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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探究
∗

乌昵尔∗∗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俾

路支统一组织的建立、“马加西鼓动”成功实施及“俾路支斯坦与全印

俾路支”大会的召开,则进一步扩大了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俾路支民

族思潮的酝酿与民族认同的强化、卡拉特邦在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以

及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刺激是俾路支早期民族主

义运动兴起的原因.在与卡拉特汗王、萨达尔及英印政府的斗争与

妥协中,俾路支民族主义者逐渐形成要求打破英印殖民统治、寻求民

族独立的核心诉求.从反对英印势力在俾路支的代理人萨达尔到直

接反对英帝国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殖民性贯穿运动始终.

在１９４８年俾路支被并入巴基斯坦时,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力

的争夺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引发了该地区在巴基斯坦建

国后持续不断的民族分裂运动.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南亚 巴基斯坦 印度 俾路支民族

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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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路支地区位于南亚与西亚的交界处,伊朗高原东南部,是南亚与中亚、

中东的重要经济走廊和能源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１９４８年至今,巴基斯

坦境内的俾路支分离运动不断,分别于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３—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３—

１９７７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爆发四次大规模的俾路支人与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间

的武装冲突.俾路支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目前,俾路支问题向着

极端化、恐怖化方向发展.那么,为什么１９４８年卡拉特邦和英属俾路支斯坦

被并入巴基斯坦后,巴境内的一部分俾路支人始终无法认同现有的巴基斯坦

政治框架,始终不认可中央政府的政策,以至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

这需要考察和分析２０世纪初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诞生,分析俾路支早

期民族主义运动与巴基斯坦建国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进而找到

这一问题的根源.

国内外学术界对俾路支问题关注已久,特别是巴基斯坦与俾路支本地的

学者.关于俾路支问题的研究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

学科.就早期俾路支民族主义及其运动的研究而言,多数学术研究集中在

俾路支民族主义的缘起,涉及俾路支人及其早期历史、卡拉特邦、萨达尔及

俾路支部落政治、英国殖民统治等;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发展,涉及俾路支统

一组织和卡拉特民族党、以及俾路支穆斯林联盟等.① 当前,国内关于俾路

支问题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涉及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梳理及俾路

支部落结构的分析,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钱雪梅副教授曾对俾路支民

族主义问题进行分析.② 钱雪梅副教授认为,俾路支问题的长期存在是因

为:俾路支民族主义力量同巴政府的关系被简化为不同族群之间控制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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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俾路支人早期历史的相关研究有:F．Scholz,NomadismandColonialism:AHundredYears
ofBaluchistan,１８７２—１９７２,Karachi: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TajMohammadBreseeg,BalochNaＧ
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Karachi:RoyalBookCompany,２００４;NinaSwidler,RemotelyColoniＧ
al:HistoryandPoliticsinBalochistan,Karachi: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关于俾路支民族主义发展

的相关研究有:InayatullahBaloch,TheProblemofGreaterBaluchistan:AStudyofBaluchNationalism,
Stuttgart:SteinerVerlagWiesbaden,１９８７;MalikMuhammadSaeedDehwar,ContemporaryHistoryofBal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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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Pakistan,１９４７—１９５５,Karachi: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２０—３０页.



控制的斗争;双方互不信任;地区和国际政治力量的插手与干预.① 总的来

讲,国内对早期俾路支问题的关注较少,目前还没有就早期俾路支民族主义

运动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利用包括最后一任俾路支地区卡拉特邦汗王

雅汗的自传在内的俾路支研究的原始文献,采用文献分析与定性研究的方

法,探讨和分析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缘起,试图对这一时期民族主义

运动的状况进行考察与分析,找到与后期运动的关联,进而归纳俾路支民族

主义运动产生的原因与特点.

一、俾路支问题的由来

俾路支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俾路支地区很早就已经产生了古代文明,②

俾路支斯坦就是俾路支人生活的土地.关于俾路支民族的来源的普遍说法是

俾路支民族祖先来自于古巴比伦,从伊朗北部来到马科兰地区(Makkoran).③

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宣扬历史上俾路支人民数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行为,无论

是对企图占领整个俾路支还是对分割其领土的行为都进行了坚决抵抗.因

此,为动员民族主义情绪,俾路支民族主义领导者不断强化俾路支人为生存而

进行曲折斗争的历史记忆.

俾路支民族迁入目前的俾路支地区是其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重要事

件.在与当地印欧语族的民众接触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俾路支民族语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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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参见王晋:«民族、族群、国家理论与俾路支民族主义»,«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
期,第１３８—１５５页;王君卿:«俾路支运动分裂性的成因:部落制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局限性分析»,北京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于开明:«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研究:兼论中国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利益诉

求»,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
根据考古发现,俾路支斯坦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存在文明,该地区的人们熟悉农业灌溉和驯服野生动

物,他们住在泥土砖房里,同时发现石头的饰品和宝石.参见BeatricedeCardi,“ExcavationatBampur:A
ThirdMillenniumSettlementinPersianBaluchistan,”AnthropologicalPapersoftheAmericanMuseumof
NaturalHistory,Vol．５１,１９７０,pp．２５８Ｇ２６９.

关于俾路支民族的起源,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记载,只能通过俾路支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文学故事来

寻找.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据已有的材料归纳了两种不同的起源,一种是强调俾路支是这一地区的本土

民族,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奥兰人,犹太人,美的人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俾路支人是在２０００多年前迁入俾路

支地区.也有第三种说法是一部分人是本地民族,另一部分人是从域外迁入俾路支斯坦,从而混合成为俾

路支民族.参见TajMohammadBre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Karachi:Royal
BookCompany,２００４,pp．７４Ｇ８１.



