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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日

每年共和国日，印度都会在新德里的拉贾

帕举行盛大的阅兵和游行庆祝活动，庆祝

印度宪法的诞生。届时，印度陆军、海军和

空军这三个师将悉数亮相，充分展现其军

事实力。今年出席庆典的首席来宾时巴西

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

地点：新德里

斋浦尔文学节

在这个汇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文学巨匠的活动中，

您对文学的热爱将得到充分满足。从签售会到阅读

会，从研讨会到圆桌讨论，从与作者的互动到音乐之

夜——在这个节日里，每个人都将收获良多。

地点： 拉贾斯坦邦，斋浦尔

2020年1月23日至27日

2020年1月26日

洛希节 

洛希节标志着收获季节的开始，在印度传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印度北

部，尤其是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人们会隆重庆祝这个节日。在节日

期间，当地人会盛装打扮，舞蹈并演奏民间乐器，并举办盛大的宴会。

洛希节的主要仪式之一是篝火晚会，人们会围着篝火一起载歌载舞。

地点：北印度

2020年1月13日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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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8日

马杜赖游船节

马杜赖游船节，又被称为特波茨瓦姆

（Teppothsavam），是泰米尔纳德邦最美

轮美奂的文化庆典之一。从17世纪开始，这

个节日就被用来庆祝每年在泰帕科兰湖周

围的神船之旅。黄昏时分，湖岸会被数千

盏陶灯和装饰用的木筏照亮，然后神祇们

会被盛大的游行队伍迎接回家。

地点： 泰米尔纳德邦，马杜赖

苏拉昆德国际工艺品节

作为对印度民间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庆祝活动，这个一

年一度的节日每次都会选择一个印度州作为“主题州”

和一个国家作为“伙伴国”。在节日期间，人们将通过传

统的舞蹈形式，地道的家乡风味，和精美的手工艺品来

充分展示该州和该国最具特色的艺术、工艺、烹饪、手

工和纺织品。

地点： 哈里亚纳邦，苏拉昆德

2020年2月1日至17日

德干节

一年一度的德干节由海得拉巴旅游局主办。在这个为

期五天的节日里，人们将通过活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精妙绝伦的传统手工艺和令人垂涎欲滴的街头小吃

来突出展示安得拉邦的艺术、工艺和文化。德干节的

一大亮点是其独一无二的艺术表演，充分反映了海得

拉巴丰富的音乐遗产。

地点： 安得拉邦，海得拉巴

 2020年2月25-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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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印度的年轻人总数已达到全球的五分之一，其总人口中有6500万不

到25岁；这就凸显出一个问题，即我们的古老传统对于现代印度人民仍有有

多大的相关性。在本期《印度视角》杂志中，我们将来看看一个拥有5000年

历史的文明是如何理解代代相传的传统和文化的。

在这几个月中，随着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与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马马拉普拉姆(Mamallapuram)举行的第二届印中非正式峰会以

及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进行的第五轮印德政府间磋

商圆满完成，全世界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印度。这两次会议都采用了创新的形

式，是印度在加强全球外交关系方面推陈出新的一个范例。在东亚国家齐聚

曼谷参加第14届东亚峰会之际，我们也前往曼谷，了解我们的东方伙伴关

系将如何影响印度的全球形象。随后，我们将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一起前往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由于印度电影一直与当代的趋势息息相关，有不俗的发展前景，我们也将前

往果阿，参加第50届印度国际电影节。该电影节不仅对印度的电影制作和印

度地方电影的发展极为关注，还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最有价值的电影

作品。然后，我们会采访阿尤希曼·库拉纳(Ayushmann Khurrana)，一位曾

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并重塑了宝莱坞的印度演员。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人文

情怀，旨在连结并突出当下的社会问题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芸芸众生。

无论是传统的练习方法，还是在这个国家最偏远的角落的人们仍自豪地练习

的古老艺术形式，甚至是那些这个国家庆祝其悠久历史的众多传统节日上，

印度文化在21世纪的相关性是不言自明的，这是无可争辩的。印度文学明

星、作家阿米什(Amish)也分享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会前往横贯喜马拉雅山脉的斯皮提地区，亲身体验当地文化的

坚忍不拔之处。在经受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种文化如今已成为兄弟情谊、

多样性和完整性的模范代表。在回程途中，我们会在多个

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停留，欣赏印度在多姿多彩的文化庆

典活动中所展示的多元文化，汇成美图集锦。

拉维什·库马尔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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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左六）在泰国举行的第16届东盟-印度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媒体拍照时享受轻松时刻

过去十年间，印度作出了重大努力，加强与东边邻国的关系。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最近前往泰国参加东亚峰会，前大使阿尼尔·瓦德瓦强调了

此次访问的决定性因素

向东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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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莫迪总理
在访问期间与曼
谷印度社区的儿
童互动

在过去几年中，印度与东南亚

国家联盟（东盟）十个成员国

及其相关框架，如东盟区域论

坛(ARF)、东亚峰会 (EAS)、

东盟国防部长加（ADMM+）的

关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印度

从1996年作为东盟对话伙伴，

到2002年成为峰会级伙伴，再

到2012年成为战略伙伴，在这

一历程中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印度与东盟之间的30多次高

级别对话涉及了诸多领域。此

外，纳伦德拉·莫迪总理还出

席了第16届印度-东盟首脑会

议、第14届东亚峰会和第三届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峰会。

战略关系
在东盟-印度首脑会议（2019

年11月2日至4日）期间，莫

迪总理对印度和东盟之间在印

度-太平洋前景方面的相互协

调表示赞赏。该愿景体现了东

南亚的中心性。他重申，印度

除东盟外，东亚峰会与会国还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大

韩民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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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总理最近访
问泰国期间，在曼
谷的”萨瓦迪·莫
迪”活动前与印度

社区成员互动

愿加强与东盟在海事安全、蓝色

经济、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等领

域的联系。印度将在新德里的印

度理工学院向东盟学生提供1000

份博士奖学金，该学院是全球最

负盛名的技术机构之一。

印度需要与东盟进行更深

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东盟拥有

18.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3.8

万亿美元。目前双边贸易额为

813.3亿美元。2000年4月至

2018年3月，东盟在印度的投资

达到689.1亿美元，2007年至

2015年，印度在东盟的投资达

到366.7亿美元。

第14届东亚峰会也关注了安

全和网络犯罪问题。峰会审视了

合作的未来方向，与会国就区域

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莫迪

总理提出了在印度-太平洋区域

建立安全海洋领域的新倡议，并

提出了加强蓝色经济（可持续利

用海洋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倡

议。除东盟外，东亚峰会与会国

印度自2012年起作为战略层面伙伴，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东

盟国防部长加等不同领域与东盟进行了30多场高级别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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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重申连接印度、

缅甸、泰国的三边公

路的重要性，并表示

印度正在努力按时完

成该项目。

• 在曼谷的”萨瓦斯

迪·莫迪”社区活动

上，莫迪总理为泰鲁

瓦鲁瓦尔的泰米尔语

经典作品《蒂鲁古拉

尔》（Tirukkural）

的泰语翻译版本揭幕

会议期间

顺时针从上部：莫
迪总理访问期间在
曼谷向印度社区发
表讲话；总理会见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
素季；总理会见印
尼总统约科·维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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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迪首相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会晤时重点讨论了即将

举行的印度-日本2+2对话

以及两国领导人12月的年度

峰会。 

• 越南总理阮春福和总理莫迪

谈及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

及他们支持《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海洋法公约》）

的承诺。

•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

森和莫迪总理重申他们致力

于建立一个透明、自由、开

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

•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莫

迪总理谈及两国间的航空连

接，以及印度计划于2019年

11月底在缅甸仰光为CMLV国

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

越南）举办一次商务活动。

• 莫迪总理与印度尼西亚总理

维多多的会晤集中讨论了双

边贸易问题，并强调需要让

印度商品更多地进入印尼

市场。 

• 莫迪总理在与泰国总理巴育

会晤时强调了加强互联互

通，包括实体联系和数字

联系。

双边
伙伴关系

11月，莫迪总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亚峰会期间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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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尔·瓦德瓦大使(Anil Wadhwa) 曾在
外交部担任秘书。并曾担任印度驻波兰、
阿曼、泰国和意大利大使。他还曾被派往

印度驻香港、中国和瑞士的使团，并曾在海牙的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工作。 

还包括印度、中国、日本、大

韩民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美国和俄罗斯。

坚定立场
访问期间，总理还参加了第三

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峰

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

东盟十个成员国及其六个伙伴

（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

本、韩国、新西兰）有意拟定

的自由贸易协定。然而，在11

月4日，16个与会国发表声明，

表示其中15个国家已完成文本

谈判，并将于2020年着手签署

协议。经过七年的长期谈判，

重大问题仍未解决，印度代表

团发表了最后声明，指出其参

与”将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

够圆满地解决”。该区域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占全球商

业的近4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如果第三大经济体印度也

纳入该自由贸易区，它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草案没有充分反映关系的基本精神
和商定的指导原则，印度的未解决问题和关 也没有得到令人
满意的处理，但印度一直以来积极、有建设性并且有意义地参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11月在曼谷举
行的第14届东
亚峰会各国元

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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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奈会晤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和中国国家主席在马马拉普拉姆一座雕刻精美的城墙面前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马拉普拉姆举行的第
二次印中非正式峰会关注缩小贸易逆差、建立互信。这标志着两个邻

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马尼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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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莫迪总理在峰会闭幕当天向中国国家主席赠送
了一条手工丝绸大披肩。披肩以红色丝绸作为背景，
其上有凸起的图案，是习近平主席在身着金丝秀服装
的形象，由科因巴托一家机构的编织者制作。

上图：作为回报，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件瓷器，其上
有莫迪总理的形象

在泰米尔纳德邦金奈市郊的海
滨寺庙小镇马马拉普拉姆，在
7世纪岩石切割纪念碑和雕塑
的映衬下，印度和中国的领导
人喝着椰子水，分享了他们对
印中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希望，
包括合作共赢，加强互信，进
一步理解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愿
望。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与中
国国家主席一道参观了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马哈巴利
普拉姆纪念碑组，然后在风景
秀丽的海岸寺举行了盛大的非
正式晚宴。整个过程反映了纳
伦德拉·莫迪总理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
焕然一新的友好关系。

新梦想
2019年10月11日，即第
二次非正式峰会的第一

天，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进
行了数小时的对话，分享了对
国家发展和复兴的愿景。对话
关注莫迪总理提出的2022年新
印度计划（以纪念印度独立75
周年），以及习近平的中国梦
如何为这两个亚洲邻国开辟广
泛合作的新途径。两国领导人
的这次非正式会谈为10月12日
广泛的代表团级别会谈拉开了
序幕。 

为期两天的金奈会晤达到
高潮，其间重申了武汉精神
（2018年4月在中国武汉举行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峰会期间一同造访俯瞰孟加拉湾的遗

址，友好氛围达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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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图：两位领导人在
一次文化表演结束
后与当地艺术家合

影留念

上图：两人还参观了
在科瓦拉姆的一个度
假胜地举办的泰米尔
纳德邦手工布艺和其
他手工工艺品展览

的首届印中非正式峰会），
即”谨慎管控分歧”，扩大
包括经济、战略、文化等领
域的合作。

缩小贸易逆差
峰会的主要收获是决定建立
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以缩
小贸易逆差，促进货物、服

务、投资方面的贸易。印度
财政部长尼玛拉•西塔拉曼
和中国副总理胡春华将管控
机制的设立和执行。如果中
国兑现向印度制药和IT服务
开放市场的承诺，该机制可
能将改变印中经济关系的规
则。这一机制将帮助印度减
少500多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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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使印度企业能够更多地进
入中国市场。

战略互信
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另一
个重要成果是深化和巩固战略
沟通，以避免两国在核心利益
问题上的不信任。 为此，双方
同意加强安全和对军合作。

从长远看，这两个亚洲大国
也将通过扩大在一系列跨领域
问题的合作来加强全球伙伴关
系，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问题。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两国决定”共同努力，制
定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开放、包
容的贸易安排”。 

文化连接
武汉峰会建立了印中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在此基础之上，
金奈峰会提供了新的动力，将
人民定位为这一新兴伙伴关系
的核心。两位领导人一致认
为，公众舆论应被集中起来以
扩展双边关系。在此，双方决

两位领导人在“克里什纳的
黄油球”（Lord Krishna’s 
Butterball）这块栖息在山坡
上的壮观的花岗岩巨石下

峰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深化和巩固战略沟通，避免两国在

核心利益问题上出现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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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各自的国家分别举行35
场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
年。印度外交部声明：”两
国领导人决定将2020年定为
印中文化与民间交流年，并
商定以2020年印中建交70周
年为契机深化各层次交流”
。 

前方之路
展望未来，第二次印中非正
式峰会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
直接互动为推动印中关系更
上一层楼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习近平强调，非正式峰
会将继续举行，并邀请莫迪
总理明年访华，出席第三次
非正式峰会。 

第二次非正式峰会标志着
印中关系进入新阶段。尽管

这两个亚洲大国将继续在贸
易和战略问题上推行各自的
计划，可能偶尔出现冲突，
但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武
汉共识》和《金奈会晤》中
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将确保
重点放在合作领域，而非竞
争与冲突。 

展望未来，两国领导人为
扩大合作制定了宏大的相互
支持计划，但《武汉共识》
和《金奈会晤》成功的关键
是两国进一步理解彼此的核
心关切与利益。

马尼什·钱是《印度与世界》
（India and the World）杂志
和印度写作网（India Writes 
Network）的主编，该网络是一
个专注于全球事务的门户网站

