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国家反
恐机构主任Boy Rafli Amar MH在与中
爪哇地方领导协调论坛、中爪哇省宗教
领袖和社会精英在梭罗The Sunan酒店
举行的打击恐怖主义民族联谊会上要求
全国各阶层人士在抵御极端恐怖主义思
想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卫护国
家戒备态度；对抗极端主义化和加强去
极端主义化。这一切需要国家各阶层发
挥作用，不仅是地方政府，还包括宗教
领袖和社会精英。”

他说：“到现在还有人把班渣西拉和
宗教对立起来。为此，让我们继续为之战

斗，使新一代年轻人不致成为历史观混乱
的受害者。伊斯兰教学者精英应当参与传
达这一状况。“

与会的中爪哇省长坎查尔通过视频致
词，要求社会精英和宗教领袖参与在保护
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发挥积极作用，使
他们不容易被极端恐怖主义思想所渗透。

Karangnayar县长H Juliyatmono 
MM则表示，迄今为止，该县已经做出了
具体的努力，在抵御极端恐怖主义思想方
面，努力灌输民族主义爱国观念。

出席联谊活动的有各地跨宗教领袖、
社会精英和国家反恐机构要员。（小兀）

我国经济再出现通缩，
显示社会购买力还疲软。经
济激励措施必须落到实处并
能发挥功能。

正如中央统计局10月1日公布的，我国连续三个月
处于通缩状态。这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负面
影响久远。自今年3月份核心通胀(注：指实际通胀率中
扣除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波动)继续下降，显示了社会
购买力继续疲软。

在这之前，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萎缩1.6%。这
个预测是于9月29日在东亚和太平洋经济更新研讨会上
公布的。如果我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还未能取得实际
的好转，国民经济还可能收缩成2%。今年6月份，世
界银行还估计我国经济增长将是0%。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我国的宏观经济趋势相对其
他许多国家，还相当好。为了避免出现衰退，我们必

须推动生产和消费，同时维护人力资本。我们还必须
立即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以符合世卫组织的标准。

我们不要失去目前的人口红利契机和避免在2045
年不能成为富强的国家。

在同一时间，必须为实际领域的投资提供便利而
吸收更多劳工，并保护国内劳工的利益。此外，在社
交限制期间，必须持续提高对营业界和中小微型企业
的融资提供便利和给予辅助。人力资源建设也不能停
止。社会健康服务，包括对幼童的疫苗接种，必须加
速进行。最大限度的发挥计划生育服务综合保健站(Po-
syandu) 的作用是地方政府的任务。

中央统计局数据指出，食品供应领域是造成今年9
月份通缩的主要原因。均衡营养粮食必须充足，使民

众容易获得，而并非仅仅是在全国数量上
的充足。地方政府必须尽力增长生产和促
进当地粮食工业。

在线学习肯定会影响教学质量，必须尽速寻找出
路，确保我国人力素质不下降。世界银行建议基础设
施和扩大税收范围作为建设基金。建设实体和数字的
基础设施需要同时实行，俾受新冠病毒影响的经济活
动能顺畅。

提高税收对国家经济的比率，其中以扩大税收范
围，成为政府目前的家务事。利用人口红利增加年轻
创业者作为增加纳税人数量的保证。我们需要仔细决
定针对什么人，如何扩大或提高税收，将影响社会消
费以及投资者的兴趣。

世界银行只是提供建议，我们应该自己作出决策。我
们完全有采取正确、快速和有裨益的发展经济的机会。

《罗盘报》2020/10/2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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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前景

印尼新冠肺炎最新疫情
（至10月3日下午截稿时）

确诊病例新增（4007）例，累计（299506）例
死亡病例新增    （83）例，累计  （11055）例
治愈病例新增（3712）例，累计（225052）例

（至10月4日下午截稿时）
确诊病例新增（3992）例，累计（303498）例
死亡病例新增    （96）例，累计  （11151）例
治愈病例新增（3401）例，累计（228453）例

（本报综合讯）对于属下政府部门和机构至今所采
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多项措施，尤其是各项社保项目如
现金援助、生活必需品援助、电火费折扣等的有效性，
佐科维总统依然表示不满意。他认为相关部门和机构的
努力仍有提升空间。

“我希望相关各部长应加倍努力，不断适应当前疫情和
寻求更具针对性的抗疫措施。”佐科维10月3日在由总统秘
书处Youtube账号发布的视频上如斯称。

佐科维说，新冠肺炎疫情侵袭7个月来给了我们很多的
实际教训。包括在抗疫工作上，理应根据国情特征采取相应
的措施。比如社会限制措施，与其采取“封省”或“封城”
措施，不如采取微小或局部社会限制措施，由此达到更专
注、更精确、更具针对性解决问题的目的，同时不损害经济
或切断居民的生计。

佐科维表示，其他国家采取的抗疫措施未必适合我国，
因此政府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寻求最佳抗疫措施。希望民
众不要把政府采取的抗疫措施视为东拉西扯毫无目标。

借此机会，佐科维向至今仍与病毒斗争前线的医生和医
务人员，以及国民军、国警和官员表示赞赏。佐科维还不断
提醒民众遵循防疫卫生守则。“民众对抗疫工作的积极参与
至关重要。请务必遵循佩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防
疫卫生守则。”他说。

佐科维表示：“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互相保护，互相
帮助，互相提醒，我们必能度过疫情难关。”

疫情防控工作组数据显示，10月3日国内新冠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4,007例，累计确诊病例299,506例。此外，新增
治愈病例3,712例，累计治愈病例225,052例；新增死亡病
例83例，累计死亡病例11,055例。

我国抗疫成果相对不差
另一方面佐科维称，我国抗疫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相对不

差，甚至可谓良好。比较其他人口多的国家，我国疫情传播
率和死亡病例增加数字更为缓慢。

佐科维指出，截至10月2日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数据295,499例，在全球范围排名第23位。我国
之上还有若干人口多的国家，其确诊病例数字远超我国，比
如排名第一的美国有7,495,136例，其次是印度6,397,896
例，巴西4,849,229例，俄罗斯1,194,643例。

在经济方面，我国经济确实下行，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国
家的经济在疫情下保持增长趋势，甚至有不少国家必须承受
比我国更严重的经济负担。东南亚地区而言，今年第二季度
印尼经济增速萎缩5.3%，马来西亚则萎缩17.1%、菲律宾萎
缩16.5%、新加坡萎缩13.2%、泰国萎缩12.12%。全球范
围而言，比如印度经济增速萎缩23.9%、美国萎缩9.5%。

佐科维说，那是我国在抗疫努力上保持所有领域平衡的
成果，让所有各方在当下困难
时期不要失去信心和希望，务
必保持积极向上乐观态度。

（小红）

总统强调采取针对性抗击新冠肺炎措施之重要性

国家反恐机构主任称 全国各阶层必须抵制极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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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新闻网泗水讯）每年10月份的第一个星
期是纪念世界人居日（Worid Habitat Day 2020
）的日子。今年泗水市被选为2020年世界人居日东

道主。10月5日，将有193个国家参加
以视频传播的方式举行庆祝。除庆祝活
动，届时将有5个国家接受世界人居日
奖状，即哥伦比亚（Colombia）、马来
西亚（Malaysia）、尼泊尔（Nepal）
、墨西哥（Mexico）和乌干达（Ugan-
da）。

泗水市长丽斯玛表示，获奖的5个国
家，只两个国家能来到这英雄城，是墨
西哥和乌干达的代表。因为其他国家正
处于封城，机场尚未运营，不克莅临。

10月3日，丽斯玛在其官邸对记者
说：“获奖者是在世界气候的发展方面
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未能出席的获奖
国家，将由两个国家代表领奖。届时泗
水将在市政厅设供100人的欢迎宴，和
文娱晚会，还能观赏总统和联合国秘书
Antonio Guterres的演讲。”

丽斯玛表示，2018年泗水市曾获世界人居日奖
状，当时是有关市容设计和整顿住处环保。市长将带
领获奖的国家代表环游泗水市。（小兵）

泗水市成为2020年世界人居日东道主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中央政府经由各地方
卫生局将对个人作聚合酶链反应（PCR）测试收取超
过90万盾的医疗单位作警告。

2日，在首都专区雅加达（Jakarta）的记者会
上，社会部卫生服务处暂摄总干事Abdul Kadir称，
近日，卫生部长Terawan Agus Putranto将签署此
一条例，并在条例推出后生效。各省级、县市级卫生
局负责监管工作，若有违反此条例的医疗单位，就要
提出警告甚或吊销其营运准证。并对此一条例在实施
后作定期评估。（随机）

政府将取缔对作拭子检测收取超过90万盾医疗单位

（共和网谏义里讯）3日，东爪省长戈菲法赴谏
义里（Kediri）市与谏义里市长及一行官员骑着自行

车去Bandar传统市场视察，宣导防疫守则，并分发
口罩与日常必需品给贫苦人家，随后一行人赴Ban-
dar Kidul乡的工艺品中心参观。

戈菲法省长称，东爪省境内戴口罩运动进行得不
错。省政府与各县市政府不断宣导卫生防疫守则，让
民众须明白遵行防疫守则，不仅为他人，也是为自
己。还不时作突查行动，目的是让疫情尽快平息，俾
各地的经济尽快复苏。

谏义里市长Abdullah Abu Bakar称，市政府每
天除了宣导戴口罩、保持距离等防疫守则外，还帮助
在市郊制作口罩的企业接受网上订单，增加他们的收
入，进而带动境内其他行业。

直至10月3日，谏义里市境内确诊感染病毒的
有195人，其中11人还在治疗中，19人作医学观
察，154人痊愈，11人去世。（随机）

东爪省长戈菲法称境内戴口罩运动实施不错

（独立网讯）国民军部队在巴布亚地区再次与武
装犯罪团伙交火。枪战中Egianus Kogoya团伙在巴布
亚Nduga地区1座茅屋窝藏的1个成员在枪战中死亡。

第三防区联合司令部（Kogabwilhan）新闻主
任IGN Suriastawa 3日在巴布亚说。上述事件是在
国民军部队在Nduga Dal区巡逻时发生的。那时是中
午12时，在高处的国民军部队看见林中有烟冒出，
于是摸进烟冒出来的地方，发现有1座茅屋，听到茅
屋里有4、5个人正在谈话。国民军部队悄无声息地

接近茅屋，把茅屋包围起来。
他说，国民军部队看见有2人从茅屋出来，其中1

人提着1把长枪。两人在茅屋外谈得很欢。国民军没
有采取攻击，还在观察时，突然茅屋里有人开枪。国
民军部队见状立即还击，双方交火约15分钟后，没
有听到对方强省，于是进行清场，结果发现1名武装
犯罪团伙成员尸体和1把手枪。4发子弹等等。

他估计4名武装犯罪团伙成员从茅屋后门逃入林
中。国民军部队至今还继续进行追捕。（小兀）

国民军围剿巴布亚武装犯罪团伙窝藏处  1人死亡

（点滴新闻网玛琅讯）东爪省玛琅（Malang）
县南部沿海易遭海啸袭击，是故，县政府已作好防范
准备。

3日，玛琅县地方秘书Wahyu Hidayat对记者
称，之前他们与东爪省长戈菲法举行视频会议时，首
长呼吁县民不要过于担心，作好应变措施才是最重要
的。境内南部沿海的6个镇19个乡区与社会救灾青年
团已协调并作了万全准备。

玛琅县政府办事处、玛琅县救灾机构、玛琅
市救灾机构及Karangkates的气象与地球物理局
（BMKG）在相关地区已安装了新一代的地震与海
啸警报系统。（随机）

玛琅南部沿海19个乡区已作好海啸防范准备

（ 点 滴 网 锡 江 讯 ） 1 0 月 4 日 凌 晨 2 时 ， 南 苏 省 锡 江
（Makasar）市Minasa Upa区发生一名无证青年被一群大学
生围殴致死的案件。事缘该青年曾偷窃大学生的手机而酿成惨
剧。

Rappocini警局刑侦科科长Nurcayana称，根据Bahagia
医院公关部主任称，有一些人带着已无生命迹象的无证件青
年来到医院，院方立即到Rappocini警局报案。经过警方的调
查，该青年死前曾受到锡江某大学的学生的暴虐。锡江警署与
Rappocini警局警员组成联合侦查组进行追缉，拘捕8名该大
学的大学生，4名为行凶者，4名是证人。

死者经常出现在大学生秘书处，后来大学生得知该青年曾
偷窃大学生的手机。警方在事发处查获一块染有血迹的大石块
作为物证。（尧尹）

锡江大学生围殴一青年致死被警方拘捕

（今日东爪网讯）2日11时30分，东爪省峇都（Batu）
市Batu镇Sisir乡Imam Bonjol Atas 街19号的Paleremen 
Soerabaia酒店，发生一名4岁孩童RAS溺毙的惨剧。

3日，峇都警署刑侦处主任Jeifson Sitorus证实称，警方
已传召了酒店经理与证人，了解案情。据悉，当时酒店尚未营
运，死者与1个朋友，从酒店未锁的后门潜入，然后在成人区
入池，由于RAS不谙水性而沉入池底，他的朋友见状赶紧跑回
去告知RAS的父母，当他们赶到现场时，RAS一动也不动地沉
在池底。众人从池底捞取RAS后，直接送往就近的医院急救，
但院方医生说RAS已断气，估计RAS沉入池底的时间有2分
钟。（随机）

4岁孩童溺毙于酒店泳池内

（点滴新闻网中邦加
讯）邦加勿里洞省中邦加
（Bangka Tengah）县县
长Ibnu Saleh被确诊新冠
肺炎病逝。

据邦加勿里洞省加速
防控新冠肺炎工作组秘书 
Mikron Antariksa证实
说，Ibnu Saleh县长，于
10月4日凌晨3点15分，在
丹绒槟榔市Bakti Timah医院逝世。Ibnu Saleh县长死于呈
阳性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根据点滴网报道称，当日，丧家使用卫生健康守则来到
Bakti Timah医院的太平间准备接走Ibnu Saleh县长的遗
体。

此外，邦加勿里洞省省长Erzaldi Rosman对Ibnu Saleh
县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目前省政府同僚们正在为已故
Ibnu Saleh县长准备符合新冠肺炎守则葬礼。按计划，Ibnu 
Saleh县长遗体将葬于丹绒槟榔市Muntok公共坟场。

邦加勿里洞省加速防控新冠肺炎工作组发言人Andi 
budi Prayitno说，之前，根据10月1日的拭子检测的结果显
示，Ibnu Saleh县长被确诊呈阳性感染新冠肺炎。此外，Ib-
nu Saleh县长自9月27日已在丹绒槟榔市Bakti Timah医院
进行治疗。Ibnu Saleh县长有赴外埠的记录，9月27日起，
他刚从外埠回来。Ibnu Saleh县长有病历，他有身体不适等
临床症状，并已经进行了4次拭子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

（健境）

中邦加县长确诊新冠肺炎逝世

（安打拉通讯社德尔纳德讯）因驱逐普选监督委员会人
员，北马鲁姑省普选监督委员会（Bawaslu）要求Sula群
岛县的普选监督委员会人员尽快对Hendrata Thes-Umar 
Umabaihi候选人助选小组举报警方。

据北马鲁姑省普选监督委员会主席 Muksin Amrin
称，他已经指示Sula群岛县普选监督委员会尽快把Hen-

drata Thes-Umar Umabaihi候选人举报警方。因为该助
选小组故意阻碍普选的监督活动。

根据一名乡村普选监督委员会委员Yuliyanti说，当时
她执行监督任Hendrata Thes-Umar Umabaihi候选人
时，遭到不愉快的对待。Hendrata Thes-Umar Umabai-
hi候选人用扩音器在百余人的面前驱逐普选监督委员会众人

人员，甚至。Yuliyanti在执行任务时险遭殴打。
Muksin Amrin强调监督任务本质上是选举法所规定

的，因此各方必须尊重彼等在机构中的职责。此外，我们将
对此进行严格监控，以便对他们进行法律处置。

Muksin Amrin认为该候选人助选小组已故意作出暴力
行为，或阻碍普选监督委员会人员进行工作。（健境）

北马鲁姑省普监委要求把 驱逐普监委人员执行任务事件举报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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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网讯）Kalbe Farma药厂调降原定300万
盾的Covifor抗疫药价格至150万盾。

Amarox Global Pharma,药厂经理Sandeep 
Sur，于10月3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一项声明中表示，
该项降价措施，符合该厂与Kalbe Farma,联手政府
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中所作的，尤以该药已经治愈

众多确诊病患者所致。
鉴于疫情祸害面波及甚广，尤以日益加重民众乃

至政府负担，故此，势必为全国病患者提供特价优
惠。

另一方面，Kalbe Farma总经理Vidjongtius告
诉记者，上述价格优惠措施，是经由该厂与诸经销
商，以及政府、医务人员，和病患者间进行沟通，
包括意识到病患与考虑到本国实际情况所作的。

事 缘 ， 国 内 对 C o v i f o r 药 物 的 大 幅 度 需 求
量，Kalbe工厂最终与印度Hetero及Amarox两厂达
成共识，为我国提供特惠价格。  

众所周知，生产厂家Emergency Use Authori-
zation （EUA） 出品的抗疫药品Covifor （Rem-
desivir），已经获实验室临床试验核准发行，不施
行公开出售，专供体重限于40公斤的12岁至成年留
院救治的病患，在主治医师监督下服用。（简明）

Kalbe药厂调降抗疫药价至150万盾

（独立网讯）雅加达东区40间行业，因违反大规模社会限
制条规,遭加速防控新冠肺炎工作组暂时标封。

雅加达东区市长M Anwar，于10月3日在当地表示•，该
标封行动暂行3天，倘发现持续违规，势必予以吊销其营业准
证。

他进一步说明，上述40家违规行业，全位于Duren Saw-
it、Makasar以及Cakung区域，经营餐馆、咖啡座等娱乐场
所，以及街摊商贩。 

上述暂时标封行动，是基于行动小组，于10月1及2日，
对该区域进行连续两日的执法行动中开展的,包括Duren Saw-
it、Cakung、Makasar三镇内，各15、17及8间行业；其中
位于Duren Sawit镇的，有Soegiono上校、Buaran、Ka-
li Malang、Pondok Kelapa Raya、南马六甲公园、革命
英雄、Kalimalang，以及Raden Inten街的各种娱乐休闲行
业。

而位于Cakung镇的有 Jatinegara村的Rawa Sumur、   
Rawaterate村的JIEP工业园区、Pulo Gebang村的东Sentra 
街;最后是位于Makasar镇Pinang村美丽印尼缩影公园第二门
街的行业。

此外，还未包括目前尚在登录中的另外7个镇区内违规行
业。

以上行动是遵照雅加达首都专区政府颁布的，今年第88号
法规，为遏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而恢复履行大规模社会限制
机制环节中开展的。

针对那些尚容许堂食服务的行业，责成先行填写BAP之
后，履行3x24小时标封。

“此次执法行动的开展,旨在教育民众，专区政府严厉执行遏
止疫情扩散的决心，事缘该疫情已是危及全体市民生命安全的公
害，切不可掉以轻心。”Anwar如斯强调结束谈话。（简明）

