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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加拉节 

旺加拉节，也被称为百鼓节，主要由梅加

拉亚山的迦罗部落庆祝。在节日期间，该

地区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个标志着

丰收的节日。音乐和舞蹈表演是旺加拉节

的标志，人们会在表演中演奏该地区的传

统鼓。  

地点：加罗山，梅加拉亚

普什卡骆驼节

普什卡骆驼节在拉贾斯坦邦神圣的普什卡湖岸边举行，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节日。在节日期间，人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

趣味竞赛和文化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

这里观光旅行。  

地点：拉贾斯坦邦普什卡尔

2019年11月8日至12日

2019年11月8日

兰恩乌察夫节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真正体验大卡奇

盐沼池独特的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机会。活动还会

通过精心策划的活动和展销会，展示该地区的手工艺品

和艺术遗产。

地点：大卡奇盐沼池，古吉拉特邦

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2月23日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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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5日

圣诞节

圣诞节是12月最大的节日之一，全国
各地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庆祝。人们
会交换礼物，装饰圣诞树，节日的气
氛将一直持续到新年。
地点：印度全国

犀鸟节  

犀鸟节是印度东北部规模最大的活动之一，以展示纳

加兰充满活力的文化。这个节日以受到全邦人尊敬的

犀鸟的名字命名，主要通过手工艺和模拟战舞来促进

部落间的关系。

地点：基萨马，纳格兰德 

 

2019年12月1-10日

国际电影节

从1952年开始，印度国际电影节（IFFI）已

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影盛典之一。2019

年印度国际电影节是该电影节的第50周年，

来自65个国家的200多部电影在果阿的多个

场所展出。 

地点：果阿全境

2019年11月20日至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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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诸言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经验、充满活力的文化、艺术遗产、如诗如画的美景和科学

技能的宝库。在本期《印度视角》中，我们将着眼于扩展既存的视野，见证印

度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甚至在太空方面：比如创新的IRNSS（印度

区域导航卫星系统）系统，或由印度总理命名的NAVIC（印度星际导航）等。

随着全球形势的迅速变化，亚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印度与中国的伙

伴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我们将于我们的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Dr S 

Jaishankar）一起前往中国，并和我们的专家共同探讨这次被誉为第二次印中

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前奏的访问的意义。我们还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一起

前往休斯顿，在美国参加”你好，莫迪”活动的盛大招待会，然后前往纽约参

加第74届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

然后，我们会赶赴印度西部，亲眼目睹描绘了克里希纳神生平故事的皮奇瓦伊

绘画的美丽传统。接下来，我们将前往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岛屿，阿萨姆邦的马

朱利，体验生活在一个面具制造大师社区中的新奇感觉。在美国超模瑞秋·亨

特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著名的灵修圣地瑞诗凯诗和瓦拉纳西，与其在这精神

净土进行了一次令人神清气爽的静修。我们还浏览了一些内容极为丰富的社区

烹饪书。这些烹饪书不仅列出了不同的食谱，而且还保留了这些社区的烹饪传

统，以免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

多年来，印度电影（或俗称的宝莱坞(Bollywood)）通过参与各大国际电影

节，在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我们还分析宝莱坞对全球电影产业

的影响。在我们的摄影特辑中，我们带您走遍全国，体验各地形式多样的宗教

和文化活动。随着徒步旅行成为最受欢迎的冒险旅行方式之一，我们也与一些

环保组织进行了交流。这些组织正在领导一场战斗，为我们后代保持美丽宏伟

的喜马拉雅山的干净和纯洁。

最后，我们将与印度的勇敢之心对话。他们不顾身体上的创伤，奋起成为激励

人心的偶像，并在各行各业取得了成功。我们还研究了印度庞大的公路网所带

来的增长，包括正在促进全国贸易和商业的新时代国家公路网。

拉维什·库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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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在曼谷举行的第16届印度-东盟峰会

印度的“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侧重于亚太区域的广
大邻国。这项政策最初是作为一项经济倡议提出的，现在
已经获得了新的政治、战略和文化层面的意义。前大使阿

尼尔·瓦德瓦向我们解释了最近的变化。

东方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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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外交部长苏杰
生（S Jaishankar）
和人力资源部部
长拉梅什·博基
里亚尔（Ramesh 
Pokhriyal）在为1000
个面向东盟学生的
博士奖学金启动仪
式期间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引入

了“向东看”政策。2015年，

这一项政策正是转变为“东向

行动”，旨在满足加强与该地

区和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并

为印度东北部创造发展机会的

双重目的。商业（Commerce）

、文化（Culture）和互联互

通（Connectivity）这三个C

一直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三

大支柱。

多年来，印度在东盟

及其相关框架上取得了

巨大进展（如东盟区域

论坛（ARF）、东亚峰会

（East Asia Summit）和东

盟防长扩大会（ADMM+）），

还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

太平洋岛屿等东部国家建立了

联系。这一进展通常被称为远

东行动，并已扩展到俄罗斯和

远东地区。从1996年的对话伙

伴，印度已于2002年升级成为

东盟的首脑级伙伴，并于2012

年成为战略伙伴。如今，印度

与东盟在各个领域至少进行了

印度正在推动快速建成连接缅甸

和泰国的三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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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印度外交部
东方事务秘书维贾
伊·塔库尔·辛格
（Vijay Thakur 

Singh ）(右三)最
近出席了在新德里
举行的第11届湄公
河-恒河合作高级官

员会议

30次高级别对话。

印度需要深化与东盟的

经济一体化，并积极参与

其中，因为东盟是一个

18.5亿美元的团体，国内

生产总值约为3.8万亿美

元。2000年4月至2018年3

月，东盟向印度投资689.1

亿美元，2007年至2015

年，印度向东盟投资366.7

亿美元。印度和东盟其

他国家以及中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

这五个东盟伙伴正致力于

共同建设现代、全面、高

质量、互利共赢的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改善经济关系的一个关

键方面是改善印度和东盟

之间的陆海空互联互通。

印度应该加快建设连接印

度、缅甸和泰国的三边高

印度还希望与东盟合作，加强蓝色经济合作，包括投资开发

海水淡化技术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等。



• 11月2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抵达泰国首都曼
谷，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

• 莫迪总理强调了东盟在印度“东向行
动”政策中的重要性，并强调有必要加
强与成员国在农业、科学、信息技术、
工程和大学网络等领域的伙伴关系。

• 

• 东盟领导人称印度是一个长期的盟友，
一个不断发展的伙伴，并认同印度为该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做的贡献。

东方之友
印度出席： 
第16届印度-东盟峰会
第十四届东亚峰会
第三届RCEP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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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印度总统
拉姆·纳特·科
温德（Ram Nath 
Kovind）和总理
纳伦德拉·莫
迪（Narendra 
Modi）与东盟成
员国领导人作为
主嘉宾共同出
席在新德里举行
的共和国日庆祝
活动

速公路，并将其扩展到老挝、

柬埔寨和越南的地区。印度总

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5年宣布了10亿美

元的信贷额度，以加强与东盟

的数字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三边高速公路预计将于2020年

开通，目前各方正在努力建设

开通所需的软基础设施。印度

的东海板块，包括恩诺港和钦

奈港与柬埔寨-老挝-缅甸-越

南等国家之间的海运联系也至

关重要。

印度还期待与东盟合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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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中心地位和能

力；深化了孟加拉湾

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

作倡议，以促进孟加

拉湾地区的合作；与

湄公河-恒河合作集

团展开合作，促进其本身与

印度支那次区域之间的更大

联系。印度和太平洋岛屿国

家论坛(FIPIC)已于2014年

成立。印度每年会在滚动基

础上向作为论坛成员的每个

14个岛屿国家提供20万美元

用于发展项目。

该地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

强蓝色经济合作，包括投资开

发海水淡化技术，维护生物多

样性，在海洋中寻找和开采海

洋矿物等。印度正在建立沿海

监测网络，并不断提高与合作

伙伴共享海洋领域意识。印度

还与东盟共同设立了一个绿色

基金，以帮助开展减缓气候变

化影响方面的合作项目。

目前，印度提升了东盟在该

左图：2019年8月
在曼谷举行的第
10届湄公河-恒
河合作部长级
会议上，外交
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与
众成员国外长

印度海军与印度洋地区各国海军

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举行了友

好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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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发展是，由印度、日本、

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的四方

非正式集团重新出现，以

协调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立场。印度可以通过集中资

源，与四方国家在基础设施

项目上进行合作。印度可以

利用其信息技术领域的优

势，为海关和风险管理提供

力量。

未来，印度必须灵活、快

速地完成与东盟的互联互通

项目。印度还必须发展强有

力的国防、政治、文化和社

改善经济关系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改善印度和东盟

之间的陆海空互联互通。

上图：11月3日，
各国元首出席在泰
国曼谷举行的第35

届东盟峰会

会经济联系，与该区域各国

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保持其

周边地区的安全，开放其海

上通道，确保本国经济发

展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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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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9月24日，印
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于纽约第74届联合
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会
面。

个人亲和力、反恐、经济与防御领域的协作及印度裔美国人是印美双边关系的同一主线。
前印度驻美国大使纳夫特·萨纳（Navtej Sarna）解释了为什么休斯顿站是纳伦德拉·莫

迪总理访美（9月21日至27日）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休斯顿，
我们没问题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于唐纳德·特朗

普政府执政期间进行了第二次访美，

于休斯顿夺得了开门红。五万名印

度裔美国人参加了“你好，莫迪”活

动。此次活动相比2014年的麦迪逊

广场花园活动规模更大，也因特朗普

总统与莫迪总理同台而更胜一筹。众

议院多数民主党领袖斯坦尼·霍耶尔

（Steny Hoyer）等参议员和国会议

员的出席表示了国会两党对印美伙伴

关系的支持。尽管计划于星期二举

行的正式双边会议更适合进行严肃讨

论，但休斯顿的会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你好，莫迪”活动最显著的要

点便是两国领导人间的个人关系。

早在2017年6月白宫的第一次会面期

间，两人之间的平和相处便展露无

遗。然而，在特朗普总统就关税发表

了一系列引起混乱的推文，并就关于

哈雷·戴维森（Harley Davidson）

的小问题发表了一些言论后，双方关

系发生了动摇。而在近期大阪和比

亚里茨的会面中，双方态度发生了变

化，休斯顿的活动更是在公众面前进

一步展示双方的友好关系。活动中两

位领导人对对方人格的溢美之词、对

彼此成就的钦佩、贯穿整个盛典的肢

体语言以及盛典结束时同样响彻体育

场的胜利般的喜悦都证明了这一切。

鉴于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事实证明改

善个人关系将是一种制胜法宝。

活动的第二大成果是双方就反恐

问题达成了一致共识。特朗普总统就

反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恐怖威胁发表

了讲话，得到现场观众起立鼓掌。接

着，莫迪总理虽未提及具体国家，却

旁敲侧击地对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

的态度进行了抨击。他提到了9/11和

26/11恐怖袭击事件，强调印度和美

国面对威胁时共同的脆弱性。尽管为

换取阿富汗的合作而作出了战术性妥

协，但特朗普政府对于巴基斯坦支持

恐怖主义的问题大体上采取的是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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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9月21日，莫迪
总理在休斯敦与印度
侨民互动。

态度。基于对恐怖组织的全新定义及

联合国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的积极进展，美国与印度在反恐方面

的合作明显有增无减。

两位领导人的发展触及了两个经

济体的各方各面和对未来发展的探

讨。莫迪总理更是阐述了他对于印度

发展的愿景，包括扩大农村医疗覆

盖、改善农村互联互通及银行服务。

更优惠的移动数据的和消除过多的管

制促进了商业发展，而良好的营商环

境更是使印度成为颇具吸引力的外商

直接投资目的地。此外，莫迪总理还

谈到了印度成为五万亿经济体必须采

取的措施——增加投资、改善基础设

施建设及提高出口量。这些信息对美

国极为重要。作为一个具有潜力的经

济体，印度预示着无限的发展

前景。

特朗普总统谈论了其于任期

内所创造的600万个岗位、降低

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及其减

税措施。他对印度公司在美国投

资，并为美国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

机会表示高度赞扬。自特朗普总统上

任，印度便多次肯定和支持加强与美

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美国总

统的此番话语对于印度官员和企业宛

如一支强心针。

尽管双方将贸易问题预留到双边

会晤再进行讨论，但两位领导人均谈

及了贸易问题下的一个话题：能源合

作。莫迪总理首次与17家主要能源企

业CEO进行会面，特朗普总统自是十

分重视。他欢迎印度购买美国的石油

和天然气，并积极鼓励印度提高购买

量，并预计美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自2017年，

印度每年的能源购买额均高达45亿美

元，印度一直认为这将大大减少使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印度高达180
亿美的国防领域采购额及更多酝酿中的交
易表示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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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莫迪总理访问美国期间，在纽约接受比尔·盖茨颁布的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授予的“全球目
标守卫者奖”。

