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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印度独立开始ꎬ其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可划分成三阶段:１９４７—１９９７ 年是“小集

团决策”阶段ꎻ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是“集体决策”阶段ꎻ２０１４ 年至今是“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阶段ꎮ 对印度对外政策

决策有较大影响的是印度战略文化ꎬ印度战略文化不仅包含理想主义战略文化传统ꎬ也包含现实主义战略文化

传统ꎬ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ꎮ 对印度战略文化有重要影响的还有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文化ꎬ
以及印度国会与反对党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ꎮ 印度政府首脑在国际层面的博弈与国内

层面的博弈ꎬ以及在这两个层面相互博弈之下ꎬ作出其在洞朗事件中的对外政策决策ꎮ 从双层博弈理论出发进

行分析ꎬ可以看出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如下主要特点:莫迪政府中的“强人政治加集体决策”机制

在内外因素博弈下ꎬ作出派遣印度边防人员进入中国境内且阻止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进行一般行动的决

策ꎬ但当其在双层博弈中渐处下风时ꎬ就作出将印方越界人员同设备一起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的决策ꎮ
〔关键词〕印度对外政策ꎻ莫迪政府ꎻ决策机制ꎻ洞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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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是当今世界新兴大国之一ꎬ印度的对外

政策决策机制对其制定与推行哪种外交政策具

有很大影响ꎮ 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经历了

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ꎬ本文将对其进行深入分

析ꎬ并以中印洞朗事件作为案例ꎮ

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与演变

“对外政策决策是极端复杂的ꎬ需要多重特

别的专门机构、个人和机制来应对一系列不同问

题ꎮ” 〔１〕印度自 １９４７ 年独立以来的对外政策决策

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可分成三阶段:
(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小集团决

策”阶段(１９４７—１９９７ 年)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是

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始ꎬ印度宪法正式生效ꎬ自此印度开始正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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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民主共和国”ꎮ 作为印度对外政策决策

机制的基石ꎬ印度的宪法规定了印度施行议会民

主制ꎬ拥有立法、行政与司法制度这三套体系ꎮ〔２〕

印度宪法虽然赋予了总统广泛的权力ꎬ但在现实

的操作过程中ꎬ立法、行政与司法等实际的主要

权力分别被议会、以总理为首的内阁与最高法院

控制ꎮ 印度总统仅仅成为国家统一的一种象征ꎬ
成为类似英国女王的虚位元首ꎮ

印度总理是印度的政府首脑ꎬ也拥有最大的

行政实权ꎬ其不仅拥有议会的多数支持ꎬ也牢牢

把内阁操纵于自己手中ꎬ在印度政治体制中ꎬ印
度总理的地位至关重要ꎬ换言之即印度总理就是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ꎮ〔３〕

从 １９４７ 年起ꎬ尼赫鲁连续四届担任印度总

理ꎮ 作为印度的开国总理ꎬ尼赫鲁同时也是在位

时间最长的总理ꎮ 当印度国父“圣雄甘地”(Ｍａ￣
ｈａｔｍａ Ｇａｎｄｈｉ)于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被暗杀后ꎬ他就变

成印度的最高权威ꎬ印度现代史上“尼赫鲁时

代”拉开序幕ꎮ 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才有所变化ꎮ 尼赫鲁个人的领

导风格不算民主ꎬ他主持内阁会议时ꎬ部长们往

往是听尼赫鲁作指示ꎬ然后去办事ꎮ 他不许部长

们对一切重大决定有任何反对意见ꎬ他强硬的领

导与工作作风也完整地体现于印度对外政策决

策的过程中ꎮ 例如ꎬ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６０ 年

代初的中印边界争端中ꎬ尼赫鲁认为自己在对外

政策制定方面的能力得天独厚ꎬ常常只听取小集

团中他提拔的少数人的建议ꎬ并不接受其余同僚

所提出的相左建议ꎬ以及一些高级将领的警告ꎮ
在没有听取全面建议和不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

下ꎬ就声称要将“麦克马洪线”看作边界ꎬ并轻易

作出决策ꎬ结果招致失败ꎮ〔４〕

１９６２ 年中印边境冲突后ꎬ为了加强规划ꎬ避
免国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失误ꎬ也为了避免个

人行为所带来的失误ꎬ尼赫鲁将内阁国防委员会

改名为紧急委员会ꎬ主要负责处理军事和外交问

题ꎬ开始制定五年防御计划ꎮ 尼赫鲁的女儿英迪

拉甘地(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ꎬ以下简称英甘地)于

１９６６ 年成功当选印度第三任总理ꎮ 直到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ꎬ英甘地遭遇刺杀后身亡ꎬ其间绝大多数

时间ꎬ印度都是由英甘地担任印度总理ꎮ 英
甘地担任总理后ꎬ一开始由于缺乏执政经验ꎬ行
事风格较为小心谨慎ꎬ以至于在气势方面稍显不

足ꎮ 但由于英甘地个人十分勤奋ꎬ通过各种日

常实践ꎬ不断积累自己的行政经验ꎬ也掌握了很

多从政方法ꎬ到后期逐渐有了自己的行事风格ꎮ
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锋芒尖锐、雷厉风行、英勇

果敢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英甘地为了维护

自己得之不易的权力ꎬ第二次执政后变得更加专

制ꎬ手段也愈发强硬ꎬ把党政大权全部牢牢抓于

自己手中ꎮ 在英甘地执政期间ꎬ印度更加强化

了总理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绝对主导作用ꎬ从这

点上看ꎬ她完美地继承了尼赫鲁家族的“小集团

决策”传统ꎮ “她喜欢依靠由一些顾问和秘密成

员组成的小团体来管理她的政策ꎬ而这个小团体

后来越来越小ꎮ” 〔５〕

１９８４ 年英甘地被刺杀后ꎬ拉吉夫甘地

(Ｒａｊｉｖ Ｇａｎｄｈｉꎬ以下简称拉甘地)经过印度国

大党推举成为印度的新总理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印
度总理拉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ꎬ这极大地

改善了中印之间的关系ꎬ但是拉甘地仍沿用印

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中的“小集团决策”传统ꎬ
１９８９ 年拉甘地在印度国民大会的选举中失

败ꎬ离开总理职位ꎬ并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遇刺

身亡ꎮ 来自人民党的钱德拉谢卡尔(Ｃｈａｎｄｒａ
Ｓｈｅｋｈａｒ)等人在拉甘地下台后先后担任过印

度总理ꎬ但时间都不长ꎬ“小集团决策”的对外政

策决策机制没有大变化ꎮ
在实践中ꎬ如果总理本人头脑清醒、小集团

核心成员表现出色ꎬ“小集团决策”机制可以是

有效的ꎬ并有成功的案例ꎮ 例如ꎬ在 １９７１ 年“东
巴危机”期间ꎬ英甘地基于局势敏感因而反应

谨慎ꎬ并能接受印度军方及其所属参谋机构提出的

通盘考虑局势后再动手的建议ꎮ 在争取国际支持

后ꎬ择机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战争ꎬ并取得了胜利ꎮ
但“小集团决策” 机制本身却存在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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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ꎬ“对小集团里面合作紧密性的追求远远比不

