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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格尔节

也被称为马卡拉桑克兰蒂（Makara Sankranthi），这个节日标
志着泰国泰米尔月（Tamil month）的第一天。在这个丰收的
节日里，每家每户都会用颜色鲜艳的陶罐装盛，用当年收获的
谷物来准备庞格尔（pongal）（一种大米和牛奶制作的美食）
。在泰米尔纳德邦，庆祝活动为期四天——在第一天，各家各
户都会将房屋重新粉刷，而在第二天，他们会制作庞格尔。在
第三天（马图庞格尔），人们崇拜家畜。最后，人们会在坎纳
姆·庞加尔（第四天）与家人亲戚见面。 

地点: 泰米尔纳德邦

2021年1月14到15日

国家齐利卡节

曼加拉科迪（Mangalajodi）是亚洲最大的咸水湖，它迎来
了多达100万只近200种带翅膀的“访客”。从当地的迁徙
物种，如斑嘴鹈鹕、东方镖鲈和黑头白鹮，到长途迁徙候
鸟，如白眼潜鸭、白腰杓鹬、亚洲长嘴半蹼鹬和近危物种
黄嘴河燕鸥——这个湖成为了鸟类学家、自然学家和摄影
师的好去处。 

地点: 齐利卡， 奥迪萨邦

骆驼节

作为在比卡内（Bikaner）举办的最热闹的活动之
一，这个节日准备了一系令人兴奋的活动，如骑骆
驼、文化和民俗表演、漫步遗产景点和烟花表演。
游客还可以欣赏到骆驼舞、骆驼装饰、拔河和村民
摔跤等一系列活动，甚至还有为外国人举办的系头
巾比赛。不要忘了在第一天去参观从历史悠久的朱
纳加尔堡（Junagarh Fort）开始，并在卡尔尼·
辛格博士体育场（Dr Karni Singh Stadium）结束
的仪式游行。

地点: 比卡内，拉贾斯坦邦

2021年1月8到10日

2021年1月9到10日

The great egret is 
one of the several 

avian species spotted 
in Mangalajodi

印度各地即将
举行的活动

盛事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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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浦尔文学节

斋浦尔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是印度文学日历里最大、最受
期待的一次活动。它将学者、知识分子、
艺术家、畅销书作家和演讲者聚集一堂。
这个节日的特色是引人入胜的讨论会、音
乐活动、作家见面会和书摊等。今年的著
名演讲者包括作家和政治家沙希·塔鲁尔
（Shashi Tharoor）、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卡洛·罗维利（Carlo Rovelli）和印度外
交官纳夫泰伊·萨尔纳（Navtej Sarna）
。今年，该活动预计将会以虚拟形式举
行。请浏览jaipurliteraturefestival.
org关注最新动态。

卡拉戈达艺术节

这个被称为印度最大的多元文化节日之一的艺术节在
孟买南部的卡拉戈达（Kala Ghoda）地区举行。从
电影放映、独舞表演、音乐演出和戏剧制作到遗产漫
步、文学活动、脱口秀、露天展览和艺术装置，这个
艺术节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并为他们提供了一
次沉浸式的印度文化遗产体验。今年，艺术节将会以
虚拟形式举行。请浏览kalaghodaassociation.com关
注最新动态。

2021年2月6到14日

2021年2月19到28日

苏拉伊昆德国际工艺品节

据说是全球最大的工艺品博览会之一，这个一
年一度的苏拉伊昆德国际工艺品节（Surajkund 
International Crafts Mela）展示了来自印度和
国外的工艺品和传统，有多达20个国家和印度各
个城邦参与。这个Mela（博览会）是一个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天才艺术家、画家、织工、雕塑家和
工匠提供的聚会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向从世界
各地聚集到此地、希望欣赏和购买到这些工艺品
的游客展示他们的作品。 

地点: 法里达巴德，哈里亚纳邦

2021年2月1到15日

A light art installation 
during at the 2017 
edition of the festival

Renowned economist and Nobel Prize winner Abhijit Banerjee was one of the speakers at JL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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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太阳能联盟的全球影响佛陀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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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庆祝第72个共和国日，新德里标志性的国王大道国旗飘扬，并开展了盛大游
行。今年的庆祝活动因一系列 “第一”而变得更加特别。从印度第一位女性战
斗机飞行员，

部署在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的部队，到壮观的阵风战斗机飞越上空，再到印
度新成立的联邦领土拉达克的画面。

在本期《印度视角》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历史关系，孟加拉
国在2021年3月26日庆祝了其第50个独立日。在2020年12月举行的一次虚拟会晤
中，印度总理纳莫迪和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纳重申，两国致力于实现更深入
接触，并通过其他途径加强边境安全，促进两国之间的多模式互联互通。今年也
是印度在1971年对巴基斯坦战争中获胜50周年，将举行为期一年的 “金色胜利 
“纪念活动。

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外交的中心舞台，国际太阳能联盟
（ISA）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该联盟被总理誉为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给世界的礼物”。ISA制定了多项条约，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有害依赖，并通过
邀请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加入

而扩展影响力。我们将深入探讨ISA日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该
组织建立了ISA CARES倡议，致力于在医疗保健领域部署太阳能。

我们还将关注，莫迪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峰会上重申
了印度对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坚定信念。莫迪总理在会议讲话中强调了改革
多边主义的必要性，以适应正在从全球疫情中恢复的世界。

我们将进一步展示政府的重点计划之一，即雄心勃勃的Jal Jeevan Mission计
划，其目标是到2024年为全印度每个农村家庭提供功能性家庭自来水连接。 最
近的另一项成就也备受关注，那就是阿塔尔隧道的竣工，其横穿喜马拉雅山，是
全球最长的高原隧道。我们分析了这一工程奇迹的战略重要性，它连接了风景如
画的马纳里镇与喜马偕尔邦边境的拉豪尔-斯皮提峡谷。

作为印度如何激励全球人民的一个鲜活事例，我们将深入了解墨西哥土著萨波特
克社区，其正在宣传圣雄甘地自由斗争的象征——印度土布。
这项墨西哥运动的发起者Mark Brown

讲述了他如何运用圣雄的自力更生哲学理念。在人物部分，
我们将向传奇演员Soumitra Chatterjee

致敬，他的突然去世在印度类型电影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空
白，尤其是在孟加拉电影和戏剧领域。

阿努拉格·斯里瓦斯塔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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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5日，印度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右）在新德里问候孟加
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

2020年12月17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举
行了虚拟峰会，纪念1971年战争的胜利日。会议期间，两位领导人重申他们

致力于追求更深入接触的愿景

皮纳克•兰詹•查克拉瓦蒂

两个友好邻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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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孟加拉国和印度庆祝12

月16日为“江志秒胜利日”，

以纪念1971年战争的结束。

这一天，巴基斯坦军队在孟

加拉向印度军队和“穆克提·

巴希尼”联合司令部投降。这

一历史性的重大投降结束了争

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最终导致

了孟加拉国的出现。孟加拉国

走向独立的坚定步伐是南亚具

有重大意义的地缘政治事件。

孟加拉国今年庆祝独立50周

年。今年也标志着印度在1971

年战胜巴基斯坦的50周年，这

场战争被庆祝为长达一年的“

斯沃尼姆·维贾伊·瓦尔什”

。印度和孟加拉国都制定了一

个精心策划的计划，通过一系

列事件和活动，共同纪念诞生

孟加拉国的里程碑式胜利。

近年来，孟加拉国和印度

双边关系的上升趋势在很大

2020年12月16日，
加尔各答威廉堡，
印度和孟加拉国军
官在纪念“江志
秒·迪博什”的
仪式上

两国总理注意到孟加拉国和印度容易发生频繁的自然灾害，
指示双方官员尽快缔结灾害管理合作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联合声明
印度-孟加拉国虚拟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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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供应加尔各
答（印度）和库尔
纳（孟加拉）的班
汉快车（Bandhan 

Express）在2017年
11月9日被莫迪总
理和孟加拉总理谢

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虚降了旗

以下：2016年3月17
日，印度官员在从

印度西里古里运往孟
加拉国帕尔巴蒂普尔
的善意铁路耙子上悬

挂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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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偶尔会在孟加拉国库什蒂亚的希莱达·库西巴里逗留

程度上归功于两国领导人

致力于追求更深入接触

的愿景和开辟新的合作前

景。2020年12月17日，

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

娜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虚拟模式下举行峰

会时，重申了这一建立牢

固睦邻关系的政策，这一

政策“基于历史、文化、

语言和其他独特的共同

纽带，这些纽带是这一伙

伴关系的特征”。他们强

调，孟加拉国和印度之间

的关系建立在兄弟关系的

基础上，反映了超越战略

伙伴关系的基于主权、平

等、信任和理解的全面伙

伴关系。”

在“邻国优先政策”

下，印度坚持不懈地寻求

与孟加拉国建立富有成效

的关系。印度和孟加拉国

的双边关系已经发展到一

个阶段，在这个阶段，

多种多样的合作领域取

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

展。2020年9月举行第六

次会议的联合协商委员会

一直在指导这一进程的实

施。

在最近的峰会期间，两

家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开

通了西孟加拉邦哈尔迪巴

Bilateral documents were 
signed by respective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summit:

Framework of 
Understanding (FOU) 
on Cooperation in 
Hydrocarbon Sector

Protocol on Trans-boundary 
Elephant Conservation

MOU regarding Indian 
Grant Assistance for 
Implementation of High 
Impa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HICDPs) through Local 
Bodies and other Public 
Sector Institutions

MOU on Supply 
of Equi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arbage 
/ Solid Waste Disposal 
Ground at Lamchori Area for 
Barishal City Corporation

Terms of Reference of India-
Bangladesh CEOs Forum

MOU between Father of 
the Nation Bangabandhu 
Sheikh Mujibur Rahman 
Memorial Museum, Dhaka, 
Bangladesh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 India

MoU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  11  | 印度视角 |  10  | 

强强联合

吉大港海港是孟加拉
国的两个主要港口之
一。今年，自1965年
以来，印度第一次派
船只从加尔各答经海

路抵达吉大港

量，商界对降低运输和旅行

成本的需求日益增加。印度

接待来自孟加拉国的外国游

客最多。因此，两国目前正

在建设其他跨境铁路供应节

点，这将缓解现有边境点的

拥堵，并在更短的时间内促

进货物和旅客的无障碍跨境

流动。

多模式互联互通是两国

的另一个优先领域。跨境运

输的河流路线定期扩大。

里和孟加拉国奇拉哈蒂之间

的第五条铁路供应。在1965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

争之后，两国之间的铁路供

应被巴基斯坦完全切断。孟

加拉国1971年独立后，部

分铁路供应得以恢复，但

这一进程只是在最近几年才

获得动力，因为两国之间的

货运和客运需求增加。随着

贸易和旅游业逐渐恢复到新

冠肺炎爆发之前的规模和数

Bangladesh is India’s largest development partner with the 
latter having committed around USD 10 billion in Lines of 

Credits and Grants to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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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Bangladesh bilateral ties have reached a stage where 
the template of multifarious sectors of cooperation has made 

impressive progress

BSF总干事拉克什·
阿斯特哈纳（中）
出席了在孟加拉国
达卡举行的第50届
BSF-BGB边境会议

有54条跨界河流，只

要可以通航，这些河流就

根据《内陆水贸易和过

境条约议定书》提供河

流供应。经由吉大港从

加尔各答向阿加塔拉转

运货物，加上Sonamura-

Daudkani

额外的河流路线，将

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恒

河的一部分（孟加拉的帕

德马）构成了两国之间的

河流边界的一部分。

这条河倾向于蜿蜒，

进入孟加拉国，然后通过

孟加拉国的拉杰沙希区重

新进入印度。这给渔民和

河上的客运带来了挑战，

因为他们必须穿越国际

边界。印度已同意考虑

孟加拉国提出的“无害

通过”建议，这将使船

只能够进入印度并重新进

入孟加拉国，同时使用

河道通道，无需经过正式

的国际过境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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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孟加拉桥的建
设正在进行中，该桥
将把特里普拉的萨布
鲁镇和孟加拉的拉姆
加相连。