文化.①１２世纪,米尔贾拉尔汗(MirJalalKhan)领导的４４个部落在俾路支

地区建立了松散的部落联盟,第一次出现了俾路支人建立的政治实体.②在与

周边各民族长期的交流和冲突中,俾路支对自身文化、语言和历史的自我认知

不断凸显,俾路支人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特性.

俾路支人以部落为主要社会结构形式,这是俾路支历史传统发展过程中

的鲜明特点.俾路支的部落体系分为定居单位(Shahri)和游牧单位.定居单

位是俾路支中部和南部地区(即马科兰地区)社会秩序的支柱,而游牧单位是

北部部落地区统治的基础.所有的部落结构都是基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

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俾路支传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绝大多数的

部落民采用原始放牧和农耕的生产方式,这样两种生产方式在南北不同地区

相互并存,在某些地区则是两者的混合.

部落结构分为四个层级:汗王领导的部落联盟处于社会结构中的最顶端,

萨达尔领导的部落处于第二层级,塔卡里(Tukkri)领导的部落分支处于第三

层级.在部落分支之下是许多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氏族(或家族),这些氏族

(或家族)共同组成了俾路支部落社会结构中的第四层级.各个部落间相互平

等,为了政治行动而采取联合,政治决议由部落联盟的联合会议做出.这种联

合没有所谓的最高权威,因此,俾路支的部落联盟缺乏集权传统.他们是由血

缘关系而组成的一些氏族(或家族),这种具有氏族和家庭结构特征的亲属关

系为整个部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秩序机制,是规范部落民个人行为的重要保

障,也影响到整个部落社会政治组织的形成和维持.

俾路支社会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吉尔格(Jirga)组织机构和萨达尔(SarＧ

dari)制度.在俾路支传统部落体制中,每个部落都有单独的吉尔格(长老议事

会),承担着如法庭的职责,是俾路支部落解决纠纷、维持部落秩序的一种方

式.这个制度存在于部落的所有层级.部落一级的吉尔格由该部落的萨达尔

领导运行,负责部落行政事务的官员都是吉尔格的成员.此外,部落间的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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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权威超过单一部落的萨达尔,他们处理部落间出现的重大事件,包括选举

新的汗王及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等.部落联盟的领袖本身就是部落间吉尔格的

最高领导.英国殖民时期建立了王室—吉尔格(ShahiJirga),作为最高的吉尔

格处理与英印政府和卡拉特汗王的事务.

俾路支社会中另一特色制度即萨达尔制度.这个制度体系在莫卧儿王朝

就开始出现,在近代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与邻近的普

什图部落内部所持有的平均主义不同,萨达尔体系在部落内是高度集权化和

等级化的,这个权力体系的顶点是萨达尔,然后是地方首领(waderas),接着是

从属的氏族,最后是部落小单位的首领.萨达尔是部落的统治者和部落资源

的主人.部落民效忠于部落首领萨达尔,萨达尔职位世袭,对部落民拥有支

配权.

１２世纪,随着米尔贾拉尔汗建立俾路支部落联盟,主要的俾路支部落

形成,这成为未来俾路支地区的核心.在这些国家中,布拉回人(Brahui)建

立的卡拉特邦是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１６６６年,由米尔阿赫迈德

汗(MirAhmadKhan)建立了卡拉特邦,他统治的领土限于萨拉万(Sarawan)

和加拉万(Jhalawan).１８世纪上半期,在米尔纳西尔汗一世(MirNasir

KhanI)的领导下,卡拉特邦建立了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在他统治期间,纳

西尔汗一世将分散的各个部落统一在其邦内,实现了对俾路支地区的统

一.① 卡拉特邦势力在纳西尔汗一世统治时期结束后迅速衰落.在默罕默

德汗(KhanMohmudKhan)统治时期(１７９４—１８３９年),是卡拉特邦的最低

潮,面临着解体的危险.②

就地理位置而言,俾路支地区并没有完全被囊括在古印度范围内.在北

部,苏莱曼山脉(SulaimanMountains)南部将其与印度隔开;在南部,从卡拉特

０２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

①

②

纳西尔汗一世统治时期是卡拉特邦的鼎盛时期,俾路支的边界延展至旁遮普地区,包括在东部的

德拉加齐汗(DeraGhaziKhan),北部到达了阿富汗境内的赫尔曼德河(HelmandRiver)的西南部;西部边

界包括锡斯坦(Sistan)、基尔曼(Kirman)和波斯的阿巴斯港(BandarAbbas);南部边界,包括从卡拉奇到阿

巴斯港的阿拉伯海沿岸的土地.
这一时期,波斯的恺加王朝(Qajars)吞并了西俾路支斯坦;信德人接管了卡拉奇港;拉合尔的兰

吉特辛格君王(MaharajaRanjitSingh)占领了哈兰德(Harrand)和达加尔(Dajal)(德拉加齐汗地区);孟加

拉(Mengal)和比曾乔(Bizenjo)支持的势力在萨拉万和加拉万也发生了反叛;马科兰则处于无政府状态.



向信德延伸的沙漠天然成为俾路支与印度的边境.古代虽缺乏现代国际法意

义上的边境线,但近代俾路支地区即为当前被划分在三个不同国家(巴基斯

坦、伊朗及阿富汗)的俾路支地区的总和,它们在地理位置及政治上都相互关

联.１８９６年,英国人划定的“戈德米德线”(GoldsmidLine)将西俾路支划分给

波斯,而剩下的东俾路支斯坦划给英国.１８９３年,由英国人划定的“杜兰线”

(DurandLine)则将俾路支北部划给阿富汗,从而成为英属俾路支和阿富汗的

边界.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这两条边界线被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三

国继承至今.东俾路支(英属俾路支斯坦和卡拉特邦)被并入巴基斯坦,面积

达３４．７１８８万平方公里,省府在奎达.西俾路支在伊朗,行政上被划分在锡斯

坦与俾路支省,省府在扎黑丹(Zahedan).