上拟定出政策的群体对于合适与公道政策的追

求ꎬ由于担心或担心与其他团队成员步调不一

致ꎬ许多团队成员不能或不想提出意见ꎬ导致的

结果是ꎬ他们不能充分估计客观现实ꎮ 所以一旦

形成这样的气氛ꎬ决策小组就不能完整仔细以及

充分考虑最适合与客观的政策ꎬ最终就会产生并

不科学的外交政策ꎬ由此就会导致外交政策实施

的失败”ꎮ〔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９０ 年代初ꎬ拉甘地政府为了维持其在南亚

的霸主地位向斯里兰卡派出“维和部队”进行所

谓“维和行动”ꎮ 整个“出兵斯里兰卡”的政策决

策过程ꎬ正是拉甘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陆军参谋长 Ｋ桑达尔吉(Ｋ. Ｓｕｎｄａｒｊｉ)将军等人

参与了决策小圈子ꎮ 但斯里兰卡形势发展未能

如印度政府决策者所愿ꎬ印度“维和部队”在苦

苦支撑 ２ 年零 ８ 个月ꎬ遭受重大伤亡后ꎬ不得不

撤离斯里兰卡ꎮ 这一事件实际上也标志着印度

“小集团决策”机制的失败ꎮ
(二)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集体决策”阶

段(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
１９６２ 年被中国在边界反击战中打败后ꎬ印

度就有人提出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ꎬ但尼赫鲁

及其后的几任总理对这一建议都不感兴趣ꎮ 直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印度国内的社会政治力量逐

渐积极参与到了印度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ꎮ
这不仅提高了国家对外决策的能力ꎬ也积累了很

多对外决策的经验ꎮ 印度军方在应对“东巴危

机”期间就有出色表现ꎬ为印度对外决策参谋机

制化探索了道路ꎮ 印度国内要求成立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呼声逐渐上升ꎬ尤其是印度“出兵斯里

兰卡”失败后ꎬ印度统治集团开始慢慢发现“小
集团决策”机制的弊病ꎮ 维什瓦纳特普拉塔普

辛格任总理时ꎬ印度在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成立

了国家安全委员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
ｃｉｌꎬ缩写 ＮＳＣ)ꎬ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改善国家安

全事务的管理ꎬ但该委员会在辛格下台之前只举

行过一次会议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印度进行核武器试验后ꎬ其政

府面临着一系列与核试验有关的重大问题———
核试验的成功会对印度将要面对的国内外环境

产生哪些影响———亟待找到答案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印度再一次成立国家安

全委员ꎬ这一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出任主

席ꎬ１９９９ 年开始正式运行ꎮ 国家安全委员会最

高委员会现在是内阁安全委员会(Ｃａｂｉｎｅｔ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缩写 ＣＣＳ)ꎬ由七个成员组成ꎬ
印度总理本人担任主席ꎮ 内阁安全委员会核心

成员包括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等ꎮ 其余部长与专家受到邀请之后也能参加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是

由总理的首席秘书出任ꎮ〔７〕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

三层结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顶层机制为战略核心小

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ꎬ缩写 ＳＰＧ)ꎮ 该小组主

要成员 １７ 人ꎬ包括内阁秘书、国防部秘书、内政

部秘书、财政部秘书、国防生产部秘书、情报局局

长与调查分析局局长、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等ꎬ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最高的战略决策组织ꎬ负责制

定印度长期和短期战略蓝图ꎮ 该小组持续关注

国家和国际安全环境ꎬ并采取必要步骤以解决可

能的威胁ꎮ 战略核心小组通常集中着眼于长期

的战略ꎬ制定印度战略规划并且负责推行ꎮ〔８〕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层机制是国家安全

顾 问 理 事 会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Ｂｏａｒｄꎬ缩写 ＮＳＡＢ)ꎮ 其大部分成员是从政府机

构之外选用的ꎬ但与政治相关ꎮ 这些成员在对外

政策与战略、国防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与

技术等方面有专门的知识ꎮ 印度政府设定该理

事会的成员不超过 ３０ 人ꎮ 现在国家安全顾问理

事会有 ２３ 名成员ꎮ〔９〕

联合情报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缩写 ＪＩＣ)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底

层机制ꎮ 联合情报委员会又叫作国家安全委员

会秘书处ꎮ〔１０〕 联合情报委员会由印度情报系统

各部门组成ꎬ包括印度情报局(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ｕ￣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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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ｕ)、军事情报署、海军情报署和空军情报署ꎬ
在政府需要制定与执行对外政策时ꎬ由以上这些

部门提供一些必需情报ꎮ
一言以蔽之ꎬ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印度政府制

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ꎮ 国家安

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

进入“集体决策”阶段ꎮ 在这之后ꎬ印度对外政

策决策走上了相对科学与高效的道路ꎮ 印度对

外政策“集体决策”机制的主要特点为以下几个

方面:
１. 总理仍是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的主导者

以“卡尔吉尔冲突”为例ꎬ１９９９ 年 ５—７ 月ꎬ
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卡尔吉尔冲突”ꎮ 此次冲

突发生在瓦杰帕伊担任看守内阁总理期间ꎬ但却

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理在印度对

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ꎮ 在整个冲突

期间ꎬ瓦杰帕伊总理主导了印度政府所有的重大

决策ꎮ
２. 内阁安全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

决策效果明显

内阁安全委员会自成立后ꎬ其作用越来越重

要ꎬ印度政府几乎所有相关重大的决策皆是在内

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ꎮ 自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第

二周开始ꎬ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几乎每天举行ꎬ
除了总理与内阁安全委员会其他成员外ꎬ与会者

往往还有内阁秘书、国防秘书、陆海空三军参谋

长、调查分析局局长、情报局局长等ꎮ 这种战时

管理体制ꎬ使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宣传手段

融为一体ꎬ保证了印度决策与指挥系统的高效运

转ꎮ 例如ꎬ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几位著名战略家

向内阁安全委员会建议ꎬ应该允许印度军队越境

作战ꎬ为决策提供了参考ꎮ 各情报机构送来的情

报将会送交联合情报委员会进行分析ꎬ经过研判

提供给内阁安全委员会进行决策参考ꎬ再将相关

情报发送给印军各军兵种和前线指挥机构用于

作战ꎮ〔１１〕

３. 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力逐渐加大

冷战结束后ꎬ印度民众参政热情高涨ꎬ民主

意识增强ꎬ印度议会、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都积

极就印度对外政策发声ꎬ公众与印度媒体也通过

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对印度对外政策的看法ꎬ国内

社会政治力量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开

始上升ꎬ第一场通过电视媒体进入印度普通家庭

的国家间冲突就是“卡尔吉尔冲突”ꎮ 民众通过

观看电视媒体直播的画面ꎬ视觉与心理都受到了

巨大冲击ꎬ无孔不入的记者使军方和政府压力倍

增ꎬ这些均对政府决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三)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强人政治

加集体决策”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纳伦德拉莫迪(Ｎａ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当选为印度总理ꎬ莫迪领导的印度人