BBIN（孟加拉国、不丹、

印度和尼泊尔）机动车协议

（MVA）正在等待程序的最终

确定。这将有助于两国之间的

车辆顺畅通行。另一个道路互

通项目计划经由孟加拉国在西

里（西孟加拉邦）和马亨德拉

甘（梅加拉亚邦）之间进行。

孟加拉国寻求参与印度-缅甸-

泰国三边公路，该公路将为印

度和东盟国家提供供应。

孟加拉国和印度有大约

4097公里的漫长陆地边界。

沿着边界有几个部分，在那

里河流形成国际边界。由于

三角洲地区的河流往往会改

变路线，划定固定边界的挑

战将在联合边界会议上讨论。

在2014年《陆地边界协定》

（LBA）之后，

正在跟进执行措施和绘制

沿河边界的地图。为了防止跨

Multi-modal Connectivity is another priority sector for both 
countries. Riverine routes for trans-border transportation have 

been expanded period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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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2021年1月23
日，新德里，孟加拉
国士兵在印度共和国
日游行的彩排中沿着
拉杰路径行进

下：2021年1月20
日，新德里，孟加拉
国士兵参加印度共和
日游行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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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法活动，印度在陆地边

界的某些部分竖起了围栏。

由于跨境非法活动，印度边

境安全部队（BSF）人员和沉

溺于非法越境走私的人之间

发生了冲突。围栏有助于减

少跨境非法活动，两国已同

意协助完成印度特里普拉邦

共同边界的围栏。《协调边

境管理计划》（CBMP）使双

方边防部队能够拦截和减少

人口贩运以及武器、毒品和

假币走私。我们正在简化通

过共同边界陆路口岸促进人

员合法流动的程序。

由于两国都在努力应对这

一流行病，医疗保健部门已

经上升到双边合作的优先地

位。在这一部门，有着巨大

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医学

教育、医疗设备制造和药品

方面。为孟加拉国国民来印

度就医提供便利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莫迪总理向哈西娜

总理保证，孟加拉国将是优

先接收印度生产的疫苗的国

Bangladesh and India share a long land border of around 4,097 
km. There are several sectors along the border where rivers form 

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y

孟加拉国达卡的独立
博物馆描绘了全国为
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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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一。2021年1月，印

度政府根据“国际疫苗倡

议”向孟加拉国捐赠了

200万剂印度制造的新冠

肺炎疫苗。随后，根据一

项商业采购安排，从印度

供应了第一批500万剂科

威希尔疫苗。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教育

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而丰

富的历史。在长达一年的

庆祝孟加拉国独立50周年

和被称为“国父”的班加

班杜·谢赫·穆吉布·拉

赫曼诞辰100周年之际，

两国之间的共同文化将得

到充分展示。联合庆祝活

动还包括发行纪念邮票，

分别纪念印度和孟加拉国

的班加班杜和圣雄甘地。

一个关于这两位领导人生

活的数字展览目前正在新

德里放映，随后将在世界

各地巡回展出。

孟加拉国是印度最大

的发展伙伴，印度已承诺

向孟加拉国提供约100亿

美元的信贷和赠款。孟加

Transhipment of goods from Kolkata to Agartala via Chittagong port, 
together with Sonamura-Daudkani additional riverine route will 

facilitate trade between both countries

2016年12月14日，一
个由28名印度老兵和
4名现役军官组成的
代表团在达卡进行为
期5天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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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国也是印度在南亚最大的

贸易伙伴，贸易总额约为100

亿美元。双方决心消除非关

税壁垒和其他贸易便利化障

碍。孟加拉国是印度出口的

主要食品的重要市场。另一

方面，纺织部门对孟加拉国

至关重要，因为成衣占其出

口的80%以上。两国正在制定

《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这将进一步推动双边

贸易。

能源部门也已成为双边合

作的一个关键领域。

孟加拉国的能源短缺正由

印度提供电力来解决。印度

私营公司正在建造两座发电

厂，向孟加拉国出口电力。

从印度向孟加拉国输送石油

产品和润滑剂的管道正在建

设中。考虑到朝着清洁燃料

方向发展的共同利益，两国

目前正致力于更加重视高效

和可再生能源，并与不丹和

尼泊尔在清洁能源方面开展

次区域协调与合作。

左侧：2021年1月21日，
印度制造的新冠肺炎
疫苗在孟加拉国达卡
卸货中

下：印度发放了200万
剂由印度血清研究所
（SII）生产的冠状病
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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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10万难民涌入孟加

拉国，被强行驱逐出缅甸的

若开邦，

这仍然是一个共同关切

的问题，印度对孟加拉国慷

慨收容这些难民深表感谢。

印度向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

援助。孟加拉国和印度同意

在难民的迅速遣返和安全恢

复方面进行合作。在国际层

面，两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气候变化、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保护移民权利等

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一致行

动。

孟加拉国和印度已经逐步

和谨慎地建立了一个综合合

作框架，以便在所有部门实

现更大的协同作用。对印度

来说，孟加拉国已成为其“

2019年10月4日，在
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印度-孟加拉国商业
论坛会议期间，印
度铁路和商务部长
皮尤斯·戈亚尔（
中）和孟加拉国总
理谢赫·哈西娜见
证了阿达尼港和经
济特区与孟加拉国
经济区管理局之间
的 G2B谅解备忘录

的交换

皮纳克•兰詹•查克拉瓦蒂（Pinak 
Ranjan Chakravarty）曾任印度大使
和印度政府外交部常任秘书。他目前

是新德里一家著名的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的访问学者，
同时也是一名常驻的媒体评论员。

东方行动政策”的坚定支

柱，

该政策设想加强与东盟国

家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其他国

家的联系和接触。

在后新冠肺炎爆发时代，

国际力量结盟的持续趋势，

孟加拉国和印度正在建立一

种持久的关系，这将加强南

亚的连通性和合作，以实现

该地区人民经济发展和繁荣

的更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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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SCO的表现
印度一直致力于促进上海合作组织（SCO，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成员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和区域稳定。近日，印度参加了上
海合作组织的两次重要会议。尼维迪塔·卡普尔（Nivedita Kapoor）分析了印

度参与该会议的重要性和印度的立场

2020年11月30
日，印度副总统
文凯亚·奈杜主
持上海合作组织
（SCO，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政府首脑理事
会（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第十
九届会议

2020年11月10日，由俄罗斯

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SCO）

第20次峰会（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Summit）和2020年11

月30日由印度主办的第19

届SCO第19次政府首脑会议

（SCO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都显示出了该

组织所关心的几个问题。自

2017年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

该组织以来，从SCO在巩固成

员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方

面取得的进展，到该组织在

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亚洲安

全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印度对这些领域一直保持密

切关注。

11月30日，印度副总统

文凯亚·奈杜（Venka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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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du）主持了SCO政府首脑

理事会会议（SCO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该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和促

进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经贸

合作。副总统在讲话中呼吁

改革多边主义，使所有利益

攸关方得到公平的发声机

会。这是印度成为SCO成员国

以来首次主办该会议。

2020年11月10日，印

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在俄罗斯

主办的SCO国家元首理事会峰

会（SCO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Summit）上发言，

重申了印度致力于维护和平

与安全的承诺，同时概述了

对该组织在新冠疫情后世界

中发挥的作用的看法。

SCO的重要性
随着国际秩序的重新洗牌，

亚洲成为全球体系动荡的焦

点，这使得该组织的多边背

景日益受到重视。今年，会

议不得不转向数字平台。虽

然在SCO中没有讨论双边问

题，但它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国际观众对印度的想法和

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有一个

细致入微理解。

印度的愿景
正如莫迪（Modi）总理所指

出的那样，印度遵循SCO的

为进一步深化（SCO
成员国之间）的互
联互通网络，成员
国之间应该相互尊
重彼此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我们希望
得到SCO各成员国的
支持，以推动实现
多边主义改革。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
迪（Narendra Modi）
（中）和SCO成员国领
导人在SCO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 of 
the SCO）视频会议上
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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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S Jaishankar）
（右五）在俄罗斯
莫斯科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外长理事
会（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会
议上

精神和宪章，致力于提供一

个能够惠及所有成员国的更

广泛的路线图，强调经济合

作、遏制恐怖主义并维护地

区稳定。

在扩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方面，莫迪（Modi）总理呼

吁推动“经济多边主义和国

家能力建设相结合”，以帮

助SCO成员国应对由新冠大流

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他

还承诺调动印度作为最大疫

苗生产国的资源。

关于区域安全问题，印度

始终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

非法武器走私、毒品和洗钱

活动。印度还呼吁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同时推进互联

互通理念。印度总理强调了

革新的多边主义政策，因为

印度于2021年开始担任联合

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非常任

理事国。

宣言
峰会和会议发表的宣言包括

了若干个与印度最密切相关

2020年11月30日，印度副总统文凯亚·奈杜

（Venkaiah Naidu）主持了SCO政府首脑理事

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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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莫迪（Modi）（
左）在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Tashkent）

举行的SCO峰会期
间与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握手

的社会经济合作议题。其中

最重要的是区域互联互通项

目和推广技术驱动型数码措

施，以加快SCO成员国之间的

可持续经济合作。

印度与SCO其他国家共

同努力的成果反映在了

《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之中，该

宣言决定在对所有与会者有

利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推进

该组织议程。各个成员国

呼吁建立世界多极化秩序，

并确定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

领域。其中包括了贸易、生

产、运输、能源、金融、投

资、农业、海关、电信、信

息技术、创新和其他领域，

以促进创新、绿色和可持续

发展。该宣言特别提到了SCO

经济分析中心联合会（SCO 

Consortium of Economic 

India supported 
celebration of 2021 as “SCO 
Culture Year”.  As part of 
this, India will organise 
the first SCO exhibition on 
shared Buddhist heritage 
among member-states. 
In addition, translation of 
10 Indian literary works 
into Russian and Chinese 
as well as participation of 
member states in a yoga 
programme have already 
been completed. 

尼维迪塔·卡普尔（Nivedita 
Kapoor）是观察者研究基金会战略研
究计划（Strategic Studies Program 
at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的研究员。她追踪欧亚战略事务。她最近撰写了
一篇关于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推进印度连接中亚政策潜力的论文。

Analysis Centres）的成

立。印度于2020年8月组织了

该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SCO会议是印度致力

于外交道路的又一例子，因

为在全球秩序变幻莫测的今

天，印度已稳步崛起，成为

区域和国际层面的重要参与

者。这也意味着对要采取长

期外交方针，包括与其他关

键大国保持定期联系，以促

进国家之间的利益，同时通

过和平谈判处理双边分歧，

以促进稳定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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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联盟的力量
以印度为首的国际太阳能联盟（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在促进
全球太阳能使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前印度大使阿尼尔·瓦德瓦（Anil 

Wadhwa）对该组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位妇女在拉达克（Ladakh）的贡马（Gongma）调整太阳能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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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被认为是我们这

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当国

际社会寻求采取措施紧急

抵消和扭转其已被证实的

灾难性影响时，印度率先

发挥带头作用提出国际

太阳能联盟（ISA）的倡

议，首先把目标对准位于

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

的122个国家。这些国家

拥有充足的阳光资源，非

常适合大规模生产清洁的

太阳能。其目的是为了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有害依

赖，帮助实现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7（SDG-7）。

该目标旨在“确保到2030

年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

起的、可靠的、可持续和

现代化能源”。

一个想法
这一创新想法是由印度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提

出的“阳光国家”或“

左图：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右）和法国前
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cois Hollande）在
国际太阳能联盟（ISA）临
时秘书处就职典礼上以及
ISA总部的奠基仪式上

右图：总理莫迪（Modi）
（右）和法国总统伊曼纽
尔·麦克龙（Emmanuel 
Macron）在北方邦米尔扎
普尔（Mirzapur）的太阳
能发电厂开幕式上

印度向联合国赠送了193块太阳能电池板，价

值100万美元，于2019年安装在联合国总部的

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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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右）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印度-ISA伙伴关系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会议
和博览会在新德里

苏里亚·普特拉斯（Surya 

Putras）”（太阳之子）

倡议，是作为执行《巴黎

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的一项重大

举措，由他和法国前总统弗

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于2015年11月在

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第二十一

次缔约方会议 （COP-21

，21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上共同提出的。

此后，它已发展成为了一个

以条约为基础的政府间组

织，总部设在印度古鲁格拉

姆（Gurugram），拥有87个

框架协议签署国和67个缔约

国。在ISA成功启动后，其全

球吸引力与日俱增，目前还

通过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开

放其成员资格，向普遍化方

向前进。

旅程
ISA从概念到运作的演变这

一过程之迅速是前所未有

的，这得益于对行动的迫切

需要。在有关国家广泛参与

下谈判达成的框架协议于

2016年11月在摩洛哥马拉

Guided by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f the 

ISA, the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as outlined in 

the web-site of the ISA 
are as follows:

To collectively address 
key common challenges 
to scale up solar energy  
applications in line with 

their needs

To mobilise investments 
of more than USD 1,000 

billion by 2030

To take coordinated 
action through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launched on a 

voluntary basis, aimed at 
better harmonisation and 

aggregation of demand, 
risk and resources, for 

promoting solar finance, 
solar technologies, 

innovation, R&D, capacity 
building, etc.

