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种姓特留权之争看印度

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

———一个中国法律人对贾特人骚乱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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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贾特人为争取特留权所发起的骚乱，只是众多骚乱之一，但因为其带来的社会负面

效果极其严重，而再次引起人们对种姓歧视和特留权制度的热议。为应对千年之久的种姓制度，

印度宪法设计者采用了积极性平权措施———特留权制度，包括针对特定的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的

特留权制度和其他落后群体的特留权制度。90 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后，缺乏明确标准的其他落后

特留权制度被广泛的相对落后群体所热争，也成为邦选举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在司法能动主义

规则干预下，这种政治化的撕扯被设定了边界，但引发撕扯本身的宪法命题并没有被破解，这意

味着，最高法院的法律化又固化了撕扯本身。特留权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印度以宪法为基

础的治理逻辑的很好样本，而了解印度的治理逻辑，对于研究印度本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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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印度的 GDP 增长速度为 7. 5%，首次超过了中国的 6. 9%，位居全

球前列。① 另据报道，2015 年印度吸引外资量达到 310 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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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dia Outpaces China in 2015 Economic Growth”，BBC，Feb. 8th，2016，http: / /www. bbc. com /news /business

－ 35519671. 搜狐新闻也以“印度宣布去年 GDP 增速超越中国 领跑全球”为题进行了报道，http: / /

news. sohu. com /20160209 /n437160028. shtml，Dec. 25th，2015，http: / / indianexpress. com /article /business /e-

conomy / india － trumps － us － china － emerges － top － fdi － destination － in － h1 － fy16 － report /



28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① 2015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入境投资，这意

味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但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却与两个大国的

经济发展不太相称。从 2015 年开始，中资迎来了印度投资热，中资在印度的投

资 2015 年是 2014 年的 3 倍，但只排印度投资来源国的第 28 位。② 中印之间的交

流在 1962 年以后非常不活跃，对彼此的学术研究热情更是低迷，两国对万里之

外的欧美的了解，远胜于对自己大国邻居的了解，这导致中资在印度的投资缺

乏智力支持。而印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纸面上的印度与现实中的印度

差别很大。鉴于印度基础设施落后，人们对印度文化中存在着一些误解，很少

有中国学者愿意到印度进行本土化研究，法学领域尤其缺乏。印度的治理逻辑

跟中国非常不同，印度宪法对国家的统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所以，研究其以

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对于了解印度的国家运行非常关键。笔者结合自己经

历的贾特人骚乱，进行了一些观察和研究，期望能做出微薄贡献，供同仁们批

评指正。

一、对贾特人骚乱的解读

2016 年 2 月份，印度北方的农民贾特人爆发了大规模骚乱，造成 30 人死

亡，200 多人受伤，经济损失达 30 亿美元，哈邦的八个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伤。③ 笔者所在大学就在骚乱重灾区之一的索尼帕特市，该城市的所有中小学、

大学停课约一周，一些店铺被烧毁，政府宣布宵禁，并授权警察直接开枪。严

重时，路面交通全部阻断，政府只能通过飞机空运军警。笔者所在学校的直升

机停机坪被政府用作军警空降设施，作为回报，政府将一部分军警留在校园，

保护师生安全。笔者人生中第一次亲身经历如此大的骚乱，印象深刻。包括笔

者在内的教职员工，家里食物储备不足，只好去学校食堂用餐，借此机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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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India Trumps US，China to Emerge as Top FDI Destination: Ｒeport”，Indian Express，http: / / indianexpress. com /

article /business /economy / india － trumps － us － china － emerges － top － fdi － destination － in － h1 － fy16 － report /

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 《中资企业印度生存报告 ( 2016 版) 》，见“印迹”微信版或搜狐财经转发版，

https: / /m. sohu. com /n /469785383 /

Debobrat Ghose，“Jat Agitation: Destruction Worth Ｒs 20，000 cr，Let couldn't have Done Worse”，F. INDIA，

