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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年年屡屡禁禁难难止止
印印度度再再曝曝假假酒酒命命案案

印度又曝假酒致人死亡悲剧。近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致死事件，截
至当地时间7月28日，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6人。

近年来，印度发生多起假酒中毒致多人死亡惨案，政府也在2009年通过酿酒法
案，规定凡是制造假酒致人死亡的，将被判最低无期徒刑、最高绞刑的处罚，但假酒为
何屡禁不止呢？

印度人和酒的感
情源远流长，早在印
度历史上的吠陀时代
（约公元前1500年至
公元前700年），酒就
已经出现在了印度的
典籍之中。《耶柔吠陀》

曾提到，天神婆楼那和雷
雨神因陀罗曾喝过一种名叫
索玛拉萨的美酒，这种酒是
用葡萄酒和香草混合酿制而
成的。

葡萄酒最具代表性

古印度人酿制的酒既有
粮食酒，也有水果酒，具体来
分则有大麦酒、粳米酒、阎浮
罗酒、舍楼伽果酒、甘蔗酒、葡
萄酒等等。在各式各样的酒
中，尤以葡萄酒最具代表性。

葡萄酒最早被引入印度
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
当时波斯帝国的势力扩张至
印度，葡萄这种水果也随之
进入了南亚。此后，印度人
逐渐开始学会酿制并饮用葡
萄酒。到了公元前300年左
右，消费葡萄酒的记录首次
出现在印度的官方文献中。

不过在古代印度，葡萄
酒并未普及民间，那时的葡
萄酒，或是供精英阶层在礼
仪场合饮用，或是被用来治
疗某些疾病。直到16世纪，
葡萄牙人开始在其殖民据点
果阿开垦葡萄园，并酿制葡
萄酒，这些葡萄酒主要被用
于日常饮用和烹制食物。

此后，英国殖民者的到
来进一步促进了印度葡萄酒
酿制事业的发展。19世纪，
在英国人的管理指导下，葡
萄酒酿制在印度逐步發展成
一个行业，还在全球化大潮
的推动下，参与到了国际竞
争之中。

但就当印度的葡萄酒酿
制业方兴未艾之时，一场突
如其来的病害，使其遭受到
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便是19
世纪末蔓延至印度的根瘤蚜
病。这种病害的名字源于一
种名叫葡萄根瘤蚜的小寄生
虫，这种小寄生虫会吸食葡
萄的汁水，在葡萄的枝叶上
留下虫瘿，让葡萄的根部长
出小瘤，最终导致葡萄植株
溃烂而死。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
而独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印度的酿酒业一直
在政策的撕扯中尴尬地存活
着。一方面，印度宪法第47

条明文规定，对酒类消费持
不鼓励的态度，包括甘地在
内的很多印度政治领袖也都
主张禁酒，印度中央政府还
对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重
税，并不准打酒类的广告。
但另一方面，印度地方各邦
权力较大，这些邦对酒类产
品各有各的规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
度中产阶级人群逐渐扩大，
中产阶级消费者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给印度葡萄酒酿制
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据
统计，仅在2016年，印度就生
产了1800万升葡萄酒，且目
前印度己成为了全球发展速
度最快的葡萄酒市场之一。

印度“酒场”面面观

在印度的各大宗教中，
锡克教和伊斯兰教是坚决禁
酒的。印度教虽然不禁酒，
但在印度教看来，酒是乱人
心性的东西，所以传统的印
度教徒也反对饮酒。

受此影响，在印度的传
统道德中，饮酒行为也被打
上了负面标签。在印度，年
轻人在长辈面前喝酒被看作
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女性
买酒饮酒，会被思想传统的
印度人视作另类。

但是，就算是印度政府
对酒管控严格，但许许多多
的印度人都在想方设法绕开
传统和法令的禁忌，去寻求
酒精所带来的快感。

在一些印度人的婚礼
上，虽然宾客们碍于禁忌不
便公开饮酒，但婚礼举办场
地附近常会有供应酒水的厢
形车，想喝酒的宾客可以到
车子里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印度的普希卡尔是一处宗教
圣地，当地明令禁酒，但有的
当地咖啡店会将啤酒装在茶
壶中，供应给客人。

