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4 期
No. 4 2018

南亚研究季刊
South Asian Studies Quarterly

总第 175 期
Sum No. 175

古代印度村社司法中的潘查亚特及其现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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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印度村社的司法职责主要由村社潘查亚特和支配种姓潘查亚特担负。潘查亚特以法

经和法论为指导，根据村社习惯法处理纠纷，实现解决纠纷、惩罚犯罪和维护社会关系之司法基本功能。
除具有显见的司法功能外，潘查亚特还具有隐秘的立法功能，故能使村社自成体系，成为维持雅利安自治

传统的重要支柱。独立以来，印度先后建立起司法潘查亚特和乡村法庭体系。前者某种程度上是借资印度

本土传统的失败尝试，后者则脱离了基于潘查亚特传统的争议解决机构设想，实际上是正式法院系统向乡

村偏远地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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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查亚特 ( Panchayat) 是古代印度集决策、
管理和司法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机构，意为 “五

人议事会”或“五人长老会”。通常认为，潘查

亚特表示印度乡村所有由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式

管理组织。实际上，家庭、种姓、村社与潘查亚

特交织在一起，使村社内部权力呈现出多重结

构。村社潘查亚特规模较大且地位重要，但其概

念和作用无法直接等同于潘查亚特。种姓潘查亚

特在村社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若村

社内有某一种姓居于明显的支配地位，即存在支

配种姓，那么该支配种姓的潘查亚特就相当于是

整个村社的潘查亚特。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两

国既拥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又共同面对着

科技和理念快速革新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和

机遇。因此，在双方往来日益密切的今天，考察

潘查亚特及其在印度村社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探究其背后的古今观念和社会情境，能够拓展中

国印度研究和比较法学研究视野的同时，更重要

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推进中印文明包容互鉴，共

同繁荣。

一、古代印度的村社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公元前 16 世纪左右，来自中亚草原的一支雅

利安人游牧部落通过兴都库什山脉隘口，进入次

大陆西北部，占领了富饶的五河流域。此后近千

年，陆续有其他雅利安人部落进入次大陆。这些

部落在进行内部斗争的同时，向东南方缓慢推进。

该过程早期，部落各类事务主要由名为 “撒米

提” ( Samiti) 、“撒巴” ( Sabha) 和“帕里沙德”
( Parishad) 的部落会议进行决断和处理。① 由于

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后没有遇到强敌，部落社会

状态持续了六七个世纪。后期，伴随着疆域的扩

大，雅利安人开始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农耕和定居

生活，部落社会也逐渐向农业社会过渡。游牧部

落行进队伍的大小首领转而成为村落头人。最早

的村社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一批小型国家在次大

陆北部出现。与此同时，社会生活也开始显现出

内敛和保守的一面，部落和村社内部区分出祭司

( 婆罗门) 、武士 ( 刹帝利) 、农民和商人 ( 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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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被征服的非雅利安人则成为工匠 ( 首陀