雅加达东区40间行业
违反大规模社会限制遭暂时标封

（安打拉通讯社卡拉旺讯）西爪哇卡拉旺县，
投资与一次式申办准证署表示，在当前疫情态势之
下，卡拉旺县国内外投资额骤降45%。

该署署长Eka Sanatha，10月3日在卡拉旺县
告诉记者，新冠疫情引发的困境相当显著，国内外
投资额只达6.719万亿盾，就业人数达3,789名；而
去年则达24,296万亿盾，就业人数10,319名，同比
去年下降45%。

Eka进一步表示，目前，尚未能预测，明年是否
能有所好转，盖因迄今为止，尚未见疫情有所减少
趋势；而经济运作也趋于低迷停滞态势，终究提不
起劲来，如此局面固然导致准投资者望而却步。

卡拉旺县地方议会议员Deddy Indra Setiawan
吁请县政府，务必尽速寻求出路，包括促成简易、
便捷申办准证手续。（简明）

新冠疫情以来 卡拉旺投资额剧降45%

（美都新闻网10月1日讯）2020年迪拜世博会将
在2021年10月举行。我国将在这场世界上第三大每五
年一次开展的大型国际性活动推广国产品。

10月1日，贸易部长阿库斯•苏帕曼托（Agus 
Suparmanto）在雅加达出席“2020年迪拜世博会”
活动时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防控工作推迟了原定于今
年举行的2020年迪拜世界博览会。印尼馆的建设准备
工作也被延长了一年。

阿库斯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参加世博
会，以展示各种新产品和创新，为促进各国促销和文化
交流带来新的面貌，并成为展示各国成就的平台。” 

印尼在2020迪拜世博会的参与是为增加长期出
口。阿库斯称，迪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可以成为向潜

在市场打开印尼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桥梁。
“2020年世博会是一次大型的国际活动平台，印

尼参与的成功是我们所有部委，商业界，地方政府和人
民的责任”，阿库斯说。

他表示，此次世界贸易博览会的举办时间相当长，
为期182天，从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192个国家将参加2020年迪拜世博会，并有望吸
引2500万参观者。我国也希望
能吸引多达250万游客和潜在的
国外买家到印尼馆参观。

同 时 ， 阿 库 斯 部 长 认
为，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参与
能帮助印尼国民经济从疫情所带
来的打击中实现复苏。出口业绩
有望得到持续改善，尤其是对新
的潜在市场。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将利用
这一活动来恢复其经济，并从疫
情后复兴，包括印尼也可以利用
这一势头，以提醒国际社会，
并认定印尼在全球舞台上的地
位，”阿库斯说。

印尼准备好参与明年开展的2020年迪拜世博会

（美都新闻网10月2日讯）一位印尼学
者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现
有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剂”，它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贷款，以
促进国家发展。

雅加达智库南洋东盟基金会主席兼印
尼亚洲创新研究中心负责人班邦•苏里约诺
（Bambang Suryono）近期告诉新华社表
示，与以减轻贫困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国际金
融机构不同，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

班邦说：“鉴于不同的安置和业务重
点，亚投行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
不是竞争。”

班邦介绍，在亚洲对基础设施融资的需
求很高的情况下，亚投行的成立将增强多边
开发银行的实力，并将鼓励区域乃至全球的
经济发展。

他说，亚投行的资金来自各个成员，亚
投行筹集了资金以提高使用效率。亚投行的
贷款基金将“通过富人和强人来支持（那
些）穷人和弱者”来帮助缩小该区域国家之
间的发展差距。

在谈到印尼与亚投行的关系时，班邦
说，印尼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在亚投行的
建立和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担
任柬埔寨、印尼、老挝、斯里兰卡和东帝汶
分组主管的财政部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专家
Suminto，是亚投行的12名董事之一。

此外，经济统筹部负责基础设施和区域
发展的卢吉（Luky Eko Wuryanto）被任
命为亚投行的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CAO）

，他是亚投行的五位副主席之一。
班邦表示，印尼也是亚投行成立以来最

大的接受贷款国之一。
根据亚投行官方网站的数据，截至2020

年9月，亚投行已批准了8个印尼贷款项目，包
括贫民窟开发，灌溉，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
通讯和防疫等，并同意贷款约22亿美元。

国家无贫民窟城市计划（KOTAKU）
是亚投行在2016年批准的印尼第一个项
目。班邦对该项目表示高度赞赏，称其将通
过提供清洁饮用水来改变雅加达和其他153
个城市的970万居民的生活，卫生，污水和
废水排放系统，以及更好的道路建设。

他说，亚投行在KOTAKU项目中务实
而高效的专业精神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公民的
欢迎。他说：“亚投行有望将与印尼的类似
合作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并为世界范围内
的减贫，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袭击了很多国家，印
尼也不例外。今年6月，疫情暴发三个月后，亚
投 行 批 准 了
印 尼 的 两 项
计 划 ， 这 些
计 划 总 额 为
10亿美元，
用 于 提 供 财
务 支 持 以 防
止 和 控 制 疫
情 的 传 播 以
及经济复苏。

印尼学者称亚投行是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补充剂”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
雅加达新巴刹（Pasar Baru）的
Harco商场，发现店主与一员工
感染新冠肺炎，该商场暂时被关
闭3天。

Sawah Besar镇秘书Rizaldi 
10月2日称，从10月2日至5日，
因为Harco商场发现有2人被感染
新冠肺炎暂时关闭3天，进行喷洒
消毒剂。新巴刹村长Arbi Nurbi-
anto称，2名被感染新冠肺炎者
均非雅加达居民。S商店的店主是
来自勿加西Harapan Indah住宅
区，店员是来自Kebon Jeruk。 他们是在新巴刹进行拭子检测发 现呈阳性的。（尧尹）

（iNews网雅加达讯）印尼医生协会理事统
计，至10月3日，已有130名医生因新冠肺炎殉职。

印尼医生协会副主席Ari Kusuma 表示，所有
医生来自18个省的61个县市的印尼医生协会。

10月4日，Ari在视频上说：“死亡数据迅速上
升，证明市民不仅无视防疫卫生守则，也不在乎医
疗人员的安危。

医疗人员死亡数据的升高，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新冠肺炎蔓延之前，我国的医生人数是世界最少的。

“从维护和发展健康因素来看，丧失医疗人
员，是民族的最大损失，新冠肺炎肆虐之前，我国
一名医生须服务于3,000名市民。”

倘若民众不能好好地理解防疫卫生守则，将影响
保健服务。希望民众不要轻视新冠病毒。（小兵）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印尼警察监督机构
IPW（Indonesia Police Watch）敦促国警刑侦司
尽快侦破趁疫情牟利的医院黑手集团。

“尽快侦破那些借着疫情将非新冠病患当成新
冠肺炎病患以此牟利的医院黑手集团。”IPW主席
内达•巴内（Neta S. Pane）10月3日发布书面声
明如斯称。

IPW认为，至目前为止国警刑侦司并未开始侦
查那些医院黑手集团，其实有关医院将普通病人当
成新冠肺炎病患的事例已在社交媒体上广传。

内达还援引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戈日前指出一
些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将一些死亡病患报成因新冠肺
炎而死亡以获取政府预算的非法牟利现象。穆尔多
戈强调，必须予以严正处理以免民众感到担忧。

IPW数据显示，医院从如此做法获得不少盈
利，因为新冠肺炎病患的医疗费高达2.9亿盾。“
如果医院黑手集团假报数百名新冠肺炎病患，试算
他们在疫情下所盗取的国家财政预算有多庞大。”
内达说。

根 据 2 0 2 0 年 4 月 6 日 颁 发 的 S - 2 7 5 / M K 
02/2020财政部长信函，为期14天治疗新冠肺炎
病患所需费用至少1.05亿盾，而患有并发症的新冠
肺炎病患所需医疗费至少每人2.31亿盾。

内达认为，正是由于该数目如此庞大，才致使

医院黑手集团干出这种盗窃国家预算的行为。市面
上出现有关病患家属在领取医院赠予的一笔款项之
后签署有关病患确诊新冠肺炎证明书的传言也不足
为奇。实际上，有关病患是因其他疾病而死亡。有
的病患在死亡后就被报出确诊新冠肺炎，实际上他
们的检测结果并未出来，而结果出来后才确认并非
新冠肺炎。

内达补充说，涉及医院人员的上述非法行为是
对国家财政的一种新型贪污行为。如果国警行政司
不顾此类案件，他建议检察署和肃贪委立即下手，
俾能尽快捕获医院黑手集团，防止他们持续趁火打
劫。（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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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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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要求技术研发与应用机构（BPPT）和生物制药（Bio 
Farma）公司加速生产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快速
检测试剂盒，以满足国内检测新冠肺炎的需求。

鲁胡特10月2日在雅加达主持有关发展国产PCR和快
速检测试剂盒的局部统筹会议上如斯称。他在新闻公报
上说，BPPT和Bio Farma正在清盘生产检测试剂盒所需
物质和所受限制的进口产品。

鲁胡特强调，如果国产原料无法满足需求，则允许进
行进口。他将鼓励国营企业在这方面投资，并要求工业

部长鼓励国内工业投入制药业务。
鲁胡特指出，目前Bio Farma已能每月生产150万套PCR

检测试剂盒，该月产量有望提高到350万套。值得关注的是有
关试剂供应量，鲁胡特希望国内制药公司也能予以生产。

出席统筹会议的BPPT主任哈曼•利萨（Hammam 
Riza）说，该机构准备好大量生产比如快速检测试剂盒
等筛查和检测所需相关产品。他指出，该机构与Prodia
公司、Tempo Scan Pasific公司、Padma公司合作制产
的快速检测试剂盒，如今每月产量已提高到200万套。此
外，该机构与Bio Farma合作制产的PCR检测试剂盒，
每月产量已达150万套。（小红）

鲁胡特促BPPT和Bio Farma加速生产
PCR和快速检测试剂盒

印尼警察监督机构促警方尽快侦破医院黑手集团

印尼全国有130名医生死于新冠肺炎

（共和网展玉讯）西爪哇省展玉（Cianjur）县地方救灾
机构统计，该县南区4个镇的数百民房遭洪水淹浸。数百户灾
民被迫转移。

10月3日，展玉县地方救灾机构秘书Irfan Sopyan对记者说， 
洪水在Leles、Cijati、Sindangbarang和Agrabinta镇4镇发生。
目前救灾机构正统计遭洪水淹浸的房屋。

“水深达2米，淹浸Pusakasari、Karyamukti、Sindangs
ari村和Leles镇的Nagasari村。传闻有一位妇女被洪水冲走，救
灾机构正等候确实的信息。” Irfan如是说。

虽然目前洪水已开始消退，但大部分居民仍转移。只男人回
到住家，清理Cisokan河泛滥带来的垃圾和污泥。

救灾机构已发动工作组进行统计和发放援助品。但从Leles镇
的志愿人士获得的信息，遭淹浸的民房约200余间。

Irfan补充说，深80公分洪水也淹浸Sindangbarang镇
Muara Cikadu村和Agrabinta镇Karangsari村，但于凌晨时分
洪水已开始消退。（小兵）

展玉县数百民房遭洪水淹浸
雅加达新巴刹Harco商场2人遭病毒感染被关闭

（共和网南安由讯）新冠肺炎导致井里汶（Cirebon）
和南安由（Indramayu）数百名峇泽手工艺人失业。

10月2日，国会第6委员会议员Herman 
Khaeron妻子Raynawati对记者说：“新冠肺炎期
间，峇泽手工艺人的命运令人伤心。”

Ratnawati 举例说，井里汶的峇泽手工艺人是
她辅导的人员，起初有400人。但是由于疫情期间
客户减少，自3月份有300名手工艺人被暂时解雇
而失业。如今，只剩100名员工。

Ratnawati接着说，峇泽手工艺人，倘若无订
户不能工作，家庭的每日生活需要却是不能等客
户。（小兵）

井里汶数百峇泽手工艺人受新冠影响失业

（安打拉通讯社庞越讯）
治安与法律统筹部长马福特3
日出席在东爪哇庞越县Prasaja 
Ngesti Wibawa大厅堂举行的
民族对话会时进行戴口罩宣传
活动。

出席该活动的有国会第四
委员会副主席Hasan Aminud-
din、东爪哇副省长Emil Eles-
tianto Dardak、普拉威查雅
第五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Agus 
Setiawan、任抹第五地区协调
机构主任  R. Tjahjo Widodo、
庞越县长 P. Tantriana Sari 和
副县长 HA. Timbul Prihan-
joko。

马福特说：“许多人不信冠
状病毒的存在，但事实证明已
有许多人感染了2019 冠状病毒
症（COVID-19），最后都不
幸死亡。”

鉴于此，他呼吁社会大众自
觉自律遵守卫生守则，通过预
防和治疗抗疫，因为到目前还
没有COVID-19疫苗。

他说：“唯一的疫苗是实

施卫生守则，戴口罩，保持距
离，并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因
为这种病毒会死于肥皂。”

他表示，印尼17％的民众
约4500万人不相信COVID-19
， 一 旦 当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他 们
时，他们才会意识到。

他说：“例如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不相信COVID-19
，甚至称这种大流行为全球阴
谋。目前，唐纳德•特朗普和他
的妻子都感染冠状病毒。”

他说明在COVID-19大流行
情况下实施卫生守则的好处和重
要性，因此他呼吁公众真正遵守
政府有关实施卫生守则的建议，
俾能打破COVID-19传播链。

民族问题，马福特呼吁公众
应感谢生活在以班渣西拉意识
形态为基础的印尼大一统共和
国，印尼民族已经独立。

他说：“使印尼独立的是人
民的斗争精神，尤其是伊斯兰教
众贡献最大。我们通过民主进程
生活在一个民族中，民族价值观
是多元化统一。“（小兀）

出席东爪庞越民族对话会
马福特进行戴口罩抗疫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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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让全世
界的人们感受到危机无时无刻不在身边。
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染遍亚洲各国，印
尼却是少有未被传染的国度之一。2020
年的春节更是令我们永远铭记！远在南洋
的我们对于新冠病毒同样抱着侥幸。因此
当新冠病毒咆哮来临之际，印尼华人团体
仍然是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欢歌，我们几乎
每天都是在各个宴会中度过。

看着中国国内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令
海外的我们也格外不安起来。3月7日，带
着回国陪伴老母亲共同抗疫的决心，踏上
了回中国之旅。虽然亲人朋友们都极力劝
阻，最好是留在安全之地，此时回中国是
极不明智之举。但是作为长女面对困难理
所当然应该陪同母亲度过，这是作为子女
最该做的事情。2003年非典期间的我同
样是回到了国内陪伴母亲共同度过了最为
紧张的时刻。

飞机落地香港，此时深圳湾是唯一可
以入境深圳的海关。因3月初的印尼还不
是疫情国，所以一过境马上就可以回到住
所。从3月7日入境到5月7日整两个月的
时间里总算是真正的做了一回孝女。成家
之后从没有在家陪伴母亲如此之久，回来
之后一日三餐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做。往
日的我们每日忙于工作及自己的家庭，何
时能为老母亲做羹汤！是一场疫情让我们
停下了匆忙的脚步。

5月7日，我个人也开始了全面复工，
老母亲又看到了早出晚归忙碌的我。此
时的印尼也早已沦为疫情国，而此刻中国
国内各行各业已渐在复苏中。中国的新冠
病毒疫情在中央政府及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抗疫中，得到了全面控制。中国领导人对
于百姓的关爱之心，令全世界人民刮目相
看。疫情过后的中国，将是全世界老百姓
的向往之地。

深圳人的精神感染了我，春之声（深
圳）声乐文化艺术传播，小佳声乐讲堂的
学员们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震撼了我。在
国外疫情泛滥无可控制时，我们的学员们
风雨无阻来到工作室坚持学习。在这样一
个大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坚持着心中的
那一份梦想。因此才促成了这场“歌溢鹏
城 耀满金秋”学员汇报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

及支持，深圳音乐家协会熊家园主席对深
圳每一位艺术家的成长都给予了实质性的
帮助。恩师已不在，无疑师兄就是我们在
深圳同门中最有威望的家长。而我的每
一位学员都在为这场演唱会尽心尽力出谋
划策，演唱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全体学员
们的积极推动。深圳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
城市，在深圳聚集了各行各业内的精英人
士。哪怕是家庭主妇亦都是最优秀的，深
圳不同于国内其它一线城市总是略带有小
市民的气息及排外情绪。这样的深圳总是
会留住真正的高端人才，人们喜欢无拘无
束的深圳。在深圳可以感受到各地人文风
情，深圳的城市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是不可
复制的。

我们的演唱会于2020年9月25号晚7
时30分准时在深圳大家乐户外舞台如期而
至。傍晚5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令我的
心格外纠结，看着开阔的户外舞台，这雨
中的演唱能有观众吗？意料之外一小时后
瓢泼大雨骤停，此刻的我从没有如此感恩
老天！雨后清新的空气弥漫了整个户外，
甜润的空气消除了午后的炎热，带着青草
的幽香我们似乎闻到了风的味道。演唱会
得到了深圳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晗老师的
关注，陈晗老师放下繁忙的工作担任了我
们演唱会的主持人，使得我们的美女学员
有近距离向专业主持人学习的机会，感恩
陈晗老师的大爱精神。

小佳声乐讲堂的学员们在雨过后丝丝
飘香的清风中，在充满了诗情画意美轮美
奂的大家乐户外舞台上，在台下观众的热
情掌声之中，尽情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
如此惬意的场景，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
的深圳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蓬勃。音乐是很
美的艺术形式，而美好的歌唱会让人不禁
陶醉其中。不管舒缓的歌唱还是澎湃的歌
唱，都有其震撼人心的巨大效应。美好的
歌唱能够跨越时间，架起几代人的精神桥
梁。台上的歌唱家们长歌一曲灿若星辰，
台下的观众则沉醉在美妙的乐声之中。

今年是难得双庆，海内外的炎黄之孙
莫不同庆。在此佳节之际，小佳遥祝远在
南洋的亲人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身体佳康。

张小佳
2020年10月1日凌晨写于深圳

（本报讯）由日惹武术协会承办的“Airlangga Hartarto（中央武协主席）杯”
全国青少年武术比赛，将于10月11日至17日，通过网络线上的方式举行，来自苏北、
占碑、楠榜、雅加达、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日惹、峇厘、西苏等10个省的50个
晨运组织/武术队的632名选手参赛，争夺156枚金牌和“Airlangga Hartarto”团体
奖杯。

*************

日前，在“全国体育日”（Haornas）活动中，来自泗水YASANIS武术队的
Sherlie Hoediono（蔡雪丽）与Jennifer Tjahjadi，分别获得印尼青年与体育部长颁
发的“最佳武术教练奖”及“最佳武术运动员奖”。