Reduce the cost of 
finance to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solar 
energy in member 

countries by promoting 
innovative financial 

mechanisms and 
mobilising finance from 

institutions

Scale up applications 
of solar technologies in 

member countries

Facilitate collaborative 
R&D activities in solar 

energy technologies 
among member countries

Promote a common cyber 
platform for network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ideas among 

member countries

ISA’s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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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中）欢迎澳大利亚总督彼得·科斯格
罗夫（Peter Cosgrove）（左）和他的妻子林恩·科斯格罗夫（Lynne Cosgrove）
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ISA大会。

喀什（Marrakesh）开放签

署。2018年3月，ISA成立峰

会在新德里（New Delhi）举

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麦

克龙（Emmanuel Macron）和

其他22位国家元首参加了会

议。在该会议上，总理莫迪

（ Modi）为ISA提出了10个

行动要点。2018年10月，ISA

第一届大会在新德里举行，由

总理莫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安

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进行揭幕。

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发言

中表示欢迎ISA的倡议，认为

该倡议是“当务之急”，代

表了全球能源的前景。他同时

对其立下的在2030年动员1万

亿美元和部署1000亿瓦太阳

能的宏伟目标表示赞赏。ISA

框架协议已在联合国登记成为

国际条约，该组织已与多个

多边机构签署合作宣言，其

中包括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IRENA，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

ISA 从概念到运营的演变这一过程之迅速是前所

未有的，这得益于对行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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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

在拉达克（Ladakh）
的亚拉特村（Yarat 
Village）的一处住
宅，非常依赖于太阳能

量的2.8%以上。印度电力

部（独立负责）部长、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部长

（独立负责）和技能发展

和创业部部长RK 辛格（RK 

Singh）称，“一条造价

超过50亿美元、经久耐用

的管道已被开发应用于太

阳能方面，以满足ISA成员

国迄今为止被剥夺的现代

化能源服务，如照明、灌

溉、饮用水和生产能源需

求”。

银行（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和联合国开发署

（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在

内的若干多边机构。

ISA正在积极推动和加

速对太阳能的部署和使用

的集体回应。据估计，太

阳能发电目前占全球发电

ISA正通过与各国政府和组织合作，在世界各

地创建有影响力的项目，致力于实现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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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ISA正通过与各国政府和组

织合作，在世界各地创建

有影响力的项目，致力于

实现其目标。在新冠大流

行之后，ISA成立了国际

太阳能联盟医疗组织（ISA 

CARES，International 

Solar Alliance Cares）

。这是一项致力于将太阳

能应用在医疗保健部门的

倡议。这项倡议旨在为

目标成员国每个地区的一

个初级保健中心提供太阳

能。

实际上在2020年10月14

日举行的第三届ISA大会

上，来自34个成员国的部

（从左到右）：2018
年3月11日，在新德
里举行的ISA成立
大会上的法国总统
伊曼纽尔·麦克龙

（Emmanuel Macron）
、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多哥总统福
雷·格纳辛贝（Faure 

Gnassi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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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出席了会议。印度和法

国分别再次当选为ISA主席

和联合主席，任期再延长

两年。印度将努力与 ISA 

的其他成员国合作，实现 

莫迪（Modi）总理在 2020 

年 8 月独立日讲话中重申

的愿景，即拥有“同一个

太阳、同一个世界、同一

个电网”（OSOWOG），通

过跨国电网向全球提供太

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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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中世界上最长的高海拔隧道，阿塔尔隧道（Atal Tunnel），是一
个工程奇迹，最近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揭幕。我们深入研

究了隧道的战略重要性

萨米尔·帕蒂尔

在喜马拉雅的伟大成就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在阿塔尔隧
道（Atal Tunnel）
落成日 （2020 年 
10 月 3 日）

2020年10月3日，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喜马偕尔邦的罗

唐关口（Rohtang Pass）

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隧

道——阿塔尔隧道（Atal 

Tunnel）揭幕，该隧道将提

供从马纳利（Manali）山区

小镇到拉胡尔-斯皮蒂山谷

（Lahaul-Spiti Valley）

的全天候连通。这条隧道堪

称工程奇迹，是印度在喜马

拉雅山边境基础设施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距离实现与

拉达克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y of Ladakh）首府

列城（Leh）和其他前线地区

全天候连通的目标又近了一

步，对印度的国防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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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数字
这条长9.02公里的隧道地处

喜马拉雅山东部的皮尔潘哈尔

山脉（Pir Panjal Range）

海拔3000米，位于列城-马纳

利（Leh-Manali）高速公路

上。它在风景如画的拉豪尔

（Lahaul）地区，提供连接直

到吉隆（Keylong）以北的达

尔查（Darcha）。在隧道投入

使用之前，因为罗塘关口在11

月至5月期间被积雪覆盖而被封

闭了近六个月。每年，当局都

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清除积雪，

以确定道路位置，使交通恢复

正常。通过全天候连接，隧道

还将马纳利和列城之间 472 公

里的距离缩短了 46 公里，将

穿越罗塘关口的时间从 2 个多

小时大幅缩短到 15 分钟。

该项目由国防部边境公路

组织（BRO，Border Roads 

Organisation）执行。除了 

阿塔尔隧道（Atal Tunnel）将为印度边境基础设施提供新的力量。它是世界级
边境连接的一个例子。人们一直要求改善边境的基础设施，但长期以来，这些项
目要么无法走出规划阶段，要么中途搁浅。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上图：施工队成员在
阿塔尔隧道（Atal 
Tunnel） 内工作。这
张照片拍摄于2020年
9月1日

左图：拍摄于2020 年 
9 月 1 日的阿塔尔隧
道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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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 人员外，阿塔尔隧道项目

团队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专

家，包括奥地利、克罗地亚、

土耳其、匈牙利和菲律宾。

挑战
该隧道是以印度前总理阿塔

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的名字命

名的，因为他的政府于2000年

批准通过了该项目。阿塔尔·

比哈里·瓦杰帕伊政府于2000

年6月决定修建该隧道，并于

2002年5月铺设了通往隧道南

门的通道的基石。

然而，由于工程师们遇到了

一些障碍，项目进展得比预期

要缓慢。高海拔和极端气候条

件的双重挑战，特别是在寒冷

的月份，令人生畏。冬季的大

雪和暴风雪令隧道的北入口无

列城-马纳利（Leh-
Manali）高速公
路通往罗唐关口

（Rohtang Pass）
的景色

Length: 9.02 km 
connecting Manali 
to the Lahaul-Spiti 

Valley, Himachal 
Pradesh.  

Features: Horseshoe-
shaped 10.5 m wide 

single tube, double-
lane tunnel with two 

portals (north and 
south); overhead 

clearance of 5.5 m.

Altitude: South portal 
– 3,060 m; north 

portal, located near 
village Teling, Sissu – 

3,071 m.

Capacity: 3,000 
vehicles per day, with 

a permissible speed of 
80 km/hour

Construction 
contractor: Strabag-

Afcons,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Afcons 

Infrastructure, India, 
and Strabag, Austria.

Safety: Telephone 
connections at every 

150 m, fire hydrant 
mechanisms at every 

60 m, auto incident 
detection system with 

CCTV cameras at every 
250 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at every 
kilometre, evacuation 

lighting/exit signs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throughout.

Atal Tunnel at 
a glance

法进入，大大打乱了工程的进

度。工程师们只能从南门开始

挖掘隧道。

更令人生畏的是喜马拉雅

山不稳定的地质条件以及相关

的地震活动。这些地震活动

或会引发山体滑坡和雪崩。

通往隧道的通道上有超过46

个雪崩地点。为了克服这一

困难，工程师们使用了新奥法

（New Austrian Tunnelling 

Method）——一种适用于喜马

拉雅山隧道的先进技术。经过

七年的挖掘，终于在2017年10

月在两端都取得了突破。该工

程包括了一条建在主隧道内的

紧急逃生隧道，以及18座雪崩

保护结构。该隧道原定于2020

年5月完工，但新冠大流行和

随后的封锁将竣工时间推迟到

了9月。



萨米尔·帕蒂尔（Sameer Patil）是
国际安全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me）梵文阁

（Gateway House）（一个外交政策智库）的研究员。
他是新德里总理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的前助
理主任，负责处理区域安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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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的边境
阿塔尔隧道是印度近年来广

泛推动边境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包括了所有连

接选项，包括公路、铁路和

机场。该项目的决心和工程

设计的示范效应将对印度国

防和发展的其他雄心勃勃的

基础设施计划产生积极的影

响。这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隧道将确保全年向驻扎在

拉达克的部队迅速和快速地

运送口粮、武器和其他后勤

物资。这还将有助于加快人

员部署。

帮助当地人
这条新的公路为当地人提供

了新的谋生和健康机会，使

他们更接近更大的市场和医

疗设施。由于大雪，拉豪尔

斯皮蒂山
谷（Spiti 

Valley）美丽
的基寺（Key 
Monastery）

和斯皮蒂山谷的居民在冬天

会有近6个月的时间与印度

的其他地区隔绝。该隧道还

将促进拉豪尔山谷和拉达克

的旅游机会。喜马偕尔邦政

府已经计划开发新的旅游景

点，如在隧道两端的圆顶电

动巴士和咖啡馆。冬季体育

节计划会在拉豪尔-斯皮蒂

山谷举办。到时候隧道本身

将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可

以猜到，在它落成几天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批的游客

蜂拥而知，希望到现场亲身

体验这一工程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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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已经到来

在印度，孩子们
用手动泵喝水

规模宏大的贾尔·杰文特任务（Jal Jeevan Mission）正通过
为全国每个农村家庭提供饮用水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MANOJ KUMAR S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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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2019年8月15日的独立日
讲话中宣布了贾尔·杰文特
任务

（Jal Jeevan 
Mission），本方案旨在到
2024年为全国每个农村家庭
提供安

全可有的家庭自来水
（FHTC），大大提前于联合
国SDG-6

确定的时间表。这项任

务是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居
住在全国农村的大约10亿人
的“生活舒适度”的一种手
段。

印度政府成功地提供了
有保障的设施，并扩大了农
村住房、清洁燃气、家庭厕
所、金融普惠银行账户、
基本医疗保健等服务的覆盖
面，现已将向村庄中的每个
家庭提供安全饮用水作为其
首要优先事项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从贾尔·杰文特任务（Jal 
Jeevan Mission）开始，超过20亿6000万个家庭获得了供
应到他们家庭的饮用水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左侧：拉贾斯坦邦的一个村庄里，妇女们头上顶着几盆水；右：拉贾斯坦邦塔尔沙漠附近，一个小男孩在喝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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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是我们的座右铭
这个规模宏大的计划的重
点是改善农村地区每个家
庭的供水服务。因此，重
点是在供水行业引入“实
用思维”。该特派团旨在
定期和长期向农村家庭提
供足够数量和规定质量的
饮用水。家庭安全获得饮
用水不仅会减少水传播疾

病的传播，从而改善农村
人口的健康状况，还会节
省从远处取水的时间，从
而提供经济机会。

由于该任务的目标是
全民覆盖，因此重点放在
了“公平和包容”原则
上，即村里的每个家庭
都能获得实用的自来水供
应，“一个都不落下”。

为了确保饮用水，各
省政府正在加快实验
室的认证，向公众开
放实验室

A Rashtriya Jal Jeevan 
Kosh or fund has been 
created to enable 
people to contribute in 
finding 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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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building the capacity 
and training officials 
of the public health 
engineering sector, the 
mission is partnering 
with premier i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y. They will 
be on-boarded as ‘Key 
Resource Centre (KRCs)’ 
to impart training to 
these officials. Training 
of functionaries of rural 
local bodies has been 
taken up. This will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 leadership’ at 
the grassroot level.

•	 For day-to-da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the progress, 
a modern online ‘JJM -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IIMS)’ has also been 
put in place. To enable 
the public to see the 
progress on real time, 
a dashboard has been 
created. The link: 
https://ejalshakti.gov.in/
jjmreport/JJMIndia.aspx

•	 To ensure that public 
health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agencies 
and local rural bodies 
function like a public 
utility, ‘sensor-based 
IoT solutions’ are being 
deployed to measure and 
monitor water supply 
in each village in terms 
of quantity, quality and 
regularity. 

