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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恰节

拉达恰节庆典始于1980年，一直是喜

马拉雅地区独特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的展

示。昔日，这个节日是用来增强边境地

区的贸易关系，而如今它已经成为喜马

拉雅地区人民增进友谊和理解的一个重

要工具。

地点：哈萨，喜马偕尔邦

2019年8月15日

宰牲节

宰牲节是伊斯兰历法中最大的庆祝活动之

一，其主旨为牺牲和仁爱的精神。节日活动

还包括在亲友之间赠送糖果和食物。

地点：全世界

提吉节  

提吉节是献给帕尔瓦蒂女神印度教传统节日，在雨季

月份举行，旨在纪念印度教中的女神帕尔瓦蒂与湿婆

神的结合。  

地点：印度和尼泊尔

2019年8月3日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2019年8月11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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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日

19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

《印度独立法案》(Indian 

independence Act)，标志

着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

来。这一天，印度会举国欢

庆、万人空巷。  

地点：印度全国

2019年8月15日

欧南节

欧南节是一个传统的

丰收节日，也是印度

南部最大的节日之一。

在节日期间，最引人注

目的项目包括划船比赛

（Vallam Kali)、老虎

舞（Pulikali)和插花

（Pookkalam)。  

地点：喀拉拉邦

2019年9月1日至13日

保护绳节 

保护绳节在印度多个邦都有庆

祝。在这一天，印度妇女无论

老少，都会把彩色丝线织成的

绳子和花朵，系在自己兄弟辈

的手腕上，用这种象征性的方

法来巩固手足间相互的关爱，

保护和责任感。。

地点：印度北部

象头神节

象头神节是为了纪念象头神伽内什的诞

生。在为期10天的节日中，印度教教

徒将象头神的神像请回家中，寓意引入

财富、智慧和吉祥。节日结束时人们抬

着象神一路游行，并最后将象神沉入水

中，意味着回归自然。  

地点：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和

卡纳塔克邦

201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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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前往投票站为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节日之一的印度大选

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时，我们将审视这一规模庞大的社会进程的决定性结果为国家

稳定和透明的治理带来的深远含义。随后，我们将前往2019年20国集团峰会（G20 

Summit）的举办地日本大阪，了解印度此次的坚定立场和创新做法所展示给全球外交

界的焕然一新的面貌。我们还将分析印度的外交政策是如何适应21世纪瞬息万变的多

边外交格局。

印度与艺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多世纪以来的艺术积淀。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精心传

承，这项艺术遗产几乎完美的保存到了现在。在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Venice 

biennale），印度展馆对这一遗产进行了专业的策划和展示，成功地吸引了全球观

众的眼球。然后，我们将回到加尔各答，体验其悠久的文化渊源。西孟加拉邦首府

加尔各答的勒克瑙遗迹是对阿瓦德王朝的末代君主瓦吉德·阿里·沙阿（Wajid Ali 

Shah）在此生活过的见证，我们会让国王的玄孙，谢亨山·米尔扎（Shehenshan 

Mirza）带领我们穿过加尔各答（Kolkata）的迷你勒克瑙。

我们将重温那些使已故演员、作家和剧作家吉里什·卡纳德（Girish Karnad）获得人

民拥戴者这一殊荣的各种戏剧和电影，然后前往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印度电影节，看

印度电影人是如何向世界展示印度电影的辉煌。

在我们的美图集锦区，我们将趁着国际瑜伽日之际前往世界各地，体验全球各类缤纷

多彩的纪念活动。然后，我们陪同名厨萨拉托德一起（Sarah Todd），在美食的带领

下游览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随着徒步成为最受欢迎的冒

险旅行方式之一，我们将与一众致力于保持巍峨耸立的喜马拉雅山风貌自然整洁的公

益组织对话，了解他们在为我们子孙后代作出的努力。

我们追溯了一种名为马什鲁（Mashru）的传统织物的发展历程。在销声匿迹多年之

后，这种将棉的舒适与丝绸的轻薄合二为一的优雅纺织料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随后，我们会跟随奥运会铜牌获得者贾甘·纳兰（Gagan Narang）的脚步，纵览印度

青年在世界射击场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最后，我们采访了一些以其远见卓识和雄心壮志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伟

大企业家。印度人民的设计思维是如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中可见

一斑。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我们试图理解几个世纪以来的智

慧进步是如何定义“印度设计”的。

拉维什·库马尔

文章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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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贸易、反腐败法规、环境政策到经济
发展，印度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锋芒毕露，崭露头角。接下来，前任大使巴
斯瓦蒂·慕克吉（Bhaswati Mukherjee）将
向我们详细说明其中的几个要点。

作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主要国

际机制，二十国集团包罗了世界所有

重要经济体，并逐步演变成世界上最

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团体之一。

二十国集团正式名称为”金融市场和

世界经济首脑会议”（“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其成员国GDP之和占

全球GDP总值的80%以上，二十国集团

为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增长作出了不懈

努力。在最近的二十国首脑会议上，

会议讨论的重点已转向气候变化和能

源、健康、反恐和移民等一系列广泛

的全球问题上。

完美的平衡
2019年6月28日和29日在日本大阪举

行的G20峰会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

内主持的第一次G20峰会。会议选定

印度在大阪：

强大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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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在日本大阪举
行峰会

了八个主题进行讨论，包括”全球

经济”、”贸易和投资”、”创新”

、”环境和能源”、”就业”、”妇

女赋权”、”发展”和”健康”。尽

管此次峰会被美中贸易战盖过风头，

但对印度而言，它标志着外交上的一

次巨大成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Narendra Modi）强有力的声音

不容忽视，代表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

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由50多个国

家支持的数字贸易改革并强调了腐败

问题。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在与主要

超级大国进行双边接触时，莫迪总理

完美地保持了平衡。莫迪总理在峰会

期间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

单独或集体会晤，包括中国主席习近

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及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

印度的重点
印度在G20峰会上的总理代表、

时任联合商务部长苏雷什•普拉布

(Suresh Prabhu)在会后与媒体的互

动中强调了印度的观点。“夏尔巴

（sherpa）”是指在国际会议上为

国家元首作奠定基调的个人代表。印

度的关注重点包括高质量的基础设施

2022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由印度主办，标志着印度

崛起成为重要的世界级大国。



强强联合

印度视角 |  8  | 

下图(从左至右):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与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
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Narendra Modi)在在
三方会谈中；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与印度总理纳
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会晤前合影

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金融中将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最新修订的标

准应用于虚拟资产的承诺。普拉布也

强调了全球范围内的反腐败措施的必

要性。在气候变化方面，印度同时讨

论了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此

外，被视为全球性挑战的移民管理也

得到了广泛的讨论。最后，莫迪总理

强调了如何应用印度新创新(“Sabka 

Saath, Sabka Vikaas”)以带来惠

及全民的的变革。《大阪公报（The 

Osaka Communiqué）》很大程度上上

涵盖了所有这些关键点，包括棘手的

气候变化问题。《大阪宣言》中特地

加入了一段单独的文字以试图让美国

加入。声明中特别指出:“美国重申其

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因为它损

害了美国劳动着和纳税人的利益。”

数字贸易僵局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日本主动向

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发送了一份关于

数字贸易的抉择性文本，以求启动“

大阪方针（Osaka Track）”，推动

50个国家就数字贸易进行诸边谈判。

该原则的目的是引入一网打尽式的条

款，以便于删除数据流以及取消数据

本地化和云计算等方面的禁令。这些

关于数字贸易的谈判从未得到世界贸

易组织（WTO）的批准。印度与南非和

印度尼西亚一起抵制了大阪方针。这

些新兴经济体认为，这种基于共识的

抉择会从根本上破坏世贸组织的核心

原则。相反，印度和南非提出了一项

折衷方案。G20领导人就“创新：数字

化、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宣言

达成一致。这确保了二十国集团将采

G20大阪峰会结束时，印
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已参
加了20多场活动。其中包
括9个双边会议（澳大利
亚、巴西、德国、印度尼
西亚、日本、韩国、沙特
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国）
，2个三边会议（日本、
印度、美国以及俄罗斯、
印度、中国）以及和金砖
五国领导人间的一场非正
式会晤。

扩大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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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从左至右)：二十国
集团峰会期间，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会见沙特王储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阿尔沙特（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 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Vladimir Putin）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和中国习近平（Xi 
Jinping）主席合影留
念。

对印度来说，一个重要的收获是二十国集团批准了印度

提出的“二十国集团所有国家都应在各个阶级开展反腐

败斗争“的建议。

纳来自印度和南非的意见，即是“通

过数字化和推动新兴技术的应用，实

现一个包容、可持续、安全、可信和

创新的社会”。印度和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坚持在大阪原则中加入与“有

效利用数据作为经济增长、发展和社

会福利的推动者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有关的语句。发展中国家表示，他们

担心拟议中关于数字贸易的诸边协议

会剥夺它们实现数字工业化的“政策

空间”。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采取

的强硬立场确保了在G20峰会最后的

宣言中，被批准的措辞指出:“我们申

明，我们支持世贸组织为改善其职能

而做出的必要的改革。”

5G挑战

在美国要求各国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

为提供的5G网络的背景下，另一个焦

点话题自然离不开5G技术。在官方媒

体发布会上，有消息称，印度和美国

将充分利用“印度在初创企业、设计

以及硅谷的技术开发能力，以及其在

发展5G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实现

互利共赢。”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

主席进行双边讨论后，中美之间一触

即发的贸易战似乎有了突破性进展，

美国也放松了对华为的禁令。至于中

美之间是否会就此达成最终协议，直

至下次G20峰会仍难见分晓。与此同

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印度

总理莫迪在峰会期间举行了简短会

晤。印度外交部秘书维贾伊·戈卡莱

（Vijay Gokhale）在会后通报情况时

给人的印象是，印度总理坚守了自己

的立场。印度并未对特朗普政府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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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左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巴西总统杰尔·博尔索纳罗、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在G20峰会金
砖国家峰会期间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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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印度推出5G网络的呼吁做出任何

承诺。莫迪总理表示，将考虑到国家的商

业和安全利益已做出最终决定。此外，印

度代表团建议绝不姑息社会中的腐败问

题，并表示“所有二十国成员都应通过大

力并从各个阶级打击腐败，而且应确保每

个二十国成员都有法律来强制执行这一举

措。”正因为印度的积极参与，《大阪宣

言》包含了印度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关切。

这突出表明，印度新政府勇往直前的外交

政策正在给这个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

全球影响力。这一在大阪凸显的转变不仅

是印度更强大的民族自信感的体现，这也

是印度决心翻身做主人，不受规则所束缚

的结果。虽然这一在国际事务中表明立场

的新信心早在2018年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就以初见端倪，但

这一姿态在今年的大阪峰会上更加展露无

遗。这场蜕变将于2022年由印度主办的

G20峰会画上句号，标志着印度崛起成为

重要的世界级大国。

印度将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和移民问题视

为全人类面临的挑战。

在大阪出席2019年
二十国集团峰会期
间，印度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在大阪
受到了印度侨民的
欢迎。

巴斯瓦蒂·慕克吉曾于2010年至2013年担
任印度驻荷兰大使。2004年至2010年，她

还是印度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目前，她在外交学
院和不同大学讲授外交政策、裁军和战略事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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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印
度外交政策
印度前大使瓦德瓦（Anil Wadhwa）表示，随着
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印度正在其外交关系中制
定新的包容性路线。

印度在21世纪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

上立志于在其邻国和世界上创造一个

利于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软实力

增强的有利环境-作为一个拥有13亿

人口的国家，印度正在寻求自己在国

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经过近三十年

的改革开放，印度在安全方面面临着

新的挑战，包括国防以及对资本、技

术、思想和创新更高的需求，以满足

国家日益加快的转型步伐。在一个日

益相互关联的世界里，贸易水平的提

高，劳动力和技术流动的增加都要求

印度落实其能源供应、获取发展所需

的重要自然资源、保持海上通信通道

畅通、寻求海外贸易和投资机会，同

时保持对外开放，并通过多边机构建

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和自由化的贸

易和投资体制。

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曾经独当一面的

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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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莫迪总理
(前排左三)与其他国
家元首在比什凯克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了新的权力分配的挑战，而中国已经

崛起成为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者。即

使在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和恐怖主义

随时威胁着人类进步之际，新的冲

突领域仍是建立在科技优势和人工智

能，物联网、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

的指数级发展能力之上。

近年来，印度一直把精力集中在近邻

和周边地区以确保其稳定的增长环

境。这其中，南亚则在印度的外交政

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印度正在努力

加强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不丹、

尼泊尔、缅甸、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

的关系。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努力保

持与中国关系的平衡。在双边方面，

自去年两国领导人会晤后，多中印在

洞朗区域（Doklam）的对峙已被搁

置，而寻找与中国合作调整的过程可

能还会继续。

在过去的几年里，印度与东盟的关系

有所恢复，重点放在了互联互通项目

印度、中国、日本、新西兰、韩国

与东盟共同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合

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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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2019年6月，莫迪
总理圆满结束对斯里兰
卡为期一天的访问并离
开科伦坡

上- 包括实体、数字和文化方面。

印度与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取得

了显著进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得

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四方集团（the 

Quad），作为一群希望共同维护该

地区法治、航行和飞行自由，以及

和平稳定的民主国家-即由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一个非正

式组织，其国际地位也逐渐上升。印

度的”印太”概念与东盟的”印太”

概念不谋而合——即印太是一个包容

性的概念，它不谋求与任何人的利益

背道而驰而孤立任何国家；它寻求合

作共赢，以促进该区域所有国家的发

展与繁荣；且东盟仍然是这一概念的

核心。随着印度与东盟关系的稳步发

展，印度也设法在海事领域意识方面

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印度，东盟，中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

目前还在就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合约（RCEP）进行谈判。该协定如

能成功缔结，将会是对该区域意义非

常深远的一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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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9年4月在
新德里举行的第21届
东盟-印度高官会议的

参会者

近年来，印度一直把精力集中在近邻和周边地区以

确保其稳定的增长环境

根据莫迪总理提出的10项指导原则，

印非伙伴关系正朝着更高水平迈进。

在这个处于印度西部的国家，印度在

很多层面都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而

这些因素皆处在上涨的势头，包括能

源供应、700万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

海外侨民、与该地区的贸易、投资和

安全关系等方面。该地区的稳定对印

度至关重要，因此，印度对能够直接

影响到它的能源安全和与中亚国家的

联系的美伊冲突升级持谨慎态度。除

了印度周边地区之外，印度还扩大了

从中亚开始的接触范围，如今的印度

是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积极参与

国，并正在努力与欧亚共同体达成一

项经济安排；在欧洲，它与德国、法

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国建立

了密切联系；同时，与拉丁美洲的贸

易和投资也蓬勃发展，自然资源成为

新的合作领域。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可

靠的长期防务伙伴，但在去年两国领

导人在索契举行峰会之后，双方都在

探索重振经济伙伴关系的新途径。印

度与以色列、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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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越南副总统维凯
阿·内都（Venkaiah 

