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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4-32℃

泗水	 雨天	 25-35℃

棉兰	 晴天	 24-31℃

登巴刹	 晴天	 25-32℃

坤甸	 雨天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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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宜	祭祀	祈福	入学	会友

	 订婚	开市	交易	修造

	 动土	安门	作灶	穿井

忌	开仓	出财	补垣	塞穴

生肖相冲	龙

总统出席全国大学生会议

全国大学生会议，周五
（12月7日）在西爪哇省茂
物行宫举行，佐科威总统
（中）出席并一同与全国
大学生代表合影留念。总
统在会议上致词时，除了
阐述并希望大学生了解政

府大力建设的基础设施成
果，总统也勉励大学生，
身为知识分子，大学生必
须能很理智辨别是非，尤
其是在这无国界的互联网
时代，不确实的虚假消息
不径而走，不少政敌多年

来还恶意传播他是印共分
子，甚至指责他是外国的
代理人或傀儡云云，这完
全是无中生有和最不负责
任的无耻谎言。佐科威说
印共被禁止时，他也只不
过一位天真无邪的几岁小

孩子，哪有儿童印共的可
能性？此外，说他是外国代
理人，事实证明很多外国公
司股权现在大多数均都在佐
科威-卡拉执政时已回归我
国，由我国国营企业拥有大
数股权和国人经营。（v）

	 然而，以特朗普出尔
反尔和言而无信的商人背
景，喜欢不按安理出牌的
领导风格，国际舆论正在
关注中美贸易战偃旗息
鼓	“休战”能否最终将变
成“停战”，相信人们仍
是不敢掉以轻心，而选择
静观其变。因此全球经济
复苏仍笼罩在美国挑起的
中美贸易战的浓重阴影之
下。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状
况下，为了避免特朗普政
府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高关税，不少厂商也开始
拟定计划，万一中美在贸

易谈判过程中还是无法达
成协议，很多出口到美国
市场的组装厂将撤出中国
而搬到其他国家，包括印
尼或东南亚国家。

据悉，专为美国苹果智
能手机（IPhone）代工的
台湾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Pe����on	 �o�-�Pe����on	 �o�-
p o � � � i o n ) 	 计划与印尼
PT	 S��	 Nus�pe�s�d�	 Tbk	
� P T SN )公司合作在巴淡
岛组装各种出口到美国的
电子产品，包括苹果智能
手机IPhone。PTSN公司总
经理Abidin	 F�n，周一（3
日）在雅京向传媒如斯
说。（v）

国际舆论正在关注

中美贸易战偃旗息

鼓“休战”能否最

终将变成“停战”

在中美贸易战打的如火如荼之际

IPhone计划把组装厂搬到印尼巴淡岛
【雅加达CNBC Indonesia 新闻网12月7日】

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期间达成重要共

识， 双方同意“休战”，并将由两国经贸高

层代表继续磋商，希望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达

成协议。这无疑让全世界关心中美问题的人暂

时松了一口气。

来自8个国家1500人出席

棉兰第一届鼻咽癌国际会议

【棉兰讯】来自8个国
家的1500人出席2018年12
月6日至7日在棉兰市苏北
大学大礼堂及棉兰G� � n d	
Me�cu�e酒店举办的第一届
鼻咽癌国际会议。

该国际会议是由苏北大
学的鼻咽癌卓越科技中心

�PUI	 KNF	 USU)主办。来
自1500名具有医学专业背
景的参与者出席会议，他
们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新加坡，日本，泰
国，东帝汶，菲律宾和香
港。

第 1 届 鼻 咽 癌 国 际 会

议筹委会主席D � . 	 d � .	
F��h��,M,Ked博士说，举
办该国际会议的目的是提
供机会给予研究人员、科
学家、学生和医疗从业
者，介绍和分享有关鼻
咽癌的医学研究的最新资
料。(snd)

苏北大学与迎乐屋基金会在棉兰市Grand Mercure 酒店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鼻咽癌国际会
议。该会议是由苏北大学的鼻咽癌科技中心(PUI KNF USU)主办，来自8个国家的1500
名专业人士出席会议。筹委会主席Dr. dr. Farhat,M,Ked博士(左 1)，苏北大学校长
Runtung Sitepu教授(左 2) , 苏北副省长穆萨(右2)。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随着盾币汇率近日持续
走强，20 1 8年11月份，
我国的外汇储备再次增
加20亿美元达11 7 2亿美
元。

尽管如此，在20 1 8年
1 2月份的最近三天内，
因尚未降温中美贸易战的
情绪或将影响盾币汇率，
盾币也呈现趋弱的现象。	
根据印尼中央银行（央
行/ B I）周五（7 / 1 2）
在雅加达发布的报告，
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因为
石油和天然气的外汇收
入、政府外债的使用以
及高于支付政府外债的外
汇需要的其它外汇收入。	
上述报道表示，“该外
汇储备的位置相当于6.5
个 进 口 月 或 6 . 3 个 进 口
月的融资和支付政府外

债，并高于大约3个进口
月的国际充足标准。”	
按 照 央 行 的 中 间 汇
率 数 据 ， 1 1 月 份 盾
币 兑 美 元 的 汇 率 大
幅 升 至 8 0 0 盾 左 右 。	
2 0 1 8 年 1 0 月 3 1 日 ， 1
美元兑 1 5 2 7 7 盾，并于
2 0 1 8 年 1 1 月 3 0 日 ， 1
美 元 兑 1 4 3 9 9 盾 。	
虽然如此，最近三天内，
在美中之间尚未完全平息
的贸易战，并且美国经济
预测放缓，盾币变弱。	
央行评估，20 1 8年11月
底的外汇储备可支持对外
部的复原力，并维持宏观
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央行认为，随着良好
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前景
深信，并仍持积极态度的
出口业绩，外汇储备仍充
足”。（asp）

中美贸易战缓和 盾币汇率呈强

11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增加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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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邦在致辞中呼吁全
国印尼退伍军警子女必
须在2019年总统大选中
支持佐科威-马鲁夫阿敏
（Jokowi-Ma'ruf Amin）。

“ 尊 敬 的 兄 弟 姐 妹
们，今天我们深感荣幸邀
请到我们当中一位我们非
常敬爱的特殊人物，亦是
我们FKPPI名誉成员，即
佐科威先生，他在四年多
执政，政绩卓越,大家有
目共睹，因此佐科威实
至名归成再次为2019年
大选总统候选人。为此，
我们必须支持佐科威。” 

国会议长班邦苏萨迪奥台
上热情洋溢的演讲立即带
给现场与会者掌声雷动和
欢呼雀跃的欢腾气氛。

这位从业党（Golkar）
班邦还在佐科威总统面前
宣誓，KPPI大家庭成员将
尽心竭力保卫国家完整统
一并坚定不移全力捍卫建
国五原则班渣西拉思想，
尤其是目前国家面临着既
得利益集团不断刻意炒作
宗教和种族的议题以达到
政治目的地巨大威胁。

“我们国家面临的威
胁是现代化的代理战争，

国会议长班邦称FKPPI 

2019年大选务必支持佐科威

周五（12月7日），佐科威总统（中）由国会议长班
邦.苏萨迪奥(左)和其他“印尼退伍军警子女对话论
坛”(FKPPI)高层领导人陪同，出席在雅京东区拉古南
（Ragunan）露营区举行的全国捍卫国家大露营活动。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2月7日讯】周五

（12月7日），佐科威总统由国会议长班

邦.苏萨迪奥(Bambang Soesatyo)和其他“

印尼退伍军警子女对话论坛”(FKPPI)高

层领导人陪同，出席在雅京东区拉古南

（Ragunan）露营区举行的全国捍卫国家

大露营活动。

滥用目前无限制的言论自
由，传播激进主义和恐怖
主义思想，怀着不宽容的
狭窄思维进行不法行为，
意在扰乱社会安定及破坏
民众团结，最终可能导致
国家分崩离析的惨剧。” 
班邦如斯说。

其他内阁成员，如内
阁秘书 帕拉摩诺·阿
侬、政法安统筹部长维
兰多、公共工程与住房部
（PURR）部长巴苏基·
哈迪穆尔约诺和国防部长
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杜
亦出席该活动。（v）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随着盾币汇率近日持续走
强，2018年11月份，我国
的外汇储备再次增加20亿
美元达1172亿美元。

尽管如此，在2018年12
月份的最近三天内，因尚
未降温中美贸易战的情绪
或将影响盾币汇率，盾币
也呈现趋弱的现象。

根据印尼中央银行（央
行/BI）周五（7/12）在
雅加达发布的报告，外汇
储备的增加是因为石油和
天然气的外汇收入、政府
外债的使用以及高于支付
政府外债的外汇需要的其
它外汇收入。

上述报道表示，“该外
汇储备的位置相当于6.5
个进口月或6.3个进口月
的融资和支付政府外债，
并高于大约3个进口月的
国际充足标准。”

按照央行的中间汇率
数据，11月份盾币兑美元
的汇率大幅升至800盾左
右。

2018年10月31日，1美
元兑15277盾，并于2018
年 1 1月 3 0日， 1美元兑
14399盾。

虽然如此，最近三天
内，在美中之间尚未完全
平息的贸易战，并且美国
经济预测放缓，盾币变
弱。

央行评估，2018年11月
底的外汇储备可支持对外
部的复原力，并维持宏观
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央行认为，随着良
好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前景
深信，并仍持积极态度的
出口业绩，外汇储备仍充
足”。

印尼经济改革研究中
心（Core）研究主任Piter 
Abdul lah周五表示，外汇
储备的增加更多是由于
2019年国家收支预算的前
期负荷策略，而政府发行

全球国家债券（SUN）为
30亿美元，而不是来自资
本流入。

他接着说，外汇储备的
上升的确增加与国内经济
状况相关的积极情绪，以
及预计将超过目标的国家
收入。然而，他继续说，
我国的经济，尤其是盾币
汇率，仍非常容易受到全
球性问题的影响。

“当全球性的问题吸引
外国资本流出时，外汇储
备的上升和高于目标的收
入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不
大。当时盾币会下降”。

P i t e r评估，经济问题
的来源仍是经常账户赤字
(CAD)的状况，表明国内
对美元的需要仍高。

“政府应该专注于并真
正致力于改善经常账户赤
字。我认为，政府还没做
最大的努力，也没有专注
于改善经常账户赤字”。

Piter接着说，原因是解
决CAD问题的政策仍处于
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法，
政府尚未定下有效的大策
略改善CAD问题。“迄今
所做的仍非常局部性的措
施”。（asp）

盾币汇率呈强

今年11月份我国外汇储备增加20亿美元达1172亿美元

CORE研究主任Piter Abdullah。

【� i � a新闻网】B a -� i � a新闻网】B a -新闻网】B a -B a -
har Bin Smith以11个小
时为接受警方的调查阶段
后，Bahar Bin Smith于
6日正式被列为侮辱犯罪
嫌犯，并警方暂时不拘留
Bahar Bin Smith。

“ 根 据 警 察 侦 查 员
对此案进行记者招待会
中，Bahar Bin Smith已被
列为侮辱犯罪嫌犯。”警
方公关部主席Syahar Di-Syahar Di-
antono上校于昨日在电话
中如是说。

Syahar Diantono上校
表示，Bahar bin Smith和
辩护律师已经签调查报告
（BAP）有关此案提升犯
罪嫌疑人的身份，虽然如
此，警方暂时不拘留Bahar 
bin Smith。

之前，警方已向Bah a r 
bin Smith发出第一次传唤
函，他并不理会警方的传
唤，而到全国各地传导和
拜访习经院活动，并于6
日下午4时才收到警方传
唤Bahar bin Smith。

此外，警方又发出第二
次传唤函，当时Bahar bin 
Smith到警察局愿意接受进
一步的调查，若仍不理会
警方的传唤，警方威胁强
制传召Bahar bin Smith归
案，另方面，此事根据刑
事法典（KUHAP）的法令
提到警方对任何嫌犯将采
取严厉措施行动。

众所周知，Bahar bin 
Smith在两个小时内向观众
进行传导，但是举报人编
辑我的传导视频，故意缩
短视频，并改成在两分钟
内的传导进行。同时在两
分钟内的传导中，正好散
布煽动性和仇恨言论及侮
辱佐科威总统，不过我要
求你们请全面看我的传导
视频。（yus）

Bahar Bin Smith于6日正式被警
方侮辱犯罪嫌犯

Bahar bin Smith正式被警方

列为犯罪嫌犯但不被拘留

【雅加达罗盘网】丹拿
望人行天桥于7日早上9时30
分正式开始测试使用，根
据罗盘新闻网对此新闻报道
中，看到民众经过刚竣工的
丹拿望人行天桥，主要让民
众没有走错的地方，大部分
对丹拿望人行天桥犹豫不决
地走，并有的众多民众向保
安人员提问。

“我正在与民众对丹
拿望人行天桥进行宣传，
有这个宣传后民众才知道
丹拿望人行天桥的主要作
用。”雅京中区副市长Ir-Ir-
wandi说。

据报道，民众经过丹

拿望人行天桥可以前往丹
拿望火车站、F区、G区和
Teks t i l博物馆，于早上7

时至下午6时开始测试使
用。有446商人已获得买
卖的许可证。（alx）

丹拿望“人行天桥”竣工 

开始测试使用

丹拿望人行天桥于昨日正式开始测试使用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主席习近平
在阿根廷首都举办的G20峰会上达成协议;美中贸
易战暂停90天。世界各国对美中达成的暂时性停
战协议表欣慰。

财长丝利慕利亚妮说，美中贸易战只是暂停，
其实问题还未解决，我们希望美中贸易战彻底的
解决而不是暂时性的停战。

在竞选美国总统时，一直表示要減少美国的
对外贸易赤字 ,特減是美国減中国的贸易赤字。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兴起保护主义，向
兴起保护主义税，向中国货加税，开打美中贸易
战。引起中国也向美国报复，对进口的美国货增
加税。也宣布停止购买美国债券，中国是持美国
债券最多的国家，去年中国持美国债券已超过1
万亿美元。

2018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主席习近平，
都曾经扬言不惜打贸易战向对方报复，估计贸易
战后将两败俱伤，而伤得最重的应该是美国。还
好现在双方同意停战90天，

美联储预计今年第三季美国不会有正面成
长，料将受到严重的打击。一些经济评估机构预
计，2019年全球经济将因为美中贸易战而放缓。

财政部长丝利慕利亚妮说，我国政府仍然密切
注意全球经济的变动，估计明全球经济发展将不
会比今年好，我国应乘机改善经常帐赤字，加强
我国的内需及更有弹性。

她说，我国将促进国内的销费，投资与政府的
开支，以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增长.2018年我国收
支预算尚好，国家收入首次高于预算的1894兆盾
达1936兆盾，目标且符合预期。但全球的大宗物
价下跌，政府必须留意恐怕会影响国内需求，并
注意印尼盾币汇率的波动。

美中贸易战的停火，结果引至11月份盾币的升
值，10月份盾币兑美元仍停留在15,000盾左右，
是十年来最低价。

佐科威总统希望，盾币不要升值太快，可以一
步步的升值，因为我国出口的产品仍面对其他  国
家的竞争。总统希望各界注意不要让我国经常帐
赤字继续扩大。

今年我国的经常帐字比去年好，今年首9个月
的经常赤字只有2.86％。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5
％。中央银行设法维持我国的我国帐赤字，已多
次调长央行7天回购利率，以稳住经常帐赤字与
通货膨胀及汇率。印尼企业家协会（Apindo）预
测明年我国经济增长仅达5.2％。

虽全球经济仍不稳定
国家收入首次高于预算指标

【TRIBUN新闻网雅加达
12月07日讯】陆军退役领

导协会（PPAD）评估，巴
布亚武装犯罪集团分离主

义者（GSB-OPM）的存在
超过了恐怖主义行为。

因为GSB-OPM是有组
织的犯罪行为旨在脱离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的国
家（NKRI）。

“这比恐怖主义更残
忍，所以应该得到军事上
的解决。”PPAD总主席基
基（Kiki Syahnakri）中将
周五（12月7日）在雅京
东区PPAD大楼的新闻发布
会上如是说。

基基认为恐怖主义只
有一两个人武装起来的组

织。虽然GSB-OPM在巴布
亚武装集团所犯下的是有
系统和有组织地进行，但
每个武装成员都拥有完整
的武器。因此，根据PPAD
建议将巴布亚的KKB处理
执法方面移交给国军和警
察协助控制。

“基于人道法和游击队
反对的指导原则，国军行动
必须有计划的方式进行，
优先考虑保护巴布亚所有
民间社会，特别是被认为
易受武装威胁的地区。”基
基如是说。（adr）

PPAD称巴布亚武装犯罪集团超过恐怖主义行为

陆军退役领导协会（PPAD）总主席基基（Kiki Syahnakri）中将。

【 雅 加 达 罗 盘 网 】
普委会主席阿利夫·布
迪曼（Arief Budiman）
表示，在近期内出售空
白电子身份证卡，江对
2 0 1 9 年总统带来不良
的影响，这恐怕将会被
不负责任的既得利益者
在2019年总统和副总统
大选时被滥用。不过普
委会冀望对民众的支持
取缔电子身份证的买卖
交易和任何不合法的行
为。这是为确保选民的
行政安全，尤其2019年
大选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不管对任何不
合法的事情，因此，民
众务必支持普委会取缔
出售空白电子身份证，
有普委会、内政部、选
民和选举监事会（Ba-
wa s l u）确保2019年总
统选举安全进行，并不
要对此事挪用。”阿利
夫·布迪曼于6日在国会

办事处如是说。
普委会专员 � i r y a n 

Az i s要求政府和警方尽
快对此事进行彻查，因
为我们在未来发生类似
的案件，肯定将影响我
国选举诚实和公平地进
行。另方面，2019年总
统和副总统还有时间，
不过普委会、内政部、
选民和选举监事会确保
2019年大选安全及顺利
进行，并此时必须作为

各方的关注。
“ 其 实 电 子 身 份 证

作为选民对领导获得投
票 权 的 机 会 ， 此 事 很
危 险 有 不 负 责 任 的 人
滥用，尤其赢得 2 0 1 9
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收
到的不良的反应，并成
为对民众关注的热点新
闻。”�iryan Azis这样
说。

之前，人口与民事登
记总署（Ditjen Duk-
capil）在雅京中区Pasar 
P r a m u k a和周围的地方
继续调查出售空白电子
身份证，此事由罗盘新
闻网举报，人口与民事
登记总署在两天内的举
报中已早知嫌疑人，不
过此案交给警察总部处
理。据报道，2013年第
96条第24号的民众行政
的法令，嫌疑人将被判
10年有期徒刑，惩罚1亿
盾。（yus）

KPU：出售空白电子身份证卡

容易在2019年大选被滥用

普委会主席阿利夫·布迪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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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陆路交通总署
长布迪（Budi Setiyadi）
昨日在雅加达阐明，限
制货运卡车通行措施将
在交通部长有关2018年
圣诞节和2019年新年运
输的货车通行交通管制
措施的条例规定。

交通部长条例草案详
细规定，交通管制对象
为货车总吨量（货车重量
+货物重量）不超过1万
4000公斤、三轴以上的货
车、带有拖车的货车，以
及运载矿物、采矿品和建
筑材料的卡车。

布迪称，为了今年圣
诞节和2019年新年运输期
间的道路交通会变得更加
安全顺畅，交通部自12月
21日至22日和25日，以及
12月28日至29日和2019
年1月1日，实行禁止货车

通行交通管制。
“自12月21日（00.00

时 ， 东 部 时 间 ） 至 2 2
日（24 . 0 0时），将对
雅加达至孔雀港高速公
路、P r o f . S e d y a t m o高
速公路、雅加达外环公
路（JORR）、Bawen至
Salatiga高速公路、棉兰
至卡罗县吗达山国家公
路、直葛至Purwokerto国
家公路，以及莫佐克托
至Caruban国家公路实施
交通管制，禁止货车通
行，”他说。

交通管制措施和限制
货运卡车通行的政策，
旨在保证货物供应以及
消费产品供应顺畅。若
参考去年的评估数据，
在某个特定日期的交通
流量不高，所以在12月
23日、24日、26日、27

日、30日和31日没有交
通限制。

不仅如此， 1 2月 2 1
日 至 2 2 日 在 雅 加 达 至
芝 甘 北 ， 往 芝 甘 北 方
向 、 芝 甘 北 - 百 加 拉
冷-Cileunyi高速公路往
Cileunyi方向、班达安至
玛琅国家公路往玛琅方
向、Probolinggo至Luma-
jang国家公路Lumajang方
向，以及Gil imanuk至等
巴刹国家公路往巴刹方
向等，将实行单向交通
管制。

除此之外，自12月25
日00.00时至24.00时，
对雅加达至芝甘北高速
公路雅加达方向，实施
限制货运卡车通行。

限制货运卡车通行政
策于12月28日00.00时至
29日24.00时，对雅加达
至孔雀港、Prif.Sedyat-
mo高速公路、雅加达外
环公路、Bawen至Salat-
iga高速公路、棉兰至马
达山国家公路、直葛至
Pu rwo k e r t o国家公路，

以及莫佐克托至Caruban
国家公路的限制交通实
施。

而在雅加达至芝甘北
往芝甘北方向、芝甘北-
百加拉冷-Cileunyi高速
公路往Cileunyi方向、班
达安至玛琅国家公路往
玛琅方向、Probo l i nggo
至Luma j a ng国家公路往
L u m a j a n g 方向，以及
Gil imanuk至等巴刹国家
公路往巴刹方向等，也
实行单向交通管制。

“限制货运卡车通行
政策也于20 1 9年1日自
00.00时至24.00时，对
雅加达至芝甘北高速公
路往雅加达方向，以及
登巴萨至Gil imanuk国家
公路往Gil imanuk方向实
行限制，”布迪总署长
如斯说。

限制货运卡车通行政
策不适用于运载油气、
往 返 进 出 港 口 的 运 载
进出口货物、牲畜、肥
料、邮政货物和金钱，
以及必需品的车辆。(er)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2019年正月初位于苏
北省的瓜拉丹绒（Ku a l a 
Tanjung）刚正式开航时，
通过该港口直接出口的商
品数量，预计能达到1000
个标准箱（TEUs）。

国营港口运营商Pelin-
d o第一公司总经理班庞
（Bambang Eka Cahyana）
在雅加达对记者表示：“
我们希望，通过瓜拉丹绒
港口直接出口的商品数量
至少800 个TEUs至1000个
TEUs。”

他定下指标，在2019年
1月初，瓜拉丹绒港口第
一阶段工程已能全面投入
运营。

“佐科威总统主持该
港口的开航仪式之后，我
们预计，在20 1 9年正月
初可全面投入运营，苏北
省和苏门答腊的进出口活

动可逐渐使用瓜拉丹绒港
口，”他这么说。

他 补 充 说 ， 一 些 出
口商，如印尼联合利华
（Unilever Indonesia）公
司、印尼丰益（Wi lm a r 
Indonesia）公司、Domba 
Mas集团，以及STTC卷烟
厂将使用瓜拉丹绒港口实
施进出口活动。

“ 目 前 我 们 还 在 进
行谈判有关U n i l e v e r 公
司、Wi lm a r公司，以及
Siantar卷烟厂的货物商品
出口程序，因为该三座工
厂的地点与瓜拉丹绒港口
的距离很近，因此，运费
会更便宜，”他称。

他说，Uni leve r公司将
在每个星期出口40万个集
装箱，而我们正与Wilmar
公司洽谈，希望该公司在
每个星期出口的货物商品
数量会达到20万个TEUs，

及卷烟厂在每个星期出口
的货物商品数量达到5万
个至10万个TEUs。

“我们希望，通过瓜拉
丹绒港口至少有500至600
个集装箱船运，”他称。

出口目的国是北亚、中
国，以及台湾。

“所有的许可证程序
都已完备，交通部发行的
运营许可证，以及海关局
发行的许可证已拥有。因
此，现在仅等完成整个过

程，以便其实施顺利进
行，”他称。

除此之外，有航运公
司承诺将在瓜拉丹绒港口
使用5000至8000 TEU的
船只。

班庞表示，预期瓜拉
丹绒港口第一阶段工程将
在201 8年12月份正式开
航。“希望佐科威总统能
于20 1 8年底前主持该港
口的开航仪式，”他进一
步称。(vn)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工业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丹托（A i r -
langga Hartarto）表
示，根据世行2 0 1 7年
的报告，我国制造业领
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在东盟地区排榜首，占
20.5％。

本报援引工业部长发
布的新闻稿称，“从以
上成绩，印尼是在二十
国集团（G20）成员国
排行世界第五。”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的数据，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PDB）10%以上的15个
国家当中，我国排行第
四。

“我们经常听到有
关去工业化，那是因为
制造业对PDB的贡献必
须超过30%。若我们观
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和世行的数据，在世界
上，制造业领域的贡献
没有超过30%的，”他
这么说。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的数据显示，在工
业国家，制造业领域
对PDB的贡献平均只有
17%，而我国制造业领
域有能力贡献22%，比
韩国2 9%、中国2 7%
，以及德国23%更低，
但我国制造业贡献，比
墨西哥1 9%以及日本
19%还要大。

此外，其工业领域占
PDB17%以下的国家，
其中是印度、意大利、
西班牙、美国、俄罗
斯、巴西、法国、加拿
大，以及英国。

另一方面，据日经指
数（Nikke i）和麦盖提
咨询公司（IHS Markit）
的调查结果称，2018年
1月至11月份期间，印
尼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
数（Purchasing Manag-
ers Index简称PMI）仍高
于50水平，显示我国制

造业仍然是扩张性的。
201 8年11月份，我

国 制 造 业 的 P M I 在 东
盟地区排行第四，比
泰国(4 9 . 8 )、马来西
亚(4 8 . 2 )以及新加坡
(47.4)更高。

工业部补充说，实
施 “ 印 尼 制 造 4 . 0 ”
（Making Indonesia 4.0
）综合路线图的目标将
使我国2030年成为世界
上最强大的十大经济国
家之一。

其他的目标是PDB的
实际增长1至2%，以及
至2030年为1000万人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

在“印尼制造综合路
线图实施将成为引领的
5个制造业领域，即是
饮食工业、纺织业和服
装业、汽车工业、化学
工业，以及电子工业。

“我们正推动该5个
制造业领域的增长，因
为它们有能力对国内生
产总值做出6 0%的贡
献、对我国总出口额贡
献65%，以及60%工人
将从事上述5个制造业
领域，”他阐述。

据 中 央 统 计 局
（ B P S ） 的 数 据
称，2 0 1 8年第三季，
非油气加工业的增长
5.01%，环比今年第二
季的4.27%更高。

甚至，在今年第三
季，加工业还对国内生
产总值做出最大贡献，
达到19.66%。

此外，20 1 8年第三
季，其增长会超过经
济增长的工业部门，其
中是橡胶工业和橡胶和
塑料制品的增长率达
到12.34%、纺织业和
服装业增长率10.17%
、皮革工业和皮革制
品，及鞋类工业增长
率8 . 8 3%、贱金属工
业的增长率8 . 1 1%，
以及饮食工业增长率
8.10%。(vn)

