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治安与法
律统筹部长马福特明确表示，政府绝不会
就巴布亚想脱离印尼大一统共和国进行任
何谈判。

马福特1日在雅加达的线上记者会上
就近几日治安部队在巴布亚Intan Jaya
地区与武装犯罪团伙一再冲突一事回应
说：“对于印尼政府而言，巴布亚地区无
论是巴布亚省或是西巴布亚省列入印尼大
一统共和国的版图是不可更改的。巴布亚
若想独立或分离肯定是没门，没有什么好
谈判的。”

临近12月1日“巴独运动”纪念日，

该区总会发生暴力事件。
同时，巴布亚独立问题通常也在联合

国大会举行之际出现。
马福特说：“现在

该事件又再出现，因
为巴布亚确实有一群
人与他国人士合作进
行政治挑衅，想要让
巴布亚从印尼大一统
共和国分离出去。我
们将坚决对付这一挑
战，因为所有这些都

违反法律。”
他强调说，联合国曾于1963年在巴

布亚进行全民公投，并已裁决巴布亚为印
尼共和国领土。
从那以后，巴布
亚某些分离主义
分子要求独立已
没门。

他 指 出 ， 最
近在Intan Jaya
发生的武装冲突
中，至少有四人
丧 生 ， 其 中 包
括2名国民军成
员，1名平民和1
名牧师。就此事
他将成立联合调
查小组，查明那
些人死亡真相。
调查小组将由政
府官员，宗教领
袖，社会精英，

习俗长老和学者组成。
他说，成立联合调查小组旨在探究巴

布亚最近发生的冲突真相。（小兀）

每年的九月底，我国舆论
界便掀起对1965年的“九卅”
事件及与其有关问题的议论和
争辩。今年亦不例外。

有人提出置疑，往年在纪念“九卅”事件时，总放
映“印共( PKI，下同)叛国”的影片，供大众观看。后
来被勒令停放，有人说这是印共残余分子所为。某些
方面提议将有关禁止印共及共产主义理论的66年人协
决定书撤消，当然也“归功于”印共人士了。此外，
近来在一些地方不时出现印共党徽与相关图像，各地
不断发生殴伤与杀害(伊斯兰教)宗教长老事件，毋庸置
疑，这也是印共党员的杰作。种种“迹象”显示着印
共在复苏，必须彻底调查，严厉遏止。

然而，有的看法却认为，该“印共叛国”影片是
相关导演的臆想作品，非历史记录片。后由1998年当
届政府的情报部长Yunus Yosfiah 将军下令成为“非

必需”观看影片。( 个人观看无妨 )；66年人协决定书
曾经由前总统瓦希德提出撤消而未果。上述两人显然
与印共无关。关于印共党徽的出现及杀害宗教长老之
事，自当由国警彻查严办，不宜作无凭据的指控，搅
乱社会安宁。

然而，印共及其共产主义理论“复苏”之说并未
平息。业内专家与观察家指出，作为一种政治学术理
论与学说，皆可于高等院校中研讨学习，并非加以宣
传，更非付诸行动，而有违国法。人的思维与论理，
并不可能被禁令封住。但违法的作为与行动，可按国
法处置。无凭据的“恐共症”与“恐伊斯兰症”，同
样不可取。政府需按国家法规办事，保证社会的安全
与安宁。

除上所述，有关55年前发生的“印共叛
乱事件”，历史学家与业内人士称，冀当权
者给予明确的阐释，以防其继续引发社会的

意见分歧，不利国家团结。
55年前的事，不应造成社会的分裂。宜以“社会

和解”方式解决。可以下述条件实现：(一)，涉该事件
的各方，必须拿出诚意，确实原谅对方的过错，无论
其过错为何；(二)，必须照实道出“事件真相”，不得
篡改、曲解。消除年青下一代对历史存在的疑虑，有
助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三)以和为贵，吸取教训。以指
导今后的实践，严防重蹈覆辙。

不仅对“九卅事件”，其它历史事件亦必须予以
澄清，并正确看待。对本国历史存在不同的评价与见
解，会造成民众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分裂。不利民族
团结，阻碍民族的复兴与发展。

金潇

    

www.qiandaoribao.co.id
PT. Sinar Pulau Seribu

Cabang :  Jl. R.E. Martadinata 10 Blok C No F , Ancol, Pademangan,  Jakarta Utara
                Telp. : 081280852589    Iklan : 081319822817
                •  e-mail : hariannusantara@yahoo.com

Pusat :  Jl. Jaksa Agung Suprapto No. 41 Kav. 8-10 Surabaya 60272 Jawa Timur
                Sirkulasi : （62-31）5354532, 5354542, 5343915-16
 Redaksi : Telp. :（62-31）5354542, 5354543  Fax. :（62-31）5354544
 Iklan : Telp.（62-31）5322077  Fax. :（62-31）5315435
                Website : www.qiandaoribao.co.id  •  e-mail : qiandao.ribao@gmail.com

零售价 ：Rp. 5.000,-/份 （外埠，外岛另加寄费）每月报费：Rp. 100.000,-

第5804 第1版     2020年10月3日   星期六

述
评

以和为贵 实现民族大团结

印尼新冠肺炎最新疫情
（至10月2日下午截稿时）

确诊病例新增（4317）例，累计（295499）例
死亡病例新增  （116）例，累计  （10972）例
治愈病例新增（2853）例，累计（221340）例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兼疫
情防控与经济复苏委员会副主席鲁胡特•宾沙尔•班查伊丹
要求卫生部为抗疫前线包括医务人员和军警、城管人员制
定执行核酸检测相关指南，以免检测现场出现混乱。

据10月2日消息，鲁胡特是在10月1日主持抗疫统筹
会议时如斯称。该会议由印尼医生协会、印尼数据科学
家协会代表以及8个抗疫重点省区省长及相关警区、军区
长及其下属人员出席。

鲁胡特敦促卫生部尽快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检测工作指
南，里面包含具体检测程序及检测化验室地点等指导方
针。“我们决不能疏忽大意而导致人员死亡。”他说。

除此之外，鲁胡特还嘱咐卫生部联合印尼医生协
会，尽快地给予医务人员、军警和城管人员做核酸检
测。

对此，卫生部疾病防控司司长阿赫玛德•尤利安多表
示，在第一线直接收治病人的医务人员，包括军警和城
管人员的确需要定期接受核酸检测。

在同一场合，印尼肺科医生协会主席阿库斯•德威•
苏山多对上述项目表示支持。他说，到目前为止，医务
人员对核酸检测具体方法和流程，包括可免费操作检测
的化验室地点都尚不清楚。他要求卫生部尽速向各家医
院发出相关指南。（小红）

鲁胡特促卫生部制定抗疫前线医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指南

马福特坚称政府绝不为“巴独”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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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网泗水讯）10月1日，丽斯玛市长视
察泗水救灾机构储存橡皮筏的仓库，确定该救灾
用具完好无损。因为过不久泗水市将进入雨季。
泗水市民将面临恶劣气候。她要求机构人员将每
个橡皮筏置于河里试用，检查是否有漏气。此外
还要认真检查橡皮筏上的机器是否能正常运行。
必要的话进行维修。她希望有关人员认真检查所
有的防灾物品。

丽斯玛市长希望公共工程局与绿色户外清洁
局共同关注并疏通泗水市所有的排水沟，保证排
水管道的顺利畅通。

泗水市政府颁发在雨季时小孩不许在排水道戏水
并远离电线杆的禁令，河流域的居民要随时关注河床
的水位。泗水市政府也将与气象台联系，关注泗水气
候的变化，以便及早防备天灾的来临。（尧尹）

泗水市长丽斯玛检查防灾用具

（泗水之声网讯）泗水防疫工作组副秘书Irvan Widyan-
to表示，工作组联手军警组成拭子检测队，在市民中巡查实施
防疫卫生守则。该队也包括镇长、警局长和军支分区指挥官。

10月1日，Irvan Widyanto对记者说：“他们在各辖区联
合进行巡查防疫卫生守则。若发现有违规者，立刻对其惩处并
当场对其作拭子检测。”

他补充说，进行巡查时，若发现有违规者，立即被送往当
地的社保中心并对其当场作拭子检测。若是在晚上，发现违规
者，他们被送往由泗水市政府通过卫生局指定的防疫工作站，
作拭子检测。

Irvan阐明：“违规者的居民证暂被扣留，并对其作拭子
检测。如今已有3镇作定期拭子检测，该3镇是Tambak Sa-
ri、Sawahan和Rungkut镇。”（小兵）

泗水成立拭子检测队
针对顽固不戴口罩违规者

（ 点 滴 新 闻 网 外 南 梦 讯 ） 东 爪 省 外 南 梦
（Banyuwangi）县县长阿普杜拉•阿瑟尔•阿纳斯
向在疫情期间在一所习经院准备饭菜的志愿者表示
感谢，并聆听他们这段期间的经历。志愿者是境内
救灾青年团、社区助理（PSM），希望家庭伴侣
（PKH）及镇区社会福利小组（TKSK）成员。

阿纳斯县长称，在别人选择居家简出期间，他们
却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无私地每天为进行隔离治
疗患者与医护人员准备三餐，实在让人敬佩。希望他
们协助政府给周围的群众宣导防疫守则，如戴口罩、
保持距离、勤洗手，并劝说民众愿意遵行它，让境内
的疫情尽快平息。（随机）

外南梦县长向疫情期间作出奉献志愿者致谢

（泗水之声网讯）10月1日中午，印尼广播委员会东爪哇
分会（KPID JATIM）委员Gandi Wicaksono确诊感染新冠
肺炎，不治死亡。

印尼广播委员会东爪哇分会主席Afif Amrullah向泗水之声
网证实说，Gandi曾因身体不舒服，而去做核酸拭子检测。9
月26日，Gandi的核酸拭子检测报告出来，他确诊感染新冠
肺炎。后来，Gandi在爱朗卡大学医院进行治疗。两天的治疗
中，Gandi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最终不治逝世。 Gandi生前
经常生病或许患有宿疾。

Afif称，Gandi生前待人幽默，他总是积极帮助和争取残
疾人的权利。因此我们对Gandi的逝世感到万分悲痛。愿他一
路走好，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健境）

印尼广播委员会东爪分会委员
确诊新冠肺炎逝世

（点滴新闻网厨闽讯）东爪哇省厨闽（Tuban）公众医院医生Devid 
Erfiyanto确诊新冠肺炎不治殉职。遗体按防疫程序在拉梦安（Lamongan）
县Brondong坟场埋葬。

10月1日，厨闽防疫工作组代言人Endah Njurul K对点滴网记者说： 
“Devid医生确诊新冠肺炎不治身亡。”

Devid医生的逝世增加了厨闽县殉职医疗人员的名单。 
Endah补充说：“至目前为止，已有4名医疗人员殉职。
厨闽Koesna公众医院经理Saiful Hadi说：“Devid医生确诊新冠。与

他有过紧密接触者已进行拭子检测，其结果皆呈阴性。
厨闽县政府仍进行14天宵禁，市民所有活动，包括超市、饮食摊或娱乐

场所，只可营业至晚上10时。（小兵）

厨闽Koesma公众医院一位医生染新冠殉职

（点滴新闻网泗水讯）东爪省锦石（Gresik）县
一居民被突查未戴口罩，因付不起罚款，他选择坐牢
3天。

1日，锦石地方法院公关处人员Herdyanto 
Sutantyo对记者证实称，当时那名建筑工人在法院
开庭审判，须缴付10万盾罚款，但他以很久没有工
作无收入而付不起罚款为由选择坐牢。后来法院一工
作人员，要其承诺不重犯为条件，为他交付罚款了
事。（随机）

锦石一违反防疫卫生守则者 因付不起罚款选择坐牢

（泗水之声网讯）88反恐特遣队搜查中爪哇古突
斯县Bae村1名疑牵连恐怖网络的村民的住家。

古突斯警署长Aditya Surya Dharma 1日在古
突斯证实该搜查行动。

陪同搜查的古突斯警署警员说，这次搜查是与落

网的MF（26岁）牵连恐怖网络有关。他说，被没收
的物证包括电脑、手机和书籍。

此前，88反恐特遣队在日巴拉（Jepara）县
Bangsri镇Wedelan村逮捕1人，并在Rembang县
Pamotan镇Pamotan村又逮捕古突斯居民。（小兀）

88反恐特遣队搜查  疑涉恐怖网络古突斯民居
（点滴新闻网巴芝丹讯）东爪省巴芝丹（Pacitan）县7个

镇的27个乡区被认为易遭海啸袭击，为此县政府在多处设置
了避难所。

2日，巴芝丹救灾机构预防与应急处科长Dianitta Agusti-
nawat对记者称，仅市内就有13个避难所，沿岸地区则在附
近的山区设置避难所，如Klayar、Watukarung, Soge、Ngi-
roboyo、Taman及Tawang等地区。通往避难所的道路都是
柏油路，目前只需要在通往山区的避难所兴建石阶即可。境内
沿岸长约70公里，有250个往避难所的指示牌子。近日东爪省
政府拟再设置40个避难所。（随机）

认为巴芝丹易遭海啸袭击
县政府设置多处避难所

（点滴网勿加西讯）9月29日，西爪哇勿加西
（Bekasi）县Cikarang Barat镇的2名拾荒者在熟
睡中遭陌生人抢劫，其中一人被木棒殴打致死。

勿加西警署刑侦部主任Dwi Prasetya 10月1日
对记者称，警方根据监控录像知悉，该两人是在店面

前的人行道上熟睡时，突然遭到2名陌生人袭击。1
个人推着手推车，另一个人带着麻袋，他们用大木棒
猛击拾荒者的头部，使其昏迷，其中一人用手推车遮
掩他们的行动，另一人盗取他们身上的现钱。

2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1人不治身亡。（尧尹）

勿加西2拾荒者熟睡中遭劫并被殴打致1死

（独立网讯）2012年3月12日凌晨3时许，在南苏门答腊
省巨港（Palembang）Llir Barat I镇Siring Agung乡Wira-
jaya街1巷发生的一起凶杀案的嫌犯Agsabula（34岁）落网。

1日，凶犯Agsabula在巨港警署总部记者会上对记者称，
因几次讨债都未遂，当他向Siti讨取3000万盾的债务时，用自
制枪支指着她，不料枪支走火，将Siti击毙。为了躲避法律责
任他到处躲藏，先后在北苏门答腊的占碑（Jambi）及朋姑鲁
（Bengkulu）等地藏匿，以务农维生，那一段时间心里一直
很不安。昨天刚回家就被警员逮获。

巨港警署刑侦处主任Nuryono称，经过8年的追缉，警
员于9 月3 日在巨港Sukarami镇Talang Betutu乡Masjid 
Suka Mulia街区其住处抓获Agsabula，并在其住处缴获凶枪
作为证物。警方对此案将作进一步调查。凶犯因触犯了刑事法
典第338条关于谋杀的条例，可判终生监禁。（随机）

因多次讨债未遂
巨港一凶犯枪杀一妇女

（东爪新闻网泗水讯）东爪哇省勿里达（Bli-
tar）县警署维安部队队长Agus Hendro Tri Susetyo
因时常遭警署长责骂，遂于10月1日，向警区长辞
呈。Agus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不接受勿里达警署长Ah-
mad Fanani Prasetyo对下属的态度所致。

Agus补充说，一名警务人员，难免会有过错，
但上司不能用粗暴态度对下属说话。甚至他骂我是人
妖，你没用等等。  

Agus接着说，这种作风，根本不能反映一个作为
维护社会治安的长官应有的态度。警署长时常对犯错的
下属动辄革除其职务，而不是对其进行辅导。（小兵）

不满经常遭警署长责骂 勿里达警署维安部队队长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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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每克（Rp）

1日 944,120

2日 944,120
来源：LogamMulia-ANTAM

纯金（百克）牌价
2020年10月货币 美元USD 人民币RMB 马币MYR 新元SGD 澳元AUD 港元HKD 日元JPY 欧元EUR 英镑GBP

卖（Rp） 14,964.45 2,203.96 3,598.09 10,966.18 10,728.01 1,930.87 141.72 17,560.78 19,263.74
买（Rp） 14,815.55 2,181.39 3,558.01 10,854.68 10,618.30 1,911.63 140.29 17,380.12 19,070.58

来源：印尼央行2020年10月2日汇率牌价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渔
业部加强海产竞争力总局秘书贝尼（Ber-
ny A Subki）表示，中国已超过东亚国家
和地区，如韩国、日本、香港及台湾，成
为我国海洋与渔业的最大投资来源国。