罗) 。印度种姓制度初步形成。
公元前 6 世纪左右，北印度进入十六个大国

与若干小国并存的列国时代。所谓十六个大国，

大多以一或两个城市为中心，地理范围各异，形

成时期不同。较早形成的国家，多数属于符合雅

利安自治传统的共和制。这种共和制国家与现代

共和制国家概念不同，它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由

部落头领组成议事大会决定国家重大事务。后伴

随着列国纷争，刹帝利阶层实力增强，国家的面

积也不断扩大，一批君主制国家兴起。这些君主

制国家通常需要召开御前会议来商讨国家大事，

但最终决定权在国王，且王权世袭。在君主制国

家逐渐成为主角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从君主制

改为共和制。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这些

国家内部各部落及附属小国之间争斗不休，导致

国王直接管辖的领地限于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此

外，雅利安人本就有自治传统，部分雅利安人迁

移到平原边缘或山地地区，建立起传统的小型共

和制国家。不过，农耕经济的稳定及财富的长期

积累不可避免地促进着君主制国家的发展。各国

之间的征战和吞并，促成了以恒河中下游为中心

的大帝国的形成。
列国时期以前，村社之上主要是部落。列国

时代开始，村社之上主要是政体不同、大小不一

的国家。村社内部，土地由家庭各自占有，家庭

在内部安排各自的耕种事宜。但家庭之间仍然组

合成一个联合体，共同商议、管理公共事务。多

部法论 ( Dharmashastra /Smriti) 提及村社内部的

权力来源于国王。例如，《摩奴法论》 ( Manusmriti)
讲到，“他 ( 国王) 应该在两个、三个、五个或

者一百个村落中间设一名配备一队警察的国家行

政长官。他应该任命村落长、十村落长、二十村

落长，百村落长和千村落长……村落长应该获得

村落居民每天应向国王缴纳的食物、饮料和燃料

等等”。① 此种情况的前提是存在强大的中央政

府，但这恰是印度历史上所缺少的。事实情况更

可能是，即便在王权达到极致的孔雀王朝，国王

欲支配乡村也力不从心。几个世纪后的笈多王朝

时代，北印度再次进入准统一状态，但乡村享有

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官员很少干预乡村管理。
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弱于孔雀王朝。② 之后，不论

是拉其普特人的兴起，还是莫卧儿王朝的统治，

都没有对村社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些统治者

多只满足于征收田赋，无意也无力干涉村社事

务。古代印度村社脱胎于实行共同所有制的氏族

共同体。在半游牧半农耕时期，村社曾维持土地

的“公有共耕”。以定居农耕生活为主后，村社

起先定期向成员分配份地，后逐渐停止分配，形

成土地 由 村 社 成 员 长 期 占 有 使 用 的 局 面，即

“公有私耕”。③ 村社长期保持古老的自治传统，

致使私有财产制难以侵入。梅因认为，印度实际

上从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确立财产私有的封建化过

程。马克思也认为，印度并不存在真正的私有

制。 “东方 ( 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

坦) 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

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④ 古

代印度铭文中有一些国王向寺院、婆罗门、佛教

僧侣、官员赐赠土地 ( 收益权或所有权) 以及

土地买卖方面的记载，一定程度上表明古代印度

村社存在土地私有，⑤ 却不足以说明村社整体进

入过土 地 私 有 阶 段。村 社 土 地 制 度 主 体 仍 是

“公有私耕”。梅因表示，英国人早期关于印度

土地所有权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最初以为土地

属于君主或半独立的省督，后来发现土地并不归

他们所有，半独立的省督及其下属不过是收税

人。虽然英国人曾意识到这种认知有误，但印度

真正所有权单位———村社———被发现，是晚自英

国扩张到西北印度之后的事情。⑥ 梅因在此揭示

出印度村社土地制度的部分特征。而在马克思看

来，“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 ( 即土地公有制)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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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形式，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

来。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

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

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

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

袭的占有者”。① 莫卧儿王朝时期，村社与国家

之间存 在 一 个 征 税 人 阶 层，即 “柴 明 达 尔”
( Zamindar) 。“柴明达尔”一词是波斯语，原意

为“土地持有者”。不同年代，柴明达尔拥有的

土地权利略有差异。总体上，柴明达尔对国王而

言，是土地持有者和管理者，对村社而言，是国

王指派的征税人。综合梅因和马克思的观点，在

古代印度，国家、村社和村社成员对土地有着多

重的权利。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是国家，实际所

有者是村社，而占有者则是村社成员。因此，对

于村社成员而言，接续古老传统似乎也比获取中

央政府许可或授权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二、家庭、种姓与潘查亚特:

村社内部权力的多重结构

“总起来讲， ( 印度) 村庄无论如何向来是

个种姓社团之间经常性的经济合作、社会合作、
教规方面的合作以及法律方面的合作的基本单

位。村庄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单位和

其他必需品的生产单位; 村庄通常既是一个土地

所有权单位，又是一个处理各种姓社团内部纠纷

和种姓社团与种姓社团之间纠纷的管理单位。”②

古代印度村社由以家长为首脑的大家庭组成。大

家庭又包括若干家庭。大家庭内部的事务管理以

及成员之间的纠纷解决由家长负责。涉及不同家

庭的纠纷则由各类潘查亚特处理。村社的日常管

理工作一般由村社头人负责。村社头人通常是刹

帝利或婆罗门，在潘查亚特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
潘查亚特与种姓制度紧密相联。种姓制度是

