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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5-30℃

泗水	 云天	 24-33℃

棉兰	 晴天	 21-34℃

登巴刹	 晴天	 25-33℃

坤甸	 云天	 23-33℃

今
日

宜	 求医治病		破屋坏垣

忌	 置产		安床

生肖相冲	虎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2月28日）

累计确诊 :1,334,634 例
疑似患者 ：  71,668 例
新增病例 :    5,560 例
累计死亡 :   36,166 例
累计治愈 :1,142,703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今日出版16版 

印尼商报APP二维码

印尼华商微信

2021年1月底我国政府债务达6233兆盾

财政部称去年我国政府债务排名世界第154位

引用2021年2月版财政
部APBN	 KiTa	的数据，该
政府债务仍由国家有价证
券(SBN)所主导达86.37%

仅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38%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Liputan6新闻网雅加达讯】财政部记载，

截至2021年1月底的政府债务达6233.13兆

盾，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28%。

【总统秘书部网站】佐科
威总统周日（2月28日）下午
约16.00，从雅京哈林空军机
场启程飞赴日惹特区。总统
和随行人员抵达日惹史勒曼
（Sleman）县Adisutjipto空
军基地，周一（1日）总统
准备展开系列活动，特别是
巡视日惹特区公务员接受疫
苗注射活动。

根据议程的安排，总
统还将为日惹-索罗电动
火车主持启动运营仪式。
电动火车投入使用后将
增加日惹-梭罗-加拉登
（Klaten）交通便利，特别
是将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随同总统赴日惹进行工
作访问的有国务秘书部长

普拉蒂克诺(Pratikno)，总
统秘书处主任赫鲁布迪哈
尔多诺(Heru	 Budi	 Hartono)
，总统府军事秘书M.	Tonny	
Harjono空军少将，总统护卫
队指挥官	(Danpaspampres)	
阿古斯Agus	 Subiyanto陆
军上将和总统府新闻与
媒体主任贝玛姆丁（Bey	
Machmudin）。（v）

佐科威总统前往日惹进行工作访问

佐科威总统周日（28日）下午约16.00，从雅京哈林空军机场启程飞赴日惹特区。总
统和随行人员抵达日惹史勒曼（Sleman）县Adisutjipto空军基地，并受到军警高层
到场迎接。

，和贷款为13.63%。
其细节是，来自国家有

价证券的债务录得5383.55
兆盾，其中包括国内的国
家有价证券4133.38兆盾，
和外汇1250.17兆盾。

而通过贷款的债务录得
849.59兆盾。该贷款包括
国内贷款12.53兆盾，和外
国贷款849.59兆盾。

至于该外国贷款的债
务包括双边贷款32 9 . 6 4
兆盾，多边贷款462.87兆
盾，和商业银行贷款44.54
兆盾。

与此同时，战略通信
部财政部长助理Yust i nus	
Prastowo	要求民众明智地
看待整个2020年政府债务
的状况。他希望民众不要
只是判断，而是在看我国
债务状况时必须有明显的

比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20年世界经济展望
数据库的数据，在187个国
家中，2020年的我国政府
债务排名世界第154位，
也就是说，仅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38%左右。

他解释说，“这只是债
务与GDP比率的评级。在世
界上，我们排名第154位(
很低)，而在东盟则略高于
柬埔寨和汶莱。”

根据数据的状况，2020
年期间，柬埔寨债务的状
况略低，仅占该国GDP的
31.47%。而汶莱债务的状
况仅占GDP的32%。

如果我们看印度和新
加坡债务的状况几乎都占
GDP的50%以上，各为录
得占其GDP的89.33%	 和
131.18%。(xin)

【Tempo	 新闻网雅加
达讯】从20 2 1年3月1日
起，对汽车征收0%的奢
侈品消费税(PPnBM)。财
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尼(Sri	
Mulyani	Indrawati)于2021
年2月25日签署了该0%汽
车税收规则。

该 规 则 载 入 有 关 奢
侈品销售税的编号 2 0 /
PMK.010/2021财政部长
条例中。

该法规第5条规定，在
2021年3月至5月期间，将
给予100%的奢侈品销售税
激励，6月至8月给予50%
激励，和9月至12月为25%

。作为条件，该激励适用
于轿车，和具有单轴驱动
(4x2)的发动机，其发动机
容量最高为1500cc.

此外，该车辆必须具有
70%的本地含量。在上述
规则中的第3	 条写道，“
在汽车生产活动中使用的
来自国内生产的零部件的
使用率至少为70%。”

在上述由丝莉.慕利亚
尼签署的法规中称，该激
励措施旨在通过四轮车的
支出来促进公众的消费。

根据印尼机动车工业
联合会(Gaik indo)的报告
称，去年四轮以上的车辆

零售销售比20 1 9年下降
44.7%。

而其生产活动下滑了
46.5%。与此同时，印尼
摩托车工业协会(AISI)记
载，去年的摩托车销售从
2019年的648万7000辆降至
2020年的436万1000辆，同
比下降了43.57%。

由于奢侈品销售税激
励的推动，汽车销量的增
长有望鼓励持有机动车的
代理商来刺激其产量增
加，去年由于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大流行而
削弱了购买力并打击了生
产。(xin)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香港
时间2月28日15时14分，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
病例突破1亿1439万例，
达到114,394,151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253.7万
例，达到2,537,833例。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全球最多，突破2920万
例，达到29,202,824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4万
例，达到524,669例。第
二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升至
11,096,731例，累计死亡
病例157,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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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
印尼西部时间（WIB）12
时00分，全国累计病例
已升至1,334,634例，过
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
5,560例。新增死亡人数185
例，国累计死亡病人数升
至36,166例。全国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为6,649例，全
国累计治愈患者1,142,703
例。截至2月28日全国疑似

患者为71,668人。
27日至28日过去24小

时雅京特区新增病例869
例，其次是西爪哇省新增
526例，接着是东爪哇省
新增417例，中爪哇省新增
242例，东加省新增97例，
巴厘岛新增93例，苏北省
新增86例，南苏省新增76
例，南加省新增68例，廖
内省新增66例，苏南省新
增57例，亚齐省新增50
例，东南苏省新增49例,
万丹省新增42例，廖内群
岛新增36例，北苏省新增
34例，苏西省新增26例，
巴布亚新增26例，朋古
鲁省新增24例，西努省
（NTB）新增23例，日惹
特区新增20例，西苏省新
增16例，北马露姑省新增
15例,	 北加省新增12例，
占碑省新增6例，西巴布
亚省新增6例，马露姑省新
增4例，楠榜新增2例，东
努省（NTT）新增2例，中
苏省新增1例，中加省新增
零例，邦加勿里洞新增零
例，西加省新增零例,哥伦
达洛新增零例。	(v)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超1亿零1439万例 

印尼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4,634例

丝莉财长签署0%汽车奢侈品消费税规则

有望鼓励车辆品牌代理商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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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人们对贪污犯获减刑表不满
执法者应坚持]移地采取行动，而对那些卷入腐

败案件的人再次大方的轻判。
第一次是由肃贪委员会调查员在反对国会的国

会议员伊桑·尤努斯（Ihsan Yunus）的住所中对
covid-19社会救助案中。 （bansos）腐败案案进
行的搜索。在２月24日进行的搜索中，肃贪委员会
承认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公众对此事冷嘲热讽，有人很愤世嫉俗，因为
肃贪委员会刚刚搜寻了。尤努斯的住所。他，他早
就牵涉到此案。如在2月1日由肃贪会进行的重建
中，他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了，他是从供应商那里获
得社会援助款的嫌疑犯。

涉嫌者的名字已经从存在社会救助款贪污腐败
案的被告哈里凡西达布克（Harry Van Sidabuk-
le）和阿迪安伊斯坎达·马达达纳塔德（Ardian 
Iskandar Maddanatadja）的称中消失了。

该案是由于上诉小组的决定，该决定减少了对
PT Asuransi Jiwasraya保险公司贪污案的前财务主
任哈里·普拉塞托（Hary Prasetyo）的监禁禁令由
于在Jiwasraya的腐败，在雅加达被反贪污腐败法
院无期徒刑，上诉后无期徒刑减为20年监禁。

显然，这两个腐败案件的处理破坏了公众的正
义感。，，处理腐败案件的模型远非人们想要的。
在语言上罢了。

很难，很难解决在解决Covid-19社会救助款腐
败案方面方面似乎有所改变。的人民中，从政府拨
给他们的援助款中赚取私利。

他们有义务对任何涉及到的人采取行动，而并
非反而对这些当事者得到特殊的对待。

哈里·普拉塞托和他的朋友所做的一切都一样
严重。他们仅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6亿美元的
印尼盾， 。

其实，除了给予最高最高刑罚外，没有其他更
适当的制裁措施于Jiwasraya腐败分子。这是所有
执法人员都应表现出的一种承诺，即在任何情况下
下铲除损坏。

当肃贪会会成功罢免了当时在社会援助案腐败
中中社会事务部长的朱莉莉安娜·巴图巴拉（Ju-
liari Batubara）时，人民为肃贪会感到自豪。

但是，，当高等法院裁定判刑时，人们却显出
出倒出]的拇指以表示该表示不满。

如果苏丹贪婪的会仍然对腐败的肇事者做出妥
协，不要指望这个国家会赢得反腐败的大战争。

这就是有人一再提醒苏肃贪会的情况，特别是
对执法人员而言，这是消除腐败的先锋。打击腐败
需要承诺和高度的诚信，不能随心所欲。

【印尼CNN雅加达讯】
肃贪会（KPK）主席菲尔
利巴胡里（Firli Bahuri）
解释有关在就地缉犯行

动（OTT）中逮捕受贿嫌
疑人南苏拉威西省长努
尔丁·阿卜杜拉（Nurd in 
Abdullah）的时间顺序。

在这次OTT中，KPK鉴
定了三名嫌疑人，即努尔
丁和南苏拉威西公共工程
与住房局秘书埃迪拉赫玛
特（Edy Rahmat/ER）为
受贿嫌疑人，以及Agung 
Sucipto（AS）为私营部门
行贿嫌疑人。

菲尔利在周日（28/2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 K P K 调查组收到有
关怀疑国家行政官员将
于 2月 2 6 日接受一笔款
项的信息。于是 K P K 采
取就地缉犯行动于2 6日
大约 2 3 : 0 0时分逮捕了
6 人 。 这 6 人 包 括 作 为
建 筑 承 包 商 的 A S 、 A S
的司机N u r y a d i （ N Y）
、南苏省长努尔丁的助
手 S B 、 E R 、 E R 的 司 机
I r f a n（ I F）以及南苏省
长努尔丁。那天，AS通
过E R作为努尔丁的代表
和亲信向努尔丁提供一