根据他在题为“吸引来自东亚地区在
海事与渔业部投资的兴趣”的网络研讨
会时提供的数据称，今年上半年期间，
中国在印尼海事与渔业部的投资额达到
5501.1亿盾，占东亚国家和地区总投资
额6392.9亿盾的86.05%。

“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来自中
国、香港、韩国，及台湾的投资者最大投
资于加工业部门，而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
最大投资于养殖业，”他如斯说。

与此同时，我国驻东京的投资促进中
心（IIPC）经理拉赫玛德•尤李岩多（Ra-
khmat Yulianto）表示，日本在全球或
我国渔业部门的投资确实还很小。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
数据，日本在外国进行渔业部门的投资仅
占日本在世界投资总额的0.05%。

“最近五年来，日本在我国渔业部门
的投资额仅占在投资统筹机构（BKPM）
已记下该国投资总额的0.07%。日本在渔
业的投资兴趣本来不高，但还有很多机会
可利用，”他这么说。

他解释说，日本在渔业投资的机会还
很大，因为随着该国家的一半渔民年龄都
在50岁以上，将使日本的鱼类产品的供应

减少。
“他们将寻找在日本以外的其他来

源，或他们将寻找工人在日本渔业中心工
作。我们能利用该机会，”他续说。

与此同时，我国驻首尔的投资促进中
心经理希尔米（Hilmy Qadrinal Rach-
man Tanjung）声称，在五年内，韩国
在我国海事与渔业部们的投资大幅下降。

2018年在海事与渔业部们的投资额
达到107万美元，但在2019年的投资额
降至20万美元，而今年上半年的投资额再
攀升到78万美元。

“但其投资额并不大，”他续称。
另一场合，我国驻台北的投资促进中

心经理阿里（Ali Fauzi）表示，根据投资

统筹机构驻台北代表的数据，台湾许多投
资者已在我国海事与渔业部们投资，他们
的投资分布在爪哇岛以外。

“这显示我国海事与渔业部门在国外
已驰名，并可以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时说明
这一个成功故事，以致他们能加速落实投
资，”他补充称。

他阐述，与日本和韩国的投资者一
样，台湾的投资者亦需经过仔细的考虑，
与中国投资者采取渐进的步骤不相同。

“台湾投资者在作出投资的决定时非
常谨慎。但有了许多成功的故事，将使来
自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更快作出
投资的决定，”他进一步称。

（来源：印尼商报网）

中国成为我国海事与渔业最大投资来源国

（美都新闻网10月2日讯）海事和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政策改革，其中一项是通
过《综合法》（Omnibus Law），以吸引更多投资到国内。

据国内媒体安打拉通讯社10月2日报道，鲁胡特部长在声
明中说：“我们推动批准《综合法》，并支持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的企业和社区。”

鲁胡特认为，自去年3月以来冲击印尼的新冠肺炎大流
行，不仅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对国民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投
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推动力之一。

“大流行导致人们的购买力下降，从而影响了消费。因此，需
要政府支出和额外投资来推动”，鲁胡特说。除了专注于吸引投资
的政策改革外，政府的另一项战略措施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鲁胡特表示，除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以外，来自阿拉伯和非
洲国家的伊斯兰国家在印尼的投资也相当可观。

据了解，我国于2020年1月12日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
署了总额228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合作范围包括可持续能源
的发展；分享绿色增长的愿景，以将能源安全转变为可持续能
源；在鼓励宽容等方面支持伊斯兰的原始价值观。

鲁胡特：综合法可吸引更多投资
【 点 滴 网 雅 加 达 1 0 月 1 日 讯 】 中 央 统 计 局

（BPS）在90个城市进行监测结果，录得2020年9
月再次出现通货紧缩为0.05%。

10月1日，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利延多（Su-
hariyanto）在雅加达称，“根据在90个城市进行监
测结果，2020年9月出现通货紧缩为0.05%。”

藉着该通货紧缩0.05%，通货膨胀为0.89%，
而年度或通货膨胀同比为1.42%。

他说，从监测的90个城市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IHK）显示，其中56个城市通货紧缩，和34个城
市经历通货膨胀。

苏哈利延多接着说，通货紧缩最高的是在迪米卡
（Timika）为0.83%，而最低的是在武吉丁宜（Bukit 
Tinggi），任抹（Jember），和山口洋（Sing-
kawang）各为0.01%。

反过来，通货膨胀最高的是在Gungun Sitoli 
为1%，而最低的是在两个城市，即坤甸（Ponti-
anak）和北干巴鲁（Pekanbaru），其通胀率各为
0.01%。

此前，宝石银行（B.Permata）经济学家约书
亚（Josua Pardede）预测，2020年9月份的通货
紧缩为0.07%，或通货膨胀同比为1.4%。

他说，“这是考虑到在2020年9月期间,大部份
的食品价格都趋于下跌。”

何况是，在上述期间是丰收期，因此，约书亚预
测今年的通货膨胀低于央行预测的2%-4%范围。

（来源：印尼商报网）

中央统计局监测结果 2020年9月再次出现通货紧缩0.05%

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利延多

（泗水之声网讯）中央统计局(BPS) 东爪哇省分
局局长Dadang Hardiwan表示，基于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今年是东爪哇近3年以来，到访游客人数最
低的一年。

Dadang 上述谈话，正值他于10月1日，在泗水
出席网络在线记者会上表示的。

他承认说，旅游业确实是疫情之下，最受冲击的
行业之一，事缘迄自今年4月份，封堵国外人士进入
我国境内算起，尤以东爪哇为主。

Dadang 进一步解释说，今年到访本省国外游客
人数为34,751人次，相比去年的161.216人次逊色
得多，而2018年内，仅1至8月份前后8个月之内，
就已经攀升至 213,155人次，这意味着近2年任何时
段内的参访人数是最低的，而今年8月间入境东爪哇
的22名游客，全是旅居国外的我国侨民，是月内到
访东爪哇国外游客的91.67%，另两名则来自马来西
亚与文莱，此举，有必要引发各方密切重视，。

今年1至8月份到访东爪哇游客的累计人数，同
比去年下降78.44%。

期望往后疫情在新常态生活机制下得以终结，所
有各方还需尽最大努力，方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态
势。（简明）

中央统计局：今年到访东爪哇游客最低

（共和网卡拉旺讯）西爪哇卡拉旺县暂摄县长Yerry Yan-
uar，吁请县内各企业业主，参与遏止新冠疫情承诺，在各自
企业内制定旨在遏止疫情扩散标准机制。

Yerry于10月1日在Akhasaya酒店，发布的遏止及监控疫
情宣言中表明，该项遏止疫情扩散卫生守则，务必在全县所处行
业内，予以严格施行，以迎合国家卫生部所划定的方针政策。

他进一步表示，依据资讯以及现场信息表明，全县工业区
域80%企业，均未实施遏止疫情扩散标准机制，故此，卡拉旺
工业区域沦为疫情爆发窝点，只是时间问题，

诸相关企业，必须依各自行业特征，制定遏止疫情扩散的
例行规章制度，借以在各自行业之内进行监控，俾能最大限度
削减病例的滋生与蔓延。

此外，务必在各自行业内，
从不间断地，开展遏止疫情扩散
的社会化教育与推介工作，原因
是众多员工，尚对疫情及其相关
防疫知识缺乏认知，建议与县内
卫生局进行合作；目前，县内7
个工业园区内，已有为数52家
企业参与该项目，方能与政府长
久以来，为遏止疫情所作的一切
努力相向而行。（简明）

卡拉旺80%企业不遵循抗疫卫生守则

（点滴新闻网古突斯讯）古都斯海关当局，在日
巴拉县区，揭发供藏匿476,200支机械卷(SKM)非法
丁香烟的2民居，时值4.8572亿盾，当局仍追缉潜
逃的物主。

古突斯海关分局局长Gatot Sugeng Wibowo，10
月2日在一项书面声明中表示，当局已于9月30日，对
上述日巴拉藏匿非法香烟居屋采取行动。

Gatot进一步说明，在该项行动中，未拘捕任何
人，不过，已经对上述充作物证的价值4.8572亿盾
的476,200支机械卷(SKM)非法丁香烟加以没收，预
计导致国家经济损失2.8254亿盾。

该案件的揭发，始于民众举报，在日巴拉县  
Kalinyamatan镇Purwogondo村2居屋内，有囤积
非法香烟嫌疑，海关当局随即对该两住所进行搜查；

遂于线报的第一居屋内，搜出342,200支非法香
烟。

接着又前往位于相同村庄的第二所，疑是藏匿非
法香烟另一居屋进行搜查，搜出13.4万支物证以及
制作用的烘干机。

目前，海关当局仍对上述嫌犯进行追缉，他们势
必受控违反2007年，有关海关印花税的第50号条规
第39项法令。（简明）

日巴拉警方查获近50万支非法香烟

（点滴网绒网讯）东爪哇绒网（Jombang）县
Diwek镇Ceweng村一名幼儿园教师NI的住宅，9
月30日凌晨，被泗水大都市警署缉毒组警员突击搜
查，缴获6公斤冰毒与500粒摇头丸。

Ceweng村长Imam Subata 10月1日对记者称，
该住宅是SA（45岁）与NI（30岁）夫妇的住宅，育
有一名1岁的孩子。NI是Pengkol村民，而其夫是外

地人。Ni是一名幼儿园教师，SA是家具厂的员工。
警方突击搜查其住宅时，SA适好不在家，只有

一名来自Catakgayam的佣人TA在家。警方在屋里
缴获6公斤冰毒、500粒摇头丸与6辆摩托车。警方
估计SA与毒品网有密切联系。

Diwek警局长Achamd Choiruddin称，NI与佣
人TA暂被扣押在警局的拘留所。（尧尹）

绒网一幼儿园教师住宅被警方搜查
缴获6公斤冰毒与500粒摇头丸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
陆军总参谋长安迪卡（Andika 
Perkasa）与夫人Hetty  Andi-
ka Perkasa游览婆罗摩火山旅游
区，以监督新冠肺炎病情期间实
施新常态的经济复苏。

陆军总参谋长安迪卡说，这次

赴东爪哇视事，他想亲自了解现场
处理新冠肺炎与经济复苏的情况。

此外，这次特地来东爪哇进行
视事工作，参谋长安迪卡与夫人
Hetty一行通过庞越路线赴婆罗摩
旅游区游览。当时，参谋长安迪
卡一行人先在一家旅馆停留休息
片刻后，才赴婆罗摩火山口游览。

安迪卡参谋长说，疫情期间
有很多旅游景点暂时关闭，以防
止该病毒在公共场所扩散传播。
目前东爪哇著名旅游景点婆罗摩
火山旅游区，包括登格尔斯美鲁
国家公园在疫情期间也受影响。

此 外 ， 面 对 目 前 新 常 态 情

况，安迪卡参谋长希望旅游业能
快复苏。

据驾吉普车司机Aci说，疫情
期间，婆罗摩火山景区关闭不接
待游客，所以他失去了工作。

另外，其他车夫Paidi称，受
疫情影响，他不得不改换工作当
建筑工人。虽然有了这份工作，
但由于不是每天有人盖房子，所
以为了维持日常家庭伙食费用，
夫人的一些首饰已经拿去卖。

安迪卡参谋长表示，新常态
之后，婆罗摩火山警区开始向游
客开放，但是必须注意遵循卫生
健康守则。（健境）

（本报综合讯）针对“拯救印尼行动
联盟”（Koalisi Aksi Menyelamatkan 
Indonesia，简称KAMI）的诞生，总统府
幕僚长穆尔多戈作出规范性的反应，但同
时警告该组织不要破坏国内政治稳定。

穆 尔 多 戈 在 1 0 月 1 日 发 出 的 声 明
中 称 ， 我 国 是 民 主 国 家 ， 成 立 一 个 团
体 组 织 并 无 禁 令 。 但 K A M I 是 由 抱 着

维 护 集 团 利 益 企 图 的 一 群 人 成 立 。 如
果 其 活 动 有 害 国 家 政 治 稳 定 ， 就 必 定
要承担其后果。

对此，KAMI主席汀•夏姆苏汀10月2
日发出回应，对穆尔多戈的“威吓”并不
害怕，因为该组织非懦夫群体。

“KAMI提醒穆尔多戈及其属下部
门，无需向人民抛出恐吓威胁。在当下现

代民主主义纪元，使用权力傲慢压迫的
专制制度已经过时。KAMI成员不是胆小
者，我们唯独敬畏真主。”

汀还表示，的确KAMI维护多个利
益，其中是督促当局改邪归正，提醒政府
务必认真对抗疫情而优先人民健康和安
全，认真消除依然猖獗的贪污现象，等
等。（小红）

（美都新闻网10月2日讯）今
天是国家峇泽日，印尼峇泽的设
计元素，或多或少受中国文化的
影响，一起来进一步了解峇泽与
中国文化元素的渊源。

峇泽，也称蜡染，可算是印
尼的国宝级文化，具有悠久的历

史，并于2009年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单中。国内文化学者表
示，印尼蜡染离不开中华文化的
影响。

印尼土生华人文化观察家王
意万（Iwan Ong）表示，蜡染
文化不仅限于在印尼，世界许多
国家都有各自的蜡染文化，如：
泰国、缅甸、中国、非洲、欧洲
等地，同样是蜡染，只是各有特
色、叫法也不同。他说，中华文
化对国内蜡染文化的影响，可从
蜡染的图案与颜色中找到。 

王意万称：“比如说：拉森
蜡染中的红色与黄色，这两种颜色

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欢喜、幸福与
财富，也是中国古代皇帝权利的象
征。另外，还结合了爪哇的绿色元
素，绿色代表着伊斯兰教。因此，
红黄绿色三种颜色的蜡染布料，是
帝制时代常用的布料。”

王意万也希望年轻人能对印
尼的蜡染文化、且为这个拥有悠
久历史的国家，感到自豪。

目前，蜡染已分布到国内许
多地区，其中包括巴布亚省、加
里曼丹、马都拉岛等区域。政府
对蜡染文化的重视，也能改善蜡
染艺术家的经济能力，也能传承
发扬印尼传统文化。

（本报综合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发言
人威古（Wiku Adisasmito）10月1日称，政府已
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为我国提供新冠病毒抗原快
速检测试剂盒的援助。

威古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阐明，世卫组织将为
133个国家提供1.2亿套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而
获得供应优先的是确诊病例相对多的中等收入国
家。即使无缘获得援助，我国政府将争取引进此类
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当局已从世卫组织获取有关质
量优质的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清单。

据悉，与我国普遍采用的抗体快速检测相比，
抗原快速检测精准度相对更高。它采集鼻咽拭子样
本，检测体内有无病毒抗原，结果在15-30分钟内
即可揭晓。抗体快速检测只检测到血液中有无产生
病毒抗体。

然而威古说，抗原快速检测只用于初步筛查阶段，
而非诊断某人是否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经过抗原快速检
测之后，继而以实时PCR检测作出诊断。（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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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综 合 讯 ） 财 政 部 长
斯丽•穆利娅妮称，我国今年在
新冠肺炎疫情下纪念印尼货币
（Oeang Republik Indone-
sia，简称ORI）发行74周年。正
如纪念活动主题，希望财政部人
员在管理国家财政方面，基于对
民众的关心而适应当前情势，做
出灵活反应措施。

斯丽•穆利娅妮10月2日线上
主持印尼货币发行74周年纪念
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如斯表示。她
说，印尼货币的发行意味着我国
不再依靠外币。印尼货币从而成

为印尼的正式交易工具，它象征
着印尼的主权。而财政部受命担
任印尼货币管理单位，有责任维
护印尼民族的这一独立主权。

斯丽•穆利娅妮阐明，印尼
货币纪念活动每年于10月整月
进行，但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这
一习惯。财政部目前正专注于维
护6个月来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财
政。即便如此，我们纪念印尼货
币的深远意义并非因疫情而消
退。今年特制“适应、反应灵
活、关怀”为纪念活动主题，与
财政部在疫情下所付出的努力息

息相关。
基于对社会民众的关怀，响

应当下疫情严峻局势，财政部
已利用国家收支预算案供作解
决公共卫生问题、向民众提供
社会援助、向工商界提供便利
和激励，以使大家从疫情中一
起振作起来。

“ 面 对 格 外 严 峻 和 异 常 艰
巨的疫情挑战，让我们共同作
出必要的调整和改善，来维持
国家财政能力和抵抗力。”她
说。（小红）

印尼货币发行74周年纪念
财长冀灵活应变对抗疫情

我国要求世卫组织援助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

穆尔多戈警告KAMI千万别破坏政治稳定
汀·夏姆苏汀回应表示不怕威胁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
国民使命党就阿敏•赖斯宣布创
立新党“宗教信徒党”（Partai 
Ummat）一事发言称，自阿敏•
赖斯宣布创立宗教信徒党后，他
不再是国民使命党的一员。

