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其成功的首次访印之旅

庆祝友谊

人人享有卫生设施
清洁印度运动的机制

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古阶梯井与节水

如画的乐趣
印度东北部的原始湖泊

第34卷  |  第1期  |  2020

印度视角



盛世荟萃

印度视角 |  2  | 

国际瑜伽节

瑞诗凯诗被誉为世界瑜伽之

都，每年都会接待来自80多个

国家的瑜伽练习者、修行者和勇

于模式转换的哲学家参加这个

活动。节日为期七天，为瑜伽爱

好者们提供了学习和练习各式

瑜伽的理想机会。

地点：  瑞诗凯诗

胡里节

胡里节又称“洒红节”，是印度传统节日，也象征着印度新春的

到来。印度各地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庆祝胡里节。无论是马图拉的

庆祝活动，瓦拉纳西的音乐表演，还是拉贾斯坦邦的皇家游行，

胡里节已成为了展示印度特殊文化的节日。

地点：印度全境

2020年3月10日

阿图卡尔·蓬加拉 

每年，喀拉拉邦的提鲁瓦南塔普拉姆都会见证数百万信徒前来

庆祝该邦最古老的节日——蓬加拉节。庆祝活动在提鲁瓦南塔

布拉姆的阿图卡尔庙举办，为期10天。在第九天，数百万妇女聚

集在一起，准备一顿特殊的米饭，献给寺庙的神。2009年，250万

名妇女聚集在这座寺庙参加这一节日，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地点：提鲁瓦南塔普拉姆，喀拉拉邦

2020年3月1日至7日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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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3日-5月
23日

斋月

神圣的斋月在开斋节之前。世界各地的

穆斯林都会以热情和虔诚的态度来庆

祝斋月。斋月包括全天的斋戒，以及日

落后与朋友和家人共享美餐。通过仪式

性的斋戒和庆祝活动，斋月向人们灌输

了一种奉献、牺牲和行善的意识。

地点：印度全境

龙加利·比胡

龙加利·比胡节是阿萨姆邦最大的农业节日，是为

了纪念新春和阿萨姆人新年的到来。在这为期七

天的节日里，人们会用当地的民间舞蹈比胡和家

乡的特色菜肴来迎接新年，热情的气氛将贯穿整

个节日。

地点：阿萨姆

2020年4月 14月-20月

复活节

复活节是印度基督教团体中最大的庆祝活动之一，它

标志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最热闹的节日是在果

阿邦和喀拉拉邦举行的，人们会向朋友和家人分发糖

果和特别准备的当地美食。

地点：印度全境

2020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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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迎来新的十年，印度的全球形象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向世界呈现出更加坚定、成熟、

主动的外交姿态。这些年来，无论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朝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迈进，还是为

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卫生设施等方面，印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多年来，我们的传统、

文化和艺术遗产一直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在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距离日益缩短的世界里，梵语中的世界是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也成为了印度

多边外交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在本期杂志中，我们首先会来看一看作为一项创新举措出现的多

边会议-提希纳对话，是如何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以及它如何有助于塑造

印度这个准备参与确定全球治理结构的国家的坚定和务实形象。

印度迎来了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开始了繁忙的外交日程。他也是第

71届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的主要嘉宾。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

也访问了新德里，这是他作为总理的首次海外访问。随后，越南国家副主席邓氏玉廷（Dang Thi 

Ngoc Thinh）和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Marcelo Rebelo de Sousa）访问了新德

里。当然，最重要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访问，以及在古吉

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你好，特朗普”（Namaste Trump）。特朗普总统还参

观了阿格拉的标志性建筑泰姬陵，随后在新德里与莫迪总理进行了广泛的双边讨论。

随着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成为我们所有政策的重点，我们来到普杜切里的奥罗维尔，亲眼见

证一个可持续的乌托邦社会的日常运转。然后，我们会参观印度各地的古代阶梯井，学习这些

可以激励人们努力提高印度各城市的地下水位的古老节水技术。

印度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革还包括对我们的一些最普遍的传统进行的改造。例如，拉贾斯坦

邦桑加内尔和巴格鲁的木版印刷技术就是根据干旱的塔尔沙漠的地理条件而设计的。在拉贾

斯坦邦，我们还参观了曼加尼亚尔（Manganiyar）社区，该社区以用类似雷鸣般的打击乐器取

悦众神而远近闻 远近闻。

然后，我们会走遍印度，去了解印度的另类音乐是如何从由其所处的环境所定义的民间传统中

汲取灵感的。

接下来，我们会来看看印地语主流电影中的体育传记片是如何改变人们对运动健儿们的普遍

看法的。他们的成就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也为整个国家赢得了骄傲和荣

誉。最后，在1月30日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将缅怀圣雄甘地，尝试理解

他的教诲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形势下的意义。

拉维什·库马尔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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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印度共和国日之际对印度进
行国事访问，彰显了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

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

新视野与方向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巴西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博尔索纳罗在新德里的海德拉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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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5日至27日期间，巴西总

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对新德里进行了国事

访问。虽然相隔千里，但因共同的

价值观和全球抱负而团结在一起的

印度和巴西，将两国的多层面关系

推向了新的高度。

2019年11月13日，印度总理纳

伦德拉·莫迪与博尔索纳罗总统在

巴西利亚举行双边会谈时，邀请他

作为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的主要

嘉宾，这是只留给印度的特殊朋友

的诚挚邀请。这也是多年来印度首

次邀请拉美国家领导人参加印度的

国庆庆典，凸显出该地区在印度外

交政策考量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201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

间，两国领导人在巴西利亚举行了

会晤。这是继2019年6月二十国集

团（日本大阪）峰会期间成功举行

双边磋商后，两国领导人的第二次

会晤。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会议生动

地展示了印巴伙伴关系的不同方

面。在规划未来的道路时，两国领

导人同意“全面加强战略伙伴关

系”，并确定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

主要重点领域。一份官方声明称，

会谈“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基于共同

全球视野和共同价值观的战略伙伴

关系”。

(左至右）印度国防
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Rajnath Singh）与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巴西总统雅伊尔·
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印度
总统拉姆·纳特·
科温德（Ram Nath 
Kovind）（携夫人）
和印度副总统文凯
亚·奈杜（Venkaiah 
N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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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莫迪总理
在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
对话会上发表

讲话

天生挚友

2006年，印度和巴西建立了战

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发

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年

后，时任巴西总统的米歇尔·

特梅尔(Michel Temer)于2016

年访问印度，为这种多层次的

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印

度总理莫迪曾两次访问巴西

(2014年访问福塔莱萨，2019年

访问巴西利亚)，他曾将印度和

巴西称为“天生挚友”。

经济协同

作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两个新

兴经济体，印度和巴西的GDP总

和约为5万亿美元，这将为其伙

伴关系注入新的经济活力。1月

25日至27日，由巴西顶级企业

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一个大型商

业代表团陪同巴西总统博尔索

纳罗访问印度，展示了两国之

间的经济关系。印度和巴西最

高商业领袖之间的互动，为扩

大双边贸易和投资描绘了一幅

蓝图。在经济协同作用的推动

下，双方提高了门槛，并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在未来

几年内将目前约80亿美元的双

边贸易额翻一番。莫迪总理将

巴西描述为“印度在拉丁美洲

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表

示印度全力支持博尔索纳罗总

统的经济复兴议程，并鼓励巴

西公司在印度投资，与印度公

司建立长期的商业伙伴关系。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在
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

2018年，印度是巴
西的第11大出口国
和巴西的第10大进

口国。巴西企业在印
度投资的领域包括

汽车、IT、采矿、能
源、生物燃料、鞋类
等，而印度企业在巴
西投资的领域则包括
IT、制药、能源、农
业、采矿、工程和汽

车等。

动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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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文凯阿奈度于新德里会见巴西总统博尔索 纳罗

由于印度和巴西都将对

方视为一个充满新机遇的地

区，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势

必会进一步加强。巴西拥

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铁矿、

锰、镍、钨、钻石、钾、

磷、金、铅和石墨等矿藏。

这个拉美强国也越来越将印

度视为一个知识强国，因为

印度在IT领域拥有久经考验

的专业技能，在生物技术和

制药行业也拥有非凡的实

力。特别是，在农业和能源

安全等领域扩大合作的计划

将在未来数月内得到加强。

巴西是印度在整个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之一。这一方面凸

显了巴西作为印度油气行业

上游投资最大目的地的重要

作为亚洲和拉美两大经济体，印度和巴西将加
强合作，改革全球治理架构。

两国已经制定了一项行动
计划，概述如下:
• 贸易和商业、民航和

能源方面的政治和战略
协调

• 科学、技术和创新；
• 空间合作环境与技术合

作；
• 国防和安全文化与教育
• 领事问题；社会保障和

法律合作

本次访问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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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访问期间，双方还宣布了

印度政府石油和天然气部与巴西

政府矿业和能源部关于生物能源

合作和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合作的

两项谅解备忘录。由于巴西作为

能源大国的良好记录，两国正计

划合作研发第二代生物燃料。

文化联系

推动印度和巴西建立更深层次伙

伴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地缘政

治和能源。巴西人以热爱印度

文化、艺术、舞蹈和哲学而闻

名。“他们热爱印度文化。巴西

的瑜伽中心比印度还多，”印度

前驻巴西大使、现任印度商务和

下图：科文德总统和莫迪总理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举行欢迎仪式。

尽管印度和巴西相距遥远，

但两国在各种全球问题上立

场一致，您（博尔索纳罗总

统）对印度的访问揭开了印

度和巴西关系的新篇章。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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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国务部长哈迪普·辛格·

普里（Hardeep Singh Puri）

说。为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

巴西总统最近宣布了一项给予

印度公民旅游和商务免签证的

计划。

前方的路

展望未来，当前的趋势和协同

效应将推动印巴关系走上更高

的轨道。加强贸易和投资无疑

将为这一伙伴关系增添更多的

实质内容，但战略利益和全球

利益的日益趋同将赋予这一伙

伴关系更大的内涵。作为亚洲

和拉美两大经济体，印度和巴

西将加强协调，改革全球治理

架构。

印度-巴西伙伴关系的全球

版图将随着在一系列多边平

台上的更密切合作而进一步扩

大，包括金砖国家、IBSA、G4

、G20、BASIC和联合国等等。

从长远来看，巴西驻印度大使

安德烈•阿拉尼亚•科雷亚•多•

拉戈(Andre Aranha Correa 

do Lago)表示：“我们应尽可

能将这种关系纳入所有领域的

主流。”博尔索纳罗总统对印

度的访问不仅使这一重要伙伴

关系成为主流，但也在贸易和

投资、农业和粮食安全、能源

安全、科学、技术和创新、气

候变化、反恐和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等广泛领域开辟了新的前

景。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在新德里拉杰哈特向圣雄甘地的三摩地敬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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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和巴西签署了15项协
议，涉及贸易、能源和创新
等多个领域。

• 双方同意加强两国国防工业
基地之间的合作，并共同
努力缔结一项打击国际恐怖
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
协定。

• 双方决定在平等和信任的基
础上，加强既定的机制，促
进在双边、诸边和多边共同
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

• 作为里程碑式的一步，印度
和巴西签署了投资合作与
便利化条约，为增加高增长
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
框架。

• 双方签署了能源安全和农业
领域的协议，并在石油、天
然气和生物能源领域分别签
署了协定

• 博尔索纳罗总统重申，巴
西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
集团。

从新德里到
巴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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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风范的外交政策
在过去十年间，印度的外交政策举措发生了蜕变。现在，印度在全球的新形
象如一股更成熟、更健康、更高效的力量，全力驱动印度的外交活动。

一月14日，莫迪总理于新德里的瑞辛纳对话开幕会议上与全球领袖们合影

马尼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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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明确、务实处事、积

极主动。塑造者，而非弃权

者；稳定者，而非扰乱者；

网络安全提供者和全球益处

分享者。近期，印度的外交

政策有了新的词汇和框架，

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S Jaishankar）在新德

里举行的第五届瑞辛纳对话

（Raisina Dialogue）中巧

妙阐述的一样

 在外交政策中，话语

很重要。在这个正在经历空

前变革的世界中，“冉冉升

起的印度”这一新词汇恰如

其分地概括了印度外交政策

的现状和发展历程。

塑造者与稳定者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

个新的印度正在兴起。它积

极参与塑造关于一系列错综

复杂问题的国际议程，包括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反

恐、海上安全和全球治理架

构调整。 

在瑞辛纳对话中，谈及

关于印度之路的广泛话题，

苏杰生阐述了新印度外交政

策的主要特点。他表示，“

莫迪总理与各国部
长级代表团在2020
年瑞辛纳对话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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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长
苏杰生在2020
年瑞辛纳对话