当前,巴基斯坦境内的俾路支地区有１８个大部落,４００多个小部落.① 主

要的两个区域被分为东俾路支或苏莱曼(Sluaiman)俾路支和西俾路支或莫克

兰(Mekran)俾路支.俾路支主要部落包括俾路支与布拉回(Brahui)两大部

落,其中,布拉回是除俾路支外第二大部落.尽管布拉回的起源与俾路支不

同,语言也有些许差异,但布拉回部落认为自己同属俾路支民族,与俾路支部

落拥有一致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经历.② 他们在政治上强调与俾路支的同一

性.③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设有六个行政区,包括奎达、锡比、卡纳特、马科

兰、纳西拉巴德和若布等.④

１２１

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探究

①

②

③

④

分别是布格提、布列迪、博达尔、多姆基、德里哈克、吉尔差尼、贾克拉里、科沙、采加里、伦德、马里,
马扎里、马加希、乌姆拉尼、门加尔和比曾乔等.其中布格提、马里、门加尔和比曾乔等四个部落人数最多.
转引自杨翠柏、刘成琼编:«巴基斯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６—３７页.

有学者描述帕坦人的«普什图法典»(PukhtunwaliCode),即帕坦人有着对普什图强烈的民族认同,
只是名称上不同于普什图(Pathans与Pashans或Pashtuns).这种情况适用于俾路支人和布拉回人的民族

认同.详见JamesW．Spain,PakistansNorthＧwestFrontier:PoliticalProblemsofABorderland,DurＧ
ham:CarolinaAcademicPress,１９７７,pp．１Ｇ２３.

有学者认为,布拉回部落是俾路支斯坦早期就存在的部落,讲布拉回语的部落至今都宣称自己是俾

路支人.布拉回语与俾路支语有７５％以上相同,大部分布拉回人会讲布拉回语和俾路支语两种语言.巴基

斯坦政府将布拉回人视为区隔于俾路支的少数民族,试图削弱俾路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详见 MirKhuda
BaklshBijaraniMarriBaloch,SerchliononBalochesandBalochistan,p．１１０,转引自 TajMohammadBreＧ
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Karachi:RoyalBookCompany,２００４,pp．１４１Ｇ１４６.

杨翠柏、刘成琼编:«巴基斯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页.



二、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１９世纪,英国的势力范围从南亚次大陆开始向西北方向侵入俾路支地

区.英国于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发动了对卡拉特邦的进攻,英军攻入卡拉特

都城,处死卡拉特汗及其随从.英国势力就此在俾路支地区建立并维持了

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国的殖民统治给俾路支地区带来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英国对萨达尔体制和俾路支地区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加

符合英国的殖民利益;另一方面,英国在俾路支修建了若干所学校,带来了

新式教育,并在有限的基础上在这一地区修建了铁路、公路、工厂等具现代

化色彩的建设.在此基础上,俾路支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受到良好教育、有一

定经济实力的群体.伴随着民族意识的复兴,这一批人成为俾路支民族主

义运动的领导核心.

从外部条件看,１９０７年爆发的波斯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７年俄国发

生的十月革命、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以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等都对俾路

支地区产生了极大影响.十月革命后,受到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及帝国主义理

论的影响,部分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希望借助苏联共产主义势力来对抗英帝国

主义,以寻求民族独立.不过共产主义思潮并未在俾路支地区传播开来,但对

抗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凯末尔革命给

予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实现独立的可能性.另一派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者参照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希望借助现有的政治框架和体制来获得独立,他们随后建

立了俾路支统一组织,并领导了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

此外,波斯的西俾路支境况对东俾路支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也造成强烈冲

击.① 总之,在这样的背景下,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开启了民族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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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８７１年,根据波斯 俾路支协议,西俾路支成为波斯的一部分.１９世纪末,受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
波斯地区的俾路支人民发动反对波斯统治的起义,并反对英国对东俾路支斯坦的统治,不过最终失败.
１９０７年,米尔巴拉姆汗巴兰扎伊(MirBahramKhanBaranzai)领导俾路支部落马科兰(Makkoran)宣布

成立半独立的俾路支国家,然而在１９２８年被波斯军队击败,这宣告了在波斯的西俾路支斯坦独立运动的失

败,这直接刺激了东俾路支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青年俾路支与俾路支统一组织的建立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逐步展开.１９２０年,民族主义

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库尔德(AbdulAzizKurd)组建了一个地下组织———青

年俾路支(YoungBaloch),这是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①青年俾路

支组织成立后,主要在地下活动,它的领导人、支持者及分布在俾路支、信德、

旁遮普和卡拉奇的俾路支人开展了一些小范围的活动,包括出版刊物、组织小

型会议等,但没有成规模的活动.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继续学习他国

运动的经验教训,同时也通过彼此间极其有限的联系酝酿更大规模的运动.②

１９３１年,约瑟夫阿里马加西(YusufAliMagasi)与青年俾路支组织领

导人接洽,成立了俾路支统一组织(AnjumanＧeＧLttehadＧeＧBalochan).这一组

织成立后便开始公开活动,其运动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的俾路支斯坦.③ 俾

路支统一组织的成立成为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它的特点表

现为由民族主义组织领导,跨越传统的部落结构,通过争取广大俾路支人的支

持,最终目标是建立世俗性的、统一、独立的俾路支斯坦国.

