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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加达瓦节

萨加达瓦，即佛教日历的第四个月，是一年中最吉祥和最神圣
的时间之一。人们相信，阴维佛陀在这个月悟道成佛，每一件
在这段时间所做的善行都能得万倍功德。庆祝活动的一大亮
点是信徒和追随者会聚集在街头，诵读佛经，寻求祝福。

地点: 锡金和印度东北部

开斋节

开斋节是伊斯兰社会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着斋月的结
束。在斋月期间，穆斯林教徒要进行一整天的禁食。开斋节
初，每个穆斯林须完成一项社会方面的义务——开斋捐（即
开斋节的施舍）。在会众的祈祷之后，朋友和家人会一起享
用美味的饭菜。

地点: 印度全境

2020年5月23 - 24日

佛陀诞辰纪念日

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卫塞节（南亚和东南亚），是为了纪念乔
达摩悉达多王子的诞生，他后来成为了佛祖，即佛教的创始
人。在印度，这个节日标志着佛陀的诞生、成道和逝世。作为
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信徒们会身着白色的服装，在朋友和家
人之间分发一种叫做凯尔（kheer（一种用大米做的甜奶粥）
）的食物。

地点: 印度东部和东北部

2020年5月7日

2020年5月 29日至6月12日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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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

战车节

据说，这一传统与历史悠久的普瑞·
贾甘纳塔神庙（Puri Jagannatha 
Temple）一样古老。在战车节期
间，该庙的主神贾甘纳塔（Lord 
Jagannatha）与他的兄弟巴拉巴德拉
（Lord Balabhadra）和姐妹苏巴德拉
（Subadra）女神会被装在三架特别定
制的战车上，随着游行的队伍被带往
贡迪恰神庙（Gundicha Temple）（距离
约3公里）并在此停留一周。高耸的战车
（Rathas）用鲜花装饰，由数千名信徒
沿着巴拉丹达（Bara Danda）或格兰德
大道（Grand Avenue）拖行。人们普遍认
为，能看到战车上的神像是一种祝福。

地点: 普里，奥迪沙

奥奇拉卡利节

基于宇宙精神法则而建成的奥奇拉神庙，位于连接科勒
姆和阿拉布扎地区的国道附近，以奥奇拉卡利节而远近
闻名。节日的亮点是在一片被洪水淹没的、名为巴达尼
拉姆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模拟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纪
念昔日卡亚姆库拉姆和安巴拉普扎王国之间的历史性
战役。

地点: 奥奇拉，克拉拉邦

2020年6月16日

辛杜达山节

辛杜达山节在距离列城8公里的马尼拉谢伊举行，旨
在通过印度河庆祝社区和睦和民族团结。在为期三
天的活动中，当地和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会表演音乐
和舞蹈，并向这条大河祈祷。

地点:  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

2020年6月12 -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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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数百万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传播的各种影响之际，印度也在应对这

一全球大流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代，无论是坚持遏制病

毒传播的准则方面，还是为克服这一挑战所作的努力、思想和创新方面，这个国家在面

临着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时，呈现出一个强大的战线。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介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如何成功

地领导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动，激励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应对疫情。我们还将审视印

度多元化、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创新生态系统是如何携手寻求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办法

的。

在我们努力使我们的生活朝着更健康、更自律和更符合自然的方向前进时，印度也在重

温其丰富的遗产、传统和古老的智慧。从印度香料的治疗作用到瑜伽增强免疫力的能

力，从指导我们生活的古老习俗到增强我们大脑活性的传统游戏，我们正在向自然疗

法和简单的习惯转变，而所有这些都是本期的主题。我们会先来看看在不需要任何正

式修行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练习基本的瑜伽技巧来提高我们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力量，

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然后，我们踏上了寻根之旅，来到充满活力的拉贾斯坦

邦。当地的地毯制作艺术不仅使工匠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而且还使他们的工艺在全球

设计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印度是数千种动植物的家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天堂。我们将带您纵览全国，参观

鲜为人知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在本期杂志上，我们也向印度妇女致敬，她们在生活中创造了完美的平衡——在家里

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同时打破外面众所周知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我们为您带来四位

女摩托车手的冒险故事，他们沿着新铺设的三边公路从印度经过缅甸到达泰国，征服了

各国人民的心。作家兼慈善家苏达·穆尔蒂（Sudha Murty）在谈到印度文化是如何超

越国界的时候，突出了旅游将不同民族聚集在一起的力量。

这一期，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向那些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工作在印度历史上

留下了深刻一笔的传奇人物致敬。我们会先从西孟加拉邦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哈

斯韦塔·德维（Mahasweta Devi）说起，他为改善印度各地部落人民

的生活所做的努力得到了印度大众的广泛认可。

阿努拉格·斯里瓦斯塔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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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中）（Narendra Modi）与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Dr S Jaishankar）一起在新德里出席南盟领导人（SAARC）
关于抗击COVID-19的视频会议，

抗击新冠病毒
印度一直在全球抗击COVID-19的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莫迪总理

（Narendra Modi）召开南盟（SAARC）领导人视频会议的呼吁更是朝着这
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总理的指导下，外交部（MEA）已经采取了几

项措施来确保我们赢得这场斗争。

阿尼尔•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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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
（Dr S Jaishankar）
和塞舌尔国务秘书
巴里·福雷（Barry 
Faure）在新德里以双
手合十的方式问候，而
不是按惯例握手

3月中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呼吁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

国家领导人召开视频会议，

共同制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疫情挑战的路线

图，这在国际外交中开创了新

的先例。这次视频会议不仅在

与病毒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而且还可能为未来的高

层外交互动定下基调。

莫迪总理（Prime 

Minister Modi）的倡议再次

确立了印度在南盟（SAARC）的

领导地位。考虑到印度与尼泊

尔、不丹、孟加拉国、马尔代

夫、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的边境

地区人民和文化的融合，这是

一项务实的外交行动。从那时

起，莫迪总理的倡议就由内至

外地激发了南盟合作抗击病毒

传播和帮助感染者的努力。它

促使成员国卫生当局之间不断

交换信息并进行合作，且避免

采取损害南盟（SAARC）其他国

家利益的单方面步骤。

快速行动
因此，印度政府采取了一些及

时和积极的步骤，以查明、遏

制和防止COVID-19的扩散。自

3月13日起，印度决定暂停除特

定类别以外的所有签证，直至

4月15日。政府还发布了一项通

知，规定在格林尼治时间3月22

日零时1分之后，任何国际商业

•	 Coronavirus is an RNA 
virus that has high 
mutation rates, which 
can be correlated with 
enhanced virulence

•	 For Coronavirus, the 
transmission range 
varies from 2.1 to 4.1, 
almost three times the 
required number

•	 No vaccine exists 
for the disease and 
the only treatment 
is symptomatic. The 
elderly, infirm and the 
sick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here 
is, thus, a need to 
decrease transmission 
by two-thirds to 
contain the epidemic.

About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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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不得从任何外国机场起飞

前往印度境内的任何机场，即

等同于关闭了印度的边境。随

后，莫迪总理（PM Modi）宣布

了为期21天的居家隔离期，并

在之后将居家隔离期延长至

5月3日。这样做是为了打破病

毒的传播链，并”拉平感染曲

线”。

自从莫迪总理于3月19日首

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呼吁实行

一天的”全民（Janta）宵禁”

以来，他不断试图让人民参与

联合行动，以遏制COVID-19的

蔓延。

多边倡议
莫迪总理（PM Modi）还联系

了20国集团（由19个国家和

欧盟组成）现任主席国沙特

阿拉伯的萨勒曼国王（King 

Salman of Saudi Arabia），

组织成员国就COVID-19危机召

开虚拟会议。G20在3月底的一

次虚拟会议上，同意在年底之

前暂停发展中国家支付的本金

和利息。预计这将为这些国家

提供200亿美元，用于改善卫

生系统和抗击疫情。20国集团

的财政、贸易、就业、旅游和卫

生部长随后也举行了会议。

印度还取消了向100多个国

家出口羟氯喹和扑热息痛等

药物的限制，这些药物正被

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这包

括美国、俄罗斯、西班牙、英

国、巴西、约旦、埃及以及南盟

（SAARC）、孟加拉湾多部门技

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

、海合会（GCC）、拉丁美洲和

在罗马的印度大使
馆，来自印度的
医疗小组正在准
备对印度人进行
COVID-19的检测

PM Modi proposed 
setting up a voluntary 

emergency fund for 
SAARC members 

where India initially 
offered USD 10 million 

conveying that any 
SAARC country could 

use the fund for 
“immediate actions”.

He also offered rapid 
response teams of 

experts and specialists 
to member states of 

SAARC. The teams have 
been sent to Maldives 

and Kuwait on their 
request

Integra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Portal has 

been set up to better 
trace possible virus 

carriers.

A ten-day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me 

on Covid-19 has been 
broadcast online 
to SAARC health 

professionals.

Innovative 
management 



 |  9  | 

右：印度快速反应
小组在科威特进行
初步互动后，共同

抗击COVID-19

下图：印度空军一
架专机在从新德里
飞往中国武汉之前
的机组人员、医疗
团队和后勤人员

非洲的伙伴国。在总理每天与世

界各国元首举行会谈的同时，也

进行了几次高层交流。

寻找解决办法
直至4月7日，莫迪总理完成了与

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

的一轮磋商，重点讨论了在防治

这一流行病方面可能进行的多边

合作。印度一直与德国保持定期

联系，以便为多边主义联盟注入

活力。该项目由德国于2019年发

起，由几十个国家组成。3月21日，

印度还参加了美国为7个印太国

家——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

•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EA) has 
mobilised all resources 
to address the grave 
situation that has arisen 
due to the spread of 
COVID-19.

•	 With active support 
from MEA, in what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biggest evacuation 
exercises in human 
history, since mid-
March, so far around 
50,000 foreigners have 
been evacuated to their 
countries

•	 A fully-functional special 
cell has been set up in 
th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 New Delhi to 
coordinate the response 
to COVID-19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	 The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Dr S Jaishankar, 
and the Foreign 
Secretary of India Harsh 
Vardhan Shringla are 
personal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24×7 MEA helplines: 
1800118797; +91-11-23012113, 
+91-11-23014104 and 
+91-11-23017905. 

Fax number: +91-11-23018158 
email: COVID19@mea.gov.in

Taking charge 

综合来看，印度一定会战胜COVID-19的威
胁。各界人士合作抗疫的方式值得赞扬。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国、越南、新西兰和印度——的

高级官员举办的视频会议，讨论

抗击疾病的战略，并就加强合作、

相互援助和振兴经济的步骤达成

了一致。

众志成城
伊朗和意大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

已成为疫情的中心，其印度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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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在瑞士采尔马
特的马特宏山上的
印度国旗，象征
团结。

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
贾萨勒默机场
（Jaisalmer 

airport）正在
进行行李检查

我们准备不仅把我们的人民带回故土，而且把我们所有邻近地区愿意带回来的人
也带回来。这是向我们所有的邻国提出的建议。政府仍然充分致力于在全世界各
地为我国国民谋福利。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特点。

苏杰生博士
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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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团一直与两国的印度公民

保持定期联系，并不断建议他

们在疫情爆发期间遵守所有的

健康规章。医疗队被派往这两

个国家，对印度国民进行病毒

检测。在伊朗，印度代表团不

仅撤离了人员，而且还帮助建

立了一个隔离设施。

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Dr S 

Jaishankar）于3月9日前往斯

利那加，会见了在伊朗的印度

学生的家人，听取了他们的担

忧，并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为确

保他们的福利所做的努力。

绝地反击
印度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冠状

病毒的大流行只能通过同步的

公共-私人-民间伙伴关系来处

理。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是印

度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中心机

构。目前，印度正在按照该理事

会制定的最佳医疗做法和标准

操作程序，尽一切努力以成功

应对这一挑战。只要这种流行

病持续存在，印度外交部将继

续与其国民保持联系，根据需

要协调进一步的撤离行动，并

支持印度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ARC)、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

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和

20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中的

外交努力，以建立共同阵线，抗

击这一前所未有的威胁。

来自印度各地的
14人综合医疗救
援队抵达马累
（Malé）后

阿尼尔·瓦德瓦大使(Anil Wadhwa) 
曾在外交部担任秘书。并曾担任印

度驻波兰、阿曼、泰国和意大利大使。他还曾被派
往印度驻香港、中国和瑞士的使团，并曾在海牙的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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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创新
在全世界都在奋力抗击COVID-19疫情之际，印度科学家和研究
人员正携手合作，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此外，私人与公共部