讨论期间

印度的方式更像决定者或塑

造者，而非弃权者。”同时

强调，过去几年间，印度在

应对气候变化或互联互通等

方面都有所作为。最重要的

是，他生动描绘了在接下来

的几年间印度将会发展成一

个怎样的国家。他表示，“

在国际上成为颠覆势力不

是印度的风范，我们是一个

稳定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

和重商主义也不是印度的风

范。真正的印度应能发挥力

量在有益全球的国际体系中

承担责任。”

外交外联 
随着印度全球地位的提升，

印度政府也开展了前所未有

的外交外联活动，以动员国

际力量对其复兴的支持。过

去几年间，总统、总理、副

总统、外交部长和其他部长

跨越半球的高级别互访数量

在建设新印度方面，生活在各个国家和各大洲的2500万强大
的印度侨民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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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杰生外长会见
爱沙尼亚外交部
长乌尔马斯·赖
因萨卢 

创下新高。在不断发展的

多极世界中，印度选择了

多结盟的道路，需要与志

同道合的国家和主要权力

中心针对问题形成结盟。

新印度外交  
“外交为国家发展服务”

的真言促进了如今外交多

元化的局面。随着印度政

府设立了5万亿美元经济

体的宏伟目标，其外交政

策开始引导运用与所有友

好国家的伙伴关系网络。

莫迪总理承诺，到2022

年，即印度独立75周年之

时，建成“新印度”。在

技术、创新和初创企业方

面建立强劲、可持续的伙

伴关系，这些因素对于建

立新印度和让印度在世界

舞台上拥有话语权至关重

要。 

塑造全球议程
展望未来，随着印度全

球地位日益增强以及世界

对印度复兴的期望日益高

在相互赋权精神的推动下，印度与非洲、亚洲、拉
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分享了资金、技术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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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印度品牌  
在规划未来道路时，文化外

交和文明价值观将在印度外

交政策中更加突出。从全世

界庆祝国际瑜伽日，到大壶

节（Kumbh Mela）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联系已

得到广泛体现。

在建设新印度方面，生

活在各个国家和各大洲的

2500万强大的印度侨民将发

挥重要作用。正如苏杰生所

说：“建立印度品牌才符合

纳伦德拉·莫迪总
理会见伊朗外交部
长穆罕默德·贾瓦

德·扎里夫

涨，莫迪总理主张改革多

边主义，以建立新的世界秩

序，配合21世纪不断变化

的力量和现实。印度还率先

应对气候变化，履行了《巴

黎协定》规定的义务，并采

取了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的

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因认

可新德里在这一领域的领导

作用，加入了国际太阳能联

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该联盟旨在为

一个清洁和绿色的世界开启

一场白色革命。  



 |  17  | 

真正的印度风范。将赋予我

们力量的独特之处打造成印

度品牌。”他也提及非凡

的印度人民、印度文化和历

史遗产。纳伦德拉·莫迪总

理概括了“印度品牌”的精

髓。“我们所有的努力都集

中在13亿印度人身上。但这

些努力所要实现的梦想与世

界的梦想相同，每个国家都

有，每个社会都有。我们做

出这些努力，但所有人可以

共享成果，整个世界可以共

享成果，”莫迪总理今年在

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时说道。 

展望未来，印度将以自

己的方式展示崛起之路。在

面临地缘政治竞争时，为作

出有利于印度人民的独立决

策，印度必将毫不留情地维

护其战略自主权。这将需要

外交符合发展需求，在迅速

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将外交政

策与印度作为领军强国的清

晰愿景以及其独特的声音和

视角交织在一起。

上图：莫迪总理于
2019年9月访美期
间在联合国大会发

表讲话

马尼什·钱是《印度与世界》
（India and the World）杂志
和印度写作网（India Writes 

Network）的主编，该网络是一个专注于全球事务
的门户网站

这些年来，瑞辛纳
对话已成为讨论重
大全球和战略问题
的活跃论坛。我还
有机会与友好国家
的领导人会面。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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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海得拉巴大厦会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于2月24日
至25日出访印度，延续两国高层双边交往。前大使
阿尼尔·瓦德瓦(Anil Wadhwa)强调此行的重要性

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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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日至25日，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开

展了对印度的首次国事访问。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妮娅·特

朗普(Melania Trump)、总统

之女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Jared Kushner)陪同出访，

行程包括艾哈迈达巴德、阿格

拉和新德里。总统出席了在艾

哈迈达巴德的莫泰拉体育馆

举行的公众活动。活动非常成

功，现场人山人海，民众都前

来欢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和

特朗普总统。在机场到体育馆

的路上，许多民众站在道路两

旁热烈欢迎美国总统。他为之

打动，对印度的赞美和对莫迪

总理的友情溢于言表。特朗普

总统和莫迪总理在过去八个月

间时常会晤，建立了友谊，关系

融洽。特朗普总统称莫迪总理

为一位“杰出”、“非常成功”

的领导人。 

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和美国第
一夫人梅拉妮娅·特
朗普在在艾哈迈达巴
德参观萨巴尔玛蒂·
阿什拉姆纪念馆，即
甘地纪念馆。

印美关系发生巨变。过去20年间，
双边贸易额多方面增长，目前已达
14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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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间，印美关系

全面向前发展，包括贸易、

投资、国防、反恐、能源、

地区和全球问题协调以及

民间交流方面均有所发

展。2019年12月，印度外交

部长和国防部长访美参加

第二次2+2部长级对话，签

署了《工业安全附件》(ISA)

和《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

下的三项协议，保障技术转

让和关键技术联合生产。

两国已在保障通信和共

享军事后勤的关键协议签

署方面取得进展，如《后勤

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和

《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定》

(COMCASA)。访问期间商定，

加快推进《地理空间基本

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的

签署工作。这些协定为今后

开展联合行动带来可能。而

印度作为主要国防伙伴，将

寻求技术转让和联合生产，

以期成为美国装备的生产

中心。 

贸易是议程中的另一重

要事项。2018年，美国在全

特朗普总统欢迎印度继
续发挥作用，提供发展
和安全援助，以帮助

稳定阿富汗并支持其联
通性。在印度-太平洋
方面，则强调它们之间
的“密切伙伴关系”

是“一个自由、开放、
包容、和平和繁荣的
印度-太平洋区域的核
心”。这样的区域建立
在“承认东盟中心、遵
守国际法和良好治理、
支持航海安全和自由、
飞越海洋以及其他方式
合法使用海洋”的基础

之上。

前行之路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莫泰拉体育馆参加“你好，特朗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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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图：印度总统拉姆·
纳特·科温德在新德里
巴哈旺会见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

上图：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妮娅·特朗普在访
问甘地纪念馆期间，尝
试操作纺车（转轮）。

莫迪总理为其指引

球范围内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和10%的关税，对印度也有

影响。2019年6月5日，美国取消

了印度商品的普惠待遇(GSP)，

影响到价值63亿美元的印度出

口。2019年6月16日，印度对28种

美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美国

一直在推动降低医疗器械、信

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关税和市场

准入。印度希望能够恢复普惠

待遇，取消钢铁和铝的额外关

税，并获得葡萄和芒果等水果

的市场准入。

H1-B签证下就业和专业职业

的定义及其对印度IT行业的影

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印

度继续强调印度的高技能专业

人士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重要贡献。访问期间，莫迪总理

还提出了最终达成一项全面协

议，该协议将有利于在美国工作

的印度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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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已决定在印设立长期

业务，并宣布为印度可再生能源项目

提供6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特朗普总

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双方讨论了

保障5G无线网络的重要性。“这一新

兴技术必须成为自由、进步和繁荣

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压制和审查

的途径。”

双方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

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联合声明

中，两位领导人强烈抨击“利用恐怖

主义代理人，并强烈谴责一切形式

的跨国恐怖主义”。他们呼吁巴基斯

特朗普总统出访之前，美国核

能研究所(US Nuclear Energy 

Institute)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

印度，向印度核能公司(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 of India 

Ltd)和其他潜在客户推广美国

产品和服务，还讨论了美国向印

度核出口的政策支持。仅过去四

年间，美印能源贸易额就达到了

200亿美元。该领域将成为两国商

业关系的新推动力。美国国际发

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印度和美国有太多共同之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共同的企业家
精神与创新精神；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共同的希冀和愿景......特
朗普总统访印标志着印美关系展开了崭新的篇章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和第
一夫人梅拉妮
娅·特朗普在阿
格拉的泰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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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确保其控制的任何领土不

被利用来发动恐怖袭击，并迅

速将此类袭击的肇事者绳之以

法，包括11.26孟买恐怖袭击和

帕坦科特恐怖袭击事件。”双方

认识到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他

们表示，这应建立在尊重“领

土完整、国家主权、良好治理、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基础上。

声明认可印度是印度洋区域安

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净

提供国。双方同意美国国际开发

署(USAID)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

管理局(India’s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dministration)

在第三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

国国际开发署已宣布在印度-太

平洋区域投入4亿美元。美国重

申支持印度成为改革后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支持其加

入核供应国集团。 

双方对此行收获感到满意。

这次访问形式多样，实质丰富，

为美印两国今后更全面接触作

了铺垫。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妮娅·特朗普在新德里甘地陵参加纪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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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刚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
伙伴，向印度投资了300亿美
元。印度也向美国投资了110
亿美元。约有20万印度学生
在美国学习，为美国大学贡
献了60亿美元的学费。 

• 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以
30亿美元为印度海军购买
24架MH-6或海鹰直升机，并
为军队增购6架阿帕奇直升
机。自2007年以来，印度从
美国购买了价值200亿美元
的装备。 

• 双方还商定，将开始致力于
达成一项更大、更全面的贸
易协定。双方还将根据迄今
达成的谅解，“尽快”将“有
限的”贸易综合协议纳入法
律条款。

关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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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简报 

斯里兰卡总理（2月7日至11日）
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于11月当选就职，此后对印度进行
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在其首次海外访问中，

会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并举行了代表
团级的广泛会谈。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斯里兰
卡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加上SAGAR理论（涵盖
区域所有人的安全与增长），将推动整个印度-

太平洋区域的稳定并加强两国关系。

越南副主席（2月11日至13日）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主席邓氏玉盛（Dang Thi 
Ngoc Thinh）于2月11日至1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
访问。访问期间，越南副主席与印度副总统文凯
亚·奈杜举行了双边代表团级会谈，就共同关心
的政治、国防、经济和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副
主席邓氏玉盛还呼吁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
德助力两国2016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 

随着繁忙外交日程顺利开启，葡萄牙总统、越南副主席和斯里兰卡总理于2月份访问印度。

右图：纳伦德拉·
莫迪总理在新德

里海得拉巴宫会见
斯里兰卡总理马欣
达·拉贾帕克萨  

左图：副总统文凯
亚·奈杜在新德里
会见越南副主席邓

氏玉盛

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罗·德索萨与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参加
在印度总统府举行的欢迎仪式

葡萄牙总统访印（2月13-16日）
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罗·德索萨（Marcelo 
Rebelo de Sousa）对印度进行了其任期内首次
国事访问。葡萄牙总统上次出访印度是在2007
年。葡萄牙总统会见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并进行了代表团级的广泛讨论。德索萨总统
还会见了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双方在
海洋开发、移民、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航空航
天、纳米生物技术、视听合作制作、瑜伽、外交
培训、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等领域交换了14个谅
解备忘录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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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1月20日至21日）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尼亚美进行了
对尼日尔的正式访问，突显了印度对
其与尼日尔双边关系的重视。访问期
间，苏杰生外长与尼日尔总统马哈马
杜·伊苏福（Mahamadou Issoufou）
共同为圣雄甘地国际会议中心揭幕。
苏杰生外长还与尼日尔外交、合作
和区域一体化部长卡拉·安库拉
（Kalla Ankourao）就双边和区域问
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突尼斯（1月22日至23日)
苏杰生外长对突尼斯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去年突尼斯成功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后，印
度方面首次进行高级别访问。访问期间，苏杰生
会见了突尼斯总统赛义德（Kais Saied），并

与突尼斯外交部长萨布里·巴赫托布吉（Sabri 
Bachtobji）进行了广泛讨论。两国还就在突尼斯
首都突尼斯城建立印度-突尼斯信息和通信技术创

新中心交换了谅解备忘录。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出访尼日尔、突尼斯、德国和比利时 

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尼日尔总统伊苏福·马
哈马杜在尼亚美会见；苏杰生外长会见突尼斯外交部长萨布里·
巴赫托布吉；外长在访德期间出席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布
鲁塞尔欧盟外交理事会会议期间，苏杰外长生会见了比利时外交
和国防大臣菲利普·戈菲