自１９３１年,在马加西的带领下,俾路支统一组织提出了三项基本诉求:第

一,在卡拉特邦境内进行改革;第二,将那些因存在不同行政组织而被分割的

传统俾路支地区统一起来;第三,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统一的俾路支斯

坦国.④

不过,就成立之初的局势来看,俾路支统一组织只能在卡拉特邦境内进行

活动,因此,第一项为其现实目标,具有一定可行性,而后两项可看作是远景目

标,在当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为实现在卡拉特邦进行改革的目标,俾路支

统一组织要求废除部分法律和行政制度,如边境管制制度,因为这一制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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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１９２７年１１月,马加西发表文章«俾路支斯坦的哭泣»,时任卡拉特首相沙姆斯沙下令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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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自由.此外,他们还要求在邦内建立由选举产生的议事会,成立由汗王

领导下的责任制内阁.这些行动目的是削弱萨达尔和吉尔格制度,同时也强

烈打击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①总的来看,俾路支统一组织对政治体制改革

的诉求多于教育、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诉求,这也反映了他们的首要目标是

改革现有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

(二)“马加西鼓动”的成功实施

英国在１９世纪中期侵入俾路支地区后就利用萨达尔体系作为其控制俾

路支地区的重要手段.通过扶持萨达尔,利用萨达尔的权威来制衡卡拉特汗.

而萨达尔也与英国达成合作,共同控制部落民,并监督卡拉特汗.萨达尔在英

国殖民势力的扶持下,成为极大的特权阶级,利用王室—吉尔格,对部落民进

行严酷的剥削,并严重的削弱了卡拉特汗王的权威.

为了对抗英国殖民者,俾路支统一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抗萨达尔制度.

他们认为,萨达尔体系利用压迫和虐待方式来实现对俾路支人的统治,而其与

英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使得萨达尔成为俾路支民族主义者无法忍受的目标.在

这样的情况下,俾路支统一组织的领导人马加西和库尔德希望发动废除萨达

尔制度的运动.在卡拉特汗位继承问题上,马加西领导俾路支统一组织,反对

萨达尔和英国殖民势力支持的汗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时任卡拉特邦首

相沙姆斯沙下台的运动,这就是有名的“马加西鼓动”(MagasiAgitation).

“马加西鼓动”的实质是借汗位继承问题,希望民众能够了解俾路支民族主义

运动的目标,支持他们反抗英国殖民势力及其代理人—萨达尔特权阶级,从而

实现改革卡拉特邦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愿望.

１９３０年,卡 拉 特 汗 穆 罕 默 德 汗 (MahmudKhan)病 重,时 任 首 相 沙 姆

斯沙(ShamsShah)联合萨达尔和英国殖民政府要求汗王的长子穆罕默

德安万汗(MohammadAnwarKhan)成为继承人.穆罕默德安万汗能力

欠佳,继任后必将受到首相沙姆斯的控制.俾路支统一组织在这时秘密同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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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汗的兄弟阿萨姆亲王(AzamJan)取得联系,阿萨姆亲王表示对民族主

义运动的支持,于是俾路支统一组织在马加西的领导下要求沙姆斯沙辞职.

为表达他们的想法,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俾路支统一组织出版了题为«沙姆斯

暴政»(ShamsGardi)的小册子.在序言中马加西说,这次运动就是为了唤醒

我们的民族意识.①

俾路支统一组织号召在马加西(Magasi)部落的部落民向信德和旁遮普移

民来促使沙姆斯辞职.这一行动对包括伦德(Rind)、门加尔(Mengal)和布格

提(Bugti)在内的周边部落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这些部落的萨达尔支持沙姆斯

和英国殖民政府,因此这几个部落的民众发动对其部落萨达尔的反抗运动.

迁往信德和旁遮普的俾路支移民严重影响了这些部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

序,最终,英国殖民政府当局迫于压力要求沙姆斯下台,继而支持阿萨姆亲王

继任卡拉特汗.②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俾路支统一组织成功令阿萨姆亲王继任卡拉特汗(１９３１—

１９３３年在任).③ 不过,阿萨姆继任卡拉特汗后,受到萨达尔和英国殖民政府的

威胁,转而对俾路支统一组织及其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采取打压态度.由于

萨达尔的反对,在他任内并未取消比格尔(Biger)制度④及非法税收等不合理

制度.

从结果上来看,“马加西鼓动”还是失败了.虽然顺利地让沙姆斯沙下

台,但其支持的汗王转而又受到英殖民势力和萨达尔的控制,并没有实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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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条件地答应俾路支统一组织的要求:(１)１８７６年的条约依然有效;(２)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

依然保持完整,特别是税收体制保持不变;(３)现有的卡拉特邦议会需扩大议席,增加大部落的萨达尔人数,
任期两年.这一调整的目的是在涉及邦内重大事务时需接纳他们的意见;卡拉特汗做出任何决定前都需要

寻求邦议会的意见,因为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４)萨达尔们必须考虑到汗王的利益,而汗王也

需满足萨达尔们的要求.参见 Malik MuhammadSaeedDehwar,ContemporaryHistoryofBalochistan,
Quetta:ThirdWorldPublication,１９９４,p．２４１.

SiddiqiFarhanHanif,ThePoliticsofEthnicityinPakistan:TheBaloch,Sindhi,andMohajir
EthnicMovements,Routledge,２０１２,p．６６．

比格尔制度即无偿劳役制度.在此制度下,土地上的全部收成都归萨达尔所有,而耕种土地的农民

一无所获.萨达尔们所需的一切,如水、木柴、马匹和牲畜饲料及其他一切服务都由农民们无偿提供.如果

某个农民对这些压迫提出异议,他就会被推入萨达尔的由粗木头做成的囚笼,数星期得不到吃喝.参见

〔巴〕阿卜杜拉江贾玛尔迪尼:«俾路支斯坦萨达尔制度的历史背景»,陆水林译,«南亚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
期,第７５页.