*************
此外，2020年印尼国家武术集训队，东爪哇的6名运动员入选，均来自泗水

YASANIS武术队，其中是青年组的Seraf  Naro  Siregar、M.Daffa Golden、Alisya 
Mellynar 和Matthew Jordan，少年组的Jennifer Tjahjadi与Jeremiah Muntu。

YASANIS一名武术教练与运动员获体育部长颁发最佳奖

（中国侨网10月4日电 ）9月29日，
由印尼巴中校友会和中国首师大联合举办
的印尼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通过腾讯会议，
成功举办了结业典礼。

出席典礼的有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
书长李登新，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李小
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大使馆文化处陈敏，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
化学院党总支书记姜国权，首都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韩梅，首都师范
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李秉震，首都师
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留学生招生办公室主
任康阳，和印尼巴中校友会主席林凤英。

李登新先生代表北京市侨联对这次培
训班的成功举办，对取得优秀学员的老师
表示祝贺，对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对这次
培训的大力支持表示忠心的感谢。他表示
下一步，大家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
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发展共同努
力。

印尼本土汉语师资培训网络课程项目圆满结业

 “Airlangga Hartarto杯”线上武术比赛将于11日至17日举行

李小娟女士代表首师大向来自印尼23
个不同城市地区的学员圆满完成为期20天
的培训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协办单位巴中
校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师大拥有专业
的学科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首师大的国
际文化学院具有浓厚的汉语教育情怀，在
疫情期间组织了两期公益本土汉语教师的
培训。他们倾情投入，认真负责，受到学
员的好评。

巴中校友会主席林凤英女士非常支持
这次培训，并且以身作则，每晚坚持网上
听课。林主席讲到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们
精心备课和讲课，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
员，学员们不仅学到知识，也学到了做一
个好老师的高贵品德。

此次师资培训班近300人，每人都将
获得首都师范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在他
们之中，还评选出12位优秀学员。他们不
仅认真学习，做好笔记，有的学员还主动
承担一些工作，例如下载截图，录像整理
老师的讲课视频等。印尼巴中校友会辅导
委员会委员郑维舟先生将送给这12位优秀
学员每人一本书《走在风雨中》。

李秉震院长宣布优秀学员名单。李登
新副主席为学员代表林凤英主席颁发结业
证书，李小娟副校长为优秀学员代表王振
川、吴良女老师颁发荣誉证书。

韩梅院长表示下一步会和印尼巴中校
友、北京市侨联、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
处积极磋商，逐一落实，让我们本次的培
训成果延伸出更广更深的合作项目。

（印尼巴中校友会 雅加达巴中三语学校
供稿）线上结业仪式

参与学员

最佳武术运动员Jennifer Tjahjadi
东爪哇省长为武术教练
Sherlie Hoediono颁奖

最佳武术教练Sherlie 
Hoediono（蔡雪丽）

6名入选国家集训队的YASANIS武术运动员

张小佳老师对台上台下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音乐家协会熊家园主席
深圳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晗老师、
小佳声乐讲堂学员张凤梅

申晓鸣：怀念 周瑛：炫境 婕妮：春天的芭蕾 易文：沁园春·雪

周飞：
乡音乡情沁园春.雪

张艺：晚风吹过哨塔

李雪琴：节日欢歌 廖理：阳光路上
张凤梅：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胡奕洲：眼色
吕仲达萨克斯独奏：

海边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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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抖，这些情况要注意
手抖是上了年纪的人常见现象，但病

根有可能是在大脑。引起手抖的原因有很
多，只要通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许多老年
人都存在手抖的症状。那么手抖的原因有
哪些呢？该如何改善？重庆华龙网刊文做
了总结。

6 种原因导致手抖
1、特发性震颤。到目前为止，它是最

常见的一种慢性震颤，发病率约为 4%。特
发性震颤是指当你试图用手做某种工作或
动作时发生的震颤。特发性震颤既有可能
是轻微的，也有可能严重到无法完成日常
任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辨别是否是特
发性震颤，那就是喝点烈性酒。如果喝了
烈性酒后，震颤就消失了，就可以明确是这
种诊断。导致特发性震颤的病因不明，它
与遗传有关，也与小脑接受和发送信息的
方式有关，但细节还很模糊。

2、帕金森病。与帕金森病有关的手抖
被称为静止性震颤，因为它在手闲着的时
候出现。

与特发性震颤不同，与帕金森病有关
的手抖有一定的节奏。对许多帕金森病患
者来说，他们的震颤开始于拇指和食指之
间的搓丸样动作。

3、压力。大部分人都有一种轻微的、
基本上看不见的震颤，这是由他们的心脏
跳动，血液流动和身体内部的其他过程引
起的，这被称为生理性战栗。

在某些情况下，如高度紧张或焦虑，这
种震颤会变得更加明显。如果手或声音在
公开演讲之前已经开始颤抖，或者如果腿
在看到高大建筑物的边缘时发抖，就是这
种生理性战栗。取决于具体境况的不同，
压力造成的手抖可能很恼人或令人尴尬 ；
但除非手一直在抖，对生活造成了负面影
响，否则不必对其进行治疗。

4、喝了太多的咖啡因饮料。正像压力
能增强人们平时无法察觉到的生理颤抖一
样，咖啡因也有同样的副作用。如果人们
注意到双手在喝过咖啡或其他含有咖啡因
的饮料之后震颤，就需要减少对它的摄入
量。咖啡因和压力会使特发性震颤更明显。

5、某些药物。一些治疗哮喘的药物如
支气管扩张剂会导致手抖。安非他明、一
些他汀类药物和选择性 5- 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SSRIs）也会引起手抖。

如果是因为服用这些药物的原因造成
了手抖，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其他替
代性的药物。

6、疲劳。睡眠不足和锻炼过于劳累所
造成的肌肉疲劳也会导致手抖。同样，疲
劳也会让特发性震颤更为明显。

治疗手抖的食疗方
1、糯米红枣山药汤 ：糯米 10 克、红枣

20 枚、山药 50 克。
将糯米、红枣、山药洗净一同人锅，加

适量清水，用小火煮至汤变稠时即可食用。

研究显示，牙龈疾病会使食道癌和胃
癌发病风险增加 50%。这项研究共对 20
多年间近 15 万人进行了分析，在 22 至 28
年调查中，199 人罹患食道癌，238 人罹患
胃癌。

北京《生命时报》报道，研究显示，有牙
龈疾病史的人患食道癌或胃癌的风险增加
了 43% 和 52% ；掉两颗及以上牙齿的人患
食道癌和胃癌的风险提高了 42% 和 33%。

如果同时有牙龈疾病史并掉牙的人，
患胃癌的风险增加了 68%。

分析发现，口腔中常见的细菌如福赛
斯坦纳菌、牙龈卟啉单胞菌与食道癌发病
有关，不注意口腔卫生及牙龈疾病则增加
导致胃癌风险增加的细菌滋生。其实口腔
不洁除了会增加癌症风险外，还有多项研
究表明会增加患脑出血、哮喘、心脏病及肾
脏病等风险。而较轻的牙龈疾病通常可通
过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来治疗，比如每日
刷牙两次和使用牙线清洁牙齿。

保持口腔健康，具体请看《中国居民口
腔健康指南》要点 ：

1、每天至少刷牙 2 次，晚上睡前刷牙
更重要，还要记住饭后漱口。

2、做到每人牙刷口杯不混用 ；个人可
根据自己所需选用牙膏和牙刷，提倡使用
含氟牙膏预防龋病。

3、提倡用水平颤动拂刷法刷牙 ；牙刷
一般每 3 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发
生弯曲或倒伏，需立即更换。

4、提倡选择牙线或牙间刷辅助清洁牙
间隙。可适当使用漱口水和口香糖。

5、尽量减少吃糖次数，少喝碳酸饮料 ；
晚上睡前刷牙后不要再吃东西。

7、提倡每年洗牙一次。洗牙过程可能
会轻微出血或短暂牙齿敏感，但一般不会
伤及牙龈和牙齿，更不会造成牙缝稀疏和
牙齿松动。

8、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
如果口腔出现不适、疼痛、牙龈出血、异味
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9、及时修复缺失牙齿。
10、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口腔保健

和治疗，以防发生交叉感染等。

枣自古就被列为“五果”之一，其味甘
性温，补脾和胃，益气生津，有缓和药性之
功效，是常用的一味中药，也是一种药食两
用的食材。

《广州日报》刊文指出，很多养生族将
红枣当零食，或者用来充饥煮粥，另外，煮
糖水、做糕点时可放几颗。许多人认为，红
枣养颜补血，所以贫血要多吃。“但是靠吃
红枣治疗贫血，并不靠谱”。专家解释，中
医所说的养血，是强调补益作用，并不是治
疗贫血。

吃枣还有不少讲究，比如 ：
1、生吃不是人人合适。水煮吃枣是明

智之举，口感可能不同。
2、不宜过量食用。红枣味甜，是滋补

调养佳品，可经常食用。但切忌过量，多吃
容易生痰生湿，还会引起胃酸过多、腹胀等
问题。特别容易长痘、腹胀、便秘肥胖者及
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

3、不宜空腹食用。因为枣皮较硬，消
化起来比较困难，无论生枣还是红枣最好
不要空腹吃，小孩和老人食用时一定要细
嚼慢咽。

4、要防引起蛀牙。红枣的含糖量高对
牙齿有一定危害。如果吃太多红枣，却没
有喝水或及时刷牙，很容易蛀牙。

认真刷牙 可以防癌

吃红枣治贫血？不靠谱

每天面对电脑、手机，是否经常感觉肩
颈酸痛、头晕不适？除了改善不良姿势外，
还可以试试足疗按摩。

北京人民网报道，土耳其锡瓦斯大学
在《人类高血压》杂志上发表新研究发现，
常做足部和背部按摩，可有效降低血压，改
善睡眠质量。

研究人员将 90 名原发性女性高血压
患者分为三组，她们在年龄、体重指数、高
血压病史、降压治疗疗程、锻炼频率、吸烟
等方面的特征均相似。其中，足部按摩组
和背部按摩组共 30 人，其余 30 人为对照

组。足部和背部按摩组每周分别按摩两次，
每次 30 分钟，共按摩 3 周。结果发现，足
部按摩组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
了 20 毫米汞柱和 10 毫米汞柱 ；背部按摩
组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 14 毫
米汞柱和 16 毫米汞柱 ；对照组患者的收缩
压和舒张压均未明显降低。值得注意的是，
从第 4 次按摩后，受试者血压有明显下降，
这说明多按摩可有效控制血压。

研究人员发现，按摩还能改善睡眠质
量。研究人员表示，睡眠障碍会导致血压
升高，而服用降压药可能影响睡眠质量。

捏脚按背降血压

五种方式预防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组以视乳头萎缩及凹陷、

视野缺损及视力下降为共同特征的疾病，
病理性眼压增高、视神经供血不足是其发
病的原发危险因素，视神经对压力损害的
耐受性也与青光眼的发生和发展有关。青
光眼是主要致盲眼科疾病之一，有一定遗
传趋向。

青光眼的发病原因
重庆华龙网刊文指出，劳累过度、睡眠

不足、情绪波动、暴饮暴食等因素，可影响
血管神经调节中枢，使血管舒缩功能失调 ：
一方面可使毛细血管扩张，血管通透性增
加，造成睫状肌水肿、前移，堵塞前房角，使
房水流出通道受阻 ；另一方面可使房水分
泌过多，后房压力过高，周边虹膜受压向前
移而使前房变浅，前房角变窄。这些因素
均可引起眼压急剧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

青光眼的早期症状
1、情绪激动或在暗处停留过久，便有

眼胀、头痛、视物模糊，这是闭角型青光眼
的早期症状。

2、早晨起床后看书报较吃力，易出现
鼻梁根部酸胀和眼眶前额胀痛。

3、视力逐渐下降，验光配镜视力矫正

不到 1.0，尤其高度近视者，戴适度的眼镜
后仍常有头痛眼胀感。

4、平时喝水较多，一次喝水超过 300
毫升时出现头痛。这是因为饮水速度快、
量多，可使血液稀释引起渗透压降低，进入
眼内的房水就会增多，从而引起眼压升高。
患者常在饮水后 15 至 30 分钟出现眼胀头
痛。

如何预防青光眼？
1、不要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大吃大喝

都会使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老年人要
“饭吃八分饱”，不吸烟，不喝酒，不喝咖啡，
不喝浓茶不吃辛辣及有刺激性的食物。

2、坚持体育锻炼 ：体有锻炼能使血流
加快，眼底瘀血减少，房水循环畅通，眼压
降低，但不宜做倒立，举重、憋气等运动以
免使眼压升高。

3、保持良好睡眠 ：睡眠不安和失眠，容
易引起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

4、保持愉快情绪 ：生气和着急以及精
神受刺款，很容易使眼压升高， 引起青光
眼。

5、避免过劳 ：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
脑力劳动，身体过度劳累后都易使眼压
波动。

糯米、红枣有补气健牌、补肾养血的功效 ；
山药有补脾养胃、补肺益肾的功效。

以上食物合用，对防治中枢神经系统
变性所致的颤证有较好的功效。

2、参归猪心汤 ：人参 3 克、当归 9 克、
猪心 1 个。

猪心剖开洗净，将人参、当归装入猪
心，放入锅内加适量水，用小火煮至猪心熟
烂，去掉当归，吃猪心，嚼人参饮汤。人参
可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功能，增强大
脑的灵活性 ；当归有补血活血之功效 ；猪心
能补心益气，同用具有宁心益智、健脑止颤
之效。

3、首乌当归鸡汤 ：何首乌、当归各 15

克，枸杞子、山萸肉各 10 克，母鸡 1 只鸡宰
杀去毛、内脏洗净。将上述四昧中药洗净，
装入鸡腹中，放人沙锅内，加适量清水，用
小火炖至鸡肉酥烂，加食盐调味，吃鸡肉喝
汤，此款药膳具有补肾益智、健脑止颤的功
效。

4、百合龙眼煲鸡蛋 ：鲜百合 50 克、龙
眼肉 10 克、鸡蛋两个、白糖适量

百合洗净，鸡蛋煮熟去壳。将百合与
煮好的鸡蛋同龙眼肉一起入锅，加适量清
水，用小火煮至百合熟烂即可，出锅后加入
适量白糖。龙眼肉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之功 ；百合能润肺清心，防洽神经衰弱，鸡
蛋富含蛋白质及卵磷脂，有补脑功效。



译读王之涣登鹳雀楼
原诗：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译诗：太阳旁着山巅落下去

了，
       黄河依然奔腾流向大海。
       要放眼望尽自然的景美，
       请你快再上一层楼门来。
王之涣，公元688-742，他

重要的生活活动年代在唐玄宗开元
中后期，也就是唐朝鼎盛的时期。
他的诗在清康熙时，彭定球等十人
编的《金唐诗》。只收六首。但这
六首都是佳作，是盛唐恢弘豪迈，
气势万千，骨肉苍劲，清真淡雅之
音的代表作之一。唐玄宗是从天宝
七年，开始从明君向昏君的转化，
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6）爆
发“安史之乱”盛唐从鼎盛高峰跌
下了，离开盛唐，中唐的安史之乱还有十

三年。
这首诗为什么说体现“盛唐之

音”呢？我们要体现这首诗的恢宏
壮阔，气势万千的意境去认知。诗
人站在高楼远眺，眼底的景物和景
色是在夜幕将降的苍茫中，雄伟的
山巅一片茫茫，一轮白日傍山缓缓
而下时，一霎那，白日变得殷红，
天 和 山 的 一 角 盘 染 无 比 的 绚 丽 壮
观，平面写黄河和大海，又是如此
气势磅礴，浑厚的黄河奔腾不息，
流入浩浩荡荡的大海，永不休息，
汹涌澎湃。

这些景物的描写，无不注入诗人
的思想感情，无不体现诗人的高瞻远
瞩……

这首不是单纯写景诗，而是通过
写景诗，抒怀昇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
生活经验的结晶：即登高远望的哲理
诗……。  

本篇仍是黄炳辉教授所创。
由一带一路文化使者李金昌 转载

        
  

         
                    

海浪 译
JENDELA  KEARIFAN

340 快马不用鞭催，响鼓不用重捶。
      Kuda yang larinya cepat, tidak perlu dipacu dengan pecut;  
     gendang yang bunyinya nyaring, tidak perlu dipukul dengan keras. 
     （Bagi orang pintar, tidak perlu bicara bertele-tele. ）
341 鱼不可离了水，虎不可离了岗。
       Ikan tidak boleh tinggalkan air, harimau tidak boleh tinggalkan 
       perbukitan. （Tanpa dukungan syarat untuk hidup, tak bisa 
       bertahan hidup.）
342 万里长城是一砖一砖砌成的，汪洋大海是一滴一滴汇成的。
      Tembok Besar yang panjangnya ribuan kilometer, dibangun dari satu      
     demi satu batu bata; lautan samudra yang luas, dihimpun dari setetes
     demi setetes air. 
                （情系群岛qingxiqundao.blogspot.com）

智 慧 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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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伯走后，家师对我吐出心腹的
话，他说：“你和我都是汉人，你的
大师伯如今做了金国的国师，残杀抗
金义士，恶行越来越大，我岂能只顾
私恩，忘了大义？老实说，我是早就
想和他一拼的了，但过去我因为一来
力不能敌，二来你的功夫也未学成，
我 若 与 他 拼 了 ， 本 门 的 武 艺 自 我 而
断，只留给为虎作怅的阳天雷恃以行
凶，这我就对不起祖师了。所以我一
直隐忍至今。这几年来加紧传授你的
武功，暂时避免和阳天雷决裂，拖得
一天就是一天。我的苦心，希望你能
明白。但现在已是拖不下去了，你逃
到南方去吧。” 

“我是个孤儿，多蒙师父抚养成人
的，师门之恩，重于父母。我当然不肯
让师父赴难，我说不如让我去行刺阳天
雷吧。”我师父不肯答应。 

“议论未定，限期就要满了。忽然有
师父的一位好朋友来，一席话解决了我

们师徒的难题，你猜这个人是谁？” 
孟明霞怔了一怔，说道：“我怎么知

道？” 
褚云峰笑道：“就是你的父亲——孟

少刚孟大侠！” 
孟 明 霞 恍 然 大 悟 ， 说 道 ： “ 原 来

爹爹和你的师父是好朋友，这就怪不
得 了 。 ” 褚 云 峰 诧 道 ： “ 什 么 怪 不
得？”孟明霞道：“待会儿我再和你
说，先说你的吧。” 

褚云峰道：“那两天我刚好不在家，
令尊劝告家师的说话是师父后来告诉我
的。” 

令尊先问家师：“你到大都见了阳
天雷，是打算光明正大的向他挑战呢，
还是暗中行刺？”家师说：“我和阳天
雷是同一辈分的师兄弟，他与我又有
代师传艺之恩，如今我虽然是大义灭
亲，也不能采用暗杀的手段。”令尊
说：“那么你是打算直斥其非，光明正
大的打出清理师门的旗号，然后才与

他动手的了？”家师说：“不错，我
的打算正是这样。”于是令尊就问家
师：“你有没有取胜的把握？”家师坦
然说道：“没有。但我现在已给师兄逼
得无路可走，除了与他拼掉一命，还有
什么办法。” 

