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普
选监督机构发现，在2020年同步
地方首长选举竞选阶段第二个十
天，违反卫生守则事件翻了一番。

印尼普选监督机构成员Mo -
chammad Afifuddin 17日在雅加
达说，面对面竞选群集违规事件随
着竞选活动频繁而增加。

他说：“普选监督机构发现， 
10月6日至15日的竞选活动，违反
卫生守则事例达375宗，比9月26
日至10月5日竞选期的237宗增加

138宗。”
普选监督机构就上述违规事

件对候选人组合或助选团队予以
书面警告以至驱散竞选活动。

普选监督机构在竞选第二个
十天竞选期已发出233份书面警
告信，比第一个十天竞选期增加
163份。

他说；“根据普选监督机构
的记录，在举行地方首长选举的
270个地区中，有多达16468场群
聚竞选活动集会，比第一个10天的

9189场竞选活动增加许多。”
（小兀）

民主制度和宪法机制两者同
样是重要的。健全的民主制度将
产生有质量的宪法。宪法是维护
民主社会纯洁性的路标。民主生活应该不

只通过诸如大选这种合法的民主过程。
上街游行示威的民主行动其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它

完全受到宪法的保障。
虽然如此，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示威游行，极可

能产生新的疫情感染群。所以，当局建议停止有关反
《创造就业综合法》的示威。反对该项法令，可通过
向宪法法院提出司法审核。

这个建议来自佐科维总统。他于10月9日在视频记
者会上表示，希望对综合法不满意的社会各方，向宪
法法院提出诉讼。

但必须严肃指出，提出向宪法法院司法审查的建
议，不是把这个机构当作垃圾桶，让它远离宪法维护
者的宗旨。根据1945年宪法，宪法法院的判决是最终

判决，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裁决。
值得赞赏的是，虽然总统还没有签署该法令。已经

有两个方面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第一个是两位劳工
对该法令中有关工作时限，解雇遣散费和合格工资的
条款提出诉讼；第二个是由一个工会提出几乎相同的
诉讼。

公众必须对完全独立，没有受到权势干扰的宪法法
院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给予完全的信任。

自2003年成立至2019年12月，宪法法院共收到
2005宗诉讼，其中1317宗是对法令提出审核。迄今已
经判决的诉讼申请有397宗（占13.95%）被批准，余
下有1005宗（占45.81%）被拒绝，其他的不被接受。

虽然宪法法院有问责权，对司法产物进行司法审
核，立法者仍然被要求使用立法政治决策，把民众的

利益放在首位。
所以，在制定更好的司法产物时，应该

让社会参与对法令草案的讨论，使其更具透
明化，能够完善的结合法令和民众利益。

社会拒绝的司法产品和向宪法法院提出的诉讼越
多，应获得国会和政府的严肃关注。避免这期间的立
法政治决策出现错误。

公众应该认真监督《创造就业综合法》的审核过
程，而不是上街进行示威。这种上街行使民主权益的
方式，极易被某个政治集团所利用。日前已有政府官
员指责反创造就业综合法的示威是受某个集团挑唆，
政府必须能够以宪法授予的责权追查唆使示威的幕后
主谋，而不是毫无证据去指责别人。虽然警方已经逮
捕了一些人，应该按审讯程序，把他们提上法庭。以
维护民主和宪法机制的树立，俾使宪法不被当作垃圾
桶。

《印尼媒体报》2020/10/16社论，一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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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法院不是行政垃圾桶

印尼新冠肺炎最新疫情
（至10月17日下午截稿时）

确诊病例新增（4301）例，累计（357762）例
死亡病例新增    （84）例，累计  （12431）例
治愈病例新增（4048）例，累计（281592）例

（至10月18日下午截稿时）
确诊病例新增（4105）例，累计（361867）例
死亡病例新增    （80）例，累计  （12511）例
治愈病例新增（3732）例，累计（285324）例

（本报综合讯）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戈强
调，《创造就业综合法》旨在迎接全球竞争趋
势，促成印尼进步，人民幸福。

穆尔多戈10月17日在雅加达发表声明称，
民众一直抱怨国内冗长、繁杂、烦人的官僚服
务程序，现有许多条规重叠，对包括投资者的
业界带来营运环境不确定性。

穆尔多戈指出，我国竞争力排名处于马来西
亚和泰国之下，佐科维总统为此感到羞耻，他
希望印尼在全球竞争力能尽快挺进。

穆尔多戈说，最近国内政局如此活跃是一种
挑战。但我国不仅面临国内挑战，也面临着全
球性挑战。全球出现快速变化、充满风险、异
常复杂甚至有时出现惊人的现象。而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搞乱了原定规划，因而需要新

颖的思维予以突破。
穆尔多戈说，《创造就业综合法》正是响应

民众对繁杂官僚程序的抱怨，是我国亟需的条
规简化改革。通过该法令，政府在就业、收入
和福利方面提供更好的保障。至今计有3300万
人申请就业预备卡，可以想象我国有多大的就
业需求。而该法令将为中小微企业和合作社带
来多么美好的机会。

此外穆尔多戈说，《创造就业综合法》还将
实现印尼新面貌——国家进步；人民有自尊和
尊严以及竞争力、机遇和事业，生活又幸福。

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在156个国家当中，
印尼指数排名第92位，低于新加坡、泰国、菲
律宾、马来西亚，仅略高于越南、柬埔寨和老
挝。（小红）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戈：
《创造就业综合法》将促成国家进步，人民幸福

普选监督机构指出 违反地方首长选举卫生守则事例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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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打拉通讯社泗水讯）东爪哇省普选委员会公
布2020年同步地方首长选举固定选民数，最多为泗
水市，最少为勿里达。

东 爪 哇 普 选 委 员 会 主 席 C h o i r -
ul Anam 17日在泗水表示，泗水市固
定选民人数达 2,089,027人，勿里达
114,890人。

他说，东爪哇举行地方首长选举的
19个地区固定选民人数为18,615,191
人，其中男性9,186,198人，女性
9,428,993人。投票站48,607个，分
布在全省368个镇4,789个村。

根据2020年第5号关于2020年同
步地方首长选举阶段和时间表的普选委
员会条例，东爪哇19个县市普选委员
会截至16日已完成固定选民名单。

东爪哇将举行2020年同步地方首
长选举的3个市是泗水市、勿里达市和
岩望市，以及16个县为外南梦县、勿
里达县、惹班县、谏义里县、锦石县、

任抹县、拉梦安县、玛琅县、雅威县、巴芝丹县、波
诺罗果县、徐图利租县、西都文罗县、苏默纳县、德
冷卡勒县和厨闽县。（小兀）

东爪哇普委会公布固定选民人数
泗水最多 勿里达最少

（东爪新闻网泗水讯）16日晚上，东爪省泗水（Sura-
baya）市警署在Bhara Daksa大厅举行了主题为“泗水市民
强烈反对在东爪省的一切骚乱活动”宣誓活动。出席者有境
内的宗教团体，包括印尼穆斯林教士理事会（MUI）、伊联
（NU）、穆哈默迪亚（Muhammadiyah）与班渣西拉青年
团、安梭尔青年团、穆哈穆迪亚青年团等青年组织的代表。

泗水大都市警署长Jhonny Eddison Isir致辞称，在最近
的几次反《创造就业综合法》示威活动中，大多数的参加者是
初、高中与中专生，而且都会有破坏、骚乱事件发生，事态非
常严重。因此他发起了此次宣誓活动，让境内宗教与青年团体
能参与解决此一现象，维护泗水市的治安。1998年第9号法令
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因此只要抗议活动没有破坏与骚乱的发
生，警方是不会多加干涉的。泗水市的治安，要靠政府与市民
及各界人士的维护。由是，市民需要与市政府并肩合作才能达
成。（随机）

泗水警方与境内宗教和青年团体
举办反骚乱宣誓活动

（点滴新闻网占碑讯）占碑（Jambi）省监狱
的25名囚犯和6名员工确诊新冠。目前正进行隔离治
疗。

10月17日，防疫工作组代言人Johansyah对点
滴网记者说：“占碑监狱的25名囚犯和6名员工确诊
新冠。如今，他们与别的囚犯隔离开来，独处一间牢
房。”

10月14日，占碑第II级监狱有31人确诊，包括
无症状病患。

Johansyah说：“监狱卫生部与占碑省政府卫
生局协调，为病患提供医疗人员、维他命和治疗新冠
肺炎的药品。”（小兵）

占碑监狱25名囚犯和6名员工确诊新冠

（ 点 滴 新 闻 网 绒 网 讯 ） 1 7
日，东爪省绒网（Jombang）
县Diwek镇Watugaluh乡Nang-
galan村5位村民的6头牛疑遭窃。

一名共遗失2头牛的村民Ku -
zaini（43岁）对记者称，他被窃了
2头牛。Kuzaini的妻子Sri Wahy-
uni（36岁）称，他们饲养了6头
牛，凌晨时，他们听到牛叫声，以为
是牛只叫春声，并不以为意，但早上
5时许，他先生到后院的牛棚欲喂牛
时，才发现少了2头。他们循着牛的
脚印到了田间，便失去了牛的脚印。

Nanggalan村长Rofiq（50
岁）对记者称，除了Kuzaini的
2头牛遭劫，其他村民：Sugio-
no（55岁）、Bandi（48岁）
、Kudin（38岁）及Arifin（63
岁）各损失了一头牛。村民称他们的牛只约在午夜后
1时至3时被窃的。估计窃牛者是从民居后面的竹园
进村的，因竹园后面的Gus Gur街往西可以往Gudo
往东可以往泗水市。

Diwek镇警局长Achmad Chairuddin称，警方
接获村民报案后便与绒网警署刑侦处联手调查此案。
窃匪至少有2人，他们将窃到的牛只牵往田间，再牵
上停在竹园后面的卡车载走。（随机）

绒网一村庄村民共遗失6头牛

（东爪新闻网玛琅讯）15日13时许失踪的东爪省玛
琅（Malang）县Bululawang镇Bululawang乡乡民Da-
nang（38岁）与Titin两夫妇的1岁半男孩Bagus Satyo Ro-
madhan至今未寻获。

17日，大玛琅区Tenggana搜救队宣传处科长Nur Hi-
dayat称，因没有人证，因此由玛琅县红十字、多功能青年团
成员及Bululawang警局警员等组成的11人搜救队，至今尚无
收获。

Bululawang警局长Pujiono称，当时其父与爷爷在家聊
天，Bagus说要去对面的婆婆家玩。前后不到4分钟，Bagus
就失踪了，家人与邻居遍寻无果。有人称Bagus被人劫走，有
人说他跌入水沟被水冲走，众说纷纭。警方讯问周遭乡民，希
望有蛛丝马迹可寻，尽快寻获Bagus。（随机）

离奇失踪玛琅一男童至今未寻获

（点滴网泗水讯）10月16日凌晨5时，泗水东区Sutorejo 
Utara 住宅区，发生一起狠心的丈夫RTT（74岁）用铁锤结
束妻子RHG（73岁）生命的命案。

Mulyorejo警局刑侦部主任Harun 10月16日对记者称，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凶手杀人的动机，死者遗体与伤者RTT均被
送往苏多摩医院。

首先发现命案的是他们的孩子，他在现场发现母亲时已经
身亡，受伤的父亲也是全身是血。（尧尹）

泗水东区发生一起丈夫杀死妻子命案

（Okezone网雅加达讯）国家气象与地球物理局
报告，10月18日凌晨0时55分，朋姑鲁省Mukomu-
ko县发生里氏5.3级地震。

报 告 称 ， 地 震 中 心 位 于 南 纬 3 . 2 8 度 ， 东 经
100.23度，即位于Mukomuko县西南方向125公里

的海域，震源深度为27公里。
气象局确定，此次地震无引发海啸。
此前的10月17日上午7时36分，朋姑鲁省Mu-

komuko地区曾发生里氏5.4级地震。地震中心也相
差不远。

朋姑鲁发生5.3级地震

（Okezone网泗水讯）16日中午，东爪省泗水市Wono-
sari Wetan 街2巷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17日，一名证人Arif对记者称，当时其弟看到Achmad被
MN砍杀。从事泊车指挥员工作的MN以为Achmad对其妻有
意并常常挑逗她。十年来，邻居虽然居中调解过，但所有努力
都白费，惨剧还是发生了。

Semampir镇警局长Agus Aryanto对记者证实称，死者
Ahmad全身与头部被严重砍伤，其遗体被送往dr. Soetomo
医院尸检。事发后，凶手MN已举家迁走，目前警方正在对其
进行追捕。（随机）

泗水一泊车指挥员因妒火杀人
（安打拉通讯社Cisarua讯）西爪哇茂物（Bo-

gor）县警署阐述10月17日午夜12时半，在Cisarua
镇Puncak干道发生一辆卡车撞3辆摩托车及一辆汽
车的交通事故，致5人毙命多人受伤。

茂物警署交警长Fitra Zuanda称，死者为SA、N-
SA、C、DWY与EH，而7名伤者是DR、R、G、H-
P、RA、NB与N。

事缘一辆由EH（29岁）驾驶的Isuzu卡车从
Puncak驶来，由于其刹车系统失灵，撞上来自反
方向的3辆摩托车Honda Vario、Yamaha N Max-
、Honda Beat与一辆Daihatsu Grandmax小巴。
导致5人当场死亡，7人受伤。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
医院治疗。（尧尹）

Puncak一卡车撞3辆摩托车与汽车  5人死亡



第3版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经济新闻

（本报综合讯）工商界认为，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
仍按照2020年不予调升。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民
经济下行，不调升最低工资标准是正确的步骤。

工商会馆主管劳工和工业关系副总主席安顿（Anton J. 
Supit）10月18日接受点滴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说，调升最低工
资是不大可能的。按理说，当经济不景气，如何调升工资。

安顿表示，大家都能看到当下的情况如何。大部分
企业家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收入下跌困境，只有14%
还算稳定，另有约2%收入上升。鉴于此，他希望企业与
劳工方面能够互相理解。对于业绩比较好的企业，劳资
双方仍有谈判工资的空间，但对于处于困难的企业，希
望劳方体谅。

安顿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保住员工的饭碗。若在疫
情的肆虐下企业能够避免裁员，对劳工方来说已是万幸。

此前，印尼企业家协会总主席苏甘达尼指出，据他

所知，全国工资委员会提议2021年省和县市最低工资标
准不予调升，意即与2020年相同。

工商界对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不予调升的如此信
心，距离各省长于11月1日聚首制定2021年最低工资标
准仅两周。

苏甘达尼说，随着《创造就业综合法》的落实，原
成为制定工资的参考条例2015年第78号政府条例或将无
效。即使仍按照2015年第78号政府条例，即最低工资标
准按照国民经济增速和通胀率而定，也同样困难。因为
目前国民经济增速呈现萎缩，另外还出现通缩。

然而苏甘达尼强调，最低工资标准规定仍列入《创
造就业综合法》，予以取消的只有县市领域最低工资标
准，而省和县市最低工资标准还有效。

据悉，有关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调升的谈判已经开
始，劳资双方的意见矛盾也开始尖锐。印尼工会联盟主

席（KSPI）撒伊特•伊克巴尔认为，2021年最低工资标
准的升幅将与2020年相差不多，约8.51%，即按照去年
通胀率3%和经济增速5%为计算依据。（小红）

企业界：2021年不调升最低工资乃正确步骤

（独立网讯）西爪哇苏甲巫眉印尼Glostar制鞋企业（PT 
GSI）旗下制鞋业，因新冠疫情，对4,000名员工施行无薪资
解雇；上述信息是由印尼制鞋业协会（Aprisindo）经理Fir-
man Bakri发布的；此前，在社交媒体广为传开，有关苏甲
巫眉地方媒体报道，GSI制鞋业进行大规模解雇员工的简短视
频。

Firman于10月16日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新冠疫情的持
续，再加上订单的急速下滑，迫于进行大规模解雇员工，不过
厂方确定，会依劳工部长，列属偿付双月薪资的两项有关法规
规定，维护员工权益，虽则在公司来说，实属难于实施。

他进一步强调，并非所有在职员工遭遇解雇，盖因公司目
前尚保留为数8,000名员工。

与此同时，工业部纺织、皮革及鞋垫署署长Elis Masitoh
表示，尚未接获上述厂方，有关大规模解雇的申报。（简明）

苏甲巫眉Adidas鞋厂
因新冠疫情解雇4,000员工

（点滴新闻网德冷卡勒讯）东爪哇省政府为德冷卡
勒县，发放包括营业资本的经济资金以及生活日用品包
裹援助，以加固其在新冠疫情之下重振经济运作。

戈菲法省长于10月17日，在该县Manggala Pra-
ja Nugraha议事厅表示•，上述资助由政府银行，直
至社会保障机构等多方面合资而成，当天首往德冷卡
勒，预计次日将前往巴芝丹发放。

她进一步表示，该项面向各行各业中小微企业的
营业资助，期望有助于激发德冷卡勒县内民间经济
的发展，有望全体东爪哇民众，在当前疫情困境之
下，获取经济增长与卫生健康保障的双收益。

