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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开斋节 开斋节标志着伊斯兰教

斋月的结束。人们会走入熙熙

攘攘的街市，享受各类让人垂

涎欲滴的特色美食。  

地点：孟买、德里、勒克瑙、

海德拉巴和其他城市

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神圣的恒河降凡于人

间。高止山脉挤满了虔诚的信徒，他们聚集

在河边，用纯净而神圣的河水浸湿自己的身

体。

地点:瓦拉纳西、哈里德瓦尔和里希凯什

从观看经典的音乐和文化表演，

到品尝可口的街头美食，再到购

买当地的手工艺品和时髦的服

饰，这次活动可让您远离夏天炎

热的平原，给您带来一个凉爽的

体验。

地点:西姆拉

2019年6月5日

2019年6月12日

西姆拉夏日庆典

西姆拉夏日庆典
十胜节（Ganga Dussehra）

2019年6月2日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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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庆典为期三天，最终人们会携众多战车和仪式用树干

游行至一个神圣的水池。 此次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当

地人之间的足球比赛。

地点:贾瓦伊、吉安提山、梅加拉亚

2019年7月24日至28日

余鲁.卡巴伽雅特节

是一个为期两天的节

日，以在白雪皑皑

的山丘上举行的神圣

蒙面舞蹈表演和其他

仪式为特色。音乐

是该节日的重要组成

部分，僧侣们会演奏

钹，鼓和管等乐器来

进行庆祝，实为该节

日的一大亮点

地点:喇嘛峪寺，拉

达克和里希凯什

这是喀拉拉邦最古老的蛇船比赛。

在比赛开始前，人们将举行盛大的

游行。该节日以充满异国情调的小

艇、装饰着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的船

只和表演艺术家为特色。

地点:尚帕库拉姆，喀拉拉邦

贾格纳神（Lord 

Jagannatha）和其兄弟姐妹

们的造像会被放置在称为拉塔

（rathas）的战车中供众多沿

途游行的信徒膜拜，场面十分

壮观。

地点:普里，奥迪沙和里希凯什

2019年7月4日至16日

2019年6月29日至30日

2019年7月15日

战车节（Puri Rath Yatra）

余鲁.卡巴伽雅特节

尚帕库拉姆划船比赛

本·德因赫拉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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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正朝着成为一个数字化强国的方向大步迈进，而我们将于这一版本的印度视角推

出新的电子版杂志和我们的新域名www.india perspectives.gov。该网站还将保存之

前所有期数的存档，并将继续为您带来您最喜欢的故事，只需点击一下即可。

在这个全新的、数字化的版本中，我们将首先与几位曾出任印度代表团的官员一起，

回顾一下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新内容，以及孟加拉湾国家的BIMSTEC合

作协议。我们还讲沿着记忆之旅回到中国武汉，总结自2018年4月非正式峰会以来的中

印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的全球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会前往印度理工学院

的马德拉斯分校(IIT Madras)，与一些一直在推动印度向前发展的智慧学者进行交

流。我们还研究了各种在线流媒体平台如何成为娱乐界的新宠儿，以及其如何吸引成

倍的受众。另一个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方面是，得益于一些备受期待的政策转变和促进

政府援助机构(如投资印度（Invest India）)带来的变化，当下的印度更容易获取来

自于外境的投资机会。

我们也为印度两个主要的科学机构ISRO和DRDO的成功感到由衷的欣喜和骄傲。ISRO成

功地将EMISAT与28颗收费载重的国际客户卫星一起发射到绕地球轨道，而DRDO则凭借

几近完美的特殊火箭部署使印度进入了拥有反卫星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之列。

随着拉比收获节（Rabi harvest）的到来，我们将在我们的美图集锦区带您前往印度

的不同地区，体验来自多个特色鲜明却都倍感亲切的收获节的欢快氛围。然后，我们

会与经验丰富的旅行者一起前往卡纳塔克邦、果阿和喀拉拉邦的沿海各州，寻找能让

身心和灵魂放松的健康理念。

最后，我们将共同体验印度料理的最新动向，这股趋势用有趣而可口的美食体验几乎

重新定义了整个印度餐饮界。我们还将回到国家首都德里，漫步于全印度首屈一指的

指定公共艺术区-洛迪区的小巷中。

我们诚邀您体验印度视角焕然一新的版本，并由衷希望您享受这次阅读

体验。

Raveesh Kumar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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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STEC已成为区域合作的新引擎。前印度大使阿尼尔·瓦
德瓦（Anil Wadhwa）探讨了为什么2019年对”阿尼尔·瓦
德瓦”组织（Anil Wadhwa）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BIMSTEC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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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行动

（BIMSTEC）是一个由孟加拉国、印

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不丹和

尼泊尔等孟加拉湾沿岸国家组成的组

织。这一区域组织的目标是弥合南亚

和东南亚之间的差距，并通过利用区

域资源和地理优势减轻全球化的影响

来提高成员国的潜力。事实上，过

去二十多年来，BIMSTEC一直在积极

推动区域合作。自2014年8月以来，

该组织的常设秘书处一直在达卡运

作。BIMSTEC正日益被视为近年来僵

局不断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替代方

案。作为一个为各个部门提供服务的

组织，截止2008年为止，BIMSTEC增

加了15个部门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包括贸易和投资，加强医疗和佛教

旅游、技术、能源、运输和通

讯、旅游、渔业、农业、

公共卫生、减贫、打击

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

环境和灾害管理、文

化合作、人文交流和气

候变化。基于1997年《曼谷宣言》、

四次首脑会议的成果以及2016年领导

人闭门会议的成果，BIMSTEC的新章

程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使得2019年

成为该组织的关键一年。2018年8月

举行的第四次首脑峰会中作出了一些

重要决定，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在首脑

会议期间提供指导的常设工作委员会

以及拟订议事规则。秘书处也得到了

关注，并得到了提供更多的资金和人

力资源，以及升级其为组织活动的协

调者、监督者和执行者。成员国还将

审议泰国提出的一项重点关注互联互

通、贸易和投资、人文交流、安全和

科学技术五个主要领域的提案，以便

使该组织受益。

虽然各国在上一次峰会上已签

署了一份有关电网互联的

谅解备忘录，但在过去14

年来，该组织一直在讨

论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且2009年达成的协议中

BIMSTEC为同属南亚和东南亚的成员

国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上图：2018年8月，印
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在尼泊
尔加德满都举行的第四届
BIMSTEC峰会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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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8年8月，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
总理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
参加第四届BIMSTEC峰会。

对页顶部：：2018年8月，在
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第四
届BIMSTEC峰会上，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
总理与BIMSTEC国家领导人
会晤。

对页底部：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总理在
抵达第四届BIMSTEC峰会时
受到了尼泊尔副总理兼国防
部长伊什瓦尔·波克雷尔
（Ishwar Pokhrel）的欢迎

所述的BIMSTEC能源中心也尚未建

成。另外，两个对互联互通具有重

要意义的协定，即机动车辆协定和

沿海航运协定，也仍在审议之中。

该组织在加强安全合作方面表现出

色——国家安全顾问和陆军参谋长

的年度会议已经开始召开，今后，

各国内政部长也会开始举行会议。

商业和经济复兴论坛，以及大学、

文化组织、媒体和议员之间的会议

都在酝酿之中。

作为该组织成员国，孟加拉湾沿岸

地区的国家拥有大片的专属经济

区，但海军保护能力相对较弱。在

这一领域，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

通过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在任何所需

地区加强能力，并根据新加坡的信

息共享中心建立区域信息共享中心

（ISC），率先提高对海洋领域的认

识。同时，各国还需加强在打击恐

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

方面的联动和共识，并深化合作全

面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于2005年中

期开展的BIMSTEC交通、基础设施

和物流研究确定了160个促进互联

互通的项目，其中65个项目被列为

优先项目。三边公路、卡拉丹多式

联运项目和孟加拉国、不丹、印度

和尼泊尔机动车辆协定是旗舰项

BIMSTEC是一个部门驱动型的组织。截止2008年为

止，BIMSTEC增加了15个部门作为重点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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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与BIMSTEC
的所有成员国建立了
外交关系，而且还通
过文明、历史、艺
术、语言、烹饪和共
同的文化使我们紧密
相连。

莫迪·纳伦德拉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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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加强区域价值链。同时，落实组

织各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沿海航运，

发展印度东北部并连接该区域其他地

区，推广多式联运模式，发展沿海和

边境经济区也必不可少。印度必须尽

早完成它在该地区开展的实体互通项

目——比如通过以下途径将印度与泰

上图：2017年10月，外交部长
苏什马·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在孟加拉国达卡

（Dhaka）会见BEIMSTEC秘书长
M沙希杜尔·伊斯兰 

（M Shahidul Islam）。

下图:2018年8月，在尼泊尔加
德满都举行的第四届BIMSTEC

峰会上，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见证了

BIMSTEC《公约》的签署仪式。

目。所有这些项目都已万事具备，只

欠东风。为了促进贸易、旅游和投

资，促进能源同步和合作，BIMSTEC

国家必须致力于建立各种形式和维度

的互联互通——通过陆地、海洋和天

空进行的现实实体互通，数字互通和

人文互通。此外，加强佛教联系，通

过边境社区、文化艺术形式和电影进

行交流等也需要鼓励。鱼类等海洋资

源的存在为共同发展海洋经济和促进

山区经济提供了区域机会，尤其是在

不丹等国。

为了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组织，

成员国需要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协

调各国的技术手段，通过连接南亚和

东南亚并建立工业园区供本区域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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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连接起来的三边高速公路以及将

印度东北部各邦与缅甸连接起来的

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鉴于该区域

的水电潜力以及缅甸和孟加拉国等

国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该组织成

员必须推动跨境能源贸易、BIMSTEC

能源网和区域可再生能源合作。

正如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在加德满都所说，南亚

的区域一体化将“通过南盟或其他

组织，在我们所有人中或我们中的

一些人之间”开展。——BIMSTEC

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途

径。印度作为该组织的一个主要贡

献者，将需要更多地关注该组织的

振兴，帮助它克服缺乏政治推动力

的问题，确保提供财政资源，以及

推动企业和民间社会，借以参与这

一作为区域合作的新鲜动力的组织

以及其日常运作。

商业和经济复兴论

坛以及大学、文化

组织、媒体和议员

之间的会议都在酝

酿之中。

2018年8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BIMSTEC闭门活动上，BIMSTEC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

阿尼尔·瓦德瓦(Anil Wadhwa)于2014-16
年担任外交部（东部）秘书。他曾担任印
度驻意大利、泰国、阿曼、波兰、立陶宛

和圣马力诺大使，并在印度驻香港、北京代表团和印度常
驻日内瓦代表团担任各种职务。他还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
武器组织工作，并在2012-14年期间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
了在曼谷举行的BIMSTEC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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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Xi Jinping）在武汉举行中印非正式峰会以来，一
年已经过去了。印度前驻华大使高塔姆·班巴瓦勒（ Gautam 
Bambawale）谈到，中印两国关系如何在峰会后恢复平稳。

重拾武汉



|  13  |  网站：indiaperspective.gov.in

印度和中国的首脑会议为全球外交

实践贡献了“非正式首脑会议”的

概念。2018年4月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总理和习近平（Xi 

Jinping）主席在武汉举行的具有重

大影响的非正式会晤就是一个其中一

个典范。这次首脑会议表明，两国领

导人之间的互动可以完全在非正式的

层面上进行，无需任何国际协议所要

求的繁文缛节。近期，这样的非正式

会议只是国家领导人更大规模的正式

访问的一小部分。然而，在武汉举行

的会议是第一次在环境、方式和执行

方面完全非正式的会议之一。两国之

所以同意举行这样的“领

导人非正式会晤”，是为

了给两国领导人留出充分

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就

自己决定的议题进行对话。虽然事先

有要涉及的广泛主题方面进行一些协

调，但是，领导人可以自由决定在某

一个问题上花多长时间，或者对某一

特定对话采取什么方向。虽然有固定

议程的正式会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这是非正式会议最明显的特征。因

此，上世纪50年代给世界带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 (the Panchsheel) 的印

度和中国，再次为21世纪的外交实践

作出了贡献。

在为人熟知的“战略式沟通”方面，

于武汉举行的这次印度总理和中国国

对页：:2018年4月
28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印度总
理莫迪在武汉东湖

泛舟。 

右图：2018年4月
27日，莫迪总理在
武汉会见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

这次非正式首脑会议是一次了解对方观
点、梦想、目标和战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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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反对
保护主义和单
边主义，维护
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核心
价值观和基本
原则

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席

上图：莫迪总理在中国武
汉湖北省博物馆会见习近
平主席 

下图：莫迪总理和习近平
主席在中国武汉东湖散步

我非常赞同世
界和平与稳定
的重要性，我
完全同意印度
和中国可以为
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发
挥非常大的积
极作用。