莫迪总理和习近平
主席在莫林纳普拉
姆的潘查拉塔（五
辆战车）雕塑群进
行了安静的交谈。

• 两位领导人都

认为加强对话

以促进两国人

民之间的文化

了解十分重

要。

• 双方一致认

为，可以共同

努力，增进对

世界其它地区

不同文化和文

明之间的了

解。

• 双方还讨论了

一些悬而未决

的议题，包括

边境问题。

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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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伦德拉·莫
迪总理（右）
在利雅得会见
沙特国王萨勒
曼·本·阿卜
杜勒-阿齐兹·
沙特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为期两天（10月29日至30
日）的正式访问，与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和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就双边合作

和投资机会进行了讨论

互信关系

加强与中东关系的基础几十年前就已
奠定。在过去几年间，基于该框架，
印度得以重点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王
国、伊朗、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等国家的战略和外交关系。

印度总理访问这些国家时，几乎
每次都会被授予一些最高文职奖项。
在上次2016 年 4 月的访问中，莫
迪总理被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
奖。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最高文职
荣誉，由现任国王萨勒曼·本·阿卜

杜勒-阿齐兹·沙特授予。颁奖仪式
在皇家宫廷举行，体现了两国外交关
系的积极动向。

需要指出，自2014年以来，纳伦
德拉·莫迪总理访问了8个西亚国
家，此后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有了与
其对应的增加。2010年，印度和沙特
阿拉伯签署了《利雅得宣言》，标志
着在该方向取得的显著进展。在最近
的访问中，莫迪总理在第三次未来
投资倡议，即”沙漠达沃斯”会议

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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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了讲话，沙特阿拉伯王
国也在吸引技术和投资，以实
现21世纪经济多样化。在萨勒
曼国王于2019年2月访问印度
期间，沙特阿拉伯宣布有意在
印度基础设施、能源以及矿业
领域进行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
资。除了IT、制药、医疗保健
行业外，印度公司正在探索，
以期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的石油
上下游产业当中。双方在国防
领域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加强军事采购、生产研发、技
术领域的合作。另据报道，未
来投资倡议会议期间还签署了
价值150亿美元的B2B协议。关
于RuPay卡付款的谅解备忘录
将惠及多达260万印度侨民和

朝圣者。此外，还成
立了由莫迪总理和穆
罕默德·本·萨勒曼
领导的战略伙伴关系
委员会，以确保及时

莫迪总理在利雅得的未来投资倡议论坛上发表主旨演

讲，谈及5万亿美元的经济目标

上图：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在利雅得会见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

下图：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莫迪总理还在利雅得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本·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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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纳伦德拉·莫
迪首相和沙特阿拉伯
王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本·阿卜
杜勒-阿齐兹·沙特
签署战略伙伴关系理

事会协定

下图：莫迪总理会见
沙特阿拉伯环境、水
源及农业部部长阿卜
杜勒拉赫曼·本·阿
卜杜勒穆森·法德利

执行已商定以及前瞻性项目，并消
除瓶颈。  

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角度看来，
印度总理的访问也至关重要，因为
该阿拉伯大国一直在推动大规模多
元化运动，旨在将其以石油为主的
经济扩展到制造业、技术行业、旅
游业。最近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
旅游及娱乐业的限制，为随后在纳
伦德拉·莫迪总理访问期间，两国
签署的历史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奠
定了基调。沙特能源部和印度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部签署了可再生能
源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
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的开
端。印度石油进口有17%来自沙特
阿拉伯。由于对伊朗的制裁，沙特
阿拉伯已迅速采取行动，填补印度
石油进口的空白，成为印度战略石
油储备的第二来源，储量约为650
万吨。

莫迪总理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
预示着与该国建立一种新的多样化
而且更包容的伙伴关系。本届政府
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强与沙特阿拉伯
的关系。多年来，两国之间的外交
伙伴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是
在国防、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
如此。 两国领导人将在2020年利
雅得G20峰会进行下一次会晤。

阿尼尔·瓦德瓦大使(Anil Wadhwa) 曾在外
交部担任秘书。并曾担任印度驻波兰、阿
曼、泰国和意大利大使。他还曾被派往印度

驻香港、中国和瑞士的使团，并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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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前
排右四）和德国总理安
格拉·默克尔（于莫迪右
方），以及在新德里举行
第五届政府间磋商的代表
团成员。外交部长苏杰生
（前排右二）和德国前任
大臣海科·马斯（前排右
三）同为代表团成员。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近期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进行
政府间磋商。前大使蜜拉·尚卡尔总结了本次访问所达成的重要里程碑。

战略伙伴关系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于
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访
问印度，进行了第五轮政府间
磋商。这是由印度纳伦德拉·
莫迪总理和默克尔总理所采用
的一种独特形式，以“整个政
府”的方式将双方主要部长召
集在一起。 
印度正努力推动经济增长，

扩大制造业，并为数百万进入

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
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视德
国这一制造业强国为天生的合
作伙伴。德国公司可以利用印
度在IT领域的高新技术人才和
实力来提升竞争力。在当今以
加剧的战略和经济紧张局势为
特点的两极分化世界，印度认
为其与德国和欧洲的伙伴关系
正在起着稳定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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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德国总理安格
拉·默克尔与总理莫
迪在拉什特拉帕蒂·
巴万 

右下：议长在拉贾特
获得一个纪念品——
夏尔卡模型。

德国一直致力于协助印度提升能源

效率，并已成为多个发展项目的战

略合作伙伴。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
体，德国在欧洲事务中
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在
政治层面，德国在默克
尔的带领下发展十分稳
定。德国认为其与印度的
战略伙伴关系具有价值——印
度既是一个市场不断发展的经
济伙伴，又是一个在应对全球
挑战、支持全球规则稳定运行
上具有话语权的国家。德国是
印度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印度企业第二大技术合作
来源。约有1,800家德国企业
活跃于印度。在访问期间，建
立经济协同作用是莫迪总理与
默克尔总理的讨论重点。尽管
未承诺就陷入僵局的《印度与
欧盟贸易和投资条约》恢复谈

判，但双方都同意为此议题付
出更多努力。 
两位总理的重点关注领域之

一是通过创新和前沿技术共同
推动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人工
智能（AI）。健康、机动性、
环境和农业被确认为在人工智
能方面建立协同作用的重点领
域。此外，会议决定了一项商
业举措——设立数字专家小组
为未来的政策举措提出建议。
同时，两国同意了促进初创企
业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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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印度和德国都致力于推动从

化石燃料过渡至可持续能源的
进程。德国一直是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先驱。莫迪总理宣布于
2022年前将可再生能源新目标
定为1750亿瓦，并设定提高至
4500亿瓦的新目标。由于可
再生能源的间歇特性以及对具

右侧：德国总理会
见印度总统拉姆·

纳特·科温德

下方：莫迪总理和
默克尔总理在新德
里见证了协议交换

另一个实质性的讨论领域为
气候变化的相关合作。作为向
印度提供发展援助的第二大提
供国，德国始终以提高能源效
率和再生能源为重点。德国同
意出资1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支
持绿色出行基础设施，并加强
公共机构能力，为印度城市提
供可持续、可兼容和智能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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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本效益的存储解决方案的
需求，挑战依然存在。两国同
意在加强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
作，促进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
电网整合，推动大规模存储解
决方案。 
会议敲定了两国国防部长后

续将进行定期对话，且两国于
今年前期签署了《双边国防合
作实施安排》。双方希望以此
推动彼此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合
作。印度和德国对彼此国家担
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表示

支持，并强调必须对安理
会进行有效改革。德国还
表示支持印度成为核能供
应国集团的成员。 

印度和德国已表示有意在未
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尽管执
行两位领导人制定的雄图伟略
可能具有一定挑战性，但通过
不断和密切的合作，目标实现
可期。

蜜拉·尚卡尔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
担任印度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并于
2005年至2009年担任印度驻德国大使。
她于1973年加入印度外交部，带领两

个重要部门，负责处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
的相关事务。 

莫迪总理和默克
尔总理在新德里
前官邸举行会议

前夕 

加强经济协同作用是莫迪总理和默克

尔总理会面的讨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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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简报

菲律宾之行（10月17日-21日） 
印度一直与菲律宾保持着友好的国际关系，2019年

10月17日至21日，拉姆·纳特·科温德总统出访菲

律宾。这是自2006年阿卜杜尔·卡拉姆访问之后印

度总统首次访问菲律宾，进一步推动了与其东部邻

国之间的高层接触。菲律宾一直是印度在东盟的

战略伙伴，贸易总收入为23亿美元（其中17亿美元

来自印度出口）。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两国特别注

重互补性发展，如菲律宾的“大建特建”（Build-

Build-Build）项目和印度制造运动。访问期间，印

度总统还在印度-东盟和印度-菲律宾工商会议上作

了主旨发言。

日本之行（10月21日-23日）
拉姆·纳特·科温德总统于10月21日

抵达东京，出席日本皇太子德仁的

即位礼正殿之仪。拉马斯瓦米·文卡

塔拉曼总统于1990年访问日本，出席

了明仁天皇的即位典礼。明仁天皇于

2019年4月退位。此次访问期间，科

温德总统参观了筑地红万寺，并在该

地种下了一棵标志性的菩提树苗。出

席典礼后，总统还向在日本的印度社

区发表讲话，向他们致以最美好的祝

愿。

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 
出访菲律宾和日本

（上图）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与菲
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右图）拉姆·纳特·科温德总统抵达日本
东京羽田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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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之行（10月10日-12日）
在对科摩罗联盟的首次高层访问中，副总统文卡亚·

奈杜于10月10日抵达首都莫罗尼，开始了为期3天的

访问。他出席了迎接典礼，受到科摩罗联盟主席阿扎

利·阿苏马尼（Azali Assoumani）及其内阁成员欢

迎。在双边会议和代表团会议上，印度副总统强调了

向该岛国提供的发展资助，以及需要建立更牢固的战

略纽带，以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外交伙伴关系 。

阿塞拜疆之行（10月25
日-26日）
副总统奈杜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

第18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今

年的主题是“坚持万隆原则，确

保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作出协调

一致和适当的反应”。他于10月

24日抵达阿塞拜疆巴库，向印度

侨民发表讲话。然后于10月25日

至26日在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全

体会议上发表印度国家声明。印

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国之

一。该会议是规模仅次于联合国

的世界领导人会议，印度在峰会

上的立场受到广泛尊重。

印度副总统文卡亚·奈杜（Venkaiah Naidu）出访科摩罗、 
塞拉利昂、阿塞拜疆

塞拉利昂议会副领袖马修·萨赫尔·努马会见
副总统奈杜

（左图）科摩罗总统阿扎利·阿苏马尼在莫
罗尼授予印度副总统文卡亚·奈杜“绿色新
月勋章”，这是科摩罗的最高平民荣誉  

（下图）副总统奈杜在巴库会见阿塞拜疆总
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

塞拉利昂之行（10月12日-14
日）
10月12日，副总统文卡亚·奈杜抵

达塞拉利昂弗里敦，开始他此行的

第二站。这是印度非洲外联政策

（Africa Outreach policy）的一

部分，该政策旨在加强与非洲国家

在更多领域间的外交接触。在为

期三天的访问中，副总统会见了塞

拉利昂总统朱利叶斯·马达·比奥

（Julius Maada Wonie Bio），以

及议会议长阿巴斯·切尔诺·本

杜（Abass Chernor Bundu）和外

交部长纳贝埃拉·法里达·图尼亚

（Nabeela Farida Tu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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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杰生博士还于12月访问了意大利、美国、加拿大、伊朗和阿曼

荷兰之行（11月9日-11日）
在访问期间，苏杰生外长会见了荷
兰外交大臣斯特夫·布洛克（Stef 
Blok），双方讨论了区域和全球互

利战略。

塞尔维亚之行（11月7日-9日）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
塞尔维亚国民议会议长马亚·戈伊科
维奇（Maja Gojkovic）。外长就进一
步加强议会合作、促进两国防务关系

举行了会谈。

法国之行（11月11-12日）
苏杰生外长在访问巴黎期间会见
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并在巴黎和
平论坛上就数字化警醒度和治理的

优势发表了讲话。

意大利之行（12月6日-8日
苏杰生外长于12月6日至8日出访意
大利，在罗马参加了由意大利外交
与国际合作部主办的第五届地中海
对话论坛。苏杰生在地中海对话论
坛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就印度主题进
行了发言，强调了印度在该地区的
利益。外长还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朱
塞佩·孔戴（Giuseppe Conte），

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的问题。
美国之行（12月18日-19日）
苏杰生外长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
特·辛格（Rajnath Singh）共同
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两位政要
于12月18日抵达华盛顿，参加第
二次“2+2”部长级对话。美国国
务卿迈克尔·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和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Mark T Esper）共同接待了印度外
长和国防部长。双方同意深化在全球
威胁、恐怖主义、救灾、推进海上安
全等领域相关事项的合作关系。

右图：苏杰生外长和
国防部长拉杰纳特·
辛格，美国国务卿迈
克尔·蓬佩奥和美
国国防部长马克·

埃斯珀

下图：苏杰生外
长与意大利总理
朱塞佩·孔戴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于11月出访塞尔维亚、 
荷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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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之行（12月20日-21日）
苏杰生外长于12月20日出访
加拿大，访问为期两天。印度
外长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
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举行了会谈。两位政
要在会谈中讨论了国际恐怖主义与
安全的相关问题。他还会见了加拿
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和贸易部长伍凤仪（Mary 
Ng），讨论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
途径。