记者现场监控结果观察到，上述资助绝多发送予
中、小企业，全额介于数十万直至60亿盾之间。

此 外 ， 省 长 在 此 行 中 ， 也 为 国 家 土 地 局
（BPN），为全国土地行动工程（Prona）审议批出
的2,935份民间土地契约准证的发放，致使民众对自

身土地的拥有权得以确定而安心，民众自可供作申
办银行贷款，以激发经济运作。

另一方面，德冷卡勒暂摄县长Benny Sampir-
wanto表示称，希望所有资助收益者，尽可最大限定
地加于运用，来发展各自业务。（简明）

东爪哇省政府发放加强德冷卡勒经济援金

（Okezone网井里汶讯）印尼外国劳工保护机构(BP2MI)
，在一项于10月17日晚间，于西爪哇井里汶县Plumbon镇，
准非法外劳临时留宿所，施行突击搜查时，察觉有为数25名
准外劳(CPMI)正留后派送。

印尼外国劳工保护机构主任Benny Rhamdan，10月17
日向记者解释说，该25名准外劳，是由无准证招募外劳团伙
组织的，事前征收每名4，200至5，200万盾不等资金，应诺
寄送至波兰及台湾役工，诸准外劳历经2至12个月漫长等候，
不过迄今为止仍尚无着落，机构对上述准外劳的后续表达了极
度担忧之情，尤以来日抵达目的地之后，非法外劳募集者，预
计还会蓄意继续从中骗取利益，就从目前临时留宿所欠缺适宜
条件就可知一斑，事缘非法外劳募集者，总以多样廉宜手段刮
取尽多收益。

Benny表示，即将对上述招募者进行审查，倘确实非法的
无准证，即将交由执法当局查审。

名为Titin Marsinah的该机构负责人，总是收取来自名为
Lintas Cakra Buana招募公司负责人Lisa提供的准外劳人选，
而登录于印尼外劳工保护机构者，非上述位于Sidarja的Lintas 

Cakra Buana，而是位于雅加达
的Lintas Cakrawala Buana，
而后者也已停止业务。

身Titin告诉记者说，其动
机只是为留后出发的准外劳提供
方便而已，她接着顺此说明，从
事准男外劳业务，只是后一年的
事，而准女外劳，则已历经3年
时光。（简明）

虽已缴付5,200万盾手续费
非法外劳仍未如愿出行

（美都新闻网10月16日讯）Indometer调查机
构进行的调查结果反对《创造就业综合法》的一群
人并不完全代表公众。

16日，Indometer执行董事伦纳德（Leonard 
SB）表示，只有少数公众听说或了解综合法律，只
有31.2％公众知道，而68.8％则不知道。在知道综
合法的人群中，90.1％的人同意该法案，8.6％人表
示反对，其余1.3％的人不知道或不回答。

伦纳德认为，这是政府的重要注意事项，非常具
有战略意义的政策制定并未向公众传达。信息混乱
导致出现综合法相关的假新闻。

众所周知，创造就业综合法是佐科威总统发起的
一系列综合性法律中的第一套。其主要目的是简化
法规，其中更改数十项法律。

伦纳德说，那些同意这一观点的主要原因是，综
合法律可以创造就业机会（75.4％），只有13.4％
的人不同意，而11.3％的人不知道或不回答；多达
72.1％的人同意综合法能简化许可，15.7%的人不
同意，不知道或不回答为12.2％。69.4％人也同意
综合法将恢复国民经济，只有19.9％的人不同意，
而10.7％的人不知道或没有回答。

6 5 . 3 ％ 的 人 同 意 综 合 法 律 恢 复 中 小 微 企
业，23.1%人表示不同意，11.6%的人表示不知
道；60.5％的人同意综合法能促进投资，19.0％的
人表示反对，20.5％的人表示不知道；55.6％的人
同意综合法简化官僚，15.7％的人不同意，28.2％
的人不知道；52.2％的人同意综合法能解决重叠法
律，26.4％的人表示不同意，21.4%的人表示不知
道。

最近一周综合法相关的消息有所增加能提高公众
对此的了解。伦纳德说：“政府必须能够透明地解
释综合法律的内容以及为什么印尼需要这项法案。”

Indometer调查于2020年9月25日至10月5日
进行，通过电话方式联系了自2019年以来从上次调
查中随机选择的全国1,200名受访者。可信度为95
％，误差率为2.98％。

调查：多数民众支持创造就业综合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发布题为《为
何美国对中国蚂蚁集团的制裁可能是一种空洞的威胁》
的文章，认为美政府此举不仅不会实质性触及蚂蚁集团
利益，反而会伤害在中国依赖该应用的美国公司。

文章在开篇称，华盛顿可能很快将扩大对中国科技
公司的战争，并把目光投向了蚂蚁集团。但美国政府似
乎没什么办法实际损害到这家数字金融公司。因为与其
它引起美政府“不满”的中国科技公司不同，蚂蚁集团
在美国的业务很少。

“美国政府之所以担心蚂蚁集团，是因为它代表
了他们无法控制的新金融模式”，CNN援引纽约大学
兼职教员、咨询公司合伙人卡梅伦•约翰逊（Cameron 
Johnson）的观点分析道。不过CNN认为，这种制裁
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因为蚂蚁集团在美国基本上“没有
业务存在”，其总收入中只有不到5%来自中国境外，
美国“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与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同，蚂蚁集团不
需要使用国际结算系统SWIFT。当个人、公司或国家
受到美国制裁时，他们往往会被切断基本金融服务，因
为银行等依赖SWIFT结算美元交易。但据约翰逊称，
支付宝大部分都采取人民币支付，因此“不受美国约
束，也不使用SWIFT系统。”

CNN进一步分析道，对支付宝的禁令反而会损害
在中国依赖该应用的美国公司。早在特朗普政府威胁要
禁用微信时，美国在华公司就曾提出过类似的担忧。约

翰逊认为，如果美国公司被禁止在中国使用占主导地位
的数字支付平台，这“将压垮美国在中国的全部业务，
影响美国公司数十亿甚至万亿元的收入。”他甚至怀疑
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这确实会对美
国公司“产生影响”。

此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还曾建议政府阻止蚂蚁集团备受期待的首次公
开募股（IPO）。卢比奥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应
该认真考虑现有的选择”，推迟蚂蚁集团的募股计划。
但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美方禁止美国用户下载和使用支
付宝程序，也不太可能打消蚂蚁集团在股市首发的热
情。金融技术咨询和研究公司卡普罗讷西亚（kapro-
naasia）的创始人曾诺•卡普隆（Zennon Kapron）
就直言：“我看不出这会对（蚂蚁集团）投资人气、估
值或IPO的吸纳产生巨大影响。”（来源：海外网）

美国要制裁蚂蚁集团？CNN直言受伤的还是美企

资料图。（图源：视频截图）



（安打拉通讯社雅加达讯）
从业阶层党总主席艾朗卡•哈尔达
尔多称，2020年从业阶层党56
周年党庆活动将着重于力挺政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努力。

艾朗卡10月17日在雅加达朋
加诺体育场区内主持有关2020年
同步地方首长选举中普及宣传三
大防疫卫生守则的启动仪式时如
斯称。

该宣传活动是从业阶层党建
党56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由
该党秘书长Lodewijk F Paulus，
财政Dito Ganinduto，副总主

席Bambang Soesatyo、Azis 
S y a m s u d d i n 、 K a h a r 
Muzakir、Roem Kono、Nurul 
Arif in，从业阶层党建党56周
年庆典筹委会主席Agus Gumi-

wang Kartasasmita等党中央理
事会理事出席启动仪式。所有出
席者都执行卫生守则，并经过了
系列体检才能入场。

艾朗卡介绍，今年的党庆活
动主题为确保健康、经济复苏、
地方首长选举取胜，与我国民族
当前面临的挑战息息相关。在新
冠肺炎疫情之下，应当宣传的是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三大防疫卫生守则。因此，该党
通过分发400万支口罩、开设黄
色诊所给民众核酸检测等项目强
行卫生守则。（小红）

总主席艾朗卡：
从业阶层党56周年党庆专注于支持政府抗疫

（ 点 滴 新 闻 网 雅 加 达
讯）2004年9月7日涉嫌谋害
人权积极分子Munir的前鹰航
机师Pollycarpus于10月17日
下午，在北塔米纳（Pertami-
na）中央医院逝世。

10月17日，从业党秘书
Badaruddin Andi Picunang
对记者说：“我向北塔米纳医
院的医生确认Pollycarpus逝世
的信息。” 据悉，他是因新冠
肺炎逝世。

Picunang说：“他是否因
新冠病毒逝世，我不清楚。是
一位在北塔米纳医院当医生的
朋友妻子提供此信息。他是从

业党成员，最近他时常分发新
冠肺炎草药。”

Pollycarpus曾是鹰航机
师，他于2004年9月7日，涉
嫌谋害Munir罪证确凿而被判
14年监禁。经过8年监禁，于
2014年11月18日获有条件释
放。2018年获释放。（小兵）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
西爪哇前些时反创造就业综合
法示威引发骚乱，为此警方对
拯救印尼行动联盟（KAMI）
一些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揭
示，KAMI筹集上千万盾资助示
威活动。

西爪哇警区普通刑事侦探部
调查员对财务员L进行调查后揭
示，KAMI志愿者为示威行动提
供1200万盾资助。

西爪哇警区普通刑事侦探部
主任CH Patoppoi 18日对记者
说，该笔款项用于购买矿泉水
和包饭，然后分发给在西爪哇
地方议会大厦前示威的群众。

据点滴网获悉，KAMI 主席
团Sofyan Sjahril宣称，KAMI
志愿者确实捐款为示威者提供
物资援助，此举符合KAMI 10
月7日发布的3号公告。

众所周知，当时1名便衣警
察A在示威中被示威者用铁铲和
石块暴打。

西爪哇警区公关主任Erdi 
A Chaniago 12日在万隆市西
爪哇警区总部说：“我们的1名
成员头部被示威者用铁铲以及
石块暴打。”

他说，警方获悉后立即进行
追查，发现A在Sultan Agung街
1座建筑物受暴虐。警方遂逮捕
7名嫌犯，其中3名DR、DH 和 
CH被拘押，另外4名仍是嫌犯。

西 爪 哇 K A M I 通 过 现 场
协调员Robby Win Kadir
称，那被捕的3人是KAMI支持
者。（小兀）

（人民日报社讯）10月15日，印尼前
副外长、印尼外交政策协会主席迪诺•帕
迪•贾拉尔在美国《外交学者》发表题为
《为什么东南亚对特朗普的反华政策置若
罔闻》的文章，文章全文翻译如下：

最近几个月，世界见证了美国外交政
策的一个奇怪发展：出现了一种非常强

硬、敌对和对抗中国的政策。显然，美国
将抨击中国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希
望其他国家效仿。

笔者不知道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但
在东南亚，美国的反华主张不太可能有市
场。事实上，笔者接触过的一些东南亚国
家官员都表示，特朗普政府与当地的外交
现实脱节。

原因有几个。首先，东南亚国家对与
自身实际利益不相干的斗争不感兴趣。现
在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抗击新冠疫情，尤其
是在减少人员伤亡、度过经济衰退和应对
疫情的社会及政治影响方面。与中国对抗
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最不想要的。

其次，一些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疫
情的解决方案提供者。中国承诺将新冠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美国则没有这
种表态。在印尼，中国是首个承诺提供疫
苗的国家，并已达成协议，确保在2021
年初提供4000万剂疫苗。这个时间表与
中国公民获得疫苗同步。

第三，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务实地将中
国视为解决其经济困境的重要良方。他们
环顾该地区，发现中国是本地区——实际
上也是全世界——今年实现GDP增长的极
少数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向东南
亚国家保证，疫情前的经济计划将继续进
行，包括在未来几年将进口额提高到10万
亿美元的结构调整政策。这种情况下，指
望东南亚各国政府承诺全面反华，完全不
现实。

第四，特朗普政府呼吁全世界民主国

家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之战，也会让东南
亚人感到不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
国的外交政策已去意识形态化了。没有人
真的认为，中国的政治意图是要让东南亚
国家转向共产主义。

最后，除了东帝汶，东南亚国家都属
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如果东盟承担起反华
集团的角色，它就会立即失去其看重的“
中心地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特
朗普政府呼吁东南亚人反华，与华盛顿所
宣称的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不相一致。

今天，东南亚国家希望与美国和中国友
好相处，他们也希望美国和中国和睦相处，
至少在东南亚范围内。这个要求过分吗？
（作者为印尼前副外长、印尼外交政策协会主

席迪诺•帕迪•贾拉尔，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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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前副外长：
美国反华主张在东南亚不太可能有市场

警方直指西爪KAMI
资助万隆示威1200万盾

（独立网讯）印尼斗争民主党总主席美卡娃
蒂•苏加诺普特丽寄语该党青年团Banteng Muda 
Indonesia（BMI）在疫情之下应当拥有广阔视野
和开拓性的思维，且始终保持乐观态度。

斗争民主党秘书长哈斯多•克里斯迪延多10月
16日在斗争民主党举行并由全国各地党青年团理事

参加的线上会议上，表达了美卡娃蒂上述意愿。
哈斯多说，政治空间是活跃的，有望触及与

生命有关的基本事务，并掌握科技。政党的存
在意义，是让民族拥有智慧。美卡娃蒂希望来
自各不同背景的党内青年干部能够促成人民尊
严的提高。

美卡娃蒂还提醒，新冠肺炎疫情不知何时告一
段落，而它尤其对经济的影响甚大。斗争民主党以
及党青年团承诺，将始终与人民一起面对民族各种
挑战。（小红）

美卡娃蒂寄语斗争民主党青年团:
疫情中保持乐观

（点滴新闻网苏庞讯）西爪哇省苏庞（Sub-
ang）县Cikopo—Palimanan（Cipali）第
112,900公里高路段发生追尾事故，2人受伤，其
中一人是阿敏•赖斯（Amien Rais）长子Ahmad 
Hanafi Rais 。

10月18日，高路巡逻车主任Karyana表示，
当天午夜2时22分，三辆汽车发生追尾事故。当时
阿敏•赖斯的长子Ahmad Hanafi Rais坐在司机
旁，受伤颇重 ，司机受轻伤。当时三辆汽车从井里
汶同往雅加达，Hanafis Rais的汽车被后面的汽车
重重的一撞，又撞向前面的汽车。撞Hanafi Rais

的汽车，立即逃遁，而被Hanafi撞中的汽车，也不
知去向，只留下Hanafi的汽车。（小兵）

阿敏·赖斯长子在Cipali高路发生车祸

（独立网讯）美都查雅警区
发出指令，大凡参加《创造就业
综合法》示威行动的维安警员须
作快速检测。

10月18日，美都查雅交通局
主任Sambodo Purnomo Yogo
对记者说：“全体须作快速检
测，无一例外。”

SAmbodo的谈话，是继勿加
西警署发现有8名警员确诊新冠后
发出的。5名是在《创造就业综合
法》示威行动后发现的，3名是示
威前维安的警员。

Sambodo阐明，警方定期地
为美都查雅警区交通司警员作快
速检测。如今，凡参加示威行动

维安警员须作健康检查。所有警
员须严守防疫卫生守则，身上须
备有洁手液和戴口罩。

勿加西警署长Hendra Gu-

nawan 表示，5名确诊警员是于
10月5日至8日维护示威行动中参
加维安的。目前，该8名警员作自
行隔离治疗。（小兵）

8名参加示威维安警员确诊新冠

（点滴网雅加达讯）追捕丹
格朗监狱越狱逃犯Cai Chang-
pan的行动，以发现自尽的遗体
而宣告结束。

美都查雅警区公关部主任
Yusri Yunus 10月17日对记者
称，是日上午10时半，警方在
茂物（Bogor）县Jasinga村一
个焚烧轮胎的仓库里，发现了
Cai Changpan吊死的遗体。
其遗体已经被送往警察医院尸
检。9月14日Cai Changpan从
丹格朗监狱越狱，这位中国籍

囚犯在其囚室里挖了30米长的
地道逃出监狱。该囚犯在2名狱
卒的协助下挖地道，警方估计
Cai越狱后，躲在茂物的Tenjo
森林里，警方已经一个月在森
林里搜寻该囚犯，结果被发现
他在仓库里吊死。（尧尹）

丹格朗监狱越狱逃犯
被发现悬梁自尽

涉嫌谋害Munir前鹰航机师
Pollycarpus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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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联
合苏北华社联谊会，于10月
16日在苏北华联星洲日报
友谊大礼堂向棉兰市印尼族
群文化融合论坛捐赠3000
箱基本生活物资。因疫情期
间，捐赠仪式以视频连线方
式举行。捐赠方中国驻棉兰
总领馆捐赠2000箱，苏北
华社联谊会捐赠1000箱。

该基础生活物资包括10
公斤白米、2公斤白糖和2公
升的食油，将由棉兰市印尼
族群文化融合论坛分发给22
个棉兰印尼兄弟族群。

中国驻棉兰总领馆邱薇
薇总领事通过实时视频连线
在官邸参加活动，苏北华联
执行主席徐煜权，主席团吴
和敬，副主席张家礎及诸位
理事杜保国、吴明辉、张国
鑫，苏北华联青年团主席苏
达人、副主席宋达胜及几位
青年理事，苏北关注慈善与
人道协会主席翁荣光出席活
动。