令尊摇了摇头，说道：“这不是个
好办法。老实说，即使你能拼掉阳天
雷，我也不敢赞同。”家师道：“那么
依你之见如何？”令尊道：“依我之
见，不如由令徒替代你，假意做阳天雷
的手下。”家师道：“你的意思可是叫
云峰去暗杀他？不错，汉贼不两立，按
照江湖规矩，晚一辈倒是可以用暗杀的
手段，不致招人非议，不过，云峰的本
领和阳天雷差得更远，暗杀决不会成
功。”

令尊又摇了摇头，说道：“杀了一个
阳天雷，还会有第二个阳天雷。暗杀就
算成功，也没有什么大用。我不是这个
意思。”（237）

三言两语

（泗水）潘秀红分享心得（二十）

两岸点滴

译
读
王
之
涣
登
鹳
雀
楼

             心  虚
搞军演换雷达
台军要建不对称战力
虚张声势

              蠢 动
民进党千方百计破坏“九二共识”
企图通过“修宪谋独”
自寻死路

              幻 想
“台独”分子妄想靠主子保台
美军事家坦承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厢情愿

             忌 妒
中国第二季度创3.2%经济增长
蔡英文当局贬为“基建狂魔”
阿Q精神

              锤 炼
“辽宁”、“山东”双航母完成海训
解放军各军种搞实战演练
提升战力

             礼 赞
迎小康，农业根基稳
中国庆祝第三个农民丰收节
结幸福果

            发 展
各种国际贸易博览会举办
各领域复苏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

            国 庆
国庆中秋双节同日
数亿民众出游欢庆
节日律动

一 凡

据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夫妻离婚率显著提高，尤其
西爪哇万隆一带，可谓全国之冠。在宗教婚姻事务处，提出离婚诉求的人整
天排着长龙，甚至在个别日子的离婚案例高达200多起，令人十分惊奇。使
人更感疑惑的是，提出离婚诉求的绝大多数是女方。由是，观察家认为，也
许是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停滞造成失业人数骤增，不少家庭经济收入出现问
题。巧妇们“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向丈夫提出离婚，另谋“出路”。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的政府领导已曾向有关者进行劝解，阐释病毒肆
虐、经济拮据是大家应共同应对的困难，理应夫妻同心协力共度难关才对。
但劝说归劝说，夫妻离异率仍居高不下。

另有报道称，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减少离家外出，早早便关上大门睡
觉。故家庭妇女怀孕率普遍增升，该现象对国家管控生育计划的工作极为不
利。

上述两则新闻各异，前者有正式的媒体报道与统计，后者却属预测之
言。孰是孰非，见仁见智。

无论如何，新冠疫情使人们陷入了逆境与困难。上述两种情况，尤其是
前者，似乎不可取。在目前情况下，应拿出决心与智慧，团结起来、同心协
力度过难关才是正道。

看了朋友圈寄来的友族在习经院学习
汉语的情形，很是震惊。再看朋友圈的评
论都是点赞，有的也为自己后辈的不重视
而深感惋惜。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老鼠妈妈带着三只
小老鼠出来觅食.正好附近有一只猫在准备
掠取美食了。在这紧急关头，老鼠妈妈带
头发出像狗一样的咆哮，接着三只小鼠也
勇敢地吼起来。

只见那只猫一步一步向后退去，心中
充满疑惑。转身逃离现场。

这时，老鼠妈妈解释说，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要学会第二种语言的缘故。

…… ……
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很自卑，认为

老了还想学七学八，不需要，还是享尽晚
年，吃喝玩乐，自由自在地到处去旅游世
界过日子。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在82岁那年，重新再学习汉语课
程，他倒觉得这也是训练大脑的方法之
一。真令人佩服啊！

…… ……
孙女上一年级，是新常态‘云上课’

。看着从幼稚园升上一年级的小学生是那
么吃力，老师说什么都听不太懂，小朋友
看着厚厚的读本，写满句子，连拼读句子
都还不通顺，词语更是难上加难，写在三
线簿上也不合格，老师却不能看到。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跟上了。
我坐在一旁做‘旁听老学生’，总共

三节课，有的老师下课时间到，还没祈祷
已消失在屏幕上。我认为‘云上课’若没
人监督，是不行的。小孩没纪律性，还很

陌生·老师有教学课程表，要在一个学期
上几节课，教完多少章，也顾不了太多，
只能靠家长了。想想7月13日才‘云上
课’，9月22日就要考试了。

我没念过印尼书，这回让我学到很
多·比如；gerak lokomotor，non loko-
motor；kata bilangan，nama bilan-
gan，jawab dengan kalimat matem-
atika......;

m r i p a t 是 爪 哇 语 眼 睛 的 意 思 ，
另 外 还 有 一 个 更 优 雅 的 爪 哇 语 是
peningal;lara读loro,是二数目字的意
思，另外也是生病的意思;wedi是害怕，
另外也是泥沙的意思……;

英文课就更难了，已不是幼稚园一
个词一个词来教，直接Do you have a 
pen? Yes, I do./No,I don’t; Does he 
have backpack? Yes,he does/No,he 
doesn’t; my我的，your你的;a/one用
来一个，若名词最前的词是vocal，要用
an……虽然老师有问道是否有不太懂的要
提问，就是没小孩出声提问，大部分学生
不能回答。而个别几个，因有另外请补习
老师陪伴，或有懂英文的家长在旁辅导，
就能大声答出来。

好在有我这个“老学生”督促，另外
自己记笔记，待孙有问题来问我，就能答
上了。才不耽误天天按时交作业。

…… ……
为了“daring云上课”，要zoom，

再用seesaw做作业，电脑总是派上用
场，也就要牺牲我的接龙游戏，刷脸谱，
发微信了，不能再像以往那么随心所欲
了。

               第28章 

各自有情成眷属　
未知何处觅裙铬

离婚与怀孕 •金银河•

最近听到不少人说，某某商家有个
20多岁的男儿，偷了9条长裤，最后被警
方捕捉，在网络上可看到。

据闻此偷贼是某大商家之男儿，许多人
几乎不相信，大商家虽非大企业家，但做大
生意，无疑是个富翁，他的成年孩子怎能成
为在成衣店偷长裤的盗贼呢？有者说，此贼
之父母管束孩子太严，又太吝啬，少给或不
给孩子零用钱，孩子想买某些东西都不能，
由于想入非非，竟然做起贼来了。这是父母

管束孩子太严，又太吝啬之故，以致适得其
反，所谓“过犹不及”也。

回忆童年，我们上学父亲必给我们一
点零用钱，虽不多，也算零用钱。也许他
担心给的钱太多，导致乱吃零食而闹出病
来。他对我们说：“如要买较贵的东西，
便需要学会储蓄。”我们要买较贵的课外
书，只得把钱储蓄起来，无形中我们养成
储蓄的好习惯，而不乱用钱了。

2020年7月21日

管教太严好吗？ 傑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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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体育讯)有上百年历史的羽毛球全英公开
赛，近日在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希望得到英国政
府100万英镑(约877万人民币)的资金援助，否则
2021年的全英公开赛面临停办。如果这一幕出现，
这将是这项历史最悠久的羽毛球赛事二战后首次停
办。目前英国疫情形势不理想，9月30日新增新冠
比例7109例。由于疫情反弹，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体
育赛事的“清场令”至少延长到明年3月底。

今年的全英公开赛，就是在疫情乌云笼罩下以
及许多方面的批评声中强行举办的，但全英赛官方
最新披露，今年的比赛受到上座率限制的影响，赛
会亏损175万英镑(1535万人民币)。进入下半年，
虽然英国的很多赛事重启，但仍不具备让观众进场
观看的条件，本周末的伦敦马拉松赛也将在空场状
态下进行。

明年的全英公开赛预计于3月17日到21日在伯
明翰举行，按照这些年的惯例总奖金依然是110万
美元(约746.8万人民币)。但赛会宣布现在正面临
1946年以来最大的、严重的财政危机。英格兰羽
毛球协会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克里斯蒂表示，体
育赛事不许观众进场观看的禁令延续，或将成为压
死全英公开赛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克里斯蒂提出，希望得到英国政府100万英镑(
约877万人民币)的资金资助，帮助全英赛在明年避
免停办的厄运。不过收到疫情影响，英国很多体育
项目都面临困境，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不会动用国库
救济体育组织，而且还特别建议英格兰足总，希望
英超俱乐部量入为出，不要再花大价钱引援，并希
望英超豪门能在内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低级别联赛
的兄弟俱乐部度过眼前的难关。

9月25日世界羽联宣布原定于11月的两站超级
1000赛和年终总决赛落户泰国，但时间定于2021
年的1月12日至17日(亚洲公开赛1)，1月19日至
24日(亚洲公开赛2)，1月27日至31日(2020年年
终总决赛)。而此前世界羽联公开表示，2021年东
京奥运会的积分赛从明年1月1日起重启。世界羽联
秘书长托马斯•伦德近日证实，世界羽联已经取消
必须参加本月的丹麦公开赛及两站推迟到明年1月
的亚洲公开赛，才有资格参加2020年羽联总决赛
的规定。由于明年1月起的赛事都带奥运积分，中
国羽毛球队是否从明年1月初重回世界赛场，成为
广大球迷关注的焦点。                 ( Red )

                             赛事官方哭穷：
明年可能面临停办 盼获百万英镑资助

据每日邮报报道，为了在亚美
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保卫自己
的国家，亚美尼亚足球队队长哈罗
扬终结球员生涯选择参军。

过去三年里，哈罗扬一直效
力于俄超球队乌拉尔，本周他原
本计划加盟希腊球队拉里萨。但
是哈罗扬缺席了签约仪式，他的
的经纪人向即将到来的雇主解释
说：”为了响应亚美尼亚的号
召，这位28岁的年轻人还不会加
入（球队）。”

周二，哈罗扬的经纪人向拉里
萨的老板亚历克西斯•科贾亚斯发
了一条消息，上面写着：”哈罗扬
像所有4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公民

一样被动员，他已经在战区。”
这位中后卫作为队长为亚美

尼亚国家队效力51场，并与乌拉
尔队在今年夏天友好地终止了合
同，准备加盟希腊球队。但因为
他决定到前线保卫自己的国家，
此举就被推迟了。

据了解，9月27日，亚美尼
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
赫地区（简称纳卡地区）再次爆
发新一轮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
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
进攻。亚美尼亚当日宣布实行戒
严和军事总动员，号召40岁以下
的人参军。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
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
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美尼亚
占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
的部分领土。1994年，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协
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
敌对状态，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时有发生。（来源：东方网）

    脱下球衣穿上军装
亚美尼亚国足队长已人在战区

(新浪体育讯)世界羽联秘书长
伦德透露，为了免去到各国参赛需
要考量的出入境限制与防疫措施，
世界羽联可能会在2021年初继续
采用集群模式策略举办比赛。

这意味着部分东京奥运积分
赛，包括明年4月的大马公开赛，
可能将与其他赛事捆绑在一起，
并在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

此前延期的东京奥运积分赛
预计明年初重新复赛，所有在今
年被取消或延后的24站积分赛将
在明年5月2日前完成，这包含
德国、瑞士、印度、新加坡公开
赛、亚洲及欧洲的洲际锦标赛。

尽管如此，世界羽联必需先
在明年1月于泰国曼谷举行的3站
亚洲巡回赛取得成功，才能让它
成为之后的办赛蓝图。

“我们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在
2021年将它复制到更多集群赛事
中，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部分
计划。这可能会是我们如何在亚洲
举行巡回赛，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
集群比赛中推广的蓝图，但我们正
在努力克服财务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伦德感到来自媒
体的压力，指世界羽联对重启赛
季犹豫不决，导致球员和各国球
迷因此感到沮丧。

“举办这个级别的比赛很复
杂而且工程浩大，在时间的限制
下，我们无法在1月前举行，因
为这是安排后勤事务的最佳时间
点。”

伦德也通过点出世界羽联所面
对的复杂程度，回应羽毛球相比其
他体育项目更难以恢复的原因。

“如果无需跨越这么多国家
的边境，就不会有那么困难的挑
战。在我们正常的赛事结构中，
我们有来自40至60个国家的300
到400名球员，主要挑战是需要
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入境主办
国，遵守在不同国家所实施的隔
离检疫限制。”

“这使在一个地方内聚集很
多人变得非常复杂，这就是我们
试图通过在泰国创建的集群策略
来解决问题的原因，这样我们可
以在同一地点打几个比赛。” 
       ( 全体育 )

明年或采取集中办赛模式

( 搜 狐 体 育 讯 ) 正 在 进 行 的
2020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东京奥
运达标赛，谁是最大的亮点？目
前来看，正是张雨霏。女子100
米蝶泳，张雨霏以55秒62的成绩
打破刘子歌保持11年之久的亚洲
纪录。这个成绩，可以排名全历
史第2位，中国游泳队，又迎来

一位世界级的游泳运动员，有望
在奥运会冲击金牌。

这次比赛，张雨霏状态极出
色，此前就创造100米自由泳全
国纪录。这次，女子100米蝶泳
预赛，张雨霏游疯了，一路领先
游出55秒62的好成绩排名第一，
并打破刘子歌在2009年全运会创
造的56秒07的亚洲纪录。更牛
的是，根据国际泳联提供的统计
数据，张雨霏这个成绩可以排名
世界范围内该项目历史第二快！
前面只有世界纪录保持者瑞典名
将舍斯特伦。距世界纪录也只差
0.14秒。如果张雨霏保持状态，
奥运冠军也有很大的机会拿下。
赛后，人民日报连发2条微博称
赞她！

张雨霏成绩全历史第2并破纪录
人民日报激动连发2条微博称赞

(中国新闻网珠海讯)广东省第六届风筝锦标赛
10月3日在珠海市香洲区香炉湾沙滩正式拉开帷
幕，赛场上，金鱼串类风筝、三叶草金鱼风筝、直
径15米滚地龙风筝竞争风流，“18条”金鱼风筝
更成为比赛中的最大看点。

据悉，这次比赛将持续至10月4日，来自全省
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中山市、东莞市等16支
参赛队伍汇聚一堂，展开11个大项的激烈角逐。精
彩绝伦的夜光风筝表演在10月3日晚举行。

这次比赛由广东省体育总会、广东省社会体育中
心、广东省风筝协会、珠海市体育总会主办，珠海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珠海市香洲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珠海市香洲区风筝协会联合承办。

珠海市香洲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许卉表示，今年借着省风筝锦标赛继续在香洲
举办的东风，积极推动香洲区体育事业在省级平台
跨越式发展，不断融入更多珠海元素、香洲元素，
继续擦亮全区文化体育活动品牌的同时，也将继续
促进香洲区文化、旅游、体育三大产业升级，进一
步加强香洲与粤港澳大湾区交流融合，提升香洲全
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 中新网记者：唐贵江 王霄 )

风筝锦标赛珠海开赛 滚地龙风筝直径达15米

(中新网客户端)国际泳联官网赛事日程显示，本应于今
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跳水世界杯赛已被推迟至2021年4月
18日至23日举行。 

跳水世界杯每两年举行一次。上届比赛于2018年6月在中
国武汉举行，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的中国队包揽全部11枚金牌。

今年跳水世界杯原定在4月21日至26日举行。不过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月下旬国际泳联曾宣布，经与国际
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商讨后决定，跳水世界杯暨奥运资格
赛将延期到今年6月举办，具体时间和地点待定。

然而最终6月办赛的计划也未能成行。根据国际泳联官
网最新显示，今年跳水世界杯已被推迟至2021年4月18日至
23日举行，地点不变仍在东京。

推迟后仍未能如期举办 跳水世界杯延期至明年4月

2018年中国跳水队包揽11枚金牌

(搜狐体育讯)10月3日，日本羽毛球协会在官网
更新了出战今年丹麦公开赛的最新选手名单，此前
原本要参赛的桃田贤斗确定不随队参赛，同时退赛
的还有山口茜、远藤大由/渡边勇大等球员。日本
队这次参赛丹麦赛的选手为西本拳太(男单)、奥原
希望(女单)以及三对女双选手福岛由纪/广田彩花、
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松山奈未/志田千阳。

本月中旬世界羽联开会决定，原定10月3日至

桃田贤斗与山口茜退出 奥原希望女单对决马林

11日在丹麦奥胡斯举行的汤
尤杯，改为明年东京奥运会
后举行。但丹麦羽毛球协会
坚持在10月13日至18日举
办本年度的丹麦公开赛，这

将是今年年底前世界羽联旗下的唯一国际大赛。目
前离开赛还有10天，桃田贤斗、山口茜退赛的影响
将继续扩散，其余日本球员是否继续退出这项赛事
值得关注。

桃田贤斗今年1月拿到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
军，第二天凌晨在离开赛地去机场途中遭遇车祸，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康复而且是本届丹麦公开赛的男
单头号种子。桃田贤斗退赛后，中国台北队的周天
成将是赛会男单头号种子。上月，世界羽联宣布原
定于11月的两站超级1000赛和年终总决赛落户泰
国，时间定于2021年的1月12日至17日(亚洲公开
赛1)，1月19日至24日(亚洲公开赛2)，1月27日至
31日(2020年年终总决赛)。桃田贤斗遇车祸后的
复出之战，最早有望在明年1月的泰国赛季开启。

山口茜的退赛，让女单上半区的西班牙奥运冠军马林
优势更为明显。如果奥原希望不退赛的话，她最有希望从
下半区杀出然后在决赛里与马林一争高下。（Red）

桃田贤斗

各种漂亮风筝精彩亮相 参赛人员积极进行赛事前的准备

山口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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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官网讯）9月29日，2020年“文化中国•水
立方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联欢晚会在国家游泳
中心隆重举办，2020“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
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颁奖礼同步举办。

今年是该“水立方杯”赛事的十周年，本届大赛以“
相约十年•心在一起”为主题，共吸引了33个国家、50
个海外赛区和港澳赛区的近3000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歌华传
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歌华
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在全球“战疫”的特殊背景

下举办，赛场由线下转为了线上，采用实时连线的方式
举行，13场分赛进行了40小时跨时区的线上直播，决赛
直播实时浏览量逾千万。9月29日举办的联欢晚会和颁奖
礼也通过“线下”和“云上”同步、互动的方式举办，
汇聚了来自33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近40名演员参与演
出，晚会直播总观众人数达到153万，收获点赞数19.1
万。

本届大赛增设了港澳赛区，赛事分为海外赛区成人
组、海外赛区青少组、港澳赛区青少组三个组别，每个

组别分别设置金银铜奖和十强奖。同时，大赛还设有最
佳视频创意、最佳原创作品等十组单项奖，其中，针对
本届网络大赛特点，特别设置了最佳网络热度奖、最佳
网络互动奖、最佳网络吸引力奖。

本届赛事从组织和网络技术保障上都克服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也成为“水立方杯”开赛以来的又一里程碑。
然而困难更凸显赤子深情，中秋前夕，全球华侨华人通
过“云上”赛事欢聚一堂“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声
音”，为国庆献礼，正可谓天涯情牵“水立方”，万里
咫尺共明月。