May 14，2016，http: / /www. firstpost. com /politics / jat － agitation － let － prakash － singh － haryana － rohtak － pani-

pat － murthal － riots － 2781046. html



与很多印度同事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才知道这种为争取特留权的骚乱在印度

发生不是罕见之事，难怪同事们都相对淡定。后来学校食堂的储备也近乎用尽，

大家只能吃非常简单的食物充饥，印度同事才变得稍有些不安。但很快政府跟

贾特人达成了协议，街面立刻恢复太平，也让人感叹政治谈判的神奇效果。当

然，大多数印度同事对哈邦政府对贾特人让步感到失望。

国内的很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如新华社、文汇报等，报道侧重于骚乱

的程度或者分析印度的种姓歧视、民主制度所暴露出的问题。笔者认为，解读

这次贾特人骚乱，重点不应该看印度种姓歧视有多严重，而是要侧重分析印度

应对种姓歧视的宪法性制度在设计和运转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媒体人

的职业视角所限，再加上从事印度法治研究学者的缺乏，使得这方面的分析非

常稀少。

印度的种姓歧视存在千年之久，有分析认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该种

姓歧视被利用，至少没被重视，导致其愈发严重。① 1947 年印度独立时，消除种

姓歧视，是印度制宪委员会需要重点解决的宪法难题之一。与美国解决种族歧

视努力的相似之处在于，印度也规定了消极性禁止歧视措施，如在宪法第 17 条

明确废除贱民制 ( untouchability) ，严禁任何形式的贱民对待行为的出现，并且

将这种贱民对待行为刑罚化。再如，印度宪法第 14 条明确了平等权保护，“在

印度领土内，国家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法律上之平等，或法律上之平等保护。”②

第 15 条的前三款规定了禁止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歧视的规定。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印度的种姓歧视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

南非的种族隔离不同的是，后者有明显的外部特征，生活中相对容易识别和显

现; 而印度的种姓歧视是内化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运作中的，外部特征不明

显，所以，不太容易显现和识别。③ 另外，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毕

竟历史短，文化改变相对容易些; 而印度的种姓歧视存在千年之久，其实际上

不是来自于原来的国王，而是社会的民众，又加上宗教的因素，文化的改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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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ameshnie Deane，A Commentary on the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Policy of India，P. E. Ｒ，2009. Vol. 1，pp. 32 － 33.

宪法第 14 条的英文表述为“ Equality before Law The State shall not Deny to any Person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or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India. ”

Tameshnie Deane，A Commentary on the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Policy of India，p. 31，p. 39.



比规则的改变更加艰难。①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印度来自贱民家庭的印度宪法主笔之一安贝卡

博士 ( Dr. Bhimrao Ｒamji Ambedkar) 的积极推动，印度的制宪委员会在应对种

姓歧视方面更加激进，大胆采取了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将积极性平权措施

( affirmative action) ———特留权制度 ( reservation) 写入宪法，这在学者研究中被

称为优惠待遇 ( preferential treatment ) 、保护性歧视 ( protective discrimination )

或反向歧视 ( reverse discrimination) 。

二、印度特留权制度的宪法设计

虽然印度不是唯一一个采用特留权制度的国家，但印度的特留权制度可能

是世界上最广泛的对特殊种姓、对落后群体、对女性和儿童等都做了规定的特

留权制度。本文主要介绍种姓方面的特留权制度。

印度对种姓方面的特留权制度主要规定在印度宪法的第 46 条及第 15 ( 4) 、

( 5) 款和 16 ( 4) 、( 4A) 、( 4B) ② 款中。其中，第 46 条有关增进表列种姓、表

列部落和其他弱小阶层的教育和经济利益时，规定国家应特别注意增进弱小阶

层之教育与经济利益，特别是“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教育和经济利益，

并应保护他们不受社会之不公待遇与一切形式之剥削。第 15 ( 4) 规定，本条③

与第 29 条第 2 款④之规定不妨碍国家为促进在社会和教育方面落后的阶层或表列

种姓和表列部落的进步而制定任何特别条款。第 15 ( 5) 款规定，本条或第 19

条第 1 款第 g 项的内容不妨碍国家制定任何特别规定，以促进社会和教育落后阶

层，或者表列种姓，或者表列部落在私立学校入学方面做出特别规定，不论该

私立学校是否接受国家财政支持，但第 30 条第 1 款所列的少数民族教育机构不

包括在内。第 16 条是关于公职受聘机会均等的规定，其中第 16 ( 4 ) 、 ( 4A) 、

( 4B) 款授权国家为落后阶层做出特别规定。其中，第 16 ( 4) 款规定，本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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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印度最高院在 Shawhney v. Union of India 1992 S. C. A. L. E. 第 1 和 32 页，提到了印度种姓歧视面临的文化

负担。

16 ( 4B) 是通过 2000 年的第 81 次宪法修正案引入的。

第 15 条是关于禁止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的歧视的规定。

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不能基于信仰、种族、种姓和语言，拒绝任何人进入公立或财政资助的教育机