笔款项。 大约20.04时
分，AS和IF 前往望加锡
的一家餐厅，ER已经在在
那个地方等候。

菲尔利说，他们三个
人然后开车往Ha s a n u d-
din 街方向行驶。在旅途
中，AS向ER提交与2021
财年南苏拉威西省Sin j a i 
县几个基础设施工作项
目相关的提案。 然后于
21:00时分左右，IF将疑
是装有2 0亿盾的行李箱
搬走转移到ER停在 Has-
a n u d d i n街的汽车上。大
约2 3 . 0 0时分，AS在前
往Bu l u k umba的途中被逮
捕。ER于00.00时分左右
被捕，而南苏省长努尔丁
大约于02.00时分在其官
邸被捕。

在这起案件，努尔丁和
ER及AS被指控违反2001年
关于根除腐败犯罪第20号
法律。(pl)

佐科威对整个群岛的
伊联大家庭表示感谢，
他们在确保公共卫生和
安全以及帮助基层克服
新冠病毒大流行发挥了
重要作用。佐科威说，
在当前新冠疫情期间类
似的团结与协作期望会
出现。

佐 科 威 总 统 感 恩 真
主，因为祂的恩赐，印
尼民族可以坚强面对挑
战，团结互助并相互关

心以减轻负担和困难。
佐科威说，在过去一

年中，新冠病毒大流行
袭击了全球至少215个国
家，给全世界包括印度
尼西亚带来巨大影响。
疫情除了造成健康问题
之 外 还 伴 随 着 经 济 影
响，导致许多居民失去
工作和收入，数百万伊
联成员受到影响，成千
上万的习经院和伊斯兰
教育机构也受到了影响。

在 疫 情 期 间 ， 政 府
通过一系列社会援助计
划、劳动密集型计划和
国家经济复苏政策，努
力减轻社区的负担。政
府还为习经生提供教育
援助和在线学习援助，

为习经院教师提供激励
措施和其他一些计划。

佐 科 威 总 统 说 ， 在
2021年政府将增加基础设
施支持、指导和培训及商
业模式开发，以实现习经
生的经济独立。(pl)

【 印 度 尼 西 亚 C N N
雅 加 达 讯 】 海 事 与
渔 业 部 （ K K P ） 部 长
瓦 尤 ． 萨 帝 ． 特 连 科
诺（S a k t i  W a h y u 
T r e n g g o n o）拟禁止龙
虾苗（ B B L ）出口。主
要考量是从维持印度尼
西亚财富的自然资源，
以及计算出口龙虾苗的
利与弊问题。

“ 首 先 ， 我 认 为 龙
虾苗是印度尼西亚的自
然资源，并非所有国家
都拥有的自然财富。第
二，不要以龙虾苗的形
式而是要养殖到可以消
费 的 规 模 才 能 进 行 出
售，因为增加的价值体
现在消费方面。第三，

我希望印度尼西亚而不
是其他国家从龙虾出售
获得利润。”瓦尤周六
（2月27日）上载于海事
与渔业部In s t a g r am的一
次采访中如是说。

为此，瓦尤计划禁止
龙虾苗出口，即使原海事
与渔业部部长艾迪·帕拉
波沃（Edhy Prabowo）时
代曾允许出口龙虾苗。因
此，龙虾苗一定要养殖到
可以消费的规模才能进行
出售。

瓦尤继续说，只能允许
在国内养殖龙虾苗。 另一
方面，瓦尤说，他会与警
方协调，以防止将来把龙
虾苗进行出口。

众所周知，在原海事

与渔业部部长苏西·普
吉亚司杜蒂（Susi Pud-
j i a s t u t i）的领导下，曾
禁止龙虾苗出口。 然后
出口龙虾苗再由原海事

与渔业部部长艾迪·帕
拉波沃重新开放。但现
在原海事与渔业部部长
瓦尤将再次禁止出口龙
虾苗。(adr)

【雅加达讯】交通部
长布迪·卡尔亚苏玛迪
（Budi Karya Suma-
d i）和梭罗市市长吉布
兰（Gibran Rakabuming 
R a k a）在中爪哇视察梭
罗市Tirtonadi A型车站
的修建工程。

“T i r t o n a d i 车站具
有巨大的潜力，它不仅
是交通枢纽，而且还是
梭罗地区社会和经济活
动的中心。 这里建设
有功能厅、体育中心和
社区可以利用的其他活
动。”布迪周日（2月28
日）在梭罗的工作访问
时对记者说。

布迪认为，Ti r t onad i
车站具有良好的多式联
运概念。 这是因为它通
过建造桥梁已连接到梭
罗Balapan火车站，并且

在不久的将来，它还将
成为社区活动中心。

“ 我们希望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能够顺利进行。 可以作
为其他城市的模范。” 
布迪说。

同时，吉布兰赞扬了
在Tirtonadi车站进行的修
建工程。 另外，他也准
备帮助极大化优化Ti r-
tonadi车站的功能。

吉布兰说，“ Tirton-
ad i车站是非同寻常的。
感谢真主，我们可以在
大流行之后启用Tirtonadi
车站。Tirtonadi车站是梭
罗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之
一，它连接着其他各种
运输车辆。”

交通部目前正在修建
Ti r t o n a d i车站，该车站
不仅充当乘客上下车的

地方。希望有年轻人、
老年人以及艺术爱好来
Ti r t o n a d i车站旅游。车
站周围的区域将成为一
种功能厅，面积约2000

平 方 米 可 用 于 商 业 活
动 。 例 如 ， 蜡 染 、 购
物、烹饪中心，中小微
型企业（UMKM）和运动
场。(adr)

【印尼CNN新闻网】原
最高法院法官，现任肃贪会
监督委员会委员阿迪若·阿
尔科斯达（Artidjo Alkos-
tar）于28日中午14时溘然逝
世，1948年5月22日出生于
东爪哇省西杜文祂的阿迪若
在西杜文祂Asem Bagus高中
毕业，在中爪哇省日惹印尼
伊斯兰大学（FH UII）大学
法律专业毕业。1976年毕
业后，直达去世阿迪若还
在该所大学（UII）任教。
阿迪若曾在1981年至1983
期间担任法律援助（LBH）
副主任职位。

阿迪若于1989年至1991
年期间在美国纽约居住，

以六个月期间为参加哥伦
比亚大学律师培训活动。
此外，阿迪若曾在人权观
察（HRW）工作，之后阿
迪若和几位同仁成立一家
名叫Artidjo Alkostar and 
Associates法律事务所。

阿迪若被当选为最高
法院法官，亦曾担任最高
法院法官刑事分庭主任职
位。众所周知，阿迪若法
官在大多数重大案件处理
中，对于阿迪若的决定和
异议引起关注，尤其应对
拥有不同的观点。阿迪若
曾处理我国第二任总统苏
哈托（Soeha r to）涉嫌基
金会腐败案，两名法官评
价此案停止调查，但是阿
迪若要求此案继续调查下
去。阿迪若曾处理佐科·
詹德拉（Djoko Tjandra）涉
嫌巴厘银行贪污案，两名
法官评价佐科·詹德拉获
得释放，但是阿迪若判决
佐科·詹德拉罪名成立。

阿迪若于2018年5月21
日退休最高法院法官后，
于2019年12月20日被佐科
威总统委任为肃贪会监督
委员会委员，并为他举行
宣誓就职。(yus)

佐科威祝贺伊联成立98周年

要求伊联支持政府大规模疫苗接种政策

佐科威总统。

【印尼CNN雅加达讯】佐科威总统在

祝贺伊联（PBNU）成立98周年时要求伊

联教士和伊联大家庭提供支持，帮助政

府使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政策能顺利取

得成功，并要求伊联帮助向人民提供准

确的信息。

南苏省长遭肃贪会就地逮捕并列为犯罪嫌犯

南苏拉威西省省长在肃贪会（KPK）一场就地辑犯（OTT）
行动中遭逮捕，并被列为犯罪嫌。肃贪会官员周日（2月
28日）在雅加达肃贪会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犯罪
证据，其中包括现金20亿盾。除了南苏省长努尔丁·阿卜
杜拉，还有三名承包商涉嫌贿赂以便取得当地基础设施项
目的三名嫌疑人。

海事与渔业部部长拟禁止龙虾苗出口

海事与渔业部部长瓦尤．萨帝．特连科诺（Wahyu Sakti 
Trenggono）肃贪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阿迪若阿尔科斯达溘然逝世

原最高法院法官，现任肃贪
会监督委员会委员阿迪若·
阿尔科斯达Artidjo Alkostar

社会事务部长德莉·丽斯玛 (Tri Rismaharini)周日（2月28
日）在东爪哇省泗水市政厅， 象征性将援助物品移交
给 泗水市长泗水市市长艾利 Eri Cahyadi（右）。其中
包括448箱洗手液和25箱医用口罩的援助。(v)

德莉·丽斯玛冀各地区

能预防并独立应对天然灾害

交通部长布迪和吉布兰在中爪哇

视察梭罗市Tirtonadi车站修建工程

周日（2月28日）交通部长布迪·卡尔亚苏玛迪（左二）
与梭罗市市长吉布兰（右三）一起视察中爪哇省梭罗市
Tirtonadi A型车站二楼的设施修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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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良好空间布
置的工业发展计划能够
吸引投资者的兴趣，同
时提高工业的竞争力。

他在雅加达发布书面
声明时说：“为此，我
们继续激励兴建配备各
种辅助基础设施，及符
合环境保护需求的综合
工业区。”

他认为，县市工业发
展计划包含了一个地区
至未来二十年后的工业
发展的方向，其中之一
是有关该地区工业区的
发展方向。

“县市工业发展计划
已考虑了区域布局计划
（RTRW）涵盖社会和经
济活动之间相互平衡，
将获得环境的支持，”

他阐述。
与 此 同 时 ， 工 业 部

工业安全，区域和国际
工业准入（K P A I I ）总
局局长艾克（Eko SA 
Cahyanto）对已实施环境
概念的工业区运营商表
示赞赏。

他举例，Del t amas和
Jababeka工业区已经拥有
足够的排水和防洪的基
础设施，以致在雨季已
经良好运营。

“我们推动工业区运
营商随时总是准备在雨
季面对洪水泛滥。我们
亦推动工业区规定了减
灾计划，以应付将来可
能发生洪水的潜力，”
他续说。

他解释说，上述步骤

是为了尽量减少洪水对
工业部门的生产过程和
物流量的影响。

“ 甚 至 ， 若 发 生 水
灾，将使工人进出工厂
的活动受阻，”他这么
说。

为此，工业部积极进
行协调，并敦促各方建
立合作，实施可持续工
业区建设的政策。

这考虑了区域布局计
划，包括工业部门与环
境的活动之间相互平衡
和一致。

“我们强调，工业区
的发展必须符合环境许
可的条件，”他称。

他认为，由于工业是
在大流行期间的工业部
门活动之一，工业部已
出台工业活动流动性的
运营许可证（IOMKI）。

“至今拥有IOMKI许可
证的工业公司和工业区
仍必须通过全国工业信
息系统（SI INAS）报告
他们在大流行期间的活

动，并工业部将监控拥
有IOMKI许可证的公司是
否已经良好实施卫生规
程，”他补充说。

工业部已经发行1万
8709个IOMKI许可证，对
还工作的516万人带来了
影响。

“在西爪省有27个工
业区已拥有 I OM K I许可
证，该工业区分布在普
哇加达、加拉璜、勿加西
县，及茂物县，”他称。

他 希 望 ， 在 工 业 区
运营业务的公司可以从
竞争性的天然气价格受
益。深信以上步骤能推
动工业领域的生产率和
竞争力提高。

“按照2016年第40号
有关制定天然气价格的
总统条例，七类工业已
能享受6美元/MMBTU的
天然气价格。我们表示
乐观，该天然气价格大
大有助于政府推动国内
工业增长，”他进一步
称。(vn)