Naidu）和邓氏玉
盛（Dang Thi Ngoc 

Thinh）在越南首都河内
的总统府举行代表团级

会谈：
左图：莫迪总理抵达比
什凯克对吉尔吉斯共和
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

问，并出席了上海合作
组织2019年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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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扩大。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呈现出

多极化的特点。国防、科学和技术、

人际交往以及贸易和投资都已成为这

一关系的重要支柱。

在多边领域，印度将努力争取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鉴于印度对

维和行动的贡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支持，以及庞大的人口，印度入常

应是实至名归。

印度已经成为治理气候变化和清

洁能源的拥护者，以及国际太阳

能联盟（International Solar 

过去几年，印度与东盟的关系有所恢

复，重点放在了互联互通项目上- 包括

实体、数字和文化方面

上图（从右至左）：
外交部长贾尚卡尔（S 
Jaishankar）在新德里会见
阿联酋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
谢赫·阿卜杜拉·本·扎耶
德·阿勒纳哈扬（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总统拉姆·内
特·科文德（Ram Nath 
Kovind）会见贝宁总统帕
特里斯·塔龙（Patrice 
Talon）。

阿尼尔·瓦德瓦(Anil Wadhwa) 曾担任外
交部秘书(东)，并出任过印度驻波兰、阿
曼、泰国和意大利大使。他还以印度代表

团身份前往香港、北京以及瑞士参与各种任务。并曾在
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工作。

Alliance）的领军人物。它正在与

区域组织如环印度洋协会（IORA）合

作，发展本地区的蓝色经济，并一直

主张在国际层面上达成一项打击恐怖

主义的全面公约。无论是联合国、国

际金融机构，或者是20国集团，印度

都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领导者，并将于

2022年担任G20峰会的主办国。归根

结底，印度的外交政策是根据印度选

民的要求、其发展方案以及为其经济

和科学进步引进技术和资本的愿望而

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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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9亿注册选民的泛印度选举无疑是一项负重致远的任务。这场
彻底的胜利表明选民们对印度政府提出的新印度愿景充满信心。

帕坦贾利·蓬迪特

神之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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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无疑将成为印度政治史上的

一个分水岭。在印度的选举历史上，

这是第三次一个政党以绝对多数成功

连任两届。这也使得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成为印度独立后第一

位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当选的总理。

在竞选期间，莫迪总理始终在前线指

挥，谈论其政府的远景、成就和政策。

竞选活动的重点是对恐怖主义采取果

断、有效的政策立场，树立清正廉洁、

勤奋工作的形象，以及把印度描绘成一

个冉冉崛起的泱泱大国的叙事愿景，从

而跨越种姓、性别和宗教观念的分歧，

与印度全国各地年轻气盛、胸怀壮志的

选民产生共鸣。

但这些都只是枯燥无味的事实，对普通

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好的统治、繁荣的

经济和更美好的未来

如今，在一位由多数党政府支持的强势

领导人的领导下，印度即将踏上新的征

程。凭借稳定的政府、快速增长的经济

和更年轻的人口（参加第17届人民院选

举的选民中有1500万年龄在18至19岁之

间），“新印度”正在全速前进。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
他新组建的内阁成员在拉什
特拉帕蒂·巴万举行的就职
典礼上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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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与经济

甚至在印度为最近结束的大选进行投票之

际，金融政策专家们还在为一个强大的一党

制政府祈祷。一党执政，如前所述，可以使

国家的决策过程更快。从行政改革到基础设

施项目，从国防到金融，强有力的领导能让

跨部门决策过程更简单。

尽管莫迪总理的大获全胜可能并非是能立即

解决印度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的灵丹妙药，

但专家表示，这肯定会填补迫使印度经济放

缓的漏洞。话音未落，这种结果已经开始显

现。在新政府宣誓就职的一个月内，几家以

往都处在观望局势的国际公司和投资者就闻

风而动，启动了在印度的投资进程。在稳定

政策的推动下，卢比不断走强，推动了更大

规模的经济活动，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正如我们在联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

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提交的联

邦预算中所看到的那样，考虑到为顺利推行

改革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政府已经提出了更

强有力的经济政策。

预算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即遵守财政纪律，

肃清腐败，同时避免做出助长民粹主义心

态的决定，从而继续实施可持续的包容性增

长计划。

该预算将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

如道路、电力、供水等—还将大量资金投入

了教育、创业、在线基础设施和技术、数字

支付和商业便利等核心领域。

女性崛起

新政府还代表了莫迪总理关于建立性别中

立的社会的设想，其重点在于人人平等。

在716名被提名的女性中，有78名当选议

员----这是人民院有史以来女议员当选人

数最多的一次----毫无疑问，女性赋权将

成为新当选政府政策的中坚力量。总理本

人在议会中央大厅发表的获胜演说中也证

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次选举中，女

性的表现（和男性）同样出色，甚至更好”

。此外，总理还进一步称赞妇女权力是一

种“拉克沙卡瓦赫（Raksha Kawach）（护

左图：在第五届国际瑜伽日会议上宣誓就任印度外交部新部长的前外交
秘书苏杰生
（S Jaishankar）
上图：尼玛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印度财政部长兼企
业事务部长，以及斯米蒂提伊拉尼（Smriti Irani），妇女和儿童发展
部长以及新内阁中的纺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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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新当选的西孟加
拉邦议员努斯拉特·贾
汉（Nusrat Jahan）
和米米·查克拉博蒂
（Mimi Chakraborty）
代表印度的新世代出席
议会第一届会议；
下图：前板球运动员、
新德里（东）新任议
员高塔姆·甘比特
（Gautam Gambhit）抵
达议会参加他的第一次
会议。

在一位由多数党政府支持的强势领导

人的领导下，印度准备踏上一段稳定

政府的新征程。

甲）”。莫迪政府的几个重要职位都

是由女性领导人担任：尼玛拉·西塔

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担任财

政部长，斯姆丽蒂·伊拉尼（Smriti 

Irani）担任纺织和妇女儿童发展

部长，哈西姆拉特·考尔·巴达尔

（Harsimrat Kaur Badal）担任食品

加工部部长。

增强信仰

在莫迪总理2014年起的第一个任期

内，其政府推出的计划对他在2019

年重新当选总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提升

方案，如Swachh Bharat Mission和

Beti Bachao Beti Padhao等，旨

在促使人们改变思维方式，得到了

印度各地的大力支持。从Ayushman 

Bharat（保健计划）到PM-Awas（大

众住房计划）Yojana和PM-Kisan（

对小规模农民的经济支持）Yojana，

这些计划针对社会的每个阶层，并成

功地构建了一个统一、积极的政府形

象。针对社会中经济能力较弱群体提

供的保险计划几乎不收取任何保费，

彻底贯彻了政府的座右铭“Sabka 

Vikas（全民增长）”。

事实上，政府的旗舰计划，承诺为农

民提供收入保障的PM Kisan Sam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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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hi Yojana，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得到

了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赞许。澳大利亚

和欧盟均表示，印度应该扩大此类计

划，以涵盖更多的农产品。

在城市方面，莫迪总理经常说，像

PM Awas Yojana和智能城市这样的

倡议让印度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总

理申明，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莫迪

政府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制定的政策

使印度的城市发展发生了彻底的模式

转变，最终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他补充说，这些倡议的投资金额、实

施速度、技术使用和公众参与都达到

了创纪录的水平。“我们正致力于

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了实

现为所有人提供住房的梦想，我们会

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这将为数百万

人的愿望插上翅膀。“莫迪说。如

果 “Swachh Bharat（清洁印度）”

和改善印度农村生活是2014年的重

中之重，那么在2019年，这一进程

将继续畅通无阻的实行下去。此外，

预算还提出了若干新的福利方案，包

括通过电子筹资平台建立一个新的社

会证劵交易所来援助社会企业和志愿

者组织，以及“Gaon，Gareeb Aur 

Kisan（村庄、扶贫和农民）”方案。

其中，其重点是到2022年通过乌杰瓦

拉（Ujjwala）方案和Pradhan Mantri 

Sahaj Bijli Har Ghar Yojana为每

户家庭提供天然气连接和电力供应，

且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政府还计

划于同年在印度农村建造和交付1950

万套住房。然而，人们谈论最多的计

划还是JAL Shakti Abhiyan，其重点

在于实现“ Har Ghar JAL（家家有

水）”。为此，印度政府已经在全国

256个地区确定了1592个缺水区。

功高威重的人民院
的每一位成员平均
代表15万人。如果
我们不为我们所代
表的选区的荣耀而
自豪，我们就永远
不可能成为优秀、
高效和有用的议
员。

阿米特·沙阿
内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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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漫漫

莫迪总理最近宣布，他希望通过提高人均

收入、促进消费和提高生产率，在五年内

将印度经济规模扩大近一倍，达到5万亿

美元。对此，怀疑论者提出了质疑，认为

这是天方夜谭。但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

只要有决心和努力，这并非不可能。

毋庸置疑，实现政府的愿景需要相当大的

改革，因为印度必须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

发展中勇敢地面对并克服强大的阻力。印

度政府计划采取具体措施，在不牺牲财政

审慎的前提下，解决银行业不良资产日益

增长的问题，提高出口，应对任何形式的

农业危机，并增加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公

共投资。这将需要精简税收结构，以提高

营商便利性，并确保更广泛的税收网络。

现已批准的商品及服务税（GST）法案正

是实施这项计划的举措之一。

2019年印度大选拥有100万个投票站、233

万个投票单元、163万个控制单元、174

万个VVPATs(选民可核查文件审计跟踪)

、1100万名投票工作人员和近7.29亿名女

性选民，堪称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选举活动。莫迪总理此次的掌权实可谓是

划时代之举。但是，最近宣布的金融和福

利政策，加上印度在大阪20国集团会议上

的积极国际外交立场，揭示了在印度独立

75年之际，印度政府已经走上了一条“建

立新印度”的正确道路。

（从左至右）：不丹总理洛
泰·泽林（Lotay Tshering）
，斯里兰卡总统迈希特里帕
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索龙贝·延别科夫

（Sooronbay Jeenbekov），孟
加拉国总统阿卜杜勒·哈米德
（Abdul Hamid），印度总统拉
姆·纳特·科文德（Ram Nath 
Kovind），印度总统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
缅甸总统温明特（Win Myint）
、毛里求斯总理普拉文德·贾
格纳特（Pravind Jugnauth）
，尼泊尔国家元首沙玛奥利

（KP Sharma Oli）和泰国特使
格里萨达·布恩拉赫（Grisada 

Boonrach）在宣誓仪式上

帕坦贾利·蓬迪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
经济学院。他目前在国防和基础设施行业工作，并定期为各种
不同的出版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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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科技

多项研究表明，可定制性是印度消费者的一个重
要需求。甚至，连国际竞争者也意识到，一种可
融入印度多元人文积淀的设计思路是当下市场所
需要的。

普拉布·拉杰戈帕尔

印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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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印度的

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并在艺术以及科

学方面出类拔萃。其古代寺庙建筑群中

的精美绝伦的雕塑、绘画和文物实属

人类想象力、规划和实际执行方面的奇

迹。

印度文学也曾提及古代印度人在数学、

语言学、音乐理论和天文学等领域取得

的进展。例如，伟大的印度语言学家帕

尼尼（Panini）在公元前6至5世纪曾

撰写过一篇关于梵语语法的论文，其在

语言学方面的贡献对全世界的现代语言

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现代

亚洲语言和文化的传奇人物约翰·弗

雷德里克·斯塔尔（Johan Frederik 

Staal）和弗里茨·斯塔尔（Frits 

Staal）以及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

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的

认同。

此外，古代印度也不乏诸多在科学和

工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例子，例如

在公元1000年由帕拉马拉(Paramara)

王朝的国王，布扎(Bhoja)所撰写的关

于印度古典建筑的百科全书《萨马兰

加那·苏特拉德哈拉》(Samarangana 

Sutradhara)所记载的事迹。书中有一

章描述了可以模仿人类运动机制的自动

印度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一个统

一的意识范围内。

左图：印度的火星轨
道飞行任务示意图
下图：印度航天与研
究组织(ISRO)在印度
理工学院孟买举办的
技术节上展示了印度
最小规模的运载火箭
模型的代表塔塔纳诺
（Tata 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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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科技

机械(Mechanical Automata)，这也被人认

为是现代机器人的前身。然而，蒸汽机的

发明以及随后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似乎

彻底盖住了印度传统工程和工艺的风头，从

此，欧洲的商品和设计开始风靡全球，并

主宰了世界市场。正如现在人们意识中的

概念，，印度对世界GDP的贡献从18世纪的

24%下降到了1947年的3%年。直到最近几十

年，重新焕发活力的印度经济才慢慢开始找

回她对工程、艺术和手工艺的热情，并致力

于在其他各个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如今，印

度大公司生产的大型汽车、拖拉机、摩托

车，甚至汽车都在世界各地的新兴国家找到

了落足之地，尤其是在非洲和东亚地区。”

印度制造”的火炮、坦克、步枪，甚至铁路

客车也很快会在全球各地亮相，从而使“印

度设计”这一理念在世界市场站

稳脚跟。

斯瓦德希，或印度的世界观

自古以来，印度的世界观就逐

渐形成了一种注重整体意识或

“印度制造”可以说是印度在当下全球化

时代谋求自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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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理念。即使在