国 民 使 命 党 副 总 主 席 V i v a 
Yoga Mauladi 1日对记者说：“今
天阿敏•赖斯宣布创立新政党－宗
教信徒党，这意味阿敏•赖斯正式
和宪法性法律离开国民使命党。”

他补充说：“阿敏•赖斯为国
民使命党创立人之一，他是2000-
2005年届总主席，如今他不再是

国民使命党大家庭的一员。”
他对宗教信徒党之成立表示

祝贺。他指出宗教信徒党和国
民使命党思想意识不同。

他明确指出，宗教信徒党和
国民使命党风马牛不相及，彼此
各走各路，聚焦各自的目标。

众所周知，阿敏•赖斯10月
1日通过YouTube宣布其新成
立的政党名称为宗教信徒党。

他表示：“宗教信徒党决心
与其他的祖国儿女一起努力，
为 反 对 暴 政 和 维 护 正 义 而 斗
争。”（小兀）

国民使命党宣称
阿敏·赖斯离党创立新政党

深入了解峇泽与中国文化元素的渊源

陆军总参赴婆罗摩火山区视事
监督新常态期间经济复苏情势

（《湖北日报》讯）9月30
日从湖北机场集团了解到，10
月2日，武汉天河机场将开通至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航线。这是
天河机场疫后新开的首条国际
定期航线。

武汉-雅加达-武汉航线，
执飞机型为印尼苏拉维加亚航
空波音B737-800客机，每周
1个往返航班，具体时刻为：
雅加达至武汉航班SJ3124每
周 五 0 9 : 0 0 （ 印 尼 时 间 ） 出
发，16:00（北京时间）抵达武
汉；武汉至雅加达航班SJ3125
每周五17:50（北京时间）出
发，当日22:50（印尼时间）抵
达雅加达。

9月16日，韩国德威航空波
音737航班搭载着60名境外旅
客降落在天河机场，成为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我省恢复的首
个国际客运航班。

湖北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恢复国际定期商业航班运
行以来，天河机场严格按照防
疫要求，对境外抵汉旅客实施
包括体温检测、集中隔离在内
的一系列防控措施。该负责人
提醒由武汉出境的旅客，出行
前请确认好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的防控措施，以免因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耽误出行，具体防疫
政策可向实际承运航空公司咨
询。（通讯员 张盼）

武汉天河机场将新开至印尼雅加达航线

（独立网雅加达讯）雅加达
专区卫生局长Widyastuti 10月
1日称，目前无症状的呈阳性新
冠肺炎患者总数超过50%。根据
10月1日的日常病例记录，无症
状的新冠肺炎患者约占53%。

为接收无症状患者或轻度患
者，雅加达专区卫生局已经与
一些单位合作提供自行隔离的
地方。目前雅加达专区政府已
经准备了3个自行隔离地方，即

雅加达北区，雅加达南区和雅
加达东区。目前这3个地方未能
使用，因为设施还在装修中。

除了准备上述3个地方以
外，雅加达专区政府也正在准
备3个专供接收新冠肺炎无症状
患者的住所。此外，雅加达专
区政府也准备3间酒店专接收自
行隔离的新冠肺炎患者。该酒
店分别在雅加达西区，雅加达
北区和雅加达中区。（健境）

雅加达卫生局长称
无症状新冠肺炎患者约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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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健境报
道）10月1日上午，位于
Demak街380号的泗水
三保圣庙举行三保公（郑
和）塑像揭幕仪式。泗水
三保圣庙主席陈仁玉与理
事、善信，以及印尼哈夷
郑和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哈
夷杨源出席活动。

仪式开始前，陈仁玉
主席带领理事及善信在大
殿里，分别向玉皇大帝和三保大
人拈香膜拜，祈福今天三保大人
塑像揭幕仪式顺利进行。

膜拜后，泗水三保圣庙主席
陈仁玉致辞。他说，今天是中秋
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1周
年，我们共沐神恩。泗水三保圣
庙的院子内矗立着一尊3.05米
高的三保大人塑像，这尊塑像是
由本庙辅导委员陈新强先生捐助
的。此外，在三保大人塑像旁边
的墙上刻有郑和宝船的浮雕，这
是由主席、理事和善信共同捐助
的。

致辞中，陈仁玉主席对陈新
强先生及理事、善信们的热心捐
助表示衷心感谢。陈仁玉主席表
示，今天泗水三保圣庙矗立了一
尊巨型三保大人塑像，成为该庙
的大亮点，使我们更加缅怀郑和
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此
外，陈仁玉主席希望泗水三保圣
庙有了此尊三保大人塑像，能成
为该庙宇的新标志，以吸引国内
外游客来这里参观和学习，弘扬
郑和精神。

致辞后，塑像揭幕仪式开
始，由陈新强主持剪彩仪式。理

泗
水
三
保
圣
庙
举
行
三
保
公
塑
像
揭
幕
仪
式

事们一起揭开红布，一
尊庄严威武的三保公塑
像矗立在庙宇院子。

揭幕后，理事们步
入大殿里，由陈仁玉主
席主持切通平饭仪式，
并将通平饭敬给陈新强
先生。之后，陈仁玉主
席向陈新强夫妇赠送礼
品，感谢他们热心为泗
水三保圣庙捐赠一尊三

保大人塑像。
陈仁玉主席对记者称，今天本庙举行

三喜临门的庆祝活动，即为三保公塑像揭
幕、祈福兴建郑和宝船浮雕墙和修葺庙宇
厨房落成。陈仁玉主席再次对庙宇的全体
理事和善信的热心捐助表示衷心感谢。

9月30日晚上6时半，玛琅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以下简称玛琅孔院）举办了线
上庆中秋、迎国庆暨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分享会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东爪哇地区
120多名大学生的线上围观。今年因为疫
情原因很多学生不能去中国留学，所以大
家希望可以在线上了解关于中国留学的信
息及如何申请奖学金。

此次活动邀请了正在中国广西师范大
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就读的印尼留学
生郭晓贤、刘志汉，和刚刚成功申请一学
年奖学金的玛琅国立大学文学院毕业生莎
菲娅，以及曾在中国留学一年的玛琅孔院
阿宁老师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讲人。他们分
别从不同的方面介绍自己的留学经历、申
请奖学金经历及如何申请奖学金。

活动开始前，主持人阿宁为大家介绍
了中国国庆和中秋节的历史，并详细介绍
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让更多的印尼学生了
解到了中国的文化，并以一首《静夜思》
朗诵作为开场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引起了
学生的兴趣。廖桂蓉院长为此次活动致
辞：“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但它
不能阻挡我们求知的决心和对求学的渴
望。希望大家在这金秋十月把握人生的美
好时机，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欢迎越来
越多的印尼学生学习汉语，喜欢中国文
化，也欢迎大家去中国留学，了解真实的
快速发展的中国。”稍后，主持人阿宁全
面为大家介绍了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博
士、硕士、本科、一学年和一学期的具体
申请要求和方法，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大
家一定要提前考HSK和HSKK，保证在申
请的时候已经拿到这两个考试的成绩，这
也是申请奖学金的必备条件之一。

接下来刘志汉主要从生活方面为大家
详细介绍了在中国的经历，如旅行、出行
方式、参加活动，最重要的是他介绍自己
在中国看到的中国抗疫的全过程，由衷的
为中国人民的精神点赞。最后他希望全世

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线上活动
庆中秋、迎国庆暨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分享会

界的疫情早点过去，希
望大家可以早点去中国
留学。

郭晓贤主要从学习
方面为大家介绍了学习
经验，以及在中国参加
各种比赛的经历，他告
诉大家，学习汉语应该
做到“四方面两结合”
。四方面是：听、说、
读、写。两结合是：“
读写结合”和“听说结
合”。“通过参加这些
项目的比赛，我学到了
在平时的学习中所学不

到和感受不到的东西。参加比赛是对一个
人各个方面能力的全面锻炼，是一个以我
提升的过程，”郭晓贤如此总结理论付诸
于实践的重要作用。

沙菲娅作为刚拿到奖学金的学生，尚
未去中国学习，她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申请
奖学金的经历。她告诉大家一定要有自己
的目标与方向，并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明确自己喜欢中国的哪个城市、什么
专业、哪个大学等等，这些都对选择合适
的留学院校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奖学金
申请必须要在每年3月前做好各项申请准
备，及时向玛琅孔院申请推荐信等等。

活动的最后，各位主讲人耐心为大家
解答疑惑，并随机抽取八位幸运观众，向
他们邮寄玛琅孔院大礼包。

玛琅孔院欢迎更多的学生申请奖学
金，也希望更多的学生刻苦努力学习去中
国追求自己的梦想！

2020年10月1日是中国成立71周年
的国庆日，也是中国的中秋节。举国同庆
与阖家团圆，双节重逢，好事成双。万家
共国庆，夜挂明月圆。当中秋与国庆撞了
个满怀，大家与小家相合，一定会是小家
团圆、大家昌盛。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
安，愿大家幸福欢乐。同时2020年也是
中国与印尼建交70周年，我们也祝愿中印
尼友谊长存，在未来有更多合作与交流。

图/文 玛琅孔院 乔鹏

主持人、主讲人阿宁 主讲人刘志汉 主讲人郭晓贤 主讲人沙菲娅

众多学生积极参与

中秋故事

奖学金讲解

留学分享

中国抗击疫情的介绍 中印尼建交70周年

郭晓贤学习经验分享 学习经验分享

陈仁玉

陈新强（左二）主持剪彩仪式

三保公塑像揭幕仪式 陈仁玉揭开石碑

陈仁玉（右）向陈新强夫妇赠送礼品 陈仁玉（左）向陈新强敬献通平饭

陈仁玉等理事与哈夷杨源在三保公塑像前合影

泗水三保圣庙理事合影

泗水三保圣庙的郑和宝船浮雕墙

陈仁玉等人合影



第6版   2020年10月3日 星期六特辑

泗水《千岛日报》创刊20周年特辑 （二）

《千岛日报》是全印尼华人的精神粮
食，华社喉舌。20年来，报社全体同仁，
团结拼搏，埋头苦干，不求谋利，只为实
现传承中华文化，做好宣传华社友谊的使
者，为牢不可破的中印友谊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在现今新媒体崛起的时代，不
断钻研改进，紧跟现代新科技电脑化的新
媒体队伍大踏步前进!《千岛日报》正积极
实施整体改革，紧跟时代步伐，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更受到了印尼华人同行的
广泛关注和赞誉。

今年十月《千岛日报》迎来了20周年
报庆。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随着新媒
体的兴起，《千岛日报》已经不再是单纯
的纸媒，革新内容和形式，成为多媒体传
媒，符合现代电子报发展趋势，在印尼华
人有目共睹。

20年来，《千岛日报》始终秉承客
观、公正的原则，关注民生，服务华社，
正面的报道，弘扬文化，积极报道社会好
人好事，宣传公益，发挥了媒体的作用，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已成为印尼乃至东南
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华文媒体。《千岛日
报》的壮大有报社员工们的努力，也离不
开广大华社贤达的鼎力支持。报社为华人
社团活动大幅的报道，精彩的照片和资讯
让全印尼各地的乡亲也阅读到相关活动的
内容。印尼华社们的活动也仅在华人报纸
上才有报道，其他的印尼文媒体基本不愿
意报道华人社团的活动。

但凡有红白喜事和华社活动，华人
贤达、社团都纷纷在报纸上刊登讣闻、
挽告、结婚之喜、相互祝贺等的广告。
广告越多自然是好事，广告越多报社的
生存力也旺盛。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华人社团或个人的喜宴活动也减少
了，广告收入普遍下滑，报业经营也进
入困境。

目前全印尼拥有几家华文报纸，整体
发展也不平稳，有些报纸在经营方面退步
明显，苏北棉兰的《好报》今年五月已停
办。近几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大举进军市
场，手机上网趋势增长明显，数据业务量
增幅惊人。手机无线上网科技取得的突
破，给传播事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也对
传统媒体构成更大生存挑战。印尼华文传
媒业竞争依然激烈，但截止去年《千岛日
报》整体运作尚算稳定。

近几年来，全球报纸的销量继续下
跌。早晨沿街叫卖的报童也少了，华文报
纸也不例外，原本《千岛日报》的读者人
数庞大，而如今由于许多老一辈的离世而
减少了一大半。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印
尼估计有七八百万华人中，每天阅读中文
报章的人数大约不到三万人。三十多年的

华文被禁锢使年轻一代的华人们已经度过
了困惑期、愤怒期和抱怨期，似乎一切都
已适应，认为人生本该如此，自然被同化
了。此般情景导致许多老一辈的华人十分
沮丧，难道中华文明在新一代的华裔变得
那样脆弱，大家似乎成了另一种人，再也
变不回去。华文媒体涵盖的华人家庭原本
就不多了，若抛开80%不懂中文的华人家
庭，华文媒体涵盖华人家庭的比例就更低
了。由此可见，华文报章对印尼华裔家庭
影响不大，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导致华文报纸的发行量减少的另一个
因素，就是许多看得懂中文的老一辈、中
文家庭补习班的一些老师们也没订华文
报纸，理由是没空看报纸。然而，如果
有免费报纸都抢着拿一份。在峇厘岛三间
拥有中国外派老师执教的三语学校，连一
份华文报也没订阅来看。校董的理由是没
人看中文报。作为老师应该知道，为了让
学生学好中文除了阅读学校和老师提供的
课本，也必须多看书与报纸。华文报纸可
作为学习汉语的园地，老师们引导学生们
把作品投到报社，刊登后必然能鼓励学生
写作的兴趣。学习任何语言，只有参与写
作，才会有良好的效果。

《 千 岛 日 报 》 成 立 了 2 0 周 年 相 当
不容易，这足以证明报社有大量的读者
和支持者，才能屹立至今。但是，不是
所有的华人社团与读者都支持《千岛日
报》，有些华人社团仅希望报社为他们
刊登活动而已。轮到有机会刊登广告时
却不愿意参加。其实刊登一份广告就意
味着给报社一份收入。前几年，有某几
个社团在峇厘岛举办世界性的宗亲会，
虽然连一份祝贺广告都没有登，但《千
岛日报》还是把该活动一整版的报道。
幸好这样的社团并不多，要不然《千岛
日报》如何维持运转。

今年是鼠年，随着疫情在印尼各地
不断肆虐，令全国不同产业遭受重创，
让原本步履维艰的《千岛日报》，如今
更是雪上加霜。在这艰难的时刻，《千
岛日报》也面临着非常严峻与急迫的困
难。幸好有许多华社团体、文友们与热
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捐赠善款，帮助度
过新冠肺炎疫情难关。更令人感动的是
远在千里之外的以张宝锵老师、李伟辉
老师、古华民老师等为首中国广州老报
人，热心发动居住在中国的归侨捐款与
捐赠抗病毒物资，支持《千岛日报》抵
抗新冠病毒的斗争。

相信在众多的华社贤达、华人社团及
广大读者的齐心协力支持下，《千岛日
报》的发展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千岛
日报》的明天将会越来越美好。

妳诞生在
千岛百花齐放
民主改革时代
为印华文坛增添光彩
**********
妳那美丽的脸庞
充实的内涵
独特的形像
屹立印华媒体丛林
闪烁灿烂底光辉
************
迈过七千三百昼夜
如今更加成熟
熬过数十寒署
历经风风雨雨
如今更加亮丽挺立
************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为社会大众提供讯息
财经  社评  学生园地
新诗  古词  体育讯息
历史回眸  旅游  医学保健
***********
为大众媒体
为弘扬华夏文化
已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愿妳 ——
再接再厉!
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齐心协力支持《千岛日报》稳步前进
祝贺《千岛日报》 创刊20周年

（峇厘 ）黄建辉

《千岛日报》已经披荆斩棘，走过了20个春秋。
首先我在此要向报社全体同仁、良师益友，致热烈的祝
贺。没有蛋糕、没有红烛，没有鲜花……但是我要大声
祝福：祝愿我们的 《千岛日报》 生日快乐! 不忘初心! 继
续前进！

《千岛日报》创刊于2000年10月10日。办报的宗旨
是：争取和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促进各族和谐共处、共
创国家社会的繁荣，立足于本地，面向全世界。服务对
象是广大印尼华人读者。