民党与全国民主联盟在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
５４３ 个议席中获得了 ３３４ 席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

利ꎮ 莫迪也被世界各地的媒体冠以“作风强硬的

民族主义领导人”这样一个称号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莫迪再次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ꎬ其所在的印

度人民党在印度人民院 ５４２ 个议席中获得了 ３０３
个议席ꎬ其所在的执政联盟获得 ３４５ 个议席ꎬ超
过组阁所需要的 ２７２ 个议席ꎮ

莫迪一向被印度媒体称为“非典型印度政治

家”ꎬ不仅是由于莫迪是印度极少数未陷入过受

贿或其他丑闻的官僚ꎬ还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

实干家领袖ꎬ果断、廉洁、高效、以解决问题为己

任”ꎮ〔１２〕莫迪有独断专行的强人风格ꎬ以暴脾气

闻名ꎬ工作勤勉ꎮ 如今在印度ꎬ莫迪的威信很高ꎬ
他的人气也是十分高ꎬ不仅获得许多同僚的支

持ꎬ在民众中威望也很高ꎬ有些人甚至把他当作

偶像ꎬ将他认作“半个神明”ꎬ甚至有人认为他是

“印度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总理”ꎮ〔１３〕

莫迪把他的强人风格也用于印度对外政策

决策机制中ꎬ使该机制转变为“强人政治加集体

决策”ꎮ 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莫迪总理以强势风格推进外交政策

“印度教特性” (Ｈｉｎｄｕｔａｖａ) 〔１４〕 逐渐在印度

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ꎬ印度人民党在国内

政治架构中“一党独大”的地位也得以巩固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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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条件都使得莫迪总理可以更强势地推进他授

权与同意下的外交议程ꎮ 莫迪上台后ꎬ提出将印

度打造为世界“领导性强国” (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的

战略目标ꎬ突出“邻国优先”ꎬ以战略自主取代之

前的“不结盟”政策等ꎮ〔１５〕 莫迪凭借强势的有浓

烈个人特色的执政风格、从基层做起慢慢积累下

来的政治人脉和威望、在执政联盟内的主导地位

以及成功让党内元老“靠边站”的手腕等ꎬ提高

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ꎮ 虽然印

度人民党内批评莫迪过于强势的声音络绎不绝ꎬ
但莫迪超高的人气对印度人民党至关重要ꎬ他的

总理办公室也曾被形容为“历史上最具有权势的

总理办公室”ꎮ〔１６〕«外交政策»杂志曾经发表文章

将莫迪描述为“帝王”ꎬ认为莫迪已终结曾经荣

耀一时的“甘地王朝”ꎮ〔１７〕

２. 莫迪总理运用推特等新媒体技术推动公

共外交发展

莫迪上任后不仅加大了新科技手段在外交

中的运用ꎬ还提出了“数字外交倡议”ꎬ专门建立

公共外交网站ꎬ利用推特(Ｔｗｉｔｔｗｅ)等社交工具

宣传印度的外交政策与外交理念ꎮ 莫迪外交的

一大特色就是公共外交与数字外交的结合ꎮ 包

含莫迪在内的印度政府高层ꎬ主动利用社交媒体

进行宣传ꎬ他们都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的作用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统计中ꎬ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人关注了莫迪的

推特账户ꎬ这样的关注人数仅次于时任美国总统

的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 ( Ｂａｒａｃｋ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Ｏｂａｍａ)和教皇ꎮ 莫迪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与

其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的国家形象有

正面作用ꎮ
３. 以内阁安全委员会为主制定对外政策与

国家安全决策

印度议会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批准印度陆军购买

新型坦克ꎬ但购买何种坦克一直未决ꎬ可以说效

率非常低ꎮ 但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底ꎬ印度内阁安全委

员会却能很快批准采购“巴拉克”—８ 反导系统

的远程舰对空导弹ꎬ以及“布拉莫斯”超音速巡

航导弹的反舰型号ꎬ配备给 ４ 艘排水量为 ７３００

吨的“维沙卡帕特南”级导弹驱逐舰以对付沿

海、海上及空中目标ꎮ 全部资金达到 ６１５ 亿卢比

(１ 美元约为 ７１ 卢比)ꎬ由坐落于孟买的印度国

企马扎冈造船厂为印海军制造 ４ 艘导弹驱逐舰ꎮ
再如ꎬ２０２０ 年 ２ 月ꎬ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以

２６ 亿美元为印海军购买 ２４ 架由洛克希德 － 马

丁公司生产的、配备鱼雷和飞弹的 ＭＨ － ６０Ｒ 型

“海鹰”反潜直升机等ꎮ 相比之下内阁安全委员

会的决策效率要高很多ꎬ莫迪政府对其也更加倚

重ꎮ

二、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因素

美国专家瓦莱丽哈德森(Ｖａｌｅｒｉｅ Ｈｕｄｓｏｎ)
认为:“如果要对外交决策进行深入研究ꎬ需要研

究影响外交决策与决策者的相关因素ꎮ” 〔１８〕 目前

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印度国

家安全战略、印度战略文化、国会和反对党、公众

舆论等ꎮ
(一)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对印度对外政策决

策的影响

虽然现在印度政府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国家

安全战略文件ꎬ但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目标

可归纳为“争当世界一流强国ꎬ主导南亚ꎬ控制印

度洋”ꎮ 印度一直以来都想在世界上成为“一流

强国”ꎬ印度对于这个目标的执念很深ꎮ 印度开

国总理尼赫鲁曾就渴望印度成为一流大国表达

过他的憧憬:“凭借印度身处的位置与地位ꎬ印度

不可以在当今时代扮演二流角色ꎬ要么就销声匿

迹ꎬ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超一流大国ꎮ 中间

地位不能吸引我ꎮ” 〔１９〕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

都以这一目标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的

出发点和归宿ꎮ 虽然印度在冷战时期国力并不

强ꎬ但印度仍通过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来

树立自己的形象ꎬ并保障自身安全ꎮ
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将注重传

统军事的安全战略转为注重包括军事、政治、科
技、经济等在内的综合性安全战略ꎮ 其主要内容

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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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印度一直在争取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ꎬ并设法加入“核供应国集团”ꎮ 其已经通

过进行核试验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ꎬ这使得印

度认为可以在全球安全问题上拥有更多发言权ꎬ
并借此试图成为多中心世界的其中一个中心ꎬ由
此来保证印度安全ꎮ

２. 主导南亚和控制印度洋

印度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将实现其主导

南亚目标所涉及的地区统称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地区”ꎬ并将“核心地区”划了两个圈:第一圈是