印度文化的标志之一，它作用于潘查亚特的运

行，并促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孔雀王朝

时期，疆域扩大和社会生产发展，致使种姓结构

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人群类别增加。四大种

姓之 外，新 被 征 服 的 非 雅 利 安 人 被 划 为 “贱

民”，即 “不可接触者”，从事一些需要接触排

泄物和尸体的 “不洁的”工作。第二，部分吠

舍和首陀罗的社会地位上升。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首陀罗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比例增加，以及吠舍

中从事商业的人财富积累较快。第三，种姓内部

分化。在吠陀时代，种姓制度主要是指 “瓦尔

纳” ( Varna) 制。“瓦尔纳”意为颜色，瓦尔纳

制就是以肤色为标准，区分雅利安人 ( 婆罗门、
刹帝利、吠舍) 和非雅利安人 ( 首陀罗) 的种

姓制度。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族群的长期交流，致

使以肤色为依据的传统四大种姓细化为以职业和

家族为依据、数量众多的 “贾提” ( Jati，意为

出生、家庭 ) 。吠舍和首陀罗是种姓分化的主

体，二者分化出一系列有各自世袭职业和名称的

贾提。孔雀王朝之后，瓦尔纳与贾提相结合的种

姓体系在村社层面稳定延续下来。
古代印度村社的成员大致分为以种姓 ( 瓦

尔纳) 阶序为基础的四个阶层: 第一阶层是婆

罗门和刹帝利; 第二阶层是吠舍，即商人和农

民; 第三阶层是首陀罗，主要是工匠和手艺人，

也有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 第四阶层为贱民，即

“不可接触者”，从事渔猎、清扫等工作。以全

体成员相互依存为实质的村社内部生活关系，突

出表现为低种姓及贱民的两种依附类型: 低种姓

对整个村社的依附和低种姓对高种姓的依附。前

一种依附类型出现于村社形成早期，并伴随村社

长期存在。根据 19 世纪末英国人的记录， “村

社分配给工匠和仆人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报酬，

是印度一项非常古老的惯例。这项惯例存在于所

有省份，有些地方还配给一小片土地，有些地方

则只配给粮食”。③ 后一种依附类型出现时间相

对晚些，但逐步发展为种姓依附的主要模式，该

模式也称“贾吉曼尼” ( Jajmani) ④ 制度。
在印度村社中，通常存在支配种姓 ( Domi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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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 ，即某一个种姓具有其他种姓无可比拟的

政治和经济地位。村社中的支配种姓并不一定是

居于种姓序列顶端的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作为

村社支配种姓的情况也很常见，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支配种姓与婆罗门的关系很可能与较大范