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
除了以IT闻名于世，还享有
另一个雅号一一酒吧之都。
在班加罗尔市中心的甘地路
和布莱各德路，有很多风格
独特、装饰各异、特色鲜明的
酒吧，在这里，人们可以把宗
教、性别的差异放诸脑后，共
同享受酒精带来的欢愉。

有的印度人喝酒还喝出
了信仰，他们甚至还会举行一
些不可思议的仪式，对他们心
目中的“酒神”顶礼膜拜。

据央视新闻、《燕赵都市
报》、环球网

印度人与酒

7月26日，在印度古
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
饮用假酒中毒者被转移
到医院。 资料照片

假酒猖獗 每年致死千人

据印度媒体报道，事件发生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
巴德和博塔德地区，这些地区禁
止生产、销售和消费酒类。假酒
悲剧于7月25日曝光，截至当地
时间7月28日，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升至46人。目前在各家医院
共收治了95名病人，其中2人病
情危重。警方已经对38名涉案
人员立案调查，目前已有15人
被捕。

古吉拉特邦警察局局长阿
希什·巴蒂亚说，据一名被捕男
子交代，他从古吉拉特邦的一家
工厂偷走了甲醇后，将其卖给了
一位堂兄，堂兄随后转卖给其他
人，后者加水稀释了甲醇并将其
作为酒出售。人饮用甲醇后会
感到头晕，但即使是极少量的甲
醇也可能有毒。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虽然
古吉拉特邦和其他几个印度州
禁止销售和消费酒精，但在大部
分地区都是合法的，印度22.5%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在
饮酒合法的州，假酒仍然很受欢
迎，尤其是在较贫穷的农村
地区。

假酒致人死亡，在印度可谓
“老大难”问题。

此前，印度已发生过多起假
酒中毒致人死亡案。1992年，
奥里萨邦的假酒中毒案，造成超
200人死亡，成为印度史上最惨
重的假酒中毒案之一。

而近10多年来，仅造成死
亡超百人的案件就有多起：
2008年，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
纳德邦的假酒惨案，致168人丧
生；2009年，古吉拉特邦发生假
酒中毒案，136人死亡；2011年，
孟加拉邦假酒案致死人数多达
170人；2015年6月，孟买发生假
酒案致102人死亡……

2019年2月上旬，印度北方
邦和北阿肯德邦曝出假酒事件，
导致大约100人死亡。据媒体
报道，2月7日晚数个村庄的村
民在葬礼上聚会，喝了酒，第二
天感觉身体状况不好，2月8日
收到有人死亡的首批消息。经
警方行动，共没收了1万多升非
法生产的酒。印度当局表示要
加大对制售假酒的打击力度，两
个邦几十名地方政府官员和警
员停职、接受调查，数百名涉案
人员落网。

然而仅仅两周后，印度东北
部地区阿萨姆邦随即也曝出了
假酒事件，造成至少84人死亡，
200多人住院接受救治，受害者
均为茶园工人。路透社的记者
当时问一名住院病人：“为什么

每天都要喝酒？”他回答道：“在
茶园辛苦工作一天后，只有酒精
能减轻压力和疲劳”。

2020年7月29日，印度旁遮
普邦发生多人饮用假酒后死亡
事件，截至8月3日，死亡人数已
升至104人。而与此案相关的
25名犯罪嫌疑人也被警方逮
捕。该邦首席部长辛格称假酒
泛滥“令人可耻”，邦政府已宣布
为死者家庭提供20万卢比（约
合18000人民币）的抚恤金。

贫富悬殊 市场上假酒占4成

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
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前，印度
平均每年有约1000人因饮用私
酿劣质酒死亡。印度国际烈酒
和葡萄酒协会数据显示，印度民
众平均每年饮用50亿升酒，其
中假酒比例高达40%。