的运动目标.不过,在阿萨姆汗短暂的统治时期,俾路支人民族主义思想得到

普及和宣传,民族认同进一步强化,政治觉醒加速,俾路支统一组织也认清现

状,很快在马加西和库尔德的领导开展全面斗争.

(三)“俾路支斯坦与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的召开

１９３２年９月９日,俾路支统一组织领导人库尔德谈道:“我提出要求俾路

支从印度独立,建立独立穆斯林政府的想法,这是１９２０年以来,我们组织的历

次运动中坚持的信念.我想看到俾路支组建一个责任制政府,一个纯粹的穆

斯林国家.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俾路支斯坦以任何形式存在于印度,也不希望

我们国家依然是殖民地.”①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俾路支统一组织向俾路支民族

主义者发出邀请,召开“俾路支斯坦与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②在邀请函中,俾

路支统一组织提出:“俾路支适合现代民主的政治原则,但由于受到外部势力

的强烈影响,我们没有机会进行改革,如果再不推动宪政改革,那我们将远远

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除了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有许

多重要的目标,包括俾路支的统一、义务教育、保护公民权利、宗教和法律改革

等等.我们相信俾路支人将不遗余力地实现上述目标.”③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在信德的雅各布阿巴德(Jacobabad)召开了第一届“俾

路支斯坦与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会议由号召俾路支团结的米尔纳瓦兹

汗塔尔普尔(MirAH NawazKhanTalpur)担任主席.此次会议持续三天,

有来自俾路支、信德、旁遮普的２００多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有:

(１)联合所有俾路支地区组建一个统一的俾路支斯坦;(２)在俾路支斯坦以宪

法实行宪政;(３)废除俾路支斯坦的边境犯罪条例;(４)在俾路支斯坦建立高

等教育;(５)在俾路支斯坦建立现代工业体系;(６)会议谴责了波斯侵占西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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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斯坦,要求波斯结束在西俾路支斯坦的暴行.①

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５日,俾路支统一组织在卡拉特出版的周刊

中,第一次公开出版了“大俾路支斯坦”的地图.② 这一地图显示俾路支斯坦的

领土包括卡拉特邦、英属俾路支斯坦,以及波斯、旁遮普、信德的一部分俾路支

领土.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底,第二届“俾路支斯坦与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在信德的海

德巴拉(Hyderabad)召开.此次会议除重申之前达成的决议,还着重提到在俾

路支地区建立宪政政府的要求.③这两次代表大会成为这一时期所有俾路支民

族主义者们共同交流的平台.不过,两次会议较为松散,更多的是宣扬俾路支

统一信念和共同的民族认同,缺乏实质性行动.此外,由于卡拉特汗王和萨达

尔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种种限制,两次会议都未能安排在卡拉特邦境内,在卡拉

特邦的影响极为有限.

１９３４年１月,俾路支统一组织重要领导人库尔德因要求英殖民政府向卡

拉特邦归还奎达、博兰等地而被锡比(Sibi)的王室—吉尔格判刑,刑期三年.

同一时间,俾路支统一组织另一位领导人马加西前往英国,为卡拉特邦独立寻

求国际支持.马加西于１９３５年１月回到卡拉特邦,在１９３５年５月奎达发生的

地震中意外身亡,这是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此后,“俾路支

斯坦和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没有继续召开.

青年俾路支组织和俾路支统一组织的建立,唤醒了俾路支人的民族主义

认同与独立意识,并经过干预卡拉特汗王的继承问题及发起“俾路支斯坦及全

印俾路支”代表大会使俾路支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强化.俾路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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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ajMohammadBre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p．２２９．
在这里需要说明,自１６６６年卡拉特邦建立以来,“大俾路支斯坦”思想就开始存在.１８世纪上半

叶,纳西尔汗一世统治时期统一了整个俾路支地区,这使俾路支的疆界囊括了目前巴基斯坦境内的俾路支

省、伊朗境内的锡斯坦与俾路支省、阿富汗境内的俾路支北部地区.这也是俾路支人第一次实现“大俾路支

斯坦”这个梦想.纳西尔汗一世去世后,卡拉特邦势力衰退,领土范围不断缩小.在此情况下,俾路支民族

主义者不断宣扬“大俾路支斯坦”的梦想,试图重新回到纳西尔汗一世统治时期俾路支所到达的疆界.不

过,由于各个地区情况复杂,加上民族主义势力单薄,因此虽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宣扬成立“大俾路支斯坦”
的最终目标,目的在于笼络人心,扩大影响.在实际的运动中,还是基于卡拉特邦的地位进行反英殖民运动

与卡拉特邦的独立运动.通过提出恢复和实现“大俾路支斯坦”,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强化了运动追随

者的信念,也赢得了卡拉特汗王的一定支持.
TajMohammadBre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p．２４３．



组织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被称为“宪政主义者”,其目标是对内建

立宪政体制,对外赢得俾路支地区的独立.

１９３７年,俾路支统一组织领导人库尔德组建了卡拉特民族党(KalatState

NationalParty),①为实现反抗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进一步推动了

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三、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

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年的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是基于俾路支地区卡拉特邦现

有的政治框架内进行,内容包括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各项改革.② 民族

主义运动反对英国在俾路支地区所采取的特殊的行政体制和司法安排,包括

王室 吉尔格等,这些安排限制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

动的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俾路支民族主义思潮的酝酿

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出现,直到１９４７年达到顶峰,

这是俾路支民族主义思潮的酝酿及情绪的集中表达.