莫迪·纳伦德拉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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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莫迪总理在
中国武汉湖北省
博物馆会见习近

平主席

家主席的非正式峰会也被强有力地彰显

出来。这是一次了解对方观点、梦想、

目标、评估和战略的练习。两位领导人

的对话基于塑造当今现实的每个国家的

文明伦理、规范和传统，进而涉及到各

自人民的希望、抱负和愿景。这就转化

为了对对方国内和国外政策、地缘经济

和地缘政治性质的相互理解，以及双方

如何能够在更大的多边论坛上合作，并

勇于承认双方意见和立场相左的领域。

在较为正式的场合，领导人通常根据准

备好的发言稿发言，因此不太可能如此

清晰、坦率和直接地交流意见。非正式

的环境更有利于产生坦率直白的观点和

分享互相之间的信任。因此，习主席和

莫迪总理是树立新的外交先例和规范方

面的开拓者。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印武汉非正式峰会

成功地使两国关系恢复了平稳这一点已

变得日趋明显。这是它的意义所在，也

是它的成功所在。印中关系平复如故确

实是习主席和莫迪总理的重大贡献。 

武汉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第一，两

国恢复了部长级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

什玛·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和

国防部长尼玛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访问了中国，而中国国防

部长魏凤和（Wei Fenghe），公安部部

印中关系恢复到之前的均衡，确实是金平总统和总统

莫迪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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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双边会谈，使两

国的国防和军事合作解冻。中国公安部长

访问印度，并与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

辛格（Rajnath Singh）进行互动，为两

国在执法、反恐和情报共享方面的合作展

开了新的篇章，其重要意义将在日后被人

们铭记。2018年12月中印两国外长举行了

首次被认为是两国关系中的薄弱环节的人

文交流高层机制会议。良好的政治和经济

交流需要通过我们两国之间更多普通公的

互通来支持。

长赵克志（Zhao Kezhi）、外交部部长

王毅（Wang Yi）也于2018年回访了印

度。虽然我们的部长们去中国主要是参

加上海合作组织（sco）的会议，但所

有出访都有重要的双边部分。事实上，

这次武汉峰会是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

拉吉（Sushma Swaraj）和中国外交部

长王毅（Wang Yi）是在双方在北京的

会面之后，在与媒体的互动中正式向公

众宣布的。国防部长尼玛拉·西塔拉曼

（Nirmala Sitharaman）也与中国国防部

中国国家主席和印度总理在武汉举行的非正

式首脑会议在战略沟通方面也卓有成效。

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武汉东湖宾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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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印度必须集中精力吸

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印度旅游，以及确保

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新建企业。第四，鉴

于武汉非正式首脑会议的指示，鉴于莫迪

总理和习近平主席的相互理解，保证今年

夏天中印边界的相对平静变得至关重要。

这使得印度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内部

优先事项，即是大选。第五，印度

和中国携手培训了阿富汗外交官，

以期为阿富汗的进步和稳定作出贡

献，这一点确实意义重大。最后，

印度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成

员，参与了该组织的所有活动，包

括联合军事演习。这种合作为印度提供了

包括在中亚地区在内的重要伙伴。 

印度和中国领导人将决定是否会在今年晚

些时候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尽管如

此，在大多数观察人士看来，这种以“非

正式会晤”的形式来举行领导阶级会议是

有长久发展下去的可能性的。

高塔姆·班巴瓦勒（Gautam 
Bambawale）是印度前驻不丹、巴
基斯坦和中国大使，曾印度驻华

大使的身份出席了武汉会议。他目前是浦那共
生国际大学的特聘教授。本文所载均为作者本
人观点。

第二，随着我军陆军司令部和中国的西部

战区司令部的互动，两国间的军事交流也

恢复了。因为这些指挥官和部队在我们共

同的边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他们

的互相会见事关重大，以便试图了解对方

的工作情况，包括他们对地面局势的处理

方式。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恢复海军合作，

正如最近所展示的那样，两艘印度海军军

舰在今年4月访问青岛并参加了中国国际

舰队检阅。 

第三，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贸易持续

扩张的同时也有所收窄。然而，路遥遥其

修远兮，特别是在向中国出口印度制药产

品和软件方面，印度应该更上一层楼。只

有当我们能够把这些产品卖给中国时，贸

易赤字的情况才会有基本的改变。为了解

非正式的环境更有利于产生坦率直

白的观点和分享互相之间的信任。

上图:2018年4月
24日，中国外交
部长王毅在北
京欢迎外交部
长苏什玛·斯

瓦拉吉（Sushma 
Swaraj）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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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都在等待刚刚结束的2019年大选结果之际，让我
们一起来重温这次见证了创纪录的9亿选民并一举成为全球最

盛大的民主运动的大选盛况。

阿卜希吉特·马朱德

人民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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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2019年大选期间，当各地民众听

闻将有9亿选民参与这次大型活动投票

选出其政府的时候，全世界都为之感到

了震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运动，

印度第17届国会下议院选举于2019年4

月11日至5月19日分七个阶段举行。今

年，印度选举委员会（ECI）在印度设立

了约100万个投票站，比2014年的选举

高出10%。这次选举分7个阶段进行，共

历时39天，从投票的总天数而言，是印

度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选举。这也

是选民首次被允许携带12张已获批准的

身份证中的任何一张前往投票站进行投

票，而不再使用选民证作为独立的身份

证明文件。2019年大选也见证了有史以

来最高的选民投票率，除了被取消投票

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韦洛尔

地区（Vallore）之外，542个选区的投

票率约为67.11%。今年的选民投票率比

2014年的65.95%高出1.16%。虽然拉克

沙德维（Lakshadweep）的选民投票率最

高，达到84.96，但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

（Tripura），那加兰邦（Nagaland）

和曼尼普尔邦（Manipur）的投票率也

很高，分别达到了83.20％，83.09％和

82.69％。中央邦的投票率较上一次选举

增加了9.50%，是增幅最大的地区。超过

1000万的选举官员确保了全国投票的公

正及顺利，这数字比来自匈牙利和冰岛

的选民总数加起来还多。然而，这并不

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毕竟，9亿只是一

个数字。最令人震惊的还是这9亿人民在

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用来统治他们的意

识形态、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将采取

的社会经济轨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

个由近八分之一的人类组成的庞大的民

主仪式并不是以钝刀慢剐的速度或是东

零西碎的精度完成的。它涉及到最新的

技术、精确的工作流程管理、庞大的安

全部署以及超出许多小国年度预算级别

的经济活动。

印度群众
截至2019年3月，印度共有2293个注册政

党，其中包括7个认可的国家党和59个认

可的州党。所有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

虽然印度人可能还不能在网上投票，但2019年

的投票在技术上依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以及最

先进的。

选举期间使用了多达396万台电子投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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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抱负和宣言加起来一共有多

少？对于那些来自更加单一的民

族国家的人来说，这点是很难理

解的。印度有22种官方承认的语

言和2000多个民族。这里有白皮

肤、黑皮肤、黄皮肤和棕色皮肤的

人，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合法地声称

自己是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定居者。

这里也有来自山区、平原和岛屿等

不同地理区域的人。这次选举是一

次为印度几乎令人头痛的多样性的

大庆典。有5名跨性别候选人参与

了角逐，41292名选民以“第三性

别”的身份参与投票，较欧盟委员

会2014年首次设立这一类别时增

加了约45%。在位于亚洲狮之家吉

尔森林深处的班尼杰（Banej）投

票站，只有马哈特·巴拉达·斯

达尔善达斯（Mahant Bharatdas 

Darshandas）一

选民。因此他所在的投票站的投

票率高达百分之百！来自喜马偕尔

邦的101岁退休教师沙扬·萨兰·

内吉（Shyam Saran Negi）是参

加投票的年龄最大的人。自1951

年第一次印度大选以来，他一直

在参与投票。位于喜玛拉雅邦的

塔希冈（Tashigang）海拔约为

15256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投票

站。在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官员们需要走整整一

天的路才能争取到一位单独的选

民。特朗加纳（Telangana）的

据报道，来自喜马
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希亚姆•
萨兰•内吉(Shyam 
Saran Negi)现年
101岁，是印度年

龄最大的选民

数字游戏

million electronic voting 
machines used 

3.96

 million new 
voters since 2014

83
days time taken 

for polling

39

million people 
were eligible to 
vote this time

900 15
million 18-19 

year olds 
eligible to 

vote

1.74
729

67.11% total voter 
turnout

million  Voter 
Verifiable Paper 
Audit Trail 
(VVPAT)units

million 
Total number of 
women voters 

million polling 
stations were set 
up to conduct the 
elections, which is 
a new world record1

More than



|  21  |  网站：indiaperspective.gov.in

尼扎马巴德（Nizamabad）成为全国第一

个使用了12台大型电子投票机(EVM)的投

票点的选区，因为那里有令人惊诧的185

名候选人参与了竞选。另一方面，8,430

万人首次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进行投

票。1500万年龄在18到19岁之间的选民获

得了投票权。他们通常是一群理想与反叛

精神共存的技术极客，而且对新印度及其

在世界上的地位充满信心。

技术援助等 
印度的大规模选举活动也是世界上技术最

先进的选举活动之一。2019年印度大选期

间，选举委员会官员在全国1,035,918个

投票站部署了174万个选民验证纸质审计

设备 (VVPAT) 和396万台电子投票机。这

也是在EVMs和邮政选票上首次载有所有候

选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政党名称和标志。

本次选举还首次在全国所有的EVMs中使用

了选民验证纸质审计设备(VVPAT)。EVMs

在选举日之前进行了测试。在投票站工作

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每个政党提名人的样

本票数都被输入到了各台机器中，以在选

举日之前对EVM进行测试。在此示例试运

行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投票进行了计数，

并与输入的样本选票进行匹配，以确保机

器运行可靠，并撤换了产生错误结果的机

器。这次选举也是利用了最复杂的前沿技

在查谟（Jammu）附近的乌达姆普尔（Udhampur），女性选民排起长队投票

印度的合格选民比美国，英国，巴西，德国，法国，意大

利，韩国，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选民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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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女性
选民的数量，
还是从全国的
总投票率来
看，2019年的
选举都有望创
下记录，进一
步巩固印度作
为世界上最大
的民主国家的
地位。

纽约时报

印度国际民主和选举管
理研究所(选举管理研
究所)在印度选举委员
会的主持下开展了53

项国际方案，培训了来
自30多个国家的1 000
多名选举官员。对于负
责印度选举的官员，该
研究所已经开展了800
个项目。今年，来自30
多个国家的大约40名官
员在选举期间造访了印
度，观察选举的进行情
况。每个民主国家所面
临的挑战都孰不相同，
而每一位官员都能从这
经验中受到指引与启

发。。该研究所还设有
一座有趣的博物馆，展
示了从1951-52年印度
第一次议会选举以来的
照片。IIIDEM成立于

2011年6月。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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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竞选活动，如大量使用社交媒体

并利用360度无人机摄像头进行直播

等等。尽管印度人仍无法像爱沙尼

亚人那样在网上进行投票，但从技术

上讲，这依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

先进的民主实践。在7个阶段的选举

中，大约有27

千名准军事人员和2百万名州警察人

员在不同的投票站提供组织支持和安

全保障。

一食万钱
据管理研究中心估计，本次选举的竞

选开支将超过70亿美元，外加数亿美

元的其他官方和非官方支出。印度的

选举也催生了许多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辅助产业。向数据咨询公司提供技术

支持的企业在本次选举中得到了蓬勃

发展。例如，选举委员会订购了260

万瓶不褪色墨水，用来给选民的手指

做记号。仅仅是传单和其他投票材料

的纸张和印刷成本就可以养活数百个

家庭整整一年。

印度民主的规模之大，使得选举成为

了一场包容万象的盛况。但人类海洋

真正的灵魂在于其多样性，呼吸着印

度人称之为“民族精神”的一种水乳

交融般的文化认同感。

对页（从上顺时针）：
在孟买，学生们举着
横幅，呼吁人们为下
议院选举进行投票；
投票官员从拉贾斯坦
邦斋浦尔（Jaipur, 
Rajasthan）的一
个分发中心收集
EVMs、VVPATs和其他选
举材料；在德里下议院
选举的第六阶段，一名
学生在帮助一名老年妇
女投票

阿卜希吉特·马朱姆德
（Abhijit Majumder ）23年
来一直是一名著名的新闻记
者，曾多次报道有关印度选举
的新闻。

2009年5月12日，印度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前夕，选举委员会的官员们将EVMs抬到喀扎（Kaza）的一个部落村庄的投票站。喀扎是印度最偏远的投票站之一，位于喜
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拉尔斯皮提区（Lahaul-Sp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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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V-45在带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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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再添殊