比利时（2月17日至18日）
应欧盟高级代表/外交和安全政策副主席约
瑟普·博雷尔·丰特莱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邀请，苏杰生外长于2月17日
出访布鲁塞尔，与欧盟外交理事会进行了
讨论。此行是外长于2019年12月在新委员
会就职后首次出访欧盟。访问期间，外长
与理事会分享了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
以及区域和全球视角。

德国（2月14日至16日）
苏杰生外长在访德期间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

议。还参与了有关亚洲区域安全关系和世界多
边主义的讨论。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苏杰生

在会议期间还会见了各国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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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过去几年，印度经常被称为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

一。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这一表现也显得尤为鹤立鸡

群。印度政府宣布了一个雄心

勃勃的目标，即到2024-25年，

使印度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

元。尽管有些人认为这几乎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大多数

人在做出预测时都忽略了印度

经济的巨大规模。即使印度经

济增速放缓，但由于其经济总

量，印度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

会更加突出。

要实现5万亿美元的目标，印

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必须达

到8%，而政府在提高公共支出

以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比
贝克·德布罗伊（Bibek Debroy）解释了印度是如何在成为5万亿

美元经济体的康庄大道上迈进的。

迈向更高的增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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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联邦财
政和企业事务部
长尼尔马拉·西
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抵达国
会大厦，提交2020-
21年总预算。

的效率以及刺激生产力和创业

方面的举措正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助推器。毋庸讳言，印度各邦

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来实现8%

的增长。更高的GDP不仅仅是一

个数字。它意味着更高的收入、

更多的就业、更好的生活条件、

更少的贫困人口和更好的社会

经济指标。虽然上个季度印度

经济出现了放缓，但印度的货币

和财政刺激措施已经开始发挥

作用，而且很快就会显现效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假

定，在2019-20财政年度，印度

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5%

左右。

自2014年以来，宏观经济管理

的成功标志之一就是控制通货

膨胀。6%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

通胀将产生10%的名义增长率，

而6%的实际增长率和9%的通胀

将会产生15%的名义增长率。虽

然15%的名义增长率率可能比

10%的名义增长率让人感觉更

好，但通胀率较低的名义增长率

实际上对经济更有益。

“印度已经接受了如共享经济、聚合平台等之类新模
式，以取代传统企业。政府利用新技术，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实现了直接利益转移和普惠金融。”

尼尔马拉·西塔拉曼
印度财政部长



印度视角 |  28  | 

经济

会基础设施的公共供应的角度

来解释。公共领域的指标显示了

印度在道路(和其他形式的交通

形式)、电力、燃气、厕所、卫生设

施、住房、学校(和高等教育)、技

能、医疗、保险、养老金、银行账

户和信贷等方面可用性的改善。

这种改善在印度农村地区尤为

明显。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最近发表的《人类发展报

告》显示印度的多维贫困指数急

剧下降的原因。包容性也利于补

贴贫困人口。目前，这是通过非

中心化的身份识别（人口普查，

然而，最终目的都是让印度走

上更高的增长轨道。自2014年以

来，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第二届政府的政策是第一

届政府的合理延续，而目前正在

落实的各项措施也是为了确保实

现这一点而设立的。但首先，外

部环境不佳，全球不确定性的增

加也影响了印度的出口和增长前

景。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国家的

经济增长率能达到6%。第二，系

统中存在大量的闲置现象和内生

增长动力。

第三，包容性必须从物质和社

印度经济一直在经历
一个自我革新的过
程。金融危机的负面
影响现在已经过去，
预计经济将在21财政
年度出现增长。

阿南德·马欣德拉
马恒达有限公司执行主席

展望未来，下一
财政年度的实际
增长率应会更
高，达到6%至
6.5%。我们把重
点放在了农村消
费上。

克里希纳穆尔西·苏布拉马尼安
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

我认为，虽然我们经历
了暂时的痛苦，但在财
政部长的领导下，我
们将摆脱困境，重整旗
鼓。外部动荡对我们造
成了冲击，但我非常乐
观。

穆凯什·安巴尼
信实工业主席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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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的营商
环境排名中，印度
已跃居第63位。

在解决破产问题的
排名中，印度从第
108位升至第52位。

在全球创新排名
中，印度从第74位
升至第52位。

印度在物流绩效方
面的国际排名提高
提高了10分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
旅游竞争力排名
中，印度从第52位
上升到第34位。

措和赋权政策带来的生产力收

益虽然无法立即从经济角度量

化，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有

据可循，如从柴火到液化石油

气的转变，或公共卫生设施的

提供，或穆德拉贷款），并将使

印度能够获得人口红利对增长

的贡献。

第四，这一包容和经济赋权

议程是在改善公民的生活便利

而不是调查）来实现的，其使

用了所谓的社会经济种姓普查

（SECC）。这项调查现在被用

于确定联邦和邦一级计划的受

益人，以避免缺失和重复。补

贴会被直接打入银行账户，并

与阿达尔（Aadhaar）挂钩。（

阿达尔是由印度唯一身份认证

机构向印度的每位居民发放的

身份证号码）。此类包容性举

尽管上个季度出现了经济放缓，但印度的货币和财政
刺激措施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并将很快显现。

农村经济占国民
收入的46%，实现
农村和小规模经
济的普遍增长和
发展势在必行。

提高印度的
全球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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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2020年经济调查的重点是为投资
创造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向5万亿

美元的大关迈进。

Survey
The Finance Ministry’s 
flagship annual document 
projects growth

Space for new
India ranks third in 
terms of number of 
new firms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from about 70,000 new 

firms created in 2014, 
the number has grown 
by about 80 per cent 

to about 1,24,000 new 
firms in 2018.

www.indiabudget.gov.in

Green reSolve
India is also pushing 
towards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orest and tree cover 
increased and has 

reached 80.73 million 
hectares covering 

25.56 per cent of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country.

fuellinG the hike
India’s exports increased 

by 13.4 per cent for 
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10.9 per cent for 
total merchandise.

India gained 0.7 per 
cent increase in trade 
surplus per year for 

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2.3 per cent per year 

for total merchandise.

Proj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Survey 2019-20 prepared under Krishnamurthy Subramanian (Chief Economic 
Adviser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s GDP growth is expected to grow in the range of 6.0 to 6.5 per 
cent in 2020-21. The survey has projected India’s growth at 6 per cent to 6.5 per cent in the next financial year 
starting April 1. The growth in 2020-21 compares to a projected 5 per cent expansion in 2019-20

Growth to come
Economic growth is 

expected to pick up and a 
strong rebound could be 

seen in FY21 on a low base.  

Easing of monetary 
policy by the Reserve 

Bank of India and several 
measure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last 
year present green shoots 

for growth.

what the

SayS about the futur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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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贝克·德布罗伊（Bibek 
Debroy）目前担任总理经济顾问
委员会的主席。他是NiTi Aayog

的成员，曾担任印度铁路重组委员会主席。他在
经济学、政治学、印度学和梵语领域撰写和翻译
了多本书籍。

接导致短期的成本增长，但可被

未来的效率增长所抵消。

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良好，没

有偏离财政整顿的目标。税收改

革正在进行中，公司税率已经下

调。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

其议程都是简化和取消免税，从

而降低合规成本。因此，整体信

息是，2019-20年5%的GDP增长不

应导致悲观情绪。一个更高的增

长轨迹即将到来。

度和企业家的营商便利度的背景

下提出的。企业家并不一定与公

司有关，而营商便利程度也不仅

仅是指世界银行提出的营商便利

度指标，尽管在这方面，印度的排

名也有所提高。印度工业政策和

促进部（DIPP）（或工业和内部贸

易促进部）提出的“简化营商环

境”倡议，已大大改善了各邦的商

业和投资环境。

第五，制度调整必然会在短期

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此

类调整的例子包括:《房地产（监

管与发展）法》与个人与公司破产

法的推出、对非法金融交易的审

查、对空壳公司的取缔、以及对税

收合规性的改善。这些措施将直

全印度的增长率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邦一级

的增长，而许多邦的

经济增长率历来都低

于6%。然而，正在进

行的结构性改革将确

保这些邦提高其增长

率，从而逐步将全印

度的增长率提高到接

近8%。

包容性发
展

boominG touriSm 
for a GrowinG india
India’s ranking on WEF travel an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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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看到印度政府计划实施的举措，总是令人振奋的。然而，印度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于2014年发起的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Mission）的成功已经成为了新的基准。正如帕拉梅斯瓦兰·伊耶
（Parameswaran Iyer）所说，在短短五年内，它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卫

生运动。

巨大转变

左图：孩子们参加了
一场传播“清洁印
度”信息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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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8月12日向全国发表的

首次讲话中，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

表达了他对印度随地大小便问

题的担忧，成为印度第一位在

国家平台上这么做的总理。在

他的讲话中，莫迪总理也表达

了他要在五年内消除这种普

遍存在的恶习的决心。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他于2014年

10月2日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清

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Mission（SBM））。莫迪总理

言出必行，五年来，印度农村

有超过5.5亿人改掉了随地大小

便的习惯，多达6千万个村庄

已经宣布他们不再随地大小便

(ODF)。这是一场有超过10亿人

参与的群众运动，他们改变了

一个曾经似乎无法遏制的古老

陋习。这项运动也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大的卫生运动。

这一运动主要有六项重要的

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可适用于

任何大型的转型计划——即实

施政策。

一致

不同等级的人可能有相互冲突

的优先级。莫迪总理宣布这

项任务后，饮用水和卫生部

（DDWS）必须确保整个行政生

态系统的目标一致。SBM-G小组

（农村）多次访问各邦，并通

过学习研讨会、非正式聚会和

WhatsApp小组与地方收集者直

接接触，确保公共卫生始终是

每个人的首要议程。总理-首席

部长-地方长官（PM-CM-DM）的

三层模式在凝聚力方面发挥了

前所未有的作用

信念

当面临困难时，不相信既定目

标能够实现的团队往往会找不

到动力。因此，他们无法全心

投入。为确保最佳生产力，SBM

在中央政府和各邦都成立了团

Ph
ot

o:
Th

e 
Te

le
gr

ap
h 

右图：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在泰米尔纳德邦
（Tamil Nadu）
马马拉普拉姆
（Mammallapuram）
的海滩上参加了一
场宣传性的“环保
慢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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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各村长村长（Sarpanch）在参加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斯
瓦赫·巴拉特·迪瓦斯（Swachh Bharat Divas）”承诺支持SBM

Sbm SaveS liveS
Since India has become ODF, 
3,00,000 diarrheal deaths have 
been avoided after the launch of 
SBM in 2014

nutrition & productivity
A study conducted by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BMGF)
found 15% lower cases of stunting
and 37% lower cases of wasting
among children in ODF areas

Safety and diGnity
A UNICEF study has found that 
87% women feel safer after getting 
a toilet at home

economicS
INR 50,000 saved every year by a 
household in an ODF village on ac-
count of avoided medical costs and 
almost 7.55 million jobs created.

GoinG Green
A 2019 UNICEF study estimates that 
ODF villages are 12.70 times less 
likely to have their groundwater 
contaminated traceable to humans. 

chanGinG outlookS
A study has found that SBM lever-
aged an equivalent investment of 
$3.7 billion in SBM communica-
tions across stakeholders.