今天，印度的设计哲学也不相信封闭

的、引进的或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

的技术。我们渴望思想上的自由，

积极寻找并使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

应对全球挑战。与此同时，“印度制

造”（Swadeshi）在印度继续蓬勃发

展，甚至推动了许多下一代的创新。

因此，”印度制造”可以说是印度在

当下的全球化时代谋求自主的一种表

现。

“印度制造”促使我们在当地寻找材

料，寻找本土技术，而且重要的是，

解决在全国范围内都举足轻重的问

题，例如，印度太空研究组织是世界

上少数几个主要致力于太空研究的组

织之一，他们通过天气预测来改善人

民生活，同时将研究成果用于电信和

灾害管理领域。

极简主义

印度的设计理论倾向于极端的极简主

义和实用主义，也就是俗称的“朱加

德（jugaad）”。

《牛津词典》恰如其分地将这一词定

义为“以创新的方式利用有限资源灵

活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地说，这

意味着以最低的成本，将产品的利润

最大化。朱加德常被印度人誉为终极

的生存本能，体现了印度极简主义的

设计理念，我们的节俭主义的表现，

甚至还有些粗野主义的意味- 即将

功能最大化（将利益合理化为成本）

。这种极简主义也体现了几乎所有

事物上面-从卡坦（Khaitan）风扇

(从上到下)技术人员
在组装一辆由印度理
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IIT Madras) 初创公
司安哲(Ather)生产的
电动汽车；电动汽车传
动系统的一部分(汽车
上连接变速器和驱动轴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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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科技

到塔塔纳米（Tata Nano）汽车，再

到最近由来自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

斯分校(IIT-Madras)的初创公司安

哲（Ather）生产的S450电动自行车

和由出师同门的普朗斯公司开发的

（Planys）白鲸（Beluga）水下ROV(

远程操作车辆)等等。极简主义在印

度的太空和核项目中也有迹可循。许

多西方评论人士对印度环绕火星计

划“Mangalyaan”的成本竟低于一部

斯瓦德希（swadeshi）、朱加德

（jugaad）和拉萨（rasa）的理念为即将

席卷世界的印度设计革命埋下了萌芽。

典型好莱坞大片的预算这一事实感到

十分不可思议，但它首次试发射就获

得了成功。

印度美学

印度美学理论与西方美学的一个根本

的不同在于：印度美学认为，美，在

于心境，而在印度文化中，一共有九

种被认可的情绪状态(nava rasas)。

印度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在一个统一

的意识范围内（相反的状态

便是虚无）- 因此这些物体

必须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同

步”，万物的创造也必须从

内而外自由产生。这就是为

何印度传统中各种琳琅满目

（从左到右）设计专家
尼勒什·沃克（Nilesh 
Walke）、阿文·萨胡
（Arvind Sahu）和维
奈·V（Vinay V）展
示他们在“Ripples 

2018”期间在班加罗尔
印度科学院设计和开发
的可穿戴上肢假肢“普

拉克（Pu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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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布·拉杰戈帕尔（Prabhu 
Rajgopal）博士是印度理工学院马德

拉斯分校机械工程系无损评估中心的一名教授。他是
远程结构检测方面的专家，也是2016年国家设计奖
的获得者。

的色彩被毫无保留地运动的原因-也

许现代印度产品已经脱离和这一传统

有所脱节，但在传统仍占主导地位的

产业， -我们经常会发现可以贴合各

种心境从而使人人都赏心悦目的斑斓

色彩，比如纺织行业，工艺品和寺庙

艺术等等。

新兴时代

斯瓦德希（swadeshi）、朱加德

（jugaad）和拉萨（rasa）的理念为

即将席卷世界的印度设计革命埋下了

萌芽。甘地主义和“印度制造”的哲

学背景在减少浪费，促进循环利用以

及，支持利于环境的材料、技术和工

艺等方面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印度

用户惯于选购易用与耐用的产品，这

自然会为商品技术的投资人带来不菲

的收益。。

左图和上图：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理工学院(IIT Madras)的初创公司普
朗斯（Planys）的白鲸（Beluga）水下遥控潜水器(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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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要被人束之高阁的岌岌可危之际，这种奢华的马什鲁面料又
重新被领跑的时尚品牌发现，绽放出了新的光彩。

被复活的织法
伊什塔歌尔

一个已有500年多年历史的鲜活传统讲述

着昔日织工卓越超群的工艺。一种将王朝

的兴衰成败，命运的跌宕起伏隐藏在其经

纬纹面中的高档织品。这就是马什鲁的遗

产，一种曾在古吉拉特邦繁荣发展的传统

手工织品。马什鲁是丝绸和棉纱混纺的一

种面料，曾一度是该地区皇室和精英阶层

的最爱。

马什鲁表面带有丝绸的光泽，内部又有棉

花的柔软，穿着十分舒适。这种面料以

其珠宝般的的配色和醒目的条纹而远近闻

名，在其鼎盛时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服装

面料。

马什鲁兴盛于古吉拉特邦，曾在帕坦

（Patan）和曼达维（Mandavi）周边的地

区广泛流行。

这种面料曾被用来制作库尔塔（kurta）

，纱丽（saree）和勒亨加

（lehenga），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辉煌的历史也逐渐被人们

所淡忘。然而，如今，在一些时

尚设计师的努力下，这种朴素而优雅的纺

织品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光辉岁月

在16世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层遍及中

东，与古吉拉特邦的商人进行了大量的贸

易往来。除了香料、谷物和杂货之外，贸

易中交换的最珍贵的商品便是丝绸。它迷

人的光泽使其颇受帝国中伊斯兰贵族的青

睐。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丝绸不

应接触他们的皮肤。而且，在中东地区炎

热干燥的气候下，穿着这种面料非常不

舒服。为了解决的这个问题，织工们灵机

一动，创造了一种既带有丝绸光泽，又不

违背人们的信仰，同时体感亲肤舒适的面

料，即马什鲁。

马什鲁在经线(垂直纱线)上使用丝线，

在纬线(水平纱线)上使用棉线。马什鲁

马什鲁曾是奢华的象征，由绿色、红

色、黄色和靛蓝等多种亮色编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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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设计师桑
杰·加格(Sanjay 
Garg)在印度亚马
逊时装周(Amazon 
India Fashion 

Week)的首秀上，一
位模特披着马什鲁纱
丽 (mashru saree)

走在T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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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来源于波斯语，意思是允许

或准许。有人说，它来自梵语米什鲁

（Mishru，意思是混合）。由绿色、

红色、黄色和靛蓝等多种亮色编织而

成，马什鲁最终成为了奢华的象征。

随着曾经的那个富裕的王朝土崩瓦

解，他们的艺术和工艺也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销声匿迹了。在这期间，织工

们开始为当地部落的妇女编织普通的

马什鲁面料，用来缝制一种叫做夏

尼娅-乔利斯（chaniya-cholis）的

裙衫。但随着更廉价人造面料开始流

行，这种马什鲁织物也日渐衰退。今

天，仅有少数生活在古吉拉特邦帕坦

的家庭仍在使用手织机编织马什鲁。

哈桑·卡卡(Hasan Kaka)就是少数几

个仍在手织机上编织马什鲁的织工之

一。

色彩交错

在哈桑·卡卡昏暗的车间里，每天黎

明时分工作就开始了。哈桑的三个儿

子也会帮忙打下手，他们的目标是在

一天内织出至少3米长的面料。“马什

鲁包含几种不同类型的织法。卡塔里

亚马什鲁(kataria mashru)的彩色条

纹是用不同的经线织成的，而达尼达

(danedar)是一种点状图案，需要在织

机上增加4根额外的轴。”卡卡的儿子

穆罕默德·祖贝恩(Muhammad Zubain)

解释说。

72岁的哈桑说:“完成一块面料

需要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 

他补充说，一个纱丽可能需

要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织

左图：一名织工把新经线与旧经线连接起来；上图：一名织工把断
纱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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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什鲁表面带有丝绸的光泽，内部又有

棉花的柔软，穿着十分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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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项工作很乏味，我们挣的

钱也很少。”他说。这也是他不愿

意让儿子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之

一。与如今帕坦仅剩25至30名织

工的悲惨境遇相比，几十年前400

多名织工在荒凉的沙漠中齐心协

力织出色彩斑斓的面料的盛景似

乎令人难以置信。尤努斯·巴伊

(Yunus bhai)是坐落在帕坦的著

名旅游景点拉尼诺哈吉罗（Rani-

no-Hajiro）正前方的一家名为甘

蒂瓦拉（Gamthivala）的小店的

老板。 “在我祖父的时代，我们

家靠卖马什鲁发了财。我们从一家

小商店扩张到三家面料店，这都要

归功于对马什鲁这种面料的需求。

然而，今天，它已经无人问津了。

但我担心，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几年后，马什鲁只会出现在博物

馆里。”

一线希望

然而，随着消费者（尤其是印度城

市的消费者）逐渐认识到马什鲁的

魔力，这种传统面料的命运并不会

就此终结。一些当地设计师已经开

始尝试在编织中加入新的设计和颜

色，并用一些在当地较受欢迎的

印染，扎染，和印花图案来给面

料增色。

青芒果（Raw Mango）品牌的桑

杰·加尔格（Sanjay Garg）是尝

试使用马什鲁面料的设计师中最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马什鲁的兴趣与日俱增。“青芒果（Raw 
Mango）”与马什鲁的关系是深层次的，我们对这种面料的重新诠释推动
了巴纳拉斯纺织业的新发展，并激活了纺织界和业界对马什鲁的新兴趣

桑杰·加格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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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顶部和底部)
：在帕坦工作的马
什鲁织工；织机上
面料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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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特身着青
芒果牌的马什鲁

连衣裙

虽然马什鲁的图案和色调在很大

程度上借鉴了织法的传统，但其

剪裁和结构是当代的。

为炙手可热的几位之一。他用这

一“世界上最奢华的皇家服装面

料”制作的作品不仅赢得了许多

买家的喜爱，也将这一传统瑰宝

重新带回了了聚光灯下。

在德里举行的2016年春夏季亚

马逊印度时装周(AIFW)上，

加尔格展示了用马什鲁制作的

库尔塔（kurta），和勒亨加

（lehenga）甚至是现代的裤装，

引起了时尚鉴评家们的注意。他

的模特穿着低调奢华的服装走在T

台上，既带有传统的优雅气质，

又不显得过于花俏和繁琐，正贴

合了现代印度女性的需求。同

时，棉的使用也使面料更加亲肤

耐穿，这一点也受到了观众的认

可与好评。马什鲁主要在三个方

面与赢得了印度买家的青睐——

其易穿易用性、去繁从简设计与

美轮美奂的流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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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马什鲁的未来时，加尔格

说：“马什鲁的未来取决于织工团体

们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

兴趣一直在不停增长。在我所有的作

品中，马什鲁是最接近我个人风格

的，尤其是我不时重温的阿卜哈·库

尔塔（Abha Kurta），它给了我灵

感。”

在赋予马什鲁现代的剪裁和结构的同

时，加尔格还从传统织艺中汲取了大

量的图案和色调，使马什鲁的作品更

加稀有，也更具吸引力。位于古吉拉

特邦的“工匠（Craftroots）”是

一家以马什鲁家居内饰和纺织品为特

色的平台，于2001年开始经营该类

产品。 “我们的纱丽、家居装饰用

品和男装在印度各地都有销售，甚至

销往国外，” 发言人拉朱•塔克尔

(Raju Thakor)表示。“马什鲁是一

种非常富有内涵的面料。制作一件完

美无暇，光泽亮丽的作品需要七个复

杂的步骤，即使漏掉了其中一步，其

质量也会天差地别。制作马什鲁的

过程就和最终的产品一样令人着迷。 

” 随着马什鲁的热销，这种传统织

艺的复兴之路前景一片光芒。

伊什塔歌尔是一名驻新德里的记者。
在《印度快报》短暂工作之后，她一
直在积极撰写有关印度文化遗产和时
事的文章。

马什鲁面料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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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取景的西卜
泰纳巴德伊曼巴
拉入口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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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瓦德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Nawab）瓦吉德·阿里·沙
赫（Wajid Ali Shah）被英国人流放到孟加拉时，他在这
座欢乐之城创造了一个迷你勒克瑙。在这里，他的玄孙沙

亨沙米尔扎将向我们讲述那段往日的辉煌。

阿扬德拉里 杜塔
摄影 桑塔努查克拉博蒂

纳瓦布的加尔各答

40年前，当奥斯卡获奖导演萨蒂亚吉

特·雷（Satyajit Ray）来到加尔各答

郊区梅蒂亚布尔兹（Metiabruz）的城堡

（Imambara），为他标志性的电影《沙特

拉尼克希拉迪》（Shatranj ke Khiladi）

（1977年上映）取景时，这可能不是一个

随机的选择。这个位于加尔各答西南部梅

蒂亚布尔兹的城堡是被英国人废黜的阿瓦

达王朝的第10任也是最后一任统治者瓦吉

德·阿里·沙阿（Wajid Ali Shah）流亡

时居住的地方。对于这部巧妙地描绘了这名

虎落平阳的君主和其衰落王朝的电影来说，

这无异是个绝佳的拍摄地。如今，唯一能展

示这位君主自1856年起在这里度过的31年

光阴的遗留之物 ，只剩下这座庞大的城池

(imambara)、其在开始流亡生活近十年后

建造的宏伟的沙阿清真寺(Shah Masjid)，

以及他的玄孙沙亨沙阿米尔扎(Shahenshah 

Mirza)的记忆。在把纳瓦布驱逐出勒克瑙

的同时，英国人不仅夺走了他安逸的生活，

还没收了他拥有的土地和财产。但这位坚

韧不拔的国王并没有被打败，他在梅蒂亚

布尔兹建造了一座他最喜欢的城市的复制

品——他把勒克瑙带到了昔日的加尔各答。

他建造了一个动物园，将放风筝，勒克瑙烹

饪，勒克瑙音乐和舞蹈，以及勒克瑙的刺绣

（chikankari）逐一引入了这个城市。孟

加拉的精英们被这名国王所带来的的灿烂文

化而深深折服，从此开始了孟加拉邦与勒克

瑙王室遗产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独座平房

在加尔各答，瓦吉德把梅蒂亚布尔兹

（Metiaburz）的11号房屋用作自己的落足

之地，这里曾是当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劳

伦斯·皮尔爵士（Sir Lawrence Peel）的

住所。当这位昔日的君主搬进这间屋子时，

他将其改名为苏丹哈纳（Sultan Khana）

，并开始将该地区改造为“人间天堂

（duniyabi jannat）”。如今，这座平房

被称为BNR 舍馆，是东南铁路公司 （South 

Eastern Railway）总经理的住所。这座建

筑平时不允许外人进入，但是如果得到东南

铁路公司的许可，可以组织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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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勒克瑙