2020“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和港澳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圆满落幕

（中新网雅加达讯）连日来，印尼华
裔新生代企业家代表分别造访印尼地方代
表理事会主席、总统办公厅主任等官员，
商讨印尼与中国在农业、乡村振兴及智慧
城市建设等领域合作，促进疫情过后印尼
经济的复苏。

在受邀造访印尼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
拉•尼亚拉•马塔利蒂(La Nyalla Mattal-
itti)时，身兼印尼侨胞中国联合总会总主
席的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联盟创会人兼
辅导主席的钟家燕，介绍了中国农业农村
发展情况及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行动。 她
表示，印尼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广大农
村地区如果能加强与中国合作，引进中国
先进农业技术，一定能获得双赢，造福占
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尼农民。

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联盟总主席吴
运辉介绍了他与中国合作开发适合农村
地区的简易木屋项目进展；中国东盟信
息港(东信)印尼总负责人钟文庄介绍了该
公司即将在印尼开展的包括智慧城市建
设等情况。

马塔利蒂对华裔新生代企业家致力印
尼与中国各领域合作表示高度赞赏，称将
组织专门小组与该联盟对接，仔细探讨与
中国在农业农村及乡村振兴领域的合作。
他希望印尼与中国各领域合作不断加强以

造福印尼人民，并祝两国友谊万
古长青。

在拜访印尼总统办公厅主任
穆尔多戈时，钟家燕、吴运辉介
绍了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联盟
在疫情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
中国经贸合作、推动中小企业发
展情况及疫情过后加强两国多领
域合作、促进印尼经济复苏的计
划。穆尔多科表示高度赞赏。

适逢中秋佳节，钟家燕还向
穆尔多戈赠送了华裔新生代企业
家生产的月饼、麻薯丸，让他感
受中华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的习俗
与喜庆。           （ 记者 林永传 ）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梭罗市庆
祝全国蜡染日，当日妇女骑脚车社群
(Gowes Solo)和梭罗儿女组织一起分发了
1000个蜡染口罩。

每年的10月2日，梭罗市都会庆祝全
国蜡染日，因为2009年10月2日在阿布扎
比举行的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蜡染工艺被
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教育和文化部官方网站上引述的提交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手稿中，蜡染被列为
包含文化价值、意义和符号的装饰技术。
蜡染的特征之一是使用一个点一个点的工
艺技术用蜡油在布料上描绘图案，把蜡油
盛在称为倾斜和盖的容器上进行。

从词源上看，蜡染一词来自爪哇语的
ambhatik，来自词amba，意为很宽的
布；Titik表示点或数学（Javanese动词
表示一个点），后来演变为蜡染一词，表
示将点连接起来，在宽阔的布料上形成特
定的图像。蜡染还具有与在布料上确定某
些点有关的所有含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承认的76种世界艺术和文化遗产中，印
尼仅贡献了其中的一种，而中国是21种，
日本则贡献了13种。纪念蜡染日通常以政
府或私立机构要求员工穿着蜡染服装为标
志。然而，这与拉丹•阿尤（RAy）Febri 
Hapsari Dipokusumo和库尔德工人党梭
罗运动团团长恩当•鲁迪亚莫夫人（Endo 
Rudyatmo）的指导下的梭罗儿女组织的
所作所为不同。Sriwedari前往nDalem 
Wuryaningratan，同时沿Slamet Riyadi
街、梭罗Pasar Gede街、Pura Mangku 
negaran、Kasunanan Palace向梭罗人民

分发1000个蜡染口罩。
抵 达 梭 罗 王 宫 n D a l e m 

Wuryaningratan的小组受到Danar 
H a d i 蜡 染 布 总 店 业 主 D a n a r s i h 
Santosa夫人的欢迎，她将在2020年10
月2日至12月31日举行一系列主题为“
向Jawa Dwipa致敬”的活动，包括蜡染
布展览、蜡染摄影比赛、视频比赛、自拍
照比赛。“向贾瓦•德维帕致敬”的主题
是对爪哇岛（亚瓦德维帕）的一种赞赏，
它已使蜡染工艺发展到今天已扩散到印尼
各个地区。

Danar Hadi蜡染博物馆的助理经理
Asti Suryo Astuti通过Jl.Danar Hadi
故居的蜡染面料展览展示了这一点。 
Slamet Riyadi No. 261 Solo期望Solo
人及其周围的人们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
式，亲近、学习和理解蜡染的起源及其
发展。那里展示了西爪哇蜡染、中爪哇
蜡染、日惹蜡染以及东爪哇蜡染的收藏
品，并介绍了这些地区的特色菜，游客
们可以欣赏和品尝。

梭罗吴绍拥 晗飞译

梭罗蜡染日 印
尼
华
裔
新
生
代
企
业
家
助
推
中
印
尼
农
业
与
乡
村
振
兴
等
多
领
域
合
作

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代表与
印尼地方代表理事会议员座谈。

（钟家燕 供图）

钟家燕（右）与拉•尼亚拉•马塔利蒂
（左）互赠纪念品。（钟家燕 供图）

钟家燕(左)向印尼总统办公厅主任穆尔多戈
(右)介绍情况。（钟家燕 供图）

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代表拜访总统办公厅主任穆尔多戈。（钟家燕 供图）

印尼华裔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造访印尼地方代表理事会主席拉•尼亚拉•马塔利蒂。（钟家燕 供图）

达纳西圣淘沙夫人（左2）、
Endang Rudyatmo夫人（左3）

左起：Danarsih Santosa夫人、RAy Febri 
Hapsari Dipokusumo夫人、Endang Ru-
dyatmo夫人、Asti Suryo Astuti观看爪哇
蜡染收藏

Putri Solo Hanna，分发蜡染口罩

在天国寺梭罗大巴刹菜市对街分发蜡染口罩Putri Solo Marsha分发带有蜡染图案的蛋糕

梭罗Putra Putri在梭罗大巴刹菜市分发蜡染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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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特朗
普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和梅拉尼娅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我
夫人彭丽媛谨向你和你夫人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2日晚发推文表示，“对于美国总统及其

夫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感到难过，希望他们早日康复，恢复健康。”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3日发推问候：“谨向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致以我最美

好的祝愿，希望你们早日彻底康复。”
当地时间10月2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透露，自己与妻子梅拉尼娅

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

习近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慰问电

中新社北京10月4日电10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
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
弥新。建交45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增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孟两国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疫情，谱写了中孟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哈米德总统一道
努力，加强两国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将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哈米德在贺电中表示，孟中关系日新月异，现已涵
盖关键领域合作，孟加拉国对此高度重视。中国在孟加
拉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续提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
激。我相信，两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将在未来不断深化。

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孟加拉国总理哈
西娜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方愿同孟方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
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哈西娜在贺电中
表示，两国间久经考验的友谊与合作催生了孟中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孟中合作得以强化，释放出在本地区
乃至全球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巨大潜力。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就中孟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中新社北京讯）据中国外交部“领事直通车”
微信公众号3日消息，近日，中国国内公安机关接报
多起中国公民被骗往缅甸北部地区，进而遭绑架、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的刑事案件。不少中
国公民轻信“赴缅甸打工”的招募信息，赴缅后被强
迫从事电信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如受害人拒
绝或不能完成“业绩”，犯罪嫌疑人即实施殴打、拘
禁、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等犯罪行为。

消息说，目前，缅北地区涉中方人员犯罪案件高

发。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公安部刑侦局提醒广大中
国公民提高警惕，通过正规、合法的劳务中介外出务
工，切勿轻信赴缅北地区的招工信息。如遇紧急情
况，请及时向当地和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联系中国
驻当地使领馆寻求帮助。

消息说，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偷越国（边）境、
电信网络诈骗和赌博活动是违法犯罪行为，害人害
己，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请广大公民切勿从事相关
活动。

中国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警惕赴缅北地区的招工信息

（香港中通社讯）中国广东海警联合公安部门，联手
侦破一起组织他人越国（边）境偷渡案，共拘捕12人。

9月29日，广东海警局联合深圳等地公安机关，在
广东中山、惠州、汕尾多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
侦破一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截至目前，
共抓获涉案人员12名，其中涉嫌组织运送者5名、偷渡
人员7名，查扣涉案车辆1台、涉案快艇2艘。

据了解，该组织偷渡团伙长期活跃于粤港等地，
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利用快艇在粤东沿海地区
组织人员偷渡境外；团伙呈现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活动频繁等特点。根据掌握的线索，7月下旬，广东
海警局成立专案组进行深入侦查。

历经2个月的缜密侦查，广东海警联合公安部门
成功侦破了该起案件，全链条打掉这个长期组织人员
偷渡的团伙，切断了两条海上运输通道。

广东海警联合公安侦破一偷渡集团案　拘12人

共拘捕涉案12人。（网图）

（香港中通社讯）台北消息：两岸局势持续紧张。台媒报
道，解放军军舰10月2日在台湾东部花莲对开海域出现，距离
台湾30海里。台湾防务部门10月3日表示，台军都能即时应
处，目前状况正常。

台媒引述台湾军方人士报道说，解放军1艘军舰10月2日
凌晨出现在宜兰、花莲县外海30海里，距离毗连区水域6海
里，该舰10月3日已向北航行。

报道称，解放军军舰9月17日也曾出现台湾东部外海，距
离花莲小清水约39海里。

台军人士表示，只要海军侦测到东部海域有解放军情报
船，或是不明船舰靠近，基隆港的海军131舰队就会派出锦江
级巡逻舰严密监控。

另一方面，台湾空军司令部1日表示，解放军1架运8反潜
机10月1日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ADIZ），空军除了派
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外，也实施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等作为；这是解放军近两周以来第九度接近台湾空域。

台湾防务部门表示，台海周边海空目前状况正常。台军运
用联合情监侦作为，都能充分掌握且即时应处。

解放军近日在台海附近实战化演练。中国国防部强调，这
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
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
子及其分裂活动，任何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解放军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

解放军军舰现身花莲外海距台湾仅30海里

（香港中通社讯）台北消息：台湾防务部门10月3日表
示，一艘加拿大籍护卫舰，由南海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后继续往
北行驶，台军运用联合情监侦作为全程掌握，状况正常；根据
防务部门公开讯息，上次加拿大军舰航经台海，为去年8月渥
太华号巡防舰。

防务部门发布新闻稿表示，一艘加拿大籍护卫舰，由南海
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后，继续往北行驶。

防务部门指出，加拿大籍护卫舰经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台
军运用联合情监侦作为，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
况均正常。

根据防务部门公开讯息，上一次有加拿大籍军舰航经台
海，为去年8月10日的渥太华号巡防舰（HMCS Ottawa）
，以及去年6月18日的里贾纳号（HMCS Regina），另外，
去年还有8月15日菲律宾籍登陆舰南纳卯号（BRPDavao del 
Sur）、4月6日法国籍的法国巡防舰葡月号（Vendemiaire）
，10月3日则是防务部门今年首次对外公布美国籍以外的军舰
航经台海。

加拿大籍护卫舰航经台湾海峡（香港中通社讯）台北消息：台湾当局进口瘦肉
精美猪行政命令10月1日在“立法院”进行审议，最
后在各党团提案下，行政命令由备查改为审查。中国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说，国民党发起反瘦肉精美猪“食
安公投”连署，民众反应踊跃并通过第一阶审查，全
民对食安的坚持，让民进党虚心并退让，希望第二阶
段连署大家再接再厉，站出来反对瘦肉精美猪，捍卫
民众健康。

马文君说，反瘦肉精猪肉“食安公投”过程中，
要感谢南投乡亲勇敢站出来，表达对含瘦肉精美猪的
疑虑，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连公听会都不办，就想
将攸关全民安全的美猪、美牛直接用行政命令通行，
但民调显示高达七成民众反对瘦肉精美猪，民进党在

强大民意下终于退让。
但马文君指出，民进党具执政和立委多数优势，

国民党力量不足以对抗，“立法院”相关委员会审
查，仍可能由民进党强势主导。瘦肉精美猪开放，对
健康、各行各业的冲击相当大，许多以爌肉、猪脚闻
名的小吃美食业者感到困扰，质疑当局如何负起食安
把关责任？全面开放美猪后再让市井小民得为贩售的
美食负责，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马文君表示，进入第二阶段连署后，希望大家更
踊跃连署，相关产业也可以把瘦肉精美猪对健康、产
业的影响说出来，让全民瞭解美猪、美牛开放对台湾
食安和产业的冲击有多大，希望透过公投可以展现直
接民意，让民众自己做主决定美猪、美牛是否开放。

台湾进口瘦肉精美猪行政令由备查改为审查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10月2日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港独”暴徒焚烧国旗、冲撞驻英使馆的卑劣
行径》。

声明称：10月1日下午，十余名“港独”暴徒在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公然焚烧中国国旗，悍然冲撞
破坏使馆正门，公开张贴“港独”标语。

驻英使馆指出，上述恶劣行径肆意毁损侮辱国
旗，亵渎国家和民族尊严，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严重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
威胁使馆馆舍和人员安全！

我们对这种卑劣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严厉谴
责！这充分暴露出“港独”分子“暴力违法”的丑恶
面目和“反中乱港”的真实图谋！

他们的倒行逆施绝不会得逞，他们分裂国家、卖
国求荣的行径必将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已向英国警方和外交发展部提
出严正交涉，要求英方迅速开展调查，尽快将肇事者

绳之以法。
我们敦促英方切实履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规定的东道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维护外交使领馆神
圣不可侵犯，确保中国使领馆馆舍与人员的安全与尊
严。（来源：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

“港独”暴徒焚烧国旗、冲撞驻英使馆 中方向英方提严正交涉

图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资料图）

（中新社香港讯）香港警方3日凌晨于新界元朗拘捕一名
涉嫌侮辱国旗的37岁男子。

警方元朗分区特遣队人员3日凌晨约1时进行反罪恶巡逻，
于元朗安宁路发现一名37岁本地男子破坏悬挂在路旁的国旗
及香港特区区旗，并弃置在路上及附近河道。该名男子还盗走
一面香港特区区旗。

警方人员随即上前截停该名男子。他涉嫌刑事毁坏、侮辱
国旗及盗窃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
查队第三队跟进。

警方提醒市民，侮辱国旗乃刑事罪行。根据《国旗及国徽
条例》，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
等方式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
禁3年。

香港一男子涉破坏国旗及盗窃区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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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里好像科幻大片中的场
景！”台湾媒体人林倩如站在白鹤滩水电
站左岸的 834 平台上赞叹道。

中新社报道，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
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的金沙江中
游，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在建水利工程，建
成后将成为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
水电站。近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0
年两岸媒体人云南行”一行来到这里，近距
离感受“国之重器”的魅力。

从平台上看，水电站施工状态尽收眼
底。只见峡谷间一座拱形水坝已初具雏形，
横跨在金沙江上 ；两岸山体被多条运输钢
索连接在一起，载有建筑材料的箱体车穿

梭其中。两岸媒体人纷纷掏出手机、相机，
记录眼前景象。

“这里被戏称为‘流浪地球’水电站。”
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介绍，除大
坝外，两旁山体内所建引水发电系统也是
目前世界最大的地下洞室群。

水电站工程规模决定其施工难度，地
形地质条件复杂等因素也为工程带来挑
战。

台湾媒体人李俞柔好奇于如此庞大的
工程中有多少技术是自主研发。汪志林回
答，“建造白鹤滩的所有技术都是自主研
发”。他说，自三峡工程到乌东德工程再到
白鹤滩工程，大陆的水电技术经历了从“跟

跑”到与其他国家“并跑”再到“领跑”的
转变，现阶段大陆水电建设的技术和质量
均是世界一流水平。

目 前 白 鹤 滩 工 程 主 体 建 设 已 完 成
90%，预计 2022 年所有机组安装完毕。届
时，水电站年均发电量能够满足相当于
60% 北京人口全年用电。

白鹤滩水电站也是构筑长江生态屏障
的重要一环。汪志林介绍，为保护金沙江
丰富的鱼类资源，三峡集团投资 3.82 亿元

（人民币，下同）用于保护区能力建设、增殖
放流、科研、监测等工作。由于水库建造会
影响下游水生生物洄游产卵，白鹤滩水电
站投资约 1.1 亿元规划了集运鱼系统，实现

鱼类“人工洄流”。
除发电、防洪、航运、拦沙等任务外，白

鹤滩水电站还兼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效
益。

“白鹤滩工程的施工为当地带来近万
个就业岗位，大坝建成后，将带动上万亿元
的 GDP。”汪志林说。

前往施工现场的路上，记者观察到，由
三峡集团“顺手”修建的金沙江大桥就在
距离水电站上游约 30 公里处，距江面足有
100 多米高。参访后，新浪微博公共事务总
监李博在朋友圈写道 ：“唯有亲自见证这一
切，才会懂得领先世界的‘中国制造’、‘基
建狂魔’等所有称谓都实至名归。”

两岸媒体人走进白鹤滩近观“国之重器”
感受世界一流水电建设技术和质量魅力  台胞赞叹：好像科幻大片！

近日，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0 年两岸媒体人云南行”一行参访白鹤滩水电站，图为水电站施工现场。� 中新社

台湾夫妻“定情”大陆：你挣钱养家  我治病救人

台商扎根福建山区农业：山水孕育两岸一家亲

【本报讯】 “他忙订单，我坐门诊。”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林振帆和许芷玮夫妻俩没
回台湾，选择留在大陆奋斗。对于他们俩
来说，节假日忙碌，再正常不过。

中新社报道，自两岸恢复民间交往以
来，诸多年轻足迹跨越浅浅的海峡赴大陆
打拼，也促使不少台湾男女就此“定情”大
陆。

2010 年，林振帆跟随父辈的脚步到大
陆经商，在“纺织大市”浙江绍兴经营对外
出口的纺织业务。和林振帆不同，许芷玮
家族几代学医，2001 年“登陆”读大学后，
选择深耕中医药专业。机缘巧合之下，两
人在大陆相识相恋。

“不过，对于医生和商人的姻缘，一开
始我们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在许芷玮看
来，医生的认知里“黑白分明”，而商人常常
是“猜不透”。

结婚后，许芷玮 2013 年随丈夫来到绍
兴，成为了绍兴市第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医
师”。“我在绍兴一家民营医院接门诊，接
触的很多病人是商人。和丈夫之间的磨合，
恰好能促进我与病人之间的进一步交流，

这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感情。”
在大陆生活和奋斗，要“磨合”的不只

是夫妻俩之间的情感，还有大陆的“超强”
竞争环境。

“虽然对大陆的快节奏比较了解，但初
到绍兴，尤其是作为妻子的身份打拼，觉得
好有压力。”许芷玮回忆，“每天公交车通勤
时间 3 小时，外加坐诊时间长，与大陆病人
交流没那么顺畅等等，起初觉得非常不适
应，想过放弃。”

原以为丈夫会听从自己的想法，但“久
经商场”的丈夫鼓励她 ：“别人都可以，你
为什么不行。”“枕边人”的这一句话，让许
芷玮找回自信，迎难而上耕耘起了在大陆
的第一份中医师事业。