门之间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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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大师团队的成
员在古吉拉特邦艾哈
迈达巴德人口稠密的
地区喷洒完消毒剂
后，携带着他们的
无人机

印度政府的公民参与平台

MyGov突然掀起行动热潮。

通过这一平台，印度政府希

望鼓励印度公民能够积极贡

献想法，以找到阻止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传播并

协助其治疗的解决方案。网

站上的横幅上写着”参与活

动并赢取10万印度卢比”。

鉴于最近在国内生产高质

量产品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

印度制造”倡议的广泛成功，

印度的制造业部门显示出巨

大的潜力和前景；无论是通过

公共或私人伙伴关系。印度的

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件：每当

国家面临危机时，这个国家的

各种实体就会走到一起，组

成统一战线。今天，在我们抗

击这一全球流行病的过程中，

一个新的篇章似乎也拉开了

帷幕。

工作场所首先要数字化。为什么不呢？正是技术摧毁了官僚
等级制度，消除了中间人，也加速了福利措施的实现。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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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政府的几个部门已进入战备状

态，以确保国家能够准备好应

对如此严重的危急局势。私营

部门也加入了抗击这一种迅速

蔓延的疾病的战斗，许多公司，

无论规模大小，都自愿提出了

干预措施。

一项重要步骤是确定与

COVID-19传播有关的种种方

面。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

的国家，印度必须为大量需

要专门设备进行保护和治疗

的病例做好准备，比如N95口

罩、防护装备，最重要的是

呼吸机。

适当反应

3月20日，科学和技术部

（DST）邀请印度迅速发展

的工业和初创企业生态系统

提供支持，以制定技术创新

的解决方案，以抗击2019新

冠病毒疫情。令人震惊的

是，300多家公司积极响应这

一号召，向技术发展委员会

(TDB)提交了近140份正式提

案。TDB是一家政府机构，主

要负责为印度公司本土技术

商业化或引进技术的改造提

供资金支持。

收到的初步答复提供了一

种生产诊断试剂盒的创新方

法，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获

得检测结果所需的时间。其

它建议包括疫苗开发、体温

筛查设备、大规模生产个人

防护设备以及利用信息技术

监测隔离区基本用品供应的

创新解决方案等。

从左至右：马恒
达(Mahindra & 

Mahindra)生产的洗手
液；一辆由马欣德拉
汽车北美公司生产的
食品卡车，为加利福
尼亚州奥克兰的医疗
保健专业人员运送食
品；DRDO设计的无接

触洗手液分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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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泰米尔纳德
邦金奈，一名摩托车
手驾车穿过一条创新
的快速消毒隧道。

下图：金奈，医护
人员与机器人”
扎菲”（中）在
一起。Propeller 
Technologies开发
的互动机器人将被部
署在COVID-19隔离
病房。

接受挑战

众所周知，在其最致

命的阶段，冠状病毒

会影响肺部，大大降

低肺部功能。印度政

府首先确定的发展领

域之一是生产呼吸机，以用于

管理对感染者的治疗。

全国各地的几个大型组织

已经行动起来，跨越行业间的

隔阂并成立了协会。一个恰当

的例子是汽车行业的重量级企

业——印度马鲁蒂铃木公司

（Maruti-Suzuki India）与总

部位于新德里的呼吸机制造商

AgVa Healthcare的合作。该合

资企业的目标是将这种高度专

业化的机器的制造能力从现有

的每月400台大幅提高到每月1

万台。

同样，另一家工业巨头马恒

达公司（Mahindra&Mahindra）

机器人领域的许多科技初创企业也加入了这
场战斗，围绕关键的医疗保健的问题提供创
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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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呼吸机？
呼吸机是一种精密的

技术，用于协助患者自
主呼吸。

当一个人在与COVID-19
战斗时，血管交织的肺

部区域常容易发炎

在这一阶段使用的呼
吸机将通过向肺部供
氧来帮助患者呼吸。

呼吸机如何提供
帮助?

重要的是，您必须了
解，呼吸机通常是作为
最后手段使用的，无法
治愈COVID-19，但可以
帮助患者处理因感染
引起的呼吸问题。

在使用呼吸机时，必须
对患者进行全天候监
测，并且需要维持氧气
和二氧化碳饱和度等

重要指标。 

然后，氧气会通过一根
管子以可控的压力直

接进入肺部。

供氧可以使身体正常
工作，并对治疗作出

反应。

上图：：AgVa 
Healthcare开发的的创
新经济型呼吸机 

下图：AgVa 
Healthcare的工人正在
制作便携式呼吸机。

与Skanray（国际医疗技术公司）

、BHEL和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

（BEL）合作生产了一种改良型

呼吸机，这种呼吸机最适合当前

的需求，而且便于运输。该公司

还开始生产一种低成本的国产消

毒剂，其价格可低至400印度卢

比/升。

不仅如此，国防研究与发展组

织（DRDO）等国营组织也在与当

地企业家合作，大规模生产N95口

罩。

轻松呼吸

目前政府机构的努力，加上私营

部门迫切需要的推动，都是为了

提高此类关键设备的产量。例

如，生产呼吸机的公司每月的联



 |  17  | 印度视角 |  16  | 

合生产能力约为5，500台，

准备通过合资企业将产量提

高到每月近50，000台。除

了大量进口外，检测工具和

个人防护用品也会在国内

生产。

印度各地顶级教育机构

中最聪明的人才也自愿加

入这场竞赛，让关键的医疗

服务以可承受的价格广泛提

供。世界各地的印度侨民也

纷纷加入其中，帮助许多初

创企业管理生产，解决制造

业困境。这些初创企业目前

正准备应对印度有史以来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根据《灾害管理法》

（Disaster Management 

Act）成立的几个监测和

抗击COVID-19传播的委员

会，以及整个私营部门的合

作，无疑都证实了梦想家

萨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的话：”小水池往

往会变得停滞和无用，但如

果它们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

湖，大气就会冷却，这对所

有人来说都有益。”

左图：作为印度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号召的团结守夜活
动的一部分，在马哈拉施
特拉邦的浦那，一家连锁
酒店亮起了灯，组成了“
希望”这个词

下图：在政府实施的全国
封锁期间，警方使用一架
无人机监视人们的活动，
并发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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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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在当今时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现代治疗手段的进步，我们不知不觉地积累了
对免疫系统的微攻击，而不允许我们的身体去处理它们。以下是如何利用古老而简

单的瑜伽练习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从而让我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的方法。

自然免疫
拉格万德拉·罗博士



 |  19  | 印度视角 |  18  | 

瑜伽

人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

我调节、保存、修复和维

持的实体。大自然为人体设

计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治愈能

力，只要自然的治愈法则得

以运作，我们的健康就是完

整的，是我们生命中所有遭

遇的自然结果。我们被赋予

的这种治愈能力被称为活力

或免疫力。我们的身体有一

套自我保护的系统，通过神

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相

互作用来保护自己的组织免

受细菌、病毒、有害蛋白质

和氧化应激的攻击。在当今

世界，由于我们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压力、不健康的饮

食习惯和与病原体的接触，

这些系统不断受到挑战。瑜

伽体式（asana）和呼吸控

夏克里亚斯（Shatkriyas）是一种瑜伽洁净法，用于清洁身

体的内部器官和系统。这些洁净法（kriyas）可以净化，激

活和调动器官，并有助于发展深层的内部意识。

6月21日，印度总
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在昌迪加尔参加了国
际瑜伽日的大规模瑜
伽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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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Nadi Shodhana 
Pranayama 

(Alternate Nostril 
Breathing)

制法（pranayama）可以减

轻压力，提高身体的免疫

反应，对抗感染和过敏。

众所周知，瑜伽练习可以

提高免疫力。

瑜伽与免疫力

瑜伽可以帮助以适当的方

式调节这种免疫反应。

研究表明，在流感流行期

间，瑜伽可以提高人群的

免疫力。瑜伽是一种整体

的生活方式，它植根于印

度的传统和文化。这是一

门以平衡的方式发展一个

人的内在力量的学科。现

在，它已经成为健康生活

方式的一部分。瑜伽之

所以在全球流行，是因为

它的精神价值、治疗资

质、在预防疾病、促进健

康和管理生活方式相关疾

病方面的作用。瑜伽练习

中最有用、最受欢迎的一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Nadi Shodhana 

Pranayama is alternate 
breathing through the left 
and right nostrils without 

or with retention of breath 
(kumbhaka).

Sit in a comfortable posture.

Keep the spine and head 
straight with eyes closed.

Relax the body with a 
few deep breaths.

Keep the left palm on the 
left knee in Jnana mudra and 

the right palm should be in 
Nasagra mudra.

Place the ring and small fingers 
on the left nostril and fold the 

middle and index finger. 

Place the right thumb on the 
right nostril.

Open the left nostril, breathe 
in from the left nostril, close 

the left nostril with the small 
and ring fingers and release the 

thumb from the right nostril; 
exhale through the right 

nostril.

Next, inhale through the 
right nostril. At the end of 
inhalation, close the right 

nostril, open the left nostril and 
exhale through it.

This completes one round of 
the Nadi Shodhana Pranayama 

(Alternate Nostril Breathing). 

Repeat for another 4 rounds. 

The duration of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 should be equal for 

beginners.

Breathing should be slow, 
steady and controlled. It should 

not be forced or restricted. 在当今时代，将瑜伽和冥想等练习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全面、更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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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种方式是拜日式（Surya 

Namaskar），它提供了

体式、调息和瑜伽动作的

好处。它由一系列十二个

姿势组成，在清晨迎着初

升的太阳练习。经常练习

拜日式能为身体的各个系

统提供能量，并确保它们

之间的完美和谐。此外，

拜日式还能使身体更加灵

活，提高免疫力。

我们的身体有自己的一

套免疫反应，其中，炎症

是最常见的。炎症是一种天

然的对抗手段，通常有助

于治疗创伤和感染，在持续

的心理和生理压力下，炎

症往往会变成慢性的，从

而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多数体式（asana）包括

系统性的拉伸，以减轻炎

症和增加灵活性。在《行

为医学杂志》和《哈佛医

学院瑜伽指南：力量、意

识和灵活性的8周》上发表

的一项新研究中也提到，

即使最基本的瑜伽练习也

可以提高免疫力。

Benefits of 
Pranayama
•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anayama is to purify the 
principle channels of carrying 
energy, thus nourishing the 
whole body.

•	 Induces tranquillity and helps 
to improve concentration.

•	 Increases vitality and lowers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anxiety. Alleviates cough 
disorders.

•	 It calms the mind, improves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and 
useful in strengthening the 
immune system.

