的人民革命委员会 151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权力机关。这些人民政府正在

调动群众中潜藏的充沛积极性，并致力于发展集体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朝着

实现经济发展和自给自足的方向前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支持党、人民

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和人民战争。 

然而，自 2012 年以来，保证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人民军队和统一

战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严重的缺点、弱点和局限。在这一时期我们损失

惨重，这是由于：为应对帝国主义全球化政策和战争状况引起的生产关系变化

所采取和实施的策略存在缺点和局限；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群众组织的布尔

什维克化程度不足；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对党和革命运动进

行了不间断的反革命攻势。多个政策局、小组委员会和部门均受到影响。自

2005 年以来，党面临严重损失，数十名党中央和各邦的领导人被捕。有 21 名
中央委员（CCMs）在统一大会后被捕，有 7 名在假遭遇战和遭遇战中牺牲，还

有 13 名因病过世 152。损失集中在城市和平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党无法利用

全国上下的良好革命氛围。我们应在此背景下客观看待党的困难处境、问题和

挑战。与纳萨尔巴里时期相比，尽管党和各方面的革命运动都有所起色，但在

敌人的猛烈攻势下，我们无法保护革命的领导层和主观力量，因此出现了这种

情况。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续）会议通过了应对策略、总体实践方向和战略

计划，根据马列毛主义，实事求是地对即时的、主要的和中心的任务进行了必

要调整。全党需要下定决心并为此而努力。 

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在理论、政治、组织、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一

定成就。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 

 
151 各级人民革命委员会由选举产生。村级革委会通常负责管理 3~5 个村；14~15 个村级革委会组成一

个地区的革委会（ARPC）；3~5 个 ARPC 构成一个大区的革委会。 

152 此外，还有一名前中央委员贾潘纳（Jampanna）向印度政府投诚，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maozhuyi.home.blog/2019/09/15/%e6%89%93%e5%80%92%e6%8a%95%e9%99%8d%e7%9a%84%e5%8f%af%e8%80%
bb%e5%8f%9b%e5%be%92%e8%b4%be%e7%ba%b3%e6%bd%98%ef%bc%81%e6%af%ab%e4%b8%8d%e5%a6%a5%e5%8d
%8f%e4%b8%8e%e6%97%a0%e7%a7%81%e5%a5%89%e7%8c%ae/ 

https://maozhuyi.home.blog/2019/09/15/%e6%89%93%e5%80%92%e6%8a%95%e9%99%8d%e7%9a%84%e5%8f%af%e8%80%bb%e5%8f%9b%e5%be%92%e8%b4%be%e7%ba%b3%e6%bd%98%ef%bc%81%e6%af%ab%e4%b8%8d%e5%a6%a5%e5%8d%8f%e4%b8%8e%e6%97%a0%e7%a7%81%e5%a5%89%e7%8c%ae/
https://maozhuyi.home.blog/2019/09/15/%e6%89%93%e5%80%92%e6%8a%95%e9%99%8d%e7%9a%84%e5%8f%af%e8%80%bb%e5%8f%9b%e5%be%92%e8%b4%be%e7%ba%b3%e6%bd%98%ef%bc%81%e6%af%ab%e4%b8%8d%e5%a6%a5%e5%8d%8f%e4%b8%8e%e6%97%a0%e7%a7%81%e5%a5%89%e7%8c%ae/
https://maozhuyi.home.blog/2019/09/15/%e6%89%93%e5%80%92%e6%8a%95%e9%99%8d%e7%9a%84%e5%8f%af%e8%80%bb%e5%8f%9b%e5%be%92%e8%b4%be%e7%ba%b3%e6%bd%98%ef%bc%81%e6%af%ab%e4%b8%8d%e5%a6%a5%e5%8d%8f%e4%b8%8e%e6%97%a0%e7%a7%81%e5%a5%89%e7%8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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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和政治方面，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和第六次（续）会议承担了一些

具体且重要的任务。通过了一份文件：《生产关系的变迁——我们的政治纲

领》，它回应了“印度生产关系已转向资本主义”这样不切实际的、不成熟的

论调，断言印度的社会经济体系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然而，文件也指

出，由于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封建阶级的政策，目前印度资本主义出

现相当大的畸变，据此制定了上述政治纲领和相应策略。 

这次会议编制并发表了一份题为《印度的民族问题——我们党的立场》153

的文件；对《印度的种姓问题——我们的观点》154和《中国——现代社会帝国

主义大国》155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再版了这两份文件；准备并发表了从

2007 年党的九大至 2020 年期间的《对党中央政治和组织的评审》156；在变幻

莫测的革命条件和当前革命运动背景之下，改变了中心任务——“让我们开展

工作，以期将丹达卡兰亚、比哈尔-贾坎德边区和东比哈尔邦-东北贾坎德边区发

展成根据地；让我们在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中深化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资

本主义、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围绕主要任务和中心任务，对当下的政治、组

织、军事、统一战线、城市等方面的任务进行了必要调整。 

在 2017 年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我们对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

织的立场》157的文件；多次发表关于政治形势和敌军攻势的通告和函件，从而

可以和干部们传达各方面的观点和认识，并根据这些文件较容易地采取必要策

略来主导关乎民生问题的群众斗争。 

作为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召开了各特别区域/特别分区/邦党委 158

的全体会议。我们通过了各地革命运动的《对政治和组织的评审》；我们考查

了运动的状况并制定了任务；我们选举新成员进入领导委员会并巩固了他们的

 
153 文件链接：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NationalityQuestion-CPI-Maoist-
2021-Eng-view.pdf 

154 文件链接：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asteQuestionInIndia-CPI-
Maoist-2021-Eng-book.pdf 

155 文件链接：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ina-Social-Imperialism-CPI-
Maoist-2021-Chinese-Prism-202110.pdf 