构。



定不妨碍国家为那些他们认为在公共服务部门缺乏足够代表的任何落后阶层的

任命和入职做出任何特别规定; 第 16 ( 4A) 款则是授权国家为缺乏足够代表的

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落后阶层人士的提拔做出任何特别规定; 第 16 ( 4B) 则是

规定，为特别阶层保留的职位如果当年没有招聘满，第二年这些职位不适用于

50%的上限限制。①

印度宪法设计者用心区分了历史性受歧视和压迫的群体 ( scheduled castes，

简称 SC and scheduled tribes 简称 ST) 和其他需要关注的落后阶层 ( other back-

ward classes，简称 OBC) ，并给予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特留权。

表列种姓 ( SC) 和表列部落 ( ST) 是历史性受歧视和压迫的群体，是宪法

特留权关注的重点。关于 SC 和 ST 的确定，印度宪法第 341 条，授权印度总统

和联邦议会来确定。其中表列种姓主要指贱民或者被甘地所称的哈里真 ( Hari-

jans) ，在 1951 年印度人口统计时有 5100 万人，占到人口的 14. 4% ; 表列部落

则主要是印度的原始居民或部落，1951 年统计时有 1900 万，占人口的 5. 3%。②

在当时，两者相加，大约为五分之一的印度人口。在目前的实践中，表列种姓

的特留份额比例为 15%，表列部落的特留比例是 7. 5%。而对于其他落后阶层

( OBC) ，宪法则没有划分谁是 OBC，也没有规定具体认定标准，③ 这成为九十年

代后特留权制度纷争的重点。印度最高院在 1992 年的 Shawhney v. Union of India

判决中设定了一个 50%的最高限，即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特

留比例不能超过整体的 50%。目前 OBC 所占的特留比例在联邦一级是 27%，加

上 15%的表列种姓配额，7. 5% 的表列部落配额，总共是 49. 5%。因为 OBC 的

特留配额对于改变选举结果意义重大，为了迎合选民，④ 在邦一级，有些地方试

图突破这一比例，但最高院守住了 50%的比例。

宪法确认的特留权制度第一类是政治上的特留权制度，如宪法第 33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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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 M Ｒ Balaji v Mysore ( AIＲ 1963 SC 649) 和 Indira Sawhney ＆ Ors v. Union of India. AIＲ 1993 SC 477: 1992

Supp ( 3) SCC 217 案中，印度最高院都将特留权保留位置上限设定为 50%。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wi-

ki /Court_ Cases_ Ｒelated_ to_ Ｒeservation_ in_ India

Marc Galanter，“Equality and‘Protective Discrimination’in India”，Ｒutgers Law Ｒeview，Vol. XVI，footnote 13，

p. 43．

Marc Galanter，“Equality and‘Protective Discrimination’in India”，footnote 13，p. 57．

Shubhojit，印度宪法第 15 条，November 21，2014，http: / /www. elections. in /political － corner /article － 15 － of －

