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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9月 27日）

累计确诊 : 275,213 例
疑似患者 ：129,553 例
新增病例 :   3,874 例
累计死亡 :  10,386 例
累计治愈 : 203,014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苏米娅·斯瓦米纳坦说，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项目非
常活跃，已有数个候选疫苗
处于临床试验领先阶段，世
卫组织对中国的新冠疫苗很
感兴趣，一直在密切关注，

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公司提供的

疫苗为半成品，运抵印尼后，

由PT. Bio Farma制药公司将

疫苗进行包装后，最后分发给

印尼人民，进行疫苗接种

【综合讯】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当地时间9月21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有近200种

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中国有几个候选疫苗处于领先阶段，一些疫

苗已经被证明有效。世卫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 (Dr Soumya 

Swaminathan) 表示，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出现一到两个成功的候选

疫苗。希望到2021年，可以生产出20亿剂疫苗。幸运的是，新冠病

毒的变异似乎比流感病毒要少得多，而且导致疾病严重性和免疫反

应等关键部分，尚未显示出变异。

一些疫苗在现阶段临床试验
中已被证明有效，并允许在
紧急情况可以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赛21日强调，疫苗研发是
合作，而不是竞赛。谭德
赛表示，当前，全球已有近
200种新冠疫苗处于临床或
临床前试验阶段，据疫苗研
发的历史经验，其中一些会
失败，一些会成功。

世卫组织正开展“新冠肺
炎疫苗实施计划”，目标是
到2021年末有20亿剂安全有
效的疫苗可以供全球各国民
众接种。旨在确保所有国家
都能同时获得新冠疫苗，并
优先提供给卫生工作者和老
年人等高风险人群。

截至8月20日，已向世卫
组织报告、处于临床试验阶
段的候选新冠疫苗达30种；
而进入3期临床试验的已有
10种，其中4种来自中国，
一种来自美国，一种来自英
国，还有一种由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等机构合作研发；此
外还有139种候选疫苗处于
临床前评估阶段。

中国其中有3款疫苗均为
采用传统技术的灭活疫苗。
除了康希诺生物（CanSino	
Biological）与陈薇团队合作
研发的Ad5-nCoV，还包括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和科兴生
物（Sinovac	 Biotech）研发

的新冠灭活疫苗和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

大概11月或12月普通人可
接种新冠疫苗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
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大概11月或12月，普通人就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因为根
据它的三期临床结果来看，
目前进展非常顺利。

她说：“今年4月份，我
作为实验人群打了疫苗，这
几个月感觉非常好，没有任
何不一样的地方，接种疫苗
的时候，局部也没有疼痛，
确实很好。”

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于9月18日在中国北京举行
的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
上透露，目前已有11款新冠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
中4款进入3期临床试验。

第三阶段试验被认为是
疫苗研发成败的关键。因
为只有通过涉及大规模志
愿者的接种试验，才能真
正检测出疫苗的安全性和

总统秘书处周日（9月27日）晚上在社交媒体Youtube上传佐科威总统通过手机与泗
水拉美兰（Dr. Ramelan）海军医院一名正在前线治疗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
的重症监护病房（ICU）护士Sifira Kristingrum（Fira）进行了亲切温馨交谈的视
频。Fira护士整天都在医院忙着处理新冠肺炎患者，已经一段时间都没有与家人见面
了。喜出望外的Fira护士在与总统交谈中，呼吁民众始终遵守和执行防疫卫生规程纪
律，即佩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佐科威总统对Fira护士以及所有在前线抗
疫照顾新冠肺炎患者的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和奉献，表示诚挚的感谢和高度赞赏。

佐科威总统与一名ICU重症监护病房护士交谈

有效性。
中国国药集团研制的4款

新冠疫苗都已选择远赴海外
进三期临床试验，实验目的
地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
阿联酋、约旦、秘鲁、摩洛
哥、巴基斯坦等。

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
朗卡．哈尔丹托�Ai�lang-�Ai�lang-
ga	 Ha�ta�to)上周五（9月25
日）表示，今年底或明年
初，我国部分民众将分阶
段接受新冠疫苗接种。首
批接受疫苗注射的是给130
万名在前线奋战抗疫的医护
工作人员。

第二阶和第三阶段接受
疫苗注射的是约8600万名
具有生产力年龄层和社会

保健服务机构	 BPJS参与者
及接受政府社会援助的受
惠者。

这位兼任处理新冠肺炎
疫情和国家经济复苏�PEN)
委员会主席的艾尔朗卡．哈
尔丹托表示，预计今年第四
季度我国将接受3000万剂的
新冠肺炎疫苗。

艾尔朗卡还表示，除了中
国，印尼和阿联酋（UAE）
G42	Healthca�e控股公司进行
合作，预计每年能生产1.1
亿剂新冠肺炎9疫苗。

包括目前中国科兴生
物制药公司正在与万隆
巴查查兰大学医学系�FK	
Unpad)合作进行第三阶段
临床试验Sinovac新冠病毒

疫苗。Sinovac已在中国进
行了第一和第二阶段临床试
验。目前疫苗第三期临床试
验进行顺利并取得初步的成
效。若研发成功，将由印尼
制药厂PT	Bio	Fa�ma在印尼
大量生产和使用。在疫苗还
没有研发成功之前，中国北
京科兴生物公司将在2020年
11月至2021年3月期间向印
尼提供4000万剂疫苗。据印
尼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
希尔�E�ick	Thohi�)	阐述，
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公司提供
的疫苗为半成品，运抵印尼
后，由PT.	Bio	Fa�ma制药公
司将疫苗进行包装后，最后
分发给印尼人民，进行疫苗
接种。（v）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ldomete�s世界实时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
间9月27日6时45分，全
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突破3302万例，达到
33,022,048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99.7万例，
达到997,706例。美国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
最多，突破728万例，达

到7,282,781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20.9万例，
达到20 9 , 1 1 0例。截至
当地时间9月27日，印度
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达595
万例，新增53,361例至
5,954,932例；死亡病例
新增504例至93,914例。

印尼国内新冠疫情仍
持续蔓延扩散，近日新增
病例连续创单日新高，当

前新冠疫情依然未有效
得到控制。根据印尼新
冠病毒（COVID-19）疫
情防控工作小组公布的
最新资料，截至9月27日
印尼西部时间（WIB）12
时00分，国内新增确珍
病例3874例，全国累计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至
275,213例。雅京特区即
使实施第二阶段大规模社

交隔离（PSBB）措施，但
新冠疫情依然没有缓和，
每日平均新增超过1000
例，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新
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217
例,确诊病例已升至70,441
例。其次是西爪哇省新增
437例，中爪哇省新增258
例，东加省新增140例，
东爪哇省新增220例，苏

西省新增216例，廖内省新
增203例，巴布亚新增113
例，万丹省新增105例，
苏北省新增97例。过去24
小时新增死亡人数78例，
全国累计死亡病例已突破
一万，达10,386例,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3611例，全国
累计治愈患者203,014例。
截至9月27日全国疑似患者
为129,553人。（v）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3302万例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75,213例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提出辞职前，代表新冠病
毒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组长
多尼（Doni Munardo）的
国家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卫生部主管亦是印
尼大学（UI）医学院教授
阿克玛尔（Akmal Taher）
曾经和海事与投资统筹部
长、兼处理新冠疫情和国
家经济复苏委员会副主席
鲁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进行会
议。在会议中，鲁胡特提
醒阿克玛尔教授对所有新
冠肺炎患者采取措施前必

须与中央政府沟通，不能
随意采取措施，并应该获
得中央政府的批准。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发言
人Jodi Mahardi于27日在
电话中表示，目前国家新
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宣布应对新冠肺炎患者的
指导方针，当时鲁胡特要
求阿克玛尔对此事必须与
中央政府沟通，尤其我国
政府政策的主要优先重点
应放在缓解疫情的问题。
虽然如此，Jodi Mahardi
驳斥鲁胡特与阿克玛尔教
授在会议中对处理新冠肺
炎疫情的问题未达成一致
的想法。

之前，多尼宣布阿克
玛尔教授于2 5日正式辞
职国家新冠病毒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职位，已与卫
生部及海事与投资统筹部
进行会议后，阿克玛尔教
授决定辞职。阿克玛尔教
授曾提到对于新冠肺炎
患者的测试、跟踪及治
疗非常重要，这是为切
断新冠肺炎仍在我国延
烧之际。(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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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国内外消费减少
“黑金”采矿业举步维艰
煤炭行业至今仍受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影响的打击，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期，该价格还
是向下倾斜，加上国内市场消费低迷，使采矿业更
加举步维艰。

不久前，能源与矿物资源部（ESDM）预测今年
底国内需求对煤炭的消费仅达到1.25亿吨，而制定
的目标是1.55亿吨。另外全球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预
测同比下降5140万吨，只有9.785亿吨而已。与此
同时，全球煤炭供应预测为9.969亿吨，因此将出
现1834万吨的供应过剩。

这种情况导致实现的煤炭出口截至2020年7月达
2.38亿吨，比去年同期的2.66亿吨下降11%。全
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煤炭的消费量减少，
导致上述商品价格下跌趋势持续，今年甚至下跌超
过20%。

我国煤炭行业承受的重压，促使企业家必须加
倍努力、勇于创新和抓住商机，才能把压力化解成
动力。尽管需求还不正常，但我国仍在努力把向中
国、印度、日本和南韩等传统国家出口的市场潜力
最大化。

另一方面，企业家也与其他“黑金”生产国竞
争，吸引非传统市场的兴趣。成为“黑金”销售目
标的发展中国家是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和孟
加拉。

在短期内，只能希望寄托在出口市场。犹如屋
漏又逢连夜雨，在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市场情况中，
国内市场的煤炭消费量预测并没有能减轻“黑金”
采矿业的压力。国内煤炭行业最大的客户之一是国
电有限公司（PLN）。该国营企业预计蒸汽发电站
（PLTU）的煤炭消费仅达到需求计划的87.7%。

2020年1月到7月期间的电力消费同比仅增长
0.51%。自从政府实施大规模社交限制和强制
实行在家工作的规定，家庭客户群的电力消费涨
升10.08%左右，但商业客户群的电力消费减少
7.43%，工业减少8.22%.

国内煤炭消费量的减少不但发生在国电属下的
发电站，其他工业，如纺织业、造纸业等也减少
对“黑金”的消费量。

面对煤炭业的暗淡前景，政府鼓励企业家立即
实现煤炭下游化计划。优化低质煤的利用和上述
下游化计划，将来有望成为煤炭国民采矿业的新
范例。

遗憾的是在至今还不知何时结束的新冠病毒大
流行期间，企业家难于实现已制定的工作计划。
对此十分不利的情况，矿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必
须认真应对，同时实施全面战略，争取走出逆境
的深渊。

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0年 9月 27日）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雅加达 1217 70441 1686 2.39% 56329 79.97%

东爪哇 220 42890 3118 7.27% 35945 83.81%

中爪哇 258 21626 1389 6.42% 15373 71.09%

西爪哇 437 20954 387 1.85% 12874 61.44%

南苏省 120 15295 413 2.70% 11328 74.06%

南加省 77 10197 413 4.05% 8593 84.27%

苏北省 97 10038 420 4.18% 6443 64.19%

巴厘岛 80 8532 254 2.98% 6987 81.89%

东加省 140 8210 299 3.64% 5322 64.82%

廖内省 203 6780 143 2.11% 3335 49.19%

巴布亚 113 5953 80 1.34% 3743 62.88%

苏南省 82 5876 340 5.79% 4195 71.39%

苏西省 216 5720 108 1.89% 2915 50.96%

万丹省 105 5290 167 3.16% 3478 65.75%

北苏省 25 4437 173 3.90% 3519 79.31%

亚齐省 73 4246 155 3.65% 2037 47.97%

中加省 11 3485 130 3.73% 2662 76.38%

西努省  19 3265 194 5.94% 2555 78.25%

马露姑 0 2727 41 1.50% 1695 62.16%

东南苏省 82 2763 55 1.99% 1814 65.65%

哥伦达洛 33 2572 75 2.92% 2217 86.20%

日惹特区 20 2519 65 2.58% 1743 69.19%

马露姑 0 2654 40 1.51% 1687 63.56%

廖内群岛 55 2170 56 2.58% 1296 59.72%

北马露姑 0 2048 74 3.61% 1799 87.84%

西巴布亚 39 1990 29 1.46% 1073 53.92%

西加省 11 957 9 0.94% 789 82.45%

楠榜省 15 841 30 3.57% 595 70.75%

朋古鲁 45 645 34 5.27% 402 62.33%

西苏省 46 617 11 1.78% 416 67.42%

北加省 6 569 4 0.70% 450 79.09%

占碑省 21 446 9 2.02% 265 59.42%

东努省 8 402 6 1.49% 250 62.19%

中苏省 0 375 15 4.00% 247 65.87%

邦加勿里洞 0 337 4 1.19% 291 86.35%

“ 我 们 已 经 修 建 完
成耗资12兆1800亿盾的
北干巴鲁 - 杜迈全程
131.5的跨境收费公路。
这条北干巴鲁 - 杜迈高
速公路是廖内省的第一
条高速公路，由6个路段
组成，自2017年中以来
已建成。有了这条收费
公路，廖内省省会和杜
迈市之间的连运营可以
得到改善，同时支持该
地区工业和经济中心的
发展。”佐科威总统说。

“我收到的报告称，
这条高速公路已建成能
吸引投资者的兴趣，例
如在高速公路附近建造
工业区，开发房地产和
旅游业设施。”总统说。

佐科威继续说，北干
巴鲁 - 杜迈高速公路是
跨苏门答腊高速公路的

一部分，民众对此高度
期待。整个苏门答腊岛
全长约2987公里，将来
将由楠榜与亚齐省连接
起来后，有望直接或间
接改善整个苏门答腊岛
的经济。这些苏门答腊
岛的经济的增长必将增
加区域经济活动，并为
我们的年轻人创造更多
的就业机会。

总统补充说：“必须
迅速回应投资者对支持
区域的发展兴趣，以便
地方政府和社区可以从
政府建立的基础设施中
获得更多收益。”

此外，北干巴鲁 - 杜
迈高速公路也是一条独特
的高速公路，因为它有
五个专供大象穿越的人
行道。因为高速公路建设
区域与Balai Raja和Siak 

Kecil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级
大象栖息地相连接。

恰好位于连接北Kandis 
和南Dur i的高速公路第4
部分的地下通道设计，
旨 在 使 那 里 的 大 象 栖
息地不受干扰并得到维
护，同时也为道路使用

者提供安全保障。
“我委托北干巴鲁 - 

杜迈地方政府和居民充分
利用这一基础设施。希望
能够把北干巴鲁 - 杜迈
作为发展更多商机和增加
社会福利。”佐科威总统
如是说道。(adr)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
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记载，我国在2020年第二
季度的国际净投资负债状
况增加至28 0 8亿美元， 
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25.7%。

而在2020年首季度的该
净负债为2566亿美元，或占
GDP的22.8%。摘引日前的
上述报告写道，“该净负债

的增加是由于外国金融负债
(KFLN)的增加大于外国金融
资产(AFLN)的增加。”

该外国金融负债的状况
获得外国资金以证券投资和
直接投资流入国内金融市场
的形式的支持。这与报告期
内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有
所缓解是一致的。

央行称，2020年第二季
度末的外国金融负债状况

由6207亿美元上升6.3%
至6596亿美元。该增加主
要是由于政府和私营部门
债务工具中外国所有权增
加，以及联营公司的股权
资本交易增加。

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
对以盾币计价的国内金
融资产进行了积极的重新
评估，导致外国金融负债
增加，这与综合股价指数

(IHSG)的改善和盾币兑美
元的升值相符。

而外国金融资产的状况
由3641亿美元上升4%至
3788亿美元。除了交易因素
外，外国金融资产状况的上
升亦受到了积极重新评估的
影响，这是由于资产存放国
的平均股价指数的上升，以
及美元兑大多数世界主要货
币的贬值的缘故。(xin)

【Beritasatu网茂物讯】
佐科威总统与苏里安蒂萨
罗索（Sulianti Saroso）
医院的肺科医生费萨尔
（Faisal Rizal Maton-
dang）进行了视频通话。
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
（UI）的费萨尔是确诊新
冠肺炎的幸存者之一。

周日（9月27日）在总统
秘书处Youtube频道上载的
谈话中，佐科威总统对医生
和医务人员在应对新冠病毒
大流行中所进行的奋斗、奉
献和辛勤工作表示赞赏。总
统在对话开始问道，“费萨
尔医生在哪里？看起来好像

不在值班？”费萨尔医生回
答说，“今天是我在接受治
疗后首次上班。我感染了新
冠病毒，因此我接受了各种
治疗。”

自新冠疫情在印度尼西
亚爆发以来，费萨尔医生
一直忙于处理新冠肺炎患
者。在执行任务期间，他
与许多新冠肺炎患者频繁
接触，使他感染了新冠病
毒，所以他接受治疗以恢
复健康。如今，经过一系
列检查和拭子测试后，他
被宣布治愈可以返回医院
处理新冠肺炎患者。

费萨尔医生在与总统的
谈话中说，“昨天进行最
后一次X射线和拭子测试，
我被宣布已经可以当值了，
所以今天是我执勤的第一
天。”佐科威说，“ 感谢
真主已经康复了。费萨尔医
生，苏里安蒂萨罗索医院的
新冠肺炎处理情况如何？”

费萨尔解释说，苏里安
蒂萨罗索医院对新冠肺炎
患者的治疗已符合卫生部
的程序和标准，设备和药
品也很齐全。只是，由于
患者人数激增，目前该医
院正经历医务人员短缺。

费萨尔说，无聊是新冠肺
炎患者在医院接受隔离和
治疗时的主要感受。为了
克服这个问题，他承认尽
管在使用口罩和其他个人防
护设备时感觉绷紧，但还是
给了病人更多的时间和关
注，跟他们聊天和开玩笑，
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佐科威总统说，“我可
以想象处理新冠肺炎有多
困难。” 对话结束时，总
统对费沙尔医生以及全国
各地的其他医生和医务人
员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护
理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
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和高度
赞赏。(pl)

【印尼CNN新闻网】普
委会于24日宣布2020年地
方首长选举参选编号，这
意味着，候选人可以在近
日进行竞选活动，不过有
很多地方首长候选人在一
系列的竞选活动已违反新
冠肺炎卫生规程，很多支
持者未戴口罩，不遵守距
离限制。到第二天的竞选
活动，发生在几个大城市
已违反普委会宣布普委会
条例（PKPU）第13号关于
禁止支持者聚集在竞选活
动，其中在棉兰、廖内及
史勒曼。

史勒曼县普监会（Ba-

waslu）主席M Abdul Ka-
rim Mustofa承认，普委
会在宣布候选人参选编号
中，不少的支持者在场聚
集，并无法对违规者采取
果断行动，忽视新冠肺炎
的扩散蔓延。普委会无法
对违规者依法采取严厉惩
罚，因为普委会无权给予
违规者采取惩罚措施。据
悉，佐科威总统的女婿鲍
比•纳苏蒂安(Bobby Nas-
ution)与大印尼行动党青年
干部Aulia Rahman于26日
违反竞选活动规定和卫生
规程，当时Aulia Rahman
承认因为卫生部至今没有

进行卫生教育宣传，其支
持者不遵循卫生规程。

印尼大学流行病学家
Pandu Riono 表示不乐观
对今年的20 2 0年地方首

长选举按照卫生规程举
行，因为支持者已在一些
的活动违反卫生规程，我
国政府和候选人应该给予
违规者严厉惩罚。(yus)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
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djaitan)

佐科威总统在茂物行宫通过视频

为苏岛北干巴鲁-杜迈全程131公里高速公路主持启用

周五（9月25日）佐科威总统在西爪哇茂物市总统行宫通
过视频为苏门答腊岛北干巴鲁 - 杜迈（Pekanbaru-Dumai）
全程131.5的跨境高速公路主持启用仪式。通过视频出席
的有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长巴苏基·哈迪穆尔约诺（Basuki 
Hadimuljono）、廖内省省长Syamsuar。陪同佐科威出席的有
国务秘书长普拉蒂克诺（Pratikno）、总统府幕僚长穆尔
多科（Moeldoko）和廖内省杜迈高速公路应邀嘉宾。他们
都通过了执行卫生规程。

【President r i.go.id讯】周五（9月25

日）佐科威总统在西爪哇茂物市总统行宫

通过视频为苏门答腊岛北干巴鲁 - 杜迈

（Pekanbaru-Dumai）全程131.5的跨境高

速公路主持启用仪式。

今年第二季度外国金融负债升至6596亿美元

外资流入提高我国的国际投资地位

佐科威通过视频电话与康复的肺科医生交谈

佐科威总统周日（9月27
日）通过视频电话与费萨尔
（Faisal Rizal Matondang）肺
科医生交谈。

阿克玛尔教授

辞职前曾被鲁胡特“谴责”

违反新冠肺炎卫生规程

普委会坦承无法对违规者采取果断行动

有很多地方首长候选人的支持者在一系列的竞选活动已违
反新冠肺炎卫生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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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厂的决定是投资统
筹机构（BKPM）主任巴
利（Bahlil Lahadalia）
和国营企业部长艾立克
（Erick Thohir）于本月23
日至24日访问韩国，为韩
国对我国的一些投资计划
采取后继行动的结果。

巴利于上周六在雅加
达发布的书面声明称：“
这是一个好消息。按照总
统的指示，我们要积极吸
引外国企业从中国和其他
几个国家迁厂到我国。这
家公司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有潜力创造4000个工
作岗位。我希望这可以在
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振兴
经济。”

将迁厂至我国的韩国
企业Sejin Fashion �n� �n�
dones ia公司是外向型服
装企业。Sejin是Parkland 
Co., Ltd.的旗下企业，

这家制鞋企业已在我国
经营了15年。

除 了 增 加 就 业 机 会
之外，Sejin Fashion 
�ndonesia公司的投资项目
也将使我国外汇储备增
加，因为生产的全部产品
销售到出口市场。为了能
尽早迁厂，公司要求我国
政府提供支持和协助，以
便工厂可以立即运营。

公司希望能从政府获
得的支持其中是缩短对
从中国工厂迁移的旧资
本货物（BMTB）进行技
术检查的流程、把工厂
地点定为保税区（保税
区内企业，PDKB）、允
许公司在新冠病毒大流
行期间招聘外籍专家，
以及可以享受免税额。

“按照BKPM的承诺，
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便
利和激励措施。BKPM满

足了公司的一些要求。
在这次访问中，我传达
了BKPM已经批准Sejin的
免税要求的消息。关于
许可证，仍在申办过程
中，特别团队将妥善处
理，”巴利如斯解释。

Sejin Fashion �ndone�
s ia公司享受的免税待遇
成为BKPM首次批准的。
此前，享受免税待遇的
公司必须得到财政部的
批准。BKPM将鼓励Sejin
能在今年第四季度达到
商业生产规模。

Pa r k l a n d首席执行官
Myeong�gyu Park对其旗
下企业能在印尼发展感
到乐观，因为这一向以
来公司在印尼的业务令
人满意。这成为公司把
工厂迁至印尼的背景。

“我对BKPM主任和协
助公司迁厂的团队表示最
深切的谢意。我们越来越
相信，公司的投资项目可
以在印尼良好地增长。这
当然归功于韩国和印尼政
府，尤其是BKPM所提供

的支持，”Myeong�gyu 
Park说。

同 一 场 合 ， S e j i n 
F a s h i o n � n d o n e s i a公司
总经理Ho�jung Park对
BKPM为公司迁厂所提供
的支持和协助表示高度
赞赏。