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者形成了以欧洲民族主义理论框架下对自身群体的

认同.传统而言,民族的独特性往往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上,甚至通过

强调与其他群体的仇恨与暴力对抗来得到体现,这在现代社会被认为是“自治

政治单位划定的首要基础”.③ 民族主义的缘起容易被简单地归因于共同的血

缘、语言、习俗这些民族的先天独特性.然而,民族主义的缘起既有历史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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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卡拉特民族党(KalatStateNationalParty)成立于１９３７年,是后期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具代表

性组织,贯穿了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高潮阶段.卡拉特民族党的党纲与俾路支统一组织的党纲相

似,依然寻求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这一时期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改革成果包括废除比格尔体系,调整了司法制度,促进了教育发

展,如教育经费从１３０００卢比增长至４０００００卢比.增加奖学金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去印度和其他国家接受

高等教育.兴办了一些服装、皮革等工厂,建立小型武器制造厂等,建立了卡拉特第一个印刷厂.详见

MirAhmadYarKhan,InsideBaluchistan:aPoliticalAutobiographyofHisHighnessBaiglarBaiＧ
gi,KhanＧeＧAzamＧXIII,Karachi:RoyalBookCo．,１９７５,p．１２６.

CliffordGeertz,“TheIntegrativeRevolution:PrimordialSentimentsandCivilPoliticsintheNew
States,”inCliffordGeertz,ed．,OldSocietiesandNewStates,NewYork:FreePress,１９６３,p．１０９．



社会因素,民族特性不单是与个人情感、共同兴趣,实际需要、共同承担的义务

等相连,而在根本上是一种难以被语言所描绘的民族认同,即民族自觉.俾路

支的民族性很大一部分基于以上所述的原始特征,包括血统、语言、共同祖先

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在２０世纪初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觉的形成和巩固,这使

得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欧洲民族主义思想与理论开始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

区蔓延开来.如１７８４年威廉琼斯爵士(SirWilliamJones)与其他研究印度

的学者,以西方民族主义的视角来叙述印度历史.南亚次大陆开始采用欧洲

民族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自身历史.① 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旅行家在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作品,对这一地区的民族意识唤醒和俾路支民族主义的想象

起到刺激作用.②此外,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如马加西、安卡(MohammadHossein

Anka)和萨达尔汗俾路支(SardarKhanBaluch)等也进一步推动了以这种研

究方法和多样题材的俾路支书籍的出版.总之,在２０世纪早期,俾路支地区

形成了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为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

础.从历史和社会的因素来看,正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并不是对过去、潜

在的、沉默的民族情绪和民族认同的唤醒,即使他们塑造了现在的民族现状;

而是根本上,民族主义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主义在现有民

族—国家这样的形态下才存在”.③

因此,俾路支民族主义的缘起,不管是基于部落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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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ernardS．Cohn,“RepresentingAuthorityinVictorianIndia,”inE．Hobsbawn,T．Ranger,eds．,
Inventionof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３,pp．１８２Ｇ１８３．

英国情报人员亨利波廷格(HenryPottinger)在他的«俾路支斯坦和信德游记»中对这一地区的地

理、历史和政治(１８０９—１８１０ 年)给予详尽 的 描 述,参 见 HenryPottinger,TravelsinBeloochistanand
Sinde,London:Longman,Hurst,Rees,Orme,andBrown,１８１６;１９世纪中期,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sson)在１８４２年出版了他的四卷本游记«在俾路支斯坦、阿富汗、旁遮普的系列游记»,参见 CharlesMasＧ
son,NarrativeofVariousJourneyinBalochistan,Afghanistan,thePanjabandKalat,London:Richard
Bentley,１８４４;休斯(Hughes)在１８７７年出版的«俾路支地区»以现代风格介绍了俾路支斯坦的历史、地理、
地形、民族学,并出版了第一张关于俾路支的综合地图,参见 R．HughesＧBuller,ed．,BaluchistanDistrict
GazzetteerSeries:QuettaPishin,Quetta:GoshaＧeAdab,１９８６;LongworthDames,PopularPoetryofthe
Baloches,London:RoyalAsiaticSociety,１９０７;英国官员和学者在１９０８年出版了第一次包括“俾路支斯坦”
地区地名词典的«英印帝国地名词典»等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参见 WilliamStevensonMeyer,et
al．,eds．,TheImperialGazetteerofIndia,Oxford:TheClarendonPress,１９０８.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８页.



核心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它并不

仅仅包含民族认同、文化和传统的保护,在欧洲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从

１９２０年开始直到１９４８年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族独立:以卡拉

特邦为中心,打破英印殖民政府的统治,将波斯、阿富汗及其他地区的俾路支

人统一起来,建立独立、统一的俾路支斯坦国.

(二)卡拉特邦对俾路支人的号召

自１６６６年建立起,卡拉特邦便一直是“大俾路支斯坦”的积极倡导者,在

纳西尔汗一世的统治时期,卡拉特邦统一了俾路支斯坦,成为俾路支部落联盟

的核心.因此,从历史上看,卡拉特邦一直对俾路支人有向心力.

自１９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势力侵入这一地区,不过英国并没有完全将俾

路支地区合并,而是分为英属俾路支斯坦和卡拉特邦地区.英国没有将卡拉

特邦纳入其英印殖民政府的直接统治区,事实上,卡拉特邦享有极大自主权,

包括保留自己的部落政治框架和汗王.这种独立性伴随着欧洲民族主义学说

和理论的传入使卡拉特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其首要目标便是寻求卡拉特

邦的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一些卡拉特邦内的民族

主义者开始为建立独立的俾路支斯坦而努力.在运动期间,生活在城市和部

落的部分民众被俾路支民族主义的新意识所吸引.民族主义运动成员希望动

员广大的俾路支人民,为共同的独立目标而奋斗.早期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

对俾路支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运动规模和能力的有限,基本限于卡拉

特邦,这也体现了卡拉特邦对俾路支人的巨大影响.