the － indian － constitution /. 第十五条确认的特留权制度覆盖各领域，在争取选民方面，意义重大，又被称

为“vote catching mechanism”，这也是对其核心的批评。



334 等条规定，联邦和邦层级的议会中必须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群体特留席

位; 另外 243D、243T 等条也规定了在基层长老会 ( Panchayat) 上如何为这些群

体特留名额，而且这些席位的保留是强制性的。但是，这种强制性的政治特留

权制度只适用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不适合其他落后阶层 ( OBC) 。

宪法确认的第二类是公职职位的特留，主要规定是第 16 ( 4) ，适用的是非

选举职位。区别于第一类所包括的政治性特留权，也即选举席位的保留，这种

在公共部门受雇佣的特留配额包括在联邦政府和邦政府所有非选举公共职位，

以及政府资助的其他公立或公营部门获得特留比例。16 ( 4A) 还将特留权延伸

到在这些部门中获得提升的机会。适用于这类特留权的群体不限于表列种姓和

表列部落，也包括其他落后阶层。但是，宪法并没有给出其他落后阶层的认定

标准甚至没有认定方法，对于关于特留标准放宽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任何限制。

到底中央政府还是邦政府来确认标准，也比较模糊。贾特人这次骚乱就是要推

动他们被列入联邦政府获得公职特留权的其他落后阶层 ( OBC) 。

宪法确认的第三类是教育机构的特留，包括入学、获得奖学金、免学费、

书本补贴等。2005 年的第 93 次宪法修正案引入了第 15 款，规定教育机构不限

于政府设立或资助的教育机构，而是包括所有公立和私立的教育机构，唯一的

例外是少数民族学校，这意味着，特留权制度已经从政府或公立部门扩展到私

立机构。印度目前有四类高等教育机构，公立的、公私合营的 ( 如分散在不同

邦的国家法学院就是这种类型) 、私立的 ( 不接受政府资助的) 和少数民族学

校。除了少数民族学校，配额制适用于所有其他学校。到 2014 年，印度有 677

所综合性大学 ( University) ，其中 191 所是私立的; ① 到 2012 年，印度大约有

33023 所学院 ( college) ，其中 60%是私立的。② 但对这一宪法修正案也不是没有

争议，本来大家对特留权制度在推动按能选择和机会均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就

颇有争论，将特留权制度推动到私立学校，不给他们实践其他积极性平权措施

的机会，会将特留权制度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扩大。其中私立学校 Birla 理工的负

责人就明确表示，私立学校不从政府拿一分钱，他们应该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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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自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高教司，http: / /mhrd. gov. in /university － and － higher － education

British Council，“Understand India: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

tion”，February 2014，p14. https: / /www. britishcouncil. in / sites /default / files /understanding_ india. pdf.



极性平权措施，而不是非要执行特留配额制。①

从宪法规定来看，与议会席位的政治特留权不同，公职职位的特留权和教

育机构的特留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授权性的。又因为公共职位特留权和教育

机构特留权不仅仅适用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也同时适用于其他落后阶层

( OBC) ，而其他落后阶层的确认又没有宪法性标准，这导致其成为印度所有积

极性平均措施中争议最多的一项。②

三、印度特留权制度面临的问题

仔细研读印度的特留权制度设计就会发现，印度宪法设计者很用心，但也

留下了很多隐患。美国芝加哥大学 Marc Galanter 教授在 1961 年就撰文梳理和分

析印度特留权制度存在的隐患。从贾特人骚乱可以看出，这些隐患都不幸被言

中了。尤其在“其他落后阶层”的特留权方面，纷争不断，正在撕裂着印度，

也在强化着种姓和阶层的身份差别。结合 Galanter 教授和其他相关学者的研究，

本文将其梳理为四大隐患。

( 一) OBC 制度存在设计缺陷

OBC 制度过于弹性和不明确是今天印度种姓通过骚乱争取特留权的关键原

因之一。

首先，OBC 制度没有明确其他落后阶层 ( OBC) 的界定标准或界定方法，

甚至目的也不明确。虽然在宪法第 46 条和第 15 ( 4) 中，提到 “社会”和 “教

育”落后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而第 16 ( 4) 、 ( 4A) 中，又提到了 “缺乏足够代

表性”。在实践中，有些邦用“种姓”作为一个基础，有的邦用“社会和教育落

后”为标准，有的邦则组合社会落后、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缺乏代表性、宗

教等因素中的两项或三项为标准，甚至还要附加排除一项或两项标准，如经济

标准。至于 OBC 为什么会存在，是要纠正历史性歧视还是要作为一项动态的社

会福利，宪法目的不明确，实践执行很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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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OBC 特留权制度没有明确谁来规定谁可以享受特留权。有学者解读