“B K P M主任和团队
的迅速反应让我感到非
常惊讶。B K P M和团队
提供的所有支持给了我
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将
竭尽所能，以便立即实
现 在 印 尼 的 投 资 。 谢
谢，”Ho�jung Park说。

Parkland Co., Ltd.于1973
年在韩国在韩国釜山成
立。Parkland在我国的投资
项目之一是Parkland World 
�ndonesia公司，自2005年
已在我国开设几个工厂，
其中位于万丹省西冷、
中爪省哲帕拉（Jepara）
、南望（Remb a n g）和
巴 蒂 。 该 公 司 为 N e w 
Balance、Adidas、Reebok
等品牌生产鞋类/运动
鞋。(er)

茉莉芬旅游村的传统市场提供各种传统食

品，有小吃和饮料，其独特之处在于卖方

穿着传统服装，并且所有交易付款都使用竹

叶，这是游客先前从委员会处购买而获得的

替代品。图为周日（27/9），卖方在东爪哇

茉莉芬县的Gunungsari村的Pundensari市场为买

方提供服务的情景。

【安塔拉社巴东讯】
巴东水泥公司向澳大利
亚出口2万5000吨水泥，
而该水泥使用海船从巴
东的Teluk Bayur港口运
输的。

印尼水泥集团出口销
售高级经理菲菲德（Fifit 
Abriyanto）在巴东对记者
表示，出口到澳大利亚的
水泥是通过停泊在Teluk 
Bayur港口的MV Luga船只
运输的OPC第一型52.5N
级水泥。

“在两天内，2万5000
吨水泥装到船上的过程已
完成，”他这么说。

除此之外，巴东水泥
公司在今年9月份亦向孟
加拉国出口3万5000公吨
的水泥熟料。

“上述总数，其中9万
5300公吨水泥熟料已运
到孟加拉国，剩余的将
在今年9月底出口，”他
如斯说。

对巴东水泥公司或印
尼水泥集团来说，出口水
泥和水泥熟料肯定对收入
和工厂的产能利用率有
利，因为销售额越高，生
产工作时间就越长。

“通过上述出口，工
厂将得到优化。从财政
方面来看，水泥和水泥
熟料的出口也能增加国
家的外汇收入。按照计
划，巴东水泥公司将在
下个月向中国出口水泥
熟料，”他称。

他补充说，我们将继
续向各国提高出口水泥
和水泥熟料，我们已经
自从2008年以来出口该
两种产品。

巴东水泥公司已自从
2016年开始向澳大利亚出
口水泥，而巴东水泥公司
是向澳大利亚出口水泥的
印尼水泥集团保护下的第
一家水泥公司。

虽然现在世界正爆发

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但巴东水泥公司定下指
标，今年水泥和水泥熟
料的出口量达到158万
公吨。

“我们表示乐观能
达到该指标，因为至今
我们出口指标已实现了
68.5%，”他阐述。

从今年1月至9月份中
旬，巴东水泥公司已经向
六个国家，即孟加拉国、
缅甸、菲律宾、澳大利
亚、斯里兰卡，及马尔代
夫出口108万5000公吨水
泥和水泥熟料，即水泥出
口量达到11万6000公吨，
及水泥熟料的出口量达到
96万9000公吨。

同一场合，巴东水泥
公司总经理约斯菲力盐
德里（Yosv i a nd r i）声
称，巴东水泥公司参与
北干巴鲁至杜迈高速公
路的建设工程。这是佐
科威总统从总统府通过
网络主持开通仪式的其
中一个国家战略项目，
全长131.48公里。

“对我们来说，巴东
水泥公司的产品再次用
于兴建北干巴鲁至杜迈
高速公路的国家战略项
目，这使我们感到荣幸
和自豪，”他称。

他认为，佐科威总统
主持的高速公路开通仪式
后，该高速公路工程已成
为使用巴东水泥公司产品
的我国其他战略工程。

此外，印尼水泥集
团销售副总经理拉赫曼
（Rahman Kurniawan）
表示，巴东水泥公司与
PP Presisi公司，及Hutama 
Karya �nfrastruktur公司建
立合作，为北干巴鲁至杜
迈高速公路工程供应普通
硅酸盐水泥（OPC）。

“印尼水泥集团的水
泥供应量达到30万吨，”
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政府通过简化上游至下游
的物流流程，对国家物流
生态系统（NLE）进行改
革，因此所节省了时间和
成本，压低物流成本在国
内生产总值（GDP）占比
从23.5%降至17%。

财政部长丝利慕亚妮
（Sri Mulyani �ndrawati）昨
日在雅加达说：“通过这项
改革，国内物流业效率提
升，同时其在提高国家经济
竞争力的贡献率也提升。”

政府在NLE系统把检查
服务、港口服务和许可事
宜实现一次提交。至少有
7个部委被整合到NL E的
一次提交系统中，即财政

部、交通部、贸易部、农
业部、工业部、海事与
渔业部、投资统筹机构
（BKPM）、巴淡岛自由
港和自贸区运营机构（BP 
Ba t am）以及相关部门或
机构，使业务流程简化。

进一步，NLE系统融合
财政部、交通部、贸易部
与相关行业协会的合作，
使它将成为运输、海运、
港口、仓储和仓库业务参
与者的物流平台，以免物
流流程重复。

关于NLE系统的支付和
银行系统，政府与央行和
国营银行协会（Himbara）
成员银行合作。

NLE系统进行的改革包

括主要港口的空间管理、
集装箱堆场位置，以及与
财政部、国营企业部和交
通部合作，成立内陆物流
巩固中心。

NLE系统带来的效率来
自在申请许可、卡车预
订、检查和运输过程上可
节省费用和时间。

财政部长呼吁企业界包
括协会，当NLE系统全面实
施后，对在物流业务流程仍
然存在的缺点提供建议。

NLE系统将分阶段实施至
2024年，从计划阶段直至
试点服务，其中实现一次
提交以及海关和检疫联合
检查。

苏 北 省 棉 兰 勿 拉 湾

（Belawan）港、中爪省三
宝垄丹绒艾玛丝（Tanjung 
Emas）港、东爪省泗水丹绒
北腊（Tanjung Perak）港，
以及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将分
阶段地提供NLE试点服务。

贸易部长阿古斯（Agus 
Suparmanto）称，NLE系统
的实施极大方便了企业货
物的进出口流程，因为货
物和国际文件流动同步。

阿古斯续说，贸易部
将简化国内外贸易许可证
申办程序。此举有望提升
国内物流效率的贸易领域
其他政策的实施更优化，
比如仓储安排以及与地方
政府探讨兴建码头的可
能。(er)

【安塔拉社锡江讯】印
尼港口第四公司（Pelindo 
�V）与Nindya Karya公司
建立合作，在Tarakan港口
兴建200x25平方米码头，
及轨道式集装箱起重机。

Pelindo �V公司港口
设 备 资 深 经 理 阿 尔 温
（Arwin）与Nindya Karya
公 司 第 三 区 经 理 布 迪
（Budi Purnomo）在锡江
签署合作协议，将加强了
上述两家公司的承诺。

Pelindo �V公司技术经理
哈迪（Prakosa Hadi）见证签
署该谅解备忘录时说：“
这一向以来，Pelindo �V公
司已经经常与国营企业建
立合作。除了Nidya Karya
公司之外，我们亦与其他
国营企业或其他方面建立
合作。”

他认为，签署该合作协
议是Pelindo �V公司实现与
国营企业建立合作的一种
形式。

他这么说，签署合作
协议的目标是为了根据规
格、质量，及已规定的时
间良好进行工作。

在 T a r a k a n 港口兴建
200x25平方米，及轨道式集
装箱起重机是我们公司在今
年为改善服务质量使用内部
预算进行投资部分。

对于项目工作，Pelindo 
� V公司技术经理哈迪声
称，Pelindo �V公司将优
先实施劳动密集型计划。

这符合交通部海上运输
经理阿古斯（R Agus H 
Pu r nomo）的呼吁，即不
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或
劳动密集型工作，必须雇
佣受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影响的工人。

该政策已经由锡江主要
港口管理局、Pelindo �V公
司锡江分会、锡江主要港
口办事处，及锡江第一类
航海区在锡江港口环境实
施。(vn)

【 安 塔 拉 社 宾 坦 岛
讯】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达托（Airlangga 
Hartarto）在宾坦岛县Lobam
工业区Bandar Sri Udana港口
区为廖内群岛省出口四种
优质商品主持发运仪式。

上述四种商品是Bionesia 
Organic Foods公司向德国
和印度出口178吨的椰子
加工品，出口额达2 8亿
盾；Pulau Bintan Djaya公司
向中国、加拿大、美国、
土耳其、日本、阿联酋
（UEA）出口2000吨橡胶，
出口额达352.7亿盾；Bulan 
Bintang公司向马来西亚出口
七吨木炭，出口额达4900
万盾以及�ndotirta Suaka公司
向新加坡出口915头猪，出
口额达33亿盾。

“农业商品的出口总量
达到2185吨，及猪总数达到
915头，以致出口总额达到
414.19亿盾，”他如斯说。

在同一场合，他呼吁各
方都准备和鼓励年轻农民
或千禧一代的农民参与进
入农业产品的出口市场，
因为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
易往来为我国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利益。

“这是农民和从事农
业领域的所有人的辛勤工
作，农业领域在今年第二
季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今年
首季增长16.2%。甚至，

若比去年同期比较，今年
农业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
继续增长了2.19%，”他阐
述。

中央统计局亦发布有关
农业对经济作出贡献继续
提高。在今年第二季，农
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达到15.46%，比去年同期
上升1.89%。

农业的贡献提高其中一
个原因，在今年1月至8月
份期间，农业商品的出口
比去年上升8.59%。

“该农业出口的票面价
值每年超过20.9兆盾，”
他阐述。

他声称，中央政府通过
农业部的三项策略计划积
极推动改善农民的福利。

“该三项计划是推动农
业部门提供人民商业信贷
（KUR）、3倍出口行动计
划（Gratieks），及建立农
业建设战略司令部（Kostra 
Tani），”他称。

农业部长、工业部长、
合作社和中小型企业部
长、贸易部长、廖内群岛
省长、宾坦岛县县长、丹
戎槟榔市市长、宾坦岛工
业区（B��E）主席，及来自
Bionesia Organic Foods公
司、Pulau Bintan Djaya公
司、�ndotirta Suaka公司，
及Bulan Bintang公司的出口
商。(vn)

韩国公司从中国迁厂至巴蒂

总投资额达3500万美元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韩国一家公司

肯定将从中国大连迁厂到中爪省巴蒂

（Pati），总投资额估计达3500万美元。

巴东水泥公司

向澳大利亚出口2.5万吨水泥

国家物流生态系统（NLE）改革 

物流成本对GDP占比降至17%

Pelindo IV公司与Nindya Karya合作 

在Tarakan港口兴建集装箱码头

经济统筹部长主持发运仪式

廖内群岛出口四种优质商品

茉莉芬旅游村特出的传统市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佐科·维多多总统称，已
经有投资者对将在北干
巴鲁（Pekanbaru）至杜迈
（Dumai）高速公路周围
地区兴建经济中心表示感
兴趣。这条高速公路是
跨苏岛高速公路大型项目
的部分。上周五在茂物总

统府主持北干巴鲁—杜迈
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仪式时
称，在北干巴鲁—杜迈高
速公路区域，全长131.5
公里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
工业园区、住宅区以及旅
游区建设。

在这条建设投资总额
12.18兆盾高速公路周围

的经济活动中心建设项
目，将为当地居民创造就
业机会，同时为区域经济
产生乘数效应。“我获得
报告，这条高速公路吸引
了在周围地区发展业务的
投资兴趣，比如工业园区
建设项目、住宅区和旅游
区建设项目，这都是创造

就业机会的项目，”总统
说。

有鉴于此，总统要求政
府部委和机构以及地方政
府，对北干巴鲁—杜迈高
速公路感兴趣的投资者，
迅速做出回应。“目的是
为了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
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获得

更多收益，”总统说。
北干巴鲁—杜迈高速公

路由6个路段组成，全长
131公里。第一路段是从北
干巴鲁至米纳斯（Minas）
，全长9.5公里；第二路
段是从Minas至南坎迪斯
（Kandis Selatan），全长
24.1公里，以及从Kandis 

Selatan至北坎迪斯的第三
路段，全长16.9公里。接
着是从北坎迪斯至南杜里
（Duri Selatan）的第四路
段，全长26.25公里、从
南杜里至北杜里的第五路
段，全长29.40公里，以及
从杜里至杜迈的第6路段，
全长25.44公里。(er)

北干巴鲁—杜迈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投资者对周围地区投资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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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政府不久前
再把今年经济增长目
标从负1.1%到0.2%
下 修 到 负 1 . 7 % 到
0.6%。但2021年的经
济增长预测仍保持在
4%到5%。此事显示
我国在2020年第四季
度必须额外努力地工
作，准备从今年的低
迷状态跃升，以达致
明年被制定得相当高
的目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
心（CSIS）首席经济

学家Yose Rizal Damuri
估计2021年经济增长
目标实现起来很有挑
战性。再说，出口对
国民生产总值（GDP）
的贡献非常小，因此
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
之际，缩小了我国经
济恢复的机会。

此事与越南或马来
西亚等出口对其经济
有巨大贡献的国家可
以感受到的好处形成
对比。Yose在日前表
示：“对于经济主要

靠国内消费支撑的我
国来说，好处是经济
增长率的下滑没有像
其他国家一样严重。
今年我国顶多下滑3%
。然而，坏处是当全
球经济复苏，我国的
贸易不能够成为拉动
经济的引擎，意即不
能利用上述契机。”

作为生产基地国，
在近三年内我国贸易
可说乏善可陈。截至
2019年，出口对国民
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是
18.48%，低于2018年
的20.9%。与其他东
盟国家相比也远远落
后。比如马来西亚，
其出口对国民生产总
值的贡献达65.34%。

而越南达到106.8%。
Yose指出，我国贸

易在全球经济结构中
的整合程度较低，也
导致投资者难以看到
把产业迁移到我国的
机会。我国的工业生
产结构与将从中国迁
移的典型行业不同。
他认为我国的工业倾
向于劳动密集型，并
且以商品为基础。到
目前为止，中国的工
业 特 点 是 资 本 密 集
型，以技术为基础。
如果他们要迁移到我
国 ， 调 整 将 需 要 一
些时间。在东盟国家
中，其工业结构最接
近中国的是越南，因
此受到投资者觊觎。

相反，我国几十年
来一直被困在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结构中。
即使要整顿也需要较
长的时间，因为我国
贸易政策也同样倾向
于限制性。这一点体
现在我国的进口壁垒
比其他东盟国家复杂
了两倍以上。

Yose称，尽管费时
费力，我国也需要进
行自我完善。他说支
持改善的工具之一，
是创造就业机会法令
草案。他说：“该法
令草案的通过不再是
要不要进行的问题，
而是已成为我国是否
成功进行经济改革的
指标。”（xf）

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具有挑战性

今年第四季须准备从低迷状态跃升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对外

贸易对国民经济贡献的薄弱，将阻

碍我国明年加速经济复苏和达致雄

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

简讯

疫情担忧推动投资者购买美元避险
金价下跌

因担忧新增病例不断上升，投资
者购买美元避险，以及美国下一轮
刺激计划的不确定性，金价上周五下
跌，徘徊在上个交易日触及的逾两个
月低位附近。

1749 GMT，现货金下跌0.2%，
至每盎司1,864.39美元，美国黄金
期货结算价下跌0.6%，报每盎司
1,866.30美元。

铂金小跌0.1%，报每盎司847.81
美元，白银跌0.8%，报每盎司23.02
美元。这两种金属都有望创下3月20
日以来最差周度表现。

钯 金 下 跌 0 . 2 % ， 至 每 盎 司
2,221.20美元。

担忧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数飙升和供应增加
油价小跌

因全球新增冠状病毒病例数激
增，且未来几周石油供应将增加，油
价上周五小幅走低，上周跌幅超过
2%。

布兰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报每桶
41.92美元，下跌0.02美元，美国原
油期货下跌0.06美元，报每桶40.25
美元。

上周，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2.9%
，美国原油期货下跌2.1%。

交易员权衡英国下一步行动
英镑兑美元回吐盘中涨幅下跌

投资者希望英国在推出力度缩减
的就业支持计划后还会出台其他财政
措施，但担心有关实施负利率的讨论
可能增加，英镑兑美元上周五在震荡
交投中下跌，回吐稍早录得的涨幅。

1508 GMT，英镑兑美元下跌0.4%
，至1.2692美元，美元有望创下六个
月来最佳周度表现。英镑兑美元9月
迄今已下跌5.1%，料创2016年10月
以来最差月度表现。

英 镑 兑 欧 元 上 涨 0 . 1 % ， 报
0.9153英镑，上周四触及0.9113英
镑的一周高位。本月，英镑兑欧元
下跌2.5%。

美国股市收高
由于经济放缓担忧引发了持续近

一个月的震荡，道指和标普500指数
仍录得一年来最长周线连跌，美国股
市主要股指上周五上涨逾1%，科技
股再度成为拯救华尔街的骑士。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58.52点，或
1.34%，至27,173.96点；标普500指数
收高51.87点，或1.6%，报3,298.46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241.30点，或
2.26%，报10,913.56点。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上周，道
指下跌1.74%，标普500指数下滑
0.63%，纳指上涨1.1%。

美国股市今日成交88.9亿股，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3,204.62 涨 116.80

韩国综合 2,278.79  涨 6.09

香港恒生 23,215.26 跌 95.81

上海综合 3,219.42  跌 3.76

欧股

英国FTSE 5,842.67 涨 19.89

德国DAX 12,469.20 跌 137.40

法国CAC 4,729.66  跌 32.96

荷兰AEX 540.91  跌 0.20

Http://tw.stock.yahoo.com 26/09/2020 13:37

美股

道琼工业 27,173.96 涨 358.56

那斯达克 10,913.56 涨 241.26

S&P500 3,298.46  涨 51.87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9/25

我国国会 预算委员会批准工作委员会讨论的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法案，

该法案将在9月29日全体国会上作出二级决策。图为上周五（25/9)，财政部

长Sri Mulyani（左二)、国会 预算委员会主席MH Said Abdullah（右二）以及副主

席Muhidin Mohamad Said（左）和Cucun Ahmad Syamsurijal（右）在雅加达Senayan议

会大楼签署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法案的批准国会纪要。

国会同意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法案
【Liputan6 新闻网雅加

达讯】在这疫情大流行
之际，我国银行业状况
仍然相对强劲。这是由
政府所提供的各种刺激
措施来维持银行的流动
性所支持。这一努力是
为了应对放缓的信贷需
求因受新冠病毒(Covid-
19)疫情大流行的影响。
万自立银行(Mandiri)首
席经济学家安德利(Andry 
Asmoro)在媒体简报中
称，“由政府和货币当
局所推出的各种刺激措
施能够维持流动性状况
和银行业资产质量。银
行业部门的信贷增长的
确是有所放缓，因为在
疫情大流行期间的信
贷需求少得多。”安德
利补充称，预计今年的
信贷增长比起去年仅达
1.5%。随着金额较大量
的储户数量的增加，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DPK)可

增长 8.3%。他说，“藉
着该第三方存款者资金
的增长高，则今年的流
动性状况将相对高。另
一方面，银行业的不良
贷款(NPL)的确将有所上
升至3.5%-4%，然而，
由于政府和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的刺激措施，
该上升得以缓解。”在
银行业的金融服务业的
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
7月份信贷增长为1.53%
，与 2020年6月增长
1.49%相比有所上升。金
融服务管理局专门人员
Ryan Kiryanto认为，这种
情况令人鼓舞，因为它
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大
流行期间。因为比起去
年在正常情况下，其信
贷增长数字不如今年那
样。Ryan说，地方建设银
行(BPD)发放的贷款，比
起消费性部门更多的流
向生产性部门。(xin)

2020年银行业信贷预计仅增长1.5%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尽管当股
市波动时能够成为支
撑的支柱，但日益占
主导地位的国内投资
者的存在仍值得密切
关注。Anugrah Mega 
Investama 公司董事经
理Hans Kwee 说，基
本上，如果认为市场形
势不太有利，外国投资
者就会倾向于离开风险
资产，包括我国等发展
中国家的股票。在这个

大流行时代很明显，外
国投资者继续冲向印
尼证券交易所并抛出股
票，即使是从今年年初
至9月25日，外国投资
者流出我国的资金达42
兆17 0 0亿盾。上周五
（25/9）Han s对记者
说：“肯定的是避免新
兴市场。”另一方面，
当地投资者是救世主，
他们吸收外国投资者抛
出的股票并阻止股价综
合指数（IH SG）跌得

太深。例如，在两周前
或在2020年9月11日，
外国投资者一天内就
净售2兆2600亿盾。但
是，股价综合指数仍能
够在绿色区域中摇摆，
涨幅为2.56％。Han s
说，民众在家里做更多
活动的习惯的改变，使
民众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来监视股票走势和进行
买卖活动，从而使国内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
上的活动日益活跃。他

说：“当大规模社交隔
离（PSBB）时有很多人
开设账户，这种趋势一
直持续到今天。”尽管
改善印尼资本市场中本
地投资者的构成，Hans
认为这种趋势也值得警
惕。这是因为本地投资
者大多数来自零售业
者。Hans说，当地零售
投资者倾向于更多地选
择短期趋势，并利用势
头，以致影响市场的稳
定性。而且，该本地投

资者迅速出入市场，从
而使市场愈加动荡。据
他说，鉴于经济复苏的
发展和大流行的处理，
目前外国投资者倾向于
观望。Hans说，如果大
流行结束，外国投资
者肯定会开始回顾印
尼市场，并再次进行
净购。他说：“大流
行过去后，如果经济
开始好转，他们肯定
会寻求高回报并进入
新兴市场。”(asp)

尽管经常成为IHSG的保护者

国内投资者的存在仍值得密切关注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目前我国银行
业面临着利润率下降，
以及营业费用上升的挑
战。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的数据，2020
年6月份银行业的净息差
（NIM）为4.46％。2020
年7月份，净息差下降
0.2％，为4.44％。这可
从营业支出与营业收入
（BOPO）比率看出来，
营业支出从2020年6月的
84.94％增加到2020年7
月的85.09％。宝石银行
（PT Bank Permata Tbk，
股代号BNL I )经济学家
Josua Pardede说，2020
年7月净息差的下降是
由 第 三 方 存 款 者 资 金
（DPK）增长的8.53％，
并贷款增长的1.53％所
推动。这也使流动性相
对安全，同时仍使利息
支出增加，从而导致净
息差下降。他继续说，
收入的下降影响银行业
的营业支出与营业收入
水平。到2020年7月，
银行业务支出同比增长
4.54％，营业收入下降
0.38％。至今，当利息

收入同比下降2.5％时，
银 行 业 收 入 也 跟 随 下
降。与2019年的情况相
比，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94％，而营业支出同
比增长7.00％。从这种
趋势来看，银行业的营
业支出与营业收入比率
的上升似乎是由收入的减
少与运营成本的增长相比
的结果。日前他都记者
说：“因此，营业支出与
营业收入比率的上升是由
银行收入的下降所引起，
尤其是利息收入”。另一
方面，银行业的收入的确
是由费用收入所支持，
尤其是外汇交易收入。但
是，其贡献仍较低，以
致增加或减少对银行盈利
能力的贡献不大。他认
为，限制净息差下降的银
行业务措施之一是降低所
有定期存款、活期账户或
储蓄的存款利率，并下
调贷款利率。他说：“
由于银行业的贷存比率
仍低，因此降息对银行
业流动的影响并不大，
同时随着贷款利率的下
降，希望这将提高贷款
的需求。”(asp)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记载，截
至2020年9月22日，融
资公司的贷款重组总额
达168兆7700亿盾，而
拥有459万份合同。该
实现低于截至2020年9
月7日银行业贷款重组
政策的实现水平，给
予738万债务人达878
兆57 0 0亿盾。与此同
时，还有31万7064份
仍在进行中的重组合同
和520万5966份重组申
请合同。此数据来自
182家融资公司实施的