冥想是瑜伽练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心理

和心灵成长有益。

日落时分，人们在海滩上以莲花势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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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净化身体

被称为克里亚斯

（kriyas）的净化术也有

助于去除多余的粘膜，恢

复粘膜免疫。夏克里亚斯

（Shatkriyas）是一种瑜

伽净化技术，用来净化身

体的内部器官和系统。这

些是排毒过程的一部分，

目的是为了净化、激活和

调动器官，以发展深层的

内在意识。

调息法（Pranayama）

是阿什坦加瑜伽的第四个

组成部分，它涉及调息和

能量的调节，大致可翻译

为呼吸。这是一种通过调

节呼吸来调节生命能量的

练习。调息法的主要目的

是控制自主神经系统，并

通过它来影响人的精神功

能。

冥想健康 

将一个人的注意力持续集

中在一个物体上的过程通

虽然接触病原体有助于

建立适应性免疫，但试图

在这种接触下存活有时可

能是致命的。研究表明，

在流感流行期间，对感染

的易感性存在着异质性。

心理压力、健康和身体活

动、营养、睡眠、共病条

件和生活方式在形成这种

免疫反应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压力是感染性疾

病易感性和预后的辅助因

素。压力会增加抑制免疫

反应的应激激素，也会降

低细胞修复由感染引起的

损伤的能力。

了解免疫

拜日式（Surya 
Namaskar）有助于
增加血液循环，增
加柔韧性，减少身

体的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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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

常被称为冥想。它是所有瑜

伽练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益于心理和心灵的成长。

多年来，定期冥想缓解压力

的好处已为人所知，它可以

助人获得一种平静感，对个

人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促

进健康的生活方式。

众所周知，冥想对克服镇

静剂成瘾、减轻高血压、失

眠、偏头痛、抑郁、焦虑和

其他心身疾病等方面均有益

处。它能稳定心智，

提高意识、注意力和

意志力，同时改善记

忆力和警觉性。它是

恢复身心活力的有效

工具，甚至有助于应

对日常生活中的紧张状况。

拉格万德拉·罗博士（Dr 
Raghavendra Rao M, BNYS, PhD）
是德里传统医学部下属的瑜伽和自
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会（CCRYN）

主任。他已经完成了几个关于瑜伽和自然疗法干
预的研究项目。

瑜伽体式和呼吸控制法可以减轻

压力，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以对

抗感染和过敏。

武士式
（Virbhadrasana）
的一种。该姿势可
以在一天中的任何

时间练习。

文章参考了瑜伽和自然疗法研究中央委员
会助理主任拉吉耶夫·拉斯托吉（Rajeev 
Rastogi）博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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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生活方式 

从瑜珈和阿育吠陀到梵学（Vastu Shastra）和不杀生（Ahimsa）
哲学，来自古代印度的知识自古以来一直影响着印度的现代生活方
式。以下是一些我们今天仍可采用的来自过去的智慧，让我们的生

活更平衡、更清醒、更健康。

根植于传统
吉塔·哈里

合十礼，即印度传统的双手合
十、低头致意的方式，确保了

一种牢固的纽带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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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
德卡（左）和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以合十
礼互致问候 

就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返回美国后
不久，他宣布印度的这种双手合
十的问候方式是保持社会距离
的理想方式，可以防止COVID-19
病毒的传播，让全世界感到了震
惊。合十礼（或那摩斯戴）是一
种传统的问候形式，在包括《梨
俱吠陀》（Rig Veda）在内的几
部古印度教文献中都有提及。《

印度传统的建筑体系毗罗经典是一套系统而精确
的指导方法，可以让人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的共

鸣和幸福感。

吠陀经》说，”合十礼”或向上帝
或造物主鞠躬的行为消除了所
有的自我。科学家们说，当我们
双手合十时，手掌和手指上的各
种与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大脑相
连的压力点受到挤压，这有助于
我们更长时间地记住我们要见
的人。

如今，除了合十礼之外，我们
的长辈们曾经实践并建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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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古代印度价值体系中
的一些哲学，似乎已变得愈
加相关。虽然重点也是在瑜
伽中的传统呼吸练习，世界
各地的医生都建议练习控制
呼吸，以加强我们的呼吸系
统。

清洁仪式
我想到的另一个例子是，人

们通常建议进屋后立即洗手
洗脚。有些住户会在大门外
脱鞋，并在那里洗手洗脚。
甚至在参加完葬礼回家时，
我们的长辈也经常要求我们
在洗澡前不要碰任何东西。

这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习
俗，即人们从户外回家时，
进屋前要洗手洗脚。在印度
的村庄里，每家每户的门口

拉贾斯坦邦贾伊萨尔莫
（Jaisalmer）村的房屋，
涂有熟石灰；在梅加拉亚邦
的索赫拉（Sohra），用竹
子制作；在喀拉拉邦的蒙纳
尔（Munnar），用粘土制

作；在喜马偕尔邦的达尔豪
西（Dalhousie），用石头

和泥土制作

印度圣人帕坦伽利认为，掌握阿希姆萨可以驯服野生
动物，甚至使凶恶的罪犯变得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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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罗经典遵循元
素的位置，以达
到自然平衡。

都有一小块地方，那里有一
个水龙头或一个盛满水的
容器，可以用来清洁。这背
后的逻辑目的也适用于现
代——我们可能会经过肮
脏和不卫生的地方，与许多
陌生人擦肩而过，或者参加
了火葬（空气中可能有来自
正在分解的尸体的微生物）
。细菌可能通过我们的手和
脚进入我们的身体。洗澡和
洗衣服可以确保我们是干

净的，不会让微生物在我们
周围传播。

对几种细菌和病毒感染
的潜伏期的评估大多从1天
到14天不等。潜伏期实际上
是从感染到开始出现症状
之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从
那时起就对精确的天数采
取了预防措施，这难道不令
人惊讶吗？在印度教徒中，
死者的家人通常会严格遵守
10天的隔离期。。这一时期

•	 Using fingers establishes 
a link between the mind 
and body; it stimulates the 
sensory organs which hold 
the consciousness in balance.

•	 Sattvik (pure and natural) diet 
consists of fresh and seasonal 
vegetables, fruits, nuts, seeds 
and milk products. It cleanses 
our body of toxins. Likewise 
observing fast regularly 
cleanses our system.

•	 The last meal of the day 
should be had before the 
sun goes down to prevent 
indigestion and adverse 
effects on sleep. 

•	 It is advisable not to drink or 
have food while standing as 
it unsettles the equilibrium of 
fluids in the body. 

•	 Our predecessors cooked in 
earthen vessels like clay pots 
which added calcium, iron, 
and other minerals to food. 

Traditional eating habits
葬礼后的13天服丧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任
何传染病或微生物的侵害，因为这些传染

病和微生物已经被消灭了。



众所周知，在点灯仪式中

使用的樟脑具有止痛和止

痒等治疗作用。它能净化

空气，吸入对健康有益。

寺庙的钟是用来敲的。钟里

金属元素的比例让其所产生

的分贝能在我们大脑的左右

部分产生一种和谐的共鸣。

花些时间在寺庙里坐坐

是很明智的，因为寺庙的

宏伟会带来积极的能量

和平静的心态。

圣灰或巴斯玛含有药用

价值。它能吸收体内多

余的水分，保持体温，

同时又能防止头痛。

祈祷时

眉毛之间的区域是电磁波能量

的来源。寺庙里提供的檀香膏（

作为头上的神圣标记）可以冷却

前额，抑制能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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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逝去的灵魂
最终离开人世的时期。从现代医
学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看作是
一个保护期，让其他人检查是否
有任何传染病或微生物存在，以
及这些染病或微生物是否已经
被消除。今天，时间的限制常常
迫使我们放弃这种源于深刻而
科学的思维过程的做法。

正确饮食
如果素食主义在印度广泛流行，
这可以归因于不杀生或非暴力
的哲学——不伤害任何生物的
心态。印度教圣人帕坦加利在公
元400年编纂的《瑜伽经》中说，
掌握不杀生可以驯服野生动物，
让邪恶的罪犯变得无害。他说，
这是行大慈悲，以到达对宇宙万
物和善的一种方式。

来自阿鲁纳恰尔邦阿帕塔尼部落的长者们在早上和进家门前都会竖
起用来洗漱的竹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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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践
另一种古老的哲学是毗罗经
典——一种系统而精确的
指导方法，可以让人对周围
环境产生积极的共鸣和幸
福感。它涉及到平衡自然界
的五种元素——气、水、火、
土和空间——以实现平衡，
获得最大的益处。例如，厨
师在烹饪时最好应该面朝东
方，这样早晨太阳的紫外线
可以破坏食物中的有害微生
物。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拥
抱现代性和当代的生活价值
观，但我们的好奇心帮助我

们发现了许多直到最近还被
认为只有宗教意义的传统做
法背后的智慧和简单逻辑。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传统习
俗，将它们纳入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因为它们植根于科
学价值观和逻辑，可以让我
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全
面。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
在印度各地，传统上家家户
户都有一个水龙头或一个容
器，在进门之前在入口处清
洗自己；儿童在进入清真寺
前进行清洗；庙宇内的绘画

指示游客脱掉鞋子。

吉塔·哈里（Gita Hari）曾为
高级酒店筹备健康的萨特维克美
食。她的食谱已登上各大报纸的
健康专栏。作为女性成就奖的获

得者，哈里的主要工作是构思、策划并在电视和
数字平台上主持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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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印度料理中添加的众多香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解决方案之一

自古以来，传统的香料和草药就一直在印度料理中扮演着免
疫增强剂的重要角色。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成分是如
何使我们的家常美食不仅五味俱全，令人回味无穷，而且有

益于身体健康的。

吉塔·哈里

提高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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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贾格丽
（Jaggery）富含抗
氧化剂，有助于消
化，且能净化肝脏。

下图：一种用胡芦
巴叶制作的大饼
（thepla），胡芦巴
叶可以吸收糖分并降
低不良胆固醇。

奥沙德姆·乌奇雅斯·萨尔瓦姆，

意思是食物是绝对的治愈和治

疗者。传统上，在印度烹饪中，蔬

菜和香料是根据它们的营养价值

和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能力来

使用的，反过来，这些蔬菜和香

料又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困

扰。这就是为什么医学专家会建

议在我们的日常饮食计划中加入

多种香料和草药，以增强我们的

免疫系统。姜黄、藏红花、丁香、

肉桂、豆蔻籽、生姜和大蒜等香

料被认为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

像薄荷、罗勒(圣罗勒)、楝树和

辣木的叶子据说也有不少有利于

健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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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姜黄——所有印度香料

中最常见的一种——几乎在印度

菜肴中随处可见。它不仅为这些

菜肴增添了几分金色的色调，而且

以其防腐特性和缓解代谢综合症

的能力而备受推崇。我们可能经

常会听到母亲催促孩子们喝掺了

姜黄的温牛奶，以治干咳、咽喉痛

并净化血液中的毒素，从而提高

免疫力。如今，这种饮料在许多高

档咖啡馆都可以买到，被称为姜

黄拿铁。生姜也有类似的保健功

能。

在印度，各种各样有益于健康

的草药和香料都会被添加到菜肴

中，从而在增加独特风味的同时使

其更加健康。例如，在印度北部，

人们会在咖喱中加入辣木叶和果

实(drumstick)，用来帮助抵抗细

菌的侵袭。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

古地帕德瓦节期间，人们会准备一

斯特维克料理，从本质上讲，包含了构建健康的身体所需的所
有营养。

它由蔬菜、谷物、水果等新鲜食材和牛奶、凝乳、白黄油和酥
油（澄清黄油）等乳制品组成。

这类菜肴不含人工配料，有助于提高精力、安抚情绪、并让人
保持头脑清醒。

萨特维克料理

上图：一种由胡芦
巴叶子制成的茶，
可以缓解贫血、味
觉减退、发烧甚至
减少头皮屑。; 下
图：用一层荞麦粉
（kuttu ka aata）
油炸的松软干酪
煎饼做成的萨特
维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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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南印度餐，
用香蕉叶制成，富
含香料，可以预防

多种疾病。

种特殊的印度楝叶酸辣酱。楝树

已被证明是治疗食欲不振、发烧

和增强心脏力量的良药。

孟买巴蒂亚（Bhatia）医院

营养科主任波亚·塔克（Pooja 

Thacker）博士说:”人体临床试验

表明，圣罗勒（Tulsi）是一种独

特的抗病毒、抗微生物、抗真菌

和抗疟疾的药物。它可以降低高

血压、减少关节炎疼痛和防止抑

郁，还具有抗癫痫、抗炎、保护肝

脏、抗溃疡和抗哮喘的作用。”

阿魏可以缓解腹胀、肠胃气胀

和肠易激综合症(IBS)，而葫芦巴

则可以控制糖尿病等长期存在的

疾病。孜然和毕晓普草，是现代

消化不良药物的烹饪等效物，有

助于消化并防止食源性疾病。胡

椒能促进必需营养物质的吸收，

改善肠道健康。在许多印度家庭

中，胡椒饮料通常是对抗流感的

灵丹妙药。

典型的南印度菜肴，如桑巴哈

（蔬菜扁豆咖喱），拉萨姆（清酸

汤），甚至咖喱都是使用这些香

料调味的。

为了获得更多的营养、能量并保持健康的身
体，必须养成吃新鲜熟食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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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邦的治愈系美食则