156 译者未能找到该文件，欢迎读者补充。在党的九大上，也发表过一份性质类似的《评审》文件，全面

评定了从纳萨尔巴里起义（1967）至九大（2007）期间人民战争的发展历程，供读者参考，文件链接：

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NinthCongress/PoliticalAndOrganizationalReview-2007-
Feb-Eng-View-OCR.pdf 

157 文件链接：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Statements-
2017/InternationalOrgOfProletariat-Eng-23-3-2017-Final-View.pdf 

158 根据印共毛《党章》第 30 条 a 部分，这三类委员会是党中央委员会下辖的次级党委机关：特别区域

委员会（Special Area Committee，SAC）；特别分区委员会（Special Zonal Committee，SZC）；邦委员会

（State Committee，SC）。在这之下，还有多层级的党委机关：第三级（地级），地区委员会（Regional 
Committee）；第四级（县级），分区/县/专区委员会（Zonal/District/Divisional Committee）；第五级（乡

级），小分区/小专区委员会（Sub-Zonal/Sub-Divisional Committee）；第六级，区域委员会（Area 
Committee）；第七级（村级），村/贫民窟/工厂/高校委员会（Village/Basti/Factory/College Committee）。 

https://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NationalityQuestion-CPI-Maoist-2021-Eng-view.pdf
https://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NationalityQuestion-CPI-Maoist-2021-Eng-view.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asteQuestionInIndia-CPI-Maoist-2021-Eng-book.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asteQuestionInIndia-CPI-Maoist-2021-Eng-book.pdf
https://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ina-Social-Imperialism-CPI-Maoist-2021-Chinese-Prism-202110.pdf
https://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Books/China-Social-Imperialism-CPI-Maoist-2021-Chinese-Prism-202110.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NinthCongress/PoliticalAndOrganizationalReview-2007-Feb-Eng-View-OCR.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NinthCongress/PoliticalAndOrganizationalReview-2007-Feb-Eng-View-OCR.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Statements-2017/InternationalOrgOfProletariat-Eng-23-3-2017-Final-View.pdf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Statements-2017/InternationalOrgOfProletariat-Eng-23-3-2017-Final-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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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我们还在一些邦成功开展入党运动，发展了基层党员。我们重组整合了

党的各级机关和村级党支部（GPC）159。 

2017-18 年，我们满怀着革命热情，举行了四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革命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日、纳萨尔巴里武装农民起义 50 周年纪念日、俄国

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和伟大的导师卡尔·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在部分地

区，基于中央委员会于 2019 年下发的党员干部政治教育的教学大纲，各级党组

织鉴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研讨课题并开展了政治教育；除研讨外，我们

还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化改革和实战培训；在其他一些地区，我们在

党内和人民解放游击军中开展了反对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在军事领域，根据各游击区和红色抵抗区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游击军在

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战术反攻作战（TCOC）和报复行动，并反击了政府军的萨马

丹-普拉哈尔（Prahar）攻势。在东部地区，人民解放游击军以“伽马山

（GHAMASAN）”160的名义进行了反围剿。战术反攻作战和报复作战在一些地

方取得了成功，在一些地方部分成功，在一些地方则失败了。 

2020 年，人民解放游击军一共进行了 99 次游击行动。在维姆帕

（Vimpa）161的伏击是其中较大的一次行动。在这次伏击中，人民解放游击军

不仅歼灭了警察、准军事部队和突击队的一部，还歼灭了在这些部队掩护下秘

密部署的四名印度陆军士兵。这是一次新的、更高的实践经历。2020 年 12 月

至 2021 年 9 月，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全国各地进行了 350 次游击行动，歼灭了

66 名警察、准军事部队和突击队的人员，打伤 85 人，并从敌军手中缴获了 15
件现代武器、数千枚弹药和其他战争装备。在杰拉古德姆（Jeeragudem）162和

卡迪亚纳尔（Kadiyanar）163的伏击是大型行动，其余的是中小型行动。在这一

时期，人民解放游击军在超过 65 次遭遇战中对警察、准军事部队和突击队进行

了报复。 

我们需要特别提及杰拉古德姆伏击战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人民解

放游击军分割了以营为单位（超过 750 人）的敌军，歼灭了一个排（28 人）的

部队，并击伤了另一个排的 31 人。这场伏击战对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

进行的普拉哈尔攻势中的决定性攻击予以了顽强的抵抗。它暂时阻止了敌人的

计划。这给予革命人民、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抵御萨马丹-普拉哈尔攻势的信

心。如果在所有游击根据地和红色抵抗区执行这种毛主义的斗争方式，我们就

能够抵御萨马丹-普拉哈尔攻势。 

 
159 GPC，全称 Gana Pratirodh Committee，意为村级党委（Village Party Committee）。 

160 GHAMASAN，意为“激战”，是对“萨马丹”攻势的反制计划的代号。 

161 这是恰蒂斯加尔邦苏格马县的一处警察营地。 

162 这是恰蒂斯加尔邦比贾布尔县的一个村。 

163 查无此地，欢迎读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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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4 日和 15 日的午夜，警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陆军和空