回想那年金秋，创刊初始，陈完璧、张明开、莫非、
吴金盾、何敦明……等前辈、老师，在各地华社精英的
支持下，办起了《千岛日报》。他们呕心沥血、鞠躬尽
瘁、努力办好这份报纸，推动中华文化在印尼的复兴。
作为华文媒体，《千岛日报》立场鲜明、文字规范、文
句通顺，受到广大读者和华社的赞赏。2010年2月，《
千岛日报》与时俱进，开设了网站。每日更新当日出版
的重要信息，方便海内外华文读者点击阅读，进一步扩
大了影响。

作为一名见证了《千岛日报》从孕育到新生、从策划
到创刊，一路参与的老读者，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感慨
万千。拿起久违的笔，我有太多的话想要一吐为快。

20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热爱中
华文化的一群人，抽出宝贵的时间，付出精力、创办
报社，传承中华文化。不怕困难，不辞辛苦、不求名
利、排除万难、为促进族群和睦、友好、团结，不

遗余力。印尼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灾害时，开设了赈
灾“窗口”。发动读者、各界社会人士热心捐献、赈
济灾区难民，并派遣记者深入灾区，详尽报道灾区情
况。中国发生地震或其它自然灾害时，也广收捐款，
通过中国总领馆转交有关单位。《千岛日报》通过这
些活动促进族群和谐、稳定社会，并推动印中两国友
好关系。

《千岛日报》从一开始就与东爪哇华文教育统筹机
构、东区文友协会紧密合作。与华文教师和文友结伴而
行。成为互辅共赢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既要办报出
新闻，又要推动华文教育，还要繁荣华文文艺。把传承
中华文化当作民族责任。断层32年。只有三位一体加倍
努力，共同推广华文，中华文化在印尼才能代代传承。
但是，苏哈托政权已经覆亡20多年了。我们有了比较自
由推广华文的空间，有关方面也做了最大的努力。而推
广华文还是那么困难和缓慢。受过华文教育的一代，不
爱看中文报。第二代，连自己的中文姓名都不会写，讲
华语也是吞吞吐吐。第三代虽然语音标准，但是想写成
一篇文章，还差得远！这是印尼华人的悲哀！确实令人
忧心！

       
众所周知，推广华文教育和办好华文报纸是走同一

道路，在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文友、写作者、华文教
师，都必须怀着义不容辞的使命感、怀着对华文的热
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半年有半年的成绩。一年有

一年的效果。如果不肯花时间下功夫，如果三个单位无
法统一步伐，各行其道，华文在印尼有可能再次断层。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就要毀掉了。那是一件多么令人悲
哀，令人痛心的大事！

千岛同仁，20年如一日，不为广告减少的困境而
退缩。尤其在瘟疫肆虐这段时期，印尼的华文报纸处境
更加不乐观。但是“千岛人”不顾自身的安危，冒着随
时会被感染的危险，仍旧坚持工作，如期出版。他们不
屈不挠地奋战，坚持到底。这种忘我的精神实在令人感
动。疫情当前，各行各业的处境都不好过，《千岛日
报》也处于危急时期。而《千岛日报》是泗水华社共有
的。《千岛日报》的命运和整个华社和华贤事业的推广
息息相关。《千岛日报》已经成为华族文化的一张名
片。如果不幸停刊了，将是整个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
因此我们应该珍惜。更有必要给予应有的援助，让《千
岛日报》继续生存。         

敬爱的朋友们！读者们！中华文化延续着民族的精神
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身为炎黄子孙，我们
应该不断了解中华文化，加深对祖籍国的了解，亲身体
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
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把推广华文
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挑起来，才对得起我们的祖
先。让我们一齐努力，坚持写作、坚持订报、看报！群
策群力支援《千岛日报》度过难关！共同祝愿我们的《
千岛日报》依然挺拔，再创辉煌！

祝愿《千岛日报》依然挺拔 （泗水）红 梅

云
风

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洗礼，如今《
千岛日报》已有知名度，是属于表达
华 人 心 愿 、 容 纳 华 人 心 声 的 华 文 报
刊。《千岛日报》的旗帜鲜明、方向
明确、扎根在印度尼西亚祖国、服务
广大华族，为推广与宣传印度尼西亚
各地的华文教育，栽培不少华文写作
者 ， 包 括 我 。 她 打 开 了 我 的 知 识 潜
能，给了我内在的能量与毅力，也给
了我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我开始写作
是在2009年。

《千岛日报》对印度尼西亚和世界
的读者提供了丰富、及时、明确的信息
与评论，提供了多方面的医疗保健知
识，更重要的为弘扬中华文化起了极大
的作用，积极培育华文写作者新苗，鼓
励写作者提高写作水平，发掘新人才。

希望《千岛日报》在原有的基础上

继续努力，以爱国，爱民的坚定立场，
继续推动印中友好关系。希望《千岛日
报》继续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精神粮
食，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永远成为广
大华族喜爱的报刊。

到现在我依然写作，在写作过程中
我认识了不少教育界，文化界的朋友，
让我成为美在文学，美在思想，美在心
怀，让我的灵魂焕然一新，找到自我，
做一个有文化、有正确思想认识和目标
的妇女， 

阅读《千岛日报》风雨无阻，报纸
准时送到，如今，《千岛日报》己成为
社会公认，影响力颇大的华文日报之
一。

衷心祝福《千岛日报》业务顺利，
业绩优良，越办越好，为印尼华文教育
作出贡献。

我与《千岛日报》
（谏义里）玲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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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院做了个小手术，由于
我人缘好，次日就来了廿多个同事……

（二）我受宠若惊，也觉得特别
有面子。

（四）只听身后有人议论：“就
是他，恐怕是病得不行了，上午单位同
事都来跟他告别……”

孟明霞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按当
时的情形而论，阳坚白是绝不能分出身来
给他解穴的。” 

褚云峰颇为诧异，说道：“勿奢的本
领，料他难以自解穴道。难道还有第三个
人给他解穴不成？” 

孟明霞回想起那一晚的事情，不觉有
点惆怅，心里想道：“杨婉对我误会，
多半是因那晚我去接李思南上山之事而
起。”不愿再谈下去，说道：“现在该
轮到我听你的故事了。阳天雷是你的大师
伯，为何你要来帮助我们？他的侄子为何
又要假冒你的名字，干出这等武林中人所
痛恨的采花案子来陷害你呢？” 

褚云峰叹口气道：“此事说来话长，
待我从头说起吧。 

“我师祖有四个徒弟，阳天雷居长，
是我的大师伯。二师伯早已去世，没有留
下传人。四师叔十余年前失踪，至今不知
下落。我的师父排行第三，可说是阳天雷

唯一的师弟了。 
“阳天雷的父亲是汉人，母亲是金

人，按说他姓父亲之姓，应该算是汉人，
但他贪图富贵，却以金人自居，二十年
他能投入前任的金国国师门下，为金虏效
劳，仗着他的一身武功，禄位年年高升，
终于在三年之前，由他继任做到了金国的
国师。” 

孟明霞心里想道：“想必是他们师徒不
值阳天雷的所为，故此同门变成了仇敌。” 

褚云峰继续说道：“道不同不相为
谋，自大师伯出仕金朝之后，家师即入山
隐居，和他很少往来了。但音讯则尚未断
绝。大师伯宦途得意，偶尔也派遣门人弟
子，前来问讯，想请家师出山，作他臂
助，家师总是委婉拒绝。家师私底下曾对
我说，他在初入师门的那两年，大师伯曾
代师祖传艺，教过他练功夫，武林中人，
最重师们恩义，因此他不能与大师伯割席
绝交。不过，他又说这只是半个原因，另

外半个原因，则是怕大师伯心狠手辣，倘
若断然的与他翻面，只怕会引起大师伯的
报复，那时就难保没有灭门之祸了，是以
他隐忍至今。” 

孟明霞这才知道自己只猜到了一半。
原来褚云峰的师父虽然不值阳天雷的所
为，却也还是藕断丝连的。有点不大高
兴，于是淡淡说道：“那么你这次公然
和阳天雷的侄子动手，就不怕祸及师门了
么？” 

褚云峰笑道：“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话
呢，到了最近几年，情形又不同了。 

“大师伯三年前做了金国的国师，对
我师父的威迫利诱越来越紧，最后一次他
亲自出马，‘光临’师父的草庐，扔下话
来，说道：‘你不肯出山助我，究竟是何
用心？’师父给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使
用缓兵之计，假意答允考虑，但有一些家
事须得安排妥当，方能成行。大师伯给了
他一个限期，这才肯走。（236）

（三）当晚，我兴奋得在走廊里
遛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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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随感（九）

多子多福？

过去，中爪S埠有个大老板T。据悉，
他早期从中国福建来印尼时，住在偏僻小
村Boja，勤苦谋生，磨咖啡粉并做烟草的
生意。他娶了一个华裔妇女（当时还穿纱
笼的），两人为生活拼搏。后来搬到S埠
开始做运输业，有许多卡车，起先事业发
达。接着生下10个孩子，5男5女，但对
男孩子的管教不好，对事业的监督也不
严，有的孩子没把运输的收入交给父亲，
有的孩子爱赌轮盘（Rolet）和彩尾（
SDSB），有的孩子开店但不能做生意而
亏本关店。结果卡车一辆又一辆卖掉而运
输业破产了。

老妈又重男轻女的老思想，女儿们都

出嫁了，但分不到一点的财产，都靠自家
谋生。

众所周知，时改境迁，人心也变了，
一代不如一代，当前的现实更今不如昔，
有话说“春冰薄，人情更薄”。生意上，
工作上竞争加剧，谋生艰难，入校读书
更难。旧时代所谓“多子多福”已不合时
代。所以不要只顾生孩子而不考虑到孩子
在这末世时代的未来前途，不要让孩子遇
到苦难前途的生活考验。

为此，需要节育（印尼早已有几十年
的节育方案 Keluarga Berencana），而
千万不要打胎（aborsi），不要忍心让孩
子死于非命。（二，续完）

几沐凉风望九霄，
空怀此岁故乡遥。
蟾光无意航班断，
白水多情信息昭。
可恨疫澜滔乱世，
堪期祥气冉宁谯。
亲朋墨倡重相聚，
乐把秋心付月谣。

泰山不嫌土小终得高大
东海欣纳涓微始成碧深

贺千岛日报创刋二十周年

七律《庚子年中秋赋怀》

谢绍勇（澳洲悉尼）

双节来临喜庆稠，
良辰吉日叠金秋。
整军经武山河固，
勤政安邦意志遒。
土地丰饶多美柘，
幅员辽阔尽佳畴。
小康在望歌兴盛，
月朗风清好泛舟。

国
庆
中
秋
喜
相
逢

10月4日为世界动物日，
这是鲜为人知的节日。世界动
物日源自19世纪意大利修道
士圣弗朗西斯的倡议。他热爱
动物，长期生活在西西里岛
上（Sicilia）的森林中。与动
物建立了“兄弟姐妹”般的关
系。他要求村民在10月4日那
天向献爱心给人类的动物致
谢。他为人类与动物建立正常
文明的关系做出了榜样。后人
为了纪念他，就把10月4日定为“世界动
物日”。我们也许不知道，动物园里的动
物，海洋馆公园的海豚鲸鱼等并不快乐，
它们关在笼子小小海洋馆里，失去了自
由，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海
阔天空。人类为了食肆贪婪对飞禽走兽杀
戮，我们无法结束它们凄惨的流浪，但是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这一天给你身边的动
物一点温暖。

动物是另一种形态的生命，它们与人
类的关系就像是朋友、邻居。动物依赖着
人，忠诚于人。记得多年前在中国卫视电
台看过一部关于动物的纪录片，片中介绍
暴发户豪客点鲍鱼鱼翅食肆尽情吃喝，面
不改色，食客一口一片鲍鱼鱼翅，嚼两下

就吞下十多万元人民币。十万元能做什
么？它足够一个贫农孩子一生的学费；能
为上千贫穷儿童打防疫注射。人们为了食
肆、贪婪，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海上游的，连熊掌，对人类最忠实的狗，
也不能幸免——都被烹饪成佳肴端在餐桌
上。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专家说：“世
界上所有动物中，鲨鱼是唯一不会生癌
的”。在今日“谈癌色变”之下，鲨鱼竟
成为餐桌上保健佳肴，餐桌上的鱼翅也成
了华人炫富的象征。据统计，人类每年要
吃掉80万吨以上的鲨鱼。除外，鲨鱼制成
的鱼肝油是世界最畅销的“保健品”。电
视又播放了捕猎者活捉鲨鱼的纪录片：大
海中的捕鲨船捞获鲨鱼后，活生生切掉鱼
鳍，为省地方，鲨鱼还未死，残躯立时被

扔回海中，任其自生自灭,痛苦挣扎，叫
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试想想，被人齐
肢砍去手脚，活生生丢在荒野的滋味该是
如何?人类为了一口鱼翅，制造了多少冤
魂，多少无鳍鲨鱼半死不活，上天无门，
下地无路，孤独茫然地在海上漂浮。

看过一部视频，上海动物园内的海洋
馆一只经过驯练多年极受欢迎海豚，即将
放回大海瞬间与驯师拥抱吻别依依不舍的
镜头，极其感人。禽兽亦有灵性啊！

还记得非典SARS病毒肆虐全球的恐
慌笼罩了一年多的惨景吗？事后才发现病
毒野味果子狸身上竟与人类感染的病毒相
吻合，人们就不排除SARS病毒的来源就
从肆食野味果子狸身上而引起的。试想为
肆食野味而造成人类危机灾难，这些害
群之马该当何罪？喜食野味为极不文明
的饮食习惯，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已面临
许多挑战灾难，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
情尚未结束扑灭，若再不遏制自爱肆食
野味，再爆发新的病毒还极可能发生
呢？

据悉中国东北虎也频临灭绝，为拯
救频危的东北虎，中国各地已建造了多
处频危动物繁育中心，经过在场内设置
的模拟东北虎野外生态环境设施后，就

让虎仔回归大自然。据资料显示，目前频
临灭绝的动物不仅仅是老虎，中国专家研
究结果，已知的2200种哺乳动物，两栖
动物和鸟类中，就有近百种频临灭绝。

动物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家
园,也有权过自由平安的生活。原本，鸟儿
在天空自由地飞翔，鱼儿在江河大海自由
地游动，人类却为了贪婪而肆虐杀戮，让
他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
存的权力，失去了喜怒哀乐。真担心将来
有这么一天，我们的后代只能在纸上看到
老虎、狮子、蟒蛇、熊猫的图像了。失去
了这些朋友邻居,失去了这些伙伴，人类的
生活还能如此五彩缤纷吗？

谢月云人类与动物

谢绍勇（澳洲悉尼）青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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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四年一结的盛夏果
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每个春天、
每堂训练课洒下希望的种子，金牌
只有一块，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
上。”对于世锦赛冠军、奥运会亚
军得主徐嘉余来说，对于奥运会的
渴望与憧憬绝不会比任何人少。尽
管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但是梦想
不曾改变、目标依旧坚定，刻苦训

练、扎实备战就是徐嘉余当下的主
旋律。

正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
赛暨东京奥运会达标赛上，代表浙江
队出战的徐嘉余在个人主项男子100
米仰泳和副项200米仰泳上收获了两
枚金牌。在国内仰泳赛场，徐嘉余可
谓是一枝独秀，总能轻松夺冠的他目
标是超越和战胜自己。这一次的比赛
中，他也游出了颇具含金量的成绩，
展示了良好的备战状态。

9月30日上午，徐嘉余在100
米仰泳决赛中以52秒60的成绩折
桂。赛后他表示成绩算是稳定：“
现在身体感觉还不错，这个成绩还
是不错的，感觉没有昨天那么辛
苦。”前一晚，他在这个项目的预
赛中游出了52秒37的好成绩，这
个成绩比他在去年光州游泳世锦赛
上夺冠的成绩还要快0.06秒。在此
之前，他已经将200米仰泳冠军收
入囊中。

特别是在上午进行的200米仰
泳决赛中，徐嘉余游出了1分55秒
26的成绩。能够在上午接连游出不

错的成绩不仅是徐嘉余好状态的体
现，也是国家队提早对标东京奥运
会训练的结果。为了提前适应东京
奥运会上午进行决赛的赛程安排，
国家队很早前就将主要的训练课、
强度课安排在上午，帮助队员们调
动竞技状态。

对于能够在上午游出这样的好
成绩，徐嘉余很满意：“这次能游出
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挺满意的。
一段时间以来在体能上的提升支撑了
我在游泳比赛中冲刺阶段有更好的发
挥。我把自己练专项的专注力和意志
力同样放到体能训练上，明确体能训
练与专项训练同样重要。虽然练体能
很苦，但我要在体能测试中同样竭尽
全力拼出好成绩。我要继续恶补体能
短板、加强专项训练，力争创造更好
的成绩。”