当年的立宪本意为“缺乏全国性确认落后阶层的任何机制显然是出于一种认识，

落后阶层的确认应该主要是地方性的。”① 但是 90 年代初，OBC 特留权运动开始

全国化，联邦政府专门成立 了 国 家 落 后 阶 层 委 员 会 ( National Commission on

Backward Classes 简称 NCBC) 来处理 OBC 的国家名单认定。情势的变更，造成

了很多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的冲突。今年贾特人骚乱的首要原因，就是要求列

入 OBC 国家名单。在此之前，贾特人和其他四个种姓在哈邦被给予 6% 的政府 1

级和 2 级职位的特留份额，10%在教育机构的特留份额。② 但是，贾特人不满足

于此，他们要求推动在联邦政府的特留份额，但 NCBC 拒绝了其请求，认为他们

并不存在社会性和教育性落后问题。

最后，OBC 特留权也没有规定优惠待遇的范围。宪法的措辞是 “任何特别

规定”，未设定任何底线，这导致保护性歧视原则与机会平等和按能选拔机制的

调和更加艰难。③

( 二) 特留权制度创设了很强的利益

作为一项激进的平权措施，特留权制度原本计划是短期的和过渡性的，但

是，在今天的印度却愈演愈烈。即便在看似争议较少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群

体中的特留权制度也显现出这样的问题，比如议会席位的特留，原本计划十年，

但此后，每十年宪法就再授权延期一次，直至今日。在近二三十年，越来越多

的群体在做 OBC 特留权的文章，因为利益很大，标准弹性，且没有退出机制，

而印度是一个发展刚刚起步且人口众多、落后群体广泛的国家，所以，OBC 特

留权被广泛争取。

贾特人骚乱也是努力加入 OBC 特留权国家名单受挫后的一种公开抗议。贾

特人历史上被认为是高种姓，且属于有地农民，在政治上也属于比较有话语权

的，如从 1966 年开始，哈邦历史上十位首席部长 ( Chief Minister) 中，有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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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贾特人; ① 贾特人占哈邦选民的 27%，有能力来左右选举结果。② 但是，城镇

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他们的传统优势正在消失，看到其他低种姓因为特留权

制度或其他生存压力所逼而快速发展，便要求享受特留权制度。哈邦考虑到贾

特人的选举影响力，早已经在邦层面给予他们特留权。但是，贾特人想争取联

邦政府职位中的特留权，却先后被拒绝。所以，他们要发动骚乱。

( 三) 特留权制度容易强化种姓差别

特留权制度是通过划线分割种姓或群体来实现小群体的特殊利益，这容易

强化而不是削弱种姓差别。还是以这些年正在白热化的争取 “其他落后阶层”

身份以获得特留权的问题为例。其他落后阶层既包括非常落后的阶层和相对落

后的阶层，也包括历史性落后阶层和新产生的相对落后阶层。如印度建国初期

成立的印度落后阶层第一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印度有 2399 个落后阶层，其中

837 个是最落后阶层。③ 在落实特留权方面，很直观的难题是，是否要进一步分

组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特留权制度。④ 比如，所有“其他落后阶层”作为一个组

合来竞争给他们的特留配额，还是给这个组合中的其他落后阶层进一步分类，

让他们在自己的子集中竞争配额? 子集中的其他落后阶层只能在自己的子集中

竞争配额，还是也可以参加 “其他落后阶层”的其他配额竞争? “其他落后阶

层”的人可否参加开放性的名额竞争? 如果允许比较落后阶层跟非常落后阶层

在 OBC 中作为一个盘子竞争，显然有利于相对落后阶层; 如果非常落后阶层与

比较落后阶层在各自的子集中竞争，后者的利益又会受损伤。⑤ 这意味着，所有

的讨论都会不停加深人们对种姓差别的认识。印度最高院在 1993 年 Indra Sawh-

ney v. Union of India 案的判决中，将 “其他落后阶层”中的奶油夹层 ( creamy

layer) 排除在配额外，也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且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其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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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成员不再享受特留配额，这被认为进一步区分了 “富的其他落后阶层”和

“穷的其他落后阶层”。① 通过这些讨论和事例，我们发现，特留权制度在配额分

配时，必然会讨论种姓和阶层，而且还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这不可避免地会

强化种姓和阶层差别意识。

因为身份的确认伴有巨大的特留权利益，政府在核实身份时，往往采取非

常严格的身份确认，这会进一步挫败跨种姓、跨阶层的社会交流如婚姻等。

1994 年，印度最高院在 Patil v. Additional Commissioner of Tribal Development 中对

来自 Maharashtra 的两姐妹以表列部落身份获得医学院入学资格进行审查，认为

应该通过法律、人类学、代际追踪等严格方式来确认一个人的所属群体，进行

身份的确认，并认为两姐妹应该属于 Koli ( 其他落后阶层) 而不是 Mahadeo Koli

( 表列部落) ，从而认为其以错误身份骗取入学。② 从这个事例我们也能发现，特

留权制度的落实，是必须强调身份确认的，而且采取的是严格的身份确认措施，

如强调代际传递的纯粹性。

( 四) 特留权制度将损害非歧视性原则

特留权制度在群体间划线确认特殊利益将会不可避免地损害宪法确立的非

歧视性原则。当然，对于这一争议，制宪委员会也早已争议过，印度的政治家

们似乎也早有心理准备。比如印度前总理辛格就说， “如果存在基于出身的歧

视，为了弥补，对被害人的确认当然也要通过出身。这不是因为种姓差别被认

可，而是操作的现实需要。”③ 美国最高院大法官布莱克蒙 ( Blackmun) 在 Ｒe-

gents of the Univ. of Cal. V. Bakke 一案的支持性意见中也说过，“为脱离种族主

义，我们先将种族作为事项考虑。没有其他办法。”④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

现实生活中，特留权制度只是让社会上某些落后群体的生活状态有所改善，但

并没有发挥去身份认同的作用。因为特留权制度的实施，必须强调严格的身份

核查和身份差别。据有些学者观察，60 年来，与美国黑人相比，印度贱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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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改善非常微弱。①

