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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5-31℃

泗水	 云天	 24-33℃

棉兰	 晴天	 23-30℃

登巴刹	 雨天	 25-31℃

坤甸	 云天	 23-33℃

今
日

宜	 嫁娶	理发	扫舍	移居

	 上樑	安门	除服	安葬

忌	 祭祀	作灶

生肖相冲		猴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月17日）

累计确诊 : 907,929 例
疑似患者 ： 73,243 例
新增病例 :  11,287 例
累计死亡 :  25,987 例
累计治愈 : 736,460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今日出版16版 

印尼华商微信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全球最多，超过2430万
例，达到24,306,043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
达到405,261例。印度累
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升至
10,558,710例，累计死亡
病例为152,311例。第三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升至=	
8,456,705例，累计死亡病

209,350例；第四俄罗斯累
计确诊病例升至3,544,623
例，累计死亡病65 , 0 8 5
例；第五英国累计确诊病
例为3,357,361例，累计死
亡病88,590例；第六法国
累计确诊病例为2,894,347
例，累计死亡病70 , 1 4 2
例；第七土耳其累计确诊
病例2,380,665例，累计死
亡病23,832例；第八意大
利累计确诊病例	2,368,733
例，累计死亡人数81,800
例；第九西班牙累计确诊
病例	2,252,164例，死亡人
数53,314例；第十德国累
计确诊病例升至2,038,645
例，死亡人数47,121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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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印尼西部时间
（WIB）12时00分，全国累
计病例已突破90万例，达
到907,929例，累计确诊逼
近100万例，16日至17日，
全国新增确诊11,287例，国
内疫情仍然严峻。过去24小
时新增死亡人数220例，全

国累计死亡病人数已突破
25,987例。全国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创单日新高达到
9102例，全国累计治愈患者
736,460例。截至1月17日全
国疑似患者为73,243人。

虽然印尼已于本月13日
开始在全国展开大规模接种
中国科兴疫苗，但是疫苗接
种并不是能立竿见影扼制新
冠疫情的持续扩散，国内连
续几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
过一万例,	16日全国新增确
诊14,224例，再创单日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新高。要
达到全国1.815亿人群的疫
苗注射，预计需要15个月，
似乎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所谓的“群体免
疫”(herb	immunity)。

雅京特区仍然是全国新
冠肺炎疫情重灾区，新增
病例持续攀升，医院现在
已经面临超负荷风险，16
日至17日过去24小时雅京
特区新增病3395例,	 其次
是中爪哇省新增病例1855
例，接着是西爪哇省新增
1491例，东爪哇省新增974
例，南苏拉威西省新增674
例，东加省新增454例，万
丹省新增283例，

日惹特区新增277例，巴
厘岛新增262例，廖内省新
增188例，苏西省新增168
例，北苏省新增140例，楠
榜新增118例，南加省新增
112例。(v)

16日全国新增确诊

14,224例，再创单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新高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9491万例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90万例
【雅加达综合讯】Worldometers世界实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香港时间1月17，全球

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9491万例，达到

94,912,821，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94.2万例，

达到2,029,525例。

【罗盘新闻网17日讯】
位于东爪哇省南海漳县
（Lumajang）的塞梅鲁火
山（Semeru）16日下午5时
24分左右再次爆发，与南
海漳县地区直接相邻

的 东 爪 哇 省 庞 越 县
（Probolinggo）九个镇均
笼罩在塞梅鲁浓浓的火山
灰之下，居民走出家门，
就能明显看见大片高耸火

山灰云。庞越县地方抗灾
机构（BPBD）负责人Ang-
git	 Hermanuadi周日（17
日）这样阐述。他同时也
呼吁当地居民注意火上可
能造成的潜在灾难。

依据印尼能源部火山及
地质危害防治局（PVM-
B G）数据，塞梅鲁火山
警报级别为第二高的「警
戒」。目前位在炽热烟雾

与火山灰云范围内的几个
乡镇居民已接获通知，必
须高度警惕未来数日的火
山活动。根据当地人所拍
摄的直击画面，可见厚厚
的火山灰云直冲天际，几
乎挡住白色天空，画面看
起来相当震撼。截至16日
下午，当地政府并未接获
因火山活动造成人员伤亡
的通报。(v)

东爪哇省庞越县九个镇

笼罩在塞梅鲁浓浓的火山灰之下

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16日下午5时24分左右再次爆发，庞越县当地九个镇笼罩在塞
梅鲁浓浓的火山灰之下。火山喷出的灰烬及浓烟估达5.6公里高，最远飘散至4.5
公里外，当局现已示警火山活动持续的可能性,并呼吁当地居民注意火上可能造成
的潜在灾难。

佐科威总统称 政府为今年国民经济复苏准备372.3 兆盾
【VIVA雅加达讯】佐科

威总统希望2021年将成为
应对新冠病毒(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转折点。不
仅在健康方面，而且从经
济角度来看，希望亦能完
全康复。

佐科威于日前在金融
服务管理局(OJK)举行的
在金融服务业会晤节目上
称，“政府继续努力加快
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复兴，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
20 2 0年期间，政府与财

政部以及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与我国央行和存款
担保机构(LPS)之间的合
作齐头并进，每一个问题
总是很快得到回应，共同
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年政
府希望这种合作能够继续
下去。”

据佐科威称，政府为国
民经济的复苏也已准备了
资金。该曾担任中爪哇省，
梭罗(Solo)市长的男士说，
政府为国民经济复苏准备了
372.3兆盾的资金。

国家元首称，“政府
已经准备预算372.3兆盾
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并
加速20 2 1年的国民经济
复苏。”

佐科威补充称，政府已
准备好各项政策来支撑经
济。此外，他也感谢创造
就业法如今已经颁布，而
其衍生法规和总统法规即
将发布。

佐科威总统接着说，“
其衍生法规将尽快发布，
俾使我们在全球主要市场

中更具竞争力。已经完成
的政府法规是投资管理机

构(LP I )或主权财富基金
(SWF)。”(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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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我们不能否认Covid-19的存在。根据2021年初的数
据，人们是否已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严格的评
鉴，或过度的担心在困扰人们？ 今天，没有比“确诊
新冠肺炎”更令人恐惧的了。这个词的污名很严重。经
历它的人们会感到恐惧。确诊的人即使康复了，他仍然
继续过着被隔离孤立的生活。 朋友远离了他，家人互
相怀疑。 “确诊新冠肺炎”的耻辱也许持续一生，而
从未真正停止过。毫不奇怪，许多人看到了下一波大
流行的到来。 新冠肺炎大流行Covid-19 Covid-19是一
种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毒。自2019年底以来，它首次
被发现并已迅速传播到各个国家。这种病毒是致命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症状。在经历轻度症状后，一些人死
亡，一部分人却康复了。 有三种常见症状，即发烧，
干咳和疲劳。有不寻常的症状，即喉咙痛，腹泻和头
痛，会导致味觉和嗅觉丧失。对于那些身体已经生病
的人，Covid-19非常危险。致命的疾病可能导致快速死
亡。 他们的寿命正在缩短。患者突然之间必须与与亲
人分手。到2020年底，多个国家／地区已经针对这种病
毒成功开发了疫苗。在2021年初，世界正在寻找最快与
最有效的方法，将疫苗推广到尽可能多的人群中。 因为
疫情导致经济的损失是巨大的，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
5.2％。这是数十年来最大的衰退（世界银行2020年数
据）。各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 2021
年，许多国家已经在为经济衰退做准备。其中包括投资
不足，工作机会减少，教育入学率下降，全球贸易强度
下降以及资源危机。发达国家已经准备好将经济增长率
降低7％。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正
在遭受类似的影响。现有经济活动预计将下降约2.5％
，从东亚到拉丁美洲的下降0.5％至7.2％（世界银行
2021年数据）。含义很简单，所有这些将使许多国家回
到贫困的深渊。卫生服务的质量下降，支持卫生服务的
旅游业和贸易行业已经消失，债务总额也有所增加。 疫
情影响生活 经济对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与政府对Covid-19
大流行采取的政策有关。不合理的政策会损害经济。开
明的政策将能够抑制大流行的蔓延，并发展经济。 需要
注意的一些数据。 2021年1月12日，全世界感染新冠病
毒的人数为91,319,654人。这大约占世界人口的1.3％
。在这些人中，死亡人数为1,952,979，占世界人口的
0.03％（2021年联合国地球化学计划）。所有人都是因
为既往疾病最后感染Covid-19而死亡。 Covid-19康复
的人数为65,316,716人。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所
有感染者中约有72％已康复。当然，所有这些数据都不
是完全准确的。数据在不断变化，而现有数据收集技术
的弱点使情况更加复杂。 印尼的情况呢？截至2021年1
月12日，大约有836,718人被感染。这大约是印度尼西
亚人口的0.3％。死亡人数为24,343人，约占印度尼西
亚总人口的0.009％。从该疾病中康复的人数为688,739
人，约占印度尼西亚总感染人数的82％。 几点考虑 首
先，到2021年1月12日为止，世界各地死于Covid-19的人
数约占世界人口的0.03％。同时，在印尼，因Covid-19
死亡的人数占印尼总人口的0.009％。利用这些数据，
政府制定的经济策，隔离患者的政策，持续使患者及家
人生活在恐惧中。 其次，该数据很小，但因为各国政府
都制定了类似的政策。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否与使许
多人陷入贫困，这里需要一种批判和明确的态度。许多
国家采取极端经济政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适当
的。 第三，必须根据数据和常识制定政策。常识涉及批
判性推理，这是一种不容易相信发生的一切的态度。不
能以恐惧为原则制定政策，更不用说随从了。在印度尼
西亚，由于教育质量低下和对宗教的浅薄理解，健康的
推理和批判性推理继续消退。 第四，媒体在炒作问题上
的作用也很大。为了增加经济利益，旧的坏消息也用来
炒作，不断用各种香料炒坏消息。这些都在社会的各个
层面引起了极大的恐惧，并导致了许  多误导的行为和政
策的产生。 第五，通常，政府抱怨应对大流行的医疗
设施有限。在此基础上，施加了社会限制，以牺牲许多
人的生计为代价。结果，如前所述，在大流行期间，许
多人失去了收入。他们不仅因为瘟疫而处于休眠状态，
而且由于经济困难而窒息。即使政府已经提供了社会援
助。 以下某些数据可以说明。正如中央统计局在2020
年底所说，印尼有超过2900万人受到与Covid-19相关的
政府政策的影响。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也飙升，触及近
1000万人。当然，这不包括政府未记录的隐性失业。我
有一个很强的猜想，真实失业人口的数字更大。 同样，
我们经常听到周围人失去工作或大幅削减工资的抱怨。
许多人陷入贫困。政府需要优化现有资源的利用，包括
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克服这一不足，以免牺牲许多公
民的生计。 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Indosat
记录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数据使用量最多增加了27％
（Sidik，2020年）。在2021年初，这一增长将继续，特
别是随着政府继续实施过渡性PSBB政策。 Telkomsel的
使用量也增长了22.8％。虚拟会议应用程序的使用增
加了75％，视频流服务增加了13.8％。两家公司的价值
在股票市场上也迅速增长。 自大流行以来，在世界股
票交易所，制药业获得的利润达到10亿美元。至少在美
国，开发疫苗的生物技术产业也正在赚取巨额利润，约
为后者的六倍。简而言之，Covid-19大流行的受益者是
有钱的人。他们的财富超过了数以亿计，处于死亡和
恐惧威胁下的其他贫穷之上。 不能否认Covid-19病毒
的存在。同样，健康危害也会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在
执行卫生规程方面纪律的重要性也很重要。另一方面，
有了2021年初的可用数据，政府是否需要继续更严格地
评估政策？我们对夸张的恐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怀疑，是否可以解除？

2021年初对Covid-19政策的评鉴

该债务比2020年11月
底记录的上升约2.77%
，在该月份，政府债务
录得处于5910.64兆盾的
数字。

引 用 上 周 末 财 政 部
APBN KiTa 的数据，政
府债务比去年同期有所
增加。这是由于新冠病
毒(Covid-19)疫情大流
行造成的经济衰退。

该 中 央 政 府 债 务 的
构 成 以 国 家 有 价 证 券
(SBN )的形式所主导。
录得至2020年12月底以
国家有价证券的形式达
5221.65兆盾,或占债务
的85.96%。

其 细 节 是 包 括 来 自
外汇和国内市场。从国
内市场收集到402 5 . 6 2
兆盾。包括国家债券共

3303.78兆盾，和国家夏
利亚(伊斯兰教规/Sya-
riah)有价证券721.84兆
盾。

而 来 自 外 币 总 额
1196.03兆盾。包括国家
债券946.37兆盾和国家
夏利亚有价证券249.66
兆盾。

与 此 同 时 ， 剩 余 的
政 府 债 务 来 自 贷 款 为
852.91兆盾或14.04%。
其中包括国内贷款11.97
兆盾和外国贷款840.94
兆盾。

更 详 细 的 是 ， 外 国

贷款的构成包括来自双
边 ， 多 边 和 商 业 银 行
贷 款 。 其 中 双 边 贷 款
333.76兆盾，多边贷款
464.21兆盾，和商业银
行贷款42.97兆盾。

从货币方面，该政府
债务由盾币货币所主导。
其数额占2020年12月底的
总债务的66.47%。

此货币的主导与债务
管理政策相一致，该政
策优先考虑国内来源，
并使用外币作为补充来
支持外币债务风险的管
理。(xin)

截至2020年12月底

政府债务达6074.56兆盾占GDP 38.68%
【Liputan6新闻网雅加达讯】截至2020

年12月底的政府债务达6074.56兆盾，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68%。

【印尼CNN雅加达讯】国
家抗灾机构（BNPB）向房屋
遭受地震破坏的西苏拉威西
居民承诺提供刺激资金。 

国 家 抗 灾 机 构 主 任
多 尼 • 莫 纳 多 （ D o n i 
Monardo）在周日（17/1
）的官方声明中说，已商
定的刺激资金数额是西苏
拉威西省政府通过国家抗
灾机构向中央政府提议的
结果。西苏拉威西省政府
希望中央政府提供5,000
万盾资金给房屋严重损坏
的家庭；2,500万盾给房
屋中度损坏的家庭，以及
提供1,000万盾资金给房
屋轻度损坏的家庭。

多尼确保地震造成的房
屋损坏将由政府负责。他
说，政府肯定会关注地震

灾民包括房屋受损，这将
成为国家抗灾机构与当地
省政府和县政府的共同责
任。但是，多尼没有进一
步解释提供这些刺激资金
的机制，其中包括将获得
资金的受害者标准。

根据国家抗灾机构收
集的数据，截止上周六
（16/1）晚，地震造成的
死亡人数达到56人。详细
地说，在马穆朱（Mamu-
ju）县区有47人死亡，而
在马杰内（Majene）县区
有9人死亡。国家抗灾机
构也记录，在马杰内县区
有637人受伤。严重受伤
者12人，中度受伤者200
人和轻度受伤者多达425
人。而马穆朱县区，有
189人因重伤而住院。

众所周知，于1月15日
在西苏拉威西省的马穆朱
和马杰内县区发生6.2级
地震。地震震中位于南纬
2.99度、东经118.9度，

震源深度为18.4KM，马杰
内西北4公里的坐标处。1
月1 6日又发生了一次余
震，地震足够强烈，持续
了大约5-7秒。（pl）

【雅加达罗盘网】联
合搜寻队伍仍在全力以赴
搜寻坠落于雅加达北岸
千岛岛屿海域的三佛齐
航空公司航班代码SJ182 
（Sriwijaya Air SJ182
）的飞机残骸和罹难者
遗体。搜寻工作1 7日已
进 入 第 9 天 。 印 尼 警 察
灾害遇难者身份鉴定识
（DVI）小组直到17日早
上9时已接收了18 8具尸
体袋，162具尸体袋已被
检察，还有2 6具尸体袋
正进行检查。

印尼警察灾害遇难者
身份鉴定识 Hery Wi-
j a tmoko警察上校于17日
表示，我们已派遣4小组
协助昨日进行搜救工作

的尸体袋，目前我们已
接收 3 5 1 具血清白蛋白
（DNA）样本，其中143
具血清白蛋白样本是前验
尸（an t em o r t em）的，
还有208具三佛齐航空遗
体的血清白蛋白样本，并
还有几个前验尸的资料需
要进一步进行检查。Hery 
Wi ja tmoko警察上校如是
说道。

已在9天通过血清白蛋
白和指纹进行检查中，有
24名三佛齐航空遗体已被
确认。之前，三佛齐航空
公司航班代码SJ182 从苏
哈机场出发起飞原本飞往
西加里曼丹坤甸市Supa-
d i o国际机场，起飞后几
分钟飞机在WIB（印尼西

部时间）大约14.55时失
联并证实钟已坠落于雅加
达北岸千岛岛屿海域。机
上载有62名乘客，40名成
人，7名孩子，3名婴儿和
12名机组人员。

此外，印尼海军水下
救援队12日下午已成功找
到三佛齐航空公司黑匣子
（black box）的飞行数据
记录器（FDR），印尼国
家搜救机构（Basa rnas）
至今未找到三佛齐航空黑
匣子另一个驾驶舱话音
记录器（CVR），实际上

就是一个无线电通话记录
器，可以记录飞机上的各
种通话。依计划，印尼国
家搜救机构于今日决定是
否继续对三佛齐航空进行
搜救工作。

开展搜索任务的印尼政
府机构官员班邦（Bam-
bang Suryo Aji）于17日
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国
际集装箱码头（JICT）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
在一个星期内对三佛齐航
空进行搜救的结果作出评
价。（yus）

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1年 1月17日）

顺序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1 雅加达 3395 227365 3738 1.64% 201669 88.70%

2 西爪哇 1491 112587 1347 1.20% 91041 80.86%

3 中爪哇 1855 102904 4485 4.36% 67867 65.95%

4 东爪哇 947 99377 6890 6.93% 84915 85.45%

5 南苏省 674 41036 688 1.68% 35503 86.52%

6 东加省 454 33612 873 2.60% 27168 80.83%

7 廖内省 188 27371 636 2.32% 25175 91.98%

8 苏西省 168 25600 569 2.22% 22016 86.00%

9 万丹省 283 22110 497 2.25% 11444 51.76%

10 巴厘岛 262 21292 587 2.76% 18346 86.16%

11 苏北省 78 19647 711 3.62% 16889 85.96%

12 日惹特区 277 16933 388 2.29% 11265 66.53%

13 南加省 112 16724 612 3.66% 14862 88.87%

14 巴布亚 32 14107 158 1.12% 8217 58.25%

15 苏南省 76 13068 656 5.02% 10677 81.70%

16 北苏省 140 11340 353 3.11% 8122 71.62%

17 中加省 95 10995 294 2.67% 9101 82.77%

18 亚齐省 18 9053 374 4.13% 7364 81.34%

19 中苏省 64 8863 170 1.92% 7399 83.48%

20 楠榜 118 8143 420 5.16% 5527 67.87%

21 廖内群岛 29 7554 186 2.46% 6744 89.28%

22 西努省 60 6543 300 4.59% 5080 77.64%

23 西巴布亚 12 6373 105 1.65% 5747 90.18%

24 马露姑 41 6080 90 1.48% 5047 83.01%

25 中苏省 63 5635 148 2.63% 3250 57.68%

26 北加省 25 5630 75 1.33% 3494 62.06%

27 朋古鲁 40 4266 135 3.16% 3870 90.72%

28 格伦打洛 9 4074 106 2.60% 3690 90.57%

29 占碑 52 3946 66 1.67% 2934 74.35%

30 西加省 26 3557 28 0.79% 3198 89.91%

31 邦加勿里洞 85 3481 63 1.81% 2769 79.55%

32 北马露姑 24 3115 94 3.02% 2580 82.83%

33 东努省 67 3044 87 2.86% 1739 57.13%

34 西苏省 0 2531 58 2.29% 1706 67.40%

【独立新闻网雅加达讯】
前些时候西苏拉威西省
发生地震袭击，卫生部
长布迪·古纳迪·沙迪京
（Budi Gunadi Sadikin）
前往该地震灾区医院慰问
当地灾民并提供医疗服
务。

“西苏地方医院由于
地震袭击遭到了很大的损
坏。因此许多受伤的居民
被安置在房间外面。但
是，现在已经有了好的帐
篷，锡江的卫生工作者也
提供了帮助。也有完整的
药品，以便可以在这里进
行手术。我感谢抽出宝贵
时间的医生和护士们为广
大灾民提供服务。”布迪

周日（1月17日）在西苏
拉威西的新闻声明中如是
说。

布 迪 还 听 取 了 地 震
灾民的援助要求，他还
承诺将很快满足这些需
求。布迪还邀请该地区
的医生继续帮助地震受
害者。因为直到现在仍
然需要医生，尤其是骨
科医生的援助。

布迪还说，卫生部通过
Mamuju 县的卫生小组对
地震管理作出积极作用。
如卫生小组派遣大力神直
升机到达灾区。卫生部还
派出了25辆救护车、4个
顾客设备帐篷、顾客药品
和威盛物流。（adr）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讯】
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
（PPATK）主任迪安·埃
迪安纳·雷（Dian Ediana 
R a e）称，政府解散捍卫
伊斯兰阵线（FPI） 后而
银行账户资金仍在继续流
转，这是不合理的事。迪
安认为PPTTK需要追踪FPI
的财务足迹，因为财务活
动是社区组织所有活动的
组成部分。

“这是组织的重要金钱
组成部分之一。政府解散
FP I后而银行账户资金仍
在继续流转，我感到很不
可思议的事。”迪安周日
（1月17日）在优酷频道
上进行的虚拟讨论中如是
说。

迪安说：“因此，我们
确实必须采取措施，确定
是否有违反政府法规的行
为。”

迪安表示，封锁FP I银
行帐户的目的是找出迄今
为止FPI资金来源和用途。
封锁FPI帐户和与该组织有
联系的人员，例如Munar-
man也使他们更容易追踪
所获得资金来源和资金流
动去向。

“如果没有封锁FP I银
行帐户资金仍在继续流
转，我们无法检查。因为
我们在政府做出决定时会

对其进行衡量，所以我们
先将其封锁。目前我们正
在进行分析过程，截至目
前，PPATK暂时冻结了FPI
及其关联公司的89个银行
帐户。

PPTTK正在进行的分析
过程仍在进行中，因此无
法断定是否存在犯罪行为
的指控。稍后，分析和检
查的结果将提交给国家警
察。（adr）

西苏拉威西省发生地震导致56人死亡

多尼确保地震造成的房屋损坏将由政府负责

上周五（1月15日）西苏拉威西省发生6.2级地震中，已导致56
人死亡，数十名居民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现场满目疮痍，许
多居民仍流离失所。图为一辆汽车在地震被严重损坏一景。