棉兰市印尼族群文化融
合论坛（FPK）主席Wan 
Syaifuddin教授，副主席
H. Delyuzar博士，秘书
长Arwin Harahap，在
该机构理事马来由族，加
罗族，西马伦坤族，帕帕
族，多峇马达族，曼达岭

族，安科拉族，尼亚斯族，帕西希族（中
打板努里县），爪哇族，巽达族，米南
族，峇厘族，安汶族，米纳哈沙族，万
雅族，亚齐族，万登族，武吉族，巴达
维亚族，Padang Lawas Utara族，华
族，阿拉伯族及印度/泰米尔族代表陪同
下，代表棉兰市印尼族群文化融合论坛
（FPK）22个族群应邀参加活动。

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邱薇薇总领事首
先致词表示，疫情爆发以来，中印两国同
舟共济，相互给予坚定支持和真诚帮助，
积极加强抗击疫情合作。习近平主席和佐
科维总统三次通话并互致函电，两国就共
同抗疫、经济复苏等不断加强合作。10月
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
访华的印尼总统特使，对华合作牵头人、
统筹部长卢胡特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同印
尼建交70周年。希望两国以此为契机，
以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为两大主线，不断
巩固政治互信，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总领
馆此次和印尼苏北华社联谊会联合向棉兰
市印尼族群文化融合论坛捐赠基础生活物
资，希望与大家携手抗击疫情。相信在各
方努力下，印尼能够早日战胜疫情。

苏北华联执行主席徐煜权先生代表苏
北华联主席苏用发先生在捐赠仪式上表

中
国
驻
棉
兰
总
领
馆
联
合
苏
北
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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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
会
献
爱
心

向
棉
兰
市
印
尼
族
群
文
化
融
合
论
坛
捐
赠
三
千
箱
生
活
物
资

示，驻棉中国总领馆和华联此次捐赠基础
生活物资，是出于慈善与人道观念，并没
有政治意愿，希望大家特别是我们苏北省
棉兰市的印尼兄弟族群，可以齐心协力，
和衷共济，一起克服并战胜疫情。苏北省
许多兄弟族群融合在一起，希望通过棉兰
市印尼族群文化融合论坛，各个兄弟族群
能够和睦共处，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

棉兰印尼族群文化融合论坛主席Wan 
Syaifuddin教授在致词当中向驻棉中国总
领馆和苏北华社联谊会对棉兰印尼兄弟族
群的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很兴
奋能够接收到中国驻棉兰总领馆和苏北华
社联谊会捐赠的基础生活物资，希望该基
础生活物资可以减轻大家在疫情期间的困
苦，我们将把物资分发给各个兄弟族群，
也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健康。他进一步表
示，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印尼兄弟
族群的诸位领导们可以持续保持族群们的
友好关系，互相帮助，和谐和气地融为一
体。

随后，苏北华联执行主席徐煜权代表
邱薇薇总领事象征性交接2000箱基础生
活物资，苏北华联青年团主席苏达人在主
席团吴和敬与苏北关注慈善与人道协会主
席翁荣光的陪同下，象征性将1000箱基
础生活物资给棉兰市印尼族群文化融合
论坛，由该机构主席Wan Syaifuddin教
授，副主席H. Delyuzar博士和秘书长Ar-
win Harahap接领。

是日捐赠仪式，形式简单，意义重
大。在捐赠仪式上的同时，苏北华联也向
棉兰印尼族群文化融合论坛交接（已故）
廖章然先生在该机构代表华族职务一席的
替代书，该职务将由苏北华联宋达胜及卢
进安接替。（郑水萍 报道）

雅加达新明会（Chandra Naya）修
复团队负责人 Naniek Widayati指出，
包括印尼在内的世界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或
华人村庄都有可能成为旅游胜地，其中包
括新明会Chandra Naya之类的老建筑，
这些老建筑与现代建筑并存，成了另类亮
点。世界各国主要城市，包括旧金山（美
国），也都有唐人街，并成功吸引不少游
客。既是疫情期间，新明会唐人城景点依
然有游客来参观。

“我们对保护非常重视，特别是核心
建筑物的所有组件，尤其是地板和屋顶瓦
片，仍然是原始的。努力修复发霉的屋面
瓦，其中一些被打碎、打孔，因此我们将
它们带到了Jatiwangi Sinarmas工厂（
位于西爪哇省马贾伦卡县）进行成型。这
样与原始图像一样，就可以平铺破碎的
补丁了。总体而言，新明会（Chandra 
Naya）的核心建筑瓷砖中90％仍是原始
瓷砖。”

 新明会唐人城遗址仍然非常有趣，包

疫情期间  新明会唐人城景点依然受青睐

括旧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协调统一。此外，
老建筑坐落在私人土地上。巧合的是，在
以GCC（现代集团）超级街区形式出现的
现代建筑群中，有一处文化遗产建筑。 “
这更有趣，因为仍然有许多社会团体或社
区声称与新明会有情感关系。他们曾经声
称自己是新明会Chandra Naya学校的校
友，或者是摄影课程，空手道培训，乒乓
球等活动的参与者。”达国大学建筑学硕
士Naniek Widayati对媒体称。

现代化超市与新明会（Chandra 
Naya）文化遗产的融合是印尼独有的，
给人以独特且无与伦比的感觉。情感关系
或关系仍在建立，因此即便是在新冠大流
行之前，总是有某些社区人士在这里举行
活动。（慕华）

特具历史性的新明会核心建筑

古色古香的中华建筑风味 新旧建筑的协调并存

新明会修复团队负责人Naniek Widayati

疫情期间，新明会唐人城还是吸引游人的前来参观

邱薇薇总领事 徐煜权 Wan Syaifuddin教授

苏北华联执行主席徐煜权在副主席张家礎陪同
下，代表邱薇薇总领事象征性交接2000箱基础生
活物物资，由FPK主席Wan Syaifuddin、副主席
H. Delyuzar博士和秘书长Arwin Harahap接领

苏北华联青年团主席苏达人在主席团吴和敬，理事吴明辉，苏北关注慈善与人道协会主席翁
荣光的陪同下象征性交接1000箱生活物资，由FPK主席Wan Syaifuddin教授及诸位理事接领

FPK主席Wan Syaifuddin教授及诸位理事赠送
感谢状给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由徐煜权执行
主席代表接领

FPK副主席H. Delyuzar博士及诸位理事赠送
感谢状给苏北华联，由主席团吴和敬在苏达
人和翁荣光的陪同下接领

FPK主席Wan Syaifuddin教授交接
基础生活物资给印尼兄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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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是制造美食的“大本营”，也是很
多良药妙方的聚集地。英国牛津大学一项
新研究再次证实，蜂蜜在治疗感冒咳嗽等
呼吸道感染症状方面具有突出的医疗价
值。

英国《每日邮报》刊文指出，除蜂蜜外，
在厨房还能找到至少 9 种经科学研究证实
的“良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治未病科主任、副教授邝秀英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详细解读。

蜂蜜：治咳嗽胜过抗生素
牛津大学的这项新研究发现，与抗生

素和非处方药相比，饮用蜂蜜在减少感冒
咳嗽频率和缓解咳嗽严重程度方面，效果
分别高出 36% 和 44% ；与抗组胺药苯海拉
明相比，咳嗽严重程度降低 50%。蜂蜜还
可使荨麻疹康复时间缩短两天。但专家提
醒，1 岁以下婴儿不要吃蜂蜜，因为细菌容
易在婴儿肠道生成毒素，导致潜在的致命
肉毒杆菌中毒。

点评 ：《本草纲目》指出，蜂蜜具有和
营卫、润脏腑、通三焦、调脾胃的作用，中医
临床常用于治疗脘腹虚痛、肺燥咳嗽、肠燥
便秘、目赤、口疮等。对感冒、肺炎引起的
干咳无痰、咳喘无力、咳嗽胸痛，蜂蜜均有
润肺止咳作用，是风靡海内外的枇杷膏主
要成分之一。给孩子治疗咳嗽时，只要将
蜂蜜与柠檬混合，让他们在睡前喝下一两
勺即可。应注意的是，治咳嗽仍须遵守辨
证论治的原则，痰湿型咳嗽，蜂蜜则不太适
合。

小豆蔻：辅助治疗胃溃疡
小豆蔻有护胃功效，甚至可缓解胃溃

疡。其关键原因是小豆蔻中的有效成分可
抵御幽门螺杆菌，而该细菌正是导致多数
胃溃疡的罪魁祸首。

点评 ：豆蔻又名草果，有草豆蔻、白豆
蔻、红豆蔻几种，辛辣芳香，性质温和，能化

湿行气、温中止呕、开胃消食。《本草纲目》
记载，豆蔻能治伤暑吐下泄痢、噎膈反胃、
痞满吐酸、痰饮积聚等，因此临床会作为缓
解胃病、胃溃疡的常用药。炖肉时，待肉达
到五成熟后放入几粒豆蔻，风味与护胃效
果即可兼得。

欧芹：抗癌消肿
研究表明，欧芹中的重要植物化合物

芹菜素有益对抗基因损伤，进而降低癌症
风险。研究还发现，欧芹是一种天然利尿
剂，可刺激肾脏，帮助排尿消肿。其富含的
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和铁同样对健康
有益。

点评 ：欧芹有叫香芹。不仅芳香浓郁，
而且营养丰富。香芹中的芹菜素、类黄酮
都是天然抗氧化剂，有助消除体内过多的
自由基，从而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长。此
外，香芹是一种富硒食品，硒也有一定的防
癌作用。香芹可切斜厚片焯水，然后与腰
果、虾仁一起炒，或可与胡萝卜、苹果搭配
榨汁喝。

甜菜根：利尿降压
研究证实，甜菜根汁中的硝酸盐可在

人体内转化为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有助扩
张和放松血管，改善血流，进而降低血压。
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经常饮用甜菜根汁可
改善大脑供血，预防老年痴呆症。

点评 ：甜菜根也称为火焰菜、红根甜
菜、紫菜头、红菜头。甜菜根含有的天然硝
酸盐较其他食材多，因此利尿降压效果相
对更好。甜菜根所含糖分较高，属于高渗
性食物，食用后也能通便利尿，不过同样因
为含糖较多，不宜多吃，特别是糖尿病患
者。其常见食用方法是切丝凉拌。

小茴香籽：缓解眼痛
小茴香籽有助和胃消肿，传统上也用

于缓解眼部炎症和痛痒。将一茶匙小茴香

籽或两个茴香茶袋用开水浸泡，再用冷却
过滤后的茴香溶液浸泡棉球，冷敷于眼部
即可。

点评 ：小茴香是常用的药食两用食材，
中医认为其味辛，性温，有散寒止痛、理气
和胃的功效，可作为调味料加入汤粥中。
小茴香籽溶液有行气止痛、止痒消炎的作
用，对长时间过度用眼造成的眼睛疲劳、抵
抗力不足引起的眼部炎症及痛痒等有一定
缓解作用。但眼痛症状严重者，或其他原
因引起的眼部炎症则要及时到眼科就诊。

迷迭香：提神醒脑
研究发现，闻一闻迷迭香有益提神醒

脑，提高注意力、记忆力和警觉性。其中起
关键作用的是新鲜迷迭香中的复合桉叶
素。另外，迷迭香中的活性成分迷迭香酸
有助于抑制过敏反应和鼻塞。迷迭香泡茶
饮用也有助于缓解胃部不适和恶心。

点评 ：迷迭香是一种名贵的天然香料
植物，西餐中经常使用。迷迭香香味浓郁，
所含独特的有效成分较多，尤以提神醒脑
效果突出，制作一个迷迭香香囊佩戴是不
错的选择。

蘑菇：提高免疫力
蘑菇中富含维生素 D 和重要抗氧化

剂硒，两种营养素都有助增强免疫力。澳
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份蘑菇，免
疫系统抗击病毒的能力可提升 50%。

点评 ：蘑菇富含的赖氨酸、维生素 D、
硒等有效成分确实有增强抗病力、增加血
色素等作用，但每天吃一份蘑菇就能大幅
提高抗病毒能力的结论尚需更多证据。建
议每日饮食中保证一定量的蘑菇摄入，炒
食炖煮均可，但别指望仅靠它提高免疫力。

大蒜：防心脏病
研究发现，大蒜有助于降低血小板聚

集、减少血栓形成，进而降低心脏病发作风

险。大蒜中的大蒜素发挥着关键作用，生
大蒜的抗凝效果更好，是洋葱抗凝效果的
13 倍。不过专家提醒，有出血问题或正在
服用抗凝药的患者，吃大蒜前最好咨询专
业医生。

点评 ：大蒜素不仅有抗凝作用，也利于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水平，这
是大蒜有助预防心脏病的另一大原因，建
议生食。

菠萝：促进消化，抗炎去痛
菠萝中的消化酶菠萝蛋白酶有助于分

解肠道中的蛋白质分子，特别是肉类蛋白
质，使之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研究表明，菠
萝蛋白酶还可减轻术后炎症、肿胀、瘀伤和
疼痛，其效果与非处方消炎药相当，可缩短
手术或剧烈运动后的恢复时间。

点评 ：《本草纲目》指出，菠萝性平，味
甘、微酸、微涩、性微寒，有清暑解渴、消食
止泻、补脾胃、固元气、益气血、消食、祛湿
等功效。菠萝是菠萝蛋白酶的唯一食物来
源，不仅能有效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还能
增加肠胃蠕动，促使消化不良的病人恢复
正常消化机能。菠萝生吃或入菜、入饭均
可，但在消除炎症方面，其只能作为辅助之
用。此外，痰湿体质、胃酸较多者不宜多吃。

姜黄：缓解关节疼痛
姜黄根粉富含的植物活性物姜黄素

有抗炎作用，其效果甚至超过某些消炎
药。姜黄与黑胡椒及脂肪类食物同服，有
助于缓解关节疼痛。经常少量摄入姜黄
根粉，对缓解或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有好
处。

点评 ：中医认为姜黄味辛苦，性温，能
行气破瘀，通经止痛，临床主治肩臂痹痛、
跌打损伤等，故少量使用能缓解关节疼痛。
姜黄根味道辛辣，生吃难以下咽。吃姜黄
根的最佳方式是磨成粉末，加到日常食品
中。

厨房 解决头疼脑热

很多人都有便秘的毛病，虽然便秘不
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长期出现便秘预示
着身体出现了问题。对此，重庆华龙网刊
文介绍了预防便秘的防治措施。

长期便秘可能会引起这些疾病 
1、消化系统。长期严重便秘会伴有营

养不良。因为吃进去排不出来，腹胀难受，
不敢进食。便秘不仅是结肠功能的紊乱，
结肠菌群失调，亦会导致小肠细菌的过度
生长，表现出腹胀、恶心等症状。肠腔压力
增加及菌群失调使得粪便进入阑尾，或者
阑尾中细菌异常增长，导致阑尾炎。部分
病人还表现出口臭。如出现腹胀、腹痛、呕
吐情况，建议尽早就医，以免产生不可挽救
的后果。 

2、心脑血管系统。长期便秘会让人心
烦意乱。长期便秘属于应激状态，在这种
情况下，病人体内肾上腺素 - 血管紧张素
系统被激活，可能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有
联系。如患者有高血压，或者曾出现脑出
血，奋力排便非常危险，很多脑血管病患者
就是在用力排便时突发脑出血去世的。如
伴有肝硬化失代偿，特别是并发肝性脑病

的患者，保持大便通畅尤为重要，便秘容易
诱发肝性脑病。 

3、精神心理。最新诊断标准提出了
便秘属于一种肠 - 脑互动障碍疾病，有一
个名词叫作肠 - 脑轴，肠道与神经系统
关系密切。便秘患者生活质量不高。排
便失败本身是一种失败体验，会导致不愉
快，长期负面情绪的积累容易导致焦虑抑
郁状态。

4、肠道菌群失调。便秘与肠道微生态
关系密切，肠道菌群紊乱与多种疾病有关。
不少便秘患者在便秘的同时还伴有月经不
调、面部痤疮、皮肤过敏等。

改善便秘合理生活习惯很重要
三餐要规律，多吃蔬菜、水果、豆类等

含维生素和纤维素较多的饮食，少吃辛辣
食物，如辣椒、芥末、姜等 ；大便最好定时，
注意每次时间不要太长。如条件许可，尽
量抽出 1 小时做体育锻炼。一旦发生便秘，
要改变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可多食用利于
消化的食物，如酸奶、蜂蜜等 ；如便秘严重
产生不适感，要及时到医院检查，不可盲目
使用泻药。

长期便秘  引发身体疾病 

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病，
最典型的表现是引起患者活动后呼吸困
难。然而，慢阻肺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
只局限于肺部，它还可以引起神经、消化、
内分泌等多系统疾病，其中包括骨质疏松。

北京《生命时报》刊文指出，慢阻肺之
所以会影响骨头，主要有 3 点原因。

1、活动少。由于肺功能下降，慢阻肺
患者往往活动耐力较差，常常一动就觉得
累，更有甚者连吃饭、上厕所都成问题，更
别提参加户外活动了。然而常年待在家里，
日光照射时间较少，合成活性维生素 D 减
少，进而影响钙吸收。