工业部长表示

良好布置之工业区将推动投资提高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长阿古斯

古米旺（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根据适用法规实施的县市工业发展

计划（RPIK）是为了提高工业的投资和竞

争力的重要步骤。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Surya Semesta Internusa
公司通过旗下的Suryacipta 
Swadaya（Suryacipta）在
西爪省苏横（Subang）运
营的综合工业区愈加受到
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能从
多家外国企业表示有兴趣
进驻显示出来。

Suryac ip ta公司销售经
理Binawati Dewi在雅加达
发布书面声明时说：“至
2021年1月份，我们已经
收到60个投资者表示有兴
趣进驻苏横智慧城市的意
向书。大部分投资者都是
来自日本、中国、韩国、
欧洲，及我国的公司。”

她认为，表示有兴趣进
驻苏横智慧城市的投资者总
数很高离不开该工业区具有
很大的潜力和战略价值。

她解释说，目前投资者
感兴趣的苏横智慧城市的用
地总面积已超过200公顷。

她续说，投资者从事汽
车业、制造业、物流业、消
费品、制药和医疗设备、高
精度工业、信息技术工业，
及建筑材料工业。

甚至，在2020年11月
份，从事汽车业和物流业
领域的两家公司已经正式
签署购买苏横智慧城市工
业工地的谅解备忘录。

她续说，虽然爆发大流

行，但举行奠基仪式后，
人们对该工业区的兴趣很
高，有数十家我国和外国
公司已经直接访问了该苏
横智慧城市。

“按照计划，其他的几
家公司将在近期内访问上
述苏横智慧城市。直到现
在，谈判进程仍在积极进
行，”她称。

除了有兴趣购买工业地
之外，投资者也对商用地
提出许多询问。

“目前我们正在与雅加
达著名医院进行最后的商
谈。我们也正与打算建设
酒店的客户进行沟通，”
她称。

她补充称，投资者选择
苏横智慧城市的其中一个
考虑因素是由于其地理位
置优越，位于Rebana城市
中心，与Ker ta ja t i机场的
距离约为70公里，及与巴
丁班（Patimban）港口的
距离约为40公里。在2020
年12月份，巴丁班港口已
经举行试运行。

“不仅如此，将来在
8 9公里的收费站能直接
进入该工业区。在雅加达
至芝干北高价收费公路基
础设施的支持下，从雅加
达到苏横的旅行时间仅
约1个小时，”她进一步
称。(vn) 【安塔拉社古邦讯】东

努省东芒加莱（Manggarai 
Timur）县政府称，此前少
量出口后，目前把36吨罗
布斯塔咖啡出口到荷兰。

东芒加莱县县长安德里
亚斯（Agas Andreassaat）
在古邦市与《安打拉社》
记者联络时说：“是的，
东芒加莱县日前把36吨咖
啡出口到荷兰。这是我们
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解释，出口数十吨

咖啡的成功归功于东芒
加莱县政府，以及从事咖
啡行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Rikolto印尼与芒加莱咖啡
农民协会（Asnikom）之
间的合作。

安德里亚斯希望，出口
到荷兰的Colol咖啡，尤其是
其咖啡粉可成为东芒加莱县
特种咖啡的商标之一。

“因为肯定会提高东芒
加莱县的声誉，”安德里
亚斯说。

县长进一步说，日前出
口的咖啡并不是首批，而
是第四批出口到荷兰的，
但第四批的总量很多，因
为荷兰企业增加了他们对
Colol咖啡的需求。

“ 起 初 ， 他 们 仅 购
买60 0公斤，然后增至6
吨、9吨，以及最近的36
吨，”他说。

县长进一步说，向荷兰出
口数十吨咖啡是在该国推广
芒加莱特种咖啡的好时机。

“这对东芒加莱县来
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
刻，”省长说。

东芒加莱县县长还呼吁
Asnikom和Rikolto印尼不仅
在农产品买卖建立合作关
系，而且为农民展开知识技
能培训以保持咖啡豆品质。

“县政府呼吁R i k o l t o
和Asnikom提供帮助，对
咖啡农，如何保持咖啡豆
的培训辅导，”县长如斯
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内航空业界需要政府提
供多项纾缓措施,来帮助
和支持航空业从疫情的冲
击中完全复苏。

印尼国民航空公司（IN-
ACA）总主席德农（Denon 
Prawiraatmadja）于上周五
在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明
称：“税收和机场费用优惠
将支持航空部门复苏。”

据他介绍，航空业是经
济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6%以上，就业人数大
约420万人，因此需要政
府的高度重视。

德农解释，自2020年3月
起，所有国内航空公司都
请求经济统筹部和财政部
给予税收优惠，但到目前

为止，政府还没有答应。
目前，INACA成员的大

约36家航空公司已申请税
收优惠政策。

但是，德农了解计算数
十家航空公司第21条所得
税（PPh 21）的金额并非
易事。

除此之外，与航空业相
关的国营企业，比如北塔
米纳、机场运营商Angka-
sa Pura第一和第二公司，
以及国家航线运作公司
AirNav Indonesia为航空业
提供灵活的付款方式。

航空行业的燃料费占总
成本40%至45%，而北塔
米纳是我国唯一的航空燃
料供应商。

“航空业希望与航空
业相关的国营企业，包括

AirNav和Angkasa Pura公
司提供灵活的付款方式，
比如燃料、导航费等，”
德农说。

据他说，到目前为止，
这些国营企业尚未答应航
空企业对更灵活付款方式
的要求。

另一场合，亚航印尼
公司首席执行官非拉尼达
（Veranita Yosephine）
称，关于扣减或延付长期
闲置客机的停泊费，目前
航空企业正与机场管理部
门正进行洽谈。

目前，政府撤销了机场
旅客服务费（PSC），来
鼓励更多人乘飞机出行。

非拉尼达希望政府将来
需要做好开放国际航线的
准备。除了需出示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之外，机场今
后会要求旅客出示新冠疫
苗的接种证书。

“为能持续运营下去
并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
航空业不断与航空当局、
协会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协
调，”她说。

印尼连城航空（C i t -
ilink Indonesia）公司总经
理朱利安德拉（Juliandra 
Nurt jahjo）希望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乘飞机出行。

若疫苗接种进度达目
标，他预计航空业于2022
年开始复苏。

“航空业全面复苏最
乐观的时间表是2023年底
或2024年初，才能恢复到
2019年的水平，”朱利安
德拉如斯说。(er)

【安塔拉社坤甸讯】西
加省加工橡胶原料（bokar）
作为优质出口商品的价格继
续显示上升，目前工厂的加
工橡胶原料价格每公斤达到
2万2000盾。

印 尼 橡 胶 业 协 会
（Gapkindo）西加省主席
卒思达尔（Jusda r）在坤
甸对记者表示：“2021年
2月底，工厂干燥率100%
的加工橡胶原料价格大幅
上涨，今年1月份的价格
每公斤只有1万9000盾，
现在每公斤上升3000盾成
为每公斤2万2000盾。”

他续说，今年1月初，
在全球市场的SIR 20橡胶价
格每公斤只有1.54美元，
而现在SIR 20橡胶价格每
公斤已涨到1.75美元。

他认为，由于天然橡胶
消费国的经济开始好转，
在世界和西加省的橡胶价
格都有所上涨。 

 “由于出口目的地国
家的经济好转，推动对天
然橡胶的需求提高。因为
天然橡胶的需求量增加，
导致其价格水涨船高，”
他称。

他解释说，因为向西加
省工厂供应的原材料数量
还不足，导致该工厂不得
不必须从省外地区，如中
加省、楠榜、南苏省，及
邦加勿里洞购买加工橡胶
原料。

“现在西加省的16座橡
胶厂当中，只有11座工厂
进行运营活动，而其他的5
座工厂因原料供应短缺而
无法运营，”他补充称。

与此同时，西加省种植
园局局长Heronimus Hero声
称，政府实施的战略，及向
工厂实施的价格透明性说明
了农民实施的价格。这样使
中间商开始不敢以低价收购
橡胶，因为农民已容易找到
最新的橡胶价格。

他声称，随着政府不断
尽量改善橡胶商业法规，
目前橡胶的价格开始持续
增加，以致推动其价格跟
着上涨。

“对橡胶的需求开始
改善，并经济活动也开始
发生变化，使需要橡胶的
工业需求量开始提高，因
此，世界橡胶价格开始上
升，”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Jasa Marga国营公路服务
公司旗下企业Cinere Ser-
pong Jaya（CSJ）公司
总经理阿尤（Ayu Widya 
K i sw a r i），对C i n e r e至
Serpong高速公路第一路段
能在今年第二季度通车表
示乐观。

她解释，截至20 2 1年
2月23日，高速公路总体
建设进度达 9 3 . 9 3 %，
而已完成的征地拆迁面

积，占总体拆迁面积的
98.72%。

阿尤于上周五在雅加达
发布的书面声明称：“关
于每条路段的征地拆迁面
积，从Serpong至Pamulang
的第一路段建设，其征地
占比达99.21%，施工已
全面完成。抓紧时间做好
剩下的征地拆迁工作，用
于临街道路的建设。进一
步，从Pamulang至Cinere
的第二路段建设，其征地

占比达97.35%，施工进
度达78.90%。”

阿尤对从Serpong至Pa-
mulang的第一路段可能于
2021年第二季度，或比预
期更早通车表示乐观。公
司也继续与公共工程与民
房部进行协调，对Cine re
至Serpong高速公路性能进
行检验，是否满足通车运
营条件。

“完成性能检验后，
这条高速公路才能正式

通车运营。从Se r p o n g至
Pamulang的第一路段将与
Kun c i r a n至Se r p o n g高速
公路连接。佐科威总统
于2019年12月为Kunciran
至Se r p o n g高速公路主持
工程竣工通车仪式，目
前已全线通车运营。公司
抓紧时间完成Pamulang至
Cine re的第二路段建设工
程，”她说。

Cine r e至Se r p o ng高速
公路全长10.14公里，是

雅加达第二外环高速公路
（JORR II）的一部分。
这条高速公路分为两个
路段，即从Serpong至Pa-
mulang的第一路段，全长
6.59公里，以及从Pamu-
lang至Cinere的第二路段，
全长3.55公里。

Cine r e至Se r p o ng高速
公 路 共 有 4 个 收 费 站 ，
即Pamulang、Serpong 5
、Serpong 6以及Serpong 
7收费站。除此之外，这