阿曼之行（12月23日-25日）
苏杰生外长于12月23日到达马斯喀
特，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印
度外长自2019年5月上任以来首次
访问阿曼，重点是加强与海湾地区
的接触，并加强与阿曼在海运领域
的合作。印度外长和阿曼苏丹国外
交部长优素福·本·阿拉维·本·
阿卜杜拉（Yousuf bin Alawi bin 
Abdullah）一道重申，他们共同关心
海湾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伊朗之行（12月22日-23日）
12月22日至23日，苏杰生外长访问了
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
共同主持了第19次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
会议。双方讨论了沙希德贝赫什蒂港的
建设进展，以及加快完成查巴哈尔港的
建设（前者将是其一个组成部分）。这
两个海港都有可能成为印度次大陆、伊
朗、阿富汗、中亚与欧洲之间的门户。

左图：苏杰生外长在加拿大
多伦多会见加拿大贸易部
长伍凤仪

苏杰生外长会见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

苏杰生外长会见阿曼苏丹国外交部长优素福·本·阿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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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修行者练习禅修 
（冥想）已有数千年历
史。果阿，一位瑜伽
修行者在夕阳下冥想
的剪影

拉吉夫·拉斯托吉博士

瑜伽让印度在世界养生圣地排行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来自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好者们想要更多地了解这门
古老的科学。以下是一些在印度国内提供瑜伽练习的传
统机构和研究设施

瑜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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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与其他瑜
伽练习者参加了
在新德里举行的
大型瑜伽活动，
以纪念国际瑜伽

日。

瑜伽是一种源自于古印度的整
体健康科学，是印度六大哲学之
一。近年来，瑜伽因其在预防疾
病、促进健康和养生保健方面
的优势而在国际上广受欢迎。
由于修行瑜伽对身体的种种益
处，如增强柔韧性、缓解压力和
提高整体健康等等，举国上下
的人们对瑜伽的兴趣正日益兴
起，甚至在年轻一代中也是如

此。成千上万的瑜伽爱好者从世
界各地前往印度，来深入并学习
了解这门从吠陀的禅修或冥想
演变而来的古老科学。虽然在
印度国内外有许多提供瑜伽练
习、教学或研究的机构，但也有
一些机构表现尤其出彩，值得
特别提及。他们不仅保留了瑜伽
的传统，还将瑜伽的哲学与现
代生活联系起来。

从克什米尔到根尼亚古马里，从佟戈到德瓦尔卡，作为一种古老的

意识形态，瑜伽这种精神科学一直是被人们怀着巨大的的信仰来修

行的。在印度，瑜伽不仅是一种体育锻炼，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  30  |

瑜伽

印度视角 |  30  | 

斯瓦米·尼兰詹（Swami 
Niranjan，中）与来自
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
其他斯瓦米在红树林
道场（澳大利亚）散
步。斯瓦米·尼兰贾
纳南达·萨拉斯瓦蒂

（Swami Niranjanananda 
Saraswati）是比哈尔瑜

伽学校的校长

东部和东北部

利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加
尔各答(西孟加拉邦)：斯
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在1897年建立
了该传教会。该教会在印度的
保健、救灾、农村管理、部落
福利、小学和高等教育以及
文化发展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
作。

比哈尔瑜伽学校，芒格（比
哈尔邦）:由斯瓦米·萨蒂亚
南达·萨拉斯瓦蒂（Swami 
Satyananda Saraswati）于

1963年建立，旨在推广瑜伽和
印度文化。比哈尔瑜伽学校是
当今最著名的瑜伽研究中心之
一。它开设了健康管理课程、
三律培训课程、高级瑜伽修持
课程，并提供阿什拉姆式（返
璞归真）的生活方式。

乌玛查尔瑜伽研究所，古瓦
哈蒂（阿萨姆）：由斯瓦米·
希瓦南达·萨拉斯瓦蒂·马
哈拉吉（Swami Shivananda 
Saraswati Maharaj）于1929
年创建。该机构一直致力于在
瑜伽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在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纳
(Ramakrishna)教会，每天早上
都有瑜伽练习，而且教会还为
瑜伽爱好者开设了短期课程(大
多为3-6个月)

禅修的生活方式和瑜伽萨桑周
是比哈尔邦瑜伽学校（Bihar 
School of Yoga）的几大特色。
此外，学校还设有学术课程。芒格
距离巴特那州首府约190公里，

一些隶属于乌玛查尔瑜伽研究
所的机构可提供瑜伽文凭课
程，深受当地居民和国际学生
的欢迎



日落时分，在
瓦尔卡拉海
滩上指导瑜
伽课的老师
（Aach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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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

拉马马尼艾扬格纪念瑜伽学
院，浦那（马哈拉施特拉
邦）：该学院于1975年由瑜
伽大师艾扬格（Iyengar）创
立，被认为是艾扬格风格瑜
伽的发源地。学院设有瑜伽
课程，获得艾扬格认证的瑜
伽教师已在世界各地教授并
普及瑜伽。  

桑塔克鲁兹瑜伽学院，孟
买（马哈拉施特拉邦）：印
度最古老的瑜伽中心，由
什里·约根德拉吉（Shri 
Yogendraji）于1918年创
建，旨在传播瑜伽的理念。

该学院为学习者和培训者开
设了多门瑜伽课程，并且得
到印度政府阿尤什部的认
可。所有课程都以印地语和
英语授课。

库瓦拉亚南达，洛纳维
拉，浦那（马哈拉施特
拉邦）：该研究所由斯瓦
米·库瓦拉亚南达（Swami 
Kuvalayananda）于1924年创
建，致力于用科学的理解和方
法将瑜伽传统与现代科学相结
合。研究所包括一个受政府认
可的瑜伽学院，提供短期和长
期的文凭和学位课程。学院还
提供教师进修课程。

艾扬格纪念学院开设了
短期和长期课程。其瑜
伽教师培训班也非常受
大众欢迎。浦那离州首
府孟买约150公里。
bksiyengar.com

圣塔克鲁斯（Santacruz）
的瑜伽学院除了为大众提
供常规理疗课程外，还为
瑜伽教师提供培训课程
theyogainstitute.org

洛纳夫拉（Lonavla）
的凯瓦尔雅德哈马
（Kaivalyadhama）
会定期为大众举办瑜
伽课程 
 kdh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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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室利阿罗宾多道场，普度治
里(泰米尔纳德邦)：由自
由战士、哲学家、瑜伽士、
古鲁和诗人室利阿罗宾多于
1926年建立，为奥罗维尔的
居民定期举办瑜伽课程；道
场内包含一个名为奥罗莫德
（Auromode）的瑜伽练习中
心，提供各种形式的瑜伽课
程。 

北部

帕坦加利瑜伽馆，哈里德
瓦（北方邦）：帕坦加利
瑜伽馆是印度最大的瑜伽
馆之一，由巴巴拉姆德夫
（Baba Ramdev）于2006年
创立。该研究所以马哈里
希·帕坦贾利（Maharishi 
Patanjali）命名，专注于
瑜伽和印度吠陀领域的实
践和研究。

国际瑜伽教育和研究中
心，普杜切里: 斯瓦米·

吉塔南达·吉里（Swami 
Gitananda Giri）于1967年
创建了该中心。该中心定期
举办瑜伽教师培训课程，并
在世界各地设有附属中心。  

icyer.com

内观瑜伽研究所，伊加
特普里（马哈拉施特

拉）: 内观瑜伽研究所成
立于1985年，由古恩卡（Sn 
Goenka）创立，是世界上最
大的内观修行中心之一，
全年提供为期10天的冥想
课程。该研究所还包括一
个长期课程中心（Dhamma 

Tapovana），提供长期高级
课程。  

vridhamma.org

辨喜瑜伽大学，班加罗
尔（卡纳塔克邦）: E该
学院成立于2002年，由纳根
德拉（HR Nagendra）博士
创建，是世界领先的瑜伽研
究机构。成立该学院的目的
是了解和记录瑜伽修行背
后的科学依据。该学院的
前身为25年前创立的VK瑜
伽（VK Yogas），起初为
瑜伽疗法研究健康之家（ 
Arogyadhama），现在则是
一所公认的瑜伽大学，提供
瑜伽、灵修和医学方面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课程。  
svyasa.edu.in

莫拉吉德赛国家瑜伽学
院，新德里： 该学院由印
度阿尤什省于1970年建立，
是印度最著名的瑜伽教育和
研究中心之一。该学院旨在
推广瑜伽哲学，并提供关于
该主题的培训和高级研究。
它提供基础、高级课程，并
提供瑜伽教育文凭和学位。  

yogamdniy.nic.in

传授智慧

“瑜伽”这个词的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的

《奥义书》中，与其现代的意思相近

位于奥罗维尔的禅修中心的一景。普度治里是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的
住所，现在是室利阿罗频多道场（Sri Aurobindo Ashram）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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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纳曼德里道场（北方
邦）：斯瓦米·拉玛（Swami 
Rama）于1966年建立了桑德
纳曼德里道场和喜马拉雅国
际瑜伽科学与哲学研究所。
他曾在喜马拉雅山上的石窟
寺接受过传统的训练，主要
教授奥义书和佛经，还学习
过西藏哲学。

神圣生活协会（希瓦南达道
场），瑞诗凯诗（北方邦）：
协会由医学生斯瓦米·希瓦
南达（Swami Shivananda）
于1936年创立。当时，他在
斯瓦米·维什瓦南达·萨拉
斯瓦蒂（Swami Vishwananda 
Saraswati）的指导下加入了
三律修行会。斯瓦米·希瓦
南创建了神圣生命协会和瑜
伽吠檀多学院。

克里希纳马查里亚瑜伽修行
所，钦奈（泰米尔纳德邦）:
这是1976年由德西卡查尔
（TKV Desikachar）以印度
瑜伽教师、阿育吠陀治疗师
和学者克里希纳马查里亚（T 
Krishnamacharya）的名义建立
的。该研究所将瑜伽作为一门整
体科学进行宣传。
在过去的十年里，瑜伽已经从每
周一次的锻炼变成了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所有这些瑜伽学院都
在努力提供精心设计的课程，以
激发各个年龄阶段学生的兴趣。

拉斯托吉博士是德里阿尤什省下属的
中央瑜伽和自然疗法研究委员会的

副主任。他撰写了几本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如《
拜日式（Surya Namaskar）》和《健康生活的食物
原则》。

帕坦加利瑜伽学院（Patanjali 
Yogpeeth）提供瑜伽和阿育吠

陀的研究生课程。
divyayoga.com

桑德纳曼德里道场（Sandhna 
Mandrir Trust）提供短期和长
期静修，其为期5天的瑜伽静修

非常受人们欢迎。 
sadhanamandir.org 

神圣生命协会每天上午和下午
都会进行瑜伽练习，还会就瑜伽

举行讨论。 
sivanandaonline.org

位于印度金奈的瑜珈曼迪拉姆
(Yoga Mandiram)为成人和儿童
提供定制的瑜伽干预疗法，还开

展了若干教师培训项目。
kym.org

内观国际学院
（Vipassana 

International 
Academy），又称
法知利（Dhamma 

giri），是位于马哈
拉施特拉邦纳西克市
（Nasik）伊加特普
里（Igatpuri）的内
观禅修中心，是印度
第一所内观禅修中
心，由古恩卡（Sn 
Goenka）在伊加特
普里（Igatpuri）
设立，以传授禅修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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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什是印度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深入研究神话，从中寻
找灵感，其所著的《湿婆三部曲》是印度出版史上销售最快
的系列图书。在这篇他为印度视角撰写的专稿中，阿米什将
与读者深入探讨古代印度文学的当代意义。

现存古代文化
的稀有性

什么是真理？《世俗奥义
书》（Mundaka Upanishad）
说，“Satyameva Jayate”
。真理至上。谁会不同意
这个观点呢？正如古人所
言，“Nissandeha”，毫无疑
问。但什么是真理？是我的真
理还是你的真理？有普遍真理
这种东西吗？真理的对立面是
虚假吗？真理与事实有关吗？
与可验证的数据有关吗？或
者，真理可以被创造吗？是意
图的真相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悠
久的历史让我们可以通过回顾

像《罗摩衍那》和《摩
诃婆罗多》这样的古印
度史诗不仅通过创造性
的演绎，而且通过标志
性的雕像而永垂不朽，
如在北阿坎德邦瑞诗凯
诗（Rishikesh）特林韦
尼塔（Trinveni Ghat）

的克里希纳神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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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本的《摩
诃婆罗多》和《
罗摩衍那》融合
了正义、爱和慈
悲等原始价值

观，并以3D成像
和先进的灯光和
音响系统等当代
元素对其进行展
示，例如，这一
幕来自于一部有
关克利希纳神生

平的戏剧。

祖先的思想形成一种复杂的理
解。这些古老的故事就像是一
种邀请，让我们参与到寻找答
案的过程中去，而这些答案将
永远是当前的和相关的，因为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
生活和我们在其中的角色。这
就是为什么它们在我们的集体
想象中仍然充满活力的原因。

想想其他古代文明的现状。
托尔（日耳曼神）已被驱
逐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太阳神拉只出现在埃及的
历史中，而宙斯则被埋藏
在奥林匹斯山的大雪里。
但是，罗摩神的故事至今

仍在印度广为流传，克里希
纳神的雕像在印度街头随处可
见，而伟大的湿婆神，从未停
止过在他在我们心中的舞蹈。
无论多么繁忙，许多印度家庭
仍保留着吟唱罗摩功行录的传
统（Akhand Ramayan），而印
度人也从不厌倦于剖析《摩诃
婆罗多》中那些令人困惑的人
物。

我们的男神和女神的故事不断发

展，保留了过去的精华，但也增加

了全新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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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多数古文明都已
失去其文化内核，徒留浮空
的表面，而在印度，我们却
一直被这些依旧鲜活的千年
记忆所吸引，让它继续指引
我们日常生活？简单地说，
为什么我们是少数几个仍然
存在的古代文化之一?