进入了第9天海上搜寻Sriwijaya SJ-182空难罹难者遗体

卫生部长布迪前往西苏省地震灾区

慰问当地灾民提供医疗服务

PPATK主任称不可能FPI被解散而银行资金仍在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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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的
新闻稿称：“若我们能
够建造面积为20万公顷
的养虾池塘，在两个收
获期每公顷每年产量为
80吨，因此，根据经济
研究，在一年内能获得
1200兆盾。”

他 解 释 说 ， 为 实 现
上述指标将采取一些步
骤，即通过至2024年开
发总面积达20万公顷的
养虾池塘。

目前，我国白对虾的
年产量低于1 0 0万吨，

比中国、厄瓜多尔、越
南，及印度更少。

海事与渔业部长说，
开发总面积为20万公顷
的养虾池塘，不仅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虾
子生产国，而且能够建
立稳固的安全体系，来
保护我国的海洋财富。

除了开发养虾池塘之
外，海事与渔业部亦将
提高社区经济，在全国
各地区兴建水产养殖村。

水产养殖村，例如鲶
鱼养殖村、Pat i n鱼养殖

村、虾子养殖村，至鲷
鱼（kakap）养殖村。海
事与渔业部将与地方政
府建立合作，来实现发
展水产养殖村。  

“未来我们必须与地
方政府设计在一个地区
建设水产养殖村，在那
儿进行上游到下游的过
程。我们只需要好好管
理来自私营企业或国家
的融资，”他阐述。

该两项活动是我领导
部门的优先计划，符合
于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
业的宗旨。

此前，海事与渔业部
定下指标，水产养殖业的
产量，从2020年定下1844
万吨产量的指标，到2021
年增至1947万吨。

与此同时，海事与渔
业部水产养殖业总局长瑟
拉默（Slamet Soebjakto）

声称：“海事与渔业部
水产养殖业总局定下指
标，及具有优先计划，
来提高在2021年水产养
殖业的产量。”

他续称，在2021年水
产养殖业的产量指标为
7 9 2万吨，而海藻产量
1155万吨。

“ 虽 然 正 爆 发 大 流
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当
前的工作方式。为此，
我们必须最勤劳工作，
以实现制定的指标，”
他强调称。

他 进 一 步 称 ， 除 了
生 产 消 费 鱼 类 之 外 ，
在 2 0 2 1 年 的 其 他指标
是生产观赏鱼。我们将
加强与地方政府，包括
省份、县份、市政府进
行协调，以建立在全国
地区开发水产养殖业的
合作。 ( v n ) 

西爪哇省打璜（����������������
l�y�）市和肉丸面美食是
难以分开的两件事。 这
个城市里有许多面店，其
中之一是Gunung Pereng 肉
丸面店，这间店自1959年
已营业。除了提供自制的
面条外，烹饪方法还使用
木炭，因此有独特的香
气增加口感。图示Gunung 
Pereng 肉丸面店老板Ach�n 
(黄淑贞) 于周六（16/1
）在西爪哇打璜Veter�n大
街正在煮面的情景。（商
报/M�x M�nuhutu摄）

【安塔拉社丹绒槟榔
讯】丹绒槟榔农业检疫
中心记载，2021年1月期
间，廖内群岛宾坦县的橡
胶板出口已进军三个发达
国家，即美国、荷兰，土
耳其，总额达130亿盾。

丹绒槟榔农业检疫中心
主任Raden Nurcahyo Nu�
groho对记者表示：“虽然
宾坦县今年初发生暴雨和
水灾，但PBD公司作为橡
胶加工商成功向许多发达
国家出口橡胶板。”

他解释说，橡胶板是农
业半加工成品，并可再加工
成为各种产品的橡胶原料。

他解释说，汽车轮胎是
已最常见的其中一个橡胶
加工产品。

“制造个人防护设备产
品也需要橡胶，”他称。

他接着称，向荷兰出口

的橡胶板数量达226.8吨，
经济价值达到50亿盾、向
美国出口319.2吨，总额达
到71亿盾，及向土耳其出
口40.3吨，其经济价值达
到7亿9450万盾。

他保证，出口的橡胶
板已经过丹绒槟榔农业检
疫中心人员的严格检查，
包括行政监察，及卫生检
查，以确保该产品符合报
告，并无植物害虫。

“农业检疫作为经济工
具，保证向出口目的国出
口的农业商品受到好评，
肯定符合卫生和植物检疫
标准（SPS）的条件确保
产品的卫生，”他阐述。

除了出口种植商品之
外，丹绒槟榔农业检疫中
心亦已为向新加坡出口的
1061头猪发出证书，出口
额高达159亿盾。(vn) 

【安塔拉社坤甸讯】
西加省种植园局记载， 
2 0 2 1年初西加省棕榈果
串（TBS）价格，特别是
树龄10年至20年的棕榈果
串创下最高记录，比2020
年期间所定价格更高。目
前树龄10年至20年的棕
榈果串价格每公斤已达到
2109,05盾。

西加省种植园局局长
赫罗尼姆斯（He ron imu s 
H e r o）在坤甸对记者表
示：“20 2 1年初西加省
棕榈果串价格显示上涨

趋势。当然这对农户的
收入，及区域经济来说
是个好机遇，因为该西
加省优质商品对 社 区 经
济 和 福 利 做 出 巨 大 贡
献。”

他希望，棕榈果串、棕
榈仁油，及棕榈油的价格
继续保持稳定，并其价格
处于高位，以致在新冠病
毒疫情大流行期间，这一
向以来已发挥重要作用的
种植园部门能推动经济开
始恢复。

“政府将继续提供辅

导和协助符合履行的法
规，致使棕榈油工业能保
持对社区和地区的经济和
福利做出巨大贡献，”他
阐述。

与此同时，印尼棕榈农
协会（Apkasindo）西加省
主席英德拉（Indra Ru�
s t and i）对西加省棕榈果
串价格越来越高，而表示
欣慰。

“虽然爆发疫情大流
行，但西加省棕榈果串价
格反而继续缓慢上涨。虽
然降雨量很高，但这种情

况使棕榈油农户有精神提
高棕榈果。虽然现今进入
雨季。因为价格很好，
使农民更加努力提高产
量，”他称。

他希望，棕榈油价格和
吸收量能继续上升。

“印尼棕榈农协会完
全支持政府实施3 0%生
物柴油（B30）的政策，
因为深信能大量采购当
地棕榈油，以致种植园
领域的优质商品不会太
过依赖外国需求，”他
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7月，
印尼自由港公司的铜冶炼
厂建设进度仅达5.86%。

能 源 与 矿 产 资 源 部
煤 矿 总 局 局 长 利 德 宛
（Ridwan Djamaluddin）
评估，虽然建设进度远
低 于 原 定 2 0 2 0 年 达 到
10 . 5%的指标，但自由
港已经认真在进行建设。

他于上周五在雅加达

举行的视频新闻发布会
说：“自由港已经做了
很多事情。政府观察在
建设工地的活动，比如
征地、岩土测试、环境
影响分析等。”

利德宛续说，位于东爪
省锦石爪哇综合工业和港
口园区（JIIPE），生产阴
极铜的冶炼厂建设进度仅
达5.86%，实际投入1.59
亿美元。

除此之外，自由港还建

造贵金属精炼厂（PMR）
，建设进度达9.79%，实
际支出1980万美元。建设
进度远低于原定14.29%
的指标。

虽然建设进度尚未达
到指标，但政府强调，
根据煤矿法的规定，自
由港必须在3年内（2023
年）完成冶炼厂的建设
工程。

鉴于经济活动尚未完全
恢复正常，如果项目建设

受到阻碍，可能导致项目
无法按时完成，政府会考
虑所遭遇的情况。

“指标是2023年完成。
若事态发生变化，政府不
会视若无睹，因为指标并
不是惩罚或压制，而是建
造冶炼厂，”他说。

利德宛续说，在冶炼厂
建设项目中，政府允许自
由港与其他企业合作，因
为政府评估的主要义务是
建造冶炼厂。(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中央统计局（ B P S ）记
载，由于家庭消费指数和
通货膨胀率上升，2020年
农业和建筑工人的名义日
工资有所下降。

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利
延多（Suhariyanto）通过视
频记者招待会时说，在2020
年12月份，农业工人的工资
每天达到5万5921盾。

“这是来自各种工作的
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以
致若环比2020年11月份上
升0.13%，”他阐述。

他解释说，由于20 2 0
年12月份在农村的家庭消
费指数上升到0.58%，农
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0.45%。
在2020年12月份，建筑

工人的名义日工资环比比
11月份每天只有9万0807
盾上升0.01%成为每天达
到9万0816盾。

“因为在2020年12月
份出现0. 4 5%的通货膨
胀率，其实际工资下降了
0.44%，”他称。

工人的实际工资显示了
工人获得的收入/工资的
购买力。农业工人的实际
工资是农业工人名义日工
资与农村家庭消费指数之
间的比率，而建筑工人的
实际工资是建筑工人名义
工资对城市消费者价格指
数的比率。(vn) 

【安塔拉社外南梦讯】
东爪省外南梦县政府与
国电旗下企业I n d o n e s i a 
Powe r公司，开始敲定在
爪哇岛最东端建造风力发
电厂（PLTB）的计划。

Indonesia Power公司第
三项目开发副总经理亨利
（Henry Asdayoka Putra）
上周四与外南梦县县长
阿纳斯（Abdullah Azwar 
A n a s）进行视频会晤时
称：“这项风力发电厂有
望使化石能源的使用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少。

这是政府在2025年达到环
保能源占能源结构的23%
指标。”

他解释，外南梦县风力
资源丰富，非常适合建造
风力发电机。

在外南梦建造的风力发
电厂是我国推广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部分。
按照计划，这个50兆瓦风力
发电厂将在今年内建设。

“这项位于外南梦建造
的大规模风力发电厂，将
成为爪哇岛的第一个。因
此，公司希望外南梦县政

府提供支持，以便公司能
够立即为国家，特别是外
南梦做出贡献，”他说。

除了能源项目之外，亨
利说这项风力发电厂将成
为外南梦的新地标，并支
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Indonesia Power公司
第一业务发展经理阿迪
（Adi Hirlan Effendi）
称 ， 外 南 梦 县 尤 其 是
Wongsorejo镇风力资源丰
富，年平均风速为每秒
6.7米。120米高測量塔的
数据显示，Wongsorejo镇

的风速为每秒8.3米。
“非常好。公司预计

每台涡轮机将能产生4.2
兆瓦电力，这个风力发
电厂将生产170.3亿瓦时
（GWh），”他说。

进一步，外南梦县县长
阿纳斯对当地的风力发电
厂建设的计划表示支持。

“除了发电之外，这项
风力发电厂将成为年轻人
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教育
中心，使人们对使用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认识越来越
高，”县长如斯说。(er)

【安塔拉社根达里讯】
农业部通过农业检疫局根
达里分局，为东南苏省向
越南出口的48吨腰果签发
植物检疫证书。

上周五（15日）通过根
达里新港（Kendari New 
Po r t）运输的腰果（学名
Anacardium occidentale）
，总值大约9.39亿盾。

农业检疫局根达里分
局局长普拉亚特诺（N. 
Prayatno Ginting）提交植物
检疫证书后说：“这次出口
是在北布顿地方政府及其企
业家的合作下进行的，而农
业部农业检疫局对腰果进行
检疫，确保产品符合越南的
技术要求。”

东南苏在今年初对越南
出口腰果发运仪式由省长
阿里（Ali Mazi）出席并
提供全力支持。

省长指出，除了腰果之
外，东南苏省还有各种优
质农产品，比如椰干、可
可、大米、丁香、玉米、
胡椒、石栗和燕窝。

合规、合作和检疫信息
中心主任朱乃迪（Junai�Junai�
di）代表农业检疫局局长
称，种植分领域商品出口
机会和潜力巨大。

除了北布顿县之外，东
南苏省其他省份出口腰果
的潜力很大。

“东南苏省的几乎所有
县都是腰果产地，尤其是
穆纳（Muna）和布顿。我
希望这些地区的腰果也能

出口，”他说。
向三个国家出口农产品
与此同时，东南苏省北

布顿县政府成功把当地旗
舰产品出口到中国、澳大
利亚和越南。

北布顿县县长阿布·哈
山（Abu Hasan）称：“北
布顿县已三次把不同农产品
出口到三个国家。2020年出
口两次，以及今天。”

他说，2020年5月，北
布顿县与伙伴企业Inakom
公司出口1个集装箱白椰
干到中国。

“白椰干是北布顿县的优
势农业商品之一，椰子种植
面积达7000公顷，分布在北
布顿县6个镇，”阿布说。

进一步，2020年11月北
布顿县出口有机大米到澳
大利亚。

“有机大米是北布顿
县作为有机产区的主要商
品。在北布顿县生产的
有机稻田总面积达800公
顷，”他说。

今年初是北布顿县第三次
出口农产品。48吨腰果装在
三个集装箱，出口到越南。

“北布顿县的腰果种植
面积达7000公顷，年产能达
3000吨至4000吨，”他说。

阿布·哈山称，县政府
通过农业补贴和市场保证，
一直鼓励农民提高产能。

“农民只要专注于提高
产能，而政府将帮助农民
向国外寻找销路，”县长
如斯说。(er)

海事与渔业部长定下指标

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白对虾生产国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渔业部长

萨克蒂·瓦尤（Sakti Wahyu Trenggono）

定下指标，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白对虾

（udang vaname）生产国，年产量达到

1600万吨，而目前全国的年产量低于100

万吨。

宾坦省于今年1月份

向三国出口橡胶板总额130亿盾

比2020年价格更高

今年西加省棕榈果串创新高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截至去年7月

自由港铜冶炼厂建设进度5.86%

外南梦县政府与Indonesia Power合作

建造50兆瓦风力发电厂

自1959年已营业的传奇肉丸面店

中央统计局记载

2020年12月份工人工资下降

东南苏省向越南出口48吨腰果

总值高达9.39亿盾

在农园地区利用太阳能发电

图为西苏门答腊省��n�h D�t�r县N�g�r� P�nd�� S��e�村的
Le M�r��农园的农民在太阳能电池板下采摘辣椒。农民
使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夜间照明，并为农业工具和蔬
菜包装室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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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1月17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140.000  盾卖出 4.51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280.000  盾卖出 8.975.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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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就我国禁止出口镍矿石告上世贸

我国不会在威胁面前后退一步

简讯

将录得连续第二周周线跌幅
美元升势加速令金价下跌1%

因美元继续上行，盖过了黄金作
为通胀对冲工具的吸引力。此前美国
当选总统提出新的1.9万亿美元刺激
计划，金价上周五下跌逾1%，上周
线将连续第二周下跌。

1849 GMT，现货金下跌1%，至每
盎司1,827.90美元，盘中稍早一度
下跌1.3%，美国黄金期货结算价下
跌1.2%，至每盎司1,829.90美元。

美元指数有望创下2020年10月以
来的最大单周涨幅，这使得黄金对其
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更加昂贵。

白银跌3.1%，报每盎司24.74美
元，稍早一度重挫3.8%。铂金下跌
3.6%，至每盎司1,078.21美元，稍
早下跌4.4%，钯金下跌0.7%，至每
盎司2,391.77美元。

受累于中国部分地区封锁和美国刺激担忧
油价下跌逾2%

中国若干城市因新冠疫情复燃而
采取封锁措施引发的担忧，遏制了全
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中国的强劲进口数
据所引发的涨势，油价上周五下跌逾
2%，两大原油合约上周线均下跌。

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1.32美元，
或2.3%，结算价报每桶55.10美元。
美国原油期货结算价下跌1.21美元，
或2.3%，报每桶52.36美元。

上周早些时候，两大合约都触及
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上周均录得
周线跌幅，为三周来首次，布兰特原
油上周下跌1.6%，美国原油下跌约
0.4%。

尽管将录得周线上涨
英镑受市场情绪恶化拖累下跌

受全球风险偏好恶化打击，但此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11月全国封锁
措施对经济的打击比预想要轻，这为
英镑提供了一个底部支撑，英镑上周
五下跌。

英镑兑欧元仍有望创下4月初以
来的最佳周度表现。随着英国快速
推进其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市场
推迟了对英国实施负利率时点的预
期，英镑兑美元也将录得上周线上
涨。

盘中稍早，英镑兑欧元一度触及
近两个月高位。此前数据显示，英
国经济在11月萎缩2.6%，为去年4
月采取首轮封锁以来首次出现月度
下降，不过降幅远小于多数分析师
的预期，路透调查预估中值为下滑
5.7%。

由于实施停摆，全球经济复苏前
景明显恶化，这提振了美元。截至
1550 GMT，英镑兑欧元小幅下跌
0.2%，至0.8898英镑，稍早一度触
及0.8866英镑，为11月11日以来最
高。

英镑兑美元下跌0.7%，至1.3590
美元，触及三日最低，脱离前一交易
日触及的20个月高位1.3712美元。

  全球股市

我国贸易部长卢特
菲（Muhammad Lutfi）
表示，我国正在研究
欧盟的要求，并遵循世
贸组织商定的解决争端
程序规则。1月15日，
他在虚拟记者招待会上
说：“作为一个法治和
民主的国家，印尼将乐
于满足上述要求。”

根 据 贸 易 部 的 结
论，欧盟提出的要求是
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
印度尼西亚关于矿产和
煤炭开采的规则使这个
蓝色大陆的国家难以在
该行业竞争。卢特菲还

表示，我国政府致力于
共同努力，为印尼与欧
盟之间的贸易创造附加
值。然而，贸易部长对
欧盟提出的要求感到遗
憾。

原则上，我国政府
认为，我国拥有的规则
不仅能保护自然资源，
而且能确保商品对我国
有利。禁止出口原矿和
煤炭出于国内利益的考
虑，以推动镍制造业的
下游化和追求增加附加
值。

我国政府需要直接
增加镍矿的附加值，因

为它可以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和改善国家贸
易平衡赤字。贸易部长
说：“问题是这些规则
被认为是非法的，这是
他们的偏见。首先要在
小组中得到证明，我们
将捍卫我们的利益。我
相信，为了确保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性，我们走
在正确的道路上。”

工 商 会 馆 出 口 常
务委员会主席Handi to 
Joewono评价说，尽管
欧盟已就镍矿争端向世
贸组织（WTO）提起
诉讼，但未来出口国内
镍加工产品的机会还是
相当好的。Handi to认
为，随着我国目前进行
的镍产业化进程加快，
镍精炼产品的使用量据
信在未来几年也会增

加。Handi to说：“我
国镍精炼产品的出口机
会仍相当好，但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因为镍的
使用量增加了，加上政
府的鼓励，工业化快速
发展。”

他还评估说，欧盟
就镍争端向世贸组织
提出的要求不会对我
国镍加工产品的出口
业绩产生影响。印尼
企业家协会（Ap i n -
do）贸易部主席Benny 
Soe t r i s no建议政府邀
请欧盟中需要镍作为
原材料的公司到我国
投资。

据他介绍，考虑到
欧洲有如此多的融资来
源，欧盟企业在我国投
资的潜力很大。Benny
说：“欧洲有许多金融

机构提供的融资来源，
可以鼓励那里的公司在
我国投资。”

他接着说，随着政
府在回应欧盟就与我国
的镍争端向世贸组织提
出要求方面的严肃态
度，这完全有可能。与
此同时，印尼经济改革
中心（CORE）执行主
任Mohammad Faisal认
为，我国在处理世贸组
织争端方面的地位相当
强。

他说，欧盟的要求
被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世贸组织没有禁
止一个国家出口的规
则。Faisal说：“没有
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任
何规则，因为世界贸易
组织没有禁止一个国家
出口的规则。”(xf)

亚股

日经指数 28519.18  跌 179.08

韩国综合 3085.90  跌 64.03

香港恒生 28573.86  涨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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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欧洲联

盟(UE)将把我国终止镍矿石贸易的争

端升级到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政府表

示不会在欧盟的威胁面前后退一步。

【印尼CN N雅加达
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记载，2020年
第二周外国资本仍然继
续流入国内金融市场。

根据2020年1月11日
至14日的数据，在国内
金融市场上的非居民交
易录得流入或净购买为
4.77兆盾。

央行通讯部执行主
任艾汶.哈利约诺(Er-
win Haryono)日前在书
面声明中称，“其细节
是，在股票市场的净购

买为7.86兆盾， 和在
国家有价证券(SBN)市
场的净卖出为3. 0 9兆
盾。”

与 此 同 时 ， 根 据
2021年迄今为止的结算
数据，在国内金融市场
上的非居民录得净购买
为8.55兆盾。

然后，我国的5年期
信贷违约掉期(C D S )
溢价从2021年1月8日
的67.29个基点(bp s)
升至2021年1月14日的
71.59个基点。信贷违

约掉期是经常用于衡量
某一个国家风险的指示
器。

除了投资外，2021
年1月11日-15日的汇
率发展也保持稳定。
在1月14日交易日结束
时，盾币开盘价为每美
元兑1万4050盾。

10年期的国家有价
证券收益率升至6.17%
的水平， 而10年期的
美国国债( U S T )收益
率升至1 . 1 2 9%的水
平。(xin)

2020年第二周外资流入我国达4.77兆盾

图为上周日（17/1），中亚银行董事副总经理Armand Hartono（左上）在雅加达虚拟地
接收TUV Rheinland Indonesia公司董事总经理 I Nyoman Susila（右上）颁发的PCI DSS 3.2.1 
认证书和印尼BSI集团董事总经理Erna Damayanti（中下）颁发的ISO 20000-1：2018认
证书。该两个认证的存在对中亚银行给予倍感自豪，尤其是中亚银行数据中心，该
中心已证明在该银行的信息（IT）系统管理方面表现最佳。（商报/Hermawan摄）

中亚银行数据中心获得
PCI DSS 3.2.1和ISO 20000-1：2018认证书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全球夏利亚（伊
斯兰教规则）股票信托资
金料将在整个2021年继续
增长。虽然如此，不确定
的经济增长和可及性问题
是阻碍该工具业绩的许多
因素。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的数据，截至
2020年12月30日，美元的
Mandiri全球夏利亚股票信
托资金中的投资资金总
额达1兆4700亿盾，共有
6596万份股。

Infovesta Utama公司市
场研究主任Wawan Hen-
drayana称，整个2020年
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资
金的增长相当迅速。原
因之一是全球股票市场
业绩的飙升。

上周四（14/1）他对
记者说：“技术领域的
股票估值通常是该工具
的投资组合之一，已提
高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
资金的表现。”

另一方面，投资者对
这种信托资金的兴趣很
高。从全球夏利亚股票信
托资金的净认购额增加可

看出这一点。
根据Infovesta Utama的

数据，截至2020年12月，
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资
金管理的资金总额为8亿
6850万美元。与2020年初
的5亿1429万美元相比，
增长74.38％。

同时，截至202 0年
底，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
资金的总投资单位为6亿
3770万单位，比2020年1
月的4亿2930万单位增长
50.79％。

他说：“全球夏利亚
股票信托资金的增长速度
快于印尼夏利亚教股票信
托资金，因为我国的经济
复苏始于去年年底。”

Wawan预计，2021年
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资金
仍将录得增长。多样化投
资组合的投资者的利益和
需求支持了这一点。