•	 The mission is also 
bringing in innovations 
and new technologies 
through its online 
platform and encourages 
innovators, technology 
developers and R&D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and provide solutions 
to address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sector.

Forging 
partnerships

（从左顺时针方向）：一户人家在德赫拉敦灌自来水；一位老年妇女在她的厨房里使用自来水；
很快，印度的每个村庄都将能够享受自来水

络。在地下水中含有砷、
氟、铁等地质污染物的地
区。目前，人们需要成本
效益高的水处理技术。现
代控制和指挥中心、监督
控制和数据采集以及高效
管理的信息技术系统正在
落实到位。

为了确保印度农村的供
水和改善卫生条件，2020-
2021年，

印度农村地方机构获得
了约40亿美元的拨款，这
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可能还
会增加。

在2019年8月宣布这项任
务时，在1.9亿个农村家庭
中，只有3,200万个家庭
（17%）有自来水供应。

项目实施
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支出为510亿美元。每个村
庄都在修建供水、灰水处
理和再利用基础设施。水
务企业对规划、设计、实
施、质量检查等有着巨大
的需求。在许多用水紧张
的地区，正在建立大量的
水输送、处理厂和分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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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贾斯坦邦的普
什卡梅拉，一只骆
驼在喝水库里的水

社区参与
这一权力下放、需求驱
动和社区管理的方案
的灵魂是“社区参与”
，从供水计划的规划
开始，到定期运行和
维护，以确保服务的提
供。每个村庄都被当作
一个整体，这样每个村
庄都变得水安全。为每
个村庄制定了村庄行动
计划（VAP），以加强当
地的饮用水来源。

预计乡村社区将能够
确定问题和挑战，并通
过整合政府为各种活动

提供的资源来解决这些
问题。此外，饮用水的
规划、牲畜数量的要求
也在考虑之中。考虑到
牲畜在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
规定在农村修建牛槽。

聚焦饮用水
本项目将饮用水的安全
放在首位，尤其注意水
传播疾病的巨大影响。
为此，我们正在鼓励各
州政府加快水检测实验
室的认证，并向公众开
放，使其能够以正常价

On the occasion of 
Gandhi Jayanti, on 
October 2, 2020, 
a 100-day Mission 
Mode Campaign 
to provide potable 
piped water supply 
in schools and 
anganwadi centres 
across the nation 
was launched. PM 
Modi appealed to 
states and UTs to 
make best use of 
this campaign to 
ensure provision of 
potable piped water 
supply in these 
public institutions. 

100-dAy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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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检测水样。目前，全国共
有2,233个国有水检测实验
室。

除了向公众开放实验室之
外，还努力通过增强社区的
权能和参与来促进水质监测
活动。

为此，正在培育整个价值
链----从及时采购测试包、
向社区提供测试包、确定至
少五名志愿者并对他们进行
实地测试包操作培训----以
便能够在当地测试供应给家
庭的水。

顶部：古吉拉特库奇小镇布杰，
当地妇女头上顶着干净的饮用水

底部：奥里萨邦布巴内斯瓦尔
郊区，村民们聚集在一个公共

供水箱前

Goa has become the first state in 
India to provide all households with 
tap wat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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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石蕊试纸
决定水是否呈

酸性

下：微生物分
析用水取样

程序

创造就业机会
维持每个村庄/居住区的供
水基础设施和长期服务，在
砖石、管道、配件、电力等
领域提供熟练劳动力。用于
施工以及常规操作和维护。
贾尔·杰文特任务（Jal 
Jeevan Mission） 的目标是
在每个村庄建立一个这样的
熟练人力资源库，使他们能
够自力更生，

没有外部依赖。这一步骤
还将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
地创业。

预计该方案的实施将导
致对水泥、砖块、管道、阀

To ensure water supply and improved sanitation in India’s villages, 
in 2020-21, rural local bodies in the country have been allocated 

about USD 4 billion as 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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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额外的电力来利用太阳
能。这种创新方法不仅将降低
能源使用和维护成本，而且还
将促进清洁和绿色能源的使
用。

在过去的15个月里，尽管新
冠肺炎大流行，2 700万个家
庭获得了自来水供应，目前，

约5 900万个家庭（31%）
正在家中获得自来水。一年

之内，16个区和56000个村庄
的每个家庭都开始获得有保障
的供水。

顶部：阿鲁纳恰尔
邦的苗族小镇正在
使用太阳能电池板

上：拉达克莱区努
布拉特希尔村的洪
德村正在使用太阳

能电池板

门、水/节能泵、太阳能泵、
水龙头等各种材料的需求增
加，从而推动对当地工艺和制
造业的需求。所有这一切也将
导致一个自力更生的印度或“
阿塔马尼巴尔巴拉特”目标的
进一步实现。

向印度农村和农村地区的
所有家庭提供管道供水将提
高抽水/提水的能源需求。据
设想，村庄中的贫瘠/不可耕
种土地，特别是在干旱易发地
区，将通过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马诺杰·萨胡是印度政府贾尔·
沙克蒂分部饮用水和卫生司贾
尔·杰文特任务（Jal Jeevan 
Mission）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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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他其中一次的月度广播讲话中赞扬了墨
西哥本土的萨巴特克（Zapotec）社区的事业。该社区正在大力宣传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争取自由的象征、印度本土纺织品卡迪（Khadi）。马克·布朗（Mark Brown）
是这个北美国家经济复兴的幕后人物，他讲述了自己的旅程以及激励他发扬圣雄的自力更

生哲学的原因。

甘地精神在墨西哥的
点滴影响

包括那些在墨西
哥瓦哈卡编织的
服装在内的卡迪
产品，通常都会
带有传统的墨西
哥图案装饰

自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于2014年

上任以来，他一直站在推广卡

迪（Khadi）的最前线。这种手

纺纱面料是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代名词，他让这种布料

作为民族主义、自力更生和平等的

象征重新流行了起来。甘地最初的

卡迪运动（Khadi Movement）帮助

印度人民在独立斗争中自力更生。

而在近一个世纪后，该运动在墨西

哥本土的萨巴特克（Zapotec）社

区中复兴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在2020年11月播出的国家广播节

目“心灵对话（Mann ki Baat）”

中被揭晓。他高度赞扬了“瓦

哈卡卡迪项目（Khadi Oaxaca 

Project）”在墨西哥的出色表

现，以及这一切的幕后功臣——马

克·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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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和右图：圣塞
巴斯蒂安瑞尔洪都
（San Sebastian 
Rio Hondo）的萨
巴特克村（Zapotec 
Village）圣塞巴
斯蒂安里奥洪多
Zapotec村的年长妇
女们在传统的印度纺
车上纺棉花和编织卡
迪（Khadi）织物。

在一篇独家文章中，马

克·布朗（Mark Brown）写

下了他的看法，解释了这种手

工织物是如何重新建立了一

套“从农场到服装”准则，从

而恢复生产者的尊严的。

这个故事要从我自身说

起。我是一个来自墨西哥城的

年轻职业魔术师，在最初的时

候前往了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

圣塞巴斯蒂安瑞尔洪都（San 

Sebastian Rio Hondo）的

传统本土村落萨巴特克村

（Zapotec Village）。那是

在1974年，当时的我14岁。

在圣塞巴斯蒂安瑞尔洪都，没

有道路、电力、学校或任何现

代化设施。我见识到了这个自

给自足的村庄是如何在现代工

业联合体之外蓬勃发展起来

的。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世界

观；我意识到，人们是有可能

去建立一种与自然和谐、可持

续发展的生活的。这是一种全

新的教育形式。

几年后，我到了印度去探

卡迪（Khadi）不仅越来越受欢迎，世界许多地方也在生产这种织物。例如，在墨
西哥城市瓦哈卡的村庄，当地村民在那里编织卡迪。当地居民马克·布朗（Mark 
Brown）在观看了一部关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电影后来到了印度，
了解了卡迪及其印度与农村经济和自给自足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他把卡迪介绍给
墨西哥瓦哈卡的村民，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现在瓦哈卡卡迪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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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7年6月
29日，印度总理
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在参观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位于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的高僧
修行所（Sabarmati 
Ashram）时，用一台
查尔卡（Charkha）
纺纱线；左图：在瓦
哈卡州使用的纱线源
自前西班牙时期墨西
哥的棉籽，被称为科
约奇棉花（Coyuchi 
Cotton）

寻哲学和灵性。在那里，我

学习了传统的瑜伽和吠檀多

（Vedanta）（一种基于《奥

义书》 （Upanishad） 教

义的印度教哲学，其更着重

于该教义的一元论形式）

。1984年，我的生活在我

观看过电影《甘地》（1982

年）之后彻底改变了。圣雄

甘地（Mahatma Gandhi）

的生平和哲学深深打动了

我，于是我来到古吉拉特邦

的高僧修行所（Sabarmati 

Ashram），在那里我遇见

了一位谦逊、睿智和有影

响力的甘地主义活动家迪尔

胡什·迪万吉（Dilkhush 

Divanji）。我通过跟他在印

度各地生活、学习和游历，

发现了甘地主义经济学是如

何支持健康的乡村生活的。

我学会了纺纱和编织自己的

衣服，同时开始理解这背后

的哲学。

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

候，我回到了瓦哈卡，带来

了一个查尔卡（Charkha）（

一种手纺车）。我开始教当

地居民如何使用它纺棉花。

带着对卡迪（Khadi）的热忱

和喜爱，我与妻子卡林迪·

阿塔尔（Kalindi Attar）

一起与当地的家庭合作。我

们一起开展了一段旅程，可

My life changed in 1984, when i saw the Movie gandhi. i was so touched 
by MahatMa gandhi’s life and philosophies that i travelled to 
sabarMati ashraM in gujarat where i discovered how gandhian 
econoMics worked in supporting a healthy village life.”

mark Brown
Founder of Khadi Oax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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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朗（Mark Brown）是一位企业
家，在墨西哥瓦哈卡州复兴了印度传统
的卡迪（Khadi）织物。他重新建立了
一套“从农场到服装”的准则，从而

恢复生产者的尊严，并促进墨西哥本土的科约奇棉花
（Coyuchi Cotton）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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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地球母亲的漠视。

我们现在对她施暴必然会招

致她对我们后代的报复。我

们必须像关心我们的孩子一

样关心我们的地球。卡迪

（Khadi）向我们展示了一条

前进的道路，一种对于我们

的村庄和子孙后代来说未来

可期的生活。它所蕴含的是

量入为出的理念。让我们用

真实、美好、健康、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来纪念我们的先

辈。我们一起做出改变吧。

持续地种植一种本土的、几

乎被遗弃的前西班牙时期墨

西哥的棉籽——科约奇棉花

（Coyuchi Cotton）。

时至今日，在圣塞巴斯蒂

安瑞尔洪都（San Sebastian 

Rio Hondo）及其周边地

区有超过 400 名工匠在我

们的“瓦哈卡卡迪（Khadi 

Oaxaca）”项目中工作，另

外还有 9 名员工在当地管

理该项目。在这个项目下，

织工们创作出美丽的衣裳、

家居装饰如枕头和靠垫的盖

套，和布匹。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是一位开明的远见

者。显然，我们必须将目光

放回到导致我们现今各种让

人沉痛的问题的主要源头之

从事与“瓦哈卡卡迪
（Khadi Oaxaca）项
目”相关工作的织工

和工匠

Im
ag

e:
 k

ha
di

oa
xa

ca
.c

om



个性

印度视角 |  44  | 

索米特拉·柯特
吉（Soumitra 

Chatterjee）于 
2003 年在摩洛

哥拍摄

索米特拉·柯特吉（Soumitra Chatterjee）不仅因为他的精彩表演而被人们铭记，同时
他也是孟加拉电影界的首批“有思想的演员”之一。当演艺圈为失去这种光荣而哀悼时，
我们不妨来看看他的作品，它们超越了电影和戏剧本身，到达演讲、写作甚至绘画等其他

形式艺术领域

阿普背后的人

阿米塔瓦·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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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米特拉（左）在传奇导演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执导的电影《阿普的世界》中首次亮相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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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 1958 年 8 月 

9 日。地方是加尔各答

（Calcutta，尚未改名为 

Kolkata）的Beleghata CIT 

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萨

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正在拍摄他的阿普三部

曲《阿普·桑萨尔》（Apur 

Sansar）的第三部。主角是

轻年阿普（Apurba Kumar 

Roy），由一名新人扮演，

直到那时，他方在传奇的孟

加拉剧院老将西西尔·库马

尔·巴杜里

（Sisir Kumar 

Bhaduri）的指导下完成了舞

台训练。

后来，这一天期被追溯为

印度电影界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它标志着一位影星从孟

加拉电影院的天空升起 —— 

索米特拉柯特吉（Soumitra 

Chattopadhyay，英语为 

Chatterjee）。在他 2020 

年 11 月 15 日去世之前，

一直无人能及，统治着孟

加拉国和国际电影界以及

剧院。他的离去，让孟加

Ram nath Kovind 
President of India
With the passing 
of Soumitra 

Chatterjee, Indian 
cinema has lost one of 
its legends. He will be 
especially remembered 
for the ‘Apu’ trilogy 
and other memorable 
performances 
in Satyajit Ray’s 
masterpieces. He made 
immense contributions 
to the craft of acting.

narendra modi  
Prime Minister

Shri Soumitra 
Chatterjee’s death 

is a colossal loss to 
the world of cinema, 
cultural life of West 
Bengal and India. 
Through his works, 
he came to embody 
Bengali sensibilities, 
emotions and ethos. 
Anguished by his 
demise.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and 
admirers. Om Shanti.

mamata Banerjee 
Chief Minister of 
West Bengal
Feluda is no more. 