2、营养摄入不足。慢阻肺是一种慢性

消耗性疾病，患者常合并营养摄入不足，肠
道钙质吸收不足与骨基质蛋白合成不足，
都可能引发骨质疏松。

3、激素副作用。慢阻肺急性发作时，
临床会对患者应用全身激素，若患者激素
使用不规范，也会显著增加骨质疏松风
险。

慢阻肺患者要想预防骨质疏松，首先
要做到生活规律，戒烟酒、勿熬夜，不能因
为活动后感到累就不活动 ；饮食要做到营
养均衡，多摄入含钙、低盐以及丰富蛋白质
的食物，如牛奶、鸡蛋、瘦肉等。其次，要做
好急性发作预防，避免受凉、接触流感患
者，提前接种流感及肺炎疫苗。

得了慢阻肺  骨头易变脆

四招延缓卵巢衰老
卵巢是维护女性内分泌系统平衡的重

要器官。随着年龄增长，女性在 45 至 50
岁时，卵巢开始逐渐萎缩，功能逐渐衰退，
身体出现一系列更年期综合征症候群，月
经失调、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慌头痛、焦
虑多疑、腰腿酸痛等。

《广州日报》报道，武警广东省总队医
院优生优育技术中心妇产科蒋梅副主任医
师介绍了四种保养卵巢的方法。

1、健康教育。让广大女性充分了解卵
巢的生理功能和卵巢早衰的异常表现，获
得科学正确的卵巢保养的保健常识，不要
误信美容机构推出的那些所谓“卵巢保养”

方法和食用大量的保健品，在出现卵巢衰
退的早期及时就医。

2、良好生活习惯。平日里多吃鱼、虾，
多喝牛奶，经常锻炼身体，避免熬夜，保持
好习惯可推迟绝经年龄，延缓卵巢衰退。

3、保持健康心态。学会劳逸结合，适
当释放身心压力非常必要。

4、重视疾病防治。营养不良可影响卵
巢功能，不要过度减肥。平日可以食用维
生素 E、钙剂，增强卵巢功能，维持生育能
力，起到抗氧化、衰老的作用，少摄入盐类、
酒精、咖啡等容易导致骨质疏松，慎做卵巢
及影响卵巢血液供给的手术。

患病催人老，癌症也如此。
北京人民网报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莱恩伯格综合癌症中心的科
研人员考察了癌症及其治疗对衰老的影
响。结果发现，在接受了化疗的年轻癌症
患者和身体虚弱的年轻癌症幸存者体内，
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水平更高。以往研
究表明，一种名为 p16INK4a 的蛋白质能减
缓细胞分裂。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生成
了更多的这种蛋白质。

研究人员利用这种蛋白的基因表达水
平作为年龄标志物，表达得越多，反映身体
越衰老。

研究者分析了 60 名癌症幸存者（皆为
儿童青少年）的细胞，并将其与 29 名没有

癌症病史的同龄人的细胞进行了比较。该
基因在幸存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组，他们“实际上”衰老了 25 岁。

另外，有 9 名幸存者的身体比较虚弱，
与不虚弱的幸存者相比，前者体内该基因
的表达水平更高，早衰了 35 岁。研究人员
还发现，新确诊的儿童青少年癌症患者在
接受化疗后，他们体内该基因的表达水平
也高于治疗前。

发表在《癌症》上的这项研究成果认
为，将升高的 p16INK4a 基因表达水平作为
衰老标志物，有助于识别出癌症幸存者变
得虚弱以及出现功能性残疾的风险 ；同时，
还可以提示某些癌症治疗方法对促进或减
轻早衰的影响。

恶性肿瘤催人老



2010年10月初，亚细安华文文
艺营第12届在泰国曼谷Mandarin酒
家开幕，第12届华文文艺营，轮值
泰华作协主持的。

这次文艺营，参加的有新加坡作
协会长骆明，菲华作协会长吴新细，
马华作协会长叶啸，印华作协会长袁
霓，汶华作协会长孙德安，越南寻声
社社长冬梦，缅甸文化协会会长许均
铨，特邀嘉宾有香港名家东瑞夫妇，
日本文大学教授荒井茂夫，还有中国
多位作家，美国作家等。

是日10月10日，泰国名家司马
攻，由孙女扶着到酒家与各国嘉宾见
面，并作简短欢迎词。

主办国泰华作协会长梦莉致开幕词：亚
细安文艺营第一届的创会的发起人是新加
坡，接着第二届和第六届，我们立足于现
实，着眼于未来，对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是本届亚细安文艺营主要议程。

会长梦莉，泰国华人，在中泰还未建交
之前，冒着风险把中国机械产品引进到泰
国，现建立了永泰有限公司，曼谷航运公
司，代理各国的航运，她又是广东暨南大
学海外特约研究生。曾出版有《烟湖更愁
一段愁》《在月光中砌造一小塔》等。

新加坡作协会长骆明，是创亚细安文艺
营发起人，历任所至，每次在任何文化艺
术活动，都会与他相遇，但年龄一年增一
年，他要让贤给副会长刘笔农。

印华作协会长袁霓，她在2009年新一
届理事会，眼看印尼华人教育的复苏，政

府积极的推广。初次加入作协只有
30人，如今已有200多人。有此会
员和俱乐部，在雅加达、万隆、牙
律、展玉、苏甲巫眉、井里汶、北加
浪岸、三宝垄、麻里巴板、坤甸、棉
兰、巴淡、泗水印华作协东区负责人
顾长福，他的正业是饮料，2016年
由香港获益出版馆有《长福诗集》上
下两巨著。

缅甸作家许均铨，他是出生于缅
甸仰光，但他是澳门居民，祖籍广
东台山，曾是中国西南公共关系专修
院，先后在东南亚投稿，有所斩获。

越南寻声社社长冬梦。祖籍广东
中山，1957年生于越南，他是美国

《新大陆》诗刊编委，这次亚细安文艺营
与各国写作同仁见过面很满意。

马华作协会长叶啸，是由2007年担任
以来，提出多项改革，世界华文作家网，
便是其中重要议程，因为他看到世界各国
华文作家，尚未积极走向宽阔无疆网络世
界，靠的是传统方式的交流步伐，显得缓
慢……

这项雏议，引起了菲华作协柯清淡会
长的反应：柯会长有意组织访问台湾，在
两岸一家亲的框架下，以《薪传月刊》作
为见面礼。大家知道《薪传月刊》长期以
来，有厦大退休教授黄炳辉和泉州华侨大
学阮温凌教授，长期撰写《艺术形象探赏
集》给《薪传月刊》对于访问台湾，一定
马到成功！

注：“薪柴未烧尽，火种尚燃烧”之意。

         
                

海浪 译

JENDELA  KEARIFAN

343 大道以多岐亡羊。
     Jalan besar yang banyak cabangnya, menyebabkan kambing tersesat. 
    (Kebijakan yang terlalu banyak variasinya, 
      membuat orang   kehilangan arah.)
344 短不可护，护短终短；长不可矜，矜则不长。
      Kekurangan tidak boleh dilindungi, bila dilindungi akan selalu 
      menjadi kekurangan; kelebihan tidak boleh dibanggakan, 
      bila dibanggakan maka bukanlah kelebihan.
345 糖食坏齿，甜言丧志。
     Makanan bergula (manis) merusak gigi,
     kata-kata manis  merongrong aspirasi. 

                                (情系群岛qingxiqundao.blogspot.com)       

智 慧 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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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九公道：“还没有这个福分，不过
阳国师的侄子已经应承了我们，只待我们
立了功劳，他就可以代他爹爹作主，收录
我们。实不相瞒，今晚我们正是奉了阳公
子之命，在此聚会，给他办事的。这小子
偷偷躲在这里，窃听我们的秘密，他也已
经坦然直认是和我们作对的了，不知屠公
子何以要庇护他。” 

屠龙哈哈笑道：“各位看走眼了，
这人并非小子，实不相瞒，她是我的娘
子！” 

此言一出，群盗都大为诧异。贺九公
毕竟是个富有经验的行家，仔细一看，果
然发现了杨婉的“异相”：最显著的是没
有喉结，可以证明她确是女子无疑。 

但 贺 九 公 还 是 觉 得 奇 怪 ， 心 里 想
道：“以屠公子的相貌武功，竟会娶个
丑女为妻，倒是怪事。这且不说，这小
丫头口口声声痛骂我们勾结鞑子，分明

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却又何以会嫁给他
呢？” 

屠 龙 好 似 知 道 他 们 的 心 思 ， 笑
道：“我这娘子给奸人引诱，误入歧途，
改容换貌，背我私逃，也怪不得各位与她
为难，但我念在夫妻的情义，还是想请
各位稍稍给我一点面子，让我自己了断此
事！” 

贺九公料想其中定有曲折，不便多
问，当下打了个哈哈，说道：“夫妻间闹
点别扭，亦属寻常。屠公子的家事，我们
自是不敢过问。”接着对杨婉作了个揖，
说道：“屠嫂子，请恕我们有眼无珠，刚
才多有得罪了。”率众退了，站在四边，
看这场热闹。 

杨婉一直沉住了气，默运玄功，积聚
气力，恢复疲劳，对他们轻佻的举止，侮
辱的言语，宛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屠
龙以为杨婉自知已是逃不出他的掌心，准

备向他屈服了，禁不住心花怒放，上前说
道：“杨姑娘，但求你回心转意，我是既
往不究，像以前一样的欢喜你。” 

话犹未了，杨婉唰的一剑就刺过来，
喝道：“放你的屁！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
亡！” 

屠龙冷不及防，百忙中一个肘锤撞
去。杨婉剑法精奇，吃亏在气力不足，虽
然喘息已定，疲劳也尚未恢复。给他一
撞，长剑歪过一边。“嗤”的一声响，剑
尖只是刺破了他的衣袖。 

屠龙看出杨婉用的乃是宝剑，暗自叫
声“好险！”他这一撞，肘端若非正好撞
着无锋的剑脊的话，只怕他这一条手臂已
给宝剑切下来了。 

贺九公吃了一惊，叫道：“屠公子，
你这位娘子正在气头上，恐怕不会听你之
劝，你不伤她；也得提防她伤了你！”

（249）

三言两语

（泗水）潘秀红分享心得（廿二）

两岸焦点

相
聚
湄
南
河
畔

李 
金 
昌

一 凡

当看到狗狗失血过多而死亡，我当时就
在想是否有过给动物输血一事。

于是查看好多资料，书上记载的，有比
较感兴趣的是以下这一些，也可作对照参
考。

每个人的DNA都不同，化学上叫脫氧
核糖核酸。说它能决定你的特征，长相，
身高等。真不可思议！科技越先进，震惊
了遗传学界，让人更惊讶万分!一般人只
知道查血型，想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骨肉而
已。今天听了曾教授生前的讲座，才稍微
了解到范围很广泛。甚至包括未来适合本
人的事业，将来会得什么病，几时死去都
能测出来。

早年，就有一位外国皇家的医生，因为
有权有势，看到好多妇女产后崩漏，失血
过多而死去。他就大胆采用输血疗法，有
的真能救回来。

后来又有外国专家发现血型不同，血液
不配，既然输血，身体也不能接受。经过
不断研究后，才演变为现代的A血型，B血
型，AB血型，O血型。

1921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推
广，使用A血型,B血型,AB血型,O血型这四
种血型。

有专家用血型判断运势和性格以及预测
疾病。

不同的血型与疾病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这多么神奇，就提笔写下，不过我抄的并
不完整。

O型:新陈代谢旺盛，要控制自己的情
绪。健康策略:以瘦肉为主，防止肥胖.保
持睡眠规律。容易罹患的疾病:胃溃疡，
十二直肠疾病，肝硬化，胆囊炎，哮喘等
疾病。运动适合带氧运动，如武术，踢足
球，快步走等。

A型:耐力较强，但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较

高。健康策略:提高免疫力，注意保暖，多
吃素食，保护肠胃。建议:如有腹痛，饱胀
不适，消瘦，食欲减退，呕吐，便血就要
就医。

B型:比其他血型更健康一些，不过
容易患伤风，骨病，泌尿生殖系统，口
腔，乳腺等疾病。健康策略:中草药尤为
重要，以甘草为最佳，还有松子，龙眼等
有好处。

AB型:反应比较敏捷，患哮喘比率最
高，有遗传性倾向。健康策略:控制体重，
远离烟酒，谨慎食用过敏性食物。比如:
鱼，虾，巧克力等。要少吃多餐，避免油
炒，用蒸煮烹饪最好。

既然了解自己的血型，增加了知识，不
是说一定会患病的。只不过是预测而已。

我是A血型，这里写的忍耐能力很强，
自我控制能力也强，平时不会经常受到疾
病的困扰，也许是吧。免疫力相对比较
弱，容易罹患流行性感冒，风湿病，心肌
梗塞，研究证实，胃癌，食道癌等有密切
关系.建议多吃素食以及天然，未加工的食
物.有利于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肠道蠕动。
不适合做剧烈运动，建议选择气功，太
极，瑜伽，静坐，冥想，可使心静气和，
有助保健身心.

说到素食，我也会吃得下。有时素食
朋友来访，我也会请他们吃，就是别太极
端，锅，铲子等要另外一副，这可做不到
了。家里有小孙，总不能随心所欲，他们
正在成长阶段，我也不太同意他们完全素
食，书上教的4sehat 5sempurna.又该怎
样解释。

说到运动，倒是做得到，我静坐，冥想
已很多年，也许这就是我的保健身心吧！

我认为专家研究出来的，也是有根据。
还有7，80巴仙的准确性。

             第29章 

比翼凌空悲铩羽
连枝大地感同怜

        图 谋
美频打“台湾牌”
却拒绝为“台独”埋单
强推军售

        沦 落？
归咎于党名“不符合时代潮流”
台湾国民党陷入“改名风波”
迷失方向

        切 断
处心积虑鼓吹与大陆“脱钩”
只会加深台湾经济“失血”
自寻末路

        肮 脏
利用两岸学术交流窃取情报
大陆破获数起台湾间谍案
玩火自焚

        严 惩       
大陆公布台湾间谍案
给民进党当头棒喝
斩断黑手

           制 裁
“港独”“台独”分子相互勾结
对台海局势稳定造成威胁
国安立法

          控 制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谈青岛疫情
采样逾千万份 坚信不会大规模传播
无须担忧

          腾 飞
中国黄金周数据亮眼
民间消费强力回升
全面复苏

         引 擎
唯一保持正增长
中国经济稳步发展
一枝独秀

         深 化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科技创新

2020年10月10日是《千岛日报》创办20周年纪念日，许多国内外
的作家文友，纷纷撰文表达对《千岛日报》的赞扬与期许;华社团体与个
人，也都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这是对《千岛日报》的关怀备至和深情的
爱护。

疫情之下，人人自危，《千岛日报》也正在经受这场风雨飘摇!出于对
纸质媒体《千岛日报》的前景，文友们也为《千岛日报》如何度过难关而
建言献策。

有人提议，限期一年，每个人每个月乐捐十万盾。有的说请所有三语
学校的老师，尤其年轻的老师，都来订阅《千岛日报》，这样既可提高报
纸的销售量，也能让教师们从刊载的文章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不少人也在
各自的朋友圈转发支持《千岛日报》的呼吁信，希望社会上各阶层的人
士，都来订阅《千岛日报》，如此诚挚的爱心行动，真令人感动。

也许当中的朋友会说，看不懂中文，订中文报没有用，但我们要诚恳
的告诉他们，不懂中文不要紧，主要是支持东爪哇唯一的华文报纸，华文
报纸是我们华人的根，通过华文报纸可以了解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更是
保护我们华夏文化的永续传承，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鼎力支持。

《千岛日报》报道详实，传播正能量，为印尼祖国政界、工商界、教
育界、印华文坛建造一座交流平台，让读者获取正确的信息。

众志成城，滴水穿石，文友们的建议都是出于对《千岛日报》的爱
护，只要对《千岛日报》有利，什么渠道都可行，没有攻不破的困难，大
家同心协力，《千岛日报》，一定能够继续走下去。

拥护《千岛日报》 尚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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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体育讯)2020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750)
半决赛10月17日展开，男单比赛中，安东森
21-17、21-15战胜中国台北一哥周天成，打进今
年第二个男单决赛，将和同胞格姆克争冠，后者以
21-14、21-17击败日本人西本拳太，打进生涯最
高级别男单决赛 。这样，丹麦赛十年来首次有本
土球员夺得男单冠军(2010约根森)。

女单比赛中，2号种子奥原希望21-10、21-7
横扫加拿大人李文珊，本赛季首进决赛，将和马
林争冠，力争终结女单决赛七连败。马林以21-17
、21-11淘汰德国人李怡逢，打进今年第三个女单
决赛，力争赛季首冠。

女双方面，福岛由纪/广田彩花21-18、21-6
完胜丹麦组合布斯赫/舒尔兹，晋级决赛将和同胞
松本麻佑/永原和可那争冠，后者以21-17、21-8
击败保加利亚的斯托伊娃姐妹。