条高速公路备有一条交叉
路口，成为JORR II高速
公路与Serpong至Pondok 
Aren高速公路的交汇点，
以及位于Pamulang镇的立
交桥。

Cine r e至Se r p o ng高速
公路成为从雅加达前往苏
加诺—哈达机场，以及
从南丹格朗市通过S e r -
pong至Kunci ran高速公路
前往雅加达的另一选择路
线。(er)

苏横综合工业区

愈加受外国投资者青睐

印尼橡胶业协会西加省分会：

加工橡胶原料每公斤达2.2万盾

东芒加莱县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

向荷兰出口36吨罗布斯塔咖啡

INACA呼吁政府提供纾缓措施 帮助国内航空业尽快恢复

Cinere至Serpong高速公路 Jasa Marga：今年第二季通车运营

在巴厘岛塔巴南Cau Chocolates镇的工人已完成巧克力
订单并将运往卡塔尔国家。该工厂使用当地农民的可
可豆制成了加工巧克力，所生产的巧克力能在疫情大
流行期间出口到国外。

巴厘出口巧克力到国外

从事回收塑料瓶废料（PET）的I n o c y c l e 
Technology（INOV）集团推出一种基于数字存储
塑料瓶的机器，即PlasticPay。PlasticPay可改变人
们在丢弃塑料瓶废料方面的习惯。该回收废物
可用于汽车，建筑，农业，基础设施，服装和
家庭工具的原材料。用户可以通过Google Play和
App Store中下载Plasticpay应用程序把塑料瓶废料
交换为Plasticpay积分。 这些积分以后可以转换
为电子货币，例如Gopay，OVO，DANA，LinkAja
和INACASH。图示：从左至右，Imperial Klub Golf
销售经理Vitrine Natalie、INOV经理 Suhendra Setiadi
与PlasticPay经理Marco Dharmajaya于周日在 丹格
朗市Karawaci区推出PlasticPay存储塑料瓶机器时
交谈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INOV推出基于数字的塑料瓶存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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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行情
2月28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970.000  盾卖出 4.36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940.000  盾卖出 8.66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通过改进财务纪律、创新和运营实践等额外努力

ASII有望恢复受疫情影响而下降的财务状况

简讯

因美债收益率上涨和美元升高
金价急挫至八个月低点

因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上升打
击了非孽息黄金的吸引力，黄金价格
周五下跌3%，至八个月低点，并有
望录得2016年11月以来最糟糕月度表
现。

1834 GMT，现货金下跌2.5%，
至每盎司1,726.31美元，此前曾触
及1,716.85美元，为2020年6月以来
的最低水平。本月迄今为止，金价下
跌了6.4%。

美国黄金期货收于1,7 2 8 . 8 0美
元，下跌2.6%。

其他金属也受到黄金走势的影
响，银价大跌3.9%，至每盎司26.34
美元，势将录得三个月来首次月度下
跌，2月份迄今已下跌2.5%。

钯金下跌3.3%，至2,321.15美元，
铂金下跌2.8%，至1,182.34美元。不
过，这两种贵金属都录得月度涨幅。

受累于美元走强和预期OPEC+料增加供应
油价下跌

因美元上涨，且预测显示在油价
攀升至大流行前水平后，原油供应将
增加，油价周五下跌。

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0.75美元，
或1.12%，结算价报每桶66.13美
元。美国原油期货下跌2.03美元，结
算价报每桶61.50美元，跌幅3.2%。

风险货币下跌
美元受美债收益率守在高位带动上涨

美元周五走高，美国公债收益率
守在一年高位附近，而澳元等风险货
币走软。

美元指数上涨0.59%，至90.847
，为一周最高水平。

美元兑日圆上扬，触及106.69日
圆，为9月以来首见。

指标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四升穿
1.6%，为一年来首见，此前七年期
公债标售表现疲弱。10年期美债收益
率盘尾报1.45%。

风险较高货币下跌。澳元兑美元
下跌1.99%，至0.7713美元，周四自
2018年2月以来首次突破0.80美元。

欧元兑美元跌0.79%，报1.2078美
元，周四触及七周高位1.2244美元。

比特币下跌0.32%，至46,946美
元。以太币下跌0.7%，至1,468美元。

美国股市涨跌互见
尽管市场人气依然脆弱；由于对

通胀上升的担忧令美国公债收益率接
近一年高位，该指数昨日录得四个月
来最差表现，美国股市周五收盘涨跌
互见，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在震荡交投中反弹。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低469.64点，或
1.5%，报30,932.37点；标普500指数
收低18.19点，或0.48%，报3,811.15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72.91点，或
0.56%，报13,192.34点。

  全球股市

2020年，股票代号
为AS I I的上市公司收
入为175.04兆盾，比
2019年实现的237.16
兆盾下降了26 . 1 9%
。AS I I最大的收入来
自汽车部门，在消除
产能过剩之前的销售
额为67.94兆盾，而重
型设备、采矿、建筑
和能源部门为60.34兆
盾。与此同时，AS I I
的商品销售成本也同
比下降26 . 9 8%，至
136.48兆盾。

ASI I在2020年实现
了10.28兆盾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与2019年的21.7
兆盾相比下降52.63%
。 然 而 ， A S I I 的 底
线 因 出 售 宝 石 银 行
（BNL I）投资的5.88
兆 盾 利 润 而 增 高 。
因此，ASI I在2020年
底的净利润总额达到
16 . 1 6兆盾，同比下
降25 . 5 4%。AS I I在
2020年的收入仍然符
合分析师的共识，即
174.99兆盾。然而，
其 净 利 润 能 够 超 过
15.46兆盾的预期。

阿 斯 特 拉 国 际 公
司总裁Djony Bunarto 
Tjondro表示，由于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
和克服它的努力，阿
斯特拉集团2020年的
收入和净利润业务前
景下降。疫情何时结
束仍存在不确定性，
然而，AS I I继续在充
满 挑 战 的 条 件 下 运
作。他在2月2 5日周
四的一份官方声明中
写道：“我们估计这
种情况将持续一段时
间，现在预测疫情对
2021年集团表现的影
响还为时过早。”

阿斯特拉国际投资
者关系主管Tira Ar-
diant i补充说，ASII在
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
务方面，继续遵循金
融纪律、创新和创造
力。他补充说，该公
司还将继续提高业务
运营绩效，无论是否
在病毒大流行期间。
他对媒体解释说：”
我们希望疫情过后经

济复苏进程将继续，
公众开始消费的信心
将 增 强 ， 购 买 力 提
高，因此将对包括阿
斯特拉公司在内的商
业界产生积极影响商
界。”

尽管仍笼罩在疫情
阴影下，但AS I I分配
的资本支出高于2020
年已实现的约8 . 3兆
盾资本支出（capex）
。Tira说：“据估计，
到 2 0 2 1 年 将 增 长 约
50%至11兆盾至12兆
盾的范围内。”AS I I
将把约占总资本支出
40%至45%的资金用
于重型设备、采矿、
建筑和能源业务。此
外，ASII还为汽车、基
础设施和物流业务等
分配资本支出。

另外，友联拖拉机
（United Tractors）公
司秘书Sara K. Loebis
希望重型设备的销售业

绩有所改善，煤炭产量
也稳定。此外，股票代
号为UNTR的上市公司
也有可能从能源业务部
门获得额外收入，因第
一台在中爪哇省Jepara
容量为2x100兆瓦的蒸
汽发电厂（PLTU）将
于2021年第四季度开
始运营。

在 采 矿 业 方
面，UNTR希望煤炭价
格能够保持在较高水
平，以便市场参与者
能够更有信心和勇气
增加产量。2月2 5日
Sara 对媒体称：”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
先观察，直到2021年
第一季度之后。2020
年，UNTR的收入录得
同比下降28.52%，从
84.43兆盾降至60.34
兆盾。与此同时，其
净 利 润 从 2 0 1 9 年 的
11.3兆盾下降46.9%
至6兆盾。（xf）

亚股

日经指数 28966.01  跌 1202.26

国综合 3012.95  跌 86.74

香港恒生 28980.21  跌 1093.96

上海综合 3509.08  跌 75.97

欧股

英国FTSE 6483.43 跌 168.53

德国DAX 13786.29  跌 93.04

法国CAC 5703.22  跌 80.67

荷兰AEX 651.26  跌 13.22

Http://tw.stock.yahoo.com 28/2/2021 11:23

美股

道琼工业 30932.37  跌 469.64

那斯达克 13192.35  涨 72.92

S&P 500 3811.15  跌 18.19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2/27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阿斯特

拉国际（Astra International）有限公

司。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恢复受新

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影响的财

务状况。公司继续鼓励财务纪律、创

新和运营实践的改进。

滨口隆则着成功创业第十二部

569

Patchwork 18 是否有观察到自
家公司的变化？

周围的变化很重要，但自己公司
的变化更为重要。环境不会轻易改
变，公司却能靠自己改变，经营者应
该要掌握这项可控因素，对自家公司
的“变化”更加敏感。

【Kontan日报雅加达
讯】我国的经济还没有摆
脱新冠病毒(Covid-19)
疫情大流行带来的负面影
响。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记载，截至2021年1月银
行信贷同比收缩2.1%。然
而信贷放缓不太影响银行
资产的增长。

印尼庶民银行(BRI)上市
公司企业秘书Aestika Oryza 
Gunarto称，去年印尼庶民
银行的资产同比增长6.7%
达1511.81兆盾。

他自信该股代号为BBRI
的银行资产值在今年将增
长得更高。该银行制定
今年的信贷增长在同比
6%-7%范围内。该数字远
高于去年信贷增长落实的
3.89%。

为达到该指标，印尼庶
民银行将最大限度地为其
旗舰部门，即中小微型企
业(UMKM)提供贷款。去
年该银行发放贷款938.37
兆盾。其中770.65兆盾或
82.13%发放给中小微型
企业。

然而，今年的信贷增长
尚未成为印尼庶民银行的
参考。Aestika说，维持资
产质量是该银行管理的重
点。

他说，“印尼庶民银行
选择增加准备金而不是追
求利润。以防范未来的各
种风险。”

印尼国家银行上市公司
(股代号BBNI)财务主任No-
vita Widya Anggraeni亦深信
今年资产依然增长。她预
测2021年该银行的资产值

将增长在6%-7%范围内。
该预测比印尼国家银

行的资产增长更为乐观，
在2020年成功地从845.6
兆盾同比增长5.4%成为
891.34兆盾。

Novita说，“在信贷发
放的情况下，资产仍然
可以由第三方存款者资金
(DPK)支持，该资金去年同
比增长10.6%达到679.5兆
盾。”

中亚银行上市公司(股
代号BBCA)同意，即使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结
束，资产的收集也不会受
到干扰。

中亚银行财务主任Vera 
Eve Lim 称，对资产值没有
特别的指标。但是去年，
中亚银行的资产同比增长
17%达1075.6兆盾。(xin)

今年银行资产仍将有所增长

Satu Global Investama（SGI）公司深信，冠状病毒
(COVID-19)疫情大流行一年后，我国资本市场将
持续增长并产生更多想上市的公司。图为上周五
（27/2），SGI公司董事总经理Wilma Willantara
（右）与SGI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Calvin 
Lutvi（左）在雅加达对媒体人员指出我国资本市
场的动向时的情景。（商报/Hermawan摄）