‘Apu’ said goodbye. 
Farewell, Soumitra 
(Da) Chatterjee. He has 
been a legend in his 
lifetime. International, 
Indian and Bengali 
cinema has lost a 
giant. We will miss 
him dearly. The film 
world in Bengal has 
been orphaned...A 
great loss. Saddened.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the film 
fraternity and his 
admirers acros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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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米特拉（中间）在新德里于 2012 年获得达达萨哈布·法尔克奖后

Rahul Bose 
Actor

I grew up watching 
his films day after day. 
So working with him 
in #15ParkAvenue was 
surreal. He answered 
all my questions on 
how it was to work 
with #SatyajitRay with 
generosity and warmth. 
It’s been a privilege, 
Soumitrada. Rest 
in peace.

Aamir Khan 
Actor
We have lost a 

legendary actor 
on November 15th 
#SoumitraChatterji. End 
of an era. Your legacy 
will always live long . 
RIPSoumitraChatterji

Amitabh Bachchan 
Actor
Soumitra Chatterjee .. 

an iconic legend.. one 
of the mightiest pillars 
of the film industry, .. 
has fallen .. a gentle soul 
and abundant talent .. 
last met him at the IFFI in 
Kolkata ..Prayers..

nawazuddin Siddiqui 
Actor
I was very fond of 

Soumitra da and as 
a big fan I’ve seen most 
of his films. He was a 
thorough gentleman. 
There will be a huge void 
in the film industry with 
his passing away

manoj Bajpayee 
Actor
Tragic loss!! Rest 

in peace Sir!! Your 
contribution to the 
Indian Cinema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nd 
inspire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拉电影界不仅失去了一位

出色的艺人，而且还失去

了黑白胶束的最后传奇人

物之一，这些传奇人物包

括乌达姆·库马尔（Uttam 

Kumar）、乌特帕尔·道特

（Utpal Dutt）、乔比·比

沙什（Chhabi Biswas）、

罗比·高希（Rabi Ghosh）

等杰出演员。

在他长期的表演艺术生

涯中，柯特吉在电影、诗

歌、散文甚至绘画等各种

形式的艺术中的成就，都

让孟加拉人的大为赞叹。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与导

师雷（Ray）的伟大交情，

直到雷于 1992 年 4 月 

23 日去世。阿普尔·桑萨

尔（Apur Sansar）和雷

（Ray）两人一起共合作制

作了 14 部故事片，并在

屏幕上为大家留下了无与伦

比的和谐和艺术印象。他们

最具标志性的电影包括《女

神 Devi》（1960）、《孤

独的妻子》（1964）、《胆

小鬼》（1965）、《森林中

的日日夜夜》（1970）、《

遥远的雷声》（1973）和《

家与世界》（1984）。人们

经常说日本著名演员米丰俊

郎（Toshiro Mifune）和黑

泽明

（Akira Kurosawa）是一

对黄金搭档，而现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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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need to give a certificate to souMitra. of My 27 
filMs, he [chatterjee] featured in the Main roles in 14 of theM. this itself will 
prove what trust i have in hiM and how i value hiM as an actor. i do know that 
to the last day of My artist’s life, My dependence on hiM will reMain intact.”

Satyajit Ray
Filmmaker and author

(On the occasion of a retrospective of films of Soumitra Chatterjee organised in Kolkata on August 9, 1990)

明星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和马丁·斯科塞

斯（Martin Scorsese）是

一对黄金搭档，而查特吉

（Chatterjee）和雷（Ray）

也是一对黄金搭档。

除了与雷（Ray）搭档以

外，柯特吉（Chatterjee）

在长达六十年的杰出职业生

涯中，还曾与塔潘·辛哈

（Tapan Sinha）、米纳尔·

森纳（Mrinal Sen）、阿西

森（Asit Sen）、阿约伊·

卡尔（Ajoy Kar）、里图

帕尔诺·戈什（Rituparno 

Ghosh）和古塔姆·高塞

（Goutam Ghose）等获得国

家奖项的传奇电影制片人合

作过。1988 年，他甚至与法

国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克洛

茨（Nicolas Klotz）合作在

加尔各答拍摄电影《孟加拉之

夜》（La Nuit Bengali），

与著名的英国演员休·格兰特

（Hugh Grant）和已故的约

翰·赫特（John Hurt）一起

亮相荧屏。
索米特拉·柯特吉（最右）在 1965 年的第 15 届柏林电影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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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他可能无法想象的是，他

在观众，尤其是儿童心目中所

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就像柯

特吉对角色的描绘一样，尽管

多年来费鲁达已经由多位演员

主演，但对于真正的孟加拉国

人来说，一提到侦探大家脑海

中就会出现这位深思中演员的

视觉效果。

屡获殊荣的电影制片人阿

朵·古帕拉柯里史南（Adoor 

Gopalakrishnan）在柯特吉

根据他自己的讲述，柯特

吉曾参演 300 多部电影和许

多舞台作品。他曾经说：“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在我所

有的作品中，很少是为儿童

所创作的。”他在两部由雷

（Ray）执导的电影《加德

满都大侦探》（1974）和《

象王》（1979）中扮演普罗

多什（普拉多什）钱德拉·

密特（Prodosh（Pradosh）

Chandra Mitter）这一角色，

By his own admission, Soumitra Chatterjee has worked in 
over 300 films and numerous stage productions

索米特拉（左）在 
1988 年的电影《孟
加拉之夜》中与英国
演员休·格兰特

（Hugh Grant）共同
亮相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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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rba Kumar Roy in Apur Sansar 
(1959)

Chatterjee’s 
debut in cinema 
was in the 
concluding film 
of Satyajit Ray’s 
Apu trilogy as 

an adult Apu (protagonist). The film, 
with Chatterjee and a then 13-year-old 
Sharmila Thakur (Tagore), is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romantic 
on-screen pairs in Bengali cinema.

mayurbahan in Jhinder Bandi (1961)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director 
Tapan Sinha’s best cinematic works, 
it cast Chatterjee in a negative role. 
The film is also etched in the annals of 
Bengali cinema as the first to cast both 
Chatterjee and Uttam Kumar.

Amal in Charulata (1964)

Many consider 
this Ray’s most 
intricate work 
of art where 
Chatterjee played 
the dashing Amal 

who shares a complicated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his sister-in-law. This 
film is based on Rabindranath Tagore’s 
story Nashtanirh.

dr. pratul Bhattacharjee in 
Baksho Badal (1970)

A romantic comedy screenplayed by 
Ray and based 
on a story by 
Bibhutibhushan 
Bandyopadhyay, 
it features 
Chatterjee as a 

psychiatrist who uses his knowledge 
of the human mind to find his way into 
the heart of the girl he loves.

Soumitra Chatterjee’s 
iconic roles

柯特吉（左二）与导演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右）在拍摄《加德满都大侦
探》电影之一时的幕后照片

身上发现了“典型的孟加

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倾

向，以及多愁善感和和蔼

可亲的特质”。国家获奖

导演山亚姆·班尼戈尔

（Shyam Benegal）在谈论

柯特吉的表演时说：“如

果没有索米特拉·柯特吉

（Soumitra Chatterjee）

，萨蒂亚吉特[雷]先生

放大的艺术世界是否能像

如今这样焕发光芒？柯特

吉在荧屏上刻画了这么多

坚韧和多维特征，任何人

都无法取代他的地位。他

没有好莱坞先进的技术和

独特的相机；他必须在

非常有限的技术支持下工

作。他可以运用表演的艺

术来弥补许多技术缺陷。

索米特拉先生最令人惊讶

的是他的敏锐情感，这

是一位有天赋演员的不朽

资产。”但是，最重要

的是，索米特拉·柯特吉

（Soumitra Chatterjee）

不仅仅是一名雷（Ray）

演员。他是青年时代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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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上方按顺时针方向）：索米特拉在《象王》中担任费鲁达这一角色；雷于 1961 年在萨马蒂所拍
摄电视中的演员（最右）；电影《金色堡垒》中演员的屏幕抓取；电影《森林中的日日夜夜》的一幕

像，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的

几位能够既平衡又轻松地

涉猎主流电影和更具艺术

性的电影，并在舞台上享

有声誉的名人之一。在同

龄人和年长者中，他的形

象如此优雅且成熟。

在剧院，他的初恋，使

他对创意艺术的渴望超越

了单纯的表演。他编写剧

本、使用不同资源改编剧

本，并亲自执导并参演。

他将商业风格的自然主义

带入了孟加拉的商业舞

台，并一直是孟加拉国最

耀眼的明星之一。

作为一名区域演员并将

其才华仅限于他的白话孟

加拉语，这意味着柯特吉

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仅

限于孟加拉侨民。在恒河

之滨之外，他在较小的电

影中表现出的壮丽的历史

学特征以及他与新兴导演

的关系一直未被人注意。

然而，紧贴大地母亲使他

的灵魂得以生存、得到了

养育，并帮助他文字世界

中进行探索并扩展。正

是在他的诗歌中，我们看

到了一位充满疑问、充满

情感、充满忧郁的男人。

对创造的饥饿感使他童年

时期渴望新事物，从而为

自己构筑了新的创造性道

路。他从来都没有闲着。

Feluda in Sonar Kella (1974) and Joi 
Baba Felunath (1979)

He was the original Feluda, just 
like Sean Connery was the original 

James Bond. Undoubtedly, one of his 
most popular avatars on screen, his 

rendition of the bhadralok (gentleman) 
detective in these Ray films continues 
to be the yardstick to match for actors 

who took up the role after him.

Sandip mukherjee in ghare Baire 
(1984)

This romantic 
drama by Ray is 

set in a zamindar 
estat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rtition of Bengal. 

Chatterjee played Sandip Mukherjee, 
a revolutionary, whose arrival jolts 
the happy marriage of the affluent 

protagonist couple.

Khid da in Kony (1984)

Based on sports writer Moti Nandi’s 
novel of the same name, the Saroj Dey 
film cast Chatterjee as the passionate 

swimming coach Khitish or Khid da. 
His dialogue in the film, “Fight Kony, 
fight”, exhorting teenage swimming 

phenomenon Kony (played by Sriparna 
Banerjee) in the film, is iconic.

Biswanath majumdar in Belaseshe 
(2015)

This coming-of-
age film questions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through 

the story of 
publishing house owner Biswanath 

(Chatterjee), who announces his 
decision to divorce his wife after nearly 

half a decade of marriage. It was an 
unconventional role in an unusual film 

for the veteran icon.