男 双 方 面 ， 英 格 兰 组 合 埃 利 斯 / 兰 格 里 奇
22-20、21-16淘汰丹麦组合伊普伊/克杰尔，
晋级决赛，将和俄罗斯组合伊万诺夫/索佐诺夫
争冠，后者以21-15、18-21、21-14战胜莱
恩/文迪。

混双方面，英格兰爱德考克夫妇21-12、22-
20击败法国组合米奥/帕勒莫，晋级决赛 。

                                                  ( double )

(新浪体育综合讯)10月16日，第22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
队锦标赛第一阶段最后一回合在线上战罢，中国队二将辜梓豪击败韩
国队二将姜东润，取得两连胜。

作为本阶段的最后一局，又是世冠之战，可谓看点十足。通过猜
先，姜东润执黑先行，本盘战局一直处于白热化，十分胶着。但后期
由于姜东润的失误，让辜梓豪抓住机会，步步紧逼，稳定住胜局。最
终辜梓豪执白188手获胜，取得二连胜，也为中国队第一阶段的比赛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前两日打响的先锋战中，中国先锋、曾在农心杯上豪取两次七连
胜的英雄范廷钰出师不利，首轮便惨遭淘汰；韩国先锋洪基杓旗开得
胜后也没抵挡住日本小将许家元的气势；好在辜梓豪状态在线，为中
国队捍卫住卫冕冠军的尊严。

至此，第22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一阶段赛程
落下帷幕，第二阶段五局比赛将于11月20日至24日继续进行。

本届农心杯赛况：
中国队：范廷钰(1负)，辜梓豪(2胜)，杨鼎新，唐韦星，柯洁。
韩国队：洪基杓(1胜1负)，姜东润(1负)，申旻埈，申真谞，朴廷

桓。
日本队：许家元(1胜1负)，村川大介，芝野虎丸，一力辽，井山

裕太。
本届农心杯第一阶段赛事四局10月13日至16日在线上进行，11

月20日至24日进行第二阶段五局棋比赛，2021年2月22日起进行决
胜阶段的较量。冠军5亿韩元，每盘棋对局费300万韩元，三连胜者
特别奖励1000万韩元，之后每多赢一盘奖金增加1000万韩元。

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采用韩国围棋规则，黑棋贴6目半，
比赛为快棋形式，用时为每方1小时，读秒1分钟1次。在前21届比
赛中，韩国队获得12次冠军，中国队获得8次冠军，日本队获得1次
冠军。       ( 跳跳、liz )

第四回合辜梓豪胜姜东润 
中国队二连胜终结第一赛段

周天成无缘男单决赛 奥原希望马林女单争冠

(搜狐体育讯)在刚刚结束不
久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樊振
东和陈梦获得单打冠军，巩固
了中国乒乓一哥一姐的地位，
也 让 二 人 的 奥 运 前 景 越 加 光
明。不过随着老将刘诗雯和丁
宁因伤屡屡退赛，迫在眉睫的
奥运阵容也许要考虑尝试新的
组合了，处于这个目的这次全
锦赛，国家队的主力在双打配
对基本都是奔着这个目的，结
果黑龙江队的王曼昱连夺混双
和女双冠军，并闯入女单四强，
大大提升入围奥运阵容的希望。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伊始，中
国女乒因为整体实力强大，并在
2017年包揽世锦赛女单4强中的
3席，初步确立了丁宁、刘诗雯的双核地位，当打
之年的朱雨玲也在当年世锦赛打进决赛，世界杯夺
冠，同样成为前3号的主力。不过2018年成3人状
态的分水岭，先是刘诗雯在世锦赛团体赛决赛被伊
藤美诚爆冷战胜，紧接着在瑞典公开赛伊藤美诚一
串三，上演一条龙爆冷夺得女单冠军，之后三位主
力的成绩乏善可陈，特别是丁宁和朱雨玲已经很久
没有在女单项目夺冠。

进入2019年以来，刘诗雯虽然力夺世锦赛女单
冠军，但是下半年开始伤病频袭，连续退出多项赛
事，最近又退出世界杯的卫冕之战，没有成绩就没
有说服力，不管何种原因。大满贯得主丁宁也好不
到哪去，卡塔尔公开赛输给伊藤美诚后，已经退出
队内模拟赛，世界杯和总决赛也未获资格，随着年
龄的增大，本来还想坚持4年一个奥运周期的两位

老将很有可能提前与东京无缘。
目前世界排名第1位的陈梦

和第3位的孙颖莎是最接近东京
奥运阵容的二人，她们在刚刚过
去的全锦赛会师女单决赛，实力
有目共睹。二人也是重启两大赛
事世界杯和总决赛冲击女单冠军
的主力军。

不过有着“女版王励勤”之
称的王曼昱表现更加优异，全锦
赛2金1铜的成绩列所有女选手
之首，她的打法属于改进了的男
子化风格，主动变上旋打进攻，
减少过渡和防御的中性球，接发
球反手爆拧和正手挑打威胁大，
集合了力量、速度和旋转的攻击
性打法，出道成名都早于孙颖

莎，但是去年下半年被孙颖莎超越，通过这次全
锦赛看出了她在单打还处于陈梦和孙颖莎之下，
但是双打实力与日俱增。

如果奥运阵容为陈梦、孙颖莎和王曼昱的话，
双打这一环节配对还是比较灵活的，刚刚结束的全
锦赛陈梦/王曼昱摘金，而孙颖莎/王曼昱还是去
年世锦赛的女双冠军。在混双项目，全锦赛冠军也
被王曼昱搭档王楚钦夺得，虽然混双项目王曼昱竞
争力较小，但是也证明她在双打方面的能力很强，
王曼昱或将成为东京奥运会团体赛的关键一环，
承担单双打的双重任务！3个人都处于当打之年，
伤病较少，唯一欠缺的是奥运经验，不过1988
年、1992年、2000年、2012年四届奥运会女队
的阵容都是没有奥运经验的队员组成，也都获得大
包大揽的成绩。

奥运阵容恐有变：
中国女乒新三剑客出炉 关键人物并非陈梦孙颖莎

国际举联“内斗”国际奥委会表担忧

(中新网讯)10月17日，国际滑联宣布因疫情取消包括2021年花
样滑冰、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四大洲锦标赛在内的多项赛事，中国天
津获得2022年花滑四大洲锦标赛举办权。

国际滑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趋
势，以及对参赛选手的影响，国际滑联理事会决定取消部分国际赛
事。

被取消的3项重要赛事分别为：2021年花滑四大洲锦标赛(澳大
利亚悉尼)、2021年短道速滑四大洲锦标赛(美国盐湖城)、2021年速
度滑冰四大洲锦标赛(加拿大卡尔加里)。

同时，国际滑联一同公布2022年及2023年各主要赛事的举办
地。其中，中国天津获得2022年花滑四大洲锦标赛举办权，日本埼
玉获得2023年花滑世锦赛举办权。澳大利亚悉尼、美国普莱西德湖
将分别承办2023年花滑四大洲锦标赛和2023年队列滑世锦赛。

天津将办2022年花滑四大洲赛 
国际滑联宣布取消今年多项赛事

辜梓豪姜东润

(中新网讯)近日，国际举重联合会(IWF)的内部
斗争持续升温，在近日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中，国
际举联执行董事会投票罢免临时主席帕潘德里亚的
职务，改由来自泰国的因塔拉特担任临时主席。

由此，国际奥委会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发表
官方声明，对国际举联的这一决定，以及决定的产
生过程、临时主席的替代者感到非常担忧。

国际奥委会声明，帕潘德里亚在任期间，国际
奥委会与她的合作效果非常出色，并对她发起的国
际举联改革非常支持。国际奥委会表示，目前还未
获得能够全面评估当前形势的所需信息。

据报道，新任临时主席泰国人因他拉特的当选
非常有争议，由于糟糕的兴奋剂纪录，泰国甚至被
禁止参加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的比赛。

国际举联的混乱也使举重项目在今后奥运会的
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国际奥委会在声明中再次强
调，国际奥委会正在评估2024巴黎奥运会的项目
设置以及各项目的参赛名额，并将视未来事态发展
情况，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评估是否将举重保留在巴黎奥运会项目设置之内。

此前，国际奥委会正在监督国际举重联合会，
重点聚焦在反兴奋剂以及内部管理领域。“对于
国际举联的管理，我们感到强烈的担忧”。巴赫表
示，担忧的原因之一在于国际举重联合会改革进展
缓慢，并且在改革过程中缺少对独立建议的吸纳。

另一方面，国际举联内部缺少运动员代表，这方面
绝对需要改进。

今年6月，加拿大律师麦克拉伦公布了对国际
举重联合会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前国际举重联合
会主席塔马斯•阿让领导下的该组织涉及1000万美
元的巨额财产去向不明、掩盖多达40例兴奋剂检测
阳性结果以及贿选等行为。

随后，国际奥委会就麦克拉伦报告发布声明，
称国际奥委会近3年来一直在要求国际举联调整其
反兴奋剂系统以适应需要。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
也在2024巴黎奥运会中仅将其初步纳入至比赛项
目中，视国际举联对自身反兴奋剂系统和项目文化
的改革效果而定。

左起：王曼昱 陈梦 孙颖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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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讯）综合报道，继
美国佛罗里达州7月出现“食脑
虫”感染病例后，得克萨斯州
东南部的自来水中又发现了这
种能够食人脑的变形虫，当地
部分居民已经接到警告，不要
使用任何自来水，以免感染这
种可怕的寄生虫。

报道称，得克萨斯州环境质
量委员会日前向Brazosport水务
局覆盖地区的用户发布了警告，
警告他们不要使用任何自来水，
因为在供水中发现了食人脑的变
形虫福氏耐格里虫。

“得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在州
长办公室的指示下正在与Brazo-
sport水务局合作，以尽快解决这

一问题。”该通报写道。
据 报 道 ， 杰 克 逊 湖 ， -

Freeport，Angleton，Bra-
zoria，Richwood，Oyster 
Creek，Clute和Rosenberg的居
民以及Freeport的陶氏化工厂以
及Clemens和Wayne Scott的刑
事司法惩戒设施都收到了警告。

不过，根据社交媒体上的一
份声明，得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此
后又排除了几乎所有地点的危
险，但仍敦促杰克逊湖地区居民
注意“请勿用水”警告。

“食脑虫”，又名福氏耐格
里阿米巴原虫，是一种单细胞生
物，通常存活于温暖的淡水中。
它能通过鼻腔进入中枢神经系
统，感染大脑，最终导致被感染
者脑死亡。

感染“食脑虫”后，人们可
能会出现严重头痛、发热、恶心
和呕吐等症状。随后。人们可能

还会颈部僵硬，癫痫发作，出现
幻觉，甚至昏迷。据称，感染者
一般在出现症状后的1至18天内
死亡。

根 据 疾 病 控 制 与 预 防 中 心
（CDC）的说法，“食脑虫”
通常在土壤、温暖的湖泊、河流
和温泉中被发现。它也可以在维
护不善或未氯化的水池中以及从
工厂排放的温水中发现。感染这
种寄生虫的月份通常发生在7、8
、9月份，因为那时，各处水位
较低，水温较高。

CDC说，尽管食人脑的变形
虫的感染很少见，但大多数是致
命的。从2009年到2018年，美
国仅报告了34次感染。在这些报
告的病例中，有30人被娱乐设施
的用水感染。

根据CDC的数据，从1962
年到2018年，有145人被食人脑
的变形虫感染，只有4人幸存。

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亚利桑那州民众在河道漂流消暑。

美国这州水中现可怕“食脑虫”能从鼻腔进入感染大脑！

英国一名男子用头一次同时顶起46卷厕纸，因
此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男子名为杰伊•罗林斯，在社交平台推特上的
个人账号显示他住在英国英格兰地区。 

罗林斯2日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房
间内先在地板上将46卷厕纸摞成十多层高的“厕纸塔”
，然后双手将“厕纸塔”举至头部，保持平衡，仰面放
在额头上。他坚持大约10秒后，“厕纸塔”坍塌。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机构同日在推特上确认，
罗林斯因此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罗林斯9月29日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显示他能
用头顶起26卷厕纸。他说自己因此打破先前一个人
用头最多顶起16卷厕纸的世界纪录。 

按照罗林斯推特账号的说法，他4岁时就能在
父亲下巴顶起的椅子上保持平衡。

（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王鑫方）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英国一男子用头顶起46卷厕纸

当地时间10月4日，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
发布消息，迪拜棕榈岛音乐喷泉将于10月22日开
幕，该喷泉将超过迪拜购物中心喷泉，成为世界规
模最大音乐喷泉。

棕榈岛喷泉位于棕榈岛顶端的两个海湾，总面

积约14,000平方英尺（1300平方米），喷水最高
达105米。音乐喷泉表演将从每天日落后开始，每
30分钟一次直至午夜（晚7点至凌晨12点），每场
表演约3分钟，音乐涵盖海湾、古典、流行等多种
风格。（来源:央视新闻） 

喷水最高可达105米
阿联酋迪拜新建一音乐喷泉规模破纪录

小伙免费为农村老人剪发
走遍家乡几十个乡镇

79岁奶奶坚持健身20年
减重十几斤极少生病

萌翻！11只新生白虎踢足球

（中新网讯）当地时间2020年10月
6日报道（具体拍摄时间不详），美国摄
影师Joanne Matson在肯尼亚马拉三角
地带捕捉到了惊险一幕。一群迁徙的角马
在过河的时候，遭到一只潜伏在河中的尼
罗鳄袭击。

惊险一幕！尼罗鳄埋伏河中 袭击迁徙角马

（中新网讯）当地时间10月6日，英
国切斯特动物园，一只濒临灭绝的婆罗洲
猩猩莉亚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画面
温情动人。

（图片来源：Sipaphoto）

濒危婆罗洲猩猩顺利分娩
怀抱宝宝温馨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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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讯）10月17日是中国
国家扶贫日和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经
济与社会事务部同中国国家行政学院16日
合办“加强公共机构作用，实现减贫和可
持续发展”线上研讨会。与会各方表示，
中国减贫成就令全世界瞩目，为全球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重大贡献。

来自哥斯达黎加、塔吉克斯坦等国部
长级高级代表，联合国驻孟加拉国、萨摩
亚等驻地协调员以及牛津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专家等共200名代表出席研讨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应邀出席会
议幷致开幕辞说，消除贫困是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首要目标。新冠疫情蔓延给
全球减贫事业带来严重冲击。国际社会应
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坚定践行多边主
义，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全球减贫事业不
断前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7亿多人摆
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张军在会议上介绍，2020年中国将实现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
10年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
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始终在力所能及范
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中国在
非洲援建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惠及
50余万当地民众。共建“一带一路”预

计将帮助相关国家约760万人摆脱极端贫
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中方将努
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能力建设，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各方指出，中国减贫成就令全世
界瞩目，为全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做出重大贡献，为各国实现减贫可持
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范例，值得国际社
会学习借鉴。

减贫话题亦引发中美专家的关注，近
日，中美专家线上举行了一场题为《如何
终结贫困？》的研讨会。据人民网16日发
自华盛顿的消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哥
伦比亚大学、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就如何终结贫困
展开对话。

在研讨会上，中美专家介绍了中美两国

贫困情况变化，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的贫困
人口分布特点、扶贫减贫策略。与会专家积
极评价了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将在今年底彻底消除绝对贫困，
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的减贫目标。对于中国的减贫事
业，多位参加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
共福建省委于近日在福建联合举办的“摆
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的
驻外使节亦予以积极评价，充分肯定中国
的减贫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的减贫成就具
有世界意义。

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利亚•古斯塔瓦、
苏里南驻华大使陈家慧等在“宁德故事”
分享会上特别强调，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
实践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经验，更为各
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消除贫困增添
了信心，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减贫成就令全世界瞩目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

10月17日上午，因连日降雨，四川宣汉县北部山
区漆树乡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部分民房及人员被埋。
截至17日傍晚，现场挖掘出被埋5人，但都已无生命体
征。

目前，宣汉县有关部门正在降雨滑坡地带加强地质
监测，安排专人对遇难人员进行善后处理。

10月17日18:36更新：
10月17日上午，因连日降雨，四川宣汉县北部山

区漆树乡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造成民房被埋。
灾害发生后，当地乡政府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

作。同时，宣汉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应急管理局、当地
消防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现场已经挖掘出4人，
但是都已没有生命体征。据了解，现场还有一人失联
中。

据气象预报，10月10日至17日，宣汉县一直处于阴雨、
中雨天气。（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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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讯）中国青岛海
水稻研究发展中心16日在山东青
岛、潍坊和浙江温州三地进行海水
稻产量测评，测评结果从亩产320公

斤到739公斤不等。至此，10万亩
海水稻完成测产，产量喜人。

由行业专家组成的测评小组在
三地分别进行海水稻产量测评，专
家的测产结果为：青岛基地编号yc-
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542.5公
斤（中国内地1公斤=2斤），超优千
号亩产为739.7公斤；潍坊基地编号
yc-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625.3
公斤；温州瑞安基地编号yc-2002的
耐盐碱水稻亩产为320.78公斤。

今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
心在全国的海水稻示范种植面积由
原来2万亩扩大到10万亩。9月下

旬以来，布局在新疆、青海、内蒙
古、宁夏、山东、黑龙江、浙江等
地的10万亩海水稻陆续完成测产，
其中，新疆喀什、宁夏石嘴山、黑
龙江铁力和山东东营、潍坊、青岛
等地测评亩产均超千斤。