他说：“该股票信托
资金很有吸引力，因为投
资者可进入印尼不存在
的公司，特别是在科技领
域，例如苹果，三星，微
软等。”

此外，他还表示，信
托资金的增长幅度也将得

到保险业的支持。Wawan
说，拥有以美元计价产品
的保险机构通常会将其资
金投入此类信托资金。

他说，今年的科技行
业股票也将继续增长，
尽管不及2020年的纪录
高。这将对收益的增长
产生影响。

虽然如此，仍有许多
因素会阻碍此类信托资金
的增长，其中之一就是可
及性。Wawan称，全球夏
利亚股票信托资金的最低
购买价值通常为1万美元
或大约1亿4000万盾。

他补充说：“这类信
托资金通常是通过银行的
财富管理服务提供的。”
此外，2021年我国经济增
长的不确定也可能会阻碍
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资金
的表现。这也与我国的冠
状病毒（COVID-19）疫
苗接种计划有关，该计划
可能在明年完成。Wawan
预计，今年全球夏利亚
股票信托资金的管理资
金量可增长约10％至15
％。该工具的资金额预
测为10亿美元至11.5亿
美元。（asp）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国会第十一
委员会评估，点对点
（P2P）借贷金融技术
业平台尚未有明确的规
则，无法保证我国民众
的安全。

上周四（14/1），
这显示在国会第十一
委员会和印尼联合资
助金融科技公司协会
（AFPI）的听证会上。

印 尼 联 合 资 助 金
融科技公司协会秘书
长Sunu Widyatmoko
称，P2P借贷金融技术
行业的贷款发放有所上
升，从2019年的58兆
盾增加到2020年的73兆
盾。

Sunu说：“即使我们
在2020年受到疫情大流
行的影响，这也代表25
％的增长。我们希望到
2021年，按照目前的趋
势，我们的发放金额有
望达100兆盾。”

响应 P 2 P 借贷行业
的发展，国会第十一
委员会基本上认为数
字化时代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我国民众仍
未有足够的数字金融
知识素养。

这就是为什么国会
委员会委员认为，仍然

有许多民众抱怨说他们
被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
劣势，因为他们无法区
分来自非法在线贷款与
官方和合法P2P借贷平
台。

国会第十一委员会
委员Mukhamad Misba-
khun认为，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条例不足
以仅作为金融科技贷款
平台的指南，尤其是在
安全和风险保证方面。

此外，在限制危害
民众的非法平台的扩散
方面，并克服针对银
行、融资公司、小额信
贷机构或庶民信贷银行
再造等更高级金融机构
的监管差距。

国会第十一委员会
委员Vera Febyanthy也
透露同一件事，因为该
行业也与金融服务中的
个人数据安全性问题密
切相关。

印尼联合资助金融
科技公司协会在回应国
会第十一委员会委员的
意见时表示的确需要
特殊条例，其中之一是
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
案，因此官方和有许可
证平台与非法平台有明
显区别，执法部门可以
更好地运行。（asp）

2020年P2P信贷发放达73兆盾

国会希望有客户数据安全性的保证

【Kontan网雅加达讯】
金融服务管理局（OJK）
允许点对点借贷（P2P）
金融技术（fintech）业者
进行受冠状病毒（Covid-
19）大流行影响的贷款
重组。此前，金融服务
管理局已允许银行业和
金融公司业向客户进行
债务的重组。

此规定包含在编号58
号/POJK.05/2020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POJK）
中，有关编号14 /PO-
JK.05 / 2020号的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修订，即有
关对2019年冠状病毒病蔓
延对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
的影响的反周期性政策。

印尼联合资金融资科
技公司协会（AFPI）坦
承，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点
对点借贷金融科技行业产
生影响。主要引起人们对
贷款风险增加的担忧。

金融服务管理局颁布
的有关贷款重组的新条
例有望成为控制该风险
的解决方案。上周四（14 
/ 1）印尼联合资金融资
科技公司协会公共关系主
任Andi Taufan Garuda Putra
说：“我们始终支持金
融服务管理局颁布的新
政策，以维持金融科技业
的增长和金融包容性，

并改善金融科技业的质
量。 虽然如此，接受或
拒绝此信用减免申请的决
定权归贷方所有。作为组
织者的金融科技公司仅与
贷方所有者进行沟通。对
于增加不良贷款风险的担
忧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因
为P2P借贷金融科技公司
已采用针对目前中小微型
企业（UMKM）业绩的信
用评分系统。根据最新的
借款人和贷方资料，金融
科技的信用评分系统会动
态变化。“因此，P2P借
贷金融科技行业的90天违
约率（TWP）越来越好。
该协会还通过金融科技
数据中心（FDC）服务为
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便利，
该服务可作为减少低质量
贷款申请的通用参考。此
外，该协会评估，从宏观
角度来看，中小微型企业
活动已开始恢复。该协会
表乐观，随着经济的复
苏，2021年金融科技的资
金发放质量也料将越来越
好。根据印尼联合资金融
资科技公司协会的数据，
截至2020年10月6日有87
个平台已接受借款人的
贷款重组申请。共有17万
3351个帐户由放款人提供
便利和批准，总额达5379
亿盾。（asp）

由于2020年快速增长

全球夏利亚股票信托资金今年料将继续增长

金融服务管理局允许

信贷金融科技公司进行贷款重组

滨口隆则着成功创业第十二部

538

【小公司的再投资4个选项】
①提升商品价值的【开发投资】
②提升认知力、营业力的【广告

投资】
③提升团队力的【教育投资】
④提升生产力的【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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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印尼机动车工业
协会（Gaikindo）公布的
最新数据，2020年1月至
11月期间，皮卡车零售
量达8万3325辆，同比下
降大约32%。但该降幅
不比2020年1月至11月期
间，所有的零售市场销
售同比剧降46%更糟。

与此同时，2020年10月
的皮卡车销量达9919辆，
接下来，2020年11月销量
提高成为1万0507辆。

2020年1月至11月期
间，皮卡车销售其中最大
的3个品牌，即铃木（Su-
zuki）New Carry型款汽
车，售出3万3407辆，大
发（Daihatsu）Gran Max
汽车售出2万1093辆和三
菱（Mitsubishi）L300汽车
售出1万3871辆.Gran Max
皮卡车销售占大发汽车在
2020年总销量的第2位。

 阿斯特拉大发汽车
（Astra Daihatsu Motor/
ADSM）公司营业经理兼
公共关系和规划经理雅
梅丽雅.詹德拉（Amelia 

Chandra）解释说，2020
年，大发汽车销售受3个
主要型款支配，即Sig ra
汽车售出2万 6219辆（
占26.2%），接下来是
Gran Max皮卡车售出2万
4297辆（占24.3%）和
Terios汽车售出1万4493
辆（占14.5%）。

雅 梅 丽 雅 声 称 ， 在
新冠肺炎（cov id-19）
疫情蔓延期间，如Gr a n 
Max的商用车部分更快恢
复，特别是因为供物流
业需求，因网上购物活
动提高。除此之外，也
有农业。“商业部分成
为经济复苏的推动力之
一，尤其是目前，政府
持续推动中小微型企业
（UMKM），因此，我们
看出2021年的商用车前
景仍很好。”

在2020年的汽车总销
售量，大发汽车市占率
17.3%，大发汽车销量
虽下降，仍比全国市场
的降幅更好。

根据印尼五十铃阿斯

特拉汽车（Isuzu Astra 
Motor Indonesia）公司披
露，该独家品牌营销商
的90%汽车销售是商用
车。2020年1月至11月期
间，五十铃Traga汽车销
量达到6102辆。

印尼五十铃阿斯特拉
汽车公司营业总经理阿
迪亚斯.阿斯里尔（At-
tias Asril）解释说，
物流工业成为五十铃商
用车销量提高的因素之
一。“但需要记载，如
果仅工业良好，但产品
不 能 被 市 场 接 受 ， 当
然，销量不会提高。为
此，在我国市场仅2年
内推出的五十铃Traga汽
车，市场接受反应非常
好而感到欣慰。”

今年，五十铃汽车公

司也看出商用车部分的
商机很明朗。阿提亚斯
阐称，去年第4季的销售
更好，致使五十铃汽车
公司看出2021年成为更
敏捷面对变化的机会。

为该商机，五十铃汽
车公司已为今年的商业
议程作好准备。“我们
正在作好准备，将进入
政府有关EU R 0 4条例，
该条例即将在2022年贯
彻，我们的出口仍在进
行，而出口目的国扩展
仍在研究阶段。”

虽是良好商机，阿提
亚斯声称，仍有必须面
对的挑战虽然今年已开
始疫苗接种方案，这不
会自然而然的解决所有
的问题，有可能发生动
荡的局势。（sl）

受物流领域推动

商用车部分前景仍明朗

图为商用车展览会一瞥。（档案图）

【Kor t a n雅加达讯】在商用车销售部

分，特别是轻型汽车，如皮卡车的需

求趋势相当好，数家独家品牌营销商

（APM）认为，这是受到物流部分的活

动所推动。

【Bisnis 雅加达讯】纺
织与成衣(TPT)企业家认
为，目前工业需需从根本
上进行改善。

这就是说，必须从上游
到下游全面进行改善，并
涉及所有利益相关者。

印 尼 纺 织 专 家 组 织
(IKATS I)总主席Suha rno 
Rusdi称，TPT工业是战略
性制造业。

该工业对全国经济结构
扮演很大的角色，对国内
生产总值(PDB/GDP)或外
汇储蓄作出很大贡献，因
为在2019年出口额达1500

万美元，而去年大约1100
万至1200万美元。

今年，该工业也能吸
纳劳动力大约360万人。
为此，佐科威政府把TPT
工业列入内阁工作计划的
9大优势工业。“可惜，
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非法
进口纺织品充斥市场，已
导致我国损失数兆盾。一
个案例是保税物流中心
(PLB)的职能失调，然后
在一个港口发现了数百个
集装箱的走私活动。上述
情况显然已阻碍纺织业的
增长，因为非法进口的商

务是不公平行为。”他这
么说。

他说，根据IKATSI调查，
非法进口纺织品的一个原因
之一，因为在国内的价格与
在外国的某些产品价格之间
的价格差异很大。

因为，每次发生产品走
私，他们找到两个地区或
国家的价格差异很大，这
些产品是纺织品、龙虾种
子，或其他产品。 

“为什么发生价格差异
很高，原因很多，例如供
与需不平衡、工业治理效
率很差、贷款利息竞争力

很弱、工业基础设施无法
支持。这肯定，造成价格
差异的原因确实很多。”
他这么说。

因此，走私行为不一定
是海关人员的过失，或港
口官员行贿，或官员试图
寻找额外收入。

他相信非法进口不仅上
述原因。每个国家都在实
施保障政策，保护该国的
工业。

他说，长期防止非法
进口纺织品的解决办法是
改变纺织工业的生存方
式。(lcm) 

纺织与成衣工业需从根本上进行改善

【安塔拉雅加达讯】
油气上游业特别工作单位
（SKK Migas）与工作合同
承包商在部门和其他机构支
持下，从今年开始将加速积
极钻井活动，以便至2030年
达到日产100万桶原油的计
划。

SKK Migas主任德威.苏
基普多（Dwi Soetjipto）
称，“如果2030年能达标，
则油气上游领域将记载我国
历史上最大的油气生产记
录。”

他指出，至20 3 0年，
生 产 1 0 0 万 桶 原 油 / 日
（BOPD）和12 MMSCFD（
百万标准立方英尺/日），
相等于320万桶原油/日。

油气上游领域做好准备 至2030年日产100万桶原油
此前的生产高峰发生于

1998年，达到290万桶原
油/日。德威声称，2030年
达到的生产量，也将成为
至2050年符合全国能源总
规划（RUEN）供应油气需
求的主要阶段。在全国能
源总规划中，2050年，预
计原油需求提高成为397万
桶原油/日和26 MMSCFD。

“这强调说，油气产
量必须提高，俾能支撑可
持续的工业原料和能源需
求。”

德威表达，2020年是油
气上游业艰难的时期，因

受到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肆虐和世界原油价格
下跌的影响。但SKK Migas
仍承诺，俾使油气上游业
能保持对全国经济的贡献。

钻井活动提高
SKK Migas规划副主任雅

菲.苏瓦尔廷（Jaffee Suar-
din）称，钻井将成为我国
增加油气生产量与储备。
未来，每年将持续把钻研
的油气井提高20%至30%
。“希望2025年至2030
年，每年已能钻研1000至
1100口油气井。”

他乐观认为，因提高生

产量的潜力仍很多，从128
口油气盆地，才20口油气
盆地已生产，和68口油气
盆地还未勘探。如能获得
正确的激励和刺激，投资
商们也准备在我国增加投
资。

他声称，20 2 0年落实
发展的油气钻井为268口
井，2021年，SKK Migas推
动钻井活动提高，成为616
口发展油气井。“定下指
标，修井活动（workover）
达到615口油气井和修井服
务也提高成为2万6431口油
气井。”（sl）

【Kontan雅加达讯】Prima 
Cakrawala Abadi（PCAR）
公司定下指标，今年销售
110万罐梭子蟹罐头和180
吨冷冻鱼产。从以上销
售，Prima Cakrawala Abadi
公司看好净利占3%至4%。

作为比较，截至2020年
9月底， Prima Cakrawa-
la Abadi公司记载，实际
净销售额达338.2亿吨，
但净亏损为117.1亿盾。
至今，Prima Cakrawala 
Abad i公司还未公布2020
年的财务报告。

Prima Cakrawala Abadi
公司总经理拉迪帝亚.瓦
尔达纳（Raditya Wardha-
na）称，Prima Cakrawa-
la Abadi公司计划，将从
内部现款筹备2 5亿盾资
本支出，供安南由（In-
d r amayu）的其中之一家
工厂装修预算。该措施成
为Prima Cakrawala Abadi
公司今年业绩能达指标。

拉迪帝亚对记者称，“
经理部计划，2021年将积
极提高锡江（Makassar）
工厂和安南由工厂的梭子
蟹产量，希望1月底安南
由工厂已能运行。”

运行之后，安南由工
厂每月能生产45吨至6 0
吨。如此一来，如果与锡
江工厂产能37 . 5吨合并
起来，Prima Cakrawala 
Abad i公司每个月的总产

能力将达到82.5吨至97.5
吨。

俾使在2 0 2 1年 P r i m a 
Cakrawala Abadi公司的
生产计划能够顺畅，Prima 
Cakrawala Abadi公司将
加强原料购买网，与地方
的合伙者合作供应物流需
求，俾能为捕捉或者是剥
出梭子蟹肉。

与 此 同 时 ， P r i m a 
Cakrawala Abadi公司
也将持续多样化产品，
加强冷冻鱼产销售线，
据悉，Prima Cakrawala 
Abad i公司已自2020年开
始把鱼产品多样化。

拉 迪 帝 亚 声 称 ， 今
年，Prima Cakrawala 
Abadi公司聚焦于销售，仍
将探讨向美国已有的市场
作为梭子蟹产品的销售目
标和把亚洲区作为鱼产加
工产品和冷冻鱼产的销售
目标。

至今，Prima Cakrawala 
Abadi公司还未计划输出新
的出口国家，但却持续在
已有的市场目标探讨新的
潜在客户。

他希望，大部分国家都
计划接种新冠肺炎（cov-
id-19）疫苗，这能推动全
世界的旅游工业恢复，以
致能对今年的海鲜食品加
工业造成良好的影响。“
该契机能成为海鲜食品加
工业的转折点。”（sl）

今年销售110万梭子蟹罐头

PCAR公司看好净利达3%至4%

Prima Cakrawala Abadi公司海鲜加工食品厂的情景。

【Kontan 雅加达讯】
去年，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INTP)公司的销售暴
跌。但是，分析员相信今年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
公司销售将会改善。去年
11月，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国内销量达150
万吨，同比下降16.3%，和
环比下降7.1%。Mirae Asset 
Sekuritas分析员Mimi Halimin
在1月5日研究称，去年第四
季水泥消费量不如2019年第
三季，由于进入雨季。在去
年的11个月内，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国内
累计销量达到1470万吨，
或同比下滑9.1%。虽然
如此，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销量比水泥工
业平均销售降幅大约9.8%
更好。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也成功提高从
2019年25.5%的市占率，在
去年成为25.8%。“我们看
到投资者已关注去年第四季
销售低迷，随着雨季、年
终假期，和地方首长选举
(Pilkada)。”她这么说。

她 相 信 I n d o c e m e n t 
Tunggal Prakarsa公司今年将
会好转。何况，政府设定基
础设施预算更高。经济活动
复苏也在今年可能实现。
所以，她相信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财务业
绩将更好。

但是，Philip Sekuritas 
Indonesia分析员Anugerah 
Zamzami Nasr称，实施社
区活动限制 (PPKM)将对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
公司业绩带来负面的影响。
该情况与去年实施大规模社
交隔离限制(PSBB)一样，造
成工程推迟，并对散装水泥
需求带来负面影响。

NH Korindo Sekuritas
分析员Ajeng Kartika认

若经济活动限制放宽

INTP水泥销售将复苏
为，PPKM对Indo c emen t 
Tunggal Prakarsa公司没有影
响。“PPKM仅到今年1月25
日有效。建筑项目仍100%
进行。”她如斯说。

因 此 ， 她 看 好 今 年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
公司业绩将好转。只是
Covid-19阳性病例仍笼罩发
展负面情绪。若阳性案件继
续增加，可能建筑工程运营
将受限制，以致压低业绩。

竞争也更激烈，因为
今年有两家新公司投运，
即Semen Grobogan公司和
Hongsi Holdings Group。“
但是，我们相信Indocement 
Tunggal Prakarsa公司可以脱
颖而出，在分销和数字系统
实施的强力支持下。”她这
么说。《创造就业综合法》
实施和今年基础设施预算增
加也带来积极情绪。(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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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如果以刀锋的锐钝来比喻一个人
的领众能力，强势的人，刀锋虽
然锐利，但容易伤人；温和的
人，刀锋虽然钝了点，但经久
耐用且不伤人。

	

文／星云大师

交谊四勿

做人总有朋友。有时候一
个人的能力大小，从他的交游
层面可以了解，因为一个人的
成功与否，与他的交游结缘有
很大的关系。假如他能获得别
人的信任肯定，让人感到他有
道德、有慈悲、有信用，别人
自然乐意协助他。尤其朋友相
交，不在钱财的多寡，地位的
高低，而是有没有人格、有没
有品德，就是修行道友往来，
也是讲究有没有信仰、有没有
慈悲。但是在人生路上，不一
定都遇到与我们相应的人，在
面对各种不同的人时，以下「
交谊四勿」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勿谄媚有势之人：
经典有谓：「诸行尽归无常，
势力皆有尽期，犹如射箭于
空，力尽还堕。」做人，不可
以用谄媚的态度去对待有权势
的人，你一味的谄媚、逢迎
他人，失去自己之外，也不会
获得他人的尊重，甚至只是让
人看不起。尤其你谄媚有势之
人，好比把箭射向空中，当势
力用尽时，只有伤害自己，增
加自己更多的烦恼。

第二、勿欺侮失意之人：
人生总有高低起伏，有的人钱
财被人倒闭，有的人从高位、
官场下台，乃至事业不顺遂、
失败等，对于一时失意的人，
你不能太过现实而欺负他、讪
笑他、背弃他，应该给予安慰
同情、给予协助关怀，帮助他
度过难关。等到他日东山再起
时，他必定会感谢你。

第三、勿气激好胜之人：有
的人在官场上得到提拔，或在商
场上得到机运，甚至在做人、处
事、人缘上都得到很好的胜势
时，若是道不同者，面对这样的
人，你尊重他即可，不必去嫉妒
他，或排挤他，更不可以用气势
去对付他、打压他。如果你用气
势对付好胜之人，只会引起对方
更大的芥蒂、不悦，认为你在与
他唱反调，反而对你不利。

第四、勿妄议得益之人：
有的人即将得到利益了，或是
他的事业就要成功了，合夥的
事业得到好处了，你不要随便
妄自批评、任意毁谤、从中破
坏，因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只要是好事，不如心存厚道，
给予对方祝福，随喜助成，共
同成就一件美事。

在做人处世上，这「交谊四
勿」，不得不慎。

第一、勿谄媚有势之人，
第二、勿欺侮失意之人，
第三、勿气激好胜之人，
第四、勿妄议得益之人。

西来寺携手各宗教 祈愿世界和平

文／安垣 图／资料照片

岁末我思

如常

文／徐正雄

人生下半场

我在医院当义工

岁末的疾风卷挟残叶，如画师
之手，给美国大地抹上一笔笔重
彩。天空变得更高，空气并没有更
清爽。风里似乎总带著看不见的微
粒，让人不敢深呼吸。

再次清点家里的口罩、酒精、
消毒纸；再次买进大箱的饼干、
米、面。曾经嗤笑那些囤积热
潮，如今却踊跃地投身其中。学
龄儿童们都自觉地戴上口罩，各
种颜色式样，很可爱，看了满心
宽慰，可是总觉得鼻子酸酸，眼
角湿润。

暮日透过西窗筛下条几条金色
光柱，斜斜地支在厅房一角。光柱
里许多绒毛状的尘埃，金粉似地飞
扬舞动，与世无争的样子，活像是
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世界。我静观
这奇异的舞台，身体随同落日的余
烬撤离、暗弱，直至退到一隅，无
处周转之地，感到后背抵到一片坚
实的墙。

习惯是伟大的救赎，是将身体
发肤、精神意识整体搬迁到新的轨
道上，然后于往返忙碌中继续原有

的生活模式。没有惊惧惶惑，神经
末梢都在新的庇护之下舒展。正以
为一切如常，仔细一打量，以往的
「如常」早已在光年之外。

终于有点体恤父辈节俭近乎悭
吝的习性。果真是将一粥一饭，半
丝半缕都极尽其用，及至不可再
用。原本只是饥馑贫难中的适应变
通，不曾想变成了生命长途中的日
常。一旦按下习惯的烙印，终生相
随。

然而在这新的习惯轨道上，一
样可以忧伤，一样可以快乐。适者
生存的寓言里，死生也是日常。散
步时脚下劈劈啪啪的脆响，是落叶
的身体破裂分解的声音，大雁从无
叶的树梢上成队飞过，我知道，岁
未的日常如约而至。

文／郎英

重回职场

活到老，学到老 主动学习助缘多

步入初老，身体状况大大不如
年轻时代，种种病痛悄悄上身，今
天跑肠胃科、明天去神经内科、后
天得做复健虽然有时候可以对症下
药减缓疼痛，可是多半会接获医生
既具医学专业又颇有哲学味道的宣
判：「检查没有问题，不过焦虑或
压力也会造成这些病象。」

焦虑？压力？以前因为工作压
力引来焦虑，现在退休了，生活过
于松散反倒成了另一种焦虑来源。
所以，我尝试著找些活儿或工作来
做，除了排遣时间，也能多多活动
筋骨，以免整天躺在床上或窝在沙
发里，被电视、电脑绑架。