重组政策。截至202 0
年8月份，金融服务机
构的风险状况保持在
可控水平，不良贷款
毛比率（NPL）稳定在
3.22％，不良融资比率
（NPF）在5.2％。金融
服务管理局评估，为了
通过稳健而快速的复苏
来振兴国民经济，有必
要做出各种努力，以循
序渐进和谨慎的方式开
展民众活动，同时在执
行卫生规程方面保持纪
律。为了实现该目标，
金融服务管理局将继续
顺畅地放松直接重组，

并重组的决定只是一个
支柱，即符合2020年第
11号金融服务管理局条
例（POJK），这与政
府和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的政策相一
致并具有协同作用。金
融服务管理局也支持国
民经济复苏中的政府计
划，并优化金融服务部
门（SJK）的作用，既
可通过为劳动密集型企
业提供金融支持来推动
经济发展，也可以发挥
较高的乘数效应，亦有
助于向民众发放社会援
助计划。(asp)

银行业利润率下降而营业费用却上升 金融服务管理局表示截至今年9月22日

融资业贷款重组达168.77兆盾

截至2020年9月份第四
周，国民经济复苏(PEN)
预算的吸收实现已达到
占总额695兆2000亿盾的
30.9％，达254兆盾。图
为上周六（26/9)，一些
居民在雅加达一座办公
楼的背景下，在人行天
桥上行走。

国民经济复苏的吸收实现

滨口隆则着成功创业第十部

455

具有养成力的知名公司在录用新
人时，几乎都会很慎重其事，这些
公司虽然也很重视养成力，不过他们
更重视具有潜力的人才。创业时的公
司，往往还不具备养成力，因此录用
好人才格外重要。

为录取优秀人才，请思考以下4点
并设计出人才招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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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Textile In�
dustry公司经理部声称，
目前，Century Textile 
I n d u s t r y公司正面对数
项挑战，其中之一是美
国、欧洲和日本市场的
情况还未全面性恢复。

据悉，Century Textile 
Indust ry公司一部分销售
是供出口市场。于2020年
3月31日结账的2019年财
年，出口市场占Centu ry 
Textile Industry公司总销
售的51.48%。Cen t u r y 
Textile Industry公司的出
口总值为1962万美元，总
销售额为3812万美元。

除 了 出 口 市 场 氛 围
还未恢复之外，Centu ry 
Textile Industry公司面对
的挑战也来自我国的纺

织品生产费竞争很弱。
根据Century Textile In�
dustry公司经理部声明，
这是因为原料、运营费
和 员 工 薪 资 提 高 的 缘
故。“在面对困难情况
下，Century Textile In�
dustry公司仍设法持续开
发新产品，发展拥有高
附加值的产品，以致，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生产纺织布新产品已
证实拥有数项优势，举
例容易清除顽固污迹，
拥有良好的吸收汗液能
力，颜色能更持久等等。

Century Textile Indus�
t ry公司发展和生产新产
品，是利用Century Tex�
tile Industry公司本身拥有
的新的改进和着色设备，

该公司运营数台新机器，
如新的热定型器（n ew 
heat setter），新的垫蒸
锅（new pad steamer）
，新的树脂拉幅机（new 
resin stenter），新的卷筒
烘干机（new roll dryer）
和新的预收缩机（n ew 
preshrunk machine）。

随 着 发 展 新 产 品 措
施，Century Textile In�

dustry公司将持续扩展销
售网和多样化生产的产
品，这与调低所有的费
用之节省策略同步进行。

未来数年，C e n t u r y 
Textile Industry公司希望
能提高销售额，在2022
年财年年度，该数目能比
2019年达到3812万美元的
的销售业绩提高60%成为
6100万美元。(sl)

【Ko n t a n丹格朗讯】
Hero Supermarket(HERO)
公司总经理�atrik �ind��atrik �ind�
va l l称，今年他们将使用
在线销售扩展业务，明年
将在万隆和雅加达开设两

间IKEA分店。
Hero Supermarket公司称，

今年他们将聚焦于使用在线
频道为吸引更多客户。“谈
及IKEA扩展事宜，我们计划
明年再增设两家宜家商店，

即在万隆和雅加达JGC。今
年，我们发展在线商店以使
其更易于销售的关键。”他
这么说。

但是，他们没有详细
说明投资额和将实现的指
标。他仅表示，他们将聚
焦于增加本地经济使用本
地工人提高产量。

他说，超过数千种产
品在我国丰富经验工人的
帮助下进行生产。“我们
已有约数千种由当地工人
生产的产品，但其产品销
售到全球市场。当然，将
来我们希望通过与当地工
人合作来继续提高生产
率。”他如斯说。

与此同时，IKEA Indo�IKEA Indo�
nesia营销经理�yah �itri�营销经理�yah �itri��yah �itri�
sally补充，在新冠肺炎大

流行期间，他们也在商店
严格实施卫生规程。

IKEA 在上周正式推出
2021年的数字目录。Hero 
Supermarket (HERO)总经
理�atrik �indvall说，作为
印尼宜家许可证持有人，
推出数字目录是他们的承
诺为提供灵感的空间。

“20 2 0年对我们来说
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虽
然如此，我们一直在努力
创新并寻求解决方案以适
应种种情况的挑战性。因
此，宜家设计了这个新的
数字目录，以确保为所有
客户提供安全、健康，和
方便在线浏览购物体验，
并帮助他们的每个家庭提
供更舒适的住家。”他如
斯说。(lcm)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油气上游业特别工作单位
（SKK Migas）和生产商
就有关20 2 1年保持油气
生产量提高已达成共识。
这是在能源和矿物资源部
（ES�M）、SKK Migas
和 9 8家合作合同承包商
（KKKS）与本月23日出席 
“1st CEO �orum 2020”
视频活动节目提出的。

SKK Migas主任德威.苏
基普多（�wi Soetjipto）
称，该论坛作为与合作合
同承包商最高领导层共同
鉴定（identi f ikasi）和解
决生产挑战的讨论平台。

除此之外，也作为设法
于2021年达致100万桶/日
（BO��）的生产指标。“
在该讨论中，合作合同承包
商要求，其中是支持大规模
的许可证办理，也加快商业
化，俾能即刻实施现场的发
展，和快速业务转型。”

德威续称，SKK Migas
与KKKS达成一致，明年，
保持生产量不会降低。他
还确认，已接到KKKS提
出的意见和将处理该要
求。“希望2021年初，一
切活动已能施行，以致能

达到指标。”
据了解，2021年，政府

已定下指标，原油生产70
万5000桶/日和燃气5,638 
MMSC��（百万标准立方
英尺/日）。

与此同时，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秘书长艾科.夏利
尔（Ego Syahrial）要求
SKK Migas和KKKS能更努
力工作，因目前情势还未
恢复正常。“SKK Migas
和KKK S须拥有相同看法
和更加努力，俾能运行更
好的油气运作活动。”

他补充说，政府将保护
投资氛围，俾能依然良好。
他细述，已经实行的措施，
即持续设法对油气上游业活
动提供激励。“通过提供
激励，我们希望合作合同
承包商们能聚焦于运行活
动，俾能填补空缺，达致
政府定下的指标。”

合作合同承包商们也
对成为讨论和寻求捷径的
CEO �orum 2020节目表示
欢迎，俾能实现2021年的
指标，达致2030年长期性
指标的基础。

直布美孚埃克森（Exx�
onMobil Cepu）公司总裁

梅兰妮（Melanie Cook）希
望，相同节目能定期举行，
以致双方能看到在达到目的
中双方的进步发展。

北 塔 米 纳 上 游 能 源
（�HE）公司总经理布迪曼
（Budiman）也表达相同说
法。“北塔米纳公司在经营
管理成熟资产（mature as�
set），面临很高的下行挑
战。�HE已准备开发钻井、

修井和提供良好的服务，
包括地点、钻机和合同，以
致，能在2021年初已能开始
运行，我们希望全面合作，
以致运营能更顺畅。”

与此同时，�remier Oil
总经理Garry Selbie阐明，
设法提高生产量使国家受
益，因该提高产量的措施
带来的乘数效应，能提高
国家经济 增长。(sl) 

【Kontan雅加达讯】国
内汽车业业绩没有低于预
期。经过8个月后，今年8
月底汽车实际销量尚未达
到预定的指标。

虽然如此，印尼机动车
业协会(Gaikindo)显然不
急于修订指标。Gaik indo
主席Jongkie Sugiarto称，
迄今他们仍坚持销售60万
辆汽车指标。

此前，Gaikindo于今年
上半年已曾下修今年销量
指标，从原来105万辆，
成为60万辆。随着我国受
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导致
4月汽车实际销量下降。

今年4月，全国厂商的
批发总销量仅达到78 6 9
辆，环比今年3月实际批
发销量 7万 6 8 1 1辆锐降
89.75%。与此同时，零
售销量达 2万 4 2 7 2辆，
环 比 今 年 3 月 实 际 零 售
销量达到6万4 4 7辆下滑 
59.84%。

最近3个月，国内市场
汽车销售其实在已显示变
化趋势。根据Gaik indo数
据，今年6月实际批发总
销量继续提高至1万2623
辆，而今年 5月仅 3 5 5 1
辆。今年7月该数字再激
增成为2万5283辆，和8月
份3万7291辆。

全国零售总销量也差
不多一样。今年6月，全
国实际零售总销量上升至
2万9859辆，此前，今年
5月下跌仅达到1万70 8 3
辆。上述提高趋势再继续
到最近两个月，今年7月
成为3万5799辆，和8月达
到3万7655辆。

虽然如此，在今年首
8个月汽车累计总销量仍
未令人满意。今年1月至8
月，在国内市场的批发总
销量仅达到32万3507辆，
或比去年同期实际批发销
量达到66万41 3 4辆下降
51.3%。

与此同时，今年1月至
8月，在国内市场的累计
零售总销量达到36万4034
辆，或比去年同期实际零
售销量67万92 6 3辆下降
46.4%。该业绩仅占销量
指标60万辆的60.67%。

经济还没复苏，汽车
企业在雅加达面对第二轮
大规模社交隔离实施的挑
战。根据Gaik indo估计，
在雅加达的汽车销量能占
全国汽车总销量的30%至
40%。但没有使Gaikindo
灰心。

他仍希望至今年底，全
国汽车销售趋势仍能显示
积极增长。(lcm)

【Kontan雅加达讯】
由 印 尼 港 口 第 一 公 司
（�elindo I）经营管理
的 勿 老 湾 集 装 箱 码 头
（T�K）为提高物流进
出该地区，将整顿运载
集装箱的卡车通道。

整顿该通道，是在进
口区前对将使入勿老湾
集装箱卡车检查运载集
装箱证明书（S�2），
希望该事宜能推动码头
运行的速度。

勿老湾集装箱码头
经理英德拉.帕姆里汉
（Indra �amulihan）称，
自2020年8月20日已开
始整顿，并已事先向码
头特别运输（Angsus�
pel）和印尼货运代理和
物流协会（A��I）普及
说明。“在进入勿老湾
集装箱码头大门之前，
我们检查运载集装箱的
卡车司机的S�2，如果
该司机未持有S�2，我
们将安排他们在已准备
好的泊车地方，一边等
待海运公司（EMK�）办
理S�2。”

整顿集装箱卡车通
道，将能节省货物运送
和接货的服务时间，减
少进口处堵车情形，以
及能降低物流费，这样
卡车每日能运载4次至5

次的集装箱。
“那是我们加快集

装箱码头服务和支持物
流费节省实施的措施之
一，在实施进入门口检
查S�2 1个多月以来，
在勿老湾集装箱码头进
口处，已不再发生堵车
情况。”

与此同时，勿老湾
特供码头运输陆路联运
组织（Org a n d a）主席
艾利.沙林（Erry Sal�
im）认为，该政策和程
序能对运输活动造成积
极的影响，认为能加快
取货物过程。“目前情
况已更好，我们希望印
尼港口第一公司能够持
续不断的进行物流服务
革新。”

截至 2 0 2 0 年 8 月，
勿 老 湾 集 装 箱 码 头 已
为589次为轮船提供服
务，其中342次是国际
码头的轮船和247次国
内码头。

而 截 至 2 0 2 0 年 8
月 ， 勿 老 湾 的 集 装 箱
码 头 的 集 装 箱 装 卸 次
数 已 达 到 5 8 万 5 9 2 8
箱 ， 与 此 同 时 ， 在 国
际 集 装 箱 码 头 的 折 卸
次数达到28万8 1 6 1箱
和 国 内 集 装 箱 码 头 达
到29万7767箱。 ( s l )

Century Textile为提高业绩

发展附加价值新产品
【Kontan雅加达讯】Century Textile In�

dustry公司持续设法提高业绩，俾能在充

满挑战的全球市场情况下增长，其中一项

策略，是发展拥有附加价值的新纺织品。

除了出口市场未恢复之外，我国的纺织品生产费竞争力
疲弱。

明年IKEA将在万隆和雅加达增设新店

Hero Supermarket总经理Patrik Lindvall出席2021年IKEA数字目
录推出仪式。

SKK Migas与KKKS达成共识，明年保持生产量不会降低。

SKK Migas和KKKS达成共识 明年持续提高产量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政府将规定国内煤炭下游
化，即提高附加价值的义
务。该政策将安排在2020
年第3号煤炭和矿物法令
（UU Minerba）衍生的政
府条例（��）内。

在该政府条例草案内
有关煤炭和矿物业活动，
煤炭提高附加价值，主要
是规定煤矿开采工作协议
（�K�2B）续后的特别采
矿许可证（IU�K）持有者
的义务。

其中煤炭开采工作协议

将在近期内结束的持有者
之一，即Adaro Energy公
司旗下的Adaro Indonesia
公司的合同将在2022年10
月1日结束。

Adaro Energy公司公共
关系经理菲巴丽雅蒂.纳迪
拉（�ebriati Nadira）对记
者称，Adaro Energy公司
将支持和遵守该煤炭提高
附加价值的条例。“我们
希望，煤炭政策将使我国
煤矿业仍能生存，如Adaro 
Energy公司一样，和能支
持全国能源储备。”

纳迪拉声称，为提高国
内煤炭附加价值，Ada ro 
E n e r g y公司将把矿业多
样化，开拓焦煤（co k�
ing coal）业，除此之
外，Adaro Energy公司通
过Adaro �ower公司已在
加里曼丹区运营数个蒸汽
发电站。

除了经营焦煤和蒸汽
发电站之外，纳迪拉声
称，Adaro Energy公司正在
对煤炭下游化进行研究。“
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各方
面，其中如数量和价格方面

的市场明确性。”
她认为，如蒸汽发电

站建造一样，须安排煤炭
下游化的各方面，为提高
国内煤炭附加价值和吸引
投资，是很重要的。“主
要是忆及投资商的运作风
险、融资和设施兴建。”

在有关煤炭和矿物采
矿活动的政府条例草案的
115章表示，作为煤矿开
采工作协议的特别采矿许
可证持有者，有义务实施
使用国内煤炭或者是发展
活动。(sl)

Adaro Energy准备煤炭下游化 以提高附加价值

Gaikindo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60万辆汽车

勿老湾集装箱码头整顿运载集装箱的卡车通道。

Pelindo I整顿勿老湾

集装箱码头卡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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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文／星云大师

说话之妙

古人说：「宁吃过头饭，
莫说过头话。」可见说话要说
得恰当，说得合时，说得合
宜。不需要说而说是多说，该
说又不说则不诚，不明究理而
说是瞎说，乱传是非是胡说，
所以，处世切忌乱开口，说出
口的话要合于情理。朱熹说：
「辞达则止，不贵多言」，如
何说话，才能受人欢迎？以下
四点说明：

第一、为受窘的人说一句
解危的话：助人不是只有在金
钱、劳力、时间上的付出，「说
话」也可以帮助别人。例如，
有一些人面对尴尬、不知如何
下台的窘境时，你及时说出一
句，可以帮他解危。像圆瑛大
师的「不用打了，我自己走」
，化解维那师的尴尬；团长一
句：「我很重的，你提不动」
，解除小兵「报告鸭子」的窘
状。这也是助人功德一件。

第二、为沮丧的人说一句
鼓励的话：西谚有云：「言语
所赋给我们的功用，是在我
们之间作悦耳之辞。」什么是
悦耳之辞，就是说好话。说好
话让人如沐春风，让人产生信
心，遇到受挫，心情沮丧的
人，能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
些信心的话，这就是以语言给
他人力量的助力。

第三、为疑惑的人说一句
点醒的话：孙子说：「赠人以
言，重于珠玉」。遇到徘徊在
人生路口的人，遇到生活关卡
左右为难的人，甚至遇到对生
命产生疑惑的人，及时给予一
句有用的话点醒，有时会改变
他的一生，甚至因而捡回一条
人命。

第四、为无助的人说一句
支持的话：无助的人，对自我
信心不足；无助的人，需要
他人给予肯定，才有力量。这
样的人，经常生活在别人的善
恶语言中，一句言语，可以决
定他的心情好坏。面对无助的
人，我们应该多多给予支持的
语言，让他对自己产生信心，
肯定自我。

《说苑》：「君子之言寡
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话
不在多，而在贴切与恰当，如
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
言也。」如果说话浅近，但是
用意深远，这就是一句好话。
所以，话要谨言慎说，才不会
让人觉得轻薄，甚至招怨。这
四点说话之道：

第一、为受窘的人说一句
解危的话，
第二、为沮丧的人说一句
鼓励的话，
第三、为疑惑的人说一句
点醒的话，
第四、为无助的人说一句
支持的话。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学习六根互用的动员力，敢想、
敢作、敢说，勇敢的活出自己，
生命才有丰沛的创造力。

佛光山供僧 星云大师祝福大众

养生之道

心里的痛 身体会知道
文／郎英

解忧妙方

我爱瑜伽
文／洪雅君 图／资料照片

【人间社记者李生凤高雄报导】
佛光山2020年供僧法会9月9日举
行，今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应供以佛光山总本山及台湾各道
场法师为主，更增添佛光大家
庭的温馨，但还是有信徒总代
表吴伯雄等人坚持回山向大师
祝寿，共襄盛举。星云大师亲
临云居楼供僧斋宴现场，祝福
大家平安吉祥。

「佛陀保佑你们平安幸福。」
星云大师说：「你们都是我的好
朋友，由于因为你们的帮忙，
使我的前途更加光采。」大师表
示，虽然他的眼睛看不太到，耳
朵也无法听得仔细，但心里很清
楚明白，由衷的发自内心祝福大
家万事如意、万家吉祥。

文化献礼 今年端出4大类
星云大师带领大众唱诵〈供养

咒〉，喊「请」后离席，大家欢
喜享用斋宴。在斋堂外等候表演

的大慈育幼院院童大声说：「师
公，我们永远爱你！」佛光山丛
林学院学生也以掌声恭送大师。
听到大众的问候，大师也欢喜高
举双手向大家致意。

随后，由大慈育幼院带来〈歌
颂伟大的师公〉、〈星云颂〉，
今年适逢大慈育幼院50周年，院
童们透过歌声，传达对师公的尊
敬与感谢。佛光山丛林学院女众
学部以〈佛教青年的歌声〉、
〈十修歌〉，展现佛教青年对于
弘法的使命与作为。

接著是「文化献礼」隆重登
场，为继2014年、2019年后第3
度推出，今年以4大类呈现在大众
面前，首先是历时9年，于今年出
版的《佛光大藏经 ．声闻藏》55
册，第二是「星云大师与弟子著
作」，第三是《中国佛教经典宝
藏精选白话版》，第四是「佛
教艺文影音媒体」，和佛光山
大慈育幼院出版的50周年特刊。

献礼人员由佛光山丛林学院、
大慈育幼院、佛光小姐担任。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荣誉总
会长、信徒总代表吴伯雄致词表
示，每年的供僧法会他可以说是
全勤参加，今年还参与佛光山丛
林学院的毕业典礼，学到很多，
觉得佛法无边。赞叹佛光山在
世界佛教具有代表性，且备受尊
敬，除了受到星云大师的感召，
还有许多是大师所教育出的子
弟，护持其理念功不可没，他深
感供僧法会是表达佛光人的敬意
与追随。

现在世界变化太快，大家也忧
虑下一代会处在怎样的环境，星
云大师具有开阔的格局，强调慈
悲与智慧，祝愿每个追随大师的
人，也祈求每个苍生平安吉祥。

慈悲包容 让世界更为和平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开示，佛

教很重视供僧，因为「僧」是三

宝之一，此外也要感谢信徒长久
以来的护持。佛教的「僧宝节」
又称为「佛欢喜日」，因为佛陀
制定结夏安居，弟子在这段期间
精进用功，许多人因而证道。之
所以能够欢喜，表示身心自在、
没有烦恼；星云大师弘扬的人间
佛教，则是让人间更加欢喜自
在。心保和尚感谢大众的护持，
让人间佛教弘扬世界，期许大家
以慈悲包容，让社会更加和谐、
世界更为和平，大家更安心。

参加供僧斋宴的法师及贵宾有
佛光山退居和尚心培和尚、佛光山
开山寮特助慈惠法师、国际佛光会
署理会长慈容法师、佛光山文化院
院长依空法师、佛光山常务副住
持慧传法师、佛光山慈善院院长
依来法师、菲律宾总住持永光法
师、智光商工前校长慧哲法师，
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赵
怡和副总会长赵翠慧，国际佛光会
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招明等。

每天上班，最大的期待就是周
三晚上的瑜伽课了。刚好今天是周
三，下班前又发生了一些鸟事，让
我更迫不及待想去上瑜伽课，用运
动来转移心情，不然，我怕晚上会
睡不着。

我上的是身心灵瑜伽，它让我
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也更能够加接
纳自己。不只了解到身体的限制，
哪些动作对我就是不容易，也会去
运动到平常不会使用到的肌群，例
如脚趾头、手指头、髋关节等。而
且瑜伽对身体十分有益，平常工作
操作电脑或因为工作压力，会让我
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不良姿势，
瑜伽会做一些开胸及拉背的动作，
来平衡并矫正我们的姿势。

下课前的大休息是我最喜欢
的，因为做了一小时半的运动，
终于可以休息了；而且那时老师
会关灯放音乐，此刻，因为运动
使大脑分泌脑内啡，让人感觉心
情愉快而平静。躺在地板上，我
感受到心情已顺利转换，下课
前，老师还会要我们感谢身体的
细胞及肌肉等等，也感谢自己又
度过了平安的一天。这些话语
让我内心充满感恩，下课走出教
室时，迎接我的是一个美好的夜
晚，和上课前的心情截然不同！

随著心情的转变，也让我体会
到：「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面
对才是问题。」上班时遇到的鸟
事，我可以把它看得很严重，困在
里面；可是当我换一个角度去看
它，又突然觉得没那么苦恼了。我
想，不只是瑜伽，任何运动都有这
种功能，大家不妨一试哦！