Source: zeebiz.com

Soumitra Chatterjee’s 
iconic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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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瓦·纳格（Amitava Nag）是
著名的高级电影评论家和作家，并且
是电影杂志 Silhouette 的创始人之

一和现任编辑。他的几本书中有一本便是关于索米
特拉·柯特吉（Soumitra Chatterjee）所描绘的几
个标志性电影角色的。

 |  51  |

谈到他是在还债并补偿生活中

的爱与喜。他因开明的孟加拉

人思想、文艺复兴的毅力和同

情心的最后一阶段的落实者而

被人铭记。他的作品，包括他

的著作、绘画和电影，为我们

提供了对他的思想和对人类精

神的彻底解放的洞见。

他在所有获奖作品中的卓

越表现让他可以比肩任何国际

杰出演员——法国艺术文学勋

章（1999）和法国政府授予的

享有盛名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2017）。在印度，他获得了

莲花装勋章（2004），达达萨

哈布·法尔克奖（2012 年印

度电影最高奖）和国家奖。

柯特吉在达达萨哈布·法尔

克奖获奖感言中说，“我一直

认为娱乐界并不值得去追求，

但一次又一次，五十多年来，

我一直我的同胞们所接受、爱

戴并感觉到和同胞血肉相连。

我爱他们[观众]，这就是我拍

电影的原因。我向他们致敬，

因为他们为我提供了前进动

力，让我敢于奉献，感受到这

是一门美好的艺术。”

柯特吉在无数次私人谈话中

上侧：索米特拉（
右）在 2007 年领取
国家电影奖的“最佳

男演员”奖

右：柯特吉 2018 年
在加尔各答被授予总
统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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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胡鲁皮亚
（Bahurupiya）艺术家打
扮成印度教神明哈努马纳

神（Lord Hanumana）

印度讲故事的传统与印度的文化一样多样化。纳利尼·拉马坎德兰
（Nalini Ramachandran）探索了一些印度传统的讲故事方法。这些方
法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而且能够保护国家遗产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印度老故事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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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乌（Chhau）是一
种蒙面民间舞蹈，是
印度一种独特的讲故
事传统。在 查乌表
演中， 艺术家打扮
成印度传说中的人
物， 戴上相应的面
具， 描绘印度教神
话中的情节

塔纳吉（Tanaji）（坦哈吉

（Tanhaji））是在查特拉帕

蒂·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统治时期马拉地

（Maratha）军队的军事指挥

官。他的任务是要夺回孔达

纳要塞（Kondhana Fort）

。他在一只名叫叶什兰特

（Yeshwant）的宠物巨蜥的

额头上涂抹了朱砂，并用它

来预测战斗的结果。在将额

头碰了碰叶什兰特的脚后，

他把一根绳子系在这只爬行

动物的躯干上。叶什兰特爬

上了要塞的墙， 但中途折

返了。坦哈吉意识到这是一

个信号，并说道，“在我赢

得27座要塞的过程中，巨

蜥没有一次回头！但我是一

个真正的马拉地人，我不怕

死！”说毕，坦哈吉继续翻

越围墙。

哪里有灵魂，哪里就有故事......在印度，讲故事的传统非常盛行。 我们
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一个有着《希托普德什（Hitopdesh）》和《五卷书
（panchatantra）》传统的国家的公民。故事中创造了一个动物和鸟类的想象世
界，以便于读者理解智慧的话语。 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我国讲故事的艺术吧。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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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喀拉拉邦传统
西亚姆（Theyyam）
的400种形式之一。
这种古老的舞蹈形式
讲述了当地部落神

灵、森林神和当地民
间英雄的故事

下图： 尚巴朗玛
（Chamba rumal）（
一种手帕） 是一种
民族风格的描绘了神

话故事的刺绣 

醒人们那些历史上的事件

和人物。但是，它们往往

会描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从而强调那段历史，

就如讲故事本身，是多种

多样的。

知识宝库
除了语言，讲故事还带来

了关于科学概念或生活方

式的传统知识。来自泰米尔

纳德邦的古拉姆（Kolam）

（一种宗教地板设计）是

以数学计算和几何概念为

基础的。阿鲁纳恰尔邦的

农业民歌讲述了关于谷物

的起源、朱姆（jhum）种

这段插曲可能有在官方

记录中被提及，也可能没

有，但它在有数世纪历史

的波瓦达（Powada）中被

提及。波瓦达是一种马拉

地民间诗歌兼民谣，在希

瓦吉（Shivaji）统治时期

兴起。

波瓦达是印度几种讲故

事的方法之一，记录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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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8日，
前希马哈尔邦首席
部长维尔巴德拉·
辛格（Virbhadra 
Singh）（最右）
向印度总理纳伦德
拉·莫迪（Narendra 
Modi）（右二）展示
了尚巴朗玛（Chamba 
rumal）

植的过程（一种需要先清理

并焚烧土地而后再种植作物

的过程）等等。

信仰之车
多年来，讲故事帮助人们了

解共同的信仰和宗教教义。

寺庙中的雕塑和雕刻、教堂

中的彩色玻璃画和耆那教

（Jain）手稿画就是其中的

一些例子。

以唐卡（thangka）艺术

为例。这是一种流行于拉达

克、希马恰尔邦、锡金邦和

阿鲁纳恰尔邦的藏传佛教

修行，通过绘画或贴花艺

术，描绘了释迦牟尼佛陀

（Shakyamuni Buddha）和

莲花生（Padmasambhava）、

玛尔巴（Marpa）、密勒日巴

（Milarepa ）等其他大师的

教诲和故事。

A great tool for mass communication, storytelling 
traditions are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raise awareness on 

various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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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卢博马拉塔（Tholu bommalata）（皮革皮影木偶） 艺术家 S ·马鲁蒂·
拉奥（右）在海得拉巴（Hyderabad）的一个工作室中制作皮革木偶

From puppetry, music and 
performances to art, craft 
and embroidery, varied 
traditions are used to present 
tales in India. Here are a few 
noteworthy storytelling 
traditions of the country:

Tholu bommalata

An ancient form of shadow 
puppetry theatre from Andhra 
Pradesh, Telangana and parts 
of Karnataka, Tholu bommalata 
presents episodes from 
mythology using translucent 
leather puppets. With some 
even measuring up to 2 m, 
these leather puppets ar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Chitrakathi

An art form from Maharashtra 
where storytellers sing 
episodes from the epics while 
displaying a set of 50 or more 
paintings. The Chitrakathi 
museum in Pinguli village, set 
up by one of the last families 
practising this tradition, is 
keeping it alive.

Chadar Badar

This rare form of box puppetry 
is practised only by the 
Santhal community in India. By 
manipulating a single string, 
the puppeteer makes a group 
of male wooden puppets play 
the drums and another group 
of female wooden puppets 
dance.

Chamba Rumal

These kerchiefs, with 
embroidered tales from 
mythology, were once used to 
cover gifts given during special 
occasions. Art and textile 
enthusiasts are breathing new 
life into this craft today.

Treasure T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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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即将庆祝独立75周年之际（2021年），我敦促所有讲故事的人将
那些外国统治时期所有鼓舞人心的故事也涵括进来。特别是在1857年至
1947年之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我们可以以故事的形式向他们介绍我
们这一代人。大家可以每周花些时间在故事上...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上图：在托卢博马拉塔（tholu bommalata）艺术中使用的皮革木偶
被分成多个部分铰接在一起

下图： 传统来说，托卢博马拉塔的阴影会投射到油灯的灯光下

社会相关性
不仅是宗教信仰，故事

也有助于传递与社会相

关的信息。来自拉贾

斯坦邦的巴胡鲁皮亚人

（Bahurupiyas）（贝鲁皮

亚人（Behrupiyas））呈现

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和寻

常人物的角色形象，通过角

色扮演和智慧以达到传递社

会信息的目的。

此外，讲故事的传统是大

众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提

高人们对性别平等、女生教

育和环境保护等各种问题认

识的有效方式。

社区，特别是讲故事

者的共同性，来自他们遵

循的讲故事的传统，而这

些传统又与他们的主要

职业密切相关。特伦甘纳

（Telangana）的切里亚卷

轴画（Cheriyal scroll）

是这一点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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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上方顺时针）：来自泰
米尔纳德邦的印度传统古拉姆
（Kolam）被认为是印度教无
限概念的代表；印度众神的故
事被精巧细致地描绘在帕塔希
特拉（Pattachitra）中，这
是奥里萨邦的拉古拉杰普尔
村（Raghurajpur Village）
的一个讲故事的传统；喀拉
拉邦的蒙面舞蹈昆马提卡利
（Kummattikali）被认为是湿
婆神（Lord Shiva）的布塔
（bhuthas）（灵魂）；一幅充
满活力的唐卡（thangka）画，
描绘了佛教的生命之轮或称为
巴瓦查克拉（Bhavachakra）

切里亚卷轴画以类似

于电影卷轴的叙事形式绘

制，描绘了来自印度神

话、往世书（Puranas）

和印度教史诗中的故

事。2007 年，切里亚卷轴

画获得了地理标志 （GI） 

标签。

大自然的保护者
西亚姆（Theyyam）作为一

种在喀拉拉邦神圣的树林

里举行的仪式表演，深深

植根于对大自然的崇拜。

这种表演有大约400种形

式，在每一种表演里，表

演者都会扮作树或森林精

Tales of brave heroes have also been the 
mainstay of Dastangoi, a popular form of 

storytelling during the Mugh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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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利尼·拉马坎德兰（Nalini 
Ramachandran）是一位作家，名下有四

本著作。她对印度传统，特别是讲故事的艺术有着浓
厚的兴趣。她曾在多家媒体和杂志担任文化和生活方
式方面的编辑。

上图：一位艺术家在靠近希马恰尔邦康拉谷（Kangra Valley）的罗布林卡研究所
（Norbulingka Institute）绘画唐卡

右图：来自卡纳塔克邦尚纳帕特纳（Channapatna）的手工雕刻的背着加拉斯
（gharas）（船）的木制妇女娃娃。

灵、老虎或蛇神、或其他一

些地方的神。他们的表演被

认为是印度最古老的艺术形

式之一，其表演讲述的是古

代部落神明和英雄的故事。

大自然是大多数传统的基

础。这就是为什么保护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这些

丰富本土传统的延续。

引导之光
所有的这些方法不仅将人们

与过去连接在一起，而且也

会将我们引领到未来。它们

还使印度历史中许多没有记

载在书中的方方面面生动地

呈现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

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

一些组织正在努力保护这些

传统。现在，在总理的鼓励

下，讲故事有希望能继续

发挥它的娱乐和教育作用，

为下一代发扬国家的传统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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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佳肴

在圣诞节期间，人们会品尝香料热葡萄酒，里面加入印度香料，如小豆蔻、肉桂、丁香和八角

对于很合一个庆祝活动来说，食物都是不可或缺的，圣诞节亦是如
此。在印度，这个传统节日更是增添了几分当地特色。名厨托马
斯·撒迦利亚斯（Thomas Zacharias）将要带我们领略印度各地一

些鲜为人知但历史悠久的食谱

满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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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浓郁的朗姆酒球是圣诞节期间人们最爱吃的传统甜食

（下图）：多多尔（Dodol）是一种布丁一样的甜点，在本地治里
（Puducherry）和戈阿邦都能找到。

圣诞节是一年中基督教群体
最期待的日子。在这一天，家
人会聚在一起，参加午夜弥
撒，大快朵颐。传统上，圣诞
节下午的餐桌上会摆满各种
平时很少做的、用肉类和蔬
烹调而成的美味佳肴。印度的
庆祝活动也是如此的，只是
在传统的美食烹饪方面存在
一些变化。

在喀拉拉邦，我在一个基
督教家庭长大。我们会饮用
自制的菠萝酒或葡萄酒。这
些酒是我的祖母（阿玛玛）
在她阴暗的阁楼里精心储存
了好几个月的。另一道让人难
以忘怀的美味是阿玛玛的褶
边，是一道深绿色的配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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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波利尼奥德利
米尼奥（bolinhos de 
limão）或柠檬纸杯蛋糕
是最受欢迎的圣诞美食

底部： 果阿的圣诞
特色美食奎贾丁哈
（queijadinhas）或椰
子蛋黄酱馅饼

2.3%，但全国各地有几个著
名的基督教社区，特别是在
果阿邦、喀拉拉邦、泰米尔
纳德邦和东北部的那加兰
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
姆邦。

显然，这些地方的饮食传
统受到了该地区基督教传

脊肉、土豆和洋葱的椰子咖
喱。像库尔卡（Koorka）（也
被称为中国土豆）的时令蔬
菜，配以红辣椒和大蒜一起
炒，可以平衡肉类的风味。
她源源不断地给我们供应
圣诞梅子蛋糕，所以我们我
们可以在早餐后品尝到，也
可以当茶点，甚至成为晚餐
后甜点。

鉴于基督教在印度的起
源可以追溯到近2000年前，
印度各地的不同地区都发
展出了自己的传统。虽然基
督教信徒只占印度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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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帕普斯德安乔
（Papos de anjos）或天使
的下巴是源自于葡萄牙的果
阿圣诞甜点

左图：传统的曼加洛里
安圣诞库斯瓦尔拼盘
（Mangalorean Christmas 
kuswar platter），上面
放有玫瑰饼干、穆鲁克库
（murukkus）（扁豆酱油炸
而成，圆形状）等

播的影响。例如，人们相信来
自今天的耶路撒冷的使徒多
马（Thomas）在公元52年将
基督教传入了喀拉拉邦。这
意味着喀拉拉邦的饮食习惯
会与16世纪被葡萄牙殖民的
果阿邦基督徒不同。