军对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人民解放游击军营地进行了猛烈的无人机袭击，人民解

放游击军的部队实施了防御战术并安全逃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对无人机袭

击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抗议。 

2022 年，在比哈尔-贾坎德边区、东比哈尔邦-东北贾坎德邦特别区域的战

术反攻作战和报复行动中，人民解放游击军的部队歼灭了贾坎德邦警方的“猎豹

（Jaguar）”突击队的 4 名队员，并在对萨马丹-普拉哈尔攻势的报复行动中打

伤了一些人。 

在安得拉-奥迪沙边区，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敌人持续的搜查和进攻中仍打伤

了 4 名警察。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部队在各游击区的游击行动中歼灭了

14 名并打伤 54 名的准军事人员、突击队和特警，从他们那里缴获了 7 支 AK-
47 步枪和弹药。 

在一些争夺中的地区，人民民兵独立地开展了游击行动，并从敌人手中缴

获了武器。 

人民解放游击军的部队通过预谋伏击、寻机伏击、狙击行动、诡雷 164、远

程行动、破坏行动、夺取敌方补给、肃清告密者、肃清反革命分子 165、肃清人

民公敌、用炮弹/手榴弹和其他手段攻击警察营地等类型的战术反攻战和报复行

动，来抵御反革命的萨马丹-普拉哈尔攻势。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游击战争对保护

根据地和人民革命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人民解放游击军的部队进行了政治和军事训练。从 2020 年 12 月 2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我们举行了为期一年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建军 20 周年庆

祝活动。 

通过协调群众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开展，我们可以、并且有能力让采矿、工

业项目、大型水坝和旅游中心陷入停摆。 

在一些争夺中的地区，我们每年都开展招募活动以吸引青年加入人民解放

游击军。说到统一战线，作为巩固群众组织和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措施的一部

分，举行了各级的代表选举会议和革命群众组织大会，新的领导委员会被选

 
164 诡雷（booby trap），直译为傻子陷阱，是非对称游击战中常用的反步兵战术手段。诡雷和地雷的区

别在于，不一定要装炸药，而且品种和使用方法更加灵活多变。对此不了解的读者，不妨观看毛泽东时代

拍摄的战争教学片《地雷战》：www.youtube.com/watch?v=zo3kmJKQzOg，片中所使用的各种“拉雷”、

“绊雷”、“石雷”、“子母雷”和“仙女散花”等都属于诡雷。 

165 印共毛会对个别行为极恶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专项清除。但这仅是辅助手段，绝非党的主要战略。例

如下文提及的贾坎德解放阵线党领导人苏尼尔·马赫托，作为镇压行动的主要支持者，被游击队肃清：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
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
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3kmJKQzOg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https://maozhuyi.home.blog/2020/11/03/%E5%9C%A8%E5%8D%B0%E5%85%B1%E6%AF%9B%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9C%86%E6%BB%A1%E6%88%90%E5%8A%9F%E7%9A%84%E8%83%8C%E6%99%AF%E4%B8%8B%E5%AF%B9%E5%8D%B0%E5%85%B1%E6%AF%9B%E6%80%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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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下，人民在每年的 1 月 26 日（印

度共和国日）、8 月 15 日（印度独立日）、2 月 10 日（伟大的布姆卡尔

（Bhumkal）斗争 166纪念日）、3 月 8 日（国际劳动妇女节）、3 月 23 日（反

帝国主义日）、5 月 1 日（劳动节）、7 月 28 日至 8 月 3 日（烈士纪念周）、9
月 21 日至 27 日（建党纪念周）、11 月 7 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12 月 2
日至 8 日（建军纪念周）167和其它类似日子里庆祝革命日和抗争日。在 3 月 23
日这个反帝国主义日，我们举行了集会和活动，纪念巴格特·辛格（Bhagat 
Singh）、拉杰古鲁（Rajguru）和苏赫德夫（Sukhdev）同志 168的牺牲；反对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反对美国、欧盟和北约的战争狂热；向菲律宾新人民军成

立 53 周年表示祝贺。我们正在通过群众斗争、报复行动和游击行动防止婆罗门

印度教性法西斯势力渗透到争夺中的地区。我们正在开展宣传和报复计划，反

对法西斯势力对达利特人和部落人民的攻击和屠杀。全国各地，从地方到中

央，都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对婆罗门印度教性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封建阶级的斗争正在各个地区的革命运

动中不断扩大和加强。在过去几年里，群众在丹达卡兰亚的比贾布尔

（Bijapur）县、达恩泰瓦达县、苏格马（Sukma）县、纳拉延普尔

（Narayanpur）县和坎克尔县对新建的警察基地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反抗。特别

是过去 15 个月里，在比贾布尔县 169西林格警察营地的斗争正在引起人们（尤其

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部落民）的关注。在安得拉-奥迪沙边界特别分区，人民占

领了咖啡种植园，随后在村委会的领导下进行种植。在特伦甘纳邦，人民正在

对抗政府将部落民从特伦甘纳邦驱逐出去的“哈里塔哈拉姆（Harita 
Haram）”方案 170，对抗试图将部落民赶出波杜（podu）土地 171的反人类政

策，以及对抗第 3 号政府命令 172，该命令削减了部落民在部落地区进行劳动的

重要程度。人民解放游击军广泛动员人民，作为阻止在苏尔贾格尔、阿姆代和

 
166 布姆卡尔斗争是 1910 年在印度巴斯塔土邦（现为巴斯塔县）发生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部落起义，

由部落首领 Gunda Dhur 和 Lal Karendra Singh 领导。起义蔓延至全邦，压制了 250 人的警察部队。直至 2
月底，来自附近的章普尔和孟加拉的增援部队镇压叛乱并逮捕了领导人。起义的主因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

式林业政策，保留森林且只许某些公司开采森林资源，导致部落无法利用森林谋生并经常被迫迁移，引发

对殖民政府的广泛不满。这一反动林业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反而使印共毛得到本地部落的坚定支持。 

167 苏格马部落人民庆贺建军 22 周年的游行：twitter.com/IndiaAboriginal/status/1601447134192369665 

168 这三位是青年英烈，加入了印度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协会（HSRA），为印度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而牺