SGI公司深信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

【 商 报 雅 加 达 M u h a m -
mad Maan报道】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
BBCA）拟定指标，2021年BCA 
Expoversary在线展览会期间的
机动车贷款（KKB）有望达1兆
5000亿盾至2兆盾。

该银行还拟定，自从2021年2
月27日至3月27日举行为期一个
月的活动中将住房贷款（KPR）
申请增加30％的指标。

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Jahja 
Setiaatmadja称，今年在线举行的
BCA Expoversary联手拥有280多
个住宅项目的88家开发商和177
家房地产经纪人办公处合作。此
外，约有400家汽车经销商的18
个汽车品牌提供各种优惠。

上周五（26/2）他在2021
年BCA Expoversary 在线展览会
举行的虚拟新闻发布会和开幕
式上说：“去年，从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开始，KKB
下降，从2兆5000亿盾减少到
9000亿盾。但是，最近它渐渐
地增加到1兆5000亿盾。因此需
求不断增加。希望BCA Expover-
sary 可协助促进经济复苏”。

在该场合出席的还有2021年
BCA Expoversary 在线展览会理
事会主席兼BCA Finance 经理

Petrus Karim，中亚银行消费者贷
款执行副总经理Felicia Mathelda 
Simon以及BCA秘书处和企业传
播执行副总经理Hera F. Haryn。

Jahja说，BCA Expoversary 是
第一次在网上举行的，所以它可
以持续进行一个月，而在此前前
几年，由于它是实体的并且必须
租一个地方，所以通常只持续4
天。据他说，客户将被各种促销
和优惠所吸引，例如特别利息为

房贷、机动车贷款和摩托车贷款
（KSM），这些特别利息只能在
BCA 64周年纪念版BCA Expover-
sary 在线展览会上享受。

“中亚银行希望通过访问ht-
tps://expo.bca.co.id，使我国客
户和民众更容易获得梦想中的住
宅、梦想中的交通工具和各种银
行业解决方案。”在64周年纪念
会上，中亚银行提供非常特殊的
房贷利息，即每年固定利率3.88

％。机动车贷款的特殊利息为3
年期为2.99％，而摩托车贷款的
特别利息为每年6.4％不变。

Jahja接着说：“由于当前的
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情况，我
们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活动空
间有限。但是，我们也相信，有
限的活动空间不会限制客户和
社区所计划的梦想和希望。因
此，2021年BCA Expoversary在线
展览会可以使客户和民众更轻松
地获得他们梦想中的住所、梦想
中的交通工具以及我们提供的各
种银行业解决方案。一切都只能
在家里访问”。

在这次活动中，中亚银行
还提供多种融资解决方案，包
括从5.58％利息开始的商业融
资优惠以及用于信托资金购买
和个人保护保险的各种现金返
还。别忘了，特殊的“Chibi”
版Flazz卡在该在线展览会实施
期间售出。

Petrus说，该在线展览会也有
望为国民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Petrus说：“客户和民众无法
像去年一样直接从一个展位到另
一个展位享受各种一站式解决方
案。但是，我们仍然保持旅行的
经验，只是在这个时候透过虚拟
的概念”。 （asp译）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透露，银行
业在冠状病毒（Covid-
19）疫情大流行期间面
临的挑战。

金融服务管理局第
二银行业监管委员会
助理班邦（B am b a n g 
Widjanarko）解释说，
当今银行业面临两个挑
战，即短期挑战和结构

性挑战。
上周五（26/2）班邦

在举行的虚拟新闻发布
会上说：“短期挑战取
决于银行业抵御信贷重
组带来的减值损失储备
金（CKPN）的能力。”

金融服务管理局还通
过2020年第11号金融服
务管理局条例（POJK）
政策（作为反周期政
策）应对短期挑战，并

承担冠状病毒疫情大流
行的负面影响，并与
2020年第48号金融服务
管理局条例得到扩展。

他说：“即使在短期
挑战内，我们也无法确
定将花费多长时间，因
此只有在Covid-19大流
行结束后才能解决。希
望政府的大规模疫苗接
种计划能尽快实施，俾
使经济迅速复苏”。

与此同时，据班邦
说，结构性挑战是冠状
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即
生态系统的变化和社区
行为的变化。

班邦说：“从一开
始，我们就知道随着大
流行病的发生，技术发
展将大大发展，而这一
发展将更快。”

班邦解释说，由于大
流行，技术的需要更加

快发展，此前，大流行
之前进行技术发展被认
为效果不佳。在大流行
期间，技术正在不断发
展，因此一切都可以在
家中完成。

班邦补充说：金融服
务管理局还将开发技术
来监视所有数字银行活
动。“第二，民众行为
发生变化，民众越来越
喜欢技术”。(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透露 2021年银行业面对两个挑战

2021年BCA Expoversary在线展览会

中亚银行拟定机动车贷款有望达2兆盾

图为上周五（26/2），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
BBCA）董事总经理Jahja Setiaatmadja（左上）、2021年BCA Expoversary
在线展览会理事会主席兼BCA Finance 公司经理 Petrus Karim（左下）
、中亚银行消费者贷款部执行副总经理 Felicia Mathelda Simon(右下)
与秘书处与企业传播执行副总经理 Hera F. Haryn（右上）在该活
动虚拟地开幕仪式的情景。（商报/Muhammad Ma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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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J a b a b e k a
自 立 城 市 开 发 尚 � � a �� � a �
habuana Cika �ang公司，
准备在雅加达东区走廊
开发智能城镇工程，该
工程位于Jababeka�芝卡
朗自立城市。

上周三(2月24日)，在
Batavia高楼大厦P�esident
大厅举行的2�2��Jababe�2�2��Jababe��Jababe�Jababe�
ka春节展望，��ahabuana 
Cika�ang公司总经理Sutedja 
S.Da�mono说上述事情。

“去�成功经历充满挑
战后，我们表乐观今�开
发Jababeka自立城市，迄
今是最好住宅、业务和投
资的目的。”他这么说。

除 了 � � a h a b u a n a 
Cika�ang公司总经理Sutedja 
S.Da�mono出席该节目，也
有交通部雅茂德丹勿交通
管理机构(BPJ�)��Po�(BPJ�)��Po���Po�Po�
lana B.P�amesti、AREBI总
�席Lukas Bong、He�oleads 
Indonesia首席执行官Rama 
Dh o n a n t o，和Ind o n e s i a 
P�ope�ty Watch首席执行官
Ali ��anghanda。

他续说，今�Jababeka
已准备数个策略，并准备
推出数项新工程。

至今�初，Jababeka已完
全数个现代工业区、高档
商业区，以及住房簇群。

“为住房簇群，Jababeka
正在营销运动市区(Spo� t 
City)，即最新大型

簇 群 ， 推 介 某 些 优
势项目，即Se v i l l a别墅
(town house)、Monaco别
墅、Sevilla店屋、Monaco店
屋、Rotte�dam簇群，以及
Wimbledon簇群，成为今�
初最新工程。”他如斯说。

不仅如此，Jababeka也
已准备开发数个新高档商
业区，其中Itaewon Ja�Itaewon Ja�
babeka高档商业住房。

“除了聚焦于住宅和
商业领域，J a b a b e k a继
续在房地产工业领域创
新。目前，J a b a b e k a工
业区成为准备迎接工业
4.�的一个工业区之一。
今�，J a b a b e k a准备推
出新优势产品，已设有
最新工业技术是E�Space 
Block。”他这么说。

B P � J � � P o l a n a 
B.P�amesti称，Jababeka城
市是在雅加达东区走廊的
一个自立城市之一，拥有
齐全的基础设施，因为所
有交通方式将在这个城市
中心。

“ J a b a b e k a 是 一 个
公 共 交 通 为 导 向 的 开
发( � O D )地区之一，已
满足交通方面，即连通

性方面、行人、自行车
道、公众交通，到停车
场设施。因此，BP � J已
向J a b a b e k a提供技术建
议成为Jababeka的�OD地
区。”他这么说。

据他说，需要政府与私
人协同作用推动民众从私
家车转到公众交通使用。

Sutedja称，“Jababeka
城市也将开发Silicon �al�Silicon �al�
ley Jababeka成为一个技术
生态系统。Silicon �al�Silicon �al�
ley Jababeka将成为我国或
外国初创企业家的地方以
设有大学、实验室、投资
者、加速器、孵化，以及
其他公司。”他如斯说。

为 实 现 上 述 计
划 ， J a b a b e k a 已 有 一
些 基 于 技 术 的 发 展

和 创 新 ， 即 J F A S � 、 
Jsma�t、IC�EL、YUKK平
台、Jababeka Residence平台，
至最新是FABLAB Jababeka，
以及与Hongkong Sma�t City 
Conso�tium的合作。

据 他 说 ， J a b a b e k a 
Sma�t �ownship的概念有
目的创造宜居城市，能
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以及推进经济。开发的
将涵盖6个�要方面，是
Sma�t Secu�ity、Sma�t 
Inf�a、Sma�t Citizen、Sma�t 
Envi�onment、Sma�t Busi�、Sma�t Busi�Sma�t Busi�
ness & Innovation，以及
Sma�t Mobility。

“除了有成熟的基础
设施，Jababeka也有强大
的生态系统为创造智能城
镇。”他这么说。(lcm)

日前，印尼淡水谷公
司首席财务官贝尔纳杜
斯.伊尔曼多（Be�na�dus 
I �man to）称，作为使用
原油供作能源之一的矿
业公司，世界原油价格
上涨，当然也对印尼淡
水谷公司运作费用造成
压力。“与去�情况成
反比，今�，印尼淡水
谷公司必须努力控制能
源费用。”  

根据印尼淡水谷公司
财务报告，截至2�2��第
3季，印尼淡水谷公司润
滑油和燃油成本比2��9
�同期降低38.3�%成为
6853万美元。印尼淡水
谷公司也记载，煤炭燃
料费同比降低7.74%成

为3228万美元。
印 尼 淡 水 谷 公 司 实

施防范该事宜的措施之
一，即严控燃料消费和
倡 议 提 高 燃 料 使 用 效
率。“通过印尼淡水谷
公司实施的淡水河谷生
产系统，我们有信心能
控制燃料消费。”

除此之外，印尼淡水
谷公司已自数�前开始
贯彻的煤炭转移方案，
使该公司对燃油的能源
费比例和依赖减少，不
单如此，印尼淡水谷公
司也使用3座水力发电站
（PL�A）供应公司的冶
炼厂能源需求，这为印
尼淡水谷公司提供竞争
优势。

据悉，印尼淡水谷公
司运行La � o n a水力发电
站（发电量为�65兆瓦）
，Balambano水力发电站
（���兆瓦）和Ka�ebbe水
力发电站（9�兆瓦）将
为座落于So�owako的冶
炼厂供应电力。

“作为减少碳排放的
措施之一，目前，我们
正在探讨另类更有利环

保的能源，也希望能更
有经济价值。”