12月7日，体育部门运动与
健康工作总监Kartini Rustandi(
左2)、运动医学专家Michael 
Triangto（右2）与其他发言
人在记者会上讲话。体育
部门正在推广体育对健康的
重要性，并邀请社会民众每
天至少做日常身体活动30分
钟。(商报/Hermawan摄)

交通部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

实施货车交通管制措施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交通部陆路交

通总署在今年圣诞节和2019年新年运输

期间，限制货运卡车在4条高速公路段

通行。

Pelindo 第一公司冀苏北瓜拉丹绒港明年正月初

明年正月初出口商品达1000TEUs

健康生活运动

我国制造业对世界经济

在东盟做出最大贡献

【安达拉社巴唐讯】
国营企业部长莉妮·苏
玛尔诺（Rini Soemar-Rini Soemar-
no）要求巧克力工厂保
持可可豆的供应量充
足，因为该巧克力原料
的储存量比较有限。

她到中爪省巴唐县
Kandeman镇的巧克力工
厂视察时表示：“该巧
克力工厂美观又很大，
但更重要的是原料供应
必须充足，因为其需求
量很大。”

她解释说，事实上，
巧克力工厂附近区已种
植145公顷的可可树，
但巧克力原料的需求量
还是很大。

她续说，上述巧克
力工厂是由工业部与卡
查·玛达大学合作兴建
的，作为发展综合可可
加工业能力的中心。

“ 为 此 ， 需 提 高
和增加巧克力树，以
致巧克力豆的供应充
足，巧克力公司经理
必须与巴唐县长、卡
查玛达大学，以及国
营 农 园 公 司 （ P T P N 
）之间进行良好的协
调，”他如斯说。

此外，巴唐县长维哈
吉（Wihaj i）希望这个
村区可以当成为“巧克
力村”，以便能实施一
村一品（OVOP），因为
巴唐县有潜力扩大可可
种植园。

“ 除 此 之 外 ， 除
了满足工厂需求，上
述“巧克力村”能当
成为吸引游客的新旅
游 目 的 地 和 教 育 中

心，”他这么说。
工业部资助巧克力厂
维哈吉声称，工业

部准备发放1050亿盾的
资金，在中爪省巴唐县
Wonokerso村兴建2.8公
顷的巧克力工厂。

他 续 称 ， 按 照 计
划，佐科威总统将于
201 8年12月12日主持
该巧克力工厂建设工程
开工仪式。

“我们未没肯定，是
否佐科威总统愿意来到
巴唐，主持该巧克力工
厂建设工程开工仪式，
但若他不能来的话，至
少工业部代表将出席该
活动，”他阐述。

他认为，该巧克力工
厂是在总面积2.8公顷
的土地上建设，实体建
筑的面积4000平方米，
建设在面积为165公顷
的种植园中间。

“工业部将提供1050
亿盾的资金来建设该巧
克力工厂。我们希望，
建设巧克力工厂后，
将提高居民的经济收
入，”他补充说。

此外，巴唐县区秘书
纳西锦（Nas i kh i n）表
示，上述巧克力工厂还
需要很多可可植物，来
满足生产需求，因为在
地区的可可植物产量只
有700公斤。

“巴唐县政府的任
务，准备管理可可植物业
务的学员。未来我们将推
动当地农民扩大可可种
植园，以便向工厂分配
的原料供应充足，”他
进一步称。(vn)

国营企业部长要求

巧克力厂保持可可供应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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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观望美国就业数据
金价上扬且有望创8月以来单周最大涨幅

因美联储即将暂停紧缩周期的臆测再
起，令美元走软，现货金小升，有望创
下15周以来单周最大涨幅。0839GMT，
现货金攀升0.21%报每盎司1,240.26美
元，上日触及近五个月高点1,244.32美
元。本周金价累计攀升约1.5%，有望创
8月24日当周来的最大周线涨幅。

油价下跌
因OPEC推迟做出最终减产决定，

要等非OPEC产油大国俄罗斯做出承
诺后，才会决定确切的减产数量，油
价下滑。而据报导俄罗斯不想减产超
过15万桶/日。布兰特原油期货盘中
稍早跌破每桶60美元，0828GMT时
报每桶59.86美元，较前一交易日收
盘跌0.2美元或0.33%。美国西德克
萨斯中质油(WTI)期货报每桶51.2美
元，跌0.29美元或0.56%。

恐创两个月来最大单周跌幅
美元弱势整理

隔夜的巨大跌幅尚未收复，美元
整理跌势。市场益发臆测美联储可能
即将暗示将暂停持续三年的升息周
期，但其影响被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
疑虑所抵销。美元指数基本持平于
96.83。但周线来看，美元料录得逾
两个月最大跌幅。0833GMT，美元兑
欧元持稳在1.1375美元，美元兑日圆
小升0.1%至112.79日圆。

美国股市下跌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CFO)

被捕，引发对美国和中国贸易紧张关系
的担忧；一些跌深的大型科技股和网
路股则上涨，标普500指数和道琼工业
指数周四在震荡交投中收盘小跌，但远
高于盘中低位。道琼工业指数下跌79.4
点或0.32%，收报24,947.67点。标准
普尔500指数小跌4.11点或0.15%，至
2,695.95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9.83
点或0.42%，至7,188.26点。 

日本股市收高
隔夜美股大跌后扳回了部分跌幅，

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周五收高，结束
三日连跌。日经指数收高0.8%至
21,678.68点，该指数本周下跌3%。

545

我们接触的资讯无远弗届，还可
以与全世界的人即时沟通。以现在
所拥有的能力，即使是最猛狂远大
的梦想和最遥不可及的希望，可能
也没什么。

黄金行情
12月7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40.000	盾卖出	 3.00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00.000	盾卖出	 6.00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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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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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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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工业股

消费品工业股

房地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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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股市行情 12月7日

亚股

日经指数	 21678.68	 涨	177.06

韩国综合	 2075.76	 涨	 7.07

香港恒生	 26063.76	 跌	 92.62

上海综合	 2605.89	 涨	 0.71

欧股

英国FTSE	 6809.01	 涨	104.96

德国DAX	 10894.93	 涨	 83.95

法国CAC	 4852.06	 涨	 71.61

荷兰AEX	 506.32	 涨	 7.40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2/07	19:09

美股

道琼工业	 24947.67	 跌	 79.40

那斯达克	 7188.26	 涨	 29.83

S&P500	 2695.95	 跌	 4.11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6/12/2018

	 6126.36	 0.17

	 1589.43		 0.74

		 977.59		 0.06

		 676.32		 0.39

		 1492.17		 0.13

		 1738.41		 -0.43

		 842.33		 0.69

		 1389.99		 1.38

		 2509.28		 0.57

		 449.72		 2.32

		 1044.78		 -0.34

		 1168.03		 -0.57

		 791.77		 0.26

美元	 USD	 14358.00	 14678.00	 14466.00	 14612.00

新币	 SGD	 10538.64	 10658.64	 10562.98	 10670.37

港币	 HKD	 1838.47	 1878.47	 1851.86	 1870.72

日元	 JPY	 126.93	 130.53	 128.31	 129.64

欧元	 EUR	 16384.23	 16644.23	 16450.74	 16621.15

澳元	 AUD	 10377.97	 10617.97	 10447.35	 10555.71

英镑	 GBP	 18401.11	 18701.11	 18477.42	 18665.3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06.78	 2128.04

	 1	 GGRM	 81525	 83825	 2300	 2.82%	 1370800	 114730015
	 2	 INTP	 20050	 20700	 650	 3.24%	 1456500	 30072970
	 3	 UNTR	 29000	 29375	 375	 1.29%	 4639900	 135899100
	 4	 SILO	 3420	 3770	 350	 10.23%	 1087600	 3934730
	 5	 POLA	 1510	 1790	 280	 18.54%	 1114300	 1999064
	 6	 IBST	 8700	 8950	 250	 2.87%	 20000	 179000
	 7	 TAMU	 3050	 3250	 200	 6.56%	 4175000	 12703285
	 8	 RDTX	 5550	 5725	 175	 3.15%	 1200	 7112
	 9	 SQMI	 630	 785	 155	 24.60%	 92300	 72445
	10	 JSPT	 1000	 1145	 145	 14.50%	 200	 234

	 1	 ITMG	 20800	 20425	 375	 -1.80%	 1131300	 23233695
	 2	 BBCA	 26300	 25950	 350	 -1.33%	 14214000	 368759095
	 3	 UNVR	 44200	 44000	 200	 -0.45%	 1790500	 78754370
	 4	 AMFG	 4000	 3840	 160	 -4.00%	 18800	 72244
	 5	 POOL	 4840	 4710	 130	 -2.69%	 39146000	 188186963
	 6	 MAYA	 7050	 6925	 125	 -1.77%	 200	 1392
	 7	 SURE	 2700	 2590	 110	 -4.07%	 212100	 583048
	 8	 IMAS	 2270	 2170	 100	 -4.41%	 6987800	 15174481
	 9	 PTBA	 4080	 3990	 90	 -2.21%	 25615100	 102758434
	10	 LINK	 4960	 4870	 90	 -1.81%	 1961800	 9548022

他在日前表示：“
它将影响大宗商品价
格。如果印尼大宗商
品价格下滑，必不能
支撑出口的增长。”

他说穆迪大体上了
解我国面临的两个问
题：一，我国出口表

现仍差强人意；二，
鉴于全球市场流动资
金紧缩，穆迪发现我
国国内投资减少。

但An u s h k a说，国
内消费不会受到央行
（BI）进行的基准利率
收紧的影响，他认为明

年举行的大选，预计可
以维持消费水平。

他说：“消费仍比
往日差劲，所幸政府
意识到这一点，因此
设法实行更有力支持
增长的政策。”

央行在今年11月展
开的消费者调查结果显
示，在2018年圣诞节
和2019年新年前夕，
有一种更乐观消费的迹
象，反映在2018年11
月达到122.7点的消费
者信心指数（IKK），
比10月份的119.2点水
平有所上升。

央行通讯部门负责

人Agu sma n称，消费
者信心指数上升，主
要是因为对就业机会
和收入持续改善有信
心，使消费者对目前
经济状况看法也跟着
改善，对未来经济状
况更为期待。

眼下的经济条件指
数（IKE）增长2.9点
至10 9 . 1点，而经济
状况预期指数（IEK）
也增长4.2点至136.4
点。另外 2 0 1 8年 1 1
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显示所有消费群体的
支出都上升。消费者
对于购买手机、电脑

和电视等耐用品的信
心，在11月份从110.9
点上升到112点。

每个月1百万盾到4
百万盾以及410万盾到
5百万盾的支出组购买
耐用品的意愿增强。
未来3个月到明年2月
的价格上涨压力预计
减少。

此事反映在未来3
个月的价格预期指数
（IEH）处于174.1点
水平，低于此前176.4
点的调查结果。价格
上涨压力预测在6个月
后或2019年5月将再度
增加。(xf)

【Ko n t a n网雅加达
讯】银行业预计，目
前开始出现的流动性
收紧将在明年继续。
全 国 商 业 银 行 协 会
（Perbanas）预计，明
年银行的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DPK）有望增
长8％至9％。

全国商业银行协会
主席兼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Tbk，股
代号BMRI）董事总经理
Kartika Wirjoatmodjo 
预计，2019年首季度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率
仅为6％至7％。但在第
二季度可能会增长10％
。因此，平均增长率为
8％至9％。

T i k o周三（ 1 2月 5
日）在雅加达的万自
立市场展望讨论会后
说：“这几乎不可能超

过10％”。
T i k o补充说，因美

元走强导致资金外流，
则第三方存款者资金的
增长率不如贷款的快速
增长。但是，投资组合
流将逐渐和巨多地进入
我国。

此外，政府多发行
国家债务证券（SUN）
并 针 对 个 人 的 投 资
者，导致减少银行业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因
此，Tiko希望，2019年
上半年，零售的国家债
券将被吸收很多，以致
2019年下半年，银行的
第三方存款者资金料将
会上升。

此外，将于2019年
上半年进行的开斋节势
也将减少明年的银行业
第三方存款者资金。因
为，人们在消费上花费

更多，而不是将把资金
存入银行。

“目前，银行业的
贷存比率（ L D R）为
91％至92％。未来，
我们的预期是印尼中
央银行（央行/BI）的
流动性宽松政策，包
括使用最低存款准备
金率（GWM/ r e s e r v e 
requirement ratio/
R R R )等仍在继续。因
此，银行有空间使用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金
扩展业务”。

T i k o表示，随着明
年第三方存款者资金料
将增长8％至9％，银
行业发放的贷款仍会增
长两位数。201 9年贷
款增长率预计与201 8
年第三季度的贷款增长
率相同，约为13％至
14％。(asp)

【 本 报 讯 】 周 五
（ 7 / 1 2 ） 综 合 指 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 束 时 ， 综 指 上 升
2 0 . 3 4 9点或 0 . 3 3%
至6135.842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1 0 . 8 6 3点或 0 . 1 8%
，报收于 6 1 2 6 . 3 5 6
点。LQ- 4 5指数上升
0.621点或0.06%，报
977.593点。

亚 洲 股 市 上 下 不
一 ， 日 本 指 数 上 升
1 7 7 . 0 6点或 0 . 8 2%
，报21 6 7 8 . 6 8 0；香
港 指 数 下 落 9 2 . 6 2 0
点 或 - 0 . 3 5 % ， 报
26063.760；上海指数
上升0.71点或0.03%
，报 2 6 0 5 . 8 9 0 ；海
峡时报指数下落4.4 0
点 或 - 0 . 1 4 % ， 报
3111.120。

我 国 整 天 的 交 易
总共发生35万57次，
有110亿62 1 2万65 0 7
份 股 票 易 手 ， 总 值 9
兆68 6 5亿18 8万45 1 8
盾。涨价的股有 2 2 2
种，落价的股有 1 7 7
种，210股持平。

外 资 净 售 5 3 8 6 亿

3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G G R M ( 盐 仓 香
烟公司股)涨价 2 3 0 0
盾 ， 现 价 8 万 3 8 2 5
盾；INTP(印多水泥公
司股)涨价650盾，现
价2万70 0盾；UNTR (
友 联 抛 拉 机 股 ) 涨 价
375盾，现价2万9375
盾；SILO(Si loam医院
股)涨价350盾，现价
377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TMG(印多矿业公
司股)落价375盾，现价
2万425盾；BBCA(中亚
银行股)落价350盾，现
价2万5950盾；UNVR(
联合利华公司股）落价
200盾，现价4万4000
盾；AMFG（Asahimas
股）落价160盾，现价
3840盾。

盾币增值42点
周五，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482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以
14524盾中间价，盾币
增值42点。(asp)

为了支持2018年公司收入总额目标11兆盾和开设3家新Mitra10商店的计划，
以及加强市场份额，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股代号CSAP）拟定指标，今年
现代零售部门有望增长15%。截至2021年，Mitra10商店的数量料将达50家。
图为， 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 Budyanto Totong（
左一）、Mitra10商店网络公司董事总经理 Andy Totong（右一）与 Griya Idola
工业领域公司副总经理 Jennifer Setiawan（左二）在万丹省Bitung县开设第29
家Mitra10商店后观看情景。（本报Hermawan摄/译asp）

穆迪国际评级机构

关注我国出口和投资表现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穆迪

（Moody's）国际评级机构预测，我

国经济在2019年和2020年仅分别增

长4.8%和4.7%。新加坡穆迪集团主

权风险部副总裁Anushka Shah称，经

济增长较低，是因为受到一些国家实

行的保护主义政策的进一步影响。

综合指数上升10点至6126.356点

1美元兑14482盾

全国商业银行协会预计

2019年存在银行的资金仅增长9%

Catur Sentosa Adiprana公司拟定指标

今年现代零售部门有望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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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贸 易 部 （ � � �� � �
m � n d a g）报告，今年
11月，精制糖（G�R）
实际进口量已达到2 9 6
万吨或占3 1 5万吨进口
许可的94%，以及消费
糖（G � P）进口1 1 0万
吨或已达到进口许可的
100%。

国营农园（PTPN III）
第3公司控股副总经理阿
里斯.多哈利斯曼（Aris 

Toh a r i sman）肯定，至
今年底，国内白糖价格
难以提高。根据他的计
算，白糖进口后，供销
费用的全国白糖储存量
已达到300万吨。

他声称，今年国内白
糖产量219万吨，比去年
的209万吨提高4.7%。

与此同时，目前的白
糖储存量约为1 2 0万至
1 6 0万吨，存量足于供

应未来5个月需求，假
设每个月消费糖22万吨
至23万吨。“如果是今
年12月，消费糖需求确
实提高至25万吨至26万
吨。”

目 前 ， 国 营 企 业
（BUMN）白糖产量大约
为11 6万吨，其中85万
6000吨是国营农园控股
公司（BUMN Holding）
生产的，27万1000吨是
Rajawali Nasional Indo�
n�sia生产的，3万5500吨
是G�ndhis Multi Manis公
司生产的。

上述白糖由22万4000
公顷面积的甘蔗田生产
的，分别为17万2000公
顷是属于国营农园控股
公司所有，4万6200公顷

是属于Rajawali Nusan�Rajawali Nusan�
tara Indon�sia公司所有和
5800万公顷属于G�ndhis 
Multi Manis公司所有。

印 尼 民 间 甘 蔗 农 协
会 （ A P T R I ） 总 主 席
苏 米 特 罗 . 沙 玛 迪 昆
（�o �m i t r o  � amad i�� o �m i t r o  � amad i�
k o � n ） 称 ， 糖 价 下 滑
造成农民种植甘蔗的意
愿 低 落 ， 虽 然 国 粮 署
（B u l o g）已要求，以
每公斤 9 7 0 0 盾价格收
购农民白糖，但国粮署
也不能随时收购。“因
需要钱用，农民迫不得
已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
格 出 售 白 糖 ， 因 此 ，
我 们 要 求 政 府 停 止 进
口 白 糖 ， 使 国 内 产 白
糖有销路。” ( s l )

【 本 报 讯 】 使 阴 道
回春是当今女性的一种
潮流。做阴道回春治疗
的女性是因为她们的阴
道功能开始下降，起因
是由于年龄增大，分娩
后，性交时失去快感，
阴道干燥等等。

在你想要进行这种治疗
之前，你应该知道做阴道
回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只是知道其好处。阴道
回春专家医生Ni �omang 
Y�ni Dhanasari 解释，做
阴道回春治疗时可能发生
的种种风险。

她表示：“风险肯定
有，所有的合作和非合作
程序的数据都显示各有其
副作用，可能出现伤口感
染，出血，与其他合作程
序完全一样。”

在Bam�d诊所做诊的医
生还表示，附着阴道情
况是由于一些因素所造成
的。其中之一是因为患者
的年龄老化或绝经。

她表示：“到目前为
止，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FDA）仍在调查两种
感染性质。但是，无论风

险如何，仍然可以被医
治。”

阴道回春治疗应该由专
业医生进行。 此外，进行

该治疗也必须使用正确的
仪器。(max)

【�ontan雅加达讯】国
盐公司（PT Garam）记
载，今年业绩亮丽。从今
年12月初，国盐公司的盐
产量已达到36万吨或比今
年定下的35万吨盐生产指
标更高5.14%。

国 盐 公 司 总 经 理 布
迪.沙��（Budi �a�.沙��（Budi �a�沙��（Budi �a�Budi �a�
songko）对记者称，至今
年底，有信心盐产达到37
万2000吨或比去年的19万
8000吨提高87.8%。“我
们有信心，虽然今年12月
下雨，但我们生产的盐能
突破37万2000吨，因有田
里采盐的潜力。”

布迪解释说，今年，国
盐公司盐产提高，是受到
天气的支撑。今年4月底
至10月期间，几乎全国所
有盐生产中心的地区发生
干旱，该情况下推动国盐
公司的盐生产量。

甚至，布迪声称，2019
年，干旱季节可能再继续
下去。因此，国盐公司深
信，2019年的盐产将达到
48万吨或比今年定下的生
产指标提高29%。“然而
生产指标非常依赖明年的
气候状况。”

他续称，盐产提高开
始对盐价格造成影响，目
前，国盐公司盐价格稍微
降低，平均每公斤1300盾
至1400盾，最理想的盐价

格为每公斤1500盾。
如果任由该情况发展

下去，盐价格能降低至每
公斤11 0 0盾。但这对盐
农不利，因使他们的盈利
减少。因此，国盐公司承
诺，将保持盐价格稳定于

目前的价格。
海洋与渔业部（��P）

海域经营局局长帕拉曼迪
亚.沙帝亚穆尔迪.普尔瓦
帝（Brahmant�a �at�a�Brahmant�a �at�a�
murti Po�rwadi）称，至今
年11月23日的盐产量达到

199万吨，其中36万7260
吨是国盐公司生产的。

今年盐产有潜力达到
240万吨，比去年实际产量
130万吨提高84.6%。“我
们对至今年底，能达生产
指标持乐观态度。”(sl)

【 本 报 讯 】 W i j a � a 
�ar�a公司旗下Wija�a �ar�
�a Industri En�rgi(W�IE)
公司的数个品牌，因为扩
大销售网和增强数字化而
荣获奖项。

W� I E公司营销局经理
F i r m a n s � a h称，今年有
两个品牌荣获奖项，即
Wika热水器(WI�A WH)
和 W i k a 光 伏 发 电 系 统
(WI�A PV)，荣获Top 
Brand 2018、Top Prop�
�rt� 2018、Digital Popu�
lar Brand 2018、�ocial 
M�dia Award 2018，以及
Indon�sia B�st El�ctricit� 
Award 2018的奖项。

“这些奖项是通过公司
采取的措施而获取的，为扩
展销售网和增强数字化或在
线交易。”他这么说。

他说，扩展销售网，希
望在线和传统交易而受消
费者青睐。

“利用数字，对Wi k a 
W H 的 环 保 产 品 进 行 教
育。而在传统营销，是

以增加销售网。”他如
斯说。

以上述成就，Wika WH
将持续不断保持品牌质
量，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
务。保持质量成为Wika产
品的优点，而使国内产品
的质量同等于外国产品。

“创新也持续进行，
成为公司持续推动产品
更好的文化，其中是引
领市场和售后服务。”
他这么说。

除了创新，Wika WH
也实行品牌意识，使品牌
仍成为消费者第一个想起
的。该产品也方便家庭或
商业更容易使用。

此外，Wika WH也通过
社交媒体，提供关于热水
对健康的重要性。

他称，Wika WH产品
已在我国各地区均有销
售。为雇佣更多管理经销
商和销售伙伴，Wika WH
定期进行经商指导，以致
营业额目标和售后服务能
够实现。(lcm)

【�ontan雅加达讯】虽
然今年业绩下降，Martina 
B � r t o ( M B T O )公司表乐
观，明年能再获得利润。
该公司深信改善销售后，
财务报告会更好。

Martina B�rto公司总经
理Br�an David Emil称，
对所有的消费品公司，包
括Martina B�rto公司，今
年不是简单的年度。从
Martina B�rto公司的内部
数据，至今年第三季，现
代或传统零售业的消费品
需求低迷。“我们看好明
年将是公司积极发展的年
度。”他这么说。

他定下指标，明年销售
额提高10%。以致，该公
司利润能达到50亿盾。“
我们相信今年底已完成更
新的旧产品。品牌重塑和
改变包装。”他如斯说。

此外，通过旗下C�d��
findo公司承包制造业务即
化妆品。

为减少损失，Ma r t i n a 
B � r t o公司计划实行几项
方法。例如，提高市场营
销效率，改换旧产品以新
产品。

该公司也推动出口市

场渗透。目前出口市场
占总销售额的2%。计划
在未来五年能贡献6%至
7%。“我们瞄准亚太市
场。”他如斯说。

Martina B�rto公司也
计划明年增设Martha Ti�
laa r分店。目前，已有31
间分店。

“计划将再开设两间新
店。一间在西爪，其他一间
我们仍考虑在爪哇或苏门答
腊。”他这么说。而每间分
店投资额达到10亿盾。

Martina B�rto公司记
录，今年第三季收入达
3826亿3000万盾，比去年
同期5050亿1000万盾下滑
26%。而净亏损达622亿
7000万盾，比去年同期263
亿4000万盾有所提高。

但 是 ， 若 从 M a r t i n a 
B�rto公司财务报告来看，
化妆品部门业绩锐降。但
是，草药和其他产品销售
额反而提高。从今年第三
季财务报告，记录草药部
门销售额达30亿60 0 0万
盾，或比去年同期13亿盾
更高。甚至，其他收入达
933亿盾或比去年同期441
亿盾提高。(lcm)

白糖大量进口

致农民级糖价剧降
【�ontan雅加达讯】随着白糖大量进口

后，国内白糖价格更加受抑制。目前，农

民级白糖价格每公斤只有8900盾至9000

盾，该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每公斤1万500

盾，预计至今年底，国内白糖价格难以提

高，因国内白糖储存量过剩的缘故。

卫生讲座会：

阴道回春是潮流或是需要

图左至右:医科资源人士Dasep Suwanda医生Ni Komang Yeni Dhanasari 医生，Ratu Abigail Audity
医生与BAMED女子诊所首席执行官Yassin Yanuar Mohammad医生于周二在雅加达举行“阴道回
春是潮流或是需要”的记者会合影一瞥。（商报/Max manuhutu摄）

预计至今年底

国盐产量达到240万吨

Dasep Suwanda医生 Yassin Yanuar Mohammad医生 Ni Komang Yeni Dhanasari 医生

加强数字化

Wika产品荣获奖项

数位游客正观看Wika热水器。(商报/muhammad maan摄)

Martina Berto有信心

明年业绩会更好

Lumine是一家日本的零售公司，今在Plaza Indonesia购物中
心开设了第一家分店，这家商店销售各种日本时装和
日本美食。图示：印尼贸易部长Enggartiasto Lukita(中)
，前 贸易部长Rahmat Gobel（右）与Lumine董事兼顾问
Yoshiaki Arai于周五在Plaza Indonesia购物中心Lumine开业参
观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Plaza Indonesia开设Lumine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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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国家警察总
署公关部发言人Sy a h a r 
Diantono说：“直到今天
还未接到报案。虽然如
此，大都会警署已经对案

件展开了调查。”Syahar
称，大都会警署已经组成
调查组进行调查。警方目
前正在收集信息。

他说：“已经组成调

警方正介入调查

官二代利用网络出售电子身份证空白卡

【雅加达12月7日综合讯】警方已经收

到消息，有人通过网络出售电子身份证的

空白卡。虽然还未接到报案，警方正介入

调查这起案件。

查组，已经展开调查，
跟 内 政 部 进 行 协 调 沟
通。”利用网络出售电
子身份证空白卡被指触
犯 人 口 管 理 法 和 刑 事
法。

此前，内政部人口和
民事登记总局查获网络
出售电子身份证空白卡
案。政府也已经获知嫌
疑犯身份。嫌疑犯是官
二代，此人在位于楠榜
省Tulang Bawang县人口
和民事登记局的父亲办
公室里利用网络出售10
张电子身份证空白卡。