朗普贸易团队担忧的240亿美元贸

易逆差。我们认为，必须将这种

直接采购加深至两国在能源领域

的相互投资。

特朗普总统认为国防和安全

合作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他提

到印度的国防领域的采购额已高

达180亿美元，更多的交易更是

已经提上日程，美方对此深表欢

迎。从俄罗斯购买S-400系统时

所面临的潜在制裁使得 印度断

增长其采购多样性。两个国防大

国之间的互操作性也不断增长，

这对于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合作至

关重要。特朗普总统在提到即将

进行的名为 “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的首度三军联合演习

时也强调了这一点。

最后，对于休斯顿群众而言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特朗普总统

对印度裔美国人社区提出了慷慨

的赞扬和支持。虽有为竞选拉票

之嫌，却仍十分暖心。印度裔美

国人在医学、商业和技术领域被

视为勤奋的先驱，也是美国引以

为豪的社区。在H1-B政策不断收

紧、白人至上主义者任意犯下仇

恨罪行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总统

对移民政策采取的强硬态度让印

度裔美国人社区的隐形担忧时常

浮出水面。特朗普总统的致辞与

他对非法移民的谴责形成鲜明对

比，应该能对消除此担忧产生一

定作用。

在前往纽约开始为期五天的忙

碌行程前，印度代表团应对休斯

敦之行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

莫迪总理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大
会后，又参加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
会议。总理共参加了三个联合国
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全
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和战
略应对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
领导人峰会。莫迪总理在多边会
议上的三次讲话都引起了听众极
大的兴趣。显而易见，作为一个
民主大国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重
大影响力的大国，印度的地位得
以凸显。当天，莫迪总理还与卡
塔尔埃米尔、尼日尔总统、意大
利总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
主任、纳米比亚总统和马尔代夫
总统举行了六次双边会晤。

访问纽约的第二天，莫迪总理首
先与美国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议，
随后参加了印度太平洋领导人会
晤。 莫迪总理还参与了在联合
国总部大楼举行的圣雄甘地诞
辰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为纪念
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印度启动
了其为联合国总部大楼筹集100
万美元修建的太阳能屋顶面板。
此外，另有两场庆祝活动：纽约
州立大学韦德伯里分校的甘地
和平花园远程落成典礼，150棵
树木在这里植下以纪念圣雄诞
辰150周年，以及联合国邮政“甘
地”邮票的发行。傍晚，比尔盖
兹夫妇基金会在林肯表演艺术
中心授予莫迪总理“全球目标守
卫者奖”，以认可他在斯瓦赫·巴
拉特·阿比扬（Swachh Bharat 
Abhiyan）的卓越领导能力。莫迪
总理还在彭博社全球商业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随后，
其参与了由印度政府和印度投资
促进局 (Invest India) 组织
投资圆桌会议，与美国40家大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会谈。

9月27日，莫迪总理在联合国大会
上发表演讲，强调了印度政府的
各项发展政策，以及印度对气候
变化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承诺。

纽约之行的重
要成果

内容/信息来源于2019年9月23日的《印度斯坦时
报》

作为印度驻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
高级代表/大使，纳弗泰杰•辛格•
萨尔纳 (Navtej Singh Sarna)曾带
领印度外交使团工作。他出版了几

本著述，并为印度国内外的杂志和报纸撰写了大
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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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5月16日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就职

后，应不丹首相洛塔·策林（Lotay Tshering）的邀请，于 8 月 

17 日至 18 日对不丹进行了国事访问。印度总理在帕罗受到了不

丹总理和内阁成员举行的仪仗队欢迎。不丹国王和王后还为莫迪

总理举行了欢迎午宴。

印度-不丹：进一步加强特殊友谊

上图：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 8 月对不丹进行国事访问，会见不丹总理洛塔·策林。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国际访问重申了政府关于互
利国际合作的立场。让我们关注其近期访问的亮点。

加深友谊

• 不丹建成720兆瓦曼格德

丘水电站，使得不丹总发

电总量突破 2000 兆瓦

大关 

• 不丹推出印度 RuPay 卡，

既能加强不丹经济，又能

让前往不丹的游客减少身

上携带的现金。下一阶段，

不丹银行将发行 RuPay 

卡，以进一步整合印度和

不丹的经济，并在不丹就

BHIM（巴拉特货币界面）

无现金交易应用程序进行

可行性研究。 

• 访问期间，双方在知识网

络、教育和司法机构等多

个领域签署了谅解备忘

录。 

• 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协助下建造的不

丹南亚卫星（SAS）地面接

收站落成之际，莫迪总理

表示将向不丹提供额外的

宽带容量，以满足其需求，

藉此重申了印度对支持不

丹整体增长的承诺。

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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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出访法国，于 8 月 22 日会见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法国 
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出访法国，于 8 月 22 日

至 23 日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双边峰会，并于 8 

月 25 日至 26 日出席了在比阿里茨举行的七

国集团首脑会议。

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总理在环境、气

候、数字化转型相关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并同

多位与会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

访问期间，莫迪总理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法国总理爱

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举行了会

谈。在与马克龙总统约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中，讨

论了许多双边和国际议题，包括印法两国在印

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网络

安全、人工智能、国防、民用

核合作等。

莫迪总理在前往此行的

第二站前还为印度航空在 

三国之行

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莫迪总理在几次会
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并同多位与会国领导人举
行了双边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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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莫迪总理于 8 月 26 
日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峰会“生物多样性、海洋、气

候”专门会议。

右图：8 月 24 日，莫迪总理
在巴林麦纳麦古达比耶宫（Al 
Gudaibiya Palace）会见巴林
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

哈利法。

Nid D’Aigle 空难中的印度遇难者纪念

碑揭幕。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莫迪总理于 8 月 23 日抵达阿联酋，

开始他此次三国之行的第二站。他在王

宫接受了仪式欢迎，并与阿布扎比王储

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

扬（Crown Prince, Sheikh Mohammad 

bin Zayed al-Nahyan of Abu Dhabi）

举行了双边会谈。印度总理正式地推出

了 RuPay 卡。这是该卡在中东地区的首

次亮相。在访问阿联酋期间，莫迪总理

被授予阿联酋最高民事勋章：扎耶德勋

章，“以表彰杰出的领导人，及其为推动

双边关系做出的重大努力”。

巴林
莫迪总理于 8 月 25 日抵达巴林，这是

三国之行的第三站。莫迪总理因此成为

第一位访问巴林王国的印度总理。印度总

理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并与巴林首相哈利

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亲王（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进行

了代表级会谈。

在此次访问中，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与巴林太空研究所签署了一份

谅解备忘录，以“协助建造立方体卫星

（CubeSat），建立地面接收站，共享数据

并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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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莫迪总理在 9 
月访问符拉迪沃斯托
克时，与俄罗斯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红星造船厂共度轻松
时刻。

帕坦贾利·庞登（Patanjali 
Pundit），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
敦经济学院，是一位历史学家、作家
与企业家。

符拉迪沃斯托克游船之旅
作为东部经济论坛的首席嘉宾，莫

迪总理于 9 月 4 日上午抵达俄

罗斯，进行为期 36 小时的访问，

并出席了第20届印俄峰会。总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着陆，成为第一

位访问俄罗斯远东联邦区行政中心

的印度总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Vladimir Putin）特别

邀请莫迪总理乘船前往红星造船厂

（Zvezda）的新船坞。两位领导人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涉及双

边问题以及印度对俄罗斯远东地区

作为其在东北亚地区跳板的进一步

承诺。

印度总理还同来访的三位政要，

即日本首相、蒙古总统、马来西亚

总理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在第五届

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

话。此次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义

重大，因为它证明了印俄关系通

过信任与伙伴关系达到了合作新高

度。

在总理访问期间签署了若干谅解

备忘录，其中包括经济领域的五份

谅解备忘录，能源领域的四份谅解

备忘录，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两份

谅解备忘录。此外，两国政府还签

署了一份关于国防与文化联系的谅

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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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副总统凯纳杜·纳伊杜

于8月17日抵达立陶宛，受

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他

与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

斯·达进行了会面，并祝贺

他当选。双方针对各种议题

上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同意

加强在农业、食品加工、信

息和金融技术方面的合作。

他后来还会见了立陶宛总理

索利乌斯·斯克韦内利斯

和立陶宛议会议长维克托拉

斯·普兰克蒂斯，并以前印

度上议院主席的身份讨论了

议会的程序和进程。他还向

立陶宛的印度社区成员发表

讲话，敦促他们加强两国之

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拉脱维亚
印度副总统于8月19日抵达拉

脱维亚，开始了他波罗的海

地区之行的第二站。这是上

世纪90年代初两国建交以来

的首次高层会晤。他受到了

隆重的欢迎，并与拉脱维亚

总统埃格里斯·莱维茨、总

理克里贾尼斯·卡林斯和萨

埃马（拉脱维亚议会）代理

议长伊涅尔举行了会晤 。 

爱沙尼亚 
印度副总统于8月20日抵达爱

沙尼亚，会见了爱沙尼亚总

统卡尔朱赖德，并就地区、

多边和双边问题进行了讨

论。这是他访问的第三站，

也是最后一站。副主席访

问的重点议题包括贸易、商

业、资讯科技、电子政府、

网络保安及教育等。在结束

对波罗的海国家为期五天的

访问之前，他还邀请爱沙尼

亚参加即将在新德里举行的

印欧29商业论坛。 

左图：副总统在
成功完成第一站
访问后离开立陶
宛首都维尔纽斯

连接波罗的海
印度副总统文凯纳杜·纳伊杜于8月17日至21日对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

沙尼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副总统纳伊杜与拉脱维亚的印度社区成
员互动，并在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为圣

雄甘地的半身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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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东盟成员国外长于 
8 月 1 日在泰国出席东
盟-印度部长级会议合影;

印度外长贾沙卡尔于 9 
月 26 日出席在联合国大
会期间举行的金砖国家外
长会晤

达成新共识
东盟-印度部长级会议亮点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S.Jaishankar）与泰国外交部长

敦·巴穆威奈（Don Pramudwinai）

共同主持了东盟-印度部长级会

议。会议指出，2016-2020 行动计

划实施之后，新的行动计划应在明

年内完成制定。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区域与全球

议题，包括东盟的观点趋同与印度

关于印度-太平洋区域的看法。此

外，也欢迎东盟成员国通过印度-

缅甸-泰国三方公路和卡拉丹多模式

联运项目（Kaladan Multi-Modal 

Transit Transport Project）扩

张与印度的联系。    

金砖国家部长级会晤 
印度外长苏杰生于 9 月 26 日在

纽约出席了在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

(UNGA74)期间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

会晤。

本次会议由2020 年金砖国家主

席国俄罗斯主持。外长们对此机会

表示欢迎，重申了对联合国的信

念，也同意要持续努力，增强金砖

国家实施任务的效力与效率。

外交部长们也达成共识，继续发

展政治、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

领域，以及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要

求的金砖国家内部活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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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上方起顺时针方向：印度外长苏杰生于 8 月 29 日在波兰华
沙会见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 
外长于 9 月 25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意大利外交部
长路易吉·迪马约（Luigi Di Maio）。; 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
见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穆赫塔·提留贝蒂（Mukhtar Tileuberdi）
。; 印度外长贾沙卡尔（S.Jaishankar）于 9 月 6 日在新加坡印
度斯坦时报领袖峰会（HT Leadership Summit）发表演讲。; 外长
于 9 月 23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科特迪瓦
外交部长马塞尔·阿蒙·塔诺（Marcel Amon-Tanoh）。; 印度外长
贾沙卡尔于 9 月 3 日在马累岛会见马尔代夫外交部长阿卜杜拉·
沙希德（Abdulla Shahid）。; 外长于 8 月 1 日在曼谷会见泰国
外交部长敦·巴穆威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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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于百忙之中前往北京，参加了
第二届印中文化和人文交流高级别机制会议。前大使高塔姆·班巴瓦莱解释了为