言传身教

母女共享读书趣
文／刘洪贞 图／洪昭贤

那天回到娘家，还在禾埕那
端，就看到妈妈坐在藤椅上，
戴著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
看着手上的书。那专注的神
情，从一个97岁高龄者的身上散
发出来，感觉特别的优雅和尊
贵。

妈妈从年轻时，就有阅读
的习惯。在记忆中，经常看到
她利用农闲的午后，或是大雨
天无法下田工作的时间，坐在
矮凳上静静地看书。当时年纪
小还不识字的我是个妈宝，就
爱坐在她身边，翻看彩色的风
景或人像，虽然不懂内容，但
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进了学
堂，随著认得的字愈来愈多，
可以从书中看出趣味之后，就
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妈妈喜爱阅读，所以
我每次回娘家，都会带些书报
或杂志让她看看，既可打发时
间，又可享受阅读的乐趣。妈

妈念过日本小学，看日文没什
么问题。至于中文，一开始很
多相似字会搞混，经过多年来
的努力和学习，如今看中文已
十分流畅。

先前为了加强她对国字的辨
识力，我给了妈妈一本记事本，
让她在阅读时，遇有不懂的字
就随时记下，我再帮忙解答。有
一回，她写了一个「闩」字，不
知道这个门里面为什么有一横？
我告诉她，以前的门大都是木
门，关门时为了安全，会用木
条之类的东西把门挡住，所以
就有了这个字。妈妈说，没想
到中文字竟然这么有趣。

她也曾在本子上写下「网路」
二字，我同样以浅显易懂的方

式告诉她，网路的世界无远弗
届，一支手机只要透过网路，
就如同一间办公室，可以做很多
事，例如看影片、购物、缴税、
订机票、开会各种她想得到的或
想不到的事，都可以在网路平台
上进行。她听后「呵」了一声表
示，原来手机这么好用，难怪年
轻人人手一机。除了惊叹科技的
进步为人类带来方便之外，也
很高兴自己能跟上潮流，用手
机和家人互动。

得空的时候，我们母女就这
样边看书边聊天。很高兴看到妈
妈透过阅读认识了无奇不有、充
满趣味的世界，也满足了好奇
心和求知欲。透过书本了解的知
识，或许因年纪大记得不牢，但
却不曾影响她对阅读的喜爱。过
去她常说：「多读书、多识字，
都是赚到了，因为智慧别人拿不
走。」如今想来特别实在，因为
她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

很庆幸有一个这么睿智又爱
读书的妈妈，数十年来，能当
她伴读的书童，我非常开心和珍
惜。除了向她学习，也感激她带
给我的身教和言教。

佛光山2020年供僧法会9月9日举行，应供以佛光山总本山
及台湾各道场法师为主。 图／人间社记者庄佳颖

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以掌声恭送星云大师；听到大众的
问候，大师也欢喜高举双手向大家致意。 图／人间社记者
梁清秩

最近因为胃溃疡到诊所就医，
吃了大半年的药，到后来连看见药
丸都会反胃。虽然三餐按时服药，
但是心窝与上腹部还是感到闷闷的
不适，于是在家人建议下改往教学
医院就诊。大医院总是人声鼎沸且
就医耗时又耗神，但医生专业真不
是盖的，光聊个几句就抓到我的病
源。

「我会帮你开些安定神经的
药。除了按时吃药，建议多出去走
走，认识新朋友、新环境，培养一
点兴趣或是寻找新的目标，可以转
移纾解内在的压力。」换句话说，
就是心理压力已影响到身体健康，
而非单纯胃痛。

试想这段日子来的生活变化，
确实有几桩事令我甚是忧虑，职场
主管强势作风让我每天都战战兢
兢、工作的紧凑步调让我随时处在
神经紧绷状态、频频收到烦心文件
搞得心神不宁原来，压力会让身体
过劳，招引百病。

心里的痛，身体会知道。
在摸清病痛原因后，我开始学

习解放自己，透过运动饮食调养身
体机能，藉由阅读写作抒发情绪，
并用绿色植栽转移焦虑我的心，慢
慢顺服，趋向安宁；身体的痛，也
随之淡隐而去。

当我在阅读文章时，就像在欣
赏一出出人生微电影，从中体会到
人间酸甜苦辣，除了反躬自省，也
让自己感到不孤单，「原来有这么
多人都和我一样」、「原来碰到这
种事情可以这样解决」。然后再透
过书写，将闷藏的话化作文字，慢
慢掏空、慢慢梳理，让心更加清

明，身体也跟著变得轻盈。
阅读或写作时，我喜欢打开

YouTube聆听音乐，尤其是钢琴曲
或轻音乐，搭配美景动画，让人如
沐春风，恍如遁入世外桃源，心和
身体都很放松，像被催眠般平静，
彷佛做了SPA芳疗般通体舒畅。

记得曾读过一段有关文字与音
乐的描述，相当传神贴切：「音乐
和文字，是心灵展翅翱翔的两翼。
音乐是心灵的律动和交响，是流淌
著的文字；文字是心灵的声音和共
鸣，是飘飞著的音乐。」

说得极好。我确实从文字和音
乐中寻找到那片乐园，远离尘嚣，
释放自我，让我更懂得欣赏自己、
善待自己，进而喜爱并激励自我。

心里的痛，身体会知道；心灵
的伤，身体会记住。所以疗伤止痛
之前，得先安抚好心，学会让自己
开朗愉悦起来，才是远离百病的养
生之道。

图／李萧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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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新华社北京26日讯】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9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做好新疆工作，要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
新疆工作总目标，依法
治疆、团结稳疆、文化
润疆、富民兴疆、长期
建疆，以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
障，多谋长远之策，多
行固本之举，努力建设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
进步、安居乐业、生态
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主持会议。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出席会议。汪
洋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以来，经过各方面
艰辛努力，新疆工作取
得了重大成效。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就，各族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一是经济发
展持续向好。2014年至
2019年，新疆地区生产
总值由9195.9亿元增长
到13597.1亿元，年均增
长7.2%。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由1282.3亿元增长
到1577.6亿元，年均增
长5.7%。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所有地州市迈入
高速公路时代。二是人
民生活明显改善。2014
年至2019年，新疆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
长9.1%。建成农村安居
工程169万余套、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156万余
套，1000多万群众喜迁
新居。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社会
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实
施全民免费健康体检，
农牧区医疗设施条件明
显改善，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达
100%，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达到99.7%。三
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2014年，新疆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7.9

万户、308.9万人，贫困
村3666个，贫困县32个。
截至2019年，全疆累计脱
贫292.32万人、退出3107
个贫困村、摘帽22个贫
困县，贫困发生率由2014
年的19.4%降至1.24%
。其中，南疆4地州累计
脱贫251.16万人、退出
2683个贫困村、摘帽16
个贫困县，贫困发生率
由2014年的29.1%降至
2.21%。 “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
决，贫困家庭义务教育
阶段孩子因贫失学辍学实
现动态清零，贫困人口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参
保率均达100%，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
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大幅改善。四是中央
支持和全国对口援疆力
度不断加大。2014年至
2019年，中央财政对新
疆自治区和兵团转移支
付从2636.9亿元增长到
4224.8亿元，年均增长
10.4%，6年合计支持新
疆2万多亿元。19个援疆
省市全面加强全方位对口
支援，累计投入援疆资金
（含兵团）964亿元，实
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引
进援疆省市企业到位资
金16840亿元，中央企业
投资超过7000亿元。总
的看，新疆呈现出社会
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
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
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事实充分证明，我国民
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
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
斗的结果，也凝聚着新
疆2500多万各族儿女的
智慧和汗水。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参与和支
持新疆工作各条战线的
同志们，向新疆各族群
众，向在基层一线辛勤工
作的广大干部职工，表
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深化对治疆规律的认
识和把握，形成了新
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
谋划新疆工作，坚持把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
为新疆工作总目标，坚
持以凝聚人心为根本，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坚持我国宗
教中国化方向，坚持弘
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紧贴民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
领导。实践证明，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
确，必须长期坚持。全
党要把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作为一项政
治任务，在完整准确
贯彻上下功夫，确保
新疆工作始终保持正确
政治方向。

习近平指出，保持新

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
期稳定，要高举社会主
义法治旗帜，弘扬法治
精神，把全面依法治国
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作
各个领域。要全面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习近平强调，要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
团结。新疆自古以来就是
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
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
连的家庭成员。要加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研究，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新
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
育、社会教育，教育引
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
确的国家观、历史观、
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根植心灵深处。要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
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
康发展。要深入做好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深入
开展文化润疆工程。

习近平指出，发展
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
基础。要发挥新疆区位
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
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
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
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丰
富对外开放载体，提升
对外开放层次，创新开
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
陆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
地。要推动工业强基增
效和转型升级，培育壮
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
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要科学规划建设，全面
提升城镇化质量。要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
态保护红线，统筹开展
治沙治水和森林草原保
护工作，让大美新疆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习近平强调，要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
务，持之以恒抓好脱贫
攻坚和促进就业两件
大事。要健全完善防止
返贫监测和帮扶制度机
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着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和发展活力，确保脱贫
后能发展、可持续。要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
新体制机制，坚持就近
就地就业和有序转移输
出就业有机结合。要大
力推动南疆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改善。要多层
次、全方位、立体式讲
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
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

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
的幸福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
的初心使命就是为包括
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包括
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
民族谋复兴。各级党委
要对标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不
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突出政治训练，常态化
识别干部政治素质，确
保各级领导权始终牢
牢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手中。要加大培
养培训力度，研究制定
新疆干部队伍培养培训
规划，着力培养一支理
论功底扎实、政策把握
到位、实践能力强的干
部队伍。要把建设一支
对党忠诚、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
伍作为重要任务常抓不
懈。要树立鲜明用人导
向，对政治过硬、敢于
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
部，要充分信任、坚定
团结、大胆选拔、放手
使用，表现突出的可以
直接破格提拔使用。

习近平强调，新疆
各族干部是值得信任、
有战斗力的。对他们要
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
持、待遇上保障、生活
上关心、心理上关怀，
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稳
定新疆干部人才队伍。
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
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
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
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
奉献边疆。

习近平指出，做好新
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
事，必须牢固树立全国
一盘棋思想，完善党中
央统一领导、中央部门
支持指导、各省市支援
配合、新疆发挥主体作
用的工作机制。中央新
疆工作协调小组要在党
中央领导下，加强对新
疆工作的形势研判、政
策研究、协调指导、督
促检查，对重大问题及
时提出工作意见。中央
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深入调研督
导，及时发现问题，帮
助解决困难。新疆自治
区党委站在一线，要履
行好主体责任，抓好工
作落实。内地各省区市
要切实做好涉疆工作，
支持新疆稳定和发展。
各援疆省市要加强同新
疆协调配合，长期坚持
对口援疆，提升对口援
疆综合效益。要持续深
化改革，加强维稳能力
建设，不断增强兵团的
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
更好发挥特殊作用。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全面总结了第二次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新疆工作取得的重大成
效，深入分析了当前新
疆工作面临的形势，阐
释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指
导思想、目标任务、方
针政策、战略举措，全
面部署了推动新疆社会
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点
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理论性，
是指导新时代新疆工作
的纲领性文献。要认真
学习领会，结合工作实
际深入思考，研究贯彻
落实措施。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关于新疆工作的决策
部署上来，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抓好各
项任务落实，推动新疆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汪洋在总结讲话中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是
指导新时代新疆工作的
纲领性文献，是引领新
疆工作守正创新、胜利
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要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真正
掌握核心要义和精神实
质，把学习的过程变成
提高认识、改进工作的
过程。要完整准确理解
和长期坚持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结合实际抓
好贯彻落实，确保新疆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
前进。要牢牢把握新疆
工作总目标，谋长久之
策，行固本之举，在事
关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问
题上聚焦发力。新疆和
中央各部门要制定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的实施意
见，对重点任务逐条逐项
细化分解，把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变为实际工作成
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和
协调配合，压实工作责
任，强化督促检查。要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
宣讲活动，推动会议精神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
导同志，国务委员，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
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
出席会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政负责同志和各地州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负
责同志和各师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其他各省区
市负责同志，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有关人民团体、金
融机构、中央企业负责
同志，军队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王毅：秉持“发展优先”理念
“不让任何人掉队”

27日讯，中国和联合国26日共同
举办减贫与南南合作高级别视频会
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
议并发表讲话。

王毅表示，发展是和平的基石，也
是生存和尊严的前提。疫情再次证明，
如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坚实成果，
我们应对危机就能拥有更雄厚的物质基
础。反之，如果发展赤字长期存在，
眼前的沟坎将更加难以逾越。当前形
势下，国际社会应秉持“发展优先”
理念，将2030年议程置于更加重要的位
置，全面、平衡、有力推进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落实。要
支持联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推动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公平的新型全球发
展伙伴关系，真正实现“不让任何人
掉队”。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2030
年议程高度契合，希望更多发展中国家
成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互联互
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贫困是束缚人类
自由与发展的牢笼，也是许多国家和地
区矛盾冲突的根源。疫情使世界经济
陷入衰退，全球正在出现新一轮失业
潮。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将消除贫困作
为首要目标，以联合国成立“消除贫
困联盟”为契机，推动国际社会聚焦
减贫合作，确保发展资源向减贫、教
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领域
倾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
术支持，携手用发展这把总钥匙打开消
除贫困的大门。

中国政府向莱索托及
安哥拉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

2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27日宣布：为帮助莱索托、安哥
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
向两国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专家组
由国家卫健委组建，湖北省卫健委选
派，已于9月27日凌晨启程。

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
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在中国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由中
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联盟主
办的中国综合能源服务产业高峰论坛
系列活动27日在北京举办，旨在打造
综合能源服务生态，推动清洁智慧能
源发展。与会专家认为，综合能源服
务产业将迎来大发展的新机遇。

此次高峰论坛以“推动清洁智慧
能源发展 打造综合能源服务生态”
为主题，邀请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等相关
政府部门，百余家能源企业、互联网
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专家，从宏观政
策趋势、产业前沿视野，探讨中国综
合能源服务产业发展方向，促进综合
能源服务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安徽跨境电商总部基地揭牌
安徽自贸区合肥片区蜀山区块跨境

电商总部基地暨创新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27日在合肥市举行。启用仪式上，“安
徽跨境电商总部基地”“安徽省跨境电
商创新服务中心”揭牌。中国国务院近
日正式发布《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跨境电商是
合肥片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青海至河南特高压
电源项目电源点正式通电

9月26日17时18分，伴随着调度的
最后一声“开关合闸”，由国家电投
黄河水电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
司”）负责建设的青海省海南州特高
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海南地区2200兆
瓦五个标段光伏项目相继并网发电，
标志着支撑全球首条±800千伏专为
清洁能源外送而建设的青海至河南特
高压电源项目电源点正式通电。青海
海南—河南驻马店±800千伏特高压
外送通道是全球远距离、100%输送
可再生能源的特高压通道，其中黄河
公司负责建设一期工程81%、4050
兆瓦配套光伏和风电电源点的建设。

中国(安徽)自贸区
蚌埠片区8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26日，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
区揭牌后第三天，其蚌埠片区首批总投
资逾100亿元（人民币，下同）的8个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为打造世界级硅基和
生物基制造业中心、皖北地区科技创新
和开放发展引领区再添助力。

作为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三大片区之一，蚌埠不仅是安徽省第
二科教资源大市，在自贸试验区蚌埠
片区内还拥有4家主板上市公司、1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3家央企、12家
跨国公司和32家行业龙头企业。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9月27日，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礼兵将殓放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护送至军用
车辆。当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
回辽宁沈阳。机上共载有117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及相关遗物。（中新社）

【中新社2 6日讯】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消息， 
26日10时16分，由中国
中铁电气化局承建的郑
州南站城际场接触网一
次送电成功，标志着郑
州南站城际场施工全面
完成，这为下阶段联调
联试提供了先决条件。

据中国中铁电气化局
施工负责人介绍，新建郑
州南站为国内特大型铁路
枢纽工程，由郑万场、
郑阜场和城际场组成，
包含六座框架中桥、
六座框架涵洞，车站设

30座站台(面)32条到发线
(含正线)，其中，城际场
设13座站台(面)，设计时
速为200公里。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表
示，送电成功后，将对
线路进行接触网热滑试
验，然后启动动态联调
联试。城际场开通后，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
两个特大枢纽站郑州东
站和郑州南站将实现更
加便捷地联通，郑州
站、郑州东站及郑州南
站“金三角”的枢纽格
局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中国特大型铁路枢纽工程

郑州南站城际场接触网送电成功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第8版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快乐养老

水位过高心脏压力大 体温急升大脑易晕厥

老人泡澡，水别超肚脐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田晓彦

泡澡能缓解筋骨酸痛、
消除疲劳，还能调节全
身新陈代谢，祛除体内寒
气，尤其适合血液循环不
好、身体代谢逐渐降低的

老年人。但同时，老人泡
澡也有很多学问，水位、
水温、时间都决定着泡澡
的质量和安全。

老人泡澡，半身浴最
安全。泡澡水位超过胸
部时，身体所要承受的
水压可达500千克以上，
会使血管、淋巴腺骤然
收缩，使心脏泵血量达
到正常情况下的1.5倍。

心脏负荷陡增可加重心
肌缺氧。在此情况下，
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
的老人极易中风;冠心病
患者则可能出现心动过
速、呼吸困难等病症。
另外，泡澡时身体从冷
到热急速转变,血管骤然

张开使血压瞬间下降，
容 易 造 成 晕 厥 ， 甚 至
带来生命危险。因此，
老人尤其是慢病老人在
泡澡时，水位最好不超
过肚脐，这样可以减轻
水压，避免发生上述状
况。

泡澡时，老人要注意保
暖。脱衣前应尽量调高浴
室温度;脱衣后,可先用毛

巾搓一搓身子,或用热水
淋一淋身体，使身体快速
回暖后，再进入浴缸。泡

澡时，先从脚泡起，适应
后再坐下，肩膀上搭一条
大毛巾以免着凉。每次泡
澡约20分钟，水温在38摄
氏度左右。家人或陪护人
员要关注老人面色、神情
变化，若有不妥应及时将
老人扶出。

浴缸选择有门道。老
人泡澡尽量不选公共浴
室，因其大多门窗紧闭，
室内湿度高于外界，刚刚
开始时会使人肌肉放松，
体感舒适，但时间稍长，
皮肤毛细血管扩张，大量
血液流于体表，会使回心

血流量不足，心脏排血量
减少，造成体内器官供血
不足，导致晕厥和其他意
外。因此，老人最好在家
中泡澡，并注意浴室通
风。浴缸不宜选择太深和
有明显弧线的，稍浅的浴
缸方便老人出入，还能保
证在安全水位;弧线小的
浴缸不易打滑，也方便老
人抓扶。

另外，老人切记，饭
后、饥饿、酒后不宜泡
澡;泡浴后要用清水冲淋;
洗 后 3 0 分 钟 内 要 适 当
进食。▲

中医养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管药师 毛 跃 □副主任药师 陈占功

上火、夏季、睡前、血压

四种情况不宜喝黄芪

医学前沿

滥用抗生素，肠炎增70%
生活起居

摆点抱枕，家里暖心
还可以放落地灯、书架，播放白噪音

家应是温暖的港湾，除了亲情关
爱，营造舒心的氛围也十分重要，
一些装饰装修小技巧可以起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近日，美国女性杂志
《红皮书》刊文，介绍了室内设计
专家给出的几个建议。

多放抱枕。客厅沙发上多放几个
柔软蓬松的抱枕、靠枕，让人一看
到就想靠着看本好书。专家表示，
抱枕是让家中充满个性和魅力最简
便的办法。这一点的关键是选择颜
色、尺寸不一的抱枕。如果空间足
够，也可以在沙发、床上等处铺上
毛茸茸的针织毯，增加舒适感。

增加台灯和落地灯。头顶照明常
让人感到冷冰冰。在房间里放几盏
台灯和落地灯，选择柔和的暖光，
营造出温馨氛围。注意光线不要太
明亮，否则让人刺眼难受。

鲜花绿植增添生机。在室内养绿
植、摆鲜花不仅增添色彩，还能让
人舒适放松。专家指出，对于久居
室内者，绿植鲜花可以增进与大自
然的联系，还能带来平静，减轻压
力和疲劳，振奋情绪。

用书装饰。书籍为房间增加色彩
和个性。可以通过在书架中装满书
籍和其他装饰，发挥创意，提升家
居品味。

用蜡烛营造氛围。在特殊的节日
或纪念日，不妨调暗灯光，在房间
角落里点一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的装饰蜡烛，能烘托气氛、增进感
情。如果不过敏，也可以偶尔用一
些香味蜡烛，让人更平静放松。

收拾整洁。让家中显得温馨的前

提是保持干净整洁，杂乱无章的家
居环境会让人分心。就算忙，每天
也要花几分钟清理显眼的地方，如
饭桌和茶几。

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声音是营
造亲密气氛的方式之一，但常常被
忽略。不妨在家里播放白噪音，如
溪流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也
可以放些柔和的轻音乐。

用暖色调作主色调。装修时将墙
壁涂成暖色，看上去更舒适宜人。
不 过 ， 使 用 暖 色 调 作 为 基 底 的 同
时，还应该使用其他颜色作为点缀
补充，避免单调。

家 具 重 视 舒 适 度 。 一 些 家 具 或
许看起来上档次、有品质，但是购
买家具时舒适性更重要，特别是沙
发、床等。此外，还可以购置一些
脚凳、躺椅、坐垫，让房间更有层
次感。▲

楼林娜 编译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因患溃疡性结肠炎再
次宣布辞职。英国《柳叶
刀·胃肠病肝病学》杂志
刊登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
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一项
新研究发现，滥用抗生素
可导致炎症性肠病（IBD，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
恩病）风险增加7 0%以
上。抗生素种类越多，使
用时间越长，罹患肠病的
风险就越大。

研究人员从《瑞典组织
病理学报告·强化流行病

学》数据库中筛选出2005
～2016年确诊的23982名
连续出现IBD的16岁以上
患者，其中包括15951例
溃疡性结肠炎病例、7898
例罗恩病病例，133例未
分类病人。研究人员还筛
查出117827名平均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匹配
的普通人群作为对照组，
展开交叉对照分析。结果
显示，使用1种、2种或3
种以上抗生素会导致IBD发
病率分别增加11%、38%
和55%。另外，与未使用
抗生素的人群相比，使用

抗生素至少1年的患者，
罹患IBD、溃疡性结肠炎和
克罗恩病的风险分别增加
88%、74%和127%。

研究人员表示，多项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在
维持人体健康方面起到
重要作用，而且会影响
癌症、肥胖症和糖尿病
等多种疾病发病进程。
最新研究进一步表明，
抗生素使用必须加强管
理，防止滥用抗生素导
致与失调相关的慢性疾
病风险增大。

▲（林 烽）

黄芪在中国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它是一味具有良
好保健作用的中药饮片，味
甘，性微温，归脾、肺经，
有补气固表、排毒、利尿、
生肌的功效，其中以补气最
为突出，兼有养肾强身的作
用。不过，中医讲究辨证，
再好的“补品”也不是所有
人都适合，四种情况尤其要
慎重。

上火不要喝：黄芪虽有
滋补作用，日常出现声音嘶
哑、咽喉痛等明显上火的情
况，就不要喝黄芪水了，若

是上火时饮用，就相当于雪
上加霜，加重上火。

天热少喝：天热喝容易
上火，出现流鼻血等情况。
想饮用黄芪水，最好在天气
变凉以后，如秋冬季节，效
果更好。

睡前不要喝：一般在睡
觉前，不建议喝黄芪水。黄
芪含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
循环的成分，会影响睡眠质
量，并且还有利尿作用，导
致夜尿次数增多。

血压高不要喝：科学研
究表明，黄芪对血压有双向

调节作用，即轻用（15克以
下）有升压作用，重用（30
克以上）有降压作用。常用
代茶饮剂量的黄芪就有升
压作用，若是喝了反而加
重病情。

总之，适量饮用黄芪水
会起到良好的补气强身作
用，尤其适合用于气虚乏
力、久泻脱肛、自汗、水
肿、子宫脱垂、糖尿病、疮
口久不愈合等。但黄芪毕竟
是中药，服用要注意禁忌，
特别是患病时要及时就医，
遵医嘱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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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什么?爱国是那
与病魔搏斗的白衣天使;
爱国是护卫边界的解放
军战士;爱国是那教书育
人的老师……爱国，是千
百年来无数中国人心中所

想，并用实际行动践行的
无懈追求!在国旗下，中
国人书写出一个个激动人
心的故事，涌现出一个个
伟大的英雄，创造出一个
个震撼全球的奇迹，这些

都离不开一个个人，一滴
滴汗水和一颗颗炽热的爱
国心。

爱国的事例有很多。
钟南山爷爷年已八旬，
依然亲自前往武汉，救
死扶伤，不知从病魔手
中抢走了多少生命!张定
宇叔叔身患渐冻症，依
然不下火线，“我要走
得更快，才能从病魔手
里救走更多的人。”多
么铿锵有力的话语，他
既是一位患者，又是一
个医生，更是一个英雄!
陈薇阿姨带领着自己的
团队，连夜研发疫苗，
疫苗带走了她的青春，
她却在攻克研发疫苗的
一个个难题，多么平凡

又伟大的人!还有许许多
多平凡的人，他们平日
默默无闻，却在危难时
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
体挡住了病毒，成为守
护生命的逆行者!在生活
中，有爱国心的人实在
太多……这些人是祖国
培养的，现在，他们就
是要奋勇报国!