此次赛前的体能测试中，徐嘉
余得到了47分(满分50分)，排在
200米仰泳预赛前16名运动员中的
第二位。对于体能训练提升带来的
好处，徐嘉余深有体会：“其实在
2018年末我就开始专注于力量成

长了，以前的我只有77公斤，远
远看上去还是挺单薄的，是以技术
见长的运动员，对比欧美选手身材
方面的劣势使我在决赛中被夹击情
况下‘吃浪’情况严重。从那年冬
训开始，我为增加力量、增加瘦体
重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因
为我的消化系统从小就不好，从小
瘦到大的我几乎没想象过强壮的自
己会是什么样子。”

为此，徐嘉余增加了力量训练
的时间并科学提高了每日摄入量，
效果也逐渐显现，徐嘉余的好身材
开始让粉丝们竞相模仿。

从今年春天开始，他接触到了
更多样更新鲜的体能训练方式，例
如4D核心训练、板块体能训练等。
徐嘉余坦言最初他因为测试中未
能获得理想的得分而有些抗拒：“
但不试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能不能做
好？尤其是核心力量，对于游泳来
讲太重要了！困难的是核心力量在
我们专项训练中很难涉及，必须在
对抗重力的环境中突破。4D核心力
量训练给了我们更高的上限，也便

于查缺补漏，针对薄弱环节专项突
破。在正常重力环境中完成专项技
术动作还让我重新认识到核心力量
对于水中维持身体位置有多重要。
板块体能训练则是游泳项目补足
不常用肌肉耐力短板和磨练意志品
质的最有效手段。讲真的我是惧怕
3000米跑的，测试中跑吐过，也
受伤过，但我们不能为成绩差找借
口，应该为提高成绩想办法！”

为了更好地完成3000米跑，
徐嘉余开始降体脂，当前他的体脂
率达到了9%，而他下阶段的小目
标是把体脂率控制在7.5%上下。
通过恶补体能短板，徐嘉余有了新
的收获，特别是两侧核心力量的提
升十分明显。

徐嘉余说：“体能测试就像运
动员的镜子，指标和数字会毫不掩
饰地暴露短板，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奥运会延期几家欢喜
几家愁，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
这一年时间打造强健体魄、磨练坚
韧意志。”

( 《中国体育报》李雪颖 )

(新浪体育讯)网易体育10月
1日报道：在青岛进行的2020年
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达
标赛，由徐嘉余、张雨霏、闫子
贝、杨浚瑄组成的男女4x100米
混合泳接力队，在预赛中就游出
3分38秒41的佳绩，打破美国队
在2017年世锦赛上创造的3分38
秒56的世界纪录。

作为东京奥运会新增设的项
目，中国队一直颇为重视，去年
在光州世锦赛预赛意外折戟，这
次冠军赛旨在以最强阵容拿到奥
运资格，单棒都派出实力最强的
选手，拼出最佳状态一举打破世
界纪录。东京奥运，中国游泳队
又新增一个冲金点。

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
是2015年成为世锦赛正式的比
赛项目，该项目战术选择丰富，
各支队伍可以根据自身的人员情
况，进行棒次的配置，选取最佳
人员出战，可以男子游前两棒，
女子游后两棒，也可以男女穿插
进行，而中国队一般采用男子前
两棒仰泳、蛙泳，女子后两棒蝶
泳、自由泳的配置。

2015年喀山世锦赛，由徐
嘉余、李响、陆滢和朱梦惠组
成的中国队，就以3分44秒65
的成绩，创造了当时的亚洲纪
录。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中
国队派出徐嘉余、闫子贝、张雨
霏和朱梦惠，以3分41秒25与加
拿大队并列季军，成功登上世界
大赛的领奖台。

2017年，国际奥委会通过在
东京奥运会增设九个男女混合项
目的决议，在游泳项目中，男女
4x100米混合泳接力就是新项目
之一。实际上，中国队原本有望
在去年光州世锦赛向奥运会参赛
资格发起冲击，当时在预赛阶段
派出李广源、王立卓、王一淳和
朱梦惠，结果王立卓在完成自己
的第二个50米出现问题，中国队
被判犯规无缘决赛，也失去了第
一时间拿到东京奥运参赛资格的
机会。

不过以中国队的实力，拿到
奥运资格是迟早的事情，仰泳徐

嘉余、蛙泳闫子贝和蝶泳张雨
霏，都是中国队目前单棒泳姿的
最强者，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非
常强，徐嘉余是连续两届世锦赛
100米仰泳金牌，闫子贝是世锦
赛季军，张雨霏目前状态甚佳，
在这次冠军赛打破100米蝶泳的
亚洲纪录，而随着自由泳小将杨
浚瑄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成绩提
高，她取代朱梦惠，成为混合泳
接力四人组中的最后一块拼图。

这次冠军赛同时也是东京奥
运的达标赛，中国男女4x100
米混合泳接力，旨在拿到奥运
资格并争取好成绩。徐嘉余、
闫子贝、张雨霏和杨浚瑄，中
国队四人的状态都非常出色，
接棒配合默契，一举打破美国
队在2017年世锦赛创造的3分
38秒56的世界纪录，将成绩提
升到3分38秒41。

与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美国
队和澳大利亚队相比，中国队
的四棒实力平均且突出，预赛
分段成绩徐嘉余52秒45，闫子
贝57秒96，张雨霏55秒32，
杨浚瑄52秒68，可以说具备相
当的竞争力。由于是新增设的
项目，且需要四棒男女实力均
衡，这恰恰是中国队的优势，
毕竟当今泳坛论整体实力，除
了美澳两大军团，很难找出能
与中国队匹敌的队伍，中国队
选择这个项目作为奥运冲金争
牌的新的突破口，看起来效果
相当不错。

今 年 由 于 新 冠 疫 情 的 原
因，国外一线队伍的比赛全部
暂停，很难估量对手目前的状
态，但以中国队这个项目呈现
的状态，东京奥运再保守也是
前三名的竞争力，与美国、澳
大利亚竞争也不会落下风，这
次打破世界纪录，更会增强四
位选手的自信心。东京奥运，
中国队要避免出现光州世锦赛
时 的 失 误 ， 以 徐 嘉 余 、 张 雨
霏、闫子贝、杨浚瑄四人的实
力和状态，中国队绝对有望在
东京的泳池中冲击这枚混合泳
接力的金牌。

顶尖选手组成混合泳接力 
中国泳军奥运新增冲金点

徐嘉余、闫子贝、张雨霏、杨浚瑄破美国队世界纪录  

仰泳名将徐嘉余：体能提升是夺冠强大支撑

资料图：徐嘉余。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中国新闻网武汉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文
化系列活动暨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10月1日在武汉
体育中心主体育场拉开大幕。这座时隔两年经历了军
运会系统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世界一流体育场
馆，实现浴火新生、全面重启。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文化系列活动暨全民健
身嘉年华的重头戏——“微型马拉松”，当天在焕然
一新的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开跑。由医护工作者、
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工、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组成的
1500名选手，跑上新铺的环形跑道，出体育场后跑
上健康步道，绕绿草如茵的足球训练场，最后返回主
体育场，全程近10公里，这是武汉体育中心重启后举
办的第一个大型群众体育活动。

此 外 ， 2 0 2 0 武 汉 市 “ 长 江 杯 ” 职 工 足 球
赛、2020武汉经开区“车都杯”职工足球赛，当天在
武汉体育中心足球公园举行，场上运动员奔跑的身影
和精彩的进球，吸引球迷和市民驻足、喝彩。

武汉是一座活力迸发、动感十足的体育之城。近
年来，举办的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数量位居中国中部
城市第一，每年市、区级全民健身活动超过1000余
项。其中，被誉为“中国车谷”的武汉经开区，相继
举办了女足世界杯、篮球世界杯、世界飞行者大会、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等70余项国际国内顶级赛
事，服务观众逾千万人次，也被称为“运动之城”
。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授予武汉经开区“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武汉体育中心“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单位”。

此前，为迎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举行，武
汉体育中心已进行封闭式改造。2019年10月，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闭幕式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
盛大举行。作为军运会的主战场，武汉经开区聚集全
球目光、惊艳世界。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吃劲的时刻，武
汉体育中心体育馆和羽毛球训练馆3天变身，成为设

1100个床位的方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确诊轻症患
者。3月8日，武汉体育中心方医院休舱，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累计收治病人1056人、治愈出院875
人，转院181人，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病
亡、零回头。

“休舱”后，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和羽毛球训练
馆快速复原“转身”——成为经开区居民健身锻炼的
极佳场所。10月1日，是羽毛球训练馆重新开放的第
一天，十余块羽毛球场地全被预订，羽毛球爱好者们
挥拍竞技的身影矫健，活力满满。羽毛球馆一侧，是
新设立的攀岩训练场，孩子们在家长的注视中，在教
练的指导下奋力向上攀登。

武汉解除离城通道管控后，武汉体育中心快速恢
复原状：回填搭建升降舞台开挖的1.7米基坑，按照国
际足联比赛标准重新铺上进口草皮，按照国际田联比
赛标准把400米环形标准塑胶跑道恢复原状。

国庆节前夕的9月25日—27日，2020年全国花样
游泳锦标赛在武汉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这是新冠疫情
发生后，首个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性体育赛事，也是武汉
体育中心在时隔9个多月后承接的首场比赛。

“经过有关赛事组织检测和认证后，武汉体育中
心主体育场仍然能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武汉体育
中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主体育场和其他场馆设施重启后，也将对市民开
放，为市民提供极佳的运动、健身环境，促进武汉经
开区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

据悉，武汉经开区全民健生嘉年华活动将持续8
天，除举办“微型马拉松”等全民健身活动外，还将
举办军运会主创艺术家作品邀请展、摄影比赛、全民
读书节及签赠活动，还有马术骑行、马车巡游等精彩
活动。据介绍，整个国庆节假期间，武汉体育中心的
场馆和体育训练设施，经预约后免费向市民开放。 
   

      ( 中新网记者：张敏 孙亚云 林广涛 徐金波 )

经军运和新冠疫情大考 武汉体育中心重新开放

(搜狐体育讯)10月1日，2020年春季
游泳锦标赛还在继续进行，15岁的游泳
小将钱心安由于比赛成绩优异，备受关
注，给很多人带来惊喜，她在100米蝶泳
战胜了奥运冠军。这次的比赛聚集很多优
秀的运动员，钱心安是其中年纪最小的，
但是却丝毫不怯场，很有天分，可以说是
未来可期。

游泳天才横空出世
钱心安一直有一个冠军梦，母亲也很

支持她的梦想，为了让钱心安好好训练，甚至辞掉工
作，在杭州租房子，接送钱心安上下学，爸爸留在老家
经营生意，经常不能团聚，只能通过视频通话，钱心安
非常努力，并且骨子里有不服输的精神，做什么事情都
会拼尽全力。教练夸奖说钱心安身上有叶诗文的影子，
钱心安也很争气，没有让父母和教练失望，这几年的比
赛成绩一直不错，算得上是游泳天才，她很小就已经开
始接触游泳，并且很有天赋，主攻混合游项目。

10岁时，50米自由泳就已经突破30秒的大
关，200米混合泳可以在3分内，游泳天赋当时就已

表现惊人。2017年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
运会，获得蝶泳冠军，受到广大粉丝的关
注。2018年，春季游泳锦标赛也取得不错
的成绩，2019年入选游泳世界锦标赛。小
小年纪取得的成绩已经让人刮目相看。

为国夺冠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的春季游泳

锦标赛中，钱心安夺得冠军的蝶泳项目不
是她最擅长的，并且她面对的选手都有雄
厚的实力和参赛经验，但是她却没有丝毫

畏惧和退缩，以0.23秒的优势取得胜利，虽然算不上压
倒性的胜利，但是15岁有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棒，也
体现了良好的心理素质。

她身上还有更多的可能和巨大的潜力，也相信在
以后的比赛会拿出更好的成绩，展现中国少年的风
采，体育精神就是不认输、不怕输。钱心安坦言，要
永远保持拼搏精神，为祖国摘得更多的冠军奖牌。少
年强则国强，希望我们国家有更多这样的少年，体育
精神一直在激励我们前进，希望钱心安继续努力向梦
想前进，早日实现自己的冠军梦。

中国又一位游泳天才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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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网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1周年来临之际，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景奇向领区各界
朋友、华社贤达及仍在印尼坚守的中资企业员工、老师
和留学生、侨胞朋友们发表视频讲话，介绍中国发展变
化、抗疫战略成就和中印尼建交70周年合作及携手抗疫
积极成果。

全文如下：
朋友们、同胞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

周年！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无法像往年一样欢聚一堂，
今年通过线上形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1周年华
诞。感谢东爪哇省长科菲法、中爪哇省长甘加尔、日惹省
长哈孟古布沃诺十世、马鲁古省长穆拉德等印尼各位地方
领导、华社贤达及各界朋友对新中国华诞的美好祝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多年
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和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国际地位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国内生产
总值从1949年建国时的100多亿美元攀升至2019年的
14.5万亿美元，增长了145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今年
是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完成后全国将有1
亿左右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习近平主席亲
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
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经过艰苦卓绝努力，付出巨大代
价，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取得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
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
及相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
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
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推动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截至日前，中国已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各地方在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和生活
秩序全面恢复。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5万亿
元，同比增长3.2%，学校按年级有序复课，旅游业逐渐

兴旺，商场、餐厅等服务业复工复市，全产业链复工复
产。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引领世界经济
逐步走出至暗时刻，稳步迈向复苏。

中印尼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友好源远流长。今年是中
印尼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
速发展，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人文
交流方兴未艾，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两国高层交流活跃，习近平主席同佐科
总统三次通话，就抗击新冠肺炎、经济复苏等问题交换
意见，两国部长多次开展视频会议、会面会谈，落实两
国元首重要共识。两国政府、军队、企业和民间积极开
展抗疫医疗物资援助、疫情诊疗防控经验交流、疫苗合
作，体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深厚
情谊。

3月初自印尼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积极
与领区各界携手共抗疫情，第一时间从中国筹集医疗和
防控物资，向东爪哇省、中爪哇省、日惹特区、马鲁古
省和北马鲁古省政府、定点医院、伊联、穆联等宗教组
织和社团捐赠了大量的医用口罩、KN95口罩、防护服、
护目镜和无创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并通过宗教组织向困难民众做慈善捐
赠。据不完全统计，中方向印尼援助的医疗物资逾1000
万美元，为当地抗疫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我相信经过疫情的考验，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
友谊将进一步加深,历经70载风雨的中印尼关系必将在新
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长期以来为
促进中印尼友好做出贡献的各位朋友致以衷心感谢和诚
挚祝福。

最后，祝愿我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中印尼两国人民
幸福安康，祝愿中印尼关系迎来更美好的明天！谢谢！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景奇视频致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
馆网讯）值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1周年和中印
尼建交70周年之际，中
国驻泗水总领馆领区的东
爪哇省省长戈菲法•英达
尔•巴拉万萨、中爪哇省
省长坎查尔•伯拉沃诺、
日惹特区省长苏丹•哈孟
古普沃诺十世和马鲁姑省
省长穆拉德•伊斯曼发来
视频贺词，热烈祝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和中印尼建交70周年。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领区四省省长

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和中印尼建交70周年

香港揽炒派煽动国庆节上街闹事，在
警方节前周密设防和当天严密戒备下，只
在铜锣湾见到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聚集呼喊
口号，但再警方严加控制下，不成气候。
国庆节局面大致平静，特区政府、中央驻
香港机构及各大学都庄严举行升国旗仪
式，香港市民以各种形式庆祝国庆和中秋
节，香港一派节日喜庆气氛。这是国安法
实施后第一个国庆，标志着香港由乱变治
的一个转折，许多人欣喜地指出，人们所
熟悉的“东方之珠”回来了。

自6月底香港国安法实施3个月来，
国安法发挥了强大震慑和阻吓作用。未正
式实施前已经令黑暴分子闻风丧胆，“退
群的退群，退休的退休，逃跑的逃跑，解
散的解散”。国安法实施后，上街非法游
行、集结和实施黑暴的次数明显减少，各
种乱象迅速收敛。

香港特区政府在国安法的撑腰下，以
更大的魄力和勇气，加大了执法力度，是
国安法实施的一大亮点。3个月来，涉嫌
违反国安法的乱港骨干20人被捕，包括长
期与外国反华势力狼狈为奸的“祸港四人
帮”之首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黎的儿
子和壹传媒四名高层也因染指资金迂回运
作，涉嫌与外国幕后金主有合作而被捕。