荣，成功发射了Emisat卫星和28颗国际客户卫星。

帕拉瓦·巴格拉  摄影：ISRO

这绝非唇齿之戏，但那是在2019年4月1

日，印度和世界拥有了第一个“迷你太

空实验室”!这是印度主力火箭——极地

卫星运载火箭（PSLV）的第47次任务，

也是最具创新性和创新性的任务之一，

因为其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在485公里以外

的太空轨道上运行的浮动的动实验室。

这也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首次

执行的三合一任务-它优化使用了一枚火

箭来获得三个不同的太空轨道。 

这枚320吨，将近44米高的火箭主要搭载

了一颗主要为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而制

造用于电磁频谱测量的卫星，即436公斤

的EMISAT卫星。同时发射的还有来自美

国、瑞士、立陶宛和西班牙的28颗小卫

星，其中包括来自加州行星实验室的20

颗FLOCK-4A卫星和4颗狐猴 (Lemur) 卫

星。这些卫星被放置在了三个不同的太

空轨道上。因此，只是一次发射，却获

得了三重效益。

发射17分钟后，PSLV-C45将印度的EMISAT送入748公里长的太
阳同步极地轨道: 

印度自主研发的迷你
太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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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印度航天局首次在

一次三轨合一的任务中优

化使用一枚火箭来获取三

个不同的太空轨道。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K 西万（K 

Sivan）博士在任务成功后发表讲

话，对参与任务的运载火箭和卫星团

队表示了祝贺。他说：“今天的PSLV

任务在很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它

是一种一带四式的新改型，航天器实

现了三个不同的轨道，以及PS4级首

次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 

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任务，而

且，在马拉松任务的最后，PSLV在接

近零重力的情况下将“印度迷你漂浮

实验室” 放置在了太空轨道上。为

此，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将火箭的最后

一级，即PS4级，改装成了一个完整

的的轨道平台。火箭的最后一级通常

会在火箭发射后成为太空碎片，但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决定将其寿命延长几

周，并将其改造成一个太空实验室。 

在距离485公里的轨道上运行的PS4

装有太阳能电池板、无线电通信设

备和三个已被插入废弃的第四节的

的有效载荷或微型卫星。PS4携带

的有效载荷包括ISRO的自动识别系

统、印度AMSAT的自动数据包连发系

统和印度空间科学和技术研究所用

于电离层研究的先进延迟电位分析

器。通过这次实验性的火箭载荷，

研究人员可以在太空中对这些前瞻

性的科技进行测试。 

上图：PSLV-C45核心级（第一级），以及航天器组装厂房内的四个绑带   
底部（左至右）：位于阶段准备设施的PSLV-C45第三级和第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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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国家尝试过重新利用用过的火箭级。通过利用印
度创新的微型太空实验室，这为低成本但有效的太空研究
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K西万博士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西万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PSLV 

C-45的任务是独竖一帜的，因为这

是PSLV首次在一次飞行中执行三个

太空轨道的任务。最初，主卫星在

784公里处发射。然后，PS4启动了

两次，将轨道减少到504公里。在

那里，PSLV发射了28颗客户卫星。

随后，PSLV再次点火，同时PS4

也开火两次，将轨道减少到485公

里。直到这一步PS4变作了轨道平

台而被使用。 

西万指出，没有多少国家尝试过重新

利用用过的火箭级。据他说，这将为

初创企业和大学研究人员提供新的机

会，使其研发出能将太空飞行利益最

大化的载荷物。此外，用户不必再费

力去制造完整的卫星，他们所需要的

只是筹备太空级的实验，剩下的是由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承担的一项即插即

用的工作。西万补充说，“现在，通

过利用印度创新的微型太空实验室，

这为低成本但有效的太空研究开创了

一个新纪元。” 

从航天器组装厂房出来的
完全集成的PSLV-C45移动
发射基座。

帕拉瓦·巴格拉是一名新德里的科学
作家，也是畅销书《伸手摘星:印度的
火星之旅》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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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沙克提任务的成功，印度已成为第四个
拥有如此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反卫星能力的国
家。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有能力在太空中击落卫星目标。

一举成名

帕拉瓦·巴格拉

沙克提任务



2019年3月27日上午，一枚特殊的火箭从

位于孟加拉湾奥里萨邦海岸外的阿普吉阿

卜杜勒卡拉姆岛上升空，永远改变了印度

太空之旅的历史进程。印度国防研究与发

展组织（DRDO）领导了一项代号为“沙克

提任务”的秘密任务，一击摧毁了印度自

己在地球上空约300公里处部署的光学侦查

卫星。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广播中向全国宣布了这一令人振

奋的消息，他说，在每个国家的征途中，

都有一些让人无比自豪并对后代产生历史

性影响的时刻。他说：“沙克提任务是一

项高度复杂的任务，需要极快的速度和惊

人的精度。它显示了印度杰出科学家的卓

越才智和我们太空计划的成功。”  

这次发射也意味着印度加入了一个由四个有

能力发射反卫星武器的国家组成的精英俱乐

部。到目前为止，只有俄罗斯、美国和中国

具备这种能力。2017年，中国在距地球865

公里的高空进行了试验，产生了数千块太空

碎片。这些碎片可能会导致太空碰撞，对国

际空间站构成威胁。这一重要使命的基石是

在十多年前印度开始研制弹道导弹发展计划

时建立的。据DRDO称，这一关键性实验的最

终进展是在2016年达成的。大约150-200名

科学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悉心钻研掌握了这

项复杂的技术，才使其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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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努力都来自印度本土。印度作为太空大国屹立
不倒！这会使印度更强大，更安全，并进一步促进
和平与和谐。”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DRDO研制的弹
道导弹防御
（BMD）拦截导
弹成功发射。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沙克提任务成
功后向全国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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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分钟的飞行中，这枚重19吨，

长13米的三级导弹在孟加拉湾上

空的计算机的引导下飞行进入外

太空达300千米。在一次迎头相撞

中，BMD导弹的红外成像导引头

瞄准了740公斤重的微型卫星-R 

(Microsat-R)，并将其一击摧毁。

导弹科学家、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

组织（DRDO）前首席执行官、国

家政策智囊团（National Policy 

Think Tank Niti，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t 

India）成员VK 萨拉斯瓦特（VK 

Saraswat）博士表示，这类似于在

外太空用子弹击中子弹。 

印度专门在规划好的近地轨道上

进行了试验，以确保没有太空碎

片。“任何产生的碎片都会在数周
上图：G萨蒂什·雷迪博士，DRDO主席 下图：火箭在奥里萨邦（Odisha）的阿卜杜勒·卡拉
姆（APJ Abdul Kalam）岛上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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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RDO在新德里组织的
一次特别互动中，战略
专家和技术专家讨论
了“沙克提任务”。

印度专门在计划的近地轨道上进行了试

验，以确保没有太空碎片。

内衰变并落回地球。”外交部发

表的一份声明指出。雷迪博士说，

预计300块碎片中的大部分很有可

能在45天内就会衰变。印度外交

部进一步补充说，印度此次进行的

A-SAT测试没有违反其作为缔约国

的或存在国家义务中的任何国际法

或条约。  

外交部还澄清说，本次试验不针

对任何国家。声明称：“与此同

时，政府致力于确保国家的安全利

益，并对来自新兴技术的威胁保

持警惕。通过反卫星导弹试验获得

的能力，将为我们日益增长的太空

资产带来益处，不会被来自远程导

弹以及导弹类型和数量的扩张所威

慑。”

Mission Shakti Decoded

WHAT
As part of the mission, 
an anti-satellite (A-SAT) 
weapon was launched 
and it targeted an 
Indian satellite that had 
been decommissioned. 

WHERE
The launch was carried 
out from DRDO’s testing 
range in Odisha’s 
Balasore.

WHE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mission began 
in 2016 and several 
tests were conducted 
in 2017 before the 
final test happened in 
March, 2019. 

Special sensors were used to track 
the satellite that was placed at a 
height of 300 km. 

The mission has demonstrated 
India’s ability to detect, target and 
destroy objects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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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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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标志着印度新年的开始，也是全国庆祝丰
收节的月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印度是
如何举国庆祝的。

碧湖音乐节  

阿萨姆邦（Assam）的人

们在新年伊始庆祝碧湖节

（Rongali Bihu），象征

着收获的季节的开始。人们

会穿上传统服装，表演碧湖

舞。  

对页：阿萨姆邦，孩子们在

比碧湖节上摆好姿势拍照。

上图：阿萨姆邦（Assam）

古瓦哈蒂（Guwahati）的一

名舞者在工作坊上表演碧湖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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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加乌尔节和 
默瓦节  

上图：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乌代

普尔（Udaipur）的妇女参加甘加乌尔

节（Gangaur）。

上图：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

乌代普尔（Udaipur）的默瓦节上

（Mewar），民间艺人在表演。

对页下方：在拉贾斯坦邦的甘加乌尔

节（Gangaur）上，妇女们举着湿婆和

高里女神的小神像。

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崇拜湿婆的

妻子高里女神（Gauri）的妇女们会以极大

的热情来庆祝甘加乌尔节（Gangaur）。这

是春天、丰收和婚姻幸福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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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坦杜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一名卡那

提克（Carnatic）歌手在

传统的泰米尔新年普坦杜

（Puthandu）上表演

古迪帕德瓦  

对页（从上往下顺时针方

向）：在孟买的吉尔冈地区 

（Girgaon），身着传统服

装的人们参加庆祝古迪帕德

瓦（Gudi Padwa）游行，以

此庆祝马拉地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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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陵节（Aoling）是加兰邦（Nagaland）的康奈克人

（Konyak）庆祝的节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并包含了对

即将到来的丰收的祈祷。

奥铃节 

在那加兰邦（Nagaland）的孟族地

区（Mon district）举行的奥铃

节（Aoling）上的一名科尼亚克人

（Kon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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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萨克希节 

拜萨克希节（Baisakhi ）是锡克

教徒的主要节日之一，标志着拉比

作物的收获期。当人们沉浸在节日

的气氛中时，他们会表演恩格拉

（Bhangra）和吉达（Gidda）。  

上图：女孩们在拜萨克希节

（Baisakhi ）前夜跑过旁遮普省

（Punjab）阿姆利则（Amritsar）

郊区的一片麦田。

左图：在旁遮普省（Punjab）阿

姆利则（Amritsar）的金庙里，

信徒们在拜萨克希节的仪式上点

燃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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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瑜伽日于过去几年在

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

功清楚地表明，印度成功

地为子孙后代承续了这一

古老的传统。

巴拉特·塔库尔

根据印度的传统，任何活动或事

件，无论是谈话、祈祷或用餐，

都会以“Om Shanthih Shanthih 

Shanthih”结束，它的意思是”和

平、和平、诸众生和平”。这首圣

歌总结了印度文明的远见卓识以及

对世界的持久贡献。这不仅体现在

当下的社会，而是从史前文明就已

被充分彰显。  

如果曾经有某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无

一例外地为每一个人描绘出了一

条阳关大道，能让我们达成这些品

质，成就以及人生地位，那么这门

科学就是瑜伽。  

瑜伽的权威文献之一《帕坦伽

利瑜伽经》就以一句深刻的预

言作为开篇：“Yogah chitta 

vritti nirodhaha.tada drushtuh 

svaroope awasthanam”（瑜伽是一

印度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
姆里杜尔库马尔（Mridul 
Kumar）在第四届国际瑜伽
日期间，带领瑜伽爱好者在
马来西亚标志性的巴图洞穴
（Batu Caves）练习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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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我们可以借助用来阻止人类心灵

改变的过程。然后，先知会出现在

他的自然存在状态中）。

如果要评估印度这个世界上现存最

古老的文明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那一定是上师-弟子的传承制度。

从地球上最古老的经文《梨俱吠

陀》（Rig Veda），到《奥义书》

（Upanishads），再到古印度的瑜

伽、坦陀罗（tantra）、阿育吠陀

（ayurveda）、天文学、三角学、

建筑、法律、逻辑、炼金术、冶

金、艺术等书籍……开悟的老师或

宗室的角色受到万人敬仰，并凌驾

于生活中所有其他成就、地位、角

色和关系之上。瑜伽的实质内容并

非是通过书本传承下来。他们是从

一位开悟的明师，上师，传给一位

已经达到目标的出色弟子。因此，

我们在印度一直有瑜伽修行者，他

们体现了瑜伽的教义。正是因为他

们，这条关于上古智慧的河流迄今

为止仍绵延不绝。

左下：莫迪总理在第四届
国际瑜伽日期间在德拉敦
（Dehradun）与参与者一
起练习瑜伽。

右下：2018年第四届国
际瑜伽日在罗马国会山
（Capitol Hill）举行

6月21日被联合国大会定为国际瑜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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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you did 
noT know 

AbouT The iyd 

Rbi released two 
commemorative 
coins of 
denominations of inR 
10 and 100 in 2015 