内圈ꎬ包含东南亚到波斯湾地区ꎬ从阿富汗和英

属印度的国界线杜兰线至缅甸ꎻ第二圈是外圈ꎬ
这一圈为印度洋周边的国家ꎬ在后期还加上中国

和中亚ꎮ 印度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扩展印度国家

安全的外部空间ꎬ其以“印度中心论”为理论依

据ꎬ战略意图是阻止其他大国插手南亚和印度洋

事务ꎮ 保卫西北边界ꎬ不允许其他大国对其周围

的小国施加影响ꎬ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其西北部的

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扩展势力ꎬ也不同意其他

大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影响ꎬ意图把对印度洋的控

制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ꎮ 不仅如此ꎬ印度还主张

“印太”构想ꎮ 印度专家认为ꎬ“印太”构想可以

极大提升印度在亚洲安全战略领域的话语权ꎬ可
以扩大其稍显落后的亚太战略版图ꎬ印度也能够

从中获得相应的好处ꎮ〔２０〕

３. 保持足够的军事竞争力

在军事发展目标上ꎬ印度紧紧对标中国的国

防力量ꎬ明确表示过其国防现代化水平要与中国

保持同步ꎻ同时ꎬ印度还需要保持战略核威慑ꎬ来
应对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常规战争与有限核战

争威胁ꎮ 除此之外ꎬ印度不仅加强了与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合作ꎬ着眼于整体作战

能力的提高ꎬ还开发了远程导弹系统ꎬ其导弹射

程已覆盖中国上海、武汉等大城市ꎮ
４. 借助大国力量牵制中国

首先ꎬ印度自冷战结束以来ꎬ逐渐恢复了其

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ꎬ是俄式武器的主要采购

方ꎮ 其次ꎬ针对目前中国发展势头很强的局面ꎬ
印度深知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崛起ꎬ对其在印太

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ꎬ为了实现地区力量“均

势”ꎬ美国更乐意选择联合印度来牵制中国ꎮ 在

牵制中国这一方面ꎬ美国的利益需求恰好迎合了

印度借助其他大国力量的需要ꎮ 可见ꎬ印度国家

安全战略可以决定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逻

辑和基本方向ꎮ
(二)印度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

影响

在印度战略文化中不仅存在现实主义战略

文化的传统ꎬ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理想主义战略文

化的传统ꎬ但现实主义战略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

地位ꎮ 除此之外ꎬ印度战略文化也深受英国对印

度殖民统治文化的影响ꎮ 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

影响较大的印度战略文化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

面:
１. 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

的影响

早在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ꎬ王朝第三代国王

阿育王在统一印度的过程中眼身目睹ꎬ并经历了

屠杀的场面ꎬ刹那间顿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ꎬ接
受了“法胜” 思想ꎮ 阿育王公开宣布佛教为国

教ꎬ停止武力扩张ꎬ以后不以战争作为王国对外

政策的工具ꎮ “法胜”思想也影响到了近代以来

的印度对外政策决策ꎬ〔２１〕 如“圣雄甘地”(Ｍａｈａｔ￣
ｍａ Ｇａｎｄｈｉ)提倡的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

与“非暴力”的哲学思想ꎬ也源于阿育王接受的

“法胜”思想和其推行的对其他宗教宽容与和平

共处的政策ꎮ 不仅如此ꎬ尼赫鲁与时任中国总理

周恩来ꎬ以及缅甸领导人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也应受到了阿育王“法胜”思想的影

响ꎮ
２. 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

的影响

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大臣考底利耶曾经

提出“曼荼罗”体系的主张ꎮ “曼荼罗”理论认

为:与自己最相近的邻国最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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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者ꎬ或者是真实与潜在的敌人ꎬ而紧靠着自己

周边国家的国家则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成为

自己的朋友ꎮ 在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中ꎬ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每个国家都将自己邻国设定

为非友好的、贪婪的和富有侵略性的国家ꎮ 因此

印度国王首先必须要清楚自己在“曼荼罗”体系

中的位置才能获得成功ꎮ 在此基础上作出战略

上的选择包括和平共处、中立、进攻、联盟、战争

与双重政策六种ꎮ 在«政事论»中ꎬ考底利耶提

出遵循“鱼的法则”ꎬ国王能够存活下来的途径

就是拥有最高ꎬ或者说是顶尖的权力ꎬ只有当自

身的势力足够强大ꎬ才能遏制“大鱼”的吞食ꎮ〔２２〕

“这些现实主义战略文化长此以往慢慢成为影响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主流ꎮ” 〔２３〕“曼荼罗”理论在

提供了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的同时ꎬ还提出了整

体战略观ꎮ 除此之外ꎬ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文化

更强化了印度对世界持有等级观念的看法ꎮ 很

多印度人都认同的观点是“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

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ꎬ印度理应居于

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一种‘婆罗门’式的

世界观”ꎮ〔２４〕

３. 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文化对印度对外

政策决策的影响

１６０８ 年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船只抵

达印度ꎬ其后英国逐渐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军

队在印度次大陆开辟殖民地ꎮ 英国政府从 １８５８
年开始接管英属东印度公司ꎬ英国正式进入对印

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时代ꎮ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ꎬ
英国除了在印度掠夺财富大搞殖民扩张外ꎬ也对

印度民众进行殖民文化教育ꎮ 特别是印度的一

些精英人士ꎬ在接受英国殖民文化教育后ꎬ既不

满英国的殖民统治ꎬ又接受了英国殖民统治的许

多观念ꎮ 例如ꎬ印度在被殖民统治前是由许多土

邦组成的ꎬ它们对海洋基本上没有战略概念ꎬ但
在印度独立后ꎬ部分印度精英人士开始对印度洋

持有一定战略理念ꎮ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我开始

思考我们与大海之间的紧密关系了ꎮ” 〔２５〕 印度著

名的外交家潘尼迦的说法更加明确:“谁把控住

了印度洋ꎬ谁就能把控住整个印度ꎮ” 〔２６〕 印度独

立后ꎬ实际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有些邻

国的某些宗主国权力ꎮ 以上的主张决定了印度

的地区战略目标主要包括:第一ꎬ使地区的其他

国家接受印度的领导国地位或印度某种程度上

的宗主国地位ꎻ第二ꎬ促使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

这一领导国地位的认可ꎻ第三ꎬ确保印度在南亚

地区的领导国地位ꎮ
(三)印度国会与反对党对印度对外政策决

策的影响

印度国会与反对党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具

有一定影响ꎮ 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来自英国ꎬ其议

会民主制在整个政治过程上和英国非常相近ꎬ即
当总理行使国家权力时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制

约ꎮ 由于总理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ꎬ因此多数

党内部尽管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ꎬ一般都是

支持总理决策的ꎬ但也会有多数党主流派迫使政

府调整政策的情况发生ꎮ 例如ꎬ在 １９６２ 年中印

边界冲突之前ꎬ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内部主流对华

态度基本上是强硬和不妥协的ꎬ他们主要来源于

国大党的右翼ꎬ排挤了对华持温和观点的一派ꎬ
对尼赫鲁形成强大的压力ꎬ加快了尼赫鲁政府向

对华采取敌对政策转变的速度ꎮ〔２７〕

印度反对党及其议员需要扮演好“忠诚国家

的反对党”角色ꎮ 如 １９５９ 年印度人民社会党领

袖在德里举办的一次民众大会中表示要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略印度”的举措进行攻击ꎬ明确