本周四，内政部人口
和民事登记总局局长�u��u�
dan Arif Fakruloh说：“
他的行为触犯了人口管
理法，也许被判最高10
年有期徒刑和最高罚款
10亿盾。”（cx）

本周五，菲律宾驻印尼大使�����������������印尼���������������������������������������印尼��������������������������印尼�����������������������������������������������������������������
m�����中�及在印尼菲律宾人�F��c�m���高尔夫球协会主席��ch��T�b�����右�在许
多媒体记者面前发表讲话。为对印尼教育发展表示支持，F��c�m��高尔夫球协会举办
高尔夫球赛，为学校筹款募捐。�Sh���b��/���m�w���

Filcomin高尔夫球协会为学校筹款

【普拉布穆利12月6日
综合讯】南苏门答腊省普
拉布穆利（Prabumu l i h）
市发生枪杀案，3名男子
被发现头部中枪死亡。

本周四中午13时30分左
右，这3名男子被发现死
在东普拉布穆利镇西伊布
尔村一间房子里。

死者据称是房主，名
叫Deni Faisal，现年45
岁，另外两名死者�aina l 
Imron（45岁）和Lukun（35
岁）是他的朋友。

据悉，枪手疑是一位名
叫Chandra Kurniawan的国

苏南省三名男子被枪杀 枪手疑是士兵

军士兵。他开枪打死3名
平民后试图开枪自杀。

斯里维加亚第二军区
（Kodam II/Sriwiyaya）

发言人Djohan Darmawan
证实发生枪击事件。军方
和警方仍在深入调查中。
（cx）

【VIVA新闻网12月7日
讯】本周五，亚齐省佳优麓
斯（Gayo Lues）县警察署
两名警员在东南亚齐县被逮
捕，他俩使用警车运输重达
130公斤大麻被发现。

其中一名警员JK（32
岁）在佳优麓斯县警察署警

察服务中心服兵役，另外一
名警员AM（32岁）在警备
队服兵役。他俩疑是在该地
区贩卖大麻。

东南亚齐县警察署署长
Rahmad Hardenny Yanto Eko 
Saputro证实确有其事。他对
媒体记者说：“我们在东南

亚齐地区将他俩逮捕。”
佳优麓斯县警察署警员

通知东南亚齐县警方称有汽
车运毒。Rahmad说：“运毒
者是名警员，我们已经将他
俩拘捕。”

东南亚齐县警方目前正
对此案深入调查。（cx）

亚齐两名警员使用警车运毒被发现

【雅加达Okezone新闻
网12月7日讯】国家警察
总署刑事调查局毒品调查
中心警员逮住5名跨国贩
毒集团毒贩，起获重达7
公斤冰毒，其中一名毒贩
是马来西亚公民。

国家警察总署刑事调
查局缉毒部门副主任克里
斯诺（Krisno Halomoan 
Siregar）称，被捕获的5名
毒贩是�LF（41岁）亚齐

人、ANW（38岁）雅加达
人、ABK（42岁）苏北省
令吉县人、MSK（29岁）
亚齐人和RCS（48岁）马
来西亚人。

本 周 五 ， 克 里 斯 诺
在刑事调查局缉毒部门
说：“11月25号，我们在
巴淡市Pembangunan路破
获跨国贩毒案，抓到印尼
公民。”

经深入调查后，再在巴

淡市抓到一名毒贩。11月
26日，警方在巴淡市Raja 
Ali Haji街停车场再抓获一
名毒贩，从他身上缴获冰
毒7公斤。

11月27日，警方在巴淡
港口抓到一名马来西亚籍
毒贩。

这些毒贩的行为触犯禁
毒法，或被判无期徒刑或者
最低5年和最高20年监禁及
最高罚款100亿盾。（cx）

警方破获跨国贩毒案 捕获5名毒贩

【北干巴鲁罗盘新闻网
12月7日讯】其中一具在廖
内省望加丽县马六甲海峡
哦水域被发现的遇难者名
叫马里安·苏哈迪，现年
24岁，苏北省冷吉县人，
遗体已被家人领走。据马
里安的叔叔法加尔说，在
被发现死亡之前，他给住
在令吉县的家人打电话。
法加尔对媒体记者说：“
事发前4天，他给我们打电
话说将坐快艇回乡。”

法加尔说，马里安子
在邻国马来西亚工作已经
4个月了，他因生病想要
回乡。过了几天后，家人
给他打电话时，他的手机
关机。法加尔说：“手
机关机，即时通讯Whar�Whar�
sApp也是。我们心里很是
担心，他在前几天打电话
说将坐快艇回国。”11月
21日，家人听闻马六甲海

峡水域惊现好几具尸体。
法加尔说：“我们立刻前
往北干巴鲁市Bh a y a n g�B h a y a n g�
ka ra医院认尸，那是马里
安没错。他的大脚趾天生
弯曲，他穿的衣服和手
镯。”

截至本周五，已在马
六甲海峡水域发现1 1具
遗 体 ， 其 中 7 具 身 份 未
确认，仍被放在医院太
平 间 ， 另 外 4 具 已 被 家
人领走。两具身份已被
确认的遇难者遗体M im i 

D e w i（ 3 2岁）和U j a n g 
Chaniago（48岁），Mimi
是杜迈市民，而Ujang是苏
西省人。据Mimi家人说，
她去马来西亚工作，她对
家人说将带着孩子坐船回
杜迈市。她的孩子至今生
死不明。在回国之前，有
一个人去接她。警方正在
寻找这个人。警方至今仍
不清楚这些死者是不是非
法印尼劳工。印尼警方与
马来西亚警方合作调查此
案。（cx）

【雅加达Okezone新闻
网12月7日讯】本周四，
国家警察总署刑事调查局
缉毒部门侦查员与苏哈国
际机场海关查获走私毒品
案，在3双拖鞋里发现重
达2公斤冰毒。

本周五，国家警察总署
刑事调查局缉毒部门副主
任克里斯诺（Krisno Halo�Krisno Halo�
moan Siregar）说：“有3个
乘坐某家航空公司飞机的
乘客把冰毒藏在拖鞋里，
每一只鞋300～400克。”

嫌疑犯称，打算把这些
冰毒带到龙目岛。

他们的行为触犯禁毒
法，或被判死刑或者无期
徒刑或者最低6年和最高
20年监禁及最低罚款10亿
和最高100亿盾。（cx）

警方和机场海关查获走私冰毒案

救援队员已在马六甲海峡水域发现11具尸体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12
月7日讯】雅加达设备建
设公司（PD Pembangu�PD Pembangu�
nan Sarana Jaya）总经理
Yoory C Pinontoan称，与

雅加达废水处理公司（PD 
PAL Jaya）合作在雅加达
中区Tanah Abang人行天
桥设置卫生间。

在12月7～10日试用期

间，路人可以免费用上卫
生间。

本周五，Yoory在雅京
中区Tanah Abang人行天
桥上说：“目前还可以免
费使用，以后要收费2000
盾。”

这两间卫生间设置在
人行天桥上，面积3×1.5
米，颜色为绿色和蓝色，
由雅加达废水处理公司工
作人员看守。

卫生间使用坐式马桶、
一个盥洗池、一条水管和
肥皂，与列车卫生间一样
用推拉门。

Yoory补充称，试用期
结束后，上厕所需要刷
卡。（cx）

Tanah Abang人行天桥上卫生间收费2000盾

设置在雅京中区T���h�Ab���人行天桥上的卫生间。

【T r i b u n新闻网1 2月
6 日 讯 】 巴 厘 省 布 莱 伦
（B u l e l e n g）县班贾尔
（Ban ja r）镇一名育有两
个孩子的4 3岁男子马努
阿巴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这位摄影师因对两名未成
年女模实施强奸被警方逮
捕。这两名17岁女高中生
小丽（化名）和小翠（化
名）是布莱伦县班贾尔镇
人。

布莱伦县警察署署长苏
拉特诺称小丽在11月11日
中午12时左右惨遭马努阿
巴强奸，而小翠在12月2

日早上8时左右遭强奸。
马努阿巴先在斯利利特

（Se r i r i t）镇乌玛�安亚
尔（Uma Anyar）海滩上
牌照，然后把女模带到家
中照相馆拍照。他先要求
女模摆出被绑架的姿势，
再把她用布蒙住眼睛，然
后用绳子绑住手脚，最后
实施强奸。

其实女模在被强奸过
程中有反抗，大喊救命。
但因为马努阿巴把音乐声
调得很大，所以没有人听
见。马努阿巴对媒体记者
说从事摄影工作已经9年

了。他一般是拍摄婚纱照
和婚礼。

他说虽然已经拍摄不少
模特，但只对两个女孩实
施强奸。

他 回 答 记 者 提 问 时
说：“我拍摄很多模特，
只强奸她俩。完事后，
我给了小丽1 0万盾。小
翠趁我出门买饭的时候逃
走。我是在家里没人的时
候把她们带到照相馆强奸
的。”

马努阿巴的行为触犯了
儿童保护法，或被判最高
15年监禁。（cx）

被蒙眼手脚被绑

两名未成年女模惨遭摄影师性侵

【茂物12月7日综合
讯】本周四下午，西爪
哇省茂物市遭龙卷风袭
击，街道上一片狼藉。
国家赈灾局公关部主任
Sutopo Purwo Nugroho
称，至少有4座镇受灾，
造成572间民房损坏。

一名市民被倒下的大
树砸中身亡，名叫Enny 
R e t n o（4 5岁），住在
BNR居住小区，她当时开
车去接孩子。

本周四，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士兵对媒体记
者说：“她要去接孩子
放学。”这件事于当天

下午15时左右发生在南
茂物镇Lawa n g g i n t u n g
街。

这 名 士 兵 说 ， 事 发
时，街上车很多，一棵

被龙卷风拔起的大树砸
中Enny的汽车。此外，
有3辆汽车也被倒下的树
砸中，所幸车里的人都
没事。（cx）

茂物遭龙卷风肆虐致572间民房损坏
【泗水点滴新闻网1 2

月6日讯】东爪哇省泗水
市公立大学一名国际关系
学系大学生M Yusuf因把6
名前女友的裸体视频散布
到网上被警方逮捕。此渣
男说只为发泄性欲，不是
存心要勒索她们。他说从
2013年起经常和女友视频
裸聊。

本周四，Yusu f在东爪
省警察署说：“我也经常
看色情片来满足自己的好
奇心和满足感。只为满足
性欲而已。”

他说前女友是大学生和
上班族。但他说不曾提出
发生性关系要求。

Yusu f接着说：“我们
只是逛街、聊天，然后一

起吃饭，没有做爱过。”
东爪省警察署特别刑事

调查部副主任Arman As�Arman As�
mara称，嫌疑犯要求开视
频裸聊，他把录像视频发
给受害人。他再要求开视

频裸聊，不照做就散布到
网上。他还是把录像视频
上传到成年人网站。手机
和手提电脑被警察没收，
有 3 个 人 被 警 察 问 话 。
（cx）

这查男因散布6名前女友的裸体露脸视频被警方逮捕。

泗水男子散布6名前女友裸体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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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任免驻外大使
中国官方媒体7日发布消息，国家

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驻外大使。

免去熊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
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
王文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
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免去洪小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熊波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免去张吉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比亚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马建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冈比亚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任命欧箭虹（女）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萨尔瓦多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中新社）

王岐山将出席
“2018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7日宣
布，12月10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将应邀出席在广州举行的“2018从
都国际论坛”开幕式。

耿爽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说，“从都国际论坛”由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与澳大利亚—中国友
好交流协会于2014年共同创办，是
促进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平台，迄
今已举办四届。（中新社）

哥伦比亚外长特鲁希略将访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日宣布，

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
哥伦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
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将于12月12日
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耿爽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特鲁希略外长访华是今年中哥
政府间重要交往安排之一，也是哥
新政府上台后两国首次政治层面接
触。双方将就新时期中哥关系发展
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中新社）

煤省山西立法严控
煤消总量防治大气污染

7日讯，为防治大气污染，煤炭大
省山西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从源
头上控制燃煤污染。

记者7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上述消息。

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布3部
经修订通过后的法规，包括《山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办法》，《山西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和《山西省农作物
种子条例》。（中新社）

奔驰、日产等公司宣布
召回部分汽车

7日讯，日产（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等汽车公司日前向中国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汽车计
划。

日产（中国）决定自即日起，召
回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12月20日生
产的部分进口英菲尼迪QX30汽车，
共计567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用户手册中描述的后门儿童安全锁的
锁止与解锁方向与实车操作不符，存
在安全隐患。（中新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称
江淮汽车受调查影响决定召回缺陷汽车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日
表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日前向总局备案了汽车召回计
划。

安徽江淮汽车公司决定自20 1 8
年12月8日起，召回2015年1月27日
至2015年12月28日生产的部分江淮
iEV5纯电动汽车，共计4248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电
池包电气部件由于生产波动，在车
辆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局部过热，
导致电池热失控，存在安全隐患。
（中新社）

习近平请李勇浩转
达对金正恩委员长的
诚挚问候。习近平指
出，今年金正恩委员
长三次访问中国，我
同他就深化中朝友好
合作、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发展等重大问题
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很高兴看到双方达成
的各项重要共识得到
有效落实。

习 近 平 强 调 ， 明
年我们将迎来中朝建
交70周年。中国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关
系，这是我们坚定不
移的方针。当前中朝
关系已经开启了新的
篇章。双方要以明年
办好中朝建交70周年
纪念活动为契机，推
动双边关系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中方支持

朝鲜人民在金正恩委
员长领导下，探索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祝愿朝鲜的各项

事业越办越好。
习近平指出，今年

以来，朝鲜半岛形势
发生积极变化，半岛
问题重回政治解决的
正确轨道。希望朝美
双方相向而行，照顾
彼此合理关切，使半
岛和谈进程不断取得
积极进展。中方将一
如既往支持北南双方
改善关系，推进和解
合作。两国外交部门
要继续加强沟通，为
发展中朝关系、推进
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
程共同作出努力。

习近平会见朝鲜外相李勇浩
【中新社7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相李勇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委员、外相李勇浩

【中新社7日讯】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7日在北京同朝
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外相李勇浩举行会
谈。

王毅表示，欢迎李
勇浩外相访华，这是我
们今年第五次会晤。即
将过去的2018年是中朝
关系不平凡的一年。习
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
员长三次重要会晤，达
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推
动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
史阶段。在中朝双方和
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
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
和，半岛问题重新回到
政治解决的轨道，这完
全符合包括朝方在内多
方的共同愿望。

王 毅 指 出 ， 维 护
好、巩固好、发展好中
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
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朝
鲜劳动党中央七届三中
全会作出新战略路线决
定，完全符合朝鲜国家

和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
益。中方坚定支持朝方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支持朝方维护稳
定、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的努力。中方愿同朝
方一道，按照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
识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意
愿，推动中朝关系实现
更大发展。双方要保持
高层交往，加强对双边
关系的战略引领。要办
好明年两国建交70周年
纪念活动，继承弘扬中

朝传统友谊，要加强各
领域交往合作，推动两
党、两国关系取得新发
展。

王毅表示，当前朝
鲜半岛总体延续缓和势
头。中朝双方要继续推
动半岛形势沿着无核
化大方向积极发展。中
方希望朝美双方保持对
话，平衡解决彼此关
切，实现朝美联合声明
确定的目标。中方也支
持北南双方加强交流互
动，推进和解合作。

【中新社7日讯】针
对外界有关华为公司首
席财务官孟晚舟国籍身
份的疑问，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7日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法》，孟晚舟是中
国公民。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孟晚舟被拘押有
关问题时，耿爽作上述
表示。他重申，中方在
得知相关情况后，第一
时间向当事人提供了领
事协助，并向加方和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表明
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
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作

出澄清，立即释放被拘
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
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耿爽表示，迄今为
止，不论加方还是美
方，都未向中方提供任
何当事人违反两国法律
的证据。

有记者提问，一些
在华美国企业高管担心
自己会成为中方“报复
对象”，他们是否有必
要担心？

耿爽回应，中方一
向依法保护外国公民在
华合法权益。当然，他
们在华期间也应遵守中
国的法律法规。

【中新社7日讯】民
进党在上月24日的台
湾“九合一”选举中大
败。台湾当局行政机
构负责人赖清德7日在
台北说，时间一到，他
也会离开，负起政治责
任。

当天出席“说明选
后检讨结果”记者会
时，赖清德总结了民进
党两年多来的执政。他
称，民众最期待改善经
济，但当局未能满足这
一最急迫的需要。

他认为，让民众失
望、不满的施政有五方
面，包括：未能深刻体
会民众生活的辛苦，政
策规划不够周延完善，
改革做法引发重大争议
和不满，假讯息攻击来

势汹汹、当局欠缺有效
快速的因应能力，“立
法”与行政的互动要领
及当局用人皆有待改进
等。

赖清德称，只有他
离开，台湾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才有可能大破大
立，新的局面才有可能
产生。

台湾当局领导人办
公室当天稍后则对外
称，蔡英文与赖清德
对于施政调整方向、
团队未来布局等方面
有共识；都认为现阶
段两人共同责任，是
深刻反省与检讨，并
进行下阶段的重新布
局；团队的每一位伙
伴，未来都还要一起
努力、共同打拼。

【 中 新 社 7 日 讯 】
中国应急管理部7日消
息，因“11·28”重
大爆燃事故，中国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当天
被官方约谈。

7 日 ， 中 国 国 务 院
安委会办公室会同国
务院国资委约谈了中
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约谈指
出，中国化工集团河
北 盛 华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1 1 · 2 8 ” 重 大
爆燃事故（造成23人
死亡）是近年来中央
企业发生在化工生产
企业伤亡最严重的事
故 ， 也 是 自 2 0 1 2 年

河北克尔化工有限公
司“ 2· 2 8 ”重大爆
炸事故（造成29人死
亡）后，中国死亡人
数最多的化工事故，
影响恶劣，与中央企
业形象严重不符。

约谈要求，中国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
有关中央企业要深刻吸
取“11·28”重大爆
燃事故教训，正视当前
中央企业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举一反三，强
化责任落实，全面排查
安全风险，有效落实管
控措施，切实加强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坚决避免类似事故发
生。

约谈强调，中国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他有关中央企业要切
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各有关中央
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真
正扛起一把手安全生
产职责，带头牢牢守
住安全生产红线，带
领企业做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责任的典范，
大力推动用先进安全
生产管理方法提升安
全生产水平，优化安
全管理队伍建设并加
强考核，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

【 中 新 社 7 日 讯 】
中国外汇储备在“三
连跌”后迎来增长。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数据显示，截至11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
为30616.97亿美元，
相 比 1 0 月 末 增 加 近
86亿美元，增幅约为
0.3%。 

此 外 ， 截 至 1 1 月
末 ， 中 国 黄 金 储 备
5924万盎司，与10月
末持平；按SDR（特别
提款权）计，中国外

汇储备为22134.48亿
S D R，较1 0月末增加
44.62亿SDR。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
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对
记者表示，11月，中
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平
稳运行态势。受美国货
币政策预期变化、国际
油价波动等因素影响，
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总体
小幅上涨，美元指数震
荡微涨。受汇率折算和
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
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

有所上升。
从近期市场波动来

看，招商证券首席宏观
分析师谢亚轩认为，市
场对美联储官员近期讲
话解读“偏鸽”，G20
峰会后中美贸易摩擦出
现边际缓和，全球避险
情绪回落，也一定程度
上缓解外资对中国经济
下行的担忧，这可能促
使外资阶段性增配人民
币资产，进而可能影
响到资本流动与汇率走
势。

台湾“九合一”选后检讨 

赖清德称时间一到他会离开

赖清德

中国外交部：

孟晚舟是中国公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王毅同朝鲜外相李勇浩举行会谈：

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7日在北京同朝鲜劳动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相李勇浩举行会谈

中国外汇储备增近86亿美元 终结“三连跌”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被官方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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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希望最多减产15万桶/日
俄新社周五援引消息人士称，俄罗

斯希望在2019年前三个月将原油产量
最多减产15万桶/日。俄新社援引这位
知悉OPEC和非OPEC产油国减产协商情
况的消息人士称，在那个前提之下才
会评估产量。

美国最终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部分钢管
课征高额关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周四称，已
裁定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部分大直径焊接
钢管损害了美国生产商。这一裁定将导
致相关产品在五年内被课征高额关税。

美国商务部上月称，这些进口钢
管得到了不公平的补贴，并在美国市
场倾销，商务部还宣布课征关税来保
护国内生产商。

ITC的最终裁定是美国生产商受到了
打击，该裁定确保这些关税仍将保留。

欧股挫至两年低点 
因华为高管被捕引发全球市场抛售

欧洲股市周四下跌，此前中国华
为一名高管被捕，引发市场对中美
贸易战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急剧下
跌，科技股和汽车股领跌。

加拿大司法部周三表示，华为全
球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在温哥华
被捕，并有可能被引渡至美国。据消
息人士称，孟晚舟被捕与违反美国制
裁规定有关。该消息引发对中美紧张
关系可能再度升级的担忧。

泛欧STOXX 600指数重挫3.1%，
至201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该指
数遭遇了自2016年6月英国退欧公投
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欧洲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本周
早些时候，由于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
忧，欧洲股市已经走软。

大众将加快提升核心品牌利润率 
增加电动汽车研发投入

大众汽车(Volkswagen)周四称，
公司核心品牌打算以比之前计划更快
的速度提升利润率，尽管对电动汽车
的研发投资增加。

大众品牌目前打算到2022年将利
润率提高到至少6%，较之前预估
提前三年。目前的利润率在4%。

公司称，大众核心品牌计划到2023年
向电动汽车、数字化、自动驾驶和出行
服务领域投入超过110亿欧元(125亿美
元)资金，其中大部分投向汽车电气化。

为负担投资，大众拟实行比之前计
划力度更大的成本削减措施，到2025
年旗下工厂生产率提高约30%。

俄罗斯与委内瑞拉
签署60亿美元投资协议

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在近日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问俄罗斯期间，
两国签署了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塔斯社援引马杜罗的话报道，根
据协议，俄将向委内瑞拉石油领域投
资50亿美元，以扩大委内瑞拉石油开
采量。俄还将向委内瑞拉黄金开采等
领域投资10亿美元。

马杜罗表示，俄将向委内瑞拉供
应60万吨粮食。此外，两国还签署了
在武器领域提供技术保障、维修等服
务的合同。

马杜罗5日在莫斯科同普京举行了
会晤。普京表示，委内瑞拉的经济局
势依然很严峻，俄将支持委内瑞拉政
府应对危机。

美国10月贸易逆差升至10年来新高
美国商务部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升至
10年来新高。

统计显示，美国10月份出口环比下
降0.1%至2110亿美元，进口环比上升
0.2%至2665亿美元。当月贸易逆差达
555亿美元，逆差连续第五个月上升。

今年前10个月，美国货物和服务
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增加513亿美
元，增幅达11.4%。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保护主
义政策并不能缩减美国贸易逆差。相
反，由于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私人储
蓄下降、利率水平和美元汇率上升，
美国贸易逆差可能持续扩大。

法国制药商赛诺菲计划再次裁员
据外媒报道，周三，法国制药商

赛诺菲公司表示，计划在法国裁员
670人。公司发言人证实，该裁员计
划将在2 0 2 0年底前完成。目前，
赛诺菲公司在全世界有11万名员工，
其中法国有2.5万名员工。

赛诺菲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该计
划在自愿的基础上制定，将涉及外联
事务、人力资源、财务、审计、法务
和技术支持等几个部门。发言人补充
说，除此之外，计划会有80个IT工作
岗位将被外包出去。

“我没有看到经济
过热的明确迹象，目
前也没有看到宏观经
济数据明显趋疲的信
号，”博斯蒂克在书
面发言中表示，他基
本忽略了近期的市场
动荡，并建议美联储
谨慎调整利率至中性
水平。

“我们离中性水平
还有一段距离，我确
实认为中性是我们想
要达到的水平，”博
斯蒂克表示。中性水
平指的是不会鼓励也
不会阻碍家庭和企业
支出的利率水平。

博斯蒂克的评论与

美联储官员近日表明
的立场一致，官员们
目前似乎准备好继续
升息，并对经济基础
抱有信心，即使同时
承认风险升温。

如果美联储在约两
周后一如市场预期升
息，这将是2018年以
来的第四次升息，也
是美联储自2015年12
月开始收紧政策以来
的最快升息步伐。

博斯蒂克是在亚特
兰大一次经济论坛上
提交的书面稿中提到
上述言论的。

博斯蒂克今年对利
率政策有投票权。他

发表讲话的时候已距
离美联储12月政策会
议缄默期很近。过去
一周，市场开始质疑
美联储升息还能持续
多久。

最 近 几 日 股 市 下
跌，因市场对特朗普
解 决 全 球 贸 易 紧 张
局势的能力持怀疑态
度。债市发出的信号
也可解读为市场对未
来增长丧失信心。

随 着 美 联 储 上 调
短期政策利率，从信
用卡到房屋抵押贷款
等一系列利率也水涨
船高。对这类融资成
本十分敏感的一些经
济领域，譬如建筑行
业，已经出现了放缓
迹象，证明在八次加息
后，美联储的政策可能
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本 周 出 现 诸 如 此
类的市场混乱，以往
曾导致美联储暂停政
策计划的实施。但许
多经验丰富的分析师

和美联储官员说过，
市场动荡尚未打到美
联储的痛处--美国
经济明显处于大幅放
缓的开端或即将进入
衰退。

Cornerstone Macro分
析师Roberto Perli周四
写道，近期市场动态受
到油价下跌、技术性投
资策略以及海外经济成
长放缓疑虑的驱动，“
对美国经济成长前景毫
无意义”。

但 期 货 市 场 却 有
不同看法，投资者预
期明年仅会再升息一
次。相比之下，决策
者在9月发布预测时
认为 2 0 1 9 年会升息
三次。

美 联 储 将 在 两 周
后公布新的预测，届
时可以让人全面了解
到，市场波动和实体
经济面临的“不利因
素”是否已开始改变
其想法。

美国亚特兰大联储总裁称联储应升息至中性 

尽管不确定性增加

亚特兰大联储总裁博斯蒂克。

【路透印第安纳波利斯讯】亚特

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博斯蒂克

(Raphael Bostic)周四表示，他认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美联储)

应继续升息至“中性”水准。他指

出，尽管近期“不确定性增加”， 

但美国经济依然强劲。

【 路 透 讯 】 根 据
公 开 记 录 和 了 解 亚
马 逊 策 略 的 人 士 ，
亚 马 逊 考 虑 将 其 充
满未来感的无人商店
Amazon Go推广到机
场，以赢得那些饥肠
辘辘、时间紧迫的旅
人的生意。