国安法实施前后，一帮长期鼓吹“港
独”及勾结外国势力的黑暴分子及“独
枭”纷纷潜逃外国或外地。其中12人涉潜
逃台湾，在途经内地海域时被广东海警截
获扣押。另有5名逃犯乘船潜逃台湾，因
燃油用尽被台方查获，本想寻求台湾的“
庇护”，却被台湾陆委会“查扣”。

乱港分子虽然受到震慑，但其中的顽
固分子贼心不死。乱港组织“民阵”申请
10月1日发起港岛集会游行，遭到警方反
对，但揽炒派继续在网上煽动非法游行及
散播“武攻”言论。警方节前就采取行
动，拘捕涉嫌在网上煽动非法游行和暴力
的3男子。国庆当日，警方部署数千防暴
警力戒备，加强各区巡逻警力。警方以涉
嫌非法集结和违反限聚令果断抓捕百来
人，再次展现了威力。

如今的香港，在国安法支撑下，局面
大有改观。警方经过去年一整年对黑暴
的“实战训练”，不论是临阵调配能力、
前线警员的应对、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
力，都有了大幅提升。警方坚定和有效执
法，对于止暴制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司法机构在舆论的压力下，
判案也有所改善，近日一些乱港
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多名反
修例示威者被判参与暴动罪成，
监禁刑期以年计。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受到严厉惩治，让黑暴“
揽炒”势力感受到冲击国家安全
必将付出代价的巨大压力。

因疫情原因，香港特区政府
8月决定原定9月初举行的立法
会选举延期一年举行，随后全国
人大决定香港本届立法会延任一
年。此决定遭到民主党反对。民
主党想借“民意”决定去留，委
托民调机构就15名揽炒派立法会
议员延任问题进行调查，结果在
受访的2,579人中，711名“民
主派支持者”表示支持延任的占
47.1%，反对延任者45.8%，均
未过半数；以全体受访人数计，
反对延任者（53.4%）较支持延
任（36.8%）的多出16.6个百分
点。揽炒派议员选择性地接受前
者的结果，作出延任一年的“政
治判断”。揽炒派此前已做过几
轮民调，现时仍由各议员作出所
谓「政治判断」，可见民意调查
在揽炒派眼中只是一种“政治工
具”，可按需要对其结果随意取
舍。搞“民调”为其行为寻找“依据”，
只是一场闹剧。

另据紫荆研究院近日进行的民调，在
受访的2007名市民中，多数认同捍卫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认同反对香港国安
法的人士不应具备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对
于立法会议员延任问题，多数市民认为，
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议员不应该继续延任。

香港乱局不止，经济受累出现负增
长，民众生计饱受拖累。香港国安法的颁
布实施，让一年来饱尝乱局之苦的香港市
民看到了重归太平的希望。在国安法“利
剑高悬”下，反中乱港头面人物失去了昔
日呼风唤雨的能量，不得不调整策略。许
多激进分子担心会被判刑而退出黑暴“揽
炒”活动，最死硬的暴徒或被捕，或入
狱，或逃亡，溃不成军。黑暴势力已江河
日下，大不如前。

                                   香港 房奕强                                  
                              2020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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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奇总领事视频致辞

评
论

东爪哇省省长戈菲法•英达尔（Khofifah Indar Parawansa）祝贺视频

中爪哇省省长坎查尔•伯拉沃诺（Ganjar Pranowo）祝贺视频

日惹特区省长苏丹•哈孟古•普沃诺十世（Sri Sultan HAMENGKU BUWONO X）
祝贺视频

马鲁姑省省长穆拉德•伊斯曼（Murad Ismail）祝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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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1日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
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
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
着不平凡的成就。我们正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广大女性医务人员、疾控人员、科
技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不畏艰
险、日夜奋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用勤劳和智慧书写着保护生命、拯救生命
的壮丽诗篇。我们要为她们点赞。在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紧要的时刻，正是成
千上万这样的中国女性，以勇气和辛劳诠
释了医者仁心，用担当和奉献换来了山河
无恙。

习近平强调，25年来，北京世界妇
女大会精神不断催生积极变化。妇女社会
地位显著提高，“半边天”作用日益彰
显，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已成为《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妇女面临更
大挑战。在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社会复苏
进程中，尤其要关注妇女特殊需要，落实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
第一，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要关

注一线女性医务工作者身体健康、社会心
理需求、工作环境。要把保障妇女和女童
权益置于公共卫生和复工复产计划重要

地位，打击侵犯妇女权益的行为。要强化
社会服务，优先保障孕产妇、儿童等特殊
人群，格外关心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
疾妇女等困难群体，为她们做好事、解难
事、办实事。

第二，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保障妇
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要以疫后恢
复为契机，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提高
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管理水
平。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
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
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第三，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要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靠发展改善妇
女民生，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
展。要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妇女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增强她们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广泛
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和帮助妇女享有出彩
的人生。

第四，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中国
支持联合国把妇女工作放在优先位置，在
消除暴力、歧视、贫困等老问题上加大投
入，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上有所
作为，使妇女目标成为2030年议程的早
期收获。

习近平强调，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
国策。中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
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基本
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
女性占比超过四成。5年前，我倡议召开
全球妇女峰会，提出一系列全球合作倡
议，已经得到全面落实。我们将继续加大
对全球妇女事业支持力度。中国倡议在
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习近平最后指出，建设一个妇女免于
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
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
努力。让我们继续携手努力，加快实现性
别平等、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新社太原讯）10月1日13时4分，山西省太
原市迎泽区台骀山景区冰灯雪雕馆发生火灾，事故致
13人遇难。就在三天前，当地刚刚对该景区开展过消
防安全督导检查。

目前，受伤的15名民众被送到当地山西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和山西省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目
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善后工作已经
同步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记者1日晚抵达台骀山景区，四辆特警车停在景
区门口。记者登录“台骀山景区”微信公众号的线上
购票平台，发现购票通道已经关闭。记者随后致电景

区咨询电话得知，“当日下午我们就接到了关闭景区
的通知。”

台骀山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国庆期间公告中显
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该景区日接待量不超过景区
最大承载量的75%，即每日限流37500人次。

在太原市消防公安支队官方公众号上发布的《迎
泽大队开展“两节”期间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一
文中记者看到，9月28日，迎泽区区委书记李慧、区
长赵学军带队，对台邰山景区等几家场所进行了消防
安全检查。

检查针对单位是否履行消防安全责任、建筑消防设
施是否能联动、消火栓是否有水、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
示标志是否正常工作、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四个能
力”是否掌握、员工是否会使用灭火器等方面进行。

“从检查情况来看，各场所对消防安全工作的认
识均有较大提高，能够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但仍存在火灾风险，针对存在的问题，大队检查
人员逐一提出具体整改措施，责令单位及时消除存在
的火灾隐患。”文中写道。

记者在台骀山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本次
事故发生地“四季彩色冰雕馆”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
的室内冰雕馆，相传太原地区远古时期，汾河两岸的
人们就有过节时制冰坨点灯的习俗，因此景区推出此
项目。景区介绍中称，在这座3200平方米的室内冰
雕馆里，有400多件冰雕作品。

山西一景区火灾致13人遇难 三天前曾做消防安全检查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台骀山景区冰灯雪雕馆发生火灾，事故致
13人遇难。（韦亮 摄）

（香港中通社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10月1日消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
18名预备航天员（含1名女性）最终入选，包括7名航天驾驶
员、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4名载荷专家。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为满足中国空间站工程
任务需要，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在航天驾驶员基础上，增加了航
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两个类别。航天驾驶员和航天飞行工
程师主要负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试
验。载荷专家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荷的在轨操作。航天驾
驶员在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飞行工程师在从事航空航
天工程及相关领域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中选拔，载荷专家在载
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研究及应用领域的科研人员中选拔。

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于2018年5月启动，经过初
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从约2500名候选对象中选拔出符
合条件的18名预备航天员，在经过系统的训练后，将参加空
间站运营阶段各次飞行任务。

据了解，通过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中国航天员队伍体
系不断完善，为中国航天员队伍长远建设与空间站工程后续发
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还将
适时开展后续批次的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中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最终18人入选

（中新网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中新社香港讯）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1日举行国庆升
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1周年。这也是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首次举行
国庆升旗仪式。

今年7月8日，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揭牌仪式在香港举行，宣
告驻港国家安全公署正式成立并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规定，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在特定情形下对发生
在香港的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

当日早上7时未到，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已有工作人员在
进行升旗仪式工作的准备。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大楼上，“热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

约7时，国庆升旗仪式正式开始，三名工作人员组成护旗
队，其中一人手持国旗。他们首先立正站定，随后踏着整齐的
步伐走向升旗台。

7时整，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工作人员将国
旗徐徐升起，并向国旗行注目礼。

升旗仪式过程中，有市民驻足观看。居住在附近天后一带
的香港市民陆先生告诉中新社记者，他心情十分兴奋，因为今
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重要日子，在驻港国家安
全公署外看到升国旗、听到国歌奏起，感到很骄傲。

他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会逐渐恢复稳定，自
己的店铺经营活动也得到保障。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设立后，也
令他很有安全感。

市民赵先生对记者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中华民族传统
的中秋节，很希望在安宁、平和的气氛中欢度佳节。

赵先生说，过去一年，香港曾发生一连串的暴力活动，他很不
想看到类似的情形“重演”，影响社会秩序与市民的正常生活。他
表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作为香港市民，他很
欣喜国家在71年来的发展进步，亦非常珍惜稳定安宁的生活。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系成立以来首次

（香港中通社讯）香港警方10月1日表示，对于
有人于网上号召他人在全港各区进行违法活动，煽动
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甚至鼓吹以暴力伤害他
人，包括用利刃或汽油弹袭击警务人员、攻击警署
和非法堵路等，警方采取主动执法行动，截至下午6
时，多区有69人被捕。

被捕人士中，包括2名区议员在内的62人涉嫌于
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其余被捕人分别涉嫌
触犯管有攻击性武器，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驾驶无牌车辆等罪行。另外，
警方亦票控20人涉嫌参与受禁羣组聚集，违反《预防
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组聚集）规例》。

自下午3时许，铜锣湾记利佐治街和百德新街一
带有大批示威者聚集，部分人曾高叫口号并走出马
路，严重破坏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宁。警方多次向集结

人士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离开。
多次警告无效后，警方在现场截停并拘捕至少60人，
其中包括2名区议员。警方对于有公职人员无视公共
秩序，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表示震惊和遗憾。

此外，警方表示，下午3时许，有市民目击两名
男子在黄大仙天马苑附近，向龙翔道投掷汽油弹及大
型杂物。警方接报到场处理，发现涉事路段遗下被火
焰熏黑的痕迹、围栏及雪糕筒。警方调查得知，案发
时马路上仍然有大量汽车行驶，幸汽油弹及杂物未有
击中车辆。然而，暴徒的恶行已经严重危害道路使用
者的人身安全，亦严重破坏社会安宁。警方将案件列
作纵火案处理。

警方严厉谴责示威者和个别公职人员罔顾公共安全
和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警方重申，绝不容忍任何违法
行为，会继续严正执法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香港警方拘捕69人涉参与非法集结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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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迎来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的最长假期。数据显示，十一中秋假期首
日，全中国接待国内游客近亿人次，全中国
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稳，高速公路流量上
升。

综合中新社、香港《文汇报》报道，中
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十一中秋假期首日，
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0.97 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同比恢复 73.8% ；实现旅游收入 766.5
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 68.9%，
景区和文博场馆实行“预约、错峰、限流”
已成常态。

数据显示，去年十一假期期间，中国国
内旅游总数为 7.82 亿人次，创造了近 6500
亿元的旅游收入。今年，这一数字预计将
达 5.5 亿人次。而据携程预计，今年“黄金
周”的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将达 6 亿人次。

无论是官方数字还是机构数字，都已
达到去年同期的七八成水平。也就是说，
这个假期将有约占中国总人口 40% 的人
出门旅游。

中国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的消息显
示，10 月 1 日，中国交通运输运行总体平
稳，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或安全生
产事故，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部
门协调有序。 

今年“十一”是首个全面实现景区“预
约制”的中国国庆长假，同时各大旅游平
台纷纷推出促销补贴活动，“线上预约 + 领
券”成为假期旅游新常态。据了解，大部分

景区以及相关游乐活动均需要提前预约，
在现场取票后，还要经过测量体温及出示
健康码，才可以进入景区。目前，中国部分
热门景区的十一假期前半段门票当前已售
罄，特别是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等景区门
票早已售完，一票难求。

携程数据显示，截止 10 月 1 日 15 时
27 分，携程门票平台全国景区当日票量，
已达去年“十一”首日全天的 2 倍。

北京方面，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等
北京市属公园举办花卉展摆、文化展览、文
艺演出、民俗体验四大类、40 项活动。在
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各大公园入园游
客限流比例由 50% 上调至 75%。节日期间，
天坛、北海、玉渊潭及陶然亭等公园推出了
观灯、赏花等晚间游园新模式。京城部分
公园还推出了精彩纷呈的专场演出，颐和
园德和园的“戏游记”线上戏曲表演、紫竹
院公园的“月是故乡明”“梨园锦绣”戏曲
演出等。

据武汉《楚天都市报》报道，武汉作为
此前的疫情中心也备受关注。假期首日，
湖北旅游火爆超预期。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1 日 14 时，全省 30 家重点景区接待
游客 21.98 万人，景区综合收入 2032 万元，
分别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4.4% 和 82.5%。

武汉市景区客流火爆，武汉市文旅局
“惠游湖北 打卡大武汉”预约平台临时调
高黄鹤楼公园等热门景区的预约投放量。

单日亿人次出游 中国消费复苏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首个长假 网民堵在路上感叹： 迟到的春运

今年十一将有5.5亿人次出游

相隔 19 年，中国国庆中秋双节再次相遇，民众迎来 8天“加长版”假期。作为疫情防控
常态化后首个长假，旅游市场有望强劲复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北京时间 10 月 1日
晚通报，假期首日共接待国内游客 0.97 亿人次，同比恢复 73.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766.5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恢复 68.9%。

北京故宫、  敦煌莫高窟等景区门票早已售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介绍，10
月 1 日，中国铁路迎来十一长假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 1480 万人次，创疫情发生以
来铁路单日客流新高。铁路机构统筹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假日运输工作，增加运
力安排，加开列车 1206 列。

综合北京人民网、《北京日报》微信公
众号报道，9 月 30 日起，多地车站、交通枢
纽迎来客流高峰。武汉汉口火车站当天预
计发送旅客 12.3 万人，创下重启以来单日
发送人数最高纪录。上海虹桥火车站旅客
摩肩接踵，场面堪比春运。

当天，# 高速到底有多堵 # 一度霸占
热搜榜前列。有人开了一夜，都没出城 ；有
人在高速上看到了日出……这一幕幕让许
多网民感慨万千。有人说，“终于回到了这
个热闹的时候，记得过年时冷冷清清。”有
人说，这场热气腾腾的奔赴，其实也是一种
幸福。还有人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春运。

据中国民航局初步统计，10 月 1 日，
中国计划飞行班次 14941 班 ；预计运输旅

客 167 万人次，与 2019 年 10 月 1 日基本
持平 ；平均客座率 79.5%，同比下降 5.1 个
百分点。假期期间主要旅游城市进出港旅
客订票量和客座率已接近或达到去年同期
水平。

另据成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今年
十一长假的航班量提升明显，但平均票价
低于去年水平，旅客的出行花销趋于理性。

航班管家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国内航
班量已超去年同期，同比增长 15.12% ；机
场方面，除北上广机场外，其余三千万及以
上级机场航班量均已超去年同期，其中重
庆江北机场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13.59% ；
西北、海南等地热度升温，西宁机场航班量
同比增长近 38.6% ；前十航线航班量超过
去年同期，北京—上海航线增幅最快。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想要在十一长假
迅速恢复到往年收益水平并不容易。运力
供过于求的局面短期仍难改变，在航线松
绑等政策加持下，票价向常态化回归，航司

“回血”之路不断提速，但仍然漫长。

长假第一天 中国铁路客流创疫情以来新高

▲ 10 月 1 日晚，武汉城市地标黄鹤楼正式开放夜间体验。� 中新社

目 前 全 球 的 新 冠 疫 情 并 未“退 烧”，
中国此刻“掀起旅游热潮”着实让人感到
吃惊。美联社、彭博社、CNN 都对中国的

“十一黄金周”进行了报道，承认中国防疫
有效，言语中透露出“羡慕之情”，称看到了
中国所展现出的“自信”。

CNN 表示，由于遏制了新冠疫情，中
国将有数亿人在“黄金周”出门度假。彭
博社 9 月 30 日报道，本周，世界各地备受
折磨的航空公司老板要将“嫉妒的目光”
投向中国，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十一
假日期间乘坐飞机出行，让中国的航空公
司在摆脱疫情、恢复常态上愈发处于领先
的位置。