肤浅片面的分析可能表

明，与希腊和埃及等其他古
代文明相比，我们的文化和
故事更为丰富。但这种傲慢
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我
们的故事妙趣横生，令人兴
趣盎然。但希腊神话中的宙
斯和其他诸神也是如此；从
它们的角度上来说，这些故
事同样宏伟而深刻。挥舞着
锤子的雷神是挪威神话中最
广为人知的一个神明 (有些
人认为英语中星期四的词根
实际上来源于雷神的名字)。
为什么这些强大的神灵会隐
姓埋名于历史长河中?

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
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相关
性。但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
在印度发生呢？在我看来，
这要归功于我们对神话进行
现代化和本地化的天赋。
让我用我们最受欢迎的史

上图：古老的拉米拉(《罗摩
衍那》(Ramayana)的戏剧再
现)的当代作品在印度很常
见，这让这些史诗得以流传

下图：约提萨的圣池，是哈里
亚纳库鲁克谢特拉最受尊敬的
圣地之一，克里希纳神曾在那
里向阿诸那讲道，每年仍有成

千上万的信徒涌向这里



 |  37  | 

 上图：宝莱坞演
员阿米塔布·巴
赫昌（Amitabh 

Bachchan）与作家
阿米什·特里帕西

（Amish Tripathi）
在其新书成功发布的

庆功宴上。

下图：泰米尔纳德
邦马马拉普拉姆

（Mamallapuram）的
大型岩石浮雕，展示
了阿诸那（Arjuna）
的忏悔。马哈巴利普
拉姆（马马拉普拉

姆）仍然是该邦的主
要旅游景点之一

这些古老的故事，这些史

诗，都是一种邀请，让我们

参与到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去，而这些答案将永远是当

前的和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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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一幅18世纪晚期的画
作，描绘了罗摩神、西塔夫
人和拉克什马纳神在巴拉德
瓦隐居处的情景。

下图：卡纳塔克邦贝
卢尔陈纳克什瓦拉神
庙（Chennakeshwara 
temple）天花板上的古代壁
画，描绘了罗摩衍那和摩诃
婆罗多中的场景

诗之一《罗摩衍那》来说明
我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
一部电视连续剧将罗摩神的
故事现代化，使之适合我们
这个时代。该连续剧主要是
基于16世纪圣人图尔西达斯
（Tulsidas）的《罗摩功行
录》（Ramcharitmanas）。
但图尔西达斯吉本人对原来
的《罗摩衍那》作了重大修
改，从而使罗摩王生活的那个
时代的故事更加现代化。来自
南方的《罗摩衍那》（Kamba 
Ramayana）则将史诗本土化，
使其更贴近12世纪的历史背
景。《罗摩衍那》在亚洲可能
有数百种版本。虽然其核心思
想始终未变，但其文字和叙事
都已经过调整，以适应变化的
时代。因此，我们的男神和女
神的故事不断发展，保留了过
去的精华，但也增加了全新的
吸引力。

。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
才能保持相关性，现代性和持
久性。

争论仍在继续，生活仍令
人困惑。我们的挣扎也未曾停
止，只有内心最深处的角落才
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出于自我还
是出于爱。《摩诃婆罗多》避
免了简单的理解，《梵歌》提
供了答案，但也提出了一些问

我们推崇现代化和本地化，却又固守着古人的最

佳做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的神学的相关

性，使其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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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过，怀疑是件好事，因
为如果用智慧来引导，它们会
激发调查的精神。只有成熟而
明智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们
的经文。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当
作一个需要明确命令的孩子，
而是把你当作一个需要鼓励才
能发展的成年人。这种进化的
精神为尊重不同的真理开辟了
空间；这是自由主义的最终保
证。自由主义为进化打开了空
间。它是一个圆，一个使我们
古老文化保持活力的圆。

因此，我们的历史始终保
持着活力，因为宗教和自由主
义在印度历史上并没有过冲
突。这样，不同的宗教学会了

共存和开放；我们推崇现代化
和本地化，却又固守着古人的
最佳做法；只有这样，才能保
持我们的神学的相关性，使其
源远流长。与大多数人的直觉
相反，自由主义有可能会助长
宗教性，反之亦然。但印度，
这个美丽的国家，一直未随波
逐流。

上图：宏伟的贾塔尤
地球中心（Jatayu 
Earth Centre）位
于喀拉拉邦的科拉
姆（Kollam），以
史诗《罗摩衍那》

（Ramayana）中的神
鹰命名。这里有一座
200英尺长的巨鸟雕
塑，据说是世界上最

大的鸟类雕塑。

阿米什（特里帕蒂（Tripathi））是《
湿婆三部曲》（Shiva Trilogy）和《拉
姆钱德拉》（Ram Chandra）系列的获奖
作者。阿米什本人是一位资深的文学爱

好者和研究者，现任尼赫鲁中心(伦敦)主任，该中心
旨在促进印度和英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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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的世界电影到著名印度导演的回顾，再到屡获殊荣的以失落
的语言为主题的地方电影，第50届印度国际电影节给我们提供的远

远不止是优秀的电影

加贾南·赫尔甘克

金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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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印度国际电影
节只是一个展示印度一些
最优秀的国际电影作品的
平台，如今，它已成为世
界上最著名的电影展之
一。11月20日，第50届
印度国际电影节(IFFI)
在印度果阿邦的潘吉姆拉
开了帷幕。开幕式星光璀
璨，印度娱乐产业的中
坚分子阿米塔布•巴克强
(Amitabh Bachchan)和拉
杰尼克特(Rajnikant)等
人出席了开幕式。印度国
际电影节由印度信息广播
部、印度政府和果阿邦政
府主办，不仅是亚洲最早
的电影节之一，而且也可
以说是亚洲最重要的电影
节之一。

女性和她们的梦想
此次活动共放映了来自76
个国家的200多部电影。但
最大的亮点则是由女性主
导或以女性为中心叙事的

电影数量之多——超过50
部（来自世界各地）。这
些电影描述了女性以及她
们逐梦之旅中令人难以置
信的故事。其中最值得注
意的两部电影包括日本电
影导演小光（Hikari）的
《37秒》和伊朗电影制作
人萨米拉·马克马尔巴夫
（Samira Makhmalbaf）的
《下午五点》。

还有其他几部关注敢
于梦想的女性，包括阿布
舍克·沙阿（Abhishek 
Shah）的《海拉罗
（Hellaro）》和萨米
尔·维德万斯（Sameer 
Vidwans）的《阿南迪·
戈帕尔（Anandi Gopal）
》。马拉地语电影《阿南
迪·戈帕尔》是根据19
世纪末在宾夕法尼亚女子
医学院学习的印度第一
位女医生阿南迪·戈帕
尔·乔希（Anandi Gopal 
Joshi）的生平改编的。

我很荣幸来到这
里2019印度国际
电影节。感谢印
度政府和果阿政
府的邀请。电影
一直是社会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果阿举办
如此规模的电影
节不仅可以帮助
果阿邦人民了解
和接触世界上正
在发生的事情，
也给予了我们
一个与各种人
见面和交流的机
会。”

阿米塔布·巴赫昌
印度电影演员、帕德玛·维斯布

尚获奖者

印度国际电影节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娱乐起源于印
度，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编纂的戏剧论。”

阿米特·哈雷
印度政府新闻广播部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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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地方
电影节一直致力于促进地
区印度电影，今年也重申了
这一点。在活动的印度全
景（故事片）环节中放映
了五部马拉地语电影，使
之成为电影节上地方电影
放映数量最多的一类。保
护印度的本土文化遗产是几
部地方电影的重点。三部
来自印度东北部的电影在电
影节上放映，突出了濒临
失传的几种方言。人们谈论
最多的是获得全国奖的阿
萨姆电影制片人曼朱·博拉
（Manju Borah）的《毒女
之乡》，该片使用了正在消
失的旁遮巴语。著名的阿萨

姆电影制作人乌特帕尔·杜
塔（Utpal Dutta）的《波
胡布里塔（Bohubritta）
》以独特的诗歌风格拍
摄，而普拉迪普·库尔巴
（Pradip Kurbah）的《卢杜
赫（Lewduh）》则用加罗语/
卡西语制作。

回顾历史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末，印度电影届出现了一
个新的导演联盟。他们的
电影在故事、演员和预算
方面与商业电影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像米纳尔·森
（Mrinal Sen）、阿多尔·
戈帕拉克里希南（Adoor 

在我的工作和生
活中，我经历过
很多无可取代的
美好时刻，我和
很多伟大的人，
伟大的导演合作
过…去看电影
吧。这是个好消
息”

伊莎贝尔·赫伯特
法国演员

我们喜欢合拍电
影，并与不同的
人进行交流。虽
然我们相距遥
远，但我们是懂
得电影的一家
人。”

戈兰·帕斯卡列维奇
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尽管有雾

左图：佩玛·泽登（Pema Tseden）凭借电影《气球》获得2019年IFFI评委会特别奖，该电影讲述了一
个藏族家庭试图应对地震事件的故事。 右图：由布莱斯·哈里森（Blaise Harrison）执导的《微粒》
在电影节上被授予金孔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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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印度国际电影节的一场文化展，在此期间，第50届印度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

Gopalakrishnan）、什
亚姆·贝内加尔（Shyam 
Benegal）和马尼·考尔
（Mani Kaul）这样的明星导
演都属于这一类别。本次电
影节策划了一个特别单元”
印度电影新浪潮回顾”，其
中放映了八位敢于推陈出新
的导演的12部电影。

在一系列的第一次中，
电影节见证了90部电影的
印度首映，6部全球首映和
11部亚洲首，并放映了三部
配有现场音乐的默片。不仅
如此，今年还推出了名为“
迷你电影狂短片大赛”的电
影制作比赛。印度电影节一
直被视为不仅仅是一个电影

IFFI 2019: The winners
Award category

Golden Peacock Award

Best Director Award

Best Actor (Male) Award 

Best Actor (Female) Award 

Special Jury Award

Best Debut Feature Film of a 
Director

Special mention

The ICFT –UNESCO 
Gandhi Medal 

Special mention under ICFT-
UNESCO Gandhi medal

Winner

Particles (French)

Lijo Jose Pellissery (for Malayalam film Jallikattu)

Seu Jorge (for Brazilian film Marighella)

Usha Jadhav (for Marathi film Mai Ghatt: Crime 
No. 103/2005

Pema Tseden for Balloon (Chinese)

Amin Sidi Boumediene for Abou Leila (Arabic) 
Marius Olteanu for Monsters (Romanian)

Hellaro (Gujarati) 

Rwanda (Italian)

Bahattar Hoorain (H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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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的平台，也是一个讨论
和交流电影和观点的独立论
坛。在来自国际创意界强有
力的声音的参与下，印度电
影节也实现了电影的首要目
标——反映社会，这也印证了
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的话。”电影的原材料
就是生活本身”。

印度国际电影节一直致力于促进印度地方电影
的发展，今年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参展

聚焦
俄罗斯是2019年印度国
际电影节的“焦点国
家”，共有8部电影参
展，展现了俄罗斯在电
影方面的卓越表现和对

世界电影的贡献。

今年电影节的焦点导演
是三池崇史（Takashi 
Miike）。他来自日

本，被誉为世界上最杰
出的电影制作人之一。
三池崇史的作品涵盖
了戏剧片和家庭片，

在本届电影节上也有所
展示。

不言自明
默片加现场音乐是今
年的庆祝活动的一大
亮点，这一环节是为
了向这一曾经备受青
睐的观影形式致敬而
特别策划的。在这一
环节，共放映了三部
经典默片——阿尔弗
雷德·希区柯克的《
勒索 （Blackmail）
》、谢尔盖·爱森
斯坦的《战舰波将
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和乔治·
帕布斯特的《潘多拉
的盒子（Pandora’s 

Box）》。

人气榜单

盖贾南·赫尔加姆克
（Gajanan Khergamker）是
一名编辑、律师和纪录片制
作人，也是智库Draftcraft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和创

始人。他的作品涉及法律、外交、公共政策
和国际事务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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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不仅是明星
阿尔蒂·卡普尔·辛格

他的鲜血、辛劳、眼泪和
汗水为他赢得了印度最负
盛名的电影才华奖，即印度
国家电影奖最佳男演员（
他与维姬·考沙尔（Vicky 
Kaushal）因《尤里：外科
手术式打击》共同获得此
奖），以表彰他在电影《调
音师（Andhadhun）》中的
表演。在获奖后，库拉纳谦
虚地承认，他对此感到非常

很多人都说，“不要低估普通人的力量”，而阿乌什曼·库拉纳
（Ayushmann Khurrana）就是这句流行语的活生生的证明。库拉
纳似乎就是一个活在梦想中的演员。

作为谦逊的典范，人们经常
能看到阿尤什曼·库拉纳
（Ayushmann Khurana）在其位
于孟买安德里（Andheri）的家
中翻阅心爱书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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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他说：“赢得这一人
人垂涎的国家奖项，确实令
人感到欣慰和极大的满足。
作为一名艺人，我一直希望
支持那些品质卓越的内容。
除了我个人的胜利之外，这
也证明了我们国家的人民想
要看到那些具有娱乐性，且
他们可以讨论，欣赏并认可
的电影。”

这一切始于2012年，库拉
纳首次出演宝莱坞大片《镜
子捐献者》（Vicky Donor）
。事实上，自那以后，他出
演的每一部电影不仅打破了
人们对典型宝莱坞英雄的固