雅汗是卡拉特邦较为开明且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王公贵族,他也持有“大

俾路支斯坦”的梦想.①１９３３年,雅汗继任卡拉特汗后,他立志像纳西尔汗一世

一样,统一整个俾路支地区.在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中,雅汗成为俾路支运动倚

仗的核心,也通过他的支持,有限地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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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尔阿赫迈德雅汗(MirAhamdYarKhan)是卡拉特邦最后一位汗王,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７年在位.
在他在位期间,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他于１９４７年８月宣布成立俾路支斯坦国,这是这一时期民

族主义运动的最高峰.



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不过,由于卡拉特汗王既是卡拉特邦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是传统俾路支部

落联盟的领袖,是由萨达尔共同推举出来的,因此,汗王只能通过与萨达尔联

合来获得政治支持,以保证自身的政治权威.当俾路支统一组织开展废除萨

达尔运动及要求宪政和建立责任制政府时,不仅会削弱部落首领萨达尔的权

威,更重要的是也会削弱卡拉特汗本身的权威与权力,因此,汗王对民族主义

者的态度发生变化,开始打压俾路支统一组织,直到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总之,卡拉特邦在俾路支民族主义的产生及整个运动过程中居于核心地

位,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卡拉特邦来影响其他俾路支地区.

(三)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

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不仅有其内部原因,而且还受到世界范围

内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相互影响.英国势力自１９世纪以来侵入俾路

支,对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英国对俾路支民族主义的缘起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英国的影响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的部落政治结构进行改造,特别是萨达尔制

度,设置了王室—吉尔格.英国殖民政府通过王室 吉尔格,裁决政治性质的

案件,对主张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士处以严重的刑罚.部落民在向吉尔格

提出诉讼时,双方都须向萨达尔缴纳一定数目的现金或牲畜.在婚姻纠纷和

涉及名誉的诉讼中,萨达尔除获取财物外,还能得到妇女.① 英国对萨达尔的

重用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同时鼓动萨达尔们反对汗王,削弱汗王在邦内的政

治权威;另一方面,英国在俾路支地区进行了有限的现代化建设,培育了第一

批具有民族意识同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群体,俾路支的知识分子在英国的殖

民控制下逐渐发展出政治意识,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领

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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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阿卜杜拉江贾玛尔迪尼:«俾路支斯坦萨达尔制度的历史背景»,陆水林译,«南亚研究»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在领土和行政管理方面,英国在俾路支地区采取模糊的统治策略,对卡拉

特邦及英属俾路支斯坦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并且与英印政府的统治也不同.

这给予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一定的政治空间,他们既可以在有限的政治参与中

尽可能实现自身目标而不至于过度刺激其中一方,也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活

动而不至于被彻底消灭;此外,当英印政府出现新的变化时,他们能够顺势寻

求更大的独立运动.① 这也是在１９３７年后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走向独立的重

要因素.②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卡拉特邦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随着青年

俾路支运动和俾路支统一组织运动的开展,俾路支传统的部落政治结构开

始出现破裂,俾路支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这些运动与发生在英印政府内外

的事件加速了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增长,俾路支民族主义势力成为本地区重

要的政治力量.

英国对东俾路支的占领,１９２８年波斯对西俾路支的占领,③以及随后一系

列事件的发生,④改变了俾路支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这阻碍了俾路支人组建

“大俾路支”的努力,然而这种痛苦记忆也刺激了这一地区民族精英的政治意

识.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立足于卡拉特邦,以其为中心寻求民族独立,俾路支民

族主义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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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９３５年,英国颁布«印度政府法案»,逐步进行宪法改革.英属印度政府开始制定国内法并建立代

议制政府.这些变化对其西部边境即英属俾路支斯坦造成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当地媒体、公众活动

以政治自由,并推动建立更加平等的司法体系.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民族独立运动,不
断扩大运动规模.

１９３７年开始,随着南亚次大陆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迅速向民族独立转变,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目

标也开始转变.英国殖民者撤离之际,巩固卡拉特邦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法律地位,维护卡拉特邦在俾路

支的核心地位,并以此来吸引其他俾路支地区的联合,成为这一时期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目标.俾路

支统一组织对卡拉特汗王要求独立采取支持态度,希望通过与萨达尔、卡拉特汗王三者间的斗争与妥协形

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战线,共同实现俾路支的民族独立.同年,库尔德组建卡拉特民族党,开启了新一时期的

民族主义运动.
在波斯的西俾路支人经过和波斯军队多次流血冲突,最终于１９２８年被并入波斯.波斯在这一地区

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高压统治政策,剥夺了俾路支的民族身份和认同.西俾路支人的境况进一步刺

激了东俾路支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事件包括西俾路支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汗(MirDostMohamＧ

madKhan)被波斯政府处决;著名领袖包括杰斯卡的巴克特汗(BarkatKhanofJask)和萨哈德的吉安德汗

(JiandKhanofSarhad)在波斯监狱死亡,以及一些反叛部落首领如诺拉蒙加尔(NooraMegal)被英国政府

监禁等等,详见 TajMohammadBre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t,Karachi:Royal
BookCompany,２００４,p．２１０.