美联社称，自 8 月中旬以来，中国再也
没有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美联社还提到，并不仅仅是现在的这
个“十一黄金周”，事实上由于疫情被有效
控制，中国今年第二季度主要旅游景点的
游客人数比第一季度猛增了近 159%。美
联社援引中国文化旅游部官员的话称，今
年 7 月和 8 月，中国热门旅游景区和乡村

旅游的游客数量已达到去年同期的 90%
左右。

在看到中国国内旅游业“热火朝天”
的景象之后，CNN 就拿中国和世界的一些
国家进行了一番对比。在美国，上周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破了 700 万例 ；欧洲大
部分地区目前遭受着第二波疫情的冲击 ；
即便是像希腊和克罗地亚等没有遭受第一
波疫情的国家，在 6 月欧洲内部重开边境
后，当地的确诊数也明显上升。

CNN 指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
此大量的人群流动，这在许多疫情严重的
国家难以想象。

随后 CNN 承认，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国
内，本土传播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加上中国
有着全世界最为严格的边境管制措施，中
国游客现在对新冠病毒基本上并不担心。

另外，美国务卿蓬佩奥 9 月 30 日发表
新闻声明，祝贺中国国庆。声明说，在 10
月 1 日国庆节之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
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
未来的一年里健康、繁荣、幸福与和平。

CNN：证明中国防疫措施有效
全球疫情未消 中国“掀起旅游热潮”

今年双节“合体”，往年 7 天的长假延
长成 8 天，成为疫情背景下首个“超长假
期”，游客们出行的热情被彻底点燃。携程
方面表示，十一旅游市场已经启动，近期平
台上十一期间的航空、酒店、景区等预订数
据一直呈递增态势，民宿出现“一房难求”
的现象。

北京《新京报》报道，“订得太晚了，看
上的（北京周边）民宿基本都在 10 月 5 日
前被订满了，有空房的价格都几乎翻了一
倍。”北京的王女士无奈表示“失算了”，“目
前还在刷，不过希望渺茫。疫情之下带着
孩子也不想坐飞机，要是刷不到就不出去
了。”

同样家住北京的于女士表示，十一期
间，本来准备带着家中的宠物狗去昌平郊
区的民宿玩两天，但是价格和位置合适的
民宿都被订满了，只得改成去呼伦贝尔自

驾五天。
某位于上海的网红民宿运营部负责人

介绍，从 9 月上旬开始，陆续有六七百人订
好房间，目前为止基本已经订满了。“有的
客人为了能够在十一期间顺利入住，在 7
月上旬就已经预订了。”

木鸟民宿数据显示，该平台暑期订单
从 8 月下旬开始稳步增长。今年十一期间
入住的订单量已达到去年整个十一假期订
单总量的 80%，有望反超。

不仅是民宿，高星酒店也备受青睐。
携程数据显示，上海、三亚、成都等预订“热
度”靠前，在增长幅度方面，拉萨预订量增
幅最大，目前订单量同比暴涨超过 600%。
香格里拉、景洪、湖州、沈阳、张掖、敦煌、常
州的增速都翻了 2 倍。此外，高星酒店预
订均价稳步回升，上海高星酒店均价已比
去年同期上涨超过 20%。

民宿一房难求 游客出行热情被彻底点燃
木鸟数据显示，今年入住订单量已达去年80%，有望反超

在双节加成之下，影院复工后的内地
电影市场迎来票房井喷。根据灯塔专业版
数据显示，假期首日票房突破 7 亿元，成为
中国十一档首日票房影史第二（去年 10 月
1 日当日票房为 8.15 亿元）。

北京《新京报》报道，今年 10 月 1 日
总票房约为 7.45 亿元，排在票房榜前四的
分别是《姜子牙》《我和我的家乡》《急先锋》
和《夺冠》，这个成绩远超今年七夕当天的
5.27 亿元，创今年单日票房新纪录。

当天，《姜子牙》和《我和我的家乡》两
部新片上映，其中《姜子牙》以 3.64 亿元成
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刷新中国电影市场动
画电影首日票房纪录和今年单片单日票房

纪录。目前，在豆瓣平台，票房榜前四部片
评分如下 ：《我和我的家乡》7.6 分，《夺冠》
7.3 分，《姜子牙》7.1 分，《急先锋》5.0 分。

美 国 电 影 娱 乐 媒 体 Deadline 
Hollywood 也 关 注 了 中 国 票 房。 题 目 表
示，中国（电影市场）无疑已成为新冠疫
情后成功重新开放的一个典范。Deadline 
Hollywood 预测，2020 年该市场的票房将
超过北美，但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确
定性会继续存在。

Deadline Hollywood 表 示，10 月 下 旬
还有一个王牌，那就是《金刚川》，一部由

《战狼 2》和《流浪地球》的吴京主演的朝
鲜战争电影。

十一首日电影票房破7亿 刷新全年纪录

中国航空公司短暂“回血”：班次多了、票价降了、消费理性

▲ 10 月 1 日，游客在故宫内参观故宫建成 600 年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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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新 网 讯 ） 当 地 时 间 9 月 8
日，法国巴黎，法国机器人研发商
在巴黎展出了法国机器人Pepper，
以检测人们是否戴着口罩，并指示
他们戴口罩。

法国展出呆萌“口罩监测”机器人
能提醒民众戴好口罩

（中新网讯）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
社报道，日前，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
省一市镇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盗窃案，两
名盗贼佯装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骗开房门
后，发现只有一位老妇人独居家中，便将
老人推倒在地闯入卧室寻找贵重财物。老
人则不惧悍匪拿起拐杖一边大声喊叫，一
边抡起棍棒打击盗贼，两名盗贼见无法得
手便逃之夭夭。

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位于
意大利北部城市布雷西亚省奥齐诺维市 一
处居民区，正在家中料理家务的92岁老妇
听到门铃，询问后来人称是自来水公司工
作人员，准备检查自来水管道，老妇便打
开了房门。

两人进入房间后，发现老人独居家
中，立即反手将房门关好，并把老人推
倒在地。老人试图重新站起来，结果再
次被一名盗贼按倒在沙发上，并威胁老
人不要乱动，另一名盗贼则跑进卧室寻
找贵重财物。

当老人意识到发生入室抢劫后，顺手
从沙发旁抄起自己的拐杖，直接打向在一
旁监视她的盗贼头部，一边大声喊叫，一
边继续追打盗贼。两名盗贼见状只好仓皇
逃走。

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官表示，根据老人
的描述，两名盗贼操意大利口音，案发后
驾驶一辆汽车逃离了作案居民区。在案发
后不久，两名盗贼以同样的手段，抢劫了
该市另外一户居民家中的现金和首饰等物
品。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查找有关案件的
线索，展开调查。

意大利九旬老妇不惧悍匪
持拐杖打跑两名入室盗贼

意大利九旬老妇持拐杖打跑盗贼。

9月7日，据央视财经，美国一枚1794
年铸造发行的硬币将于10月8日进行拍卖，
此前其曾打破历史拍卖价格记录。据悉此
类型硬币发行1758枚，约130枚保存至
今。（来源:澎湃新闻） 图为布鲁斯•莫雷兰展示“飘逸长发”硬币。

全球最贵硬币将被拍卖
距今逾200年

无臂青年为4家网店做客服
用双脚每分钟能打60个字

当地时间9月5日，奥地利人科贝尔在奥地利梅尔克一个装满冰块的透明柜中持
续呆了2小时30分钟57秒，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他想通过挑战，呼吁人们关注气候
变化。（来源:澎湃新闻）

奥地利男子置身冰块超150分钟
创世界纪录

奥地利男子置身冰块超150分钟 ，创世界纪录

（科技日报讯）如今，动物冬眠已是
常见现象。对于那些生活在极地地区的动
物，在食物匮乏、气温逐降的冬季，需要
依靠冬眠来艰难度日。但在物种进化历史
中，到底哪种动物才是冬眠界的鼻祖，目
前还没有确切说法。

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
西多尔，以及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梅根•
惠特尼近日在《通讯生物学》杂志发表论
文称，生活在大约2.5亿年前三叠纪早期
的一种水龙兽动物可能是冬眠界的鼻祖，
它们当时生活的地区是现在的南极洲，在
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它们靠冬眠熬过没有
太阳的日子。

研究人员从6只水龙兽的化石中获得
其獠牙横截面。通过一系列研究，他们发
现这种动物长得跟现在的猪一样大小，有
4条粗壮的腿，最重要的是它长着一对长

牙。这对长牙会伴随它一生，如树干的
年轮那样，“刻写”着珍贵的成长信息，
这就给现在的科学家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
料。这些化石证据表明，在哺乳动物和恐
龙进化之前，这种水龙兽动物就已经出现
了类似冬眠的状态，即动物暂时降低代谢
率以度过艰难的季节。研究人员预测，这
或许是人类迄今发现拥有冬眠证据的最古
老动物。

这种水龙兽动物经历了二叠纪末期的
地球大灭绝。那次大灭绝摧毁了陆地上
70%的脊椎动物，但它却以某种方式幸存
下来，在随后的三叠纪时期又活了500万
年，分布在当时地球上唯一的大陆，即现
在的南极洲。

据惠特尼介绍，这些矮胖、短粗、
跟 猪 差 不 多 的 动 物 ， 上 颚 长 有 一 对 獠
牙，它们很可能用这对獠牙在地面植被
中觅食，挖掘根和块茎。獠牙化石的横
截面可以储存有关新陈代谢、生长和压
力或应变的生活史信息。獠牙上观察到
的“压力痕迹”，与某些现代冬眠动物
牙齿上的应力痕迹一致。

惠特尼表示，如果对南极更多的水
龙兽动物化石研究能证实这一发现，那
么它也可能会解决其他疑问，比如为何
冷血动物在冬眠时会停止新陈代谢，而
热血动物在冬眠时会偶尔发生新陈代谢
再激活事件。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或许能
帮助找到答案。

2.5亿年前的这种南极水龙兽
可能是冬眠动物的鼻祖

长着两颗獠牙的水龙兽动物复原图。
（图片来源：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

（中新网讯）9月4日消息，英国
莱斯特市，当地沃克斯工厂的一组制
造技术人员已正式创下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他们制造了长达10.66米的膨
化玉米条。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英国一群工厂技术员制作最长膨化玉米条
创世界纪录

57岁教师驻守乡村小学40年
一家三代都是老师



当地时间10月1日，俄罗斯总统网站公
布俄美法三国总统的共同声明。声明称，欧
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总统——俄罗
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
克龙强烈谴责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地区
的暴力升级。三方对死者表示哀悼，并向死
伤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呼吁冲突有关各方
的武装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呼吁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

共同主席国的协助下，不设先决条件地立即
竭力恢复解决冲突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9月27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纳
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面积4400平
方公里，在苏联时期为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
州，多数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人。1988年，
纳卡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导致该州阿、亚两
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苏联解体后，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
美尼亚控制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
部分领土。（来源:央视新闻）

（中新网讯）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
10月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迎来96
岁生日，延续自己保持的美国在世最年长
前总统的纪录。

报道称，当天，卡特和他的妻子在佐
治亚州的家外，参加了由当地社区及教会
组织的生日庆祝活动。在活动中，卡特夫
妇都戴了口罩，并与人群保持了一定的社
交距离。

卡特于1924年10月1日出生，民
主党人，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
39任总统。2019年3月，卡特超越了乔

治•H•W•布什，成为美国史上最长寿的
总统。

2019年，卡特曾三次跌到，并伤及
筋骨。一次造成臀部骨折，一次伤及左
侧眼部，一次造成骨盆骨裂。2019年11
月，他因脑出血导致颅内压升高，入院接
受了脑部手术。这次手术出院一周后，他
又因泌尿道感染住进医院，在接受治疗后
出院。

报道指出，卡特担任总统期间，最显
著的成就之一就是任命已故的美国最高法
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她后来成为美国最
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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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新华社北京讯）近日，中国驻外使
领馆纷纷举办线上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不少外国政要通
过亲自拜访、云端视频等方式，向中国致
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表示珍视两国友
谊，愿继续深化对华合作。

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专程来到中国
驻亚美尼亚大使馆。他表示，当今时代正
发生深刻变化，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凸显。亚
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
作，愿借助科技合作，助推两国农业、食
品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希腊副总理皮克拉梅诺斯表示，希中
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希腊高度珍视两国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特殊情谊，将继续致力于
深化拓展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
合作。

格鲁吉亚副总理茨基季什维利在视频致

辞中代表格政府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1周年。她说，格方高度重视发展格中
关系，一直铭记中方在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
和帮助。相信格中两国及国际社会携手努
力，一定能早日战胜新冠疫情，尽早重启格
中友好团组互访和人员往来，推动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伊拉克副总理兼石油部长伊赫桑说，
伊中传统友好，双方能源领域合作密切。
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合作不断走向
深入，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英国外交和英联邦发展事务部国务大
臣达德里奇在致辞中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
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英中两国在经贸
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
在抗疫中相互支持。

西班牙负责外交和伊比利亚美洲及加
勒比事务的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娜•加拉什表
示，西班牙视中国为最重要伙伴之一，这
不仅因为双方贸易往来密切，也因为中国

现代化发展为西班牙带来重要机遇。
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说，过去数十年间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仅取
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还成功实现8亿人
脱贫，赢得了各方尊重。进一步深化菲中关
系，对菲实现自身发展愿景至关重要。

厄瓜多尔外长加列戈斯表示，厄中建
交40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贸交往
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多彩，已成为全面战
略伙伴。在2016年厄遭受特大地震后以
及当前应对新冠疫情期间，中方都率先驰
援，厄方对此深表感激。

以色列社会平等部长科亨在贺词中祝
贺中国采取果断措施，取得抗击新冠疫情
的重大胜利。他同时感谢中国同以色列展
开合作，帮助以色列抗击疫情。

阿联酋青年事务国务部长沙玛•马兹鲁
伊用中文发表致辞，高度评价阿中关系发
展水平，祝愿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幸
福安康。她强调，在今年全球疫情暴发的

艰难时期，阿中两国继续合作，共同进行
新冠疫苗的研发。

约旦参议院约中友好委员会主席霍姆希
表示，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内，约中关系在各领域不断加强。面对
新冠疫情，约中两国携手抗疫，中国在防疫
物资援助、经验分享等方面向约旦提供了巨
大帮助，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

乌拉圭前总统、参议员穆希卡表示，
中国是千年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历经各种
考验。他说，希望年青一代能够推动两国
关系更上一层楼，祝愿中国持续发展，并
带动拉美国家不断发展。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府办公厅主任谢赫•
海德尔代表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致以热烈祝
贺。他说，近段时间以来，苏丹饱受疫情
和洪涝灾害之苦，经济社会安全面临严峻
挑战，中方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苏丹解除
燃眉之急，苏方将永远铭记。

表达祝愿  增进友谊  深化合作
——外国政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中新网讯）据外媒报道，彭
博社资深白宫记者詹妮弗•雅各布
斯10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霍普•
希克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詹妮弗•雅各布斯称，“消息
人士透露，霍普•希克斯感染新冠
病毒，而她周二（9月29日）曾与
特朗普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往返于总
统辩论，昨天（9月30日）还前往
他的明尼苏达州集会。”

报道称，上述消息被披露后，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作出回复，
但没有直接确认希克斯病毒检测结
果呈阳性的消息。

贾德•迪尔称，“总统非常认
真地对待自己和所有支持者以及美
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白宫行动小
组与总统医生和白宫军事办公室合
作，以确保所有计划等都遵循疾控
中心当前的指导方针，从而最大限
度地遏制新冠病毒在综合设施和总统外出
时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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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彭博）

（海外网讯）印度和巴基斯坦
军队又曝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造
成3名印军死亡，另有4人受伤。
两国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事端。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军发言
人拉杰什•卡利亚（Rajesh Ka-
lia）当地时间周四（10月1日）
说，印巴两国军队当天早些时候
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交火，造
成两名印度士兵死亡，另有4人受
伤。而当天晚些时候，两国军队
又彻夜交火，致使另一名印度士
兵丧生。

卡利亚还声称，是巴基斯坦军
队挑衅印军在先，印军随后予以回
击。不过，巴基斯坦则指责是印军
先违反了停火协议向巴方开火，造
成一位65岁的平民受伤。

巴基斯坦外交部周四发表声明
称，已召见驻伊斯兰堡的一名印度
高级外交官，向印方表示抗议。周
四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
人扎西德•哈菲兹•乔杜里（Zahid 
Hafeez Chaudhri）指责印军在
实控线附近加剧紧张局势，并指出
印方此举目的是“转移世界对其在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人权行为的
关注”。