更值得关注的是，从 90 年代后，民众利用 “其他落后阶层”的弹性规定大

做文章，尤其是实行市场化改革后，人们对政府部门的铁饭碗工作更加看重，

原本局限于本地化灵活处理的 “其他落后阶层”特留权制度，被全国化推动。②

“其他落后阶层”就像一个大口袋，为迎合选民，其包含的落后阶层越来越多，

让高种姓群体感觉到自己被歧视。以哈邦为例，在 80 个种姓中，已经有 64 个种

姓被列入可享受特留权制度，不享受特留权的变成了少数。③ 贾特人本来处境并

不弱势，他们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也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农民

面临的普遍问题，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在享受特留权制度时，他们一方面迁怒

于特留权制度造成了他们的困境，同时也寄希望于特留权来逆转他们的命运。

就像那个在贾特人骚乱中丧生的年轻人的叔叔 Sukhbir 所言，“我们的群体被特

留权制度留在了后面，我们只是为此而抗争，特留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④ 这

在一定程度上让社会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争着分蛋糕，却很少思考蛋

糕做大中面临的共同挑战。比如，贾特人面临的问题是典型的城镇化或工业化

过程中农民面临的问题，印度其他种姓的农民也会面临，但是，从媒体到决策

者，很少有人跳出特留权制度，讨论印度农民正面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挑战。

四、对印度特留权制度的一点延伸思考

解决印度的种姓歧视，的确是个历史难题，也是一个政治难题。当年的政

治家们很纠结，比如甘地就非常担心特留权制度会将独立后的印度人民置于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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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但据著名印度宪法学家 Granville Austin 教授对史料的考证，整个制宪会议

都将制定一个能够带动社会革命和国家新生的宪法作为最终目标，基本上没有

采取甘地的制宪建议。① 身处贱民种姓的安贝卡博士深感低种姓人群所受到的严

重歧视，更是带着一种使命感期望通过制宪的历史机遇来推进社会改变。印度

贱民阶层所受到的歧视，可能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在 2014 年最大规

模的调查中发现，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仍然在生活中对贱民采取不接触行为，

如不允许这样的人进入他们的厨房，不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餐具。② 这种具有文

化顽固性且内化在社会秩序运行中的歧视，不采用激进的措施恐怕也难以改变。

但是，特留权制度设计是否为印度国情下比较有效的选择，却需要另行讨论。

( 一) 以身份识别为基础的积极性平权措施是否适合印度的文化国情?

来印度两年多，笔者第一大感受是，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印度这

样多元化。虽然美国一直在强调多元化，但实际上，在美国生活过就会发现，

美国是一个价值观、语言等高度统一的国家。但印度不同，印度自建国以来，

一直是拌沙拉的状态，而非 banana shake ( 是一种将香蕉和奶打碎在一起的印度

流行饮品) 。印度在语言、宗教、种族、文化上一直保持着真正的多元化。根据

印度 2001 年的官方统计，有 100 万人以上说的语言就有 29 种，印度宪法没有给

任何一种语言国语身份，只授权政府确定了印地语和英语为官方工作语言。③ 在

印度，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被全国人听懂。印度的宗教也是非常多元化，印度教、

伊斯兰家、天主教、锡克教、佛教、旨那教等各宗教并存。虽然印度教占到

80%，但是说不同语言的印度教人并不能进行有效沟通，或者说信仰印度教的

人本身也是分割的。

64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16 /6)

①

②

③

Granville Austin，The Indian Constitution － Cornerstone of A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 － 49.

Seema Chishti，“Biggest Caste Survey: One in Four Indians Admit to Practising Untouchability”，Indian Express，

Nov. 29th 2014，http: / / indianexpress. com /article / india / india － others /one － in － four － indians － admit － to －

practising － untouchability － biggest － caste － survey /

Languages of India，https: / / en. wikipedia. org /wiki /Languages_ of_ India.