Achievements 
and Impacts

就像当年数百万人加入圣雄
甘地的独立斗争一样，今天
也有数百万人敞开心扉，志
愿为建设一个更清洁的印度
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www.sbm.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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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印度板球运动员苏雷什·拉伊纳（Suresh 
Raina）（左）和贾斯普里特·邦拉（Jasprit 
Bumrah）（右）在那格浦尔的斯瓦赫（Swachh）板球
俱乐部与当地孩子们进行板球比赛。

我们承诺，我将继续致力
于卫生工作，并为此投入
时间。

我每年将投入100个小
时，即每周两个小时，自
愿从事卫生工作。

我既不乱扔垃圾，也不让
别人乱扔垃圾。

我将与我自己，我的家
人，我的地方，我的村庄
和我的工作场所一起开始
追求卫生。

我相信，世界上那些看起
来很干净的国家之所以能
够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公
民不会随便乱扔垃圾，也
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带着这个坚定的信念，我
将在村镇里传播清洁印
度运动（Swachh Bharat 
Mission）的信息。我将鼓
励其他100人作出我今天
所作的这一承诺。

我会努力让他们为卫生事
业投入100个小时。

我相信，我在卫生方面迈
出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使
我的国家变得更加干净。

斯瓦克塔承
诺

队，主要由行政负担较轻，视

角新颖年轻的专业人员以及经

验丰富但干劲十足的官僚组

成。整个团队着眼于实现目

标，并专注于寻找具有创造性

的解决方案。

沟通

本质上来说，SBM是一项能

够促成行为改变的方案。各

级——贫困线以上和以下、

以及群众和个人——之间

的沟通是SBM的基础。将近

650,000名被称为“斯瓦查哈

蒂（Swachhagrahis）”的基

层卫生服务人员接受了培训，

他们挨家挨户地传递有关卫

生(swachhata)的信息。此

外，SBM还试图通过广泛联系媒

India’s progress in rural sanitation 

Oct 2019Household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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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BMG IMIS as on 24.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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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在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次独立日演讲中，莫迪总理宣布了一个雄
心勃勃的目标——在他第二任期的第一次独立日演讲中。

体，利用大众文化，并联合宝

莱坞名人、运动员和其他有影

响力的人来推动卫生事业的发

展，使其变得更具吸引力。

民主

多年来，SBM已经变成了一场“

群众革命”(jan andolan)，

这是莫迪总理在许多场合多次

重申的事实。每个人都成了利

益相关者，环境卫生成了每个

人的份内之事。人们开始建造

自己的厕所，并鼓励他人加入

其中；社区规划了活动并监测

其进展情况，村庄宣布他们可

以已无随地大小便现象。甚至

公司、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

组织和其他政府部委也在将这

一事业纳入主流方面发挥了作

用。

评估

随着进展开始超出预期，许多

人开始质疑SBM的数据的真实

性。因此，鼓励第三方监督以

加强可信度和保持志愿者的

积极性变得更加重要。世界银

行(World Bank)、儿童基金会

(UNICEF)、盖茨基金会(BMGF) 

India’s progress in rural sanitation 

Oct 2019Households with
access to toi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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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市事务部自2016年以来开展的卫生调查（SWACHH SURVEKSHAN）是世
界上最大的城市卫生和清洁度调查。其目的是鼓励大规模的公民参与，提高
社会各阶层的认识。迄今为止，它通过积极的行为改变，在改善向公民提供
的服务和创建更清洁的城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toP 5
of

india
(2019)

cleanest cities
1. Indore
2. Ambikapur
3. Mysuru
4. Ujjain
5. New Delhi

cleanest states
1. Chhattisgarh
2. Jharkhand
3. Maharashtra
4. Madhya Pradesh
5. Gujarat

swachhbharaturban.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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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卫组织(WHO) 等组织对卫

生设施的覆盖范围和使用情

况、取得的成就和改进的领域

以及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进

行了多项评估。印度成为了全

球卫生实验室。

贯彻执行

当所各邦在2019年10月2日之前

宣布自己已经实现无随地大小

便时，莫迪总理提到，这只是

一个里程碑，而不是终点线。

目前，还有一个重点是确保无

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得以持续，

不让任何人掉队。DDWS最近发

布了前瞻性的十年卫生战略，

明确了让印度村庄整体卫生的

更广泛目标， 即是向无随地大

小便进阶的转型。

印度政府仍在继续努力为

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在他第

二个任期的第一次独立日演讲

中，莫迪总理宣布了一个更加

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24年

向所有家庭提供自来水供应。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政

府根据六条执行政策设计了贾

尔·杰文特任务（Jal Jeevan 

Mission）。希望这一目标能够

成功实现!

上图：世界各地的几个印度大使馆组织了清洁活动，以支持和促进SBM。印度驻印尼巴厘
岛外交使团的志愿者们在海滩清洁活动中捡拾垃圾。

右图：印度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的志愿者在清洁活动结束后。

帕拉梅斯瓦兰·伊耶
（Parameswaran Iyer）是饮用水和

卫生部部长，负责领导其旗舰项目“清洁印度运
动（Swachh Bharat Mission）。他于1981年加入
IAS，2009年加入世界银行，并曾在越南、中国、
埃及和黎巴嫩工作过。

objectiveS 
achieved

Total individual toilets

rural:

urban:

6,114,402

Total individual toilets

101,926,000

Community and public toilets

552,692

Toilets built in 2019-20

1,587,617

Total cities declared free from 
open defecation

4,320

Total oDf Villages

603,175

• 受SBM的启发，尼日
利亚发起了全国不随
地大小便运动。

• 此外，认识到SBM的
巨大影响，比尔和
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将著名的全球目
标守卫者奖（Global 
Goalkeeper Award）
授予莫迪总理。

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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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企业家
初创企业导师哈里和萨勃拉曼尼亚表示，一系列新时代的组织首次在
印度打造了一个开展智能商业的新环境，并专注于为印度目前所面临

的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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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个偏

远的印度村庄的农民能够在播

种前检查他土地的土壤质量，

接收特定地点的天气预报，或

者使用手机远程跟踪他的牲

畜。有趣的是，随着印度先进移

动技术的出现以及创新农业科

技初创企业的涌现，这不再是

一种空想。农业并不是印度科

技初创企业解决微观层面问题

的唯一领域。然而，直到最近，

许多第一代印度企业家都不愿

解决当地问题，或开发尖端技

术。您可以将这种现象归因于

缺乏大胆的风险投资，其结果

是，企业必须建立在解决能够

迅速产生正现金流问题的基

础上。解决当地问题需要改变

消费者行为和降低价格。这就

需要更长的孕育期和初始现金

流，以及财力雄厚、更有胆识的

投资者。鉴于印度的市场机会

相对较小，这类投资者一直对

印度市场敬而远之。

大转变

然而，金砖国家，一个由五个主

要新兴国家（巴西、俄罗斯、印

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在”创业印度”
（Start-Up India）
启动仪式上致辞。”
创业印度”是一项由
政府资助的计划，旨
在支持印度的新时
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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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国和南非）组成旨在重塑

世界经济的联盟，引发了经济活

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

转移。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世界

对印度消费力量的规模和潜力的

看法，也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机

会——其规模足以与决定了欧洲

在工业革命后或美国在二战后命

运的资本规模相匹敌。此外，这

一转变还向世界展示了印度的宏

观经济潜力，投资于印度的增长

故事成为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公

新时代的印度企业家和公司赋予社区权力，

并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印度18%以上的初创

企业都在利用高技术

进行自主创新。2014

年，这一数字仅占初

创企业总数的8%，年

增长率为40%。

• 据估计，印度初创企

业在该国创造了6万

个直接就业机会和130

万至180万个间接就业

机会。

• 印度的风险投资公

司数量在全球排名第

三。预计到2025年，

这一数字将增长4倍。

• 截至2019年，印度约

有9000家初创企业，

其中1050家是健康科

技公司，20家是农业

科技公司。18%的创

业公司使用了人工

智能、区块链、大数

据、机器人等技术。

本土创新

start-uP structure

Source: Nasscom

司的新投资理念，推动了专注于

利用技术解决当地问题的初创企

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新

的世界秩序已经到来。

新领域

联邦政府的”创业印度”（Start-

Up India）和”数字印度”

（Digital India）等项目提供

的解决方案让新时代企业家可

以更聪明、更有效地进行创新。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India 

Stack，它已经成为数字印度增

长的基础平台。作为一组不断扩

展的API，India Stack为用户提

供了一个技术和协作基础设施，

使科技公司和政府可以在此基

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India 

Stack”还展示了印度的专业人

士是如何复制20年前在帕洛阿

尔托（一家美国跨国网络安全

公司）启动的开源项目所取得

的成就的。印度的支付基础设

施UPI或统一支付接口(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以普惠金

融(financial inclusion)为重

点，将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纳

入正规银行体系，取得了巨大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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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Stack还展示了该国一

个松散的专业人士网络是如何

复制20年前在P。Alo Alto（美

国跨国网络安全公司）实现了。

重点是金融普惠，即把没有银行

账户的人纳入正规银行系统，印

度的支付基础设施UPI（统一支

付接口）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他解决方案

新时代创业者创造了一个完整

的微创的生态系统。如果管理

得当，这种创业精神很有可能

改变印度的就业模式和格局。

创业公司BigBasket就是一个

例子，它是印度最大的在线食品

和杂货店之一。它不仅为城市客

户提供服务，还与近10家公司密

切合作，教育他们科学

的耕作方法，并在此过

程中改善他们的生计。

同样，许多其他的本

土技术平台，如Ola(一家

拼车公司)、Swiggy(在

线食品订购和配送平台)

正如阿达尔（Aadhaar）所证明的那样，创造

性地使用技术可以解决许多基本问题，也可

以改善现有系统中的漏洞和低效。

Self certification
Easy and hassle-free 

compliance under three 
environmental and 6 

labour laws

easier public 
procurement norms

Start-ups can be listed as sellers 
to the government and benefit 

form exemptions on EMD 

easy winding up
Companies are free and can 

declare insolvency under 
bankruptcy code easily 

within 90 days

income tax exemption
Exemptions on investments, 

capital gains and 
investments above fair 

market value

patent application 
and protection

Easy application, expedited 
processing and massive 

rebates of upto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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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顺时针：叫车服务Ola的所
有者、ANI 科技的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巴维什•阿加瓦尔(Bhavish 
Aggarwal)；Zomato Deepinder 
Goyal/首席执行官（左）佐马托·迪
派德（Zomato Deepinder）和首席运
营官潘卡杰·查德·达赫（Pankaj 
Chad dah）在其位于古尔冈的办公
室；UrbanClap的联合创始人阿比拉
杰·巴尔（Abhiraj Bahl），瓦伦·
卡坦（Varun Khaitan）和拉格哈夫·
钱德拉（Raghav Chandra）

印度创业中心（Start-Up 

India Hub）是印度创业生态系

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相互交流

并建立成功合作关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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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Urbanclap(提供家庭和生活

方式服务)，不仅满足了城市的

需求，还为中小企业创造了公平

的竞争环境，提供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国民收入。在旅游领域，

在线初创公司TripAdvisor和

Zomato也提高了小众旅游目的

地和餐馆被人们发现的机会。

重要的是，这些新时代的企

业家和公司不仅提供智能服务；

它们赋予社区权力，解决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此外，

现在大多数教育机构设有创业

课程，有些学生甚至在毕业之

前就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毫

无疑问，未来的商业历史学家将

把这十年称为印度创业界的分

水岭。

哈里是许多年轻企业家和初创公司的
顾问和导师，也是Fundamentum（由印
度初创企业界的核心人物设立的一只

增长基金）的战略顾问。他是Big Basket公司人力
资源部的负责人，现在被称为初创公司的人力资源
部的元老。

苏布拉曼尼亚目前担任Bigbarket
的分析部门主管。他有20多年领导分析团队的
经验。作为分析专家，他经常在行业和学术论
坛上发言。

从左至右:创业公司Oorja的联合创始人克莱门汀·查姆本（Clementine Chambon）和阿米特·萨罗吉
（Amit Sarogi）；BigBasket的创始人，该公司在印度25个城市拥有800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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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

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乌格拉森·

基·保利（Ugrasen Ki Baoli）

（也称为阿格拉森·基·保利井

（Agrasen Ki Baoli））是新德里

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其建筑之美令

人惊叹。这座建于14世纪的阶梯井

（Stepwell）有三层，由108级台阶

相连，它不仅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

景点，也是印度水资源保护系统的

一部分。

如果您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就

会发现第一批人类的聚居地就是在

水体附近形成的。慢慢地，人类分

散到大陆的不同地区，而这些地区

钱德·保利（stepwell）位
于拉贾斯坦邦的Abhaneri
村，伸入地下近100英尺，
是该国最深的阶梯井之一。

在古印度，水井、阶梯井和水库不仅是水源，也是一个更大的自然水源
保护技术网络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可以被重新利用来减少今天的城市水
资源短缺现象，但它们也可以为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更多灵感。

维克拉姆吉特·辛格·鲁普拉伊

珍惜每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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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战略规划网络，将补
水坑与地下含水层连接起来，我们就能使
任何城市的水位恢复正常。

（Rajon Ki Baoli）就是其中一个

例子。这些阶梯井不仅是取水和做

家务的地方，也是人们在严酷的夏日

里聚集在一起纳凉的地方。为了取

得最佳效益，这些阶梯井开始以这

样一种方式排列，即阶梯井（储罐）

的较深区域保持向南，而台阶从北向

下。这种构造非常有帮助，因为印度

位于北半球，阳光不会照射到蓄水

池的水面，从而防止了水的加热和蒸

发。因此，水位周围的水和房间的温

度始终比水面低。

又有不同的水源。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认识到水不仅在表面上流动，而

且还在脚下流动。然后，他们开始发

展挖井的艺术。

阶梯井的诞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印度人意

识到，随着人口的增长，从井里打水

会变得很累人。所以，他们想出了一

种替代方案，比如波斯水车，即一种

由滑轮、水车和水桶组成的装置，可

以很容易地从深井取水。后来，在中

世纪的印度，建筑师

和工程师们开始研究

另一种方法——建造

台阶来达到水位。新

德里的拉容·基·保利

哈里·保利阶梯
井（Hari Baoli 
stepwell）标志
性的雕刻和通往
阶梯井的楼梯，
位于古吉拉特邦
艾哈迈达巴德



印度视角 |  46  | 

遗产

在开始挖井之前，泥
瓦匠会制作一个木
环，然后把它放在
需要挖掘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开始挖
掘。慢慢地，随着坑
的形成，木环会被推
向深处。他们会在上
面再加一个木环，或
者堆上砖块或石头，
这样就保证了在泥瓦
匠挖井时，井壁不会
坍塌。一旦达到了水
位，石匠们就会打来
一桶桶泥水，倒在井
周围的地上。水会渗
入土地，并形成天然
水道，通向井底形成
的空腔。重复这个过
程几次之后，井底就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空
洞，里面充满了地下
水，由雨水补给，并
通过微小的输水管道
从井周围的集水区汇