在众多不同的瑜伽练习方法中，

现代最流行的一种《瑜伽经》

（Yoga Sutra）中提到的八足瑜

伽（Ashtanga）。这八足分别为：

持戒（戒律），内修（职责），体

式（姿势），呼吸（生命力量的调

节），攝心（对感觉器官的掌握）

，凝念（集中意识），禅定（冥

想），和定境（存在）。在对瑜伽

的这种解读中，身体、心灵和存在

都至关重要。因此，瑜伽可以被描

述为每一个人向佛陀或开悟者转变

的模板和地图，以及进一步将社会

向安宁和平、生机勃勃、超然自得

整体的转变。  

通过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努

力，联合国大会已将每年的6月21日

定为国际瑜伽日（International 

Day of Yoga-IDY），全世界的人们

如果要总结印度悠久的历史长河对

当今世界所做的贡献，那就是一个

清晰、明理、开悟的身心灵是对世

界和平最好的贡献。这就是瑜伽的

愿景—开人心智。这种方法一直是

理性的。瑜伽不需要你去相信，也

不需要你放弃你的信仰，而是要你

自己去尝试和发现。这是一门自我

实现的科学，它让我们成为最好的

自己。

2018年第四届国
际瑜伽日在沙特
阿拉伯利雅得

（Riyadh）的阿
尔马迪公园（Al-
Madi park）举

行。

All of this happened during 
the last four edi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Yoga 

in 2015, the event 
entered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the 
largest yoga lesson at 
a single venue, at new 
delhi’s Rajpath

A second Guinness 
world Record 
was ser for most 
nationalities in a 
yoga session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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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8, PM Modi did 
yoga with 50,000 
people at dehradun’s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in 2018, iAF 
officials did yoga in 
air and performed 
vayu-namaskar and 
vayu-padmasan

women officers of the 
indian Army did yoga 
at the bhagirathi-ii 
peak, setting a new 
world record in 2018

iTbP personnel 
performed yoga at a 
freezing temperature 
of -25 degrees in 
Ladakh in 2017 

瑜伽可以保持脊柱的柔韧
性。人们相信，保持脊柱
的柔韧性可以帮助治疗许
多健康问题。脊柱的有效
运作以及循环系统、消化
系统、淋巴系统和其他系
统的功能的改善可以帮助
一个人变得更加健康。清
洁法（kriyas）有助于
净化内脏。呼吸控制法
（pranayama）可以加强
呼吸系统，而腰腹收束法
（bandhas）可以恢复体
内的荷尔蒙平衡。另外，
放松技巧可以帮助个人放
松和减压，冥想则有助于
平静和平衡心灵。

艺术瑜伽     
艺术瑜伽是一种较新的瑜
伽形式，注重力量、柔韧
性、心血管耐力、敏捷性
和协调性。它的强度更
大，可以锻炼各种肌肉
群，增加能量水平，还可
以帮助那些试图减肥的
人。艺术瑜伽包含所有瑜
伽体式，也不限制任何饮
食，因为随着练习者变得
更健康，更灵活，体力更
好，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养
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瑜伽的工作
原理

个人将形成更好的社会、进而让整

个国家和世界更上一层楼。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尤其是在过去

的四年里，瑜伽已经成为了一个将

全世界与印度真正的、永恒的吸引

力连结在一起的阶梯，。这种力量

是无声胜有声，三两拨千金的。

印度曾占世界GDP的25%，是世界的

也开始更关注瑜伽。各个国家的人

民都会庆祝这个节日，无论他们属

于什么行业或民族，拥有怎样的信

仰和取向。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身为瑜伽练习者的莫迪总理，

他出于其自身对修行瑜伽的体验，

理解瑜伽对每个人的作用，以及瑜

伽将如何彻底改变世界秩序。瑜伽

可以提高每个人的素质，而更好的

2018年第四届国际瑜伽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Riyadh）的阿尔马迪公园（Al-Madi park）举行。

The indian postal 
department released 
commemorative 
stamps, first day 
covers and minisheet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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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都，其原因在于它的瑜伽传

统中包含着强大而富有远见的文明

价值观。瑜伽和国际瑜伽日在全球

的日益流行可以帮助我们再次实现

同样的目标。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如何应对技术上

的巨大飞跃以及如何在不受战争影

响、不用付出贫穷、疾病和隔离的

代价的情况下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时，瑜伽已被证明可以建立并加深

全球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纽带，无论他们是欣赏这种文化的

领导人，抑或是日常练习它的平民

百姓。。瑜伽日帮助印度延续并传

承了这条与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相关

的健康之源。 

不管您有多大的压力，一个小时的瑜伽都可以让

您舒缓心灵

塔库尔（Thakur）是艺术瑜
伽（Artistic Yoga）的创

始人，一种将古老的瑜伽知识与运动医
学相结合的新型瑜伽。作为一名国际知
名的瑜伽大师，塔库尔练习并教授艺术
瑜伽。

2018年，第四届
国际瑜伽日在
孟加拉国达卡
（Dhaka）的班加
班杜国家体育场
举行。

人们庆祝2018年在瑞典里加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瑜伽日

第三届国际瑜伽日
于2017年在柬埔

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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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墙
国际瑜伽日于过去几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巨大成功清楚地表
明，印度成功地为子孙后代承续了这一古老的传统。

沙琳·瓦德瓦纳（Shaleen Wadhwana）和帕坦·贾利帕迪特（Patanjali Pundit）
摄影 苏拉布·戈斯瓦米（Sourabh Gosw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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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迪殖民地
（Lodhi colony）
的一面精心绘制的
墙壁，展示着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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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洛迪殖民地（Lodhi 
Colony  ）的一件受卡萨卡
利（Kathakali）启发的艺

术作品

下图：绿色的墙壁上装饰
着大象的画作，与树木相

映成趣

一名笛子小贩站在路边吆喝着他的

笛子；一位萨达吉坐在一堆书后读

着报纸；不远处，一位店主正盯着

她面前的糖果，同时一头牛正懒洋

洋的盯着（糖果）……在这个可能

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印度小镇的典型

场景中，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特殊的地方是，所有这些生动

的人物形象远远比现实生活中要来

的大，实际上，这些场景都是街头

壁画的一部分！虽然令人难以置

信，可是这些巨大而多彩的艺术作

品已彻底改变新德里一个安静的居

民区。从一个有着千篇一律的乏味

建筑的普通街区开始，如今的洛迪

殖民地已经变成了一个车水马龙的

平行世界的万花筒；一幅向我们讲

述身边和生活之外的故事的活生生

的画布！沿街的空白墙壁已经成为

来自印度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画

布，他们把这个地区变成了印度第

一个公共艺术区。

追忆往昔
位于新德里南部的洛迪住宅区建于

20世纪40年代左右，供政府雇员

居住。作为英国殖民时代建造的最

后一个住宅区，该建筑群的房屋布

局主要为营房式-殖民时代建筑的

标准特征，反映了新古典主义建筑

风格。现在，在艺术家们将其其中

一个区域作为公共艺术项目的一部

分进行绘制之后，这片曾经的殖

民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

这片街区墙壁、道路和小巷的配色

兼收并济，不拘一格，各色小众商

店和咖啡馆也转作艺术画廊，再加

上络绎不绝的游客，社区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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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路飙升，并为其赢得了一个新

的绰号：洛迪艺术区（Lodhi Art 

District）。如今人们所熟知的

街头艺术或公共艺术，最初诞生于

一个简单的理念，即艺术不应仅仅

只局限于特定人群的画布之上。现

在，街头艺术已经获得了法律和社

会的广泛认可，因此与上世纪60年

代涂鸦引发的破坏行为有所不同。

据说，公共艺术可以为紧张的城市

增添欢乐，为繁忙的都市居民带来

解脱。在洛迪殖民地，这种变化四

处可见。

思想转变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使殖民地的墙壁

变得更加美丽，并且似乎还使周围

的环境变得更干净、更和谐了！居

民、街头小贩、店主和市政工人使

社区-集体-公民自豪感成为了该

项目的主要无形成果之一。现在，

艺术已经渗透到了殖民地的社会

结构中。从确保房屋外部保养良好

的居民，到以保护艺术品为荣的孩

子，再到自豪地展示橱柜中尘封

已久的艺术品和油画的当地店主，

整个街区都在为艺术庆祝。甚至，

那些备受欢迎的咖啡馆连锁店也在

其原有的单调室内装饰中加入了全

息投影和定制设计的纪念品盒等艺

术元素。通过诸如印度艺术博览会

（India Art Fair）今年2月在该

地区组织的大型步行游览展，以及

当地画廊在其画廊名册中展示的街

头艺术家的作品，该地区为街头艺

术带来了新的尊重。

上图：洛迪的信，灵感来自于老式印度火柴
盒的视觉暗示，一幅由约克（Yok）和谢里奥
（Sheryo）(左)创作的彩色壁画和山姆·洛
（Sam Lo）(右)创作的壁画，讲述了一只小麻
雀的行为是如何与另一只麻雀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的故事。 

下图：印度艺术家布莱斯·约瑟夫（Blaise 
Joseph）创作了一幅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母亲
的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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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C邀请St+art 印度基金会起草德里公共艺术总体规

划，将艺术融入德里的生活中

项目本身
艺术区的想法最初来源于2015年

在此进行的三面墙实验：项目背

后的组织者，即印度非政府组织

St+art（街道+艺术），意识到

洛迪殖民地（Lodhi Colony）

拥有成为一个艺术区所需要的一

切：宽敞的墙壁、宽阔的街道以

及整洁的布局。2016年，作为洛

迪艺术节的一部分，艺术展扩大

到25件作品，2016年，艺术区初

步成型。今年，国际艺术家也应

邀为这面墙增色。今天，该地区

已经包含了诸如萨吉德·瓦吉德

（Sajid Wajid）、萨米尔·库拉

沃（Sameer Kulavoor）和哈尼

夫·库雷希（Hanif Kureshi）

等印度艺术家以及荷兰艺术家达

安•博特莱克（Daan Botlek）、

新加坡艺术家约克（Yok）和谢里

奥（Sheryo）以及日本艺术家永

高（Yoh Nagao）等国际艺术家的

作品。在艺术节开幕之前，调查

问卷被分发到附近的近7500户家

在洛迪殖民地的墙上，土著艺术形式也被赋
予了一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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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邀请他们前来参加活动。当艺术节开

幕时，一个特色部分是艺术家和居民们一

起绘制了一面特殊的”萨特·萨特（Saath 

Saath）墙”，目的是为了让艺术真正民主

化，并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社区自豪

感。

前路漫漫
秉持着社会和文化语境相关性的精神（即

没有不和谐的政治或宗教意象），这些艺

术作品也反映了诸如森林砍伐、气候变化

和社会多样性等现实。此外，ST+ART还与

Access for All合作，建成了五面带有

触觉元素的墙，以及为视障儿童特别设计

的步行通道。该项目目前得到了欧盟的支

持。有待观察的是公共艺术的持续影响，

以及多维合作的演变。洛迪艺术区无疑是

促成这一变化的集大成者，而这一旅程的

展开，对于公众参与其中至关重要。

右图：儿童在洛迪艺
术节期间欣赏传统民

乐表演。

下图：洛迪艺术节期
间，当地居民在“
萨特·萨特（Sath 

Sath）”墙上作画。 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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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琳·瓦德瓦纳（Shaleen 
Wadhwana）是一位著名的艺术作家。
作为一名曾经接受过艺术史和文学方
面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她主要教

授、指导和撰写有关艺术的文章，旨在拉近观众
与艺术的距离。

帕坦·贾利帕迪特（Patanjali 
Pundit）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
经济学院，是一名历史学家、作家和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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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5118,800
引入数十亿投资实际工作

投资印度(Invest India)成立于2009年，是印度工商总局(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下属的非营利机构，目前已成为印度本土投资的

一站式机构。

尼辛·贝勒·拉奥

投资印度(Invest India) 

获得的奖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颁发的

2018年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奖

连续三年获得阿联酋年度投资

大会最佳投资项目——2016

年、2017年和2018年

2016年环印度洋协会(IORA)投

资奖

2016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

资促进奖，表彰其在促进投资合

作方面的杰出表现

174,543
业务要求

$ 33.49
2018年4月至12月，

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

总额达数十亿美元。

投资印度 
(Invest India)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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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迎来最适合外商投资的时代，许

多跨国公司也对“新印度体验”表示了

惊喜。印度政府推出了多项侧重于提高在

印度经商的便利性的项目，以及那些热

衷于带领印度向一个更好的，全新的印

度转型的年轻团队，这些都推动了印度

的投资热潮。除了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广

泛支持之外，一些旨在推动和促进投资

的组织最近也纷纷成立。这其中最显赫

的就是成立于2009年，由工商部工业和

内贸促进司(Department for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Internal Trad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下

属设立的非盈利实体，投资印度(Invest 

India)。投资印度 (Invest India)是将

印度投资机遇推广至全球潜在投资者们有

关的先行者。其下还包括一个专注于可持

续投资的核心团队。此外，投资印度还与

知名投资促进机构和多边组织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现代汽车(Hyundai Motor)就