这 些 老 前 辈 也 感 动
了年轻人。以王睿同学
为代表高中毕业生，在
报考志愿表上不约而同
地填了医学专业，他们
说:“现在，老前辈将我
们救出，将来，我们要
精忠报国!”他们都在努
力的爱国、报国，我们
有什么理由说一声不呢?

同学们，“少年强则国
强。” 我们趁青春年华，
努力学习吧!祖国培育了
我们，将来我们要报效祖
国，建设强大的中国，祖
国必将因为我们而精彩!

我的家乡有一条无名小
溪。那儿的水清澈见底，
可以看见五颜六色的小鱼
在水里嬉戏;可以看见像
翡翠般晶莹剔透、光洁无
瑕的鹅卵石;还可以看见
如翠玉雕成的水草......
河边栽满了各种各样的
树，树的底下还有三三两
两鲜美的蘑菇，两树之间
还种着各种花：有黄灿灿
的迎春花，有香气浓郁的
茉莉花，有五彩缤纷、各
式各样的菊花，还有“凌
寒独自开”的梅花......
这些美好的事物装饰着小
溪，让它变得柔美迷人。

家乡有一句“紧走搭石
慢过桥”的俗语。搭石，
本来就是天然石块，走上
去难免会活动，要走得快
才能保持平衡。而桥不一
样，它是由一块块加工成
的石块堆在一起，并粘贴

在一起组成的。桥十分平
稳，走上去也不会活动。
如果走上桥，不好好看看
别具一格的风景，那可真
叫可惜了!当一批上、下
工的人走搭石时，每一个
人的姿势都不一样：有人
上下摇摆，像一只即将
跌倒的企鹅;有人十分平
稳，和在平地上走几乎一
模一样;还有人则胆小极
了，站在第一个搭石上不
肯迈出一步，惹得别人在
后面催促。看!前面的人
抬起脚来，后面的人们紧
跟上去。那嗒嗒的声音，
如同轻快有力的打击乐;
清波漾漾，向外一圈圈扩
散;人影绰绰，给平静的
溪水增添了几分色彩。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
任人踏。它们是无私奉献
的象征，更是乡亲们一心
为他人着想的好品质。

我 喜 欢 祖 国 风 景 如
画的地方：有红叶似火
的 香 山 、 水 平 如 镜 的
西湖，还有峰峦雄伟的
泰 山 、 古 色 古 香 的 周
庄……但我更喜欢的，
是我的家乡—烟台。

烟台有波澜壮阔的大
海。家乡的大海最蓝、
最美。清晨，我在海滨
广场运动，看到海浪从海
平线上滚滚而来。它们争
先恐后地冲向岸边，冲刷
着金色的沙滩，海浪一浪
接一浪，一浪比一浪猛。
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自由
翱翔、翻飞，远处水天
相接，连成一片， 近处
微波荡漾，轻轻地拍打着
海滩，海岸上的鹅卵石各
种各样，有圆形的、有扁
的、还有三角形的，形
状各异。各种贝壳五颜六
色、晶莹剔透。我和小伙

伴在沙滩上构筑着一座座
城堡。 夜晚，大海变得
更加迷人，滨海广场喷泉
随着音乐不断地变化着造
型，让人们消除了一天工
作的疲劳。

烟台还有许多旅游的
圣地。烟台山是烟台的
形象标志;东炮台是清政
府的水兵训练基地;养马
岛，芝罘岛是秦始皇东
巡遗址;八仙过海的传说
地—蓬莱阁.. . .可谓美
不胜收。

我的家乡不仅风景优
美、物产丰富。家乡盛
产海参、扇贝、鲍鱼、
对虾、牡蛎等海产品，闻
名世界。烟台苹果、莱阳
梨还有那闻名遐迩的大樱
桃，酸甜可口，让你越吃
越爱吃。

我爱我的家乡，一个风景
优美、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合作是一首歌，一首美妙动听的
歌;合作是一首诗，一首激情昂扬的
诗;合作是一剂药，一剂给予人勇气
的药;而我认为合作更是一种力量，
一种团结进取的力量。

自古以来，人们都说“合作才
能双赢”，这句话是一句真理。合
作为何不是双赢呢?我自己就有亲
身感受：我与s以前是竞争对手，
因为我俩成绩相差不大，我语文
好，她数学好，于是我俩你追我
赶，互不相让，我们把大部分精力
和时间放在学习自己的优势科目
上，为了在自己最擅长的科目上赢
过对方，而忽略了其他科目的学
习，结果可想而知…在经历了几次
失败的考试后，我俩发现学习是不
可偏废的，各科目均衡的进步才能
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于是我们
达成了共识，我们要合作学习，
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她教我

数学，我帮她语文，分享自己的解
题思路，向对方学习优秀的学习方
法和理解。在这“一教一学”过
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相互学习的
重要性，我俩不仅稳定了自己的强
项，弱项也得到的很大的补齐和提
升。在半期考试中，我们俩竟然三
科都上了90分，成为了最大的黑
马。这不就是双赢吗?我们不但收
获了成绩，还收获了友谊，真可为
一举两得。

可是这时就会有人说：“竞争

才会有进步。”不不不!这是偷
换概念，动物界就是弱肉强食，
可你看：如果一只狮子与一只老
虎，互相争抢一只狐狸，它们俩
为了自己吃独食，而打了起来。
最后，斗得两败俱伤，而那只狐
狸呢?早就跑了。看吧，这就是
竞争的下场，但如果它们一起合
作，捉那只狐狸的话可能就是另
一种结果了：它们一起合作，强
强联手，抓住了那只狐狸，再一
同享用那美味的狐狸肉，何乐不
为呢?以后它们俩可能还会成为一
起捉动物的好搭档。这一例子再
次论证了我的观点。

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
断，这就是合作的力量。自己的人
生就如一块拼图，我们都渴望得到
更全面的世界，大家伙若能紧密合
作起来，就能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
好的画面。

生意上的合作让你获得商业财
富，学习中的合作使你均衡发展，
与他人合作不仅能实现目的，还会
收获金钱买不到的惊喜。合作实现
目标，合作创造艺术，合作能给你
开辟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爱国 报国 强国

合作才能双赢!

小议合作

协调有序走搭石

我爱家乡—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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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中风，已成为国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近期，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中国卒中学会等机构联合
发表的《中国卒中报告2019(英文版)
》(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卒中(俗
称中风)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之
一。2018年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5名
死亡者中至少1人源于中风;因中风死
亡的居民人数157万，约占当年全球中
风总死亡人数的1/3。据全球疾病负担
研究估计，我国是全球中风终生风险最
高的国家，中风也是造成我国早亡和疾
病负担的首要原因。

《报告》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血管
神经病学科副主任李子孝告诉《生命
时报》记者，可引发中风的危险因素很
多，单就我国来说，排名前五的因素分
别为高血压、吸烟、血脂异常、糖尿病
和房颤。预防中风，关键是管理好上述
重点危险因素。

高血压：超八成复发的诱因
在影响中风首次发作和复发的因素

中，高血压都高居榜首，超过八成的中
风复发与高血压有关。然而，目前我
国高血压患病率却居高不下，控制率也
偏低。一方面，近几十年来15岁以上
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
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7.9%;另一
方面，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知晓率为
51.6%，治疗率45.8%，但控制率只
有16.8%，农村地区仅为13.1%。

高血压患病率的居高不下，与人口
老龄化及检出率上升有关。比如，最新
的调查数据显示，18~44岁人群高血压
患病率为10.6%，45～59岁为35.7%
，60岁以上则上升到58.9%;同时，高
血压知晓率在13年间提高了16.3%，
农村地区增幅更加明显，这直接影响了
检出率的大幅变化。但除此之外，现代

生活带来的诸多不良习惯也是高血压患
病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沉迷手机、经
常熬夜、饮食不均、运动不足，再加上
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致年轻
人高血压患病风险大增。

李子孝说，高血压与中风之间的影
响具有双向性：只要稳住血压，即使已
是高血压患者，中风风险也能降下来;
而没有高血压的人，一旦得了脑血管
病，高血压患病率就会大幅上升。无论
何人、无论何时都应远离风险因素，
严格管理血压。

吸烟：年轻人中风的主因
吸烟会加快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速

度，促使斑块形成，且吸烟年龄越早，
对心脑血管的危害越大。据最新的国家
流行病学统计，我国年龄超过15岁人
群中吸烟比例是26.6%，也就是大约
3.1亿烟民。受此影响，在工作场所暴
露于烟草烟雾环境中(包括二手烟)的
还有近2.2亿人，在家中暴露的有5.15
亿人。

李子孝说，在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下，长期吸烟会
成为中风发作的最重要原因。很多年轻
人中风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吸烟，一些
中风的年轻患者烟龄甚至长达十几或二
十年。

戒烟需要个人的坚持，也需要全社
会更好地推广、落实禁烟措施。只要个

人戒烟达到一定时间，中风等多种慢性
病的患病风险都会有所下降。

血脂异常：农村地区最突出
血脂异常是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发

生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启动因素。
无论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 L )过
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H D L ) 过
低，或甘油三酯水平过高都会加速斑
块形成，斑块脱落后堵塞脑血管，即
可引发中风。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
最新数据显示，10年间，国人血脂异
常患病率大幅上升，总体上男性高于女
性。这主要与近30年来国人饮食结构
的变化有关，即精白米面和肉类吃得
过多，而粗粮吃得太少，且油、盐、
糖摄入超标，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体
现明显。

“除饮食结构的变化外，烟酒也是
导致血脂异常患者增多的潜在诱因，尤
其是长期酗酒对血脂的影响更大。”李
子孝认为，控制血脂的核心还是从摄入
和消耗两方面着手，调整饮食结构，同
时加强锻炼，以消耗摄入过多的能量。

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被忽视
糖尿病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高危、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其中，糖
尿病前期指没有诊断为糖尿病，但关键
指标糖化血红蛋白值达到5.7%~6.4%
，空腹血糖水平100~125 毫克/分升或
餐后2小时血糖水平达140~199 毫克/
分升。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都是中风的
危险因素，因为处在糖尿病前期的患
者，血管大多已出现明显损伤，可引起
中风复发。

目前，我国成年人的糖尿病标准化
患病率(除年龄影响因素之后的发病
率)为10 . 9%，但糖尿病前期的检出
率已高达35.7%，这些都是中风的高
危“后备军”。

李子孝说，糖尿病的总体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都相对不错，但离理想
的控制水平还有差距，尤其是糖尿病前
期遭到忽视，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已成
为沉默的杀手。除调整生活方式外，糖
尿病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坚持规律服
药，建议血糖异常的人群最好少喝或不
喝酒，因为身体的糖代谢需要肝脏参
与，而酒精的摄入会影响肝脏代谢，加
重糖尿病并发症。此外，长时间精神焦
虑也会导致血糖升高，控制情绪、疏导
压力有助于控血糖。

房颤：抗凝药使用率偏低
心房颤动(房颤)会导致心脏血管内

的血栓脱落，堵塞脑血管后引发中风。
由于房颤发病率与年龄密切相关，80
岁以上人群发病率超过20%，因此随
着社会老龄化的进展，房颤正在成为一
个越来越重要的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无论是中风的一级或二级预防，房颤的
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更麻烦
的是，当中风合并房颤时，治疗难度和
用药管理难度会明显增大。

使用抗凝药是控制房颤的主要措施
之一，但目前我国房颤病人的抗凝药使
用率偏低，在脑血管病患者中表现尤其
突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抗凝药使用
率已提高了1倍，但仍然只有40%。普
及抗凝药的使用，加强房颤的治疗和管
理，将成为未来心脏病患者预防中风的
重点。

李子孝说，过去30 年间，我国中风
死亡率仍呈增长趋势，虽然去除人口老
化影响后，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但绝对
死亡人数每年仍在增加。此外，过高的
发病率也留下了大量带病生存的中风患
者，目前已高达1300万，可谓挑战巨
大。这要求每一个人从我做起，改变生
活习惯，管住嘴迈开腿;也需要政府和
社会共同发力，包括加强农村地区防治
水平、强化高血压管理和禁烟控烟力
度，以及进一步提高中风治疗技术，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受访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血管神经病学科副主任 李子孝

本报记者 张 健

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等联合发表报告

国人中风诱因有了排名

快乐养老

少吃点主食肥胖老人慢病风险低

医学前沿

西班牙最新研究发现

顿顿吃垃圾食品，老得快

健康管理

朝夕相伴习惯相似 一人得病敲响警钟

夫妻同心，防病效果翻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刘绍辉 □主治医师 王保祥

生活多年的夫妻眉眼间总
是有些神似，由于饮食、心理
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
在形体、举止上也会出现诸多
相似地方，我们称之为“夫妻
相”。然而，同样的原因也会
导致“夫妻病”的发生，配偶
间虽然没有遗传关系，但因共
同生活、习惯趋同，其中一人
得病，也容易影响另外一人。

“夫妻病”的概念最早出
现在上世纪7 0年代初，由美
国著名性学专家马斯特和约翰
逊夫妇提出，但当时人们对“
夫妻病”的了解仅限于性传播
疾病及性功能障碍等。2 0 0 2
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茱莉
亚·西匹斯理·考克斯教授在
《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首篇
详细阐述“夫妻病”的文章。
她发现，从糖尿病、高血压到
缺血性心脏病、哮喘、肾病、
抑郁，如果夫妻一方患病，另
一方的患病率就会提高。随着
人们对“夫妻病”认识逐渐加
深，目前发现以下几类疾病最
容易在夫妻间“传染”。

“三高”。日本筑波大学
研究发现，丈夫因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接受治疗，妻子
患“三高”的几率也会成倍增
长。“三高”  除了受遗传
因素影响外，大多数和后天的
饮食、运动习惯等有关。对于
有高脂高盐饮食习惯的家庭，
夫妻二人都容易出现血脂、血
压增高的问题。同时，夫妻间
的运动习惯也相互影响，如果

家庭中没有运动习惯，那么二
人同时出现肥胖的概率就会增
大，进而导致患高血压、高血
糖的几率增加。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这类
疾病多是通过亲密接触传播
的，比如支原体感染。当女
性感染支原体性阴道炎时，
医生往往建议她的配偶也做
支原体检测，如存在感染，
要一同治疗。因为，如果妻
子患支原体感染，会通过亲
密接触传染给丈夫，只治疗
妻子，丈夫会再次将支原体
传染给妻子。

皮肤病。夫妻间近距离接触
很容易让皮肤病钻空子，当一
个家庭成员患上脚气或灰指甲
时，由于在脚盆、拖鞋上有大
量真菌寄生，时间久了，容易
造成其他人感染。

消化系统疾病。导致胃炎
和胃、十二指肠溃疡的幽门螺
杆菌，常通过碗筷、接吻等途
径，以唾液或飞沫的方式传染
给配偶，令对方感染。

乙肝。乙肝病毒传染性很
强，如果一人患病，另一半
被传染的概率非常大。研究发
现，夫妻之间传播乙肝很有特
点：丈夫更易感染且容易慢性
化；妻子为慢性乙肝感染者，
丈夫被感染的几率为13.8%。

肿瘤。临床发现，现在得“
夫妻癌”的也越来越多。比如
因为孩子、升职等原因导致精
神压力大、情绪低落，最终诱
发癌症，或是家中有人吸烟、

饮食不合理、装修污染等，
往往让夫妻双方成为癌症受害
者。

失眠。大多数夫妻共同失眠
的原因是由于生活不规律或长
期压抑、焦虑，造成两个人都
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等
现象。夫妻同床共被，只要一
方睡眠差，势必会影响另外一
人。

一旦夫妻一方出现以上疾
病中的一种，就相当于给另
一方敲响了警钟。生了病要一
起查一起治，切断夫妻间疾病
的传播途径。比如糖尿病，由
于个人体质不同，同样多吃少
动，也许丈夫的高血糖会先表
现出来，妻子后表现出来。
因此，不管谁得了，另一方最
好去做筛查。对于大肠癌等
明确由生活方式引发的癌症，
如果夫妻一方得了，另一方就
应在4 0岁后定期筛查。除了
及早筛查，夫妻共同改变不良
生活习惯也很重要。近日，欧
洲心脏病学年会上发表的新研
究指出，当配偶共同努力改变
生活习惯时，患者可能变得更
健康，特别是在减肥方面。与
接受常规护理的人相比，心脏
病发作幸存者减肥、运动和戒
烟的可能性更大，与伴侣一起
改变不良习惯更容易成功。与
没有伴侣的患者相比，有伴侣
配合的患者，一年内至少在三
个方面（体重减轻、运动、戒
烟）改善的可能性高出1倍以
上。▲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营
养肥胖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饮
食不仅影响体重，在促进新陈代谢方
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新研究证实，
采用8周低碳饮食，能改善身体成
分、脂肪分布和代谢健康。这项研究
成果发表在《营养与代谢杂志》上。

新研究中，工作人员选取了34名
患有肥胖症、体重指数（BMI＝体重
（公斤）÷身高（米）的平方）在30
～40之间的老人，并将他们分为两
组。在保证正常饮食量的基础上，
一组采用日常饮食，另一组采用低

碳水化合物饮食。经过8周的干预，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组的参与者不但体
重有所减轻，体内脂肪总量也减少
了，且总体血脂状况和胰岛素敏感
性得到改善，这表明他们患上心血
管病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研究者表示，对65岁以上肥胖
老人来说，低碳饮食或许是一种安
全的“治疗方法”，既可健康减重
以降低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
肝等的患病风险，还能保持骨骼肌
质量，防止或延缓增龄导致的功能
下降。▲（蔡利超）

美味让人无法拒绝，但不是
所有美味都对健康有益。最近，
由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发表在《美
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科学研究
表示，大量食用加工过的垃圾食
品的人群更易衰老。

为探究垃圾食品对健康的影
响，研究人员纳入了2008年提
供DNA样本的886名年龄在57~91
岁之间的参与者。此后每隔两
年搜集一次参与者的生活方式、
健康状况等大量基础信息，并
通过问卷详细调查他们的饮食
习惯。随后，他们根据超加工
食品的摄入量由低到高，将受试
者分为四组：少于2份、2～2.5
份/天、2.5～3份/天、超过3
份/天。该研究认为超加工食品
主要由油、脂肪、糖、淀粉和蛋
白质的混合物组成的工业配方，
它们几乎不含全天然食品。

研究团队关注了垃圾食品
摄入量对D N A端粒长度的影
响。端粒被称“生物时钟”。
国际肥胖症会议报告称，摄入
过多的垃圾食品，会使染色体
末端的DNA端粒链变短，而短
端粒正是细胞水平上生物衰老
的标志。研究人员发现，随着
垃圾食品的摄入量增加，端粒
缩短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垃圾
食品摄入量中低组、中高组和
最高组的端粒缩短风险分别增
加29%、40%和82%。结果表
明，一天吃3顿或更多垃圾食
品，衰老几率增加了一倍。

想要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
可以像戒烟一样每天少吃一点。
此外，一定强度的运动也可削减
对高脂、高糖食品的渴望，有助
减少垃圾食品摄入，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廉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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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5 年 联 合 国 的 成
立，是国际关系史以及人
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它结束了长久以来国际事
务中的绝对无政府状态，
倡导大小国家主权平等。
成立75年来，联合国始终
承载着人类对于和平的希
望，成为国际道义的主要
来源和载体。在单边主义
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有
必要对其成立背景进行再
回顾，对其在当今国际社
会的现实作用再审视，对
其助力人类发展的重要意
义再认识。

联合国是人类经验智
慧的历史结晶

联合国的成立，首先
源于人类对自身战争与和
平问题的深刻反思。纵观
国际关系发展史，战争与
和平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
最主要问题，但长期以来
这始终是一个无解的问
题。即使1648年《威斯特
法利亚和约》签署后，国
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得以建立，但国际体系的
变更依然是通过战争，大
国之间也不断在战争—和
平—战争的模式中循环往
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
发，表明由大国参与的集

团战争从地区范围扩大到
了世界范围。这促使人类
社会更加深刻反思和探寻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
争维护和平。

其次是来自国际联盟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
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只
存在了26年。尽管其在协
调某些国际争端上发挥了
一定作用，但因为设计上
存在先天缺陷，缺乏强有
力的决议执行机制，再加
上大国均未参与其中因此
并未能阻止法西斯的侵略
战争，更未能阻止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

鉴于以上正反两方面
原因，早在1941年8月，
美英两国领导人在签署《
大西洋宪章》时即提出建
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
遍安全制度”。随着二战
的推进以及盟军胜利的不
断扩大，这一愿望变得越
来越清晰。直至1945年6
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
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
国宪章》，联合国就此诞
生。可以说，联合国的建
立，是人类在深刻总结自
身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础
上，在总结国际联盟失败
的教训上建立起来的，代

表着人类过去的苦难与荣
光。

联合国是人类应对挑
战的现实选择

联合国虽不是世界政
府，但它从法律上、道义
上对各个国家有着普遍的
约束力。联合国奉行“大
国一致”原则，使得一个
大国难以直接在联合国框
架内损害其他大国的根本
利益。联合国还奉行“会
员国主权平等”原则。这
一饱含多边主义精神的原
则改变了长久以来国际领
域的强权逻辑，为国际关
系带来了崭新气象和深远
影响。正因如此，联合国
这个多边机构也成为二战
以来人类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的现实选择，成为维护
世界和平、协调国际关系

的最主要机制和力量。
如果说冷战期间由于

美苏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
而使得联合国难以有效发
挥作用，那么随着冷战的
结束，国际关系发生深刻
调整，联合国的作用也得
到进一步凸显。即使像美
国这样不遗余力维护自身
霸权的国家，也采取实
用主义政策，尽量将自己
的“实力霸权”放到联合
国的框架内。