与瓦吉德形影不离的家庭与宫廷成

员和随从们一起定居于梅蒂亚布尔

兹，并开始推广了乌尔都语的使用，

以及诸如舍瓦尼斯（Sherwanis），

丘丽达（Churidar），萨尔瓦·卡

米兹（Salwar Kameez），沙拉拉·

加拉拉（Sharara-Gharara）之类

的服饰和斗鸡、放风筝、摔跤之类

的运动，还像他们在家乡一样组织

了诗歌研讨会。这位昔日阿瓦德的

统治者是位伟大的食物鉴赏家，因

此同样的热情也反映在了梅蒂亚布

尔兹（Metiabruz）地区。“养育家

鸽（kabootarbaazi）这种的皇家传

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位君

主自己就拥有大约24000只鸽子。像

印度炸鸡（murg mussalam），印度

香饭（biryani），鹧鸪（bater）

、羊肉馅丸子（Nargisi Koftas）

、甜米饭（Mutanjan）、牛奶面包

（Sheermal）和糯米果干（Zarda）

这样令人垂涎三尺的异国风味菜肴，

都是由跟随瓦吉德来到孟加拉的阿

瓦德厨师在皇家厨房里烹制的。”

沙亨沙·米尔扎说。来自加尔各答

的贵宾受到了这位昔日君主的盛情

款待。然而，随着纳瓦布的去世，

这一辉煌的过往也随之消逝退却。

在其去世时，瓦吉德·阿里·沙阿

的地产达到了257比哈斯（Bighas）

之广，，其中矗立着约20栋建筑。

令人惋惜的是，被保留至今日的只

有他的清真寺。

上图：BNR舍管，纳瓦
布瓦吉德·阿里·沙
阿（Nawab Wajid Ali 

Shah.）的第一座住宅。
现在这里是东南铁路总

经理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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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花园河段路（Garden Reach 

Road），靠近卡迈勒电影院

（Kamal Talkies）。它也被称为

侯赛因尼阿（Hussainia），阿舒

尔卡纳（Ashurkhana）或伊曼巴拉

（Imambara），是一个举行宗教仪

式的会堂。事实上，瓦吉德是在1863

年用于与其家人一起纪念回历新年

（Muharram）而建造了这座会堂。这

栋单层建筑带有扇形拱门、绿色百叶

门和铸铁栏杆。

西卜泰纳巴德伊曼巴拉

这位君主对财富于奢华的痴迷可以在

他的坟墓所在的西卜泰纳巴德伊曼巴

拉（Sibtainabad Imambara）得以一

窥。这座建于1864年的建筑是勒克瑙

的巴达伊曼巴拉（Bada Imambara）

的复制品，虽然规模要小得多。从其

抛光的大理石地板、比利时制造的玻

璃灯和由瓦吉德亲自从勒克瑙带来的

华丽纺织品中，人们可以深刻的感

恢复加尔各答的传统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
努力，但这种感觉
很好。我支持所有
这种类型的项目，
比如庆祝瓦吉德带给
这座城市的各色美
食的梅蒂亚布尔兹
（Metiabruz）节。

沙亨沙米尔扎

沙希清真寺——铁门路

顾名思义，铁门路的的大门是用铁做

的，标志着通往国王的领地的入口。

在这条路上，巍然矗立着一座建于

1856-1857年期间的沙希清真寺（Shahi 

Masjid）。这可能是瓦吉德建造的第

一座供他个人使用的建筑。故事是这样

的：纳瓦布邀请了所有一日不落认真完

成每日五次祈祷的人前来为这座清真寺

奠基。当无人出现的时候，他就亲自上

阵了。这座建筑没有圆顶和尖塔，还有

一个并不能使用的喷泉。现在，它被用

于祈祷前的净化。

救济院

救济院（Bait-un-Nijat 

Imambarabait-un-Nijat Imambara）

上图：沙亨沙米尔扎（Shahenshah Mirza）；左：沙希清真寺
（Shahi Masjid）或皇家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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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河段的全景图，
背景是胡格里河上的
维德雅瑟格·塞图

(Vidyasagar Setu)和
豪拉·布莱德(Howrah 
Brigde)。花园河段是
瓦吉德建立其迷你勒克

瑙的地方。

“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
我看到这座城市到处都
是中国人、亚美尼亚

人、犹太人、英裔印度
人、阿富汗人、伊朗人
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它
一直是多元文化融合的
集大成者。我们从小到
大都是坐电车和人力车
长大的，电车的移动速
度很慢，而人力车在雨
季则尤为重要。这座城
市里的大使汽车、菲亚
特和少量吉普车皆是一
道独特的风景。出租
车司机大多是值得信
赖的锡克人。我们的

日常生活就是在伊甸园
里（Eden Gardens）看
板球，在尼扎姆餐厅

（Nizam’s）品尝美味
的面包、以及在灯塔
（Lighthouse）、精
英（Elite）、新帝国
（New Empire）和环
球影院（Globe）看电

影。”

哦，加尔各
答！

标志性建筑西卜
泰纳巴德伊曼巴
拉（Sabtainabad 
Imambara）富丽
堂皇且宽敞明亮
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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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它的富丽堂皇。正门上方是阿瓦

德帝国的盾形纹章，上面是一只张开

的手掌，叫做“哈姆萨之手”（hamsa 

hand），象征着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

五个人。墙壁上装饰着瓦吉德所著诗

歌中的诗句和伊斯兰传说中的形象。

屋内还有一个陈列柜，里面摆放着各

种各样的纪念品，其中包括一本据说

是瓦吉德亲手抄写的《古兰经》。

乌姆达玛哈尔伊曼巴拉

乌姆达玛哈尔（Begum Umda Mahal）

的伊曼巴拉是为瓦吉德生前的一位孟

加拉妻子而建的。伊玛姆巴拉位于锡

伯坦纳巴德伊玛姆巴拉（Sibtainabad 

Imambara）以西，其外观因年久失

修而残缺不全。其内饰虽已被岁月摧

残，流露出的当年风采仍令人惊叹。

然而，这位君主在勒克瑙的遗迹几乎

荡然无存，大多数皇室文物要么被

毁，要么被偷，要么被陈列在某个博

物馆里。米尔扎说：“在他死后，这

些著名的遗产被拆除，往日的辉煌

荡然无存。” 然而，米尔扎仍怀有

一线希望。“加尔各答踏着历史，一

路走来。许多城市遗产的修复工作正

在进行中，也许哪天这份我祖先帝国

所遗留的荣耀也会枯木逢春，东山再

起。” 米尔扎补充说。

上图（从左至右）：花园河
段风景如画的清真寺；萨
布塔纳巴德清真寺华丽的
内饰；昔日君主瓦吉德·
阿里·沙阿（Nawab Wajid 
Ali Shah）的纹章 底部：
一把装饰性的椅子，曾在其
居住于加尔各答期间用作他

的王座。

一个充满激情的流浪者，一位职业的
语言大师，一名自学成才的家庭厨

师——探索新的地域，书籍，茶和艾达（Adda）几乎就
是阿扬德里（Ayandrali）生活的全部。她对事物的好
奇心是她不断探索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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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内部企业家们正在创造新的机会，并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增
长。在本文中，我们追溯了三位印度企业家的成功故事：帕万•戈
恩卡(Pawan Goenka)、尼廷•帕拉纳佩(Nitin Paranjpe)和阿米塔

布•康德(Amitabh Kant)

我们都做得到 

拉希米·班萨尔

印度是一个充满了大胆、前卫的思想家的国

度。即使是在这个国家最小、最穷困的村庄

里，你也能看到人们的雄心壮志，这让我感

到非常惊讶。这里的人面对前路坎坷与千难

万险，却始终心怀希望和乐观。其中，这很

大一部分是由政府的政策和方案所开辟的新

前景所推动的。然而，最重要的激励还是来

自那些了解印度人内心和思想的商业领袖和

偶像。我把这些领导者称为内部企业家：一

群适应力强、智谋过人的男男女女，致力于

在其工作的组织中创造变革。企业家需要有

远见；内部企业家则是指能够将企业家的愿

景转化为现实的人。

汽车大王

“马恒达（Mahindra）将下一个3年周期

的投资指引提高了30亿卢比，”一家知名

商业日报在今年5月报道。许多人可能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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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视而不见，认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新

闻，但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有原因

的。2019年5月，就在大选之后，《粉色

报》（The Pink Papers）上铺天盖地

充满了有关汽车销量下滑的报道，以及

印度经济不景气的现状。那么，为什么

马恒达汽车要全力以赴扩大产能呢？要

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追溯到1993年，

当时，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和康奈

尔大学的校友帕万·戈恩卡博士（Dr 

Pawan Goenka）离开了底特律的通用

汽车公司，加入了拥有50年历史的家族

企业马恒达&马恒达有限公司(Mahindra 

& Mahindra)旗下名不见经传的研发部

门。1993年，阿南德·马恒达（Anand 

Mahindra）刚刚接手马恒达公司。这位

年轻的哈佛毕业生有一个大胆的愿景，

那就是在以前很少有印度公司涉足过的

领域闯出一番天地。

帕万·戈恩卡博士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实

现这个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目标——在4

年时间内推出一款名为”天蝎座”的”

印度制造”SUV，预算为55亿印度卢比

（对于该项目的规模而言，此预算并不

算宽裕）。这款车凭借其强劲的风格，

强大的引擎（印度第一个超过100马力

的引擎）和合适的定价赢得了大众的欢

迎。戈恩卡说：“我觉得天蝎座的成功

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印度人的骄傲，

因为这是一辆印度本土自主研发的汽

车……” 2009年，马恒达推出了一款名

为Xylo的SUV，但未能实现销售目标。

该公司在当年第四季度出现了亏损。然

而，就在这个时候，戈恩卡博士向董事

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浦那附近

投资50亿卢比建设一座当时最为先进的

新工厂，以满足未来10年、20年、30年

的需求。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冒险但回报

优异的行为，也解释了为什么

马恒达会不顾当前可能出现的

经济放缓而继续投资。“CEO的

工作不是创造明星，也不是成

为明星，而是带领一个普通的

团队，取得非凡的成绩。”戈

帕万·戈恩卡（Pawan 
Goenka），马恒达&
马恒达（Mahindra & 
Mahindra）公司汽车
和农业设备部门总裁

对于任何希望在印度经营投资并从其经

济发展中获得丰厚回报的人来说，内部

企业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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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卡解释说“只有当首席执行官不表现

得好像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样，我们

才能做到这一点。”

政府智囊团
即使在政府部门内部也可以找到内部

创业者。新印度的官僚体系正在发生变

化，政府雇员必须展现出活力、远见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阿米塔布·康德

(Amitabh Kant)就是其中一个典范。

他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坚持实践着这

些品质，并且对印度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80年代末，作为卡利卡特

（Calicut）地区的地方长官，康德发

起了一项由社区领导的活动，为卡利卡

特国际机场筹集资金。于是，卡

利卡特成为印度首个征收用户开

发费（UDF）的机场，且这一模

式后来被推广到了全国。作为喀

拉拉邦旅游部长，康德在任职期

间通过公私合作关系大大增加了

该州的游客数量。他把同样的创新思维

运用到了国家层面，发起了一项名为“

不可思议的的印度”的宣传活动，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这个国家的旅游潜

力。

2001年，就在美国”9·11”恐怖袭击

事件发生之前，康德接任了印度旅游部

副部长一职。世界各地的旅游业都因此

受到了重创。2001年12月对印度议会的

袭击更是让游客作鸟兽状散。然而，就

在这个时候，印度观光局发起了“不可

思议的的印度”宣传活动。到第一年结

束时，影响非常显而易见：印度的游客

阿弥陀佛·康德
（Amitabh Kant），
印度国家改革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ransforming 

India）的首席执行官，
也是《打造印度品牌-一

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Branding India）一

书的作者。

企业家需要有远见；内部企业家则是指能

够将企业家的愿景转化为现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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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增加了16%。Kant现在领导着印度

智库NITI Aayog，该政府智库为印度的

变革指明了方向和步伐。康德定义了他

的成功秘诀：“因为你会听到很多反对

意见……你必须能够建立起对抗这些压

力的能力来促进改革。这是你成功的唯

一途径。””

真心实意

同样的策略也被于2008年接任了

印度联合利华公司（Hindustan 

Unilever（HUL））首席执行官职位的

尼丁·帕兰杰佩（Nitin Paranjpe）

所采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他本可以

怨天尤人，避重就轻地说，“情况不是

我所能控制的”。相反，他将经济放缓

尼丁·帕兰杰佩
（Nitin Paranjpe），
印度联合利华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
官。该公司总部位于伦

敦和鹿特丹。

新印度的官僚体制正在发

生变化，政府雇员必须展

现出活力、远见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作为一个机会，为未来的增长打下了基

础。当时，印度联合利华公司在印度全

国有大约100万个销售点，每年增加1至

1.5万个销售点。2009年，帕兰杰佩制

定了明年新增50万个零售点的目标。起

初，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但紧接着，一

股兴奋之情便涌上心头。随后就是打破

常规的思维和创新。

帕兰杰佩说：“我们大多数人谈判的

目的是降低目标，原因只有一个：害怕

失败。”如果能以某种方式消除这种

恐惧，就能够释放人类的潜能。在接下

来的两年里，印度联合利华公增加了一

百万个新零售点，并且随着经济开始复

苏，销售额也大幅上升。他说：“我要

求他们（团队）做的是把理性放在一

边，从内心拥抱目标。因为大脑会用它

的逻辑和理由来束缚你的手脚，让你止

步不前。”

归根结底，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

家，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企业家一样

思考和行动，并且在我们的工作范围

内，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这是当前的需

要，也是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

拉希米·班萨尔（Rashmi Bansa）是
一名印度非小说作家、企业家、和青
年研究专家。作为印度管理学院艾哈

迈达巴德分校的校友，她最初在《印度时报》担任
品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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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称之为古老文化的现代复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可能
是一种有意识的觉醒；但是，瑜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更健康、
更有意识的生活方式的集大成者。2019年6月21日，在第五届国
际瑜伽日(IDY)到来之际，我们将环游世界，体验这种来自吠陀
时代的古老传统的益处。

精髓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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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数百人在巴黎埃菲尔铁塔

附近练习标志性的拜日式(Surya 

Namaskar)；

上图：沙雕艺术家苏达山·帕特

奈克(Sudarshan Pattnaik)在奥

里萨邦普里(Puri)的国际瑜伽日

上创作的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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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

的瑜伽日修行营中的瑜伽爱好

者

对页上方：参与者在孟加拉国

达卡(Dhaka)练习不同的瑜伽

体式。

对页下方：在乌克兰的基辅

(Kyiv)，行人观看瑜伽爱好者

们庆祝国际瑜伽日

印度圣人帕坦加里(Patanjali)撰写的瑜伽哲

学专著《瑜伽经》(Yoga Sutra)已有2000年

的历史，是一本关于如何掌握思维、控制情

绪和精神成长的指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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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叙利亚大马士革