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击退“在印度领土上

的”中国军队ꎮ〔２８〕中央邦人民社会党主席卡马特

宣称ꎬ他始终认为ꎬ如果个人或国家必须在懦弱

和暴力二者之间作一抉择ꎬ那应当选择暴力ꎬ“让
我们在边境地区把民兵组织起来ꎮ 如果我们希

望的话ꎬ让我们组织另外一支印度国民军”ꎮ〔２９〕

这些言论助推了尼赫鲁政府对华采取敌对政策ꎮ
(四)印度公众舆论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

影响

印度公众舆论可以分为印度国内媒体和印

度思想库两大部分ꎬ都对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一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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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ꎬ由于尼赫鲁政

府实施外交开放政策ꎬ印度国内媒体对国家对外

政策的影响力逐步上升ꎮ 特别是 １９５９ 年后ꎬ印
度国内媒体对中印边界事务的关注度高涨ꎮ 印

度国内各大媒体利用“空喀山口事件”和“朗久

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ꎮ 鼓动政府不与中国谈

判ꎬ而是加强边境防御ꎬ“重新评估”中印关系ꎻ
支持尼赫鲁拒绝中国关于中印各自撤军的建议ꎮ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受印度思想库的影响也

越来越大ꎮ 例如ꎬ印度思想库在 １９７１ 年“东巴危

机”期间首次参与到广泛的政治活动中ꎬ时任印

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的 Ｋ苏布拉曼亚姆(Ｋ.
Ｓｕｂｒｈａｍａｎｙａｍ)代表了印度国内要求立即发动

“解放”东巴基斯坦战争一派的观点ꎮ 他主张东

巴事态发展可以为印度肢解巴基斯坦提供前所

未有的机会ꎬ而解体巴基斯坦恰恰符合印度利

益ꎮ〔３０〕这些智库的观点对英甘地政府作出军

事肢解巴基斯坦的决定产生了影响ꎮ 又如ꎬ印度

思想库的一些专家积极鼓吹印度拥核的必要性ꎮ
经济学家拉贾克里希纳(Ｒａｊ Ｋｒｉｓｈｎａ)１９６５ 年

发表文章«印度与核弹»ꎬ提出为了制衡中国ꎬ印
度唯一的选择是获取核能力ꎮ〔３１〕１９７３ 年苏布拉

曼亚姆表示印度应当掌握核武器ꎬ以此来敦促核

武器大国裁减核武器ꎬ以确保印度不受核讹诈和

威胁ꎮ〔３２〕 另一位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贾斯

吉特辛格( Ｊａｓ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宣称ꎬ只要拥有核武

器ꎬ无论是否部署ꎬ都算有了安全保护伞ꎮ 以上

这些来自智库专家的观点ꎬ对瓦杰帕伊政府作出

核试验的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三、双层博弈理论视阈下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

在洞朗事件中的运作

　 　 本文借鉴了双层博弈理论ꎬ构建印度对外政

策决策机制在洞朗事件中的运作框架ꎮ １９８８
年ꎬ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ｕｔｎａｍ)最早将“双层博弈”的概念带入国际关

系研究之中ꎬ以此来分析国际谈判中国际与国内

因素之间的互动ꎮ〔３３〕根据这一概念ꎬ政治领导人

们会在国内与国际这两个舞台上同时进行着自

己的“演出”ꎮ 政治领导人们努力运用国际与国

内这两个舞台来实现不同的目标ꎬ但与此同时也

会面临着来自两个舞台不同的———有时会是相

反的———压力与制约ꎮ 普特南指出:“在国家层

次上ꎬ国内集团通过强迫政府采用有利( ｆａｖｏｒａ￣
ｂｌｅ)政策以此寻求符合自己的利益ꎬ但是政治家

会通过建立联盟在这些集团中寻求权力ꎮ 在国

际层次上ꎬ国家通过寻求利益最大化以提髙自身

满足囯内需要的必要能力ꎮ 因此ꎬ只要主权国家

存在ꎬ还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中ꎬ位置处于中心

的决策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ｅｒｓ)就不可以将

这两层中的任何一层博弈忽视掉ꎮ” 〔３４〕

通过双层博弈理论可以得知ꎬ印度在洞朗事

件中的对外政策决策ꎬ源自印度政府首脑在国际

层面博弈与国内层面博弈ꎬ以及这两个层面相互

博弈之下妥协的结果ꎮ 从这一理论出发进行分

析ꎬ可以看出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有

如下主要特点:
(一)莫迪政府的“强人政治与集体决策”机

制在内外因素博弈下作出派遣印度边防人员进

入中国境内干预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正常

活动的决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印度 ３００ 多名边防人员

携两台工程机械以及数十支枪械于中印边界锡

金段越过边界线ꎬ进入中国境内ꎮ 干扰中国的施

工人员进行正常作业ꎬ由此引发中印洞朗对峙事

件ꎮ〔３５〕 此次印度越过的是中印共同承认的锡金

段边界线ꎬ此边界线是中国与印度到现在为止唯

一已划定过的ꎮ 相比此前印方在未正式划定的

东、中、西段边界的越界行为ꎬ这次的洞朗越界行

为具有明显的挑衅性ꎬ对抗程度更高ꎮ 中国在西

藏洞朗地区进行施工之前ꎬ已将计划提前告知印

方ꎮ 洞朗事件是自 １９８７ 年以来ꎬ中国与印度两

国所碰到的最紧急的边界对立与僵持ꎮ
从印度内部因素来看ꎬ２０１４ 年莫迪不仅凭

借民众高支持率赢得大选就任印度总理ꎬ而且莫

迪领导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ꎬ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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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支持性政党合二为一ꎬ由此“悬浮议会”
结束了ꎬ政府不再轻易受到变幻莫测的联盟政治

的左右与影响ꎮ 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莫迪

在上台后接连推出新的改革措施ꎬ莫迪的新政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经济指标

不能兑现其最初的竞选承诺的情况ꎬ国家债台高

筑的同时印度国内形势也十分动荡ꎬ各方矛盾处

于不断被激化的状态ꎮ 种种压力之下的印度政

府选择在洞朗制造事端ꎬ这样做不仅可以转移国

内矛盾的焦点ꎬ也可以刺激国内民族主义ꎬ以便

于保持自己较高的支持率ꎮ 因此此次对峙对莫

迪政府来说ꎬ最好的结果是占有洞朗地区ꎬ次之

是将洞朗地区转变成为有争议的 “三国交界

区”ꎮ
从印度外部因素来说ꎬ莫迪上台以后ꎬ将成

为“领导性强国”(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ꎬ当“世界领导”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ｄｅｒ)和“全球领导”(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作为

印度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ꎬ〔３６〕 不断充实并完善

“领导性强国”这一概念的实质和内涵ꎮ 在洞朗

制造事端也是在这一战略指导下ꎬ在国际上谋取

利益的先手棋ꎮ
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想要将印度拉入

美国“印太战略”的战略伙伴国网络ꎮ 时任美国

总统奥巴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受莫迪邀请ꎬ以主宾身

份出席了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ꎬ奥巴马由此成

为历史上第一位受邀参与印度国庆活动的美国

总统ꎮ 除此之外ꎬ他也是唯一一位在自己任期内

两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ꎮ 在印度访问期间ꎬ美
国与印度共同发表«美印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