什么这次访问对印度至关重要。

邻邦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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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新德里在北京举行

了双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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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印度外
交部长在北京
中南海会见中
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于8月11

日抵达中国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

访问(8月11日至13日)。访问的第

二天（八月十二日）是重中之重。

外交部长首先拜访了中国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然后与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进行了会谈。并主持了第

二届印中文化和人文交流高层机

制，并在第四届印中媒体论坛上发

表主旨演讲。 

全球展望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与印度外长

讨论了世界形势，包括多极化趋势

的发展，特别是是随着发展中国家

数量的增加。他们还就南亚地区的

稳定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对印

中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交谈。

 

加强联系
会谈中，两国外长从双边关系的共

识开始对话，即不应让分歧演变为

争端，双方都应关注对方的关切。

在这方面，他们讨论了具有历史意

义的武汉非正式首脑会议，这次会

议为印度和中国的双边关系指明了

积极的方向。他们为在钦奈马马拉

普拉姆举行的第二次非正式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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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9月，中国外
交部长王毅(右)在第
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印度外长握手

下图：在北京举行的
双边会议期间的中
印外长

（2019年10月11日至12日）做好了

准备。他们还讨论了两国将如何在

2020年的一年间在各国以70项活动

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非正式峰会

的形式是对两国外交实践的创新。

在武汉的第一次峰会上，两位领导

人确保了印中边境地区的和平，这

是加强双边接触的重要前提。两国

领导人还在武汉进行了战略沟通，

并在今年的第二次非正式峰会上继

续进行了沟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还提到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事

态发展，以及印度议会最近针对此

事通过的立法。苏杰生博士向他的

印度外长和中国外长同意再举办100场活动，

以进一步加强非正式的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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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行表示，印度宪法第370条是

一项临时条款，现已被废除。这一举

措旨在将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增

长、发展和进步也推广到落后地区。

前路何方
在武汉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峰会上，

两国领导人就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达成了一致，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

双边关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需要进

一步加强。如果印度能够在中国开

展持续的、定期的和重点突出的宣传

活动，推广“不可思议的印度”的口

号，那么前往印度的中国游客数量很

可能会大幅增加。每年，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人次近1.5亿，如果我们系统而

外交部部长苏杰
生在中南海会见
了中国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

•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考古遗址管理方面
的交流

• 加强传统医药领域的合
作

• 促进两国体育交流

• 湖北省博物馆(武汉)与
国家博物馆(新德里)在
博物馆管理方面的合作

四份友谊(已签订谅
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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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宣传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

吸引这一数字的1%，即150万中国

游客前往印度旅游。印度政府最近

发起了一项主要针对亚洲和非洲学

生的”留学印度”方案。如果印度

能够推销其大学教育，特别是计算

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教育，有相当

数量的中国学生会来到印度学习。

外长们还商定增加100项活动，以进

一步加强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媒

体在塑造人们心目中的叙事和印象方

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这

是为外交关系创造适当气氛的重要工

具。因此，在印度外长访问期间举行

的第四届媒体高层论坛具有重要意

义。来自每个国家的媒体团队能够以

坦诚、直率和开放的方式相互交流。

总的来说，这次中国之行不仅全面、

及时，而且建立在将这两个亚洲大国

的关系推向稳定、可预测性和可持续

发展的共识之上。这次访问的目标完

全达到了。

高塔姆·班巴瓦勒（Gautam 
Bambawale）是印度驻不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大使，曾
以印度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武汉峰会。他目前是浦那
国际共生大学的杰出教授。

非正式峰会的形式是对中印外交实

践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补充。

上图（自上而下）：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博士访华期间
就印中双边关系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国与全球化中心（CCG）创
始人兼总裁王惠耀博士、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部教授简-皮
埃尔·卡别斯坦教授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领导人峰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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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LV-C32运载火箭以
及发射台上的IRNSS-
1F的全景图

印度更加自力更生!
有了NA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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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空域的发展不仅证明了这个
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勇气，也
确保了印度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

一些国家并驾齐驱。

盖贾南·赫尔加姆克

很快，你就不需要使用你的智能

手机或汽车里的GPS（全球定位系

统）了！取而代之，你可以使用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开发的本

土版本。

为移动设备开发协议的全球标准组

织3GPP最近批准了国际和国内移动

设备制造商将印度的区域导航系统

NAVIC（Navigation With Indian 

Constellation）用于商业用途。

正在ISRO为今天的这一成果欢欣

鼓舞的同时，但NAVIC的故事实际

上始于1999年，当时，巴基斯坦

军队还驻扎在卡吉尔。印度军方希

望能从美国拥有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获取该地区的卫星数据，

因为该导航系统可以提供有关印巴

边境局势的重要信息。但是，印度

的请求却被拒绝了。这使印度意

识到，拥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7月1日，

印度发射了印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

（IRNSS）中的第一颗卫星IRNSS-

1A。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印度还发

射了一系列的卫星，并与2018年4

月12日完成了IRNSS-1L的发射，实

现了基于9颗功能卫星的卫星定位

系统的建设，以获得万无一失的卫

星导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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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6年4月28日成功发射

导航卫星IRNSS-1G之后，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将新系统

命名为”Navic”（印地语的船

夫），将其奉献给印度人民，

并表示南盟国家也可以利用其

服务。莫迪总理将“navic”的

全名扩展为’与“印度星际导

航（Navigation with Indian 

Constellation）”。随着卫星

的发射，印度加入了美国、中

国、俄罗斯和欧盟等精英国家的

行列，拥有了一个基于卫星的导

航系统。

即使旅途中困难重重，但这丝毫

没有影响到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的决心。不负众望，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集中所有资

源，仅花费短短八个月时间，于

2018年4月12日成功发射了卫星

IRNSS-1L，完成了由8颗卫星组

成的NavIC系统。这颗重达1425

公斤的卫星由总部位于班加罗尔

的阿尔法设计技术公司（Alpha 

Design Technologies）与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ISRO）合作制

造，是私营部门建造的第二颗卫

星。

顶部：集成过程中PSLV-C32 (第
二阶段)的吊装

左图: 发射过程中的PSLV-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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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度自主研发制造的NavIC系

统旨在协助地面、空中和海上导

航、车辆跟踪和车队管理、灾害

管理，测绘和大地测量数据采

集，以及驾驶员的视觉和语音导

航。Navic还可以与移动设备集

成，因此是印度各地徒步者和旅

行者的完美导航工具。与此同

时，印度军方也会使用一种限制

级服务提供强化准入，进行导弹

运载、导航和飞机跟踪。

有趣的是，与美国的系统相

比，NAVIC只覆盖印度、印度洋

及其周围地区，因此被认为更加

精确。它将向所有用户提供标准

定位服务，定位精度为5米，而

GPS的定位精度则为20至30米。

除了NAVIC，印度的航天局还在

进行GPS辅助的地理

增强导航（GAGAN）

项目，作为印度空

域的卫星增强系统

（SBAS）。如果这

还不够大胆，印度还

启动了开发全球印度导航系统

（GINS）的进程。根据印度空间

研究组织的说法，全球印度导航

系统 是印度正在开发的一个独

立的区域导航卫星系统，其目的

是为印度用户以及距离印度边界

1500公里的地区提供精确的位置

信息服务。这项计划一旦付诸实

施，将把印度推上一个与世界上

一些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的位

置。毫无疑问，印度将完成这一

目标，并已准备好在太空--最后

的边界一展身手。

上图（左）：安装和检
查中的印度导航卫星，
其太阳能电池板已展开

对页：印度空间研究组
织（ISRO）在印度深空
网络（IDSN）设施为印
度区域导航卫星系统的
卫星导航中心举行落成

典礼。

总理将新系统命名为“NavIC”（船夫）

，并表示南盟国家也可以利用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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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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期间浦那附
近的孟买-浦那六

车道高速公路

尽管在进入21世纪之后，印度已在海运、空运和铁路运输方面取
得了进展，但公路仍然是印度经济的神经中枢。印度国家公路局
（NHAI）正在分七个阶段实施国家公路发展项目（NHDP），这是自
2000年以来印度最大的发展项目的一部分。

成功之路
帕坦贾利 庞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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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路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

路网之一，公路总长度从20世纪中叶

的约4拉克（39.9万公里）增加到2015

年的约50拉克（470万公里）。印度国

家公路网的长度从1947-1969年的2.4

万公里增加到了2015年的96214公里，

增长速度呈指数级增长。 

NHDP--发展的序幕
在印度，国家公路发展项目（NHDP）

对公路基础设施的惊人增长作出了直

接贡献。该项目始于1998年，旨在升

级、修复和拓宽印度的主要公路，以

满足印度的交通需求并促进印度的经

济发展。该项目由隶属于公路、运输

和公路部(MoRTH)的印度国家公路局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大规模迁徙的

例子。从远古时代，就有人和物资的

运输，说明了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在

印度，同样重要的是长约115，400公

里的国家公路网。

促进发展
对于像印度这样高速增长中经济体，

规划新的和升级现有的道路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印度制造”等政策方面，

因为公路运输占了印度货运量的65%，

占印度客运量的80%。印度的国道实际

上只占印度庞大的公路网的1.7%，但

却承担着40%以上的总交通量。相比之

下，高速公路在巴西、日本和美国约占

公路网的5%，在韩国和英国则占13%。

NH5路段上的摩托车旅行者，这是从旁遮普到喜马偕尔邦中印边境的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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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rridors

44 corridors: 
~26,200 km 
connecting  
economically 
important nodes

Inter-Corridor Routes

66 Inter corridor 
Routes: ~8,400 km of 
inter corridor routes 
connecting economic 
corridors

Feeder Corridors

116 Feeder Routes: 
~7,600 km of 
Shorter feeder 
routes for first / last 
mile connectivity

Economic Corridors
Inter Corridor
Feeder routes

The network of ~42,000 km of Corridors

发展之路
最近，印度高速公路网中又加入了两

个新的成员：亚穆纳和泰姬高速公

路。2012年，全长165公里的六车道

高速公路亚穆纳正式开通，大大缩

短了国家首都区与阿格拉之间的行车

时间。它还连接着印度最长的高速公

路，即全长302公里的阿格拉勒克瑙高

速公路（又称为泰姬高速公路）。与

孟买至浦那的高速公路不同，自亚穆

纳高速公路开工以来，其整个沿线地

区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印度花环
2017年10月，政府批准了了高速公

路综合项目印度花环（Bharatmala 

Pariyojna）。这是一个由中央赞助

的伞形公路基础设施项目，涵盖了包

括国家公路发展计划在内的所有公路

网络。据估计，从2017年到2022年，

公路建设的总长度为83,677公里，投

资6,92,324亿卢比(960亿美元)，是

道路基础设施项目最大的支出之一。

印度花环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增加经济

走廊和四车道高速公路的数量打通550

个区域中心，并通过连接24个物流园

区、66条走廊(IC)、116条支线(FR)和

7个东北多式联运航道港口，将80%的

货运业务转移到国道。该项目旨在改

善互联互通，特别是经济走廊、边境

地区和偏远地区的联通性，目的是加

快货物运输和促进出口。

印度对公路的愿景并不局限
于国内。印度现在正在寻求
改善连通性，尤其是在东亚
地区。

（NHAI）管理。作为印度最大的公路

项目，也是世界第五大公路项目，黄金

四边形高速公路（GQ）从四个主要方向

将印度的四大城市连接了起来：德里（

北部）、钦奈（南部）、加尔各答（东

部）和孟买（西部）。根据《国家人文

发展计划》规划，该公路于2001年举行

落成典礼，2012年竣工，途经十三个

邦，包括安得拉邦、比哈尔邦、古吉拉

特邦哈里亚纳邦、恰尔肯德邦、卡纳塔

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新德里、奥里

萨邦、拉贾斯坦邦、泰米尔纳德邦、北

方邦和西孟加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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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DP-I: GolDeN QuaDrIlateral
NHDP-II:  NS-eW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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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四边形