(Damascus)国际瑜伽日的

参与者

上图：登山者在尼泊尔的珠

峰大本营做瑜伽热身

下图：在中国北京，居民们

参加国际瑜伽日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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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新加坡的瑜伽爱好

者们为庆祝国际瑜伽日而

组织的瑜伽营

下图：数百人在荷兰海牙

(Hague)市中心参加瑜伽日

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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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有六种被广泛接受的形式，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练习。这六

种形式分别为:哈他瑜伽(Hatha)、拉加瑜伽(Raja)、业力瑜伽

(Karma)、巴克提瑜伽(Bhakti)、耆那瑜伽(Jnana)和坦陀罗瑜

伽(Tantra)

上图：在保加利亚美丽的

索菲亚市(Sofia)组织的

瑜伽营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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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享誉全球的国际射联世界杯上，
年轻的印度射击运动员大放异彩，
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年轻射击运动员
是时候展翅高飞了。饥饿游戏
加根·纳朗

最近，印度在体育领域的进步给印度带

来了一批力争上游、百折不挠的体育人

才。于今年早期结束的国际射联世界杯

便是印度年轻人崭露头角的一个范例。

印度代表团连续第二年加入冠军争夺

战，并总共获得四枚奖牌：三枚金牌和

一枚银牌，从而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射击项目争取到了5个名额。印度队主要

由刚毕业进入一队（高级运动员）的一

组运动员组成。但是，大多数时候，注

入新鲜血液会带来对成就的新渴望，对

先前纪录的无视，以及对目标坚持不懈

的付出。这一点在2019年7月在德国苏

伊岛举行的国际射联青年世界杯（ISSf 

Junior World Cup）再次得到了证实。

艾西瓦亚·普拉塔普·辛格·托马尔

（Aishwarya Pratap Singh Tomar）在

夺金道路上表现十分出色，而印度射击

队总共获得了10枚金牌！有趣的是，印

度将于明年3月15日至26日在新德里举办

国际射联联合世界杯（ISSF  Combined 

World Cup）。联合世界杯的比赛项目

包括步枪、手枪和猎枪。

群星云集

射击世界杯是由国际射击联合会(ISSF)

于1986年推出的，目的是为奥运会射

击比赛的参赛资格建立一个明确的体

系。这项赛事每年会为所有射击类别

提供四个比赛，比赛中的优胜者将进

印度射击运动员安杰姆·穆
德吉尔（Anjum Moudgil）

（左）和拉维·库马尔
（Ravi Kumar）（右）参加
了ISSF世界杯混合10米气步

枪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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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是印度发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其发展速度超过

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维·钱德拉（Apurvi Chandela）等

经验丰富的选手。在锦标赛期间冉冉

升起的一颗新星是迪维扬·辛格·潘

瓦尔（Divyansh Singh Panwar），

就在他在男子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项目中获得他的首枚国际高级奖牌

的一天后，他成功地获得了2020年

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与此同时，

不足二十岁的青年明星选手巴克尔

（Bhaker）和乔杜里（Chaudhary）

在新德里荣获金牌后，也在10米气手

枪混合团体赛中获得了他们的第二枚

金牌。虽然有些人已经拿到了奥运会

的入场券，而有些人仍在为此努力争

取，但每名运动员都有可能在日本摘

得桂冠。

从娃娃抓起

使印度在全球竞技场上的表现发生巨

变的因素之一是对于少年才艺的大规

模投资。射击正在印度全国成为一种

人人皆可的运动，在这方面坚持不断

的努力使得这一重大发展成为可能。

二十多年前，获得设备和科学的运动

方法并不容易。只有当一个人已经成

为真正优秀的射击运动员时，才有机

会得到世界一流的装备。我们想让孩

子们从一开始就能用到高科技的优质

装备，这也是我创办“荣耀之枪”

（Gun for Glory（GFG））的原因

之一。“荣耀之枪”是一所位于浦

那的射击学院，旨在为来自印度胸怀

大志的年轻射击运动员提供全面的发

展计划。印度社会对于体育竞技事业

看法的改观也在为印度的年轻人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早些时候，人们的

关注重点只在于板球比赛，但如今，

在印度射击运动员、短跑运动员、网

球运动员和其他运动员在包括奥运会

上图：印度射击运动员曼努贝克（Manu Bhaker）（右）和沙拉布·乔杜
里（Saurabh Chaudhary）（左）在ISSF世界杯混合10米气手枪决赛中夺
得金牌； 下图：加根·纳朗与ISSF世界杯中国站的小选手们合影合影

入决赛，争夺奥运会参赛资格。除

了令人垂涎的国际射联世界杯奖牌

之外，来自98个国家的919名运动

员齐聚慕尼黑，为2020年东京奥

运会的17个参赛名额展开角逐。在

2019年的总决赛中，印度派出了一

支35人的队伍，其中包括沙拉布·

乔杜里（Saurabh Chaudhary）、

梅胡利·戈什（Mehuli Ghosh）、

埃拉维尼尔·瓦莱里万（Elavenil 

Valerivan）、阿披实克·维尔马

（Abhishek Verma）、沙扎尔·里兹

维（Shazar Rizwi）、曼努·巴克尔

（Manu Bhaker）和拉希·萨诺巴特

（Rahi Sarnobat）等新秀以及如希

纳·西杜（Heena Sidhu）、安茹·

穆德吉尔（Anjum Moudgil）和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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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国际比赛中赢得金牌之后，大

众也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体育项目。

家长对孩子们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职

业主张持开放态度。印度联邦政府

的“Khelo India“倡议也在鼓励年

轻人多多参加体育活动，这在制度上

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该方案，政府

将为1000名从事不同体育项目的运动

员每年提供50万印度卢比的奖学金，

为期8年。

左图：普纳“荣耀之枪”
射击俱乐部年轻一代的明
星； 右图：观众于2019
年ISSF联世界杯男子10米
气步枪决赛中雀跃欢呼。

瞄准目标

随着训练技术的进步，一些初出茅庐

的射击运动员也终于可以圆梦。如

今，全国各地的射击人才们都有办法

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并取得

至高荣誉。在我将自己的射击学院带

向整个印度的同时，其他类似机构也

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当地政府已

经能够寻根溯源，进行人才搜寻，并

帮助发掘真正的人才。射击是印度发

展最快的运动之一，其发展速度超过

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近期印度在世

界舞台上取得的成功也证明了印度有

关当局在此方面做出的努力。

加根·纳朗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10米
气步枪铜牌得主，也是该项目第一个获得
参赛资格的印度人。他也是世界顶级设计

学院“荣耀之枪”的创始人。该学院旨在帮助来自全国各
地的年轻射击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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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托德

作为印度第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市，也是古吉拉特邦
（Gujarat）最大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是游客的天堂。其气势恢宏
的古迹，充满活力的市场和兼收并蓄的料理文化都让人难以忘怀。

风情阿姆达瓦德

我听到萨巴尔马蒂（Sabarmati）河

从远处潺潺流过。随着一阵风吹过，

在我的头顶高高的树枝上停留的两

只鸟儿唧唧喳喳的唱起了歌，预示

着可能马上要下雨。现在，我正站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萨巴马蒂修行所

(Sabarmati Ashram)宁静的绿色草

坪上，内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平静过。

在这里，我听不到城市的嘈杂声，

也没有我早已习以为常的厨房中手忙

脚乱的环境。相反的，我参观了博物

馆中记录着圣雄甘地的生活、时间

和哲学的展品。其保存完好的简陋居

所也让我看到了他所信奉的理想。在

位于河西岸的修行所逗留几个小时

是很容易的。从1917年到1930年，

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这座修

行所道场成为了甘地的大本营。萨

巴马蒂修行所是我在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俗称Amdava）率先参

观的几个地标性建筑之一。在我准

备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到了吃午

餐的时间。印度的城市可以通过食物

来区分。南印度的特色主要是蒸米饼

（Idlis）、印度可丽饼（Dosas）

和阿榜糕（Appams），而北印度则为

帕拉塔馅饼（Parathas），碗豆奶

豆腐（Matar Paneer）和油烙饼配

豆糊（Choley Kulchey）。虽然您

可以在全国各地品尝到这些佳肴，但

艾哈迈达巴德无疑将印度传统美食做

到了极致。从入口即化的鹰嘴豆蒸糕

（Dhokla），令人垂涎三尺的鹰嘴豆

肉汁加酸奶（Gujarati Kadhi）到甜

入人心的炸糖浆甜甜圈——诸多选择

让我应接不暇却又流连忘返。

我用传统的黄铜餐具品尝了一道做工

如果不来一场尽情的购物，那您的艾哈迈达巴德之旅肯定

是不完整的。千万别错过使用古老技术制作的令人叹为观

止的班达尼（Bandhani）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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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艾哈迈达巴德
历史悠久的城市中
心的寺庙中精美绝
伦的拱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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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从左至右：
位于艾哈迈达
巴德的阿达拉杰
阶梯井（Adalaj 
Stepwell）的建筑
特色；香帕纳帕瓦
加德（Champaner-
Pavagar）考古公
园的卡马尼清真寺
（Kamani Masjid）
遗址；艾哈迈达巴德
周围的历史建筑。

考究的古吉拉特的塔利（Gujarati 

thali）。塔利包含多种不同菜色，

装在黄铜器皿中依次呈上。上菜前，

有人会给我一个小碗洗手。洗手的

水是从一个金属锅里倒出来的，据

说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很快，我

的盘中就装满了各色当地美食，首

先是各种泡菜和酸辣酱，比如芫荽

（dhaniya）和薄荷酸辣酱（pundina 

chutney），以及胡萝卜辣椒泡菜

（gajar mirch achaar）。所有这

些小菜都是放在盘子里的叶子上。“

叶子是为了确保泡菜的酸味不会和黄

铜起反应，”侍者解释说。然后，主

菜也一道一道上桌——茄子土豆咖

喱（Ringana Batata Nu Shak），

黑眼豆咖喱（Chora Nu Shak）、酸

甜扁豆唐（Gujarati Khatti Mithi 

古吉拉特邦的塔利有着截然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让人不禁食指大动，意犹未尽。

Daal）、菠菜泥拌蔬菜（Undhiyu）

、油炸秋葵（Bindi Sambhariya）

、鹰嘴豆肉汁加酸奶（ Gujarati 

Kadhi）、印式香料扁豆燉飯（rice 

and khichdi），还有各种各样的面

包，如印度小米面包（Bajri）、玉

米面饼（Makai no Rotlo）和印度

甜面包（Puran poli）。我津津有

味地品尝每一口食物，不时有人向我

提供如何正确品尝古吉拉特塔利的

用餐建议。例如，这碗胡萝卜甜糕

（halwa）要和饭一起吃，而不是作

为甜点。其截然不同的口感和风味，

让人不禁食指大动，意犹未尽。

酒足饭饱之后，我前去参观了阿达拉

杰阶梯井（Adalaj Vav）。坐落在

古色古香的阿达拉杰村，距离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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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卡面包和马萨
拉茶
作为一种完美的晚间小
食，奶油烤甜面包（bun 
maska）和玛萨拉茶是艾哈
迈达巴德街头的主要小吃。

丹迪娅拉斯
丹迪娅拉斯（Daandiya 
Raas或Dandiya Raas）是古
吉拉特邦传统的民间舞蹈形
式。这是纳夫拉特里节和胡
里节期间标志性的庆祝方
式。表演者会绕成一圈，边
旋转边用五颜六色的木棒敲
打出节奏。

手工艺品商店
这座城市以其色彩鲜艳、千
变万化的图样纹章而闻名。
在艾哈迈达周围的许多熙熙
攘攘，人潮涌动的集市上，
这些图案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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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公里，这座15世纪的五层八角形

阶梯井气派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据

说，这个阶梯井不仅具备文化和实用

性，村民们每天也都会前来这个精神

庇护所，为刻在墙上的神像祈祷。阶

梯井的内部很凉快。我没有在周围看

到慕名而来的信徒，但却在这里见到

了很多参观者——一些是当地人，另

一些则是游客。我被其深受印度-伊

斯兰影响的复杂建筑风

格所折服，睁大眼睛惊

奇地观察着精美的伊斯

兰花卉图案与印度教和

耆那教的象征主义和谐

地融为一体。在尽可能

多地了解和欣赏完这个

迷人之地后，我对其挥

手告别，踏上了返回城

市的旅程。

晚间最棒的享受就是茶和小吃，而艾

哈迈达巴德的街道也会用热气腾腾的

印度奶茶（用牛奶制成的甜茶）、街

边小贩的达帕克拉（dal pakora）（

用小扁豆糊制成的油条）和其他一些

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向您发出邀请。

我选择了当地的特色菜——印度奶

茶、马斯卡面包（maska bun）(一种

加了大量黄油的松软面包)和达尔瓦

达（dalvada）（小扁豆馅饼）。艾

哈迈达巴德知道如何迎合那些像我一

样渴望尝试古吉拉特邦特色美食的吃

货的味蕾。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里

的食物，以至于亲自用烤胡萝卜、腌

菜花和凉拌豆腐酱汁制作了一个纯素

食版的卡卡拉（Khakra）（一种传统

的古吉拉特饼干状零食，用小麦粉和

油制成）。任何熟悉我工作的人都知

道，我喜欢制作各种新式的素食，而

不仅仅是使用蘑菇和奶酪（白干酪）

我亲自用烤胡萝卜、腌菜花和凉

拌豆腐酱汁制作了一个纯素食版

的卡卡拉。

配以蒸糕
（Khaman）, 鹰嘴豆卷
（Khandavi）, 酸奶泡
饼（Dahi-Bhalla）, 
油炸甜麦圈（Jalebi）
和 鹰嘴豆玉米片
（Besan Papdi）种种
食材的古吉拉特邦的特
色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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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料。我喜欢给当地的食物加点