只是中高年龄想要找工作并不
如想像中那么容易，太费体力的做
不来，太过专业的又没证照。还
好，还有一点教育背景，终于在教
学机构找到兼职工作内心非常感恩
上天愿意给我再次工作的机会，让
我还能从事生产，贡献所学。

不过隔行如隔山，虽然都跟教
学有关，职场要求与学校环境还是
大大不同。

以前在学校，按表操课，同学
年或行政处室都会主动提供协助和
支援；但是私人机构完全不一样，
凡事得靠自己，要不然就得积极和
同事打好关系，资深前辈或许还肯
传承一两手撇步。我虽年纪一大把
了，却像只菜鸟般一一重头学起，

还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活到
老，学到老。」

像寒假营队课程，主管只给
一张课程表主题，自己得花时间
规划设计课程内容和采买相关教
材，这和以前有书商全程包办附
送全套教材，迥然不同。刚开
始，我对著抽象标题肠枯思竭，
感到十分焦虑无力，于是，我鼓
起勇气向同事求救。所幸他们也
不藏私，愿意分享经验，并欢迎
我一起并肩作战、分工合作，就
像R老师说的：「团结力量大。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温暖与鼓
励，不再感觉孤军奋战。

虽然其他老师都比我年轻，但
在这个工作环境待久了早已驾轻就
熟，对我这个新手菜鸟与高年级实
习生来说，他们的支持和相挺，成
了我最大的工作动力和心灵慰藉。
人跟人相处就是那么奇妙，如果不
懂得主动寻求支援，很可能就会累
死自己还做得没模没样；可是只要
愿意打开心窗踏出第一步，别人会
很乐意伸出援手，一起努力完成工
作。

「活到老，学到老」，没错！
我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抛开过
往位居高位的想法与做法，融入团
队、不耻下问，就能激发更多潜力
与回馈，也能结交到真心帮助的工
作夥伴。

【人间社记者王丽婷洛杉矶报
导】佛光山西来寺今年元旦举行线
上「祈求世界和平法会」，邀请北
美多元宗教代表包含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回教以及印度教等，
共同为世界祈福，也各自分享其人
间弘法的足迹，YouTube首播近2000
人次同步观看。在充满挑战的疫情
下，今年的祈福更显珍贵，藉此团
结各宗教成员，彼此鼓励，为持续
服务大众而努力。

西来寺住持慧东法师首先献上
了新年的祝福，祝大家拥有欢喜、
健康、平安的2021年，「让我们以
各宗教领袖的祝福，来迎接新的开
始」，虽然大众还处在疫情的挑战
中，甚至各种纷乱，但若每个人
能放下偏见与镇恨，在内心修学和
平、融和、慈悲，将会享有世界的
和平。

疫中生信心 为社会祝祷
加州参议员艾丘利塔（Bob Ar-

chuleta）表示，即使大家因为疫情
无法近距离祈愿，但仍然能为和
平、为大众祈祷；他表示，曾多次
参与西来寺活动，感动于佛光山法
师与佛光人对推动和平及慈悲的贡
献。

洛杉矶县第4区政委Janice Hahn
的代表Lauren，感谢西来寺举办线
上仪式，让大家仍能在一起祈愿，
以鼓励受伤的人、失去亲友的人、
失去工作的人。即使大众面临生命
转折的一年，感恩一切因缘，让众
多宗教代表一起祈愿。

准众议员Young Kim肯定大众对
医护人员的帮助、抗击疫情的毅力
与勇气，与大众一同为和平祈福，
也为健康、平安及病苦的人祈福。

天主教神父Father Alexei Smith，
他详细介绍天主教堂的传统与艺术

风格，为大众献上祝福，也带来教
宗的祝福，「愿不平等消失，鼓励
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尊重」。

纽约庄严寺Bhikkuhu Bodhi法师表
示，过去一年的生活围绕著新冠疫
情而变化，「衷心希望疫情提醒我
们每个人，感受安定自在的生活最
珍贵」。洛杉矶Bilal Islanmic Center
清真寺伊斯兰教领袖Imam Rash-
dan，祝愿大众过著充满福佑的日
子。

心中有大众 实践慈悲力
基督教Rev.Jolene Cadenbach来自

阿凯迪亚市Congregational Church，
她很高兴能透过祈求世界和平，真
正地融和不同信仰的兄弟姐妹，「
愿人人有能力去爱、行慈悲及宽
恕，感恩万物，爱护万物。」

印度教团体BAPS位于加州Chino 
Hill的别分院，祝愿大众在此疫情
期间找到心灵的皈依、欢喜；随
后，以印度教的唱诵祈求和平、远
离恐惧、常生欢喜、无诸困境与悲
伤。

除了宗教人士祝祷，活动亦
穿插青年与儿童表演。佛光青少
年交响乐团用音乐供养大众，愉
悦人心；佛光西来学校学员以童
真的歌声搭配手语，演绎〈为和
平点一盏心灯〉。西来寺Dharma 
School的小朋友，唱出了〈一闪一
闪亮晶晶〉版本改编的〈Manjus-
riBodhisattva〉。

西来寺也分享其在地弘法历
程、扎根点滴，以及佛光山以文
化、教育、慈善、共修接引大众
了解佛教、坚定信仰的过程。随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线上「祈求世
界和平法会」，邀请北美多元宗教
代表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
教、印度教等，共同为世界祈福。
图为佛光青少年交响乐团，以及佛
光西来学校孩子，带来音乐表演，
抚慰人心。

图/佛光山西来寺提供

后，慧东法师与北美各道场法师
一同唱诵《心经》，恭读佛光山
开山星云大师〈为世界和平祈愿
文〉。

祈求世界和平法会的最后以《Be 
theLight》影音作为压轴，细数2020
年在疫情下北美佛光山为当地所做
的医疗物资捐赠，全球佛光人用十
多种不同的语言，道出对医护人员
的感恩，点亮每个人的心灯。

这 周 在 医 院 当 义 工 时 ，
正巧一位邻居带著儿子来看
病。我负责帮他量耳温、血
压、血氧、挂手牌没想到，
一向手脚笨拙又不善应对的
我，有一天会在医院服务认
识的人，邻居看我动作有模
有样，也感觉有些惊讶。其
实，会来医院服务，我自己
也很意外。

因 为 父 母 年 纪 都 大 了 ，
需要人照顾，所以我早早退
休。平日租了一块地种有机
蔬菜，除了自己吃也分享给
他人，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
康。无奈，今年五月底父亲
骤逝，失去生活重心的我决
定报名医院义工，把对父亲

的爱像有机蔬菜一样，继续
分享给陌生人。

1970年出生的我，今年刚
好满50岁了。刚开始，的确
感到有点吃力，因为反应没
以前那么灵活，而服务的医
院又总是人满为患，实习时
感觉压力颇大，尤其因老花
眼非常严重，帮病人挂手牌
时常常看不清上头的资料。
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希望
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尽管我
只 是 一 个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人
物。

谁说有钱才能行善？医院
因为有了我们这些义工，效
率更佳，气氛也变得更好，
不 但 让 病 人 节 省 了 很 多 时
间，适时的协助也可以减少
病人和医护之间的摩擦。人
生下半场，我在这里找到存
在的价值，愈活愈年轻，也
变得愈来愈健康！

文／每真

春风化雨

准时交作业

「老师，我第一次功课准时
交，不用再罚站或跑操场。」学生
放学前沾沾自喜地说着。「这都是
因为你参加晚自习，有群体的力
量，让你不至于懒散，也要感谢教
务处愿意让你插班晚自习。」他点
了点头。

看到孩子双眼眯著、嘴角上扬
的模样，我感受到他进步的喜悦。
我知道，他不是不愿意准时交作
业，只是无法战胜惰性。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
想，这孩子身世可怜，从小就只有
阿嬷照顾与陪伴。虽然阿嬷给予了
许多关爱及温暖，但不识字的她，
督促孩子完成作业的能力是有限
的。孩子善良单纯，但个性较为懒
散，他需要的是多一点资源「搭鹰
架」，能建立起良好的习惯，以提
升个人能力，未来也才能驾驭自己
的人生。

我们在偏乡国中开设晚自习，
由校内老师轮流值班看顾，监督孩
子们完成作业，取代失能的家庭，
也让他们的学习力一点一滴慢慢累
积。看见孩子感受到进步的喜悦，
当老师的也不自觉心情飞扬起来
呢！

图
／
李
萧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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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书记：推进依法防疫抗疫
严格落实口岸出入境管理措施

17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15日主持召开
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他强调，
要大力推进依法防疫抗疫，推动完善
社区防控体系，切实维护重点地区社
会秩序，严格落实口岸出入境管理措
施，全力配合做好社会面疫情防控工
作。

郭声琨强调，岁末年初，人流、
物流、车流、资金流加快流动。要
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依法严
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社会
面巡防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全
面排查整治公共安全隐患，切实做好
春运安保工作，努力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要大力推进依法防疫抗疫，推动
完善社区防控体系，切实维护重点
地区社会秩序，严格落实口岸出入境
管理措施，全力配合做好社会面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扎实做好自身疫情
防控，严格落实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
施，确保不发生疫情。

广东省委政法委原专职副书记
陈文敏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7日讯，广东省纪委监委17日通
报称，广东省委政法委原专职副书记
陈文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陈文敏，男，1956年1月出生，
汉族，广东普宁人，广东省委党
校大学学历，19 7 6年1 2月参加工
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普宁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
书记、副市长，揭西县委副书记、
县长，揭东县委书记，云浮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肇庆市委副书
记、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广
东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省委维稳
办主任（正厅级）、广东省委政法
委专职副书记等职务，2017年6月退
休。

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
新增注册企业2万余家

记者17日从海南“十三五”建设
发展辉煌成就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逐步释
放，去年11个重点园区新增注册企业
2万余家。

海南自贸港去年6月挂牌海口江东
新区、洋浦经济开发区、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11个重点园区，
承载实施自贸港“早期安排”政策的
重要任务。

“重点园区已成为海南自贸港经
济活动的主战场，是市场主体承载地
和产业链衔接最前沿。”海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吕先志说，重点
园区是自贸港建设的重大功能平台，
园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等正在
完善中。

澳门“2020年消费嘉年华”
系列活动交易总额逾8.6亿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经 济 局 1 7 日 公
布，“2020年消费嘉年华”系列活动
合共超过1.6万间商户参加，交易总
额逾8.6亿澳门元，带动二次消费额
超过1.6亿澳门元。

“2020年消费嘉年华”系列活动
由经济局联合澳门离岛工商业联合
会、澳门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以及澳门
北区工商联会携手举办。

活动通过澳门七家主要手机支
付平台，以在线抽奖的方式，向市
民送出“中小企电子消费券”，引
导消费者到社区内的中小商户再次
消费，保持消费动力，促进社区消
费循环，通过杠杆作用有效提振经
济，同时推动移动支付在澳门的普
及发展。

侨乡泉州“海丝”先行 
经济连续22年领跑闽省

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挡住中国著名
侨乡福建泉州冲刺万亿元GDP的步
伐。泉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16日开幕，市长王永礼在会
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0年，
全市生产总值预计突破万亿（人民
币，下同）大关，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1万元，经济总量连续22年居全省首
位。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大市”，泉
州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为9946.66亿
元，与1万亿元相差不到60亿元，可
谓只剩“临门一脚”。统计数据显
示，泉州2020年生产总值全年增长预
计为2.8%，跻身GDP万亿俱乐部已
无悬念。

本 地 5 1 宗 个 案 方
面，16宗个案源头不
明，其余35宗与早前
确诊个案相关，包括
中九龙干线中段隧道
工程再多3人确诊；将
军澳蓝田隧道群组新
增4人确诊。

卫 生 防 护 中 心 传
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
示 ， 初 步 确 诊 个 案
中，有一位是老人院
的院友，于14日开始
咳嗽，院方为其安排
新冠病毒测试后初步
确诊。卫生署将安排

老人院内65名院友及
15名工作人员去检疫
中心隔离。所有员工
暂时的检测结果为阴
性，一半院友已接受
病毒检测。

油麻地佐敦一带指
定区域内，张竹君指，
去年12月底至今在该指
定区域内已录得约99宗
个案。当日该区域内，
新增4座大厦出现确诊
个案须强制检测。

此外，其他地区有
3座大厦有两个单位出
现确诊个案亦须强制

检测。
问及当日初步确诊

个案数字飙升，是否
有反弹的迹象，张竹
君回应，虽然未有完
全掌握初步确诊个案
的资料，但据她了解
不少个案都是由油麻

地临时检测中心验出
的，推测不少是油麻
地佐敦一带的居民。
她 也 表 示 ， 对 于 确
诊数字上升是预期之
内，希望油麻地佐敦
一带的居民积极参与
检测，卫生署将视情

况采取措施，截断区
内传播链。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
行政经理（病人安全
及风险管理）何婉霞
通报，明爱医院一名
护士初步确诊，她居
于油麻地，1月16日接
受新冠病毒检测后初
步确诊。院方追踪与
其密切接触的人士，
有一名护士及一名病
人服务助理被列为密
切接触者，需要隔离
检疫。病患在上班期
间有穿合适的防护装
备，无病人被列为密
切接触者。

何 婉 霞 指 ， 当 日
再多34名确诊病人出
院，现时有552名确诊
病人留院医治，其中
42人情况危殆、28人
情况严重，其余482人
情况稳定。

香港新增55宗新冠肺炎个案　

初步确诊超80宗

1月17日，香港新增55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包括
4宗输入个案及51宗本地感染。图为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左）及医院管理局总
行政经理何婉霞（右）出席记者会。

【香港中通社17日讯】香港1月17

日新增55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包

括4宗输入个案及51宗本地感染，个

案涉及16男39女，年龄介乎1岁至90

岁，10宗个案经临时检测中心找出。

当日另有超过80宗初步确诊个案。

【香港中通社1 7
日讯】中国国家卫健
委17日通报，1月16
日0—24时，中国内
地报告新冠新增确诊
病例109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13例，包
括上海4例，福建、
广东、四川各2例，
天津、山东、湖南
各1例；本土病例96
例，其中河北72例，
黑龙江12例，吉林10
例，北京2例；无新
增死亡病例；新增疑
似病例1例，为境外
输入病例（在上海）
。

据河北省卫健委网
站消息，河北省新增
72例本地新冠确诊病
例，其中石家庄市报
告65例（13例为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邢台市报告7
例（1例为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截至16日24时，
河北省现有本地确诊
病例715例、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2例。尚
在医学观察本地无症
状感染者203例、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5例。

黑龙江省卫健委
17日发布消息，16日
0时至24时，黑龙江
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12例，新增无症
状感染者19例。

上述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均是在

对望奎县惠七镇惠七
村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及密接的密接进行核
酸筛查中，检测结果
呈阳性。所有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
经当地专家组会诊后
明确诊断，目前均已
转至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隔离治疗或隔离医
学观察。

吉林省卫健委1 7
日通报，16日0-24
时，全省新增本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 0
例（长春市3例，通
化市7例），其中6例
系由此前通报的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新增确诊病例均
是在隔离医学观察期
间通过主动筛查发现
的。

据北京市卫健委
消息，16日0时至24
时，北京新增2例本
地确诊病例，无新增
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无新增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1例。

截至 1月 1 6日 2 4
时，中国内地现有确
诊病例1205例，其中
重症病例42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88227
例。累计收到港澳
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0398例。其中，香
港特别行政区95 0 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例，台湾地区850
例。

【香港中通社17日讯】
台北消息：台湾16、17
日连续曝出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个案，均与12
日本土个案相关，前台
湾卫生署署长杨志良表
示，当局防疫措施若不
进行改革，台湾新冠肺
炎疫情恐加剧。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16日晚、17日连续
公布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个案，两名个案均
来自于12日本土个案所
在医院，该医院经环境
采检后发现医生休息室
内有四处存在新冠肺炎
病毒。

据台媒报道，16日
公布确诊个案为上述医
院护理师，曾于1月14
日出现症状，随后前往
社区药局及诊所就医，

在诊所医生要求下回到
医院采检确诊，该个案
同住家人中已有两人出
现症状。

对 此 ， 杨 志 良 表
示，医护人员有症状，
应首先回自己的医院通
报，而不是去药局、诊
所就医，其家人也出现
症状，这样的状况令
人很担心社区感染会发

生，社区采检很可能还
要匡列很多人。

杨志良指出，院内
感染暴露出医院管理有
问题、指挥中心的处理
态度有双重标准，“若
当局继续按照目前的方
式进行防疫，台湾的新
冠肺炎疫情将会更加严
重”。

杨志良日前因公开
指责12日本土确诊医生
未在产生症状后通报医
院而引发巨大争议，指
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都发声反对杨志良的批
评。但随着本土疫情加
剧，支持杨志良的声音
不断增加，有岛内网友
发文表示，“杨志良是
先知”，“杨志良的言
论是忠言逆耳”。

前台湾卫生署署长：

防疫措施不改革疫情恐加剧

前台湾卫生署署长杨志良

中国内地新增本土新冠确诊96例　

集中在河北、黑龙江、吉林

【中新社香港17日讯】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17日发布随笔
指出，香港第四波疫情
仍然反复，本地劳工市
场正处加压状态，即将
公布的去年10月至12月
失业率势将升破16年来
高位。

陈茂波在随笔中表
示，香港自去年11月第
四波疫情以来，虽然每
日确诊病例已由高峰每
日逾百宗水平回落，但
目前每日仍有数十宗，
且源头不明病例比例仍
高，加上近期在个别社
区出现小型爆发，可以

说疫情仍然反复。
陈茂波表示，旷日

持久的限制措施，对经
济民生产生相当沉重的
压力。虽然香港经济去

年第三季、按季已扭转
萎缩趋势，而202 1年
全年亦很可能恢复正增
长，但目前的状况仍非
常严峻。

陈茂波指出，很多
企业和打工仔正承受着
巨大压力,本地劳工市
场正处加压状态。即将
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去
年10月至12月），势将
升破至16年来的高位。
根据破产管理署最近公
布的数字，去年破产申
请宗数接近8700宗，按
年增加6.6%；提交强
制清盘呈请亦有约450
宗，按年升7.2%。

【中新社16日讯】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
民16日在北京表示，要
持续强化上市公司监管
执法，全面提升监管震
慑力。

以“中国资本市场
30年”为主题的第二十
五届（202 1年度）中
国资本市场论坛当天举
行，阎庆民在会上如是
说。

他表示，中国资本
市场30年来发展成就
举世瞩目，上市公司起
步只有13家，发展到
2020年市值已近80万
亿元人民币，数量超过
4100家，市值排名全球
第二，数量排名全球第

三。上市公司已成为中
国经济最活跃、最富有
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
主体。

“ 监 管 与 市 场 发
展相生相伴”，阎庆
民表示，对于加强上
市公司监管，证监会
持续深化简政放权，
纵 深 推 进 市 场 化 改
革 。 2 0 2 0 年 ， 全 市
场并购重组项目中经
证 监 会 审 核 的 仅 占
2 . 7 9 % ， 平 均 审 核
用时37天，远低于法
定的90天标准。科创
板、创业板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已经全面实
行注册制，在证监会
注册时间不超过5个工

作日。
在强化监管执法方

面，阎庆民表示，证监
会依法查处了康得新等
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
劣的大案要案，向市场
释放了从严监管和“零
容忍”的强烈信号。“
这在去年一年是比较显
著的，在资本市场30
年里力度可能也是空前
的。”

【中新社16日讯】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局长宁吉喆16日在北
京表示，实践表明中国
式现代化既符合中国实
际，也体现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资本市场研究院和国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
办的第二十五届（2021
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
坛当天在北京举行，宁
吉喆在论坛上回顾了中
国现代化发展之路。

他提到，1949年中
国年发电量只有43亿千
瓦时，如今达到7.5万
亿千瓦时；钢产量也从

当年的15.8万吨到逾10
亿吨；水泥产量从66万
吨到23.5亿吨。“当年
（中国）一辆汽车、一
架飞机都不能生产，现
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汽
车生产国。”

香港财政司司长：疫情仍然反复 

港失业率将升至16年来新高

陈茂波

宁吉喆：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

实际和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宁吉喆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全面提升监管震慑力

阎庆民



要想预防慢性肾脏病，
定 期检查相关指

标 是 有 效 措
施：尿常规
筛查可明确
是否有蛋白

尿 、

血尿；肾功能检查主要关
注血肌酐、尿素氮指标；
肾脏超声检查则是关注肾
脏形态和结构是否改变。
若以上任何一项出现异
常，都应考虑肾病可能。
此外，日常需保持饮食健
康，注重低盐、低脂、适
量摄入蛋白：多吃新鲜蔬

果，严格限制油炸煎
烤食品；调整生活方
式 ， 戒 烟 戒 酒 、 劳
逸结合；提倡进行打

太极、游泳、散步、跳
舞、打羽毛球等运动,每周
3~5次，每次30分钟左右；
积极治疗基础病，避免滥
用药物。▲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 第8版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家庭医生

常备药箱

肾脏是人体泌尿系统的
重要器官，承担了身体排出
代谢产物、调节水钠电解质
平衡、产生活性维生素D及
促红细胞生成素等多种功
能。别看肾脏平时不罢工、
不喊累，但它有可能是“轻
伤不下火线”，坚持带病工
作。因为早期慢性肾病一般
无任何症状、体征，所以容
易造成病情延误，当患者出
现泡沫尿、脚踝肿胀、眼睑
浮肿、乏力腰酸、头痛、失
眠、高血压、贫血、食欲减
退、恶心、呕吐等症状时，
往往已经是肾脏即将“倒
下”的时候了，更有甚者肾
功能已经失去了90%。

通俗来说，凡是存在肾
损伤或肾功能减退3个月
及以上的，都可视为慢性
肾脏病，在我国发病率高
达10.8%，患者人数超过1
亿，需要接受肾脏替代治
疗的终末肾脏病患者达150
多万。慢性肾脏病有“三
高”“三低”的特点，“
三高”是指发病率高、伴
发心脑血管疾病高、病死
率高；“三低”是指对慢
性肾脏病的知晓率低、对
伴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
认知率低、防治率低。因

此，慢性肾脏病的高危人
群，应当未雨绸缪，做好
前期预防，以下几类人要
格外警惕。

高血压患者。长期高血
压可以造成肾小球缺血硬
化，使患者出现夜尿增多、
尿白蛋白排泄增加的情况，
严重时就会造成肾功能减
退。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
要遵医嘱服用降压药，定期
做肾脏相关检查。

糖尿病患者。糖尿病
肾病引起的尿毒症是每年
新增透析的首要病因，患
者多表现为水肿、大量蛋
白尿、肾功能受损，常有
多种合并症，包括视网膜
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外
周血管病变、感染、心脑
血管疾病等。糖尿病患者
日常要严格控制血糖、血
压、血脂，定期检查尿白
蛋白/肌酐，以便早期发现
肾病征兆，早期干预。