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
通、休戚与共的新时代，
各国之间相互依存不断加
深，人与人之间命运紧紧
相连。面对错综复杂的全
球性议题，充分发挥联合
国的作用已成为当今世界
现实而紧迫的选择。联合
国一份民调显示，90％的

受访者认为应对疫情等全
球性挑战，国际合作必不
可少，近3／4受访者认为
联合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联合国是人类永续发
展的希望所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稳
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恐怖主义、难民危机、
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
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此起彼伏。在重大危机
面前没有国家可以独善
其身，全球性挑战需要
全球性的强力应对。此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全 球
大流行再一次表明，人
类 是 荣 辱 与 共 、 你 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应对疫情需要各
国通力合作，也需要联
合国所属的世界卫生组
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
历史再一次证明，支持
联合国就是支持多边主
义 ， 就 是 选 择 和 衷 共
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在第75届联大开幕
致辞中指出，新冠肺炎
的全球大流行，表明要
么人人安全，要么无人
安全。

在那一块位于纽约曼

哈顿大约0．7平方公里的
飞地上，承载着世界190
多个会员国的授权，维系
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寄托
着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
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的美好愿望，也寄托着世
界70多亿人民对和平与美
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还代
表着要发展、要合作的世
界潮流。可以说，今天的
联合国，越来越多地承载
着人类对于和平安宁的梦
想与希望。

就像习近平主席在联
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
上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应
当主持公道、厉行法治、
促进合作、聚焦行动。这
四点建议有着极强的现实
针对性和行动的指引性，
说出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和人民的心声，同时也代
表着全世界对于联合国的
希望与寄托。我们要坚持
走多边主义道路，共同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要共同反对侵害联
合国的单边主义行径，共
同反对动辄对联合国进行
胁迫的强权逻辑。

（齐明杰 中国人权研
究会研究人员、博士。
来源：中国网）

坚持多边主义 守护人类的光荣现实与梦想 文/齐明杰

在 非 常 令 人 沮 丧 的
情况下，所有国家和金
融当局都必须以刺激的
形式减轻痛苦，以使人
类面对大流行疫病的危
机，和经济危机不继续
恶化。数以百万计的美
元正注入社会和金融体
系的口袋中，以提高人
们的购买力，防止金融
资产价格下跌，防止企
业破产，防止裁员潮爆
发 和 防 止 更 多 人 员 失
业。

《经济学人》写道，
公共财政领域正出现惊
人的低迷。随着政府为
应对大流行而积极放宽

财 政 ， 发 达 国 家 的 财
政 赤 字 不 断 增 加 。 例
如，美国政府今年的赤
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5％。

如果需要更多刺激，
赤 字 数 字 将 会 不 断 增
加。日本几十年来是一
个经济相对稳定的国家
也不例外。他们开始计
算该付出的昂贵遗产。
此外，2019年日本的公
共债务总额几乎占GD P
的240％，赤字将越来越
大。

IMF指出，在所有富裕
国家中，到今年年底，
政府债务总额将增加6万

亿美元，达到66万亿美
元。这意味着债务从占
GDP的105％增长到GDP
的122％，增长幅度超过
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
任何一年。

处 理 此 类 巨 额 债 务
将使社会负担数十年。
实际上，《经济学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用这
样的短语来形容：“自
1 9 8 9 年 以 来 ， 纽 约 时
代广场附近国家债务的

时钟在滴答作响，警告
即将发生的世界末日大
决战”。那么印尼将如
何？结果也与该杂志所
说 的 一 样 。 财 政 部 长
斯 里 · 穆 利 亚 尼 （ S r i 
Mulyani Indrawati）在
陈述有关经济衰退即将
来临的痛苦事实时，披
露了最近出现的赤字数
字。

印 尼 财 政 部 指 出 ，
到8月，2 0 2 0年国家预
算（A P B N ）赤字达到

500.5万亿盾。出现赤字
是因为国家收入仅达到
1,034.1万亿盾，而国家
支出已经达到1,534.7万
亿盾。预算赤字相当于
GDP的3.05％，或已达到
2020年第72号总统令里
赤字目标的48.2％，即
GDP的6.34％。与去年同
期的赤字达到197.9万亿
盾相比，赤字的增加幅
度非常大。

因 此 ， 就 像 《 经 济
学人》封面上的句子一
样，巨大的赤字必须用
债务来弥补，因为除此
之外别无选择。财政部
指出，到2 0 2 0年 8月，
债务融资的实现已达到

693.6万亿盾。进行了债
务融资以弥补500.5万亿
印尼盾的预算赤字。

该债务已达到2020年
第72号总统令的目标的
56.8％，总额为1,220.5
万亿盾。与去年同期的
债务相比，这一数字也

增长了143.3％。 “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 
斯 里 · 穆 利 亚 尼 （ S r i 
M u l y a n i）在22/ 9在雅
加达举行的视频会议上
说，我们的国家收支预
算负担非常沉重。

债务水平确实造成了
长期的不确定性，特别
是在我国将如何偿还这

些贷款。但是，在现代

经济中，存在赤字的公
式，而债务是“必不可
少的恶魔”。此外，流
行病何时能够被控制或
停止人类仍无法知道。

没 有 重 大 的 宽 松 政
策和财政支持，衰退甚
至可能变得萧条。经济
会变得越来越弱，甚至
于继续恶化。因此，政
府必须尽其所能地严密
监视，用债务来弥补赤
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上面的数字也不应该
政治化，到目前为止，

债务问题通常是冒险家
和政治冲浪者通过“债
务制度”的标签，侵蚀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的一
种美味。实际上，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
度尼西亚的债务比率仍
然低得多，约为GDP的30
％。

然而，需要提醒政府
必须严格保持赤字和债
务。 2020年第72号总统
令的出现，它加速了使
用预算以处理Covid-19

，但也不应不顾后果地
推高预算，因为这种加
速有可能使我们的债务
比率增加到GDP的36％。

正 如 经 济 学 家 路
德 维 希 · 冯 · 米 塞 斯
（Ludwig von Mises）
提醒我们的那样，以免
我们陷入陷阱：“我们
是否正在试图通过播种
更大的疾病种子来治愈
今天的疾病？”我们当
然不希望如此。

疾病过后债务爆增 文／邝耀章

以上的标题是从英国《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杂志在2020年4月25日

至5月1日杂志封面写的这些话直译，这

本在英国领先的杂志提醒世界各国cov-

id-19大流行的高昂经济成本，即使大流

行只是进入了早期的第5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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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生 致 力 于 女 性
平 权 运 动 的 “ 自 由
派”大法官金斯伯格
18日在华盛顿去世，
享 年 8 7 岁 。 在 她 去
世当晚，围绕新任大
法官的提名之争即已
打响。在参议院掌握
多数的共和党希望在
11月前快速完成新任

大法官的提名确认程
序；而民主党认为应
待大选后由新一任总
统提名。

在白宫玫瑰园举行
的提名宣布活动上，
特朗普评价巴雷特是美
国“最杰出、最具天赋
的法律人才之一”，“
她是一位成就非凡、才

智过人、资历深厚，并
坚定不移忠于宪法的女
性”。

现年48岁的巴雷特
被视为一名立场倾向保
守的法官。她于2017
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
诉法院法官。此前她
在美国圣母大学担任

法学教授，并曾于上
世纪90年代末担任已

故“保守派”大法官斯
卡利亚的助理。

朝鲜警告韩国立即停止
侵入朝方领海行为

综合消息：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
社27日发表公报，要求韩国立即停止
以搜索为由擅自侵犯朝鲜半岛西部海
域海上军事分界线，以防“不愉快事
件”再次发生。

公报说，朝方25日就当前朝韩关
系中不应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进行
调查，并向韩方通报事件经过。但据
朝鲜人民军海军西海舰队通报，自25
日以来，韩方出动大批舰艇和其他船
只进行海上搜索，并入侵朝鲜水域。

法国纪念 前总统希拉克逝世一周年
9月26日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逝世一

周年的日子，法国通过多种方式纪念。
记者当天在位于巴黎的希拉克墓

看到，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来到墓地的民众大为减少，但仍
不时有人来到希拉克墓前缅怀。

　　希拉克墓简单肃穆，墓碑上
刻着“雅克•希拉克 1932-2019”
字样，标明了希拉克的出生和逝世年
份。希拉克墓已经摆满了鲜花。

德国单日新增再创半年来新高 
地方政府呼吁为私人聚会设立人数上限

德国疾控机构26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近24小时德国新增确诊感染新冠
病毒2507例，再次创下今年4月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代表德国县一
级政府的德国各县联合会（DLT）当
天呼吁为私人聚会设立全国性的人数
上限，以不超过50人为界。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
研究所当天公布了这一数字。另据
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更新数据，截
至当地时间26日15时52分，德国累
计确诊283852人、治愈249733人、
死亡9614人。近七日（9月19日-25
日）新增12492例。

美国航空争取到55亿美元政府贷款
钛媒体9月27日消息，据报道，美

国航空周五表示，已争取到美国政府
55亿美元的贷款。美国财政部将于
10月分配250亿美元的航空业救助贷
款，根据分配情况，美国航空有可能
再获得额外至多20亿美元贷款额度。

宝马集团：
到2023年底将在全球提供25款新能源车型

在9月26日开幕的北京车展上，
宝马集团携BMW品牌及旗下两个子
品牌BMWM和BMWi带来多款车型，
包括全球首发全新BMWM3和全新
BMWM4双门轿跑车；首次与中国消
费者见面的创新纯电动BMWiX3、纯
电动BMWi4概念车和BMWi3Urban-
Sui te城市出行概念车；此外，全新
BMW4系、新BMW5系及新BMW5系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新BMW6系GT
和新BMWM5在北京车展正式上市。
宝马集团方面表示，到2023年年底，
宝马集团将在全球市场提供25款新能
源车型，其中超过一半为纯电动车。
到2030年，宝马集团的目标是在全球
完成交付700万辆电动车。

英国政府债务超金融危机时期高峰
英国《金融时报》25日报道，英

国本财年的政府债务已超过其在全
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年度峰值。报道
称，自4月财政年度开始以来的五个
月内，英国政府目前已借入1737亿
英镑，超过了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截至2010年3月的12个月里，创下的
1577亿英镑的纪录。

英国国家统计局官员披露，到本
财年2021年3月结束时，赤字可能达
到3720亿英镑，使借贷总额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8.9%，这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日前表示，在今年第二季度，英
国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经济遭受疫情冲击
最大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萎缩了20%
。现在是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增长而不是
减少借贷的时候。“从长远来看，需要
作出艰难的决定，”他指出。

德国公布8月实际零售销售月率
数据方面，德国8月实际零售销售

月率，是零售销售数额的统计汇总，
是除服务业外包括所有主要从事零售
业务的商店以现金或信用形式销售的
商品价值总额。是消费者支出的领先
性指标，而消费支出又是整体经济活
动的最主要内容。零售销售增加，利
好欧元。

德国8月进口物价指数月率，该指
标对企业通胀和消费者通胀产生影
响，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于进口商品
的企业和消费者。如果进口物价持续
上升，通过传导机制导致国内商品价
格走高，形成输入型通胀，央行升息
压力将加大，这将对欧元有利。

特朗普提名艾米·巴雷特担任美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担任最
高法院大法官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宣布，

提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担任最

高法院大法官，接替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留下的空缺。

【中新社努尔苏丹】 
基辅消息：截至当地
时 间 2 6 日 ， 乌 克 兰
军 用 飞 机 坠 毁 事 故
造 成 的 死 亡 人 数 升
至 2 6 人 ， 黑 匣 子 已
找到。

一架安- 2 6 军用飞
机当地时间2 5日晚在
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
夫州丘古耶夫市附近坠
毁。据乌通社报道，工
作人员26日 在 飞 机 坠

毁 现 场 对 残 骸 进 行 了
清理。参与清理的来自
哈尔科夫州的负责人表
示，2 6日从机体残骸
中 找 到 了 黑 匣 子 ，已
送往军方进行 “技术
处理和调查”。

乌 媒 发布的现场视
频 显 示 ，飞机坠落在
一条道路边，从中部折
断，后起火升起浓烟。
安-26是中型运输机，
长约2 4米，有两台螺

旋 桨 发 动 机 。 哈 尔 科
夫 州 州 长 库 切 尔 称 ，
坠 毁 前 ， 一 名 驾 驶 员
报 告 ， 飞 机 左 侧 发 动
机出现故障。

库切尔同时说，对
有 经 验 的 飞 行 员 而
言，一台发动机出现
故障通常不会导致严
重 后 果 。 乌 总 统 府
称，依据初步信息，
该飞机当时在执行训
练任务。

乌克兰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遇难者升至26人 黑匣子找到

当地时间9月25日20时50分，一架安-26军用飞机在乌
克兰东部哈尔科夫附近坠毁。图为飞机坠毁后的残骸

【中新社华盛顿】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当地时间25日累计突破
703万人，死亡人数超
过20.3万人。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
至25日22时，美国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3
万人，死亡203615人。
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确诊
80.3万人，得克萨斯州
确诊75万人，佛罗里达
州确诊69.5万人，纽约
州确诊45.3万人，佐治
亚州确诊31.3万人。

近 日 来 ， 美 国 新
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在
连续下降多周后再次

开始上升，50州中有
2 3州病例数呈上升趋
势，其中中部、中西
部州形势较为严峻。
全国范围内，近7日平
均日增确诊病例数达
43000例，较此前一周
上升9%。

位于中西部的威斯
康星州病例数近日出现
激增，日增确诊病例数
已超过200 0例，约为
3周前日增病例数的3
倍。该州住院人数也达
到自3月疫情暴发以来
的最高值。同样位于中
西部的犹他州、密苏里
州、堪萨斯州等也均出
现病例激增局面。

美国确诊病例超700万 

新增病例数再呈上升趋势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3万人，死亡203615人

【新浪网】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9月27日消息，
周六（26日），美国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
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节目（MSNBC）主持人
采访时，将现任总统特
朗普与臭名昭著的德国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进行了比较。

“我不确定是否有
人还没有下定决心支持
特朗普。但谁知道呢。
他有点像戈培尔。你把
谎言说得足够长，然后
不断重复，重复，再重
复，就会成为常识。”
拜登说。

拜登表示，他已经准

备好接受特朗普的“直
接攻击”，他声称“这
是他唯一知道怎么做的
事情”，并猛烈抨击特
朗普，“他不知道如何
对事实进行辩论。他不
太了解外交政策，也不
太了解国内政策。他不
太了解细节……他所说
的大部分都是人身攻击
和谎言；但我认为美国
人民已经看透了他”。

随着11月美国总统
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和共和党竞争对手现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
竞争愈演愈烈，9月29
日，两人将举行首次总
统辩论。

拜登将特朗普比作纳粹宣传部长：

他不会辩论只会说谎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路透伦敦】在周
五公布的全球金融中
心调查中，纽约仍然
稳居榜首，伦敦第二
名的位置得到巩固，
此时距离英国完全脱
欧只剩下三个多月。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CFI)是基于Z/Yen 
G r o u p与中国综合开
发研究院合作进行的
调查编制的，该调查
从8,54 9位行业专业
人士手中收集了超过
54,500份评估。

评估关注政治稳定
性、监管环境、熟练
员工可获得性、生活
质量、基础设施、资
本可获得性、市场流
动性、声誉和文化多
元性。

“GFCI 28显示，
主 要 的 金 融 中 心 内
信 心 增 强 ， 但 其 他
中 心 的 信 心 整 体 下
降，”Z/Yen执行主席
Michael Mainelli在一
份声明中称。

他说，围绕贸易、
物价稳定和疫情经济

影响的不确定性导致
该指数调查结果波动
加剧。

“ 新 的 工 作 方 式
正在挑战传统金融中
心 的 概 念 。 例 如 ，
实体的伦敦金融城经
济上饱受新冠疫情折
磨，而英格兰东南部
的金融服务今年表现
却很棒。”

上海挤下东京，拿
下第三名；香港和新
加坡则分居第五、第
六位。

虽 然 在 最 新 调 查
中，伦敦与纽约的距
离拉近，但一些应答
者说，英国脱欧的影
响短中期内可能降低
伦敦的吸引力。全球
银行业到目前为止仍
将伦敦做为进入欧盟
的门户。

待12月31日英国脱
欧过渡期终止，伦敦
金融城就会失去欧盟
准入权限，未来接触
欧盟客户的渠道将不
稳定。

【路透新加坡】周
五公布的海关数据显
示，俄罗斯8月连续第
二个月成为中国最大石
油供应来源；沙特阿拉
伯对华供应量大减三分
之一，名列第二。

中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布的数据显示，俄罗
斯 8 月 供 应 5 8 0 万 吨
原油。这相当于 1 3 7
万 桶 / 日 ， 同 比 减 少
3.7%，7月时为174万
桶/日。

同比变动幅度是路
透计算得出，因海关未
提供此项数据。数据显

示，沙特8月对华供应
量为526万吨，相当于
124万桶/日，同比减
少32.5%。

今年1-8月，俄罗斯
对中国的原油出口仍以
5,710万吨居冠，同比
增加15. 6%。由沙特
进口的原油为5,580万
吨，同比增加6.1%。

伊拉克在7月是第二
大供应国，8月对华出
口460万吨，较7月下
降2 0%。伊拉克已经
开始削减产量，以弥
补之前未履行的削减
供应配额。

伊拉克上个月的进
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2020年至今增长
了33.9%。上个月，中
国从美洲的进口激增，
来自巴西的进口量同比
增长75%，达到415万
吨，而来

自美国的进口量增
长了一倍多，达到223
万吨。8月份，中国的
原油采购总量较7月和
6月的火热水平有所下
降，随着库存攀升和
加工利润率收窄，预
计未来几个月还将进
一步下降。

俄罗斯8月连续第二个月

成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来源

【凤凰网汽车】德国
《汽车周刊》9月27日报
道，奥迪汽车将与一汽
深化合作，成立新合资
公司。知情人士透露，
奥迪将与一汽的合资公
司，将进一步加深奥迪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奥迪极其依赖中国
汽车市场，今年第二季
度超过一半的销量来自
中国，201 9年，奥迪
三分之一的汽车来自中

国。截止发稿，奥迪拒
绝对此进行评论。

根据知情人士，奥
迪和一汽仍在谈判中，
两家公司在讨论新电动
车工厂的选址。奥迪和
一汽的新合资公司将主
营电动车，将使用奥迪
和保时捷的PPE平台，
预计第一款合资车型可
能来自奥迪E6和EQ5系
列，很可能会是E6。

知情人士还表示，目

前还不确定新合资公司
是否会生产保时捷的电
动Macan。保时捷在德
国莱比锡工厂使用PPE
平台生产电动Macan，
内部命名为NF。

此前，大众集团CEO
迪斯委托奥迪CEO杜思
曼(Markus Duesmann)
拓展中国业务，推出更
多“特斯拉克星”的车
型，杜思曼还兼任中国
业务负责人。

奥迪将与一汽创办新合资公司 主营电动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纽约仍领先伦敦位居榜首

在周五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调查中，纽约仍然
稳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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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再加上亲眼看到身
边很多人都被骗过，有的甚
至被骗得倾家荡产，我更加
觉得这一句话还是很适用在
当下这个社会的。不知不觉
中，我为人处世、与人相处
都开始凭着这一生存法则，
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
我觉得人心难测，对谁都得
留个心眼，不能跟人掏实
底，要不然容易吃亏上当，
只要自己没有害人之心就
可以了，这样既能保护自
己，也能在人群中博得别
人的好评。

接受神的末世作工后，
我依然按着这一生存法则行
事为人。当看到神要求人单
纯敞开做诚实人时，我只是
敞开一些不涉及自己切身利
益的小事，对于自己认为严
重一些的败坏，我都尽可
能地回避不谈，唯恐敞开后
弟兄姊妹会因此贬低、小瞧
我。当带领在聚会中针对
我作工作应付糊弄的情形修
理对付我时，我心里就满了
抵触和猜疑，心想：“带领
怎么总是当着弟兄姊妹的面
解剖我的情形，对付我呢？
这不是明摆着不给我面子让
我难堪吗？可能是带领看我
不顺眼，所以才总挑我的毛
病。”当看到别人被提拔而
自己始终没有被提拔时，我
心里更是痛苦难熬，就会猜
疑不提拔我是因我没有培养
价值，因此心里满了误解、
埋怨，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发
展前途，再追求也白搭。因

着我临到事总是心存防备、
猜疑，不能单纯敞开寻求真
理解决，导致我对神的误解
越来越深，与神的关系越
来越疏远，随之我的情形也
越来越不正常，祷告神没
话说，看神的话心不能安静
在神面前，尽本分也没负担
了，以至于最后失去圣灵作
工落在了黑暗中，对本分中
出现的问题丝毫看不透，也
不知该如何解决，工作果效
更是一落千丈。

就在我痛苦、彷徨无路可
走时，我看到神的话说：“
你是一个很诡诈的人，那你
就对每件事、每个人都有防
备之心与猜测之意，所以你
对我的信也是建立在猜疑的
基础上的，这样的信是我永
远都不能承认的。既然没有
真实的信，那就更谈不上更
真的爱了。你对神尚且还能
怀疑，还能随意猜测，那你
无疑就是最诡诈的人了。”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到
底怎样认识地上的神》）揣
摩着神的话，我不禁想起自
己平时的流露，心里不由得
一惊：我所表现的不就是和
神的话说的“对每件事、每
个人都有防备之心与猜测之
意”一样吗？那我不就是神
眼中的诡诈人吗？此时“诡
诈人”三个字犹如针一样扎
在我的心上，使我痛苦难
当。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
本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
人之心不可无”的原则与人
相处就是人群中的好人，因
此多年来，我对待人、对待
事都是凭着这一法则。但万
万没有想到，这样实行的后
果竟然使我成了一个地地道
道的诡诈人，这也就意味着
我所持守的“害人之心不可
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
法则是不符合真理的，是与
神的话相对立的。看到自己

持守多年的做人的原则顷刻
间被神的话否定、推翻了，
我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但事实摆在眼前我又不得不
承认。

于是，我静下心来揣摩寻
求，重新审视这一法则。在
神的开启下，我渐渐地对它
有了一些认识与分辨：“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好
像挺有道理，挺合乎人的是
非观念，并没有什么错误之
处，因为它只是让我们防备
人，并没有让我们存着歹心
去害人，而且这样实行既能
保护自己免受他人坑害，又
是在学做“好人”，但若仔
细解剖就会发现，这正是撒
但败坏人的一种极其阴险狡
猾的手段。这话无形中是在
告诉我们对谁都不能相信，
任何人都有可能害自己，对
任何人都要留一手，这样一
来，人与人之间你防备我，
我猜疑你，谁也不相信谁，
甚至互相算计、敌视，以致
人类变得越来越败坏，越来
越虚伪、狡猾、诡诈。而且
更严重的是，受这一撒但生
存法则的支配，当人面对可
爱而善良的神时，也会猜测
神、防备神，认为神也会像
人一样诡诈、恶毒，神所作
的也会对自己不利。因此，
无论神怎么爱人，怎么为
人着想，人都不会轻易接受
神、相信神，更不能理解神
的良苦用心，相反都是用猜
疑、诡诈的心来看待神所作
的一切，对神满了误解、埋
怨、悖逆与抵挡，这也就
达到了撒但利用这一法则来
败坏人、毒害人，让人远离
神、背叛神的目的。可我没
有一点分辨，丝毫没有看透
撒但的这一险恶用心，错把
它的鬼话当作做人的原则来
遵行、持守，以致变得越来