有印象，还让观众看到了他
作为一名艺人所拥有的无限
潜能。

重塑经典
典型的宝莱坞故事是英雄拯
救了一位危难中的少女，并
与坏人斗争。但库拉纳扮演
过的角色包括一位音像店
老板、一位印刷厂老板，
甚至一位创作恐怖故事的作
家——这些角色与观众产生
了共鸣。库拉纳将其朴实无
华却又活灵活现的演技归功
于其在小镇上的成长经历和
对现实生活的体验。

库拉纳是当今宝莱坞
最多才多艺的演员之
一，多年来，他从未
停止过对剧本选择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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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小城市长大。
当我还是一名RJ的时候，我
就和剧团一起巡演，与来自各
行各业，五湖四海的人进行交
流，”库拉纳说。他补充说，
正是这些经历帮助他扎根于现
实，使他能够将其他人互动时
观察到的真情实感和言行举止
融入对角色的塑造之中。“生
活是最大的车间，你必须观察
生活。你必须与环境
融为一体，这比任何
事情都重要。”他指
出。

逆流而上
这也许是一个特殊的

文化时刻，也促成了人们对
库拉纳的才华的接受。他的成
功，必须与宝莱坞制作的新型
的独立电影的崛起一起解读。

而且，高兴的不仅仅是课
堂上的学生或评论家，众多观
众对此也青睐有加。库拉纳非
常谦逊地说：“我认为这是
印地语电影的好时期。这在很
大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浪潮有

作为一名出色的歌
手，多才多艺的库拉
纳也在孟买举行的《
印度斯坦时报》2019
年印度最时尚奖颁奖
典礼上进行了演唱

人们可能会认为，吸引演员的只是电影
的剧本，但对于库拉纳来说，却是电影
的原创性和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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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拉纳不愿剥夺与他合

作过的导演们的辛勤工

作，他说：“我很幸运能

与那些鼓励我即兴发挥

的导演们合作。”“无

论是沙拉特·卡塔里亚

（Sharat Katariya）

还是斯利拉姆·拉加万

（Sriram Raghavan），

与我共事过的所有导演

都允许我自由发挥。例

如，拉加万经常不会给

我准确的台词。他会让

我即兴发挥，按自己的

方式去做。”库拉纳透

露道。

• 库拉纳可能从来没有在

他的宝莱坞之旅中扮演

过警察的角色，但对于

《第15条》，他确实做了

一些认真的功课。他阅

读了奥姆·普拉卡什·

瓦尔米基（Om Prakash 

Valmiki）的《朱坦》

（Joothan）一书。“书

中讲述了他（作者）在生

活中遇到的偏见。这让

我思考了很多关于叙事

的问题，而在拍摄这部

电影时，我也常常无法

入睡。此外，我还在新

德里和北方邦见到了现

实生活中的印度警察。

这让我得以仔细的观察

警察局的办案过程。”

他指出。

阿尤什曼·
胡拉纳-即兴
表演

关，而现实主义正成为电影
的发展趋势；它们正变得越
来越“不可动摇”。我的大
多数电影的成功都归功于不
俗的影评；它们都是口碑电
影。我之所以获得商业上的
赞誉，是因为获得了评论界
的好评。”

人们可能会认为，吸引演
员的只是一部电影的剧本。
但库拉纳礼貌地提出了不同
意见。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是原创性和独特性。“故事

必须与众不同。以喜得千金
为例。这个故事是关于主角
（胡拉纳饰演的角色）的父
母。所以，先有剧本，然后
才是我。”他解释道。

全力以赴
库拉纳并不是一个专注于

方法论的演员，但他承认，
为了融入大银幕上的角色，
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他说，
这些角色可能不一定是他在
现实生活中的样子，但“更

（左-右）宝莱坞巨星沙鲁克·汗（Shahrukh Khan）、导演阿努巴夫·辛哈（Anubhav Sinha）
与电影主演阿尤什曼·胡拉纳（Ayushmann Khurrana）出席电影《第15条》特别放映会



阿尔蒂（Aarti）是一位独立作家，拥有
近20年的媒体从业经验。在获得电影研究
博士学位后，她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放

在了探索世界上面。阿尔蒂的写作涉及美食、奢侈品、
电影、旅行、健康和名人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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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不断进步的演
员在他的电影《喜
得千金（Badhaai 
Ho）》的宣传拍

摄中。

哈（Anubhav Sinha，《第15
条》的导演）从未设想过我会
扮演一个强硬的警察。吸引我
的不仅仅是这个角色，还有这
个主题。”

当被问及他对这么多年来获
得的赞誉有何感想时，他露出
了笑容，非常腼腆地说：“我
自己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么多。
我是一个小镇男孩，所以有一
点点爱就可以了。但有这么多
人喜欢，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惊
喜。”

在有关过早谢顶主题的
讽刺电影《巴拉》（Bala）
之后，库拉纳已经准备好踏
上新的征程。即将开拍的电
影包括肖吉特·西尔卡尔
（Shoojit Sircar）导演的
古拉博·西塔博（ Gulabo 
Sitabo）和希特什·凯瓦利亚
（Hitesh Kewalya）导演的真
雄起（Shubh Mangal Zyada 
Saavdhan）。

在小城市长大以及与剧团巡回
演出的经历帮助这位演员扎根
于现实，也磨练了他的演技。

多的是从我在现实生活中某个
时刻的经历中汲取的经验”。

他提到了自己在电影《第
15条》（Article 15）中扮
演的一个正义警察的角色，
并提到了这个角色与他真实的
自我是多么的背道而驰。他
继续说道：“当我在昌迪加
尔（Chandigarh）演戏的时
候，我总是扮演消极和好斗的
角色，没有人能想象我能够扮
演这样的角色。阿努巴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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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印度有悠久的赞助文化
活动的传统。从乔拉王朝精美绝
伦的寺庙建筑到传奇音乐家谭
森，印度的文化遗产一直得到普
通民众和皇室的支持。今天，即
使印度文化已在政府的支持下蓬
勃发展，个人和企业仍未忘记印
度文化守护者的职责。

在过去的300年里，由于各种
原因，印度失去了大约30%的文

化遗产（艺术和手工艺），因
此，对我们来说，保护和弘扬我
们的传统艺术形式就变得更加
重要。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有幸
接受了教育，使我在家庭和学校
都接触到了艺术。在我幼年时，
我就学会了欣赏所有艺术表现形
式中的美，因此在我的青年时
期，我就有机会尝试了艺术品保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投资来支持印度的文化遗产。实业家蒙贾
尔（SK Munjal），意外发现艺术节（一个多学科的艺术活动）的幕后组织者，

谈到了这种支持的重要性。

投资我们的文化

苏尼尔·坎特·
蒙加尔（Sunil 
Kant Munjal）
（中）与音乐策
展人阿内什·普
拉丹（Aneesh 
Pradhan）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打
击乐演奏者一起
参加了意外发现
（Serendipity）
艺术节的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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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Indian companies with CSR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 of heritage, 

arts and culture 2017-18

More than just an idea

Total contributions in 
various states

Largest contributions in a state 
(Gujarat)

Fi
gu

re
s 

fr
om

 w
w

w
.c

sr
.g

ov
.in Total increase in contributions 

from FY 2015-16

1.64
billion

1.29

494

billion

Pan-India contributions in 
culture projects through CSR

1.04 billion

Total contribution made 
across India in FY 2017-18

2.84 billion

More than

2x

833 million

increase 
within 2 years 

宝莱坞演员阿
米塔布·巴赫
昌（Amitabh 
Bachchan）和贾
亚·巴赫昌(Jaya 
Bachchan)在印度孟
买举办的第9版塔
塔文学活动上，为
印度作家悉达思·
尚维(Siddharth 
Shanghvi)(中)的新
书揭幕

存和收藏。1999年，我帮助建立了
一个名为“Ludhiyana Sanskritik 
Samagam”的表演艺术平台，这次
经历让我对保护印度遗产的想法有
了更深的理解。因此，在2014年，
意外发现（Serendipity）艺术基
金会诞生了，其目的是拯救濒临消
亡的艺术形式，拓宽不同艺术流派
之间跨学科互动的理念，并为艺术
家提供一个实验的平台。基金会和
意外发现艺术节（SAF）的任务是
跨越学科、地区和人口的限制，找
到支持印度艺术生态系统的方法，
并在此过程中使印度的艺术和文化
得到更多的国内外关注。

只有当公众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谈论艺术的

时候，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正在产生积极的

影响。

INR

INR

INR

INR

I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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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2018年意外发现艺术节上拉哈布·阿拉纳（Rahaab Allana）策划的摄影展《蜉蝣》。
（下图）普拉莫德·库马尔（Pramod Kumar）在2019年SAF上策展的名为”跨越新地平线的杰
姆达尼”的艺术装置

组织来说，在其组织计划中纳
入一项帮助建设全面发展而不
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社会的建议
是至关重要的。

 
当前之需
在今天这个时代，要让艺术成
为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实践和职
业，我们需要建立观众，通过
口耳相传来传播知识和信息。
只有当公众在日常对话中开始

戈德雷吉在校园内设立

了戈德雷吉印度文化实

验室等中心

ESSAR创建了像热爱学习

（Avid Learning）这样

的机构，组织研讨会、小

组讨论和其他项目来促进

跨文化领域的创造性学习

阿皮杰集团已将文化融入

其商业活动中：牛津连锁

书店会定期举办读书活

动，而新公园连锁酒店则

每年都会举办文化节。，

马欣德拉和马欣德

拉（Mahindra & 

Mahindra）赞助了像马欣

德拉布鲁斯音乐节这样的

节日，并设立了奖项，以

保持与文化界的持续接触

文化投资

共同努力

当谈到保存任何艺术形式时，
对赞助的需求都是十分迫切
的。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有
能力推动印度文化遗产保护的
个人必须通力合作，发展印度
的文化产业。必须通过公司
的社会责任（CSR）使私营部
门成为这一进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对于那些致力于为国家和
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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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孟买马欣
德拉布鲁斯音乐节
上的一场演出。由
马欣德拉集团赞
助，是亚洲最负
盛名的蓝调音乐

节之一

金正迫使工匠和手艺人放弃他们
的手艺。像SAF这样的艺术节不仅
是为了宣传艺术和手工艺的重要
性，也是为了为艺术家创造自给
自足的机会。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节目和活
动帮助艺术和文化从业者获得高
额回报；通过将艺术与市场联系
起来，并通过技术和思想提供帮
助，我们就有可能创造一个可以
自我维持的产业。

未来可期
我预见艺术生态系统将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当然，艺术的价值也
会水涨船高。我们需要在每个州
采取类似的行动，才能产生实际
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有许多
创新的举措或倡议正在进行中，
每一项举措，无论其规模或重
点，都对将艺术和文化带回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第四届意外发现艺术节于
2019年12月15日至22日在果阿邦
的帕纳吉举行。
(serendipityartsfestival.com)

蒙贾尔（SK Munjal）是英雄集团
（Hero Group）的创始人之一，在多

个学术和文化机构担任董事。他为印度各地表演艺术
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有能力推动印度文化遗产保护的个人必须

通力合作，发展印度的文化产业。

谈论艺术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
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就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平台来
展示我们的传统和当代艺术和工
艺形式；与工艺人员交流沟通并
提供设计和工艺方面的帮助；帮
助他们与国内和海外市场进行联
系，并在此过程中为他们和他们
的家庭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意外
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多学科平台，
它使艺术具有包容性，并向所有
人开放。

资金助力
然而，保护和促进文化遗产并不
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第一个障碍
就是，它并不会产生回报——至
少在短期和中期是这样。缺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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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传统的巨大宝藏经常会被作为当地节日的文化亮点来展示。
我们在全国各地旅行，体验当下最受欢迎的一些节日，正是这些

节日定义了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和艺术传承

庆祝传统



 |  55  | 

普什卡骆驼展
普什卡尔节（Pushkar 
Mela）最初是家畜交
易会，现在已经发展成
为印度和世界上规模最
大、最具标志性的拉贾
斯坦邦传统庆祝活动之
一。这场文化盛会以一
场骆驼赛跑开始，由此
正式拉开了各种工艺美
术和纺织品展以及诸多
文化活动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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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韦隆角冲浪节
从向印度年轻人介绍冲
浪运动开始，科韦隆角
冲浪节现已发展成为印
度最大的冲浪和沙滩爱
好者活动之一。多年
来，冲浪节还吸收了
一些最受欢迎的另类体
育和文化活动，如走
软绳、瑜伽和桨式冲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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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奇沼泽地展现了该地区丰富的生态和文化遗产。乌特萨夫

以独特的民间舞蹈和复杂的艺术和手工艺来庆祝该地区万花

筒般的壮丽景观。

乌察夫节
作为印度最具标志性的节日之一，乌察夫节
（Rann Utsav）是卡奇沼泽地（Great Rann 
of Kutch）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年
度庆典。该节日为所有年龄段的游客精心打

造，于每年10月至次年2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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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尔·雅特拉节
作为现代的文化盛会，卡比尔·雅特拉节
是一个旅游民俗音乐节，在众多的民间音
乐家和歌手的参与下，重现了艺术家从斋
浦尔到贾萨尔莫的旅程。这些节日旨在通
过消除种姓、阶级、宗教和身份的界限，

重现拉贾斯坦邦丰富的艺术遗产。

卡比尔·雅特拉（Kabir Yatra）

从各种社区活动中获得灵感，比如

贾格兰/萨桑（Jaagran/Satsang）

。这是一个通宵活动，来自不同社

区的歌手会聚在一起唱歌和讨论神

秘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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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加拉节
万加拉也被称为百鼓
节，是一个丰收后的
庆祝活动，以感谢太
阳神米西·萨尔戎
（Misi Saljong）
保佑人们获得丰收。
该节日的一个亮点是
由来自10个部落的10
名鼓手表演的百鼓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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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蓬布朗·农克雷姆节   
为了纪念冬季的开始，来自梅
加拉亚邦、距离西隆只有20
公里的卡西村的部落居民会聚
集在一起，庆祝这个为期五天
的古老节日。该节日是为了安
抚女神卡布莱·辛沙尔（Ka 
Blei Synshar），祈求丰收和
人民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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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节或汉普-乌特萨夫也被称为维贾亚-乌特萨夫节，是维贾亚纳加