始于1999年，旨在连接加尔各答、孟买、钦奈和德里的
主要工业中心。该项目于2012完成，连接了印度的13个
邦，其长度约为5800公里。

东西南北走廊

东西南北走廊纵贯全国，连接了斯利那加、卡尼亚库
马里、波班达尔和锡尔恰尔等地区，是正在进行的
最大的国家公路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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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国界 
曾经的 “向东看”政策现在已经变

成了“东向行动”政策，其组成部

分有很大一部分是交通运输方面。南

亚和东南亚国家占印度贸易的40%以

上。印度是2003年签署的《亚洲公路

网协定》的签字国之一，计划修建的

公路总长度超过2.7万公里。印度-

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又称为东西经

济走廊）全长3200公里，通过缅甸将

印度(曼尼普尔)的莫雷和泰国的湄索

连接了起来。此公路目前已进入不到

400公里的最后阶段，预计可促进东

盟-印度自由贸易区以及与东南亚其

他国家的贸易和商业。印度和东盟计

划将这条航线延伸至老挝、柬

埔寨和越南。估计到2025年，

这样的互联互通每年将为印度

和其他国家创造700亿美元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和2000万个就业岗

位增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政府在发展

基础设施，特别是与道路有关的基础

设施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变化不仅推动了印度经济的长足

发展，也为物流瓶颈提供了强有力的

解决方案，让普通印度人的出行变得

更便捷、更舒适。

各大公司对投资亚穆纳高速公路发展辖下
路段的工业增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一辆卡车在喜
马拉雅山脉靠
近汤朗拉山口
的公路上行驶 
(利-马那利公
路上的喜马拉

雅山口)

帕坦贾利·庞登（Patanjali 
Pundit），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
敦经济学院，是一位历史学家、作家
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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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星的人
从一名截瘫的游泳运动员到一名听力受损的高尔夫球手，从一名
刀锋战士到一位双侧截肢人与残疾人权利活动家，我们将为您带

来四个关于勇气和毅力的故事

能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

们做出的选择。当逆境降临在

平凡的生活中，有些人选择放

弃梦想，而另一些人则将挑战

视为攀登高峰和展翅高飞的踏

脚石。在本文中，我们深入探

讨了四位成功人士的故事。

他们克服了生活给他们带来的

困难，在各自领域树立了震撼

人心的榜样，证明每一种残疾

都会带来不同的能力。

放弃，“放弃”
卡吉尔战争老兵，印度第一位

刀锋战士，励志演说家和国

家奖得主——辛格少校

（Major DP Singh）撰

写了一个关于勇气和毅

力的故事。在卡吉尔战

争（1999）期间的一个

改变命运的日子里，他

掉进了一枚炸弹爆炸的半径之

内。当他被告知他的腿受到坏

疽的影响，需要截肢时，他把

这看作是一个挑战。“我想看

看一条腿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相信神只会考验那些他认为

足够坚强和有决心的人。他

们不但能克服障碍，还能取得

胜利。”辛格少校说。

辛格花了大约14年的时间

才开始跑步，而且他从未回

头。他成功地完成了超过18

场马拉松比赛，并举办了几次

激励研讨会来引导年轻人。事

实上，在2015年，当拉贾斯

坦邦科塔的学生自杀案件激增

在邦和全国锦标赛中获胜后，沙姆斯·
阿拉姆·谢赫（Shams Alam Shaikh）
终于获得了2017年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石塔·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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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少校（Major DP 
Singh）在其训练期

间，以达到最好的状态
参加马拉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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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辛格积极参加了对学生进行心

理辅导的会议。“当我在跑步的时

候，我全身都能感觉到我的脚板撞

击在地面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我

纯粹是为了快乐而奔跑，但是当我

最终停下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伤

痕…”今天，辛格自豪地谈到了他

在林卡纪录大全上的四项记录，其

中一项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在高海拔

地区跑步的残疾人运动员。2019年

3月，在印度陆军的训练下，他成为

第一位参与跳伞的印度战伤老兵。

运动员的精神
在数百台摄像机和来自43个国家的

数千名观众的注视下，截瘫游泳运

动员沙姆斯·阿拉姆·谢赫（Shams 

Alam Shaikh）艰难地取得了2018年

雅加达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当若回到8年前，当谢赫还在

孟买的截瘫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时，这样的情景几乎是不可想象

沙姆斯·阿拉姆·
谢赫（Shams Alam 
Shaikh）展示他的
奖牌；谢赫挑战由
截瘫患者完成的公海
最长游泳时间中的一
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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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0年，我被查出患有

脊椎肿瘤，不得不终生坐在轮椅

上，这结束了我成为一名国际空

手道冠军的梦想，我为此已经训

练了大半生。”

“在康复中心，我遇到了拉

贾拉姆·加格(Rajaram Ghag)，

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印度人。他在

1988年独自游泳横渡了英吉利海

峡。”他说。““我很惊讶一个

坐在轮椅的人能做到这一点。这

给我带来了一线希望。”

从那天起，谢赫就开始了他的

游泳训练之旅。在邦和全国锦标

赛中获得胜利后，他终于参加了

亚运会。他保持着截瘫者在公海

上游泳时间最长的纪录。如今，

谢赫在世界各地旅行，通过体育

激励和鼓舞诸多的残疾人的人。

他也因此成为了很多人的灵感。

信仰的摇摆
迪克莎·达加尔（Diksha 

Dagar）在六岁左右就意识到自

己患有听力障碍。但是这个勇敢

的女孩并没有让周围的沉默成

为阻碍。相反，她把它当做了一

种来”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保持

更强的视觉感知”的工具——这

都是一个高尔夫球手所必须具备

的。作为赢得2019年欧洲女子巡

回赛的最年轻的印度人，达加尔

在高尔夫巡回赛中为自己开辟了

一片天地。

2017年，迪赫萨·达加尔（Dikhsa Dagar）在土耳其
举办的听奥会上为印度夺得一枚银牌。作为一名业余
选手，她还参加了印度女子高尔夫协会的职业赛事。

迪克莎·达加
尔（Diksha 
Dagar）在一次
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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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20多个国家参加了大约60

场比赛后，她现在正准备在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开启一段新的征

程。

战斗，你就能生存
在拉贾斯坦邦比卡内尔一个闷热

的下午，13岁的玛尔维卡·艾耶

（Malvika Iyer）走进父亲的车

库，想找点东西来修补破掉的牛

仔裤。没想，在几个月前，周围

的一个弹药库发生了爆炸，炸弹

碎片就散落在附近。她选择的目

标是一枚只要她一施压就会爆炸

的手榴弹，这也使她成了一位没

有手的双侧截肢者。

那是在2002年。如今的艾耶

不仅是一名博士和国家获奖者，

而且还是一名国际公认的励志

演说家和残疾人权利活动家。

她的努力得到了印度女性权利奖

（Nari Shakti Puraskar）的

认可，这是印度授予妇女的最

高平民荣誉，目的是为了表彰她

们在女性赋权方面所做的杰出贡

献。“每天醒来，都有一个新的

挑战在等着我。”作为一名无障

碍时尚的倡导者，艾耶也是一名

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她证明了

梦想不会通过魔法变成现实。想

要做到不可能，需要付出汗水、

决心和努力！

如今，艾耶不仅是一名博士和国家奖获得者，还是一名国际励志演
说家和残疾人权利活动家

对页：马尔
维卡·艾耶
（Malvika 

Iyer）获得总统
拉姆·内特·科
文德（Ram Nath 
Kovind）颁发的
纳里·沙克蒂奖

左图：摄影中
的玛维卡·艾
耶（Malvika 

Iyer）。

作家石塔·高尔（Ishita Goel）
是新德里的一名记者。在《印度快
报》（The Indian Express）短暂
工作后，她一直在积极撰写有关印
度传统和时事的文章。

然而，这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的。”我一直喜欢打高尔夫，但

没有人愿意教我。所以我父亲决

定亲力亲为，”这位来自哈里亚

纳邦罗塔克的19岁女孩说。2017

年，达加尔在土耳其的听障奥运

会上为印度摘得一枚银牌。作为

一名业余选手，她还赢得了印度

女子高尔夫协会的一场职业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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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句名言:”Kos-Kos par Badle 

Paani”，Chaar Kos par Baani（每

一个科斯（Kos）（古代度量距离的

单位）的水的味道都会有所不同，方

言也是一样）。但是，这句谚语还漏

掉了一点，因为食物的味道每隔几公

里也会发生变化。食物反映了社区的

传统，从农耕、节日到仪式和信仰。

食物历史学家担心生活方式的改变、

旅行、新菜系的引入以及更易获取的

新类型的食物，会让印度的烹饪传统

在时代洪流中被人逐渐淡忘。。

不过，也有一线希望，因为全国各地

的社区协会都在其出版的限量版书籍

中记录食谱、烹饪技术和器皿的传统

知识。

烹饪的多样性是印度的财富之一。由印度各
社区自发编制的烹饪书，无论新旧，不仅列
出了相应菜肴的制作方法，也包含着社区的
传统和仪式。这些书相辅相成，一同保护着
印度文化的独特性。

来自昔日厨
房的信

奇特拉·巴拉苏布拉曼尼亚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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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
这些协会往往可以追溯到印度独

立前的时代，是由不同社区的成

员组成的团体，目的是为了保护

他们的传统和文化。这些协会会

组织文化活动、宗教节日、美食

节，并定期举行会议，在这些活

动中，传统菜肴始终是人们关注

的焦点。因此，食物遗产得以保

存，并代代相传。正是这些遗产

变成了书籍，限量印刷，并且只

在社区内部流通。虽然有些书籍

已经非常古老，甚至本身已经成

为了一种遗产，但也有一些是在

当下写成的。

珍贵的书籍
在这些书籍中，最古老的

一本莫过于《《拉萨钱德

里卡》(Rasachandrika)

，由孟买的萨拉斯瓦特·

马希拉·萨马（Saraswat 

Mahila Samaj）于1917年

出版。这本书最初的版本

是马拉地语，一经出版便

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然后，

印地语版本出版，最后是英语版

本。这本书记录了来自康卡尼语

（Konkani）社区的经典食谱，

该社区一直以音乐、戏剧、文学

和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而远近闻

名。据说，这个社区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萨拉斯瓦蒂河岸——一条

如今，东印度烹饪书的被人们认为具有重要意

义，因为在孟买几乎没有关于这个社区的文献。

一种使用红瓜制作的美味菜肴，传
统上是按照孟买萨拉斯瓦蒂妇女协
会（Saraswat Mahila Samaj,）编
写的传统食谱《拉钱德里卡》中的
方法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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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印度北部的神秘河流。几个世

纪以来，这个社区的成员不断向南

迁移。

还有一本类似的宝贵书籍是米

纳克什·阿迈勒（S Meenakshi 

Ammal）的萨马图·帕（Samaithu 

Par by S Meenakshi Ammal），

一本南印度素食烹饪指南。该书

首次出版于1951年，如今共有三

卷。这本书最初是以泰米尔语出

版，现在仍由作者的家人以不同的

语言出版。这本书详细地列出了

泰米尔婆罗门家庭的食谱，甚至包

括那些在什拉多（Shradh）（葬

礼仪式）期间提供的食物，为婚礼

准备的小吃，各种节日里祭神用的

食物等等。米纳克什·阿迈勒的曾

儿媳普里亚·拉姆库马尔（Priya 

Ramkumar）说，“米纳克什·阿迈

勒的烹饪技巧使她成为家里每个人

的业余导师。是她叔叔建议她把这

些食谱都汇编成书出版的。我们把

它放到网上，还把它做成视频，让

它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另一本更现代的社区烹饪书则记

录了另一个孟买社区——东印度

人——的传统。这本书由多萝西·

罗德里克（Dorothy Rodriques）

）所著，详细介绍了东印度基

督徒的饮食和文化。今天，这本

书被人们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因

为关于这个社区的文献寥寥无

几。作者的女儿卡西亚·佩雷拉

（Cassia Pereira）说，“2005

传统的生姜罗望子泡
菜的当代呈现，如东
印度烹饪书（右上）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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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各社区