超重和肥胖人群。肥胖
不仅危害身体健康，还会
加重肾脏负担，引起肾小
球血流动力学改变，造成
肥胖相关性肾病。

有肝炎病史者。肝炎可
引起乙肝相关性肾炎、丙
肝相关性肾炎，这类患者

血压高、糖尿病、总服药、身体胖等

九类人的肾容易出事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主任医师 李月红 □主治医师 李敏侠 □护士长 张东敬

青光眼是一种临床常见
的眼病，以眼压异常增高
引起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
陷为共同特徵。青光眼导
致的视力丧失通常是不可
逆的，目前位于全球致盲
眼病的第二位，多见于40
岁以上人群，中老年女性
较多。青光眼的治疗方法
包括药物治疗、激光治疗
和手术治疗等。多数患者
一般採用药物治疗。

治疗青光眼，眼科医生
会特别叮嘱，一定要避免
使用以下三种药物，否则

会加重病情。
1.散瞳剂。阿托品等散

瞳剂，有散大瞳孔作用，与
青光眼常用治疗药物(缩瞳
剂)作用机制相反，容易使
房角变窄或关闭，以致房水
阻滞，不能流向前房，升高
眼压，加重病情。闭角型青
光眼患者尤其要注意此类药
物的使用，口服和注射用药
物都要避免，以防青光眼急
性发作。

2.激素类药物。该类药
物往往能够造成体内水钠
潴留，以致房水增加，流

行不畅，从而升高眼压。
使用时需要严格遵循医
嘱，以免发生不良后果。

3.安眠药。如安定等安
眠药，使用后容易引起眼
压波动，甚至眼压升高，
导致青光眼病情加重。

此外，一些中药，如麻
黄、桂枝、肉桂、附子、
元胡、乾採、高良姜、茴
香、丁香、草果、川椒、
荜拨、鹿茸、海狗肾、青
箱子、甘草等大辛大热之
品，在青光眼治疗期间也
最好避免使用。▲

日常要注意筛查病毒复制、
肝脏功能和尿常规。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机体对自
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
自体组织损害所引起的疾
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系
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
炎、血管炎等。患有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患者容易引发相
关疾病的肾病，如狼疮性肾
炎等。

有长期用药史的人群。
药物性肾损害在临床上较为
普遍，应给予重视，如长期
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
氨基糖苷类药物、非甾体抗
炎药以及某些减肥药等，都
有可能造成肾小管间质纤维
化，长时间、大量服用这些
药物要警惕肾功能损伤。

有肾脏病史或早产时低
体重者。在严重感染、药物
过量或急性应激状态下，这
类人群肾脏受损的风险比正
常人群要高。

泌尿系反复感染者。有
肾结石或前列腺肥大、反复
泌尿系感染以及因梗阻出现
肾盂积水的患者，也是肾病
高危人群。

有某些不良生活习惯
者。吸烟、大量饮酒、熬

夜、高强度健身+大量
蛋白粉、长期使用美
白用品、频繁文身和
染发、有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有高尿酸血
症，以及超过50岁且伴有
多种疾病、有肿瘤病史的
人，都有较高患肾脏病的
风险。

青光眼慎用安眠药
和散瞳药、激素药一样，都容易致眼压升高，加重病情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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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发布2021年新旗舰Galaxy S21 Ultra、S21+和S21
作为CES 2021的压轴大戏，三星的Galaxy S21 Ultra、Galaxy S21+和Galaxy S21来了，但2021年的Android旗舰手机市场已经不

像以前那样了。三星表示，一方面，有些人坚持要买高端设备，不会在功能或设计上妥协，并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来获得它。但

另一方面，一些买家越来越把价格放在第一位，他们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在天价旗舰机上大肆挥霍。

我们看到这种转变在2020年深刻改变了三
星的旗舰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冲击了Gal-
axy S20和Note 20家族。三星认为，这是高
端智能手机市场的新动向，Galaxy S21家族
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2021年的Gal-
axy S系列依然
是由三个型号
构成，但这些
设备之间的分
工更广泛。在
更实惠的一端
有Galaxy S21和
Galaxy S21+，而在
不妥协的一端是Galaxy 
S21 Ultra。关于他们的很多东西是相
同的, 包括三星的新设计语言、支持
5G网络, 但也有一些关键性的差异.

例如，三者都获得了新的Single Take相
机模式，拥有5倍的AI处理能力，这样它就
可以分析更多的视频，以提取和策划最好的
图像、剪辑和动画。现在，它还可以将精彩
瞬间拼接成亮点卷轴，让分享更加迅速。

通过全新的 8K 快拍模式，从视频中提取
高分辨率的静态照片也变得更加容易，而且
还有一个导演视图，可以显示每个传感器的
实时缩略图，让用户可以在不中断视频录制
的情况下在它们之间切换。AI功能的不断深
入带来了稳定的视频录制，加上新的增强型
人像模式，还可以使用3D分析来区分主体和
背景。

最大、最强的Galaxy S21 Ultra
将三款机型分开来看，不同之处在于最

大、最强的Galaxy S21 Ultra拥有一块6.8
英寸的动态AMOLED 2X显示屏，运行在
Quad HD+分辨率下。还支持120Hz刷新
率，与以往三星手机不同的是，用户不
需要在更快的刷新率和最大分辨率之间
做出选择：Galaxy S21 Ultra同时支持两
者。自适应刷新率会根据显示和电力需
求在10-120Hz之间自动调整，它甚至可
以提升到1500尼特的亮度。

Galaxy S21 Ultra内置了一个相比以
往1.7倍大的显示屏内指纹传感器，背

面的摄像头凸起现在集成在金属框架中，被
称为 “轮廓切割相机”，夹在大猩猩玻璃
Victus中--有幻影黑、幻影银、幻影钛、幻
影海军和幻影棕四种颜色可选，并具有IP68

防水防尘功能，5000毫安时的电池，有
25W USB PD 3.0（PPS）快充和15W
快速无线充电3.0。

核心配置方面，高通的骁龙

888搭配12GB或16GB的内
存，以及128GB到

512GB之间的存
储空间。不
过，存储卡
槽已经消失
了，三星表
示，云存储

现在是大多数
用户的首选，尤

其是当涉及到照片和
视频时。

主摄是一个1.08亿像素的广角传感器，
带相位检测自动对焦、OIS和f/1.8镜头。通
常情况下，它采用nona binning将相邻的像素
进行组合，以获得更多的细节，并生成1200

万像素的最终图像，并带有12位HDR，号称
动态范围扩大3倍以上。还有一个1200万像
素的超广角，配备双像素自动对焦和120度
f/2.2镜头，长焦镜头不是一个而是两个1000
万像素，带有双像素自动对焦和OIS：一个
提供3倍光学变焦，另一个提供10倍光学变
焦。

结合这些，再加上S21 Ultra的激光自动
对焦，以及一些人工智能的加入，可以形

成100倍空间变焦，既更清晰，也更容易构
图。

Galaxy S21 Ultra前置4000万像素的自拍
摄像头，带有相位检测自动对焦功能，镜头
角度为80度。所有的摄像头都可以拍摄4K 
60fps，在三星的专业模式中还有一个12位
RAW文件照片选项。新的夜间模式也承诺改
善低光拍摄，以及更快的对焦。

2021年的另一大变化是增加了S Pen支
持。曾经仅限于Ga l a x y N o t e
系列，现在它也
可以在Galaxy 
S21 Ultra上
使 用 ， 尽
管是可选
的而不是
捆 绑 的 ，
三星将单独
出售它，还可
以选配一个可以存
储手写笔的外壳。

在连接性方面，WiFi 6E、支
持多台设备同时配对的双蓝牙，
以及支持Sub-6 GHz和mmWave的
5G，超宽频（UWB）芯片将支持解锁
兼容的汽车车门。

更容易上手的Galaxy S21和Gal-
axy S21+

对于那些愿意对Galaxy S21 Ultra的一些奢
侈性配置做出妥协的人来说，Galaxy S21和

S21+更强调可负担性。S21有一个6.2英寸的
显示屏, S21+加大到6.7英寸; 两者都运行
在2400 x 1080分辨率虾与HDR10+支持和自
适应120Hz刷新率，刷新率会在48-120Hz之
间自动调整. 同样包括更大的显示屏内指纹
传感器。

Galaxy S21和Galaxy S21+会内置骁龙888
、8GB内存和128GB或256GB存储空间；与

Galaxy S21 Ultra一样没有microSD扩展。S21
的电池容量为4000毫安时，S21+则将其推
高至4800毫安时；两者都支持与S21 Ultra
一样的快速无线和有线充电，以及反向无
线充电。连接功能包括WiFi 6、蓝牙和5G 

mmWave/Sub-6，不过只有Galaxy S21+有
UWB功能。

在背面有一个三摄像头系统。主传感器
是1200万像素双像素AF与OIS和f/1.8镜头。
搭配的是1200万像素120度超广角定焦，以
及6400万像素相位检测AF 3倍光学变焦带
OIS。结合光学和数码放大，两款手机都有30
倍空间变焦模式。前置则是一颗1000万像素
Dual Pixel AF 80度自拍摄像头。

安全性方面，硬件加密方面如你所料有三
星Knox Vault，还有新的Private Share功能，类

似于阅后即焚，Android P或更高版本手机
的应用程序允许选择收件人可以保持多
长时间访问你发送给他们的文件。

与Galaxy S21 Ultra一样，Galaxy 
S21和S21+也是智齿IP68防

水防尘，并采用哑光
玻璃处理。Galaxy 
S21将提供幻影
紫、幻影灰、
幻影粉、幻影
白、幻影金和
幻 影 红 四 种 颜

色。Galaxy S21+
将提供幻影紫、幻影

银、幻影黑、幻影金和幻
影红四种颜色。

Galaxy S21定价和上市时间
Galaxy S21和S21+于1月14日起开始预

售，2021年1月29日起发货。Galaxy S21的起

售价为799.99美元，存储空间为128GB，内
存为8GB；Galaxy S21+的128GB版本起售价
为999.99美元，内存为8GB。

至于Galaxy S21 Ultra，除了直接从三星购
买外，还将在相同的日期和通常的运营商中

销售以及解锁，128GB版本与12GB内存的定
价为1199.99美元起。

预购的用户将获得三星商店积分--S21
预购可获100美元，S21+150可获美元，S20 
Ultra 200可获美元以及一个免费的三星Galaxy 
SmartTag。

额外的Galaxy SmartTag将以每枚29.99美
元的价格出售，或以捆绑包的形式出售。

DUKA CITA GER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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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病毒变异伦敦封城 美国病例屡刷纪录 中国出现多地散发

全球疫情再拉警报
中国疫苗有5个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冲刺阶段，接种将按“两步走”方案进

受访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 董小平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院长、教授 于学杰

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教授 杨占秋

本报记者 李珍玉 张 健
1 2月19日，英国首相

约翰逊宣布，从20日起，
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将从
目前的三级防控级别升至
最高的四级。报道称，因
为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正
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
区迅速蔓延，受其影响，
当地新冠疫情的传播已经
失控，政府不得不采取“
封城”措施。此外，美国
每日新增病例数依旧在不
断刷新纪录，我国疫情也
有“抬头”趋势，已出现
多地散发病例。这个冬
天，全球新冠疫情再度拉
起警报。

英美疫情几近“失控”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

示，截至北京时间21日，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
日增加80.8万多例，死亡
病例增加10312例，累计
达到168万多例。其中，
欧美疫情严重反弹，总体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出现更高传播性的新毒
株。最新研究发现，英国
已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新
毒株的传播性比过去高出
70%。世界卫生组织发言
人20日表示，目前英国以
外已有至少3个国家发现
与这种变异病毒相关的确
诊病例，其中丹麦9例，
荷兰和澳大利亚各1例。

英美新冠病毒感染者
激增。在12月初英国放宽
疫情限制后，12月6日至
12日的一周内，英国平均
每95人中就有1人检测出
新冠病毒阳性；首都伦敦
和东米德兰兹郡感染率在
一周内上升了40%。而在
美国，12月18日单日新增
新冠确诊403 3 5 9例，再
次刷新全球一国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美
国疾控中心对此解释称，
新增数据包括抗原测试阳
性、出现症状或新冠密接
者三种情况，若去除这些
病例，1 8日的新增数为

231854例。尽管如此，美
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
估研究所最新发布的疫情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美国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还将继
续增加；到明年4月1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
能达到56.2万例。

国内散发病例增多，出
现环境传人。入冬以来，
国内本土散发病例陆续出
现。11月2 5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透
露，此前30天，全国累计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8例，
是上一个30天的7.5倍。
近期，成都、绥芬河、东
宁、大连、北京和广州等
地接连报告出现本土疫
情。流调和筛查排查结果
显示，散发病例与进口冷
链食品高度关联。1 2月
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
南山提醒，新冠病毒的环
境传播是目前新出现的课
题，需要科学家寻找规律
并研究预防措施。

各国调整防控措施
疫情的新进展也让各国

防控措施作出调整。
英国将伦敦和英格兰东

南部大部分地区的防控级
别提升至四级后，当地“非
必需品”零售店铺、娱乐设
施、健身中心等均须停止营
业；除购买生活用品等少
数情况外，民众被要求尽可
能待在家中，除特殊原因
外不许与家庭以外人员聚
会，不能随意进出实施四
级防控级别的地区。这给
正准备过圣诞节的当地居
民造成较大影响，伦敦不
少人在12月19日晚赶往火
车站，准备在禁令生效前“
逃离伦敦”。

受到英国疫情影响，
目前多国相继宣布关闭边
境、停飞往返英国航班等
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传
播。截至北京时间2 1日
5时，包括意大利、西班
牙、比利时、奥地利、法

国、科威特、保加利亚、
希腊、土耳其等至少11个
国家采取了行动，限制与
英国的人员往来。

除上述非医学管制措
施外，多国开始启动疫苗
接种工作。俄罗斯于今年
8月11日宣布研制成功“
卫星-5”腺病毒疫苗，
优先给医疗、社会服务和
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接
种，12月5日进入民众接
种阶段。这是全球最早宣
布疫苗研制成功并开始全
民接种的国家。美国获批
紧急使用的疫苗有两种，
分别为来自辉瑞制药与德
国生物新技术合作研发的
mRNA核酸疫苗，以及美
国莫德纳公司的mRNA核
酸疫苗，首批接种于12月
14日开始，落地全国141
个地区。美国疾控中心官
员预计，今年1 2月将有
2000万人开始接种新冠疫
苗，明年1月会增加3000
万人。英国批准上市了来
自辉瑞的疫苗，于12月8
日开始接种，预计月底接
种者将达到400万人。

亚洲、欧洲、南美洲、
中东等国家也纷纷行动起
来，抓紧预定或合作研发
新冠疫苗。印度称，部分
候选疫苗最快在几周内获
得监管部门的紧急使用授
权，有望明年1月开始给
民众接种；韩国已与英国
阿斯利康签约进口其研发
的疫苗，并计划与美国辉
瑞、杨森、莫德纳公司再
签采购协议；而在埃及、
阿联酋、苏丹、巴林、印
尼、巴西等国，我国研发
的疫苗受到青睐，12月9
日，阿联酋批准了中国国
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正式注册。

12月19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透
露，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将
按照“两步走”方案进
行。第一步，主要针对部
分重点人群，包括从事进

口冷链、口岸检疫、船舶
引航、航空空勤、生鲜市
场、公共交通、医疗疾控
等感染风险比较高的工作
人员，以及前往中高风险
国家或地区去工作、学习
的人员；第二步，随着疫
苗产量的逐步提高，符合
条件的群众都能实现“应
接尽接”。

大规模接种疫苗将成疫
情转折点

1 2月17日，美国《科
学》杂志公布2020年十大
科学突破，世界各国科学
家、制药企业和政府全力
以赴，“以创纪录的速度
开发和测试急需的新冠疫
苗”当选头号突破。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院
长、新发传染病专家于学
杰教授介绍，各国研发的
疫苗主要有四类：灭活疫
苗、腺病毒疫苗、mRNA
核酸疫苗和重组蛋白疫
苗。它们都属于死疫苗，
只是制作工艺或形成抗体
的机制不同，呈现各自不
同的特点。比如，灭活疫
苗技术成熟，安全性好，
但与减毒活疫苗相比，
免疫力不够持久，可能
导致发热、过敏等不良反
应；mRNA核酸疫苗工艺
还不够成熟，低温保存要
求高。

全球公认的疫苗标准线
是有效性达到50%，从目
前上市的几款疫苗来看，
有效性均在90%～9 5%
，具体尚需实践检验。武
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
所教授杨占秋说，没有
任何疫苗可以做到100%
有效，接种后出现轻度不
良反应多属正常现象。比
如，英美两国均报告有病
例在接种辉瑞疫苗后，出
现红疹、呼吸急促、心跳
加速、晕厥等不良反应，
英国卫生官员因此发出警
告，不建议有严重过敏反
应史的人注射这款疫苗。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只要
不良反应不严重即可放心
进行下一针接种。

不过，注射疫苗后，保
护期能达到多长时间尚无
定论。俄罗斯报道称，“
卫星－5”免疫期可达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曾益新在12月18日公开
表示，我国新冠疫苗的保
护期还需后期跟踪研究，
但半年以上基本没有太多
疑问。受访专家均认为，
即便疫苗的保护期只有半
年，我们也将看到全球范
围内新冠肺炎发病率和死
亡率的明显下降，这会是
全球防控新冠疫情蔓延的
阶段性重大转折。

百姓最关注的几个疫苗
疑问

专家们预测，今年年
底到明年年初，全球新冠
疫苗将迎来接种高潮。但
关于疫苗，人们仍存疑不
少，本报进行整理后，请
专家予以解读。

我们要不要打？于学杰
说，尽管我国新冠病毒感
染者很少，但国际形势并
不乐观，其他国家公众通
过注射疫苗获得群体免疫
后，我们也可能在国际贸
易和人员往来过程中被感
染。在国家开放预约后，
仍建议接种。

打国外的，还是国内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
工作组组长郑忠伟12月16
日介绍，目前我国已有5
条技术线路的15个疫苗进
入临床试验，其中5个进
入三期临床试验的冲刺阶
段，预计不久能相继获批
上市。由于疫苗目前是稀
缺医疗物资，产量有限，
短期内可能无法选择接种
疫苗种类，但“只要是国
家审批通过的，都可以放
心打。”

什么人可以打？疫苗
接种有两针，通常在第一

针后的2～3周，注射第二
针。除过敏体质者或存在
免疫缺陷的人，比如接受
放化疗的肿瘤病人、艾滋
病患者、正处在疾病状态
下的人等不宜接种外，其
他人都可以按照优先等级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可以在哪儿打？接种单
位一般设在辖区的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综
合医院。据了解，浙江绍
兴等地从12月18日开始可
以通过“绍兴本地宝”平
台预约疫苗接种。

打完要注意什么？打完
疫苗后出现低热、身体酸
痛或头晕等反应，通常一
两天会自然消退；如仍不
好转，需咨询医务人员，
再评估是否注射第二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
研究员董小平说，疫苗是
控制传染病最有效的手
段，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中国有14亿人口，因
为产能问题，大规模接种
疫苗需要一段时间，就全
球来说，时间还会更长。
因此，从疫苗接种产生个
人免疫，到形成真正的免
疫屏障（群体免疫），可
能需要1～2年时间。未来
将是现有防控手段和疫苗
防控并存的阶段，防控策
略不能降低，比如出门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
距离、减少大型聚会、取
消不必要的旅行等。只有
等到真正形成群体免疫，
新冠成为一种散发的常见
传染性疾病后，防控策略
才能逐渐降低。

总的来说，国内疫情防
控状态仍然很好，散发病
例的出现是因为国外有大
量传染源，导致输入性病
例和污染物品一直存在。
此外，冬季是呼吸道传染
病多发季节，受此影响出
现小的聚集性疫情也属正
常，关键是及时发现、及
时应对。▲

在日本，再小的房子也会“
抠”出一个“小庭院”，种上绿
植、洒上鹅卵石，把“自然”搬
回家中。近期，英国一项研究对
此行为给出正向评价——在英国
大曼彻斯特地区，居民家中开
辟“小花园”后，他们的压力水
平降低了6%。即使绿地面积很
小，也有同样效果。

做园艺看起来简单，但满足
了老人的大部分需要。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老年与特需副总护
士长、副主任护师苏伟表示，浇
水、施肥、换土……一系列园艺
工作都会增加老人的活动量，
如果在户外还能通过晒太阳获得
维生素D，使骨骼更加强壮。做
园艺也会给老人带来心理上的满
足：了解花草的“喜好”，记清
浇水、施肥、剪枝的日子会给他
们“任务感”，让老人不再觉得
无事可做；悉心照料后植物茁壮

成长，会给他们带来“胜任感”
；开花或结果时，付出得到回
报，老人还会收获满满的“成就
感”；不少老人还会拍照记录，
与家人、朋友分享，双方多了话
题可聊，增进了亲密感。

矮小淡香植物最适宜
对于老人来说，花园的大小

或花草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侍弄花草的那份心思。但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
士史军表示，并不是所有植物都
适合放在老人的“小花园”中。

植株矮小易搬动。文章开头
所提研究中，实验人员所选植
物品种为矮牵牛、迷迭香、薰衣
草、杜鹃花、铁线莲、矮杜松树
等，均为矮小植株，搬动时省力
安全。如果植株过于高大，老人
在修剪或打理时可能会体力不支
造成危险。

香气不要太浓郁。如果老人
有高血压、心脏病或是容易过
敏，不应选择百合花、夜来香等
香气浓郁的品种，以免导致不适
症状。

新手别买太贵的。对于园艺
新手，刚开始养花养草时不要
买太过贵重的品种，以免因为
不了解植株的习性使花草衰弱
死亡，反而增加老人的心理压
力。

为此，史军推荐了一些适合
老人种的花草。喜阳的如金银
花、薄荷、米兰、茉莉花、长寿
花、太阳花等。喜阴的绿植可选
择君子兰、吊兰、绿箩、文竹
等。占地小、样式多的多肉植物
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有庭院，
还可种一些藤本花卉，如喜欢攀
爬的牵牛花、月季等蔷薇花科，
矮松树、小型日本枫树等小乔
木。

阳台也能打造成花园
史军说，若有庭院，可将

花草种在墙边、院角等不影响
通行的位置；没有庭院的话，
也可在阳台的角落或贴着阳台
边，利用篮子、木格或架子等
开辟一块“空间”，再根据阳
光是否充裕选品种。对于不
少城市居民来说，居家空间有
限，要想把小花园打理好，得
先做好排列布局。

悬空式种植。将吊兰、盆栽
等绿植放在合适的吊篮中，悬挂
在可以上下移动的晾衣杆或阳台
的栏杆上；也可将几块木板、
架子固定在墙壁上，用来摆放盆
栽，不占用地面空间又美观。