牲。他们的知名事迹：在 1928 年 12 月 18 日，于拉合尔共同策划并执行了对英国警官约翰·桑德斯的复

仇刺杀行动；在 1929 年 4 月 8 日，于新德里英国殖民政府中央立法议会，投掷两枚炸弹并伤及数名议

员。 

169 该县归属巴斯塔专区管辖，和前文提及的巴斯塔专区西林格（Silinger）部落民的斗争是同一件事

情，特此提醒读者。 

170 特伦甘纳邦政府以植树的名义实施的一项大规模计划，旨在将该州的树木覆盖率从 24%提高到 33%。
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驱逐部落民。 

171 Podu 是部落人民在森林内使用的传统耕作体系，每年通过燃烧清除不同区域的森林，为农作物提供

可耕种的土地。 

172 该政府命令的原文件未能找到，欢迎读者补充。附上一段部落人民举行反对安德拉邦政府第 3 号命令

的游行示威的新闻报道：www.youtube.com/watch?v=K32OsDNUvic 

https://twitter.com/IndiaAboriginal/status/160144713419236966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32OsDNU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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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山丘采矿所需的矿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行动的一部分，摧毁了买办官僚资

本家和政府价值数千万卢比的财产。 

 
近期进展：经过一段时期的连续挫折，毛主义运动再一次稳步崛起。在过去几年里， 

无数的采矿项目被毛主义者阻止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成功地抵御了“绿色狩猎行动”， 

以及非法的无人机袭击，并且正在开辟新游击区、收复失地。 

数以千计的群众携带斧头、刀、镰刀和弓箭等传统武器，对贾坎德邦伯勒

斯纳特山塔拉伊（Tarayi）地区的泰萨普利（Tesaphuli）、帕瓦特布尔

（Parvatpur）、多尔卡塔（Dholkatta）、班普拉（Banpura）、潘德迪

（Pandedih）等地拟建造的警察营地进行武装行动。他们毁掉了警车，并将营

地付之一炬。在丹达卡兰亚邦、贾坎德邦、安得拉-奥迪沙边区和奥迪沙邦，部

落农民正在进行反对警察营地、准军事部队与突击队、道路与涵洞建设、警察

暴行、假遭遇战、屠杀、对妇女的迫害和强迫迁徙的斗争。数以十万计的人正

在参与这些斗争。我们呼吁开展一场保护人民健康的运动，以防止新冠病毒大

流行，并将之与反帝国主义、反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反封建阶级的斗争相结

合。我们的医疗队伍为群众提供治疗服务。我们开始提供免费疫苗接种、治

疗、失业救济粮和就业场所等需求以响应群众的斗争。 

值此之际，我们向在过去十五年中一直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声援运动、支持

印度人民战争的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ICSPWI）173和各个革命政党致以革

命的问候和感谢。你知道的，国际行动日（the International Action Day）根据

 
173 ICSPWI 组织的官网链接：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 

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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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的号召而举行，并在国际共运的倡议下于 2 月 10 日、

3 月 23 日和 9 月 13 日 174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以对抗反革命的、战略性

的“萨马丹” 攻势和普拉哈尔攻势。 

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是启蒙了“能顶半边天”的妇女，提高了她们在政治、

组织、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参与率。目前，在几乎所有地区的人民解放游击军

中都有近 50%的妇女。 

党高度重视发展革命的、民主的文化事业，它有助于在被压迫阶级、被压

迫社会阶层和被压迫民族中发展革命的、民主的价值观。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监狱政治犯的斗争，以及在他们支持下普通囚犯的

斗争的发展。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全国各地都在努力扩大并加强阶级斗争-游击战争（人

民战争），在努力进行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我们正在

政治、组织、军事和技术层面获得新的经验。通过将这些努力中收获的积极经

验相结合，无疑将有助于击败反革命的萨马丹-普拉哈尔攻势，并促进印度革命

运动。 

然而，我们面临敌人制造的艰苦条件与挑战，保卫革命果实仍是一项重要

任务。我们深知今后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考验和挫折。为此，我们将从错误中

汲取教训；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提高效率；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友好的武装

和组织争取到我们一边；采取措施来教育党和人民；培养不因挫折而沮丧、不

因成功而自满的精神风气，并加深对这种精神的理解；在迄今取得的成功与胜

利的基础上，应用这些经验；利用好现有的革命条件；在当前运动形势中，坚

决地向前迈进。因此，印度人民战争的成功，需要这样的乐观态度和信心。 

 
174 关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的国际行动周：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2022/09/10/icspwi-
international-call-to-mobilize-in-the-global-week-of-action-for-the-release-of-indias-political-
prisoners-and-to-stop-the-indian-states-drone-attacks-on-rural-people 

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2022/09/10/icspwi-international-call-to-mobilize-in-the-global-week-of-action-for-the-release-of-indias-political-prisoners-and-to-stop-the-indian-states-drone-attacks-on-rural-people
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2022/09/10/icspwi-international-call-to-mobilize-in-the-global-week-of-action-for-the-release-of-indias-political-prisoners-and-to-stop-the-indian-states-drone-attacks-on-rural-people
https://icspwindia.wordpress.com/2022/09/10/icspwi-international-call-to-mobilize-in-the-global-week-of-action-for-the-release-of-indias-political-prisoners-and-to-stop-the-indian-states-drone-attacks-on-rural-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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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性少数群体曾经受到印度旧政府的迫害，比如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双性恋和变性人。对于印度的争取 LGBT 权利的运动以及印度法西斯政府对

LGBT 人群的迫害，党持什么立场？ 

答：我们党依然以马克思主义（马列毛）的理解来理解和分析 LGBT 问

题。只有通过根除阶级压迫并不断地在理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医疗

上努力，使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LGBT 群体才能从性别压迫和歧视中获得真正

的解放。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条件与他人平等相处，获得尊重。 

我们党承认 LGBT 的特殊问题和权利，就像承认被压迫阶级、特殊社会阶

层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人权、公民权利和所有权利一样。我们支持 LGBT 争取