集到井里。

古人是怎样挖
井的 水井和储水设施

古代印度的水资源管理不仅

仅局限于阶梯井。还有储水设

施（Kund）和水闸水坝。事实

上，数以

计的信徒经常到访的宗教

圣地总是有一个储水池，一个

阶梯井，或者至少有一个与之

相连的井。即使在今天，在这

样的圣地，信徒们仍会排队从

这些神圣的水源取水，然后带

回自己的家中，以示祝福。

来自过去的启示

随着文明的发展，储水池和阶

梯井的使用也日益减少。管道

通到了我们的家里，水就在我

们的指尖。当我们开始把天然

上图：在位于古吉拉特
邦甘地讷格尔的阿达拉
节镇上，阿达拉尼瓦夫
阶梯井（Adalaj-ni-Vav 
Stepwell）在”水节”之

际被照亮

下图：风景如画的帕纳·
米纳·卡·昆德（Panna 

Meena Ka Kund），位于拉
贾斯坦邦斋浦尔附近的阿米
尔镇，是一座古老的阶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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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井”不仅是取水的地方，
也是夏季社交聚会的场所。

维克拉姆吉特·辛格·鲁普拉伊
（Vikramjit Singh Rooprai）是一位遗产
活动家和教育家。他一直在探索印度北部

的古迹，以宣传印度丰富的文化遗产。鲁普拉伊不仅在
各个学校建立了遗产实验室，也经常教育年轻人以新的
方式看待我们的过去。

水源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湖

泊、池塘、阶梯井和水井中的

死水长时间没有被循环利用，

从而导致了藻类和有害细菌滋

生。我们必须明白，大多数中世

纪的水结构都是通过地下含水

层相互连接的，因此，污染会

影响到附近的所有人。同时，任

何一口水井或阶梯井的清理，

都可以对附近的水结构和地下

水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我们给一个阶梯井重

新蓄水，附近的其他几个阶梯

井也会得到其中的水。所以，如

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战略规划

网络，将补水坑与地下含水层

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帮助提

高任何城市的地下水位。今天，由

于印度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我

们也可以从阶梯井中吸取经验，学

习古人的智慧，实践节约用水。现

在是我们利用新技术改进旧方法，

拯救我们的地球的时候了

上图：达拜孔德
（Dhabhai Kund），拉贾
斯坦邦本迪最大的阶梯井

右图：甘达克·基·保利
（Gandhak Ki Baoli）

是新德里迈赫劳利
（Mehrauli）的一座16世

纪的阶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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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之窗

以运动员为主体的电影既具有娱乐性，又具有启发性和相关性。它们不仅能
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还能确保这些体育传奇不会被人们遗忘。

阿尔蒂·卡普尔·辛格

游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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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斗士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胜

利的故事永远激励着人类。对

成功的热情，奋斗的过程，最

后，胜利的喜悦一直是最受欢

迎的故事情节。

最近，印度电影业一直在尝

试与体育相关的电影，《灵魂奔

跑者》、《M·S·多尼：不为人知

的故事》、《玛丽·科姆》、《阿

扎尔》和《苏玛》是过去几年上

映的一些体育传记电影。这些

电影在财务和口碑方面的成功，

鼓励了更多的印度电影制作人

深入钻研这一题材。

提高分数
以运动员为题材的电影可以让

电影制作者将三种基本元素结

合在一起：戏剧性、欣快感、动

作片或英雄主义，除此之外，

还可以利用运动员的名气和粉

丝效应。“体育运动本身就带

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

一个导演来说，选择一个角色

来展示他是如何接受严酷的体

能训练很容易。然后再加上沙

文主义，一部具有大众吸引力

的体育电影就准备好了。” 帕

恩·辛格·托马尔（Paan Singh 

Tomar）（2012年）的导演蒂

格曼舒·杜利亚（Tigmanshu 

Dhulia）说，该片基于一位军人

出身的运动员的故事改编。在

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运动员吸引

电影制作人时，他补充道:“拍

体育电影是因为即使主角不是

明星，他也会是家喻户晓的人

物，这也有助于电影的营销。”

这种优势或许还在于这些

随着印度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获胜，电影制作

者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兰维尔•辛格（左）
将在一部讲述印度板
球传奇人物卡皮尔•
德夫（Kapil Dev）
成功职业生涯的电
影中扮演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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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之窗

有待讲述的个性人物的独特故

事。这些故事本身的呈现和宣

传都是基于对一个已经很受欢

迎的人物的生活的好奇。如果

不知道，电影有助于讲述这些

真实的传奇故事。“电影观众

喜欢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这就

是萨尔曼·汗（Salman Khan）

和拉吉尼坎斯（Rajinikanth）

等明星如此出名的原因，因为

他们在电影中展现了超人的壮

举。

所以，当他们的故事被搬上

银幕时，英雄主义很容易被复

制。” 演员哈什瓦尔德汉卡普

尔（Harshvardhan Kapoor）

说，他正准备在一部传记片中

扮演奥运会金牌射手阿比纳

夫·宾德拉（Abhinav Bindra）

。演员帕里内蒂·乔普拉

（Parineeti Chopra）也对此

表示了赞同，他将在赛娜·内瓦

尔的传记片《赛娜》（Saina）

中扮演羽毛球高手赛娜·内瓦

尔（Saina Nehwal）。乔普拉

说：“赛娜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很

大的成就，她的故事确实激励

了我。”

左图：拉基什·奥姆
普拉卡什·梅赫拉
（Rakeysh Omprakash 
Mehra）在宣传他的
电影《Bhaag Milkha 
Bhaag》，这部电影
是根据印度著名短跑
运动员米尔哈·辛格
（Milkha Singh）的
生活改编的。

右图：女演员普里扬
卡·乔普拉·乔纳斯
（Priyanka Chopra 
Jonas）（右）在奥运
拳击选手玛丽·科姆
（Mary Kom） （左）
的传记电影中扮演了
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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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苏珊特·辛格·拉
吉普特（Sushant Singh 
Rajput）（左）和印
度板球选手多尼（MS 
Dhoni）（右）。

育电影令人耳目一新。“目前，宝

莱坞正在关注浪漫和复仇之外

的故事。我们已经摒弃了标准的

模板，我们的电影也不再是单一

的主题。此外，电影代表了社会

上正在发生的不同的对话。随

着印度接受板球以外的运动作

为职业选择，人们也越来越渴

望看到更多来自这个领域的成

功故事。”安德黑尔说。

《灵魂奔跑者》的导演

拉凯什•奥普拉卡什•迈赫拉

（Rakeysh Omprakash Mehra）

说：“观众已经发生了变化，他

另一个有利因素是，体育明

星都是有着非凡激情和勇气

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可以引

起普通人的共鸣。维亚康姆18

电影公司（Viacom18 Motion 

Pictures）的首席运营官阿吉

特•安德黑尔（Ajit Andhare）

表示：“在开始赢得奖牌之前，

玛丽•科姆（Mary Kom）一直是

一个普通的女孩。观众能感受

到她的处境和挣扎。最终，希望

如期而至。如果一个像玛丽·科

姆这样的普通女孩可以成功，那

么我们也能可以！”维亚康姆18

电影公司一直在资助印

度的几个体育项目。

新鲜口味
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电

影观众的口味在不断变

化，与主流电影相比，体

一部制作精良的体育传记片有助于

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并激励年轻

人在体育方面做出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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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之窗

’83
Starring Ranveer Singh as Kapil Dev, this movie is 
going to be a glorious retelling of India’s triumph at 
the 1983 Cricket World Cup.

Saina
Parineeti Chopra is set to play badminton champion 
Saina Nehwal in this biographical film. 

toofan
Filmmaker Rakeysh Omprakash Mehra and actor 
Farhan Akhtar are back together for Toofan, a fictional 
story of a boxer. 

rashmi rocket
Starring actress Taapsee Pannu, it is believed to follow 
a girl’s journey as a runner in a Gujarati village and how 
she overcomes various obstacles to achieve victory.

maidaan
This Ajay Devgn starrer is a biopic on the life of 
football coach Syed Abdul Rahim, who is known as the 
architect of modern Indian football.

jersey
Shahid Kapoor is all set to play a cricketer in the Hindi 
version of Jersey, which was originally a Telugu film.

Shabash mithu
This is a biopic of Mithali Raj, captain of the Indian 
Women’s Cricket team, starring Tapsee Pannu.

abhinav bindra’s biopic
The under-wraps film on ace marksman Abhinav 
Bindra has Harshvardhan Kapoor playing the lead role. 

the pullela Gopichand biopic
An untitled biopic on ace badminton player Pullela 
Gopichand has been announced by Fox Star Studios.

dhyan chand biopic
Filmmaker Pooja Shetty has announced a film on the 
life of the great hockey player. 

pv Sindhu biopic
Actor Sonu Sood is producing a film on the young 
badminton player. 

pt usha biopic
Director Revathy S Varmha will make a film on the 
legendary athlete in English. 

murlikant petkar biopic
Actor Sushant Singh Rajput has reportedly been 
signed on to play the differently-abled sportsman who 
won the gold at the 1970 Commonwealth Games. 

Sports-based movies 
to look out for

电影《伊克巴尔》是根据印度第一位有语言和听力障碍的板球运动员巴巴·西德哈耶
（Baba Sidhaye）的生活和斗争改编的。

有关体育人物的电影使电影制作人

能够结合三个基本要素：戏剧性、

欣快感和动作片或英雄主义，除此

之外，还可以利用运动员的名气和

粉丝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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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女演员塔普
西·潘努（Taapsee 
Pannu）（左）和普

米·佩德内卡尔（Bhumi 
Pednekar）在《萨恩基
安克》中扮演了射击
手钱德罗（Chandro）
和普拉卡希·托马尔

（Prakashi Tomar）。

右图：印度演员（左
起）安加德·贝迪

（Angad Bedi），迪尔
吉特·多桑杰（Diljit 
Dosanjh）和塔普西·潘
努（Tapsee Pannu）在
宣传印度曲棍球运动员
桑迪普·辛格（Sandeep 
Singh）的传记电影《索

尔玛》。

们想看新鲜的内容。人们也变

得更有耐心，开始寻找创新和

打破常规的想法，而不管演员

是谁。”

大团圆结局
最后，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好感

也使得有关体育运动的电影

更有吸引力。每个电影人都在

寻找当之无愧的胜利。欣快感

是体育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让观众在情感层面上参与

其中。2001年，一部与体育有

关的电影《拉冈》（Lagaan）

上映。尽管它并不是一部传记

片，但最终仍赢得了影院观众

的欢呼。

许多电影制片人都说，有一

部分关于运动员生活的故事，

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

随着印度运动员在赛场上不

断获胜，电影制片人也有了更

多的选择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体育题材电影有能力突出大众

面临的挑战，尽管是以娱乐的

方式。它代表着解放、韧性和

不屈不挠的精神等价值观。一

部制作精良的体育电影既能带

来刺激，也能带来智慧。它还

有助于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并激励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同

样的领域中开创一番事业。

阿尔蒂是一位独立作家，在各种媒体
有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在获得电影
研究博士学位后，她现在正沉浸在探

索世界的热情中。阿尔蒂主要撰写有关食品、奢侈
品、电影、健康和名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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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佳肴

与任何典型的一餐不同，一顿传统的博赫里餐是从甜点开始。受古吉拉
特邦和中东地区的口味和烹饪习惯的影响，博赫里美食终于开始在印度
美食界吸引了一批追随者。

盆满钵满的传统
穆纳夫·卡帕迪亚

芳香四溢的帕基·默
格·比里亚尼（Pakki 
Murgh Biryani）。一
种腌制鸡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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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当代标
志性的达巴·
戈什特（Dabba 

Gosht）——一道香
气浓郁、软嫩多汁的
美味，很难在博赫
里社区以外的地方

找到。

右图：美味的拉甘
尼西克（Lagan Ni 
seekh）——一道用
腌制的碎羊肉做成的
颇受欢迎的博赫里菜

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

有个同学问我信仰什么宗

教。我回答说，我是博赫里

（Bohri）穆斯林。我的同

学继续追问道，这是什么意

思，我并没有回答。那天晚

上，在我回到家之后，我第

一次向我的父母提出了关于

我们社区起源的问题。

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

身份、文化和美食对许多人

来说仍然是一个谜。尤其是

我们的食物，与我们祖先最

初定居的古吉拉特邦的风味

有一些相似之处，包括在印

度其他穆斯林社区流行的菜

肴，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在博赫里社区，正餐以甜

点开始，然后是开胃小菜，

最后是主菜。用餐者（大约

7到8人）会围坐在一块约

3.5英尺宽的名为“塔尔”

（THAAL）大盘子周围，这

是一种非常具有地域性的体

验。我们会把塔尔（形象化

地）分成几块，就像切披萨

一样，然后享用盘子中央的

食物。在开始用之餐前，我

们会在盘子中心放一个较

小的“塔尔”，周边是一套

调味品和一个叫做纳马克达

尼的装盐的小容器（Namak 

Dani）。

在第一道菜开始之前，

坐在塔尔旁边最年轻的人

会被鼓励拿起纳马克达尼

（Namak Daani），并把盐

递给其他人。在开始吃饭之

前先尝一下盐是因为盐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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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特性，但更重要的是

它能在真正开始用餐之前

激活我们的味蕾!