乔杜里还指责印军今年违反停
火协议的次数多达2404次，共致

19人死亡、192位平民受伤。印方则毫无
意外地称，巴基斯坦军队经常无故开火，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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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法三国总统就纳卡地区形势发表共同声明

“平安微金川”微信公号10月1日通报：
2020年9月14日20时50分许，四川

省金川县观音桥镇麦斯卡村村民阿某某在
家被前夫唐某使用汽油泼洒后点燃，致使
阿某某身体大面积烧伤，被送往州人民医

院接受治疗，于9月17日下午转至省人民
医院治疗。2020年9月30日21时许阿某
某经抢救治疗无效死亡。

案件发生后，金川县公安局迅速启
动重特大案件侦破机制，及时成立专案

组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唐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罪已于2020年9月14日晚被公安机
关挡获归案。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快速侦办
中。（来源：平安微金川）

拉姆遭前夫纵火烧伤去世 警方通报

卡特庆祝96岁生日 保持美国在世最年长前总统纪录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持续恶化，昨天
（9月30日），美国多个大城市又发生了
数起枪击事件。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当地时间9
月30日发生枪击事件。据当地警方表示，枪击
发生时，事发地点正在举行一场葬礼。一名枪
手开车经过，并向参加葬礼的人群开枪射击，
造成至少7人受伤。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并尝试抓
捕枪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密尔

沃基市市长表示，枪手可能有精神问题。
当天在纽约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一名43岁的妇女死亡。据纽约警方
表示，枪击事件发生时，受害者正在自己
家中休息，子弹从她家的窗户射入，射中
了她的脖子导致她死亡。警方称，没有任
何迹象表明受害者是这起枪击事件的目
标，警方推测她可能是遭到误杀。据案发
地点附近的监控显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

几分钟，有几个人正试图偷盗路边的自行
车。目前还不清楚这几个人是否与这起枪
击有关，警方正在就此展开调查。

据芝加哥警方表示，9月30日芝加哥也发
生枪击事件。警方称，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
这起枪击事件的起因可能是由于道路阻塞影响
通行，一辆汽车内的枪手朝前方车辆开枪，造
成一人背部中枪。目前，这起枪击案的调查工
作也在进行中。（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伤亡不断！美国多个主要城市枪案频发

（中新社伦敦讯）英国环境大臣乔治•尤
斯蒂斯（George Eustice）10月1日宣布，
为了保护环境，英国正式开始实施禁止使用
塑料吸管、塑料棉签和塑料搅拌器的禁令，
这是减轻塑料污染对环境影响的最新尝试。

该项禁令规定，英国将禁止使用一次
性塑料吸管、搅拌器和棉签，企业出售此
类物品皆为非法。该项禁令豁免医院、酒
吧和餐馆向残疾人或有医疗需求的人提供
塑料吸管。一次性塑料袋子5便士费用将

翻倍至10便士，并从2021年4月开始扩
展到英国所有零售商店。

据英国政府官网数据显示，英国平均
每年消耗47亿个塑料吸管、3.16亿个塑
料搅拌棒和18亿个以塑料为茎的棉签。

英国宣布禁用多种一次性塑料制品

（中新网10月2日讯）综合报道，
在助理霍普•希克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
性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称，他和夫人梅拉尼娅的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将马上进入隔
离和康复程序。

当地时间10月1日晚，特朗普表
示，由于其助理霍普•希克斯的新冠病毒

检测结果呈阳性，他本人及夫人梅拉尼
娅已接受检测，正在等待结果，同时将
进行隔离。

希克斯本周多次与特朗普同行，包
括参加克利夫兰的总统辩论和9月30日
在明尼苏达州的竞选集会。

报道指出，希克斯是疫情以来，与
特朗普距离最近的确诊病例。

特朗普夫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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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33842281例
（新华社日内瓦讯）世界卫生组织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33842281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日17时15分(北京时间23时1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

加285764例，达到33842281例；死亡病例增加5647例，达到1010634例。

马来西亚新增确诊病例创近四月来新高
（中新社吉隆坡讯）截至10月1日中午12点，马来

西亚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0例，创下自6月4日以来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高。

马来西亚政府同日宣布，从10月2日零点起，将对目
前疫情最严重的沙巴地区实行出行限制，禁止除必要外
的跨县出行。

来自马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当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中，有259例为本土感染，其中有近半数的118例来自沙
巴州。

进入9月以来，由于暴发多个群体感染事件，沙巴一

直是马来西亚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州。
马来西亚政府1日并指出，目前沙巴的疫情还渐次向

外扩散。从9月20日至今，已有119例来自马来西亚其他
州属的新增确诊病例被确定和沙巴有关。

此前，马来西亚政府已在沙巴疫情较为严重的4个“
红区”实施加强行动限制令。在2日起实施跨境禁令后，
除提供生活必需品、医药等基本生活服务和执行必要公
务外，沙巴一般民众将不允许跨县出行。

截至目前，马来西亚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484
例，累计死亡136例，累计治愈出院10014例。

孟加拉国累计新冠病例数已近36.5万例 

各类教育机构须关闭至10月31日
（中新网加德满都讯）达卡消息：孟加拉国卫生部门1日下午公布数据说，过去24小时，全国新增1508例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累计达364987例。
同时，全国新增了21例新冠死亡病例，累计达5272例，死亡率达1.44%。此外，孟全国新冠治愈率达到了

75.91%。
孟加拉国教育部当天对外宣布说，除了一些大众宗教学校(Qawmi Madrassa)外，国内的各类教育机构须继续

关闭至10月31日。据此前公开报道，孟加拉国政府决定从3月17日起关闭各类教育机构，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印度新增确诊病例逾8.6万

累计确诊逾631万
（央视新闻讯）据印度卫生部1日上午发布的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点（北京时间10点半），印度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达6312584人，其中死亡病例98678人，
治愈出院5273201人。新增1181例死亡病例，确诊病
例24小时增加了86821例，自9月17日印度新增确诊病
例达到97894例的峰值之后，此后印度24小时新增病例
数在7万～8万例间徘徊。

朝鲜检测3374人、隔离3万余人依然零确诊

关国门严防疫”保持最高警戒”
据朝鲜新闻（NK News）9月30日报道，世界卫生

组织驻平壤代表埃德温·萨尔瓦多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透
露，朝鲜的病毒检测已进行3374次，目前仍为零确诊
状态。截至9月17日，累计隔离31163人，其中382人
为外国人。目前接受隔离的人数为610人，均为朝鲜公
民。

此外，朝鲜的边境封锁目前已经实施了240多天，所
有国际边界”仍然关闭”。目前只有与疫情相关的补给
货物被允许通过新义州-丹东边境。萨尔瓦多透露，至少
从7月下旬开始，南浦-大连海上航线被关闭，位于朝鲜
西海岸的南浦港也处于关闭状态。朝鲜人民仍然被要求
在全国公共场所戴口罩，体温检查等。

上个月，世卫组织告诉朝鲜新闻，截至8月20日，共
有2767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29961人已被解除隔离。

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里，又有大约1200人
被解除了隔离。但世卫组织未回应朝鲜新闻”是否有人
在隔离期间死亡”的询问。

今年7月，朝鲜边境城市开城市发现1例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报道称，这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患者三年前逃
至韩国，7月19日非法越过朝韩边境返回朝鲜。朝方根
据此人的上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检查结果判断其为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当时，朝鲜紧急将开城市彻底封锁。

世卫组织在8月初的回应显示，疑似病例的检测”没
有结果”。此后，朝鲜方面再未透露有关信息。

9月29日，朝鲜劳动党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
疫情下国家紧急防疫问题。会上指出现有防疫工作的短
板，讨论加强国家紧急防疫工作等问题。

同一天，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Kim Song）出
席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表示，在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席
的领导下，朝鲜”及时而有力的紧急防疫措施防止了新
冠病毒的流入和扩散”，该国”所有人都严格遵守防疫
法规，同时保持最高警戒”。

“朝鲜政府将不容忍任何一丝懈怠或让步，而是进
一步加强国家紧急防疫措施，直到彻底消除新冠大流行
的危险，从而坚定地保障人民和国家的安全。”金星
说。（来源:纵相新闻）

尼泊尔累计新冠病例逼近8万例

卡纳利省省长确诊感染
（中新社加德满都讯）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10月1日

下午公布数据说，过去24小时，各卫生机构对12444个
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全国新增1911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累计达79728例。

同时，全国还新增11例死亡病例，累计达509例。
目前，尼泊尔全国的新冠治愈率已达71.9%。

值得注意的是，加德满都谷地当天新增943例新冠病
例：加德满都市新增817例、巴克塔普尔市新增58例、
拉利特布尔市新增68例。这也是出现疫情来，加德满都
谷地单日新增病例数最多的一天。

卡纳利省省长办公室当天发布消息说，在发现该办
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后，对有关人士进行追
踪检测。结果发现，卡纳利省省长古文达·卡劳尼(Gov-
inda Kalauni)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古文达·卡劳尼目前
的身体状况较为稳定，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726万 死亡约20.7万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月1日晚6时，全美

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7268298例，死亡207605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47020例，新增死亡912例。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法国确诊病例逾57万例
巴黎或于下周被列入“最强警报区”

（中新社巴黎讯）当地时间10月1日，法国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超过57万例。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当天表示，巴黎疫情加速
恶化，官方可能会于下周将巴黎列入疫情“最强警报区”。

根据当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法国1日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为13970例。法国官方累计确诊病例当天超过57
万例，为577505例。正在调查中的聚集性感染病例为
1234起。最近一周病毒检测阳性率仍为7.6%。

数据显示，法国1日有6652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比前
一日新增62人；重症患者现有1265人，比前一日新增27人。
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升至32019例，新增死亡病例63例。

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当晚召开发布会，宣布法国当前
的疫情形势。他特别指出巴黎的新冠病毒传播仍在加
速，当地疫情加速恶化，目前已经满足应被列入“最强
警报区”的三个条件。

首先，巴黎新冠感染率已超过每10万人中250名感
染者的官方最高警戒阈值，目前巴黎10万人中的感染者
达263人；其次，在巴黎老年人群中，感染率已超过每
10万人中100名感染者的警戒阈值，达到10万人中有
105名感染者。第三，巴黎重症监护病房中新冠患者的
比例已跨越30%的警戒线，现已上升至35%。

维兰表示，官方将于未来几天决定是否将巴黎列入
疫情“最强警报区”。如果巴黎的疫情仍无好转的迹
象，官方“别无选择”，将考虑把巴黎从下周一(10月5
日)起列入“最强警报区”。

维兰还表示，巴黎如果被列入“最强警报区”，将
和其他已经被列入“最高警报区”的城市没有“差别待
遇”。法国南部城市马赛等地由于被官方列入“最强警
报区”，当地餐馆和酒吧被要求全部关闭至少15天。巴
黎也将会面临同样的限制措施。

谈及其他法国主要城市时，维兰表示，里尔、里昂、格
勒诺布尔、图卢兹和圣艾蒂安的疫情发展“非常令人担忧”
，这些城市的感染率正在快速上升。另外，波尔多、尼斯和
马赛的疫情有所改善，但病毒传播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巴黎疫情数据指标持续恶化 法国官方紧急研商应对措施
（中新社巴黎讯）法国首都巴黎的新冠肺炎疫情数

据指标正在持续恶化，法国官方10月1日紧急研商应对
措施。

根据巴黎官方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巴黎新冠感染
率已经达到每10万人中有263名感染者，仍然高于官方
设定的最高警戒阈值(每10万人中有250名感染者)，并且
在继续上升。巴黎60至69岁人群中，感染率也已升至每
10万人中有132名感染者，也突破了警戒阈值。

在巴黎，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监护病床占用率也已
突破30%的警戒线，并且继续上升。目前巴黎的新冠肺
炎患者重症监护病床占用率已达33.4%。

法国官方根据疫情数据指标建立新的疫情警报系
统，把相关地区在疫情地图上区分为“警报区”、“强
警报区”和“最强警报区”。如果相关地区的感染率突
破官方最高警戒阈值，且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监护病床
占用率也突破警戒线，理论上就会被划为“最强警报
区”。

如果被法国官方划为“最强警报区”，相关地区将

面临餐馆和酒吧全面关闭等一系列更为严格的防疫限制
措施。目前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和海外省瓜德罗普被划
入“最强警报区”，当地酒吧和餐馆已被要求全面关闭
至少15天。

法国官方1日紧急研商应对措施。法国总理卡斯泰
当天分别与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等城市的市长会
谈，讨论接下来应该采取的防疫限制措施。巴黎市长伊
达尔戈最先与卡斯泰会谈。会谈安排相当紧凑，部分城
市市长通过视频方式与卡斯泰会谈。截至发稿，卡斯泰
与各地市长的会谈仍在进行中。

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定于1日晚召开发布会，届时将宣
布法国当前的疫情形势及可能的应对举措。外界预期维
兰可能将就疫情发出“警告信息”。而对于他是否将宣
布巴黎会被划入“最强警报区”，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官方还在进一步收集信息，以展开更具体的评估。

根据法国卫生部9月30日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法国30
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12845例；法国官方累计确诊病例
已达563535例。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现为31956例。

波兰新增新1967例

商场内未佩戴口罩者将被处罚
据波兰卫生部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波兰9月30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67例，累计确诊93481例。
新增死亡30人，累计死亡2543人。目前仍有确诊病例
20537例，其中2560人住院治疗，累计康复70401人。

南部小波兰省新增285例，累计11501例，为新增
病例最多的地区。

波兰卫生部副部长克拉斯卡当天表示，在商店或大
型购物中心不履行佩戴口罩或遮掩口鼻义务的民众将受
到惩罚。由于仍有部分波兰民众未履行相关防疫限制规
定，克拉斯卡对此表示关注并强调，会有罚款在内的更
多控制措施。（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巴西累计确诊超481万例
（中新社圣保罗讯）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9月30日

19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3413例，累计确诊4810935例；新增死亡病例1031
例，累计死亡143952例；累计治愈4180376例。

截至目前，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州累计确诊病例
达985628例，死亡病例达35622例。此外，巴伊亚州累
计确诊超过31万例，米纳斯吉拉斯州、里约热内卢州和塞
阿拉州累计确诊分别逾29.5万例、26.4万例和24.1万例。
而首都巴西利亚所在的联邦区累计确诊也超过19.2万例。

当天，里约热内卢州法院批准该州首府里约热内卢市的
私立学校从10月1日起复课，并表示将由市政府管理和检查
学校对卫生规定的执行情况。此外，还要求市政府必须保证
学生有权利继续选择进行远程教育。此前，该市部分私立学
校曾于8月3日复课，但随后于8月6日被法院叫停。

哈萨克斯坦累计确诊逾14万例 “由内而外”防范第二波疫情
（中新社努尔苏丹讯）截至10月1日，哈萨克斯坦已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和具有新冠肺炎症状但实验室病
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肺炎病例逾14万例，“由内而外”
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

哈卫生部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
上述“两种肺炎”244例，维持了近日来的疫情趋稳势
头。截至1日，全哈尚有3308名患者在接受治疗，其中
包括59名儿童。

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疫情成为哈政府当前的工作
重点之一。哈总理马明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要求卫生部于
10月15日前采购并向各地区分发救护车、必要的医疗器
械设备和防护用品。指示内务部、卫生部会同地区政府
加强监督工作，杜绝任何违反防疫规定的行为。

哈卫生部长阿列克谢·崔则指出，尽管哈境内疫情
稳定，但民众警惕性降低，若疫情扩散，将可能再次实

施强制隔离制度。
他还称，为了应对发病率可能增长的情况，正积极

采取措施保障药品供应，现已储备好可满足两个月的新
冠肺炎药品，并已运送至各地区。与此同时，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实验室检测能力将于本月提升至6.3万次/日。

哈交通运输首席卫生医师巴伊哈布罗夫当天发布消
息说，哈萨克斯坦将从10月起对来自瑞士、英国、意大
利、阿联酋、印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等
21个“第二类疫情国家”入境人员实施限制措施。这21
个国家中不包括中国，哈将中国列为疫情控制情况较好
的“第一类疫情国家”。

此外，哈卫生部9月30日发布消息称，考虑到部分国
家疫情形势恶化，已建议政府自10月5日起暂停恢复与
其他国家航班，不再增加与已复航国家航班班次，减少
与土耳其航班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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