尔统治时期（1336-1614年）的文化传统。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整

个地区会载歌载舞，充满活力。

汉普节
汉普节是该地区最大的庆祝活动之一，除了木偶表演、
盛大游行和充满活力的地方传统展示等文化活动外，还
提供各种冒险运动。此外，该节日还会举办一些特殊活

动，如农村体育和土著手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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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落的传统美食营养丰富，色味均衡，可用于缓解人们日益增长
的由于周边环境造成的压力。桑吉塔·肯纳(Sangeeta Khanna)深入研

究了这一饮食传统的精髓所在:

部落风味

上图：那加兰邦科
希马的基萨马遗产
村，那加族部落社
区的妇女在传统的
柴炉上做饭。

今天的菜单是扁豆汤、米饭
和通格里姆拜。前两个是几
乎所有印度家庭的主食，大
家都很熟悉，但第三种食物
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在梅加
拉亚邦风景如画的首府西隆
（Sillong）的郊区，在一家
当地的餐馆吃午饭。摆摊的

女士把糯米堆在干净的盘子
里，还有一碗扁豆汤和两勺
又黑又厚的咖喱。”那是通
格里姆拜，非常好吃，”我
的女向导告诉我。通格里姆
拜是一种发酵的大豆酱，与
芝麻、猪肉和酸辣酱或干鱼
酱一起慢煮，在该州卡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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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员的家中很常见。这道
菜香味浓郁，即使饭后仍让
人回味无穷。
印度拥有几个部落社区，每

个部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
化遗产，包括各种反映了该
社区地理、气候、历史、宗
教和民俗精华的风味美食。
这些天然营养，经人工培育
或未经人工培育的森林特产
是这些部落多年来所赖以生
存的食物宝库。这些部落菜

肴仅用很少的香料烹饪，大
多是生食、半熟、烤制或发
酵，因此保留了食材的味道。
例如，在印度东北部，大量

种植的水稻就是一种主食，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如蒸
熟、像炖菜一样炖熟或放在
竹筒里煮熟（这一过程被称
为霍拉姆（kholam））。
然而，最受欢迎的是野生糯
米。在梅加拉亚邦，加多
（jadoh）是一种非常受欢迎

从左起顺时针方向：恰
蒂斯加尔邦潘德里帕尼
村的杜尔瓦（Dhurwa）
部落市场上出售的当地
藜麦和黑小米；奥里
萨邦邦多（Bonda）部
落的妇女在马尔坎吉
里（Malkangiri）的
农货集市上购物；切
蒂斯加尔邦马卡迪达
（Markadeda）村的一名
贡德（Gond）妇女在收
集玛华（Mahua）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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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常菜。在阿萨姆邦，米
粉炖鸡（jadoh）在博多人的
家里很常见。在阿鲁纳恰尔
邦，蒸米糕（dung po）则比
比皆是。
由于这些部落的居民大多

是猎人，生活在野生动物资
源丰富的森林附近，所以肉
类，尤其是猪肉，是他们饮
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东
北地区的菜也以蔬菜为主，
发酵是主要的烹饪方法。辛
基（Sinki），一种由萝卜
制成的发酵菜，在锡金很常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
方向：恰蒂斯加尔邦
巴斯塔尔的潘德里帕
尼（Pandripani）村
市场上，一名部落妇
女正在炸一片卷着叶
子的印度油条；阿萨
姆邦马朱利岛上，阿
萨姆族部落妇女用传
统的石磨碾碎草药；
恰蒂斯加尔邦的托卡
帕尔市场上，恰普拉
（Chapura）被当作小

吃出售

见。在梅加拉亚邦，加罗部
落成员喜欢在菜肴中大量使
用山药和新鲜蔬菜。鱼类在
这一地区也很受欢迎，在好
些州，人们会把从淡水捕获
的鱼放在香蕉叶里烧烤。
在印度北部的丘陵地

区，小扁豆和小麦是常见
的传统农村食材。对于詹
萨里（Jaunsari）社区来
说（北方邦的一个部落）
，小米饼（Koproti）配上
新鲜的酸奶（dahi）、盐
（pahadi namak）以及山
柠檬（Galgal）就是完整
的一餐。这些餐点用干叶盛
着，放在黄铜制成的盘子里
（Kansa thali），最适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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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地板上享用。如果
您在喜马偕尔邦的任何
地方旅行，遇到一场户
外盛宴，请随时加入用
餐者的行列。每个餐厅
的菜单都如出一辙——
黑扁豆咖喱（Teliya Maah）
，鹰嘴豆咖喱（Chane ka 
Madra）、酸甜黑吉豆咖喱
（Maahni）和配有坚果的甜米
饭（Mittha）
事实上，全国所有部落都认

为他们的食物是神圣的——这
真实地反映了保护自然和土地
资源的部落文化，因为他们所

下图：在那加兰邦的
基萨马举行的犀鸟节
上，安加米族人正在
享用食物和饮料。

来自印度各地主流餐厅的厨师们逐渐

意识到了这些色味俱全的传统菜肴的

相关性和营养价值。

有的生计都来自于此。
中央邦（Madhya 

Pradesh）和恰蒂斯加尔邦
（Chhattisgarh）等邦也有
许多有趣的部落美食。当地的
帕尼亚烤饼（Paniya Roti）
是用玉米粉做的，裹上当地的
紫苏叶，然后再在露天的烤炉
里烘烤，配上野禽咖喱和火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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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辣酱，是一道无与伦比的味
觉享受。另一道这样的美食盛
宴是巴夫勒（Bafle）——将
全麦饺子先蒸后烤，以获得独
特的口感，配上用各种扁豆和
酥油做成的豆子汤。
印度中部森林中最多产的

产品之一是长叶马府油树
（Mahua）（或称印度黄油
树）。这种树的花发酵后会
产生一种酒精饮料。像葡萄
干一样晒干的马府油花还可
被用作甜点和小吃（如米饭

布丁（Kheer）和印度煎饼
（Meethi Roti）的甜味剂。
冈德（Gond）或冈瓦纳

（Gondwanas）是印度现存最
大的部落，他们是传统的森
林居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冈德的饮食包括两种主食小
米——阿斯科多小米和库特基
小米。它们富含蛋白质，可
以像肉汤一样煮着吃，或是像
干麦片一样和蔬菜一起吃。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迪亚部落
（Madia）以蛾幼虫为食，会

印度次大陆居住着5300

多万个部落，隶属于

227个民族的550多个社

区，分布在大约5000个

不同森林植被类型的村

庄里。

印度部落将9500种野生

植物用于各种各样的用

途，包括药用、饲料、

纺织、燃料、食用、香

精、文化和其他用途。

其中，有近3900种野生

植物可以食用

WIld Food FesTIvAls

BAIF Food Festivals, 
Maharashtra (July-

September)

Bihar food festival, Patna 
(December)

Unying Giidi at Boleng, 
Arunachal Pradesh (February)

Reh Festival of the Idu 
Mishmi tribe at Roing, 

Arunachal Pradesh (February)

Nyokum festival of the 
Nyishi tribe at Yazali and 

Seppa, Arunachal Pradesh 
(February)

slow Foods Festival at 
Kotagiri (Nilgiri Biosphere 

Reserve), Tamil Nadu 
(December)

印度的部落

中央邦一位来自
部落村庄的农
民正在把玉米

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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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吉塔·康纳拥有植物学硕士学
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
家。她曾在世界各地担任营养顾

问，帮助许多人管理生活方式疾病，让他们回归
老式的家庭烹饪。

将其与基本调味料一起包裹在
树叶里烘烤。
由于这些烹饪方法高度依赖

于当地农产品，因此，农业部
门的压力可以被大大减轻。此
外，由于强调物尽其用，所以
几乎不会造成浪费。这就是为
什么如今部落美食仍在被人们
口口相传，并在印度各地的美
食节上被推广的原因。厨师们
正努力保留这些部落美食，并
对它们进行改良，以适应都市
人的口味。

右图：在那加兰邦
的贾卡马部落村

庄，不同类型的大
米和其他谷物在阳

光下被晒干。

下图：在恰蒂斯
加尔邦的杜尔瓦

（Dhurwa）部落市
场，一名妇女在售

卖各种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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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一边是拉胡尔山谷生机勃勃的植物群，另一边是品谷丰富多
样的动物群，西边是库鲁山谷，南边是金瑙尔，斯皮蒂的寒
冷沙漠是踏上自我发现之旅的完美目的地。

孤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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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一直对斯匹提——喜马
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
的一个小山谷极为仁慈。这里
是一片荒无人烟却又出离纷扰
人世的天堂，被喜马拉雅山白
雪皑皑的锯齿状山峰分隔开
来，又被陡峭的山路连接在一
起。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从新
德里踏上了前往斯皮蒂山谷的
旅程。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背包
旅行，所以我决定沿途去一些
不太知名的目的地，不让我的

经历被那些之前走过这些路的
人所定义。我的第一程是从新
德里到昌迪加尔，大约花费了
20到36个小时。之后，我来
到了第一站雷贡佩奥，简称佩
奥。巴士终点站是一个造型简
单的建筑，有一名HRTC （希
马查尔道路运输公司）的工作
人员负责售票。汽车在每一个
急转弯处都响起了以宝莱坞为
主题的喇叭声，然后向斯皮提
谷（Spiti valley）驶去，

首页：斯比提山谷
中古老静谧的纳科
村和纳科湖

下图：5号国家公路
在纳科村和塔波村
之间的荒地上蜿蜒
而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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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的超凡之美必须慢慢地被揭开，这也使得

斯皮提山谷成为一个能够洗涤身心的桃源之地

via shimla
Spiti Valley is accesible through 
Reckong Peo all year round via 
NH 44 and NH 5 that connect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 with 
China.  
State transport buses run 
once daily from Chandigarh 
to Reckong Peo and from Peo 
to Kaza. 

Nearest Airport: Shimla 
Nearest rail head: Shimla 

via Manali
Kaza is also accessible through 
the Rohtang Pass via Manali. 
Although state transport buses 
do not run on this route, it is 
fairly popular among adventure 
and off-roading enthusiasts. 
Rohtang Pass is open  from June 
till October, as there is a chance 
of the roads being snowed in 
throughout winter. On this 
route, you will also have to cross 
the mighty Kunzum Pass at  
4,551 m that serves a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in 
valleys of Lahaul and Spiti. 

Nearest airport: Bhuntar (Kullu) 
Nearest rail head: Chandigarh

How to reach

 

Narkanda 
60 km 

3 hours

Kibber 
18km

60 minutes

m
ap

 n
ot

 to
 s

ca
le

Counted amongst one 
of the most scenic 

road-trips, the route 
from Chandigarh to 

Kaza is known for 
the multitude of 

experiences that can be 
enjoyed on the way. Be 

it skiing at Narkanda 
or meditating in the 
prayer rooms at the 

Tabo monastery    

Tabo

Shimla 
112 Km 
4 hours

Nako 
105 km

5 Hours 

65km 
2-3 hours

48 km
3 hours

Mudh 
55 km 

3-4 hours

Kaza

Chandigarh

165 km
7 hours

Reckong 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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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风景如画。随着路越来越
陡，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稀薄。
窗外的绿色变成了棕色，成荫
的山林被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陡
峭荒山所取代，若隐若现的山
峰似乎近在眼前。山坡上不时
会出现一些白色的、有时是金
色的小斑点，但当我们走近
时，便会发现那原来是山中
的佛寺。一位同行的旅客，一
位年轻的僧人，自告奋勇当我
的导游，向我介绍西藏独特的
建筑艺术！尽管我当时正在前
往被许多人称为最难居住的地
方的旅途中，但当地人的热情
极大地鼓舞了我。从穿着校服
的孩子到穿着紫红色僧袍的和
尚，每个人都很乐意为我提供
向导。在坐了六个小时的公共
汽车后，我决定在一个叫纳科
的小村庄停下来过夜。纳科是
一个宁静的小镇，由一片建在
湖边的传统西藏泥屋组成，俯
瞰着以其名字命名的寺庙。尽

管纳科提供了旅行者需要的一
切舒适，但它却散发着一种亘
古不变的气息。在纳科，我结
交了山谷里的第一批朋友，而
且我至今仍与这些朋友保持着
联系。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前往
斯皮蒂的行政中心卡扎，体验
山谷中的生活。我决定挤上一
辆当地的补给车，这辆车在前
往卡扎的途中会在每个村庄停
下来。途中，我在昌戈和桑多
作了短暂停留，我们的随行人
员停下来吃了些小吃，并与驻
扎在那里的武警部队的人员交
流了一些趣闻轶事。当卡车停

左下：一座将泰陵村
和穿过品谷国家公园
的主干道连接起来
的小桥

下图：在斯皮蒂谷上
游的一个古色古香的
村庄朗扎，银河与佛
像排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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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庙前时，过来领取物资的
僧侣与我进行了热情的交谈，
这让我得以一窥他们朴素简单
的生活。塔博的寺庙约有1000
年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与其
他地方宏伟的寺院建筑不同，
塔博贡巴以其低矮的寺庙提供
了一种谦卑的视角来看待佛
教。