妇女俱乐部编写的篇幅较

短但同样重要的食谱。以

下是几个例子:

印度信德理事会班加罗尔

妇女分会编写的”信德风

味”，除了提供有趣的食

谱外，还提供信德菜的经

典菜单组合。

曼格洛尔女士俱乐部食谱

共收集了1000多道菜的做

法，除了一些十分贴心的提

示之外，还与读者分享了

各种香料的用法，烘焙美

食和曼格洛尔的经典菜肴。

海德拉巴的琐罗亚斯德教妇

女协会编写的《ZSM食谱》

（ZSM Cookbook Book）展

现了传统的帕西风味。

女性的呼声
年，我的父亲泰迪·罗德里格斯

（Teddie Rodrigues）写了一名

为《痕迹》（Trace）的书，讲述

了被称为东印度人的孟买当地基

督徒的故事。2008年，我的母亲

桃乐茜·罗德里格斯（Dorothy 

Rodrigues）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烹

饪书《萨尔塞特-瓦赛东印度烹饪

书（第一卷）》（The Salsette-

Vasai East Indian Cookbook 

book Part-1）。随后在2012年出

版了第二卷。这些书是真正的东

印度食谱的宝库。”

一部专为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移居

国外的社区编撰的大作是《达迪

玛·纳瓦索（Dadima na Varso）

》——一本来自帕兰普瑞耆那教

社区的食谱库。这本书是由拉查

纳妇女组织的尼塔·沙伊莱什·

梅塔（Nita Shailesh Mehta）

、拉胡尔·阿贾伊·甘地（Rajul 

Ajay Gandhi）和萨蒂亚瓦蒂·

苏拉赫马尔·贾哈维里博士（Dr 

Satyavati Surajmal Jhaveri）

精心撰写，他们对其中的细节做

了大量的研究。这本书以古吉拉

右图：一本包含正宗古吉拉特邦菜肴的传统食谱，题为《达迪马诺·瓦索》或《祖母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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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语和英语写成，无论是从包含了

印度大饼，蔬菜以及脆片等古往今

来的食物的食谱到纤悉必具的词汇

表来看都值得一读。

另一个耆那教社区，孟加拉的舍尔

瓦利（Sheherwali），在一本名为

《穆尔希达巴德的皇家素食烹饪》

的书中列出了它的传统食谱。这本

书由普拉迪普·乔普拉（Pradip 

Chopra）撰写，书中记录了多道混

合了拉贾斯坦邦风味与孟加拉和英

国时代影响的社区美食。穆尔希达

巴德遗产开发协会主席普拉迪普·

乔普拉（Pradip Chopra）说，“

舍尔瓦利社区的菜谱是最好的耆那

教素食之一。我们想把这些保存下

来留给子孙后代。”

这些烹饪书不仅列出了各种菜肴的

食谱，也讲述了传统和仪式的细微

差别，除了在维护印度社区的独特

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之外，对食

品历史学家、厨师和作家也大有裨

益。这些久经考验的食谱大多以简

单的语言或口语撰写，其价值不亚

于传家之宝。在一个主要以口口相

传的方式保存传统和遗产的国家，

这种书面记录将为未来留下重要的

文字信息。

顶部：ITC的Royal 
Vega Royal Bengal
供应Murshibabad的
Sheherwali佳肴，几乎
与Pradeep Chopra食谱
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

奇特拉·巴拉苏布拉曼尼亚姆（Chitra 
Balasubramaniam）热衷于寻找和写作鲜
为人知的，闻所未闻的或 同寻常的食物，

并努力使之成为主流。作为一名专业的股票分析师，其写
作方向包括纺织、建筑和文化遗产等方面。

由米纳克什·阿迈勒（s 

meenakshi ammal）所著的

《南印度素食烹饪指南》

仍在由作者的家庭以不同

的语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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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皮克瓦伊绘画，你还能在哪

里找到艺术与信仰的完美结合

呢？皮克瓦伊绘画，俗称皮克

瓦伊，是一种古老的印度艺术形

式，起源于拉贾斯坦邦乌代普尔

附近的小镇纳德瓦（Nathdwara）

。这些真人大小的绘画以布料

为画板，手法极其复杂精细，

主题多为克里希纳神（lord 

krishna）的生活故事，他也被人

称为蓝色之神。过去，他们通常

会被悬挂在纳德瓦的施莱纳吉（

克里希纳神的一个化身，形象是

一个七岁孩童）神庙里的神像后

方，为庙宇增添几分美感。因为

一个皮克瓦伊风格绘画的
典范，描绘了一个几乎是
立体的宫殿，以及克利须
那神的化身,施莱纳吉

拉贾斯坦邦纳德瓦的皮克瓦伊艺
术描绘了克里希纳神的光辉一
生。由于其作品的活力和主题的
适应性，这种艺术形式几经兴
衰，一直流传至今。

蓝色之神居
住的地方

普纳姆·戈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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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纳吉是作为克里希纳的孩童形

式受人崇拜，所以他被极其小心地

照顾着，这些也都反映在了皮克瓦

伊当中。

致力于复兴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组

织“皮克瓦伊传统和未来（Pichvai 

Tradition & Beyond）”的创始人

普加·辛哈尔（Pooja Singhal）

说，“皮克瓦伊这种微型画有着悠

久的历史，起源于16世纪的中世

纪毗湿奴宗教派。通过将Pich（

后方）和Wai（悬挂）相结合，

皮克瓦伊发展成为了瓦拉巴恰亚

（Vallabhacharya）（属于毗湿

纳维派普什蒂玛格（Vaishnavite 

Pushti Marg教派）复杂的寺庙仪式

的一部分，通过寺庙装饰、神像装

饰和盛大的庆典，将美学实践与灵

修融合起来。”

在皮克瓦伊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初

期，大约有五名艺术家被允许在施

莱纳吉的丁查里亚(dincharya)或日

常仪式期间参观施莱纳吉的圣达尔

善 (观景)几分钟。每一个达尔善都

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他的衣服

会由他的塞瓦克(侍奉神的信徒)更

左图：精美，复杂，
大型的皮克瓦伊作
品，描绘了克里希纳
神和他的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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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美的几何图案和花卉图案作为装

饰，画面中央则留白，神像就放那个

位置。然而，在上个世纪，这种彩绘

织物不再局限于神庙中，而是作为墙

壁艺术的新形式，以其饱满热烈的美

学而受到行家们的追捧，并逐渐在收

藏家中带起一股新的风潮。”

除了纳德瓦的皮克瓦伊，还有德卡尼

（Deccani）皮克瓦伊。这种皮

克瓦伊则更为罕见，特别是卡

兰卡里（Kalamkari ）的皮克

瓦伊。德卡尼皮克瓦伊是为富

有的古吉拉特邦商人制作的，

他们由于贸易或商业的原因定

在如高知双年展，印度艺术博览会等知名

艺术论坛上展出——皮克瓦伊最终逃脱了

被世人遗忘的命运生存了下来，并继续艺

术鉴赏家带来新的震撼。

左图：纳德瓦的施莱纳吉神庙附近，商店老
板在展示皮克瓦伊作品

上图：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top）纳德
瓦的瓦什纳夫神庙（Vaishnav）中，一幅关
于克里希纳神的化身施莱纳吉的多彩画作:

换。这些仪式在绘画中被完美地捕捉

了下来，集中表现在他所穿的复杂的

服装上，色彩丰富而明亮，四周有深

色的边框，以纯金作为装饰。很快，

它就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不仅描绘

寺庙里发生的事情，也作为神像的装

饰壁挂，并开始描绘神灵的生活。

辛格尔解释说: “最初，皮克瓦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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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在了海得拉巴（Hyderabad）。

这些商人会把皮克瓦伊挂在他们

自己的神龛里，或供奉在施莱纳

吉神庙中。

虽然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脱

离了与神性的联系，它现已经成

为启发和影响当代生活方式的转

折点。皮克瓦伊的作品继续装点

着艺术鉴赏家，古典艺术爱好

者，甚至年轻一代人的墙壁——

尽管在使用的颜色、构图，或是

施莱纳吉的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当

代风格。人们还可以找到可以挂

在小型公寓和壁龛里的新形式，

这也让皮克瓦伊吸引了一批新的

买家。

多年来，这是由

于游客减少和

朝圣者对廉价劣

质绘画的需求的

双重影响，这种

艺术形式逐渐衰

退。如今，已经

很难在达到像真

正的皮什维绘

画那样复杂的设

计和创造性的平

衡。另一个原因

是年轻一代的艺

术家不愿意接受

成为皮什维大师

所需的严格训

练。

你知道么?

上图：纳克德皮克瓦伊
学校制作的一幅描绘
奎师那神玩弄彩色粉末
的画作

左图：”有趣的礼物和
其他哥琵的场景”，一
幅17世纪晚期印度戈尔
康达的皮克瓦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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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不止于此。印度的时装设

计师们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了

皮克瓦伊的元素和图案。以罗希

特·巴尔（Rohit Bal）为例。几

年前，这位著名的设计师与设计

公司美好地球（Good Earth）合

作，创造了一个名为胡森·塔亚

特（Husn-e-Taairaat）的限量

版套装和家居装饰系列。这一系

列以莲花、长尾孔雀、水果、植

物和动物为特色的——所有这些

都以古老的皮克瓦伊绘画风格呈

现。总部位于金奈的时尚品牌印

度编织（WeaveinIndia）也从皮

克瓦伊珍珠镶嵌的边框和花园图

案里找到了灵感。

幸运的是，在新顾客的努力推动

下，皮克瓦伊一直留存至今，

并继续艺术鉴赏家带来新的震

撼——比如辛哈尔，他在高知双

年展（Kochi Biennale）、印度

艺术博览会（India Art Fair）

等各种知名论坛以及新德里的各

种展览上展出过皮克瓦伊。

上图（右至左）：一
幅色彩丰富的绘画作
品，描绘了黄昏时分
（被称为”戈德胡利

（gaudhuli））的克里
希纳神化身施莱纳吉与

他的牧群。

另一件来自纳德瓦的充
满活力的艺术作品，描
绘了一群快乐的奶牛。

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普纳姆·戈埃尔
(Punam Goel)是一名艺术爱好者，在

记录、研究和撰写独立艺术咨询、展览设计和各种艺
术形式方面拥有超过15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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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这艘船似乎一心想打

破载客纪录。船上有一百多人，

还有三十多辆自行车和几辆汽

车，船缓慢地驶过雅鲁藏布江，

驶向世界上最大的河间岛之一。  

马久利是印度的财富，因为它是

阿萨姆邦文化遗产的核心——15

世纪的新毗瑟奴派传统。由阿

萨姆邦圣人和社会宗教改革家斯

里曼塔·尚卡德夫（Srimanta 

Shankardev）和他的弟子马德

哈夫德瓦（Madhavdeva）所领

导，这场宗教运动引发了文化

和艺术复兴，催生了多座沙特拉

（xatras）或萨特拉（satras）

（寺院）。由阿霍姆国王提供土

地和皇家资助，每个萨特拉都会

专攻于不同的艺术和宗教表达形

式，通过音乐、歌曲、舞蹈和《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

故事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毗瑟奴

神的虔诚。

传统的面具制作艺术早在17世纪

中期就开始在这里发迹，且如今

仍然在传统的阿萨姆剧院——拉

斯利拉（raas leela）和巴奥纳

（bhaona）中使用。

克里希纳坎特·博拉

（Krishnakant Bora）是

一名跟随 “上师什什亚帕

拉姆帕拉”(guru shishya 

parampara)”学习这门手艺的年

轻学徒。他从壁架上取下了不同

的面具戴在脸上，热情地向我们

展示每个面具代表的角色——从

银发恶魔普特纳（Putna）到巨

鹳巴卡苏拉（Bakasura），再到

马久利是印度最大的河间岛，面积350平方公里，坐落在雄伟的
雅鲁藏布江之中。岛上还有22座萨特拉斯（satras）（印度教寺

院和艺术中心），是文化和艺术活动的温床。

阿努拉格·马立克和普里亚·加纳帕西

马朱利的面具商

对页：一个为巴奥纳
（Bhaona）制作面具
的工匠（一种带有

宗教意义的传统娱乐
形式，流行于阿萨

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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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蛇阿加苏拉（Aghasura）。