料，把它变成我自己的版本。但是，

我也非常享受古吉拉特邦的标志性点

心和菜肴，如鹰嘴豆蒸糕（Dhokla）

，汉多瓦蛋糕（Handvo），酪乳

（Buttermilk），印度油条（Fafda）

，干绿豆咖喱（Sev Susal），珍珠稷

面包（Dhebhra），印度香饼（Thepla 

）鹰嘴豆酥油软糖（Mohan Thaal）等

等。这些美食一次又一次的向世人证

明，古吉拉特邦的当地美食是甜味、

咸味和辣味的完美平衡。

如果不来一场尽情的购物，那您的艾

哈迈达巴德之旅肯定是不完整的。

我忍不住买了一些用古老的扎染技

术制作的班达尼面料（bandhani 

fabrics），其工艺之精美让人啧啧

称奇。除了作为古吉拉特邦特有的面

料之外，班达尼在颇为发达的印度纺

织业中也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尽管

我很想在这座城市悠闲漫步，好好地

欣赏它的风景、声音和气味，但很可

惜，我的冒险之旅因突如其来的工作

而不得不提前结束。然而，在我将这

段旅程深深记录下我的脑海之前，我

的旅途还没有结束。

梅萨纳周边美轮美
奂的太阳神庙于夜

晚灯火通明

在参加《厨神当道澳大利亚版》(Masterchef 
Australia)之前，萨拉·托德(Sarah Todd)
曾在英国从事模特工作。她的烹饪之旅始于
印度各地的几场旅行兼烹饪节目。作为《健

康模特食谱》的作者，萨拉目前是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在
孟买、果阿和新德里各拥有一家餐厅，生意十分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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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种子这种富含营养又充满风味的植物精华一直被用
于各种印度菜肴之中。如今，它们重新被冠以超级食物的称
号。经验丰富的印度厨师们分享他们对于种子食物的见解。

健康的种子

马胡利卡·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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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拉瓦什
（Lavaash by 

Saby）餐厅的咖喱鸡
配大麻籽加戈宾多格
（Gobindbhog）米饭

在咖喱中加入一勺南瓜籽糊，在柠檬

水上撒一撮罗勒籽，在意大利面中加

入一点罂粟籽粉调味。在制作面包的

时候放一些黑香芹（kalaunji）籽…

这份列表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自古以

来，各种被烘烤、磨碎或浸泡处理的

种子就是印度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现在，厨师和营养学家正在进一

步发掘它们的用途和对健康的益处。

名厨萨比亚斯奇·戈雷（Sabyasachi 

Gorai）（GRID烹饪总监）已在其料理

中加入种子食材十年有余，他称种子

为“大师级的调味品”。营养学家卡

维塔·德夫根（Kavita Devgan）则将

其称为营养助推器。“在印度常见的

种子富含纤维素和矿物质等丰富的营

养物质，还含有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

酸和维生素。这些种子很容易买到并

食用，是一种美味的膳食补充剂。”

德夫根解释说。

多样化和多功能性

加尔各答帕克酒店(Park hotel)的大

厨沙拉德•德万(Sharad Dewan)一直

致力于把各种种子用于实验性印度料

理。他说，“种子的美在于其口感和

质地的多样化。我指的不仅仅是其口

感和质地在料理烹饪方面的优势，在

营养方面也是如此。”他解释说，种

子不仅可以用做配菜或果泥，还可以

作为新旧菜肴的食材，组合碰撞出新

的火花。

营养师斯维塔·巴辛（Sveta 

Bhassin）表示，事实上，种子富含

必需的脂肪和蛋白质，其效果优于任

何加工过的补剂。难怪大多数古代印

度菜谱在不同阶段都加入了大量的种

子。甜芝麻球（Til Ke Laddoo）就

是一个杰出代表。这种印度特色的老

式甜点一般是在冬天吃的，可以保持

身体温暖和肠胃健康，从而对抗季节

性疾病。传统上，独活草籽（carom）

和黑香芹籽也会被添加到印度烤面饼

中，使其更口感更加酥脆，同时促

进肠道健康。在咖喱中加入沙尔麦加

（chaar magaz）（南瓜籽、甜瓜籽、

西瓜籽和黄瓜籽的混合物）的做法的

也是出于同种初衷。

“种子可以用来复制所有的味道元

素。例如，黑香芹籽的味道比较苦，

茴香的味道比较甜，芝麻与油混合食

用时味道比较浓，芥末的味道比较辛

辣。香菜的口味既甜美也咸香，与像

塔夫坦这样比较有层次感的波斯面包

搭配起来非常美味。” ITC 温莎班加

罗尔酒店（ITC Windsor Bengaluru）

的行政总厨阿克什拉杰·乔达

（Akshraj Jodha）如是说。亚麻籽

种子已经成为印度料理传统的一部分，这使得当代

厨师适应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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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si）的作用也是大同小异，它既可以带来酥

脆的口感，也能增加些苦中带甜的风味。

另一个将种子食材运用的出神入化的例子是班加

罗尔的厨师维卡斯塞思（Vikas Seth）的招牌菜

甜菜根玉米卷配苋菜籽。“在料理中加入种子不

仅能够在外观和味道上形成对比，还能加强食物

的味道。” 赛斯说。

保证营养

在菜里加入种子的传统不仅仅是为了让菜肴的

口味更加丰富。乔达解释说。“有些人认为沙

尔麦加（chaar magaz）是穷人版的腰果酱，这

完全是一种谬论。这些种子富含矿物质和维生

素，并含有健康的脂肪。”乔达说。印度口音

（Indian Accent）餐厅的主厨山塔努·马赫特拉

（Shandanu Mehrotra）也喜欢在日常烹饪中使用

种子食材。“就拿独活草籽来说吧。由于它可以

促进消化，同时增添独特的风味，因此经常被使

用。”马赫特拉说。

西瓜籽：低热量、高营养，富含脂肪
酸、重要蛋白质和许多矿物质，这些
种子也是维生素b的极佳来源。它们
含有丰富的镁、铁和叶酸，对心脏和
免疫系统有好处。西瓜子使骨骼更强
壮，控制糖尿病，促进新陈代谢，
使头发更加柔顺，皮肤容光焕发。它
们可以在干炒后食用，也可以作为零
食，也可以磨粉加入咖喱中

黄瓜籽：黄瓜籽富含纤维素和矿物
质，食用黄瓜籽可以增加肠胃动力，
促进消化，也可以使皮肤和头发更
加健康。

南瓜籽：南瓜籽富含镁、锰、铜、蛋
白质和锌等多种营养物质，是一种不
可多得的营养动力源。它们还含有植
物甾醇和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剂等植
物化合物，使您的身体更加健康。

罂粟籽：罂粟籽营养丰富，味道类似
坚果，可以用于防止干咳和失眠等常
见疾病。但是，和其他成分一样，罂
粟籽应在咨询医生后才可少量添加到
饮食中。它们可以添加到蔬菜咖喱，
汤或面食中调味提鲜。碾碎的罂粟籽
也可以用作增稠剂。

沙巴或甜罗勒籽：这些黑色且呈泪
珠状的种子经常会与奇亚籽混淆。
甜罗勒籽富含抗氧化剂、纤维、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脂肪，对减
肥非常有效。营养学家谢法利古隆
（Shefali Gurung）博士表示:“ 沙
巴可以帮助控制糖尿病，定期食用可
以改善皮肤和头发质量。”这些种子
咀嚼起来比较困难，最好是将其浸泡
在水中。

印度风味（Indian 
Accent）餐厅的酸
甜芒果烤排骨配芒
果干和烤洋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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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富含必需的脂肪和蛋白质，其效果优于任何加

工过的补剂。

正确使用

德里餐厅安娜玛雅（Annamaya）的主厨巴

尔普里特•辛格•查达（Balpreet Singh 

Chadha）表示，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多

数烹饪文化中，种子通常是生吃，轻微

烘烤，或最多是制成口味较为清淡的酱

汁。厨师乔达说，种子食材应该在烹调

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加入，小火煨到刚好

可以使味道通过热量释放出来，同时激

活其中的营养。这种做法的范例是白羊

肉咖喱（safed maas），一道以羊肉为

主的菜肴，在炖煮的最后加入了沙尔麦

加（chaar magaz）酱，使其风味更加浓

郁，香味更加饱满。厨师说，这种酱的做

法是先把四种坚果浸泡在水中，然后把它

们磨成粗面糊。 这与查达和沙拉德的做

法不谋而和：前者在苏吉卡哈尔瓦（suji 

ka halwa）（粗面粉布丁）中加入了一丝

清雅的芝麻香；后者则为其招牌菜南瓜哈

利姆（羊肉菜）搭配了相得益彰的南瓜籽

优格酱。

种子已经成为印度料理传统的一部分，这

使得当代厨师适应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萨

比拉瓦什（Lavaash by Saby）餐厅的主

厨梅加科利（Megha Kohli）表示，“我

从小就开始接触用各种种子做菜，我喜欢

用它做装饰，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如何

成为菜肴的一部分的。正是这种对种子的

熟悉度使我能够使用这些食材来为食客

们创造一场味觉盛宴。在餐厅里，我们不

仅会用种子来为菜品调味，还会用它来突

出菜品的戏剧效果，比如用杏仁制作的马

纳卡什粘土锅面包（Matnakash Claypot 

bread）（一种又香又软的乡村风味面

包）。

随着厨师们深入追溯印度料理的精髓以及

发现各种食材的独特健康效益，印度本土

的种子食材正被视为自然风味和健康生活

的冉冉之星!

马胡利卡·达什是一位著名的餐饮作家，也是
一位美食专栏作家。她曾为多家出版物撰稿，
包括《雅虎》、《Sify》、《Swarajya》、

《Hotelier India》、《Way2Hotel》、《Indian Express》
和《福布斯生活》。

顶部(从左至右)：墨西
哥玉米饼配炸豆泥和炭
烤小南瓜；香喷喷的调

味米饭配上南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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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面对社会的怀疑和经济上的局限，这些来自孟买街
头的舞蹈团体正在席卷全球。

普罗米塔·慕克吉

世界即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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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联队在加州
洛杉矶举行的
世界舞蹈大赛
中表演

你可以称其为玛雅纳格里、“梦想之

城”，或孟买——这座印度的娱乐之

都始终光鲜亮丽，魅力永不消退。每

天，数以百计怀揣着雄心壮志希望成

为舞台焦点的艺术家们来到这座城市

追求他们的梦想。除了承载着成千上

万人的野心和抱负，孟买还是几个规

模不一的舞蹈团体的故乡-这些团体

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追捧，赞扬和

荣誉，也为印度在全球舞蹈舞台上

赢得了一席之地。国王联队（Kings 

United）就是其中榜样。这个由创始

人苏雷什·穆昆德（Suresh Mukund）

领导的嘻哈团体被亲切地称为“国

王（The Kings）”，其首次告捷便

是在2009年捧回了印度舞蹈真人秀

节目布吉-伍吉《Boogie Woogie》

的奖杯。而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接连在娱

乐节目《为爱痴狂（Ke Liye Kuch 

Bhi Karega）》（2010）和《印度

达人》（2011）中摘得了第一名的桂

冠。2019年，他们从一些彼时世界上

公认的最出色的现代舞团队中脱颖而

出，一举成名，赢得了美国真人秀节

目《舞蹈世界》第三季的冠军。

但是，穆昆德与帕思·维亚斯共同创

立的这个舞蹈团的成功之路绝非是

一帆风顺的。许多团队成员不仅要

面对对他们的雄心壮志的怀疑，还必

须设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对于

我们团队中一些来自经济不太富裕的

家庭的成员来说，跳舞是唯一的出

路。我们参加节目，得到的津贴帮助

我们养家糊口，”穆昆德说。对于

国王联队来说，国际赛场上的成功

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

现在，我们经常前往不同的国家参加

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刚刚在美国举

办了第一次集训班，也有计划不久

在加拿大和欧洲进行巡回演出。我

们最近还在菲律宾拍摄了我们的第一

部影片。这只是个开始。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穆昆德说。他的经

历也给宝莱坞著名编舞雷莫·德苏扎

（Remo d’Souza）2015年的电影作品

《任何人都可以跳舞（Any Body Can 

Dance）》提供了灵感。提到穆昆德

最近取得的最自豪的成就，这便应该

是获得艾美奖“综艺或真人秀节目编

舞”类的提名。

在迈阿密举行的2018年世界萨尔萨舞峰会上，埃尔

维斯（Elvis）独揽男子单人组的金牌，而纳拉塔

（Namrata）则获得了自由组的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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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昆德和他那群充满激情的舞团成员

并不是唯一一个不畏逆境走向成功

的人。B.E.A.ST（天德行技，Born 

Ethical Abilities on Streets）

Mode舞团是与其势均力敌的另一只团

队。从B-Boying、House到Dougie，从

Popping、Locking到Litefeet，以及

许多其他舞种——这群才华横溢的天

才舞者几乎没有什么不擅长的“街舞”

。B.E.A.ST Mode 在2013在组建起来的

原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与其迄

今为止的历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

们(舞者Ninjia、Mik 62和Sonic)从班

加罗尔返回孟买的时候，身上所有的东

西都被抢走了。多亏了彼此的陪伴，我

们才活了下来并成功返家。那时候，我

们意识到，如果我们能一起度过这个难

关，我们就能度过任何难关。这就是这

个团队形成的原因，它不仅以b-boys为

傲，还以b-girls、hip-hop和街头舞者

为傲。”舞团的Sonic如是说。然而，

眼前的道路是漫长的，充满了不确定

性，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团队追求完美的

右图：埃尔维斯·马
斯卡雷尼亚斯（Elvis 
Mascarenhas）和纳拉
塔·维蒂克（Namrata 
Wittike），他们代表
印度参加了2018年世
界萨尔萨峰会
对页：国王联队的
苏雷什·穆昆德
（Suresh Muk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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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我们没有练习室，所以我们

会在安德里东部纳加达斯路的一家

商店外排练。商店晚上8点关门，到

晚上8点半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开始排

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

挑战，包括暴雨、邻居们的反对等

等。”Sonic补充说。

但是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带着永

不退缩的激情去追求一些东西，它会

把你带到你从未想过的高度”—— 

这支团队不仅在国内和国际舞蹈界赢

得了广泛的声誉，还在b-boying方

面保持着利姆卡（Limca）记录！然

而，真正印证了成员们的才能和专业

知识的活动是其在2017年捧回的“舞

步不息”（Keep on Dancing（KOD）

）世界街舞比赛冠军。对于热衷于街

舞的人们，KOD之于街舞和嘻哈，就

像世界杯之于板球。B.E.A.ST Mode

不仅赢得了这场在2004年始于北京

的世界知名赛事的印度预选赛，而且

代表国家参加了在韩国的总决赛，并

最终赢得了冠军。事实上，在2020

年，他们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参加该

比赛。

萨尔萨二人组埃尔维斯·马斯卡伦哈

斯（Elvis Mascarenhas）和纳姆拉

塔·威特克（Namrata Wittke）是

另一组印度舞蹈界的新星。2018年，

他们从孟买一路前往美国迈阿密，代

表印度参加世界萨尔萨舞峰会。这趟

对于我们团队中一些来自经济不太富裕的家庭的成
员来说，跳舞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参加节目是为了
养家糊口。