在印度，任何试图统一的努力都是一种政治忌讳。① 以语言的统一为例。在

制宪会议上，是否确定国语、谁为国语问题被吵得一塌糊涂，最后授权政府先

确定工作语言。为避免争议，政府确定印地语和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过渡期为

15 年，到 1965 年 1 月 26 日。② 眼看过渡期将到，为了防止自己的语言被消失，

泰米尔纳德 ( Tamil Nadu) 人 ( 当时他们还属于 Madras 邦) 发起了反印地语运

动，最终，印地语和英语无限期成为官方语言。③ 笔者所在的是一所私立大学，

每年在确定节日时，也是很纠结的，来自不同印度文化背景的教工和学生总会

质问，为什么过这个节而不过他文化中确定的节。所以，有人甚至认为，印度

都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有人开玩笑说，在印度唯一能统一的是板球。

更严肃的观点认为，是民主和联邦制在统一着印度，④ 或者是宪法在统一着印

度。民主和联邦制虽然弄不出 Banana Shake，但至少可以拌出沙拉来。但沙拉的

问题是，玉米粒是玉米粒，生菜是生菜，西红柿是西红柿。在去身份方面，作

用有限。所以，你会发现，印度多元化的文化国情中有很强的身份认同取向。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家沈恩 ( Amartya Sen) 还曾经就自己被问及身份的经历有

感而发，写出了一本书，叫《理由先于身份》 ( Ｒeason Before Identity) 。

在这样一种文化多元、身份意识强的文化背景下，印度消除种姓歧视的努

力需要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更适合? 是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种姓差别，并

对弱种姓和相对弱种姓提供补偿性措施还是要淡化种姓差别和种姓身份意识?

前面提到的印度种姓歧视与美国种姓歧视的差别，也可以反过来论证印度解决

此问题的优势。种族歧视带有明显的外部特征，这让歧视变得容易; 但是，种

姓歧视不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这对去种姓化本身是有利条件。为什么一定要

通过强化种姓差别来解决它? 从笔者个人解读来看，对于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这些有着深度文化顽固性且历史上被严重压迫的种姓，采取矫枉过正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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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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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也应该有过渡阶段，比如再设 30 年或 50 年。但是，

OBC 的口袋式特留权措施或许本不该存在。真正在撕裂印度的也是 OBC 弹性特

留权制度。

( 二) 政策问题法律化是合适的路径吗?

作为一个在印度执教的中国法律人，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是，印度很容

易将政策法律化，而中国的策略正相反，往往是把法律政策化。

中国的国情是，行政权比较强大，所以，真正影响社会走向的往往是政策;

真正影响民众具体生活的往往也是政策。即便在立法过程中，也往往是行政权

主导，导致立法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弱，给行政权留出了大量的弹性空间。这

种立法政策化的模式，对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有其可肯

定之处，因为其不会僵化限制行政权的运作，但其负面作用是对行政权滥用的

控制非常有限。

与中国不同，在印度，三大权力中，行政权的社会信任度最低。其次是立

法权，因为议员丑闻、立法权缺乏问责机制等导致民众对议会的信任度也在降

低。① 目前，司法权的口碑最好。印度资深记者 N. Ｒavi 先生从对媒体的监测确

认了这一点，他指出，“因为行政权和立法权的低能，印度人民仍将诉诸法院当

做自己唯一的希望。”②笔者曾经在班级的学生中做过小测验，也印证了这一点。

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放开后，印度法院成为民众最倚重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

导致印度司法能动主义非常盛行。2012 年，曾经出现一个很有争议的案例，即

法院通过判决要求政府将两条河连起来。③ 河流连接项目难以实施，是因为很多

邦反对。有组织发起公益诉讼，法院受理了，并判决政府实施。这是非常典型

的行政权的执行范围，虽然法院让实施，但障碍还在，实施不了。包括印度现

84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 2016 /6)

①

②

③

Devesh Kapur and Pratap Bhanu Mehta，“The Indian Parliament as An Institution of Accountability”，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Humans Program of UNDP，Paper Number 23，Jan. 2006，https: / / casi. sas. upenn. edu /sites /

casi. sas. upenn. edu / files /bio /uploads /The%20Indian%20Parliament. pdf. ( The people see the judiciary as their

only hope，because of the incompetence of the legislature and executive)

“Judiciary Still the Most Trusted Wing”，The HINDU，May 9th 2000，http: / /www. thehindu. com /2000 /05 /09 /sto-

ries /0209000a. htm.

Bharat Lal Seth，“Supreme Court go － ahead for Interlinking rivers”，Tuesday 28 February，2012，http: / /

www. downtoearth. org. in /news /supreme － court － goahead － for － interlinking － rivers － 36857.