是克希德（Khichdi ）——以天

然的大米和小扁豆为食材，加上

少量孜然和生姜等香料调味。克

希德（Khichdi）是治疗饮食失调

等症状的秘方，用其简单但健康

的成分来重置您的消化系统。在

拉贾斯坦邦，传统马瓦里制备中

使用的各种干燥和粉末状香料可

以确保体力的充沛。在这个沙漠

之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些菜肴能

够保证身体做好了抵御炎热的准

备。萨萨/米萨尔（usal/misal）是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健康餐，其中

包含多种芽菜，以提供蛋白质等

必要的营养。柠檬和柑橘类水果

的大量使用，也有助于提供足量

上图：在桑巴茶中
加入辣木，有助于

身体健康

下图：印楝或楝叶
具有许多令人难以
置信的健康益处。

在印度，许多有益健康的草药和香料会被添加到料理
中，不仅能为菜肴增加独特的味道，还能使其更加健康



 |  35  | 印度视角 |  34  | 

的维生素C，并抵御马哈拉施特拉

邦周围的炎热和潮湿的环境。

旁遮普菜也非常受人欢迎，因

为它的食谱中大量使用了香料和

草药，香气令人陶醉。

克什米尔的菜肴中使用了大量

的八角茴香、月桂叶和藏红花。塔

克博士介绍了藏红花的好处，“

通过减少炎症，藏红花有助于抑

制哮喘。试验证明，藏红花具有

清热解毒的效果，可以减少哮喘

的情况。” 克什米尔的标志性羊

肉菜罗根乔希（rogan josh）就

添加了凝乳和各种香料，是一种

健康的低胆固醇美味。

常吃新鲜营养的家常菜可以帮

助您摆脱压力、不适和抑郁。专家

说，最好在烹饪后的四到五个小

时内进食。

有趣的是，即使在今天，一顿

均衡的萨特维克（Sattvik）餐食

的古老理念，即新鲜烹制，配以香

料的餐食，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健康的食物之一。

吉塔·哈里（Gita Hari）曾为高级
酒店筹备健康的萨特维克美食。她的

食谱已登上各大报纸的健康专栏。作为女性成就奖
的获得者，哈里的主要工作是构思、策划并在电视
和数字平台上主持节目。

右图：一碗拉比
(rabri)，一种全国各
地都喜欢的甜点，通
常会配上藏红花。

下图：传统的芥末咖
喱鱼。芥菜籽以其高
度的抗炎作用而闻名



比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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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斯坦邦贾萨默的
一间富丽堂皇的房

间，里面有一块老式
的棋盘，可以用来玩
乔萨尔（Chausar）

从提高大脑思维能力的棋类游戏，到增强记忆力的
桌游，印度传统游戏不仅仅是为了娱乐。阿比夏
克·杜贝(Abhishek Dubey)介绍了其中一些正在当
代化身中卷土重来的游戏，它们甚至吸引了不少现
代玩家的注意。

古印度史诗中充斥着对娱

乐性游戏的描述，这些游

戏让当时的人们通过虚构

的但具有战略意义的挑战

享受对抗的乐趣。以乔萨尔

（Chausar）为例，乔萨尔通

常被誉为鲁多（Ludo）——

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桌游的

祖先。游戏由四名玩家在一

块十字形的棋盘上进行，每

个玩家会得到四个标记，并

通过战略性的移动这些标记

获得胜利。这个游戏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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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

都有提及。其当代的化身，

鲁多（Ludo），则是现在在

线平台上最受欢迎的游戏之

一，有数千款在线游戏。历

史学家说，类似的骰子游戏

在古代印度很流行。在几个

哈拉帕时代的遗址中，人们

都挖掘出了长方形骰子的遗

物。

另一种流行的游戏——象

棋——据信也源自印度。

专家说，这种游戏最初被

称为阿什塔帕达（64个正

方形），以前是用骰子在

格子板上玩，但没有黑白

方块。有人说查图尔安加

（Chaturanga）（四方）

是最早的象棋游戏。在梵语

中，查图尔的意思是”四”

，安加的意思是”四肢”

，象征着一支军队的四个分

支。就像古代的军队一样，

这个游戏会使用大象、战

车、马和士兵形状的旗子，

主要是用来提高人的战略思

维能力。

一个类似的直到今天还

在玩的传统棋盘游戏是卡

塔姆·维拉亚图（kattam 

vilayattu）。 作为井字棋

的一种变体，这个游戏过去

从左到右：古老的战略游戏阿杜普利阿塔姆（aadu puli attam），有代表狮子和羔羊的标
记；在拉达克努布拉山谷的图尔图克村，男孩们正在享受传统的吉利-丹达游戏

并非所有的本土游戏都是为了娱乐而设计的。事实上，一些
本土游戏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游戏者记忆力和观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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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部的传统游戏
腾格球（阿萨姆邦）—一种用柚子玩的游
戏（在当地被成为罗巴布滕加）

阿龙多龙（阿萨姆邦）-伦敦桥的当地版本

穆克纳（曼尼普尔邦）-民间摔跤

切比（曼尼普尔邦）-一种古老的击剑

那加摔跤（那加兰邦）

阿胡格维·潘·索莱蒙（Achugwi Phan 
Sohlaimung）（特里普拉邦）–摔跤

德赫维·索顿蒙（Dwkhwi Sotonmung）（
特里普拉邦）——拔河

传统游戏在印度各地仍然很受欢迎

印度北部的传统游戏
查图拉加（北方邦）—一
种象棋

拉戈里(旁遮普邦)-也被称
为七块石头，玩法是将七
块石头由大至小依次叠放

骆驼赛跑（拉贾斯坦邦）

印度西部的传统游戏
弹弓（马哈拉施特拉
邦）–传统的弹弓，又称
为古勒尔（Gulel）

霍霍（马哈拉施特拉
邦）—一种传统的捉迷
藏游戏

帕加西亚（古吉拉特
邦）— 经典的跳房子游戏

印度南部的传统游戏
马拉哈姆巴（泰米尔纳德邦）— 这
是一项结合了体操和瑜伽的运
动，参与者需要在一根长杆上
展示杂技技巧（马拉哈姆巴）
（Mallakhamba）

萨蒂兰加姆（泰米尔纳德邦）-象棋

钦尼·丹杜（卡纳塔克邦）—又称
为吉利·丹达，玩法是用一根大棒
击打一根小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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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贝壳、硬币甚至石头来

玩的。

中世纪时期，纸牌游戏

在印度也很流行。甘吉法

（ganjifa）就是其中一个

例子。甘吉法在莫卧儿王

朝非常流行。在大约公元

1300年的历史文献中就有

记载。据信，这些手绘牌

是今天扑克牌的前身。这

些游戏大多是为了锻

炼大脑或技能而开发

的。事实上，泰米尔

纳德邦的一些地方游

戏，也是为了加强记

忆力和观察力而创造

出来的。帕兰库利-阿塔姆

（Pallankulli Attam）和

阿杜-普利-阿塔姆（Aadu 

Puli Attam）（在卡纳塔克

邦也被称为胡利-加塔，在

安得拉邦则被称为普利-约

丹）就是其中的两种游戏。

第一种游戏需要两列木板、

七个浅杯，以及一些类似硬

币的物体（鹅卵石、种子或

印度皇室用来
玩乔萨尔的大
型棋盘。

印度史诗中充斥着对娱乐性游戏的描
述，正是这些游戏让我们的神话英雄在
战略挑战中享受对抗的乐趣



 |  41  | 印度视角 |  40  | 

体育竞技

一套18至19世
纪的彩绘象牙
或甘吉法纸牌

贝壳），由两到四名玩家参

与。第二个游戏则有一套相

当有趣的规则，其中包括代

表山羊和老虎的硬币！ 

有 趣的是，许多这些古

老的室内游戏正在网络游戏

平台上重生。

地方风味
印度也是一些户外运动的发

源地，这些运动在全世界各

地的名称都有所不同。阿萨

姆邦卡尔比安龙地区的居民

把这种被世界上其他地区称

为“抛接”（catch-and-

throw）的游戏称为“杜-谢

尔”（dhup-khel），但将

两者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是

抛接的物体——一个布球。

传说最初，女人们会用布包

住蔬菜，把它当球用。人们

经常会发现，传统游戏使用

的素材都来自于当地。

吉里-丹达就是其中一个

例子，即使在今天，这种游

戏在印度农村地区也很流

行。游戏道具包括两根棍

子、一块石头或一个圆形物

体，可以在两个或多个玩家

之间进行。

诸多的古老印度游戏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其形式与玩法

也已更新换代，以迎合当代玩家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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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名裁判在米佐拉姆邦发起了一场名为因苏克纳（Insuknawr）的
比赛。该比赛与现代拔河比赛有关。下图：泰米尔游戏帕兰库利阿塔姆

（pallankulli attam）的棋盘

这些运动的美妙之处

在于，尽管有像足球和拳

击这样的现代运动存再，

但传统运动仍然是全国各

地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以米佐拉姆邦的

因苏克纳（Insuknawr）

为例，在这项运动中，

参与者手持竹竿或木棍，

试图将对方推出场外。在

印度北部，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传统游戏，如库什蒂

（Kushti）（摔跤）、苏

尔（Surr）（印度北部阿

约提亚地区的一种户外游

戏）和斯凯（Sqay）（起

源于克什米尔的一种武术

等）。今天，当我们回顾

过去，为我们的现在寻找

解决方案时，这些传统游

戏及其相关性变得非常重

要。政府和私人组织正在

采取措施保护这些传统运

动与游戏。当棋盘游戏以

数字形式重生时，学校也

被要求训练孩子们玩一些

古老的户外游戏，如西兰

巴姆（silambam）、马拉

哈姆（mallakhamb）和加

特卡（gatka）等

阿布舍克·杜贝(Abhishek Dubey)
是印度最重要的体育记者，迄今已
报道国际体育超过15年。他是三

本广受好评的书籍的作者，目前是印度国家广
播电台普拉萨·巴拉蒂体育（Prasar Bharati 
Sports）的国家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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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传统工艺不仅仅在
于重拾一种古老的艺术
形式。这是为了让它融
入当今这个时代，拥有
绝对的创作自由，并保
持这一过程的可持续
性。这就是一些品牌提
供给来自拉贾斯坦邦农
村的工匠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传统

维纳亚克·苏里亚·斯瓦米

一张来自马泰奥·西比
克(Matteo Cibic)的
斋浦尔珍奇屋(Jaipur 
Wunderkrammer)系列的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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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名为”萨万卡莱哈里亚

（Sawan ka Lehariya）”

的彩色地毯在获得著名

的2019年欧洲产品设计

奖（European Product 

Design Award 2019）”工匠

原创设计奖”后一举成名。该

奖项由来自斋浦尔附近凯克

里村的巴根德（Bhagchand）

和帕瓦蒂（Parvati）获得，

旨在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独

特设计。作为该邦传统手工

地毯编织社区的成员，两人

创作了许多鲜活靓丽的地

毯，其灵感来自于其沙漠之

家周围大自然。这对夫妇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给予绝对

的创作自由，也是第一次受

到了如此多的赞扬，这给了

他们勇气。

他们是由印度斋浦尔

地毯公司（Jaipur Rugs 

India（JRI））支持的编织社

区的成员，JRI是一个有40年

历史的品牌，是印度古老纺

织传统的代名词。

另一个致力于保持拉贾

斯坦邦丰富的艺术传统和

这些(优秀的)中心将推动
那些与纺织和手工艺品相
关的行业，并为印度的繁
荣做出贡献。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创造力是我们的灵魂，我
们的目的从来不是去创
造最大数量的地毯，而是
去创造一些无法复制的
东西。这是我的设计和创
意，而一台动力织布机永
远无法做到这一点。

巴格昌德
来自拉贾斯坦邦的地毯织工

萨万卡莱哈里亚和
它的设计师巴根德
（Bhagchand）和帕
瓦蒂（Parvati）
。该地毯在欧洲产
品设计奖上获得了
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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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实践的团体是尼拉之家

（Nila House）。”每个传统工

艺社区都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

一种自豪感和信仰，如果我们利

用这些价值观进行任何形式的

干预，他们都会更乐于接受变

化，”尼拉之家（Nila House）

工匠发展负责人朱希•潘迪

（Juhi Pandey）说。

化繁为简
如今的组织已经接受了允许工

匠自由发挥创意，其可以带来

独特的结果。以JRI的”家庭创

业”项目所做的工作为例。除了

为家庭作坊中的妇女提供高质

量的职业培训之外，该项目还会

将原材料，织布机、纱线等必要

的设备直接送到手艺人的家门

从左到右：尼拉之家中
展示的传统染色家居。
一张灵感来自于斋浦尔
市地形的地毯

相同的设计、颜色和尺寸却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因为它们都
是手工制作的。织工自己的思想和理解都被包含在了精心制作的地毯
中。这是我真心希望能够带回意大利的东西。