在本地治里
（Puducherry），安妮塔·
德·卡纳加（Anita de 
Canaga）和她的母亲普什帕
（Pushpa）经营着一家名为
切斯普什帕（Chez Pushpa）

的小店，提供只接受预定的
家常菜，专注于烹调法国风
味的本地治里美食。“首先
要准备甜香蕉瓦达（banana 
sweet vadas），同时祈求庆
祝活动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德·卡纳加回忆道。

还有许多其他美食，如内
穆鲁库斯（nei murukkus）
，酥油球，拉德多斯
（laddoos）和阿达拉萨姆
（adarasam）（一种浸泡在
糖浆中的油炸甜点），传统

There are several prominent Christian communities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the states of Goa, Kerala, 

Tamil Nadu and in Northeast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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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佳肴

上都是要在自己享用之前先分
享给邻居和亲戚的。在圣诞节
那天，人们还会吃维维卡姆蛋
糕（vivikam cake）、本地治
里的圣诞李子蛋糕和文奈普
图（vennaiputtu），一种用米
粉、椰奶和糖做的果馅饼甜点。
另外还有一道简单的美食，就
是由白煮蛋、胡萝卜、甜菜根、
西红柿和豆子制作，用醋、橄榄
油、盐和鲜磨黑胡椒调味的克
里奥尔沙拉（creole salad）
。然而，最让人期待的主菜是
佐以番茄甜酸辣酱、传统洋葱
酸辣酱和茄子罗望子酸辣酱
的香肉炒饭（fragrant meat 
biriyani），。

上图：传统的圣诞原木大蛋糕（Yule Log），是一种甜的蛋糕卷

下图：传统的烤鸡是印度大多数基督教家庭的节日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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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阿邦，里
森德卡马拉奥
（rissois de 
camarão）或叫碎
虾卷是传统的圣
诞大餐开胃菜

在那加兰邦，圣诞节庆
祝活动通常在11月底开
始。那里的红肉菜肴特别
受欢迎。利波基安拉·埃
查（Lipokienla Echa）是
该邦本土奥（Ao）部落的成
员，他指出：“最特别的圣
诞菜肴是蓬森（pongsen）。
它的字面意思是“在竹子里
面烹饪”，将肉块、姜、蒜、
新鲜竹笋放在空竹筒里煮
熟。那加兰邦的另一个圣诞
特色美食是用本地红粘米
制作的粘米饼干。

果阿邦（Goa）独特的圣
诞传统和美食可能要比印
度其他地区的更受欢迎。
但是，除了称为库尔库尔
（kulkuls）的糖霜卷形糖
果以外，有许多食谱相对来
说并不常见。玛格丽达·塔
沃拉（Margarida Tavora）
在南果阿邦有一家著名的
果阿-葡萄牙餐厅“乡愁
（Nostalgia）”，她回忆起 
20 世纪 50 年代在受葡萄
牙影响的果阿家庭制作的
甜食。

While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ces 
in how Christian 
communities across 
regions cook food, there 
are also commonalities. 
The picture-perfect rose 
cookie made with flour, 
sugar, eggs and coconut 
milk is a remnant of the 
Portuguese and British 
Raj. It finds prominenc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lbeit with 
minor modifications in 
the shape and flavour. 
In Kerala, where they’re 
called achappam, the 
flower-shaped mould 
used to make them 
has eight circular 
indentations arranged 
like a ring. The Malayali 
version, however, is 
flavoured with fennel 
and sometimes sesame 
seeds. In Goa, they take 
on a star-like shape 
within the circular 
structure resembling a 
daisy more than a rose. 
They are known by the 
Goan-Portuguese as 
coscorões or rose de 
coque. 

One cookie, 
many avat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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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佳肴

（从上图顺时针方向）： 顾客在加尔各答（Kolkata）标志性的面包店纳霍姆与子（Nahoum 
& Sons） 前排队， 只为一尝他们圣诞限定的浓厚水果蛋糕和李子蛋糕；纳霍姆（Nahoum）
丰富的浓郁的巧克力蛋糕；纳霍姆广受欢迎的李子蛋糕是用大量的干果烘焙而成的

果阿版本的椰枣坚果圣
诞派叫做托尔塔德诺泽斯
塔玛拉（torta de nozes e 
tamara），除了在葡萄牙会使
用的干果和坚果外，还加入
了棕榈糖和芝麻。泰亚斯德
阿兰哈（Teias de aranha）
是一种用珍珠白色的嫩椰丝
加糖熬煮，然后摆放在星形
的剪纸上的美食。帕普斯德
安乔（Papos de anjos）或
者叫做天使的下巴是另一种
源自葡萄牙的甜点，是由剩
余的蛋黄与糖搅拌制成的。

另外还有波利尼奥德利米尼
奥（bolinhos de limão）
或者叫做柠檬纸杯蛋糕，和
奎贾丁哈（queijadinhas）
或叫做椰子蛋黄酱馅饼。
果阿邦特色的咸口圣诞美
食有巴卡尔豪（pasteis de 
bacalhau）或叫鳕鱼卷饼、
里森德卡马拉奥（rissois 
de camarão）或叫碎虾卷、
牡蛎馅饼和烤肉。

纳霍姆与子（Nahoum & 
Sons）是一家位于加尔各答
（Kolkata）历史悠久的新市

The Goan version of the date-and-nut Christmas pie 
incorporates jaggery and sesame in addition to the dry  

fruits and nuts used in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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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撒迦利亚斯（Thomas 
Zacharias）是一位名厨，曾任孟
买食堂（The Bombay Canteen）的

厨房主管。该餐厅位于孟买，2018 年被《悦游
（Condé Nast Traveller）》评为印度前 50 家
顶级餐饮场所第一名。

鳕鱼卷饼或叫巴卡
尔豪（pasteis de 

bacalhau）

场（New Market）的标志性面
包店，自1902年从巴格达来到
以色列纳霍姆（Nahoum）开
店以来，一直在制作他们味道
浓厚的水果蛋糕。虽然这家
犹太面包店有140多种产品，
但他们味道浓厚的水果蛋糕
和李子蛋糕无疑是最受欢迎
的，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这
家店目前的第四代传人艾萨
克·纳霍姆（Isaac Nahoum）
分享了他们保持成功的秘诀。
他表示：“我们对高品质食材
的不懈关注，以及独特的技
术，使我们的价格远低于身边
的竞争对手。”

尽管近年来印度特有的圣

诞烹饪传统似乎正在失去它
的往日光辉，但人们与家人和
所爱之人团聚一起品尝美食
的感情依然不变。在我自家
里，我的祖母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家的圣诞节可能不会再
像她在世时一样精致或奢侈
了。但她的烤鸡和鸭肉咖喱肯
定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圣诞
菜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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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方邦的库什纳加尔机场开通了国际航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的到来
提供了便利。 这次，我们参观了该邦一些受人尊敬的佛教遗址，由于国际航班的开通，

这些遗址将变得更加容易进入。

跟随佛祖的脚步

阿努拉格·马利克和普里亚加纳帕蒂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佛教徒

都准备庆祝菩提节（12月8

日），据说在这一天，悉达

多·释迦牟尼在比哈尔邦菩

提迦耶的菩提树下得到了启

发，成为佛祖或“觉醒者”

。虽然菩提迦耶仍然是与佛

祖有关的一个重要遗址，但

北方邦却拥有四个最受尊敬

的佛教地点中的两个：萨尔

纳特（佛祖受启发后第一次

讲道的地方）和库什纳加

尔（佛祖获得大乘涅盘的地

方）。此外，由于库什纳加

尔机场最近被宣布为国际枢

纽，北方邦的佛教景点在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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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机会上因此而变得更加突

出。以下是佛祖从他到达的

第一个地方到他最后安息之

地的旅程。

萨尔纳特
佛祖在受到启发后，前往距

离库什纳加尔229公里的萨

尔纳特。在萨尔纳特的鹿

园，他向在附近的乔坎迪佛

塔遇到的五个信徒作了第一

次讲道。佛祖在第一次讲道

时，讲到了四个崇高的真理

和八重解脱苦难的道路。佛

祖在萨尔纳特奠定了僧伽（

佛祖的信徒组织）的基础。

巨大的34米高的达梅克佛

塔是这里的一个主要佛教景

点，因为它标志着佛祖第一

次讲道的准确地点。

The Ashoka Pillar in Sarnath was capped by the 
Lion Capital, which was adopted as India’s national 

emblem in 1950

1876-77年，在英国考
古学家ACL Carlleyle
的监督下，在库什纳
加尔挖掘了大涅盘寺
和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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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纳特另一个吸引

人群的地方是标志性的

阿育王柱子。这座闪闪

发光的柱子由阿育王于公

元272年至232年之间所

建，据说它是佛教僧伽的

基础。这根柱子曾经被狮

子城封顶，在1950年，

狮子城曾被作为印度的国

徽。如今，狮子头可以在

萨尔纳特博物馆观赏。

考夏姆比
佛祖的下一站是考夏姆

比，它距离库什纳加尔约

378公里。考夏姆比曾经

是瓦塔王国的首都，是古

印度16个大圣所之一。

他在此度过了第六和第

九年（受启发之后）。他

在考夏姆比进行了几次讲

道，并将考夏姆比建成

为佛教高级学习的首要中

心。在此地的发掘发现了

阿育王柱子的遗迹，以及

一座古老的堡垒和古西塔

兰修道院。

斯拉瓦斯蒂
斯拉瓦斯蒂位于拉普蒂河

屈信寺是库什纳加尔的主要佛教景点之一，据说最初准备构建为森林修道院，因此坐落在绿树丛中。

Lord Buddha grew up 
as Prince Siddhartha 

in Kapilavastu 
(about 187 km from 

Kushinagar), the 
present day town 

of Piprahwa in 
Siddharthanagar 

district. 

Sankisa (about 529 km 
from Kushinagar) is 

regarded as the spot 
where Lord Buddha 

descended after 
giving a sermon to 

his mother Mayadevi 
in heaven. Emperor 

Ashoka erected a pillar 
to mark this holy spot.  

Buddhist sites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associated with Buddhism, Kushinagar is where 
Lord Buddha left his corporeal self to attain Mahaparinir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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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方邦的旅游业和那些受到佛祖崇高思想启发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
息！库什纳加尔机场将成为一个国际机场。机场的连通性将显著提高。更多
的游客和朝圣者将会到来，这也将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好的机会。”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

畔，距库什纳加尔约237公

里，是古代科萨拉王国的

首都。根据当地的传说，

斯拉瓦斯蒂以创造它的神

话之王斯拉瓦斯特命名。

这个小镇散布着许多古老

的佛塔，雄伟的寺院和美

丽的寺庙。佛祖在这里呆

了20多年，这里是他最

喜欢的一年一度的季风度

假胜地。据说佛祖在斯拉

瓦斯蒂创造了一些最伟大

奇迹。根据传说，这里也

是佛祖遇到安古利玛的地

方。正是在这里，他从一

个公路强盗变成了一个僧

侣。安古拉洞穴是这里最

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游客还可以参观斯拉瓦斯

蒂的阿南菩提树。

库什纳加尔大般若涅
槃寺内的卧佛雕像。
每天晚上，僧侣们用
一块布盖住雕像，仿
佛让神灵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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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北方邦旅
游局推出的佛教
巡回地图。有关
更多信息，请访
问：uptourism.
gov.in/pages/
top/explore/

tourism

右图：萨尔纳特
的乔坎迪佛塔---
佛祖遇到五位接
受他最初教导的

弟子的地方

该镇与萨赫特·马赫特孪

生村的遗骸有关。马赫特的

两个主要景点是央掘摩罗塔

（永久小屋）和给孤独长者

塔（临时小屋）。斯拉瓦斯

蒂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

一个巨大的世界和平钟，该

钟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所建

立。其他值得注意的景点包

括泰国、斯里兰卡、缅甸、

中韩佛教寺庙、肖布纳特寺

庙和犍陀俱提精舍

 这里其他值得注意的

景点包括泰国-斯里兰卡-

缅甸-中国-韩国佛教寺

庙，Shobhnath寺庙和Swarna 

Gandha Kuti。



在广告、广播、电影和互联网等媒体
行业工作了多年之后，阿努拉格·

马立克（Anurag Mallick）和普里亚·加纳帕西
（Priya Ganapathy），专门从事旅行写作。两人目
前还在班加罗尔经营着一家名为红圣甲虫旅游和媒
体（Red ScarabTravel&Media）的公司，专门提供
定制旅游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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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时还发现了一个铜器，上