我在晚上8点到达卡扎，前
往“胡子旅社”（Moustache 
Hostel），这是我接下来一
周的住所。在那里，我遇到了
罗希特，一位来自拉胡尔的店
主，总是面带微笑。与当地人
一样，他给我喝了一种用沙
棘（该地区的一种本土浆果）
制成的特殊的茶，让我一扫旅
途的疲惫。当我坐下来享用热

腾腾的晚餐时，我意识到，这
趟穿越世界上最寒冷的沙漠之
一，同时还要与变化无常的气
候作斗争的旅程，可能会极具
挑战性。但这种快乐是无与伦
比的——在海拔3800米的地
方，裹着舒适的毯子，喝着热
茶，和一群一周前还不认识的
人谈笑风生。他们热情的接纳
了我，并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心
灵和家园。第二天，当我一睁
开眼睛，迎接我便的是窗外明
媚的阳光，和斯皮提山谷连绵
起伏的群峰。整个旅社充满了
活跃的气氛，因为每个人都想
趁着这完美的天气出去游览当
地的热门景点。而我选择了一
种不同的方式。手里端着一杯
热气腾腾的沙棘茶，我前往露

上图：在平谷国家公园
周围的干旱地区拍摄到
的一只年轻的野山羊

下图：希金的邮局。
它位于海拔14567英

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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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区宏伟的寺庙建筑不同，塔博贡巴以其低矮的寺庙为佛教

提供了一个谦卑的视角。

右图：日落时分，风景
如画的基贡帕寺（海拔

4166米）

下图：著名的钱德拉
塔湖（Chandrataal 

Lake）在夏季的照片，
呈现出了令人难以想

象的美景

台，在那里享用了一顿简单
的早餐，随后，罗希特也
加入了我的行列。他打断
了我“想要享受一个人清
静”的解释，建议我去70公
里外的品谷国家公园（Pin 
Valley National Park）
参观参观，并慷慨地把他72
年的恩菲尔德（Enfield）
借给了我。在给这头50岁
的野兽进行短暂热身之后，
我慢慢开始加速，开始了我
一生中最美丽的旅程。与斯
比提不同，品谷山峦叠嶂，
漫山遍野遍是五颜六色的鲜
花，令人惊叹。这条道机动
车道一直延伸到穆德村，我
把摩托车停在那里，然后继

续步行前往宾巴隘口，以测
试我的体能。

虽然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我便因为这海拔4000米地区
稀薄的空气而气喘吁吁，但
我还是偶然看到了独特的喜
马拉雅野山羊，一种当地特
有的稀有品种的有角高山山
羊。唉，我所能做的就是趁
他它好奇地盯着我看的时候
拍张照，但它转头就飞奔回
周围陡峭的山坡上。

在我回来的路上，我穿过
卡扎，继续前往希金村。希
金距卡扎约25公里，是世界
上海拔最高的邮局所在地（
约15000英尺）。当我开始
沿着陡峭蜿蜒的道路前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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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在平谷的昆格
里贡巴附近，学校的
孩子们正享受着轻
松一刻

下图：塔博贡巴（寺
院）的入口——位于
斯比提山谷卡萨附近
的一座有1000年历史
的寺院

热门景点

品谷国家公园 

品谷国家公园坐落在高耸入云的
山峰之间，是各种动植物的家
园，与斯皮蒂地区的干旱景观截
然不同。公园里有一条机动车道
路，一直延伸到公园外围的穆德
（Mudh）村。 

距离卡扎：49公

基贡巴寺 

基贡巴寺是斯皮提最大的寺院，
建在一个圆锥形的小山丘上。由
于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整个建
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加固的堡
垒。基贡巴寺有将近350名僧侣
和学生。 

距离卡扎：16公

昌达尔塔尔湖 
坐落于海拔4270米的高处，这座
冰川湖位于从马纳利到卡扎的公
路上，可以看到周围连绵起伏绵
的群山，以在山峰在清澈的水中
镜面般的倒影。晚上，你还可以
在这里进行露天露营，在点点
星光下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宁静。
你还可以徒步10至12公里的去湖
边，欣赏一路上大自然的美景。

距离卡扎：85公

您可以参观标志性的朗扎村（Langza 

village），那里有一尊巨大的释迦摩尼像，或

者，您可以前往希金村（Hikkim），那里有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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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基伯位于平均
海平面以上14200英

尺，是亚洲海拔最高且
一直有人居住的村庄

之一。

下图：从平谷国家公园
的穆德村离开的道路。
穆德，与大多数其他跨
喜马拉雅地区的偏远村
庄一样，是在荒凉、
陡峭的岩石地质景观
中的一片富庶的灌溉

绿洲。

扎时，已是黄昏时分，那些曾
经坚定地守护这一片世外桃源
的谷中群峰此刻也似乎显得有
些疲惫。就是在这里，在这条
狭窄但维护良好的道路上，落
日的余晖映衬着荒凉的山景，
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些短短的距
离的重要性。正是这一个个一
小时的步行之旅，让人们和文
化保持联系（无论多么遥远）
然后继续留存下去。

第二天，我选择租了一辆
小型摩托车来探索斯皮蒂。我
的第一站是基贡巴，这是斯皮
蒂山谷最大的寺院之一。当我
走进祈祷厅时，舒适的室内装
饰和节奏优美的圣歌立刻让我
平静下来。基贡巴的僧侣们为
我打开了一间古老的冥想室。
这些冥想室只有一缕阳光从屋
子一角的小窗户照射进来，是
反思自我、认识自我的完美环
境。

当我开始这次旅行的时候，
我曾想过我是否会有一个好的
故事来讲述，但是那天晚上坐
在罗希特古老而又巨大的餐桌
前，我意识到我只需要抬头看
一看，就会发现故事就在那
里：一个一生的旅行故事!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Vinayak 
Surya Swami）是一名驻德里记者。他拥有
机械工程学位，曾在印度海军做过造船学

徒。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做兼职作家，之后转而从事新闻
工作，在写作和旅行中追求自己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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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至右）：参加
LEDSafari举办的太阳能灯
研讨会的年轻创新者。

在创业时代，直接影响印度农村发展的社会问题现在正由全
国各地的清洁技术初创企业来解决。

伊希塔·戈埃尔

光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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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文达·乌帕德亚伊（Govinda Upadhyay）荣获2016年亚洲21

青年领袖奖，这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多元化变革者网络，其致

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比哈尔邦一所偏僻的小学
里，随着上课铃声响起，教学
正式开始。当学生们争先恐后
地涌向教室时，你可以看到他
们拿着用过的易拉罐、有裂缝
的玻璃瓶、各种各样的电线和
其他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在老
师提醒同学注意之后，学生们
也立马安静下来，兴致勃勃的
开始使用他们手中的材料来制
作太阳能灯，比如乐高积木等
等。
这一幕发生在比哈尔邦一个

偏远、没有通电的村庄，简直
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些孩
子们却在骄傲地向老师展示他
们亲手制作的灯，并为得到老
师应允可以把灯带回家而兴奋
不已。
“这就是我们在LEDsafari 

Innovation的目标——通过
将太阳能创新地分解为最简
单的锡罐和电线形式，让世
界各地都能获得这种技术，
即使是儿童也可以轻易组
装。” 清洁科技初创公司
LEDsafari Innovation的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戈文达•乌帕
迪亚（Govinda Upadhyay）解
释道。“这个名字源自于斯瓦
希里语（东非），意思是光明
之旅。我们教人们如何创造自
己的光源，然后他们再教给别
人——这样，整个世界都会被
照亮，并获得力量。”

照亮暗角
乌帕迪亚来自比哈尔邦阿拉
区的一个小村庄马丹普尔
（Madanpur），在他成长的过
程中，那里还没有通电。乌帕
迪亚很早就意识到了能源的重
要性。“我很清楚，如果我们
想要推广清洁能源，就必须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法，让技术民
主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村
庄层面带来改变，”这位可持
续能源专家说，他曾在2016年
入选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杰出
青年。“带着这个目标，我建
立了LEDsafari Innovation，

上图：戈文达·乌帕
德亚伊在比哈尔邦马
丹普尔村进行自制太
阳能灯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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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至右）：孩子们自豪的拿着用废弃的瓶罐等日常材
料制作的太阳能灯。

通过多种方式培训当地人使用
清洁能源，从而创造就业机
会，并利用技术应对气候变
化，” 乌帕迪亚补充道。

山遥路远
正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纽约举行的2019年联合国气
候行动峰会上向世界所承诺的
那样，随着全球朝着减少碳足
迹的方向转变，印度也走在了
前列，力争到2022年实现175
千兆瓦可再生能源的目标。
塔塔电力公司（Tata 

Power）和洛克菲勒基
金会（Rockerfeller 
Foundation）等公司正大力
投资这一新兴领域，并宣布
将通过建立1万个可再生能源
微型电网，为近500万家庭

提供清洁电力。在这种情况
下，LEDsafari Innovation的
作用就变得至关重要。
“在偏远地区，微型电网或

其他太阳能资产的有效性的最
大问题是对其进行监测，这是
非常昂贵和繁琐的，”乌帕迪
亚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将
这些电网与基于人工智能和物
联网（IoT）的解决方案相结
合，这样才能延长太阳能资产
的寿命。”
为此，LEDSafari开发了一

种基于人工智能硬件设备，即
HelioHealth传感器，这是一
种既经济又高效的解决方案，
可帮助监测太阳能屋顶和负责
清洁能源供电的小型/微型电
网；跟踪太阳能电池板的输
出；远程向维护服务提供商报

LedSafari的新企

业Smarthelio致力

于通过加速采用

可持续能源，实

现“无热照明”

的理念。通过智

能解决方案，该

公司正在努力将

免费和无限的阳

光资源转化为可

用的能源。

智慧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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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分析数据，并在需要采取
纠正措施时提出建议，从而将
输出提高20%

帮助难民
乌帕迪亚的工作也把他带到了
非洲和南美的许多饱受战争蹂
躏的难民区。”在晚上，妇女
和儿童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外
出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真的需
要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当你
训练他们自己去建造时，你可
以看到立竿见影的变化。他们
感觉自己被赋予了力量！”

创造就业
LEDsafari Innovation一直

在积极参与培训当地年轻人，
以有效维护微型电网和太阳
能电池板。“当地人是我们技
术的关键用户，他们可以作为
微型企业家接受培训，以可持
续的方式协助当地的电气化进
程。”“首先，我们确定了那
些几乎无法获得清洁能源和就
业机会较少的地区。我们培训
人们如何利用技术改善他们的
生活，包括教他们如何设计电
池系统，以及帮助他们学习如
何利用太阳能并将其用于太阳
能电池板、灯泡、灯具等。这
样，我们也可以帮助增加该地
区的经济活动。”
LEDsafari Innovation的

团队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
都致力于利用技术创造更加清
洁、绿色的未来。LEDsafari 
Innovation为综合和全面的
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而这些
解决方案将使我们的后代有机
会对抗气候变化造成的连锁效
应。

从左至右（顺时针）：
乌帕德亚伊在比哈尔

邦的一个培训讲习班上
向优等生颁奖；乌帕德
亚伊在卢旺达进行类似
的培训；在卢旺达难民
营用旧塑料瓶制作的太
阳能灯；乌帕德亚伊，
在肯尼亚的一次成功的

培训后 

人们真的需要负担
得起的解决方案。
当你训练他们自己
去创造它时，他们
会非常感激，你也
能看到一个立竿见
影的变化。他们会
感觉自己被赋予了
力量！

戈文达·乌帕德亚伊
LedSafari Innovation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

伊希塔·戈埃尔是新德里的一名记
者。在《印度快报》工作了一段时
间后，她一直在积极撰写有关印度
传统和时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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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岁月
对于马来西亚舞蹈大师拉姆利·易卜拉欣来说，舞蹈是一
个进化的过程。接受过芭蕾舞等当代舞蹈形式的训练，这
位莲花士勋章(Padma Shri)的受奖人演绎的印度古典舞是
传统现代性的完美典范。

什拉巴什蒂·马利克

马来西亚舞蹈
家拉姆利·易
卜拉欣（Ramli 
Ibrahim）和
詹纽瑞·洛
（January 

Low）在新德里
国际舞蹈节开幕
式上表演奥迪

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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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应该通过调整和改进来研
究、实践和保护，特别是在印
度这样历史悠久，传统、习俗
和艺术形式众多的国家，以便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借鉴。这就
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
思想家都受到了印度传统习俗
的启发，并加以采纳。在全球
舞台上，印度的文化财富往往
与这些不断演变的传统以及随
着时间推移而日益增长的艺术
遗产联系在一起
马来西亚艺术家，拿督拉姆

利·易卜拉欣(Datuk Ramli 
Ibrahim)就是其中之一。他在
2018年因对奥迪西舞的贡献而

被授予了莲花士勋章（Padma 
Shri）。奥迪西舞是一种表演
艺术的流派，在表演中，舞蹈
家和音乐家会共同给观众呈现
古印度文献中的神话故事。作
为一名芭蕾舞专业出身的奥迪
西舞者和编舞，易卜拉欣在过
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在努力推动
这种舞蹈形式的发展，尝试在
制作中融入当代的感性，以吸
引世界各地的大都会观众。正
是易卜拉欣在现代元素方面的
探索帮助奥迪西舞在当今的全
球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的舞蹈之旅始于学习芭