越诡诈：就像自己临到审判
刑罚、修理对付时，神的心
意是借着各种实际环境让我
反省认识自己，寻求真理达
到败坏性情得着洁净变化，
可我却不从神领受，也不从
正面进入，还怀疑是弟兄姊
妹跟我过不去，是神不看重
我，导致我对神的误解越来
越深而失去圣灵作工落在黑
暗中。可见，“害人之心
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完全是撒但坑害人、败坏人
的谬论邪说，凭它活着只
能使人越来越圆滑、诡诈，
站在不义之人的角度上来猜
疑人，防备人，误解神，远
离神，最后只能遭神厌憎，
失去圣灵作工活在黑暗中，
自己痛苦不说，更严重的是
还会失去蒙拯救的机会。此
时，我才看清了“害人之心
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根本不是做人该有的原则，
而是撒但苦害人、愚弄人的
诡计，更是撒但败坏人，让
人失去正常人性，让人远离
神、背叛神的邪说谬论，凭
它活着只能因抵挡神而被神
厌弃、淘汰。

过后，我又看到神的话
说：“神有信实的实质，所
以他说话向来都是可信赖
的，他作事更是让人无可挑
剔、无可疑义的，所以他喜
欢对他绝对诚实的人。所谓
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凡
事都不对他作假，凡事都向
他敞开，不隐瞒事实，不做
欺上瞒下的人，不做仅仅
是讨好神的事。总之，诚实
就是做事、说话不掺水分，
不欺骗神，不欺骗人。……
若你有很多隐私难以启齿，
若你很不愿意将自己的秘密
也就是自己的难处与人敞开
来寻求光明之道，那我说你
是一个很难蒙拯救的人，而
且你是一个在黑暗中难以露

出头脚的人。若你很喜欢寻
求真理之道，那你是一个在
光明中常活着的人。若你
很愿意做一个神家中的效力
者，默默无闻，勤勤恳恳，
没有索取，只有贡献，那我
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圣徒，因
为你不求报酬，只做诚实的
人。若你肯坦白，若你肯全
部花费你的全人，若你能为
神牺牲性命而站住见证，若
你是一个诚实得只知道满足
神不知道为自己着想或索取
什么的人，那我说这些人就
是在光明中得到滋润的人，
是在国度中永存的人。”
（摘自《话在肉身显现·告
诫三则》）从神的话中我明
白了，神的实质是信实的，
所以神喜欢诚实人，祝福诚
实人，只有诚实人才是做人
的标准，只有诚实人才合神
心意，才能蒙神拯救被神得
着。同时我也明白了做诚实
人的实行原则：诚实人说话
单纯敞开，没有谎言，一是
一，二是二；诚实人做事没
有欺骗，没有应付糊弄，不
欺骗神，不欺骗人；诚实人
心里没有弯曲诡诈，说话行
事没有不对的存心与动机，
不为维护个人利益、满足自
己的肉体而说而做，只为做
一个真正的人；诚实人心怀
坦荡，心灵诚实，能把心交
给神，把命献给神，不为自
己索取、要求什么，只求能
满足神。具备这些才是诚实
人，才是活在光明中的人。

明白了做诚实人的原则
以后，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开
始操练实行。与人相处时，
我有意识地以诚待人，心里
不存诡诈，不猜疑人，不
防备人，当我这样实行时，
与弟兄姊妹的关系越来越
正常，心里感到特别自由释
放，觉得这样活着真轻松。
在配搭尽本分中，当我流露

败坏时，我主动找姊妹敞开
交通认识自己，同时姊妹也
敞开认识自己的缺少，我们
之间不但没有产生成见而且
配搭更和谐了；聚会中，当
我结合神的话语敞开交通自
己的败坏时，弟兄姊妹并没
有像我想象的因着我流露的
败坏而贬低、看不起我，反
而都交通各自的经历认识帮
助我，使我看到了神对人的
爱与拯救；在尽本分中，
当我不再为自己的名誉地位
考虑，而是存着满足神的心
时，圣灵就在我身上作工，
开启引导我，使我在尽本分
中逐步明白了神的心意，尽
本分也达到了好的果效；在
祷告上，我也有意识地操练
跟神说心里话，与神有真实
的灵交。这样实行的时候，
我感到与神的关系越来越
近，也体会到神在我身边所
摆设的环境都是我生命的需
要，我从心里感觉神太可爱
了，对神的误解也消除了。
借着实际地操练、实际地经
历，我体会到做诚实人真的
能让人活在光明中，得着神
的祝福，做诚实人真是太有
意义，太有价值了！

在尝到做诚实人的甜
头的同时，我更加看清了  
“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
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撒但
法则对人的苦害与败坏。
凭撒但的这一法则活着，
人只能活在黑暗中，活在
败坏中，活在痛苦中，只
有做诚实人才能活在光明
中，才能得到滋润，得着
神的称许。从现在起，我
愿 意 重 新 做 人 ， 彻 底 弃
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
人之心不可无”这一撒但
法则，将诚实人作为我做
人的原则与标准，追求做
一个神喜悦的诚实人。
（来源：国度降临福音网）

做诚实人有快乐 文/安徽省 感恩

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中）

二、国民党回族将士的
抗日活动

日本法西斯的侵华行
径，同样激起了国民党军
中回族将士的抗日怒潮，
他们纷纷开赴前线，与日
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沉
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
嚣张气焰。

1938年4月，滇军中百余
名回族官兵，在副旅 长马
继武、桂协华等回族将领的
带领下，随 60军军长卢汉，
由云南开抵鲁南，参加台儿
庄大战。马继武率 183 师 
542旅一下火车即投入敌我
争夺台儿庄要隘的激烈战
斗，全体官兵经7天血战，
最后夺回台儿庄，给予侵华
以来长驱直入、节节进逼的
日寇精锐板垣、矶谷部以
沉重打击，粉粹了敌人直
取徐州的计划，大大振奋
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战斗中，马继武在旅长阵
亡的情况下，即刻整顿队

伍、增补兵员，乘敌人进
占立足未稳之际，率部猛
攻，夺回火石埠阵地，为
台儿庄大捷建立了功勋。
是役，马继武部有130余名
回族官兵壮烈牺牲。

抗战爆发后，以回族官
兵为主的马鸿宾部 81军和
马鸿逵部骑兵师，也奉命
开往绥西参加抗战。1939
年 7月，任绥西防守司令
的马鸿宾指挥军队在乌拉
脑包与日军展开激战，首战
获胜。不久，马鸿宾又指挥
参与了伊克昭盟之战和五原
激战。战斗中，与傅作义部
密切配合，以运动战与日军
在沙漠中周旋，经一个多月
十几次战斗，全部收复伊
克昭盟东北大面滩地区，
驻五原日伪军全部被歼，
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
的日伪势力悉被扫清。马
鸿宾及所率数千陇上回族
健儿，为绥西地区的抗战作
出了重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马
步芳即刻组成“骑兵暂编第
一师”，由师长马彪率领
东进抗日。骑一师由回、撒
拉、东乡、保安、汉、藏等
民族组成，共 8000多人，
其中回、东乡、撒拉等民族

官兵占部队总人数的70%以
上。1938年 4月，骑兵师奉
调黄泛区的扶沟、鄢陵、西
华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
任务。不久，日军一中队及
伪军千余人，侵入骑兵师防
区，马彪立刻指挥两旅兵力
三面围歼，乘敌不备，突然
袭击，杀得日伪军昏头转
向，最终全歼来犯之敌。
骑兵师大获全胜的捷报传
出，防区各县百姓纷纷箪
食壶浆，犒劳慰问，并赠
马彪“万民伞”，以示对
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

1939年春，骑兵师又调
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
区，防御淮阳一线日军。淮
阳为苏、鲁、豫、皖地区日
军侵占的主要据点之一，骑
一师所驻河防，地处平汉线
中段，关系华东、华中战略
要地，因此，日军不惜调集
重兵，增加防守，并做好随
时出击骑一师之态势。骑一
师进驻不久，即获淮阳日
军空虚的消息，马秉忠率二
旅立刻围攻淮阳城，经过
激战，攻占了淮阳西关。日
军退守淮阳内城，与二旅进
行对抗。时日军由开封调集 
100辆卡车的援兵，配以大
炮、坦克大举反扑。顷刻

间，炮火密集，硝烟弥漫，
敌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战
斗中，马秉忠始终身先士
卒，在冲锋中中弹身亡。关
键时刻，四团长马成翰接替
指挥，继续与敌人浴血奋
战。战斗正酣，师长马彪亲
自督战，指令一旅旅长马元
祥率部支援，并调轻骑兵迂
回敌后突袭，致使日军腹背
受击。在骑兵师将士的猛烈
攻击下，日军阵脚大乱，防
守崩溃，狼狈逃窜。

淮阳之战，马彪师消灭日
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
而其部伤亡也达2000多人。

不久，骑一师又歼敌骑兵
500余人，获战马数十匹，
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日军恼
羞成怒，又抽调重兵，配备
先进武器，向骑一师宝塔一
线的阵地实行强攻。马彪组
织反攻，迂回冲杀，以血肉
之躯与敌奋力拚搏。但因敌
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敌，
骑一师主力迅速撤退，留
百余名战士阻击敌人，他
们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
绝，不愿被俘受辱，乃全部
投水自尽，显示了回族抗日
壮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
英雄气概。

骑一师几次重创日军，

使敌人锐气顿挫。日军因此
称骑一师为“马回子军”
或“马胡子军”。1940 年9
月，骑兵师在皖北涡河北岸
的龙岗镇，又炸毁敌坦克1
辆，打死日军三四百人，从
此，马回子军”的声威传遍
敌战区，日军闻风丧胆。

在这场反抗日本法西斯
的侵略战争中，骑一师共有
3000多名回、东乡、撒拉、
保安等民族健儿为国捐躯，
血染疆场，谱写了可歌可泣
的爱国主义篇章。

抗战中，回族高级将
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
总参谋长、军训部长白崇禧
积极参与制定淞沪作战计
划，并亲临前线督战，后又
参与制定徐州会战方案，
成为台儿庄大捷的策划者
之一。在其代行第五战区司
令长官时，指挥领导了武
汉保卫战，并亲自指挥桂
南战役，率军与日寇激战
四昼夜，收复昆仑关，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
献。回族海军将领、国民
党海军第一舰队中山舰舰
长萨师俊，率中山舰全体
将士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
战。1938 年 6月，中山舰
赶赴长江参加武汉保卫战，

积极投入施放水雷、运输兵
员及担当警戒等任务。10月 
24日，萨师俊奉命率中山舰
封锁长江航道，以拦截逆流
而上的日本舰艇。这时，大
批日军飞机向中山舰发动猛
攻，萨师俊沉着指挥，组织
反击。但因敌机数量多，
火力强，经轮番轰炸，中
山舰多处起火，萨师俊双
腿炸断，但他坚持不离舰
艇，躺着继续指挥战斗，
后中山舰遭敌机重创，萨
师俊与全体将士同时遇
难。1944 年，桂林“中央
军校回族大队”的学员，经
短期训练后，即投入了著名
的虎牢关战役，他们与众将
士一起，共同阻击上万日寇
的进攻，写下了回族军校学
员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此外，榆关保卫战中血
战到底、壮烈殉国的东北军
营长安德馨，昔峰口战役率
大刀队奋勇杀敌、负伤而亡
的团长马光达，忻口会战中
为国捐躯的少校营长杨玉
林，使日军丢魂丧胆，在大
湖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副团长
郭志雄等无数的回族爱国英
烈，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
斗争，他们的英名将永远
彪炳中华史册。（未完）

文/马建春

发空愿欺骗佛菩萨 这样的事情你还在做吗

我们常常听人许愿说：“
我希望”、“我想要”、“
我愿意”……

然而却忘了“愿”是一种
对生命的承诺，最重要的是
要实践它。然而“说”总是
比“做”容易，因此常常有
人说了一大堆，却完成不了
多少，这就叫做“发空愿”。

1、愿要发，但切勿自欺
欺人

虽然说有发愿总比没发愿
好，但若发了愿，却没有办
法实践，还是要扪心自问，
是不是自欺欺人？

如果明知做不到，或根
本不想做，却还要发愿，那
就是欺骗。但如果是目标很
远、很难做到，但自己还是
想做，也愿意一步一步地往
前走，那就没有关系。

例如佛教教大家发学做菩
萨的愿、发成佛的愿，但成
佛、做菩萨的愿非常广大，
不能立竿见影，必须将累世
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好事，所
求的一点一滴的善法，所做

的一点一滴的布施，通通汇
归到成佛这条路上，所以要
在此生成佛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要发成
佛的愿，因为如果发了愿，
就算是种了善根，就好像一
颗种子，迟早会发芽，因为
已经有一点引子在那里了。

而且因为你曾经发了愿，
也愿意有一天能够做到，
你就会慢慢地实践它，总有
一天会实现的。但如果你心
中认为，我根本没有想要成
佛，也没有想要做菩萨，成
佛、做菩萨跟我一点关系也
没有，连发这个愿的心都没
有，那么你根本就不会产生
任何力量，激励自己往成佛

之路迈进，所以也永远都不
会有成佛的机会了。

另外，有的人担心如果做
不到所发的愿，会犯了欺骗
罪或妄语罪，所以干脆不要
发愿。其实这要看情况，也
就是要看你发愿的目的是什
么？例如你允诺他人说：‘
我发愿要做菩萨，我发愿要
赚钱来布施大众、护持佛
法，所以你先帮忙我，提供
我资源，等我成功以后，一
定会报答你的。

如果你这样说的目的是
为了取得别人的信任，以得
到别人的财富，那就是犯了
欺骗罪和妄语罪；相反的，
如果你心中并没有欺骗的意

念，但说了却没有能力做
到，那就没有关系。例如你
发愿想学插花，因为学会
后，不仅自己可以欣赏，也
可以美化环境，带给别人好
心情，真是一举数得。可是
到最后都没有去学，但因为
没有伤害到人或是让人受到
损失，所以没关系。

2、不发不切实际、不合理
的愿

发愿除了不能心存欺骗
外，也要避免发不切实际的
愿，做不合常理、根本不可
能实现的事。

像是发愿要把一堆沙子煮
成熟饭，沙子要如何煮成熟
饭呢？这就是不可能的事。

记得有一位居士，他每次
见到我，都说等他将来有了
钱，一定要供养我、护持我
的弘法事业，然而一次都没
有办法实践。我相信他的初
发心绝对没有问题，但如果
经过那么多次，还是没有办
法实现，那就要考虑自己的
能力来修正这个愿，而且愿
的大小也不在实质数量的多
寡，能有这个心才是可贵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发愿的
动机，不要担心做不到，因为
有愿才会有前进的力量；但若
发的是不切实际的愿，或是心
存欺骗，那就是不该有的行为
了。南无阿弥陀佛！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文/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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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名宿梁海量骑自行车摔倒住院 

媒体怀疑其中风

据了解，这名8届全英赛冠军在
南 雅 加 达 地 区 骑 脚 车 时 跌 在 路 中
间，其嫂子较后证实，梁海量目前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稳定，已经
接受详细检查。之后有媒体跟进报
道，怀疑他是中风。

梁 海 量 在 1 8 岁 一 战 成 名 ， 在
1 9 6 8 年 击 败 大 马 的 陈 奕 芳 夺 得
首 个 全 英 赛 男 单 冠 军 后 ， 接 着 在

1 9 6 9 年 至 1 9 7 4 年 完 成 7 连 冠 霸
业，最后一次夺冠是 1 9 7 6 年，成
为唯一夺得8次全英赛男单冠军的
选手。

他也6次帮助印尼队打进汤杯决
赛(1967、1970、1973、1976、1979、 
1 9 8 2年)，赢得4次冠军，是印尼羽
坛传奇人物。

（全体育）

印尼羽球名宿梁海量

【新浪体育】71岁的印尼羽球名宿梁海量在骑脚车时不幸

摔倒在路上，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新浪体育27日讯】男单前世界第
一李宗伟赞同世界羽联推迟亚洲巡回赛
至明年1月的决定，同时告诫球员们保
持坚强，利用剩余的空档为2021年紧
凑的赛程做好准备。

世界羽联周五宣布，在新冠疫情的
笼罩下，续办11月的3站亚洲赛事几乎
不可能，因此2020年赛季将展延至明
年1月的年终总决赛后才结束。

李宗伟对《新海峡时报》表示，
世 界 羽 联 遭 受 到 巨 大 的 压 力 ， 甚 至
他 早 前 也 因 为 羽 联 执 意 举 办 汤 尤 杯
而感到不开心。

尽管其他体育项目已陆续在前几个月
复赛，不过世界羽联自从3月暂停国际赛
以来，仍未能重启赛季，原本计划通过
10月3日的汤尤杯以及紧接着的丹麦公开
赛和大师赛恢复，但各国退赛后，世界

羽联被迫展延汤尤杯至明年，取消大师
赛，只剩丹麦公开赛如期举行。

外国媒体对欧洲站巡回赛遭亚洲选手
冷待感到不满，但是当世界羽联在周五
宣布推迟亚洲站时，这些质疑声浪也随
之销声匿迹。

李宗伟赞同推迟本赛季亚洲站比赛 

坚强迎接2021

李宗伟

【网易体育27日讯】
英超联赛第3轮，切尔西
做客对阵升班马西布朗。
上半场切尔西后卫接连失
误，主队卡勒姆-罗伯逊
梅开二度，加上中卫巴特
利打入一球，蓝军0-3半
场落后。下半场芒特和奥
多伊各入一球连追2分，
补时阶段亚布拉罕的压哨

进球3-3追平，最终艰难
拿到平局。

切尔西方面老门将卡
巴列罗因为近来出色的
表现继续首发，后防线
上蒂亚戈-席尔瓦和克里
斯滕森搭档中卫，詹姆
斯和阿隆索分别在两个
边路。后腰坎特和科瓦
契奇搭档，芒特、哈弗

茨、亚布拉罕和维尔纳
组成进攻线。出场阵容

切尔西（4231）：
1 3 -卡巴列罗/ 2 4 -

詹姆斯、 4 -克里斯滕
森、6-蒂亚戈-席尔瓦
（73’18-吉鲁）、3-
阿隆索（46’28-阿斯皮
利奎塔）/7-坎特、17-
科瓦契奇（46’20-奥多
伊）/19-芒特、29-哈
弗茨、11-维尔纳/9-亚
布拉罕。

西布朗（541）：1-约
翰斯通/2-弗隆、6-阿
贾伊、5-巴特利、27-奥
谢、14-汤森德/12-马
修斯-佩雷拉（91’28-
菲尔德）、 8 -利弗摩
尔、19-索耶斯、11-迪
安加纳（74’10-马特-
菲利普斯）/7-卡勒姆-
罗宾逊（66’4-罗布森-
卡努）。

【网易体育27日讯】西
甲联赛第3轮，皇马客场
3-2战胜贝蒂斯。第14分
钟巴尔韦德进球，第35分
钟曼迪头球破门，第37分

钟卡瓦略进球，第48分钟
贝蒂斯后卫埃莫森自摆乌
龙，第67分钟埃莫森吃到
红牌，第82分钟拉莫斯罚
进点球。

贝蒂斯出场阵容4231：
1 -罗布莱斯/ 2 2 -埃莫
森、23-曼迪、5-巴尔特
拉、15-莫雷诺/14-卡瓦
略、21-罗德里格斯/8-费
基尔（73’ 莫伦）、17-
华金（63’ 特略）、10-
卡纳莱斯/19-萨纳布里亚
（69’ 蒙托亚）。

皇马出场阵容 4 4 2 ： 
1-库尔图瓦/2-卡瓦哈
尔、5-瓦拉内、4-拉莫
斯、23-门迪/15-巴尔
韦德、14-卡塞米罗、8-
克罗斯（45’莫德里奇)、 
2 1 -厄德高（4 6’伊斯
科）/9-本泽马、18-约
维奇（72’马约拉尔）。

西甲-巴尔韦德破门拉莫斯点射 

皇马3-2胜10人贝蒂斯

皇马3-2胜10人贝蒂斯

英超-亚伯拉罕93分钟绝平!

切尔西0-3落后3-3升班马

切尔西0-3落后3-3升班马

【网易体育2 7日讯】 
2 0 2 0 - 2 1赛季意甲联赛
第 2 轮 ， 国 际 米 兰 坐 镇
主场迎战佛罗伦萨，本
场比赛是蓝黑军团新赛
季的首场正式比赛。上
半场比赛夸梅率先为客
队取得进球，伤停补时
阶段劳塔罗破门扳平比
分。下半场比赛劳塔罗
的射门造成塞切里尼自
摆乌龙，里贝里助攻卡
斯特罗维利和小基耶萨
进球反超，终场前卢卡
库和丹布罗西奥连扳两
球，国米最终4 - 3 逆转
佛罗伦萨，取得新赛季
开门红。

国米和佛罗伦萨在意
甲联赛中交锋过164次，
国米66胜54平44负占据
上风。两队最近6次联赛
对阵中，国米2胜4平保
持不败。本场比赛，国米
新援科拉罗夫首发出场，
阿什拉夫和比达尔进入替
补名单。

国际米兰（3412）：
1 -汉达诺维奇/ 1 1 -

科拉罗夫、 9 5 -巴斯托
尼、33-丹布罗西奥/14-
佩里西奇、77-布罗佐维
奇（7 4’ 2 2 -比达尔）
、23-巴雷拉（74’44-
纳 因 戈 兰 ） 、 1 5 - 阿
什利-扬（6 4’2-阿什
拉 夫 ） / 2 4 - 埃 里 克 森
（64’12-森西）/10-劳
塔罗-马丁内斯（78’7-
桑切斯）、9-卢卡库。

佛罗伦萨（352）：

6 9 - 德 拉 戈 夫 斯
基/22-卡塞雷斯、17-
塞切里尼、4-米伦科维
奇/ 3 -比拉吉、1 0 -卡
斯特罗维利、 3 4 -索菲
扬-阿姆拉巴特、5-博
纳文图拉（61’6-巴莱
罗 ） 、 2 5 - 费 德 里 科 -
基耶萨（6 8’ 2 1 -利罗
拉）/11-夸梅（61’9-
弗拉霍维奇）、7-里贝里
（83’63-库特罗内）。

意甲-卢卡库建功丹布绝杀 

国米4-3佛罗伦萨开门红

国米4-3佛罗伦萨开门红



论抓起桌上的遥
控器，压一下，
头顶的水晶灯全

数亮起，再按一下，暗
了一半，再按一下，只剩
下中间的主灯亮着，再一
下，全暗了。
好好玩的新玩具哦，他的
手指头离不开遥控器了，
一下一下又一下，不断重
复按。
正常的父母亲这时候该骂人
了，但吴卫比论论更好奇，
他抓起另一个遥控器，按
一下，窗帘自己拉上了，
屋里顿时一片黑暗，再按，
窗帘打开，关上打开、打
开关上，像是有只隐形的
手似的，太有趣了！
玩够了窗帘，吴卫再按另
一个，这时歌声响起……
他心里一惊，大叫：“有
人！”
他一把抱起论论，蜻蜓点
水、纵身飞掠，迅即奔到
二楼阶梯。
歌声没停！
父子俩面面相觑，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吴卫眼观
四面、耳听八方，只听到
人声、未见人影……
那歌声很怪异，像被人鞭
打似的嘶吼不已。他抱着