亚马逊最初以网上
书店起家，现在进入
实体店零售市场，准
备囊括更大一部分的
消费者支出。

数月以来，亚马逊
一直在拓展Ama z o n 
Go无人商店。顾客在
十字转门扫描手机进
入，然后摄像头会识
别出顾客从货架上拿
走的商品。购物结束
后，顾客径直离开，

亚马逊向他们预留的
信用卡号收款。

自1月以来，亚马
逊已经在芝加哥、旧
金山以及总部所在地
西雅图开设了七家这
样的无人商店，主要
面向希望迅速搞定午

饭的附近办公室工作
人员。

根据向几家机场运
营商发出的公共信息
查阅请求，亚马逊正
在评估美国几个最大
的机场，以选择新的
店址。

亚马逊考虑在美国机场开设无人商店

数月以来，亚马逊一直在拓展Amazon Go无人商店。

【 中 国 金 融 信 息
网 讯 】 石油输出国
组织(欧佩克)部长级
会议周四在维也纳召
开，会议讨论原油产
量计划，但当天会议
结束后并未如期向外
界公布会议决定。

此 前 外 界 普 遍 认
为，欧佩克可能在此
次会议上做出原油减
产的决定，以应对国
际油价下跌的态势。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
法利赫表示，此次欧
佩克将寻求足量的原
油减产幅度，以平衡
市场。

但会议后，欧佩克
取消了例行的新闻发
布会，未对外宣布结
果。法利赫表示，虽
然他希望欧佩克和非
欧佩克产油国能就减
产达成一致，但并不
是很有信心。

受上述不确定消息

影响，国际油价6日
下跌。纽约商品交易
所2019年1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
跌2.65%，收于每桶
51.49美元。

欧佩克周五与包括
俄罗斯在内的非欧佩
克产油国共同讨论原
油产量。此前，俄罗
斯表示对大幅减产持
保留意见。

另 据 伊 朗 官 方 媒
体6日报道，伊朗石
油 部 长 赞 加 内 当 天
在维也纳说，对卡塔
尔退出欧佩克表示遗
憾，伊朗不会退出欧
佩克。

本月3日，卡塔尔能
源事务国务大臣萨阿
德·卡比宣布，卡塔尔
将于2019年1月退出欧
佩克。

欧佩克未能如期公布原油产量计划

欧佩克周五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产油
国共同讨论原油产量。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周四表示，202 0年俄
罗斯经济预计增长2%
，2021年将达到3%。

据俄罗斯政府网站
消息，梅德韦杰夫当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今年前十个月俄罗斯
经济增长1.7%，虽然
增幅不大，但至少在增
长。2020年经济预计增
长2%，2021年增幅将达
3%，“我们需要追赶世
界经济增长的脚步”。

他说，2018年国家
预算首次出现显著增长
的盈余，这得益于政府
正确的收支管理和决
策。在制定预算时，政
府以最保守的态度将国
际油价设定在40美元一

桶。这些举措增强了俄
罗斯经济的承受能力。

梅德韦杰夫说，为
了应对制裁压力，俄罗
斯进一步强化了经济
的“安全气囊”。今年
以来，俄罗斯外汇储备
进一步增加，已达到
4600亿美元。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
报告将2018年俄罗斯经
济增长预期由1.5%上调
至1.6%，但将明年经
济增长预期调低至1.5%
，对2020年经济增长预
期仍维持在1.8%不变。
报告认为，未来几年油
价将影响俄罗斯经济走
势。此外，如果对俄制
裁升级以及地缘政治紧
张加剧，俄经济增长则
将受到拖累。

俄罗斯总理说

2020年俄经济预计增长2%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CFTC)与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主席周四
呼吁英国与欧盟，要保
证英国退欧之路对金融
机构与市场造成的损害
最小，同时强调透明度
与稳定的必要性。

CFTC与SEC主席分别
发表措词异常强烈的讲
话，表示英国退欧已对部
分美国企业与投资者造成
影响，英退给全球市场带
来的风险被低估了。

“大家并没有充分了
解英国退欧潜在的不利影
响，而在大家了解其负面
影响的领域中，影响则是
被低估了，”SEC主席克
莱顿(Jay Clayton)在纽约
发表演说时表示。

他补充说，对欧盟
和英国当局而言，如果
无法为了广泛而长远的
经济稳定而拿出一个过
渡方案，那么提供一条
能够让英国退欧的损害
与成本最小化的路径，

将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周四稍早，CFTC主席

Christopher Giancarlo
表示，英国退欧的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全球衍生
品市场的不稳定，他也
敦促欧盟和英国，以向
市场“提供充分法律和
监管确定性”的方式达
成一致。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美联储/FED)上周
表示，英国无协议脱欧
对美国金融体系构成短
期风险，因为这会损及
跨境金融服务安排，也
可能打击欧元区财政与
金融前景的信心。

CFTC为美国衍生品市
场主要监管机构，美国
衍生品市场规模居全球
之冠，与全世界市场有
着密切关联。CFTC担心
欧盟-英国跨境衍生品规
则的条款在英国退欧后
发生的变化，可能引发
全球市场涟漪效应，因
为英国清算公司在在美
国与亚洲经营业务。

【 路 透 伦 敦 讯 】
周 五公布的英国央行
调查显示，英国民众
对一年后的通胀预期
升至五年高位，但预
期未来一年内升息的
民众减少。

英国央行称，对一
年后的通胀预期中值
升至3. 2%，高于8月
调查的 3 . 0 %。这是
2013年11月发布调查

以来的最高。
英国通胀率的近期

高位是2017年11月创下
的3.1%，因受到英国
退欧公投后英镑贬值影
响。此后消费者物价指
数升幅回落至2.4%，
但仍高于英国央行2%
的目标。

对两年后通胀率的
预期已从8月份的2.9%
小幅回落至2.8%。对

五年后通胀率的预期从
三个月前预计的3.6%
降至3.5%。

调查还显示，53%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12个
月会有一次升息，不及
8月份时58%的比例。

英 国 央 行 自 2 0 1 7
年1 1月以来已升息两
次，预计将继续逐步
推高利率，前提是英
国顺利退欧。

英国公众通胀预期升至五年高位

美国CFTC与SEC主席警告称

英退对全球市场与企业构成风险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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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纽约办公地点炸弹威胁被排除

美国纽约警察局公共信息处官员
7日凌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
时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炸弹威胁已解除，员工已回去上
班。纽约警方此前说，当地时间6日
晚10时左右，有人打电话威胁说位
于曼哈顿时代华纳中心大楼的CNN纽
约办公室被布下了5个炸弹装置，大
楼人员随后被紧急疏散。

纽约警方迅速赶往现场调查，
并没有发现炸弹装置。今年10月24
日，CNN曾收到装有爆炸装置的包
裹，楼内人员当时也一度被紧急疏
散。

美国男子心悸送院 
咳出右肺支气管树形血块一周后丧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男子因心
悸送院，住院期间严重咳嗽时，竟
然咳出右肺支气管树形血块。男子
在一个星期后因心脏衰竭并发症丧
命。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6
岁男子因急性心脏衰竭被送院留
医。男子的病历显示，他身体内其
实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以免心脏完
全阻塞。他也患有二尖瓣主动脉瓣
狭窄问题，并曾更换生物瓣膜。男
子在住院一周期间曾咳出血液和粘
液，增加肺部的负担。而在其中一
次严重咳嗽时，男子竟咳出右肺支
气管树形血块。

加利福尼亚医学院外科医生表
示，这主要是因男子剧烈咳嗽时血
液充至右肺支气管树而形成的血
块。医生就发现，男子肺部的右下
方有少量出血的情况。支气管树由
支气管和两条主要气管组成，负责
将空气运送到肺部。男子咳出支气
管树形血块后，医生当下为他插喉
和作支气管镜检查，并在两天后移
除喉管，不过男子在大约一个星期
后死于心脏衰竭并发症。

白宫幕僚长将辞职 
特朗普已在找替代人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
报道，现任美国白宫幕僚长凯利将
在未来几天内宣布辞职。据报道，
凯利任职17个月以来，他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关系陷入僵局。

虽然特朗普曾在几个月前表示，
希望凯利能够再任职两年到20 2 0
年，但最近这些天双方都没有再作
出任何表态。此外，特朗普也在积
极寻找替代人选，参与找人过程的
消息人士告诉CNN一切未有定局，
一切将由特朗普做最后决定。但
是，CNN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替代者
的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参谋长艾尔
斯。

德国查获一批非法烟花爆竹
德国检方7日说，执法人员在新年

前对非法烟花爆竹展开大规模突击
搜查，查获2.7万件烟花爆竹。据德
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最大城市科
隆市检方通报，这次搜查由德国、
荷兰、波兰等国执法部门联手，共
抓获57名嫌犯。德国500多名海关人
员参与行动，在德国境内搜查了53
个公寓和爆炸物储存点，没收2.7万
件非法烟花爆竹，并截获74个装有
危险烟花爆竹的邮包。检方说，被
查获的烟花爆竹由波兰一家没有烟
花经营许可的网店出售。这批烟花
爆竹中含有315公斤爆炸物，有些甚
至达到爆炸物法中规定的最高危险
等级，“绝对威胁生命安全”。在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巴特贝勒堡
市，执法人员在搜查烟花爆竹的行
动中疏散了几栋公寓楼内的居民。

秘鲁足协主席涉嫌参与团伙犯罪被拘捕
或被判15年

因涉嫌参与团伙犯罪、洗钱以
及向法官行贿，秘鲁司法当局6日
决定对秘鲁足协主席埃德温奥维多
实施预防性监禁。根据秘鲁国家刑
事上诉法院的拘捕令，奥维多涉嫌
参与“港口白领帮”的团伙犯罪，
向法官行贿以阻止对其涉嫌洗钱案
展开调查，参与贩卖影响力交易，
以提供2018年世界杯门票、旅行费
等福利的名义，直接付现金向法官
行贿。此前，秘鲁北部奇克拉约市
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已指控奥维多是该市一犯罪集团的
头目，并涉嫌主使两桩谋杀案。当
天早晨，秘鲁警方突击搜查了奥维
多在利马圣博尔哈区的住宅，并将
其当场逮捕。参与逮捕行动的秘鲁
打击有组织犯罪检察院协调员豪尔
赫科特里纳宣布，对奥维多的预防
性监禁期限为10天。据秘鲁检方透
露，若对奥维多的调查属实，他有
可能被判15年徒刑。

警方动员8万9000名
警力戒备，包括艾菲
尔铁塔在内的巴黎多
个景点关闭，香榭丽
舍大道上的几十家商
店也暂时歇业。

尽管法国国会批准
政府取消上调燃油税
动议，但示威者不买
账，黄背心运动继续
在多个城市蔓延。

西部城市南特一所
中学的高中生封锁学
校，并同警察发生冲

突。警察射催泪弹，
学生焚烧垃圾桶，掀
翻汽车泄愤，大街上
一片狼藉。

停放在住宅区的汽
车也遭人纵火，消防员
赶忙灌救。在南部的栋
日港，示威者设置路
障，堵住一条通往炼油
厂的道路，导致运油卡
车大排长龙。

还有示威者搭建临时
营帐，准备长期抗争。

一名居民说，过多

的税务，让人民吃不
消，政府需要另寻途
经来增加收入。

也有示威者聚集，
堵住当地一家炼油厂
的唯一通道，不让运
油车进入。外头排了
了长长的车龙，有示
威者索性搭起营地，
准备长期抗争。

一名示威者说，自
马克龙上台以来，一
切更糟了。他都70岁
了还得工作。马克龙

法国示威活动持续 当局部署近9万警力
【新闻及时事节目】法国反对调高燃油税的全国性示

威黄背心运动，并没有因为政府让步而平息，示威者计

划发起第四轮周末示威。

当地时间12月6日，法国图卢兹，人们身穿黄背心
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上调油价。

必须下台。
巴黎这个周末将有

8000警力戒备，十多辆
装甲车将开进市区。

【人民网讯】当地时
间2018年12月6日，美国
前总统老布什灵柩搭乘
特别专列运往德克萨斯
农业与机械大学校园，
沿途民众蜂拥送别。老
布什总统的最后一次旅
行将是一段铁路行程，
他的灵柩将乘坐一列特
别的火车，到达距离休
斯敦70英里外的德克萨
斯农业与机械大学。

这是一辆仿造美国
铁路黄金时代时期的列
车。车体已经被装饰成
类似于空军一号的色
调，老布什曾经开玩笑

说，如果他担任总统期间
是铁路当道，他可能更喜
欢坐火车而不是飞机。

今天，这部4300马
力的列车载着老总统的
灵柩，以及家人和亲密
的朋友，行驶70英里，
通过五个德克萨斯州小
城，历时大约两个半小
时后，到达位于郊区的
德克萨斯农业与机械大
学校园。老布什被安葬
在布什家族墓地，与结
发73年的芭芭拉(Bar-
bara Bush)以及早夭女
儿罗宾(Rob i n)葬在一
起。

沿路民众蜂拥送别

送老布什最后一程的火车启程

这是一辆仿造美国铁路黄金时代时期的列车。车体
已经被装饰成类似于空军一号的色调。

【新华社里约热内
卢】巴西警方7日说，
东北部塞阿拉州米拉格
里斯市当日凌晨发生银
行抢劫案，至少12人在
交火中死亡。

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
道，当地时间7日2时15分
左右，一伙武装人员挟
持人质抢劫两家银行。
警方出动多辆警车堵截
并与劫匪发生交火，最
终劫匪未能将在银行中
抢到的现金带走。

当地居民门多萨·圣
海伦娜说：“交火持续
了20分钟左右，我从未
见过这样的事情，吓得
躲到家里的床底下。”

警方在交火中击毙6
名劫匪，6名人质不幸

6名人质不幸丧生

巴西塞阿拉州发生银行抢劫案 至少12人死亡

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米拉格里斯市当日凌晨发生银
行抢劫案，至少12人在交火中死亡。

丧生，另有多人重伤。
事件发生后，通往米拉
格里斯市的公路被警方
封闭，所有车辆绕行。

另据报道，塞阿拉
州伊塔蒂拉市当天凌晨
也发生武装人员引爆银

行自动柜员机并抢劫银
行的事件。

塞阿拉州治安状况
堪忧。该州银行工会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该州
至少有44家银行遭到抢
劫。

【中新网】据外媒报
道，世界卫生组织7日
称，全世界每24秒就有
1人因道路交通意外死
亡，每年总计135万人
因此丧命。同时，道路
交通意外已经成为5岁
至29岁儿童与年轻人的
主要“杀手”。

据报道，世卫组织
发布的《全球道路安全
状况报告》指出，全球
因道路交通意外死亡的
人数持续攀升，在短短

3年内增加了大约10万
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在声明中称：“这
些人因交通移动而付出
生命的代价，令人无法
接受。”

谭德塞还称：“没
有不作为的理由。这个
问题已证实有解决方
案。”

报告也显示，尽管
死亡总数增加，但与全
球人口和车辆增长数量
相比，近几年死亡率已

世卫组织：

全球每年135万人死于道路交通意外

全世界每24秒就有1人因道路交通意外死亡，每年总
计135万人因此丧命。

经稳定下来。世卫组织
称，这显示部分中等与
高收入国家现有的道路
安全行动，已经让情况
缓和。

报告发现，这主要
仰赖于针对重大风险的
立法更加完备。另外，
人行道、自行车专用道
等基础设施和更完善的
车辆标准，也发挥了功
效。

不过，虽然许多国
家为改善情况而加紧努
力，还是有许多贫穷国
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后。

根据这份报告，“
没有一个低收入国家的
总死亡数有所下降”。
报告补充称，低收入国
家道路交通死亡风险，
仍 比 高 收 入 国 家 高 3
倍。非洲的死亡率尤其
高，每年每10万人中，
有26. 6人死于交通意
外。相较之下，欧洲为
9.3人，死亡率最低。

【中新网】据南美
侨报网报道，在日前公
布的第二十五届“世界
旅游大奖”评选结果
中，智利连续第三次成
为“世界最佳冒险旅游
目的地”。

据报道，在今年的
评比中，智利击败了美
国、新西兰、加拿大、
澳大利亚、厄瓜多尔、
斯里兰卡、斐济和哈

伊马角，连续第三年获
评“世界最佳冒险旅游
目的地”。

在得知获奖后，智
利经济、发展、旅游部
长何塞·拉蒙·瓦伦特
表示：“旅游业是智
利经济最繁荣的领域之
一，惠及智利全国各
地，不仅创造了大量优
质就业机会，而且还有
可能继续强劲增长。”

第二十五届“世界旅游大奖”评选结果中，智利连续
第三次成为“世界最佳冒险旅游目的地”。

智利再次被评为

“世界最佳冒险旅游目的地”
瓦伦特补充称，旅

游业在智利经济活动中
的占比约为3.2%，而
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
平为4.5%。因此，智
利的旅游业还有许多发
展空间、潜力巨大。

智利经济、发展、
旅游部负责旅游的副部
长莫妮卡·萨拉盖特指
出：“再次荣获世界旅
游大奖，巩固了智利的
国际旅游地位。能够超
过澳大利亚、新西兰、
厄瓜多尔等竞争对手，
连续三年获评‘世界最
佳冒险旅游目的地’，
这绝非偶然。”

萨拉盖特还称，智利
去年共接待游客约650
万人次，其中51%的人
是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
冒险体验而来。此外，
获得国际认可也会提高
旅游业的经济地位，带
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美国之音网】美国
多家媒体星期四报道，
特朗普总统将提名国务
院发言人诺尔特出任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预
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
推特上做出正式宣布。

诺尔特担任国务院
发言人之前曾经在福克
斯新闻做过主播和记
者。根据国务院提供的
诺尔特简历，她报道过
全球以及美国的危机事
件，采访过政界高层人
士和军方官员。

诺尔特加入福克斯
新闻前曾在美国广播公
司（ABC）工作。诺尔
特如果获得提名并接受
提名，可能会在参议院
提名确认听证会上面临
有关她缺乏外交和决策

经验的尖锐提问。
据说诺尔特与白宫

和蓬佩奥国务卿的关系
密切，曾多次随蓬佩奥
国务卿出访。诺尔特将
接替黑利的职位。黑利
今年10月宣布她将在今
年年底离职。

特朗普总统将提名诺尔特

出任驻联合国大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
特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
上 - 资料照片

【新京报快讯】据《
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
6日，美国一联邦法官要
求司法部和国务院对希拉
里“邮件门”案件处理展
开进一步的调查，提供更
多细节。2016年总统大选
前，希拉里·克林顿被曝
出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
私人邮箱处理工作事务，
并因违反了美国《信息
自由法》（FOIA）而被
保守派组织司法观察等
起诉。希拉里此后称已
永久删除私人邮箱的所
有电邮，不能向调查委员
会提交有关邮件。

据新华社，2016年
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
（FB I）公布对“邮件
门”的部分调查报告，称
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
私人邮箱是出于“方便”

目的。她之所以删除私人
邮箱中部分邮件，是因为
这些邮件对她来说不再有
用，而非有意规避国务院
和FBI的调查。

美国联邦地方法院
法官罗伊斯·兰伯思
（Royce C. Lamberth）6
日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
的意见书，要求检查司
法部和国务院是否故意
逃避相关的公共记录法
律，是否恶意隐瞒法院
数月他们已获得希拉里
删除的邮件的事实。兰
伯思在意见书中写道，
虽然政府声称信息透
明，但面对当今对政府
公开透明最严重的侵犯
之一，（奥巴马政府
的）国务院和司法部的
做法远远达不到诉讼文
件的法律要求。

美国一法官

要求进一步调查希拉里“邮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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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2018年 前11个月房价上涨3.5％
新西兰政府评估机构Quotable Value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新西兰房价在截至
11月底的一年中上涨了3.5％，其中过
去3个月中上涨了1.3％。新西兰全国平
均房价每套现为约68万新西兰元。新西
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地区的平均房价现
为约105万新西兰元，而南岛旅游胜地
皇后镇湖区的平均房价则高达117万新
西兰元。首都惠灵顿地区的平均价格每
套68万新西兰元，新西兰最南端城市因
弗卡吉尔房价最便宜，平均房价为每套
约为28万新西兰元。新西兰相邻的澳大
利亚两个主要城市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
较去年峰值相比分别大幅下跌9.5%和
5.8%，对此，一些人担心这种下跌会
影响到邻近的新西兰。

市场研究机构Core Logic研究主管
尼克·古道尔表示，预计新西兰短期
内不会出现房价的下跌，新西兰的房
价基础仍然相对强劲。

作价18亿美元
IBM将向印度HCL出售部分软件产品业务

据路透社报道，IBM周四宣布，将
把其部分软件产品业务作价18亿美
元，出售给印度软件服务出口商HCL 
Technologies。IBM在声明中表示，这
些软件产品对应的目标市场超过500
亿美元。该公司将剥离7款产品，包
括安全设备管理产品BigF ix、营销自
动化产品Un i c a和工作流程协作产品
Connections。“我们收购的这些软件
都来自正在增长的庞大市场，例如安
全、营销和商务领域，这都是HCL的战
略领域。”HCL的CEO维嘉亚库玛（C 
Vijayakumar）说。这笔交易有望于2019
年中完成。IBM的软件销售有所放缓，
并且对其最新的季度营收构成压力。
但HCL的软件服务业务营收增长了21%，
达到871.1亿印度卢比。

巴基斯坦和印度贸易潜力巨大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消息，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南亚区域贸易潜力报
告指出，巴基斯坦与印度两国是南亚重
要国家，两国经济占南亚地区GDP总量
的88%，但两国长期存在的政治紧张局
面影响了两国双边贸易，目前巴印双边
贸易额仅为2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分析
两国贸易潜力高达370亿美元。世行建
议，巴印两国加强瓦格赫-阿达利陆路
边境贸易，以降低贸易成本。世行报告
称，若巴印两国减少人为贸易限制措
施，南亚地区的230亿美元贸易额将增长
至670亿美元。报告建议巴基斯坦给予印
度最惠国待遇来促进双边贸易。

缅甸2018年
共向全球61个国家出口大米

综合缅甸《十一新闻》和《耶德纳榜
报》12月6日报道，2018年4月1日至11月
23日，缅甸向全球61个国家出口的大米
量为139.77万吨，出口额达4.80亿美元。
其中，海上贸易出口66.06万吨，出口额
为2.20亿美元，占总量的47.26%；边境
贸易出口73.71万吨，出口额为2.60亿美
元，占总量的52.74%。据缅甸商务部数
据显示，11月17日至23日一周内，缅甸大
米出口量为6.75万吨，出口额达0.21亿美
元。其中，边境贸易出口2.41万吨，出
口额达0.07亿美元；海上贸易出口4.34万
吨，出口额达0.14亿美元。

泰米今年行情好
茉莉香米均价1158美元

商业部发布前11个月泰米出口报
告称，突破1000万吨，尽管同比下滑
3.58%，但出口总值同比暴增11.25%。
当局对全年1100万吨目标仍保有信心。
泰国商业部对外贸易厅官员发布泰米前
11个月统计数据称，前11个月泰米累
计出口1009万吨，同比下滑3.58%。
但出口总值达到51.37亿美元，同比暴
增11.25%。当然，如果按泰铢计，预
计泰米出口总值约合1640亿铢，同比
增5.03%。就整体表现来看，今年泰
米涨幅算是在比较高的水平。不管怎
样，当局仍维持全年出口泰米1100万
吨目标不变。就目前泰米市场行情所
处的位置来看，可谓非常明朗，不管
是美元计还是泰铢计。

乐天免税店 邀中国网红进行美妆直播
乐天免税店7日表示，将于8日在乐

天世界塔店举行中国网红现场直播美妆
体验活动。乐天免税店邀请100名中国
网红参加活动，这些网红将在现场亲自
试用韩国化妆品并对此进行网络直播。
直播从8日上午5点开始到9日凌晨1点，
共20个小时。有43个韩国化妆品品牌选
出自己的主打产品交给网红试用。乐天
免税店方面表示，参与活动的100名中
国网红的粉丝人数共计2.1亿，预计会
有几千万人观看此次直播，这对韩国化
妆品和乐天免税店乐天世界塔店都有很
好的宣传效果。

总理府事务部长谷
塞认为，从“国民发展
研究报告”可以清晰的
看出，经过这30年来的
不断发展泰国经济的
确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仅国家变得更富有
了，国民的生活也有
了很大改善提高。但
美中不足的是贫富差

距基本没有任何改善。
作为收入差距代表性

指标的“基尼系数”， 
30年前是0.487，时至今
日仅下降了0.003，为
0.484。国家富强了，
富人收入和穷人收入比
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
善，仍处在贫富差距的
警戒线0.4以上。

如果按照联合国确
定的贫富差距看，泰国
0.484的基尼系数可以
让泰国处在一个贫富差
距较大的国家行列。这
样的社会相对动荡。按
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
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
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
就越不平均。

谷塞说，泰国最贫
穷的20%人仅拥有4%
的财富，而最富有的
20%的人却拥有54%的
财富。20%的穷人30年
人均收入增长2000铢，
而20%的富人人均收入
增长了20000铢。

央 行 统 计 数 据 显

示，存款超过1000万
铢的人共有10万人，
他们拥有的存款占到

了50%，而另外存在
低于50000铢的账户占
到了7000万个。

 泰国经济发展30年

“贫富差距”改善甚微

从30年前的0.487来到了现在的0.484，下滑表明
财富分配降低，泰国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

【泰国中华日报】泰国经济向前

不断发展的同时，作为收入差距代

表性指标的“基尼系数”却从30年

前的0.487来到了现在的0.484，

下滑表明财富分配降低，贫富差距

在不断扩大。

【越通社河内】12月7
日在韩国首都首尔，越南
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与韩国
国会议长文喜相（Moon 
Hee Sang）共同出席了越
韩投资贸易论坛。该论坛
由越南计划与投资部、
韩国驻越南大使馆、韩国
工商会联合举办。

文喜相在致辞时对越
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对
韩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举行投资贸易论坛表示
欢迎。文喜相表示，两
国合作规模高达576亿美
元。对东盟地区进行投
资的韩国企业中的一半
正在越南开展经营活动。
文喜相指出越南是韩国在
多领域中的头等重要伙
伴之一。两国关系取得
诸多突破性进展。特别
的是，越南是韩国政府“

新南方政策”中的重要伙
伴。文喜相希望两国企业
继续加强经贸交流，为
两国乃至亚洲地区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文喜相
强调韩国政府将继续为
两国企业有效开展经营
活动创造最为便利的条
件，同时认为越韩投资

贸易论坛将成为两国企
业对话交流的良好平台。

值此越南国会高级
代表团对韩国进行正式
访问之际，12月6日，
两国有关机构代表签署
了有关到2020年双边贸
易额达1000亿美元的行
动计划备忘录。

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与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

出席越韩投资贸易论坛

论坛上，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和韩国国会议长文
喜相共同见证了越捷航空公司从越南富国岛至韩国
首尔直达航线的开通仪式。