资深艺术家和桑吉特·纳塔克

（Sangeet Natak）学院获奖

者海姆·钱德拉·戈斯瓦米（

（Hem Chandra Goswami）（古

鲁吉）也加入了我们。他坐在地

板上，肩上披着一条棉制的阿萨

姆沙朵（披肩），向我们介绍面

具制作的传统工艺流程。

这种面具是在阳光下晒干的，

用天然染料着色，如欣古尔

（Hingul）（红色）和希塔尔

（Hital）（黄色）。所有这些

染料来源于自然——如木材、树

叶、树皮和种子等等。贝古尼

（Beguni）（紫色）的颜色是

从茄子中提取的，明亮的卡马拉

（（Kamala）（橙色）是从橙子

中提取的，而哲卡（Dhekia）

（绿色）则是从蕨类植物中提取

的。作为一个流传了几个世纪的

文化遗产的接班人，戈斯瓦米

（Goswami）强调了保护这一濒

临灭绝的艺术的必要性。他在阿

萨姆邦、西孟加拉邦和奥里举办

了多场有关这种传统艺术的研讨

会和课程。

我们骑着租来的摩托车在岛上来

回穿梭，亲眼目睹了各个萨特拉

的庆祝活动的盛况。在博格浦

尔（Bhogpur），由尚卡德夫于

1528年建立的岛上现存最古老的

上图：乌塔·玛拉巴
瑞·萨特拉（Uttar 
Kamalabari Sattra），
一种在马久利岛表演的
舞蹈，主要以克里希纳
神为主题。

左图：一位虔诚的信徒
在萨马古里·萨特拉
（Samaguri Sattra）的
面具前祈祷



 |  59  | 

这艘每天都满载着居民和
游客的渡轮，穿过约哈特
（Jorhat）附近的雅鲁藏布江
（Brahmaputra river），从马
朱利岛（Majuli Island）抵达
尼马提加特（Nimati Ghat）

如何到达
乘飞机到乔尔哈特
（Jorhat），驱车14公
里到最近的尼玛蒂·加特
（Nemati Ghat）码头，
在那里可以坐船往返卡马
拉巴里（Kamalabari）
(20公里)，大约需要一
个半小时的时间。当地
的小型货车将游客运送
到7公里外的加拉穆尔
（Garamur）。你可以租
用摩托车/自行车在城市
里或附近游览。

游览时间
10月到3月的冬季是最佳
游览时间。11月的第三
周，萨特拉斯会举行拉斯
利拉节（RAAS Leela）
，一个集音乐、舞蹈和
戏剧于一体的节日。在
丰收之后，人们也会庆
祝传统的农事节，如2
月中旬的阿里·艾莱冈
（Ali-AyélíGang）和波
拉格（Porag）。

住宿选择
拉梅森（La Maison）旅
馆，由曼吉特（Manjit）
和他的妻子纳亚纳马尼
（Nayanamani）两人经
营。其舒适的厨房里供
应着如库库拉·库姆哈
来（kukura-kumharai）
、哈赫·巴赫（Hahe-
Bahe）和姆勒·胡勒
（Mule-Hule）等仿古
美食。

事实

在阿萨姆邦社会宗教改革者斯里曼塔·尚卡德夫（Srimanta 

Shankardev）和他的弟子马德哈夫德瓦（Madhavdeva）的领导下，

马久利的宗教运动引发了一场文化和艺术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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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从左顺时针）：
著名的面具制作人和艺
术家海姆·钱德拉·戈
斯瓦米（Hem Chandra 
Goswami）为巴奥纳制

作面具；

荣加里节（Rongali）期
间的阿萨姆邦传统的巴

欧纳面具；

荣加里节日期间，艺术
家们用竹子制作传统的

面具。

萨特拉，我们听到了在纳姆哈尔

（Naamghar）（祈祷大厅）吟唱

的博尔吉特（Borgeet）（圣歌）

，还在加拉穆尔萨特拉（Garamur 

Satra.）观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

戏剧表演。阿霍姆国王在一个高

高的堤岸（称为加尔（Gar））上

修建了一条长长的道路，路的尽

头就是这个拐角（穆尔（mur））

，因此得名加拉穆尔（Garamur）

。阿尼亚蒂（Auniati）是1653

年由阿霍姆王贾亚德瓦贾·辛

一共有三种面具-可以遮住脸部的穆哈巴奥

纳（Mukha Bhaona）， 稍大一些的洛托科

伊（Lotokoi），以及巨大的有头以及身子

的 科欧（Cho）。

格（Jayadhwaja Singh）

建立的，其名字源于阿尼

（Auni）（爬山虎）和亚

蒂（Ati）（高地）。在乌

达辛（udasin）(独身主

义者) 萨特拉里，年轻的

男孩被化上妆，打扮成女

孩的样子来表演阿萨拉·

尼亚（Apsara Nritya）(天女之

舞)。

这里有帕纳姆（Paalnaam）

（虔诚的祈祷），有以寇尔鼓

（Khol）和塔尔（taal）伴奏的

加扬巴彦（Gayan-bayan）（歌

舞），以及萨特里亚舞蹈卡根德

拉纳特莱哈鲁（Khagendranath 

Lekharu）的大师表演的精彩绝伦

的达沙瓦塔尼提亚（Dashav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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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itya）。尚卡尔德夫于16

世纪初在西部建立了马朱利的

第一个萨特拉；它被命名为贝

尔古里，(Belguri)，以纪念

其种植的比罗（bilva）树或

木橘（bael）树。随着时间

推移，贝尔古里早已被侵蚀殆

尽。在参观了了纳屯卡马拉巴

里（NatunKamalabari）和达

欣帕特（Dakhinpat）之后，我

们在黄昏时分回到了萨马古里

（Samaguri），正好赶上一场视

觉奇观。

大厅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一声铜钹和鼓声宣告了戈斯瓦

米（Goswami）和他的剧团的到

来。刹那间，魔法开始了，玛祖

利的面具在我们面前突然复活

了，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栩栩

如生。当恶魔们展示他们的愤怒

时，愤怒的人群喘着粗气，惊恐

的孩子们则深深地依偎在他们母

亲的怀里。

我们坐在船上，看布拉马普特拉

河 浑浊的水波拍打着河岸。河

水波光粼粼，提醒我们需要保护

其濒临灭绝的遗产。

在广告、广播、电影和互联网等媒体行
业工作了多年之后，阿努拉格·马立克
（Anurag Mallick）和普里亚·加纳帕西

（Priya Ganapathy），专门从事旅行写作。两人目前还在
班加罗尔经营着一家名为红圣甲虫旅游和媒体（Red Scarab 
Travel&Media）的公司，专门提供定制旅游解决方案。

上图: 在马久利岛河堤
上建造的传统高脚屋。

右图: 一位来自马久利
岛的部落妇女用背带背

着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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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徒步旅行逐渐成为人们逃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怀抱的首选
活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自远古时代起就备受人们青睐的原始景
观得以保存的原因

绿色责任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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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在通往喜马偕尔邦

（himachal pradesh）斯皮提

河谷（spiti valley）卡纳莫峰

（kanamo peak）蜿蜒曲折的水

泥步道上时，我不禁回忆起五年

前的自己穿越同一地区的经历，

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芜贫瘠的

土地。然而，今天我却看到了另

一番景象。我看到了现代化的太

阳能路灯，学生在混凝土构筑的

学校里嬉闹玩耍，以及一个稳

定、健全的社会结构 ——这是

十年前几乎不存在的东西。人们

常常说，卡纳莫峰非常适合徒步

旅行，因为这条路十分好走。沿

途穿过基伯（Kibber）和奇查姆

（Chicham）村庄的无数小径，都

是经验丰富的徒步老手和刚刚开

始旅途的新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很多时候，较大的人流量会对相

关地区造成不利影响，但我眼前

所看到的情景却是相当乐观的。

举例来说，我注意到此处的道路

划分不仅十分清晰，四周为游客

和当地人设置的哨所和基础设置

也是一应俱全。随着城市各色休

闲活动的数量直线上升，景点是

否已于游客畅游成为了季节性休

闲的决定性因素，狂热的旅行者

和探险爱好者之间的界线也变得

越来越模糊。多年来，旅游者的

口味偏好也发生了变化。如今，

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跳

脱便利的限制，去体验大自然最

纯粹且原汁原味的一面，从而也

造成了人们对徒步旅行的的兴趣

激增。

但这种逐渐的变化是有代价

的。当人们选择离开人来人往的

道路，走向迄今未曾开发，更为人

迹罕至的土地上时，全国各地的

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大批徒步旅行

者遗留下垃圾的威胁。 

确定解决方案
在过去十年中，几条徒步路线上

的人流——不管是大喜马拉雅山

的偏远步道，沿西高止山脉保存

下来的堡垒，还是东北部边境郁

郁葱葱的绿色山丘-都呈现出了指

数级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和徒步旅行者的到来，对一些最

敏感的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也开

始形成一个巨大的缺口。在当今

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开始重视人

类对喜马拉雅腹地风景如画又自

然淳朴的生态保护区造成的严重

影响，但所幸的是，有一些组织已

经挺身而出，承担起了寻找废物

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重任。多年来，

这些组织孜孜不倦地工作，成为

了在农村、城市和保护区实践社

在过去三年，近50%的垃圾已通过回收和循环
再利用从废物堆填区转移出去。

上图：垃圾战士
（WasteWarriors）
的志愿者们开车前
往特里温德步道
（Triund trek）
上的格苏纳格瀑
布（Bhagsu nag 

water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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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kking with a 
purpose:

Four innovative 
practices to 
make every 
hike cleaner, 
responsible and 
mor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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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个用瓶砖建造的小
屋的范例

下图：在通往桑达克普
（Sandakhpu）道路上的一个
小村庄茹巴哈里（Jaubhari）
内，学校开设了废物管理课程

• 与村民进行合作，尤其是
与当地妇女合作进行升
级再造项目，是至关重
要的。 

• 这可以帮助村民了解废物
的经济潜力，促使村民们
更好地意识到垃圾问题，
并使他们具备独立进行垃
圾处理的能力。 

• 印度徒步者（India 
hikes）与乡村学校合
作，开设废物管理课程，
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意识到
这一问题。同时，该组织
还在在不同地点的30多所
学校举办了有关这一主题
的讲习班。

不仅是徒步
旅行者

区主导的固体废物管理（SWM）方案

的催化剂。

然而，环保意识缺乏与不作为使

得许多行为上的改变成为了当下的

迫切需要。对于这个方向上的任何

计划来说，要取得成功，必须与所

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并得到他

们的支持 – 无论是徒步旅行者，

相关旅游团体、村庄、非政府组织

还是政府。一项名为“绿色小径”

（Green Trail）的计划将让我们的

原始山脉保持更好形态的愿景化为

行动。这一计划旨在将责任整合到

生态旅游区的各个方面，使其掌握

适当的方法或具备足够的基础设施

来处理日益严重的废物问题。

另辟蹊径
自其诞生之日起，来自废物战士

（Waste Warriors）的几个倡议就

已演化成了多种形式。从有机和固体

废物的创新解决方案开始，这些方

案已经发展到通过每周组织清扫活

动、设立垃圾箱和垃圾收集点以简

化垃圾分类等措施来对景区进行全

部清理整治。举例为证，这一组织已在

达兰萨拉（Dharamsala）著名的巴格苏

瀑布（Bhagsu waterfall）实现零废物

政策，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印度徒步者

组织（Indiahikes）开发的另一项突破

性举措是将会对地上和地下资源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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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们的原始山脉
保持原样，不受破坏，
我们提出了一项名为“
绿色小径”的倡议。