面刻着古婆罗门文字，写着

佛祖的遗骸葬在此地。

距寺庙只有一步之遥的

是马塔夸尔神社，一尊右手

持触地印（触地姿势）的黑

石佛像在此处被发现，据信

这是佛祖最后一次讲道的地

方。而附近49英尺高的拉

马巴佛塔正是佛祖被火化的

地点。

库什纳加尔
库什纳加尔是与佛教有关的

最神圣的遗址之一，佛祖在

此离开了自己的肉体，获得

了大般若涅槃。大般若涅槃

寺于1876年被发掘，每年吸

引成千上万的信徒，朝圣者

和游客，寺内有一尊6.1米

长的金色卧佛。这座整体式

的砂岩雕塑描绘了佛祖靠右

侧卧，脸朝西的情况。

考古发现表明，这座寺庙

旁边还出土了一座佛塔。挖

顶部：僧侣们走向萨
尔纳特的达梅克佛

塔。这里是佛祖成为
觉醒者后第一次讲道

的地点

底部：来自世界各地
的僧侣在斯拉瓦斯蒂
的切提万神庙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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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从COVID-19疫情中恢复过来，旅游的规范也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
多地关注乡村旅游。在政府的协助下，这种趋势不仅将鼓励文化和经验的交流，还

将确保对村庄的财政支持。

乡村生活的一部分

A Theyyam performance in Kannur, Kerala. Rural tourism offers visitors to experience local 
traditions and art forms from a close distance. Kannur is one of the districts being developed by 
the state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库马尔·阿努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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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一位外国游客
在泰米尔纳德邦的玛
玛拉普兰洞穴附近与
当地妇女合影

左侧：游客在乡村旅
游中从事医疗救助、
教学等志愿者工作

在COVID-19疫情之后，北

方邦瓦拉纳西市郊的拉米希

村计划再次开始欢迎国际游

客。拉米希是印度的一个典

型村庄，作为印地语传奇作

家蒙西·普雷坎德的出生

地，它深受国内游客的欢

迎。它缓慢而基本的生活方

式，与城市的忙碌节奏形成

鲜明对比，为游客提供了享

受印度乡村生活所具有的田

园风光的机会，也使拉米希

村成为北方邦正在推广的乡

村旅游线路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由

于它靠近著名的目的地，如

瓦拉纳西和萨尔纳特的佛教

朝圣中心，这个小村庄变得

更加具有吸引力。“游客可

以选择乘船到达甘加河沿岸

的这些乡村目的地”，北方

邦旅游局官员柯蒂曼·斯里

瓦斯塔瓦向媒体解释，该州

的旅游部正在开展一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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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计划：在新冠疫情后时

期在瓦拉纳西及其周边地区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该计划

的一部分，游客将被安排参

观田园诗般的环境，参观凯

西的乡村生活，或驱车前往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被

收养的贾亚普尔村庄。

聚焦
在过去几年中，全球旅游业

一直将重点放在享受独特和

悠闲体验的重要性上，但在

新冠疫情期间，探索未开发

的事物并尽可能靠近大自然

的必要性也逐渐深入到每家

每户。在印度，国家旅游部

门也在努力向游客展示印度

农耕生活的瑰宝。去年的世

界旅游日（9月27日）的主

题是旅游业和乡村发展，这

与他们的努力相辅相成。

在拉贾斯坦邦，政府正

在努力制定创新的旅游方

案，以吸引具有独特经历的

游客，并在农村地区创造新

的机会。在比哈尔邦和喀拉

拉邦，乡村旅游线路正在开

发之中。作为国家将旅游业

带入乡村计划的一部分，

一位游客在一位游客在拉达克的一个村庄巴斯戈拍照

Under the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s 

Shyama Prasad 
Mukherji Rurban 

Mission (SPMRM), 
clusters of village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preserve and 

nurture the essence 
of rural community 

life with a focus 
on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 without 
compromising on 

facilities perceived to 
be essentially urban 

in nature. These 
are being termed 

‘Rurban Village’. 

Under the mission, 
300 clusters are 

being develop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67 ‘Rurban’ 
clusters have 

proposed tourism-
related activities in 

gram panchayats.

Rurban Villages 

Tourism helps buil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ckets via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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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jectives of the swadesh darshan scheMe include creating eMployMent 
through active involve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developMent and pro-poor tourisM approach.”

prahlad Singh patel
Union Tourism Minister

印度旅游局正在努力着，并且

已经批准了这两个邦的两个项

目。这两个项目将重点开发比

哈尔邦和喀拉拉邦的比提哈尔

瓦、钱德拉希亚和图尔考利亚

乡村赛道，以及马拉纳德-马

拉巴尔邮轮。

旅游和就业
乡村旅游，或者鼓励游客去乡

村旅游，不仅丰富了游客的

体验，而且促进了当地经济的

上图：一名外国人在
古吉拉特邦的甘地纪
念馆尝试印度手纺车

下图：古吉拉特邦库
奇沼泽地周围的一些
农村部落经营着名

宿，这些民宿被称为
邦加泥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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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在这里，我们看
到拉贾斯坦邦偏远的萨
巴尔普拉村庄的一位
女士穿着民族服装和

装饰品

下图：柴火炉，新鲜农
产品，区域性香料相结
合，提升了度假体验

发展。当游客到达一个村庄

时，他们会在吃、住和购买

当地手工艺品和纪念品上产

生消费。

当地的工匠和手工艺者

不仅为其产品找到了新的直

接买家，而且还从他们的顾

客那里获得了现场反馈。在

某些情况下，当国际游客到

达村庄时，当地的手工艺人

会接触到来自游客的设计需

求，这将帮助他们改进自己

的工作。

然而，影响最大的是旅馆

和民宿的兴起。随着乡村旅

游业的兴起，即使偏远村庄

Travellers are not 
only looking for 
accommodation 

when they are 
travelling. They 

also want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variations, 
know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of the 
place, understand 

the local lifestyle and 
participate in local 

festivals. 

Homestays are 
not just a place for 

accommodation but 
are actually homes. 

More often than 
not, villagers open 
up their houses for 

tourists, offering 
them a slice of their 

lives. The tourists and 
the host share meals, 

tales and traditions. 
This is a two-way 

channel where, along 
with the traveller, the 

host gets a chance 
to learn and create 
reliable networks.

Homing in on 
homestays

的家庭也被鼓励经营民宿，

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体验当地

传统、文化和美食的机会，

从而提高了主人的收入。

旅游业通过知识转移在

城乡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

系。来自城市地区的游客可

以参观农村地区，并将其知

识，技术和资源传授给当地



库马尔·阿努巴夫是一名经过认
证的登山运动员和专业人士，在
印度各地的农村社区工作。他是

NotOnMap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NotOnMap是一个
以旅游为中心的计划，致力于保护和发扬印度农村
地区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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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游客和平与健康的庇护

所。在印度，与当地人的合

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旅游

提供了大量途径，负责任的

乡村旅行必将成为我们所称

的新常态。

社区，以换取对他们的文化

和遗产的体验。

文化关联
印度的农村社区拥有丰富的

文化多样性和遗产。由于这

些社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

无法利用其文化遗产，从而

导致各种古老的习俗，手工

艺品的消失。在当今世界，

乡村旅游的关联在于，有许

多城市游客想了解这些隐藏

的文化资产，但由于缺乏对

这些资产的认识而无法了

解。而随着游客的到来，这

些资产就可以在财务上实现

自给自足和自我维持。

村庄远离了繁华的城市和

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它可以

顶部：游客在拉贾
斯坦邦一年一度的
普什卡尔博览会上
参加陶罐比赛；

底部：妇女们正在
拉达克马尔哈谷徒
步旅行的汉卡村的

民宿里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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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拉贾帕特（Rajpath）举行的第 72 届印度共和日庆祝活动中，以生
动的方式展示了印度在不同领域的进步，并展示了其丰富的文化底蕴

触摸天空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新德里的“共
和国日”阅兵式期间，印度空军进行
了飞行表演。亮点之一是阵风战斗机

的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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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在 2019 年被宣布
为联邦领土后，拉达克首
次参加了共和国日游行。
流行场面以标志性的提

克西寺为特色 

底部：巴哈瓦娜·卡纳期
（Bhawana Kanth）中尉（
右二）成为印度首位参加
共和日飞行表演和游行

的女战机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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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北阿坎德邦的
流行场面以令人敬畏
的凯达纳斯神庙、麝

香鹿（州标志性动
物）、梵天卡玛勒（州
花）和虹雉（州鸟）的
惊人描绘为特色。

底部：在共和国日游
行期间，印度陆军士
兵正在游行。为遵守 
Covid-19 限制规范，

活动期间戴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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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2021 年 1 月 27 日，在新德里维杰乔克（Vijay Chowk）举行的鸣金收
兵仪式的正式彩排中，秘书处大楼灯火通明。 

底部：在共和国日庆祝活动中，学生们在拉杰大道上进行文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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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兰恩乌察夫（Rann Utsav）在古吉拉特邦卡奇区（Kutch 
District）的咸沼举行，壮观地展示了该邦本土艺术和工艺、美食、民俗传

统和传统生活方式

白沙漠的色彩

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在卡奇沼泽地（the Great Rann 
of Kutch）（2020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举行，其中一个亮点是迷人的日出和日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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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位于卡奇沼泽地
（the Great Rann of 

Kutch）边缘的小村庄多
尔多（Dhordo）帐篷城

的全景

下图：在帐篷城附近，
人们组织了一场愉快的
Mela（博览会）来庆祝一
年一度的节日，让游客

一睹古吉拉特邦充满活
力的文化、本土装饰艺
术、美食和手工织布传

统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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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当地妇女给多尔
多（Dhordo）村的一间
小屋涂上一层新的泥。
作为古吉拉特人整体体
验的一部分，游客可以
入住这些被称为邦加

（bunga）或旁加
（bhunga）传统的小屋

下图：邦加小屋被涂上
鲜艳的色彩，用竹棍、
干草绳和干草建造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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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邦的民间传统
是兰恩乌察夫（Rann 
Utsav）的亮点之一。来自
印度各地的艺术家参加
这个节日，展示他们丰富
的文化和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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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邦加（bunga）小屋的内部装饰华丽，座位布局舒适。这些小屋冬暖夏凉；下图：2015-2016
届的兰恩乌察夫（Rann Utsav）博览区，火烈鸟雕像欢迎游客的到来。大火烈鸟是古吉拉特邦的
邦鸟，在八月的卡奇沼泽地（the Great Rann of Kutch）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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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查克达（Chakda）是一种在卡奇（Kutch）村和索拉什特拉（ Saurashtra）村很
受欢迎三轮交通工具。在节日中乘坐这种车绝对是一次不容错过的体验

下图：古吉拉特邦一年一度的国际风筝节与兰恩乌察夫（Rann Utsav）同时举行。卡奇
沼泽地（Rann of Kutch）是风筝节的几个举行场地之一。想知道更多旅行信息，请浏
览：gujarattour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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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页

任务成功
2020年12月17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成功将
一颗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颗名为CMS-01的卫星搭载
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的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
（PSLV）-C50发射升空。这颗新卫星将取代并加强
2011年7月11日发射的GSAT-12的服务，预计任务寿命
为8年。

回家
2020年11月18日，泰米尔纳德邦文化与旅游
部长普拉哈拉德-辛格-帕特尔（Prahlad 
Singh Patel）在新德里将1978年在泰米尔纳
德邦斯里拉贾戈帕尔-毗湿奴神庙被盗的三
尊13世纪的罗摩神、拉克什曼纳神和德维-
西塔神像移交给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这些神
像流落至英国，由伦敦大都会警方移交给印
度高级委员会。在新德里印度考古调查局
（ASI）总部举行的活动上，部长指出，在
2014年至2020年期间，政府已从海外拿回了
40件文物，而在1976年至2014年期间，只有
13件文物被送回印度。

废物利用
• 当全球都在努力遏制塑料污染时，喀拉

拉邦的Ambili Prasannakumar正在利用
塑料制作漂亮的桌垫和地毯。她在两块
裁成所需形状的布之间缝上一层塑料，
然后在上面绣花。

• 对于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59岁的
Vijayanand Shembekar来说，用椰子创
作复杂精致的艺术品是他的热情所在。
他雕刻微型车辆、寺庙、动物模型和家
庭装饰品。他使用破碎和损坏的椰子、
果壳、叶子和茎来创作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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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 Ambili Prasannakumar stitching a mat that 
has a layer of plastic between two sheets of cloth; 
Vijayanand Shembekar with a miniature model of a temple 
built with cocon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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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