【路透悉尼】路透
调查显示，汇率分析师
预期澳元和新西兰元明
年将反弹，尽管全球经
济放缓疑虑挥之不去。

受访的45位分析师预
估中值显示，预期澳元
AUD=D3一个月后料在
0.7285美元，前次调查估
值为0.7100，澳元目前报
0.7220.分析师将三个月
后澳元汇率小幅调升至
0.7300美元，六个月和12
个月后预估值仍分别在
0.7300和0.7500。

目前适值澳元再度面
临下行压力，自年初以
来已累计跌去7.7%。澳
元/美元10月创下了两
年半低点0.7021。

此外，澳洲国内欠佳
的数据也令投资者彻底
放弃澳洲央行会在2020
年中前加息的可能性，

这进一步打压澳元。
尽管澳洲央行多次表

示，利率将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保持在历史低位不
变，但周三令人失望的经
济增长数据出炉后，期货
市场现在已将比较小的降
息概率纳入考量。“全球
经济增长趋势将放缓，政
策惯性和信贷趋紧将加
剧流动性的疲弱，地缘
政治仍将最受关注，”
澳新银行分析师Danie l 
Been表示。

“在此情况下，我
们仍认为澳元和新西兰
元将表现落后。”

分析师上调了对新西
兰元兑美元NZD=D4的预
测，但仍预计其将从目
前的0.6885美元水平下
跌。他们认为3个月后该
货币对汇率为0.6750美
元，6个月后为0.6950。

汇率分析师预期澳元和新西兰元明年将反弹，尽管
全球经济放缓疑虑挥之不去。

全球经济疑虑犹存

澳元和新西兰元明年料反弹

【路透东京】路透
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
业预期明年国内经济成
长将持平或趋弱，对全
球经济成长的看法甚至
更加悲观，因忧虑美中
贸易战以及国内明年上
调消费税的影响。

“毫无疑问，上调
消费税将打压民间消
费，”一家制造业公司
的一位主管在调查中写
道，“我们非常担忧。”

日本的出口型经济虽
然在最近几个季度不太顺
利，但总体表现一直有进
展。日本股市将自首相安
倍晋三2012年末上台以来
连续第七年收高。

但路透企业调查显
示，经济成长有趋平的
信号，55%的受访企业预
测日本经济成长将保持

在今年1%的预估水平附
近，31%认为将放缓，只
有14%相信会加快。

中美贸易战和10月
拟将消费税从目前的
8%上调至10%，这被
看作是他们的成长前景
面临的两大风险。还有
人认为日美贸易协商、
新兴市场资本流出以及
中东地缘政治问题也是
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

“我们担心在中国
运营的日资企业可能
因担心获利而控制资本
支出，”一家建筑企业
经理表示。“如果中国
经济出现什么问题，
影响将扩散至欧洲和东
南亚，这反过来也会对
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
响，”一家电子机械制
造商经理在调查中称。

日本企业认为贸易战和消费税上调

将压抑明年国内经济成长

2月12日,在日本东京银座商业区,人们行走在街道上。

【环球网科技】据印
度《经济时报》12月6
日报道，国际数据公司
(IDC)于6日发布的印度可
穿戴设备市场报告显示，
小米手环3在印度2018年
第三季度实现了77%的增
长，占据了41%的市场份
额，销量位居第一，成
为印度可穿戴设备史上
出货量最高的产品。

报告显示，印度本土
健身手环品牌GOQii第三
季度同比增长47%，市
场份额达到19%，在印
度继续保持着销量第二
的位置。三星和Fossil分
别位列第三与第四。

据IDC发布的报告显
示，可穿戴设备的总体发
货量较上一季度下降11%
，主要由于基础款可穿戴
设备的发货量大幅下降。

报告称，2018年第三
季度，印度可穿戴设备市

场整体同比增长17%，各
供应商在印度的出货量
达到89.7万台。智能可
穿戴设备连续两个季度
实现两位数增长，2018
年第三季度出货量达到
10.2万台，首次实现季度
出货量突破10万台大关。

IDC印度客户端副研究
经理贾帕尔·辛格(Jaipal 
Singh)表示：“要说印度

可穿戴设备市场已开始转
向智能可穿戴设备，还为
时过早。但是，供应商已
开始分析基本款和智能可
穿戴设备之间的巨大价格
差距。”他还补充道：“
此外，许多供应商还没有
探索儿童市场，因为儿童
更喜欢技术和新产品，
儿童市场可以成为此类
产品的销量驱动因素。

实现77%增长 占据41%市场份额

小米三季度稳居印度可穿戴设备市场第一

小米手环3在印度2018年第三季度实现了77%的
增长，占据了41%的市场份额，销量位居第一，
成为印度可穿戴设备史上出货量最高的产品。

【共同社】日产汽车
公司7日曝出刹车、速度
表等6个项目存在新的违
规检查，并宣布13日将
向国土交通省报告召回
（免费回收及修理）11
款车型的共约1 5万辆
车。这是去年秋季以来
第4次曝出违规检查。
日产今年9月公布关于违
规检查的最终报告书，
承诺防止再发，然而其
后仍继续违规。在前董
事长卡洛斯_戈恩被捕造
成动摇尚未平复的情况
下，恢复消费者信赖的
道路似乎变得更加漫长。

国交相石井启一在7
日上午内阁会议后的记
者会上表示：“基于今
后日产的上报内容，必
要时将严肃处理。”

违规是在日产的自
主检查中被发现，涉及
追滨工厂（神奈川县
横须贺市）和集团内的
AUTOWORKS京都（京都
府宇治市）这2家工厂。
据悉，在后轮刹车制动
力检查时使用手刹，速
度表检查中未维持速度
进行测定，这些导致合

格与否的判定不恰当。
此外方向盘及侧滑检查也
存在违规。日产常务执
行董事本田圣二在横滨
市举行记者会并道歉。
他就原因表示“存在偏
重成本的部分”，并称 
“认为已经去除全部积
弊”。记者会上未见社
长西川广人的身影。

日产常务执行董事本田圣二在横滨市举行记者会并道歉。

日产提交最终报告后仍有违规 拟召回约15万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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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加坡媒体报
导，该国外交部今早发
文告表示，吉隆坡独立
广场明天将举行大型集
会，预料会有过万人参
与。也有媒体报导，同
一天将有另一集会在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阿
马广场前的东区大操场

（Padang Timur）举行。
“一旦有大型的集

会或示威行动，就有可
能引发小冲突。到时交
通可能受阻，或有对旅
客造成影响的其他骚
乱。”

新加坡外交部因此
吁请国民延迟非必要的

行程，而在吉隆坡的
新加坡人，也必须保持
警惕。当局也呼吁新加
坡人上网登记资料，以
及同家人和朋友保持联
系。

此次大型集会同《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国际公约》（ICERD）
有关，反对派人士将在
周六下午2时到6时举行
集会，主办单位估计有
50万人出席，巫统和伊
斯兰党号召党员出席。
隆市警方今晚开始进行
局部封路。

吉隆坡周六将举办大规模示威集会 

新加坡劝国人取消行程
【精彩大马网】吉隆坡周六将举办

大规模示威集会，新加坡外交部呼吁
国民，如果没有必要，暂时不要去吉
隆坡，并建议目前在吉隆坡的新加坡
人保持警惕。

大马穆斯林党团周六将携手举办反《消除一切形式
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集会，主办单位估
计有50万人出席。

马来西亚巴士猛撞罗厘
一新加坡女子丧命

一辆从本地出发前往马来西亚
云顶的双层长途巴士在南北大道发
生意外，一名2 7岁的本地女乘客
被抛出车外惨死，另有五人受伤。
车祸今天（7日）中午12点左右，
在南北大道北上路段发生。巴士途
径森美兰州芙蓉时，怀疑是闪避不
及，撞上因抛锚而停泊在中间车道
的罗厘，结果酿成悲剧。猛烈的撞
击力导致坐在巴士上层的死者被抛
出车外，司机则被卡在座位上动弹
不得。事发时，包括司机和副手，
巴士上载有22人。出事的是本地星
运集团的双层长途巴士，公司执行
董事叶础辉答复本台询问时证实，
死者是一名28岁的本地女子，她和
另外13名家人搭乘巴士前往云顶度
假。叶础辉也澄清，并没有新加坡
人在这起意外中受伤。他表示，将
协助家属把死者遗体运回新加坡。

阿富汗一军营遭袭
14名士兵死亡

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一名官员7日
说，约数百名塔利班武装分子6日夜
间袭击了该省信丹德地区一处军营，
打死14名政府军士兵，并劫持走约20
名士兵。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武装分子在袭击行动中还带走了遭袭
军营里的大量武器弹药。他表示，发
动袭击的武装分子也有伤亡。但这名
官员并未提及具体数字。信丹德地区
的安全检查站和军营经常遭到塔利班
武装分子袭击。今年6月，塔利班武
装分子突袭了该地区的一处军营，打
死17名政府军士兵。近期，塔利班和
其他反政府武装组织对阿富汗安全部
队频繁发动攻击，导致阿安全部队人
员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美韩外长会面 
就美朝对话及韩朝关系进行交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同到访的
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会晤，双方就
协调朝鲜半岛无核化事宜进行了磋
商。中通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发布
新闻稿表示，两位外长积极评价半
岛局势出现的积极变化，就朝美后
续谈判、韩朝关系改善等事宜深入
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履行制裁的重
要性，并商定为实现朝鲜完全无核
化、构建永久和平机制而继续合
作。此次是康京和与蓬佩奥10月在
首尔碰头后时隔两个月再度会面。
康京和率韩国使节团访美出席美国
前总统老布什的葬礼，在与蓬佩奥
会晤后启程返回韩国。

泰老两国就加强禁毒合作
促进边境安全达成一致

泰国──老挝边境委员会会议7日
在曼谷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加强禁毒
合作，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会议由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逸和
老挝国防部长占沙蒙共同主持，主要
讨论两国间各项安全政策的合作。会
议商定了维持泰老边境和平的合作
框架，包括部署武装部队边界巡逻，
努力防止走私违禁品、毒品和人口
贩运，以及加强双方安全合作等。
此外，两国空军首次同意通过设立边
境联合机构，采取措施加强禁毒工
作。泰国和老挝多年来一直都在加强
打击毒品犯罪，但两国禁毒形势依然
严峻，通过边境贩运毒品更是屡禁不
绝。泰国每年查获的毒品数量都十分
惊人，仅在今年的国际禁毒日，泰国
在大城府一次销毁的毒品总量就多达
14.7吨。

为庆祝新天皇即位 
日本明年将迎来十连休

关于明年因新天皇即位而新设节
假日的特别法7日在日本参议院全体
会议上获得通过，正式成立。这意
味着明年日本全国将迎来十连休。
该法规定，明年5月1日皇太子即
位，10月22日将举行“即位礼正殿
之仪”，这两日被定为仅限于明年
的法定节庆日。而日本《节日法》
规定，当两个节日之间夹着一个工
作日的时候，该工作日也被定为法
定假日。依照日本惯例，4月29日到
5月5日是传统的七连休“黄金周”
。里面包含4天法定节日：4月29日
的“昭和之日”，5月3日的“宪法
纪念日”，5月4日的“绿之日”和5
月5日的“儿童日”。5月1日成为法
定假日，这样一来，加上周末，从4
月27日至5月6日，正好10天连休(《
节日法》还规定，若节假日与周日
重合，则在后面最近的工作日补休
一天)。该法案通过后，日本政府一
方面期待喜庆气氛高涨，另一方面
还担忧金融、医疗等相关机构长期
放假会对国民生活带来影响。

【越通社河内】12
月 6 日 ， 越 共 中 央 政
治局委员、越南公安
部部长苏林上将在河
内举行了迎接仪式并
与 由 新 加 坡 内 政 部
兼律政部部长尚穆根
（K.Shanmugam）率领
的新加坡内政部代表团
一行进行了会谈。

苏林在会上发表讲
话时强调，200 6年越
南与新加坡签署了《预
防和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协议》并于201 2年续
签之后，越南公安部与
新加坡内政部的合作关
系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并取得了长足进展，
有助于巩固越新两国政
治互信和深化201 3年
两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
系。

苏 林 表 示 ， 2 0 1 8
年，新加坡担任东盟轮
值主席国。越南公安部

与新加坡内务部在尤其
是反恐信息互换，应对
化学武器、核武器、放
射性武器以及网络攻击
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为促进越南公
安部与新加坡内政部乃
至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向
前发展奠定了重要基
础。

2019年，越南将举

办第39届东盟国家警察
首长会议（ASEANA-
POL）。越方希望，新
方支持此次会议，共同
致力于巩固东盟的中心
作用和东盟政治安全合
作支柱。

会谈结束后，越新
双方签署了有关延长《
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合
作协议》的协议。

【布里斯班6日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引述最新发表
的研究报告报导，澳洲
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检
测法，只需10分钟便可
侦测到身体是否有癌细
胞。

昆士兰大学研究人
员发现，癌症会改变健
康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癌细胞和正
常细胞的DNA碰到金属
会有不同反应，因此研
发出轻松就可用肉眼，
判定血液中是否含有癌
细胞的黄金奈米粒子液
体试剂。试剂碰上健康
血液，会在10分钟内
从原本的粉红色变成蓝
色；若血液中含有癌细
胞DNA，试剂会维持粉
红色不变。

研究人员特劳发表
声明称：「癌症DNA分
子所形成的立体奈米
结构，完全不同于正常

DNA，这发现是重大突
破，得以产生全新的检
测方法，可以非侵入方
式在任何组织型态中检
测癌症，包括血液。」

他强调：「这得以
创造出廉价且便于携带
的检测装置，未来终将
作为检测工具使用，
或可与手机一并使用。
」该检测法尚未用于人
类，须进行临床实验
后，才能用于人体，但
目前迹像是乐观的。

研究员对超过200个
组织与血液样本所作测
试，癌症检测正确率达
到90%。目前该方法仅
用于检测乳癌、摄护腺
癌、肠癌和淋巴癌，但
研究员有信心，其他癌
症的检测正确率也会很
高。研究员下一步将进
行临床研究，以了解多
早前可测出癌症，以及
该检测是否可用于衡量
治疗效果。

【海外网】如何能
让人了解到你的富有？
越南一名男子的做法相
当简单，他直接将13公
斤金光闪闪的黄金首饰
佩戴在了身上，还称这
就是他的日常。这位“
不走寻常路”的小伙也
在社交媒体脸书（Fa-
cebook）上走红，并引
发东南亚网友们的热
议。综合泰国网等媒体
报道，这名越南男子经
常会在社交媒体脸书上
传照片和视频，除了晒
出美食佳肴和各种酒，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晒出
的金首饰。从照片中可
以看到，这名男子脖子
戴着金项链，项链的挂

坠几乎和手掌一般大，
而他左右手还戴着巨大
的金戒指和金手环，这
些金光闪闪的首饰大小
都达到了令人难以置
信的地步。据这名男子

表示，他每天都会配戴
13公斤重的黄金，这是
自己的日常，也是个人
爱好。他的脸书账号也
已在网络上走红，不过
目前尚无法得知他的身
份，也不清楚这些黄金
是否为他所有。

面对着这样一位十
足的“土豪”，不少网
友纷纷留言称羡慕他的
财力，希望有朝一日也
能够戴一次。但也有人
部分认为这名小伙太过
招摇，极有可能会在路
上被抢劫。除此之外，
也有人怀疑是男子要为
走红而制造的噱头，也
质疑这些黄金首饰的真
假。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据7日发布的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继9月初之
后，文在寅总统的国政
支持率再次跌至50%以
下，创就任后的最低纪
录。

韩国盖洛普本月4至
6日以全国1002人为对
象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民众对文在寅总
统的国政支持率为49%
，比上周下跌4个百分
点。此外，41%的人对
文在寅总统履职给予负
面评价，11%的人保留
意见。

对总统持肯定评价
的理由依次为“与北
韩改善关系”(2 5%)
、“外交成就”(19%)
、“对北韩和安全政

策” ( 9 % )、“尽职
尽责”(9%)。持负面
评价的理由依次为“
未能解决经济和民生
问题”(4 9%)、“亲
北韩政策” (18%)
和“在各方面有欠不
足”(4%) 。

民众对各政党的支
持率，执政党共同民主
党为40%，其后依次为
自由韩国党（17％）、
正义党（10%）、正未
来党（6％）和民主和
平党（1％）。

本次调查可信任度
为9 5%，误差范围为
正负3.1个百分点，详
细内容可在中央选举舆
论调查审议委员会网站
（nesdc.go.kr）进行查
阅。

【 新 浪 军 事 】 据
印度时报报道，海军
上将苏尼尔兰巴近日
断言，印度将在未来
三年内开始建造第三
艘航空母舰，并预计
在七到十年后完工。
这位海军高官称：印
度 的 第 三 艘 航 母 “
维沙尔”号将是一艘
6 5 0 0 0 ?的战舰，配
备常规推进装置和弹

射起飞设施，并且引
进美国或法国的舰载
机。印度一直希望以
三航母的姿态制霸印
度洋，目前三航母计
划拼图已经差不多完
成了两块，现在最后
一块终于水落石出。
印度的4万?级国产航
母并没有入列，由于
技术能力有限这艘航
母并不被外界看好。

印 度 海 军 翻 船 、 起
火、技术故障等事故
不断，也让人们对这
个国家的海军产生了
质疑。现在要玩6万?
的航母，乍一看确实
有点不靠谱。不过，
不能总是用老眼光看
人。印度科钦船厂是
国有企业中规模最大
的一家造船厂，多年
来通过为印度海军修
理和维护“维拉特”
号 航 母 积 累 了 大 量
的经验，目前正在承
建印度海军第一艘国
产航母“维克兰特”
号。虽然国产航母的
建造过程看起来磕磕
绊绊，但会为下一艘
航 母 的 建 造 积 累 宝
贵的经验。别说是印
度，现在让俄罗斯独
立设计建造一艘4万
多?的航母也不是那么
容易的。

越南与新加坡

续签《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协议》

12月6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部长苏
林上将在河内举行了迎接仪式并与由新加坡内政部兼
律政部部长尚穆根（K.Shanmugam）率领的新加坡内政
部代表团一行进行了会谈。图为迎接仪式场景。

引发东南亚网友们的热议

超高调！越南小伙戴13公斤黄金在身上

越南一名男子的做法相
当简单，他直接将13公
斤金光闪闪的黄金首饰
佩戴在了身上

计划或7至10年内完成
印度将开建第三艘航母制霸大洋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仍没建完。

澳洲新筛检法　

10分钟可知是否患癌

澳洲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检测法，只需10分钟便可
侦测到身体是否有癌细胞。

文在寅总统国政支持率为49% 

创就任后最低纪录

韩国总统文在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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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2月7日，中国大连福建
商会代表团一行14人，
在陈涛执行会长的率领下，
拜访了印尼中华总商会，
并受到薛天增副总主席，
周维梁秘书长，理事商家
轩、林松石、陈怡静、翁
华玲、林能莺等理事的热
情接待。双方进行了良好
交流座谈。

薛天增致词，代表印
尼中华总商会对代表团一
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并介绍了印尼经济发展情
况。他说，当前，印尼与
中国的关系正处在历史最
佳时期，两国高层不断互
访，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
合作日益密切。尤其是，
印尼总统佐科威执政以
来，提出要将印尼建设成
为“海洋支点强国”，积

极发挥印尼的海洋优势，
与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
一路”政策遥相呼应。
希望通过代表团这次的
来访，能增进双方彼此
间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往
来，为推动印尼与大连今
后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做
出贡献。

陈 涛 在 讲 话 中 ， 感
谢印尼中华总商会诸理
事的热情接待，并介绍
了大连福建商会组织情
况。他说，这次组团到印
尼访问，旨在响应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希望
通过本次访问，能进一
步了解印尼投资情况，
推 进 大 连 与 印 尼 在 经
济、商贸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寻找合作商机，
共谋发展。

陈涛表示，大连福建
商会是由福建省政府牵
头与在大连的闽籍企业于
2011年共同发起成立。
该组织集合了福建八闽
大地的乡贤，会员涵盖

了全省九个城市各个类别
的行业，主要从事建筑材
料、房地产开发、金融投
资、机电和陶瓷的生产
销售、海上运输和进出
口贸易等行业。欢迎印

尼中华总商会诸位领导
有机会到福建家乡及大
连考察访问，共同开拓
三方各领域的商机。

大连福建商会执行会
长陈国权、李百义，监事

长林学飞，副会长张建
军、蓝劲松、洪小捷，理
事吴连家，会员欧坪、
许文贵、陈加山、蒋秀
霞、苏昆、魏静出席了
交流座谈。

大连福建商会代表团拜访印尼中华总商会

增进相互交流 寻找合作商机

双方代表合影。

薛天增（右六）在双方代表的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陈涛（左五）。 陈涛（左四）回赠纪念品给印尼中华总商会由周维梁代表接收。

【新安晚报】历史悠
久的文化遗迹，美轮美
奂的传统工艺、令人流
连忘返的美食……12月6
日，由羊城晚报传媒智库
发起，“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融媒行联盟”联合组织
的“改革新动力──改革
开放40周年全国大型主流
融媒广东行暨地市深调研
活动”来到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潮州，探访这座
城市独特的魅力。 

留历史底色
激活古城新活力
站在潮州古老的广济

门城墙上，你可以看见那
座集拱桥、浮桥、梁桥于
一体与赵州桥、洛阳桥、
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
──广济桥。凭栏远眺，
你可以看见始建于北宋咸
平二年，成为了解潮州文
化历史的珍贵资料韩文公
祠。而在城墙的另一边，
是潮州古城的交通要道和
商贸中心，有着“广东省
第一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街”头衔的牌坊街。目之
所及的韩江两岸，潮州市
政府在此重点打造的一江两
岸“灯光秀”，展示了潮
州“山、水、人、城、文” 
的城市形象。

广济桥
一直以来，潮州围绕 

“旅游强市”的目标，以
潮州古城文化旅游特色区
为龙头，以广济桥、韩文
公祠等 4A级旅游景区为
代表的景点发展迅速，带
动了旅游基础设施的布局
建设，成为推动潮州旅游
目的地体系建设的中坚力
量。资料显示， 2018年

1-10月份，潮州全市旅游
收入201.3亿元，同比增长
29.4%，接待海内外游客
人数1355.49万，同比增长
29.9%，连续两届被评为“
最喜爱国内游目的地。”

风格鲜明的建筑
除了围绕潮州的历史

文化遗迹打造特色旅游
外，近几年潮州也在探索
盘活古城旧楼的新方式，
鼓励当地居民充分利用闲
置的旧民居，改造成民宿
客栈。在政府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故
乡，把家里的或是其他闲
置的旧房进行改造，纷纷
开起了客栈、酒吧。潮州
本地人廖奕铭，就是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廖奕铭将
自己家清代的祖屋，改造
成了潮州首家民居客栈，
并融合潮汕工夫茶、潮乐
等因素开起了茶馆。廖奕
铭说，他想给古城许多濒
临坍塌的老民居提供一种
参考，让传统的东西能够
得到较好的保护。

在潮州古城内，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廖奕铭的
行列，老建筑的“复活”，
为潮州这座古城的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画传统的坯
上科技的釉潮州牌坊街的民宿
“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中国瓷都”“中国
工艺美术之都”“中国民
间工艺传承之都”……看
到这些“招牌”，一座充
满文化气息，传统工艺发
达的城市跃然纸上。潮州
这座千年古城，一直致力
于传承与发展传统工艺，
并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

将这些特色工艺推向全
国，推向世界。

陶瓷，是潮州最大的支
柱产业。早在1300多年前
的唐代，潮州人就已经生
产陶瓷器皿。一抔陶土，
烧制千年，如今潮州市，
依旧在绵延着千年前的窑
火：日用陶瓷、陈设艺术
陶瓷、建筑卫生陶瓷年产
销量分别占全国的25%、 
25%、和40%，出口量占全
球的30%、40%和55%， 
均占全国首位。在潮州市
中国瓷都陈列馆与人民广
场文化长廊内，记者得以见
到工艺独特、又有醇厚文
化底蕴的潮州陶瓷精品。
据陈列馆工作人员介绍，
枫溪瓷烧制技艺、潮州嵌
瓷、潮州彩瓷烧制技艺
等，均已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潮州瓷器一起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还有潮州木雕。潮州木
雕又称潮州金漆木雕，是
中国民间两大木雕体系之
一。在国家非遗项目潮州
木雕传承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辜柳希木雕厂，
见到辜柳希的代表作之
一“多层虾蟹篓”通雕：
鱼、虾、蟹的游弋，攀
爬，活灵活现，雕工古朴
大气，浮雕、沉雕、通
雕、圆雕等，技艺超群，
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把传承传统工艺比
作陶瓷制作中的“画坯”
，那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的创新，那就是给陶瓷 
“上釉”。在中国瓷都陈
列馆内，记者看到了利用
3D打印技术制作而成的

改革开放40周年 广东潮州：以传统底色绘发展新画卷

瓷器。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利用3D打印技术，可
突破许多传统手工生产无
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了“
穿着西装做陶瓷”。同
样不走“寻常路”的，潮
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该公司所自主研发
的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
光通信用陶瓷部件、LED
用陶瓷封装基座等产品，
将高技术陶瓷产品覆盖到
电子、通讯、机械、电
工、环保、新能源等应用

领域，在许多领域打破了
欧、美、日等国家的技术
垄断，形成以先进陶瓷为
依托的多门类产业。这既
是对传统陶瓷的创新，也
为潮州陶瓷的发展开拓了
新的方向。

广济桥 潮州牌坊街的民宿



美 国 知 名 新 闻 杂 志
《T IM E》（或称时代杂
志）自当地时间11月19日
起，透过手机及网页开放
读者投票票选“2018时代
年度风云人物（Person of 
the Year）”。人气袭卷
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
团（BTS）目前仍位居第
一。

美国《T IM E》（时代
杂志）于每年年底评选出
的当年度对世界最具影响
力的人事物，作为当年度
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获选对象不局限于个

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或一
个概念及行动等，甚至无
论好坏以及受尊敬与否，
只要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
物都可能获选。

《T IM E》本日以专文
报导，自今年的票选开始
以来，防弹少年团于投
票中长期保持领先。他
们目前获得9%的支持，
并以0. 1 2%的差距，胜
过同样以9%位居第二名
的“Planet Earth”。目
前位居第三名的，则是获
得7%支持的“Thai Cave 
Dive r s（泰国睡美人洞救

援行动团队）”，南韩总
统文在寅则以4%的得票
率名列第4。

若本次的票选最终由
防弹少年团摘得冠军，他
们将会是该活动自创立以
来，获选为“时代年度风
云人物”的第一个艺人。

由 美 国 知 名 杂 志
《T IME》所票选的2018
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
将于当地时间12月11日公
布。

另 外 ， 美 国 彭 博 社
于 当 地 时 间 6 日 公 开
了“2018 Bloomberg 50”
名单，防弹少年团以二度
在“Billboard 200”登上
冠军的优异成绩，获选
为本次“2018 Bloomberg 
5 0”名单中唯一的韩国
人。他们也是首个入选该
榜的韩国歌手。