的战略视角联合声明»ꎮ〔３７〕 特朗普上台后ꎬ在
２０１７ 年底推出“印太战略”ꎬ美国想要成功实施

“印太战略”的关键就是拉拢印度ꎮ〔３８〕 日本和澳

大利亚也在拉拢印度ꎬ企图形成美日印澳四边机

制ꎮ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ꎬ印度相当于将在洞朗挑

事当作是递交给美国的投名状ꎮ
但印度对中印实力对比作出了错误的评估ꎮ

印度认为自己经济这几年发展势头快ꎬ印度国内

经济实力大幅增强ꎻ印度加强山地部队建设取得

了重大进展ꎬ在中印边境印军占有较大优势ꎻ中
国军队正在军改过程中ꎬ减少了驻西藏山地战精

锐部队的编制和数量ꎬ实力处于下风ꎮ 莫迪政府

选择洞朗制造事端在战术上也是经过仔细考虑

的ꎮ 他认为ꎬ印度在洞朗附近地区兵力相对占

优ꎬ洞朗的地形又有利于印度增兵ꎻ中国在此地

区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ꎬ人员和装备不

足以对印度形成足够优势ꎬ增兵只能利用唯一的

道路ꎬ还要克服 １４００ 米的海拔差ꎮ 印度宣称ꎬ由
于洞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ꎬ中方修路

行为不但单方面地改变了三国交界点的现状ꎬ还
对印度境内连接本土与东北部七邦的西里古里

走廊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威胁ꎮ
历史上ꎬ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ꎬ印度对外政策决策

机制处于“集体决策”阶段ꎬ印度政府在对待中

印边界问题上相对谨慎ꎮ 而在 １９４７—１９９７ 年ꎬ
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处于“小集团决策”阶

段ꎬ出现了 １９６２ 年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推行

的“前进”挑衅政策和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印军主动越过

边境中方实控线对我桑多洛河谷哨所进行武力

试探事件ꎮ 洞朗事件则是莫迪政府“强人政治加

集体决策”机制在评估了印度国内外因素后作出

的决策ꎬ企图以此提升国内支持率ꎬ并在国际上

捞取好处ꎮ 可以肯定的是ꎬ印度在强势政府掌权

时ꎬ在中印边界主动挑事的可能性大于印度对外

政策处于“集体决策”机制时ꎮ
(二)莫迪政府妄图通过双层博弈在中印洞

朗对峙中向中方施加重大压力

印度边防人员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的

行为是损害中国领土主权ꎬ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

不端行为ꎮ 对于这样的冒犯ꎬ中方本着最大善

意ꎬ保持高度冷静与克制ꎬ迅速地表明了自己的

态度与底线ꎮ 但在此基础上ꎬ中印边防部队仍在

洞朗地区维持了 ７２ 天的对峙ꎮ
印度派遣军事人员越过边界线阻止中方施

工ꎬ本质上是以一种制造事前成本的方式ꎬ对外

展示对抗的决心ꎮ 在对峙形成后ꎬ莫迪政府一方

面在国际层面博弈ꎬ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博弈ꎮ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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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ꎬ为了进一步展示决心和迫使中国让

步ꎬ印度做出了一系列展示武力的行为ꎮ 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ꎬ印军在洞朗地区附近印度境内部署

了众多军力ꎬ也做好了在短时间内迅速调动军力

的准备ꎮ 驻扎在该区域的印度陆军第 １７、２０ 和

２７ 山地师以及其他山地作战部队保持高度戒

备ꎬ可随时应付突发状况ꎮ ７ 月初印方从其驻不

丹部队向洞朗地区增援 ２５００ 名士兵ꎬ同时对驻

扎在锡金东部和北部的印度第 ６３、１１２ 旅ꎬ各有

超过 ３０００ 人的作战部队分别作了必要的动

员ꎮ〔３９〕印度政府、政要拉高调门ꎬ其目的是要让

世界“重视”印度的“实力”和“决心”ꎮ
同时ꎬ印度媒体不断向世界宣传ꎬ企图证明

派遣军队进入洞朗地区中方境内的正当性ꎮ 例

如ꎬ«印度时报»提出五点证据:第一ꎬ印度认为

该地区属于不丹ꎬ在不丹皇家军队的求助下ꎬ印
度才出面让中国军队“撤离不丹领土”ꎻ第二ꎬ即
使中印就锡金地区边界达成一致意见ꎬ但仍在涉

及印度、不丹与中国的三国交接点处有分歧ꎬ尽
管三国在 ２０１２ 年签署了有关三国交界点问题处

理的谅解文件ꎬ要求通过协商来解决三方的边界

事务ꎻ第三ꎬ印度单方面认为«中英会议藏印条

约»属于“无效”条约ꎬ原因是那时的中国政府对

西藏没有控制权ꎻ第四ꎬ印度认为中国外交部有

刻意隐瞒事实的行为ꎬ虽然中国外交部从印度前

总理尼赫鲁的信中摘取了部分内容ꎬ该内容表明

印度政府已接受 １８９０«中英会议藏印条约»ꎬ其
中洞朗地区也包括在内ꎻ第五ꎬ中国还未与不丹

建交ꎬ在没有与不丹取得联系的前提下中国就认

为洞朗地区属于自己的是错误的ꎮ〔４０〕 这些论据

似是而非ꎬ但企图蒙蔽世界舆论ꎮ
在国内层面ꎬ印度罗织以上这些论据ꎬ也是

因为其有欺骗国内民众的需要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在印度第 ７１ 个独立日ꎬ莫迪总理宣称“国家

安全是首要任务”ꎬ要在 ２０２２ 年之前建成“新印

度”ꎮ 他也借此给民众鼓励即“要有改变国家的

决心”ꎬ他还声称印军“不容外界小觑”ꎬ“不管是

在网上还是现实、海上或陆上ꎬ印度都强大到足

以扭转局面ꎬ印度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任何

层面上的外敌”ꎮ〔４１〕 这是为了提高印度人的士

气ꎬ当然ꎬ这些话也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ꎮ
印度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之外发起对峙ꎬ是

向国际、国内观众表明印度对抗中国的决心ꎮ 总

体来说ꎬ印度采取的是弱者的策略ꎬ为了对抗实

力强大的对手ꎬ必须展现出更强硬的决心ꎮ
(三)在双层博弈中渐处下风的莫迪政府不

得不将印方越界人员与设备撤回边界线的印方

一侧

实际上ꎬ莫迪政府在中印洞朗对峙的双层博

弈中屡遭挫折ꎬ未能到达预期目的ꎮ 从国际层面

上看ꎬ在现场的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境印军采取了

十分紧迫的应对措施ꎮ 同时ꎬ中方紧急通过外交

途径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ꎬ对印方不法的越界行

为表示了强烈抗议与斥责ꎬ要求印度在第一时间

内将仍处越界位置的印度边防部队撤退到边界

线印方一侧ꎮ 中国国防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９ 日表

示ꎬ“希望印度个别人汲取历史教训ꎬ停止发表这

种叫嚣战争的危险言论”ꎮ〔４２〕中国国防部同时也

承认解放军新式坦克正在西藏进行实验ꎮ〔４３〕７ 月

４ 日ꎬ解放军公布西藏军区某旅开赴海拔 ５１００
米陌生地域进行实弹演习的画面ꎬ该旅装备有自

行防空炮、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ꎮ 解放军西部战

区西宁联勤保障基地组织了横跨中国西部的大

规模军队后勤保障演习ꎬ其间数百辆军车将上万

吨战备物资运往昆仑山南麓ꎮ〔４４〕７ 月 ２４ 日ꎬ中国

国防部发言人提醒印方“不要心存幻想ꎬ勿抱有

不切实际的空想”ꎬ“撼山易ꎬ撼解放军难”ꎮ〔４５〕８
月 ３ 日上午至 ４ 日凌晨ꎬ新华社、外交部等先后

对印方的越界行为发表声明ꎬ在揭露印方非法越

界的恶劣性质的同时ꎬ强调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ꎮ
印度在洞朗制造的事端ꎬ也有对中国“秀肌