围内的地区性小王国或大帝国中刹帝利与婆罗门

的关系类似。支配种姓获得支配地位最为重要的

原因在于，其占有村社的土地或至少占有其中的

大部分。支配种姓各户分别雇佣其他种姓成员及

贱民从事土地耕种及各类服务性劳动，在收获后

分配给他们一定量的粮食。这种依附关系世代相

传，长期固定。换言之，村社内的每个低种姓及

贱民群体传统上会为高种姓家庭提供某些近似标

准化的长期服务。这即是贾吉曼尼制度的核心。
进一步讲，低种姓对高种姓的依附关系，甚至

“不是一个种姓集体对另一个种姓集体的关系，而

是一家一户对一家一户的世传关系”。① 可以说，

贾吉曼尼制度立基于稳定的农业生产系统及商品

和服务分配系统，是地主高种姓群体与职业种姓

之间的纽带。时至今日，印度一些地方仍存在贾

吉曼尼制度或近似贾吉曼尼式的种姓依附关系。②

在整个村社层面，决策、管理和司法职责由

村社潘查亚特担负; 在种姓内部，各类事务由各

种姓潘查亚特负责。但很多时候，村社内有某一

种姓居于明显的支配地位，即存在支配种姓，那

么整个村社的事务则都由该支配种姓的潘查亚特

处理，也就不存在另行组建和运行的村社潘查亚

特。例如，在马拉塔人统治的末期，南印度孔巴

村四个居于主要地位的婆罗门大家庭的家长组成

了一个潘查亚特，负责管理村社、征收田赋、处

理婆罗门之间的纠纷和全村的司法事务。③

三、潘查亚特与村社司法

( 一) 达摩守护者: 潘查亚特在村社司法中

的角色与作用

在潘查亚特的众多功能中，司法功能较为突

出。传 统 印 度 法 的 核 心 概 念 是 “达 摩”
( dharma) ，其早期含义是 “支持” “维持”，后

逐渐具有“正确的行为” “义务” “秩序” “法

则”意义。古代印度没有独立的司法组织。根

据法经和法论，维护和执行达摩是君王的职责。
《摩奴法论》讲到: “每天，他 ( 国王) 应该在

那里坐着或站着、抬着右手、服饰朴素、依据法

论和当地习俗中所见到的原理逐一审理原告的属

于十八个项目的起诉。”④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婆罗门必须在场。村社司法方面， 《摩奴法论》
指出，“村落里的纠纷应该逐级由村落长向十村

落长报告，由十村落长向二十村落长报告。而二

十村落长则应该把它们统统报告给百村落长，百

村落长则应该亲自向千村落长报告……他们的有

关村落的事情和个人的事情，应该由国王的另一

名忠诚而精勤的大臣审视”。⑤ 但是，古代印度，

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较弱，且不存在政治权威颁

布的制定法，仅有的少量王令在村社层面也基本

没有影响。国王通常只审判城市案件及乡村的重

大刑事案件。乡村的案件，尤其是民事纠纷，实

际上大多在村社内部或种姓内部解决，处理方是

相应的村社潘查亚特和种姓潘查亚特。在此情况

下，达摩最为常见且直接的守护者并不是国王，

而是潘查亚特。
《祭言法论》首次提出法庭分级。⑥ 《那罗

陀法论》表示法庭有五类，级别由低到高依次

为小型 ( 家 庭 ) 法 庭、行 业 法 庭、大 型 法 庭、
国王指定的法庭、国王亲自主持的法庭。⑦ 一般

认为，法论所讲的行业法庭即是种姓潘查亚特，

而大型法庭很可能指的是没有支配种姓、由几个

种姓的代表共同组成的村社潘查亚特，或者是既

处理本种姓纠纷又充当村社法庭的支配种姓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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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anda，trans． M． N． Dutt，Delhi: Bharatiya Kala Prakashan，2011，p. 209．
Narada，trans． Julius Jolly，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 33，ed． F． Max Muller，Oxford: The Clare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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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① 12 世纪北印度迦诃陀婆罗 ( Gahadavala)

王国的一份铭文显示，村社甚至可审理谋杀等刑

事案件。② 换言之，村社潘查亚特和支配种姓潘

查亚特拥有广泛的司法权，除部分重大刑事案件

由国王或国王指定的法庭审理外，它们几乎可处

理村社各种姓内部以及各种姓间的所有纷争。
( 二) 神圣渊源的尘世境遇: 潘查亚特的司

法依据

传统印度法 ( 达摩) 有三大渊源: 神启经、
圣传经、习惯法。神启经 ( 又译 “天启经”) 是

古代圣贤凭借从现实之外直接听到的神启之音而

诵出的神之意志，主要包括四部吠陀本集、梵书、
森林书和奥义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吠陀本集。
圣传经是古代圣贤凭借记忆而传述的神圣经典，