是其为在印企业提供投资便利的其中一个

例子。现代汽车印度总部成立于1996年，

是印度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产品出口到88

多个国家。在投资印度(Invest India)的

帮助下，该公司与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将投资700亿卢比用以扩张其现有的电动

汽车制造设施。同时，由于投资印度在印

度各邦积极努力地建设产能，并引入最适

合投资目标选择、推广和便利化的全球实

践，现代汽车印度总部得以提前60多天达

成其与哈里亚纳邦（Haryana）政府的土

地收购协议。 

全球互动

投资印度（Invest India）的官员一直鼓励世界各地

的投资者到印度进行投资，并帮助许多潜在客户扫清

了道路上的障碍

*The above mentioned data is from 2017 

top foreign investments
FdI proposals that Invest India has been 
successfully handling (Investments of $1 
billion and above)

Indo-UK (NHS), UK, Healthcare

Peugeot, France, Automobiles 

Ikea, Sweden, Retail/Furniture

Wanda, China, Real Estate

Kia Motors, South Korea, Auto

Airbus, France, Defence and Aerospace

H&M, Sweden, Apparel retail

Sany, China, Wind energy/Affordable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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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印度的高层管理人员也经常造

访各国，与各国政府官员和商界领

袖交流。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与全球

投资巨头互动的同时，对印度国

内外的事态发展迅速做出反应并制

定政策。其于2019年4月在利雅得

（Riyadh）和吉达（Jeddah）与沙

特阿拉伯官员进行的互动往来就是

投资印度行动和决策之迅速和高效

的一个典型例子。就在沙特王储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

勒·阿萨德（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高调访

印两个月后，投资印度的高级官员

造访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与那里的

高级行政人员进行了互动。另外，

由投资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投资总局

(SAGIA)主办的商业研讨会也将在这

两座城市举行。来访的印度政要探

讨了两国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和合

作途径。他们还讨论了印度为来自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投资者们提供的

巨大机遇。  

积极参与
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投资印度的

高管们也出访了新加坡，泰国和马

来西亚等国家，探索了印度与各国

之间合作的协同效应和途径。除了

有关在印投资机遇的研讨会之外，

目前印度在简化
税收和银行代
码、泛印度方法
和数据保护方面
的发展方向是一
个非常强大而且
强劲的路线。

拉里·斯通
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 

(印度)

作为一个富有爱
心和社会责任感
的品牌，我们现
代汽车致力于发
展印度市场，为
社会和可持续增
长做出贡献。

金振辉
现代印度董事总经理

印度各地对建筑行业的大量投资使得与印度基础设施发展有关的项目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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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与这些国家的高级官员进行

了一对一的详细会谈，并于研讨会

中队包括基础设施、物流、建筑、

智能城市、消费者、制造业和金融

服务在内的广泛领域以及汽车、医

疗保健、旅游业、可再生能源和食

品加工等重点领域的话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正如投资印度的一位投

资专员近期指出的那样，“一个致

力于在产品、流程或服务方面进行

创新、开发或改进的实体不仅必须

在现行的 《所得税法》和《公司

法》等框架内运作，也更要涉足无

人机、电子制药、电子商务等迄今

未受监管的领域。”位列世界第三

大的印度初创企业生态系统正逐步

趋向成熟，且不再由诸多山寨电子

商务企业所主导。实际上，在过去

的三年里，印度的科技类初创企业

已经吸引了超过200亿美元的投资。

广泛的讨论侧重于与能源，食品加

工，制药，基建，挖矿，ICT和旅游

等行业有关的，高可行性的联合合

作机遇。

基建的重要性
印度将相当大的一部分预算拨给

了基础设施建设。该国一直在增加

其在机场、城市、酒店、港口、

道路、桥梁、医院和发电厂等基

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例如，在过

去的三年中，安得拉邦（Andhra 

Major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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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印度（Invest India）的高层管理人员

经常出差，与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商界领

袖进行交流

在与各国政府和国际商界领
袖的广泛交流中，投资印度
（Invest India）的高管
们强调了在印度进行投资的
六个理由。它们包括: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数据，未来几年，
印度仍将是世界上增长最快
的经济体之一  
  
世界上最大的青年人口：联
合国人口基金估计，到2020
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青年
人口最多的国家    

巨大的国内市场：波
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一份
报告显示，富裕程度的提
高是印度消费增长的最大
推动力      

经济影响力上升：英国
劳氏船级社（Lloyd’s 
Register Marine）和
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克莱
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估计，到2030年，全球海
上贸易中心将从太平洋地区
转移到印度洋地区，印度和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
业中心        

全球竞争力提升：根据世界
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数据，印度在世
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数排
名从2014年的142位跃升至
2018的77位，在全球竞争力
指数中也名列第40位。

为什么要在印
度投资?

Pradesh）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

行了大量投资。印度政府计划在未

来20年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超过1.5

万亿美元。自2014年以来，印度已

将太阳能发电能力扩大了八倍，并

提前四年实现了20千兆瓦的发电能

力目标。印度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推

动并实行2000至3000亿美元的新

投资，应用于可再生能的源基础设

施。 

进化的轨迹
印度中部经济地区，即中产阶级

的财富增长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

经济参与者赢得了十分丰厚的回

报。诚然，印度的营商环境确实为

消费者经济中的所有公司带来了

挑战。尽管如此，一些国际性的消

费品企业，如联合利华、小米、铃

木、现代、本田、LG、三星和高

露洁等等，不仅克服了这些挑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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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并且在经济金字塔的中间找

到了自己一席之地。很显然，国内

和国际专家都将印度经济的迅速增

长归功于由中央和州政府共同在全

国范围内发起的全面改革。近期最

重要的改革包括引入统一的间接税

法体系，引入无力偿债法和破产法

以扭转受压资产并改善经济中的资

金流动，平缓政府对外商投资者征

税前景的趋势，并放宽外商投资的

框架。投资印度的高层领导为此鞠

躬尽瘁，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得到

了世界各国一些最受尊敬的协会的

认可。投资印度获得了由联合国贸

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授予的2018年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

奖， 2016年投资促进合作卓越奖以

及环印度洋协会2016年投资奖。随

着改革继续成为印度政府的重点，

投资印度的各种创新举措可能会在

不久的将来带来十分可观的收益。  

由于印度健康、友
好的投资环境，目
前的政策使许多公
司能够进行大规模
投资，并获得丰厚
的回报。

阿米特·阿加瓦尔主席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西南亚)

随着印度经济的急剧改革，诸如投资印度（Invest India）这样的机构正在通过简化投资者的商业环境来改变投资环境。

尼辛·贝勒·拉奥（Nithin 
Belle Rao）是一位资深记
者，在印度和海外都有超过35

年的经验。他为国内和国际报刊杂志都撰
写了大量文章，并为各种出版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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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健康之旅

玛丽莲·沃德

印度南部是一片由金灿灿的热带海滩，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和云雾笼
罩的山区组成的青翠之地。对于那些寻求放松和健康的人来说，这是一
个理想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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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果阿邦（Goa）潘
吉姆市（Panjim）的
曼多维河（Mandovi 
river）和迪瓦尔岛
（Divar island）的美
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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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喀拉拉邦
（Kerala）科瓦拉姆海
滩（Kovalam beach）

的作家

右图：果阿的花园家
庭旅店 

对页顶部：喀拉拉邦
（Kerala）科瓦拉姆
（Kovalam）的一座古

老的灯塔

对页底部：迪瓦岛上
的日落

2005年，在我第一次去印度旅行时，

我发现了印度南部地区的魅力。我的

个人旅行从德里开始，但到了冬天，

我就飞去南方喀拉拉邦（Kerala）的

科瓦拉姆（Kovalam）借以享受其温

暖的气候。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印度

南部以及当地的瑜伽，阿育吠陀按摩

（Ayurvedic massage）和传统的排毒

疗法；这段经历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上帝的国土上
喀拉拉邦是阿育吠陀这种来自印度

的古老的治疗科学的故乡。阿育

吠陀——可以大致翻译为生命科

学——旨在通过按摩、饮食和草药等

自然疗法帮人恢复健康。在科瓦拉姆

（Kovalam）附近的申施瓦阿育吠陀度

假村（Shinshiva Ayurveda Resort）

，我花了两周的时间尽情享受着喀拉

拉邦和阿育吠陀的独特魅力：沐浴在

阳光下的海滩，热带的微

风，新鲜的当地食物，按摩

治疗师的治愈之手，以及度

假村中阿育吠陀医生的知识

和智慧。对于我这个刚刚来

到阳光明媚的印度南部的旅客，确实

无法奢求更多。在我离开阿育吠陀度

假村后，我雇了一辆车和一

司机，驱车向北行驶到高知

（Kochi），或人们常说的科钦

（Cochin）。途中我拜访了当地的

两个景点，分别是特鲁瓦南塔普拉

姆（Thiruvananthapuram）（或特

里凡达鲁姆 - Trivandrum）外的内

亚尔大坝（Neyyar Dam）附近郁郁

葱葱的西瓦南达修行所（Sivananda 

Ashram），以及被称为“拥抱圣人阿

玛”(Amma)的玛塔阿米塔南达玛依-

阿姆里塔布里修行所（Amritapuri 

Ashram of Mata Amritanandamayi。

在我的旅行结束时，在我的脑海中已

经对喀拉拉邦这个与众不同旅游胜地

的美好形象挥之不去，因为那里是瑜

印度的南部充满了平和、大自然和拥有治愈之力

的环境。这是一片让我流连忘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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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ge at Kovalam
nothing relaxes the mind, 
body and soul like a soothing 
massage. head to a health 
resort or spa and pamper 
yoursellf with a truly 
rejuvenating experience. 

Visit the Divar Island
Soak-in the rustic and laid-back 
charm of Goa at divar island,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the 
state. when done admiring 
the splendid natural beauty of 
the place, unwind at a nearby 
Ayurveda centre. 

Relax at Om Beach
Feel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beauty and healing 
energy of South india at om 
beach,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ttractions of karnataka’s 
Gokarna. 

Must-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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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果阿的阿贡
达海滩

左图: 潘吉姆
（Panjim）的枫丹夏
斯（Fontainhas）是
亚洲为数不多的拉丁
区之一

伽，阿育吠陀和健康的交汇之地。作为

一名独自旅行的女性，我也感受到了充

分的安全感和关怀。今天，我仍经常把

喀拉拉邦描述为来印度旅游很好的切入

点。

果阿的治愈之力
在另一次印度之旅中，我再次被这个国

家阳光充足的南部地区所吸引，但这次

我选择了果阿。这个位于阿拉伯海的小

邦固然以海滩、活力四射的日落派对和

水边明快鲜活的小屋而闻名，但我决定

在一条康健小径上发现果阿鲜为人知的

一面。

 

首先，我向北前往曼德伦（Mandrem）

海滩附近的阿希雅娜瑜伽静修中心

（Ashiyana Yoga Retreat）。惊喜地

是，我发现了一家似乎一应俱全的瑜伽

中心——一个靠近海滩的绝佳位置，一

个带有各式各样房间的精致建筑，一家

水疗中心，可口的素食，以及其致力于

以传统古法修炼瑜伽。在这里，我无时

无刻都能体会到人们致力于健康的生活

方式并尽力保护自然环境。

在我的果阿之旅中，我遇到的很多人和

途径的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对健康、养生

和保护环境的积极态度。在果阿期间，

我还参观了位于老果阿附近迪瓦尔岛

（Divar）上的一个阿育吠陀中心。这

片乡野之地位于果阿邦的內壤，有一种

悠然见南山般的，放松和治愈的乡土魅

力。

我享受着向南果阿进发的旅途，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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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府潘吉姆（Panjim）停留。我住在枫丹

夏斯（Fontainhas）一处很不错的住所，这

是亚洲为数不多的拉丁区之一。在暖风习习

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在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

林立的热闹街道上，沉浸在周围独特的氛围

中，此时此刻，时光仿佛为我驻足。旧世界

的魅力和热带气候的结合就像在我的灵魂上

注入的一剂神奇的灵丹妙药。

带着满心的愉悦的我，一来到了阿贡达海滩

（Agonda beach）就对其一见钟情。阿贡达

是一片月牙形的沙滩，两旁是小型的海滩度

假村和棚屋，带有一种非常宁静、自然的氛

围，简直就是天堂。我很快就和一些与我志

同道合，交到了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冒

险、灵性和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的

单身女性旅行者成为了朋友。这段经历会让

我永生难忘！

卡纳塔克邦的召唤
最近，我在去往南印度的旅途中来到了卡纳

塔克邦。此地的海岸线不像果阿和喀拉拉

邦那么有名，但也有像戈卡纳（Gokarna）

和乌都皮（Udupi）这样值得一游的地方。

乌都皮是一座古老的奎师那神庙（Krishna 

temple）的所在地，也以阿育吠陀和养生中

心而闻名。我曾两次去乌都皮进行阿育吠陀

治疗，每次总是挤出时间来享受附近马尔佩

海滩（Malpe beach）的广阔沙洲。

 