蕾。”易卜拉欣说：“当我在

印度古典舞的革新者，鲁克米尼·德维（Rukmini Devi）、姆里

纳里尼·萨拉巴伊（Mrinalini Sarabhai）和库姆迪尼·拉基亚

（Kumudini Lakhia）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扎根于传统，并为

传统的积极演变作出了贡献。

昔日的现代
主义者

鲁克米尼·德维
鲁克米尼·德维对巴拉塔纳蒂亚姆

（Bharatanatyam）进行了许多改革，
她特别注意音乐伴奏、歌曲选择、服

装搭配和舞台表演。

姆里纳利尼·萨拉巴伊
萨拉巴伊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古典舞蹈家，也
是最早的当代编舞家之一，以其在古典舞
蹈形式方面的尝试而闻名。她曾在巴拉塔
纳蒂亚姆（Bharatanatyam）、莫希尼雅坦
（Mohiniyattam）、库奇普迪（Kuchipudi）

和卡萨卡利（Kathakali）接受训练。

库穆迪尼·拉希亚
她的编舞作品试图将传统技巧和现
代主题相融合。这些编舞作品现在
被认为是经典，且其在作品中首演
的许多创新现已在卡萨克的表演中

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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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习工程学时，我发
现了运动的力量，并把它作为
我一生的追求。我加入了悉尼
舞蹈团。但我也对亚洲文明、
历史和神话非常感兴趣。这
吸引我来到印度，了解它的传
统。”
作为一个大型芭蕾舞团

的一员并不能定义易卜拉
欣的创作风格，因为他还

右图：易卜拉欣和
他在马来西亚佛经
舞蹈学院的学生

下图：易卜拉欣
在孟买的沃里学
校为孩子们举办

讲习班

在跟随著名的舞蹈家阿德
亚尔·拉克希曼（Adyar K 
Lakshman）学习巴拉塔纳蒂亚
姆（Bharatanatyam）。“对
芭蕾和西方现代舞的的深刻理
解对我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所
有这些都与我对西方当代和古
典音乐的欣赏，以及对哲学、
神话和戏剧作为当代艺术表现
形式的了解息息相关。”
但易卜拉欣并没有放弃他的

探索之旅，最终，他找到了他
对奥迪西舞的热情。“我知道
学习和表演印度古典曲式对我
来说可能很有挑战性，需要毕
生的奉献。我必须更加努力，
因为我不是印度人，”他说。
易卜拉欣选择追随传奇的奥

迪西舞大师德巴·普拉萨德·
达斯（Deba Prasad Das），
正是他将奥迪西舞带向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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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拉欣的表演
混合了芭蕾和奥
迪西舞，是一场
视觉盛宴。大师
在马来西亚的一
场演出中表演奥
迪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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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他们相信他们正在
创作与他们的环境相适应的
作品。印度古典舞的革新者，
鲁克米尼·德维（Rukmini 
Devi）、姆里纳里尼·萨拉巴
伊（Mrinalini Sarabhai）和
库姆迪尼·拉基亚（Kumudini 
Lakhia）都是现代主义者，
他们扎根于传统，并为传统的
积极演变作出了贡献。在这方
面，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尤其是在我的传统作品的呈现
方式上。”
对比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古典

舞蹈形式及其演变，易卜拉欣
说：“马来西亚和印度都越来
越多地从亚洲视角而不是从西
方视角来重新定义其现代舞的
身份。此外，印度传统舞蹈正

与时俱进
佛经基金会

1983年，易卜拉欣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开办了佛经舞

剧院。他意识到，世界各

地的传统正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迅速演变，并且表演

艺术中心需要与印度以及

其他舞蹈中心蓬勃发展的

前沿创意相结合。

与命运共舞
2018年，拉姆利的努力

得到了国际认可，并被

授予了印度最高平民

荣誉——莲花士勋章

（Padma Shri）。这一

奖项为其不断增长的国

际荣誉列表更添上了新

的一笔。印度表演艺术

的最高权威印度国立戏

剧学院（Sangeet Natak 

Akademi）也认可了易

卜拉欣（Ibrahim）的

努力和他对奥迪西舞

（Odissi）的贡献，这

对两国的舞蹈发展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界。“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缔
造历史。我们只是在做我们最
喜欢的事情。我们随波驻留，
而生活中的这些事件会将我们
带向既定的命运。我想，我
们只是在做我们热切想做的事
情。”易卜拉欣说。
他的芭蕾舞背景使这位马来

西亚艺术家在他的表演中融入
了新的创作优势。“许多“传
统”艺术家和舞蹈制作人认为
自己与他们所在的环境处于同

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在印度总统府（Rashtrapati Bhawan）举行的公民授职仪式上向
拿督拉姆利·易卜拉欣颁发了莲花士勋章。

我一直觉得，当代艺术代表着未来。当代
表演艺术的到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舞
蹈形式演变的结果。

拉姆利·易卜拉欣
佛经基金会艺术总监



 |  85  | 

在经历巨大的创造性演变。
如今，印度传统舞蹈已经被
视为传统舞蹈融入现代社会
并蓬勃发展的典范。”
随着舞者不断将奥迪西舞

的敏感性与当代表演风格相
融合，为全世界的观众重新
打造独具一格的舞蹈作品，
我们也询问了这位双眼永远
闪闪发光，魅力十足的66岁
舞者在这方面动力的来源。
易卜拉欣回答说。“我想这
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而是一
种比我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推
动着我前进。迫切之需和他
人的需要总是需要优先考虑
的。然而，我意识到，我付
出的越多，我从生活中得到
的回报就越多，可以说，我

的心充满了动力……”
如今，随着全国各地的艺

术家们自觉地加入传统艺
术学校，舞蹈，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和
传播。每一位新的舞者都为
这种艺术形式注入了新的想
法，例如融合了各种舞蹈风
格而不破坏其传统模式和与
每种舞蹈形式相关的古老价
值观的实验。

上图：易卜拉欣经常与
印度舞蹈学院合作。本
图是他与《Odissi on 
High》的表演者们的合
影。这部作品由马来西
亚经典舞蹈公司与布巴
内斯瓦尔的鲁德拉克什
亚基金会（Rudrakshya 
Foundation）合作出

品。鲁德拉克什亚基金
会由奥迪西舞的资深
表演者和编舞比奇特
拉南达·斯温（Guru 

Bichitrananda Swain）
创立。

什拉巴什蒂·马利克毕业于印度大
众传播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曾在位于布
巴内什瓦尔（Bhubaneshwar）的小报

《MyCityLinks》和《先锋报》（The Pioneer）工
作。她喜欢音乐，爱好藏书，喜欢写自己的旅行、音
乐和任何她感兴趣的话题。

易卜拉欣选择追随传奇的奥迪西舞大师德巴·普拉萨德·达斯

（Deba Prasad Das），正是他将奥迪西舞带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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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东京奥运
会的门票

随着印度男子和女子曲棍球队获得奥运会出场资格，并为在明
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而积极备赛，人们对印度曲棍球队
的表现充满了希望，但运动员们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拉杰·皮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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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印度在曲棍球项目
上获得的奥运金牌数量遥遥领
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印度在奥
运会历史上共获得8枚曲棍球
金牌，为世界之最。虽然这早
已是几十年前的战绩，但这个
国家正准备在近年重现其昔
日之辉煌，而印度的曲棍球员
们似乎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
备。11月1日和2日在奥里萨邦
布巴内斯瓦尔举行的2020年东
京奥运会预选赛上，印度男子
和女子曲棍球各自击败了他们
的对手俄罗斯队和美国队，印
证了印度的雄心壮志。男队干
净利落的胜利和女队总比分的
领先为他们赢得了参加东京奥
运会的资格。

虽然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
印度男子曲棍球队受到了公众
的强烈关注，但在世界上排名
第九的印度女子曲棍球队却鲜
少被人提及。然而，他们在过
去几年中取得的进步却让人不
容置疑其夺冠的竞争力。2017
年亚洲杯夺冠，亚运会亚军，
世界杯第八名，以及在FIH系
列赛决赛中战胜亚洲冠军日本
队；这支队伍正在开辟通往东
京奥运会的快速通道。
印度女子曲棍球队中有几

个人物值得特别提及，包括
队长拉尼·兰帕尔（Rani 
Rampal）。印度年轻人的表现
都非常出色，我相信他们会在
2020年奥运会上崭露头角。

在过去的几年里，印度政府为促进本国的曲棍球运动的发
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动力。

下图（从左至右）：印
度女子曲棍球运动员纳
夫约特·考尔（Navjot 
Kaur）、萨维塔·普尼
亚（Savita Punia）
、队长拉尼·兰帕
尔（Rani Rampal）
和纳夫尼特·考尔
（Navneet Kaur）在赢
得亚洲杯女子曲棍球
锦标赛对中国队的决
赛后；拉尼·兰帕尔
（Rani Rampal）在阿
姆利则哈尔萨曲棍球学
院的一个研讨会上



体育竞技

印度视角 |  88  |

如果智囊团——教练、管理
员和训练员——能够制定出最
好的策略并高效利用短角球来
得分，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重
现印度曲棍球的黄金时代。目
前的印度曲棍球联盟中并不缺
乏人才或领导力。我们有像格
雷厄姆·里德（Graham Reid）
（男队）和谢尔德·马里尼
（Sjoerd Marijne）（女队）
这样的教练，他们成功地改变了
球员的心态，使他们更有侵略
性，对自己的技能更有信心。此

外，我们还拥有目前男队中最好
的阵容之一。印度国家男子曲棍
球队队长曼普利特·辛格·帕瓦
尔（Manpreet Singh Pawar）
实力不俗。斯雷杰什·帕拉图·
拉文德兰（Sreejesh Parattu 
Raveendran）、苏尼尔（SV 
Sunil）、钦格伦萨纳·辛
格·康古贾姆（Chinglensana 
Singh Kangujam）、阿米特·
罗希达斯（Amit Rohidas）和
阿米特·高达（Amit Gowda）
都是经验丰富的球员。就这支

球队而言，它有良好的国
际曝光率和很强的技术，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奥运
会上有很好的机会。正如
我们在预选赛中看到的那
样，我们的小伙子们轻松

印度曲棍球前
锋曼迪普·辛
格（Mandeep 
Singh）在FIH
系列赛决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

中射门

印度年轻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
我相信他们会在2020年奥运会上

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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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印度和南非
的决赛中，哈曼普雷
特·辛格（Harmanpreet 
Singh）（左二）和
库马尔·瓦伦（Kumar 
Varun）（最右）在赢得
得分王后合影

下图：印度选手曼迪
普·辛格（Mandeep 
Singh）（右）在2020年
奥运会预选赛中进球后
与队友庆祝。

拉杰·皮莱（Dharaj pillay ）1989年首
次代表国家队参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球
队在1998年和2003年的亚运会上夺冠，并
被授予拉吉夫·甘地体育运动荣誉奖和莲
花士勋章。

地击败了他们的对手俄罗斯队，
而俄罗斯队在过去几年里缺乏训
练的表现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基层，我们也看到了更多有

天赋的年轻人加入了曲棍球的队
伍。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成
为专业运动员为目标的孩子只关
注板球。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
变，曲棍球将再次成为潮流。
在过去的几年里，印度政府为

促进本国曲棍球运动的发展提供
了大量的支持和动力。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像这样积极的
结果，还可以期待未来更好的表
现。当印度全民体育健身（Khelo 

India）运动发起时，运动员也
在中小学与大学都获得了更加公
平的机会。为了促进运动员和教
练员的进步，政府已进行了几项
政策改革，并对基础设施进行了
升级。
对于任何一场比赛，一名运动

员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
我本人会从比赛前一天晚上就
开始准备。你必须保证摄入适量
的水分和营养，这样才能在赛场
上发挥出色。同时，你还应该制
定相应的策略，需要承担多大的
风险，等等。一旦一切都准备妥
当，你就可以满怀信心，大步向
前，并在比赛中大放异彩。虽然
男女队都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
现在奥运赛程已经公布（女队将
在奥运会期间迎战世界冠军荷兰
队，而世界排名第五的男队将在
首场比赛中迎战新西兰队），印
度夺取奖牌的希望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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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制人 
• 印度第一次大选于1951年10月25日至

1952年2月21日举行。共有7500多万人
投票给1949

• 候选人，角逐489个人民院席位，使之
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选举活动。

• 1982年1月9日，由21名成员组成的第
一支印度科考队到达南极，在国家海
洋研究所所长卡西姆（S Z Qasim）的
带领下，建立了印度在南极的第一个
科考站，并将其命名为达克辛·甘戈
特里（Dakshin Gangotri）。

• 1930年，钱德拉塞卡拉·文卡塔·拉曼
爵士（Sir 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印度人，他在光散射方面的开创
性工作被称为”拉曼效应”。

1939年出生的沙昆塔拉·德维
（Shakuntala Devi）是一名数学计
算神童。8岁时，她就在迈索尔大学
和安纳马莱大学展示了她的数学天
赋。1980年，她在28秒内算出了两个
13位数（随机抽取）相乘的结果，这
也被记录在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中。

印度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阿雅巴塔
（Aryabhatta）是第一
个提出地球是球形的并
且围绕太阳旋转的人。

美丽心灵
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
，著名的数学天文学文本婆
罗摩历算书（Brahmasphuta 

Siddhanta）的作者，来自印
度拉贾斯坦邦。他是第一个
使用零作为数字的人，甚至
制定了用零计算的规则。

奉献之音  
对于旁遮普省卢迪亚纳市斯里巴尼萨希布（Sri Bhaini 
Sahib）村的居民来说，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音
乐。然而，真正让巴尼·萨希布与众不同的是一个独特
的传统，即每个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古典音乐的熏陶。
从声乐训练到学习演奏迪鲁巴（Dilruba）、萨兰吉
（Sarangi）、西塔（Sitar）、塔尔谢纳伊（Taar 

Shehnai）和拉巴布（Rabab）等传统乐器， -音乐是这
里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村子里的孩子，除了上学和玩

游戏之外，从不错过音乐课。

印度印象
通过这些有趣的事实来进一步了解你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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