肉”以及对不丹和尼泊尔施加压力的意涵ꎮ 来自

“不丹新闻网”的旺查桑杰(Ｗａｎｇｃｈａ Ｓａｎｇｅｙ)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发表署名文章ꎬ公开谴责印度很

长一段时间里通过“铁腕政策”对不丹政治、经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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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等方面进行控制ꎬ阻止中国与不丹进行边界谈

判ꎬ“归根结底是由于印度政府担心ꎬ签署边界协

议后ꎬ中国与不丹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正常

化”ꎻ一旦不丹与中国建立起稳固的外交关系ꎬ
“这将增强不丹的主权地位ꎬ不丹也就会不再很

容易地成为印度的代理人ꎬ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的

敏感问题中”ꎮ〔４６〕

莫迪政府在国内层面博弈中也一筹莫

展ꎮ〔４７〕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

胡尔甘地前往中国大使馆与中方官员会面ꎬ还
会见了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ꎬ了解有关洞朗对峙

的信息ꎮ〔４８〕站在反对党的角度ꎬ他们不希望印度

在此类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的底线ꎮ 不仅如此ꎬ
印度国内问题也让莫迪政府焦头烂额ꎮ 印度本

来以为可以通过在洞朗制造事端ꎬ以此来缓解国

内存在的矛盾ꎬ但是国内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ꎬ
普通民众的不满却让各种危机频发ꎮ ８ 月上旬ꎬ
印度大约 ３８００ 名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ꎻ印度

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因失业率高和农村经济发

展不景气ꎬ民众多次走上首府孟买街头抗议ꎻ印
度近百万银行职员举行了全国的大规模的罢工

游行示威ꎬ反对印度当局所推广的银行变革政

策ꎬ由此造成印度国有银行业务大面积停摆ꎻ印
度西北部宗教组织“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头目

古尔米特拉希姆辛格事件引发的社会骚乱

不断发酵ꎬ造成 ３０ 多人死亡与 ３００ 多人受伤ꎻ印
度首都新德里等多个地方的局势十分紧张ꎬ纷纷

进入紧急状态ꎮ〔４９〕

在中国表示了坚定立场、发出严厉警告ꎬ并
进行武力威慑的情况下ꎬ加上印度国内的这种形

势ꎬ莫迪政府不得不考虑撤走进入中国领土的印

军ꎮ 其实ꎬ莫迪本人从一开始就留有后路ꎬ他没

有就事件发布任何公开的强硬声明ꎬ这为后续策

略选择保留了灵活性ꎬ为印度政府后续更改政策

目标留有转圜余地ꎬ也可以在谈判策略选择上减

轻来自国内层面的压力ꎮ 在洞朗危机期间ꎬ当时

担任印度外长的苏诗马斯瓦拉吉 ( Ｓｕｓｈｍａ
Ｓｗａｒａｊ)不断强调战争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ꎬ“耐

心和言语克制对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ꎬ因为(我
们)失去耐心只会激怒对方”ꎮ〔５０〕 时任印度内政

部长拉杰纳特辛格(Ｒａｊｎａｔｈ Ｓｉｎｇｈ)通过印度

新闻信息局也对洞朗对峙发表自己的观点ꎬ“希
望印度和中国可以尽快解决洞朗对峙ꎬ印度

没有扩张的打算ꎬ也不会攻击别国ꎮ 冲突不是我

们所希望的ꎬ和平才是我们一直所渴望的”ꎮ〔５１〕

当洞朗对峙进入第三周ꎬ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初ꎬ印
方开始试探通过谈判缓和危机ꎮ 印度媒体曝出

莫迪希望在 ７ 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

期间与中方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ꎮ ７ 月 ６ 日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及是

否有相关安排时ꎬ没有作出正面回应ꎮ〔５２〕 援引中

方消息人士的印度媒体称ꎬ中方认为当下并不具

备举行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气氛”ꎮ〔５３〕７ 月 ８
日ꎬ印度外交部官方推特发布了中印两国领导人

在汉堡峰会大厅握手的照片ꎮ〔５４〕 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拒绝认为中印领导人在汉堡峰会期间举行

了双边会晤ꎬ并就洞朗问题再次重申中方的主

张ꎬ“越界的印方边防人员应当即刻撤退回到边

界线的印方一侧ꎬ这一切行动都将是中国与印度

两个国家之间展开一切有意义对话的条件与基

础”ꎮ〔５５〕时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Ｓｕｂｒａｈ￣
ｍａｎｙａｍ Ｊａｉｓｈａｎｋａｒ)表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过于紧密ꎬ不能让边界争端导致中印两国留下永

久性伤害ꎮ 苏杰生的举动被认为是试着给两国

当时的紧张关系降温ꎮ
随着洞朗对峙的持续ꎬ印度政府多次公开表

示ꎬ希望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中印边境部队在洞朗

对峙的问题ꎮ〔５６〕７ 月 ２７—２８ 日ꎬ时任印度国家安

全顾问多瓦尔(Ａｊｉｔ Ｋｕｍａｒ Ｄｏｖａｌ)来北京出席金

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ꎮ 由于此时印方

主动缓和危机ꎬ中国领导人最终决定接见多瓦

尔ꎮ〔５７〕 这次会见是为双方能够和平解决洞朗对

峙问题所做出的努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洞朗对峙以印方同意撤

离越界人员ꎬ中方同意暂停施工结束ꎮ 就在 ２８
日当天ꎬ中方公布“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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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边界印方一侧ꎬ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

认”ꎮ〔５８〕印度外交部的简短声明称ꎬ最近几个星

期以来双方保持外交接触ꎬ双方同意现场人员

“相互脱离接触”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ꎮ〔５９〕 ９ 月 ３—５
日莫迪总理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ꎬ以此来应对洞朗对峙结束所产生的

影响ꎮ 莫迪政府在中印洞朗对峙内外双层博弈

中遭到的挫折和困难ꎬ促使其从中方领土撤军而

结束这场危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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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印度〕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

度历史的影响»ꎬ德隆、望蜀译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ꎬ１９６５ 年ꎬ
第 ８１、８９ 页ꎮ

〔３０〕〔印度〕 Ｓ. 辛格:«喋血孟加拉»ꎬ北京:军事译文出版

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９４ 页ꎮ
〔３１〕章节根:«印度的核战略»ꎬ２００７ 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ꎬ

第 ２７ 页ꎮ
〔３２〕〔美〕斯蒂芬科亨:«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ꎬ

刘满贵等译ꎬ北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８２ 页ꎮ
〔３３〕〔３４〕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Ｐｕｔｎａｍꎬ“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ｗｏ － Ｌｅｖｅｌ Ｇａｍ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８８ꎬＶｏｌ. ４２ꎬＮｏ. ３ꎬｐｐ. ７５ꎬ４３４.