三周的清淡食物，精油按摩，以及体内

排毒疗法过后，我的第二次治疗画上了

句号。我去了戈卡尔纳（Gokarna）和

著名的奥姆海滩（Om beach）以犒劳自

阿育吠陀是一种来自印度的古老医学，

旨在使用自然的方法帮人体恢复健康和

活力。

上图：果阿（Goa）
迪瓦（Divar ）岛
上郁郁葱葱的自然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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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阿

• 前往果阿北部曼德雷（Mandrem）
附近的养生中心，让您的感官得
到滋润与修养。

• 南下前往潘吉姆（Panjim），沉
浸在旧世界的魅力之中。漫步在
印度为数不多的拉丁区之一枫丹
夏斯（Fontainhas）的色彩斑斓
而又生机勃勃的街道上。

• 夜晚，在迷人的阿贡达海滩( 
Agonda beach）观赏绚丽的日落
并结识新朋友。 

•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
goatourism.gov.in/

• 在前往疗养度假村之
前，先参观位于乌杜皮
（Udupi）的古老的奎
师那神庙（Krishna 
Temple）。

• 在戈卡纳（Gokarna）探索
自然之美，流连于迷人的
小村庄。

• 以参观迈索尔（Mysore）
大皇宫来结束您的旅行。

•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www.
karnatakatourism.org/

• 从美丽的海滨小镇科
瓦拉姆（Kovalam）开
始你的健康之旅，在
阿育吠陀度假村体验
印度传统医学的治愈
能力。

• 向北前往科钦
（Cochin），印度最
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之一。

• 途中在特里凡得
琅（Trivandrum）
市郊的内亚尔大坝
（Neyyar Dam）
附近的锡瓦南达
道场（Sivananda 
Ashram）停留。

•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https://www.
keralatourism.org/

喀拉拉邦

卡纳塔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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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戈卡纳
（Gokarna）美丽的奥
姆海滩（Om Beach）

下图：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乌都
皮（Udupi）的奎师
那神庙（Krishna 

Temple）。

己。奥姆海滩是戈卡尔纳沿海沿线分布的各

个海滩中最著名的一个。漫步在戈卡纳的羊

肠小道，探索浪漫精致的小村庄和迷人简约

的度假胜地也是一件趣事。我从风景如画的

乌都皮火车站坐上火车，前往一个坐落于悬

崖边的度假屋，那里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

海、蜿蜒崎岖的海岸线，以及，你猜对了，

那形状酷似梵文神符“om”的奥姆海滩。

在印度教中，om（或aum）是一个神圣的音

节，通常会在祈祷之前或之后吟唱。正如我

在前几次旅行中所学到的那样，随着每一次

深呼吸来冥想和背诵这个神圣音节是生活中

最祥和平静的体验之一，可以让人感觉到与

茫茫宇宙合二为一。坐在悬崖上，听着海浪

拍打着下面的岩石，我也感到自身与这南印

度的自然美景和疗愈能量融为了一体。

在内陆，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也不失

于是那些寻找自然与平和的灵魂旅行者的一

个很好去处。迈苏尔（Mysuru）（又称迈索

尔-Mysore）是一个小城市，有着辉煌的过

去和像大迈索尔宫这样的文化遗产，目前是

印度首屈一指的瑜伽中心之一。

印度的南部充满了平和、大自然和拥有治

愈之力的环境。这是一片让我流连忘返的

土地。

玛丽埃伦·沃德(Mariellen Ward)是
一名加拿大的旅行作家、网络写手，
也是一名长期的瑜伽学员。她根据自
己在印度的多次深度旅行，发布了旅

游网站breathedreamgo.com 并屡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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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哈里亚纳邦（Haryana）的小镇沙巴德 （Shahbad）长大，

到担任印度女子曲棍球队队长，兰帕尔·兰妮 （Rani Rampal）

厚积薄发，实力与日俱增。这是她的故事。

望眼成功

马尔利卡·巴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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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并不会

由一本特殊的说明书或一组可以助

他们获胜的特殊基因而决定。印度

女子曲棍球队队长兰帕尔的故事让

我们明白成为真正的冠军需要怎样

的付出。她的奉献、毅力、专注和

纪律使她成为当今印度体育界最杰

出的人物之一。从住在哈里亚纳邦

（Haryana）沙巴德镇的一名名不见

经传的拉车夫的女儿，到成为阿诸

那奖获得者(Arjunaa)，兰帕尔的故

事确实鼓舞人心。

兰帕尔在接受《印度视角》采访时

表示，她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时只

有6岁。她说：“儿时的我除了曲

棍球之外什么都不懂。我家乡的每

个人都会参加这项运动。当我被选

中代表国家参加2010年世界杯时，

我只有14岁，是队中最年轻的球

员。”

在成长的旅途中，兰帕尔不得不面

对性别偏见和来自社会的压力，

但她从未让这些影响她为印度效力

的最终目标。她远离家人生活，靠

自己的收入来支持自己的梦想。尽

管她不能像同龄人一样完成正规教

育，但她另辟蹊径，用她的成功打

破了性别偏见。

 

在接受著名的阿诸那（Arjuna）

奖时，这位年轻的成功人内心的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说一切都

归功于她的教练，德罗纳查里亚奖 

（Dronacharya）获奖者萨达尔·

巴尔德夫·辛格（ Sardar Baldev 

Singh），是他指导并带领她走向

成功，并在她的每一次胜利中支持

她。

兰帕尔和一群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将

印度农村的梦想、技能和能力推

向了世界前沿。远离高端的运动技

妇女必须参加体育运动。他们不仅
想成为职业运动员，还想保持健康

兰尼·兰帕尔·
印度女子曲棍球队队长

上图：印度女子曲棍球
队队长兰尼·兰帕尔
在访问位于阿姆利则
（Amritsar）的卡尔萨曲
棍球学院期间教授年轻球
员曲棍球

对页：2012年2月，在新
德里迪扬尚德国家体育场
举行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
曲棍球预选赛中，兰帕尔
在与加拿大队的比赛中示
范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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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帕尔不得不面对性别偏见和社会压力，但她从未

让这些影响她为印度效力的最终目标。

术，远离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资源，

这些孩子和他们尽职的教练利用他

们所拥有的资源为自己创建基础设

施，并使用数字网络与学术机构和

潜在的赞助商联系。他们也很清楚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的挫折，比如

缺乏媒体报道，但似乎没有什么能

阻止他们追逐他们的远大梦想。

回忆起她最初的挣扎，兰帕尔说，

很多人都告诉她，她在浪费时间

和金钱。她自己也觉得，印度体育

完全缺乏奉献精神和连贯性。然

而，她的父亲和教练每一步都在支

持她。“他们几乎是在训练我戴上

眼罩，并保持注意力集中。我需要

以极大的耐心去面对那些阻碍我前

进的障碍。我所想要的就是为印

度赢得胜利，并看到三色旗升到旗

杆顶部，这个愿望帮助我推动了自

己。”兰帕尔说。

这位天才球员在球场上度过了许多

历史性的一天——无论是在俄罗斯

喀山举行的冠军挑战赛（2009）中

与和球队一起在决赛里打进四球，

加速了印度队的胜利，或者是在

2009年举行的亚洲杯上为印度队夺

得银牌。2013年，在德国门兴格拉

德巴赫（Monchengladbach）举行

的少年曲棍球世界杯期间，她还被

选为比赛的最佳球员。最近，兰帕

尔和她的团队在日本各務原市举办

的2017年女子亚洲杯中第二次捧起

了冠军奖杯，并在2018年的印度的

亚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银牌。
左图：兰帕尔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曲棍球资格赛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中进球后，与队友范达纳·卡塔里亚
（Vandana Katariya）一起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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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她的家乡沙巴德因她而在印

度妇孺皆知，并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球员也承认了印度队的实力，兰帕尔

仍不安小成。她想要更多。她对自己

的球队信心十足，并且带着这种对自

己和队友的信念一直在夜以继日地训

练，以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两个目

标：获得2020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为印度赢得金牌。

这位队长不仅用她无与伦比的技术在

球场上立下了汉马功勋，而且在球场

外也为印度女子曲棍球的发展而躬体

力行。她一直在帮助有天赋的女子冰

球运动员，亲自指导和支持她们加入

国家队。为了寻找有天赋的曲棍球运

动员，她走遍了印度的各个村庄。

兰帕尔还为印度体育部提出的5分

钟“全民健身，印度必胜（aur 

khelega India, tabhi toh jeetega 

India）”倡议作出了贡献。这项倡

议由工会体育部长拉贾瓦德汉·辛

格·拉托尔（Rajyavardhan Singh 

Rathore）在印度凯洛（Khelo）青年

运动会期间发起，旨在促进学校一级

的体育运动。

  

这位体育明星希望女性身体健康。

女性必须参加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

成为职业运动员，也是为了保持健

康。我坚信，保持健康是幸福生活的

关键，全国妇女都应该保持健康。她

说。

左：兰尼兰·帕尔，2013年世界少年曲棍球锦标赛选手，获得铜牌 右图：2016
年，兰帕尔从前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手中接过阿诸那奖
（Arjuna Award）。

全球媒体企业家和体育节目主持
人马尔利卡·巴贾杰（Mallika 
Bajaj）是体育新闻界的知名人
物。巴贾杰毕业于墨尔本大学，
以通过数字媒体平台激励女性

和赋权青年人而闻名。

我所想要的就是
为印度赢得胜
利，并看到三色
旗升到旗杆顶
部，这个愿望帮
助我推动了自己

兰尼·兰帕尔·
印度女子曲棍球队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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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荡气回肠的故事、出类拔萃的表演、以及对新鲜内容和即
时娱乐的需求，在线流媒体平台成为了印度家庭娱乐的未来

卡兰·考希克

狂欢时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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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无助的父亲决定杀死器官捐献者

以挽救他儿子的生命；一个聪明的小

男孩发现自己因一桩没有犯下的罪行

而入狱；来自德里的两位雄心勃勃的

婚礼策划人在安排一场盛大的印度婚

礼的过程中，一边要战胜人生的起伏

与社会旧观念看法；三个亲族在被生

活击倒之后开始了一次公路旅行；两

名来自内陆的兄弟来到孟买，以实现

他们父亲的梦想-让他们成为世界上

最好的板球运动员；一名黑手党成员

打电话给一名诚实的警官，告诉他孟

买将在未来25天内毁灭。这些仅是少

数几个让印度的千禧一代整日沉迷于

手机屏幕的故事内容。

印度的在线流媒体产业价值目前约为350亿卢比，在未来五年

内预计将增长10倍，达到惊人的3500亿卢比。

印度观众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煲网剧

上瘾状态之中。凭借精彩绝伦的故

事、妙趣横生的内容、栩栩如生的

表演和便捷的离线观看选项，在线

流媒体平台，又称影音“OTT”服务

平台，已然成为家庭娱乐的未来。

在线娱乐行业的陡然崛起可以归因

于技术的进步、数据收费的下降以

及智能手机使用量的增加。

这些平台的过人之处在于其故事吸

引人。其所提供的故事不仅题材丰

富，内容新颖，而且扣人心弦，制

作精良，和那些令人生厌的萨斯-巴

胡（saas-bahu）肥皂剧相比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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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构思更好了。所有构思都是原

创，演员是新面孔，而人物形象也

更具亲和力。情节独特而不平庸，

人物形象也更具亲和力。从地方

性内容、纪录片、短片到国际电影

和节目，在线流媒体服务使受众可

以通过多样化的内容来探索新的文

化。

 

洪昂数字媒体（Hungama Digital 

Medi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尼

拉杰·罗伊（Neeraj Roy）表示，

数字服务的采用让印度观众能够接

触到他们迄今为止从未在印度银幕

上看到过的各种故事。罗伊（Roy）

说：“印度的内容创作者现在也

有机会使用一个可以为他们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能够创作

出传统媒体无法创作出的故事的平

台。” 作家诺沃内尔·查克拉波蒂

（Novoneel Chakraborty）的小说

《黑色适合你（Black Suits You）

》正在被改遍为阿尔特·巴拉吉

（Alt Balaji）网站的新网剧，他

表示，数字空间提升了创作者和消

费者对更多内容的需求。

然而，在线流媒体需要优秀的内

容，否则观众不会再回来看下一

季。它也给了编剧们独立思考的权

利，让他们从根本上摆脱了放映时

间或票房收入的压力。 除了作为娱

乐的重要来源之外，许多成功的网

剧也成为了印度年轻人的发言人。 

例如，电视剧《天堂制造（Made in 

Heaven）》巧妙地讽刺了现行的社

会制度、父权制、性别歧视、阶级

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

顺时针向上：《请再来
四杯（Four more shots 
please）》讲述了印度
新时代女性的故事和她
们的志向；《刑事司法
（Criminal Justice）
》由蒂格曼舒·杜利亚