长期毒害的垃圾从垃圾填埋场中转

移出来。在过去三年，近50%的垃圾

已通过回收和循环再用从堆填区转

移到别处。一路走来，印度徒步者组

织始终贯彻着圣雄甘地的箴言：“想

要改变世界，必须从我做起。”“一

开始，我们先确定了我们作为一个

组织所产生的废物量，并采取各种

方法将这个数字降到最小。然后，我

们重新设计了菜单，也取消了包装商

品。在徒步旅行中，我们与当地餐馆

合作，教育他们如何在源头分离废

物并进行有机废弃物堆肥。我们定

期会帮助他们减少废物。他们中的

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菜单，开始更多

地使用本地产品而不是加工食品。”

在印度徒步者组织旗下的绿色小径

行动中负责培训和入门的拉克希米

（Lakshmi）说道。

有效动员
该行动的成员正在各个领域进

行创新，包括设计可在零度以下

的环境使用的生态厕所，能源管

理和节能等等方面。他们还致力

于通过使用环保袋来降低山区可

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碳足迹，

这一装配如今已经成为印度徒步

者（India hikes）带领的所有徒

步旅行团队的必备之物。以上的

举措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收效。在

the complete Green trails plan formulated by Indiahikes in order to reverse adverse ecological effects of 
trekking on pupular trails across the Himalayas in India. a universal initiative aimed towards reducing, 
recycling and correctly disposing wast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o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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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桑达夫（Sandakhpu）（印度和

尼泊尔边界的最高峰之一）和洛哈

荣格（Lohajung）（通往罗普孔德

（Roopkund）湖的徒步路线的营地）

的小径上，这些简单的分离和升级改

造方法促成了所谓的“大规模生态

恢复”。

自投入使用以来，收集的垃圾已

超过54，000公斤，塑料袋的使用也已

显著减少。同时，干堆肥厕所可确保

人类的排泄物不会污染水源，并且在

六个月内成为土壤的丰富肥料。禁止

在靠近溪流的任何地方进行清洗的

政策也有助于减少流入主要溪流的

洗涤废水。

实现愿景
随着绿色小径逐渐受到人们关注，印

度徒步者的创始成员也开始意识到

改变人们观点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

认识到户外活动的巨大好处，并以对

自然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是

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实际上，人们

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徒步旅行途中存

桑达夫（Sandakphu）需要
一个完善的全年废物管理
系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比扬
巴（Bijanbari）（西孟加
拉邦）的街区开发负责人
考希克班纳吉（Kaushik 
Banerjee）采用了“瓶
砖”的想法，并使用瓶
砖为其村庄建造了墙壁、
厕所和长椅。近一年多以
来，每月的废物采集系统
已经被应用于路径途经的
每个村庄。

桑达夫先例

UPCyClING 
MaGIC 

of waste collected every year

14,000 kg

villages now 
have the ‘Zero 

Waste’ tag 

Six

saplings planted in year
253

structures built 
from upcycled 

waste

17

over

of waste composted 
every year

20,055 kg

在的垃圾问题。在喜马拉雅山的大多

数徒步路线中，绿色小径行动已经成

功地贯彻了基本的可持续实践。制定

规则并严格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已

经被协作精神和自我监管取而代之。

各个部门也已经开始就加强对敏感

生态区保护展开积极讨论，且全国许

多地区都在朝着确保指定地区持续

和积极增长的特殊准则迈进。

展望未来，各机构正积极探索如

何从源头有效处理废物的新方向。

升级改造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

择——它不仅简单、有效，而且易

于扩展。印度徒步者组织了当地农

村的妇女来制作各种升级改造的产

品——并确保她们在生产过程中可

获得稳定的收入——对他们来说，

垃圾问题似乎已不再是一个棘手的

问题。

右图：志愿者在前往
桑达布峰的茹巴哈里

（Jaubhari）的小道上
捡起徒步旅行者留下的
塑料瓶和聚乙烯袋。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一名驻
德里记者。他拥有机械工程学位，
曾为印度海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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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雨季的强风转变为宜人的秋风，我们
将前往印度的不同地区，为您带来全国各
地一些最丰富多彩、最具标志性的节日。

盛事集锦

独立日
为了纪念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从英国统
治下独立出来，今年，印度迎来了第73个
独立日。 

上图: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蒂，阿萨姆邦
警察正在为独立日庆祝活动进行彩排

右图：独立日庆典期间艾哈迈达巴德一
所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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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杯龙
舟赛
每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喀
拉拉邦平日里宁静的阿拉
普扎，观看一年一度的瓦
拉姆·卡利赛（即传统的
蛇船比赛）。

上图：尼赫鲁杯龙舟赛中的
蛇艇队。

右图：选手们参加赛事的初
步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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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建摩斯达密
（Janmashtmi）附近举行的达西汉蒂
（dahi handi）是一个传统的印度教
节日，用来庆祝克利希那神的诞生

建摩斯达密节
建摩斯达密节主要基于克里希纳神
(Lord Krishna)小时候偷黄油的传
说。在节日期间，人们会叠成人塔，
打碎高处一个装满豆腐的陶罐作为
庆祝。

左图：在孟买，青年信徒叠成人塔，
欲打碎一个悬挂在高处的陶壶。

下图: 在阿杰默的建摩斯达密节庆
祝活动中，孩子们装扮成了戈文达（
克里希纳神的另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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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丰收节 
几乎完美地融合了亚洲、西藏和北印度的传统，拉
达克丰收节是印度人民庆祝丰收的节日。节日以盛
大的游行开始，期间还会举办舞蹈、祈祷和比赛等
活动。

下图：拉达克丰收节期间，拉达克提克斯修道院
的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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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节
从右顺时针方向：在古吉拉
特邦的苏拉特，印度学生排
成兄妹结（rakhi）（又称为
圣线）(中)和印度国旗(上)的
队形;

在旁遮普瓦格赫的印巴边境
哨所举行的庆祝兄妹节的仪
式上，妇女们将兄妹结
（rakhi）绑在边境安全部队
(BSF)人员的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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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吉节
提吉节是献给帕尔瓦蒂女神印
度教传统节日，也是印度北部妇
女的节日，旨在纪念女神帕尔瓦
蒂与湿婆神的结合。在印度某
些地区，提吉节也被用来庆祝雨
季的结束。 

上图：在拉贾斯坦邦的斋浦尔，
拉贾斯坦邦民间艺人参加传统
的提吉游行。

左图：印度妇女在旁遮普省阿姆
利则参加提吉节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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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内塔集市
该集市以德拉帕迪的传说为基
础，以色彩、浪漫和音乐为中心，
庆祝古吉拉特邦少数民族的民
俗舞蹈、音乐、服装和艺术。

上图：来自巴瓦尔德
（Bharward）社区的一个穿着传
统服装的年轻人

左图：集市的一大特色是以对称
的图案、复杂的刺绣和精美的花
边精心装饰的塔内塔·查特里
（Tarnetar Chhatri）（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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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模瑞秋·亨特爱上了印度，这个国家帮助她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建
立了联系。在导游的带领下，她带我们游览了她最喜爱的两个灵修
之地——瓦拉纳西和利什凯什。

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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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纳西的恒河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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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德瓦沙麦德河
坛的祭司们在举行恒
河夜祭仪式。

那是在2015年，当时我正在为节目《瑞

秋·亨特的美丽之旅》进行拍摄。一天深

夜，我在新德里降落。当我走出机场时，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兴奋感; 我迫不及待

地想要去探索未知的世界，但它看起来似

乎又是那么的熟悉。我在附近的一家酒店

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就飞去了瓦

拉纳西。虽然这个选择可能会让很多人觉

得摸不着头脑，但事后我意识到，这可能

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这是一个异常强

烈，神奇且与众不同的城市。作为世界上

最古老最神圣的城市之一，传说中湿婆就

住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瓦拉纳西充

满活力的文化一开始让人有点难以招架，

但想要了解这座古老的城市，你必须有耐

心。你必须等待瓦拉纳西一层一层慢慢揭

开自己，向你展示其令人陶醉、无与伦比

的美丽。

瓦拉纳西，以其神圣和奉献的

热情，是一个极具灵性的城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我

也是来这里寻找信仰的：去充实

我的灵魂，去发现一种与西方世

界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

我在瓦拉纳西的第一个早晨是从附近寺

庙的圣歌声中开始的。从酒店房间的窗户

往外望去，天空仍然漆黑一片，但这座城

市似乎已经开始苏醒，为日常的祭神仪式

做好了准备。当我沿着印度最神圣的河流

之一——恒河（Ganges）河岸散步时，我

意识到，让这个经历变得如此特别的不仅

仅是这里壮观的日出，而是居住在这座城

市里的人和这里洋溢着的虔诚的气氛。

当太阳在恒河上空升起，炫目的红色

掩映着河中摇曳的船只轮廓，人们也开始

进入河中沐浴，并用祈祷来向众神表示敬

意。空气中充满了人们的祈祷声和寺庙里

的圣歌声和钟声。一位牧师向我解释道，

这是为了唤醒众神。当城市从梦中醒来，

河流也有了生命。虔诚的信徒们在河中向

在瓦拉纳西，每一个角、每一条小巷里
都有一座寺庙——只有在探索这座城市
的过程中，才能感受到它的虔诚



比湿瓦纳神庙
瓦拉纳西的主要湿婆神庙比湿
瓦纳神庙（Lord Vishwanath 
Mandir）位于德瓦沙麦德河
坛（Dwashasamedh Ghat）附
近，人们可以前往那里体验城
市的灵魂。

晨间散步  
庙城的小巷是一个生活的迷
宫，店主们清扫着店铺外的
空无一人的街道，临时搭建
的摊位上摆满了为神灵准备
的花环。

购买纱丽
巴纳拉西（现在的瓦拉纳西）

纱丽是印度生产的最好的织物

之一，因为其常会在编织中加

入用金银线构成的复杂图案。

必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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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瓦拉纳西一家
展示乐器的传统商店

下图：圣城瓦拉纳西
和恒河的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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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和太阳神祈祷，孩子们则接连跳

入河中，发出响亮而欢快的水花声。

瑜伽爱好者在岸边的台阶上练习体

式，而船夫们则准备好他们的船，准

备在迎接清晨的第一批游客。当我坐

在小船上，这催眠般的律动仿佛让我

的感官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瓦拉纳西

这座城市似乎正在从河中升起，如同

幻境一般。

当天晚些时候，我偶然发现了另

一座河坛，曼尼卡尔尼卡。这里是人

们按照印度教的仪式对死者进行火化

的地方。我看到那些痛失所爱的人在

这里悼念逝者，并寻求救赎。仿佛生

命在这座城市里完成了它的轮回。

最后，在探索瓦拉纳西的过程

中，我来到了供奉了哈努曼娜神的桑

卡特莫昌神庙。这座古色古香的神庙

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胡同里，建筑风格

简约大气却又与众不同。在这里，人

们吟唱着神圣的哈穆马纳祈祷文，猴

子们——神之宠儿——则在院子里自

由地漫步，即使只是坐在地板上来人

左图：瓦拉纳西附
近的萨尔纳特佛教
圣地。

下图：一位印度苦
行僧在恒河附近的
一座寺庙中进行
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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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往，感觉都是如此新奇。

在瓦拉纳西，你只有用心发掘

这座城市才能感受到它的虔诚。

我记得去年回到瓦拉纳西的一个

晚上，我坐在毗湿瓦纳寺的台阶

下听着圣歌。当我坐在那里时，

圣歌的旋律在我内心深处回响，

我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瓦

拉纳西催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让你敞开心扉，以一个好奇

的孩子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吸气

和呼气，让奇迹开始。

利什凯什
在瓦拉纳西之后，我来到了位

于北方邦的精神力和瑜伽之城利

什凯什，它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

之中，也是我在印度最喜欢的地

方。每天晚上，这里都有人在恒

河岸边举行夜祭仪式（一种点灯

仪式）。在瓦拉纳西，恒河是一

道壮丽的风景：强大而平静；

在利什凯什，它则从山上湍流而

下。当夜幕降临，看着人们在河

面上漂浮的星星点点的灯光消失

在黑夜中，心灵仿佛也得

到了净化。

库纳普里德维

寺（Kunjapuri 

DeviTemple）也是一个

神奇的景观。建议雇佣一

恒河夜祭之后，看着人们在河中放入的
油灯星星点点、明晦交杂的灯光逐渐消
失在夜色中，心灵仿佛也得到了净化。

上图：利什凯什标
志性的拉穆·朱
拉(Ram Jhoola)