权利的斗争，就像我们支持那些被旧的（反动的）印度政府剥削和压迫的人的

斗争一样。 

他们天生具有某些生理特征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遗传）特征。但他

们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反对代表资本家和地主并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印度国

家的压迫和歧视。我们尊重他们作为印度公民的生命权，尊重他们与所有公民

平等的基本权利以及拥有所有权利的权利，包括与一些具体问题有关的特殊、

特别的权利。 

我们党在未来的印度新民主国家里，会在教育、医疗、居住、就业、行政

和政治部门为他们提供伙伴关系。它将提供经济和社会保障，以及健康的社会

和文化氛围。它会保证免费的药品，并引入亲民的医疗系统，可以提供良好的

健康服务。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得到他们需要或希望得到的承认，确认

他们的性别，并有机会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治疗，获得免费药物和健康、尊

重、科学的生活。我们还对社会进行教育，使社会对他们有一个平等和尊重的

态度。 

我们党支持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争取他们权利的运动。它反对针对 LGBT 群

体的性暴力、剥削、压迫、歧视和性机会主义。LGBT 群体绝不能失去任何机

遇。必须为他们提供所有机遇，以便他们能够为社会发挥所有的力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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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LGBTQ+社区为他们的存在和解放举行示威游行， 

并反对可追溯到英国殖民主义时代的反 LGBTQ+法律。 

在现阶段，印度正在进行的争取 LGBT 权利的运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社会

现实，受到了以个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场运动

必须克服它。这个运动必须成为所有致力于摧毁印度国家的运动的一部分，这

个国家代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除了对 LGBT 群体之外，它

还对该国所有被压迫的阶层进行法西斯镇压和残酷的剥削。LGBT 社区还必须与

所有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反对三个敌对阶级，即帝国主义、印度买办官僚资本

主义和封建阶级，他们正在制造剥削、压迫、镇压和歧视。 

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印度政府正在黑白不分地糟蹋 LGBT 社区，

使社会变得颓废。他们鼓励色情产业，就用这个来兑现他们的改善对 LGBT 社

区的歧视、贫困和失业的承诺。它鼓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性混乱状态。

我们党强烈反对。印度的新民主主义政府将禁止色情产业。 

在 LGBT 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人在正常生活中承认自己是女人或男人或

其他任何东西（第三性别），而在另一方面继续保持非自然的关系，并以混乱

的方式与许多人发生身体关系，那么我们党反对并劝阻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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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诸如 LGBT 群体这类的特定人群，对与自己有关的遗传方面的极端自然

现象和性别方面的致病生理特点缺乏科学认识时，他们对这些问题和个人的态

度就会变得不自然、多疑、不尊重和羞耻。在这种情况下，特定人群不仅面临

来自社会的歧视，而且还面临来自家庭和亲属的歧视。然后，他们将被迫与主

流社区分离，不得不在一个独立社区生活。社会主义国家会向社会上所有的人

提供科学的理解，它会培养一种通常的认知，使人们把特定人群当作一种自然

的东西来接受。 

一部分人在扭曲的文化、性混乱主义、色情文学和电影以及帝国主义支持

的其他此类事物的影响下，被吸引到不自然的身体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会通

过摧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过时的腐朽文化，通过传播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文

化，努力在社会上建立健康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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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我想问你印度革命政治犯的情况。你能告诉我们的读者更多有

关的情况吗？ 

答：国家为镇压人民运动、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反迁移（anti-
displacement）运动、工人和农民运动、学生和青年运动、政府雇员、被压迫的

社会阶层、渔民、失业者、部落和宗教少数群体、争取人权的斗争、妇女、残

疾人、退休人员和囚犯而采取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方面的。 

其中两个很重要。第一，他们利用武装力量以残酷和法西斯的方式进行战

斗，消灭人民的领导层和激进分子。第二，非法逮捕和监禁他们。武装部队、

法院、监狱和为其提供基础的《宪法》是巩固和维护旧有剥削统治阶级的权

威，持续施以剥削、压迫和反人类政策的重要基础。 

在阶级社会中，通过武装部队消灭那些对抗国家的人；逮捕和监禁他们；

通过法院惩罚他们；将他们与人民的生活隔离开来；摧毁他们的力量和效率。

这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通特征。 

印度的革命政治犯的处境日渐严酷。长期以来，特别是婆罗门印度教性法

西斯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开始统治以来，印度国家对所有民主运动、斗争组织和

革命政治犯都非常不人道和残忍。 

除此以外，它还对以下群体持敌对态度：宗教少数群体，贱民权利运动的

积极分子，人权活动家，革命的、进步的、民主的、世俗的学生和青年，教

师，爱国者，知识分子，诗人，艺术家，作家，律师，记者，科学家，各种社

会活动家，工人和农民组织的积极分子，反流离失所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克

什米尔、那加、曼尼普尔、阿松和波多等地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 

政府采取了多种非法手段来镇压任何敢于质疑这个反人类、反国家、卖国

的、代表了反动剥削统治阶级的政府的人，当这些方法仍然无法让他们闭嘴

时，就把他们关进监狱。它严重违反、法西斯化和藏红花化 175了自己的宪法。

它肆意地罗织罪名并逮捕这些异议人士。 

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监狱中的毛派囚犯为被承认为政治犯的权利而斗

争，并实现了这一权利。但是，印度买办统治阶级不承认全国各地的政治犯都

在监狱中苦苦挣扎，因为这就是它想达到的镇压效果。 

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把质疑的声音和反对的人关在监狱里早就不是什么新

鲜事了。它从英国继承了这一遗产。印度政府不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存在

歧视，在宪法上也存在种姓、阶级和性别歧视，中央和各邦的政府一直都在这

样做。并且它也歧视政治犯。 

 
175 藏红花化：印度人民党的独裁和思想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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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知道，莫迪的中央政府把主流政党和克什米尔地方政党的领导人