包括法经 ( Dharmasutra) 、法论 ( Dharmashastra /
Smriti) 、两大史诗、往世书等。其中，着重阐述

社会规范的文献是法经和法论。在权威性上，神

启经高于圣传经。作为与神对接的所得，神启经

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的。而圣传经成为达摩渊

源，在于其传述者乃是通晓吠陀者，因而具有吠

陀品格。同圣传经一样，习惯法也是凭借根植于

吠陀才得以成为达摩渊源。法经和法论一再确认

此三种达摩渊源及其权威性排序。“法来自所有

吠陀的教诲，并根据吠陀得以解释。法其次来自

于圣传 经 的 教 诲，再 次 来 自 于 有 教 养 者 的 习

俗。”③ 但这只是作为传统印度法主要渊源的神

启经、圣传经和习惯法在神学上的定位。从实际

文本面貌及社会作用的角度来看，传统印度法整

体经历了由地方习惯集合为总体原则，而后再地

方化的过程。文献形成方面主要由婆罗门阶层完

成。他们以神圣为名，以宗教与道德理想为指

引，以地方习惯为主要依据，编写出法经和法

论。法经和法论承认习惯法是达摩渊源，但指出

其在权威性上低于吠陀、法经和法论。后世婆罗

门又对法经和法论进行解释和汇编，形成数量众

多的评注 ( Bhashya) 和汇纂 ( Nibandha) 。这些

评注和汇纂文献不断纳入新的内容，实际是对旧

的法经和法论文本进行补充，使其适应新的时

代。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就神启经、圣传

经和习惯法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及关系作出如下

两个推断。第一，习惯法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非

常重要，远大于法经和法论对其给出的定位。吠

陀、法经和法论本身更多地是为法律的运行提供

一些原则和理念。因而，某些方面的习惯虽然存

在地方差别，却呈现出共同特征。第二，纯粹而

位居高阶的僧侣阶级在甄别、确定以及更改习惯

法方面的权力和作用之突出，令印度展现出独特

的社会构造。领地扩大、新族群吸纳、人口繁衍

不断带来新的问题，但传统印度法体系确然长期

存续下来。在此，婆罗门阶层对成文作品的解

释、互解释、再解释机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释的基础和前提看似是文本，实则一是来自于

习惯法集合所借助的神圣理由，二是来自于婆罗

门阶层的灵性和社会地位，三是来自于习惯法及

其多样性本身。
梅因认为，婆罗门阶层所作的法律文献在理

念上假定了政治权威和法官的存在，但政治权威

对于村社的生活习俗并没有直接而广泛的影响。
村社潘查亚特和支配种姓潘查亚特多根据法经、
法论和习惯法来判定纠纷。若法经和法论没有相

关实体和程序表述，则完全以习惯法为依据。村

社潘查亚特和支配种姓潘查亚特不时承认新的习

惯以适应新的情况，不过，是以对古已有之的习

惯加以确认和宣布的形式进行。毕竟，神圣律法

是一种永恒存在。
如前所述，不同地区的潘查亚特所依据的习

惯法在具体规则和程序上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

异，但大多遵循法经和法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潘查亚特采用集体审判，司法权力的掌控者不是

个人而是潘查亚特成员集体。根据法论等文献的

表述，审判大致包括以下四步: 第一，原告提交

起诉状，陈述案件情况和主张; 第二，被告作出

书面回应; 第三，原被告双方进行举证; 第四，

作出裁决。证据可以是证人证言和书证，后者效

力高于前者。如果没有证人证言和书证，或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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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知道诉讼双方言辞的真假，则通过双方起

誓来判断，或诉诸神明裁判。① 实际上，村社内

的多数事务很难避过乡邻耳目，事实认定方面不

存在太多困难。即便案件复杂，需要证人作证，

对证人而言，面对乡里亲朋，冒着失去尊重、功

德和财利的危险去作伪证也比较困难。② 古代社

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村社成员的文化水平都相当

有限，书面回应、书证等环节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史实，尚有待考证，但程序的基本逻辑较为清楚

且可以理解。

四、阻滞王权: 潘查亚特与

雅利安自治传统的存续

潘查亚特不只具有解决纠纷、惩罚犯罪和维

护社会关系之基本司法功能，其在村社整体法律

事务层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决定了它在

印度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雅利安人东进拓土和生

产力发展推动了印度早期国家的产生与演变，但

过程比较缓慢，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从宗教和种

姓上讲，婆罗门阶层所作的宗教与社会权力安排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婆罗门、刹帝利和其他