根据彭博（Bloomb�
e � g ）资讯中心数据，
最近期间，West �exas 
In te �med ia te（W�I）和
B�en t的原油价格有上涨
趋势，至上周四（2月25
日）下午4时5�分，W�I
的原油价格每桶为63.4
美元。(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在全球煤炭价格上涨契
机中，Indo �ambang�aya 
Megah（I�M�）公司准备
实行数项策略，俾能提高
今�的业绩。Indo �am�。Indo �am�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定下
指标，今�煤炭产量可达
到�77�万吨至�99�万吨。

据悉，Indo �ambang�，Indo �ambang�
�aya Megah公司公布，去
�的煤炭实际产量为�84�
万吨。其实该数目比Indo 
�ambang�aya Megah公司
去�定下的�9��万吨煤炭
生产指标更低。

Indo �ambang�aya 
M e g a h 公司投资者关系
经 理 尤 里 乌 斯 . 克 萨 利
（Yulius �ozali）称，已
贯彻数项策略，俾能在
2�2��达致更好的运作业
绩。其中如设法提高采矿
运营效率和尽量提高煤炭
蕴藏量。“我们也增加产
品投资组合，俾使符合客
户不断改变的需求。”

除此之外，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也持续积
极和协调使用资产和邻近的
矿区基础设施，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也确定绿
地资产发展能快速实施。

 为积极提高煤炭价格
潜力，Indo �ambang�aya 
Megah公司也设法提高与

第3方的煤炭贸易活动，
俾能获取正在增长的市场
和达到更高的盈利。

他续称，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承
诺，为能获得全球性有利
环保的能源增长趋向的商
机，将在所有的矿区使用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不久前，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与
ABB Powe� ��ids Indo�
nesia公司合作，为其在东
加里曼丹Bontang的旗下的
Indominco Mandi�i公司采
矿运行，贯彻太阳能基础
的微电网（mik�og�id）作
为解决方法。

不但如此，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也有
可能参与煤炭气化的下游
化工程，可惜，尤里乌斯
还不能为该计划详述细
节。“在下游方面，我们
将参与煤炭气化工程。”

据了解，Indo �am�，Indo �am�
bang�aya Megah公司才公
布2�2��的财务报告。该
公司净收入比2� � 9�的
�7.�亿美元降低3�.99%
，至2�2��成为��.8亿
美元。Indo �ambang�aya 
Megah公司净利同比也从
2��9�的�.2942亿美元缩
减69.5�%，至2�2��成
为3946万美元。(sl)

印尼淡水谷业务

也受原油价上涨影响
【Kontan雅加达讯】生产镍矿和加工镍

矿物的印尼淡水谷（�ale Indonesia）公

司坦言，世界原油价格上涨趋势将对其业

务持续性造成影响。

印尼淡水谷公司的重型机械正在镍矿区活动的情景。

Jababeka准备在雅加达东区走廊开发智能城镇

Grahabuana Cikarang公司总经理Sutedja S.Darmono(左3)与领导班
子出席春节展望节目。

【Kontan雅加达讯】全
球原油价格上涨趋势，对
煤矿企业持续性的业务造
成影响，包括Ada�o En�
e�gy在内。

据悉，在纽约商品交易
所（New Yo�k Me�can�
tile Exchange）2�2��4
月运输合同的West �exas 
Inte�mediate（W�I）的世
界原油价格，本月25日已
触及每桶63.72美元，比
此前提高.�79%。在ICE
期货市场（ICE Futu�es）
在2�2��4月运输合同的
B�ent原油价格提高�.87%
成为每桶67.62美元。

Ada�o Ene�gy公司公共
关系经理菲帕里亚蒂.纳
迪拉（Feb�iati Nadi�a）
坦言，世界原油价格上
涨，当然将对Ada�o En�
e�gy公司需求的燃料费造
成影响。

为此，最终的结果有
潜力提高Ada�o Ene�gy
公司的成本。“燃料份
额大约占我们总费用的

25%至3�%。”
他补充说，为防范该

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影
响，Ada�o Ene�gy公司将
持续设法积极实施�要商
业运行优势，提高效率和
运作生产力，以及在目前
发生的各种挑战中，保持
现金和稳固的财务状况。 

未来，Ada�o Ene�gy
公司将持续观察市场上的
世界原油价格发展，一边
符合计划持续进行运行活
动。“我们将持续跟随
市场发展，一边仍符合
计划，在矿区实施运作活
动，仍聚焦于保持健全的
利润率和向客户持续不断
的供应。”

据 了 解 ， 不 久
前，Ada�o Ene�gy公司
公布，去�，煤炭实际
产量为54 5 3万吨或者比
2��9�同期降低6%，但
该实际产量稍微在Ada � o 
E n e � g y公司定下的52 � �
万吨至54 � �万吨生产指
标之上。(sl)

世界原油上涨

影响Adaro Energy业务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芳香剂、烯烃和塑料工
业协会(Inaplas)透露，全
球石油价格调高，对塑料
原料价格和塑料产品售价
带来影响。目前，塑料颗
粒生产商承认已调整售价
以原料价格上涨。

Inaplas��长Faja� Bu���长Faja� Bu�Faja� Bu�
d i o n o称，目前塑料原料
价格调高是�度周期。在
一�里，发生两次原料价
格上涨和两次下降。“
但是，一样的，今�初塑
料原料价格降幅太小又太
快。平常三个星期价格下
跌，但是，这次趋势刚刚
一个星期内又再上涨。”
他这么说。

他说，目前原料价格位
置异常，因为下降太快，
所以企业家必须调整，并
快速适应。

一个最�要原因之一，
是集装箱缺乏，以致进
出口活动受阻。上述情况
当然造成供应量限制。
因为，我国塑料包装工业
仍需5 5%的外国原料需
求量。而原料占8 �%到
下游塑料工业销售成本
(CO�S)。“目前，本地
工业受到很难满足该原料
需求量。”他如斯说。

此外，塑料原料调高影
响因素也因为全球石油价格
上涨。他说明，今�2月第

二个星期，塑料原料平均价
格大约每吨3至4美元，而此
前大约每吨2美元。

据他说，有可能原料
价格将持续调高至今�4
月。在上游工业的原料占
85%到CO�S。

因此，他说，警告Ina�Ina�
plas的上下游企业家立即
预测未来几个月原料的

需求，因为我国已临近斋
戒月和开斋节。“他们
得计划至4月原料的需求
量。”他这么说。

他称，迄今塑料工业快
速采取原料价格的位置，
例如当价格上涨时，企业
家已预先购买作为供应。

当然以有原料增加自动调
高塑料产品售价。他说明，

目前塑料成品价格，如包
装、麻袋、家具、纺织品、
口罩等已提高��%至�5%。

��inseo Mate�ials In�
donesia公司作为塑料颗粒
生产商，也受到原料价格
上涨的影响。

��inseo Mate�ials In�
donesia公司区域营销经理
Dony Wahyudi称，“我们
总是调整售价以原料价格
调高。目前比今��月已
提高2�%至25%。”

今�，��inseo Mate�ials 

Indonesia公司将推动产量为
满足塑料材料的需求，尤
其聚苯乙烯(polisti�ena)和
ABS。他说，未来，塑料包
装前景仍然明朗，因为目
前未有更好的其他替代材
料为代替塑料。(lcm)

原料价格提高 塑料颗粒生产商调整售价

Indo Tambangraya定下指标

今年煤炭产量199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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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学习好的、善的、美的一念，
如满足、慈悲、智慧、惭愧、
感恩等，都是人生的财富。

文／三日月 图／资料照片

人到中年

饮食要恰如其分

文／赖光祺

真诚感谢

有被看见

文／陈启文

相处之道

晨起不说话

文／王丽娟

佳节忆往 

浓浓年节习俗 最是让人怀念

【人间社记者李生凤高雄报

导】佛光山日前发布中英文版「

云端点灯」，至今全球超过40万

人次透过电脑、手机、平板，体

验移动云端三根火柴点燃三朵莲

花灯，许下「做好事、说好话、

存好心」愿望、书写一则则温暖

的祈愿文，让一盏盏虔诚祝祷的

「希望心灯」照遍五大洲。

云端点灯，是今年佛光山和网

龙网路公司携手开发的一款广受

欢迎之人工智能软体。在疫情变

动不居的环境下，它横亘世界各

地的天空，搭起一座分享彼此关

怀、相互祝福的欢喜桥梁。一圆

人们无法外出点灯祈福的盼望，

增添跨国界加油打气的交流平

台，大众携手祝愿疫情尽快离去。

今年春节期间，佛光山法宝

堂的科技体验活动，除了「云端

点灯」，还有「佛国之旅」和

「花开四季--许钊滂台湾花景

摄影展」。透过现代科技，吸引

儿少、青年的目光，促进亲情互

动，更在贴近生活与欢喜趣味的

活动环节中认识佛法。

结合AR技术 欣赏花开四季
「佛国之旅」第二版，延续去

年中国水墨画风，场景设计主轴

是藏经楼，在人物和背景上更为

细致流畅，以设备扫描脸部后，

立即化身成为法师或是佛光

人的随机角色，一游藏经楼，

了解学佛修行，与佛光山开山星

云大师的石刻一笔字相会。

走进「佛国之旅」场景的人，

看着自己或家人跃上大萤幕都感

到很新奇，其中画面里法师与动

画人物的对话蕴含深意，有小朋

友甚至看见萤幕中的佛像就自然

双手合十，显见善根深植。民众

也风趣地说：「不用走到满身大

汗，就可以游览佛光山了！」

佛光山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带

团两次前来体验，表示这是很好

的弘法方式，让大众到佛光山有

不一样的参访体验。

服务林校长的义工正好是南华

大学学生，他们于春节期间发心

服务，回馈佛光山的教育养成，

也增添一桩佳话。

在法宝堂艺文科技走廊展出

的，是「花开四季--许钊滂台湾

花景摄影展」。台湾知名摄景家

许钊滂，40余年来跑遍了台湾本

岛和离岛各处，拍摄全台常见与

鲜见的自然花卉。

许钊滂平面影像作品结合ＡＲ

扩增实境技术，透过手机App让美

丽花朵有特效、影片、动画、扩

增影像，以及作者解说等不同面

向的数位呈现，让民众欣赏到更

丰富与立体的花景。他精湛高超

的摄影技术，备受赞叹，不仅有

摄影爱好者驻足品赏，甚至有一

家人连续两日前来观展。

	

文／星云大师

和乐家庭

《法句经》云：「居家事父
母，治家养妻子，不为空而行，
是为最吉祥。」《无量寿经》也
载：「世间人民、父子、夫妇、
家室、中外亲属，当相敬爱，无
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惜，
言色常和，莫相违逆。」果真家
庭能如此，那真是人间吉祥事。
以下有四点，也提供做为建立「
和乐家庭」的参考：

第一、上慈下孝，阖家和
乐：家不是光靠一个人的努力就
能和乐，而是要全家上下一心，
共同创建。所谓「同体共生」
，家里的每一个份子，更是彼此
共生共荣，因此，要建立和乐家
庭，上慈下孝，是每个人的责
任。