准备于8日及9日在桃园
国际棒球场举行的“Love 
You r se l f”亚洲巡回演唱
会台湾场次演出的防弹少
年团，今日已搭乘专机飞
往台湾。

当地时间12月6日晚，美国
第76届金球奖（Golden Globe 
Awards ）公布提名名单，由此
拉开好莱坞年度颁奖季序幕。
在电影奖项方面，克里斯蒂安·
贝尔（Christian Bale）的新作《
副总统》（Vice）以六项提名领
跑。

据美媒《好莱坞报导者》
（THR）报导，在12月6日晚
揭晓的第76届金球奖入围名单
中，电影类除了《副总统》以
六项提名领跑，布莱德利·库
珀（Bradley Cooper）的导演
首作《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彼得·法拉利
（Peter Farrelly）的《绿皮书》
（Green Book）均获得五项提
名。

此 外 ， 《 黑 色 党 徒 》

（BlacKkKlansman）《新欢乐
满人间》（Mary Poppins Re-
turns）和《宠儿》（The Fa-
v o u r i t e）以四项提名紧随其
后。最具关注度的剧情类最佳
影片，三部黑人题材的电影《
黑色党徒》、《黑豹》（Black 
P a n t h e r）以及《假若比尔街
能够讲话》（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均获得提名。关
于皇后乐队的传记片《波西米
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
sody）也顺利入围。

电视剧方面争夺激烈，《
美国犯罪故事：刺杀范思哲》
（American Crime Story: Ver-
sace）以四项提名领跑，《美
国谍梦》（The Americans）、
《利器》（Sharp Objects）、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等六部
剧集以三项提名紧随其后。

第7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更换了
新的奖杯设计，主要是对奖杯的
底座进行了更新，原本大理石构
成的底座现换成了铜制的底座。
新的奖杯增重1.04千克，增高1.9
厘米。

颁奖礼将于明年1月6日举
行，由加拿大籍韩裔女星吴珊
卓（Sandra Oh）与安迪·萨姆
伯格（Andy Samberg）联袂主
持。

金球奖（Golden Globe 
Awards）是美国的一个电影与
电视奖项，以正式晚宴的方式
举行，举办方是好莱坞外国记
者协会。该奖创办于1944年，
每年举办一次，所有奖项是由
96位记者投票产生。

第76届金球奖提名公布《副总统》以六项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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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宣读提名名单的嘉宾是莱斯利·曼（Leslie Mann）、达娜·古瑞
拉（Danai Gurira）、特瑞·克鲁斯（Terry Crews）、克里斯蒂安·斯
莱特（Christian Slater）。

多 家 韩 媒 7 日 报
导，YouTube于当地时间6
日公开“YouTube Rewind 
2018”名单，BLACKPINK
是本次名单中唯一的韩国
女团。

“YouTube Rewind”
是YouTube每年于年末结

算当年趋势的企划活动。
今年BLACKPINK的相关影
片于YouTube的观看次数
成绩优异，让她们获选为
2018年YouTube的代表艺
人之一。

BLACKP INK于今年6月
公开的《DDU-DU DDU-

DU》官方MV，仅费时162
天就突破5亿浏览，创下
K-POP团体的MV中最快达
成5亿浏览的纪录。

BLACKPINK目前也是保
有最多超过4亿浏览次数
的MV的K-POP团体。她们
共拥有《DDU-DU DDU-
DU》《AS IF IT’S YOUR 
LAST》《BOOMBAYAH》3
支突破4亿点击的作品。

另外，继《D D U - D U 
DDU-DU》和《AS IF 
IT’S YOUR LAST》的练
习室版本舞蹈影片之后，
《BOOMBAYAH》的练习室
舞蹈影片也于7日突破1亿
点击。BLACKPINK的官方
YouTube频道订阅人数也已
突破1500万人。

BLACKPINK获选YouTube年度艺人 

唯一韩女团

韩国人气女团BLACKPINK

BTS于《TIME》年度风云人物投票长期领先

防弹少年团（BTS）

据香港媒体报道，张柏芝与谢
霆锋2012年宣布离婚，6年婚
姻正式宣告结束，离婚独自
抚养两儿的她，近日传出生
下第三胎，而有消息传出孩
子生父就是65岁新加坡富
豪，不过港媒指出其实孩
子的生父是内地富商。

根据港媒报导，张柏芝上
月25日在香港养和医院秘密
产下第3胎，随即曝出孩子生
父是65岁的新加坡富商，没想
到事隔数日又传出生父是一位年

约50岁、外表成熟，有一定社会地
位的内地富商，而两人会相识据
悉是张柏芝父亲牵线，至于两
个儿子Lucas和Quintus，也和
这位“继父”相处融洽。

据悉这名内地富商，不
仅有钱在社会上也有一席
之地，对于张柏芝2个儿子
更视如已出，也让张柏芝
有找到依靠的感觉，不过张
柏芝与儿子已适应在香港生

活，因此再婚搬去内地定居的
机会，应该是微乎其微。

导演钮承泽5日被爆出
性侵丑闻，更有传言女星
张钧甯曾遭强吻。张钧甯
因为今年再次代言世界展
望会的资助儿童计划，于
6日出席活动记者会，当
被问到有关话题时，张钧
甯只笑说：“没有啦！没
有发生任何事情。”

原本在记者会开始前，
活动主持人便宣布没有访
问，只开放对关怀资助儿
童的问题提问。而张钧甯

出场时，脸上始终保持微
笑，分享此次访尼泊尔之
行的见闻，而当其中一家
媒体问及钮承泽遭控性侵
一事，主持人便以“跟主
题无关”挡掉。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张钧甯还是回应：“我也是
看新闻才知道，不适合发表
什么言论。”至于钮承泽“
假戏真做”强吻一事，她则
否认：“没有啦！”并说当
时没有发生任何事。

张钧甯代言资助儿童 否认拍戏曾遭强吻

张钧甯

另有其人？曝张柏芝第三胎生父是内地富商

张柏芝

据香港媒体报道，关之琳
（之之）12月6日到中环
替她有份设计的秋冬系
列宣传，之之表示现
在无意欲去旅行，问
她是否欠缺伴侣才
有此想法？之之笑
指，有伴也可以安
安定定留在家中，
变身“宅女”的之
之坦言家就是最舒服
的地方。

关之琳透露现在做
时装工作，可以享受朝
九晚五的生活，跟过往拍
戏时日夜颠倒完全不同。问
到闲暇时间做什么？之之称现在飞太
多，觉得在香港以及留在家中是最

舒服的。她说：“旅行很辛
苦，拖着行李走来走去，
又要找酒店又要退房又
要去机场，（可能没有
伴？）找到也可以安
安定定在家中。（要
快点找个伴？）没法
快，要缘分到，现在
真的没有。”

就快圣诞节，之
之表示无人约，因为
太多朋友都出去，她
笑言最好更多人出去让

她清静一下，现在想多
些时间在家看剧和电影。

追问她追剧时可有戏瘾？她赞
现在的剧集拍得很好，情愿到戏院看
戏，全无戏瘾。

56岁关之琳不急找伴等待缘分 

爱宅着追剧没有戏瘾

关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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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不望报，受怨不计较，
此中宽大了多少怀抱；
忍不过时，着力再忍，
受不得时，耐心再受，
此中消除了多少烦恼。

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异城的奋斗

文／罗智强

土，要经过拉捏陶塑，才
得以成形；人，也要经过陶铸
磨炼，方能够成才。我们平常
为人行事，就是所受教育、道
德、人格的展现，他必定有一
个行事的基础，做为行为的规
范及圭臬。如何陶练行事的基
础呢？以下四点说明：

第一、教子弟于幼时：盆
栽的养成，从于幼苗；儿女的
教育，也是从小做起。你看，
昔日孟母不惜「三迁」，只为
了有良好的环境；史可法三岁
即受严格的教育，才有一生奋
勇正义人格。现代教育孩子，
不过于溺爱，也不要过于严
苛，用鼓励代替责备，用关怀
代替打骂，适当的教育才能健
全未来人格的发展。

第二、检身心于平时：你
要检查自己身心有无过失吗？
它不在外表，而在起心动念；
不在宣扬自己读了多少圣贤
书，不是用言语告诉别人，自
己多慈悲，多为人着想....，
这都只是表面功夫罢了。什么
时候检查自己的身心呢？在
你吃饭的时候，在你睡觉的时
候，在你获益的时候，在你受
人教训的时候，甚至，在任何
时刻、在独处、在暗处，所谓
「君子不欺暗室」，才能检视
出自己的身心的善恶、好坏、
是非。

第三、验耐力于苦时：人
在顺境，没有外境刺激，表现
平和，这都是理所当然。当
环境变化，或超出预期，或在
受苦、或遇烦恼、或面对难堪
的时候，这就是真正检测耐力
最好时刻了。你能坦然面对压
力，找到根源，予以接受、处
理、化解，就是有耐力的人。

第四、观德行于利时：要
检视道德行为多高、多大吗？
在获得利益的时候，最能看
清明白。获得财富了，举止是
合乎善人的条件吗？扬名立万
了，道德修养也跟著升华了
吗？你能把持住，不为所动，
这才是经得起考验。所以，在
面对利益权力时，就可以看出
吾人的道德高低与否。

人们常说，社会是个大冶
洪炉，是个淬炼试场，其实，
所谓「真金仍须洪炉炼，白玉
还要妙手磨」，陶侃不愿虚时
以度，以搬砖训练自己；雪峰
禅师不弃一片菜叶，以爱物修
练身心。无论外在环境如何，
自我冶炼，面对考验，都靠自
己造就自己、陶练自己。以上
这四点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教子弟于幼时，
第二、检身心于平时，
第三、验耐力于苦时，
第四、观德行于利时。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文／星云大师

陶 练

二?一六年四月初，春天的太阳
让人的脸庞感觉特别温暖，从波士
顿开车出发往纽约，全长约三五?
公里，我们沿95号公路行驶，从波
士顿到纽约沿途的景色，可谓天蓝
云白，山绿水清，经过波士顿一个
礼拜的休整，先前一整个月万里
驾车过程中，身体累积的疲惫已经
完全卸载，练爷回台，另位好友秀
隽加入我们的下半场万里长征，一
行三人，怀著轻松的心情，再度出
发。

我们初步的规画路线，是经纽
约，到费城、巴尔的摩、亚特兰
大、罗利、奥兰多、迈阿密、坦
帕、巴拿马（佛州小城）、纽奥尔
良、休斯顿、达拉斯、厄尔巴索、
阿尔伯克基、拉斯维加斯，最后
回到洛杉矶，这段路线中的很多小
城，还是我毕生闻所未闻的地名，
我们却将途过路经，在此生中能与
这些城有一段短暂交会，想起来就
觉得兴奋不已。

车行进入纽约市区后，我们开
始体验纽约的塞车景况，尤其愈接
近市区，愈能感觉路上驾车人的不
耐与烦躁，不时发生抢车道、按喇
叭等在美国其他城市鲜见、在台湾
市区常见的景像。

我们选择从曼哈顿大桥进入曼
哈顿区，准备和相约唐人街聚餐的
华侨朋友们见面，在桥上遥遥望见
纽约港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高举火

文／侯兴锋

帝王行谊共

把的塑像，这一向是在电影戏剧或
介绍美国景点的旅游节目中才看得
见的影像。

纽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六二
四年，荷兰殖民者率先在此建立贸
易供应站，称之为「新阿姆斯特
丹」，后来被英国占领为殖民地，
美国建国后，曾在一七八五年至一
七九?年短暂成为美国首都，而今
是全球政治、经济、金融、媒体、
商业、教育中心的国际大都会，时
代广场、美国华尔街、自由女神像
等，是各种科幻、写实、爱情、灾
难等电影取之不竭的素材，电影人
源源不绝的灵感，几十年来，不断
提供世人津津乐道的娱乐话题，许
多经典的电影如《魔鬼克星》、《
蜘蛛人》、《明天过后》、《华尔
街》等等，更是深烙人心。然而二
○○一年的911恐怖攻击纽约世贸
双子星大厦事件，如电影情节却真
实地发生在世人眼前，两架载满乘
客与汽油的客机，如两枚导弹般各
撞一栋摩天大厦，十余分钟过后，
两栋大厦轰然倒塌，夺走近三千位
无辜民众的生命，无情埋葬纽约市
消防局数百名冲进大厦英勇救人的
消防队员，这画面震撼世人心灵，
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肥。
」我想，城市亦然。

此次纽约的行程是三天两夜，
总共有学海大哥、惠珍与淑瑛三
位侨领分别安排的三场演讲，行
程非常紧凑，但能与海外华侨相

聚一堂交流，却是一件非常愉快
的事。

晚上借宿纽约侨领惠珍位于长
岛的家中，也让我感到期待，那是
因为纽约长岛是蒋宋美龄女士晚年
最后定居的地方，这位伟大坚强的
世纪女性，在西安事变中独排众议
前往西安营救丈夫、协助先总统蒋
公八年抗日、国民政府迁台后不遗
余力的参与台湾建设；尤为世人难
忘的是一九四三年二月，蒋夫人在
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是继荷兰
女王之后，第二位在美国国会发表
演说的女性，更是中国第一位。蒋
夫人慨慨说明中国抗日的艰辛，要
求美国重视亚洲战场，更呼吁美国
各界支持中国抗战，整个演讲雍容
尔雅，博得在场所有人起立鼓掌，

成为历史经典的画面。当时，她所
到之处，万人空巷，人们更是慷慨
解囊，支援中国抗日，蒋夫人的风
采，一时风靡美国，美国国会于是
废除多个实行已久的排华法案，华
人在美国的地位大大提高。

虽然她老人家已于二??三年在
长岛家中离世，但能与蒋夫人在美
国纽约长岛这个异乡，呼吸同样的
空气，感受同样的风土，缅怀她对
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内心仍感激
动。

虽说时光的大江淘尽古今英
雄，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已远哲人
的典型仍在夙昔之中，时穷节现的
故事，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
仍会接力一般的发生，在每一个时
代的历史舞台，粉墨登场。

文／徐梦阳

共享天伦

全家一起下厨

假日从外地回家，最期待的就是
用餐前的准备。

这一阵子，家人全迷上了美食节
目，个个都想大展身手。虽然一开
始不尽如人意，但经过分工合作，
已变得愈来愈好。

例如，母亲要卤肉，父亲就在旁
边帮忙切；母亲准备器皿时，我则
是把配料跟卤包准备好；最后，母
亲把肉放下去烫一烫，摆入电锅就
完成了。

至于弟弟跟妹妹，则是煮他们擅
长的面类，有时候是炒面，有时候
是义大利面或是锅烧意面之类的；

他们也会分工合作，一
个人负责备料，另一个
人负责煮面。

入秋之后，锅类是我
们家经常出现的料理选择。于是，
大家就会分工合作，可能由我跟弟
弟到市场采买食材，妹妹负责整理
餐桌、当小助手，或是把所需碗盘
先洗好，等双亲熬好大骨汤后，再
齐心准备晚上的火锅大餐。

现在人手一机，就连回家也是盯
着手机与电视，家人之间很少有机
会交谈。而透过全家一起下厨，我
们会在空档时询问彼此的近况，并
透过协力工作，增进彼此间的默契
与感情；更重要的是，母亲不会像
过去那么累了。

以前，三餐全部由母亲负责，现
在则是大家一起完成，也会相互讨论
这次煮得好不好，给予对方最中肯的
意见。长此以往，不但厨艺愈来愈进
步，家人间的感情也变得愈来愈紧密。

悉达多访休士顿 促中西交流

【人间社记者陈佩荣休士顿
报导】佛光山中美寺与斯塔福德
（Stafford City）市政府首次合作，
邀请《悉达多太子音乐剧》日前
在休士顿斯塔福德中心（Stafford 
Centre）上演，全场座无虚席，逾
千名观众欣赏佛教音乐剧，赞叹不
已。市长、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亲颁
奖状予光明大学、中美寺与国际佛
光会休士顿协会，以表示肯定。

发纽约之思古幽情

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悉达多太子（左三）走出王宫，看见老、病、死等
人生百态，心中震撼不已。 图／人间社记者Paul

市长Leonard Scarcella赞叹音乐剧演员
的诠释，让他了解佛陀的故事。

《悉达多太子音乐剧》以第三
者的角度，由阿难尊者带领观众回
到二千六百年前佛陀生活的时代，
讲述佛陀的故事。让大众理解佛陀

是人，在人间生活、修行、成道。
一幕幕的场景触动人心，让人感受
佛陀的慈悲智慧。除了叙述佛陀的
出生、成道，更让大众了解，佛陀
有一颗平等的心，并以慈悲智慧度
化不同背景的人。

菲律宾青年演技生动，歌声扣
人心弦，以英文传递佛陀的故事，
让更多英语人士受益，也让人间佛
教本土化。

艺术说法 传递和谐
菲律宾佛光山总住持永光法师

向观众深深一鞠躬，感谢所有大
众，他表示：「星云大师深感菲律
宾青年热爱歌唱舞蹈，特别栽培青

年学子演出；此剧是以星云大师著
作《释迦牟尼佛传》为底本，期能
透过音声，让佛法走入社会，传递
和谐。」

中美寺监寺觉安法师提及，星
云大师重视教育，成就音乐剧走入
世界各地。此剧的演出，是首次由
佛光会与当地市政府共同举办，意
义深远；透过佛陀传的演出，促进
中西方文化交流，大众也受益良
多。

「A m a z i n g ！ 」市长L 
e o n a r dScarcella赞叹音乐剧演
员的诠释，让他了解佛陀的故事，
同时，感谢《悉达多太子音乐剧》
选择到斯塔福德来表演，让市政府
能够提供场地，并期许音乐剧能再
回到这里，带给观众更多的视觉享
受。

首位天生无臂飞行员Jessica分

享，演员活灵活现演绎佛陀故事，
让她感觉自己就在当下。她提到，
自己的母亲也是来自宿雾，期盼下
次回到菲律宾，有机会到宿雾慈恩
寺拜访演员。

歌声动人 回响热烈
学区委员Jim Rice提到，自己阅

读过许多佛陀的书籍，却没有看过
这样的呈现，这场音乐剧的演出，
与书本上许多情景连结，让他叹为
观止；观众Rebecca兴奋说：「这出
音乐剧太震撼人心，特别是王后的
歌声触动了我，非常感人。」

与会贵宾有市长Leonard Scar-
cella、国会议员Tori Macfarlan、
国会议员Alice Chen、市议员Cecil 
Willis、宗教局Rev. Gregory Han、
警政局Kristine Anthony及学校委员
等，共同欣赏佛教音乐剧

图
／
李
萧
锟

唐宣宗李忱
在位期间，明
察慎断、执法
无私、恭谨节
俭、惠民爱物，很具有贞观之风，
人称「小太宗」。作为一位想要励
精图治的皇帝，他不但在朝堂上要
求自己很严，而且在家庭生活中，
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

宣宗的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给起
居郎官郑颢，按照宫中常例，公主
出嫁时，乘坐的车子应该用白银装
饰。可是，李忱却打破常例，下诏
令改银为铜，他还亲笔给女儿写了
一个告诫：以俭朴为德，不要轻视

丈夫和丈夫的家族，不要干预政
事。

有一次，郑颢的弟弟患了重
病，李忱派人前去探望。使臣回宫
后，李忱问万寿公主在哪里，使臣
回答说：在慈恩寺看戏呢。李忱听
了非常生气，叹息地说：「我曾经
责怪士大夫家不愿和我结亲，现在
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立即派
人把万寿公主召进宫，严厉地责备
她：「哪有小叔子生病，不去探望
问候，反而高高兴兴地去看戏，这
是人伦道理吗？」万寿公主羞红了
脸，罚站在石阶下，直到认了错，
李忱才让她回去。

宣宗教育了大女儿，也不放过
二女儿。宣宗的二女儿永福公主，
已经选定于琮为驸马，定下日子就
要下嫁。因为于琮长得一表人才，
所以永福公主对于这门亲事也很满
意。偏偏在一次和宣宗同席吃饭

时，为一点儿小事呕气，永福公主
竟然把筷子折断。宣宗很生气，愤
然说：「你这般性情，怎么能嫁到
士大夫家做媳妇呢？在自己家里都
这样，将来到了丈夫家，指不定要
闹得鸡飞狗跳呢。」当即传旨，令
四女广德公主嫁给于琮。

就这样，永福公主眼睁睁地看
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去，送给
了妹妹，为一时的任性受到了深刻
的教训。

在古代，四海之内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限的权势和
富贵，造就了帝王家穷奢极欲的生
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没有谨
严的家风，任其为所欲为、自由发
展，那么，那些王子公主们往往很
难成长为栋梁之才，有的甚至成为
毒瘤、祸害。可见，在子女教育
上，优越的物质条件并不是最重要
的，严格的家教才是最重要的。

唐宣宗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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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蒋新宇扣押孟晚舟 美国叵测用心昭然若揭

文/柴尚金二“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之路

互利共赢彰显“一带一
路”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
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源
于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
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成
为时代潮流，但同时全球
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
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
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
衡加剧。如何破解当今
时代面临的问题，实现和
平、稳定、持续发展？正
确路径只能是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不同于近代以来殖民
主义、帝国主义以国际掠
夺、竞争为常态的利益联
合，也不同于二战后西方
对外援助等形式的国际合

作，“一带一路”是中国
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之路，
是促进各国和平与发展的
康庄大道。“一带一路”
倡议彰显了中华民族“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
同”的传统文化理念，占
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带
一路”建设要“把我国发
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
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
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
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
时代内涵”，表明了提出
这一倡议的初衷和希望实
现的最高目标：在“一
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
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携手应
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
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

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
共同体方向迈进。

“一带一路”是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是所有国家均可参
与、各方共商共建、共享
共赢的大平台。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天空足够
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
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
发展繁荣。”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实现共赢共享发展，本着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推进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
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以共赢
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一带一路”建设在互
利共赢中结出累累硕果

“一带一路”倡议一
经面世，就得到国际社会
的高度关注和许多国家的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受欢迎，是因为它务实管
用，能让各国普遍获益。
实践表明，“一带一路”
倡议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
馆，而是务实合作的大平
台；“一带一路”建设不
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
沿线国家的合唱。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重
要抉择，同时也是中国以
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
不断向前、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的重要体现。5年来，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80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
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
作项目落地或开工。各类
合作项目和合作方式旨在
推动各方优势互补，互利
互惠，共同发展。“一带
一路”建设以互联互通为
突破口，以铁路、港口、
水电站建设为代表的基础
设施建设向沿线国家不断
延伸，为沿线国家提供了
重要发展契机，对增加所
在国劳动就业、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提升经济效能
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
外，各类丝绸之路文化
年、旅游年、艺术节、
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
话等人文合作项目百花齐
放、异彩纷呈，拉近了各
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
国推出的维护全球化和自
由贸易的重要公共产品，
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
弱、贫富，都是“一带一
路”的平等参与者，各自
参与合作事项的发言权及
意愿都会得到充分尊重，
各国按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妥善处理彼此利益
关系。中国支持沿线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共赢
效应开始显现。

“一带一路”建设在互
利共赢中开创美好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揭开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开启了中国同世界交融发
展的新画卷。中国坚定不
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致力于促进“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
区域合作，加强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把“一带一
路”打造成为开放融通、
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典
范。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过去40年中国
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
取得的，未来中国实现高
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条件下进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坚持对
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
打开国门搞建设”，“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在单边
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逆全球化思潮滞阻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
只有在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推动大开
放、大交流、大融合，才
能增强“一带一路”沿线
各国发展能力，保证“一
带一路”建设的成果能够

被沿线国家所共享，让参
与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红
利。

人心相通是共商、共
建和共享的前提，而文化
交流则是人心相通的基
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动力。这一重要
论述对深入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一带一路”建设是
全新的事物，在合作中有
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
的，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
一定能化解分歧，凝心聚
力，增进合作，共同发展
进步。共建“一带一路”
不仅是一幅“大写意”，
而且也是“工笔画”，不
同国家利益交融、不同地
区文明交流将成为这幅“
工笔画”的重要底色。未
来需要聚焦重点，精雕
细琢，与各国共同努力使
这一宏伟蓝图落地，惠及
世界。“一带一路”建设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绽放的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之花，必将为促
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作者：北京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
笔：柴尚金。来源：经济
日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推动世界经济向平衡可持续的方

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向世界发

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倡议。作为促进全球共同繁

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和

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理

念还是行动、愿景还是现实，都体现出

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之路。

“美国为什么要一直针
对华为，是因为我们在5G
方面做得太好，还是因为其
他我不确定的原因？”华为
副董事长徐直军近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的话，现在来
看，更像是一种预警。

一次蹊跷的“执法行
动”

一周后的今天，加拿大
《环球邮报》传来一条爆
炸性消息——华为首席财务
官（CFO）孟晚舟被加拿大
警方暂时扣留。国外媒体推
测的理由是“华为涉嫌违反
了美国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规
定”。

事发后，华为副总裁陈
黎芳证实孟晚舟被加拿大当
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
但因信息非常少，华为并不
知晓孟女士有任何不当行
为。并强调，华为遵守业务
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

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
盟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
法律法规。根据陈黎芳的回
应，“华为涉嫌违反了美国
对伊朗的贸易制裁规定”的
逮捕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前据《华尔街日报》
报道，美国司法部门自2016
年起对华为涉嫌违规出口通
讯设备进行调查，至今仍无
结果。

根据美国法律，此次通
过第三方逮捕孟晚舟，与
其处理其他案件的方式明显
不同，没有给出明确的司法
理由，加拿大警方作为执行
方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司法理
由。

种种信息综合来看，正
如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所发表
的声明，这是一场确凿的侵
犯中国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
行动。

一轮疯狂的市场围剿

一直以来，华为在美
国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待
遇。“反华为”甚至已经成
为美国政府、政客、电信厂
商的一致口径。美国市场禁
售华为设备，并宣称使用华
为设备存在网络安全隐患，
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互联
网技术公司经常发生信息
安全事件。今年四月，脸书
（Facebook）CEO扎克伯格
因为信息泄露案件专门在美
国国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

华为作为5G技术的领导
者，一直被阻于美国市场之
外，美国的5G市场是没有进
行充分竞争的市场。正是因
为美国政府的各种保护主义
做法，美国厂商未与华为在
5G领域进行过正当的市场竞
争。缺少了华为的良性市场
竞争，美国关起门来自己玩
独角戏又能好到哪里去？

华为经过多年的努力，

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建
立起成熟的业务网络和良
好的用户口碑。然而，美
国现在要求其盟友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拒
绝让华为参加本国建立5G
移动网络设备投标。近
日，英国宣布逐步弃用华
为4G通讯设备，并在该国
的5G招标中排除华为。
澳大利亚通信部部长也要
求必须将“某些特定供应
商”排除在澳大利亚的5G
网络之外，却完全不顾华
为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
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事实。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孟晚舟作为华为首席财