苏雷什·穆昆德，国王联队创始人，2019
世界舞蹈大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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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B.E.A.ST舞
蹈团成员

对页：国王联队在
加州洛杉矶举办
的世界舞蹈大赛

中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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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花费了他们大约80万卢比，但是他们

想都没想就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事实上，

为了追求自己对舞蹈的执着和热爱，娜姆

拉塔辞去了电视制片人的工作，取出了自

己的固定存款，还动用了其他积蓄以达到

这个目标。埃尔维斯也倾囊而出，购买了

前往纽约的机票。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最终

获得了回报。埃尔维斯在男子单人组“新

星”(Rising Star)中获得金牌，而纳姆

拉塔(Namrata)则在自由组比赛中获得季

军。“钱是主要的问题之一。用自己的钱

代表国家参加比赛并不容易。舞蹈

作为一种职业，在印度并不稳定。

我们必须要花钱训练，也没有太多

的赞助之类的支持。但是，仅仅凭

借舞蹈的翅膀登上国际舞台，是每

个舞者的梦想。”埃尔维斯说。他

的动力来自普拉布•德瓦(Prabhu Deva)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

Tight Eyez等明星。

普罗米塔·慕克吉(Promita Mukherjee)
是一名资深记者，曾担任多家报纸的生
活方式编辑，并为多家全国性出版物(

包括多家旅游、生活方式和时尚杂志)撰写过食品、时
尚、旅行等各种主题的文章。

国王联队参加并最终赢得了2019年在拉斯维加斯

举行的世界街舞锦标赛的冠军，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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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艺术

一位游客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没
有光线的房间里体验了艺术家吉蒂
什·卡拉特（Jitish Kallat）的展
览。该作品名为“附信”，展示了
圣雄甘地在1939年7月写给阿道夫·
希特勒的一封信。几周后，德国入
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开始。在信中，甘地曾向希特勒呼
吁和平，并敦促他阻止这场“毁灭

人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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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
上，印度展馆成功入围十大最受欢迎展馆，
增强了印度在当代创意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乔治娜马多克斯

圣雄甘地从未去过威尼斯。直到2019年，印

度艺术家带着受甘地之和平与非暴力哲学思

想启发的作品来到了这个以终年浪漫而著称的

意大利城市。，暌违八年后的今年，印度在威

尼斯双年展-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最负盛名

的艺术盛会上，凭借以甘地哲学为主题的代表

性作品以及其中蕴藏的创造性思想收获了广泛

的赞誉。英国《金融时报》和知名艺术网站

artsy.net从90个国家展馆中将印度列为十佳

国家展馆，与美国、瑞士、波兰和首次亮相的

加纳鼎足而立，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基于甘

地思想的创造力。

包括南达尔•博斯（Nandalal Bose），MF 

侯赛因（MF Husain），吉蒂什·卡拉特

（Jitish Kallat）和阿图尔·多迪亚（Atul 

Dodiya）等在内的八位印度艺术加的作品于

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官方展馆展出（

展至11月24日）。除此之外，全球知名的当

代艺术家高丽·吉尔(Gauri Gill)、希尔

帕·古普塔(Shilpa Gupta)和索哈姆·古普

塔(Soham Gupta)的作品也作为由美国策展

人、2019年双年展活动策划人拉尔夫·鲁戈夫

(Ralph Rugoff)策划的主要展览的一部分面

向观众展出。双年展首次举办近116年后，印

度首次在双年展上亮相并设立国家馆是在双年

展首次举办近116年后的2011年。1931年，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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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访问了罗马，他在给朋友的一封

信中写道，他发现墨索里尼（意大

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是一个

谜。甘地还曾给阿道夫·希特勒写

过一封信。这正是艺术家吉蒂什·

卡拉特（Jitish Kallat）在威尼

斯双年展的重要展品之一，名为《

附信》这一颇富代入感的作品中想

要呈现的历史。在其作品中，这封

信被完全展开，投射在烟幕上，上

面潦草地写着甘地的文字和签名，

使观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印度馆是由印度国家现代艺术馆作

为发起人和印度政府文化部、印

度工业联合会（CII）作为合作伙

伴共同努力的结果。展馆由基兰纳

达尔艺术博物馆（knma）的首席

策展人鲁比娜•卡罗德（roobina 

karode）策划。“我并不认为这次

展览是以类似纪录片的形式对甘地

的真实再现，也不是为了将他从档

案馆中复活。”卡罗德说。他补充

道，“甘地的形象与存在不被时间

和空间所约束。在危机或绝望的时

刻，他会不断重回公众的良知。他

不仅仅是一个留在情感或怀旧中的

主题。相反地，他是当代反思的对

象。我更倾向于研究其实践的各个

方面，以及工艺的理念，劳动的尊

严和对自力更生的重视。”

印度能够参加今年的双年展是一件

十分令人欣慰的事，它也将成为

印度艺术友谊的推动力。长期以

来，印度在全球艺术活动中一直甚

少露面，颇令人引以为憾。“对印

度来说，能够在纽约的大都会博

物馆（Met Breuer）这样的国际

博物馆举办展览是一件让人心潮澎

湃，激动不已的大事情。比如每五

年在德国卡萨尔举办一次当代艺术

今年，印度展出了七件艺术
作品，包括由甘地亲自委
托南达拉·博斯(Nandalal 
Bose) 制作并描绘印度农村
人口的《哈利普拉画板》
(Haripura Panel, 1938
年)。沙昆塔拉库尔卡尼

（Shakuntala Kulkarni）
于2010 至2012 年创作的的
无标题作品则）取材自“肉
体、枷锁和盔甲”这一作品
中的两个手杖雕塑，七张照
片以及其他素材。这件作品
与甘地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时所使用的竹台一脉相承。
库尔卡尼（Kulkarni）还展
示了几件使用这种材料制作
的盔甲，平日供印度的一些
以制作竹制工艺品为生的妇
女使用。阿西姆·普卡亚萨
(Ashim Purkayastha)的《无
题》(Untitled, 2019)是一
幅讲述了石头作为暴力和保
护的工具以及甘地的和平之

路的丙烯帆布画。

双年展上的
印度艺术家

我把这个作品命
名为‘纳瓦乌
（Naavu）’，
这是一个坎纳达
语中表示低吟’
的单词，英语中
是‘一起’的意
思。它象征着我
们团结一致，为
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坚定地站在一
起。

GR 格里纳

GR 格里纳在其作品中使用了上百双帕度卡（即印度最早的拖鞋，又称为圣屣）。帕度卡通常由僧侣和其他苦行者穿着，
反映了和平与非暴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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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卡萨尔文献展（Documenta）。

如今又是威尼斯双年展。” 纽约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南亚艺术

区助理馆长沙奈·贾维利(Shanay 

Jhaveri)表示。多年以来，贾维

利一直积极在国际上宣传和推广印

度艺术家。受其影响，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在2016年举办了已故印度

艺术家斯琳·莫哈梅迪(Nasreen 

Mohamedi)的回顾展，目前则在

举办雕塑家姆里纳里尼·穆克吉

(Mrinalini Mukherjee)的个展。

鉴于印度馆之前只举办过一次，策

展团队仔细考虑了在530平方米的

展厅里完整展出8位印度艺术家的

作品的可能性。“我们选择了更开

阔的空间，通过展示的作品唤起共

鸣，让展馆保持一种肃穆的气氛，

让观众可以停下来反思。我没有选

择对称的空间设计。因为我希望这

个空间里可以有更多让观众惊奇和

意想不到的元素，”卡罗德说。

吉蒂什·卡拉特揭示了他的作品《

附信》背后的故事。“每一位参观

者都会给作品带来不同的个人、社

会和历史体验，这些体验在某种程

度上改变了作品的意义。”卡拉特

说。正如其他《公告》系列中的三

部作品一样，《附信》反映了一

段可以用来重新思考当下的历史话

语。他告诉我们，这幅作品是一幅

投射在可穿越的干雾幕布上的历史

书信；1939年，甘地给阿道夫·

希特勒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敦促

阿图尔·多迪耶(Atul 
Dodiya)的展览《断枝》
(Broken Branches)
的灵感来自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位于
波尔班达尔(Porbandar)
的住所里的橱柜。

我觉得对于世界及各
地的观众来说，这次
印度所展示的是一个
恰当的主题——在当
今这个充满了不宽容
和暴力的世界上，甘
地和他的爱与非暴力
哲学对印度艺术家仍
然非常重要。

阿图尔·多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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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德国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使用的

暴力手段。“作为在当时的那个历

史时刻主要的和平支持者，甘地这

封信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迷惘” 

卡拉特沉思道。他解释说:“这封

书信就像是一封公开信，像甘地的

许多行为和他的人生壮举一样，

注定将逾越其投递日期和预定收件

人的限制—它升华为一封写给任何

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信。”

卡罗德和她的策展团队之所以选

择艺术家阿图尔·多迪亚（Atul 

Dodiya）的作品《断枝》，是因为

它围绕着暴力这一世人共通的主旨

展开。“或许最可悲的是，我的这

件作品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暴力

仍在继续，”多迪娅说。这个展览

由九个木制橱柜组成，里面包括手

绘彩色相框的照片、义肢、工具、

遗物等纪念品。

艺术家GR 格里纳（GR Iranna）

以相似的方式回顾了他2010年的

以“帕度卡”这种圣屣为中心的作

品。“我把这个作品命名为‘纳

瓦乌（Naavu）’，这是一个坎纳

达语中表示低吟’的单词，英语中

是‘一起’的意思。它象征着我们

团结一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坚

定地站在一起。” 格里纳说。该

作品由以数百只帕度卡堆成一堆钉

在墙上，好像人们一起走过墙壁和

天花板。在印度，帕度卡是僧侣和

其他苦行者所穿着的鞋子，反映了

和平与非暴力的原则。每只鞋上都

在《甘地/没有眼镜的
人》系列中，艺术家阿希
姆·普卡雅斯塔（Ashim 
Purkayastha）用不戴眼
镜的圣雄甘地肖像画重新
制作了邮票。

能够讨论甘地原
则与当下社会的
息息相关，不应
该是少数知识分
子的特权。

阿希姆·普卡雅斯



这些盔甲与甘地的抵
抗有殊途同归之意。
我的盔甲反抗的是对
女性身体的暴行，这
一作品在全世界都能
引起共鸣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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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挂件（比如一把剪刀），

代表一种职业或宗教。“这代表了

每只帕度卡都有着个性，表明当我

们在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继

续保留我们独特的身份，” 格里

纳说。附着在帕度卡斯上的沙粒表

明，这双鞋是走在海边的人穿的，

这暗示了甘地前往丹迪（Dandi）

抗议于英属印度实施的严酷统治时

的事迹。

这次展览同时展出已故艺术

家鲁曼娜·侯赛因（Rummana 

Hussain）最重要的作品:《碎片

（Fragments）》。作品由一个

破罐子或“坟墓”组成，大胆直

白的置于一面镜子之上，诉说着

失落和沉默。而另一位侯赛因家

族的艺术家，马布尔菲达侯赛因

（Maqbool Fida Husain），则展

示了其附有浓厚历史感的画作《沙

门（Zameen）》，其中汇集了对印

度历史融合的本质思考。

随着印度在去年庆祝了甘地诞辰

150周年，以及其哲学理念与当今

暴力世界的关联性愈加明显，这

个展馆的意义也变得更加息息相

关。“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展览来评

估甘地的价值观在当代世界的相关

性，” 卡罗德说，“不幸的是，

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他的真

理真知来为我们指明方向。”

一位游客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为艺术家沙昆塔拉库尔卡尼（Shakuntala Kulkarni）的展览拍照。这件未命名的作品取材自“肉体、枷锁和盔甲”这一作品
中的两个手杖雕塑，七张照片以及其他素材。这件作品与甘地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所使用的竹台一脉相承。

乔治娜·马多克斯（Georgina 
Maddox）是一位资深艺术作家和策展

人，至今仍在参与各种视觉艺术项目。目在，她在《
印度快报》担任高级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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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第19个年头，纽约印度电影节为来自印度次大陆
的独立电影、艺术片和非主流电影举行了盛大的庆
祝。

印度电影的
美国之夏

卡兰·考希克 

六天内放映三十二场电影！这些电影包括

7个全球首映，5个美国首映，其余则是

纽约首映，电影语言囊括阿萨姆语、孟加

拉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地

语、卡纳达语、拉达基语、旁遮普语和哈

里亚维语等不同语言。但纽约印度电影节

（NYIFF）的常客们却对此习以为常。因

为这个在美国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印

度电影节正是以庆祝来自印度次大陆的电

影人在全球各地所制作的优质好片而举世

闻名。有趣的是，这些影片讲述的故事并

非局限于印度或印度人，却是与这个国家

息息相关。在其第19个年头里，该电影

节以一系列跨越地理和政治的界限，且重

点着眼于新思想和新对话的电影使整个纽

约市为之惊叹。纽约印度电影节在5月7

日至12日在纽约曼哈顿的东部（Village 

East）电影院举行，真实的展现了那些虽

定居在世界各地，但仍将祖国的精神铭记

在心的印度侨民的力量。

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年登上纽约印度电影节头条的不仅仅

是琳琅满目的众多影片，还有四部甚至

在印度都还未上映的大片：古林德·查

达（Gurinder Chadha）的《被光蒙蔽

（Blinded by the Light）》；罗赫娜·

格拉（Rohena Gera）的《长官（Sir）

》，里特什巴特拉（Ritesh Batra）的

《照片（Photograph）》和维卡斯康纳

（Vikas Khanna）的《最后的颜色（The 

Last Color）》。第一部电影出自一位

印度裔的英国电影制片人，讲述了一位80

年代的亚裔英国少年是如何从布鲁斯·斯

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音乐

中找到心灵上的慰借。据说，这部电影的

灵感来自记者萨夫拉兹曼佐尔（Sarfraz 

Manzoor）的个人经历。

杰拉的电影《长官》去年在戛纳电影节

上放映，并在纽约印度电影节上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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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亨娜·格拉（Rohena 
Gera）的电影《长官》
的海报，由蒂洛托马·

肖姆（Tillotomma 
Shome）和维韦克·冈伯
（Vivek Gomber）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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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着重
突出那些来自印度
全国不同地区的独
立与实验派导演制
作的鲜为人知的电
影。这个想法是为
了支持和鼓励那些
通过讲述引人入胜
的故事而在他们身
处的地区做出了伟
大成就的电影制片
人。