第二、夫妇融洽，相敬如
宾：所谓「夫有义，妇有德」，
夫妇同心同德，家庭一定融洽。
但是假如夫妻相处不和，互相
怨恨，这是儿女的不幸，受害的
是整个家庭。因此夫妇虽然是不
同个体，关系至为密切，无论人
前还是人后，都要恩爱亲昵，彼
此尊重，才能建立良好的家庭关
系。

第三、兄友弟恭，上下有
序：一个家庭，无论年龄大
小，大家恪守本分，礼让和
谐，必能井然有序。尤其兄弟
姐妹之间要互相尊敬，如古人
所云：「父子和而家不退，兄
弟和而家不分。」彼此爱护，
才能和谐融洽。否则兄弟阋
墙，只会造成父母的伤痛，削
弱家庭的力量。

第四、敦亲睦邻，守望相
助：平时要亲人邻居多往来，即
使只是一个礼貌性的招呼、一点
小小的物质结缘、一句赞美关怀
的语言、一些好处利益的分享，
都会回报到自己的身上，带来善
美的因缘。尤其现代人大都居住
在社区里，彼此关照更形重要，
守望相助，就能遏止小偷、坏人
的觊觎。人我相助，就是天堂；
邻里相敬，即是净土。天堂就在
自己家中，净土就在居住的社区
里。

古人说：「家门和顺，虽饔
飧不继，亦有余欢。」兄友弟
恭，夫义妻贤，中外和乐，必致
祯祥。以上这四点，是「和乐家
庭」的条件与助力。

第一、上慈下孝，阖家和乐；
第二、夫妇融洽，相敬如宾；
第三、兄友弟恭，上下有序；
第四、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科技行春佛光山 体验佛国之旅

「佛国之旅」让大家化身动画人
物，一览藏经楼。

图/妙熙、人间社记者刘□昀

云端点灯

以滑鼠代替火柴，
让每个人都能献上
一瓣心灯，超越国
境，为世界、为家
人、为自己祈福。

日前读到〈分寸〉一文，提及
人与人之间要有分寸，人与事之间
也要有分寸，尤其说话更要有分
寸；如果没有分寸，就会有冲突，
就会有是非，就会不欢而散。文中
也举了说话的分寸、劳逸的分寸、
用钱的分寸等等；而健检报告也提
醒了我，要注意饮食的分寸。

年终做了健检，自以为饮食有
节制、生活规律且不抽烟的先生，
被医生告知心脏冠状血管有阻塞现
象；再进一步做了心导管检查后，
确认心脏内三条动脉血管中段均有
大约40~50%的阻塞。虽然医生说

还不需装支架，但由于血管阻塞是
不可逆的，夫妻俩不得不再次检视
饮食、生活中，是否有需要调整的
地方。

仔细记录三餐饮食约一周后，
发现先生劳动量早已不如年轻时，
中餐、晚餐却还是吃下一碗半的
饭，早餐则是一颗半的馒头加上一
杯燕麦；虽然偶尔会吃糙米，但是
醣类摄取量还是偏高。这才发现，
我们的饮食并没有随著年龄与劳动
状况调整，也可以说是失去了「分
寸」。

我想，饮食也像衣服，随著年
纪增长，身体代谢率下降，尺寸（
摄取的分量）可能已经不合身、样
式（年轻时可轻易消耗高卡路里的
食物）也不再适宜，得要适度调整
了。

到书局找了由内科医生执笔的
减糖低脂食谱，从煮汤开始重新学
做料理。学习运用不同的蔬菜、豆
腐、蛋等健康食材，煲一锅营养丰
富、可品尝食材鲜味，又不会累积
体内脂肪的健康汤，找回适合当下
的饮食分寸。

春节是我们最重视的节日，那
并非指单一的日子，而是接连好几
天的活动。大扫除、办年货、除夕
敬拜神明和祖先后全家围炉，供桌
上摆的糕□插上「饭春花」，表
示年年有余，因为台语「春」和「
剩」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当起书僮磨墨，拿著墨条顺
时钟方向画圈圈，一边磨，一边把
浓稠的墨汁推向砚池，磨出一屋子
的墨香。爸爸写的春联，用他的名
字起头：「长义千秋名不朽，成仁
百行孝为先」，横批是「长礼守信
万事成」。每次进家门时，我都会
看着春联，在心中默念一次，觉得
新年是被爸爸的春联写来的。

北部人会在门楣挂上八仙彩，
屋里屋外贴著「春」、「福」，贴
出喜洋洋的年味；南部人喜欢在春
联的横批下方悬贴五张彩色的福
符，镂空的花纹繁丽而细致，上头
印著「五福临门」、「天官赐福」
、「福禄寿喜」的吉祥字样，风吹
了过来，ㄈㄨㄈㄨㄈㄨ，福气就被
请进了屋子里。

妈妈忙著蒸年糕，方形的笼床
蒸著带有萝卜香气的咸粿；圆形
的竹笼逸散著一股特殊的香蕉油香
气，蒸的是甜粿。新年，也是被妈
妈蒸的年糕香来的。甜粿、菜头
粿、发粿，各式各样好吃的粿，撑
起一个年，也把我们的肚子撑得鼓
鼓的。我不爱吃甜点，妈妈常说：

「呷好粿，好过年。」「粿」和「
过」的闽南语发音是一样的，我吃
一块甜糕，让自己过好年。

喜欢在新年翻看相片，黑白的
照片里，家族排成两排，在古厝的
晒谷场合照，前排长者坐在藤椅
上，兄长全穿上卡其制服站在后
排，我还小，规规矩矩地站在爸爸
和奶奶的中间。古厝的春联正是以
爸爸名字起头，那年，我才五岁，
看不懂那些字的意义，现在才明
白，春联里融入了爸爸对我们的期
许。

这年代，鲜少有人自己挥毫写
春联，贴的是喷了香水的春联，总
觉得少了墨香的质感；也有贴上闪
闪发亮的雷射春联，非常亮眼，却
少了手写的温度。每逢岁暮，我到
庙宇排队领春联，老师写了一幅「
欢喜心」，还贴上闪亮的烛焰，每
次看到就会觉得心欢喜。写好的春
联挂在绳子上等著风乾，浓郁的墨
香带著我重返当年。

爸爸挥毫写春联，妈妈挥汗蒸
年糕，墨香与甜糕里藏的香蕉油
味，是春节最美好的回忆。

应邀参加生日宴会，来到大隐
于市的火锅店，顾客人声嘈杂，外
场人员却只一位，约莫20几岁的清
秀姑娘。

大夥儿菜单端详甚久，慎重有
如商讨征战部署。这位姑娘来了两
回，看我们迟迟无法商定，倒也不
愠不火，转身处理别桌事宜：点餐
下单、送餐喂食、收拾残局、重
新摆阵、结算银两，或者是疑难解
答，转进转出，手脚俐落，话语
温柔，虽然「食之者众」，让她难
以得闲却无一丝不耐。终于要点菜
了，招待券、生日礼、共锅好复杂

的战阵，还要餐具、问厕所，飞
粮挽秣还要扎寨安营，她都一一接
招，井然有序又平和定静，只不知
道她内心感受如何？

之前游历异邦，都会邀请服务
生合影，这些平日被呼来唤去的伙
计，受到邀约，往往瞬间笑颜炸
开。这个动作，除了到此一游的留
念之外，更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
的服务是有被看到的。额外的，因
为他们开心，我们的旅程也更愉悦
了。只是回到台湾，少了这样的细
心。有此体认，怎能不有点积极作
为。

首先，吆喝大家整顿杯盘狼藉
的餐桌，让她能快速收拾。离开之
前，再致上谢意并称赞她的干练，
同行的亲友也多加附和，短短交
谈，这位姑娘除了连声道谢之外，
我也看到口罩上的那双眼睛，满满
的弯弯笑意。

不管春夏秋冬、男女老少，平
日或假日、有事或没事，很多人都
有「起床气」，我家也不例外。夫
妻、亲子之间，时常为了起床后的
一句话或一个举动而大发脾气，虽
然气过不久就风平浪静，但起床气
爆发当下，还是会影响晨起甚至一
整天的心情。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尝试过
很多方式沟通、磨合，仍然无法获
得有效的改善，起床气依然像不定
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最后，
大家干脆都「不说话」，起床后保
持沉默，各忙各的，谁也不去管
谁，直到过了起床气爆发的时间
后，才开口互相问候。久而久之，
起床后「不说话」，竟成了我们家
的习惯。

事实上，每天起床后要讲的话应
该大同小异，如果无法保证不会爆
发「起床气」，不妨把想说的话，
延后到等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情况
下再说，家庭气氛反而更加和谐。

图
／
李
萧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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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近期，有关同志按规
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书面述职。习
近平认真审阅了述职
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
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站
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增
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要立
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锚定宏伟蓝
图，勇于担当作为，加
强对分管领域工作的前

瞻性思考，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
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认真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带头做到廉洁自
律。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更
好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更加奋发有为，切实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工作中去，以实际
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100周年。

有关同志对过去一
年思想和工作情况进
行全面梳理总结，以
严肃诚恳的态度和高

度负责的精神撰写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总
结经验体会，分析问
题不足，围绕大局提
出下一步努力方向，
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坚决把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
处，始终坚持把“两个
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
则和根本政治规矩，
不断增强维护的自觉
性和坚定性，提高维
护能力和效果。

二是带头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努
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苦功、见真章，在积
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检验理论学习成效。
三 是 围 绕 统 筹 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在党中央统一部
署下，扎实做好分管
领域各项工作，沉着
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
明 显 增 多 的 复 杂 局
面，积极在各自分管
领域履职尽责。

四 是 严 格 执 行 请
示报告制度，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自觉
将重大问题、重大事
项、重要工作进展情

况向党中央和习近平
总书记请示报告，在
分管领域、分管工作
中充分发扬民主、实
行正确集中。

五是坚决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坚持严字当头，落
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深化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格要求自
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员，保持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李国英为水利部部长
28日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28日经表决，决定任
命李国英为水利部部长。

官方简历显示，李国英，男，
汉族，19 6 3年1 2月生，河南禹州
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
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他在水利系统工作多年，曾任水
利部总工程师助理、副总工程师，黄
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水利部总工程
师，黑龙江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
等职，2001年5月任黄河水利委员会
主任、党组书记（副部长级），2011
年3月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5年7月，李国英到安徽省工
作，任省委副书记。2017年1月，李
国英当选安徽省政府省长。

中国公安部交管局：
元宵节共查处酒驾醉驾7000余起

27日讯，记者27日从中国公安部交
管局获悉，针对元宵节酒驾醉驾违法行
为高发的风险，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开展
全国夜查酒驾醉驾统一行动，26日（元
宵节）共查处酒驾醉驾7000余起，其
中醉驾1500余起。据介绍，统一行动期
间，各地严管餐饮娱乐场所周边、城乡
结合部和涉酒事故多发路段，织严织
密酒驾醉驾整治网，零容忍严查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在严管酒驾醉驾
的同时，同步查处超员载客、货车载
人、无牌无证等严重违法行为。公安
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酒驾醉驾
严重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交
管部门将始终坚持严管严查不放松。