网格式种植。适用于空间较
小的阳台，利用垂直贴墙固定的
网格，可以将花花草草错落有致
地悬挂在网格上，充分利用空

间，形成一道立体的绿色花
墙，不占阳台空间，打理起
来也非常方便。

阶梯式种植。利用花架
在阳台上开展立体的盆栽
摆放，有助于在有限空间内尽量
丰富植株的品种。市面上的花架
款式多样，比如阶梯式、多层式
等，还有钢铁、实木等不同材
质，老年人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选
择。

安全提醒需谨记
苏伟提醒，虽然不少老人都

是在家中打理花草，但着装、用
具也要用心，以免发生意外。

着装尽量简洁。由于一些植
物的树枝较为坚硬或带刺，老人
最好戴上手套，穿上耐磨、耐扯
的衣服；衣服上不要有过多装饰
品，以免枝桠挂住，导致老人摔
倒；给花草浇水时，地上常会出

现水洼，最好穿上
一双防滑的鞋子，避免滑倒。

用利器要当心。市面上出现
不少电动修枝剪，老年人最好选

择传统的手动款，避免使用不熟
练导致受伤的情况；使用后，所
有用具放在统一位置，锋利端朝
内，把手向外。

主动寻求帮助。需要登高、
搬动大型花卉时，可以主动要求
子女帮忙，这也是双方交流沟通
的一种方式。

绿植不是家中“添绿”  的
唯一方式，餐厅、客厅挂上一幅
绿色的装饰画，沙发上放个绿色
抱枕，都是解压的好方法。▲

快乐养老

活动增多强筋健骨 花开灿烂收获满足

花花草草，让晚年“美”起来
受访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老年保健与特需副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苏 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 史 军   本报记者 王冰洁



向美国新一届政府传递压力
金正恩强调的国防战

略任务，除了对内提振士
气、增强劳动党的威信和
凝聚力外，还有着明显的
国际政治考虑。在此次工
作报告中，金正恩高度强
调“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政
治”，决心“要为解决人
民吃穿住问题实现重大突
破”，为此需要探索一条
朝鲜特色的自力更生之
路。尽管金正恩强调靠自
力更生来实现发展目标，
但客观上来看外在因素也
是不能忽视的，因为过去
五年朝鲜之所以未能实现
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预
期目标，一个很重要的外
在因素是“美国等敌对势

力最恶劣的野蛮制裁封
锁”。因此未来五年里，
要实现劳动党八大设定的
发展目标，除了“国家性
的自力更生、有计划的
自力更生、科学的自力更
生”外，改善对美关系，
缓解乃至解除制裁仍是非
常关键的课题。

然而现实情况是：无
核化协商长期僵局，朝美
关系未见改善且前景仍然
充满变数。根据当前的
观察，美国拜登政府初期
将会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
国内治理上，朝鲜半岛问
题并未排入重要的工作日
程。这种情况对于朝鲜来
说非常不利，意味着在短
期内难以缓解制裁，仍将

要在困境中艰难地前行。
根据以往朝美互动的历史
经验来看，在美国国内政
治变动之际，朝鲜往往选
择核、导试验的方式向美
国传递压力，要求美国正
视问题并积极面对朝鲜的
关切。此次金正恩强调的
国防战略任务，也大体上
出于这样的思考脉络，
所不同的是先发出警告信
息，观察美国的反应之
后，有可能再根据情况落
实行动。

具体来看，金正恩强
调的国防战略任务集中在
美国所重点关切的问题领
域。首先释放的信息是朝
鲜已是一个“拥核国家”
，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核武

器应用能力，如核武器小型
化和战术应用等。特别是朝
鲜将着力提升远程核攻击能
力，即提升“精确打击消灭
一万五千公里射程以内的任
何战略对象”的能力，这也
是美国更为关注的问题。金
正恩这一表态的背后逻辑
是“美国是朝鲜的主敌”
，其对朝敌视政策正变本
加厉，且“因美国和敌对
势力冒险的军备扩充导致
国际实力均衡遭到破坏”
，因此朝鲜应按照“以强
对强”的方式，继续扩大
核武能力。

朝美关系及半岛“双暂
停”局面面临严峻挑战

总体来看，朝鲜半岛仍
维持2018年以来的“双暂
停”局面，这是过去几年里
无核化协商的基础，也是未
来重启无核化进程的必要前
提。然而这一局面能否持续
却令人堪忧，如果朝美不能
进行有效的互动，朝美关
系以及半岛局势很有可能
回到2018年之前的恶性循环
之中。在半岛局势的诸多挑
战中，美国因素最为重要。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能否走
出“战略忍耐”非常关键。
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对朝“战
略忍耐”，朝鲜很可能会进

一步落实其国防战略任务，
提升远程攻击能力，“双暂
停”的重要条件将随之消
失。不仅如此，在拜登政府
强化同盟的政策基调下，
重启美韩联合军演的可能
性增大，而这是被朝鲜视
为“敌对行动”的敏感问
题，也是决定“双暂停”
局面能否维系的又一重要
条件。此外，高度强调民
主和人权的拜登政府很可
能会在这些领域对朝鲜施
加压力，而朝鲜将这种压
力视为对自身主权的侵犯
行为，正如金正恩在报告
中强调的那样：“任何人
都不可侵犯我国主权，不
尊重我国主权就休想改善同
我国的关系”。可以说人权
问题仍将是挑战未来朝美关
系的重要因素。

朝鲜半岛“双暂停”局
面是有关国家共同营造的，
它能否维持下去不仅取决于
朝美互动，也与相关国家间
能否进行密切务实沟通有着
较大关系。在朝美双方信任
赤字的情况下，半岛问题相
关国家间能否展开积极的协
作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协作
有助于朝美保持必要的克
制，很大程度上利于局面的
稳定。但从中美关系、朝韩
关系等多个双边关系的现状

来看，这种密切沟通和务实
协作的氛围还远未形成，这
种状态极其不利于对半岛局
势的管控。

未来的无核化走向
如果美国不积极、务实

地处理对朝关系，未来的朝
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半岛
局势会再度陷入危机频发状
态，半岛无核化也将无从谈
起。要积极务实地处理对朝
关系，推进半岛无核化，至
少要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这
一思路入手。首先要从制度
上努力，结束朝鲜半岛的停
战状态。在此基础上，分阶
段推进半岛和平进程和无核
化进程，与此同时，减少对
朝“敌对行动”，改善对朝
关系。

此外，应积极看待无核
化问题。从当前金正恩的表
态来看，朝鲜似乎已经失去
了无核化意愿，无核化前景
渺茫，但也不是没有一线机
会，关键是能否为这一线机
会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美
国如此，相关国家亦如此。
如果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
这一问题，那就只能一次又
一次错过时机，让时间空
转。
（毕颖达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
院副教授。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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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的国防战略与朝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文/毕颖达

美炒作“中共威胁论”拙劣而无知

2021年1月5日，备受关注的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召

开，金正恩在高度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既往存在的严重缺

点和不足，并提出了今后的重要任务，特别是明确强调：“要更

加高度重视核技术，同时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小型轻量化、战术武

器化，高度实现先发制人核攻击及报复打击能力”，按计划推进

洲际弹道火箭及高超音速飞行武器等研发工作，拥有具备远程核

打击能力的核潜艇和潜射核弹头等战略武器。在朝鲜半岛和平进

程长期陷入僵局且美国新一届政府对朝政策尚不明朗之际，朝鲜

为何释放这些敏感信息，这对朝美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将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半岛核问题将走向何方？

文/凌胜利

尽管任期很快就将结
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
其领导的国务院团队仍在
借助各种场合和机会，
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
论。就在最近，美国务院
网站上还刊发文章，指
责中国共产党“威胁全球
和平与安全”，并借机挑
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之间的关系，试图通过离
间中国党群关系来削弱中
国。

本届美国政府对华政
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
为阻扰和破坏中国发展，
美国一些政客试图将陈腐
的“中国威胁论”予以加
工，将其进一步编织成意
识形态偏见色彩更浓的“
中共威胁论”，他们认为
这样既便于向美国的盟友
兜售，同时又能离间中国
党群关系，一些人将其称
为“楔子战略”。

美国务院网站的文章
再次对中国及其领导核
心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污

蔑，从所谓掠夺性经济行
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侵
略、破坏全球规范和价值
观、海外胁迫战略、无视
人权、环境滥用等方面渲
染中共的威胁。但要说胁
迫，要说蛮横的对外军事
和经济行为，全世界最突
出的印象应该都是来自美
国。

过去四年，整个世界
也都见证了美国对中国不
断加剧的打压。安全上，
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
加强兵力部署，更深度地
介入南海争端。经济上，
主动掀起贸易摩擦，其间
还不断增强对中国高科技
企业的打压。另外，美国
还“一如既往”地阻扰“
一带一路”建设，继续编
造“一带一路”使发展中
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中国
是要借此构建势力范围等
论调。政治上，美国打压
中国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
在继续污蔑中国的同时，
将矛头更集中地对准中国

共产党，大肆污名化中
共，炒作中美之间的政治
制度和价值观差异，试图
掀起“新冷战”。美方诸
多做法的根本目的无非还
是维持美国霸权，而攻击
中共则被美方一些人认为
是“釜底抽薪”之策。

关于大国崛起，国内外
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
一般认为，大国崛起的要
素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
新和战略能力等，当然国
家的政治领导力也是极为
重要的因素。从近期中美
两国的发展轨迹来看，中
美之间政治领导力的差异
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而
言，政治领导力的保障就
在于有中共领导。反观
美国，美国自由民主制度
弊端不断显现，就连美国
一些人自己都已意识到并
反思“美式民主的衰败”
。特别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及其后续如此曲折，美国
国会大厦居然因此遭到围
攻，更令世人震惊。

回顾新中国的发展历
程，那句国人耳熟能详的
歌词说得再合适不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都离不开中共的核
心领导，离不开中国人民
在中共领导下走出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庞大
群体，也有着富有效力的
组织体系。中共党员分布
在各行各业，无论身在领
导还是普通岗位，都发挥
着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中
共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
同奋斗，才有了中国的长
足发展。很大程度上，也
正因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
胁，美国一些人也对中共
的领导产生忌惮。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
导致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
众多国家受到冲击。而在
防疫抗疫过程中，不同国
家的表现与其政府的领
导力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其中，在中共这个中
国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坚
定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
自身制度优势，迅速形成
团结协作、众志成城的抗
疫局面，实现疫情形势反
转和复工复产有序协调并
进。反观美国，联邦政府
与地方政府之间、美国两
党之间，一直无法在抗疫
方面形成强有力的团结，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
美国政治领导力的缺陷。

这种鲜明对比，促使美
国一些人更极端地炒作“
中共威胁论”，以此给美
国国内抗疫不力甩锅。以
蓬佩奥及其领导的美国务
院为代表的一些反华政客
和力量，推出所谓限制中
共党员及其直系家属赴美
等各种措施。这种妖魔化
中共的做法无疑是低劣和
无知的，显然缺乏对中国
国情和中国发展历程的基
本了解。

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美
方反华势力试图在中共和中

国人民之间打入一个楔子，
以此削弱中国内部团结，滞
缓中国发展。美国过去几年
不断指责其他国家干预美国
大选，“通俄门”更是一度
闹得沸沸扬扬。美国既然如
此反感别国所谓的干涉其内
政，为何又屡次三番干涉中
国内政呢？除了继续在涉
台、涉港以及新疆和西藏等
问题上屡有蛮横表态，美方
在攻击中国、离间中国党群
关系上也是越来越下力气。
这些险恶做法当然不可能成
功。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依
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
对于双边乃至国际局势的和
平与稳定都至关重要。美国
蛮横攻击中共和中国，既触
及中国政治安全的核心利
益，也再次违背不干涉别国
内政的基本外交原则。这种
挑衅对中美关系而言无疑是
极为危险的做法。（作者是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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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曾有数起接
种辉瑞疫苗出现不良反
应的报告，挪威报告死
亡病例再次引起人们对
该疫苗的关注。

13例死亡原因可能
与不良反应有关

挪威药品管理局在
公告中说，已经对其中
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
估，死亡原因可能与疫
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
不良反应有关，这些不
良反应可能造成体弱老
年人死亡。

公告说，美国辉瑞
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
公司合作生产的信使核
糖核酸（mRNA）疫苗
在临床试验中未纳入身
体状况不稳定或有急性
疾病的人，也鲜有超过
85岁的人参加试验。而
挪威给一些有严重基础
疾病的老年人接种了辉
瑞疫苗。

公告说，不排除接
种疫苗之后数天内出现
的发热和恶心等不良反
应可能造成有严重基
础疾病者病情加重甚至
死亡。挪威公共卫生研
究所已更新疫苗接种指
南，对体弱老年人接种
疫苗提出了更具体的指
导意见。

世卫：密切跟踪调
查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
人15日说，世卫组织知
悉挪威23人接种辉瑞
疫苗后死亡，将密切跟
踪挪威卫生部门调查进
展。

世卫组织发言人15
日告诉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驻瑞士日内瓦记
者：“挪威药品管理局
1月14日报告对其中13
名死者的初步评估，判
断死亡可能关联这款疫
苗通常较轻的副作用。
这13人都是身体虚弱的
老年人。”

这名发言人说，世
卫组织“与挪威卫生部
门保持联系，将密切跟
踪对全部23人死亡原因
和情形的调查”。

挪威：被通知减少
疫苗供应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
所15日在一份公告中
说，辉瑞已通知将从下
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减
少疫苗供应，原因是辉
瑞将调整生产程序增加
产量，包括挪威在内多
个欧洲国家的疫苗供应
将暂时受此影响。

挪威超过3万人已接
种辉瑞疫苗第一剂，首

批接种者包括医护人员
和养老院内老年人。

欧盟曾宣布增购3亿
剂疫苗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
与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
司和德国生物新科技公
司达成协议，将增购3
亿剂两家公司联合研发
的新冠疫苗。

冯德莱恩当天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欧盟此
前已订购该款疫苗3亿
剂，如今增购3亿剂，
使该款疫苗对欧盟的供
应量增加一倍。新增部
分将从2021年第二季度
开始供应，到第四季度
供应完毕。

目前欧盟已批准两款
新冠疫苗有条件上市，一

款是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
司与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
联合研发的疫苗，另一
款是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
的疫苗。这两款疫苗对
欧盟的总供应量为7.6亿
剂，可满足3.8亿人（约
占欧盟总人口的80%）
的防疫需求。

冯德莱恩说，欧盟
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将对
更多候选疫苗进行评
估。她表示，欧盟委员
会代表欧盟27国签订了
6款新冠疫苗的采购合
同，未来供应总量将达
到23亿剂，可满足欧盟
内部以及伙伴国家和地
区的需求。

美疾控中心：
辉瑞疫苗接种后已

报告21起过敏反应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6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23日，全美共有
1893360人接种了第一
剂辉瑞疫苗，共报告了
4393起不良反应事件（
不良反应率约为0.2%
），其中包括21起过敏
反应。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2020年12月批准
了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
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这是第一款获批在美紧
急使用的新冠疫苗，被
允许用于16岁及以上人
群，共接种两剂，间隔
21天。

据美疾控中心和美
药管局网站介绍，这款
疫苗在此前的临床试验
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包括
接种部位局部红肿、头
痛、乏力等。美国、英
国等开始接种这一疫苗
后，报告的数起过敏反
应备受关注。

此前英国药品监管
机构曾表示，已向相关
卫生机构发出预防性建
议，任何人如果曾有“
显著”的药物、食物或
疫苗过敏反应，都不应
接种该疫苗。

洛杉矶县
成美国首个病例数破百万的县

美国媒体报道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县当地时间16日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超过100万的县。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
16日，洛杉矶县累计报告1003923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3741例死亡病
例。几天前，当地公共卫生官员警告
说，该县已感染新冠病毒的实际人
数可能比报告的数字要高得多。官员
说，自疫情暴发以来，该县可能已有
三分之一的居民被新冠病毒感染。

洛杉矶县当日还报告了首例变异新
冠病毒病例，该变异毒株与此前英国
发现的变异毒株相同。被变异病毒感
染的男子曾在洛杉矶度过一段时间，
目前正在俄勒冈州隔离。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遭遇“诈弹”威胁后疏散 
警方逮捕一名嫌犯

因遭遇疑似炸弹威胁，德国警方
当地时间16日傍晚部分封锁了德国最
大空港法兰克福机 场并对其实施疏
散。截至当晚，警方已逮捕一名嫌疑
人，并仍在搜捕另一名疑似嫌犯。

法兰克福机场位于德国中部黑森
州。在新冠疫情前，法兰克福机场每年
接待旅客量约为8500万人次，是欧洲第
三大、德国第一大机场。新冠疫情暴发
以来，由于客流量锐减，法兰克福机场
已将所有航班改在其一号航站楼起降。

俄罗斯从1月27日起
恢复与越南、印度等国航班

俄罗斯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16日发
布消息称，基于相互原则，俄罗斯从
1月27日起恢复飞往越南、印度、芬
兰和卡塔尔的国际航班。

消息说，从莫斯科飞往越南河内、
印度德里的航线将为每星期两班；莫
斯科飞往卡塔尔多哈的航线将为每星
期三班；除了可从莫斯科飞往芬兰赫
尔辛基外，还可以从圣彼得堡飞往赫
尔辛基，两条航线均为每星期两班。

法国累计死亡病例突破7万 
全法正式延长宵禁时段

当地时间16日，法国新冠肺炎累计
死亡病例突破7万例。全法范围当天
起正式延长宵禁时段，每日宵禁时段
自10小时延长至12小时。

根据当晚发布的官方疫情数据，法
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现为70142
例，新增死亡病例193例。法国成为
继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英
国、意大利之后，全球第七个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7万例的国家。

摩根大通第四季利润超预期 
受助于削减部分贷款损失准备金

摩根大通周五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季
度利润，因释放了部分为应对新冠疫
情造成的贷款损失而预留的准备金，
不过该行警告称，今年贷款需求可能
仍将疲软。

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各银行都
在努力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留
出数百亿美元，以弥补陷入困境的企
业和家庭可能出现的贷款违约。

但疫苗的快速分发和近2万亿(兆)美
元刺激计划，令市场对经济从数十年
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燃起希望，促
使银行开始解除部分巨额贷款损失准
备金。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迪蒙(Jamie 
Dimon)表示:“(今年)下半年经济将会
更好，因为我们有疫苗，我们有财政
刺激，人们已经存了很多钱。”

美假期零售销售升8.3%
据美国零售联合会(NRF)分析，美

国零售业在去年11月及12月的黄金档
期，销售收入按年增长8.3%，远超
原本预期的3.6%至5.2%增幅。

NRF相关统计不包含餐饮、汽油及
汽车销售，统计结果因此与美国政府
的数据有差异。美国商务部统计得出
的去年12月零售销货值经季节性调整
后，录得0.7%按月跌幅，11月及12月
零售额按年升幅分别是3.7%与2.9%。

英国经济2020年11月环比萎缩2.6%
英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收紧影响，
英国2020年11月国内生产总值(GDP)
环比下滑2.6%，结束此前连续六个月
环比增长的态势，但降幅小于预期。

数据显示，与去年2月疫情暴发前
水平相比，去年11月英国GDP萎缩
了8.5%。当月，在英国经济各部门
中，服务业萎缩幅度最大，环比下滑
3.4%；生产部门环比下滑0.1%。但
建筑业环比增长1.9%。

英国投资机构潘缪尔·戈登公司首
席经济学家西蒙·弗伦奇表示，去年
11月英国建筑业已恢复到疫情前的产
出水平，许多企业正在适应封锁措施。

挪威23人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 

美曾报告21起过敏反应
【中新社】综合消息：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9日15时

52分（北京时间22时52分)，全球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较前一日增加79 9 7 1 2例，累计达到

87589206例；死亡病例增加15454例，累计达到1906606例。

2020年12月27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家
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向媒体展示新冠疫苗

【海外网】以色列
媒体报道称，即将上
任的拜登团队官员已
经开始与伊朗就恢复
2015年核协议进行秘
密对话，并向以色列
通报了这些对话的最
新情况。

以色列《12频道新
闻》16日消息，在距离
上任还有数日之际，美
国候任政府的官员已
开始为美国重返核协议
事宜与伊朗进行秘密对
话，美国官员也据此向
特拉维夫方面通报了最
新情况。报道称，拜登
团队代表“已开始就伊
核协议的潜在回报与伊
朗方面进行博弈”。

早前，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的代表敦促拜登

让他们参加有关伊核协
议的未来谈判。以色列
媒体13日报道称，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
组建一个小组，制定与
拜登团队就伊朗的核计
划进行首次会谈的相关
战略。该小组将由代表
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
外交部、国防部、军
方、摩萨德和原子能委
员会组成。

2015年7月，伊朗与伊
核问题六国达成伊核问题
全面协议。2018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随后逐步恢复因协议而中
止的对伊制裁。美国当选
总统拜登在竞选期间就表
示，如果伊朗遵守协议的
条件，他将考虑美国重返
伊核协议。

【海外网】当地时间
16日，印度在全国范围
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当天在印度首都新
德里超4000名接种者中，
有多达51名医护人员在
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
应，其中一人因严重不
良反应而被送入了医院
的重症监护室（ICU）。

据今日印度网站16
日报道，当天共有4319
名医护人员和一线工作
人员在印度首都接种了
新冠疫苗，接种后共报
告了51起不良反应事
件，其中德里南区和西
南区报告的不良反应事
件最多，分别为11例。

在接种后，有一人
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
应。他先是感到头痛、
呼吸困难和心动过速，
在医生给他注射氢化
可的松（Hyd roco r t i-
sone）等药物后仍没有

改善，随后被送往全印
度医学科学院的重症监
护室。有医生表示，他
的症状在最初稳定的半
小时后出现了恶化。印
媒称，他的生命体征目
前是稳定的。

1月3日，印度药品
管理总局正式批准在印
度紧急使用两款新冠疫
苗，一款是由英国牛津

大学与阿斯利康公司联
合研发、印度血清研究
生产的Covish ie ld，另
一款是由印度本土机构
合作研发生产的Cov-
axin。两款疫苗都分为
两剂注射。印度卫生部
16日发布最新数据显
示，目前该国确诊新冠
病例已超过1054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15万例。

印度开打疫苗首日 

首都51人现不良反应  1人被送入ICU

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以媒:拜登与伊朗密谈重返伊核协议 

以色列获得美方通报

以媒称美伊双方已就美国重返伊核协议展开密谈

【路透】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FED/美联储)
没有计划缩减超宽松政
策，尽管即将上任的拜
登政府正在游说推出新
一轮大规模刺激措施，
以便在疫苗全面推出后
推动经济更快增长。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
总裁罗森格伦是最新加
入到呼吁继续支持经济
行列的美联储决策者。
他周五表示，欢迎美国
当选总统拜登提出的1.9
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罗森格伦在接受CNBC
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
庞大的计划，但我认为
这是合适的。”

“经济目前处于停滞

状态。”他指出，去年12
月就业岗位减少，6.7%
的失业率仍然偏高，“
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组合实际上是合适的。”