马泰奥·西比奇
意大利设计师



农村社区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外部世界的声音。现
在，印度的组织正在成为这一过程的推动者。

从左到右：传统手工簇绒
地毯的不同生产阶段

在艺术社区妇女的村舍
里，地毯的设计是通过
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
进行的

JRI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为拉
贾斯坦邦偏远村庄的妇女
提供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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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制成的地毯被回收并出口

到世界各地，收益则直接转给

了织工，淘汰了中间商。

尼拉之家（Nila House）采

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其中一

项职能是直接从事设计开发和

生产，为工匠们创造商机。第

二个是位于斋浦尔的尼拉之家

（Nila House）中心的展览空

间，供工匠们展示、推广、宣传

他们的作品。

下一步
改变工艺并使其在当代蓬勃

发展是很关键的一点。尼拉

之家（Nila House）的负责人

阿努拉达·辛格（Anuradha 

Singh）说：”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是将这些工艺变成当

今世界的工艺。这需要对传统

形式以及我们今天可以从中获

得的东西的耐心、理解、承诺

以及热情。”适应还包括全球

推广。

意大利著名设计师马泰奥·

西贝奇(Matteo Cibic)与JRI

合作进行了一项设计实验，根

据欧洲的设计风格创造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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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奢侈服装设计师安娜·

瓦伦丁（Anna Valentine）与拉

贾斯坦邦（Rajasthan）的纺织

工匠有着大量的合作，她也是

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者。“随着

我们对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

我们不仅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

们买的是什么，它是在哪里制

造的，还会更加注意一件纺织

品会被使用多少次。”瓦伦丁

说。她最近与尼拉之家（Nila 

一系列前卫的手工地毯。这些

名为”斋浦尔珍奇屋（Jaipur 

Wunderkammer ）”的地毯以

传统的拉贾斯坦邦风格编织

而成，描绘了该邦的建筑和传

统。“这些地毯是艺术品，我希

望看着它们、用着它们的人，能

够理解这片富饶土地的情感。

我希望人们能欣赏他们的辛勤

工作，正是这些努力才使得每

一件作品都如此完美。”

在拉贾斯坦邦，一
名工匠使用传统
手摇织布机生产

地毯。

我喜欢手工制品的不完美之美。例如，没有什么比来自印度的手工纺织面料更
贴合皮肤的了，而且这些面料的触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越来越好。

安娜·瓦伦丁
英国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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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合作推出了一个系列，

旨在展示手工编织的传统技术

和天然靛蓝染料。班福德夫人

基金会的负责人班福德夫人最

早向安娜介绍了拉贾斯坦邦的

工艺品。

逐步成型
如今，在拉贾斯坦邦的农村地

区，工匠们会鼓励他们的孩子

学习并练习这些传统的手艺。

有积极性的工匠、可持续的

生计和政府支持的创新支助

系统确保了这些手工艺的传播

和保护。公司为提高社会责任

感而采取的举措现已变得更加

多样化，它们也会关心农村经

济的建设。农村社区需要一个

能够理解外部世界的声音，而

今天的组织正在成为连接我们

国家内部和外部的过程中的促

进者。

从左至右:展出的
尼拉X 安娜·瓦

伦丁系列

棉线和设备，用
来使手工地毯上
的创意设计更加

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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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印度的组织正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
作，进行创造性的交流，这也为当地社区提供了一

个更广阔的舞台来展示他们的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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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
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她自己打破陈规信念和决心。从冒险进入一个传统上
被认为是男人的领域、把殖民遗产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到改变我们
看待印度医学教育的方式，印度女性已开始打破陈规，改变游戏规则。以下

就是五位这样的女企业家。

什拉巴斯提·马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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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代印度女性经历

了一次蜕变，试图为自己塑造

一个形象，一个被社会视为楷

模的形象。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也坚信这一理念。或

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妇女节

（2020年3月8日）将自己拥

有数百万关注者的社交媒

体账户委托给七位励志女

性管理的原因，让她们在

成为变革者的道路上激励

这个国家。这些印度女企

业家不仅打破了现有的商

业模式，而且还解决了与

我们的环境、社会和生活

方式相关的许多问题。

印度全国各地都有杰出的女性成就者。这些妇女在各个领域做了
大量工作。他们的斗争和愿望激励着数百万人。让我们继续庆祝
这些妇女的成就，并向她们学习。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妇女儿童发展和纺织工会部长斯姆里蒂·伊拉尼（Smriti Irani）与2020年妇女力量奖获得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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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纺织复古主义者的

时代，西林•曼（Shirin 

Mann）选择专注于Juttis（

一种传统的平底鞋）

。2014年5月，她创立了

NeedleDust，目的是复兴和

重新推出优质的朱蒂斯，作

为现代女性的时尚宣言。

曼没有理会反对者的声

音，也没有理会人们认为不

会有人再穿朱蒂斯的看法。

她开始寻找工匠。“制作朱

蒂斯是一门通过世代相传而

流传下来的复杂工艺。”

她不仅找到了工匠，而

且利用他们的技能，将古老

皇家图案的精妙与创新的设

计理念和刺绣图案融合在一

起。

 她为自己能够复兴一门

濒临消亡的艺术并为工匠们

提供生计而感到自豪。“我

复兴之术

来自Needledust
的最新朱蒂斯

（juttis）系列
的一些设计

印度的女企业家克服了文化障碍，重新定义了做生意的原

则，对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提升了印度的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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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曼
Needledust创始人

成就: 复兴了一门濒临消亡的传统工艺

从上往下顺时针方向：多种全新的、丰富多彩的设计构思被添加到了传统的朱
蒂斯当中；Needledust品牌创始人西林•曼•桑哈（Shirin Mann Sangha）；色
彩缤纷的附加元素为传统的朱蒂斯增添了一种新的当代风格。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格言，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低估了她们
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认识推动我们努力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女性。

苏杰生博士
外交部长

们给工匠们带来信心的方式是

给他们提供工作保障。所以我

们为朱蒂斯制作者和他们的家

人提供住房，并资助他们的孩

子接受教育。我一直觉得，像

这样美丽的工艺品应该让工匠

们感到自豪，我相信我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



 |  53  | 印度视角 |  52  | 

成功

上图:（左至右）提奥布
罗马（Theobroma）的经
典橙汁蛋糕和美味的巧克
力松露球

下图：提奥布罗马的创始
人基亚纳兹（Kianaz）
（左）和提娜·梅斯曼
（Tina Messman）姐妹

这个带着梅斯曼家族几代人的

祝福，于2004年10月在孟买

库索堡（Cursow Baug）创办

的、只有四张桌子的小店，如

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法式蛋

糕店之一。但是，提奥布罗玛

（Theobroma）法式蛋糕店的

代言人基亚纳兹·梅斯曼·

哈昌德雷（Kainaz Messman 

Harchandrai）却谦卑地拒绝

接受所有的荣誉。她说：“这

要归功于我的父母，是他们开

创了这个品牌，并将其发展成

今天的样子。我只是把这个想

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烘培在这个家庭中很流

行。基亚纳兹的母亲经营着一

家小型家庭蛋糕坊，烘焙蛋糕

和布朗尼或制作甜点。当哈昌

德雷从一次伤病中恢复时，她

第一次提出了开设专卖店的想

法。她补充道：“我们开始讨

泛印度的成功故事

基亚纳兹·梅斯
曼·哈昌德雷
提奥布罗玛蛋糕坊
创始人

成就: 把一个小型
的家庭式企业变成印
度最著名的糕点品
牌之一

论全职创业的想法。我们同意

提供我们喜欢的食物，但很快

就没再想别的了。”

如今，提奥布罗玛在全国

拥有多家分店。但是，只有直

面挑战才能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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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印度女性——有意
识、有学识、有能力，
无论是在国防部队担任
要职，还是为国家的GDP
做出贡献，都成功地重
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和
责任。

迪克莎·阿加瓦尔（Deeksha 

Agarwal）在印度旅游业中开辟出

一片天地所需的一切就是穆苏里

的一座名为云端（Cloud End）

的19世纪殖民时期的平房，以及

她对梦想的信念。当她第一次看

到它时，它还是个破旧不堪的小

屋，但是，阿加瓦尔将平房改造

成了云端森林度假村，使其成为

该地区最受欢迎的精品住宿之

一。度假村周围环绕着2000英亩

的橡树林和德奥达森林，是近40

种植物和103种动物的家园。

酒店位置偏远，导致维护困

难，但阿加瓦尔通过收集雨水解

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而太阳能

电池板则解决了能源问题。当地

的牧羊人社区在冬季的几个月里

为森林提供天然的修剪和施肥，

她还努力修建了一条机动车道，

使人们能够繁荣发展。

落叶归根

迪克沙·阿加瓦尔
云端森林度假村经理

成就: 单枪匹马修
复了一座文物建筑，
并保护了周围的自然

环境

云端森林度假村，位
于穆苏里的橡树林中

迪克沙（Deeksha）和迪维沙·哈加尔
（Divisha Agarwal）姐妹，云终端度

假村的运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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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做或所用的一

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数

字化的影响或推动。受此

启发，在美国和欧洲工作

过的医疗顾问萨维塔·库坦

（Savitha Kuttan）于2016

年建立了Omnicuris，一个

为满足印度医疗行业需求而

开发的独一无二的继续医学

教育平台（CME）。

Omnicuris公司试图通过

向医疗从业者提供免费的视

频内容来促进印度医疗保健

行业的发展。为了实施这一

计划，该平台与8个邦政府

和35个知名医疗协会和机构

建立了合作关系。“我注意

到了印度在医疗保健方面的

差距，我们的医生经常没有

时间或资源参加医学会议和

研讨会。这个平台可以让来

自全国各地的医学专家和专

家建立一个知识库，实现知

识的统一。”她补充道。

直面挑战

萨维莎·库坦
Omnicuris创始人

成就: 创建了一个
用数字方式帮助医
生提高他们的知识
水平的应用程序

印度是女性飞行员比例最高的国家，现在也是女性能够

在军队中担任最高职务的国家。这个国家正朝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

Omnicuris的联合创始人萨维塔•库坦(Savitha Kuttan)和普里扬克•贾恩(Priyank J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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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一份咨询工作中，

克里沙·沙阿（Khrisha 

Shah）发现自己在某种

程度上缺乏有用的专业人

脉，也没有办法建立这种关

系。她向她的哥哥，戴斯科

（Dysco）的联合创始人米沙

尔解释了社交网络中的这个

巨大的缺口。两人立即投入

精力创建了一个社交网络，

在这里，人们、品牌和企业

可以相互发现、工作和协

作。

“第一个挑战是找到合适的

人，他们必须理解我们不是

试图建立一个工作门户网

站，而是一个综合平台，以

满足人们寻求和提供工作的

所有需求。渐渐地，我们能

够规划、设计和创建一个社

区。”

时势所需

赫里沙·沙阿
戴斯科首席执行官兼联合

创始人

成就: 打造了一个具有包
容性专业网络平台

戴斯科让其成员得以展示他

们的工作，决定他们是否想

要被雇用或作为自由职业者

工作。利用线下咨询会议来

克服工作中的挑战，并参加

精心策划的活动。“印度准

备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网络

进行彻底改革。我们需要更

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招聘方

式；更高的透明度，更具协

作性的管理风格和扩大职业

范围。社交不再局限于仅是

穿西装和发放名片。”沙阿

总结道。

从左起顺时针方向：在Y3K：星球失物招领活
动中的音乐表演，由戴斯科（Dysco）于2020
年2月组织；戴斯科公司一次社交活动中的
小组讨论；戴斯科联合创始人克里沙·沙阿
（Khrisha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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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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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车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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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
里，骑自行车
穿越印度变得
相当普遍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各个细节中，蕴
藏着它真正生机勃勃的色彩。皮亚·巴哈杜尔（Piya Bahadur）描绘了她
从一个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到一个冒险的开拓者的旅程，以及骑摩托车如何

成为深入探索任何国家和您自己的最佳方式



我们正在开发印度的东北部，将其作为通往东南亚的门户。印度-缅甸-泰国高速公路，
即三边高速公路，是一项旨在实现印度”向东行动”的倡议，可以确保地面交通的无缝
连接。随着这条公路的建成，贸易、旅游业将会繁荣发展，传统也将得到加强。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  57  | 印度视角 |  56  | 