一些非法酿酒场所，因为在
酿酒过程中对蒸馏温度把控不
当，而产生化学物质甲醇。这是
假酒中的致命物质：正常情况
下，甲醇可被用作甜味剂，也有
稀释和防止冻结的工业用途。
但如果人体吸入10毫升甲醇可
直接致盲，30毫升则足以致命。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英国《卫
报》此前曾报道，甚至还有不法
商贩掺杂杀虫剂等化学物质，以
增强“酒劲儿”。

有分析指出，印度假酒的肆
虐，是印度社会贫富悬殊的结
果。从近年来的假酒事件看，受
害者大多是建筑工人、人力车
夫、小商贩等穷人。印度是宗教
国家，很多地方都禁止饮酒，因
此酒在印度并不是一种常见的
商品。此外，印度的酒定价较
高，一瓶普通的本地产啤酒价格
约合在10到20元人民币之间，
对酒精需求量大的穷人并不具
备相应的消费能力，而勾兑的假
酒可便宜到每升价格仅约合人
民币9毛钱，因此他们会选择价
格低廉的假酒。不法商贩“瞅准
商机”，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从
而导致印度经常会有集体假酒
中毒事件发生。

此前，《印度快报》曾有报道
称，在很多村庄里，但凡举行婚
礼和宗教集会等大型活动，都会
有人兜售用白色塑料袋装着的

“自酿酒”。这些用廉价原材料
酿造的酒每份仅售10到30卢
比，在当地随处可见。而市场上
合法销售的酒类，至少在400卢
比甚至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假酒案
往往发生在贫困地区。假酒也
被称为印度酒鬼的“穷人乐”，明
知其中含有危险物质，底层穷困

群体的消费者仍乐此不疲。

为什么“绞刑”都制止不住
假酒泛滥？

新冠疫情形势严峻，也
加剧了假酒案发生。此前
大规模“封城”，让印度部
分民众不方便购买真酒，于
是很多人选择买假酒。而一度
出现的“喝酒可预防新冠病毒”
的谣言，也为假酒案埋下隐患。

为解决假酒泛滥问题，政府
曾绞尽脑汁：2009年，印度通过
了酿酒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制造
假酒致人死亡的，将被判最低无
期徒刑、最高绞刑的处罚。尽管
如此，印度假酒情况并没有根本
好转。

一方面，政府监管不严让此
类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印
度很多人有酗酒习惯，假酒虽会
致命，但很多“瘾君子”明知危险
而仍然饮之。不过在外界看来，
假酒泛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真
酒太贵了”。

作为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印
度很多地方禁止饮酒；而为方便
管理，政府几乎管控了整个酿酒
业：对酒精饮料征收重税，同时
严格控制酒类饮料生产和经营
许可证的发放。生产、供应受限
制，流通又课以重税——— 在印
度，高酒价就这样“诞生”了：真
酒和假酒的价格，往往相差在
10倍以上。

在印度，很多饭馆并不供应
酒精类饮料，因为没有政府颁发
的许可证，不能贩卖酒类。即使
在可以经营酒类的饭馆，如果客
人选择喝一杯酒精类饮料，还需
要额外支付20%的税。加上正
规酒的生产和销售由政府垄断，
只有获得政府许可的生产商才
能造酒。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是
地方高官的亲朋好友，因此酒精
饮料价格高昂，不平衡的供需关
系使非法酿廉价酒的歪风猖獗，
且屡禁不止。

假酒的销售往往是隐秘的，
主要靠民众之间的口耳相传。
加之许多地方警察等执法部门
会收取假酒贩子的贿赂，对违法
销售假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尽管印度政府三令五申禁
止销售假酒，但由于监管不严，
黑帮与官员相互勾结频频发生，
导致假酒案屡禁不止。

有分析人士认为，要想让印
度底层消费者喝得起真酒，需要
给价格降降温。只有放开酒水
生产、经营、销售渠道，降低税
率，真酒价格才能下降，假酒或
许才会逐渐退出市场，进而从根
本上解决假酒泛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