种姓之间的区别是贵族和平民的区别，这种区别

在其他社会中经常出现。被征服的原住民成为地

位卑下的人群，在其他社会也不少见。但印度的

特点是，婆罗门祭司的智识力量对印度社会和政

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种姓地位排序的

依据是与求得灵魂解脱这一社会终极关切之间的

距离远近。婆罗门的礼仪地位高于刹帝利，双方

权力的行使均来自于宗教上的资格。国王须从婆

罗门祭司的仪式中获取合法性。祭祀场面宏大，

消耗掉大量的牲畜、黄油和食物，导致国王不仅

在心理和决策层面受到宗教的制约，而且在国家

统治层面难以大规模集中社会资源。③ 其次，婆

罗门在维护自身社会地位上与刹帝利拥有共同利

益。神圣事务与凡俗事务相关性的基本模式总体

上表现为婆罗门与刹帝利明确的职责分工，在此

基础上，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存在密切的个人生

命联系。婆罗门既是全社会层面的公共祭司，也

是刹帝利的家庭祭司。刹帝利政治与个人事务上

的精神指导者身份，是现实中婆罗门政治与社会

地位的重要根源。④ 从社会结构上讲，潘查亚特

和种姓制度延续了雅利安自治传统的生命力。恒

河流域中下游平原文化显然不同于雅利安人的吠

陀文化。雅利安自治传统与大型君主制国家理念

格格不入，双方经历了长时期的交流、对抗与融

合。笈多王朝时代，国家对村落的控制相对孔雀

王朝有所弱化，或许正是婆罗门教复兴、雅利安

自治传统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其实，种姓

制度下的职业和权力分离，本就使战争成为刹帝

利的内部活动，基本避免了民众陷入王朝更替产

生的混乱之中。
对于雅利安自治传统而言，潘查亚特最为重

要之处在于，其是具有显见司法功能与隐秘立法

功能的结合体。梅因认为，缺乏活跃立法是印度

“落后”的一大原因。这里所说的缺乏活跃立法

既包括国家层面，也包括村社层面。的确，古代

印度没有发达的国家立法。历代外来征服者在军

事上能够横扫北印度，在血缘上却远不及各地婆

罗门正统。况且，婆罗门并不集中于城市的神庙

内，而是广泛居住于乡村。村社层面，梅因认为

村民议事会是雅利安初级共同体的立法机构，但

“只要雅利安种族的村社仍处在原始影响力之

下，它们便不会行使真正的立法权”。⑤ 梅因所

讲的“村社不会行使真正的立法权”，是指村社

遵从的生活规则实际上来源于不成文的习惯法。
如前所述，习惯法相对于神启经和圣传经的

劣势地位主要是神学意义上的。法律文本由婆罗

门阶层以神圣名义编纂和阐释，但文本为法律实

践提供的多是基本理念和原则。因此，通常情况

下，村社潘查亚特和支配种姓潘查亚特以法经和

法论为指导，根据村社习惯法处理纠纷。而梅因

讲印度村社 “从来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惯例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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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① 则一方面承认了村社有立法功能，另

一方面又指出印度村社立法的特点，即前文提及

的，潘查亚特是以对古已有之的习惯加以确认和

宣布的形式承认新的习惯，以适应新的社会情

况。这些新的习惯后期又会被婆罗门阶层化归入

法律文本中的某项原则。并且，法论中的 “有

教养者”和“知吠陀者”，在具体情境下也常常

被扩展为各类共同体的首领或议事会成员。② 因

此，传统印度法由地方习惯集合为总体原则，进

而再地方化的过程，开端在于对地方习惯的承

认。准确地讲，该过程的隐秘主导者，即立法

者，不仅仅是作为祭司和法学家的婆罗门，还包

括通常将婆罗门囊括为正式成员或顾问的村社潘

查亚特和种姓潘查亚特。故而，不论在神学意义

上，还是社会功能意义上，潘查亚特都最大程度

上使村社自成体系，成为维持雅利安自治传统的

重要支柱。

五、从司法潘查亚特到乡村法庭:

潘查亚特的现代影响

当今印度，传统潘查亚特在乡村地区依然有

着司法影响力。新闻报道中，它们常以惊世骇俗

的判决示人。其实，自独立以来，为给乡村居民

提供便捷、高效的司法保障，印度先后建立起

“司法潘查亚特” ( Nyaya Panchayat) 和 “乡村

法庭” ( Gram Nyayalaya) 体系。从司法潘查亚

特向乡村法庭转变的过程，也是印度在复杂的理

念追求、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之间重新抉择的

过程。
独立初期，印度制宪会议内部就如何对待潘

查亚特曾有过激烈争论。制宪会议最终决定维持

英印正式法院系统，其 1949 年通过的印度宪法

只在第 4 篇“国家政策之指导原则”第 40 条直

接提到潘查亚特，“国家应采取步骤组织村潘查

亚特，并赋以必要的权力和权威，使之作为自治

单位而起作用”。此举在印度社会引起较大争

议。赞许古代印度政治和法律传统者坚持认为，

现今印度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根源正在于其

是由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印度应该转向本土固

有的传统，从中寻求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进方

案。1957 年 1 月，印度政府成立以政治家梅塔

( Balwantrai Mehta) 为主席的委员会 ( 又称 “梅

塔委员会”) ，负责审查农村社区发展计划实施

情况及提出相关建议。该委员会于同年 11 月提

交报告，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实行农村自

治，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由村到县的三级潘

查亚特自治组织。次年，印度国家开发委员会接

受该建议。1959 年起，各邦陆续通过相应的潘

查亚特法，实施包括村潘查亚特、潘查亚特委员

会和县潘查亚特三级自治组织的新 “潘查亚特

管理制” ( Panchayati Ｒaj) 。③ “司法潘查亚特”
是这一新管理制的司法组成部分。司法潘查亚特

的成员经选举产生，可遵循比较简单和非正式的

程序审理部分民事和刑事案件。在民事方面主要

集中于审理争议金额较低的财产纠纷，在刑事方

面主要负责审理轻微刑事案件。新潘查亚特管理

制对本土传统的借资远大于改造，导致司法潘查

亚特在很多方面与印度的现代国家及司法理念相

去甚远。首先，从审判者资质来看，司法潘查亚

特成员并非法律专业人士，作出的判决常常是基

于种姓、群体利益甚至政治考虑。其次，司法潘

查亚特普遍存在资金不足问题，致使其或是运转

困难，或是根本未得以专门组建，进而成为潘查

亚特在处理案件时使用的临时名称。至 20 世纪

80 年代，司法潘查亚特即基本名存实亡。
1986 年，印度法律委员会 ( Law Commission

of India) 在其第 114 号报告中指出，印度应放

弃司法 潘 查 亚 特 模 式，改 为 在 乡 村 地 区 建 立

“乡村法庭”。报告认为，乡村法庭应是一种新

式的、兼具正式法院与传统潘查亚特特征的基层

法庭系统。具体来讲，乡村法庭应由一名受过专

业训练的法官和两名当地非专业人员组成审判

组，继续采取简化程序审理较多种类的民事案件

和刑事案件。④ 2008 年，印度通过 《乡村法庭

法》，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乡村法庭，但其内

容与法律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有不少出入。根据

《乡村法庭法》，乡村法庭应设立于区行政中心，

采取流动工作方式，前往乡村审理案件。每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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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法庭只设一名主持法官，该主持法官必须是受