出游旅行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决定都

是基于一种我们认为我们将

会从这个世界得到的广义提

升。我们很少记得考虑我们

自己的意识和我们的决定对

它的影响。在我独自游历了

亚洲一些风景最美的地方之

后，我开始明白，我对自己

的满足感会让我对自己的决

定感觉更好，反过来，也会

让我自己感觉更好。

因此，当有机会成为从

海德拉巴到越南往返双程的

四人女子摩托车探险队的一

员时，这听起来几乎是白日

做梦。在机场降落，然后在

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我们的邻

国，这无疑很有趣，但是骑

车穿过城市和农村听起来更

具挑战性。骑着400毫升的摩

托车在公路上飞驰，穿越6

个国家，在新铺设的印缅泰

作者（最右）和她的
车友贾伊·巴拉拉蒂
（Jai Bharathi）
、希尔帕·巴拉克
里希南（Shilpa 
Balakrishnan）和
阿斯德·尚提（ASD 
Shanthi）（左）在
抵达越南首都河内的
印度大使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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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

Kanpur Patna

Myanmar
(Naypitaw)

Cambodia
Phnom	Penh

Thailand
mae	Sot

Moreh-Tamu

Laos
Luang	Prabang

Nagpur

Vietnam
ho	Chi	minh	Cit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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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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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s journey from 
Hyderabad in India to 

Vietnam via Myanmar, 
Thailand, Laos and Cambodia  

Hyderabad

三边路线:  
莫雷（印度）  塔木语（缅甸）  卡莱姆约	  奈皮托  仰光（缅甸）	
	梅索（泰国）（约1360公里）

全长1360公里的印度-缅甸-泰国（IMT）三边公路是印度、缅甸和泰国共同发起的一项倡
议。它从曼尼普尔邦的莫雷（Moreh）穿过缅甸，到达泰国的梅索（Mae Sot）。它也是该
地区最具挑战性的公路旅行之一。一条完整的线路，沿着IMT高速公路，经过老挝和柬埔
寨，一直延伸到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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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公路上行驶约17000公

里，这似乎将是一次会让我

终生难忘的冒险。

第一步
在那之前，我只允许自己在

开阔的公路上骑几天车。多

年的母亲、雇员和妻子的身

份压抑了我敢于冒险的灵

魂。

我的顾虑和隐忍一直萦绕

心头，直到我的大女儿阿迪

蒂（Aditi）意外地问我为

什么不收拾行李。当她俏皮

地对我摇着眉头时，她的目

光似乎在说：“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我知道，就在

那一刻，我的第一步将是最

艰难的，它必须是一个质的

飞跃。

几个星期后，我又回想起

了女儿那句话的全部含义，

当时我们已经骑了很久，一

天晚上，我们在缅甸西部阿

拉干山脉(Arakan range)

一片原始、黑暗的森林里的

一棵树下停了下来。如果

是在家里，这个时间我通

骑行穿过印度各
地茂盛的森林

时，此类情景比
比皆是。

在东南亚，我不禁被我们祖先的勇敢所折服，
想起了这些勇敢的冒险家们引以为傲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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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之旅
通常，最艰难的旅程也是最值得的——
就像这个穿越喜马拉雅山地区，进入喜
马拉雅山的心脏地带的旅程，让人忍不
住肾上腺素飙升。这条路线需要穿过至
少5个不同的山谷，其中某些地区甚至
是属于印度最难骑的路段，因此不适合
胆小的人。7月至10月是尝试这次骑行

的最佳时间。

东北地区的乐趣
如果您仔细安排好了这趟旅行，您几乎
可以游览这个地区所有的美景。从阿萨
姆邦（Assam）的森林平原到梅加拉亚
邦（Meghalaya）的根桥，最后是阿鲁
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的高
山通道，这趟旅行能给您提供您所想要
的一切。旅行最好安排在7月至10月。

迷人的塔尔
如果要探索拉贾斯坦邦（Rajasthan）这片
壮丽的土地，没有什么比骑着摩托车在公
路上驰骋更好的方式了。如果您无法骑车
穿越这个邦，您一定会错过拉贾斯坦邦迷
人质朴的乡村魅力。由于夏季酷热，这次
旅行最好安排在冬季的几个月，也就是十

一月至次年二月。

南部的孤独
从班加罗尔（Bengaluru）到米苏鲁
（Mysuru）的旅程是印度南部最受欢迎
的周末旅行之一，也可以延伸到奥提
（Ooty）和柯达卡纳（Kodaikanal）区
域。这次旅行将带您穿过古朴的村庄，这
些村庄是印度南部乡村的精华所在。

在印度的公路上
全国最好的公路旅行

路线：希姆拉-斯皮蒂-马纳利-
列城-斯利那加（约1522公里）

Srinagar

Shimla

路线：切拉朋吉-古瓦哈蒂-特兹
普尔-达旺（约660公里）

路线：班加罗尔-米苏鲁-奥提-
科达伊卡纳尔（约518公里）

路线：斋浦尔-比卡内尔-焦德布
尔-斋萨尔梅尔（约870公里）

Jaisalmer

Jaipur

Place nameTawang

Cherapunji

Bengaluru

Kodaik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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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已经把晚饭准备好，放在了

桌子上。但是，在这里，在这

个美丽的国家，我想起了我决

定成为探险队一员的那一天。

当我决定不再受任何东西的限

制——无论是社会规范、想象

中的义务和责任、年龄和健康

的障碍，考试时间的环境，或

者，还是最隐晦的是，对显得

自私的恐惧。

旅程开始了
我们的旅程本身就是一种体

验——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不用

担心我的目的地，我尽可能地

沉浸于每一公里，并为我总共

要走的将近17000公里而感到

兴奋。

当我们距离我们旅程的起

点海得拉巴（Hyderabad）大

约2800公里，距离印度边境的

来自印度的更多内容

喜马拉雅之旅
• 不断变化的风景——从苍翠

繁茂的昌巴（Chamba）和金
瑙尔（Kinnaur）山谷，您
可以前往斯皮提（Spiti）
、拉瓦尔（Lahual）寒冷刺
骨的沙漠，然后到达列城
（Leh）。

• 达卡（Dhankar）、塔博（
斯皮提）（Tabo (Spiti),
）、斯皮图克（Spituk）
和桑卡尔（列城）（Sankar 
(Leh)）的佛教寺院

• 像平谷（Pin Valley）和海
明斯（Hemis）这样的高海
拔国家公园

东北地区的乐趣 
• 从通向达旺（Tawang）

的陡峭山路，再到切拉朋
吉（Cherapunji）周围光
滑、平坦的道路，这趟旅
行适合所有的骑行者。

• 必须要看的是一些森
林最茂密的保护区，
比如切尔拉潘吉-马
辛兰（Cherrapunji-
Mawsynram）森林保护区

这群人在进入缅甸之前，在印缅边境与缅甸官员会面

该卡敦拉山口通在
拉达克是世界上最
高的可行驶汽车的
道路的一部分，一
个标志性的点上在
该地区的客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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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皮娅·巴哈杜尔（Piya Bahadur）和她的
女儿阿迪蒂（Aditi）。作为穿越东南亚之旅的
一部分，巴哈杜尔已成为一位更加自信、理解和
强大的母亲

下图：缅甸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上的
独木舟。这是作者在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

小哨所莫雷（Moreh ）—进入

缅甸的门户——大约300公里

时，我们听到了尖叫声。“印

多（Indoh）！印度！”一群

男孩和女孩向我们挥手欢呼，

我们也挥手回应。从那以后，

当我们进入缅甸、老挝、柬埔

寨和越南时，我们多次听到这

句话。欢呼总是伴随着一个微

笑，一个竖起的大拇指，并指

着我们的夹克上别着的三色国

旗徽章。

当我们跨越伊洛瓦底江和湄

公河时，我们看到了我们共同

遗产的确凿痕迹。我们在越南

深处的占婆（Champa）王朝的

美山圣地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蒲甘（Bagan）的古代佛

教遗址看到了它。在远离家乡

的东南亚中心的古老印度教寺

庙里，我不禁被我们祖先的勇

亮点

南部的孤独
• 沿着蜿蜒的道路，在奥蒂

（Ooty）郁郁葱葱的绿色景观
和泰米尔纳德邦的科达伊卡纳
尔（Kodaikanal）瀑布之间穿
梭，这个南部之旅是周末度假
的完美选择。 

• 奥蒂是西部高茨山的一个旅游
胜地

• 迈索尔宫殿和圣菲洛梅娜教堂
等历史悠久的古迹

迷⼈的塔尔
•	 拉贾斯坦邦的美⻝是全国最著名

的美	之⼀。⼀定要尝尝看！

•	 在贾萨尔默的沙漠狩猎之旅，
你可以	在星空下和塔尔沙漠
的巨⼤沙丘中露	营。

•	 斋浦尔、⽐卡内尔、焦特布尔
和斋萨	默及其周围的众多堡
垒和宫殿



 |  63  | 印度视角 |  62  | 

出游旅行

右图：拉贾斯坦邦
（Rajasthan）的当地
人穿着鲜艳的衣服，戴
着头巾，非常友好，经
常和摩托车手一起短途

骑行。

下图：泰米尔纳
德邦科达卡纳尔

（Kodaikanal）茂密的
绿色森林是印度最美丽
的公路旅行路线之一

敢所折服，并再次被提醒，

我们确实是一群勇敢的冒险

家的后代。

更美好的明天
在一家越南报纸刊登了一篇

关于我们旅程的文章后，当

地的一个自行车俱乐部在郊

外迎接了我们，并护送我们

进入胡志明市——我们一点

也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但这

种同志之情是显而易见的。

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自信，像

朋友一样在熟悉却又陌生的

土地上驰骋。

听到和读到有关旨在弥合

差距和缩短不同人民和传统

之间距离的多边倡议总是很

好的。但是，当我在这些道

路上行驶时，我的眼睛扫视

着前方的地平线，车轮下湿

漉漉的路面，我意识到，正

是在这样的旅程中，我们与

大自然为伍，结识新朋友，

交流故事，才能让不同文化

汇聚在一起，充满了相互理

解和同情，并共创更美好的

明天。

皮亚·巴哈杜尔（Piya Bahadur）是
《湄公河之路》（Road to Mekong）
的作者，这本书基于她从海得拉巴
（Hyderabad）出发，穿越印度东海岸和

东北部，途经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摩托
车之旅，以及她从一个受自身约束的职业母亲变成了一
个自信的旅行者心路历程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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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速记

野性
的呼
唤

印度有大约400种哺
乳动物、1250种鸟
类、460种爬行动
物、240种两栖动
物和2550种鱼类。
本期，我们将为您
带来全国范围内一
些鲜为人知的保护
区，这些保护区不
仅以其保护的野生
动物而闻名，更是
以其所包含的多种
多样的生态系统而

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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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独角犀
牛、豹子、候鸟和
大象之旅

如何到达：最近的
机场是萨洛尼机
场，距离索尼特布
尔区的特兹布尔10
公里（距离公园32
公里），距离古瓦
哈蒂约140公里。

奥朗国家公园，阿萨
姆邦

奥朗（拉吉夫·甘地）国家公园

（ONP）位于阿萨姆邦乌达尔古里

区的布尔哈马普特拉河北岸。这个

国家公园建于1999年，常被称为”

小卡兹兰加”（MiniKaziranga），

因为这里生活着大量印度独角大

犀牛，并以此为家。 

公园占地78.8平方公里，以其迷人

的自然风光和众多的候鸟吸引着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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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米斯国家公园，
查谟和克什米尔
海米斯国家公园成立于1981年，

经过1988年和1990年的两次扩

建，总面积近4400平方公里，是南

亚最大的国家公园。该公园位于

约克郡和拉达克的中央直辖区，

拥有近200只雪豹。

公园还居住着1600名当地人，以

及一座拥有400年历史的赫米斯

修道院。

推荐理由：雪豹、亚洲野山羊和大藏绵羊。
海米斯特斯克节

如何到达：最简单的方式是乘飞机，因为列
城机场距离公园只有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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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拥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魅力物种，是世界上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凯布尔拉姆乔国家公
园，曼尼普尔邦

曼尼普尔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群，是

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必去之地。它也

是世界上唯一的水上国家公园的所

在地。KLNP位于标志性的洛克塔克

湖上，由大量漂浮的土壤组成，其

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美丽而独特的野

生动物。

该国家公园是稀有濒危物种曼尼普

尔褐角鹿的家园，这种鹿通常被成

为桑盖，即曼尼普尔邦的舞鹿。

推荐理由：漂浮在水上、被
称为“佛姆蒂斯”的草地，
桑盖鹿和洛克塔克湖

如何到达：KLNP距离该邦首
府英帕尔5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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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瓦伊豹类保护区，拉
贾斯坦邦
坐落在乌代布尔和焦特布尔的热门旅游

景点之间的是不太出名的贾瓦伊大坝，靠

近贝拉村和贾瓦伊或贝拉豹类保护区。由

于干旱的环境，附近坐落的大型水库和

充满洞穴的地形，该地区一直是标志性的

穴居豹的家园。

据信，每次来这里发现豹子的几率高达

90% !