〔３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

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Ｐ０２０１７０７０８０２５４１３７１２８１０２０. ｐｄｆꎮ

〔３６〕任远喆:«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

初探»ꎬ«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３７〕Ｕ. Ｓ. － Ｉｎｄｉ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ＵＳ － Ｉｎｄｉａ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４７２８ / ＵＳＩｎｄｉａ＿Ｊ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
ｉｃ＿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Ｒｅｇｉｏｎ.

〔３８〕门洪华:«新时代的中国对美方略»ꎬ«中国战略报告»
(第 ７ 辑)ꎬ上海:格致出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２３３ － ２４３ 页ꎮ

—８０２—

　 ２０２１. ３学界观察



〔３９〕 “ Ｉｎｄｉａ Ｂｏｏｓｔｓ Ｔｒｏｏｐ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Ｎｅａｒ Ｆａｃｅ － Ｏｆｆ Ｓ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ꎬＪｕｌｙ １１ꎬ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ｉｎｄｉａ － ｂｏｏｓｔｓ － ｔｒｏｏｐ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ｎｅａｒ － ｆａｃｅ －
ｏｆｆ － ｓｉｔｅ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ｐｒｉｎｔ / ５９５３６９５４. ｃｍｓ.

〔４０〕徐婉钰、韩鸿:«印度时报和中国日报网站框架建

构异同———以“洞朗事件”发生时期的报道为例»ꎬ«南亚东南亚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ꎮ
〔４１〕«莫迪独立日演讲:５ 年内打造“新印度”ꎬ国家安全是

首要任务»ꎬＳｉｎａ 新闻中心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５ / ｄｏｃ － ｉｆｙｉｘｃａｗ５０５２５３５. ｓｈｔｍｌꎮ

〔４２〕«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文字实录»ꎬ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ｖ. ｃｎ / ｊｚｈｚｔ /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７８４１０２＿３. ｈｔｍꎮ

〔４３〕«外交部霸气回应印防长: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也与 １９６２ 年

不同»ꎬ搜狐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５４３９８８０９＿６０１２６８ꎮ
〔４４〕«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紧贴实战开展跨地域机动演练»ꎬ

«解放军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４５〕张茜:«国防部回应中印对峙问题:撼山易ꎬ撼解放军

难»ꎬ«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ꎮ
〔４６〕查希、张骜、李德意、刘洋:«印度你在越界事件中的小

算盘被不丹学者揭露了»ꎬＳｉｎａ 新闻中心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０７ / ｄｏｃ － ｉｆｙｈｗｅｕａ４１９４４２９. ｓｈｔｍｌꎮ

〔４７〕〔４９〕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ꎬ«边界与海

洋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ꎮ
〔４８〕 Ａｕｒａｎｇｚｅｂ Ｎａｑｓｈｂａｎｄｉꎬ“Ａｆｔｅｒ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ｎｉａｌｓꎬ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Ａｃｃｅｐｔｓ Ｒａｈｕｌ Ｇａｎｄｈｉ Ｍｅ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ｖｏｙ”ꎬ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Ｔｍｅｓ ꎬ
Ｊｕｌｙ １１ꎬ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ｎｅｗｓ / ａｍｉｄ
－ ｓｉｋｋｉｍ － ｓｔａｎｄｏｆｆ － ｒａｈｕｌ － ｇａｎｄｈｉ － ｍｅｔ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ｎｖｏｙ －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 ｓｔｏｒｙ － ｕｙ３８ＤｊａｃＹｆＢＣｂ６ｘｋＶＩｈｙＱＮ. ｈｔｍｌ.

〔５０〕 Ｄｏｋｌａｍ Ｒｏｗꎬ “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Ｗａｒ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Ａｎｇｒｙ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ꎬ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Ｔｉｍｅｓ ꎬＡｕｇｕｓｔ 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ｎｅｗｓ / ｉｎｄｉａ －
ｓａｙｓｂｏｒｄｅｒ － ｓｔａｎｏｆｆ － ｗｉｔｈ － ｃｈｉｎａ － ｃａｎ － ｂｅ －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 ｔｈｒｏｕｇｈ －
ｔａｌｋｓ / ｓｔｏｒｙ － ｓｅｚｏＳＯ７４ＯＫ１ｂ４Ｘｑ８１ｓ８ｉ１Ｎ. ｈｔｍｌ.

〔５１〕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ꎬ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Ｈｏｐｅ
Ｄｏｋｌａｍ Ｓｔａｎｄ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Ｓｏｏｎ:Ｓｈｒｉ
Ｒａｊｎａｔｈ Ｓｉｎｇ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１ꎬ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 / / ｐｉｂ. ｎｉｃ. ｉｎ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Ｐｒｉ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ｓｐｘ? ｒｅｌｉｄ ＝ １７０１２５.

〔５２〕«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６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

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ｉｐｃ.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ｆｙｒｔｈ / ｔ１４７５８７８. ｈｔｍꎮ

〔５３〕“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ｎｏｔ Ｒ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ａ Ｘｉ － Ｍｏｄｉ ｍｅｅｔ ｉ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ｎａ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
ｐｏｒｔ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 ｎｏｔ － ｒｉｇｈｔ － ｆｏｒ － ａ － ｘｉ － ｍｏｄｉ － ｍｅｅｔ － ｉｎ －
ｈａｍｂｕｒｇ － ｃｈｉｎａ － ２４９３６８５.

〔５４〕 “ ＰＭ Ｍｏｄｉ ｍｅｅ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ｏｎ ＳＣＯ
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ｓ”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ꎬＪｕｌｙ ９ꎬ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ｐｍ － ｍｏｄｉ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ｘｉ － ｊｉｎｐｉｎｇ
－ ｏｎ － ｓｃｏｓ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ｏｗｐｒｉｎｔ / ５９０６４２８２. ｃｍｓ.

〔５５〕«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

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ｉｐｃ.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ｆｙｒｔｈ / ｔ１４７６６９９. ｈｔｍꎮ

〔５６〕谢超:«观众成本理论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对峙中的

印度为例»ꎬ«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５７〕印度此时主动减少在对峙现场的士兵人数和设备数

量ꎮ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

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
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Ｐ０２０１７０７０８０２５４１３７１２８１０２０. ｐｄｆꎮ

〔５８〕«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

者会»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４８７８６４. ｓｈｔｍｌꎮ

〔５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Ｐ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ｏｋｌａｍ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ꎬ
２０１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８８９３ /
Ｐｒｅｓ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Ｄｏｋｌａｍ＿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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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印度对外政策决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