务官主要负责华为的财务
工作。即使美国政府怀疑华
为存在向伊朗出售设备的行
为，孟晚舟无论如何也不是
第一负责人，但孟晚舟的另
一个身份是华为创始人任正

非的女儿，她是一直被外界
看好的华为接班人。

需要指出的是，孟晚舟
作为当事人有权申请司法缄
口令，可以要求不公开相关
信息，但美加两国当局在不
与中国方面事先沟通的情况
下、在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情
况下公然限制中国公民自
由。很难让人相信美加的司
法部门此次行动具有合法
性。

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
惯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
段来打压潜在的外国竞争企
业。回顾华为这几年的遭
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美
国政府的“套路”。美国政
府先是从安全上抹黑华为，
通过议员讲话、政府站台等
方式用各种安全威胁来吓
退与华为合作的企业和购买
产品的消费者，然后发起
调查、发布政令严禁华为参

与市场竞争。与这些措施相
比，此次以限制人身自由的
强制手段扣留孟晚舟更显尽
其叵测居心。

面对华为这样蒸蒸日
上、发展迅猛的中国高科技
企业，美国政府和相关利益
集团显然是下定了决心要将
华为逼入绝境。因为华为
是当今5G技术的有力领导
者。5G就是未来。谁掌握了
5G技术的领先优势，谁就掌
握了未来信息世界的领导地
位。美国政府岂能甘愿一家
中国企业走在时代的前列，
站在世界的潮头？

此次孟晚舟事件不仅揭
露出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和
霸凌作风，更再次提醒中国
人一定要丢掉幻想、自强自
信,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
经拉开帷幕。

（蒋新宇 中国网评论
员。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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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我的淋巴癌竟然治愈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信神
了，只要有机会，她就给我传福
音，说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的
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着，应该
信神、敬拜神。可每次我都会毫
不犹豫地反驳说：「命运在自己
手中掌握，我相信只要靠自己的
努力，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然而，就在我为自己的理想拼
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发
现脖子的右下边有一个黄豆大的
肉包，一夜之间那个包就长到拳
头大了，像石头一样硬硬的。接
着，左边同样的位置也长了一个
小的包块。家人赶紧带我去县医
院做了检查，化验结果显示为疑
似淋巴瘤，得做活检手术。医生
说淋巴瘤的死亡率很高，就是治
疗也只能延缓短期的生命。听到
这个消息，我呆愣在那里，禁不
住大哭起来。我还这么年轻，孩
子才6个月，我要是死了，丈夫
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可怎么过啊？
我还没来得及孝敬爸妈呢……想
到这，我不敢再想下去。

随后，家人又带我到市医院做

了活检手术，在等待结果期间，
瘤一直在不断地长，像石头一样
压着，疼痛难忍。后来，脖子两
边的瘤都已长到与双肩齐平，看
不见脖子了，我心里的恐惧日益
加剧。妈妈看我病情这么严重，
告诉我说：「孩子，你要多祷
告依靠神！你的病能不能治好不
是医生说了算，是神说了算。」
听了妈妈的话，再看看自己的病
情，我才开始向神祷告交托。

活检结果出来，因病情复杂，
医生通知我马上住院，做PET-
CT（全身扫描检查）。可是由于
长时间肿瘤压住血管，导致手臂
疼痛难忍，像千万根针扎一样，
疼得一分钟都坚持不了，而做
PET-CT必须平躺长达20分钟不能
动，我实在撑不住。此时此刻，
我才感到自己真的太渺小、太脆
弱了，根本就抵制不了这样的痛
苦，那时我觉得只有神能救我！
我闭着眼睛不停地祷告：「神
啊，救救我……」不知不觉，20
分钟过去了，我竟然没有觉得疼
痛，实在太奇妙了，神真的垂听
了我的祷告！

住院半个多月后，瘤也一天
天在长大，压住了肺部，导致肺
部积水，以至于呼吸一天比一天
困难，胸口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喘
不过气来，即使睡着几分钟就会
被憋醒，只有用力吸气才可以勉
强呼吸。随着病情的加重，我开
始处于迷糊状态，一次稍稍清醒
时，我想起妈妈给我说过的一句
神话语：「只要你有一口气，

神都不会让你死。」我就像抓住
了救命稻草一样，在心里不住地
呼求：「神啊，我现在太难受
了，快要挺不下去了！求你救救
我吧……」这样祷告之后，渐渐
地，我感觉呼吸不那么困难了，
身体也不疼了，不知何时竟然睡
着了。

后来，会诊结果出来了，我身
体里的病不只是淋巴瘤，还有淋
巴结核，专家说像我这样的情况
他们也没见过，淋巴瘤必须得化
疗，而淋巴结核一见化疗水就会
像水痘一样破了，全部蔓延开，
会压迫呼吸管，导致马上窒息。
如果不下化疗水，瘤就会越长越
大，不会痛死也会窒息。医生只
好让我吃几天结核药，就开始下
化疗水，化疗水刚下，我就开始
猛咳，呼吸都困难，只能换成大
氧气罩呼吸，没想到的是之后又
感染了，发高烧达41.8度。

在这期间，医生给家人下了三
次病危通知书，让他们把我带回
家准备后事，还说如果实在想治
就送到重症监护室去。听到这一
消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祷告：

「神啊，我相信我的命在你手
里，你若让我死，我去重症监护
室也没有用，你若不许可我死，
我在哪都不会死。我相信只有你
能救我！」祷告过后，我感觉心
里很平安。之后，我睡眠也比之
前好些了，意识清醒时，我就不
住地祷告，每次祷告神之后，我
都感到身上有了力量。

我本来是整个净化病区最严
重的病人，没想到3天后竟奇迹
般地退烧了！接下来的化疗一次
比一次顺利，四个疗程结束后，
又做了一次PET-CT。一天，我躺
在病床上，胳膊上正在打点滴挂
着化疗水，医生走过来，笑着对
我说：「恭喜你，你身体里已经
没有大的瘤块了，接下来做四个
巩固治疗就行了。你的病能好真
是个奇迹啊！之前有个女明星，
那么有钱，跟你是一样的病情，
但最后还是死了。」我听后特别
激动，真没想到我这么严重的病
竟然能好转，还有生还的希望！
我知道这是神的奇妙保守，我心
里一个劲地感谢神。妈妈听到这
样的好消息，激动地对我说：「
孩子，你的病好得这么快，这都
是神的爱啊！你看这个病房里的
一个奶奶跟你同样的病，还是初
期，结果越化疗越严重。再看看
你，开始进来时，医生都说不要
治了，治也是浪费钱，如今又说
你的病好了是个奇迹，这不就是
神的作为吗？」我点头默认妈妈
的话，在心里暗下决心：出院以
后我一定要好好信神、跟随神，

还报神对我的爱！
出院后，我正式参加了聚会，

弟兄姊妹听到我的经历，都感谢
赞美神的大能。一天，我看到神
的话说：「人与万物一样都在悄
悄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神的甘
甜与雨露的滋养，与万物一样，
人都不自觉地在神手的摆布之中
存活。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
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
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
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
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
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
更新以至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
物的方式。」

神的话说得一点不差，我心
服口服。我的命运的确是在神手
中掌握，我自己根本掌握不了！
之前妈妈多次给我传福音，我都
不理会，一次次拒绝神的救恩，
凭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
个观点活着，认为靠自己的双手
一定能建造美丽的家园，整天就
是想怎么挣更多的钱。但在病危
之时，我根本救不了自己，挣
的这些钱也不能救我的命，甚至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给我判了死
刑，可神并没有因着我的刚硬、
悖逆不拯救我，当我祷告、呼求
神时，神还眷顾、怜悯我，将我
从鬼门关救回，使我真实体会到
了神的大能与拯救，在疾病、死
亡面前，只有神才是我真实的依
靠，今后我愿顺服神的主宰与安
排，不再靠自己的双手与命运抗
争了。（来源：谁在见证神）

编者按：现在网上自杀
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每天
都有相关新闻。这固然表
明现代媒体很强大，什么
新闻都能第一时间报出；
同时也折射出现代人心灵
是何等脆弱，遇到挫折就
想一死了之。当然世人自
杀具体原因很多，不可一
概而论，但就网络报道自

杀事件而言，如果当事人
心胸能开阔一些，精神生
活能更充实一些，或许很
多悲剧就能避免。

人生在世，真正过不去
的是自己，最恶毒的敌人是
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要好好
地反观自性，不要让恶念浮
上心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
事，切勿轻视自己的生命。

佛陀教导我们“因缘果
报”，杀人者有罪，自杀
者罪加一等，因为再加上“
不孝”。不孝必不义，不孝
不义，就丧失人间的伦理道
德，罪恶深重。

其实心灵不平衡，是因

为已经有病了；有病就不
要逃避，应积极面对与治
疗。重要的是“预防胜于
治疗”，平常要培养开阔
的心，自然就会爱自己，
进而奉献人群，这就是一
帖预防心病的良方。

现代人有很多心灵疾
病，忧郁症就是其中之一。
团体的陪伴是一种很好的疗
法，譬如有人投入慈济环保
志工，在慈济大团体里彼此
互爱，所见所闻都是美与
善，只要开启心门，就会透
入温暖的阳光。

曾经有位慈济志工不
堪工作压力，出现忧郁

症状，幸好有团体的力
量在陪伴与协助。尽管如
此，生活很现实，难免有
不顺意，忧郁不自觉又会
浮现，难以压抑时，他会
及时自我警觉：“我是慈
济人，不能做傻事。”此
外，家庭的支持很重要，
背后推手的力量也很大。
他太太为了家计，参加清
洁队员的甄选，三千位报
名，女性只录取三十位，
相当不容易。考试时，
许多人都表示为了生活，
需要一份工作。由于她平
日就投入慈济环保，深具
理念，因此回答：“环保

很好，就是要救地球。”
她爱这分对人间有意义
的工作，不只是为生活而
工作，还是为救世而工
作，这就是人生的价值。
她富有智慧的回答能获得
肯定，都是出于实做的经
验，以及发自内心诚恳的
心得。

所以不要怕外来的压力，
只要自己的心中有力量，就
可以挑起使命。不要自认贫
乏，感到欠缺力量是因为心
贫；心若无力，身体就无
力，稍微一劳动就觉得累，
因此什么事都不做，成为现
代文明下的“懒惰病”。

自杀者不孝不义罪恶深重 文/证严法师

胃食道逆流关键50问
让肚子里的火山不爆发
你将不再为了「火烧心」而感

到不适
大家一定常在电视中看到这样的

广告：咖啡，甜食，三餐不定时引起
肠胃不适，造成「胃食道逆流」。

不过，你真以为你的「火烧心」
真的只是咖啡，甜食，三餐不定
时，所引起的吗？而且只要吃了胃
片XX，OO胃乳就会痊愈吗？

「胃食道逆流症」是一种常见
的消化道疾病，目前台湾的盛行
率约是10〜20％（每10个人就有1
〜2人有胃食道逆流症），但是发
病的初期却常常被忽略，

许多人认为这项病症像是无生命
危险的良性疾病，但在发生症状时
却相当令人难受，此疾病时好时坏
的复发也让人非常困扰。

但是，如果放着不管可能会出

现更严重的食道狭窄，变形，甚
至是食道腺癌。

它的正确治疗方式就在这本书
里。书中用简单却很关键的问答
方式，让读者对胃食道逆流的成
因及诸多征候清楚掌握。

并且从检验诊断的方式，中西
药物治疗到手术治疗的优缺点都
有完整的分析，指导读者有效改
善胃食道逆流相关的症状。

5大特色让你快速，正确掌握治
病关键

【特色1】---关于诊断检察的
优劣

【特色2】---药物治疗的正确
用法

【特色3】---如何评估是否要
接受手术

【特色4】---中医和针灸的效果
【特色5】---生活饮食应注意事项

文/叶哈雅如何传递真理？

作为穆斯林，我们坚信，
伊斯兰是真主赐予全人类的
指引与恩典，其核心，就在
于真主对我们的怜悯。

（愿主福安之）接受启示
之初，真主就在古兰经中明
确指出：

“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
世界的人。”【21：107】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是真主派遣给世人封印的使
者，真主教导他将真主的爱
与怜悯传递给世人，同时也
将他的禁令教于世人。与此
同时，真主要求穆圣（愿主
福安之），要以完美式传递
他的真理。教导穆圣穆圣（
愿主福安之之：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
劝人遵循主以以以以你人以
你你辩论的辩论确的，的，
的，，他的遵循的。遵循
的。的。” 【16：125】

不仅如此，真主还要求我

们与他人谈话时做到真心诚
意，使对方感觉到我们的真
心，进而触及对方的心灵。
真主说：

“你当把感动人的话，说
到他们心里。”【4:63】

倘若某人内心深处依旧
对真理抱有一丝希望，而我
们恰好能让他们感受到我们
的真心诚意，或触动他们的
心灵，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真
理。至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不
信道者，我们依旧要以真理
相劝，真主说：

“把自己的宗教当作嬉戏
和娱乐，而且为今世生活所欺
骗的人，你可以任他们自便你
应当以古兰经劝戒世人，以免
任何人因自己的罪行而遭毁
灭。”【6： 70】

至于那些坚决摒弃甚至
反对真理自自之之，我们我
们，因为，他们的心灵。死
去。真主说：

“你必定不能使死人听（
你讲道）。你必定不能使退出
的聋子听你召唤。你绝不能引
导瞎子离开迷误。你只能使信
我的迹象，他们因而诚意信
道。“【27：80-81】

对于这种人，真主说：

“无论你警告他们，或
是不警告他们，他们都是一
样的，他们都不会信仰。”
【36:10】

真主还说：
“他们中大多数人确已

应当受判决，所以他们不信
道，我确已把枷锁放在他们
的脖子上，那些枷锁达到下
巴，所以他们不能低头。我
在他们的前面安置一个障
碍，在他们后面安置一个障
碍，蒙蔽了他们，所以他们
看不见。“【36：7-9】

换言之，只有那些愿意接
受真理，愿意打开自己心门
的门之人，只有那些愿意聆
听他人之人，只有那些愿意
自主思考的人，才有可能聆
听对真理的诉说。

也只有这些人，才有可能
接受真主的法度，全身心的信
托真主，崇拜真主。

倘若别人不愿聆听真理，
他们甚至不愿接受你，你绝不
可气馁，你要坚信，真主赐予
你的，确是真理，你只需履行
真主赋予你的指责，替真主传
递他的真理，世人是否接受，
则在于真主的引领。

须知，不论一个人如何有

理智，倘若真主不引导他，
他注定无法找到真理，他注
定无法理解真理。

试问，对于个个自自我，
盲目自之人，他怎能接受他
人传递给他的真理呢？

（愿主福安之）接受启示
之际，真主也曾告诫他：

“你只能警告那遵守教
诲，而且在秘密中敬畏至仁主
者，你要以赦宥和优厚的报酬
向他报喜。”【36:11】

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人
拒绝真理，我们明知他们不
会接受真主的教诲，可是，
我们依旧作出尝试，若主意
欲，我们依旧会得到诸多回
赐。而对于执迷不悟者，真
主必将惩罚他们。真主说：

“他以以经典示他世人降
以他以降任何主要以世人严
厉惩罚主要降下严厉行善得
行善行善报酬得行善永得得永
美美永优美”居其中。“【18
：2-3】

真主还说：
“我这样启示你一本阿拉

伯文的以，以便你警告首颂及
其四周的居民，以便你预告毫
无疑义的日.. ,,,,在中，一
部分部分将在烈火中。假若真

主意欲，他必使他们信奉同一
的宗教，但他使他所意欲者入
于他的恩惠恩惠不义的人们，
绝无保护者，也无援助者。“
【42：7-8】

穆圣（愿主福安之）本
身，就被真主称为一名“警
告者”。真主说：

“先知啊！我确已派遣
你为见证者，为报喜者，
为警告者，为奉真主之命而
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
灯。”【33：45-46】

如上所述，穆圣（愿主
福安之）不仅仅是一名警告
者，他更是一名见证者，报
喜者。 （愿主福安之）的言
行，更要遵循真主赐予穆圣
（愿主福安之）的教诲，倾
尽全力学习穆圣（愿主福安
之），努力向他人报喜，同
时，也警醒所有沉睡的人。

换言之，报警与报喜，
都是我们每个穆斯林的指
责..真主告诫我们：

“众人既应召而信奉真主
的宗教后，为它而辩驳者，
据他们的主他们证据是，，
无效应当遭谴怒，并受严
刑。”【42:16】

真主还说：
“我确已使你本真理而为

报喜者和警告者，你对火狱的
居民不负责任。”【2：119】

诚然，古兰经并非真主降
世给世人的唯一经典，真主
说：

“我把经典赏赐了穆萨，
以完成我对行善者的恩惠，
并解释一切律例，以作向
导，并示慈恩，以便他们
确信将来要与他们的主会
见。”【6：154】

问题在于，真主赐予世人
的其他经典并没有完整地留存
下来，我们现今拥有的，只有
古兰经的真理。真主用明确的
语言赐予我们教诲与指引，我
们需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遵
循真主的教诲。

毕竟，穆圣（愿主福安
之）本身就是报喜者与警告
者。

最后，让我们以一段古兰
经文结束这篇学习：

“世人原是一个民族，嗣
后，他们信仰分歧，故真主派
众先知作报喜者和警告者，且
降示他们包含真理的经典，以
便他为世人判决他们所争论的
是非。惟曾受天经的人，在明
证降临之后，为互相嫉妒，而
对天经意见分歧，故真主依自
己的意旨而引导信道的人，俾
得明了他们所争论的真理。
真主引导他所意欲的人走上正
路。 “【2：213】（来源：
伊斯兰之光）

点滴力量都不要轻忽，
所谓滴水起涟漪，诸如在
印度尼西亚，大爱台开播不
久，有位年轻的家庭主妇因
收看大爱台，了解环保的重
要性，也认同世间物资再多
总有耗尽的一天，因此在环
保风气未盛的当地带动做资
源回收，在她努力与坚持之
下，街坊邻居渐渐地都跟着
投入做回收。

这就是引导人人转心贫
为心富，只要心灵富有智
慧，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而且是既富且贵，因为带动
大家往正确的方向走，注重
自我言行、身心健康，调整
开阔的心胸，散播大爱，就
能做个人间贵人。（来源：
凤凰网佛教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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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爱

成语故事

专横跋扈
【读音】：z h uā n 

hèng bá hù
【释义】：跋扈：

霸道，不讲理。专断蛮
横，任意妄为，蛮不讲
理。

【出自】：《后汉
书·梁冀传》：“帝少
而聪慧，知冀骄横，尝
朝群臣，目冀曰：‘此

跋扈将军也。’”
【造句】：领导者专

横跋扈，就得不到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

【用法】：联合式；
作谓语、定语；含贬义

【近义词】：横行霸
道 恣行无忌

【反义词】：心猿意
马

的我 铅 笔 盒

轻轻翻动相册，目光抚摸着
一张张渐变的面孔。照片的底色
由黄渐渐白了，而那张脸却由白
慢慢黄了。在这色泽的微妙幻
化之中，我始终注视着那双永不
变色的黑色瞳仁，散发出亘古
不变的动人光辉，那，就是母爱
吧！首页，印入眼帘的是一位
微胖的少妇，那是妈妈；她圆
鼓鼓肚皮下藏着的，是我。初
为人母的她，已褪去了少女的那
份青涩美艳，换以生活与现实的
淡淡恬静。为了养个壮娃娃，她
拼命吃，吃得发福，那张宽圆的
脸便是她成为母亲的最好见证。
是的，照片上这个形象确实不够
美，但她小心翼翼护着肚子，注
视着那个“我”傻傻发笑的样
子，却又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
陶醉。从那笑靥中，我分明能看
出那份对新生的坚守，那份母爱
本真的光辉。几页下来，我从襁
褓中走出，开始被她牵着手跑。
其中一张照片拍于春日的果园，

那时的她脸已瘦削许多，也
添了几条浅浅的细纹。她
与爸爸牵着我，一会儿把
我高高地拎起，一会儿
又轻轻放下，让我享受
这桃花间蜂飞蝶舞的快
感。我乐得手舞足蹈，
又正值雨过天晴，路上留
下一个个小水塘，我
就一脚一个，专找
泥塘踩，踩出一个
个泥水花，飞溅到
身边的妈妈身上，
染黑了她白底的裙
子，顿时不美了。
爸爸作势要打我，
可当我从指缝间偷
偷看时，却见妈妈
笑着挡住了爸爸扬
起的手：“孩子皮一
点，像个男孩样！”是
啊，妈妈那桃花一样的
笑脸，早已将这照片映得
唯美无比了。

 小朱是一名很有想法
的大学毕业生，他现在的
工作是大公司里的网络工
程师，不过他原想辞掉工
作回家和父母养螃蟹，但
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和母
亲的质疑。在随后的一天
养殖体验中，他改变了自
己的想法：他认为要发挥
自己的专长，决定做“电
商”卖螃蟹！在我看来，
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且
前途光明。

也许还会有人对小朱的
决定感到疑惑不解：为什
么有一份稳定的、待遇好
又体面的工作，却毅然选
择放弃，去从事一些社会
低层的事业？但其实，小
猪是在利用自己先进的专

业知识，为父母螃蟹养殖
提供新的营销模式，这不
仅能够大大提升了他们螃
蟹养殖的知名度，并且能
够在互联网之中占据有利
地位。而现在社会上就缺
乏像小朱这样的创新型人
才。

在此之前，也看到了
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
对“荒废学业”有很大的
误解，有些人就认为必须
要学以致用，学习的专业

必须与从事工作相匹配，
这就大错特错了。小朱并
没有把自己所学的知识闲
置，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体
现出来，以达到双赢，小
朱的想法应该得到更多人
的支持！再说了，小朱的
想法也不是一时兴起的，
而是酝酿了很久、深思熟
虑的结果。

他懂得当中会产生怎样
的利弊关系，能够妥善处
理好，还证明了他对自己

想法充满信心。况且小朱
也抓了一天的螃蟹，体会
到了父母养殖的辛苦，这
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为父母赚更多的钱，让他
们多享清福，这难道不是
天下儿女共同的向往吗？
有着自己兴趣作为基底力
量，我相信小朱会成为镇
里第一个用“电商”卖螃
蟹的大学生，并且能将它
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不像小朱那样敢于表
达自己的想法呢？为自己
的梦想付出努力是不容易
的，世界上所有的成功都
是靠实干拼出来的。如果
以上我们都能做到，那么
等待你的将是成功。

爱拼才会赢

我的铅笔盒是用塑
料做的，它可是我刚
开学妈妈买给我的
哦！已经陪我了好
几个月了呢！从外
表看铅笔盒是一个
长 方 形 ， 上 面
还有一只胖呼
呼、肉嘟嘟的
白色小熊。
她穿着粉红
粉红的T恤
衫，两只小
手一上一下
的挥舞着，小嘴
张开好像在说：“你们
快来看我跳舞，我唱歌
一年只有一次哦！”小
熊的身后有很多粉红的
爱心，那爱心是小熊调
皮吹出来的汽泡，还是
小熊为了让“演唱会更
加精彩吹出来的吧。打
开铅笔盒，里面有两层
呢，外加一个网兜。第
一层里装着又细又长的
魔力擦哥哥，分别带着
粉色帽子和紫色帽子的
钢笔姐妹和胖胖的自动
铅笔弟弟，它们都是我
学习的好伙伴，但让它
们“听话”可不容易，
幸好细心的铅笔盒大将
军给它们准备了“安全
带 ” 才 能 让 它 们 不 会

再 像

以前一样东走走，西瞧
瞧让铅笔盒大将军不得
安宁了。第二层是长长
的修正带夫妇，短短的
自动铅小姐、细细的红
笔姐姐、胖胖的橡皮弟
弟……的家。他们一个
个在大将军的怀里说话
呢，叽叽喳喳，叽叽喳
喳，咦，怎么又不说话
了？哦 ， 原 来 小 橡 皮
弟 弟 睡 觉 了 ， 还 打 起
了 鼾 声 呢 ！ 看 网 兜 里
放 着 方 方 的 修 正 贴 先
生 ， 好 像 它 很 自 大 一
个人住在网兜里不许他
人进入，要不是铅笔盒
大将军让他一个人住要
不然他会对每个文具吹
胡子瞪眼呢！

姥姥是一位普通的农村
妇女。她今年60岁，中等
身材，花白的头发，黝黑
的脸庞，薄薄的嘴唇。沧
桑的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
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但我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双布满
老茧的手。姥姥有一双勤
劳的手。当积雪刚刚融化
时，姥姥就在小园子里扣
上几个小棚子。

当柳条抽芽长叶的时
候，姥姥家的小园里就
会是呈现一片绿油油的景
色。姥姥很会照顾园子，
每年春天蔬菜都长得郁郁
葱葱。因此我们家每次都
是最早吃到青菜的。春
天里，姥姥也会去田野挖
野菜。荠菜、柳蒿、婆婆
丁、小根蒜等，在我家的
餐桌上也是一道美味。夏
天时，园子里又黑又大的
茄子，又脆又绿的黄瓜，
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又翠
又亮的辣椒……真是惹人
喜爱。

到了秋天园子里树上挂
满了红红的果子，地里还会
有又粗又绿的大白菜，又圆
又红的大萝卜以及双圆又大
的面瓜，这些都是姥姥双手
劳动的硕果。小时
候，贪吃的我是
只小馋猫。每
次到时

姥姥的手
姥姥家度假，她都变着花
样给我做吃的。只见姥姥
一手拿勺，一手拿铲，把
鸡蛋倒进锅里。轻轻铲几
下，一盘香喷喷的鸡蛋饼
就做好了。姥姥满眼慈爱
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东
西，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姥姥会做许多吃食，例如
烤面包、包馄饨、烙油
饼、擀面条、包饺子、做
面片、烙粘饼等等，样样
在行。

尤其是姥姥在蒸馒
头的时候，会捏成一些
动物的形状，有时会加
个葡萄干做眼睛，有时
用大枣瓣做耳朵。每次
都吃得我的肚子圆鼓鼓
的。姥姥的手很干燥，
但 每 次 握 着 我 的 小 手
时 ， 我 都 会 感 到 很 温
暖。北方的冬天特别寒
冷，只有穿厚厚的棉裤
才能抵御刺骨的寒风。
为此，我们家人所有的
棉裤都是姥姥一针一线
亲手缝制的。