推荐理由：穴居豹和拉贾斯坦邦乡
村生活体验。

如何到达：贾瓦伊大坝距离焦特布
尔机场（148公里）仅两个多小
时，距离乌代布尔机场（170公
里）仅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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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凯奥拉德奥国家
公园，拉贾斯坦邦
加纳凯奥拉德奥国家公园原名巴拉

特普尔鸟类保护区，位于该邦东部外

围的巴拉特普尔区。该公园成立于

1982年，并由于保护区保护的370种

鸟类和动物，于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该公园最初于19世纪50年代作为王公

贵族的飞禽保护区而建立，现在则是

稀有的西伯利亚鹤的繁殖地。

推荐理由：在公园
周围徒步、骑自行
车或乘坐人力车观
赏稀有鸟类和野外
旅行

如何到达：最近的
机场是阿格拉机场
（56公里）。公园
距离斋浦尔（182
公里）只有3个小
时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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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国家公园，喜
马偕尔邦
平谷国家公园是喜马偕尔邦山区

唯一的高海拔冷沙漠国家公园，

位于拉胡尔和斯必提的斯必提

亚区。园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

代，目前核心区总面积675平方公

里，缓冲区总面积1150公里。

该公园的总部设在附近的卡扎

村，夏天时，在17个被称为”道格

哈里斯（dogharies）”（夏季定

居点）的村庄里居住着多达1600

人。

推荐理由：昆格里修道
院、夏令营、雪豹和喜
马拉雅野山羊。

如何到达：夏季可通过
昆祖姆山口(Kunzum 
Pass)经由马那利
(Manali)公路到达，冬季
可通过西姆拉(Shimla)公
路经由雷孔佩奥(Reckong 
Peo)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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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曼群岛以其水晶般清澈的海水、深海珊瑚和千变万化
的海洋生物而闻名。在安达曼群岛周围，你可以领略到世

界级的潜水体验。

圣雄甘地海洋国家公园，安达曼和尼
科巴群岛
圣雄甘地国家海洋公园（MGMNP）是该国为数不多的海洋保护

保护区之一，成立于1983年，旨在保护珊瑚礁、红树林和植被

覆盖的岛屿等珍稀生态系统。该保护区面积为281.5平方公

里，位于旺多尔(Wandor)附近的领海上，距离布莱尔港(Port 

Blair)以西29公里。

推荐理由：稀有海洋
生态系统、浮潜和划
船

如何到达：从安达曼
和尼科巴群岛的首府
布莱尔港可通过公路
到达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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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谷国家公园，喀
拉拉邦
作为喀拉拉邦仅存的雨林之一，寂

静谷国家公园于1985年正式落成。

寂静谷国家公园的森林拥有世界上

最原始、最独特、最高产的生态系

统之一。

该地区也是濒危的狮尾猕猴的家

园，狮尾猕猴也是该公园的旗舰物

种。

推荐理由：绿色旅
游、狮尾猕猴和近164
种蝴蝶。

如何到达：公园可从
高知（5小时，200公
里）或泰米尔纳德邦
的哥印拜陀（2小
时，65公里）通过公
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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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多巴和安德里老
虎保护区，马哈拉
施特拉邦
塔多巴国家公园和安德里野生

动物保护区共同构成了塔多巴安

德里老虎保护区（TATR），其面

积为625.40平方公里。TATR于

1995年正式合并，因当地的塔鲁

神和流经保护区的安德里河而

得名，是众多老虎的栖息地，也

是主要的旅游景点。

推荐理由：塔特是印
度的50个老虎保护区
之一，以及公园内的
懒熊和生态友好型住
宿。

如何到达：保护区距
离纳格布尔（145公
里）公路仅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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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作为印度文学中最广
为人知的名字之一，马哈
斯韦塔·德维（Mahasweta 
Devi）不仅生动地描写出了
该国部落社区的生活和斗

争，而且还积极地为他们的
福利而斗争，乔杜里说

部落的
勇士

马哈斯维塔·德维
是部落权利的捍卫
者，也是一位卓有
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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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Joota（鞋）是

Japani（日本人）、Patloon（裤

子）是Englishtani（英国人）

、Topi（帽子）是Roosi（俄罗斯

人）的时代。但Dil（心）永远是

Hindustani（印度人）。我的

祖国——骄傲、美丽、炎热、潮

湿、寒冷——是闪耀的印度。我

的祖国。”2006年法兰克福书展

上，印度文学偶像马哈斯韦塔·

德维（Mahasweta Devi）发表

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歌词取

自流行的印地语歌曲“我的鞋

子是日本的（Mera joota hai 

Japani）”，让在场的观众热泪

盈眶。

穿着不起眼的棉质纱丽服，

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花白

的黛维是印度文学中不可忽视

的人物和力量，特别是她的母

语孟加拉语文学中。她对人民生

活的敏锐观察和生动描述，尤

其是对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印

度土著部落社区的生活，令人惊

叹。1926年1月14日出生于达卡（

现在的孟加拉国），德维是权利

和事业的捍卫者，也是这些部落

社区的代言人。让她的作品与读

者产生共鸣（至今仍然如此）的

正是她在研究过程中与这些部

落居民相处时学习到的部落方

言的使用。

马哈斯维塔·德维，作家，小说家，前英国文学讲师，詹尼皮斯（Jnanpith）和麦格赛赛（Magsaysay）奖得
主，在她位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的住所

我认为一个有创造
力的作家应该有
社会良知。我对
社会负有责任。
这种责任感是一
种执念，我必须
对自己负责。我
无数次问自己这
个问题：我是否
完成了我应尽的
责任？

马哈斯韦塔·德维
作家与社会活动家

马哈什维塔·德维
的文章出色地展
示了写作的力量。
作为同情、平等和
正义的化身，她的
离世让我们深感悲
痛。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2016年7月28日，德维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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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令人难忘的两部孟

加拉文小说是《森林的权

利》（又称《森林的占领》

）（Aranyer Adhikar）和

《1084号的母亲》（Hajar 

Chaurasir Maa）。后者是一

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讲述了一

位悲伤的母亲发现她的儿子（

尸体编号1084））是如何以及

为什么会死在警方的太平间

里。这个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

70年代纳萨尔派起义期间的

西孟加拉邦，那场起义也影响

了印度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

部落社区。

据其自己的口述，德维对社

区的认同并不仅仅局限于她的

作品；此外，她也在积极支持

部落社区的事业。直到2016年

她90岁去世，她一直为普鲁利

亚（西本加尔）的人民工作，

在那，里她经营着一家福利中

心。

这位作家对部落问题的关

注始于她在比哈尔邦的帕拉

毛区旅行时，对部落生活的深

刻体验。在认识到他们是如何

被剥夺了发展权益后，德维就

立志要通过文字让部落公民

获得社会正义。

右图：1997年，马哈
斯维塔·德维从纳尔
逊·曼德拉手中接过
令人觊觎的詹尼皮斯

（Jnanpith）奖

上图：2018年7月14
日，马哈斯维塔·德维
92岁诞辰之际，为纪念
她而创作的谷歌涂鸦

1956年，年仅30岁的

她写了自己的第一部

小说《詹西·拉尼(詹

西女王)》，她游历了

印度北部，聆听了几

代人流传下来的关于

女王的故事。

她的第一部短篇

小说集《春与秋》

（Ki Basante Ki 

Sarate）于1958年出

版。

德维的作品已被翻

译成若干印度地区

和其他的语言，包括

英语、意大利语和法

语等。

文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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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至右）众演员与马
哈斯维塔·德维在第五届罗
马国际电影节（2010）上。
根据这位著名作家讲述的一
位年轻部落妇女的故事改编
的电影《冈瑙尔》(Gangaur)

是唯一入围的印度影片。

上图：德维获得拉蒙·麦格
赛赛奖。该奖项被国际公认
为亚洲的诺贝尔文学奖。

她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尽管当时政治形势暗流汹涌，

但她的作品既没有说教，也没

有受到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和

文学作品的影响。她将历史、神

话和当前的政治现实交织在一

起，通过部落的叙述揭示了现

代印度的形象。

由于她在丰富印度文学方

面的杰出贡献，德维于1996年

被授予了巴拉蒂亚扬纳皮斯奖

（Bharatiya Jnanpith）。第

二年，她被授予拉蒙·麦格赛赛

（Ramon Magsaysay）奖（这个

奖项也被誉为是“亚洲诺贝尔

奖”），以表彰她通过艺术和行

动主义为部落人民争取权利而

进行的斗争。德维的作品也得

到了莲花士勋章的认可，称其

作品以部落社区为中心，是她

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记录。正

是凭借这一优点，再加上作者

敏锐而直率的观点以及近乎天

真的现实主义，她的作品直到

今天仍能吸引读者。

乔杜里先生是一名电气工程师，1988
年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讨会的
总报告员。多年来，他很善于将事物

相关联，并创作了几部人物传记。目前，他在比哈尔
邦担任某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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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文化是全世界旅行者最容易识别的特征之一。作家兼慈善家苏达·
穆蒂（Sudha Murty）与我们分享了她对这个国家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的

看法，正式这些特点使人们更容易建立跨越国界的联系。

文化艺术大使

在加拿大温哥华举⾏的“和解之路”上，国际舞者表演了班格拉(⼀种来⾃旁遮普邦的⺠间舞蹈)



 |  79  | 印度视角 |  78  | 

传统

伦敦特拉法加广
场，通勤者路过
一幅宝莱坞电影
海报的巨幅油画

对于游客来说，在到达目的

地之前调查目的地是很常见

的。这不仅能帮助旅行者更

好地计划旅行，而且还能让

旅行的体验和感悟更加身临

其境。对我来说，一个地方

的历史意义往往会引导我去

那里旅行的决定。例如，几

年前，我开始学习卡纳达

语，因为它最初是在八世

纪和九世纪说的一种

语言，这个兴趣也让

我广泛地游历了印度

南部地区。同样的，

每当我有机会出国旅

行，我都会去了解和

研究为什么这里如此

受欢迎。按照这个方法，我

成功的去了一些印度人不太

了解的地方。我所做的研

究，我所享受的互动和我设

法交换的信息，当你想到它

时，正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框架，甚至最终会使国家之

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举个例子，我最近跟随

耶稣基督的足迹去了以色

一件简单的纱丽或卡迪库尔塔服装

能让人立刻放松下来，并充分体现

出我们的谦逊和文化



 |  81  | 印度视角 |  80  | 

传统

列。我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探

索这个国家的自然美景，而

且是为了接受教育，了解基

督本人在这些地方旅行时发

生的事情。我参加了一个为

期三个月的圣经学习，这样

我至少可以了解目的地的历

史和文化。

虽然印度神话、宗教思

想和哲学在国际上引起了

共鸣，但更令我惊喜的是

是当代印度文化在世界上的

流行程度，甚至在最偏远的

地区、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如

此。欧洲的一所古典印度音

乐舞蹈学校；在纽约，健身

房里坐满了美国人，随着邦

格拉（Bhangra）的节奏锻

炼；从东京到多伦多都在练

习瑜伽；伦敦的印度餐馆和

印度电影的全球影响力！无

论我走到哪里，我的国家传

统和印度血统都是我的文化

护照！

当地人对我的印度血统

的反应只会让我成为一个更

好的人。当你看到伊朗美丽

而古老的清真寺，或者柬埔

寨印度教精美的神庙时，你

会意识到它们一点也不逊

色——事实上，它们甚至可

能比国内的还要好。但是，

超过2000名观众在伦
敦欣赏由宝莱坞巨星
沙鲁克汗主演的电影

的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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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莱坞演员萨尔曼·
汗（Salman Khan）在
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
为他的蜡像揭幕。 