（Tigmanshu Dhulia）执
导，讲述了一个聪明的小
男孩发现自己因为从未犯
过的罪行而入狱的故事；
《博斯（Bose）》，根据
奈塔吉·苏哈什·钱德

拉·博斯(Netaji Subhash 
Chandra Bose)的生平改
编的同名电影，由拉杰·
库马尔·拉奥(Raj Kumar 

Rao)主演



电影之窗

印度视角 |  74  | 

到2020年，印度OTT服务用户预计将达到5亿，而印度的在线流媒体

平台的数量已从2012年的9个激增到2018年的32个

 

任何一个拥有卓越的故事创意、引

人入胜的内容和所需资源的人都可

以将自己的移动应用程序作为一个

成熟的OTT平台发布。病毒性发热

（The Viral Fever ，TVF）网站

的成功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得益于其成功的节目，如《三倍

人生》(Tripling)和《永远的室

友》(Permanent Roommates)等，

这家在线娱乐公司从一个广受关注

的YouTube频道成长为一个独立的

流媒体平台，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TVF的首席内容官萨米尔·萨

克萨那（Sameer Saxena）说，当

他们创建印度第一个独立在线流媒

体平台时，他们已经知道数字就是

未来。

萨克萨那（Saxena）表示，只有无

可挑剔的剧本才能留住观众。“我

们需要记住，如果人们不喜欢他们

正在观看的节目，他们会转向其他

节目。”他认为，在线流媒体平台

为内容创建者开辟了新的途径。“

有很多作家不想为电视或电影写

作，因此，在线流媒体网站受到人

们的喜爱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媒

介。这确保了才华横溢的作家能够

充分利用他们的创造力，并且从事

他们渴望从事的工作，” 萨克萨那

（Saxena）说。他也曾参与编剧、

上图:《天堂制
造（Made in 

Heaven）》记录了
新德里的两位婚礼

策划者的生活

左图：《三倍人生
（Tripling）》讲
述的是三个兄弟姐
妹在被生活击倒

后，进行了一次意
外的自驾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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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并出演过许多该网站的作品。

TVF今年推出了三部大片，分别是

《未成熟（Immature）》，《三倍

人生（Tripling）》第二季和《科

塔工厂（Kota Factory）》。“

反响绝对是惊人的。通过《科塔工

厂（Kota Factory）》，我们制作

了印度历史上第一部黑白网剧，因

为我们喜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行进

一些实验。这是一次刻意的尝试，

用黑白两色来描绘科塔学生生活

的单调。” 萨克萨那（Saxena）

说。TVF制作的这些节目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们是可以产生共鸣的。该

公司一直致力于创作面向年轻人的

内容，但通过像《叶美莉一家（Yeh 

Meri Family）》这样的节目，公司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创造了一档

可以全家人一起观赏的节目。

在线流媒体平台已经真正成为了社

会的新声音，为那些之前在传统媒

体中无人问津的故事提供了空间。

他们向印度观众介绍了一批新的才

华横溢的演员、作家和导演。鉴于

该媒体已被大众广泛接受，这些讲

故事的人也将继续提供塑造社会的

内容。

从上顺时针: 《米扎普尔
（Mirzapur）》的背景设在
北方邦，由潘卡伊·特里
帕蒂(Pankaj Tripathi)和
维克兰特·梅西(Vikrant 

Massey)等优秀的演员主演；
《选择日（Selection Day）

》根据阿拉文德·阿迪加
（Aravind Adiga）的书改
编，讲述了两个年轻兄弟来
到孟买，为实现他们为印度
打板球的梦想的旅程；《呼
吸（Breathe）》是一部基于
器官捐赠的犯罪惊悚片，由
R·马德哈文（R Madhavan）
和阿米特·萨德主演（Amit 

Sadh）

卡兰·考希克(Karan 
Kaushik)是一名工程师出身的
记者。他毕业于印度大众传播

学院，喜欢记录他在全国各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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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店内的无燃气厨房、农场花园到

多样化的用餐体验，以下是印度大都

市餐厅适应新的餐饮竞争环境的小

做法。

马杜利卡·达什

口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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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对印度餐饮行业和印度食

客来说简直是一个转折点。由于概念

餐厅的兴起，普通印度食客几乎经历

了每一种的国际潮流——从进步、现

代化的烹饪，到体验式本地化食材餐

饮，再到推崇健康料理的农场用餐。

这一点不仅仅反映在食品领域，在甜

点和饮料方面更是如此。最不一般

之处是，厨师们不仅顺应了这一趋

势，而且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它更

切合印度人的口味。其中一个典范就

是因其重新定义经典印度菜而屡获殊

荣的新德里餐厅印度口音（Indian 

Accent）。这一风潮也引起了许多厨

师和餐馆纷纷效仿。

另一个开路先锋是新德里普尔曼

(Pullman)酒店的现代餐厅普拉克

（Pluck），这家餐厅是该酒店烹饪

总监阿贾伊·阿南德(Ajay Anand)

的心血之作，他也在酒店内种植了第

一个农场花园。普拉克（Pluck）以

法式风格呈现印度料理，也因此成

为了融合美食和极简主义烹饪的典

范。然而，对于厨师阿南德来说，

普拉克（Pluck）也成功的创造了一

个无国界的、可以从全国各地汲取灵

感的 “新餐饮桃花源”。通过与一

系列当地的食品生产商和农民合作，

普拉克（Pluck）特意保持了菜单的

开放性。 “这招很管用”，阿南德

（Anand）说，“因为我们的菜单每

个季节都会变化，这让我们还可以对

印度各州的每一道菜肴都做出现代的

诠释。”

鉴于大多数餐厅都是遵循一套既定的

成功模式只将精力放在经久不衰的菜

肴和菜式上，这种做法被许多人认为

是一个激进的举措。但是，这并不是

普拉克（Pluck）被认为是潮流引领

者的唯一原因。它成功地翻红了在上

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两种截然不同

的概念——一口吞，即每道菜仅有一

口大小，置于盘中，以展示厨师厨艺

的博大精深；还有复杂的摆盘技巧和

菜单的合理搭配。

一方面，普拉克（Pluck）和印度

口音（Indian Accent）在一方

面引领了现代印度美食的崛起，

另一方面，像萨巴萨奇·戈莱

(Sabyasachi Gorai)这样的厨师则

右图:鳄梨沙拉酱
是一种以鳄梨为基
础的蘸酱，也可以

作涂抹使用。

对页：阿玛纳特核
桃沙拉（Amarnath 
walnut salad）是
绿色蔬菜和核桃的
巧妙组合，令人垂

涎三尺。

超本土餐饮越来越受大众欢迎，厨师们开始利用当

地土产制作出有趣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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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大希克烤肉串
（Dahi ke kabab）最近
在寻找传统小吃的食客
中大受欢迎。

底部(从左至右): 阿尔
特（Arth）餐厅和酒廊
的红萝卜炖奶（Kali 
gajar ka halwa）；来
自孟买食堂（Bombay 
Canteen）的甜菜根和
奶酪沙拉

以新德里的萨比·拉瓦什（Lavaash 

By Saby）——一家以提供不太知名

的亚美尼亚美食为主的餐厅——复

苏了更鲜为人知的、以小菜系为主

题的餐馆的潮流。如今，该餐厅已经

成为了探索亚美尼亚文化和美食的好

去处。受此启发，这些年来印度餐饮

界又孕育出了一些以饮食文化为主题

的餐厅，如提供矿区美食的萨比·麦

娜欧瑞提（Mineority By Saby），

以及提供传统卡纳塔克邦菜的鲍勃

酒吧（Bob’s Bar），尽管这并非

是第一次在印度出现这样以菜系为

主题的餐馆。新德里的乔尔比扎尔

（Chor Bizzare）提供克什米尔地

区的特色美食，已有近30年的历史。

像在首都以提供比比哈里（Bihari）

菜而闻名的大肚皮（Potbelly）餐

厅以及以使用植物性食材为主的米

拉基（Meeraki）这样的餐厅，则通

过氛围的塑造和摆盘的完美结合，

赋予了传统菜肴现代的意义。这些餐

厅也引发了另一场烹饪运动——超本

土餐饮，使厨师们可以使用本地出产

的食材制作出有趣的菜品。孟买的孟

买食堂（Bombay Canteen）现在的

菜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厨师托马斯·扎查里亚斯

（Thomas Zacharias）使用了诸如庞

克（ponk）(古吉拉特小吃)和炸小鱼

（bombil fish）等食材来烹制美味

的菜肴。

随着当地农产品和传统食品越来越受

大众欢迎，各种理念的大门也敞开

了。这些理念会不仅展现菜肴本身，

还展现饮食原则和烹饪技术，例如像

金奈（Chennai）的皇家维加（Royal 

印度的大厨们不仅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全球趋势，而且对其

进行了改造，使之更符合印度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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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由厨师萨
比亚萨奇·戈莱
（Sabyasachi 
Gorai）制作的酥油
烤菠萝蜜籽

下图：阿尔特
（Arth）餐厅和
酒廊的迪奥马利
（Deomali）

Vega）以季节性饮食和阿育吠陀

（Ayurveda）为原则基础；孟买餐厅

塔斯克斯（Tuskers ）复兴了传统印

度塔利（thali）的健康性。

另一家频获食客嘉奖的餐厅，孟买的

阿尔特（Arth）餐厅，则将这一理

念向前推进了一步，推出了无燃气厨

房，成为第一家通过其菜单为食客带

来以传统方式烹制的菜肴的泛印度餐

厅。在印度各大城市，城市食客对于

这些不断变化的潮流的反响很大。随

着越来越多的厨师和餐馆加入到潮流

中，印度的吃货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

日子里会有更多诱人的惊喜。

马杜利卡·达什
（Madhulika Dash）是一

位著名的餐饮作家和美食专栏作家。她
曾为雅虎、Sify、Swarajya、Hotelier 
India、Way2Hotel、Indian Express和福
布斯Life等多家杂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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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瓦沙利 沙丹格尔（Vaishali Shadangule）偶然发现一种名
为坤，有着4000年历史并已近乎从世上消失匿迹的手工织物并沉迷

于它的魅力。让我们跟随她，追溯这门艺术的复兴之旅。

被遗忘的织艺

普里亚 库马里 拉纳 

这与寻找圣杯之旅类似，但这次是一种

罕见的印度手工织品卡纳（khana），

或称为坤（khun）。自古以来一直受

到北卡纳塔克邦（north Karnataka）

和马哈拉施特拉邦（Marathwada）维

德哈巴德（Vidharbha）和马拉斯瓦

达（Marathwada）部分地区妇女的喜

爱，这种轻量的棉或棉丝手工织料通常

被用于缝制拉维克（ravike）或乔里

（choli）（女式衬衫），以搭配同一

地区的伊卡尔纱丽。坤是一种有着4000

年历史的复杂织锦，上面点缀着精致的

小图案。这种织艺曾一度是该地区农村

妇女的主要谋生之道，但几个世纪以

来，在动力织机的冲击下，原先的手摇

织机织品也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被

人忽视，苟延残喘。就在那个时候，来

自孟买的时装设计师瓦沙利 沙丹格尔

（Vaishali Shadangule）偶

然发现了这种纺织品，并踏

上了一段复兴之旅。“没有人

在孟买或浦那的市场上见过

这种具有独一无二的织锦图案的面料，

很像巴纳拉西（Banarasi.）。它似乎

已经灭绝了。” 尚达格尔说。经过一

番研究，她在2012来到了古勒德古达村

（Guledgudda），卡纳塔克邦巴加尔科

特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也是坤的

家乡。

古勒德古达村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手工织

布中心，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织机，且

家中人人都参与织布。虽然没有明确的

历史证据表明这种织物的起源，但据民

间传说称其始于公元8世纪恰卢克雅王朝

（Chalukya dynasty）于古勒德古达村掌

权的时期。据说，这个村子里的织工最初

开始编织这种典型的织物是用来搭配伊尔

卡尔纱丽。据说，在宗教节日期间，这些

织物会被折叠成三角形，放在纱丽上，献

这种面料非常轻，很难用手感受到它

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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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莲之美妆印度
时装周（Lotus 
Makeup India 
Fashion Week）
上，一名模特穿
着设计师瓦伊沙
利设计的“比斯
拉（Bisra）”
系列走在T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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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女神。传闻这种织物之所以被称作

卡纳（khana）或坤（khun），正是

源于这种将织物叠成小方块的方式。

自然和神话是了这种织物独特的图案

的灵感来源。

 