任财政部长 Arun Jaitley ( 印度最顶尖的律师之一) 在内的政府官员已经多次抱

怨，法院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过度介入政府执法权范围。① 一些学者也认

为，通过公益诉讼，印度法院在保护公民权利、抑制政府权力滥用方面的确做

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法院还是应该坚守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原则，不宜过多

介入行政权的政策范围。②

从特留权制度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本被定义为过渡性、短期性的积

极性平权措施，当初宪法设计者本打算留给政治家和行政执法者界定的事项，③

因为法院的不停介入和议会的立法确认越来越细化为一项非常正式的法律制度，

从而使其消失变得异常艰难。以宪法 16 ( 4) 规定的公职特留权为例，不仅职位

有特留权，还确定了提拔的特留权，并且议会又将其作为宪法修正案加入。再

比如，关于种姓的确认，法院细化了标准和条件，让种姓的确认异常严格。最

初的宪法设计可能是授权政府作为一项政策操作，但因为政府口碑低和司法能

动主义的盛行，政策在宪法性落实方面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弱，致使过渡性的制

度设计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法律制度。

从立法权看，继承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印度的立法比较看重程序，由议

会主导，并且有活跃的民间组织参与。所以，印度的立法非常具体，给行政权

自由操作的空间远比中国小得多。另外，印度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国家的凝聚要

靠宪法，所以，印度有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也可能是世界上修正案最多的宪法。

从 1950 年通过到 2016 年 9 月，印度已经通过了 122 个宪法修正案，最新修正案

是关于税法改革。从前面介绍也会发现，印度最高院确认的内容，往往会被议

会推动成为宪法修正案，在特留权制度方面表现明显，15 ( 5 ) ，16 ( 4A) ，16

( 4B) 都是通过不同宪法修正案增加的内容。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印度政

策立法化的治理模式是很难让一项宪法制度成为短期的、过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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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弹性的 OBC 特留权宪法设计，加上印度多元化的国情和已内化为文化的身

份意识，再被政策立法化的治理模式所助推，我们似乎可以断言，特留权制度，

很难有消失的一天。因为它的消失不会自动发生，而任何想让其消失的努力，

都将会付出巨大的宪法和政治代价。也许存在一种消失可能，那就是所有人都

获得了特留权，也就意味着，特留权制度被变相废除。但是政策立法化的国情

现实，又不能走到那一步，因为印度最高院会不停介入这个制度，让它保持着

适当的理性。悲观的解读就是，特留权制度将会长时间存在，OBC 制度将会继

续撕裂印度。

对于中国的投资者、决策者而言，特留权制度的走向本身可能不是他们最

关注的，但可以从特留权之争管中窥豹，初步了解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

辑，这将非常有助于未来投资和政策决策参考。对于研究者而言，尤其是从事

法学研究的学者，特留权之争提供了一个了解印度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逻辑的

非常重要的窗口。

( 责任编辑 金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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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n India through the Ｒeservation System

A Chinese Legal Scholar's Observation of Jaat Agitation

Zhang Wenju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ny agitations，Jaat Agitation brought wide attention be-

cause of its serious social consequ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one thousand years long caste

－ based discrimination，Constitution Assembly brought the affirmative action into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which includes the reservation for scheduled castes ( SC ) ，scheduled tribes

( ST)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 OBC) ．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 in 1990s，OBC be-

comes a hot system fought by backward classes for lack of clarified criteria. Then it becomes

a weapon for politicians to get voters back. The Supreme Court with belief in judicial activ-

ism intervenes and sets limits for politicians. But the root cause of the issue has not been

solved which thus lead t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eservation fighting in a long － run.

Ｒeservation system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for us to review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n

India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to understand India.

Key Words: Agitation，Constitution，Ｒeservation，Governance

Indian Maoist's Arm Struggle and Its Achievement

Wang Qingfeng

Abstract: Indian Maoist movement already existed for half a century，it insisted on

armed revolution to seize political power． Maoist's important strategy is to establish revolu-

tionary base，and continued to form“Ｒed Corridor”in the middle － east India． Maoists set

up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proclaim laws and collect tax，pun-

ish the anti － revolutionary． The highest command of CPI ( Maoist) is central committee，

who lead all military activities． After founded CPI ( Maoist) ，Maoist's military strength fur-

ther strengthening，and the weaponry level also increase significantly． But Maoist weaponry

didn't standardized，which means they didn't have stable and unified source． The pre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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