宝莱坞已经从电影业的一部分发展成为了商业时

代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个启示并不会让你感到自

卑，它只是让你看到了不同

的可能性。

一件简单的纱丽或卡迪库

塔服装可以立即让你第一次

见面的人放松下来，并且可

以充分展示你的谦卑。

在这方面，宝莱坞在将

我们令人愉快的文化差异传

播到全球最遥远的角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在

穿越伊朗的旅途中，我曾向

一位店主买一些新鲜的印度

烤饼（一种像皮塔饼的又厚

又松软的大饼）。当店主把

我点的东西递给我时，他看

着我的纱丽说：阿米塔布·

巴强？”当我的回答没有表

现出他的热情时，他继续说

道：“萨尔曼·汗？沙鲁克·

汗？”。在听到著名的印地

电影演员的名字后，我意识

到他想说什么。“是的，我

和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 

我回答。他笑着说，“不要

钱”。即使我坚持，他也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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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伦敦一家印
度服装店的门面上
点缀着鲜艳的色彩
和标志性的装饰。

下图：作者苏达·
穆蒂

绝了。他用蹩脚的英语解释

道：“印度。宝莱坞。非常

好。舞蹈很棒。服装很好。

音乐很好。伊朗人喜欢！” 

我忍不住笑了。

我的旅行还把我带到了

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

当我晚上去散步时，一首熟

悉的宝莱坞歌曲的曲调吸引

了我的注意，让我忍不住

想一探究竟。没过几分钟，

我就来到了湖边的一家餐

馆——Lyabi House。”我来

自印度，这首歌来自我的国

家，”当歌手停止歌唱的那

一刻，我对他说。”印度斯

印度餐厅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且通常以印地

语电影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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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他问。我点点头。“

纳马斯特！”他笑嘻嘻地向

我打招呼，然后使劲地点了

点头，似乎是在承认我们之

间这种新建立的联系。

不过话说回来，宝莱坞可

以算是印度最受欢迎的文化

大使了。在瑞士的因特拉肯

有一尊已故印度著名电影制

作人亚什·乔普拉的雕像；

在乌里阿尔卑斯山脉的蒂

特里斯山入口，还有一张演

员沙鲁克·汗和卡约尔的海

报。这些大事记不仅仅是流

行电影的例子，而是整个文

化的受欢迎程度——印度电

影背后的理念、来自这个国

家的故事以及印度人民的日

常故事。

虽然印度文化的痕迹可

以在世界各地找到，但我相

信，每次我们出国旅行，

我们也会成为印度的大使，

传播印度的传统、哲学和灵

魂。

2015年11月5日，美
国前第一夫人米歇
尔·奥巴马在白宫
国宴厅与学生们一

起跳印度舞

 苏达·穆蒂（Sudha Murthy）
是一位印度社会工作者和畅销
书作家。这位帕德玛·斯利奖获
得者因其通过印孚瑟斯基金会

（Infosys Foundation）基金会所做的慈善工
作而闻名。她也是盖茨基金会公共卫生保健倡
议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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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莱坞一些最具标志性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上）:《曼妮卡妮卡》（2019年）、《妮尔佳》（2016年）、《玛尔达妮》（2014年）、《强盗女王》
（1994年）和《卡哈尼》（2012年）；（下）《我的面纱下的口红》（2016年）、《拉雅》（2001年）和电视剧《再来四杯！》(2019)

自从印度电影开始被大众接受以来，这些电影一直就在对女性特质和
性别角色的表现提出尖锐的批评。阿蒂·卡普尔·辛格（Aarti Kapur 
Singh）说，人们的整体看法终于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加理解也更能接

受非传统的女性角色

女人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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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反映印度农村妇女在要

求卫生清洁设施时所受待遇的电

影。另一部是关于月经周期带来

的偏见。其中一部描述了一名女

孩成为硫酸袭击受害者之后的战

斗。以及一部女主角质疑其丈夫

虐待行为的电影。这些是印度最

大的电影产业宝莱坞如何应对妇

女权利问题的几个例子。虽然其

中很多是由女性领衔主演的，但

也有一些是由男性领衔主演的。

执导过Padman这部电影的导演

巴尔基说：“宝莱坞电影中不再

像过去一样只存在两种女性角

色， 一种软弱而富有同情心，而

另一种则张扬跋扈，四处挥舞着

枪。”

横跨小众和主流电影领域的

演员莎巴娜·阿兹米（Shabana 

Azmi）看到了以前和现在对妇女

印度电影迎合大众，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这一点也反映在了我们的电影当中

宝莱坞女演员迪皮卡·
帕度柯妮（Deepika 
Padukone）在《查
巴克（Chapaak）》
（2020）中饰演被酸液
袭击的幸存者马尔蒂
（Ma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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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表现方式方面的明显

不同。她说：“在此之前，人

们迎合的是普遍存在的感性

需求，因此，妇女被塑造成了

宽容的妻子、牺牲的母亲、善

解人意的姐妹等传统刻板印

象。我很自豪能出演电影阿尔

思（ARTH），在这部电影中，人

们探索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复

杂性。但总的来说，这样的机

会少之又少。即便如此，其带

来的变革也不容忽视。”

日新月异
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印度

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妇

女及其问题的描绘也是如此。

印度电影迎合了大众和社会对

女性生活和挑战的不同看法，

电影也反映了同样的观点。如

今，观众们不仅会在影院里一

边看电影一边吃着爆米花和

可乐，而且还对这些电影进行

激烈的讨论。

如今，印度电影中的女性角

下图（从左至右）:英
国演员休·格兰特和印
度女演员苏普里亚·

帕塔克在《孟加拉夜》
（1988年）的拍摄现

场；像印度合伙人这样
的电影把为农村妇女提
供廉价卫生巾这样的
重要问题推到了风口

浪尖。

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一直统治着印度电影，直
到最近才发生了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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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人面临的挑战将是如
何塑造具有个人身份的女性角
色，在保持文化价值的同时避
免倒退的做法。电影制作人的
决定可以塑造他/她想要描绘
的社会的看法。

迪皮卡·帕杜科内
演员

电影需要对它们所定位的女性
角色的背景做出反应。女性角
色需要有能力和手段来瓦解现
有的权力结构。

坎加纳·拉瑙特
演员

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不需要在
历史中寻找这些个性强大的
角色。我想看到他们和我在一
起，在我面前!

桑贾伊·利拉·班萨利
电影制作人

色已经在几个方面发生了转变。女

权主义似乎动员了媒体关注女性的

斗争，并对媒体进行审核。自过去几

年以来，印度商业电影中女性的角

色发生了变化，许多卖座电影中都

有女性担任重要角色。但重要的问

题是这些角色意味着什么。

保持真实。

演员维迪亚·巴兰（Vidya Balan）

曾出演过几部以女性为中心的电

影，她说：“早些时候，印度电影让

女性服从于传统价值观，以及控

制传统价值观的男性形象。这一点

宝莱坞正在制作的新类型电影正在
创造一种不受限制的女性身份，这

几乎成为了一种势头

（左-右）演员拉西卡·杜加尔（Rasika Dugal）、纳瓦祖丁·西迪基（Nawazuddin 
Siddiqui）和导演南迪塔·达斯（Nandita Das）在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上展示她的电影
《曼托》（Manto）（根据作家萨阿达特·哈桑·曼托的生活和时代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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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s with women-centric storylines 
that were a success on the celluloid   

Ishqiya (2010)		
A story of how a smart woman 
manipulates two thugs

The Dirty Picture (2011)	
A biographical drama inspired by the 
life of Silk Smitha

Kahaani	(2012)	
The story of a pregnant woman, in 
search for her missing husband

Queen	(2014)	
The journey of an Indian girl who 
rediscovers herself travelling solo

Dum Laga Ke Haisha	(2015)	
The love story of a school dropout and 
an educated but overweight girl

Parched	(2016)	
A tale of four women from Gujarat and 
their struggles with individual demons. 

Succeeding 
unconventionally

左图：电影《杜哈里·苏鲁（Tumhari Sulu）》（2017年）剧照，维迪亚·巴兰饰演一
位充满爱心的家庭主妇。; 右图：坎加娜·拉诺特（Kangana Ranaut）的电影《女王》
（2013）是根据一位独立印度女性的旅行故事改编的。

说，“在印度这样一个每个

周四或周五都能决定电影命

运的国家，我们不可能一概

而论地说，宝莱坞对女性的

刻画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作为导演，坚强的女性角色

吸引了我。她们对聚光灯的

渴求让我无法抗拒。于是就

有了《帕德玛瓦特》这样的

电影和马斯塔尼这样的角

色。”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

到了一些女性角色在几部电

影中崭露头角——《女王》

在影片的人物刻画上很明

显——各种女性原型——都

是二维的，并未有血有肉有内

涵。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

性是真实的——来自我们内

心。这些坚强的女性都在以

自己的方式生活。”

宝莱坞塑造的坚强女性

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女性类

型——她们不像早期电影

中描绘的那样是干枯乏味

的。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电

影制作人桑杰·莉拉·班萨利

（Sanjay Leela Bhans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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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莎巴娜·阿
兹米（Shabana Azmi）
，一位以重新定义传统
电影而闻名的女演员；
女演员塔布（Tabu），
她在职业生涯中一直扮
演面临困境的非传统角
色；宝莱坞女演员在各
种类型的电影中都扮演
过神秘的、勇敢的、以
女性为中心的角色。

、《肮脏的画面》、《卡哈尼》、

《图姆哈里苏鲁》等等。巴兰

说：“事实上，这种现在已经

变得非常明显的变化是逐渐

发生的。”

未来的前景
但是，凡事总有改进的余地。

演员坎加娜·拉诺（Kangana 

Ranaut）表示，”印度大众电

影喜欢将商业风险降到最低。

而采用公式化的角色是最好

的方法。这些套路或“比喻”

包括家庭剧、歌舞、爱情故

事、大团圆结局和具有传奇色

彩的情节剧等等。在平衡我们

电影中对女性问题和女性的

错误表述方面，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可喜可贺的是，观众越来

越能接受非传统的故事情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真正接受

性别平等，印度影也在向前发

展——开创先例，提供灵感，

成为有影响力的榜样，与观众

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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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B  | 印度视角 |  90  | 

尾页

可持续的雕塑
历史上充满了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创造的精美的雕像，但您听过完
全用回收材料建造的雕塑花园吗？查德(Nek Chand)是一位普通
的道路巡查员，他在业余时间萌生了这个想法。昌迪加尔的岩石
花园现在有数千座雕塑、一个露天展览厅、高贵的剧院和一个微
型迷宫，所有这些都是由电线、碎玻璃和陶瓷等等废弃的材料制
成的。整个公园是按照一个充满舞者、音乐家、战士甚至宇航员

的假想王国来设计的!

虽然已是95岁高龄，但这并没有阻止米
佐拉姆邦的皮恩格利亚尼（Pi 
Nghakliani）将她每月的养老金捐给该
邦的首席部长救济基金，以支持对抗新
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但她并没有止步于
此。这位慷慨的灵魂还在家里缝制面罩，
分发给她所在地区的护士和医生。

坚韧而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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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玛里（Maari）在寂静谷国家公园内；丁贝什瓦尔·达斯（Dimbeshwar Das）在卡
齐兰加国家公园巡逻

大自然的勇士
来自喀拉拉邦的48岁环保人士玛里（Maari）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寂
静谷的守护者”。在帕拉卡德(Palakkad)的寂静谷国家公园(Silent 
Valley National Park)工作的马里把保护该地区多种多样的动植物
作为他一生的使命。今年，他被授予喀拉拉邦首席部长森林奖章。

现年54岁的森林卫士丁贝斯瓦尔·达斯(Dimbeswar Das)为 了
保护阿萨姆邦卡兹兰加国家公园的犀牛，奉献了33年
的生命。他最近被苏格兰皇家银行授予地球英雄
奖。

印度最长的国家高速公路NH44现在配备了9个”
动物地下通道”，作为减轻基础设施对野生动物
影响措施的一部分。这条公路贯穿中央邦的坎
哈-彭奇（Kanha-Pench）野生动物保护区。

印度印象
通过这些有趣的事实，您会对印度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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