不幸的是，随着这些古老的传统慢慢淡

出人们视野，坤也未能逃过同样的宿

命。传统的设计几乎销声匿迹，一代真

正的织工也鸣鼓收兵，而仅存的几个人

也则转向了动力织机。“大约五年前，

我第一次造访这个村庄时，大约有500

台手摇织机，”与几十年前的4000台相

比今不如昔，不可同日而语。。

“我当时在纽约，在休息了很长一段

时间之后，我从美国回到了印度，而

且我意识到这种布料仍然没有被人重

视。每个人都在谈论

昌德里、巴纳拉西、

马赫什瓦里，所以甚

至没有人知道坤。”

设计师解释说。尚达格尔决心要振兴

这种纺织品。因此，她回到了古勒德

古达村。但是，令她沮丧的是，只有

一台织机还能工作。

她迅速投入了工作。尚达格尔修复了

50台织机，还与织工们一起商量出了

一个复兴计划，使之能受到全球大都

市受众的青睐。 “这是一种复杂的织

锦，重量很轻。”尚达格尔说。她还

补充说，她想要表现的是坤的现状。

所以她使用了织工在织布机上织出的

现代色彩。“如果你去到任何一个村

庄，所有人都是很新潮的，他们不会

跟随潮流，而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

所以有绿色和金属色，以及酒红，芥

末色和荧光绿的组合。”她说。

尚达格尔在解释这一呕心沥血的编织

上图：古勒德古达村的
传统染工在装满染料的
大锅里染纱线。

对面（顺时针从左起）
：一位在古勒德古达村
工作的坤织工；手摇织
机的特写镜头。

古勒德古达村的坤织工
在织布机上织布；一
位店主在他位于古勒
德古达村的店里展示
坤纱丽（图片来自：
普里雅·克里希南·
达斯（Priya Krishnan 
Das））

作为一种面料，坤具有巨大的潜力。传统的双色设

计现在已经被重新设计，加入了更多的现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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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时说：“即使是只改变一小块

面料的颜色，织工就得重新手工连

接织机上的四千根纱线，而这一过

程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时间不变，

收入却少了一半，如此的话织工一

天只能赚四百卢比！」

40岁的拉朱（Raju）已织坤达15

年之久，是设计师的织艺大师。他

说，在经济更兴旺的时候，村里

约有5 名织工。“他们主要从事

染色和织布的工作，有负责原材料

和缝纫的专门部门。”而如今，他

说，村里少数仍在经营这门手艺的

家庭仅是处出于对其的热爱，而不

是为了赚钱。“坤是一种如此精美

而巧妙的织艺，只能在这个村子里

生产。这是一种传统，而不仅仅是

一个毫无生气的物体。它会受到气

候、主题、日常生活甚至村庄环境

的影响。”这位曾了解过昌德里和

帕伊塔尼织艺的设计师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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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杜格尔（Shandugle）采用了现在仍然存于古勒德古达

（Guledgudda）村的50台织机，并尽其最大努力将它们保

存下来。

2012年和2014年，尚达格尔在印度

举办的时装秀上展示了两个基于坤

的设计系列。观众的积极反应鼓励

她创作了另一系列更现代的

装，并于2018年在印度最负盛名

的时装盛宴德里的印度时装周上展

出。“我对复兴理念是，保持这种

面料灵魂和功能的完整性，仅稍作

设计以适应当代观众。人们喜欢面

料在皮肤上的舒适感和外表的光泽

感。”在其设计的最新系列中，她

将本土的橙色、绿色和粉红色与古

铜色、金色和灰色搭配，扩大了

传统的配色。今年6月，沙丹格尔

在纽约展示了40件坤系列服装，

并在全球知名的纽约时装周上展出

了一个包含45件成衣的系列，其

中包括连衣裙和夹克。她还计划7

月在印度举办她的第一次印度新娘

时装秀，展出这种精美绝伦的纺织

品。“我只是接受了织工们提供

给我的所有面料，并向他们保证我

每个月会支付给他们一定的报酬。

我提高了面料的质量，现代化了设

计，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村民能

够再次以此为生。”

复兴坤的另一个挑战是，传统的织

机通常很小，仅能满足女衫面料的

要求。沙丹格尔现在正准备制作一

批古勒久达昆织机和更大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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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满足更高商业性和创造性需

求的纱线码数。她还计划将产品多

元化，将坤用于家居用品、家居装

饰等其服装品牌之外的领域。

沙丹格尔说，她的贡献其实微不足

道，而且她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

解这种神奇的织物。她表示，“我

们需要尊重织工的辛勤工作，他们

需要坐在织布机工作无数小时才能

制作出一件可能需要四个月才能完

成的纱丽。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而

不仅仅是一块布料。只有当这份工

作给织工和他的家庭带来金钱和尊

重时，下一代人才会将这一传统发

扬光大。” 她的努力似乎带给了古

勒德古达村的织工们一丝曙光，正

如拉朱（Raju）所总结的那样：“

我喜欢再次坐在织布机前工作。当

我看到用我织的布料做出来的漂亮

衣服在世界各地展示的时候，我感

到非常自豪。它激励着我去拯救织

机和这门传统手艺。我会教我的孩

子如何织坤。

上图: 设计师瓦沙利
沙丹格尔（Vaishali 

Shadangule）在莲之美
妆印度时装周上正式展
示了其设计的着重使用

坤面料的系列。

对页：在莲之美妆印度
时装周（Lotus Makeup 
India Fashion Week）
上，一名模特穿着设计
师瓦伊沙利设计的“
比斯拉（Bisra （被
遗忘的））”系列走

在T台上

普里亚 拉纳（Priya Rana）是一位
著名的时尚作家，曾在印度的主要
出版物中担任主编。拉纳是Outlook 
Splurge的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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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的年轻创新者开发了SEPOY化粪池机器人为人工清粪
问题提供了智能解决方案。

从极客少年到救世主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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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的一组研究人

员即将推出一种有望终结全球范围内人工

清粪操作的产品。

随着印度跨入数字时代，其面临的

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开发全面发展所

需的手段。即使印度已经在基础设

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在技术

批准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可能性。但

是，在过去十年中，印度的年轻一

代对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务的参与

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一最

新趋势的产生是源自于这样一个事

实：到2020年，印度的平均年龄将

达到29岁，劳动力人口达64%，使其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同时，

印度的年轻人也意识到积极参与可

以加快印度发展的进程。

随着可为初创企业提供亟需的推

动力的政府举措以及诸如斯瓦

赫·巴拉特（Swachh Bharat ）

和数字印度倡议 (Digital India 

initiative)之类赞助项目的出现，

印度的青年人已担起国内基础设施

发展的重任。仅在过去的五年中，

印度各地就发起了许多旨在遏制各

种阻碍进步恶习的创新项目。虽然

许多项目是对想法的实际概念化，

可行性和广泛的应用仍然是有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然而。创新的突破

使得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为影响印

度全球形象的一些最

大的问题寻找解决方

案。其中，一个来自

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

院的项目就成功地吸

引了几个致力于根除卫生和人工清

粪的非政府组织的注意。

公益机器人
经过四年的研究，印度理工学院马

德拉斯分校终于想出了一个技术上

可行的独立替代方案，从而消除了

清粪工们将其宝贵的生命置于危

险境地的必要性。负责该项目的学

生和老师一直在尝试研发一个可

以通过同时切碎固化的垃圾并泵出

污秽物来清洗最狭窄的排水系统

的远程管理机器人。“在这种环境

下，如何推进机器人是一项重大挑

SEPOY化粪池机器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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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非破坏性评估中心的普拉布·拉贾

戈帕尔（Prabhu Rajagopal）教授

解释说。三个项目之后，该团队成

功地制作出了一个独立的六鳍推进

器原型，由一名硕士学生斯里坎斯

（Srikanth）开发。

在整个原型开发过程中的主要挑战

之一是其可行性。即使如今已不乏

废物清理和处理的机械化选择，

不过以目前2-5百万卢比之间的成

本来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应用

仍然是一个问题。作为第一步，

该团队开发了一种能够粉碎与均

匀搅拌污质的切割器，然后可使

用真空装置将污泥吸出。从最初的

一个简单的切割刀模型入手，如今

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伞

状切割器。在与致力于维护全国

清粪工权利的组织萨法伊-卡拉姆

哈里-安多兰（Safai Karamchari 

Andolan（SKA））进行密切磋商之

后，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的

这一研究小组即将推出一种产品用

来避免清洁工从事手工清粪这种让

你身心俱疲的工作。SEPOY化粪池机

器人定价于1-3百万印度卢比之间，

是成功、无风险地解决人工清粪问

题的关键。该原型是由精通技术的

学生开发，使用了高速切割机来

割化粪池和排水管道中厚厚的物质

与淤泥。但指导教师们希望能够对

其再做一些修改，大幅降低成本，

以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化粪池的检查和
清理具有重要
的社会意义，这
一过程的机械化
将使参与这一任
务并面临可行方
案严重短缺的数
千名环卫工人受
益。

普拉布·拉贾戈帕尔博士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教授

通过确保sepoy
产品实际上是由
原先的清粪工操
作，我们正在努
力开发一种可以
同时克服社会障
碍技术解决方
案。

迪凡舒·库马尔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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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SEPOY化粪池机器人过程中发

挥了关键作用的学生迪凡舒·库马

尔 （Divanshu Kumar）说，人工

清粪的挑战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技

术性的。他说：“从我们的角度来

说，通过确保sepoy产品实际上是由

原先的清粪工操作，我们既是在全

力研发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同时也

寄希望于克服社会上的障碍。

技能的宝库
当谈到在与基础设施和大范围发展有

关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上进行创

新和提供技术上可靠的解决方案时，

印度正在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这项功劳必须归于印度健全的高等教

育系统，以及全国青年励志于为解决

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找到简单但创

新的解决办法的精神。这些机构，特

别是印度理工学院，重点着眼于现实

世界，以及各个学科基础理论的实

际应用。学生们的作业鼓励“头脑风

暴”，而且学生和教授对项目的可行

性也可自由交流互动。此外，随着印

度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生产中心，学

生迁移在过去十年中也出现了相当大

的下降。

从为每一件可回收垃圾提供清洁饮

用水的机器，到为视障人士提供的

智能手杖技术，再到太阳能冷库，

毕业于不同院校的年轻创新者们

将”更好的印度”这一使命铭记于

心。从十几岁的书呆子到杰出的创

新者，印度的年轻人无疑会为国家

的未来保驾护航。

上图（左至右）：普拉布·拉贾戈帕尔教授（Prabhu 
Rajagopal）和迪凡舒·库马尔 

（Divanshu Kumar）与Sepoy化粪池机器人；迪凡舒·库马
尔 （Divanshu Kumar）和他的团队成员与SEPOY化粪池机

器人

对页：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的学生创造了操作最大数
量的机器人来清洁一个地区的记录。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Vinayak Surya Swami）是
一名驻德里的记者。他拥有

机械工程学位，曾在印度海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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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超所值！  
印度每天产生大约26，000吨塑料垃圾。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阿萨姆邦（Assam）帕莫希

（Pamohi）的一所学校想出了一个独特的主

意。阿克夏（Akshar）基金会学校要求家长用

用过的塑料袋支付孩子的学费。该学校有100

名学生，每个学生都被要求每周至少携带25件

物品。这一创新概念不仅有助于改善环境，而

且帮助当地家庭远离童工的侵害。

印度军队计划使用人工智能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度军队计划借助人工智能（AI）

侦测恐怖组织并追踪机密信息。通过这一技术，陆军还将能够

破译现役战争装备的寿命和工作状态。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从

恐怖分子领导人的讲话中获取关键信息。人工智能技术的研

发任务在国家人工智能工作组提出的十项开发计划下拉开了序

幕。这些项目侧重于图像、文本、语音和预测分析。

勇往直前
随时了解印度国内的积极发展

“夫人，您做了这么
多好事。您帮助过的
人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们这些曾读过您的
善举的人也会永远钦
佩您。上帝保佑您（
原文如此）。”

索尼·拉兹丹
印度女演员

“她的工作很出
色。外交部应该是
上届政府中表现最
好的一个部门。谢
谢您，女士。”

萨纳姆·阿罗拉
推特用户

来自推特的感谢信
印度人在推特上感谢即将离任的外交部

长苏什马·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

这位领导人曾作因其平易近人的作风而广

受大众欢迎，也因其在推特上积极回应需

要帮助的海外同胞而备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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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tep  
Click on “Register 
(new user)” and fill 
required details

05 Step  
Click on “Track 
Grievances Status” link 
to View latest status  
and processing done  
on your grievance.

02 Step  
Click on “Activation” 
link sent in email (or 
oTP sent in SMS to 
indian Mobile holders) 
to activate the account.

03 Step  
Log in to the 
Consular Grievances 
Monitoring System 
(MAdAd). 04 Step  

Click on “Register 
Grievances” link to fill 
details of your grievances.

CONSUlAR GRIEVANCES  
MONITORING SySTEM

mymea.in/madad

MADAD
Because You Are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