目前，中国约有15亿亩盐碱
地，其中约有3亿亩具备改造为农田
的潜力。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中
国能发展1亿亩盐碱地种植水稻，亩
产达300公斤，可增加总产300亿公
斤，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目前，
袁隆平海水稻团队的100万亩海水稻
签约改造工作已基本完成。

中国10万亩海水稻完成测产亩产最低逾320公斤

图为在潍坊市寒亭区海水稻三产融合示范基
地，农民在收割测产水稻。（新华社 发）

（中新社成都讯）四川省成都市
公安局温江区分局16日下午在其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已找到成都大学
党委书记毛洪涛遗体，初步判断为溺
水身亡，排除刑事案件。目前，相关
工作正在依法依规开展中。

此前，数张毛洪涛微信朋友圈“
绝笔”截图曾在网络社交平台流传。
文中，毛洪涛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
相关压力，并表示“一年多的成都大
学工作，已是头破血流”“甚至无助
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15日6时许，成都市公安局温
江区分局接到报警称，家住温江区
万春镇天乡路的毛某某失联。接报

警后，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高
度重视，迅速会同相关部门全力开
展查找工作。16日6时许，在江安
河温江段一河道内发现一具男性尸
体。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并综合
前期调查走访工作，核实确认死者
系毛洪涛本人，初步判断为溺水身

亡，排除刑事案件。
成都大学15日回应称，成都大

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同志在个人微信
朋友圈发文引发关注，已立即成立
工作专班，正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
查，进展情况将及时公布。

资料显示，毛洪涛1970年11月
出生，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毕
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
导师，历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
副处长，西南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
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四川省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
职务，2019年起任成都大学党委书
记，主持学校党委全面工作。

警方回应：失联的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已溺亡

（中新社武汉讯）武汉大学张俐
娜院士治丧委员会18日发布讣告，
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俐娜，因病
医治无效，于2020年10月17日20
时在武汉逝世，享年80岁。

张俐娜祖籍江西萍乡，1963年
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曾在

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
究所工作10年；曾获日本学术振兴
会奖学金（JSPS）赴大阪大学做客
座研究员，从事高分子溶液理论研
究。2011年11月，她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2019年6月退休。

张俐娜毕生致力于高分子物理
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基础和应用研
究工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成
果。针对农林废弃物中大量的纤维
素以及海产品加工废弃物中的甲壳
素和壳聚糖等天然高分子，她利用
水溶剂实现其“绿色”转化；面对
最难溶解的高分子，她开创一系列
崭新的无毒、低成本的“绿色”溶
解技术，并初步实现绿色工艺生产
再生纤维素纤维和甲壳素纤维的工

业化。这些成果在生物医学、能源
储存、污水处理和纺织制造等方面
极具应用前景。

她的研究成果的原始创新性及学
术价值和应用前景在国内外产生重要
影响，获准专利100余项、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2011年，她
获得国际可再生资源领域最高奖——
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是首位
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在教学科研一线辛勤耕耘数十
载，张俐娜年逾七旬仍坚持在讲台
上给本科生授课。她常鼓励学生“
中国人应该做自己的创新工作，而
且在做基础研究时还要考虑应用前
景，这样才对国家、对人民有用，
也才会有科研激情和动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俐娜因病在武汉逝世 （中新社北京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日发布消息
称，该中心近日在对青岛新冠肺炎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从工
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
毒。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
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

中疾控指出，本次从青岛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活病毒，
是首次在实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在
物品外包装上存活较长时间，提示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
具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物品表面存
活的病毒可能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发生感染，感染风
险人群主要为冷链物品从业人员。本发现提示，在防范境外感
染者输入的同时，需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冷链物品将病毒
输入的风险。

近期，中国有关部门对冷链食品开展了新冠病毒核酸抽
检。截至9月15日，全国24个省（区、市）报送了298万份检
测结果，其中冷链食品及包装样品67万份，从业人员样品124
万份，环境样品107万份，仅在22件食品及包装中检出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病毒核酸载量较低，此前未曾分离到活病毒。

现有研究和防控实践显示，新冠肺炎不是食源性疾病，未
发现通过摄入食物导致感染的情况。迄今为止，也尚未发现消
费者因接触污染的冷链海产品而感染的病例，中国消费者感染
风险极低。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仍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
接触传播。同时，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加大了进口冷链食品新冠
病毒监测、消毒等措施，普通公众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
可以正常购买和食用进口生鲜。

病毒污染的物品上特定条件下尚存活的病毒可能导致无有
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感染，主要为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官方近
期印发的第七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已要求各地落实冷链食品相
关从业人员的日常防护、健康监测和核酸主动筛查，改进生
产、加工和交易环境卫生条件，降低从业人员感染风险。

中疾控建议工作中经常与具有较高新冠病毒污染可能的冷
链产品密切接触的行业从业人员，如从事冷链产品装卸、加
工、销售等的人员，需增强防护意识，做好日常防护，避免皮
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冷链产品，接触冷链产品后未脱掉可
能被污染的工作服并洗手消毒前不摸口鼻眼，工作完成后需立
即洗手消毒，定期进行核酸筛查。

青岛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新冠活病毒

（中新网太原讯）17日，华侨大学山西校友侨界
联合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山西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王维卿，华侨大学原校长丘进，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
长、华侨大学校董陈进强，山西省福建商会会长赵文
闪出席会议并讲话，百余名在晋校友参加成立大会。

会议由华侨大学文学院中文系1988级校友张月
芝主持。大会选举工商管理1999级校友谢振辉为华
侨大学山西校友侨界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

华侨大学原校长丘进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华侨大
学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山西校友侨界联合会的发
展提出了期望，并表示学校和校友总会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各地校友会的工作。

王维卿、丘进、谢振辉以及执行会长许国卫、秘

书长张月芝、监事长尤金丰共同为“华侨大学山西校
友侨界联合会”成立揭牌。

华侨大学山西校友侨界联合会自2017年6月筹建
以来，已凝聚700多名校友。（杨杰英）

华侨大学山西校友侨界联合会成立

揭牌仪式。（杨杰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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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今年 9 月爱奇艺台湾站
退出台湾后，淘宝台湾 15 日宣布即日起关
闭平台下单等功能，其经营商克雷达公司
发布声明称，将在今年底停止淘宝台湾的
营运。其离场原因，和爱奇艺台湾站一样
与民进党当局不断升级的陆资管制有关。

中新社报道，根据台湾方面现行规定，
陆资若直接或间接持有第三地区公司股份
或出资总额逾 30%，该公司将被视为陆资。
淘宝在台登记投资商为英商克雷达，阿里
巴巴在克雷达持股未逾 30%。但今年 8 月，
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以克雷达公司章程
等理由，认定阿里巴巴有实质控制力，判定
淘宝台湾为陆资，对其开罚并要求限期整

改。另外，更加严格的陆资认定新规或将
在年底上路。淘宝台湾最终选择退出台湾
市场。

中时新闻网刊登了台湾中华经济与金
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就此事的评论文
章。

曾志超认为，台湾对陆资的现有认定
标准本就相当严格，而从判定淘宝台湾为
陆资，到禁止大陆 OTT（Over The Top，即
网络串流媒体）业者以代理形式登陆台湾，
显示当局对陆资管制正逐渐掐紧。

据《中国时报》报道，民进党当局正
着手修订《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
法》，意图进一步从严审查陆资，调整第三

地陆资认定标准，改采“分层认定”和“实
质控制力认定”。

报道称，面对趋严拉高的认定门槛，有
在台陆企人士指出，台湾市场规模有限又
竞争激烈，陆企盈利本就不易，加上疫情关
系，许多陆企负责人无法来台。如今面对
民进党当局一再刁难，很多陆企都在评估
是否要撤离台湾。

《中国时报》另一篇报道里，以《倚天屠
龙记》中“伤人先伤己”的“七伤拳”比喻
台当局不断升级的陆资管制。报道说，严
管之中，不乏意识形态作祟。一味赶走陆
资，既有损本地就业、税收和相关服务，更
可能伤及台湾经济投资活力。

《联合报》报道称，淘宝台湾熄灯走人，
或让同样曾被检举为陆资的电商平台“虾
皮购物”唇亡齿寒。虾皮购物近年在台湾
异军突起，是许多年轻人网购首选。其母
公司新加坡 Sea 集团最大股东为香港腾讯，
持股逾三成，其中又有六成是中资持股。
报道称，若上述陆资认定新标准上路，Sea
集团或将被认定为陆资。

《中国时报》引述产业界人士观点称，
陆资企业对政治风向特别敏感，当陆资一
家家从台湾撤退，意味着其在台资产受到
威胁。当局千万不要对此沾沾自喜，而应
审慎看待。因为台湾投资环境的不安定，
恐也将“劝退”其他外资来台。

淘宝台湾离场 台当局升级陆资管制七伤拳
台媒：一味赶走陆资  有损本地就业、税收和相关服务  伤及台湾经济

10 月 16 日，在皖台商周玉梅（左二）在参展合肥农交会时，与前来咨询的合肥市民交流兰花种养经验。当日，中国安徽名优农产
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8 家参展台资企业带来了酒水、茶叶、水果等 100 多种台湾特色农产品。
 中新社

台湾媒体关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经济奇迹

100 余种台湾特色农产品亮相合肥农交会

台青分享北京生活：快速复工复产体现大陆蕴藏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
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
灵之约……”2020 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北京峰会上，两岸青年载歌载舞，挥舞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旗帜，向台湾青
年发出参与冬奥会的热情邀约。

新 华 社 报 道，以“新 时 代· 新 成
长·新发展”为主题的 2020 两岸青年
交流合作北京峰会，16 日在北京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大陆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北京市
副市长王红出席开幕式。龙明彪致辞
时表示，大陆很大，每一寸土地都孕育
着梦想的种子 ；大陆很暖，每一颗破土
而出的梦想种子都会得到最好的呵护。
青年始终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力
军，我们欢迎并鼓励社会各界为两岸青
年朋友加强交流、携手合作、增进互信
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通过视
频致辞表示，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亲
情血缘为两岸青年的团结友爱、携手打
拼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优势。愿两岸青
年朋友珍惜这份情缘，精诚团结、携手
同心，共同开创两岸的美好未来。

本届峰会还组织了京台青年交流
分享会。北大博士后陈文成、小包智工
联合创始人徐韬、华灿工场总经理李伟
国、北大硕士研究生罗方颀、台湾少数
民族青年杨品骅等 5 名台湾青年代表，
分享了在京成才成长成功的温暖故事，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两岸融合发展给台
湾青年带来的发展机遇。

【本报讯】 16 日晚，百余名漳台青
年齐聚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闽南水
乡”，共同开启第十五届两岸青年联欢
节之 2020 漳台青年“汽车后备箱”夜
市文化节。

中新网报道，本次活动以“共同梦
想 共筑未来”为主题，为期 2 天。活动
由龙文区人民政府、共青团漳州市委、
闽南日报社、漳州市青年联合会主办。

活动主办方称，本次活动组织了在
漳台湾青年、台企、漳州创业青年设立
了近百个汽车后备箱摊位，现场售卖生
活日用品、汽车用品、生活电器、食品等
近千种产品。　

现场近百部汽车的后备箱中装满
两岸青年带来的各种特色产品，供市民
挑选购买，特别是在漳台湾青年、台企
带来的各式新奇好物和文创精品，更是
引发了现场群众的聚集关注 ；还有传统
台湾夜市必备的电音三太子现场巡游
等丰富的表演，使得现场人气畅旺。

此外，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了“你消
费我买单”抽奖互动环节，市民到场消
费即有机会获得免单福利，还有机会获
得“锦鲤大礼包”等精美大奖。　　

漳州是台胞重要祖籍地，两岸人民
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基层往来等方
面联系密切，交流成果丰硕。共青团漳
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旨在巩固
第十二届海峡论坛·第四届海峡两岸

（漳州）青年交流周活动成果，深化两岸
青年联欢节活动品牌，进一步激活龙文
区夜经济，促进漳台青年交流融合。

【本报讯】 连日来，台湾媒体持续关注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 40 周年来的发展成就，
并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 14 日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做出显著报道和解读。

中新社报道，《联合报》报道以“放权
深圳”为题，认为习近平讲话显示中央将
赋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权。

此外，该报还提到讲话中涉台部分，将
继续引导台胞赴深圳投资兴业。习近平讲
话中提出，“要继续鼓励引导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
的重要作用，在经济特区发展中作出新贡
献”。

台北《旺报》就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中的角色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学者王国臣。王国臣认为，习近平讲话透
露出再度加速发展大湾区的意味。同时，
在“双循环”政策背景下，未来深圳在大湾
区扮演的角色会更加突出。

中央社以“深圳庆 40 周年 习近平重
申贯彻港澳‘一国两制’”为题报道了讲话。
报道说，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
年之际，重申了“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港澳融合发
展。报道还重点介绍了习近平关于要“增
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功能”等经济发展方面的表述。

《旺报》近日一篇社论指出，“用‘经济
奇迹’形容这个当年小渔村的变化，丝毫
不为过。”社论认为，深圳是大陆首批开放
的经济特区中最成功的之一，不只经济总

量、居住人口、产业规模飞快增长，城市发
展也快速且成功。

社论分析，深圳的蜕变，除其享有经济
特区土地、税收方面优惠政策外，产业的迅
速升级迭代、优胜劣汰，“或许是更关键之
所在”。社论提到，2019 年深圳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及新能源与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达 2.63 万亿元人民币，几乎是深
圳 GDP 的全部组成，显见深圳产业创新转
型相当成功。

社论说，华为、腾讯、大疆等知名科技
巨头，凭藉深圳提供的大量市场养分及相
对开放的筹资环境，快速成长为大型跨国
企业。这些情况显示，中小企业所代表的
民营经济力量才是拉动深圳经济快速发展
的推手。

【本报讯】 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
业产业化交易会 16 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28 家参展台资企业带来了酒
水、茶叶、水果等 100 多种台湾特色农产
品。

中新社报道，台湾中华两岸交流协会
大陆执行长刘德科今年 7 月就从台湾来到
合肥，筹备参展。当日，刘德科带来了“大
禹岭”等台湾名茶。他说 ：“安徽是产茶大
省，但多以绿茶为主，而台湾茶以青茶为

主，各具特色，我对台湾茶叶走进安徽市场
很有信心。”

刘德科介绍，“我本身做文旅产业，对
徽文化很感兴趣，所以准备留在安徽长期
发展。安徽像是我另一个家。”

台湾绿屋农业集团负责人周玉梅是合
肥农交会的“常客”。2012 年，通过考察，
周玉梅和丈夫决定在安徽庐江台湾农民创
业园建立兰花种植基地。目前，该基地面
积达 100 亩，年产兰花 80 万盆，兰花品种

逾 4000 种，已成为安徽最大的兰花种植基
地。周玉梅说，安徽地理位置优越，当初在
安徽建兰花种植基地，就是想节约物流、用
工等成本。“现在我们立足安徽，产品销往
海内外。随着老百姓生活条件的提高，我
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本届合肥农交会展示面积约 10 万平
方米，共吸引 4000 多客商参展参会，参展
农产品 2.5 万多种，展期为 3 天。活动期间，
将遴选出一批乡村产业项目进行签约。

【本报讯】 2020 两岸青年交流合作北
京峰会 16 日在北京举行。在京台青台生
和各界代表约 150 人出席开幕式，逾百名
台青在高雄分会场在线参与。

中新社报道，大陆国务院台办副主任
龙明彪在峰会上致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得到控制后，大陆各行业复工复产有序开
展，经济增长迅速恢复。希望台湾青年朋
友认清历史大势，勇担历史责任，投入这一
时代浪潮，不做陌路人，不做旁观客。

开幕式播放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
柱录制的视频。她说，因为疫情等缘故，两

岸的民间往来交流陷入空前低潮。即使疫
情不止，两岸民间的互动也不能无限期延
宕下去。

5 位在北京工作的台湾青年发言，分
享疫后复苏以来各自的打拼故事。“90 后”
徐韬运营的小包智工在疫情期间客户有所
减少，但企业研发的灵活就业平台吻合疫
情之下的特殊招工需求，吸引到 2200 万元
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小包智工的规模经
历疫情不减反增，计划年底前将公司人数
扩大一倍，“共享用工、灵活就业”的模式
被业界看好。华灿工场合伙人兼总经理李

伟国表示，4 月以后，大陆就已经成为世界
上“最安全的地方”，全世界都见证了大陆
疫情过后复工复产的速度和强度。虽说疫
情是一件不幸的事，但疫后复苏却再一次
向台湾青年展示大陆拥有适合年轻人发展
的土壤，蕴藏发展机遇。疫情尚未过去、两
岸情势令人不安，种种因素让李伟国、徐韬
们对于当前两岸交流充满担心。李伟国坦
言，台青“登陆”意愿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这更显交流的重要性。近期，他持续参
与多样的交流活动，鼓励更多台青把握当
前大陆的发展机遇。

2020 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北京峰会举行

两岸烟火气 
“箱”聚夜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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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姐姐：
你好。我们俩已经快两个月没见了，