和活动家塞进了监狱，然后取消了对克什米尔的特别自治权。莫迪在过去 9 年

里一直在发动法西斯主义和宣布紧急状态，比英迪拉甘地统治时期还要多。数

以千计的穆斯林和达利特人被关进了监狱。 

政府利用残忍的情报机构，如手中握有法西斯主义的《非法活动预防法》

的国家情报局，将一刻不停的搜查变成了一种常态。政府在房屋中放置非法设

备，并制造假文件说他们查获了这些设备；从外部引进飞马 176等间谍软件入侵

人们的电脑，以伪造诬陷案件；通过进一步残酷的规定来修改《非法活动预防

法》。我们都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 IT 专家小组在皮马-戈雷冈

（Bhima-Koregaon）的诬陷案件 177中证明了这一点。 

85 岁的神父斯坦·斯瓦米（Stan Swamy）178是一名部落权利活动家，这个

国家在他不能自主喝水的情况下连一根吸管也不提供，也禁止提供最低限度的

医疗保障。除了身患重病的革命诗人瓦瓦拉·拉奥（Varvara Rao）和年迈的社会

活动家苏达·巴拉德瓦吉（Sudha Bharadwaj）获得了附带有近乎软禁的严格条

件的有条件保释外，其余人都在监狱里苦苦挣扎了四年多。全身 90%残疾的赛

巴巴（Saibaba）同志曾是德里大学拉姆拉尔·阿南德（Ramlal Anand）学院的

英语讲师，但连使用轮椅这种最低限度的辅助设施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61 岁的纳尔马达（Narmada）同志是我们党在丹达卡兰亚特别分区委员会

的秘书处成员，也是丹达卡兰亚妇女运动领导人，她在 2019 年因癌症晚期接受

治疗时被逮捕。她被关进孟买监狱，得不到任何治疗。最后，她不得不在临终

关怀院等待死亡。她的爱人基兰（Kiran）同志也在该市的监狱里，但在纳尔马

达生命的最后的几分钟，他都没有被允许去见她。虽然法庭允许，但监狱当局

故意让基兰在纳尔马达死后才得以见到自己的爱人。 

 
176 飞马（Pegasus）是由以色列公司 NSO Group 开发的间谍软件，可以隐蔽地安装在某些版本的 iOS 和

Android 的手机以及其他设备上，具备自毁功能，可以读取短信、跟踪通话、收集密码、追踪位置、访问

麦克风和摄像头，并从应用程序中获取信息。2016 年 8 月被曝光。 

177 该地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在 1818 年元旦，马拉塔帝国与东印度公司在此交战，最终以英军 800 人

击退马拉塔 2000 人的进攻而结束。战后，英军在此地建立了一座象征胜利的方尖碑，碑上刻有 22 名英

语马哈尔种姓（属于贱民阶层）士兵的名字。这座碑被马哈尔种姓的达利特人视为战胜高种姓佩什瓦的象

征，每逢周年纪念日都会聚集于此庆祝，该活动称为“Elgar Parishad”大会。2018 年元旦庆祝此战役 200
周年的大会上，超过 250 个左翼达利特人团体聚集于此，遭到印度教团体的暴力袭击。因警方对此不作

为，达利特团体发起抗议活动并蔓延至整个邦，期间发生了多起严重暴力事件，300 多人被警察拘留。警

方和国家情报局在随后几个月的调查中，利用《非法活动预防法》和间谍软件进行滥捕，制造冤案。如欲

了解此次暴力事件和后续影响，可查看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wiki/2018_Bhima_Koregaon_violence 

178 耶稣会神父斯坦·斯瓦米也是 2018 年此次暴力事件的被捕者之一，借口正是“与印共毛有联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8_Bhima_Koregaon_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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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马达同志，丹达卡兰亚妇女运动领导人和我党丹达卡兰亚秘书处成员， 

于 2022 年 4月 9日被残忍的法西斯政府杀害。 

党中央的高级成员巴伦（Barun）同志、塔帕斯（Tapas）同志、维杰

（Vijay）同志和钦坦达（Chintanta）同志 179在获释后不久就成为烈士，因为

他们在长期监禁期间被剥夺了正常的生存环境。苏米特（Sumit）同志（又名阿

米塔布·巴基（Amitab Bagchi））和阿苏托什（Asutosh）同志也是党中央的成

员，已经被关在监狱里十几年了。76 岁的基桑达（Kishanda）是参加过纳萨尔

巴里农民起义的老同志，是政治局成员。他患有 5 种慢性病，但是却在监狱被

剥夺了基本的医疗条件，政府还想在监狱里谋杀他。 

希拉（Sheela）同志和他一起被抓进监狱，被捕的理由同样是伪造的，并且

被捕时她正在接受对四种慢性病的治疗。维杰同志（又名 BG Krishnamurthy）
是西高止山脉特别分区委员会的书记，也是一位长者，他和中央委员坎昌达

（Kanchanda）同志（又名 Arun Kumar Bhattacharya），以及中央委员贾斯

帕尔（Jaspal）同志（又名 Vijay Kumar Arya），他们都面临监禁和酷刑。71
岁的坎昌达同志患有多种慢性病，但是被拒绝提供医疗。虽然如此，但是所有

的同志都在监狱里坚持了革命的信念。 

数以千计的党的领导人、干部和各级地方组织的同志被长期关押在监狱里

受审，而伪造的证据使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终身监禁或绞刑。在比哈尔邦的

 
179 关于钦坦达同志的光辉革命事迹，可参考此文章（系中文机翻）：https://www.tkpml.com/zh-CN/cpi-
maoist-red-salutes-to-member-of-the-central-committee-martyr-comrade-chintanda/?swcfpc=1 

https://www.tkpml.com/zh-CN/cpi-maoist-red-salutes-to-member-of-the-central-committee-martyr-comrade-chintanda/?swcfpc=1
https://www.tkpml.com/zh-CN/cpi-maoist-red-salutes-to-member-of-the-central-committee-martyr-comrade-chintanda/?swcf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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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纳里（Sinari）案中，杰哈纳巴德地区法院判处 10 名同志绞刑，3 人终身监