在尝完盐之后，我们

通常会以一道名为索丹

奴（Sodannu，即一百粒

米）的甜米饭开始这一

餐。使用酥油（ghee）烹

饪，这道香气扑鼻的菜肴

不仅是吉祥的象征，也代

表了博赫里（Bohri）的

哈拉斯米塞斯（Kharaas-

Meethas）传统，即将咸

味与甜味交替使用。这样

做是为了不断地将味蕾重

设，确保每道菜都风味十

足！

更奢华版本的博赫里

塔尔会用冰淇淋或蛋奶酥

取代索丹奴，或是在其之

后作为加餐。接下来，

就是第一轮的开胃菜（或

称“哈拉（Kharaas）”

）——通常是一盘塞在手

工制作的妃乐酥皮饼里的

熏制羊肉（kheema patti 

samosas）。我们对待食

物非常认真。当您看到一

位经验丰富的博赫里社区

成员在萨莫萨三角饺（一

种油炸的三角形糕点，里

面塞满了以香料调味的蔬

菜或肉）中挤入几滴柠檬

汁时，这一事实就得到了

从右上顺时针方向：烤
羊排（Mutton Raan）
，众多博赫里菜中的明
星；马来卡哈（Malai 
Khaja），一种传统的
酥皮糕点，里面塞满
了新鲜的奶油；可口
的达巴戈什（Dabba 

Gosht）的正宗做法。

博赫拉信仰的精神习俗

根植于埃及和也门。大

约在公元1567年，印度

的博赫拉（Bohra）社

区追随至今的神使与其

在也门的继承者分离，

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博赫

拉流派——达武迪·博

赫拉（Dawoodi Bohra）

，其权力中心位于印度

古吉拉特邦。达武迪·

博赫拉的神职人员后来

也从赛德纳（我们的大

祭司）管理他在世界各

地的教众的地方搬到了

孟买。

永恒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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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逻辑是，柠檬的

酸度会激活肉中的烟熏处

理。

一旦解决完哈拉

（Kharaas），紧接

着的便是另一道甜点

（meethas）。

在被甜点稍稍调整过

味觉之后，丰盛的玛莎

拉羊腿（raan in red 

masala ）——在香料中

腌制两天以上的羊腿——

就会被呈上桌来。这种

腌制手法在崇尚慢工出细

活的博赫里烹饪中十分常

见。 羊腿是用经典的姜

蒜酱腌制而成中，还加入

香菜（dhania）、孜然

（jeera）、姜黄和少量

辣椒粉。就在烹制之前，

还要在豆腐中再次腌制

几个小时，然后大火精心

熬煮2到3个小时，直到

其肉质变软，入口即化。

这道菜通常会配以土豆条

（salli wafer）和香菜

装饰。

最后，在上完一两道

甜点后，今天的主菜（

加曼）也会隆重登场。

主菜通常是与土豆一起烹

制的传统的杜姆比里亚尼

（Dum biryani）（米饭

和肉）。在印度这样一个

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国

家，无数种烹饪风格一

如百花争艳，令人眼花缭

乱。然而，正是博赫里菜

传统的烹饪方式，保证了

文化的完整性。与亲朋好

友分享食物所带来的和谐

感和熟悉感让我们能够以

共同的方式一起庆祝我们

的诸多不同之处!

从左起顺时针方向：香脆可口的基玛·萨莫萨（Keema Samosa）；宝莱坞演员里希·卡普尔（Rishi Kapoor）在博
赫里厨房（Bohri Kitchen）享用美食（Tbk）；穆纳夫·卡帕迪亚与母亲纳菲莎

穆纳夫·卡帕迪亚（Munaf Kapadia）是博
赫里厨房（Bohri Kitchen）的首席执行官
（首席饮食官），这是一家家庭式餐馆，足
以容纳14个人在这里享用六道令人垂涎欲滴

的菜肴。穆纳夫放弃了他4年半的网络营销事业，去追求他
热爱的烹饪艺术。

我创建了博赫里厨房

（Bohri Kitchen）

（Tbk），利用博赫拉

社区的文化习俗和我母

亲烹饪的美味的博赫里

食物，来教育和培养对

我们的健康美食和社区

遗产的认识。在这些家

庭式的用餐体验中，我

们关注的不是数量，而

是质量。您无法在博赫

里厨房预定座位，但

我们会尽可能满足您的

要求！

全球分布

印度的达武迪·博赫拉

（Dawoodi Bohra）社

区是一个小群体，总共

有散居在北美、欧洲和

东南亚的大约510

信徒。包括印度的博

赫拉（Bohra）社区在

内，中东和东南亚血统

的博赫拉总人数估计为

200万。

博赫里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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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速记

印度一些最美丽、最宁静的湖泊位于印度的东北部边境。在本期中，我们将穿越七个邦，
带着这里最秀丽的湖泊和最友好的居民来到您的面前，让您体验这里的静谧与祥和。

七姐妹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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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米亚姆湖
这个风景如画的水体是该州
最大的人工湖，当地人称之
为巴拉帕尼。湖滨有一个乌
米亚姆水上综合运动中心，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尝试各
种水上运动。

旅游小贴士：该湖位于古瓦
哈蒂-西隆国家公路上，距
州府西隆约1小时车程（约
17公里）。



印度视角 |  60  | 

百态速记

佐姆戈湖
佐姆戈湖又名昌古湖，是东锡
金地区罕见的冰川湖。这个被
当地人奉为圣湖的湖泊，在冬
天会一直保持结冰的状态，到
了春天，随着周围的鲜花盛
开，湖面也变得生机勃勃。

旅游小贴士：该州首府甘托克
（Gangtok）距离湖约38公里
（90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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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米亚姆湖是梅加拉亚邦最大的人工湖，当地人称之
为巴拉帕尼。

桑格斯塔尔·措
它最初被称为松嘎泽（Shonga-Tser）湖，现在被称为马杜
里（Madhuri）湖，是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区最受欢迎的水体
之一。它是由1950年地震后的山洪暴发形成的，以其周围令
人叹为观止的山谷和白雪皑皑的山脉而闻名。

旅游小贴士：达旺距离该邦首府伊塔纳加尔（Itanagar）
约有一天的车程（约44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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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速记

道基
梅加拉亚邦的道基镇位于乌姆哥特河（Umngot 
River）沿岸（俗称道基河）。虽然它并不是一个
湖，但它的纯粹的自然风景和水晶般清澈的碧
绿湖水仍值得一提。

旅游小贴士：达基距离该邦首府西隆有两个半
小时的车程（约8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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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塔克湖 
它位于曼尼普尔邦的莫朗附近，是世
界上唯一的水上国家公园——凯布
尔拉姆焦（Keibul Lamjao）国家公园
的组成部分。住在浮岛上的渔民被称
为普姆迪斯（Phumdis），住在名为普
姆桑（Phumsangs）的棚屋里，是这
里独特的一景。

旅游小贴士：从该邦首府英帕尔
（Imphal）开车到湖边大约需要两
个小时（约52公里）。



印度视角 |  64  | 

百态速记

古鲁东马湖
古鲁东马湖位于锡金，海拔
17，800英尺，是世界上最高
的湖泊之一。它以藏传佛教
创始人帕德玛-桑巴瓦
（Padma-Sambhava）大师的
名字命名，深受当地人和旅
行者的尊敬。

旅游小贴士：该湖距离该邦
首府甘托克（Gangtok）约
187公里，需8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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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杜比湖
位于阿萨姆邦，这个宏伟的湖
泊标志着该地区加罗山的开
始。据说，昌都比的海岸是在地
震中形成的，这里覆盖着茂密
的森林，是宁静的小村庄和种
类繁多的本土动物的家园。

旅游小贴士：该湖距离该邦首
府古瓦哈蒂（Guwahati）约64公
里（两小时车程）。

The dahi handi, observed in Maharashtra around Janmashtmi is a 
traditional Hindu festival that celebrates the birth of Lord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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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速记

松贝尔湖
位于阿萨姆邦卡林甘杰
（Karinganj）区的松贝尔
（Sonbeel）（或Shon Beel）是该
邦最大的湿地之一。这个湖的一
个独特之处在于，在冬季的几个月
里，这里的水位会下降，为较小的
湖泊和农田腾出地方种植水稻。

旅游小贴士：该湖距离该邦首府
迪斯普尔约326公里（大约9小时
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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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拉萨加尔湖
鲁德拉萨加尔湖也被称为蒂吉里卡
（Twijilikma），位于特里普拉邦，已
被确定为国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地区之一。这里的一个热门景点
是矗立在湖北岸的尼玛哈
（Neermahal），曾作为特里普拉王
室的夏季住所。

旅游小贴士：该湖位于梅拉加尔
（Melaghar），距离特里普拉邦首府
阿加塔拉（Agartala ）约53公里（到
达该湖需要一个多小时）。

虽然东北部以其音乐、传统和文化而闻名，但其宁静的湖泊就
像是皇冠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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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旅行

奥罗维尔的环
保小屋完全由
当地的天然材

料建造：

绿色乌托邦
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维尔是一个绿色乌托邦，这里的居民多年来一直奉行可持

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是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的办法。

索拉·布纳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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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种植食物。他们的

生活必需品是由太阳能提供

动力。他们产生的废物被被

循环利用。在这个由来自超

过50多个国家的人民组成

的大家庭中，他们与环境和

彼此和谐相处。对于游客来

说，奥罗维尔，又称为黎明

之城，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

的目的地。在这里，人们践

行着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

这边位于中央直辖区普杜切

里（Puducherr）和泰米尔

纳德邦之间曾经一片荒芜的

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在自由

斗士、哲学家室利·阿罗频

多（Sri Aurobindo）和母

亲的构想下，这里的生活信
左图：一位居民在帮忙收割青木瓜。

下图：一位居民在收获期间，所有的志愿者一起为厨房准备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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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旅行

条是围绕着心灵、身体和

自然的统一的内在意识的

概念。因此，整个社会都

对可持续和绿色生活有非

常明确的意识。

奥罗维尔有两种居民：

永久居民和临时居民。人

们可以到这里进行一天的

导游，也可以选择在众多

社区中的一个留宿，同时

参与镇上的日常工作。我

在孤独农场（Solitude 

Farm），一个这样的社

区，做了32天的志愿者。

孤独农场

在我到达孤独农场的几个

小时内，我就遇到了一连

串的问题。“你的食物从

哪里来？你知道这些食物

是谁种的吗？在种植过程

中是否使用了化学物质？

你知道你的食物是如何运

输和储存的吗？”提问的

是一位穿着长袍、头上绑

着一块布的绅士，很像印

度内陆的农民。他是奥罗

维尔（Auroville）有机

种植项目“孤独农场”

从左到右：一名志
愿者帮助厨房工作
人员清理花生；

一群孩子在孤独农
场的工作室里制作

天然肥皂。

不仅仅是食物
食物里程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所吃

的食物从原产地到我们

这里的距离有多远。距

离越长，在运输、储存

等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就

越多，需要的资源（制

造运输食品的卡车等）

就越多，以及其它考量

因素。

生态价值

有些植物具有很高的生

态价值——它们在生长

时不需要有害的肥料或

化学物质，不会伤害周

围的其他植物，也不需

要太多的维护。

接近土壤，亲近自然，知道您是在回馈您的

星球是一种宁静而满足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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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tude Farm）的创