总之,２０世纪初出现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长期的酝酿和累积的

过程.从民族主义理论传入该地区,再到现代学校的建立,产生了第一批受到

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教育的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既有知识分子,也有萨

达尔,同时也包括一部分部落民众.这些民族主义者号召俾路支人进行民族

独立运动,建立独立和统一的俾路支斯坦国,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俾路支

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认同集中爆发.①

四、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特点

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处在世界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作用的

时期.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更具有强烈的

政治性,即不寻求政治上的半独立以获得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而是坚定地寻

求政治独立,目标是建立国家.俾路支是南亚地区较早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

地区,坚定的反殖民主义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

(一)强烈的政治民族主义

按类型划分,民族主义有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

等,俾路支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由经济发展或社会转型而形成的民族主义不

同.英印殖民政府在俾路支地区的最大利益诉求是保护英国在南亚的商路

安全及防止从阿富汗南下的威胁,并没有意图发展俾路支地区.２０世纪初,

这一地区依然属于传统的游牧半游牧社会,传统的部落政治结构依然发挥

重要作用.俾路支民族主义自２０世纪初开始酝酿并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

再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展开民族主义运动,其核心诉求即为民族独立.这种对

俾路支独立的渴望基于他们对自身民族历史叙述和对民族认同的坚守.俾

路支青年组织与俾路支统一组织建立后意图以卡拉特邦为中心,进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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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与者包括阿萨姆亲王、阿赫迈德雅汗、伊布拉欣汗(Ibrahim Khan)和卡里姆等卡拉特王室成

员;马加西、布格提、沙赫巴兹汗纳什瓦尼(ShahbazkhanNausherwani)等最有权势的萨达尔家庭;库尔

德、纳西尔、比曾乔这样的中产阶级和一般的萨达尔家庭;以及安卡、纳西姆塔里维这样的平民,详见 Taj
MohammadBreseeg,BalochNationalism:ItsOriginandDevelopmen,p．２１１.



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打破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建立现代化

的独立国家.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

抵抗运动.位于次大陆西北部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一开始将斗争矛头指向

英国殖民势力的代理人萨达尔,随后便直接转向英殖民主义者.在这一过

程中,民族主义者始终坚持运动目标不动摇不妥协,虽在运动方式上有所变

化,但坚持以最彻底的方式获得政治独立.这在２０世纪初所有民族主义运

动中是较为罕见的.

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出现缘起于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随着英国准备撤离这一地区,以卡拉特邦为中心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

动积极推进,反对真纳领导的全印穆斯林联盟的合并要求及尼赫鲁所领导的

国大党势力.总之,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是彻底的政治性,核心诉

求是俾路支民族独立.

(二)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特性

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从１９世纪开始侵入南亚次大陆,随后完成对印度、锡

兰、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锡金的征服,最终整个南亚地区成为英国的殖民

势力范围.印度是英国最大和保持最持久的殖民地之一,英国殖民政策的每

一个发展阶段都以此地为试验地,在这里执行的最为充分.从而使得印度最

先和最彻底地变成英国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① 印度作为一

个传统文明的社会,它在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压力之下,受到影响和改造,使

得它的发展过程在殖民地区最为典型.俾路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处于南亚次

大陆,也在１９世纪中期受到英殖民主义势力的影响,一部分被并入英印政府

直接控制,即英属俾路支斯坦;另一部分被划归卡拉特邦.

英国对俾路支传统的部落政治结构进行改造,改革了萨达尔制度,并且设

置了王室 吉尔格.英国有意保留及加强萨达尔势力作为统治的重要工具.

同时,英国对这一地区进行行政分割,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扩大甚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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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承节主编:«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页.



为制造一些社会矛盾,使得俾路支不同部落之间产生矛盾,很难实现联合和统

一,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卡拉特汗的权威和领导力.

马克思在论述殖民主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时,提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

论断.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

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

基础.”①英国在俾路支的统治带来了有限的现代化建设.俾路支知识青年通

过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来获得对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在

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后,出现了俾路支第一批民族主义者.他们通过新式的

理论武器开启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

发端于２０世纪初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首要就是反对英殖民主义的统

治,在卡拉特邦内就是排斥英国的政治代表及其支持的势力———萨达尔,卡拉

特汗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原因也在于反对英国的控制.早期民族主义运动被

打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殖民势力撤离之际,以卡拉特邦为

中心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依然是坚定的从英印殖民统治中争取卡拉特

邦独立.反英殖民主义贯穿了整个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过程.

结　　语

２０世纪初,俾路支地区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酝酿并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受到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开启了反抗英国殖民统

治,寻求俾路支民族独立的运动.回顾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历程,１９２０年

建立的青年俾路支组织和１９３１年组建的俾路支统一组织是早期民族主义运

动的领导核心,在领导人马加西和库尔德的推动下,进行了针对卡拉特汗位继

承问题的运动即“马加西鼓动”.此外,１９３２年与１９３３年召开的两次“俾路支

斯坦与全印俾路支”代表大会,成为俾路支各地民族主义者进行交流和讨论的

重要平台,为后续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

从这一时期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来看,有着三方面的因素.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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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５７页.



民族主义思潮的酝酿是重要的理论指导.俾路支民族主义情绪的累积和爆发

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卡拉特邦本身的号召力以及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是

决定性因素.俾路支民族主义者立足于卡拉特邦,依托卡拉特邦以及卡拉特

汗雅汗的号召力,开展了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此外,英国殖民政府与外部条

件的刺激也促使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反英殖民主义

统治和民族独立的双重目标,这也是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英国

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引起了民族主义者和民众的不满,对卡拉特邦的间接

控制也引发汗王的不满.在卡拉特汗的支持下,反英殖民统治始终是卡拉特

民族党所推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之一.争取俾路支的民族独立、统

一各个俾路支地区,对于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和卡拉特汗来说都是最核心的政

治目标.坚定地反殖民主义性与强烈的政治民族主义是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

的根本特点.

２０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对俾路支民族的发展是一个分水岭.１９３７年,随着

卡拉特民族党的成立,标志着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进入发展乃至高潮期.

１９４７年８月卡拉特汗王宣布独立,国名为俾路支斯坦国.然而,１９４８年３月,

卡拉特汗签署与巴基斯坦的«合并文件»,标志着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失

败.这一时期发生在俾路支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俾路支人造成了深刻的影

响,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失败使得巴基斯坦俾路支人始终不

认可现有的政治权力格局.俾路支人对于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

起,使得１９４８年后这一地区的局势持续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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