禁。过去两年来，总统办公室一直在拖延对巴拉案中四名同志的宽恕请求。最

后，总统发布命令，他们必须在监狱里呆一辈子。 

芒格地区法院判处五名部落农民活动分子死刑。在贾坎德邦，东比哈尔邦-
东北贾坎德邦特别区域委员会委员普拉维尔（Praveer）同志被杜姆卡地区法院

判处死刑。这一切都是在英迪拉·甘地强制推行罪恶的紧急状态时期，对革命农

民游击队活动家布马亚（Bhoomayya）和基什塔戈德（Kishtagoud）的非法且

密谋的绞刑的延续，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绞死巴格特·辛格、拉杰古鲁和苏赫德夫

等勇士在几十年后的延续。 

警察肆意地逮捕我们革命地区的儿童、老人、妇女、孕妇和病人，并逼迫

他们投降。而对那些不投降的人，就把他们杀掉，然后说他们是死于遭遇战。

很多人被诬陷和监禁，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关在监狱里多年，生活在悲惨的境况

中。 

他们在监狱里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医疗帮助，这是不人道的。非人道的环

境也造成了心理创伤。种种因素导致了一些人的死亡，而即使死了也没有人告

知他们的家人。法院被迫释放许多人，因为他们在多年的调查后也发现不了他

们犯罪的证据。那些长期在监狱里受折磨的人，他们的家庭正在遭受经济问

题，他们的家人精神被长期压抑，有些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他们的孩子生活

也受到了干扰，一些家庭就此破碎了。 

这是一个新的案例。在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前往丹达卡兰亚的南巴斯塔专区

的布尔卡帕尔（Burkapal）村进行搜查时，人民解放游击军对他们进行了伏

击。25 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人员丧生，31 人受伤。人民解放游击军

从他们手中缴获了 24 件自动武器。后来，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袭击了布尔卡帕尔

周围的村庄，逮捕了 122 名部落农民。 

他们被罗织假罪名并被送进监狱，其中一人病得很重，在监狱里去世了。5
年零 3 个月后，也就是最近，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 121 人被当地法院认定无罪

并释放。甚至连一个捏造的证据都没有，政府制造冤假错案已经无所顾忌了。 

电视节目显示了 122 个家庭的悲惨状况。在长达一年的历史性的农民斗争

中，中央和各邦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农民。尽管政府同意与印度农民联合阵线

（Samyukta Kisan Morcha）180达成获释协议，但当中许多人仍在监狱里。 

印度监狱的状况非常悲惨，囚犯和待审犯面临许多苦难。监狱管理手册很

旧。这是 1894 年英国人编写的监狱管理手册的复制品。印度教性法西斯主义莫

迪政府参与了将其转化为极度官僚主义的法律形式的过程。 

 
180 该组织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是由 40 多个印度农民协会组成的联盟，旨在协调 2020 年 9 月起有超

2 亿农民参加的反对莫迪政府三项农业土地法案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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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即使根据这本监狱管理手册，政府也没有为囚犯和待审囚犯提供满

足要求的设施。监狱里挤满了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多的囚犯。例如，虽然恰蒂斯

加尔监狱的容量为 6070 人，但却关押了 16000 多人。他们得到的大米、油、

豆类和蔬菜的质量很低，而且也低于配额。食物通常是腐烂的。肥皂、牙膏、

衣服和内衣是不够的，许多囚犯没有机会从家人那里得到它们。可怜的囚犯的

生活要悲惨得多。他们被迫以名义工资努力工作。 

女囚犯的境况要悲惨得多。监狱里存在父权制压制。监控摄像头借保护的

名义早已成为所有监狱的普遍设施，这导致女囚犯缺乏隐私。并且，自从印度

人民党和“服务团家族”（Sangh Parivar）181执政以来，非素食食品、鸡蛋和

其他营养食品都不提供了。 

监狱当局沉浸在无限的腐败和暴行里。代金券制度正在比哈尔、贾坎德和

其他地方的监狱里实施。在部落地区，囚犯们的早餐只能得到汤，没有茶。在

警察的帮助下，监狱里也在进行尸体交易。富人、政治领袖和黑手党则可以在

监狱里获得各种设施和奢侈品。 

审判被延长了几年，有时甚至几十年，用缺乏押送人员的借口来拖延送他

们去法院。警察机构逮捕了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

分子、我们党的领导人和活跃分子，并伪造了数十起罪名。审判被延长。少数

人的案情很轻，但那些无罪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附近会被再次逮捕，又被安排

上新的罪名并再次入狱。 

丹达卡兰亚特别分区委员会委员马德卡姆·戈帕纳（Madkam Gopanna）同

志在过去 15 年里一直在监狱里。他在监狱大门附近被捕两次，都是再次入狱。

许多邦的法院通常不批准保释，如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奥迪沙邦、西孟加

拉邦和阿萨姆邦，他们需要等待完成审判并被无罪释放，没有别的办法。 

当有多方面的多项罪名时，所有惩罚不会在同一时间进行，而是一个接一

个地进行的。这种手法比英国殖民者的手法还要严厉。我们需要开展一场强有

力的运动，以实现在被逮捕后的四个月内对被告人的所有案件进行合并登记。 

目前，在婆罗门印度教性人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司法机构正日益法西斯

化。最高法院日前判决莫迪和阿米特·沙阿（Amit Shah）182是清白的，驳回扎

基娅·贾弗里（Zakia Jafri）一封与印度军队在古吉拉特邦屠杀穆斯林有关的请

愿书。而社会活动家蒂斯塔·西塔瓦德（Teesta Seetalvad）则于当天被捕。 

2009 年，甘地主义社会活动家希曼舒·库马尔（Himanshu Kumar）为武装

警察部队在丹达卡兰亚的贡巴德-辛格拉姆地区屠杀的 16 名部落居民的家人向法

 
181 这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伞式外围组织的统称，包括印度人民党（BJP）和多个印度教、学生和