始人，来自英国的奥罗维

安·克里希纳·麦肯齐

（Aurovillian Krishna 

McKenzie）。麦肯齐告诉

我，他在19岁时从英国搬

到奥罗维尔，过着简朴的

生活，灵感来自于他在学

校接受的教育——由印度

哲学家和教师克里希那穆

提（J Krishnamurti）创

立的布罗克伍德公园。“

我深受日本禅宗大师和农

学家福冈正信（Masanobu 

Fukuoka）的哲学思想的

影响。福冈正信以支持自

然耕作而文明。福冈信奉

无为农耕法，他认为大自

然已经很完美了，没有什

么可以改善它。”麦肯齐

说。

在奥罗维尔生活了25年

后，麦肯齐（尽管他更喜

欢被称为克里希纳）如今

已经成为这块六英亩的“

孤独农场”的创始人。他

说着一口流利的泰米尔

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泰米

尔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

上图：马奇曼德尔
（Matrimandir）-是奥
罗维尔最具标志性的地
标之一

上图：从英国搬到奥
罗维尔的克里希纳
（Krishna）是6英亩孤
独农场的创始人



太阳能技术在奥

罗维尔得到了广泛

应用，其中最大、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太阳能厨房，每天

能供应大约1000顿

饭。厨房使用了一

个“太阳能锅”，它

利用数百面镜子将

阳光聚焦到吸热

器上。

太阳能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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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旅行

早上收割完毕之后准备餐桌的居民

他们如何在农场融入可持续农

业的概念的故事。

工作中的生活

志愿者的工作从每天早上8点

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12点

左右。我每隔一天会做四个小

时的志愿者。志愿者可以在农

场、附带的咖啡馆或室内工

作，这取决于个人的技能和兴

趣。周末休息！志愿者需要学

习如何播种、除草、浇水和收

割蔬菜。志愿者活动还包括制

作堆肥或帮忙包装农产品。您

也可以在室内从事行政工作。

我选择了去户外在农场工作。

制作肥皂

一天，麦肯齐带我们去了他的

肥皂制造区，向我们展示了他

如何制作农场使用的有机多功

能液体肥皂的。“将3份柠檬

皮、1份石蜜（Jaggery）和

10份水混合，每天搅拌一次，

储存在密闭的容器中。让它发

酵两周。之后，加入等量的皂

角水（10份）。随后，容器

里的东西会变成肥皂状，可以

保护地球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食用当地种植的

食物，防止农业工业化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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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洗碗、洗衣服，甚至洗

澡。”他在演示这个过程时

说。

在我的工作结束后，我会

去奥罗维尔，与那里的居民

见面并拍照。有一次，我被

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有关声音

治疗的会议。

减速生活

在我到达奥罗维尔之前，我

很担心。但在几天之内，我

就适应了这种另类的生活

方式。无论是帮助居民在

附近一块叫做萨德纳森林

（Sadhna）的土地上植树，

还是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照

片，我在奥罗维尔的时光都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
方向：当地妇女收割
谷子，然后用来烘烤
新鲜面包；用来抽水
灌溉的旧风车；国际
之家，一个供志愿者
和实习生访问奥罗维
尔的地方；奥罗维尔
周围郁郁葱葱的绿色
玉米田是可持续和有
机农业技术的另一个

例子。

是我人生中最丰富的经历之

一。有趣的是，我仍然遵循

着我在奥罗维尔学到的可持

续生活的原则。在我的日

常城市生活中，我也会定期

检查我的碳足迹：从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避免使用塑料

制品到手洗衣服等等，我会

自觉减少对自动化的依赖。

也许在印度这个偏远的角落

里，就有解决整个地球所面

临问题的办法。

索拉布（Saurabh）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摄影
师和创意顾问。多年来，他与世界各地的《
财富》500强企业、电影制作人和非政府组
织进行了多项合作。他的作品曾在世界各地
出版和展出。



在德里设计师尼基·马哈
扬（Niki Mahajan）的时
装秀上，模特们穿着独家

设计的印花连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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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时尚

印度设计师通过使用创新的设计和产品，帮助保护拉贾斯坦邦村庄的文化遗产，
让古老的木版印刷工艺重新焕发新的生机。

普里亚·库马里·拉纳

木版的艺术



巴格鲁奇帕社区中
心奇帕·莫胡拉
（Chippa Mohulla）
附近有许多家庭作
坊。其中一家作坊
里，一名工匠正小心
翼翼地在纱丽上印制
复杂的图案。

来自巴格鲁的印刷品已被授予GI 

（地理标志）标签，这意味着该印

刷品的质量和特征本质上归因于其

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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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鲁距离斋浦尔约30公

里，是一个典型的印度小镇，

蜿蜒的小巷两旁矗立着简陋的

房屋。在那里，家家户户都夜不

闭户，邻居之间亲如一家。但在

巴格鲁，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点

缀在房屋和街道上的色彩，屋

顶和墙壁上悬挂着色彩鲜艳

的织物，在阳光下晒干。这里

是印度最著名的手工木版印刷

传统之一——巴格鲁版画的发

源地。在这里，在奇

帕社区居民的家庭

作坊里，人们继续用

蘸着染料的手工雕

刻木块在棉织品和

丝织品上印花。这是

一种由奇帕人的祖

先流传下来的约有300年历史

的艺术形式。距巴格鲁约30公

里的另一个小镇桑加内尔也有

类似的习俗。

德里的时装设计师尼基·马

哈扬（Niki Mahajan）说：“在

炎热的夏季，这些带有天然染

料复杂印花的纯棉织物在拉贾

斯坦邦王室和德里的莫卧儿王

朝很受欢迎。”但她感到遗憾

的是，由于这种技术劳动强度



有趣的是，即使是当地的水，也对最终的印刷结果产生重大影

响。在桑加纳（Sanganer），水会赋予印花更深的色调，而在巴

格鲁，印花的颜色则偏红。

一名模特正在展示
色彩鲜艳的库尔塔
（Kurta），上面印有
复杂的印花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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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耗时长，印刷工们已开始

使用机器一次性制作花纹较

大的织物，并转向计算机辅助

数码印刷。

如今，这一传统已成为设

计师们的最爱，他们用各种颜

色、染料和技术进行实验，创

造出了全新的时装系列和家居

用品。

马哈扬在印度各大城市甚

至美国的商店都有零售业务，

她从事版画女装和男装的制作

已经有26年。马哈扬说；“在

这项技术中，印刷者会用一个

盛了一半水的方形鞋盒和一块

拉伸的皮革，在上面堆上几层

织物，使其成为一个厚垫。之

后，他会在上面涂上一层泥、

锌和染料的混合物。”

“我们使用泥浆进行印刷，

一旦花纹印上去之后，我们就

会对织物进行蒸汽处理，然后

清洗干净，去掉染料和泥浆。



从上到下：时尚品牌
阿莎·高塔姆（Asha 
Gautam）新德里店内
展出的纱丽，凸显了
多种设计技术的融

合。在斋浦尔，一名
工匠在木制手板上雕
刻复杂的图案；在手
工木版印刷过程中，
在精心编排的重复中
经常使用的各种图案

的一些例子

桑加尼木版印刷中常见

的图案包括娇艳的玫

瑰、荷花、向日葵、百合

花、金盏花、玫瑰结和莲

花花蕾等。巴格鲁的图

案通常是几何图形，以

蓝色或靛蓝色为背景。

该地区流行两种印花：

达布鲁印花和赛亚利-巴

鲁印花。塞亚里·巴格

鲁印花织物以其独特的

黑色和赭黄色组合而闻

名，而达布鲁印花则是

用一种特殊的抗蚀技术

（对染料隐藏指纹）制

作而成的。

桑加尼的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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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颜色会被“取代“——

意思是，如果是织物是黑色，

花纹则是红色，因为泥土、锌

和染料就会渗透进织物里，

把黑色置换成红色。”她解释

道。马哈扬说，她制作抗泥剂

的配方是保密的。“我们不公

开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她说。

而且，温度也会改变颜色。在

夏天40摄氏度时，印刷出的颜

色与在冬天6摄氏度时印刷出

的颜色有所不同。当地人说，

由于桑加内尔有稳定的淡水供

应，印刷工人大量使用淡水进

行印刷和洗涤。然而，在面临

缺水的巴格鲁，印刷商选择了

抗蚀染料技术。所有这些自然

元素让每一件衣服都与众不

同。

设计师品牌阿莎·高塔姆

（Asha Gautam）对印花也

有类似的自豪感，该品牌在

新德里的商店里摆满了独

一无二的纱丽（sarees）、

拉格（lehenga）和安娜卡莉

（anarkali），且全都使用了

传统的木板印刷。该品牌由

母子组合阿莎·古普塔（Asha 

Gupta）和高塔姆·古普塔

（Gautam Gupta）合作，为来



顺时针（从左起）：
斋浦尔附近，当地工
匠在织物上小心翼翼
的印刷充满活力的图
案；这里看到的设计
灵感来自拉贾斯坦邦
的老虎；在巴格鲁的
一个民间作坊参加手
工木板印刷讲习班的
外国游客；泥浆混合
物抗蚀剂印花是许多
传统做法中的一种，
这些传统做法赋予了
木版印花标志性的”

取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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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木板印花纺织品

的主要销售地斋浦尔，甚至

王室成员也加入了保护这一

遗产的行列。在瓦多达拉举

行的皇家织物展上，来自该

州锡卡区阿杰默和丹塔附

近巴里亚前王室的两位设

计师最近展示了他们的设

计。巴里亚的杰基尔蒂·辛格

（Jaykirti Singh）在新德

里、斋浦尔、孟买和印多尔

都有零售店，还有一个藏有

1000块木版的图书馆。在过

去的20年里，她一直在斋浦

尔自己的工作室里用木版印

刷制作服装，该工作室雇佣

自拉贾斯坦邦的25家印刷厂

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还有

一大群刺绣工人在为我们工

作。这些手艺人不仅为我们

的产品线制作出了最独特的

设计，而且我们的设计输入

也在帮助他们不断发展。”高

塔姆解释说。

他解释道：“我们在上一

个系列中所做的是将桑加尼

里的木版印刷与其他艺术相

结合，并对布料进行试验。例

如，在纱丽上，我们将木板印

花与来自安德拉邦的卡兰卡

里（Kalamkari）同时应用在

了真丝乔其纱织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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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5名工匠。“我想要保护我的

祖国的这种独特的工艺。我也在

训练年轻的男孩们，让他们保持

对木版印刷的兴趣，让这门手艺

活下去。”辛格说。

丹塔的瑞莎·拉吉雅·拉克希

米（Richa Rajya Lakshmi）说，

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工作融入传统

元素。拉吉雅·拉克希米说：“最

初，由于木版印刷都是在白色织

物上完成的，所以我的作品也都

是白色的。我从不给织物染色，

而是用木版加上颜色。”这位

设计师说：“我会设计自己的木

版，将传统图案与印度城堡和宫

殿的形象相结合。”

拉贾斯坦邦的版画不只是一

种简单的纺织品装饰形式，而是

一种文化遗产，需要发扬光大，为

子孙后代保留下来。幸运的是，

随着设计师的创新，对手工印刷

产品的需求增加，世界各地的消

费者对艺术家的技艺变得更加敏

感，似乎在未来几年内，桑加纳

(Sanganer)和巴格鲁(Bagru)的

木版印刷工会继续使用这种工艺

在布料上印制图案。

上图：在巴格鲁
村，大块的印花
织物在蒸汽处理
后进行干燥。

普丽娅·拉纳（Priya Rana）是一
位领先的时尚作家，曾在印度的主
要出版物上发表多篇作品。拉纳目
前是《男人》杂志的特约编辑。



从班格拉（Bhangra）欢快的节奏到喀拉拉邦（Kerala）的索帕娜·桑吉瑟
姆（Sopana Sangeetham），音乐在印度的民间传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音乐总监斯内哈·汗瓦尔卡（Sneha Khanwalkar）解释了她对这段丰富的历
史如何塑造当代音乐的看法。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Vinayak Surya 
Swami）也分享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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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年的音乐

多拉克（Dholak）富有节
奏感的韵律加上喀尔塔尔
（Khartaal）尖锐的节
拍，定义了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当地社区的特
色音乐。



主流音乐产业正在向更小众的音乐形式

转变，这为持续的实验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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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火车的突突声、车辆的鸣