罗森格伦做出此番表
态之前，周四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以及本周早
些时候美联储的一些决
策者反驳了其他几位同
事的乐观表态，他们认
为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
快速增长，暗示会考虑
逐渐减少美联储的资产
购买计划。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
四表示，由于美国经济
仍远未达到通胀和就业
目标，现在讨论调整每
月购债规模还为时过早。

【路透莫斯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周五在俄
罗斯年度盖达尔经济论
坛(Gaidar Economic Fo-
rum)上表示，全球决策者
应该祭出更多支出，以
帮助重振步履蹒跚的经
济。

格奥尔基耶娃并未
给出任何具体的经济预
测，但她明确表示，希
望各国政府增加支出，
全球同步行动对增长最
有利。

她称，2020年，IMF向
83个国家提供了支持。

格 奥 尔 基 耶 娃 表
示：“就目前的政策而
言，这对IMF来说非常不
寻常，从3月开始，我会
说‘请支出’。尽可能
多地支出，然后再多支
出一点。”

她称：“我继续倡导

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在
我们有意限制生产和消
费的情况下保护经济免
于崩溃的财政政策。”

格奥尔基耶娃还呼
吁在推动数字和绿色增
长方面进行更多的国际
合作，就像在新冠疫苗
的研发竞赛中看到的那
样。

她称：“IMF工作人员
计算出，如果20国集团
(G20)在绿色基础设施领
域协调财政刺激并协调
落实，相比各国单独采
取行动，增长幅度将高
出三分之二，”她表示。

美国经济仍处于停滞状态 

将维持超宽松政策

【新浪网】据彭博消
息，巴西卫生监管部门
正式拒绝了俄罗斯“卫
星-V”疫苗的紧急使
用，表示“卫星-V”疫
苗不符合相关要求。

巴西卫生部长上周四

宣布，如果国家卫生监
督局（Anvisa）及时批
准紧急申请，新冠疫苗
接种行动将于1月20日
星期三启动。巴西卫生
当局计划在本周日处理
上述申请，涉及这一紧

急程序的相关疫苗是中
国科兴公司（Sinovac）
研发的疫苗CoronaVac和
另一种由英国牛津大学
（Oxford）与阿斯利康
药厂（AstraZeneca）联
合研发的疫苗。

外媒：巴西正式拒绝俄罗斯

“卫星-V”疫苗的紧急使用

IMF总裁呼吁全球各国政府“尽可能多地支出”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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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显露自己了 （上） 文/西班牙 莫文

我 在 教 会 尽 传 福 音
的本分，后来做了负责
人 。 因 我 能 发 现 弟 兄
姊妹尽本分中的一些问
题、偏差，还常常帮助
他们交通解决，大家都
对我有些好感，我也特
别有成就感。慢慢地，
我便开始欣赏自己了，
总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
都突出，我想：“以往
给大家提建议、解决问
题 ， 大 家 对 我 印 象 不
错，以后要是我多帮他
们 解 决 问 题 ， 那 不 更
显得我比他们会作工作
吗？大家肯定会更高看
我的。”一次聚会，配
搭的李弟兄说他传福音
遇到一个宗派同工，作
工传道二十多年，真心
信神，也能领受真理，
就是宗教观念比较重，
当 时 该 交 通 的 都 交 通
了，对方就是不接受，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听后心想：人家是真
心信的，还愿意考察，
传 不 过 来 主 要 还 是 你
真理没交通透，这类事
我之前遇到过，刚好借
这个机会给你们讲讲，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就
说：“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不难解决，关键得抓
住 重 点 ， 把 真 理 交 通
透，只要对方愿意听，
把问题解决了他还能不
接受吗？以前那个张同
工观念也是比较多，我
就 抓 住 他 最 关 键 的 观
念交通反驳，驳倒之后
再 交 通 下 一 个 ， 最 后
他还是接受了。见证神
的作工，真理交通不透
不行。”接着，我就把
我以往遇到的福音对象
问题怎么多，我是怎么
交通的，对方是如何接
受的，把整个过程详细
描 述 了 一 番 ， 生 怕 遗
漏了哪个重要环节大家
看不出我有能耐。大家

听我说完还真挺赞同我
的 ， 一 个 姊 妹 当 场 就
说：“确实是你说的这
个问题，我怎么就没想
到呢？”听到这话，我
外表也说是神的带领，
心里别提有多乐呵了。
有时我们在一起商量工
作，我也会在心里琢磨
怎么说才能让人看到我
考虑、分析问题全面，
有素质、有头脑，跟一
般人不一样，所以一轮
到我发表观点我就滔滔
不绝，常常以“我”字
开头，“我对这事是这
么看的”，“我当时怎
么解决的”，我怎么怎
么 的 ， 再 把 自 己 的 理
论 根 据 一 条 条 列 举 出
来，细致分析。时间久
了，配搭的弟兄姊妹就
开始依赖我了，也不寻
求真理原则，有时商量
工作，甚至点名让我先
说，然后他们再补充。
有时我心里也会闪过一
个意念：我总这样会不
会导致别人崇拜我呢？
可又一想，我也没强迫
谁非听我的不可，我只
是说明我自己的观点，
再 说 ， 我 主 动 发 表 观
点不也是有负担的表现
吗？我没再多想，就这
么过去了。

后 来 ， 我 们 传 福 音
遇到不少难处，弟兄姊
妹有些灰心、消极，我
那时其实也一样，原本
我也想敞开说说自己的
情形，可一想到自己是
负责人，我要是说自己
消极了，那也显得我太
脆弱了吧？大家知道我
身量这么小，会怎么看
我啊？之前我在大家心
目中的好形象不全毁了
吗？我要是多谈些正面
的进入，从积极方面去
引导大家，这不也能调
动大家的积极性吗？于
是，我就注重谈自己遇
到问题是怎样正面进入
的，面对这么大的难处
是如何依靠神，顶着压
力迎难而上的。大家听
后都觉得我有身量、会
经历，都佩服我。有时
我和弟兄姊妹聊工作，

时不时会表露一些自己
尽本分压力大，经常忙
得连吃饭、作息也不正
常 ， 生 怕 别 人 不 知 道
我背后受了多少苦。聚
会时，我不注重揣摩神
的话反省认识自己，总
是琢磨怎么谈能让人觉
得我交通的有深度、够
分量，不知不觉就甩一
些高深的字句道理，看
到有的弟兄姊妹向我投
来赞许的目光，我心里
挺享受的。渐渐地，有
的弟兄姊妹尽本分临到
难处，总会先来问我，
哪怕有些问题他自己琢
磨琢磨能解决也要先听
取 我 的 建 议 ， 他 们 有
什么情形、有什么心里
话都愿意跟我说，能被
大家如此信任，我心里
挺高兴。日子一天天过
去，虽然我外表上忙忙
碌碌，读神话却明显感
受不到圣灵的开启，商
量工作时，怎么都提不
出有价值的建议，甚至
工作中明显存在的问题
也看不出来。这时，我
才感觉自己的情形糟糕
到一定地步，再也嚣张
不起来了，往日我总觉
得自己了不起，可突然
间怎么觉得自己像个傻
子，好像什么资本也没
有了，灵里也特别的黑
暗、痛苦。

一 天 ， 我 和 两 个 配
搭的弟兄聊情形，陈弟
兄 对 我 说 ： “ 跟 你 配
搭这段时间，我发现你
高举自己、显露自己挺
严 重 的 ， 你 聚 会 交 通
很少谈自己的败坏、缺
少，谈的多数都是自己
好的那一面，让我觉得
你 挺 完 美 ， 挺 高 看 你

的；还有，我负责的工
作 出 现 问 题 ， 你 不 交
通真理原则，总说自己
以 前 是 如 何 做 、 如 何
解决问题的，让我觉得
你很高明，比我们都会
作工作……”听了陈弟
兄的话，我特别接受不
了 ， 尤 其 是 “ 高 举 自
己、显露自己挺严重”
这几个字一直在我脑海
里 回 荡 。 我 嘴 上 虽 然
没反驳，可心里却特别
抵触：只有敌基督才高
举自己、显露自己，你
这 么 说 不 就 等 于 说 我
走敌基督道路吗？我也
没 让 你 们 崇 拜 我 啊 ？
我 有 你 说 的 那 么 严 重
吗？我心里不服，又问
另一个配搭的弟兄对我
的 看 法 ， 没 想 到 他 也
说：“你老不谈自己的
败坏、缺少，我也挺高
看你的。”我一听心里
更堵了，你们怎么都这
么说，我很想替自己辩
解几句，可一想到两个
弟兄都这么对付、揭露
我，肯定不是无缘无故
的，要真是他们说的那
样，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我 带 着 疑 惑 急 忙 找
到神揭示人高举见证自
己这方面的话，我看到
神的话说：“高举见证
自己，炫耀自己，让别
人高看自己，败坏人类
都 会 这 样 ， 这 是 人 受
撒但本性支配的本能的
反应，也是败坏人类的
共性。通常人都怎么高
举 见 证 自 己 ？ 怎 么 达
到这个目的？见证自己
受 了 多 少 苦 、 作 了 多
少工、有多少花费，这
是 其 中 一 种 。 就 是 以
讲资本的方式来高举自

己 ， 让 自 己 在 人 心 中
的地位更高、更牢固、
更稳定，从而达到让更
多的人欣赏、高看、羡
慕甚至崇拜、仰望、追
随，最终的结果就是这
个。为了这个目的，人
所做的高举见证自己的
这些事是不是有理智的
事 ？ 不 是 ， 超 出 理 性
范围了，没有廉耻了，
就 是 不 知 羞 耻 地 见 证
自己为神做了什么、受
了多少苦，甚至炫耀自
己有什么样的恩赐、才
能、经验、特殊技能，
或者处世的高招与玩弄
人的手段。高举见证自
己的手段就是炫耀自己
贬低别人，还有伪装、
包装自己，让别人看不
到自己的弱点、缺点与
毛病，让人看到的永远
是自己光鲜亮丽的那一
面，甚至消极了也不敢
告诉别人，不敢跟人敞
开 交 通 ， 做 错 事 了 也
是尽量地包裹、掩饰。
自己在尽本分的过程当
中给神家带来的亏损从
来不提，稍微作出一点
贡献、有一点成绩就赶
紧拿出来炫耀，恨不得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
己多么有才干，自己的
素质有多高，自己多么
与众不同、多么高于常
人。这是不是高举见证
自己的方式？高举见证
自己这种行为是不是在
正常人性的理性范围里
做的？不是。那人做这
些的时候，通常流露的
性情是什么？狂妄这是
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其
次还有诡诈，就是想方
设法地让人高看自己，
说话滴水不漏，明明带
着存心、诡计说话，还
想法儿让人看不出来是
在炫耀自己，但是这样
说话的后果却让人都感
觉到他比别人高，谁也
不如他，到他跟前就得
矮三分。这个后果是不
是 通 过 手 段 达 到 的 ？
这个手段里面是什么性
情？这里面有没有邪恶
的成分？这是一种邪恶
的性情。他运用这些手

段一看就是诡诈的性情
支配的，那为什么叫邪
恶呢？这跟邪恶有什么
关系？你们说，他高举
见证自己的目的他能不
能公开？（不能。）在
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欲
望，他说话、做事的时
候就是冲着那个欲望去
的，所以说他内心深处
说话、做事的动机、目
的是很隐秘的，比如说
他会用声东击西或者一
些见不得人的手段达到
他的目的。这种隐秘带
不带有诡异的性质？这种
诡异能不能称为邪恶？这
就可以称为邪恶了，比诡
诈更深了。”（摘自《
基督的座谈纪要·做带领
工人选择道路太关键了　
二》）揣摩着神的话，我
想起自己这段时间尽本分
的种种表现：配搭的弟兄
在工作中临到难处时，我
外表打着交通帮助他们的
旗号，实际上却大谈特谈
自己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工作能
力强，让大家觉得我比他
们会作工作；商量工作时
总是“我”字当头，来高
举自己、显露自己，让人
觉得我很会看事，好对我
崇拜；我消极或流露败坏
也包着裹着，不谈自己的
真实难处，更不解剖自己
的败坏性情，故意谈一些
正面的进入来包装自己，
让人以为我很有身量，都
高看我；我还总说自己尽
本分如何受苦、有多少难
处，让人看到我对本分如
何忠心；聚会时，我明明
对神的话、对自己都没有
真实认识，却高谈阔论制
造出我很会认识自己的假
象，提升我在人心目中的
地位。我为了享受那种被
人高看、崇拜的感觉，
竟能用各种看似对的说
法、做法变相地炫耀自
己 、 显 露 自 己 ， 极 力
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形
象，导致身边的弟兄姊
妹都崇拜我，这走的不
正是敌基督道路吗？我
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很
危险，就赶紧祷告神，
愿意悔改。（未完）

丈夫：你礼过晡礼了
吗？

妻子：没有
丈夫：为什么？
妻子：我下班回来太累

了，就休息了一会
丈夫：好吧，在霄礼时

间到来之前，赶快去礼晡
礼和昏礼吧。但妻子却无

动于衷。
第二天，丈夫出差，时

间过去了很久，他都没有
像以前一样给妻子信息“
我已经平安到达”。

妻子很担心，赶紧打电
话给丈夫，丈夫却没有回
复。妻子一次又一次打电
话，但丈夫却一都直没有
回复。妻子忧心忡忡，担
心不已。——这一点都不
正常呀！

最后，丈夫终于回了电
话。

妻子：你平安到达了
吧？

丈夫：知感主，到了！
妻子：几点到的？
丈夫：四个小时前。
妻子听了很生气：都四

个小时候了，你都没给我
电话？？

丈夫：我平安到达，
可是很累了，就休息了一
会。

妻子：你连几分钟的时
间都没有吗？你都没有听
到我打电话？？

丈夫：哦，我听到了
妻子：你听到了都不接

我电话？？？你不知道我
有多担心你吗？还是你不

在乎我了？
丈夫：不是的。可是，

昨天，当邦克想起的时
候，当安拉呼唤的时候，
你还不也是不在意？

妻子听了之后，低头沉
思，流泪下来，她说：你
是对的，我错了。

丈夫：你不用给我道
歉，应向安拉祈求饶恕。
我也真心向安拉祈祷，天
堂里让我们再次在一起！

从那以后，妻子从未丢
失礼拜！

【 文 章 来
源：EHSANCHN】

妻子的抱怨：你不知道我担心你吗？

“积极”这两个字，我
们通常都会把它和乐观、
开朗、进取连在一起。既
然积极是这么正面的，如
果我说太积极也不好，可
能会有人不以为然了！

事实上，积极到了某
一个程度，是会形成压力
的。很多人虽然做事很积
极，可是却积极得很紧
张、积极得很忧愁、积极
得很痛苦，不管到最后是
失败还是成功，过得都不
是很快乐。

这都是因为得失心太

重的缘故，本来只希望工
作完成就好的，接着又要
求更好，等到达顶峰了，
又担心会有不好的情况发
生，随时随地都在担忧、
忧虑。即使成功了，也还
是在紧张的情绪和紧绷的
压力下，当然不会快乐，
也称不上乐观或开朗。

所以，积极虽然会带来
事业的成功，但成功以后
呢？如果不懂得保持平常
心，反而会失去快乐和应
有的开朗。

想要积极而不紧张，或
是没有压力的唯一办法，
就是得失心少一些。少一
些得失心的意思并不是不
进取，而是‘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把耕耘当作
自己的责任，尽责任去播
种、施肥、浇水，该做的
工作不断去做；以乐观

的态度期许未来，相信一
定会有好收成，其它的就
顺其自然了，不需要太忧
虑、太难过。

即使收成不好，也要告
诉自己：‘大环境不是我
所能掌控的，我只要努力
就好了。’欣赏自己努力

的这一份精神，而不要把
心思放在对结果的斤斤计
较。

试着欣赏积极付出的
自己，曾经努力过的，无
论结果是什么，都不会
白费，也都会很值得。因
为用了心，就不会浪费生
命，即使不成功，也换取
了经验，得到了自我的成
长。

还有一种过度积极的
人，因为希望在短时间
内做很多事，所以就会
很心急，而这种心急，不
但不是积极，还会妨碍积
极。所以我常常说：‘对
工作，应该要赶，但不要
急。’只要把工作的顺
序安排好，好好的运用时
间，按部就班去做，一定
能做得完。

工作要赶，因为一个

人的时间就那么多，如果
想多做一点事，就一定要
赶，可是一定不要急。能
够赶而不急，虽然睡眠时
间少一些、累一点，因为
不急就能够心平气和，不
会心浮气躁，身体并不会
受到太大的影响。否则一
急、一紧张，就会心浮气
躁，血压跟着升高，对身
体反而是种消耗。

‘工作要赶，不要急’
很多人一时间没有办法接
受这样的观念，这需要一
些时间的体会和练习。每
当心里急的时候，就提醒
自己：‘我这是“赶”，
我不要“急”。’。

我有个弟子曾经跟我
说：‘师父，我很积极，
可是我也很急，因为我总
是想用很短的时间做很多
事。每次做这件事，就老

想着下面那件事。’
我说：’你做着这个，

又想着下面那个，当然急
了。因为你的心根本没有
放在你正在做的事上，这
样子很可能连手边的事都
做不好！‘

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跟我
说：’师父，原来真的可
以赶而不急！‘他告诉
我，他学会了把握当下，
当下只努力做眼前的事，
下面的事等一下再去想。
他说：’自从我不急了以
后，不但能享受做事的乐
趣，而且也做得比较快一
点。‘

只求好好的、实实在在
的活在当下的这一秒钟，
不担心下一秒钟会怎么
样，像这种活在当下的心
理，才是最积极的态度。

工作要赶 而不要急 文/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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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新闻网】于17
日2021年泰国羽毛球公开
决赛落下帷幕，我国羽球
女双选手Greysia Polii/
Apriyani Rahayu与泰国
选手�on��olphan �i�i�h��on��olphan �i�i�h�
ara�ul/Rawinda Pra�
jon�jai对峙，以21�15和
21�1 2成功击败东道主
的泰国羽球�on��olphan/
Rawinda，Greysia/Apri�，Greysia/Apri�Greysia/Apri�
yani成功获得2021年泰国
羽球冠军宝座，并�on���on��

�olphan/Rawinda作为亚
军。羽毛球女双世界排名
第8的Greysia/Apriyani需
要花51分中击败这组泰
国女双选手�on��olphan/
Rawinda，之前我国羽球
混双选手Pra�een �or�Pra�een �or�
dann/Mela�i Dae�a O���i�
an�i无法夺冠，Dechapol 
P u a�a r a n u � r o h/Sap s i�
ree Taera��anachai成功
击败P r a � e e n/Me l a � i。
（yus）

2021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

我国羽球女双选手Greysia/Apriyani成功夺冠

【搜狐体育17日讯】总
奖金100万美元的2021年
世界羽联Super1000的泰国
羽毛球公开赛在泰国曼谷
结束。在中国队、日本队
以及印尼的男双世界第一
卡姆约/吉迪恩缺阵的情
况下，五个单项的冠军分
别被五个不同协会的球员

获得，世界羽坛呈现群雄
争霸的局面。其中西班牙
的奥运会冠军马林、丹麦
的世界冠军安赛龙，分别
获得女单和男单冠军。

率先结束的混双决赛，
东道主组合德差波/沙西
丽以21�3、20�22、21�
18战胜印尼的乔丹/梅拉
蒂夺冠，这两对组合正好
也是这次泰羽赛的混双前
两号种子。韩国组合徐承
宰/蔡侑玎、吉凯尔/德尔
吕，获得这一站的混双季
军。

男双决赛，中国台北
组合李洋/王齐麟用时65
分钟，以21�16、21�23
、21�19战胜里约奥运会
银牌得主、马来西亚名将
吴蔚昇/陈蔚强夺冠。印尼
组合卡南多/马辛、韩国组
合催率圭/徐承宰，获得本
站的男双并列第三。

印 尼 组 合 波 莉 / 拉 哈

尤 ， 在 女 双 决 赛 里 以
21�15、21�12战胜东道
主泰国组合宗功攀/拉温
达夺冠。韩国名将李绍
希/申昇瓒、金绍映/孔昇
容获得女双的并列季军。

西班牙的里约奥运会女
单冠军马林，在今天的女
单决赛里以21�9、21�16
战胜中国台北的戴资颖
夺冠。韩国天才少女安洗
滢。以及丹麦的米娅获得
女单的季军。

男单决赛，世锦赛男
单冠军丹麦的安赛龙以
21�17、21�14战胜中国
香港的伍家朗夺冠。中国
台北的周天成、印尼的金
廷获得男单季军。在中日
等强队缺席的情况下，泰
国队、中国台北队、印尼
队、西班牙队以及丹麦队
各得一冠，其中除了西班
牙队之外其余四队都有竞
争第二冠的机会，但都未

能把握住。
根据世界羽联的赛程安

排，下周1月19日至24日
丰田泰国公开赛将继续在
曼谷进行。1月27日至31
日，曼谷还将进行2020年
世界羽联总决赛。中国队
和日本队由于没有参加本
周的首战泰羽赛，将无缘
这次世界羽联总决赛。

2021年泰国公开赛决赛
战况：

混双 德差波/沙西丽
2�1（21�3、20�22、21�
18）乔丹/梅拉蒂。

男双 李洋/王齐麟2�1
（21�16、21�23、21�19
）吴蔚昇/陈蔚强。

女双 波莉/拉哈尤2�0
（21�15、21�12）宗功
攀/拉温达。

女单 马林2�0（21�9
、21�16）戴资颖。

男单 安赛龙2�0（21�
14、21�14）伍家朗。

【网易体育17日讯】英
超联赛第19轮开战，切尔
西做客对阵富勒姆。上半
场两队0�0互交白卷，富
勒姆的罗宾逊半场结束前
飞铲阿斯皮利奎塔被直接
红牌罚下。下半场芒特侧
身凌空扫射破门制胜，切
尔西1�0击败富勒姆，走
出联赛多场不胜和客场三
连败的尴尬。拿到3分后
切尔西排名升至第七，富
勒姆继续倒数第三。

切尔西在积分榜第10，
富勒姆在第18。蓝军近况
不佳。虽然上周末足总杯
四球大胜英乙球队，但英
超联赛圣诞后切尔西无一
胜绩，已经连续3场不胜。
最近一个多月的6场英超切
尔西只赢了1场，排名从第
一集团掉至中游。富勒姆
近来表现反弹，连续5场联
赛不败并且连续逼平利物
浦、热刺等强队，但因此
前亏欠太多，排名依然在
降级区。对阵富勒姆的首
发兰帕德对多个位置进行
调整。门迪在门前，吕迪

格和蒂亚戈�席尔瓦搭档
中卫，奇尔维尔和阿斯皮
利奎塔一左一右。中场坎
特累积黄牌停赛缺席本场
比赛，若日尼奥、科瓦契
奇、芒特坐镇后腰，齐耶
赫、普利希奇和吉鲁一起
首发担纲锋线。维尔纳和
哈弗茨双双坐在板凳席。
出场名单:

切 尔 西 ： 1 6 � 门
迪 、 2 9 � 阿 斯 皮 利 奎
塔、2�吕迪格、6�蒂亚
戈�席尔瓦、21�奇尔维
尔、17�科瓦契奇、5�若
日尼奥（65’9�亚布拉
罕）、19�芒特、22�齐
耶赫（74’11�维尔纳）
、18�吉鲁（74’20�奥
多伊）、10�普利希奇。

富 勒 姆 ： 1 � 阿 雷 奥
拉、5�安德森、1 6�阿
达拉比奥尤、 3 4 �埃纳
（83’23�布莱恩）、2�
特特、14�雷德、29�安
古伊萨、21�里德、33�
罗宾逊、 1 7 �卡瓦莱罗
（ 7 9 ’ 2 5 � 奥 诺 马 ）
、19�卢克曼。

【网易体育17日讯】
法甲联赛第20轮，巴黎
圣日耳曼客场对阵昂热。
库尔扎瓦下半场打进本场
比赛唯一进球，巴黎最
终1�0小胜昂热。目前巴
黎在本轮先赛一场的情
况下，以2分优势领先里
昂，暂时重回积分榜榜
首。巴黎和昂热在法甲联
赛中交锋过14次，巴黎

10胜4平保持不败。昂热
上一次在联赛中逼平巴
黎是在2015�16赛季的第
16轮，比分是0�0平。本
场比赛巴黎主帅波切蒂诺
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需
要隔离而无法现场指挥球
队，本周中他刚刚率队赢
得法国超级杯，取得了个
人执教生涯的首个冠军。

巴黎圣日耳曼（4231

）：1�纳瓦斯/20�库尔
扎瓦（86 ' 3 �金彭贝）
、22�迪亚洛、5�马尔
基尼奥斯、2 4 �弗洛伦
齐/8�帕雷德斯、6�维拉
蒂/7�姆巴佩（79'19�
萨 拉 维 亚 ） 、 1 0 � 内
马 尔 、 1 1 � 迪 马 利 亚
（79'21�埃雷拉）/18�
小基恩（69 ' 9 �伊卡尔
迪）。

昂 热 （ 4 4 2 ） ： 1 �
贝 尔 纳 多 尼 / 3 � 敦 比
亚、24�托马斯、8�特劳
雷、29�芒索/27�拉格
（75'11�卡波）、18�阿
马杜（85'28�梅拉利）
、 1 4 �拉萨纳�库利巴
利、15�卡佩里（75'22�
蒂 乌 布 ） / 9 � 迪 奥 尼
（61'19�巴霍肯）、10�
福尔基尼。

泰羽赛五项冠军分落五家 欧将马林安赛龙单打夺冠

英超-AZP造红牌芒特破门 

切尔西1-0客胜富勒姆

切尔西1-0客胜富勒姆

法甲-波帅缺席库尔扎瓦破门! 巴黎1-0昂热暂回榜首

巴黎1-0昂热暂回榜首

欧将马林安赛龙单打夺冠



不是拍电影，这
种故事凭什么让
人相信，但是瑀

华迟疑了，不仅因为不可
能的DNA相符，还因为记忆
中有什么东西要跳出来似
的，他试图抓住些什么，
可那个“什么”却总是从
指缝间溜走。
他反复回想吴卫的故事，
把每个细节再次咀嚼，突
然，他轻喊一声，“娟娟？
是涂娟娟！”他猛地转头
问瑀希，“大哥，你对涂
娟娟有印象吗？”
瑀希认真思索，好半晌，
他摇头。“我不记得这个
人。”
听见瑀华的话，吴卫眸子发
亮，接下他的话说：“娟
娟曾经提过，她在现代有
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佩佩，
她们一起剪纸、一起参加
比赛，她说佩佩的容貌和
蕥儿长得一模一样，因此
她初见蕥儿时，以为蕥儿
是穿越后的佩佩。”
“先等等。”
瑀希相信科学，任何事都
需要有证据才能说服他相
信，尤其是这么诡异的言
论。他离开座位走到书柜
前，打开玻璃门，从里面

找出佩佩的大学毕业纪念
册，重新回到桌前，翻到
佩佩的班级。
瑀华快速浏览学士照，手指
着一个女子，“在这里！
找到了，涂娟娟。”他敲
着自己的脑袋，认真在潜
意识里挖掘和娟娟有关的
事迹。
“她和穿越之后，长得不
一样。”吴卫自言自语说
道：“难怪她认定蕥儿穿
越到现代，也会以不同的
面貌出现。”
“佩佩不是穿越，她是重新
出生，她是我们的妹妹，
不是宋怀青、宋怀丰的妹
妹。”瑀希口气里有淡淡
的酸意，在知道前辈子的
佩佩有两个没有血缘，却
宠佩佩比他们更甚的哥哥
之后。
吴卫不介意，继续说：“
娟娟告诉过我，她也是一
名护士，说佩佩不喜欢当护
士，做事老是糊里糊涂，
常要她帮忙善后。”
这会儿瑀华一击掌，说
道：“我想起来了！娟娟
确实是佩佩最好的朋友，
她们曾经一起参加纸雕比
赛，作品还一起展览，佩
佩老是说自己的手没有娟

娟巧，那时候每次得奖，
佩佩就敲诈我们，要我们
请吃饭，记不记得？”
瑀华一面说一面飞快往后
翻去，他在一堆旧照片里
找到娟娟和佩佩拿着奖杯
拍照的亲密模样。
记忆之门被开启，一幕接
着一幕，所有佩佩与娟娟
的共同画面重新在脑海中
鲜明。
瑀希也想起来了。
只是他无法理解，自己是
个记忆力比常人更强的男
人，他在当R1时的病患，
现在路上碰到还能记得起
来，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涂娟
娟？那是佩佩口口声声“
这辈子最要好的朋友”啊！
何况那时，他和瑀华都对
娟娟很有好感，怎么可能
忘记？他百思不得其解。
“佩佩也不记得她吗？”
瑀希问。
吴卫点头。“提到娟娟，
她只是觉得似曾相识。”
“对，当佩佩说她最好的
朋友是阿甄时，我怎么想
都觉得不对劲，却想不起
来哪里不对。是因为涂娟
娟穿越后已经不在现代，
月老便将世人脑海里的她
给抹除吗？”瑀华说。
“也许是吧。但娟娟记得
一切，她说穿越前，曾在
耕鑫医院上班好几年。”
没多久，瑀希点点头说：“
对，她和佩佩待在同一个单
位，还是佩佩拜托我帮她
安排的，娟娟精明、佩佩
糊涂，很多事都是娟娟帮

佩佩兜着，否则佩佩不会
到最近才离家出走，她早
就被护理长骂到臭头了。”
“所以，你们相信我说的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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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这些，别人一定也想到了，
狂魔望着我们，大声道：“你们在
想甚么？你们知道些甚么？”

青龙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先问你，你为
甚么要杀那么多人？”
狂魔震动了一下，一挺胸：“全都该杀！

该杀！杀了该杀的人，我心里就痛快，我
不杀人，人就杀我，为甚么我要被人杀？
所以我要先杀人！”
这狂魔把他为甚么要杀人的理由，说得理
直气壮之至，我们一则心悸，一则也明
白那前世的怨毒之气，是他嗜杀心态的渊
源。
我曾经因这件事，想到过像同性恋这种不
寻常的倾向，是不是由前世的“遗传”而
来，那真正是鸡毛蒜皮，小儿科之至。
前世的“遗传”，可以令得一个人，由于
记忆中的那一股怨毒之气不散，觉得人人
都是他的仇人，而做出极可怕的事来。
像眼前的这个嗜杀狂魔，自然是一个比较
极端的例子。但是不妨略作观察，就可
以发觉世上总有一些人，无缘无故充满了
恨，几乎是先天性地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只感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非
弄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否则心理上便
无法平衡。
而且，心中的那一股怨毒之气，不论杀多
少人，都难以平复。所有的亲人朋友，都

会一个一个变成他的仇人。
我想到这里，呼吸不由自主的有点急促。
青龙的思路，显然和我极之吻合，我们在
对望了一眼之后，他突然道：“佛教的宗
教仪式中，有超渡亡魂一项。”
我点了点头，佛教主轮回说，自然对于“
前世遗传”，早已有研究，也有了深刻的
认识。所以，才有超渡亡魂这一类的宗教
仪式，尤其对于冤死的亡魂，更加以特别
的照顾，通过各种议式，务求化解其凶戾
怨毒之气。这自然是为了避免亡魂挟着这
凶戾怨毒的记忆，经过轮回之后，在潜意
识中形成乖张疯狂的行为。
这种戾气，甚至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极
大的祸害，所谓“戾气所钟”，就是指这
种聚集的情形了。
我一字一顿道：“佛教的仪式，看来疏漏
其多……世上不断有狂魔出现，还是基督
教的方法彻底得多。”
青龙神情严肃，他正在细细咀嚼我的话。
基督教没有轮回说，所有的亡魂，都不转
世，在等待最后的审判，该上天堂的上天

堂，该入地狱的下地狱。没有转世，自然
也没有了莫名其妙，无可捉摸，却又可怕
之极的“前世遗传”了，岂不是彻底得
多。
青龙苦笑：“卫君，这……只不过是我们
的想像而已！”
我并不回答，只是向杀人狂魔望去，意思
是现成的例子放在面前。
青龙长叹一声：“我也弄胡涂了！”
这时狂魔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他大吼一
声：“你们究竟在搞甚么鬼？快说，我梦
里的密码，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和青龙互望了足有一分钟之久，才同时
点了点头……我们是在商量：要不要把事
实说出来。
点了头之后，我向青龙作了一个手势，请
他来说，青龙沉声道：“事情和你的前世
有关……”
狂魔先是一怔，接着，轰笑起来：“前
世？我才不会相信你这种鬼话！我今生活
得够好了，就算有前世，我一点兴趣也没
有！”

第一章

艳阳高照。
冬天的阳光，晒在身上还是暖暖的，早晨
时的些许寒意，等到太阳正式露脸后，就
被驱逐得一干二净。
这儿是台湾中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风光
明媚，气候和煦，四季都飘散着花香，让
人忍不住想深呼吸。
小镇以种植花卉、经营花卉批发生意为

主，产业道路的两旁，连绵
数十间规模不同的花卉批发
商，每天一早从太阳还没
露脸，花商们就开始忙进忙
出，分送各种新鲜花卉。
道路的尽头，出现一个娇小
的身影。
欧阳欣欣穿着半旧的运动
服，沿着花香飘散的道路慢
跑，及肩的发丝，绑成俐落
的马尾，随着跑步的节奏，
在小脑袋后头左摇右晃，清
丽的脸儿，也因为晨间运动

而晕红如初绽的玫瑰。
她不是美艳火辣的性感美女，但是那双水
灵的大眼儿，就是能吸引旁人的视线，忍
不住多瞧她几眼。
太阳渐渐升高，空气更暖了些，细致得像
瓷娃娃的脸儿，渗出薄薄的汗水，产业道
路的尽头出现在眼前，例行的晨间运动也
即将结束。
只是，在结束运动前，她拐了个弯，没有

就此踏上归途，反倒跑进规模最大的那间
花卉批发行里。
入口处有两株栽种多年的九重葛，枝叶茂
密，花色艳丽，遮蔽了大半的阳光。花棚
下头，则绑着好多风车，五颜六色的风
车，正随着晨风转啊转。
十几个人忙进忙出，搬运各种花卉，按照
客户的需求，一一分送出去。
这儿把关严格，花卉的品质更有口皆碑，
老板虽然年轻，却眼光精准，绝对不会批
入次级的花卉，更不会拿次级品来贩售。
几年的经营下来，这家花卉批发行，在台
湾可谓赫赫有名，不论哪个时节，生意都
好极了，要是逢年过节，客户们更是抢破
头的下订单，就怕手脚慢了，会抢不着
好花。
“欣欣，早啊！”
有人瞧见她进门，率先喊道，还不忘把手
边的万年青搬上车，对她晨间偶尔的造访
已经习以为常。
“早。”她礼貌的答道，套着布鞋的脚儿
没停，迳自转向角落的办公桌，把这儿当

自己家里般随意走动。
众多的盆栽与花卉之间，摆着几张办公
桌，年轻的女子坐在桌子后头，正在对照
着客户的订单，以及清晨的出货量。
“向柔，你总算回来了。”欣欣的脸儿，
在办公桌前冒出来，眼底眉梢都是甜甜
的笑。
“嗯，那批郁金香出了些问题，所以我们
延迟两个礼拜才回来。”向柔淡淡的说
道，连视线也没抬一下，黑框眼镜后的双
眼，仍在订单上游走，务必确认每一个数
字的正确性。
“荷兰好玩吗？”欣欣靠着办公桌，伸长
了手脚，一边做着暖身操。运动服因为她
的动作而拉紧，裹在布料下的曲线，更显
得格外娇美诱人。
“不知道。”向柔耸肩，用铅笔写了几个
数字。“我是陪着大哥去做生意，不是去
玩的。”
两个女人虽然同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
风情。

声微微一顿，又道：“老衲要把
话说在前面，少林寺从不为不肖
的弟子们挡罪，但也不容任何人

有轻藐我少林寺的举动，何况，诸位相犯
的是我掌门的方丈……”
范雪君突然接口说道：“难道贵寺的方
丈，就可以不守清规，胡作非为么？”
四空大师道：“少林寺清规森严，天下武
林人人皆知。纵然本门中方丈有罪，我等
亦不护短，不过，必需要证据确实……”
长长吁一口气，又道：“老衲要你们留在
此地，让我等查明内情之后，再作处理，
不知有何不妥之处？但你们拒不接受，显
是别有所图了。”
范雪君道：“我们所图为何？就算杀了那
一痴大师，我等亦不能接他掌门之位。”
这一话，说的虽然刻薄，但却听得四空大
师微微一怔，心中暗道：“这话倒也不
错，就算杀了那一痴大师，他们也不会得
到方丈之位，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真金不怕
火，你们心中既无暗鬼，为何怕老衲调查
内情？”
左少白道：“我等并非是怕你调查内情，
实是不愿被你囚禁起来。”
四空大师道：“老衲话已出口，岂有收回
之理，你既不愿暂受少林看管，只有凭仗
武功，冲出这佛阁一途了。”
左少白转目向四戒大师望去，只见他微微
颔首，似是在鼓励自己答允，冲出佛阁，
当下一挺胸，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
不如从命？”
四空大师双目中神光闪了两闪，道：“
好！小小年纪，有此豪壮之气，倒是难得
的很。”
左少白右手执剑，左手在胸腹之上一搭 
道：“老禅师夸奖了。”
四空大师淡然一笑，道：“你如今若能闯
出佛阁，立时之间就可以名扬天下了。”
左少白长剑一振，道：“请教老禅师。”
四空大师道：“什么事？”
左少白道：“闯出佛阁，可有一定的规矩
么？”

四空大师摇摇头道：“任凭阁下选择，不
论你从那一个方向，只要能闯出这佛阁。
那就算你们胜了。愿留愿去，可悉凭尊
便。”
左少白道：“如诺在下侥幸闯出佛阁，不
知寺中僧侣是否还会留难？”
四空大师道：“老衲亲率诸位师弟送你们
离开此地。”
左少白道：“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求，不
知大师是否应允？”
四空大师道：“你说吧！只要合乎情理，
老衲绝不故意为难于你。”
左少白道：“在下和诸位动手，不论胜
负，死而无憾。不过这两位姑娘，并未参
与其事。大师要保障她们，不许侵犯。”
四空大师道：“如若你闯不出这座佛阁，
她们也将陪你留在少林寺中。”
左少白道：“这个自然，但在下如若能闯

得出去，和在下同来之人，都将平安离
此。”
四空大师道：“不错。”
左少白道：“我们动手期间，胜负未分之
前，诸位大师不许伤及二位姑娘。”
四意大师冷冷说道：“小小年纪，怎生如
此啰嗦？”
四空大师接道：“老衲已经答应你了。”
左少白长剑平胸，道：“咱们要立刻开始
么？”
四空大师道：“你可以动手了……”目光
转动，四顾了一眼，接道：“还有一件
事，老衲要先行说明。”
左少白道：“晚辈洗耳恭听。”
四空大师道：“这座佛阁，乃是我少林寺
重要的建筑之一，除非是彼此之间，敌意
深刻，动手相搏，毁去这座佛阁，那是无
可奈何的事，但咱们并非生死相搏，因
此，不能毁伤这座佛阁。”
左少白道：“大师之意，可是想限制在
下，从门窗之中，冲出去么？”
四空大师道：“不错。”
左少白目光一转，只见这佛阁之中，除了
三面窗子之外，四处出路，九个和尚，两
人分守一处之外，还有一僧，居中策应各
路，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了，一时间，沉
吟难答。
四意大师冷冷一声，道：“如若阁下一定
要毁坏佛阁，才能闯出，那也悉听尊便
了。”
左少白道：“在下答应了。”
四空大师举手一挥，四周八僧，立时各就
其位果然一切如左少白的预料，两个和尚
分守一处去路，四空大师却闭上双目，居
中而坐。
左少白目光一转，见那守在佛阁门口的两
个和尚，正是四戒和四意大师。心中暗
道：“这两人守在一处，一个十分友善，
一个却对我敌意甚深，攻来之势，定是一
个十分强猛，一个十分微弱了。”
心念一转，决心试闯四戒和四意守的门
户。暗中一提真气，缓步直向前面行去。
四意大师双目神光闪动，凝注着左少白，
嘴角间挂着一丝冷冷的笑意。

(01)

(295)

语

一路走过的山水。
在我们脸上刻画下一道道皱
纹。
直至连笑容也难以将它抹平。
于是，笑容里平添了许多内
容。
在眼中也有了故事。

我

(65)

她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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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颁奖季官网disneys-
tudiosawards曝光《花木兰》的
本届奥斯卡计划。《花木兰》
报名的奥斯卡奖有15个：最佳
影片、最佳导演（妮基·卡罗）
、最佳女主角（刘亦菲）、最
佳女配角（巩俐）、最佳男配
角（甄子丹、马泰）、最佳改
编剧本（Rick Jaffa、Amanda 
Silver、Lauren Hynek & Eliza-
beth Martin）、最佳摄影（曼
迪·沃克）、最佳剪辑（David 
Coulson）、最佳艺术指导、最
佳戏服设计（Bina Daigeler）、
最佳妆发（Denise Kum）、最
佳音响、最佳视效、最佳原创配
乐（Harry Gregson-Williams）
、最佳原创歌曲（《Loyal Brave 
True》）。

迪士尼《花木兰》

为刘亦菲巩俐甄子丹报名奥斯卡

刘亦菲

SNH48 GROUP第七届年度金曲大赏
BEST50 REQUEST TIME演唱会在上海
圆满落幕。现场揭晓了本年度的50首
入围金曲名单以及演出阵容。

由G N Z 4 8陈珂和G N Z 4 8郑丹妮搭
档演绎的《爱未央》斩获第一，成为
本届金曲大赏的年度金曲。而SNH 4 8 
TEAM HI I《Honor》荣膺本届金曲大
赏年度荣耀队歌。

作为本场演唱会的一大悬念，年度
金曲终于在大家的翘首期盼之下掀开
面纱。

出自原创公演《第48区》的Un i t曲
《爱未央》问鼎本届金曲大赏年度金
曲，该首歌曲由GNZ4 8陈珂和GNZ4 8
郑丹妮共同演绎，两人造型唯美，配
合默契，展露性感。全新改编的《爱
未央》，配以绚丽的舞美效果，极具
舞台感染力。

采访中，对于此次能够荣登第一，
两人纷纷表示还是挺意外的，对于这

次的顺利演出，也是很开心的。虽然

这首歌，其他成员也演绎过，但陈珂
表示这次的歌曲在原曲上做了很多改
变 ， 也 融 合 了 两 人 的 想 法 ， 增 加 了
独特的元素。虽然从最后拿到编曲到
演出仅仅只排练了三天，虽然称不上
最完美，但是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
后续m v的制作，两人称会留下个悬
念。

除此之外，GNZ48张琼予和GNZ48
谢 蕾 蕾 搭 档 呈 现 的 《 就 差 一 点 点 》
夺得金曲第二；由 S N H 4 8 陈倩楠和
SNH 4 8苏杉杉演绎的《低烧》荣获金
曲第三；第四名由 S N H 4 8 胡晓慧和
SNH48刘姝贤的《Hold Me Tight》
拿下；SNH 4 8王奕和SNH 4 8周诗雨的
《My Boy》获得第五；一期荣誉毕
业生孔肖吟甜蜜演绎《恋爱告急》，
与一期荣誉毕业生戴萌演绎《Like I 
D o》分别获得本届金曲大赏第六名，
第七名。

经过“全新原创公演顺位”阶段
的投票，TEAM HI I和TEAM SI I新公
演的 1 6人顺位名单也在当晚正式揭
晓。SNH48沈梦瑶获得SNH48 TEAM 
H I I 全 新 原 创 公 演 顺 位 第 一 名 ， 而
TEAM SI I全新原创公演的顺位第一名

则由SNH48段艺璇夺得。SNH48 TEAM 
HI I和SNH48 TEAM SI I两支队伍将获
得全新原创公演奖励，此外TEAM HI I
还将获得拍摄MV的资格。

对于这次队歌被选为了第一，沈
梦瑶表示，这首队歌来自《H o n o r》
，象征着青春和活力，本次的舞台是
大 家 一 起 精 心 设 计 后 呈 现 出 来 的 。
当被问及队员趣事的时候，许杨玉琢
笑称，队内关系很融洽，甚至在见面
的时候，相视一笑都会觉得对方很可
爱 ， 队 友 在 身 边 ， 存 在 浓 浓 的 安 全
感。袁一琦爆料称，团建的时候会一
起玩抓鸭子的游戏，很有趣，很好笑
的。

当谈到对舞台以及MV的设想时，
队员们纷纷表示想要“特别的”、“
时髦的”、“帅气的”、“衣服很棒
的”、“重金策划的”、“闪闪发光
的”、“编曲高级的”、“听很多也
不会厌烦的”、“青春活泼”、孙珍
妮也笑称希望舞蹈可以不要太难。

《爱未央》舞台照片

SNH48第七届金曲大赏落幕 

陈珂郑丹妮斩获第一

黄 晓 明 微 博 发 出 海
绵 和 蛋 糕 表 情 为 儿 子
小 海 绵 庆 生 。 网 友 见
此 也 纷 纷 在 评 论 区 表
示 祝 福 ： “ 小 海 绵 生
日快乐 快快乐乐长
大 ” 、 “ 绵 绵 生 日 快
乐 ， 有 爸 爸 哥 给 你 过
生 日 好 开 心 ” 、 “ 宝
贝 生 日 快 乐 ， 有 爱 、
有 暖 ， 成 为 一 个 健 康
快乐的小男子汉”。

黄晓明凌晨为小海绵庆生 

两个小表情生动可爱

黄晓明、baby、小海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