过专业训练的正式司法人员，由邦级政府与相关

高等法院协商任命。乡村法庭可审理种类较多的

民事和刑事案件，但基本须适用正式法律程序。
可以说，乡村法庭在理念上已经脱离了潘查亚特

传统。
根据《乡村法庭法》，乡村法庭应由邦级政

府与相关高等法院协商建立，依照每区一所的标

准，总数约 5000 所。然而，直至 2015 年 3 月，

全印范围内仅仅建立了 194 所。其中，168 所位

于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奥里萨邦和马哈拉施特

拉邦，占总数的 86. 6%。① 同时，这些乡村法庭

的设施配备情况也不理想。当然，换个角度讲，

根据 2011 年的统计数据，印度全国共有大约 60
万个村，② 即使全印每个区都建有一所人员齐

整、设施完善的乡村法庭，平均每所法庭管辖的

村数量也将达到约 120 个。印度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从粮食常年进口转变

为拥有大量粮食储备及少量粮食出口。但是，其

内部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较大，多数邦的农

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第

7 次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结果显示，在临近 《乡村

法庭法》通过的 2004—2005 年度，印度乡村有

5%的人口人均月消费支出为 0 － 235 卢比，每日

人均消费不足 8 卢比 ( 17 美分) ; 另有 5% 的乡

村人口人均月消费支出为 235 － 270 卢比，每日

人均消费 8 － 9 卢比 ( 17 － 19 美分) 。③ 对于那

些须要每日辛苦劳动以维持基本生计的乡村居民

而言，将宝贵的时间花费于前往乡村法庭驻地或

等待乡村法庭前来，难称得上值得。乡村法庭更

像是正式法院开设在乡村偏远地区，用以减轻正

式法院系统压力的分院。

结 语

在梅因看来，印度村社保存着雅利安人早期

社会制度的原初形式与性格。因此，他的忧虑不

仅仅在于村社的习惯法基础在英国统治下加速瓦

解，从而对印度社会造成巨大创伤，更在于印度

村社习惯法的部分内容无法在衰落之前被充分考

察，以用来发现西方世界的过去。然而，不论村

社制度是否应该终结以及应该如何终结，印度社

会的停滞性都体现在多个层面，并且是更广阔地

区之社会情况的缩影。自古以来，农民既依附于

自然环境，又臣属于乡村之外的权力。④ 在科技

发达的现代社会，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印

度农民的处境尤其如此，他们依旧受制于未被研

究透彻 的 自 然 世 界，而 城 市 人 口 的 态 度 一 如

既往。
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寻求为乡村居民建立便

捷、低成本的司法体系，种种尝试都需要兼顾悠

久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现实情境。在这个意义

上，关注和考察印度这类发展中大国的乡村司

法，对审视并促进中国的社会与法律发展而言不

无裨益。在古代印度，潘查亚特称得上是应时而

生，促成了复杂政治图景下稳定的农业产出和乡

村生活。而在当代印度，潘查亚特的矛盾处境，

却几乎是印度农村和农民在自然世界与城市文明

之间求生存的另类展现。司法潘查亚特的建立是

印度国内呼吁向本土传统求方案的结果，但这一

尝试并不成功。新近出现的乡村法庭与司法潘查

亚特有较大区别，它脱离了基于潘查亚特传统的

争议解决机构设想，实际上是正式法院系统向乡

村偏远地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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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A Comparison
Xiang Yuanju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as employed in this pape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potential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oth China and India．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two neighbors developed
differed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The two countries are recommende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s each has
its own unique competitiveness．

Panchayat in Ancient Indian Village Judiciary Practices and Its Modern Influence
Chen Wanglongshi

Village community panchayat and dominant caste panchayat are the major players for judicial instrument
in ancient Indian village community． In general， panchayat handled dispu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ary
law so as to solve disputes， punish crimes and maintain social relations． India after its independence estab-
lished the Nyaya Panchayat system and Gram Nyayalaya system． The former was partly a failed attempt of
learning from Indias indigenous heritage， while the latter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formal court
system into rural areas．

Maldivian Election 2018 and Future Policies of the New Government
Li Tao ＆ Yan Bo

Thanks to Maldivian Democratic Party ( MDP) s election victory over Abdulla Yameen Abdul Gayoom in
September 23， 2019， Ibrahim Mohamed Solih was elected as the new president in Maldives． This will bring a-
bout a direct impact over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s well big-power relations， geo-political situ-
ation in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China-Maldives relations．

Bhutan Election 2018: Characteristic，Ｒeasons and Future Scenario
Du Min ＆ Li Quan

Druk Nyamrup Tshogpa ( DNT) beat the ruling party and other opposition parties in Bhutan election
2018． The new government in its future work will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citi-
zens． A new scenario for its engagement with China might emerg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 s Strategy for Indian Election 2019 and Its Impacts
Wang Jing

The emergence of a BJP government in May 2014 indicated a major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ys-
tem in India． This constituted a major strike to left wing parties ［with CPI( M) as the a representative］ in Indi-
a． CPI( M) made a retrospect to its strategies in the last 25 years and worked out a political strategy vis-a-vis
Modi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an election strategy to Indian Election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