笛声、人们咳嗽或打喷嚏的声

音，甚至是手机的嗡嗡声……

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不被各种

旋律包围着。在印度，音乐的

灵感总是来自于我们周围的事

物，无论是自然的声音还是

人类创造的声音。从我们的

民间传统到古典的印度调式

（ragas），从乡村音乐家演奏

的乐器到已成为我们的文化遗

产一部分的音乐知识——印度

音乐一直与我们生活

中的声音息息相关。

如今，印度的音乐

和其他事物一样，正

在经历变革。深入挖

掘我们本土的旋律，以保持过

去和现在之间的平衡，这一点

也变得尤为重要。在我成长的

岁月里，每天早上我都会被担

婆罗的声音吵醒。多年来，随

着我对音乐的训练和了解，我

明白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物体

都有自己的声音，所需要的只

是找到正确的旋律组合。

正确的开始
当我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这

在列城的拉马尤鲁寺，
佛教僧侣在古斯托寺节
日期间用传统的鼓和喇

叭演奏宗教音乐。



来自恰蒂斯加尔邦
巴斯塔的玛丽亚部
落成员在表演传统

舞蹈。

• 磁场节，阿尔西萨尔，
拉贾斯坦邦

• 拉格斯坦，贾萨尔默、
拉贾斯坦邦

• 齐罗音乐节，齐罗，阿
鲁纳恰尔邦

• NH7 Weekender，梅加
拉亚邦

• 意外惊喜艺术节，果
阿邦

不同的理解

推广具有民间传统的小众
音乐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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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印度音乐的后起之秀们

正准备走上一条全新的创作

道路。

超越边界
仔细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

现，如今被人们称为”小众

音乐”的东西，常常与印度

一些最古老的民间传统有

关。例如，印度鼓可以为音

乐加入稳定的引导节奏和淳

朴的自然之感，这是大多数

当代音乐品牌已经开始采用

的一种做法。以拉贾斯坦邦

的曼加尼亚尔社区为例。曼

加尼亚尔社区的居民经常会

聚集在一起，举行祈求降雨

种在氛围中寻找音乐的想法

定义了我的努力。我想让我

听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我

创作的歌曲的一部分。每个

声音都代表了不同的成分，

不同的感觉，而且我希望我

创作音乐的过程是民主的。

我为电影《瓦塞普尔黑帮2》

（Gangs of Wasseypur 2）

创作的歌曲《Kaala Re》以

镐字敲击矿石的声音开始，

而这一段声音是我从一家工

厂里捕捉到的。印度音乐谱

系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如今，印度的几位年轻音乐

家正在重新发掘这一思想。

以印度各地的传统音乐为基



来自印度东部地区的
传统音乐巴提亚利

（bhatiyali）是以该
地区的河流为主题。

几位艺术家正致力于普及印度传统民间音乐之间的细微

差别，以保持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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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也可被视为自

然与声音的融合，以及人类

对环境的反应。例如，山上

的音乐会有更高的音调，可

以穿越高山和山谷。相比之

下，生活在森林覆盖的平原

地区的族群唱歌的音调则较

低，音色也较为柔和。这就

是我试图在我的音乐中捕捉

的东西。

前进的道路
将印度民乐的曲调改编成现

代音乐的第一步是走到这些

旋律诞生以及至今仍被人们

演奏的自然环境中去。 

的仪式。因此，他们的音乐中也

会使用多尔（ dhol（一种双面

鼓））还有哈尔塔（Khartaal（

两个木块，演奏者会用它来发出

响亮的拍击声））来模仿打雷的

声音，从而安抚雨神。

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是来

自西孟加拉邦的巴提亚利

（bhatiyali）。巴提亚利也被

称为船夫之歌，大部分是独唱，

几乎没有任何音乐伴奏。专家

说，这种民间音乐发源地的河流

性质决定了它的结构。巴提亚利

的曲调大都十分轻快，仿佛潺潺

流动的河水，其旋律有节奏的上

下起伏，就像时快时慢的水流。



化之风”（Winds of Change）

。观众们被鼓励对着这个物体吹

气，因为它在汇集气流和传递声

音和振动时会转动。随着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到其中，他们会根据

自己的心情吹得更重或更轻，从

而传递信号。

今天，大多数非主流音乐家

都在专注于为听众和艺术家创造

更多平等的机会，并从过去的历

史中寻找灵感。我对主流音乐产

业向更小众的音乐形式的转变充

满了希望，因为这种音乐形式可

以为持续的实验提供空间。我相

信，通过更深入地发掘传统，印

度音乐的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为了探索其他媒介，并创造一

种前所未闻的声音组合，我决定

走出去，体验我们国家神秘而多

样的音乐传统。如果我想要通过

主流电影介绍民间音乐，我需要

通过音乐来介绍整个文化、生活

方式、思维过程、饮食习惯，政

治，历史和其所代表的一切。我

对电影《瓦西布尔黑帮》中的歌

曲“哦，女人（Oh Womaniya）”

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些改编。为了

赋予这首歌质朴和原始的味道，

我选择了电影发生地比哈尔邦

的家庭主妇。同样，对于电影

《Oye Lucky Lucky Oye》中的歌

曲”朱尼（Jugni）”，我选择

了来自旁遮普邦的著名民间音乐

家德·拉吉·拉哈尼（Des Raj 

Lakhani），以获得正宗的里吉

口音。在我最近于2019年不期而

遇艺术节（Serendipity Arts 

Festival）进行的一次声音实验

中，我创作了一个声音装置“变

在克什米尔的斯
利那加，一名女
孩正在学习如何
吹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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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Vinayak Surya Swami）是一名驻
德里记者。他拥有机械工程学位，曾
在印度海军做过造船学徒。他从十几

岁起就开始做兼职作家，之后转而从事新闻工作，
在写作和旅行中追求自己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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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雄甘地的教诲中，人们可

以找到若干应对当今世界挑战

的现成路线图。甘地认为政治

是一种通过植根于真理的原则

和实践为人类服务的职业。今

天，暴力似乎是威胁我们生存

的所有危险中最大的一个。在

世界各地，政府和国际机构都

在积极制定战略，以防止暴力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扩

散。如果要使真理成为社会和

政府为提升受压迫者地位、赋

予被剥夺者权力和保障普遍公

正而颁布的每一项政策的指导

思想，暴力就不应成为这些计

划的一部分：既不应作为一

种手段，也不应作为一种临时

战略。对甘地来说，真理和暴

力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因此，

诉诸暴力，即使是短暂的一瞬

间，也无异于拥抱谎言。反过

在我们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之际，可以说，甘地主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多年
来，无论是纳尔逊·曼德拉还是马丁·路德·金，甘地始终是理解和应对其各自挑战的

模板。今天，我们将分析圣雄的价值观在当代世界中是如何保持其相关性的。

高塔姆·乔贝

鉴古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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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就是我想传递的信息

1920-1947
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甘地已经成为印度
政治舞台上的主导人物。在印度独立后，
甘地还阻止了加尔各答(1947年)和德里

(1948年)发生的社区暴力，但于1948年1月
30日被印度教极右分子开枪暗杀。

当人们在看到一个人遭受压迫和监禁的
过程时，很难想象这是如何使数百万人
获得权力的。一个简单、朴素，并且相
信公正和平等的人，这是他从莫汉达斯
到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圣雄的旅程。

1869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KG）出生
于波尔班达尔，是普里拜和卡拉姆昌德·甘
地之子。1882年，13岁的他与卡斯图尔拜结

婚，当时他正准备去英国攻读法律。  

1914-1919
甘地在1914年移居印度，但仍处于印度
政治的边缘。1919年，随着“罗拉特法

案”(Rowlatt act)的通过，MKG才开始了他
的“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运动。“
罗拉特法案”授权当局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
监禁任何涉嫌煽动叛乱的人。然而，在贾利
安瓦兰巴格的大屠杀和戒严法的颁布阻止了

他的行动。

1893-1914
在南非期间，甘地很快就感受到了殖民
当局对其的歧视。正是在这里，就在甘
地因为种族原因被毫不客气地赶出了头
等车厢的时候，其与社会正义的斗争也
正式开始了。在南非期间，他还因反抗

该国的压迫政权而多次入狱。

1888
在内殿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注册学习法律

后，甘地于1891年首次获得律师资格。在英国期间，
甘地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以适应西方社会的习

俗，但仍坚持素食主义的信仰。

1893
当其试图在彼时的孟买成为一名律
师时，甘地遭受了种种挫折。随
后，他接受了前往南非纳塔尔省协

助民事诉讼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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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从左起顺时针方
向）：政治家、活动家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

德·甘地在火车车厢里
接受捐赠（1940年）；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Narendra Modi）
在纪念甘地诞辰150周
年的领导人峰会上发表

讲话；

莫迪总理（中）与世界
各国领导人一起在联合
国总部为50千瓦的甘地
太阳能公园和甘地和平
花园举行远程揭幕仪式

来，这也意味着对服务人类

这一更大目标的忽视。

甘地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他没有理由将方法与目标分

离开来。他认为，崇高的目

标只能通过崇高的手段来

实现。同时，我们必须认识

到，甘地对真理和非暴力的

承诺不仅仅是对一套抽象理

念的哲学承诺。甘地出生于

拉杰科特王国的一个官员家

族，由于这一关系，他从幼

年起便深谙治国之道。在他

辉煌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

低估过国家对其公民福祉的

中心作用。在反思其所处时

代的暴力政治对抗问题时，

甘地认为，试图摆脱一个妨

碍自己的人只会让人产生一

种虚假又短暂的安全感。另

一方面，与批评者沟通，研

究分歧的原因，有可能会带

来持久的休战。

生态可持续性与印度展望

毫无疑问，环境危机是我们

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

题之一。人们普遍认为，目

前的危机正是人们肆意开发

和消费自然资源的结果。这

种行为主要源于一种重商主

义哲学，这种哲学误导人们

古印度人民以其包罗万象的瓦苏达伊夫·库图姆布卡姆

哲学而著称，即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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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

充满回忆的信件
为了纪念为真理和自由而战的斗士——圣雄甘地——的一生，印度以外的国家发行了近300枚邮

票。1961年1月26日，美国成为除印度之外第一个发行纪念甘地的邮票的国家。在印度，第一枚纪
念甘地的邮票于1948年独立日发行。 

if we could change ourselves, the tendencies in the world 
would also change. as a man changes his own nature, so does 
the attitude of the world change towards him. we need not 
wait to see what others do.

live as if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learn as if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it’s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 that matters not the 
sPeed with which you live.

if i have the belief 
that i can do it, i 
shall surely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do it 
even if i may not have 
it at the beginning.

Words of the Mahat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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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了

一种文化，比如把砍树比作

背叛朋友。在这种把自然视

为家庭成员的信仰体系中，

一种非剥削性,而是复原与

重生性的消费理念也应运而

生。对甘地来说，普拉克里

提（Prakriti）这个词不仅

象征着一种思想，还代表了

一件事情的原始特征。当人

们挥霍普拉克里提时，他们

既破坏了环境，也破坏了自

己。

如果我们回到甘地的普拉

克里提思想，并通过他重拾

古印度的环境哲学，我们一

定会找到应对环境危机的策

略和勇气。

上图(从左至右)：甘地
在 南非的时光；甘地
在印度 纺车旁边阅读
时盘腿坐在 地上

相信，只是成功地破译了其

中的几条法则，就足以证明

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据舒

马赫说(E F Schumacher)，

现代经济和发展模式将自然

视为一种可消耗的收入，“

现代人并不将自己视为自然

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注

定要支配和征服自然的外部

力量”。`

在吠陀哲学中，我们与

自然的互动是以平衡和人类

与环境不可分割的联系为指

导的。《五卷书》的故事反

复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

希望通过砍伐树木和伤害动

物来到达天堂，那么通往

地狱的道路是什么呢？”

在古印度文学中，我们发现

了一种对人类所身处的环境

中的每一个元素——人、动

物、植物、河流、山脉、

土壤等等——都抱有同理
高塔姆·乔贝是一位学者、专栏作家和翻
译家。他在德里大学教授英语，并撰写有
关甘地、文化政治和印度文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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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天生产350台机车！
印度铁路是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最繁忙的铁路网之一。但

是，您知道它也创造了记录吗？最近，印度铁路公司的奇塔兰

詹机车工厂（CLW）在2018-19年度制造了402台机车，打破了其

在2017-18年度制造350台机车的记录。这使得位于西孟加拉邦

阿散索尔的CLW被载入了印度版吉尼斯《林姆卡记录大全》。

印度印象
通过这些有趣的事实来更好的了解印度

海龟的足迹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

种的印度橄榄龟是印度独有的一种物种。

全球变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常常会破坏

这些物种的筑巢海滩，进而影响其繁殖过

程。但马哈拉施特拉邦拉特纳吉里的贝拉

斯海滩是印度橄榄龟的安全港。每年都有

数百只雌性橄榄龟来这里产卵。大约两个

月后(一般在三月)，小海龟会开始孵化。

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浦尔是一座充满活

力的城市。这里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认定的世界遗产，而且还

是世界上最大日晷的桑拉特·扬特拉

(Samrat Yantra)的所在地。这座日晷

由泽井·杰·辛格二世于1728年在埃斯

建造，高73英尺。虽然在设计上与当时

的其他日晷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是当时

最精确的计时工具。

世界上最大的日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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