儿子四处窜，查遍二楼每
个房间、一楼所有空间，
没有人！
“莫非是舅母说过的
CD？”回到客厅中间，吴
卫问论论。
拿这么深奥的问题问两岁
的小儿很蠢，但吴卫没有
别的办法。
论论接过爹爹手里的遥控
器乱按，窗帘打开、电视
打开、窗帘关上、冷气打
开、电风扇打开、窗帘打
开……然后，咦，嘶吼声
不见了，只剩下电视里的
男主角在对女主角说：I 
Love You.
这个比电灯更好玩，父子
俩头碰着头，轮流按钮、
合作无间，他们很有耐
心，一玩就是半个时辰，
直到确定每个按钮的功用
后，才放下遥控器去寻找
更好玩的。
二楼有四间房，主卧室、
书房、游戏间和小孩房，
他们先进主卧室，一张偌大
的婚纱照吸引了吴卫和论
论的注意力，婚纱照下面
标注着一行字：吴卫和周
茜馨的幸福，从这里开始。
那是“吴卫”和他的妻子？
他的视线落在“吴卫”身

上，同样的浓眉、同样的
刚毅线条、同样紧抿的
嘴角，除了相同的名字以
外，他和“吴卫”也有着
相同的脸庞。
至于周茜馨，她相当美
丽，柳眉、凤眼，五官细
致，鲜红的嘴唇微嘟，她
靠在“吴卫”的怀里，眼
底眉梢满载幸福笑意。
照片拍得相当好，但吴卫
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陌
生女人靠在自己怀里，即
使他很清楚照片中的男人
并不是自己。
把儿子放在软绵绵的床
上，他大步向前将照片取
下，打开阳台的门，将照
片面着墙摆在角落里，他
提醒自己要找个时间把它
丢了。
另一面墙上还有两张照
片，没有婚纱照那么大，
但也不小，那是“吴卫”
和他儿子的合照。
照片里的孩子也和论论长
得一模一样，同样的大眼
睛、深酒窝，同样喜欢撅
嘴吐舌头，那是蕥儿撒
娇时的动作，论论学起来
了。
吴卫没动这张照片，只是
仰躺在论论身边，想像照
片的空白处多了一张笑
脸……蕥儿的笑脸。
侧过身、深吸气，难怪娟
娟、关关都想念这世界的
床，比起古代，这里的床
明显舒服太多。
兴致一起，他抱起论论，
一大一小的两人在床上玩
翻滚。
他们把屋子里的每个东西
都摸了摸，洗烘衣机、吸
尘器、电脑、iPad、手机、
微波炉……通通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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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显然是稿前的最后新闻补
上去的，很简单，但标题甚
大：“斐将军突然下台！”

斐将军在他的国度中，一直被认为
权力十分牢固，可是却突然下了
台，他的职位，由他的一个副手替
代，他已被削除了一切权力，正遭
到软禁。
我和白素互望着。我们的假设，一
步一步，变成事实了。
这个“主宰会”，又显示了它非凡
的能力，在几天之中，就令一个握
有实权多年，看不出有任何垮台迹
象的将军下了台！
白素苦笑着：“希望我们别和它发
生任何牵连，那块玻璃……”’
她并不是怕事的人，她说到那块
玻璃时，本想想说：“不如把它
毁去了吧”，可是一定想到，这
样子未免太示弱了，所以她改了
口：“……我第一次……就建议把

它抛掉，现在，我仍然想那样。”
我吸了一口气：“知道那块玻璃在我
这里的，只有六个人。我想，这六个
人可以称为自己人！”
我自然是反对白素的提议，所以才如
此说的，为什么我反对白素的提议，
我也说不下来，总之，我觉得在整件
事未曾全部结束之前，这块神秘的
玻璃，一定还有用处。至少，不久之
前，它就给了我们一组电脑密码，所
以我不想就这样抛弃它。
白素侧着头：“还有那个青龙，他也
知道你有。”
我摇头：“我当着他的面，把玻璃还给
了酋长。酋长车祸丧生之前，玻璃落入
温宝裕之手，这一点，他并不知道。”
白素叹了一声：“卫，你想事情有那
么简单吗？酋长的死，如果是‘主宰
会’的精心安排，温宝裕他们曾在出
事的现场出现，能不被注意？”
一想到这一点，我也不禁感到了一股

寒意。我安慰自己：“不会有事吧。
包勃、酋长都受到了惩罚，裴将军了
下台了，我们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不会有事的。”
白素不出声，我有点对自己的胆小生
气，大声道：“就算是，我们也不是
没有见过大阵仗，好就好来，不好就
不好来，怕什么？”
白素望了我片刻，轻轻拍了几下
掌，“好卫斯理，雄风犹在！”
我挺了挺胸，“快去多搜集一下斐将
军下台的资料。”
资料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凡
一个将军下台，不会有什么公开的理
由，而官样文章，却又千篇一律。
又是两天，温室裕对那组数字的兴趣
也淡了，没有再来报告什么，那天下
午我出去和一个久不见面的朋友叙
旧，回家，看到客厅里有人坐着在翻
阅杂志，他抬起头来，我颇感意外，
竟然是青龙。

“海泱，事情可以简单一点，我说过，
爱只有要跟不要。”
“是吗？”她弯下身，把右脚的凉鞋脱
掉，直起身，她倔强的说：“再陪我跳
一支舞。”
他点点头，一样拉着手环着腰，两人的
步伐相随，只是……这次不管怎么跳，
总是不若第一次这么顺，因为她的右脚
要踩地时，身体会不平衡。
“海泱……”
“还记得有一次，我跟静就在这个海边
玩，踏浪的时候静叫我脱鞋，我懒，我
说凉鞋又不怕湿没关系，硬是穿着鞋去
踏浪，结果，我没把鞋子穿稳，浪一
来一去将我一只鞋子也卷走了。”她侧
过头，一样是这片海，只是天是橘黄色
的，海是有层次的蓝，那是个落日清晰
的傍晚。
看她陷进回忆，关梦君不舍甚至感到嫉
妒，不过他没有打断她。
他很清楚，唯有等海泱把症结点说出，
他们才有未来。

“你知道吗？那双鞋是静送我的礼物，就
这样因为我的懒惰丢了一只，再也不能穿
了，可那是静送我的，我就是舍不得丢，
但……一只鞋就不完整了，就算我舍不得
丢也不能穿了，你懂吗？”
他想起那收在白色箱子里的鞋，原来……
那也是池静留给她的东西……
“我的心就跟那双鞋一样，有一半的心丢
了，让静带走了，剩下的这半颗不再完
整，我还能陪你跳完美的华尔兹吗？你不
介意我踉跄的脚步吗？我不可能给得起一
百分的爱情，我早就没有一百分了。”放
开他的手，她弯下腰穿回鞋子，往后退了
一步。
这样是说清楚了吧，自此，他会退避三舍
了吧？！
“你怎么知道我介意？你怎么知道我要的
是一百分？”他没有急着拉回她的手，
看着她急于迥避的眼神，又只能在心底
叹气。
这是他今天在心底叹的第几口气了？海泱
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没有人不介意得到的不是完整的心。”
她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了，别人怎么可能
不介意？
唐海泱转过身，背对着沙滩越走越远。果
然，他没有跟上来！泪水再度不争气的掉
下来，她也绝对不能回头了……因为鞋子
早就已经丢了……
看着她的背影渐远后消失，关梦君没有离
开原地。
他介意的不是那一百分，是海泱连那剩下
的半颗心都不敢全然交给他，不能自己走
近，不能自己离开心结，那他们就没有
可能。
不过……他倒是有个法子能推她一把……

第八章

面对着一流的大厨手艺和美人，而且是在
舒适的环境下共进晚餐，关梦君的心却不
是在这两者中，而是飘得老远。
“学长？”
“…… (124)

(08)

生活的磨难，让我们对生活的
信念产生暗淡。
生活的伤痛，就是一种提醒。
不管我们遭遇如何困难的逆
境。
就算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治愈
伤痛。
请相信，四季有花开，双脚站
起来。

消

(81)

少白纵然想不承认，亦是势所不
能，只好一挺胸，道：“在下正
是那白鹤门下仅逃一死的左少

白。”
白衣人冷冰冰的说道：“那倒未必见得，
也许还有一位左文娟，左姑娘活在世
上。”
左少白已从盲、哑二妹中得知了左文娟携
函拜师的消息，此刻听那白衣人一口说出
左文娟的名字来，不禁一呆。沉吟了良
久，道：“不劳阁下费心。”
白衣人举手一挥，道：“咱们走。”
当先转身而去。两个青衣童同时转身，疾
随在那白衣人身后而去。
万良目光一掠高光，沉声说道：“抓住
他。”
那高光正要转身而去，却被左少白横身
拦住，冷冷说道：“高兄弟你要到哪里
去？”
高光道：“我去瞧瞧就来。”一侧身向前
冲去。
左少白长剑一挥，立时，幻想一片剑花，
挡住了高光道：“瞧什么去？”
高光被剑势迫退两步，道：“瞧瞧他们
的……”
突然一扬右手，一片银芒，疾向左少白打
了过来。左少白长剑疾起，勾起一圈银
虹，一把毒针即被击落。
但闻万良叫道：“此人假冒高兄弟，别放
过了他！”
左少白一提真气，疾跃而起，手中长剑“
云龙抖甲”，直向高光背后刺去。他虽然
听得了万良呼叫之言，但此人面目衣着无
一不似高光，心中怀疑不忍下手，剑势将
近高光背心时，突然一缓，划破了高光的
衣服。
高光似是自知难逃此危，陡然回手，一扬
右腕，又是一蓬毒针，打了过来。左少白
早已有备，看他右手一动，立时横里闪避
开去。
这一把毒针，陡然使左少白心中了然，此
人决非高光，因为高光不会使用此等暗
器，暗道：“刚才他已打出一把毒针，我

早该了解才是。”
正待运剑再攻，突闻高光闷哼一声，倒了
下去。
原来万良施出了“五鬼搜魂手”，遥遥击
出，伤了高光穴道。左少白左手一挥，提
起了高光，大步走回室中。
黄荣望了高光一眼，只见他紧闭双目，似
是伤的甚重，回头望了万良一眼，道：“
老前辈重伤了他？”
万良道：“老朽还没有此等功力。”
右手挥动，解开了高光穴道，只听高光长
吁一口气，睁开双目，望了万良等一眼，
重又闭上。
黄荣双目凝注在高光的睑上，道：“难道
世间真有如此相像之人，对方又能在这短
短不足一天的时间中找到……”
目光转到万良脸上，接道：“我瞧不可能
是人冒充。”
万良道：“老朽看法不同。”突然伸出手
去，在高光脸上一推，高光脸皮，应手而
脱。原来，这人是用石膏粉糊出高光的模
样。
黄荣摇摇头道：“厉害呀！厉害呀！这等
伪装之术，实可乱真。”
话未说完，高光突然一跃而起，左手疾
挥，准备打出毒针。
左少白动作奇快，假高光一跃而起时，他
已警觉，右手削出，正击在假高光的左腕
上,一把毒针，洒落地上。
万良左手拍出，“蓬”然一声，击在假高
光的右肩之上。
只听一声闷哼，假高光的右肩，顿时肩骨
脱落，跌倒地上。
黄荣长剑推出，剑尖抵在假高光前胸之
上，冷冷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人双目圆睁，瞪注在黄荣睑上，突然一
咬牙，闭目不语。
万良右手疾出，五指紧掐在那人咽喉之
上，冷冷说道：“想死么？只伯你难以如
愿。”
那人咽喉虽然被掐，仍然进出了冷冷的一
句话，道：“你们迟了一步……”两腿一
伸，气绝而逝。
黄荣呆了一呆，道：“他死了。”
万良道：“唉！老朽早应防到他这一着才
是，想不到竟是晚了一步。”
黄荣叹道：“好烈的毒药，老前辈出手够
快了。”
万良移开那假高光的尸体，严肃的说
道：“此刻的咱们才真正步入险恶之
境。”
黄荣道：“看情势那黄衣人在对方身份甚
高，只要咱们不放这黄衣人，他们决不敢
有所举动。”
万良道：“情势变化不同，如果左兄弟不
出手，他们也许不会骤下毒手，此刻就很
难说了。唉！他们瞧出了左兄弟的剑术乃
承续了天剑姬侗的衣钵，那时必置之于死
地而后快。”
黄荣道：“这么看将起来，那盲哑二姝的
判事、安排，都已经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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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电池日”回顾：

发新款电池续航里程提高16% 价格降14%
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二举行的“电池日”活动上，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布了其“无极耳电极”电池计划(极耳是电池正极突出

的那一小块)，可以提高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功率。特斯拉将在内部生产新电池，其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预计，这将有助于大幅降低成本，并使该公司能够以与汽油动力汽车相同的价格销售电动汽车。

“无极耳电极”电池
预计将降低特斯拉生产每
千瓦时电池的成本，这是
现代电动汽车中最常用来
衡量电池组容量的能源单
位。许多专家认为，降
低这些成本将使特斯拉
能够大幅降低其汽车的
价格，从而使电动汽车
更容易普及。

马斯克表示，特斯拉
通过移除极耳实现了这
一突破，极耳是电池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电池
和其所供电的设备之间
形成能量连接。这些新
的“无极耳电极”电池
尺寸为46毫米X80毫米，
因此被特斯拉称为4860
电池，将使该公司的电
动汽车电池能量密度提
高5倍，功率输出提高6
倍，并使特斯拉汽车的
续航里程增加16%。

提高新电池制造效率
也将使每千瓦时价格降低
14%，这最终帮助特斯拉
向与燃油汽车平价的目标
更近了一步。为了制造更
实惠的电动汽车，电池的
生产成本必须变得更低。
大量制造电池并使其随时
可用于汽车生产将降低汽
车成本，并将促使特斯拉
的电动汽车变得比燃油汽
车更便宜。

分析师们估计，要想实
现电动汽车售价与燃油汽
车相当，每千瓦时电池生
产成本要降至100美元。
虽然尚不清楚目前特斯拉
电池成本是多少，但14%
的成本降低很可能会让该
公司汽车像燃油汽车那样
便宜。《福布斯》最新估
计，特斯拉可能将成本降
至每千瓦时127美元。

马斯克说，这款电池

已经在该公司位于弗里蒙
特加藤路(Kato Road)的
试点设施生产。像大多数
汽车公司一样，特斯拉的
电池主要从生产商那里采
购，这样它就可以专注于
自己的核心业务，即制造
电动汽车。该公司2170
电池目前用于Model 3和
Model Y汽车，由松下在
内华达州的特斯拉工厂
生产。

但这些供应变得越来
越紧张。2018年，就在
特斯拉开始大规模生产
Model 3的时候，松下的
电池短缺加剧了特斯拉的
生产困境。马斯克批评松
下的电池生产速度限制了
Model 3和Model Y的产
能。松下首席执行官津贺
一宏预测，如果特斯拉继
续扩大业务，其电池产能
将“达到极限”。

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
开始自己生产电池，旨在
缓解这些瓶颈。最近的收
购、泄露的照片、专利
申请和杰夫·达恩(Je f f 
Dahn)发表的研究，都表
明了该公司向内部生产
电池方向的转变。达恩
是锂离子电池领域的先
驱，也是特斯拉电池研
究的负责人。

但特斯拉不会很快停
止购买这些电池。在“电
池日”前夕，马斯克表
示，该公司将继续使用松
下、宁德时代、LG和其他
公司提供的电池。不仅如
此，特斯拉还会从供应商
那里加大采购力度。

考 虑 到 特 斯 拉 的 雄
心壮志，这可能并非虚
言，Benchmark Minonal In-
telligence分析师卡斯帕·
罗尔斯(Caspar Rawles)表

示：“特斯拉不太可能切
断这些合作关系，它未来
的需求将需要供应商的产
能，尽管该公司目前正处
于垂直整合阶段。”

【完全无钴！特斯拉
将在能量密集型车型中使
用100%镍的电池】

马斯克宣布，他们将
从“钴”车型转向“镍”
车型。这解决了早些时候
提出的问题。这也能提高
效率。在能源密集型车型
(Cyber t ruck/Semi)中，
特斯拉将使用100%镍支
撑，而其他车型将使用镍
与其他化学物质的结合。
这确保了大批量生产是可
能的。马斯克再次重申，
他希望更多的人开采镍。

【马斯克：将使用全
新的生硅材料来制造电
池】

马斯克表示，我们将
使用新的生硅材料来大规
模制作电池。生硅阳极工
艺只需1美元/千瓦时的制
造成本，并提高20%的续
航里程。

【马斯克：特斯拉将
把电池直径提高一倍】

马 斯 克 表 示 ， 特 斯
拉电池尺寸已经从1865
增加到如今2170（前两
个数字为直径，后两个
数字为长度 ），现在
将增加到“4680”。新
的“4680电池”将需要大
约一年的时间来达到1千
兆瓦的产能，但特斯拉正
在考虑提高到每年2千兆
瓦。仅仅是外形因素的改
变，就能将每千瓦时的成
本降低14%，但特斯拉还
没有做到这一点。无极耳

的设计将使得电子的行进
路径更短，解决了增加电
池直径的最大问题之一。
这使电池模组更容易更快
并且连续地生产。

新的“4680”电池能
量密度提高5倍，续航里
程提高16%，动力提高6
倍，同时由于解决了连续
生产问题，特斯拉电池生
产线的速度提高了7倍。

【马斯克：特斯拉计
划将电池生产成本减半】

马斯克表示，他们将
制造一辆价格合理的汽
车，但电池的成本必须降
低。早期的进展是好的，
但下降的曲线正在变得平
缓，所以他们需要重新考
虑这个问题。特斯拉计划
将生产成本减半。

【特斯拉将把电池直
接内置于汽车结构中 每
千瓦时成本将降低7%】

马斯克表示，将把电池
直接内置在汽车结构中，
这项创新的灵感来自飞机
机翼上的油箱。结构电池
将减轻车辆的整体重量。
这将减少所需零件的总数
（减少370个零部件）并
加快生产速度。而且最重
要的是，这还将使每千瓦
时的成本降低7％。

【马斯克：期待上海
工厂实现100万辆汽车/
年的产量目标】

马斯克表示，特斯拉
过去一年的回报比较理
想，我相信未来也会一片
大好。在过去一年中，在
工厂扩张方面，我们上海
的团队在15个月内建起了
工厂。我们特斯拉是中国

唯一一个100%外资的汽
车公司。我们期待上海工
厂能实现100万辆汽车/
年的产量目标。

【马斯克：希望在全
球每个大洲都能有特斯拉
工厂】

马斯克表示，我们的
愿景是在每个大洲都有我
们的工厂。这能令公司流
动性和交付周期活动保
障。我们目前在中国已经
有了工厂，在美国已经有
了两个工厂，在欧洲 也
有工厂，未来希望在澳洲
也能建立起工厂。

【马斯克：2020年特
斯拉交付量仍能增长30%
到40%】

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交
付量在2019年增长了50%
，在2020年，尽管受到了
疫情的影响，但特斯拉交

付量仍将增长30-40%。

【马斯克：将在未来
大约一个月发布全自动驾
驶系统Autopilot的测试
版】

马斯克表示，自动驾驶
的行业平均水平是每百万
英里就会发生2.1起事故，
如果启用特斯拉Autopilot，
那么事故概率只有0.3起/
百万英里。马斯克表示，
他相信特斯拉自动驾驶车
辆能比人类安全10倍。

【马斯克：特斯拉计
划将电池生产成本减半】

马斯克表示，他们将
制造一辆价格合理的汽
车，但电池的成本必须降
低。早期的进展是好的，
但下降的曲线正在变得平
缓，所以他们需要重新考
虑这个问题。特斯拉计划
将生产成本减半。

继ISOCELL HMX/HM1
后，三星发布了第三代一
亿像素（108MP）图像传
感器HM2。HM2最大的变
化在于单位像素尺寸从
0.8μm缩小为0.7μm。
如此一来，传感器减小了
15%（1/1.52英寸）、
高度降低了10%，这更有
利于手机厂商做内部元器
件排布设计，外部模组的
大小和激凸程度也可减
缓。

HM2支持超级双核对
焦，支持9像素合一，
也就是等效2.1μm，以
1200万像素提高进光量，
拍着极限暗光照片，还支
持3倍无损变焦等。

除了HM2，三星还更
新了三款同样0.7μm单

像素的传感器，分别是
6400万像素的ISOCELL 
GW 3，4 8 0 0万像素的
ISOCELL GM5和3200万像
素的JD1。

其中，GW3的传感器
尺寸（1/1.97英寸）和
上一代4800万像素相仿，
支持四像素合一，支持
4K 60FPS视频录制。

GM5可配合潜望镜头
实现5倍以上光学变焦或
者超广角镜头，可录制
480FPS的1080P视频等，
支持四像素合一技术。

JD1则是目前业内最小
的3200万像素CMOS，传
感器1/3.14英寸。

目前，HM2、GW3和
JD1已经量产，GM5已经
出样。

高通发布了最新的7系列骁龙
处理器 - 骁龙750G，该处理器
集成了X52 5G调制解调器，支
持mmWave和sub-6GHz 5G，CPU
和图形性能相比骁龙730G均有
所提升。新芯片实际上是730G
的升级版本，提供了新的Adreno 
619 GPU，高通称其图形渲染
性能提高了10%（相比730G的
Adreno 618 GPU），并更新了
Kryo 570 CPU，性能比730G的
Kryo 470提高了20%。

750G还采用了高通更高性能和更
新的芯片所带来的其他改进，比如该
公司的第五代AI引擎，高通表示，该
引擎为基于AI的相机功能或语音翻译
功能等提供了20%的AI性能提升。更

新后的AI引擎还允许高通支持基于AI
的回声消除和背景噪声抑制。此外，

还新增了高通所描述的 “精选 “骁
龙精英游戏功能，比如该公司的游戏
色彩增强模式，用于为游戏添加更好
的色彩和细节。

750G的发布并不是为了取代
该公司已经提供了几个月的更
强大的（大概是更昂贵的）765 
/ 765G / 768G型号，该公司
似乎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宣
布其顶级7系列芯片的新更新。

但通过用750G这样的5G型号
取代730G，说明高通希望强调
在其芯片组产品线中为合作伙伴
提供更多的5G选择，此外，该
公司还承诺为其次高端7系列产
品线功能细分，也可以以更便宜

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更多高端功能。
高通表示，首批基于骁龙750G

的设备会在2020年底前上市，小
米已经宣布了使用该芯片组的未来
设备计划。

在 Disrupt 2020 大会上，主
持人与三家量子计算初创企业的
领导人进行了视频连线访谈，一
起探讨并展望了这项技术的未
来。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
观点，但 IonQ 首席执行官 Pe-
ter Chapman 仍表示 —— 距离
量子计算机的“桌面化”，或许
只剩五年的路程。当然，该公司
的首要目标，仍是致力于将量子
计算机缩小至机架的规模。

在 D-Wave Systems 首席执
行官 Alan Baratz 看来，IonQ 的观点
有些过于乐观。他表示，该公司运用
的超导技术，需要一套规模相当大的

特殊装置来给量子计算装置降温。
想要在五年时间里将规模缩小到

桌面 PC 机的尺寸，可能性是几乎不
存在的。Quantum Machine 首席执行

官 Itamar Sivan 也赞同了这一观
点，因为在实现该目标的漫漫长
路上，他们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
服。

Itamar Sivan 表示：“挑战不
在于寻找合适的材料、解决某些
非常具体的方程式、或任何特定
单一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多学
科协力才能应对”。

即便如此，Peter Chapman 
还是展望了这样一个未来，即
运用于军用飞机上的边缘型量

子机器。但这种应用的一大短板，
就是无法有效地通过云端来访问量
子计算设备。

三星第三代一亿像素传感器HM2量产发布：

尺寸进一步精简

高通发布骁龙750G：支持5G、速度更快、AI性能提升

初创企业CEO预计量子计算机可在五年内登陆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