十分想你。
姐姐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自从你到

了中国，除了跟我们报平安的那时候，你
都没有再次给我们写信了。怎么了姐姐？
你在那儿过得好吗？习不习惯呀？是不是
已经开始上课了？

姐姐，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
我们总会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不着急
啊，慢慢来。你最近有没有按时吃饭呀？
学校食堂的饭菜合不合你的口味呀？对
了，我已经打听过了，在中国我们可以随
时在网上买菜，很方便。要是你觉得食堂
的食物不合你的口味，你可以在网上买
菜，然后自己做饭。

姐姐，你在那儿已经交了很多朋友
吧？他们都对你好吗？我听过一句中国俗

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要
交很多很多的朋友哦！因为多个朋友多条
路，不仅如此，你也可以经常跟他们聊聊
天儿，这样你可以练习你的汉语听力和口
语。 

姐姐，你在中国学习别有压力，只要
你可以开开心心地学，认真努力地学，我
们大家都心满意足了，我们大家也会等你
回来的。

姐，我们都很想念你。我们在这儿一
切都很好。爸爸妈妈都还那么忙。哥哥也
已经找到工作了。偷偷告诉你，他现在也
已经开始谈恋爱了。我们未来的嫂子对我
真的很好，她也一直在关心你呢。你要快
点儿回来见一见我们未来的嫂子哦。

祝一切顺利！

                       永远爱你的妹妹
                              十月一日

我亲爱的妈妈：
我真想你！
妈妈，现在您已经离开我们100天

了。但是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想听你说
话，也想看你的眼睛。我知道，您已经从
天堂读了我的信息。

谢谢妈妈，您让我诞生在这个世界
上，成为您的孩子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礼
物。妈妈，我真的很想你。您离开后，一
切都会变得很艰难，但请放心，我将永远
坚持这条艰难的道路。妈妈，我保证我会
照顾爸爸，成为你的好女儿。

我记得关于我们的所有回忆，它们有

时让我哭泣，但我始终记得你讨厌看到我
哭泣，妈妈，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好女
儿，希望你总是从天上看到我。妈妈，我
爱你一辈子。妈妈，我写这封信是因为我
真的很想你，我一直祝福你在天堂也是一
切顺利的。妈妈，您必须知道自己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女人，也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
女人，即使为时已晚，我也会努力成为一
个好女孩，并时刻照顾我的家人。

妈妈，我们何时会再见面？

您的女儿：利斯玛
2020年10月4日

高 翔： 
好久不见。你在中国怎么样？在中国

要注意身体啊！我这里一切都很好，虽然
现在还不能随便出门。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吗？我记得你现
在在读研究生吧。一定要加油呀。虽然有
点不甘心，但是我承认你的汉语水平比我
好，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呀，别偷懒，
不然我很快会追上你的。还有虽然在中国
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但不要放松警惕，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回到印尼之后，我还要在房间待两个
星期。那两个星期我真的无聊死了。还好
只是两个星期，再待一个月的话我简直快
疯了。不过印尼的情况和中国不太一样。
还记得疫情刚发生时，所有人都不敢出门
吧。平常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散步，
买菜，还有很多车和巴士在大路上过往，
疫情时长沙就像死城，没有任何生命迹
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长沙的疫情很快

就控制住了。但是印尼不一样。现在疫情
还没控制住，但是跟平常好像没什么两
样。为了生活我也可以明白大家还要去工
作，赚钱，只不过我希望他们可以提高他
们的警惕性而已。

你在中国还自己做饭吗？我好想念沃
尔玛的北京烤鸭，还有茶颜悦色的奶茶。
你要享受长沙的美食，别总是做饭。我推
荐沃尔玛的北京烤鸭，真的很好吃，你试
试吧，还有宿舍附近的鸡煲饭。在天马那
里也有很多好吃的，你一定都要试试。

对了，前几天我跟D班的同学们联
系。小杜和玉美说要到日本跟美凉成美他
们聚聚。我和念根就不去了。如果你要去
的话就跟美凉联系。

就写到这儿吧。你要保重。

             你的好朋友：淑 珍        
                              10月8日

亲爱的 ：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我知道我们

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关于异地恋，韩
寒说过一段话：“谈恋爱就应该经历一下
异地恋，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欢
笑落泪不能拥抱，隔着屏幕隔着电话隔着
书信联系，直到你几乎发疯，也只有这
样，在下一个拥抱，乃至白头偕老，你才
会感恩。异地恋不止考验着对方的耐心，
更是考验自己的认真。”异地恋对我来说
并不容易，但你总是跟我说我们一定能好
好儿的。其实你也知道我心里很难受，我
想你了，但抱怨真的毫无用处，还好手机
上有视频通话的功能。 

我去年在中国学习，而你在印尼学
习。我记得去中国的前两天，我跟你
说过我不想去留学，我怕异地恋会影
响我们的感情。你就抱着我说，“去中
国留学是你的梦想，你现在也没有办法
取消后天的航班，我相信我们会好好儿
的。”听了你的话之后，我的眼泪一下
子流了出来。你知道吗？在中国我每天
都想着你。虽然中国与印尼的时差只有
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有点儿不习惯。
十个月的留学转眼就过去了，那时离回
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约好一
起去旅行。我们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准备
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回国时，印尼的疫情非常严重，
所以印尼的政府下令限制进行户外活
动，所有的学生都在网上上课，因此我
们的旅行计划落空了。 

通过这封信，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
话。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只想告
诉你，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爱，关心，
鼓励和理解。你给了我很多，而我能付出
的却是很少。

我承认，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不
拘小节。

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女人，
但是你知道怎么哄我。

我承认，我不会照顾自己。经常把身
边弄得很乱。

有人说我们不合适，但你说这是我们
的爱情故事，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

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
能一起通过爱情的考验。

我们也会遇到误会和争吵，但这一切
都是爱的调味料。

亲爱的，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持续
下去！

就写到这儿吧。我希望你能尽快给我
回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爱你。

祝你一切都好！
你的 宝贝儿 

2020年10月3日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您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妈，我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半年多没有

交流了。以前我们也经常吵架，但是为什
么这次吵架不一样，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不
想跟我说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性格是一
样的，我们俩都太固执了，你不想跟我
说，我也不会跟你说话。我有三次尝试跟
你说话，但是你也不理我。三月到六月我
在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影子，未被
看见和忽略。我只跟爸爸，弟弟，妹妹说
话，而爸爸也常常出门。现在我已经三个
月不回家了，但你甚至都没问一下我过得
怎么样，你不给我钱，我想吃的时候会怎
么样，一切事都被忽略了。

说实话，我很想你。你知道吗，上个
月我生日时，我等了一天你的生日祝福，
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收到。我平生第一次
没有收到你的生日祝福，真的很伤心。

妈，我想对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固执
了，我知道那时候你很担心我，但是我没
有听你的话。我真的想再跟你聊聊天。

妈，我不知道爸爸已经告诉你了没
有，现在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在家的时
候你见过了他。我上个月也换了工作，以
前的老板对我不礼貌。但是你放心吧，我
现在的工作比以前好多了。妈，我也得到
了一个奖学金。收到通知时，我感到非常
高兴。你知道吗，我的对手是整个印度尼
西亚的学生，我很厉害对不对？

妈，别忘记注意你的身体，工作不要
太忙，多多休息。以后，如果有空我会回
家。那时候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已经和好如
初了。

妈，我爱你，对不起。
祝您身体健康！

            您永远的女儿：菲 菲
                2020年10月8日

写给姐姐的一封信
 吴惠敏

指导老师：刘广宾

给好友的一封信

给妈妈的一封信
黄菲菲

给妈妈的一封信
                    利斯玛

一封情书
王念根

玛中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习作

亲爱的妈妈：
您好!
自从上大学以后,我一直有很多话想对

您说。但每次想和您说，我总是有点儿不
好意思。我现在已经二十岁了，从来没有
写过信给您，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您。您
肯定会感到十分惊喜吧。现在我要借此机
会对您说说我的心里话。

妈，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是您陪着我
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当我获得胜利
时，你比任何人都高兴，为我感到骄傲。
当我遇到困难时，是您唯一鼓励我的人，
让我懂得如何克服困难。我在难过时，是
您帮我擦干眼泪并想方设法地安慰我。我
生病的时候，也是您照顾我，关心我，而
我呢？只会向您抱怨。

我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每次吃饭时，
你都会把好吃的东西夹到我的盘子里，

而 我 却 总 是 会 问 ： “ 妈 妈 为 什 么 不 吃
呢？”而妈妈却总是回答：“我不想吃，
你好好儿吃饭吧，我的乖女儿。”我现在
知道妈妈这样做是为了我好。

当 我 心 情 不 好 时 ， 我 总 是 对 妈 妈
说 不 好 听 的 话 ， 甚 至 会 和 妈 妈 吵 架 吵
得 厉 害 ， 但 过 了 一 会 儿 是 妈 妈 先 原 谅
了 我 。 当 我 睡 不 着 时 ， 我 在 手 机 里 看
到 咱 们 俩 的 照 片 就 掉 下 了 眼 泪 ， 我 也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 妈 ， 我 和 您 永 远 都 爱
着 对 方 ， 我 会 从 点 滴 小 事 做 您 的 好 女
儿 。 妈 ， 您 永 远 的 健 康 和 快 乐 是 我 最
大 的 心 愿 ， 我 永 远 爱 您 ， 因 为 您 是 世
界上最伟大的好妈妈！

祝您笑口常开！

          您的女儿：陈美霞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于三宝垄

亲爱的姑姑：
您好。最近您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您的家人呢, 也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和
注意身体啊！

对不起，我现在才有时间给您写一封
信，因为我的作业很多，而且我也有很多
活动，所以没有时间写。

现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那边的疫情
怎么样？你们都平安吧？现在印尼的疫情
越来越严重，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听话，所以在路上有很多人
都不戴口罩。您已经知道了吧？香港人跟
印尼人不一样。香港人比印尼人更听话。
但是我们这里一直注意防范措施，勤洗
手，出门时戴口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
直接洗澡。我的一家人都很好，你们放心
吧！

我想告诉您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
哥哥和他的女朋友要结婚了。我爸爸已经
告诉您了吗？我真希望您可以来到我哥哥
的婚礼。如果不行的话，也没问题，我
们可以在网上视频聊天儿。因为那个只是
婚礼， 不是什么大活动。 因为疫情的关
系，比较正式的结婚典礼会在明年举办
的。

你们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如果您有

时间，我们可以在网上聊天儿。我真希望
可以跟您见个面，我也很想去您的家。我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您家的时候我还小，
大概只有十二岁。我记得我们还去了迪士
尼玩儿，那时候我很兴奋。我觉得那里的
变化很大，跟以前不一样了吧。所以我真
希望有机会可以去你家玩儿。

姑姑，我也要跟你说一个我的小秘
密，我现在已经有我喜欢的人了，我真希
望可以给你介绍我喜欢的人。他是华人，
他住在泗水。他也曾经来过我家玩儿。他
说他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我很惊讶，他
能说出那样的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很
开心。但是我妈妈还不允许我跟他谈恋
爱，因为我还没读完大学。但是他说他要
等我妈妈允许了再跟我谈恋爱。

就写到这儿吧！下次有空我们再联
系。

姑姑您辛苦了，祝您身体健康，事事
顺心！健康是最重要的！永远又年轻又快
乐！

此致
敬礼！

                 您的侄女：吴佳玲
                        十月二日

写给妈妈的一封信
陈美霞

吴佳玲

给姑姑的一封信

 林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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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闻网讯）针对西方媒体上“
久传久新”的谣言——中国政府“拘捕
100万名维吾尔族民众”，9月24日，澳大
利亚网友Katherine Mulholland在美国版
知乎Quora上提出质疑：这事儿可能吗？

这 位 网 友 援 引 美 国 “ 监 狱 政 策 中
心”2020年的报告指出，2019年，在美
国全国的1833个州监狱、110个联邦监
狱、1772个青少年教养所、3134个地方
监狱、218个移民拘留所和80个印第安乡
村监狱以及众多军事监狱、民事承诺中心
和精神病院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共拘留
了近230万人。

这位网友推测，如果中国政府在新疆
拘捕了100万名维吾尔族民众，这就需要
几千个拘留所。然而，澳大利亚智库“澳
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通过
卫星图像只识别到新疆新增了28个所谓“

拘留点”的情况下，就宣称中国政府在新
疆“拘留了100万名维吾尔族民众”。

这位网友指出，“为澳大利亚广播电
台（ABC）在不揭露ASPI资金来源的情况
下就如此报道感到羞耻。”

他还指出，ASPI是一家位于堪培拉、
专门研究国防和战略政策的智库。它的资
金除了来自澳大利亚政府外，还来源于美
国国务院和军火商。

Katherine Mulholland一番话，真
是说出了许多澳大利亚民众的心声。

9月27日，西澳大利亚的移民中介
Filippo Pellegrino指出，所谓新疆“拘捕
了100万名维吾尔族民众”的说法根本不
值得推敲。至于澳大利亚智库ASPI，里面
的人是又蠢货又坏，他早已不相信它。

10月4日，澳大利亚的媒体人Cze Low讽
刺道，这就是疯狗乱叫。如果它盯着美国的

相关数据不放，一定会被蓬佩奥一顿臭骂。
Cze Low呼吁澳大利亚多关心关心本国民

众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状况，不要总是把钱浪费
在“监视”中国等不相干的事情上。

事实上，澳洲媒体和智库关于新疆的谣言
不仅骗不过本国民众，还骗不过外国网友。

9月26日，新加坡网友Chee lum 
Leong指出，澳大利亚应说说自己到底拘
留了澳洲多少土著居民。

10月6日，英国网友Amami Haruka
提醒最先提出质疑的Katherine Mulhol-
land：妳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西方媒体不
是说中国总共拘捕了100万名维吾尔族群
众，而是每年都拘捕这么多人！

10月7日，网友Chong Chuen Lum
指出，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全球穆斯林协会
以及类似的国际组织走访新疆后没有发表
任何不好的评价。此外，没有哪个穆斯林

国家就所谓中国“拘捕100万名维吾尔族
群众”而批评中国。

10月16日，香港网友Ror Cee讽刺
道：以每人每天需耗费5美元（约合人民
币33元）来算，把100万人关在拘留营每
个月就需耗费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
亿元）。所以，动动脑子行不行？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
上升，多州住院患者也不断达到新高。

其中，威斯康星州的死亡人数又创新
高，在威斯康星州每天有超过30人因新
冠肺炎死亡，这让当地的一线医护人员十
分无助。

护士：每个晚上都有人死亡，我们对
此无能为力，病毒在吞噬他们，我们全力
以赴尝试各种方法也无济于事。

而更让医护人员痛苦的是民众的不理解。
护士：我很难保持乐观，因为民众并

没有对我们表示支持，他们不相信病毒存
在，他们没有见到我们见到的情况。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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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讯）当地时间17日，美国华盛顿又爆发了
大规模抗议示威。数百人聚集在自由广场，抗议特朗普政
府提名巴雷特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呼吁国会议员
暂停最高法院的提名投票程序。

据美国《国会山报》17日报道，当天上午11时左
右，数百人聚集在自由广场，他们手持标语，抗议美国最
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进入最高法院的程序。

报道称，还有约十几名统一身穿红色连衣裙，戴着白色
帽子的妇女参加了抗议活动。她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写
有“特朗普-彭斯现在就下台！”的标语，以此表示抗议。

据报道，当天下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外也
爆发了由保守派女性示威者们发起的抗议活动。她们呼吁
国会议员暂停最高法院的投票程序，并希望以此向全国展
示“女性的力量”。

当地时间15日上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
布，美国参议院司法机构已确定，就巴雷特提名进行
的委员会投票将于22日开始进行。23日，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将会把巴雷特最高法院的提名提
交参议院，巴雷特的最终确认任命投票将在再下一星
期的前半周进行（预计26日—28/29日）。

美爆发抗议活动
吁暂停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投票程序

美国疫情严重 一线医护人员无能为力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本月实施的一
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
对美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方式持强
烈批评态度。

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由美联社和芝
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联合创办。这
项最新民调于10月8日至12日之间实施。

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表示，美国
政府对待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不够严
肃认真。

美国民调：74%美国人认为“美国正
朝着错误方向发展”

调查还显示，只有约四分之一的美国
人表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74%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正在朝着
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表现方面，51%的美国人表
示，“不赞同美国政府应对美国经济的方
式”；61%的美国人将美国经济状况描述
为“糟糕的”。（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民调显示美国多数民众不满政府疫情应对方式

继“牛粪灯”和“牛粪芯片”，印度近
日又有人表态称牛粪可以用于研发药物。哈
里亚纳邦政府领导下的一个邦政府组织表
示，他们正在开发一种由牛粪、牛尿等制成
的药物，并声称该药物“包治百病”。

据《印度快报》16日报道，哈里亚
纳邦政府组织GSA（Gau Seva Ayog）
新任命的主席加戈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正在研发一种“能够治愈人类所有
疾病”的药物，该药物含有牛提供的5种
物质，包括牛粪、牛尿、牛奶、凝乳和酥
油。加戈声称，人的身体出现不适“是由
于3种疾病”，而他们研发的药都可以治
愈。“我们正努力建一支由印度阿育吠陀
医生组成的团队，他们将被安排到牛棚中
进行研究，也许我们将能够为人们提供相
关药物”，他这样称。