姥姥岁数大了，每次
做活都得带上老花镜，
手指带着顶针，把线穿
在针上很费劲。有时我
会主动上前帮忙，姥姥

直夸我懂事。冬天没
有农活的时候，姥姥
也不闲着。她亲手为
我们纳鞋垫、做拖
鞋、织毛裤。这些

都是费力的手工活，
但姥姥却乐此不疲。    

姥姥用她粗糙的手温暖
了我们一家人。

爸爸妈妈总是严肃地
对我说：“网球刘教练
一点都不喜欢我。”我非
常纳闷，教练为什么？难
道是我的态度吗？从上学
期开始，每周六的早上
我们全家都要去网球场打
网球。可是每次我打球的
时候，表现得一点都不积
极。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都
非常懒散、无力，感觉像
是早上没睡醒。因为是一
家四口人一起学，难免会
有一些小比赛。每当我输
了，要接受一些惩罚时，
我就非常生气，要不就仍
拍子，不接受；要不就赌
气。一学期下来，没有一
点进步，想怎么打就怎么
打，刘教练确实有一点不
喜欢我。

今 天 我 又 忧 愁 ， 又

高兴。忧愁的是我已经
一个假期没打网球了，
今天又要开始练习了。
不知道以前学的动作还
记着吗？高兴的是今天
教练不在，爸爸妈妈教
我。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发现我今天突然变积极
了。我姿势到位，动作标
准，还用了全身的力气
打。我认真听爸爸妈妈的
指导，一点也不反驳。结
果越打越好，每一个球都
划着一条弧线越过球网。
爸爸妈妈看见了，对我竖
起了大拇指，笑开了花。

我以前做事不太积极，
不积极就做不好事情，做
不好事就缺乏自信心，这
样恶性循环，就会导致各
方面都越来越不好。我以

我和网球
后要积极做事，这样就有好
的效果，同时还会让别人喜
欢和你合作。

现在我对网球这项运动充
满了信心，我要坚持下
去 我特别期待下周
六和刘教练一起上
一节令人刮目相
看的网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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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女排获国内大奖!朱婷头号劲敌被滑雪新星逆袭 

无缘个人最佳
【新浪体育】12月6日，意大利《米兰

体育报》2018年度颁奖盛典如期在米兰

举行。

在 这 次 颁 奖 盛 典 当
中，今年在日本世锦赛夺
取亚军的意大利女排是荣
膺最佳团队奖，而朱婷的
头号劲敌埃格努在最佳女
运动员奖的评选中被高山
滑雪新星索菲亚-戈吉亚
逆袭无缘个人最佳；主教
练马赞蒂则是在最佳评选
中输给了尤文图斯主教练
阿莱格里。

众 所 周 知 ， 意 大 利
女排在获得2002年世界
女排锦标赛冠军之后，
一跃成为了世界一流强
队，在当今缺少绝对王
者统治的世界女子排坛

中，意大利女排始终是
世界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之一。

2 0 0 7 年，意大利女
排又在第10届世界杯夺
得冠军。而在2018年日
本女排世锦赛，意大利
女排依然表现出色，她
们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
决赛，与塞尔维亚得较
量中，意大利女排也展
现了世界顶级强队的实
力，她们一度是有希望
拿下世锦赛冠军，但由
于在第五局没有顶住压
力，最终意大利女排只
能屈居亚军。2018年度颁奖盛典如期在米兰举行。

曼联本赛季联赛表现糟
糕，球队15轮只拿到23个
积分，排名英超第8位，
距离榜首的曼城足有18分
的差距，距离第四的切尔
西也差了8分。来自《太
阳报》的统计称，这是莫
耶斯时代后，曼联最差的
开局了。

莫耶斯执教曼联的那
个赛季，球队15轮后只排
名英超第9位，那个赛季
曼联最终名列第7，无缘
欧冠，莫耶斯也付出了下
课的代价。之后的几个赛
季，曼联的同期表现就没
有那么差了。范加尔时代
同期一次排名第3，一次
排名第4。

穆里尼奥执教的首个
赛季，曼联1 5轮后排名
第6，上个赛季曼联同期
排名第2位。本赛季只排
在第8名让穆里尼奥压力
陡增。值得一提的是，曼
联英超时代15轮后的最差

穆里尼奥又造曼联新耻！

莫耶斯后头一次这么惨

穆里尼奥处境艰难

排名还是弗格森爵士创造
的，1992/93赛季，曼联
15轮只排名第10，不过那
个赛季，曼联最终逆袭夺
冠。

02/03赛季，爵爷的曼
联15轮后曾经只排名第9
，但是最终以第3名结束
了赛季。不知本赛季的穆
里尼奥能否有这样的造化
了。

【凤凰体育】12月7日，西班牙国王杯
1/16决赛次回合，皇家马德里主场迎战西
乙B球队梅利利亚。上半场比赛阿森西奥梅
开二度，随后阿森西奥助攻哈维尔-桑切斯
垫射破门打入一线队首球。下半场比赛伊
斯科轰入世界波，维尼休斯补射破门，哈
维尔-桑切斯送点，卡斯米点射扳回一城，
伊斯科再入一球梅开二度，最终全场比赛结
束，皇马主场6-1战胜梅利利亚。两回合战
罢，皇马以10-1的总比分淘汰梅利利亚成功
晋级国王杯16强。数据方面皇马全场占据绝
对优势，不仅控球率接近6成，射门更是多
达惊人的32脚，其中11脚射正。皇家马德里
（4-3-3）：1-纳瓦斯、2-卡瓦哈尔（45’
弗朗西斯科-加西亚）、31-哈维尔-桑切
斯、3-巴列霍、19-奥德里奥佐拉、22-伊
斯科、18-马科斯-略伦特（45’塞瓦略
斯）、15-费德里科-巴尔韦德、28-维尼

【新浪体育】12日7
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
备战计划，大马羽总已
向国家体育理事会提呈
14人名单。新任教练总
监黄综翰已上任2周，他
在昨日代表大马羽总，
已向国家体育理事会，
提呈羽总的2 0 2 0年奥
运会备战计划。国家体
育理事会遴选委员会昨
日接见多个体育项目团
体，以便讨论2020年奥
运会备战。俱体名单羽
总暂时还不能公布，需
要得到国家体育理事会
亮绿灯后，才能公布14

国王杯-阿森西奥两球 

皇马两回合10-1晋级

修斯（79’菲达尔戈）、7-马里亚诺、20-
阿森西奥。梅利利亚（4-2-3-1）：1-佩
德罗-路易斯、3-吉尔马尔-托雷斯、4-里
奇、5-马哈南、2-佩佩-罗梅罗、8-米基安
（45’奥特吉）、10-梅努多（60’马丁）
、6-约尔迪-奥尔特加、11-鲁阿诺（56’阿
马尔）、9-卡斯米、7-奥斯卡-加西亚 。

皇马庆祝胜利

大马羽总提交14人精英计划 

全力冲刺东京奥运会

人备战东京奥运会的精英
名单。18岁球员3个月试
用期，今年参加世青赛的
18岁球员，目前已与国
家队一起训练，我们会给
他们3个月试用期，当然
这不包括世青女双亚军陈

康乐与杜依蔚。尽管教练
建议落选一些球员，但我
们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
参加明年1月选拔赛，与
外面选手比拚。我们会在
明年1月尾决定最终进入
国家队名单。

大马羽总秘书长黄锦才（左二）



晓得他正盯着自
己看，这才叹口
气道：“我终日

待在王府里，渐渐习惯了
瞎子的生活，可外面的人
却不习惯我在你身边，难
免……看不过去，这其实
也怪不得他们，你打烂他
们的嘴也没用。”
“那怎么样才有用？”他
话声如寒风刺骨般的问。
她笑得比哭还难看。“你
这样问我，我能说什么？
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弃了
我，去娶新丞相的女儿，
那便是上上策了。”
“这是你的上上策，我的
上上策是杀光所有多嘴毒
舌之人，如此就安静了。”
“王爷……我说真的，你
能另娶的，我真的不介
意……”她忍住心酸地
说，自己瞎了是事实，配
不上他也是事实，既是事
实，那就只能接受以及认
命。
“本王以为在经过昨夜
后，你会对自己有信心
些，哪知……”他深深地
看着她，神色颇为悲怆。
她若没教魏老太太所伤，
也不会受众人耻笑，她也

无须在自卑里沉沉浮
浮，他不禁更加愤恨
起魏老太太。
来到大牢，五戒与朱
宝都留在外头候着，
只有皇文诺、魏绾烟
以及魏究选入内去。
在王府外发生的事，
魏究选也见到了，这
一路沉默着，心里很
清楚若非母亲对名利
的执着，又怎会害得
女儿伤残无法成为王
妃。
当日自己得知魏高演
的逆行，气急败坏地

赶至祠堂，却见到母亲为
了保位地位，连孙女也要
杀害，自己虽怒极，但见
她性命危难，仍是舍命相
救，只因她是自己的娘，
不能弃之不顾，但对女儿
自己却是愧疚万分的，女
儿的幸福可说都毁在母亲
手上了。
一行人进到牢里，牢房环
境潮湿肮脏，魏老太太一
身狼狈的躺在铺着破烂
草席的地上，她一生求享
受，想不到如今却是这般
百疾丛体，衣无完帛，龙
钟潦倒。
魏老太太听见声响睁开
眼，看见了三人，儿子魏
究选自是不用说，再怨怪
她眼神也是关心自己的，
可那墨王毫不掩饰的对她
展露出厌恶的神情，孙女
魏绾烟眼睛看不见，表情
淡然，不见喜怒，而她的
视线就落在孙女身上。
“祖母将你害得……这么
惨，你……竟还会来看祖
母？”魏老太太将死，见
到魏绾烟，有些意料之外
地说。
“祖母也觉得对不起孙女

吗？”魏绾烟浅笑问。
她眼神空洞，“要……听
真话吗？没有的……我一
生从不为自己做的事后
悔……对你，也一样，我
从你一出生就不喜欢，因
为你的母亲害得我儿失了
男儿志气……又因为你，
我儿不肯听从我的安排，
另娶对他前程有益的女子
为妻……不过说这都无用
了，我就要死了，已无从
改变事实……绾烟……你
的眼睛……瞎得好！”
“该死的老太婆，你至今
还不悔改！”皇文诺暴
怒。
魏老太太轻笑，“咳
咳……我是说真的，她注
定要瞎。”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皇文诺倏地眯了眼。
“我小时为她算过命，一
个和尚告诉我，她命中克
我，我若想痛快，就让
她离自己远远的，所以我
将她送到常州去……咳
咳……”
“和尚？什么样的和
尚？”他忽然心急起来的
问道。
“一个年纪很大……脸
上老是带着一抹神秘的
笑……我小时候就见过
他，他说我能靠着儿子富
贵到老，但最后临终无法
寿终正寝……想不到这人
说得半分不假……”
“娘！”魏究选虽不知魏
老太太死前说的话是什么
意思，但眼见她死了，还
是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魏绾烟也落泪了，祖母说
的没错，天命是无法对抗
的，就像，她注定往后此
后只能活在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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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左看去，看到的情景更是
骇人，刚才看到的是“近镜
头”，再向左看去，看到的“

远镜头”，我看到一大片山野，泥浆
翻滚，显然是正在有着剧烈的地震，
大团浓烟，直冒上天空，已经看不到
有人，只看到那团光芒，在向上升
起。

我呆了片刻，再转动身子，看到那团
光芒，停在更高的高空，而地面上
则已恢复了平静，山岭起伏，延绵不
绝。
我再转动身子时，又已看到了那只巨
大的眼睛，我已经看完了山洞中所有
的壁画。
而比拉尔还是愣愣站着，奥干古达还
是伏在地上，身子微微发着抖。
我吸了一口气，脑中一片混乱。
这么巨大的壁画，而且画得如此之精
致，那决计不是土人所能做得到的。
这些壁画，是什么人留下来的？留下
来想说明一些什么，我一点头绪也没
有。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一切，和画上的
那团光芒有关。
那团光芒，既然自天而降，最后又回
到了那么高的高空，那么它一定是一
个飞行体。
这个飞行体，和那种巨大的眼睛，又
有什么关系？何以后来又出现了天翻

地覆的可怕情景？
正中那只如此巨大的眼睛，又是什么
意思？
从整个组画看来，一组又一组变幻的
情景，显然是意图说明一件事情的经
过，但是我却无法了解这些组画中想
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了片刻，听到比拉尔长长地吁了
一口气，我忙向他望去，比拉尔也向
我望来，我忙道：“比拉尔，事情比
我们想像的更不可思议，你自左至右
看，那些壁画是组画，想说明一件事
情的经过，你看看，它们究竟想说明
些什么！”
比拉尔又呆了片刻，才依我所说，自
左至右，缓缓转动着身子，看看那些
壁画，我从他脸上神情的变幻之中，
可以感到他心中的激动和惊疑。
等到他看完，我又向他望去的时候，
他才道：“天，那像是一场不可思议
的战争！”
我也有这样的印象，说道：“不错，

那是战争，战争的一方是……”
比拉尔道：“是许多许多维奇奇大
神！”
比拉尔直截了当，将那些“巨眼怪
人”称之为维奇奇大神。虽然“
神”的数量如此之多，总有点不伦
不类。
但是这些巨眼怪人的情形，既然和
传统中的维奇奇大神的脸谱一样，
那么称之为维奇奇大神，自然也不
会错。
可是，问题来了，我说道：“从图上
看来，战争的结果，胜利的一方，似
乎并不是维奇奇大神！”
比拉尔点头道：“是，在经过天翻地
覆的变化之后，你看，这一组，分明
是发生了地震，浓烟直冒上半空，地
面四分五裂，泥浆在涌出来！”
我道：“是的，那是一场不可思议的
大地震，在地震之后，好像维奇奇大
神突然消失了，而那团光芒，像是已
完成了任务，远去了！”

许……还有一大票人得跟着连
坐受罪！
颖熙对谁都斯文有礼，标准的

贵公子形象。可对于惹毛他的人，他
绝对不是个好说话的对象。
自己的妻子和颖熙的母亲是手帕交。

听说当初颖熙相亲的对像是另一位集
团高层的女儿，那个女孩条件一流，
漂亮得不得了。
盛老夫人，也就是颖熙的祖母那时就
对那女孩很有好感。可后来也不知道
怎么个阴错阳差，和他相亲的人却成
了楚馨恬。
当盛夫人告诉儿子，相亲的对象安排
错了，老奶奶希望他再相一次亲，
他却告诉她，“楚馨恬不错啊”的时
候，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自己的儿子怎会不清楚？他一向独立
聪明，对于自己要什么从不迷惘。
他觉得可以的，就表示他自己衡量
过，且确定是他要的。
这种时候就不要再有意见，更何况，
她也喜欢楚馨恬那孩子，就老人家看
不开，又控制欲高。
之后在盛老夫人的坚持下，颖熙是去
参加了相亲。当时盛夫人还讶异儿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
果然！当天的相亲……盛家人，除了

颖熙之外，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巴不
得自己没有去参加那场“鸿门宴”！
因为，颖熙在男女双方都到齐时，清
楚的表达自己已经有了非娶不可的对
象，但碍于祖母，只得来参加相亲，
将来也有可能碍于祖母所做出的不理
性行为而娶了一个不爱，甚至因为阻
碍了他的爱情而恨透了的女人。他问
女方，这样也可以吗？
这如何可以？
那场相亲当然破局，盛老夫人虽然气
得快抓狂，却也了解了一件事，无论
她对于颖熙所选择的对象喜不喜欢，
都不可能千预得了他！她的孙子对于
扞卫他在乎的感情有多么的强势，多
么的不留余地！
斯文和俊美的皮相掩去了颖熙性子的
狂驽面，他都看出来了，为什么和颖
熙交往过的侄女却看不出来？
“如果什么都怕，就永远得不到想要
的。”邱雪蔷淡淡的开口。
邱宇信知道说不动她，决定不再浪费

口舌，他回到盛颖熙的病历上。“大
致上没什么问题，要是不放心，就暂
且住院个一、两天再出院吧。”
“……我知道了。”
“对了，有件事一直忘记告诉你，上
个月你还在美国时，我陪你婶婶回南
部老家，回程时顺道去看看老顺妈，
她在几个月前往生了。”
邱雪蔷心尖打了个突，猛地抬头看
他。“死……死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没错，那女人
也不见了。”
“去哪里？”
“老顺妈住得偏僻，性子也孤僻，
和邻居鲜少往来，没人知道之后的
事。”
“那女人那副德行能去哪？”邱雪蔷
心中不安乍起。
“是啊。”一个毁了容的女人，只怕
连讨个生活都有困难。一想起这事，
他就不得不说，他侄女真的是……
蛇蝎美人！

玲玲彷佛有预感似的低头瞧向
躺在软榻上，业已奄奄一息的
老父，当她的目光才一接触全

立那垂危的景象时，不禁如遭雷击般
猝然抖动了一下，两眼发直，摇摇欲
倒！
海天星纪雷慌忙扶住全玲玲左臂，举
起手中的一个描金小瓶，迅速凑在全
玲玲口鼻间，让她深呼吸。
半晌……
全玲玲悠悠睁开眼睛，离海天星扶着
的手掌，如一个轻飘无主的幽灵般柔
弱的跪在全立榻前，泪如雨下。
长离一枭又是一群深深的叹息，温和
的道：“全姑娘，别再伤心了，身体
要紧，现在，你如有什度话就请赶快
和令尊说明，老夫的一口混元真气，
至多只能再保住令尊一炷香的时间
了……”
全玲玲闻言之下，更是混身颤抖，泣
不成声，在此时此情，她那里还想出
讲什么话呢？
江青向长离一枭点点头，长离一枭立
即猛收腹部，用力将一大股真气贯入
全立背心，而一阵低哑的呻吟之声，
随着这股真力的加强贯入缓缓自全立
口中吐了出来。
于是……
全立的双瞳已不再翻动，眼皮却缓慢
的睁开，挥舞的双手。随着身躯的肌
肉，似瘫痪般软绵平垂，目光痴呆的
注视着跪在床前的全玲玲，良久，良
久，才有了一丝儿神采，才有了一丝
儿略表灵智的转动。
全玲玲悲哀的叫着：“爹……”全
立身躯又是一阵颤抖，长离一枭急
忙运起力道，又是一股真气贯入，半
晌……
全立才又睁眼喘息，他大大的呼吸了
一阵，声如游丝般微弱的说着：“
江……青……生……死……如何？”
江青双目半闭，低沉的道：“全庄
主，江青在此。”
全立闻声之下，双眼怒张，目毗欲
裂，他困难的转一下眼睛，他注视的
角度虽然仍旧不大，但是，这样已经
足够了，他清晰的看到那切齿痛恨的

仇人正活生生的站在眼前，没有死
去，如此的活生生的啊！
于是，急促的喘息与呛咳声剧烈响
起，这一阵折腾，几乎令长离一枭费
尽了生平之力才使他没有断气。
在险些绝望的情形之下，全立又奇迹
般忽然平静了下来。
他那双已微微散乱的瞳仁毫不移动的
注视着江青，神色中，充满了濒临死
亡前的仇、恨、悔、惧，倘带着一丝
难以言喻的迷茫。
江青一动不动，缓缓的道：“
全庄主，在下不愿再讲，全庄
主，你输了。”飞索专诸全立嘴
角抽搐了很久，吃力而又细弱的
道：“是……的……老夫……输

了……这……这是……天意……这是
天……意……天灭双飞，天灭三……
三绝掌……”
全玲玲此刻已忍不住心中的刻骨悲
楚，仰起泪痕斑斑的面庞，垂切如杜
鹃泣血般泣道：“爹……求你老人家
饶恕你这不孝的女儿吧……”
飞索专诸全立彷佛竭尽全力般吸了两
口气，面孔上的表情在急剧而错杂的
转换，肌肉在不停的痉挛，这显示着
他内心是处在如何矛盾与痛苦的深渊
中，是处在何等拧绞般紧固的仇恨与
亲情之中。
这在众人感觉上似永恒一般长久……
而实际上却是短暂的一刹那之后。
全立似撕裂了血淋淋的心肝般叹了一
口气，衰弱却又令人感到惊喜的以温
和的语声说道：“乖女，来，让爹摸
摸你………”
全玲玲彷佛受到雷殛般感到一阵寒
栗，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哇”的一声痛哭出声，伏向乃父
胸前。
江青深恐全立存有异心，但苦于此
刻正在运气调息之中，身躯无法移
动，于是，他急忙向长离一枭以目
示意。
长离一枭却安祥的颔首微笑，表示无
妨，在人生的旅途上，在生命的领域
里，在阴阳的两个极端却又甚为接近
的距离中，长离一枭乃是一个跋涉了
大半生老行家了。
他明白全立此刻绝不会再有什么其他
意图，因为，在生与死的界线中，任
是天下任何一个完人，也不能完全抛
弃世界上的一切，尤其是至亲的如海
深情，这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人
类的本能啊！
一个人就要去了，就要舍失一切空茫
的归向永恒之际了，他还会有什么看
不透呢？他还会有什么恨不完呢？
全玲玲倚在老父怀中，拿起全立的手
掌，轻轻摩挲着自己带有泪痕的面
颊，这动作是如此轻柔，却又是如此
凄凉……

全

(58)

(410)
(101)

她

也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
人人都有无声的泪。
人人都有难言的苦。
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今
天、想不到的明天。 
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
言。
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牵
挂。

我

(71)



巴布亚省Nduga县Yigi
区近日发生建桥工人遭武
装犯罪团伙枪杀事件，佐
科威总统责令军警彻底铲
除叛国分子，并重申政府
建设巴布亚的决心不变。

佐科威总统12月5日在
雅加达总统府指出，巴布
亚武装犯罪团伙屠杀筑路
工人为野蛮行为，为此他
已责令国民军总司令和国
警总长查办此案，彻底铲
除叛国分子。佐科威总统
强调，我国绝不容许叛国
分子在巴布亚或全国各角
落的存在，建设巴布亚领
土已成为我们的决心，旨
在为全国人民实现均衡、
公正、繁荣社会。

总统补充说，Nduga县
并没有信号，所以现在还
须到当地求证，以了解事
件是否确实那样发生。不
过我们也知道，巴布亚的
地形复杂，并且存在类似
的安全威胁。尽管发生了
桥梁建设工人被杀害的事
件，但总统确定跨巴布亚
建设工程将继续进行。他
说，我们不会被类似事件
吓倒，往后在巴布亚地区
进行的建设有必要在军人
和警察的护卫下进行。

军方增派兵力
巴布亚省Cenderawasih

第 1 7 军区司令 J o s h u a 
Sembiring12月5日对安打
拉记者称，军方已调派增
强驻Nduga县的兵力。统
筹政治法律与治安部长威
兰多也已指示国家警察总
长狄多警察上将和国军总
司令哈迪空军上将追剿在
巴布亚省Nduga县射杀数

十名建筑桥梁工人的武装
犯罪团伙（KKB)。

国防部长R y am i z a r d 
Ryacudu当日在国会大厦
称，武装犯罪团伙已不是
罪犯而是叛国分子，他们
的最终目标是脱离印尼共
和国。防长称，维护国家
主权、国家统一和保障人
民安全是国防部和国民军
的首要任务，他说：“面
对武装犯罪团伙绝没有谈
判余地，他们要么投降，
要么将遭严厉处置。”

此前，由国警与国民
军组成的联合部队169人
已抵达Nduga县。军员于
12月4日傍晚，使用直升
机成功转移被武装犯罪团
伙追杀的4名工人以及受
伤的军员和平民。此外，
东爪哇警区公关部主任
Frans Barung Mangera 5
日称，流动警察部队共
100名于当晚出发，协助
巴布亚警区追缉武装犯罪

团伙，同时驻守当地各个
重要设施。

凶残的武装犯罪团伙
据说国营企业I s t a k a 

Ka rya公司的数十名员工
因拍摄“巴布亚独立组
织”1 2月 1日举行的所
谓“巴布亚独立运动”
（OPM）成立日周年活动
现场，令Egianus Kogoyo
领导的Ndugama武装犯罪
团伙不满，遂围攻并枪杀
31名在场建筑工。据悉，
该纪念活动集中于Mbua
区，包括升金星旗仪式
等。而直接相邻Mbua区
的Yigi区是武装犯罪团伙
出没通道，该区并无国民
军或国警人员安保。至
今，Ndugama武装犯罪团
伙尚在枪杀现场，看守众
受害者并封锁通道。

有幸被救出且无伤的一
名工人杰米的说 ，Yigi区
大桥工程的国营企业Ista-
ka Karya公司员工们时值

12月1日“巴布亚独立组
织”纪念活动放假。当日
下午3时许，持枪的一伙
武装犯罪团伙来到工人宿
舍，强迫宿舍内25名工人
出来前往Karunggame河。

2日，双手被绑的工人
们被押往Kabo山顶枪杀。
其中11名工人为了保命装
死后逃跑。然而他们被武
装犯罪团伙发现，其中5名
不幸被枪杀并当场死亡。
另2名下落不明，包括杰米
在内的另4名被军方救出。

3日凌晨5时许，收容
杰米等人位于Mbua区的
国民军哨所也遭武装犯罪
团伙袭击，双方一度交
火，导致值班军员1死、1
伤。幸亏，4日上午7时
许起，军方成功控制该
与Yigi区相邻的地区。因
此，根据杰米的诉说，计
有19名工人被枪杀死亡。

“自由巴布亚运动”
巴布亚省位于新几内

亚岛西部，西邻西巴布亚
省，东边与巴布亚新几内
亚共和国接壤，人口主要
是美拉尼西亚人分支巴布
亚人。巴布亚曾是荷兰殖
民地，1961年独立，1963
年由联合国和印尼共同管
理，1969年经由联合国认
可的公民投票正式并入印
尼，成为这个东南亚国家
面积最大的省份。

“自由巴布亚运动”
上 世 纪 6 0 年 代 开 始 活
动，寻求巴布亚省脱离
印尼，建立独立国家。
每年12月1日是这一分离
主义组织所谓的独立纪念
日。印尼政府同意给予巴
布亚省更多自治权，同时
坚决反对并打击“自由
巴布亚运动”。

（综合报道）

巴布亚省数十名建筑工人遭武装犯罪团伙枪杀

总统责令铲除叛国分子 重申建设巴布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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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中）在政法安统筹部长威兰多（左）和国家警察总长狄托的陪同下，12月
5日在雅加达独立宫发表有关枪杀巴布亚建筑工人的新闻声明。总统向遇难者家属表示
哀悼，并责令国军和警察追捕所有肇事者，并保障巴布亚跨省道路的继续施工。

事发地点位置图。

12月2日巴布亚武装分裂主义犯罪集团（KKSB）袭击国
军恩杜加（Nduga Guinea）县守卫站和杀害31名巴布亚基
建工程工作人员。受害家属在巴布亚Wamena伤心等候遇
害家人的进一步消息。

巴布亚武装犯罪团伙（KKB）。
我国军警护送受害者家属飞往巴布亚Wamena的Timika。军警联合部队在Nduga发现枪击案
16名受害者的8具遗体，并迁移到Timika。

军方和国家警察已经派出150人前往现场调查，搜寻遇
害者遗体。 巴布亚Timika城街道一景。

12月6日，在巴布亚米米卡的Mozes Kilangin Timika机场举行
的送行仪式中，国军士兵扛着一级中士的棺木。Anumerta 
Handoko是在Nduga被武装犯罪集团枪击的受害者，其遗体
被运往西巴布亚Sorong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