亚西姆查布拉
纽约印度电影节导演

两项大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

角（蒂洛塔马·肖姆（Tillotama 

Shome））。它讲述了一位丧偶的家

政工人拉特纳（Ratna）的故事。宝

莱坞电影制作人（《午餐盒》的导

演）里特什·巴特拉的新时代浪漫

爱情片《照片》由纳瓦兹丁·西迪

基（Nawazuddin Siddiqui）和桑

亚·马尔霍特拉（Sanya Malhotra）

主演，并为其赢得了电影节的最佳

导演奖。该片讲述了孟买的一位街

头摄影师的故事，当他祖母对其

逼婚时，他迫于无奈向一位大学女

生寻求了帮助。名厨维卡斯·康纳

（Vikas Khanna）的处女作《最后的

颜色》——基于2012年最高法院允许

寡妇在温达文参加洒红节的判决——

是电影节的压轴，并收获了观众的广

泛好评。其余19部孟加拉语、阿萨姆

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和其他语言

的地方电影也受到了诸多关注。

电影节导演阿西姆•查布拉(Aseem 

Chhabra)表示，本届电影节充分展

示了印度的地方电影，包括一部拉

达克-克什米尔(Ladakhi-Kashmiri)

的儿童电影。“我们很自豪能与大家

分享这一系列精彩的印度新片。这些

精选的优秀影片充分展示了电影叙事

的魅力、力量和辉煌。”他说。纽

约印度电影节组织机构印美艺术理

事会（IAAC）副主席拉凯什·考尔

（Rakesh Kaul）对此表示赞同，他

说，“地方电影展示了印度的本质，

并且纽约的观众可以通过电影节看到

印度的卓越与辉煌。”

电影人

这个电影节是由纽约人阿罗恩 希夫

达萨尼（Aroon Shivdasani）创办

上图：名厨维卡斯·康纳（Vikas Khanna）
的《最后的颜色》，根据2012年最高法院允
许寡妇在温达文（Vrindavan）参加洒红节
（Holi）的判决改编。
下图：《长官》的导演罗赫娜·格拉（Rohena 
Gera）（左）与该片女主角蒂洛托马·肖姆
（Tillottoma 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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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至其去年退休为止，已成功运营了20

年。现在，其继任者正通过新的合作关系将

电影节推向新的高度。萨罗艺术大师阿姆贾

德•阿里•汗（Amjad Ali Khan）是IAAC董

事会的最新成员，同时加入的还有名厨维卡

斯•康纳（Vikas Khanna），他也被任命为

IAAC的品牌大使。康纳的电影由妮娜·古普

塔（Neena Gupta）主演，围绕着尖锐深刻

的关系展开。他说，“我的电影是主要关于

象征主义、社会禁忌，最重要的是，关于那

些被社会认为是异类的人。我一直想讲这个

故事，也需要合适的观众。这个节日给我提

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另一部在纽约印度

电影节展出的备受热议的纪录片是明星发型

师萨普娜·巴夫纳尼（Sapna Bhavnani）的

《信德乌斯坦》（Sindhustan），讲述了信

德人的文化。当谈到自己的电影和纽约印度

电影节时，巴夫纳尼说：“纽约印度电影是

为我的处女作举行全球首映的绝佳场所。观

众们很兴奋，也很支持，首映过程也十分圆

满。“

然而，这个电影节不仅仅聚焦于非主流电

影。马德胡米塔（Madhumitha）的泰米尔电

影《KD》也是参展影片之一。他说：“印度

观众通常会有一种误解，认为在多个电影节

巡回放映的电影只适合小众观众。相反，电

影节通常会把两种类型的电影搭配放映。”

虽然印度最大的印地语电影生产基地宝莱坞

每年都有数百部大制作的电影上映，全国各

地的电影人则不遗余力地在更有限的条件下

将独具匠心的故事呈现给观众。而像纽约印

度电影节这样的盛会则是为这些富有创造力

的电影人们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正如电

影节导演亚西姆查布拉（Aseem Chhabra）

所总结的那样，“该电影节的目的是推广那

些原本不会进入纽约或全球观众的视野的电

影。我们正努力让每个讲述的故事都能被听

到！”

从上往下顺时针：导演
古林德查达（Gurinder 
Chadha）与主演其电影
《被光蒙蔽》的演员阿
米尔查达-帕特尔（Amer 

Chadha-Patel）；电影制作
人里特什·巴特拉（Ritesh 
Batra）因其电影《照片》
获得纽约印度电影节最佳导
演奖；巴特拉（极右）与其
电影《照片》的主演纳瓦

兹丁·西迪基（Nawazuddin 
Siddiqui）和桑亚·马尔霍
特拉（Sanya Malhotra）

卡兰·考希克是一名驻德里的记者。作为
印度大众传播学院的校友，考希克喜欢旅行，并记录他
在全国各地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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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缅怀的智者

MK蕾娜

吉里什·卡纳德

1966年，国家戏剧学院（NSD）表演

了一部从未听说过的卡纳达戏剧《图

格拉格（Tughlaq）》的乌尔都语译

本，作者是吉里什·卡纳德。这是

该剧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演出，使用了

一种与原作截然不同的语言，而且是

在新德里的费罗沙克拉特堡（Feroz 

Shah Kotla Fort）的壁垒上演出

的。这部戏剧由奥姆·希夫普里（Om 

Shivpuri）执导（他也扮演了此剧的

同名角色图格拉克），并由当时的NSD

导演易卜拉欣·阿尔卡齐（Ebrahim 

Alkazi）设计，成为当代印度戏剧界

中的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这部戏

剧大获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四面八方。

每个人都想知道吉里什到底是谁。吉

里什写这出戏时还不到30岁。他刚

从英国回到印度，而且是一名罗德学

者。即使在他自己的母语卡纳达语的

文学圈子里，他也几乎不为人所知，

但图格拉格改变了一切。之后，这部

剧又被改写成了多种语言在剧院中上

演，如马拉地语、孟加拉语、印地

语和英语等等，吉里什也因此名声大

震。继这一成功之后，国家戏剧学院

又演出了另一出吉里什的戏剧，名为

《巴厘岛（Bali）》，这是一部由普

雷娜·卡兰特（Prerna Karanth）创

作的毕业作品。吉里什很快成为印度

戏剧创作界的一个响当当的人物。20

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是印度创意

圈最狂热的时期，四处都充满了自由

思考和对事物存疑的气氛。在经历了

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印度戏剧

引起了人们对自身文化认同的质疑，

以及它与西方戏剧的不同之处。为了

检验这种极性，人们进行了许多实验

性的探索。一些创新的地方戏剧作品

便应运而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塔

玛莎（Tamasha）和北印度的瑙坦基

（Nautanki）等地上演。随着这些

作品在当地的民间剧院演出，创作者

们便不安于现状，开始探索新的可能

性。它鼓励戏剧导演在他们的戏剧中

6月10日，著名演员、剧作家吉里什·卡纳德（Girish 
Karnad）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从20世纪70年代末平行
电影运动的中流砥柱，到成为一名活跃的公众智者，卡纳德对
印度社会的贡献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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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什·拉古纳
特·卡纳德是一
位当代剧作家、
演员、和电影导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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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深刻、复杂的主题和思想。并尝

试通过这些传统的戏剧形式来传达当

代的思想。这一认识也为印度戏剧界

带来了一种摆脱桎梏之感，并坚定了

他们追求现代理念的信心。正是在这

一时期，四位杰出的剧作家-维杰·

坦杜尔卡尔（Vijay Tendulkar）、

莫汉·拉凯什（Mohan Rakesh）、巴

达尔·瑟卡尔（Badal Sircar）和吉

里什·卡纳德（Girish Karnad ）-

出现在了印度国家剧院的舞台上。印

度举国都沉浸在这四位伟大剧作家所

描绘的戏剧世界中，语言隔阂似乎也

无法阻止人们对艺术的热衷。所有这

些作家都在探索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又将他们与印度独立后的

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从他的第一

部戏剧《巴厘岛》开始，吉里什就

通过史诗、神话和历史来审视当下。

像梵文剧作家一样，他从史诗和经文

中获取剧本素材，然后，像一名技艺

精湛的工匠一样，通过诗意的隐喻和

象征来组织其戏剧的叙事。作为一名

演员兼导演，吉里什非常善于塑造复

杂、微妙，甚至自相矛盾的角色。这

种特性使得演员们必须运用他们所有

的体力和智力，来完成这项看似不可

能的任务。从图格卢克（Tughluq）

和哈亚·瓦达纳（Hayavadana）到

拉克塔·卡利恩（Rakta Kalyan）

和比克·比姆（Bikre Bimb），

在吉里什的戏剧中，形式和内容之

间的相互作用总是千变万化。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像萨蒂亚吉特·雷

(Satyajit Ray)和里特维克·加塔

克(Ritwik Ghatak)这样的电影人开

始使用孟加拉语来制作电影，这也为

他们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后来，在

1970年代后期，在国家电影发展公

上图：澳大利亚作家
理查德·弗拉纳根
（Richard Flanagan）
和吉里什·卡纳德在斋
浦尔文学节上交流
下图：卡纳德的剧本《
图格拉克》的略图

• 莲花士勋章

• 印度公民荣誉奖

• 国家电影奖最佳故事
片奖

• 国家电影奖最佳导演奖

• 国家电影奖最佳剧本奖

• 国家电影奖最佳非故事
片奖

向天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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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NFDC）的支持下，多部先锋派

电影在知名国际影展中获奖。这一契

机迸发了印度电影界新的创作能量。

现在，印度电影人可以用有限的预算

来制作一部电影作品了。主导平行

电影场景的一些电影制作人包括米利

纳尔·森（Mrinal Sen）、马尼·

考尔（Mani Kaul）、奥塔尔·考尔

（Awtar Kaul）、库马尔·沙哈尼

（Kumar Shahani）、阿多·戈帕拉

克里希南（Adoor Gopalakrishnan）

、卡兰特（BV Karanth）、什亚姆·

贝内加尔（Shyam Benegal）和吉里

什·卡纳德（Girish Karnad）。其

中，吉里什出演并执导了包括《萨

姆斯卡拉（Samskara）》，《曼森

（Manthan）》，《格杜（Kadu）》

，《安科尔（Ankur）》，《尼森特

（Nishant）》，《斯瓦米（Swami）

》和《哥德利（Godhuli）》等多部

电影，时至今日，这些电影一直都被

认为是印度平行电影运动中的里程

碑。吉里什电影生涯的高潮来自于

1984年根据舒德拉卡（Shudrakha）

的经典梵文剧本《曼里查訶迪伽

（Mrichchhakatika）》改编而来的

《乌萨夫（Utsav）》。有时，地方

剧院的演员和导演会转行到印地语电

影院工作，但他们仍会与各自所在的

地区剧院保持着联系。吉里什的创

意始终是走在前列，并横跨多领域为

印度影视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

（从左到右）：印度前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
（Pratibha Patil）为吉里什·卡纳德颁发甘

加·沙兰·辛格奖；这位演员兼导演早年在印度
剧院的一张老照片

相信，亲自上阵提携领导是最好的贡

献方式——不管是导演、表演还是

写作。

更令人赞叹的是，在其创作出一部又

一部杰作的同时，卡纳德却很接地

气，与平民百姓的世界紧密相连。他

对民主和世俗人文运动的参与，一直

持续到他生命的结束。他曾与精英

和学者们齐头并进，也曾与在生活下

层中挣扎的劳苦大众一起并肩作战。

他的去世不仅对印度戏剧和电影，而

且对全国社会带来了不可替代的损

失。这位公众智者将会永远被印度人

民所怀念与铭记。作为印度的文化大

使，卡纳德的离世将是全国人民心中

的痛。

马哈拉吉·克里希纳·雷纳（Maharaj 
Krishna Raina）是国家戏剧学院的
校友，作曾作为演员和导演与戏剧结

缘。他曾与世界各地的多个剧组合作，演出过100多
部戏剧。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卡纳德通过历史

剧逐渐成为了一名公众人物，并参与到了

民族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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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达人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舞蹈和音乐书籍

的发源地。由圣人巴拉塔·穆尼(Bharata 

Muni)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创作的

《纳特雅·莎斯特拉》(Natya Shastra)

，包含5569首什洛卡舞曲，共37章，被认

为是印度古典舞蹈和音乐的基础。此外，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901

年在西孟加拉邦创建的尚蒂尼克坦

（Shantiniketan）是印度首批将舞蹈纳入

课程的学校之一。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与

5%的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印度13%的飞行员

实际上是女性。这意味着在印度，每8次航

班中就有一次是由女性驾驶的。

双重麻烦 
科迪尼村（Kodhini）位于喀拉拉邦沿海，以其双胞

胎的数量而远近闻名!是的，你没听错，与全球平均每

1000名出生的婴儿只有9对双胞胎的数据相比，科迪尼

村每1000个出生的婴儿中竟可达到45对双胞胎，数字

十分惊人。目前，该村有近400对双胞胎，因此该村现

在被当地人称为双胞胎之城。此外，科迪尼村还推出了

几项为双胞胎而设的计划，以及一个专门的科迪尼双

胞胎协会。

印度印象
通过这些有趣的事
实来加深您对印度

的了解！

印度幅员辽阔，每个
地区都有自己的新颖
独特之处。以这份名
为《穆萨尔曼（The 
Musalman）》的每日
晚报为例。这份报
纸是由四位书法家

（Katib）手书，然后
由一家出版社批量印
制。该报自1927年在
钦奈出版以来，已有
25000名订户，且一天
的出版都未曾错过。

1780年6月29日，印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

名为《孟加拉公报（Hicky’s Bengal 

Gazette）》。该报纸由詹姆斯·奥古斯都·

希克斯（James Augustus Hicks）创办，

是亚洲最早印刷的报纸之一。

媒体之邦

全印度广播电台在查谟
和克什米尔的列城电台
（the Leh Station）位
于海拔11800英尺的高
处，是世界上最高的广播
电台。该电台使用多种语
言广播，包括藏语、巴尔
蒂语、印地语、乌尔都语
和拉达基语





01 Step  
Click on “Register 
(New User)” and fill 
required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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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Step  
Click on “Activation” 
link sent in email (or 
OTP sent in SMS to 
Indian Mobile Holders) 
to activate th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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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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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lar GrievanCes  
MonitorinG systeM

mymea.in/madad

MADAD
Because You Are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