加戈还提到，今年的排灯节对哈里亚
纳邦是“特殊”的，因为他们将会提供牛

粪制成的灯。谈到印度教经文中牛的重要
性，他更是表示“根据印度教经文，牛
就像我们的母亲”。根据GSA的官网介
绍，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哈里亚纳邦的牛，
并对此进行监督和管控。加戈介绍称，在
该组织成立前，当地只有约325个牛棚，
但现在数字翻了一番，达到近650个。在
过去5年里，组织已经在这方面花费了超
过10亿卢比。（来源:海外网）

印度正用牛粪牛尿等研发药物 声称“包治百病”

（环球网讯）曼谷连日爆发示威活
动，乱港分子黄之锋等人又见缝插针刷存
在感，他们在社交媒体发文让全球声援泰
国示威者，结果被香港网友骂：相同的剧
本，搞完自己搞别人。

泰国首都曼谷连日爆发示威活动并未
因为政府推出紧急法令而缓解。16日，数
以千计的示威者连续第二天违反禁令，上
街要求总理巴育下台，并与防暴警察展开
对峙。

美联社16日称，泰国曼谷今年的反政
府示威活动最早发起于3月，当时的核心
诉求是重新大选、修改宪法等，但是运动
在8月发生惊人的转变，学生们开始对君

主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并呼吁对君
主制改革。

对于曼谷爆发示威活动，某些乱港分
子按捺不住，忍不住跳出来蹭一波热度。

据港媒消息，乱港分子罗冠聪和黄之
锋、张昆阳等人，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号召
全球声援泰国示威者。

黄之锋上传一张举起象征反抗的三
指手势，以及用平板电脑打出“#Stand-
WithThailand”的自拍照。罗冠聪则上传
多张泰国示威的相片，并声称“每个人都
生而平等，而公民是有权去反抗不公义，
我们与泰国并肩”云云，其内文跟黄之锋
一样有标签“#StandWithThailand”。

曼谷爆发示威活动黄之锋又插手
被骂“搞完自己搞人家”

（中新网讯）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17日上午，美国弗吉尼亚州哈里斯堡的一
座两层商业大楼爆炸发生爆炸，至少3人
在爆炸中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据报道，哈里斯堡政府发言人帕克斯
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发生爆炸的建
筑“全完了”。

报道称，此次爆炸导致3人受伤，其
中2人伤势严重，目前，3人均在当地医疗
机构接受治疗。

此次爆炸还波及了附近一些居民区，
导致部分建筑受损，但并不严重。一名附
近的居民表示，他与妻子吃早餐时，“大
爆炸突然发生，整个房子都晃动了起来”
，他还说，“我们以为那是炸弹（爆炸）

，因为它（爆炸）力度太强了”。
针对爆炸原因，帕克斯表示，截至当

地时间17日下午，尚无信息表明这是一起
谋杀或非正常事故，他同时称，目前相关
部门正在就爆炸原因进行详细调查。

美国弗吉尼亚一商业大楼发生爆炸
至少3人受伤

西方媒体那些关于新疆的谣言，连自己国家的人都骗不了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上高中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10月17日报
道，日本首相菅义伟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
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供品，这是菅
义伟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据日本相关人士透露，菅义伟此前担
任官房长官期间，并未向靖国神社供奉

过“真榊”，此次系沿袭安倍晋三担任首
相时供奉“真榊”的做法。

另外，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大岛理
森，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世博担当
大臣井上信治也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
榊”。（来源：观察者网）

就任日本首相后
菅义伟首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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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
疫情延烧，马来西亚、荷兰、乌克兰、捷克、波兰、奥
地利等国新增染疫数创新高。

全球新增确诊于16日晚首度突破40万例，创下单日
新高纪录。就地区而言，欧洲通报的每日新增确诊，已
凌驾印度、巴西和美国的新增确诊总和。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Univer-
sity）追踪地图数据显示，疫情去年底自中国爆发以来，
截至台北时间本月18日上午7时，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达
3952万6726例，死亡病例达110万7297例。

以下为全球各地过去24小时的疫情与相关发展：
亚洲
中国

中国16日新增确诊病例13例，均为境外移入。近日
爆发本土疫情的山东省青岛市，16日晚完成全市核酸检
测，总计1089万份都是阴性。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通报，10月16日，中
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13例，均为境外移入病例（上海5例，天
津4例，广东2例，四川1例，陕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也是境外移入病例（在上海）。

中国现有确诊病例259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万
5659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

日本
日本东京都17日单日新增235起确诊病例，冲绳县

也新增34例，让日本全境确诊病例数突破9万3000例。
截至下午5时止，日本境内17日单日新增400例，另

有2起死亡病例。包括钻石公主号邮轮在内，日本全境确
诊总数有9万3278例，死亡病例共1680例。

香港
官方香港电台报导，香港17日新增17例确诊病例，

均为境外移入个案。今日是自9月29日以来，香港再次
出现本土零确诊。

据报道，香港17日新增的确诊病例中，有11例来自
印度，2例来自印度尼西亚，另外4例分别来自菲律宾、
摩洛哥、巴基斯坦及法国，年龄介于4岁至50岁之间。
香港目前累计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达5237例。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政府防疫小组数据显示，境内17日通

报新增4301起确诊病例，使得全国确诊总数来到35万
7762例。

印度尼西亚还通报新增84起死亡病例，全国染疫病
亡总数达到1万2431人。目前印度尼西亚的确诊病例数
和染疫死亡数，都是东南亚各国之冠。

菲律宾
菲律宾卫生部17日通报，境内新增2673例确诊及

73人病亡，全国累计达到35万4338例确诊及6603人染
疫病殁。卫生部还指出，新增539名患者康复，痊愈总
数达到29万5312人 。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卫生当局表示，境内17日通报新增869例确

诊，创下单日通报新高纪录，全国确诊总数增至1万9627
例。马来西亚还通报4人病亡，染疫病殁总数来到180人。

伊朗
伊朗卫生部指出，境内17日通报新增253起死亡病

例，全国累计3万123人染疫病殁。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拉利（Sima Sadat Lari）告诉国

营电视台，过去24小时通报新增4103起确诊病例，累计
确诊总数增至52万6490例。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当局17日通报，境内新增1万4922起确诊病
例，全国累计确诊数达到138万4235例，染疫病亡总数
也突破2万4000人。

俄国官员还指出，过去24小时又有279名患者病
殁，官方的染疫死亡总数达到2万4002人。

法国
法国卫生部17日通报，继前一天共2万5086人染疫

后，新增3万2427人确诊染亿，再创单日新高纪录，累
计确诊攀升至86万7197例。

路透社报道，卫生部指出，新增90人染疫不治，累
计病故增至3万3392人。

荷兰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17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荷兰过去24小时再添8114起确诊病例，创下单日通
报确诊数新高。

路透社数据显示，荷兰确诊病例累计达22万52例，
死亡病例总数达6737例。

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境内

通报新增6410起确诊病例，创下单日通报新高纪录，超
越前一天通报的旧纪录5992例。

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过去24小时又有109名患者
死亡，同样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通报死亡数新高。

截至10月17日，乌克兰累计通报29万3641例确
诊、5517人染疫丧命。

波兰
尽管波兰重新实施部分防疫限制措施，波兰卫生部

在推特公布数据显示，境内17日通报9622例确诊，创下
单日通报确诊数新高。

波兰目前全国累计通报16万7230例确诊，并有
3524人病亡。

捷克
捷克疫情9月开始恶化，根据卫生部统计，过去几天

每天的确诊人数都超过9000人，16日并首度突破1万人
大关，达1万1105例。捷克总人口为1070万人。

累计新冠肺炎共造成1338人死亡，高达一半出现在
10月。全国医院目前有3415名病患接受治疗，其中596
人情况危急。

为因应可能出现的大量病患，全国各大医院纷纷补
强人力和设备。

捷克政府14日起实施更严格的防疫管制，所有中小
学改成远距教学，餐厅、酒吧关闭，文化、体育活动也
暂停，聚会人数不论室内外都限制在6人内。

奥地利
奥 地 利 1 7 日 通

报过去24小时新增
1747起确诊案例，
创 下 单 日 通 报 新 高
纪 录 ， 但 远 低 于 当
天 稍 早 「 皇 冠 日
报」（Kronen Zei-
tung）报道的统计数
字2314例。

奥地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外交部长查伦柏（Al-
exander Schallenberg）确诊，他可能是在12日欧盟
（EU）的会议中感染，政府所有成员都会接受筛检。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奥地利确诊病例
累计达6万3134例，死亡病例总数为889例。

比利时
10月17日，比利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消息，比利

时前一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92例，累计确诊病
例达20215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10359例。当前，比
利时共有170925名感染者，其中重症患者为358例，累
计治愈20867例。过去一周，病毒传染率为1.52，继续
呈上升趋势，显示病毒仍然在持续快速蔓延。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非洲
南非

南非卫生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16日新增2019起
确诊病例，全国累计确诊数突破70万人，来到70万203
人。南非是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过去24小时又有61名患者死亡，累计1万8370人染
疫丧命。

美洲
美国

美国目前仍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确诊病例累计达809万7739例，
死亡病例总数达21万9136例。

巴西
巴西卫生部17日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2万4062人

确诊染亿，累计确诊攀升至522万4362例。
卫生部又说，新增461人染疫不治，累计病故增至

15万3675人。
南美最大国家巴西境内累计确诊病例排名全球第3

高，仅次于美国（确诊逾809万例）和印度（确诊逾743
万例）；境内染疫死亡人数则排名全球第2高，仅次于美
国（逾21万9000死）。

墨西哥
墨西哥卫生部16日通报新增6751人染疫、419人病

殁，全国累计84万1661人确诊、8万5704人死亡。
（来源：中央社 / 台北）

10月18日 新冠肺炎全球最新情报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737万例 冬季空气污染恐加剧疫情
据印度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日上午，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

6337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达7370468例，仅次于美国的累计确诊
病例数。印度累计死亡病例112161例。印度国内专家表示，随着冬季到来，
空气污染问题可能会加重疫情。

随着冬季来临，印度的空气污染开始凸显。本月13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记
录了过去8个月以来空气质量最差的一天。新德里关爱肺部基金会创办人库玛
尔（Arvind Kumar）说：“若污染和病毒同时侵袭肺部，显然会加重肺部负
担，使得疫情加剧。”（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德国确诊连创新高

总统进入隔离状态
（ 中 新 社 柏 林

讯）17日，德国新增确
诊数连续第三天创下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新高，
达7830例。累计确诊
人数已达35.9万。由于
一名保镖确诊感染，德
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
进入隔离状态。德国总
理默克尔当天发表视频
讲话，呼吁民众尽量待
在自己家中。

本月15-17日，德
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
单日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人数分别达到6638
、7334、7830，接连
刷新德国1月底确诊首
例病例以来单日新增数最高值。据德国“时代在线”报
道，截至当地时间17日16时许，德国累计确诊359465
人、治愈289994人、死亡9876人。

德国电视一台当天援引德国联邦总统府发言人的话
表示，施泰因迈尔的一名保镖已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施泰因迈尔本人随后接受了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目
前，施泰因迈尔已取消原定于18日在法兰克福出席活动
的日程，并进入隔离状态。

德国总统是德国的国家元首，但并无行政职权。此
前，默克尔曾于3月下旬因接触了一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的医生而自行隔离两周。

“我们现在处在新冠大流行一个十分严峻的阶
段。”默克尔当天在视频讲话中表示，疫情扩散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上半年，接下来数日至数周的时间将决定今
年的冬季和圣诞节会是何种面貌，“这都取决于我们所
有人的行动”。

为此，她敦促国民：尽量减少与其他人的会面，无
论是在外还是在家中；在没有十分紧急的理由时，取消
出行和聚会的计划。“请您尽可能地待在家里，待在自
己的居住地。”

匈牙利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创纪录
（新华社布达佩斯讯）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

网站17日宣布，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791例，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累计确诊
44816例，累计死亡1109例，累计治愈13580例。

英国新增16171例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感染人数超70万

当地时间10月17日下午，英国政府网站公布，截至
当天上午9时，英国24小时内新增16171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累计感染人数达到705428例。目前有5608人
住院治疗，592人需要使用呼吸机。当天，新增150例死
亡病例，累计死亡43579例。（来源:央视新闻）

智利累计确诊超49万

检测率为拉美中最高

当地时间10月17日，智利卫生部公布，该国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811例，累计确诊490003例；新增死
亡59例，累计死亡13588例；累计治愈462712例，现
有病例13703例。

智利卫生部长恩里克·帕里斯在当天的疫情通报会
上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36614人次，全国平均阳性率降低到5.2%，而首
都圣地亚哥大区的检测阳性率降到了3%，为历史新低。

截至目前智利全国已经累计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3857820人次，平均每百万居民中有196660人接受了
检测，该比例为拉美国家中最高。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资料图为施泰因迈尔。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图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尼泊尔累计病例数接近13万 
（中新社加德满都讯）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17日下

午公布数据说，过去24小时，各卫生机构对约1.54万个
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全国新增3167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累计达129304例。

同时，全国还新增12例死亡病例，累计达727例。
目前，尼泊尔全国的新冠治愈率已至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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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9月7日到2020年10月30日，玛琅国立大
学（UM）国际交流处（HI）与英语系联合举办了主题
为“欧亚大陆的流行文化”系列讲座，邀请来自荷兰、法
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印
尼等国的专家总共进行14场讲座。该讲座系列得到亚洲欧
亚基金会的支持，旨在探讨有关欧洲和亚洲流行文化的各
种主题和问题，以加深欧亚各国相互间的了解。 为了实现
欧亚基金会的目标，本系列讲座旨在将UM作为创建和谐
与和平社会的尝试的一部分，使每个有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的人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从而实现全球和平与安全。

2020年10月16日是这一系列活动中的第六轮讲座。
在本轮讲座中，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廖桂蓉受邀
发表了题为“All Roads Lead to Understanding”的主
题讲座。这是廖院长第三次受邀参加由玛琅国立大学举
办的国际系列讲座，之前曾经分别以中国的菜系文化、
中国武术中的和谐元素为主题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传播，
成为玛琅孔院文化推介的一个重要品牌。

廖院长首先感谢能又一次被邀请参加系列讲座，之
前的两次都是与听众观众面对面的交流，这次却是相约
在云端，一起体验科技带来的新的交流方式，她也因
此有了本次讲座的主题灵感，无论交流方式如何千变万
化 ， 终 归 都 是 为 了
Understanding这
个目的。

廖院长的讲座从
她生活的中国小城桂
林的美丽风景拉开序
幕，接着听众观众们
看到了她曾学习和现
在工作的广西师范大
学的情况介绍，所有
的这一切都在慢慢拉
近廖院长和中国跟听
众观众之间的距离，
他们因此对中国有了

一定的了解。在讲座中，廖院长展示了中国人常用的获取
其它国家文化信息的途径，包括书籍杂志教材、电视剧、
电影、广告、旅游、网络、专门机构等，引用的实例包罗
广泛，既有反映东南亚生活并有令人醉心其中美妙印尼
传统服装戈巴亚kebaya的《小娘惹》，有因为展示了张
家界的《Avatar》、香格里拉的《Lost Horizon》，有
在中印尼都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心恋（印尼语版本为
《Rayuan Pulau Kepala》）、《后来（印尼语版本为
《Sayang》），有玛琅MOG Mall里Miniso 店里由中国
明星王一博等代言的广告，还有作为与德国歌德学院、英
国文化委员会、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意
大利但丁协会比肩的文化推广机构的中国孔子学院，不断
佐证这样一个理念：和谐友好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
有了了解才有理解，有了理解才有信任，有了信任才有友
谊。只要你有一颗友好的心，你就能找到了解的途径。

廖院长希望通过本系列讲座，学生们不仅能更好地
了解他国文化、传统，并充分利用这独特学习经历，
加深跨文化意识，进一步发展学习潜力，为建设和谐
美好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廖院长还欢迎对孔院和
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同学们朋友们来到玛琅孔院（Pusat 
Bahasa Mandarin UM），去中国看看，就像《古兰

经（Al-Qur’an）里说的那样“要求知，到中国去吧
（Belajarlah sampai ke negeri China）”。

通过本系列讲座，学生将获得更多跨文化交流能力的
技能。这些技能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使他们能够驾
驭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和信息流，了解欧洲和亚洲的正面
和负面形象，并对在各种流行文化平台上遇到的形象有
更多的批评和批判式的认识。

      文：玛琅孔院 Anin Lingtang（阿宁）  廖桂蓉
                    图：玛琅孔院新闻组

ALL ROADS LEAD TO UNDERSTANDING
玛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廖桂蓉院长受邀国际论坛发表主题讲座

本次讲座主持人 Inayatul Fariha 廖院长 廖院长介绍的了解渠道 廖桂蓉院长解释本次讲座的内容

廖院长介绍广告传播渠道 廖院长介绍美丽的桂林风景

廖桂蓉院长介绍玛琅孔院

廖院长介绍广西师范大学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讲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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