和妻子治病救人的职责截然不同，林
振帆则把心思放在如何经营好公司，如何
在大风大浪中赚钱养家的事业上。“在大
陆经商就是不要怕吃苦。”林振帆在绍兴的
这些年，常常是白天跑单、晚上应酬，“大陆
市场大，竞争力也大，必须要‘拼’！”

以今年疫情为例，担心外贸订单受影
响，林 振 帆 过 完 年 2 月 底 就 从 台 湾 回 到

绍兴。“虽然目前营业额同比去年下跌了
40%，但疫情期间，台办系统一直在帮我们
渡过难关，公司不仅收到防疫物资，还享受
到税费减免政策，拿到 2 万元人民币的现
金补助。另外，透过疫情，我更坚定了公司
在环保、可再生领域的投入。”林振帆说。

苦尽，甘自来。在大陆共同打拼的这 8
年，这对台湾夫妻不仅恩爱如初，事业上也
初心依旧。

今年这场疫情中，冲锋在前的医务人
员让所有人敬佩，许芷玮则是在后方默默
帮助病人抗“疫”的中医师，“疫情发生以
来，平均每天 20 多位大陆病人会在微信上
咨询我，大多是问如何防疫。我在线上尽
力安抚好他们的情绪，告诉他们如何做好
防疫措施。”

在林振帆的眼里，妻子是个“超有医
德”的中医师，“她真的是急病人所急，不图
名、不图利。节假日也常常主动坐诊，因为
她说‘病人生病是不分节假日’的。”

说起丈夫，许芷玮满是温柔，“绍兴是
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足以挣钱养
家，我才能一心一意治病救人。”

【本报讯】 秋阳微醺，苍黛凝重。连日
来，在福建宁德市周宁县礼门乡立兹曼茶
园，茶山上茶农采茶忙，厂房内茶香萦绕。

中新社报道，“一个月大概都有两三千
元（人民币，下同）收入，在家门口就业大家
都觉得很开心。”采茶女工郑月平对记者
说。

素有“云端之城”美誉的周宁县，是传
统产茶区，还拥有“藏富”的高山生态山水。

“这里的地形、气候，真像阿里山。”秀丽山
水，吸引台湾地区茶人林宗隆于 2013 年与
礼门乡政府签订立兹曼茶博园项目，次年
成立福建立兹曼茗茶有限公司。

公司的落户，带动周边近百名村民就
业。采茶女工阙翠芳说，之前没工作没收
入，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在公司上班，生活有
了变化。

扎根山区 6 年余，福建立兹曼茗茶有
限公司已在礼门乡、浦源镇共计种植 1500
多亩茶园，年产茶达五六万斤，主打乌龙茶

系列。
“在这里发展比较安心。”担任福建立

兹曼茗茶有限公司总监的台胞蔡崑茂称，
当地政府给予各项补贴，对企业很是支持
和照顾。

2018 年，蔡崑茂的孩子蔡伟诚也加入
到父亲的事业中，管理浦源镇茶基地的生
产和种植。

蔡崑茂称，公司将再成立一家加工厂，
引进专业人才改良品种等，进一步提升企
业销售的核心竞争力。

在为当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之外，蔡
崑茂联合当地政府、宁德市敬老协会，免费
给全县 8 个乡镇 80 个行政村发放南瓜种
子，推动农户利用荒田、荒地种植农产品，
并进行收购，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目前，
南瓜种植面积达 2000 多亩。

在浦源镇东升村的农产品收购点，一
车车南瓜经过称重和登记后，转进了仓库
里，并将发往各地市场。

“通过一年多来的合作尝试，大伙都有
了跟着企业做下去的信心。”东升村种植农
户郑立彬称，这批南瓜按照市场行情进行
保价回收，产销合作协议解决了农户销路
难题。

“两岸同根同源一家亲，希望能够继续
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回馈乡里。”蔡崑
茂称，他也很愿意介绍台湾年轻人到大陆
创业，增进两岸交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福建立兹曼茗茶有限公司以台引台、
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是宁德市促进闽台
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宁德市累计引进台资企业
265 家，这些落户台企为当地的发展增添新
活力。

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宁德市，近年来持
续扩大宁（德）台（湾）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宁台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等政策，为台胞台企落户
宁德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赴陆旅客须核酸检测
台当局称非针对台湾

无偿设计千唐志斋新馆
台建筑师欲建两岸交流基地

【本报讯】 大陆近日宣布，10 月
12 日起从台湾赴陆旅客都须检附 72
小时内 PCR 阴性报告。指挥中心发
言人庄人祥 10 月 1 日表示，中国对
全球 150 多个国家及地区都有此要
求，应非针对台湾，台湾检验量能也
没问题。 

香港中通社报道，大陆民航局
港澳台办公室 9 月 30 日下午宣布，
两岸民众自 10 月 12 日起，搭乘两岸
航班离开及到达大陆，都必须于登
机前严格查验 3 天（72 小时）内核
酸检测（PCR）阴性报告。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
人庄人祥 10 月 1 日在疫情记者会上
表示，目前大陆共要求全球约 150 多
个国家及地区旅客搭机前提供 PCR
检验阴性证明，应该不是针对台湾。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8、9 月间，
每天平均有 500 至 600 多人自台湾
出境至中国大陆。庄人祥称，目前
全台共有 72 家医院接受民众自费
采检，每日检验量约 300 件，单日最
大检验量能为 9000 件，检验量能没
有问题，每次采检约须自费新台币
5000 元至 8000 元不等。 

【本报讯】 “十一”黄金周假期，
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千唐
志斋老馆慕名者众，新馆建设如火如
荼。记者 2 日从多方证实，新馆规划
方案由辛亥革命元老张钫之孙、台湾
建筑师张枢负责设计并无偿捐赠，并
欲将其打造成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中新社报道，位于河南新安县的
千唐志斋，是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创
建，系大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唐志斋可以说是一部石刻的
唐书，一本石刻的唐史。”洛阳市文
博专家赵振华介绍说，所藏唐代卢公
亮夫妻龟形合葬志、唐代名相狄仁杰
撰文书丹的袁公瑜墓志、宋代名相范
仲淹夫人张氏墓志、汉武帝梦境画像
石、清代刘墉、王铎、郑板桥、近代于
右任、章太炎等历代墓志碑刻，皆属
罕见珍品。

据知，现馆藏墓志、书画石刻已
达 2500 余件。

“由于馆内新征历代志石不断增
多，加之知名度越来越高，来访游客
大幅增加，原馆现有条件已经远远无
法满足文物保护、陈展创新、学术交
流等各方面需求。”千唐志斋馆长陈
花容说，经多方研讨，新馆规划设计
建设项目于 2015 年启动。

据悉，新馆建筑设计方案为张钫
之孙张枢无偿捐赠设计。

陈花容介绍称，新馆总投资 1.2
亿元人民币，建筑面积 8740 平方米，
规划有现代化石刻展厅、互动体验
厅、学术报告厅等配套设施。经中国
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19 年 12 月正
式开工。

据介绍，目前千唐志斋新馆主体
基本建成。相距百米的旧馆内公示，
新馆建成后，将与老馆、张钫故居合
成一个完整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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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千岛日报》创刊20周年特辑 （三）

我 最 亲 切 的 《 千 岛 日 报 》 ， 可 喜 可
贺，您20周年的誕生。您就像埋在土里
的一粒种子，经过每日的灌溉，渐渐露出
地面，慢慢地长了小茎，小枝，小叶子。
日复一日，这些小枝茎，小叶子，长成粗
壮的大树和茂盛的绿叶，挡阳遮雨。经过
20年的历练，您终于茁壮了，您——《

千岛日报》！您孕育着一代青年，延续着
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您是中华民族的
喉舌，发扬着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报
道着世界的局势，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
步……一份《千岛日报》在手，世界一切
动态，尽入眼帘，一目了然。

啊！《千岛日报》，祝您万寿无疆。

贺《千岛日报》 20 周年 筱辉

办报适时正能量  培养编委出群贤
报业维艰二十载  深圳拓港四十年
悠悠岁月执夜笔  盼盼明早看我篇

2020年9月10日

祝贺千岛日报20年纪念
李金昌

千岛
我的精神粮食
每日给我
补充养料与能量
让我打起精神
向前奋发

您是我的前程
我的路灯
让我紧抱着您
直到永远

2020年 10月

颂
千
岛

海
风

光阴似箭，转眼即逝，弹指一挥
间，《千岛日报》创办20年了，美丽的
十月，我总是记得，因为十月也是我的
生日。

20年了，花开花落，潮起潮落，日
历一张张撕下，无情岁月，匆匆流逝，
20年的光阴一晃而过，时势变幻，往
事如烟，回忆32年惨无人道的统治者
封杀华族文化，华文报纸与华文教育面
临崩溃，所幸2000年民主改革后，一
批有心人士，挺身而出，携手创办《千
岛日报》，在面临人才奇缺的瓶颈下，
不畏艰辛，冲破重重困难，屹立于千岛
之国，走到今天，20年的风雨兼程，
20年的潮起潮落，战胜了千辛万苦，
乘风破浪，毅然航行，我伴着《千岛
日报》一路走来，滋润了我20年，心
中有说不出的感触，每日从未释手的精
神粮食，从中闻知天下事，丰富多彩的
内容，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
其疫情期间，居家更需要知道外面的世
界，疫情的发展趋势，国难当头，华社
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献爱心，显示人道
主义精神。而且对于才疏学浅的我，收
益匪浅，也给人增添生命的火焰，可从
中取宝，充实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充
电，精益求精，且也给予我们写作的平
台，耕耘的园地，我好感恩。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
毒席卷全球，原以为地处热带地方的印
尼祖国是安全的，谁知也遭殃了，肆虐
猖狂的病毒，导致社会不安，经济损失
惨重，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中，《千岛日
报》也处在危机边缘，所幸在危难之
际，各地热心社会人士，企业家，慈善
家等纷纷伸出援手，解了燃眉之急。如
今新冠疫情已肆虐6个月之久，目前国
家的整体形势仍不乐观，总感染人数持
续上升，政府号召国民以积极的心态进
入与病毒共存的社会新常态，举首白云
共远，四方上下同愁，所谓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身为印尼公民的我们与友族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白云下，所面临的困
难感同身受，一直为抗击疫情做出不懈
努力，感同身受的体验最易共情，急难
有情，情有余兮，伸出援手，同舟共
济，尽力支援度过难关。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当

今新冠肺炎肆虐的严峻时期，大家待在
家中，居家隔离，可是报社的同仁，却
不顾生命危险，敬业尽业，坚持上班。
为传播信息，全体报社同仁同舟共济，
共克时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义无
反顾，疫情期间坚持，传播报道全球的
及时事迹及华人信息，激励宗族间的人
道精神，像一艘在文化海洋中徜徉的大
船，每个人都在这艘船上各司其职，每
个人似乎都是时间轴上的接力手，负起
文化使命，栉风淋雨携手同行， 为弘扬
中华文化不遗余力，为了这神圣使命，
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他们都是有
家眷的，谁不想待在家里？可为了使
命，敬业，照常上班。愿上天保佑大家
平安无恙，您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向您
们鞠躬致敬！

大家拿着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目
标，相信这个目标一定射中的。所有
人戮力同心，共同努力，便一定战胜疫
情。疫情虽然持续了很久，但是我们仍
然有信心，相信有朝一日，疫苗研究成
功了，雨过天晴，我们就可以携手同游
祖国的美丽山河，祖国欣欣向荣的景
象，让我们共享其成，同享共乐。

语言维系和文化认同让我们内在形
成了强大的凝聚力，疫情期间展示的凝
聚力量，受五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
华族群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是
大非面前总是深情的帮助，以实际行
动，度过疫情的难关。疫情期间，呼吁
大家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一定的
社交距离，尽量少出门，大家最好自我
防护，增强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勤运
动，营养够，睡眠足，保持室内卫生和
通风，以积极的心态抗击疫情。疫情虽
然猖狂，这场灾难犹如一块试金石，它
给了我们更多的警示和反思。天灾人
祸，我们应理性面对，阳光生活，珍惜
生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心怀感
恩，放下各种羁绊，放下内心纠结，多
一份淡定，多一份豁达，多一份平和。
目前传来好消息，祖籍国已研究出疫苗
了，不久即将出世了，希望不会太久，
草木焕然一新，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浮
现，愿疫情早日结束，早日迎来春暖花
开的那一日，那是我们手牵手，相互微
笑，共同漫步在美丽富饶的千岛之国。

 公元2000年，平地一声春
雷，印尼华族的大恩人――英
明的瓦希德总统把苏哈多反华
政府禁锢了30多年的中文解
禁，所有华族无不欢欣鼓舞。
许多原华校教师和有识之士抓
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复兴
中华文化不辞千辛万苦，殚心
竭虑筹办华文报，《千岛日
报》也就在此时诞生了。

《千岛日报》创刊不久，
我在泗水4妻舅家里偶然发现
了她。啊！中文报！已经30多
年了没有看到过中文报，如今
骤然看到中文报，不仅欣喜若
狂，急忙捧在手里如饥如渴地
阅览，尤其看到还有副刊，爱好写作
的我，立时萌起了写作念头，回到登巴
刹，即刻联系代理人陈福盛文友，向他
订《千岛日报》，不久，投去的第一篇
习作被刊登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又
继续写了很多文章。那时我的生意还不
是十分热闹，后来生意越来越热闹，便
少写了，但我还是坚持每个月写二篇文
章。

《千岛日报》初期，内容尚差强人
意，文友也还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兴趣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东区文友的
文化队伍日益壮大，《千岛日报》全体
同人精益求精，再接再厉，加上有广州
老报人的鼎力支持，版幅逐步增加，内
容日益丰富，除了《国内新闻》、《经
济新闻》、《健康养生》、《华社动
态》、《文娱体育》、之外，还有《古
今轶事》、《天南地北》、《童心》等
等，多姿多彩，洋洋大观，《千岛日
报》成为了东区独树一帜的华文媒体，
声名远播。

《千岛日报》给了我磨炼脑子的平

台，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交
了许多文友，还先后出了三本
个人文集：《诗岛小语》、《
诗岛絮语》、《诗岛情怀》，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我做
梦也想不到的。我十分感激《
千岛日报》。

我热爱中华文化，也热爱
《千岛日报》。为了让更多的
华族朋友不忘记自己的祖籍文
化，我一直伺机推荐《千岛日
报》，只要知道对方读过中文
书，便极力争取他（她）订阅
《千岛日报》。然而事实却让
我有些失望，由于中文被禁锢
了30多年，很多懂中文的人都

没兴趣读中文报了，甚至连中文也给忘
了！有的虽然订了，但不久又给停了。
近年来情况更令人揪心，许多文友先后
往生了，年老的读者也很多作古了，《
千岛日报》的订户流失了很多！自从智
能手机问世后，很多订户都以有了智能
手机为由而把《千岛日报》给停了，《
千岛日报》的订户又再流失！

今年（2020年）新冠病毒横扫全
球，世界各国惨遭其害，我国亦然。受
疫情影响，我国各行各业均受重大冲
击，元贝每况愈下的华文媒体更加雪上
加霜！《千岛日报》幸得许多热心企业
商家、华社团体、客户及文友捐款援
助，才暂缓危机。《千岛日报》全体同
人不顾疫情严重，危机四伏，力争把报
办好的敬业忘我的精神，值得点赞！

今年是《千岛日报》20周年华诞，
我由衷祝愿《千岛日报》克服重重困
难，走出困境；同时对报社全体同人说
声你们辛苦了！我向你们致敬，祝你们
健康长寿！

2020年9月13日

同心协力，传播中华文化，搭桥中印友谊，一家独秀。
众志成城，博采诸子百家，宣扬华人美德，成绩斐然。

《千岛日报》20周年    孔奇兰

我
与
千
岛
日
报

我是《千岛日报》忠实的读者。今年
2020年10月10日，欣逢《千岛日报》创办
20周年庆，我也随伴着《千岛日报》历经风
雨坎坷的路程，一同走过了20年了。我谨
此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也向《千岛日报》领
导、编辑、记者及其他同事的辛勤工作致以
最真挚的敬意！

我身为一名读者，我与《千岛日报》已
缔结了不解的缘。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总是
一定要找《千岛日报》翻阅，怀着先睹为快
的心情，翻一翻比较抢眼的时事评论、述
评、译文、国际及国内新闻、华社动态，接
下来是医疗保健……读报已成了我的日常
生活习惯，而且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2014年年底前后，一度有两
个月我必需赴茂物出差，但该区无设《千岛
日报》代理处，报摊上没有寻到《千岛日
报》，我就打开电脑上网阅览，总算成了我
精神上的伴侣。

《千岛日报》的创办，从一步一个脚
印，一路走来，度过了20年的岁月，在这
漫长坎坷的路程上，历经了风霜雨雪、风吹
雨打的种种考验。所幸，办报的一些老前辈
们的领导作用和年轻的新骨干们，把办报的
圣神事业视为己任，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
力，迎着种种的困难，日积月累，抱着坚强
的毅力，把办报神圣的工作坚持下去；又有
广州老报人长期的鼎力支持，以及泗水各华
社、社会贤达、企业家们的积极支持和帮
助，最终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越办越好。当

今《千岛日报》已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富有
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一份华文报刊，令人欣慰
和赞赏！

20年来，《千岛日报》在印尼东区发挥
了极重要的作用，是印尼华社大众的喉舌，
是弘扬印华文教事业以及团结各地华裔的重
要纽带平台；20年来，《千岛日报》也承载
了印尼东区华文媒体的报道作用，成达印尼
东区乃至印尼各地华社活动的信息，同时也
发挥传达印尼政府政策与华裔族群及各社团
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千岛日报》几年前
开通了电子网站，为世界各地读者提供了更
快捷的网上浏览平台；近年来，更是扩展了
对中国地区及印尼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以及
主流社会媒体提供的社评、述文、译文等，
都为华裔社群提供了极有意义重要的信息，
涵盖了《千岛日报》的版面。

《千岛日报》走过了不平凡的20年，我
身为20年的读者，不禁由衷想起了日夜兢
兢业业、默默耕耘的报社全体老前辈及朋友
们，你们辛苦了！对于老骥伏枥，任重道远
的年长者，希望多加保重！祝福你们个个身
体健康，平平安安，幸福快乐！而其他年轻
一代的朋友们，务须发奋图强，多向老一辈
的长者学习，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将来成
为薪尽火传、出类拔萃的接班人，为社会华
教事业做出重要的奉献！