吊桥。



必做之事

瑜伽圣地
人们可以在瓦希希塔山洞等地
学习和练习瑜伽，在静坐冥想
中体验心灵的宁静。传说中，
这是圣人瓦希什塔进行冥想的

地方。

老城故事
利什凯什古城汇集了许多独
具特色，吵杂繁忙的集市，
其中有摊位出售各色各样的
礼拜用品。在利什凯什漫步
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它的每
一处风景都会深深地铭刻在

你的脑海里。

恒河暮祭
这里的夜祭是我最喜欢的。
我曾在日落时观看这一祭拜
火神的仪式，人们会向河中
献上五颜六色的鲜花。看着
漂浮的油灯逐渐消失在夜
色中，心灵仿佛也得到了

净化。

出游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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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夜祭仪式后，作者
在利什凯什附近的河坛边

右图：在利什凯什体验恒
河激流泛舟的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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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利什凯什
的室利特里扬巴
克什瓦拉寺（Sri 

Triyambakeshwara）的
美丽景色。

下图：祈祷者（夜祭）
将陶制灯放入恒河中

名导游，让他带你体验日出时俯瞰群山

的寺庙的奇妙之处。你可以吟唱圣歌，

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太阳从喜马

拉雅山上升起时。当寺庙开门时，祭司

会为信徒们祝福。

这个小镇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体验：玫

瑰味的拉西，辛辣的街头小吃，古朴的

熏香味，熙熙攘攘的谈话声，甚至是站

在商店外面等着吃东西的奶牛。我并不

是从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座寺庙里找到了

慰藉；这些都只是灵性之旅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我，印度朝圣之旅已经成为许

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类变

得内敛自知，放下自我，让我们充分探

索生命。有一句话说:”当世界其他国

家在国外旅行时，印度却满足于自我内

心”。这是印度对灵魂的承诺，一个几

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实现的承诺。拥抱这

个国家，印度将永远爱你。

瑞秋·亨特是一位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国际
超模。她在十七岁时开始了其成功的超模生
涯。瑞秋刚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中记录
了她在拍摄节目《瑞秋·亨特的美丽之旅》

时的不可思议的经历。瑞秋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正式学习了
古老的瑜伽练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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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6年。我在伊斯坦堡的香

料集市里闲逛，感觉就像回到了

家一样--肉桂、小茴香、月桂叶

和其他香料散发出的熟悉香味。

但是，更有趣的是，一个当地的

商人为了招呼我去他的摊位，竟

然唱起了”阿瓦拉勋（Awaara 

hoon）”。我曾听说，拉吉·卡

普尔（Raj Kapoor）主演的这

部印度电影里的歌曲在前苏联很

受欢迎。在华沙的一家夜总会，

我试着在我的波兰朋友们随着音

乐一边舞动身姿一边跟唱“Tere 

bina kick mujhe milti nahi”

时与他们一较高低，但结果却是

惨败!这绝非我夸大之词。从马来

西亚到摩洛哥，人们哼唱着宝莱

自1913年达达萨赫布·法尔克（Dadashaheb Phalke）
拍摄第一部无声故事片《拉贾·哈里夏德拉》（Raja 
Harischandra）以来，印度电影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
段路。随着文化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用户需求
的日益增加，宝莱坞电影现在正风靡全球。

超越国界
的宝莱坞

阿尔蒂·卡普尔·辛格

动作片明星成龙
（右）和印度
宝莱坞演员索

努·索德（Sonu 
Sood）在孟买出
席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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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的歌曲。从吉隆坡到肯尼亚，

人们租借着宝莱坞的电影；从中

国到哥伦比亚，宝莱坞的明星受

到了粉丝的热烈追捧，并已正式

进驻洛杉矶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杜

莎夫人蜡像馆。

心灵相通
作为一名居住在科隆的印德混

血出版商，纳西姆·汗（Nasim 

Khan）很早就意识到了人们对

印度电影和宝莱坞相关信息的需

求正在迅速增长。因此，他在

2006年与宝莱坞发行公司合作，

发布了德语版宝莱坞电影杂志

《ISHQ》。

出乎纳西姆·汗（Nasim Khan）

的意料，电影在德国上映后大获

成功。“超过200万人观看了这部

电影。”这部电影也对德国女性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纳西

姆·汗的总结是：“宝莱坞实际

上填补了西方社会存在了30-40

年的一个空白。热烈的爱情，浪

漫的故事，这些都从好莱坞消失

了。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社

会，很多感情都不知所踪了。人

们想哭，想笑，想体验这世界上

的悲欢苦乐。宝莱坞填补了这些

空白。“

上图：宝莱坞女演员普里
扬卡·乔普拉（Priyanka 

Chopra）和美国女演
员阿比盖尔·斯宾塞

（Abigail Spencer ）抵
达温莎参加英国萨塞克斯
公爵（Duke of Sussex）

哈里王子的婚礼。

下图：在第38届莫斯科
国际电影节上，宝莱坞
演员、制片人兼导演兰
迪尔·卡普尔（Randhir 
Kapoor）与评委会成员在

红地毯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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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已经向世界开放。我们现在更多地是在国
外拍摄。我们也会使用外国人才。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现在更具全球性吸引力的原因。

伊姆蒂亚兹·阿里（Imtiaz Ali）
电影导演

商业盈利
多年来，宝莱坞已以其独特的身

份在全球电影业中崭露头角。宝

莱坞是全球电影制作的领头羊，

共发布了 2.7万部特色电影和数

千部短片，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从历史上看，印度的电影产业一

直在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预

计在未来几年内，印度电影业

的同比增长率仍将保持在11.5%

左右，到2020年总收入将超过

2，380亿印度卢比（合37亿美

元）。

“对于印度电影来说，海外市场

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收入来源，

但它肯定会走上正轨。与过去

相比，观众、发行商和放映商

现在更容易接受和印度有关的

内容。印度电影的影响力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海外市场的印度

裔观众，”曾出演《摔跤吧爸

爸》（Dangal）的阿米尔·汗

（Aamir Khan）认为。正是这部

电影让宝莱坞意识到了自己在中

国的潜力。

全球认可
宝莱坞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这不

仅仅是因为印度女星在戛纳电影

节红毯上大放异彩，也是因为印

上图：演员王宝强为其电影《大闹天竺》
出席媒体活动。

下图：宝莱坞演员阿米尔·汗（Aamir 
Khan）（右）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法提赫

区的苏鲁库勒艺术学院与学生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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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from 
Bollywood

上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佐鲁表演艺术中心，印度艺
术家在表演宝莱坞音乐剧《泰姬快车》。

下图（左）: 宝莱坞演员沙希德·卡普尔（Shahid 
Kapoor）（中）在新泽西大都会体育场的音乐节上表演；
（右）代唱歌手史瑞亚·戈沙尔（Shreya Ghoshal）在英
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上表演。

•	 Hitch (2005) 
Chhoti Si Baat (1975)

•	 Pearl Harbour (2001)  
Sangam (1964)

•	 Leap Year (2010) 
Jab We Met (2007)

•	 Fear (1996) 
Darr (1993)

•	 A Common Man 
(2013) 
A Wednesday (2008)

•	 Delivery Man (2013) 
Vicky Donor (2012)

•	 The Dirty Dozen 
(1967) was hugely 
inspired by Do 
Ankhen Barah 
Haath (1957)

•	 Kill Bill Volume. 1 
(2003) 
Abhay (2001)

热烈的爱情，浪漫的故事，这些都从好莱坞消失了。在科技日

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很多感情都不知所踪了。人们想哭，想

笑，想体验这世界上的悲欢苦乐。宝莱坞填补了这些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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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电影在全球其他几个主要电影

节上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对于那些早在几年前就发现印度

的潜力的人当中，我们不得不

说好莱坞的导演丹尼·博伊尔是

独具慧眼。凭借由宝莱坞和好

莱坞大牌组成的演员阵容，这位

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得主不仅在印

度进行了拍摄，而且在其电影的

背景故事发生地孟买举行了首映

式。从与国际演员合作的制作公

司，到去宝莱坞寻找灵感的多名

导演，宝莱坞已经成为了国内外

电影人的聚集地。克里斯汀·汀

斯利（Christien Tinsley）（

曾参与电影《猫女》的拍摄）和

《指环王》中的多米尼克·提尔

（Dominique Till）曾在几年

前带着他们的背包和化妆包来到

这里，那时候，他们每天都要忙

着给阿米塔布·巴克强(Amitabh 

Bachchan)进行特效化妆，使其

贴合电影《阿爸》（Paa）中早

衰症儿童奥罗（Auro）的角色。

也许是宝莱坞电影的热情、活力

和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吸引了

好莱坞电影纷纷效仿。印度电影

业已经在国际上留下了属于自己

的浓墨重彩一笔，也会在未来的

时间里继续砥砺前行，不断开辟

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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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 瓦尼·卡普尔
（Vaani Kapoor）和
兰维·辛格（Ranveer 
Singh）在英国伦敦为
其电影参与拍摄。

右上：摄影师迈
克·斯科特（Mike 
Scott）在英国伦敦千
禧桥为《仇恨故事》
系列电影第四部拍摄
一个场景。

协同效应是匹配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印度是世界上人口
第二多的国家。印度电影和宝莱坞具有全球影响力。

阿尼尔·卡普尔（Anil Kapoor）
宝莱坞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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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身体和音乐
• 2004年，帕尔邦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帕尔邦舍拉布岭寺(Palpung 
Sherab Ling Monastery)的印度僧侣凭
借专辑《西藏圣歌》(Sacred Tibetan 
Chant)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传统世界音
乐奖

• 1974年10月23日，苏布拉克希米（MS 
Subbulakshmi）在联合国进行了演出，
成为了第一位在联合国演出的印度人，
她是第一位被授予拉蒙·麦格赛赛奖
（Ramon Magsaysay Award）、帕德马·
布山（Padma Bhushan）和帕德马·维布
山奖（Padma Vibhushan award）（1954
年和1975年）的印度音乐家。

• 拉赫曼（AR Rahman）是第一个获得格莱
美个人奖项的印度人，并且同时获得了
奥斯卡和格莱美奖。

求知若渴  
印度的第一次太空冒险实际上推动了印度的太空计划的发

展。1962年11月21日，印度从喀拉拉邦的顿巴（Thumba）赤道火箭

发射站发射了一枚尼克-阿帕奇(Nike-Apache)火箭，用于探测高

层大气和空间研究。这次冒险不仅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也标

志着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的于1969年正式成立。此外，顿巴

的圣玛利亚玛达肋纳教堂（St Mary Magdalene Church）也有一

座太空博物馆,可谓相得益彰。

印度印象
通过这些有趣的事实来进一步了解你国家！

印度也是世界上芒果产量最高的国家。为了庆
祝对这一“水果之王”的喜爱，印度每年都会
在7月前后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芒果节。印度的
芒果产量高达全球总产量的40%，令人震惊。

芒果在这个国家也有许多种用途，比如泡
菜，一种叫做亚姆丘尔（aamchur）的水果香
料粉，还有各色蘸料和味道浓郁的饮料!

印度的牛奶产量超过5300万
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
产国。印度的拉贾斯坦邦、
北方邦、古吉拉特邦和马哈
拉施特拉邦是牛奶生产的
主要地区。

艰苦奋斗 茶是印度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然
而，热气腾腾的马萨拉茶并不是没
有经过一番研究才得来的，印
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
的茶叶研究站的所在地。
阿萨姆邦乔尔海特的托
克莱实验站（Tocklai 
Experimental Station）
建于1911年，为印度茶
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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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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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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