工人的右翼组织，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 

182 此人自 2019 年以来担任印度内政部长，印度上百万人的准军事部队都归属该部门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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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请愿，要求他们伸张正义。结果他因浪费法庭时间而被判有罪，并被判处 50
万卢比或两年的严厉惩罚。全世界都震惊了，并大声抗议这种司法态度。最高

法院则间接地告诉人们不要靠近法院，否则他们也将被起诉。 

赖普尔（恰蒂斯加尔邦首府）中央监狱的副狱长瓦尔沙·东格尔（Varsha 
Dongre）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一篇揭露警察对部落囚犯不人道行为的帖子，随

即被停职。2016 年，苏克玛区附加治安官普拉巴卡尔·格瓦尔（Prabhakar 
Gwal）于 2016 年被停职，后来被免职，因为他不同意将数百名部落居民送入

监狱。他说，除非出示阿达尔卡（Aadhar card）183等身份证件，否则他不同意

将人们直接送进监狱。 

在这方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请你们注意。监狱里的同志们一直在为

反对不人道的条件和争取他们的正当要求而不断地进行斗争，我们党的领导人

和积极分子正在团结监狱中的普通囚犯，并为他们的权利进行斗争。他们在监

狱里举行革命日和抗议日活动，他们正在把监狱塑造成阶级斗争、学习和教育

的中心。他们面对着强烈的镇压、酷刑、暴行，依然坚定地、勇敢地继续着他

们的政治斗争。 

女政治犯在监狱同志们的斗争中走在最前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例

子。2013 年，在我们党的女活动家的领导下，查蒂斯加尔邦的贾加达尔普尔中

央监狱的女囚犯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这场斗争取得了一些权利，如带犯

人去每一次休庭，为病人提供紧急治疗，在医院陪伴他们，为女囚犯提供独立

的厨房，为在厨房工作的女囚犯发每天的工资。 

另一方面，党正在组织各种民主力量支持监狱同志的斗争，让大家在监狱

外进行声援斗争，并为监狱同志的释放安排法律援助（司法帮助）。为此，他

们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总之，我们需要在必要的范围内组织辩护人、民主人

士和权利活动家，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党正在动员革命人民在 9 月 13 日支持监狱同志的斗争，这一天是革命英雄

贾廷·达斯（Jatin Das）同志的殉难日，他为争取囚犯权利和反抗英帝国主义进

行了 64 天的无限期绝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正在纪念这个日子。他们正在组

织大量的采访，以会见监狱同志的家属，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并举行集

会、会议和研讨会，他们正在努力通过辩护人提供法律援助，他们正在组建释

放政治犯的委员会、组织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并正在将其扩大。 

另一方面，监狱里的同志们正在竭尽全力尝试越狱。比如以下案例：杰哈

纳巴德（Jehanabad）越狱，达恩泰瓦达越狱，对拉基萨赖（Lakhisarai）法庭

的游击行动，两次柴巴萨（Chaibasa）越狱，6 名革命儿童从鲁吉拉

（Rourkela）少年之家越狱、对吉里迪（Giridih）囚犯的护送车辆的游击行

 
183 印度的 12 位身份号码系统，法律上相当于居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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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9 名革命儿童组织成员从达恩泰瓦达少年之家越狱等。杰哈纳巴德越狱事件

和对吉里迪护送车辆的袭击是成功的案例，此行动有党在外面的支持。另一个

案例是，当一名政治局委员被带到拉基萨赖法院时，他被护送的警察释放了。

然而，由于敌人的猛烈攻势、城市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局限性和弱点，为释放同

志们和他们的权利而进行的各种尝试都进行得很有限。但是我们的党、运动和

人民都有逃出监狱的英雄革命传统。在纳萨尔巴里起义期间就有越狱行为，其

中有同志殉职。当安德拉邦特别委员会（APSC）秘书康达帕利（Kondapalli）
在维沙卡监狱（Visakha）被送入医院时，他和另一位国家委员会委员（SCM）

被警察释放。1987 年，包括安德拉邦特别委员会秘书希亚姆（Shyam）在内的

四名同志与三名枪手一起从阿迪拉巴德监狱突围。然而，在目前国家和监狱进

行严酷镇压和官僚统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都加强尝试。 

今年，由于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的倡议和特别努力，我们将在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为释放印度政治犯举办行动周，以支持他们，并阻止莫迪领导

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和布佩什·巴盖尔领导的恰蒂斯加尔邦国大党政府勾结起来对

我们的活动地区发动猛烈的无人机袭击。党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印度人民战争国

际委员会的号召，并呼吁使其获得成功。 

建立和加强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犯声援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项运

动要求：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国家的政治犯，如菲律宾、土耳其、秘鲁、加利

西亚、阿富汗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革命运动国家；所有因社会、政治斗争而

被捕并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都必须获得政治犯的地位；必须停止对囚犯权利的侵

犯以及对他们的暴行和镇压，特别是政治犯和女囚犯；必须改革监狱管理手

册；必须根据囚犯的情况改善监狱的条件。我们党希望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国际

委员会的努力能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党宣布它将在印度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并坚信这一运动将逐步发展。 

 
2021年，德国埃森，反对反革命行动和声援印度革命的革命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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