最后，我真挚的祝贺《千岛日报》业务蒸
蒸日上，与时俱进，百尺杆头，更上一层楼！

为《千岛日报》创办20周年而写
（泗水） 黄延新

美丽富饶的印度尼西亚，居住着上千万
的华裔后代，他们热爱住在国印度尼西亚的
山山水水。也心系祖籍国五千年悠久历史
的文化。但苍茫大地，红尘滚滚，世间的
兴衰浮沉很难预测。1965年苏哈托掌权之
始，中华文化被其糟蹋得稀巴烂，导致断层
了32年，这以后中国文化苟延残喘难以复
苏。直到瓦希德总统执政，中国文化才像晨
曦的朝阳喷薄而出。2OOO年，热衷于中
国文化的先辈们开始在这荒芜的废墟中酝
酿创办《千岛日报》,他们胸怀壮志，出钱
出力，终于让理想如愿以偿。时至今时今
日，回顾报社这二十年所走的道路，它承
戴着厚重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当中
历经了曲折多艰的种种困难，但报社上下
的员工们都能克尽职守、团结一致，风雨同
路，不离不弃，终于挨到了二十年的今天。
但这不是最后一站，展望未来，前途茫茫，
报社还要面对诸多接踵而来的难题。第一，
经济问题:当今世界，种种情事都离不开金
钱的支撑。“有钱好办事”，这已是放之四
海皆准的定律。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是
硬道理”。金钱好比一部汽车的油，汽车没
有油，哪来的动力？世界许多传媒的大小机
构，其兴衰浮沉与拥有的经济势力息息相
关。而报刊的经济来源大半来自广告，而广

告又与当地的商业兴旺及人口的多少有不可
阙如的关系。

纵观印度尼西亚的地理环境，印度尼西
亚西部地区在经济及人文的优越性要比东部
好得多，所以在泗水要办好华文报，首当其
冲的大难题是经济收入不易到位。“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因此，报刊面临要解决的问
题，资金的来源肯定要放在第一位。手头有
了钱，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所以报社务
必要有强有力的专业人才去主动笼络广告客
户，而不可安坐在温室里等待客户上门。这
是生意人普遍知道的常理。

第二，是“人才荒”问题:由于历史的
原因，老中青的衔接问题出现了青黄不接，
这二十年来，很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相继
离开人间，硕果仅存者越来越少，幸存者也
多巳至耄耋之年，生也有涯之感逼人而来，
对写作也变得意兴阑珊。之外，其他很多受
过中文教育的年长者也一样走上老弱病亡之
路，减少了不少读者。所以，报社今后要面
临的问题不少，这要靠报社员工精诚团结，
想方设法，集思广益，寻找出解决的方案。
也要多听取社会人士的高见及建言献策，取
其优而行之。“识事务者为俊杰”。有明智
的思维才有完美的规划，有了完美的规划在
实践中才会结成硕果累累的成果。

二十年风雨  二十年坚持   
（香港）琅璧

贺《千岛日报》20周年庆         
郭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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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辣椒的“副作用”，99%的人都不知道！

酸、甜、苦、辣，大家最喜欢哪一种口味？哪一种口
味最健康呢？

今天跟大家说的一个研究结果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它
是世界上三大最优秀的学府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中国
医学科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布的：

三院校联合做了一项持续8年，覆盖近50万名年龄在
30。79岁的中国人的研究显示：每天吃辣的人过早死亡
的风险较低，经常吃辣尤其能降低癌症、心脏病和呼吸
疾病的死亡风险。

天呐，不是说要忌口吗？为何重口的辣味又能帮助
长寿了？我们要怎么吃辣才能避免便秘、腹痛等负面效
果，收取正面效应呢？看完这篇文章您会有答案。

50万人研究结果：两天一次辣味
死亡率降低14%，癌症、心脏病风险降低
在这一次世界三院校联合进行的研究中，数据总体显

示出的趋势是：相比那些不常吃辣的人而言，一两天就
吃一顿辛辣食物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低了14%。经常吃辣
尤其能降低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疾病的死亡风险。

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辣味，并不等同于辣椒。我们人类
吃辣的历史确实很长：据记载，辣椒是古代印第安人重
要的补充食物，大约公元前2000年，因为喜欢吃辣椒，
秘鲁当地的印第安人开始种植辣椒，辣椒迅速风靡了全
世界。

如今国人虽然嗜辣，但是辣椒在中国的历史还不到
400年，我们对辣味的好处了解得还不多，所以今天好好
讲一下。

辣味的10大好处
在这次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得出具体是靠辣味中

哪种香料能带来这么惊人的健康好处，但是据以往的研
究，辣味的食物（辣椒、姜、蒜）中含有一种类似辣素
的化学物质，确实具有抗肥胖、抗氧化、抗炎症和抗癌
特性。

1.促进食欲
辣椒中有辣椒素，这种营养物质可有效改善食欲不

振，还能排除消化道中积存的气体，并且起到治疗口臭
的作用。

2.促进血液循环
很多人都不知道，辛味食物同样具有很好的药用价

值，中医认为：适量的嗜辣可帮助人体起到“除风发
汗，行痰，除湿”的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也认为食用辣椒等辛辣食物，可帮助促
进血液循环，从而改善怕冷、冻伤、血管性头疼等不适
的症状。

3.减少心脏病和中风
辣味的东西还有助于减少动脉粥样硬化，促进纤溶活

性，防止导致血栓形成的某些因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减少心脏病或中风的机会。

4.对抗感冒
辣味食材中辣椒的活性物质辣椒素具有稀释鼻黏液的

功效，进而有助打通感冒导致的鼻塞，使呼吸更顺畅，
有益感冒痊愈。

5.保护心脏
心脏病患者在平时生活中可以适量地吃些辣椒、葱姜

蒜等辛味食物，它可以有效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起到保护心脏，让心脏变得更年轻的作用。

6.保护皮肤
辣椒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能促进体内维生素A的

形成，起到保护皮肤，保护体内粘膜完整性的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辣椒中的抗氧化成分含量是苹果的

42倍、橘子的12倍，良好的抗氧化性能让皮肤保持更好
的弹性。

7.预防胆结石
常吃青椒能预防胆结石。青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尤

其是维生素C，可使体内多余的胆固醇转变为胆汁酸，从
而预防胆结石，已患胆结石者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青椒，
对缓解病情有一定作用。

8.健胃、助消化
适量吃辣味的东西，对口腔及胃肠有良性的刺激作

用，能增强肠胃蠕动，促进消化液分泌，改善食欲。
我国一些医学、营养专家对湘、川等省进行调查，发

现这些普遍喜食辣椒的省区，胃溃疡的发病率远低于其
他省区。这是由于辣椒能刺激人体“前列腺素E2”的释
放，有利于促进胃钻膜的再生，维持胃肠细胞功能。

9.去寒气，缓解关节疼痛
辣椒含有辣椒素、大蒜中的蒜素、葱中的挥发油，可

以通过刺激某些神经细胞，阻止传递疼痛信号的神经递
质，以阻止疼痛，从而缓解痛感。

10.外敷止痛、消毒
中医记载，辣椒为一味传统蒙药，辣椒性味辛、热，

具有散寒止痛功效，可外敷用于治疗蛇咬伤、风湿、褥
疮、创伤和腰痛的药方中。（编者注：辣椒粉不能直接
外敷哦。）

辣味不等于辣椒
4个辣招，吃辣不怕副作用。
当然了，我们所说的“吃辣”可不单单指辣椒，而是

包括辣椒、姜、葱、蒜等在内的食物，这在中医讲的“
辛”。

在此为您提供一些养生“辣招”，大家可以日常多
吃，增寿、远离疾病。

大蒜：
每天2。3瓣，广谱杀菌远离癌症
俗语说，“大蒜治百病”，大蒜是公认的保健食

品，很多家庭做菜都会拍几瓣蒜放在菜中，既调味又杀
菌。医学界对大蒜的研究较为彻底，认为每天以 2 ～ 3 
瓣为宜。

大蒜中含有大蒜素等成分，具有强大而广泛的杀
菌消毒、抗癌、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等作用，是深
受大众认可的一种辛辣健康食物。由于大蒜中硫化物
含量高，维生素E丰富，故此对预防感冒也有一定的
作用。

大蒜吃法很多：黑蒜、糖醋蒜、生蒜…生吃效果好，
但能接受的人不多，所以，大蒜作为调料来佐餐是比较
合适的。

做菜习惯用大蒜炝锅的朋友，注意油温不要过高，拍
碎放入锅中一下即可，这样减少对杀菌成分的破坏。

生姜：
仔姜炒菜，老姜熬汤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姜

集保健品、驱寒品、调味品多种功能于一体，有很好的
食疗作用。

姜的种类丰富，常见的是子姜和老姜：
子姜适合炒菜吃的。
仔姜等于嫩姜，是生姜的幼年时期，六七月份是子姜

上市的季节，子姜食物纤维少，皮薄肉嫩，口感脆，又
能驱寒、暖胃、助消化，吃姜的朋友常用来做泡菜或炒
菜食用。

老姜就用来煮水吃的。
成熟之后的生姜、仔姜就是老姜，皮厚肉坚，味道更

辛辣。老姜易储藏，有效成分更丰富而稳定，保健作用
也更强。

煮红糖姜水一般用的就是老姜，女性在经期喝红糖姜
水暖宫活血，补气补血，促进血液流通。

葱：
当配料、每天可吃
很多人不吃葱，觉得不好吃，其实葱真的是个好东

西，作为配料吃，可以调理、避病于无形，民间食疗材
料，性温味辛可养肺、助消化，葱的挥发油可杀菌、健
脾胃。

葱里面的辛味就包括很多，不光是咱东北喜欢的大
葱，像洋葱、小葱、都属于辛味的东西，都应该进入我
们每天的餐桌。

洋葱虽然是个舶来品，但是它是集营养、保健、医疗
于一体的“菜中皇后”。作为配菜，南方人一般熟吃，
北方生吃者较多，它中间的前列腺素 A 有助于降血压、
降血脂、降血糖，是三高人群的理想蔬菜。

辣椒：
也有维生素
辣椒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所含维生素 C 居蔬菜首

位，红辣椒的营养元素含量更高于青椒。
广西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绍萱医师

说，吃辣助消化、增食欲，他本人虽然并不能承受太辣
的食物，但当吃饭不香没有食欲时会产生吃辣的念头，
可见辣可以增加食味。

然而，陈绍萱医师也说，吃辣要适当，过辣食品让人
的嘴、眼、耳咽管、肠胃如灼烧般，喝水也难救火，容
易对人体产生伤害。

吃辣的注意事项
◎要根据体质和时节吃辣
手脚容易发凉、贫血的人可适当多吃一些辣椒，患有

不宜食辣的疾病的人，一定要少吃或不吃。而北方人在
春秋干燥时节，也要少吃。

◎酸辣的比麻辣的好
最好吃鲜辣椒，因为其营养更丰富。辣椒最好做熟了

吃。另外，酸辣口味的剁椒由于加了醋，可减少上火几
率；麻辣里的花椒辛热，使人更易上火，要少吃。

◎搭配食辣才健康
吃辣时要选择辣椒的“好伙伴”，以减少辣椒的负面

影响，比如：
吃辣时可以佐以甜和酸的食物，甜能遮盖辣味，酸能

中和辣椒素；
再比如用滋阴、降燥、泻热的食物来搭配，如鸭肉、

虾、鲫鱼、苦瓜、丝瓜、黄瓜等，也可以煮点清凉的绿
豆粥、荷叶粥败火；

餐后宜多吃含鞣酸、纤维素等物质的酸味水果，能刺
激消化液分泌、加速肠胃蠕动，滋阴润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辛味的东西确实很好，但有的人
就是吃不了，比如，几个好友一同享用麻辣火锅，有的
人什么事也没有，有的人则胃痛难耐，这就要自己把控
了。

无论如何，经常食点辣，让肠胃都醒来，血液都循
环，人整个都进入良好的循环之中。

                                                              （搜 狐）

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推荐5种运动。这5种运动的好处包括减肥、增肌、保护心脏
和大脑、强化骨骼。在哈佛医学院健康报告“开始运动”中，推荐对身体最好的某些
运动。报告指出，运动的好处包括预防心血管疾病、对抗疾病、骨折、减少跌倒、调
整免疫功能、减缓关节炎、延寿、改善生活品质。

1.游泳
这份报告指出，游泳可说是完美的运动。游泳不但会运动到你身体几乎每一部分

肌肉，也能提高心率、改善心脏健康、保护大脑免于随着年龄衰退。
I-Min Lee表示，关节炎的人很适合游泳，因为比较不需要承受重量。
如果你一次游泳至少30~45分钟，就是在做有氧运动，有助对抗忧郁、提振心

情、减少压力。
2.太极拳

太极拳动作慢而柔，需要高度集中力、特别注意深呼吸。太极拳可以按自己的节
奏去打，所以不分年龄和身体能力，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打。

教授说，老人特别适合打太极拳，因为太极拳重视平衡，而我们容易随着老化失
去平衡。

3.重量训练
不论你做的重量是轻是重，都能打造更强壮的肌肉。运动生理学者灸登（Chris 

Jordan）告诉《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健康的成人每星期健身的4~5天
内，应该要有2~3天做重训。

你也可以透过高强度间歇训练（HIIT）来达到类似效果，或参考灸登的7分钟
健身影片。不论用哪种方法健身，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他说，要看到成果，持续
是关键。

4.走路
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厉害，但走路其实可以成为一剂特效药。
数项研究指出，就算是以中度或悠闲的步伐走上至少30分钟，对大脑和身体都有

用。一项最近研究发现，60~88岁成人如果连续12周，每周4天都走30分钟，就能强
化大脑与记忆有关的区域。一项针对严重忧郁人士的领航研究也发现，在跑步机上连
续10天，每天走30分钟，就足以大幅减少忧郁。

如果你目前没有规律运动，哈佛医学院的人建议你从每天走10~15分钟开始，慢
慢进步到健走30~60分钟。

5.凯格尔运动
凯格尔运动适用于男性和女性，因为能够强化骨盆底肌群。随着年龄增加，这些

肌肉（包括子宫、膀胱、小肠、直肠）可能开始变弱，而让它们保持弹性有重大益
处，包括预防漏尿、意外排气等令人不好意思的状况。

做凯格尔运动的正确方式，包括挤压你用来憋住尿或气体的肌肉。哈佛医学院建
议维持收缩2~3秒，放松，重复10次，一天做4~5次最有效。

                                                          
                                                                                                   （ 搜 狐 ）

哈佛医生推荐：对身体最好的5种运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
特朗普前高级顾问康威新冠检测均呈阳性。
随后，美媒列出了一份特朗普的密切接触者
名单，并对他们进行追踪。经梳理，特朗普
的密接者中已有至少22人新冠检测呈阳性。
英国《卫报》发现，在相继被确诊新冠的人
员中，很多人都曾在上月26日参加了在白宫
玫瑰园举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仪式。

NBC：特朗普检测呈阳性后的状况，
我们该知道什么？都有谁检测过了

《纽约邮报》：追踪特朗普新冠检测
呈阳性前的密接者们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2日报
道，白宫医疗部门表示，已经开始进行密
接者的追踪工作，以确定曾与特朗普或梅
拉尼娅密接接触过的人是否感染了新冠。

另据《纽约时报》梳理，现在特朗普
的密接者中新冠检测阳性的分别为第一夫
人梅拉尼娅、顾问希克斯、犹他州参议员
迈克•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
克丹尼尔、圣母大学大学校长约翰•詹金
斯、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汤姆•提利斯、前
顾问凯莉安•康威，共计7人。

此外，据CNN最新消息，特朗普竞选经
理比尔•斯蒂芬新冠检测呈阳性。据《华盛
顿邮报》最新消息，包括《纽约时报》记者
迈克尔•D•希尔（Michael D. Shear）在内
的3名驻白宫记者新冠检测也呈阳性。NBC

还称，在此前参加过特朗普克利夫兰辩论会
的人中，至少有11名工作人员确诊。

综合美媒目前报道及梳理，特朗普密
接者中至少有22人确诊新冠肺炎。

《纽约时报》梳理的特朗普密接者中，
新冠检测呈阴性的人员有：副总统彭斯、
彭斯妻子凯伦•彭斯、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特
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
ner）、大法官提名者艾米•康尼•巴雷特、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拜登妻子吉尔•拜
登、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

此外，特朗普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
二儿子埃里克和其妻子，还有特朗普私人
律师朱利安尼已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曾在9月30日晚与特朗普在明尼苏
达州德卢斯集会上进行过接触的美国共和党
众议员汤姆•埃默、吉姆•哈格多恩和皮特•
斯托伯在2日下午均表示其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被特朗普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艾
米•科尼•巴雷特新冠检测则呈阴性。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特朗普9月
26日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了大法官提名仪
式。截至目前，已有至少7名曾参加仪式
的人员相继确诊感染新冠，其中包括第
一夫人梅拉尼娅、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和圣母大学校长约翰•詹金斯
（John Jenkins）等。报道提到，当天仪
式上，嘉宾之间椅子甚至没有任何间隔。

NBC梳理发现，本周曾与特朗普密切接
触的主要人员还包括：特朗普的孩子及其配
偶（其中许多人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白宫
新闻秘书麦克纳尼、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
扎、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白宫贸易顾问
纳瓦罗、白宫社交媒体负责人丹•斯卡维诺、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以及一些
州代表和其他行政人员。（来源:环球网）

泰国国家动物园管理机构主任素里
亚•森阿兰蓬3日在宋卡府一家动物园遭枪
杀，当时他正在园内了解稀有动物白麂失
踪事件的情况。

当地警方告诉媒体记者，素里亚在动
物园一间办公室内遭人连开数枪，枪手是
动物园一名管理人员，后者逃离现场后返
回住所自杀。警方正在调查枪手作案动
机。媒体报道，枪手是因白麂失踪事件接
受调查的4名动物园管理人员之一。

宋卡府动物园一只白麂2月失踪。园
方先前说，白麂被蟒蛇吃掉，但这一说法
遭不少人质疑，他们怀疑失踪的白麂和其
他动物被野生动物贩子偷走或被卖给野生
动物贩子。一家泰国媒体上周爆料，自然
资源与环境部部长瓦拉武•西拉帕差不满
这一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下令重新
调查。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的数据显
示，全球每年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额高达

250亿美元（约合1697.5亿元人民币）
，仅次于毒品交易、人口贩卖和武器走
私。（来源:新华社）

（中新网讯）综合报道，纳卡地区冲
突已致至少230人死亡。当地时间3日，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当局分别就当前局势表
态。亚美尼亚方称，将使用“一切必要手
段”，保护亚美尼亚人免受阿塞拜疆的攻
击，而阿塞拜疆方指责亚军队攻击阿塞拜
疆平民等。随着冲突持续，多方呼吁结束
敌对状态。

亚阿双方各执一词

3日，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向国民
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前线的战斗非常
激烈，对纳卡地区的袭击达到史无前例的
规模。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
重大的军事和平民伤亡。”

亚国防部发言人斯蒂芬阶（Shushan 

Stepanian）则说，3日，“整个前线都
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亚美尼亚军队击落
了三架飞机。此前，过去一周，土耳其向
阿塞拜疆派遣了武装人员，土耳其军方正
在援助阿塞拜疆的武装人员。

帕希尼扬说，根据亚美尼亚方面掌握
的信息，阿塞拜疆军队中有150名土耳其
军官参与了行动的指挥。“土耳其和阿塞
拜疆追求的不只是军事政治目标。”

亚美尼亚外交部表示，亚美尼亚将采
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步骤”，防止阿塞拜
疆及土耳其的军队实施“大规模暴行”。

不过，阿塞拜疆国防部否认有任何飞
机被击落，并表示亚美尼亚人员“炮击”
了平民土地。3日晚些时候，阿塞拜疆总
统阿利耶夫说，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一个

城镇和几个村庄。
阿塞拜疆当局没有透露军事人员伤亡

的细节，但表示有19名平民被杀，另有55
人受伤。

多方呼吁结束敌对状态

针对纳卡局势，俄罗斯、法国等多方
呼吁结束敌对状态。

俄罗斯卫星网3日报道称，法国总统
马克龙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通电话，
要求恢复纳卡地区接触线上的停火制度，
并重启和平谈判。

而在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再次应
约同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通电话，讨论
纳卡地区局势。普京再次强调，根据欧洲
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

共同主席国声明，立即停火、恢复通过政
治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的必要性。

此外，俄美法三国总统10月1日就纳
卡地区冲突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在纳
卡冲突区接触线出现的暴力升级，呼吁冲
突各方尽快停火并恢复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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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阿冲突至少230人死亡 俄美法三国联合吁停火

当地时间10月2日，世卫组织举行新
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表示，全球每周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
量大概为200万例，全球死亡病例已超过
100万例，目前各国正处于四种不同的情
况之中。一些国家迅速控制住了病毒，避
免了大规模疫情的暴发；一些国家暴发了
大规模疫情，但控制住了疫情并持续遏制

病毒；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控制住了病毒，
但由于放松了经济和社会限制，病例数量
有所增加；最后，一些国家仍处于密集传
播阶段。

谭德塞强调，全球各地区都有国家证
明，凭借强大的领导力、清晰而全面的战
略、持续沟通以及人民参与，扭转形势永
远不会太晚，世卫组织将继续通过其区域

办事处和国家代表处来支持各国行动。谭
德塞同时敦促所有领导人加强应对疫情措
施，这些措施可以遏制病毒扩散，保护卫
生系统和工作人员并挽救生命。

发布会上，谭德塞还向美国总统特朗
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表示了慰问，祝愿
他们早日康复。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敦促所有领导人加强应对疫情措施

当地时间2日凌晨，美国总统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新冠病毒检
测结果均呈阳性。当天傍晚，特朗
普被送往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
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白宫方面表示，特朗普将在未来几
天在医疗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工作。
特朗普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当地时间2日傍晚，特朗普乘

直升机从白宫前往沃尔特•里德国
家军事医疗中心。抵达后，特朗普
乘车进入院区。

白宫新闻秘书凯莉•麦克纳尼当
天在声明中说，特朗普虽然出现轻微
症状，但精神状态良好，一天都在工
作之中。出于慎重考虑并遵医嘱，特
朗普将在未来几天在沃尔特•里德国
家军事医疗中心的总统办公室工作。
白宫表示，特朗普不会移交权力。

白宫总统医生当天说，特朗普虽
然仍感疲惫但精神状态良好；梅拉
尼娅状况良好，有轻度咳嗽和头疼
症状。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特朗普自2日早晨起持续发烧。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稍早前
在白宫录制的视频。在视频中，特朗
普称将前往军事医疗中心以确保一切
顺利，他和梅拉尼娅感觉良好。

特朗普竞选活动将转线上
或推迟举行

特朗普竞选团队2日发表声明
说，由于特朗普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涉及他参与的竞选活动都
将转为线上或推迟举行，涉及特朗

普家庭成员的活动也将暂时推迟。
美国副总统彭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阴性，他计划重启原定的竞选活动。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日表示，他和夫人吉
尔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拜登竞选
团队表示，拜登仍按原计划于当天在密歇
根州举行竞选活动。

2日，白宫内还新发现多起确诊病例，其中
包括3名白宫记者，以及一名曾在白宫新闻发布
会区域工作的白宫人员。（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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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布
通知称：为强化疫情防控，便利赴华旅客
计算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
下简称“证明”）有效期，自2020年10
月9日（星期五）零时起，从新加坡出发
搭乘航班赴华（含直航及经第三地中转）
的旅客，持有的核酸检测证明有效期统一
从出具之日调整为检测之日起计算，旅客

可持证明搭乘此后3天内的赴华航班。例
如，旅客张某于10月6日接受检测，如检
测结果为阴性，可申请搭乘10月9日之前
（含9日）的赴华航班（见示例）。

为此，大使馆提醒拟赴华旅客提前做
好检测安排，确保航班起飞时间在检测证
明有效期内，以免影响赴华行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新加坡赴华旅客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期起算时间有重要调整

（环球网讯）当地时间3日上午11时许，
白宫总统医生肖恩•康利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
事医学中心通报了特朗普最新状况。他表示，
特朗普现在“情况很好”，过去24小时内“
没有发烧”，也没有出现呼吸困难。但康利同
时表示，自己无法给出特朗普出院的时间表。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消息，康
利还表示，对总统恢复所取得的进展感到开心。

医务人员正在密切监测总统是否有并发症，他目
前没有吸氧或者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此外，康利还解释说，将特朗普带到
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是一项“
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这位白宫医生还表示，第
一夫人梅拉尼娅目前“情况很好”，“正
在家中康复”。

当地时间2日凌晨，特朗普发推称自
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呈阳性。3日，特朗普前往沃尔特里德军
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消息称，据一位知情人士描
述，特朗普在新冠检测阳性结果出来后受
到了惊吓，并且在一夜之间出现发烧等症
状后，他对自己的症状愈发警惕和担忧。

白宫总统医生：特朗普现在情况很好 无法给出出院时间表

当地时间10月3日，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加尼克希尔区附近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多人受伤。楠格哈
尔省政府发言人证实了人员伤亡，并表示另有一波袭击者试图闯入政府建筑，但最后被安全部队击毙。（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汽车炸弹袭击致至少15人死亡

泰国动物园稀有动物失踪 查案官员遭被调查者枪杀

特朗普确诊后，美媒梳理其密切接触者:已至少22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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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冠累计死亡病例超10万
日本政府决定免费为国民接种新冠疫苗，今日疫情汇总

全球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截至北京时间10月3日18
时，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已超3464万，累计死亡病例
超102.9万例。

特朗普前往军事医院治疗
拜登：我将成为美国总统

据美联社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前往沃尔特
里德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治疗。当地时间2日18时
06分，特朗普戴口罩步行走出白宫，面对在场媒体竖起
大拇指，随后搭乘海军一号前往医疗中心。

不靠别人搀扶，向媒体挥手后并没有停下来说话，
同样戴着口罩的参谋长马克·梅多斯紧随其后。在场的
工作人员也全部戴着口罩。

白宫方面称，特朗普未来几天将继续在那里接受治
疗，并指出此举是预防性的，否认特朗普病情出现紧急
恶化。

此外，而当地时间2日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
登发推写道：”（虽然）我现在是以民主党人的身份竞
选，但我将成为美国总统。无论你们给我投的是赞成票
还是反对票，我都将代表你们。”

据新华社，印度卫生部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印
度新冠累计死亡病例于3日突破10万例，成为仅次于美
国和巴西的全球新冠累计死亡病例数第三多的国家。

《印度快报》3日报道，印度新冠死亡病例主要集
中在几个疫情严重地区。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冠
死亡病例占印度新冠累计死亡病例的三分之一以上，迄
今该邦已有近37450名新冠患者死亡。其次是泰米尔纳
德邦和卡纳塔克邦，其新冠死亡病例分别为9652例和
9124例。

不过印度媒体也报道，在截至当天的过去一周内，
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均低于此前最高值，印度
政府正通过持续提升检测能力来评估疫情并为防控提供
依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的新数据显示，截至2日印度
已累计完成新冠病毒检测约7790万人次，目前其单日检
测能力超过100万人次。

日本政府决定免费为国民接种新冠疫苗
日本厚生劳动省2日召开新冠疫苗专题会议，决定免

费为全体国民接种新冠疫苗。
据悉，此举旨在减小现阶段国民负担，让所有人尽

快接种上疫苗，尽可能控制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出现。
若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健康受损的情况，日本政府
将根据《预防接种法》规定的救济制度支付相应的医疗
费。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之前确保全部国民的
疫苗用量，相关费用约为6700亿日元(约合63.7亿美元)
。日本政府此前已与欧美的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基本达成
疫苗供给协议。

由于当前疫苗还处于研发阶段，专家预计疫苗最快
也得年底才可上市。由于初期供应量有限，日本政府提
出优先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相关医务工作者及易转成重症
的老年人等人群接种。

另一方面，部分民众也发出了不愿接种疫苗的声
音，他们认为疫苗研发时间较短，临床验证可能不充
分，安全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俄副总理：俄新冠疫情增长情况严峻 
2日俄罗斯副总理戈利科娃在莫斯科对媒体表示，俄

新冠病毒疫情增长情况严峻，但当局对此已有预见。
戈利科娃说，过去两星期俄新冠病毒疫情呈现稳定

增长态势。一方面，这与大量劳工返回工作岗位有关，
另一方面现在是秋冬季节，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流感
的高发季节。

戈利科娃表示，莫斯科的感染者占了新增人数的六
成。当前疫情与三、四月份疫情不同。彼时我们是在准
备应对一种未知病毒，而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医护人
员、足够的医疗防护用品、药品和床位。

戈利科娃提醒民众遵守卫生安全措施，否则将再次
实施隔离限制措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
示，目前尚未讨论因疫情而恢复隔离限制措施。

（来源:纵相新闻）

马来西亚日增新冠病例数再创新高
（新华社吉隆坡讯）马来西亚卫生部3日发布的新冠

疫情数据显示，该国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317例，刷
新1天前日增287例的最高纪录，累计确诊12088例，累
计死亡137例，累计治愈10216例。

马来西亚卫生部总监努尔·希沙姆当天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新报告病例全部为本土传播病例，其中近半
数来自该国东部的沙巴州。

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当天上午主持了应对新冠疫情
专门会议。会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近日马来西亚新
冠确诊病例虽增加较快，但多数来自监狱等封闭场所和
此前已报告的群体感染事件，疫情整体情况依然可控。
他强调，马来西亚政府将继续努力防控，希望民众保持
冷静，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日本新增577例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85451例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月3日0时至23时30分，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577例，累计确诊病

例达85451例。死亡新增6例，累计达1599例。（来源:央视新闻） 

印度新冠死亡人数超10万

数周后或将成全球病例最多国家
根据印度卫生部报告，截至10月3日，该国因感染新

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达100842人，确诊病例单日新增
79476起，累计达647万。

据《联合早报》报道，印度目前是全球病例单日增
幅最高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与巴西后，第三个死亡病例
破10万人的国家。

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印度的确诊病例预计将
在数周后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国、巴西与印度新冠确诊病例占全球病例的45%
，但印度死亡人数却远低于美国与巴西，其官方数据的
准确性此前也一直受到质疑。

印度平均每一万名新冠确诊病例当中的死亡人数少
于一人，而美国和巴西则平均每一万名确诊病例当中就
有六人死于冠病。（来源：澎湃新闻）

尼泊尔新增2120例确诊病例 总理三名顾问感染
（中新社加德满都讯）尼泊尔卫生和人口部10月3日下午公布数据说，过去24小时，各卫生机构对12978个样

本进行了检测，发现全国新增2120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达84570例。
同时，全国还新增了8例死亡病例，累计达528例。目前，尼泊尔全国的新冠治愈率已达74.1%。
加德满都谷地当天新增1177例：加德满都市新增1001例、巴克塔普尔市新增67例、拉利特布尔市新增109

例。这也是加德满都谷地连续第二天新增病例数超过一千例。
当天下午，尼泊尔总理奥利的首席顾问毕湿努·瑞马尔(Bishnu Rimal)在其社交媒体帐号上宣布自己的新冠检

测结果呈阳性，并敦促与自己有过接触的朋友们关注自身健康。尼泊尔总理奥利的新闻顾问苏雅·塔帕(Surya Tha-
pa)、外事顾问拉詹·巴特拉伊(Rajan Bhattarai)也在各自的社交媒体帐号上宣布自己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

前不久，奥利的私人医生沙阿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737万 死亡约20.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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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晚6时，全美

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7373881例，死亡209284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48166例，新增死亡764例。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法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逼近1.7万

累计确诊突破60万
当地时间3日，法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逼近

1.7万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法国累计确诊病例当
天突破60万例。

法国卫生部当晚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法国3日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逼近1.7万例，达16972例。法国官方累计
确诊病例当天突破60万例，达606625例。

当地时间9月24日，法国马赛，一名妇女在接受新冠
肺炎检测。

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在法国进一步扩散的趋势仍未
得到扭转。正在调查中的聚集性感染病例3日已经接近
1300起，达1294起，3日单日新增聚集性感染病例80
起；最近七天的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升至7.9%。法国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现为32198例，新增49例。

目前法国新冠住院患者6740人，其中重症患者
1289人；最近一周新增住院患者4087人，其中重症患
者849人；大巴黎地区目前仍有住院患者2201人。

由于法国首都巴黎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指标未见明显
好转，巴黎仍面临被列入“最强警报区”的风险。按照法
国卫生部长维兰的表态，如果巴黎疫情仍无好转的迹象，
巴黎可能最快于下周一(10月5日)被列入“最强警报区”。

如果巴黎被列入“最强警报区”，巴黎酒吧和餐馆将可
能关闭至少15天，同时法国官方还将要求巴黎市政当局执
行其他限制措施，以控制病毒进一步扩散。巴黎市长伊达尔
戈在3日《巴黎人报》刊登的访谈中对这一前景表示忧虑。

伊达尔戈表示并不赞成动员关闭餐馆和酒吧，仍会
尽其所能继续“维持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行”。
她警告新的防疫措施将给巴黎带来经济冲击，特别是失
业率会上升，造成“巴黎的经济动力停滞”。

伊达尔戈还表示，巴黎市政当局今年已投放2亿欧元
的直接援助，特别是针对贫困家庭和困难企业。她希望
法国官方能够提供补偿资金，以弥补巴黎市政当局的相
关额外支出和损失。（来源:中国新闻网） 

德国连续三日新增超2500例 将荷兰和苏格兰列为高风险地区
（中新社柏林讯）德国联邦疾控机构3日公布新增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563例，已连续三日新增超过2500例。截

至当天，德国已将荷兰本土大部分地区和英国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约克郡-亨伯等地区增列为高风险地区。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3日公布了这一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自9月以来，德国疫情反弹态势未

见扭转，其中单日新增确诊数近期已多次创下今年4月疫情趋稳以来的新高。
据德国“时代在线”更新的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日18时许，德国累计确诊298596人、治愈260829人、

死亡9672人。近七日(9月26日-10月2日)新增14650例。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官网更新的由德国外交部、卫生部和内政部共同确定的高风险地区名单中，新增了除西兰

和林堡两个省以外的荷兰本土所有地区，以及英国苏格兰全境和英格兰下辖的西北英格兰、东北英格兰、约克郡-亨
伯等地区。

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周边多国疫情亦正趋紧。截至3日，斯洛伐克、捷克、波兰等国单日新增均创下新
高。民调机构YouGov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仅5%的受访德国人计划在秋季出国旅行。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日前
亦表示，不建议人们利用今年秋冬季假期出国旅行。

另据德国“明镜在线”报道，根据其掌握的一份德国联邦卫生部文件，该部门目前正在计划于10月15日起推出
针对德国境内养老院的大规模新冠检测，以确保养老院内的老人、访客和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抵御感染风险。

俄罗斯新增9859例新冠确诊 累计确诊超120万例
当地时间10月3日上午，俄罗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里，俄罗斯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9859例，这是7月15日以来的最大增幅。另外，单日新增康复5563例，新增死亡174例。
疫情发生以来，俄罗斯累计确诊新冠肺炎1204502例、康复975859例、死亡21251例。目前共有207392新冠

肺炎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哈萨克斯坦累计确诊病例逾14.1万 电影业损失超百亿坚戈
（中新社努尔苏丹讯）哈萨克斯坦截至10月3日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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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万例，疫情已给哈电影
业造成高达100亿至150亿坚戈的损失(约合人民币1.57
亿元至2.35亿元)。

哈卫生部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
上述“两种肺炎”228例，维持了近日来的疫情趋稳势
头。截至3日，全哈累计确诊141484例，尚有近3300
名患者在接受治疗。

无论是“新增确诊人数”还是“在治患者人数”，
都显示哈疫情已得到控制。但为防止疫情反弹和应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第二轮疫情，哈政府提醒“不能放松警
惕”。截至目前，包括电影院在内的诸多文化设施仍未
完全恢复至疫情前运行模式。

哈财经新闻网“福布斯”网报道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对哈电影院线造成了严重冲击。根据新近的统计，哈
境内的影院自3月13日起临时关闭，至今仍未营业，行
业损失高达100亿至150亿坚戈(约合人民币1.57亿元至
2.35亿元)。

“疫情使哈萨克斯坦电影行业倒退至5年前的水
平。”该报道称，目前，全哈92家电影院中已有7家因
资金问题倒闭。业内人士担心，如果出现第二波疫情，
再度重启隔离，损失会更严重。

防范第二波疫情现已成哈当前抗疫工作重点。根据
哈政府工作会议近日作出的决定，10月份，方舱医院建
设、药品储备和分发、实验室检测能力提升、重新限制
和减少国际航班等措施须陆续得到落实。

此外，哈卫生部长1日透露，哈方目前正同中国、俄罗
斯开展新冠肺炎疫苗合作。哈国产疫苗将于今年年底前完
成一二期临床测试，一剂国产疫苗成本预计为2-3美元。

所罗门群岛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例
（新华社悉尼讯）霍尼亚拉消息：所罗门群岛总理

索加瓦雷当地时间3日表示，该国出现首例新冠确诊病
例，感染者是一名从菲律宾乘包机返回的男性学生，该
学生和另外两名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

索加瓦雷当天下午在首都霍尼亚拉召开新闻发布会
时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所罗门群岛曾向多个国家和
地区派出包机接回滞留在外的国民。按照所罗门群岛政
府的要求，所有乘客在登机前须接受3次新冠病毒检测，
并在抵达后48小时内再次接受该病毒检测。这名所罗门
群岛籍学生在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登机前，其3次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但在抵达所罗门群岛后的检测中被确诊。
目前，这名学生已再次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与他有密切
接触的另两名学生也已接受这一检测，其结果将于3日晚
些时候得出。

索加瓦雷在发布会上介绍说，这3名学生未出现明显
新冠症状，目前正在医院隔离。政府已启动密切接触者
追踪程序，例如在马尼拉与确诊学生有过接触者都将被
通知“需采取预防措施”，所有在包机上接触过确诊学
生的工作人员将被隔离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索加瓦雷表示，尽管出现首例病例，但仍希望民众
相信政府有能力控制局面，保障民众安全。

索加瓦雷还表示，目前不会采取大规模封城措施，
但政府将暂停包机计划，待完全掌控局面后再决定后续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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