台湾阿里山连假首日涌入万余游客
28日讯，台北消息：嘉义阿里山区

樱花盛开，自27日起涌入大量车潮、
人潮，连假首日风景区入园人数便突
破万人，但违规停车和随地野炊，也
造成车流回堵和环境脏乱等问题。

据统计，27日为228连假首日，大
阿里山区游客人数约11867人，人潮
大多集中太平云梯及风景区内，分别
涌入4831及4726人，但今年受疫情影
响，游客数相较去年16435人降低28.5
个百分点。阿里山公路车水马龙，交
通枢纽石桌地区尽管竹崎分局与民警
合作，但车潮绵延2公里多，阿里山管
理处副处长陈荣钦表示，民众大多看
到云海或樱花，路边停车，造成后方
车流回堵，目前还未传出车祸。

二二八连假第二日（28日），大
阿里山地区人潮，截至目前共12674
人，相较去年三天连假大阿里山区涌
入43393名游客，仍有成长空间。

杨伟民：中国今年有必要
设定增长速度目标

去年基于对疫情冲击的考量，中国
并未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今年全国两会
召开在即，政府工作报告是否会重新划
定增速目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在京接受中新社“
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称，中国今年
有必要设定增长速度目标。

“去年没设增长速度目标是实事
求是的。”杨伟民指出，因去年情况
太过特殊，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
情冲击，当时疫情会怎么发展也确实
很难预料。但今年情况已经不一样，
虽然局部地区仍有一些散发疫情，但
总体上得到了控制。

甘肃开出今年首趟中欧班列
编组48辆、满载家电和日用百货

的75044/3次货运班列27日从甘肃(
兰州)国际陆港（以下简称“兰州陆
港”）缓缓开出，预计10天后抵达
目的地俄罗斯莫斯科。这也是甘肃省
2021年开出的首趟“中欧班列”。

据这趟班列承运方中铁国际多式联
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趟中欧
班列货源由48只集装箱组成，货物品
类主要是来自浙江义乌的机械设备、家
用电器、服装鞋帽和日用百货，货值约
2020万元人民币，货重约676吨。

中国银保监会强调严禁
开展新的网贷撮合业务

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26日

晚间表示，目前中国网络借贷领域风险

形势已发生根本好转，未来官方将强化

管控，严禁开展新的网贷撮合业务。

该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介绍，按

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银保

监会牵头开展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

工作。在相关部门和各地方的共同努

力下，专项整治取得决定性成效，网

络借贷机构已全部停业，存量风险大

幅压缩，监管制度逐步健全。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28日讯】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中央政治

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

【香港中通社28日讯】
据新华社消息，中央有关
部门2月28日在深圳举办
为期两天的座谈会，广
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
表人士对完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落实“爱国
者治港”的意见。全国
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
龙出席座谈会。

夏宝龙 2月 2 2日强
调，“爱国者治港”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
核心要义，幷要抓紧完
善选举制度。回归后的
香港要由爱国者治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
要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他幷表示坚持“爱国者
治港”是关系到“一国
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
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
半点含糊。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
司司长张建宗2月28日

发表网志说，夏宝龙发
表有关“爱国者治港”
的重要讲话，对于完善
香港政治体制发展及选
举制度有重大意义。全
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是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必须遵循的根
本原则，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是维护
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和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重
要前提。

【香港中通社】香港
28日新增22宗新冠肺炎
确诊个案，5宗为输入
个案，其余17宗为本地
个案。当日有10多宗初
步确诊个案。

至于输入个案，卫生
署卫生防护 中 心 传 染
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在疫情简报会上通报，
当日5宗输 入 个 案 ，
其 中 4 宗 为 变 种 病 毒
个 案 。

在新增的17宗本地
个案中，有4宗为源头
不明个案。源头不明个
案的患者职业分别为酒
店员工、旺角体育店兼
职员工、K11 Musea商
铺员工等。上述旺角工
作的是一名20岁男子，
他的母亲和哥哥亦初步
确诊。

近日受关注的尖沙
咀K11 Musea“名潮食
馆”群组再多10人确
诊，包括2名食客和8名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此
群组至今共有44宗确诊
个案，据欧家荣指，当
日上述群组暂没有初步

确诊个案。
问及餐厅群组是否

会继续扩大，欧家荣回
应表示，“名潮食馆”
群组有员工可能为超
级传播者，其在商场逗
留期间，环境也可能存
留病毒造成传播。目前
检疫中心隔离观察有逾
100人与此群组相关，
预计未来此群组还会出
现确诊个案。

早前卫生防护中心
要求2月19日特定时段
到访“名潮食馆”的人
士联系中心，欧家荣指
目前仍有10多名人士暂
未联络中心，呼吁相关
人士尽快联络卫生防护
中心。

此 外 ， 欧 家 荣 表
示，特区政府将为收
到“安心出行”App风
险通知的人士提供一次
免费新冠检测。

当日香港玛丽医院
通报，一名73岁新冠
确诊男患者27日晚离
世。目前，香港共有
199名新冠肺炎确诊病
人离世。

香港新增22宗新冠确诊个案

餐厅群组累计达44人染疾

2月28日，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通报，当日新增
22宗新冠肺炎确诊，17宗为本地感染。图为卫生署卫
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左）和医院管
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右）出席记者会。 

【中新社28日讯】
中国国家统计局28日
发布《2020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盛来运解读公报
时介绍，按年平均汇
率 折 算 ， 2 0 2 0 年 中
国 经 济 总 量 占 世 界
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
17%。

盛来运表示，2020
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达101.6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比上年
增长2.3%，是全球唯
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经济恢
复走在世界前列，在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二季度增速由负转正，

增长3.2%，三季度增
长4.9%，四季度增长
6.5%，走出了一条令
世界惊叹的V型曲线，
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的主要力量。

中 国 发 展 基 础 也
持 续 加 强 。 全 年 新
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
2521公里，“四纵四
横”高铁主骨架全面

建成。新改建高速公
路里程1 2 7 1 3公里，
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
新增通过能力3 0 5 6 2
万吨/年。5G大规模
商用全面启动，年末
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 0 . 4 % ， 全 年 移 动
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
1656亿GB，比上年增
长35.7%。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7%

盛来运

【中新社28日讯】
中国官方去年将财政赤
字率拟按3.6%以上安
排，这是疫情特殊之年
作出的特殊安排，那今
年赤字率走向会如何？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
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在
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
点面对面”专访时称，
中国赤字率今年应该回

归，没必要保持去年那
样高的赤字率。

　　杨伟民指出，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压
力确实不大，但到底能
实现多少增长不仅取决
于自己，还取决于国际
市场。在此情况下，中
央已在财政政策方面提
出明确方向，保持连续
性、稳定性，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是可持续性。

他进一步说：“现
在地方政府债务比较
高，特别是隐性债务，
所以债务可能会减，但
到底减多少在‘两会’的
时候可能会清楚了。”

谈及货币政策，杨
伟民表示，因为去年情
况确实太过特殊，必须
要加大流动性来促进经
济尽快恢复，保就业、
保市场主体。

中央有关部门举办座谈会　

听取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意见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赤字率今年应该回归

【中新社28日讯】
记 者 2 8 日 从 中 国 海
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海油）获
悉，经中国自然资源
部审定，山西临兴气
田探明地质储量超1010
亿立方米，中国海油在
陆上成功发现千亿方大
气田。

目前，气田正进一

步加快勘探开发，建
成后将大大增强华北
地区清洁能源供应能
力，为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和雄安新区建
设提供绿色清洁的能
源保障。

临兴气田位于山西
省吕梁市，地处鄂尔多
斯盆地东缘。该区域构
造活动复杂，此前普遍

认为天然气逸散严重，
难以形成大型气田。通
过技术攻关，中国海油
2013年底获得第一口高
产气井之后，又陆续发
现一批高产井。到2020
年底，中国海油在上古
生界二叠系近728平方公
里含气面积内，探明天
然气地质储量达到千亿
方级。

中国海油“登陆”获千亿方大气田 

雄安新区添绿色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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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自律 直面挫折 珍爱生命

补上三堂课，心理有韧劲

特别报道

受访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 杨 雄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张 健

吃出健康

果蔬丰富 细嚼慢咽 常吃大豆 喜欢喝茶

“亚洲饮食”优势不少
受访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主任 高 键

本报记者 石筱璇

前不久，安徽安庆一名
12岁女孩因月考成绩拿了全
年级第一，遭到班主任质疑
并安排补考，一天之后女孩
在池塘中溺亡。事件曝光
后，无数人唏嘘不已。然
而，更让人警惕的是，类似
事件一直在不断上演。谈及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精
神心理障碍愈加凸显的问
题时，上海社会科学院青
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杨雄教
授用了“触目惊心”四个
字来形容。他认为，此类
悲剧的发生，既与普遍存
在的社会焦虑有关，也与我
国儿童青少年缺乏相应的教
育密切相关。

12～18岁精神心理问题高发
1 3岁的乐乐（化名）

一直是家长眼中品学兼优
的好孩子，但不久前她开
始厌学，无故发脾气，还
经常咬手指，甚至选择用
小刀划胳膊的方式发泄情
绪。乐乐胳膊上的累累伤
痕被发现后，父母将其带
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乐
乐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在
此前的4年间，她就多次
用小刀划伤过自己，甚至
还写过遗书，但由于亲子
间缺乏情感沟通，乐乐的
父母从未觉察异样。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
理科副主任张晓鸣告诉《
生命时报》记者，临床上
类似乐乐这样的孩子越来
越多。精神心理科的门诊
病人中，儿童青少年占比
从10年前的不到20%，增
长到现在的80%~90%，
预约号源变得越来越“紧
俏”。孩子成了“门诊刚
需”人群。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发展报告（2017-2018）

》数据显示，中国学龄儿
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异常总
患病率为15.6%，17岁以
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
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
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特
别是最近一两年，这一问
题表现得更加突出。2020
年，一项针对安徽省池州
市两个县4~8年级1200多
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发现，儿童青少
年的抑郁、自残及自杀想
法均有增加。相比本年内
的第一次调查，第二次调
查中学生们的抑郁症状增
加了50%，自残行为增加
了35%，自杀想法增加了
32%。

张晓鸣表示，儿童青
少年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
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
症等。儿童青少年症状多
不典型，经常以厌学、非
自杀性自伤和网络成瘾等
为主要表现或就诊原因，
其中两个现象尤其值得
关注：一是12~18岁成了
精神心理问题的高发年龄
段；二是早期抑郁常不能
被及时发现。

孩子普遍缺乏“三生教育”
很多家长想不明白，

明明生活条件好了、需要
操心的事少了，孩子怎么
就脆弱到出现精神问题了
呢？

杨雄表示，这首先是
社会焦虑情绪在孩子身上
的投射，特别是家长在其
中的传导作用。比如，有
的家长自己有强迫症或经
常焦虑，往往难以控制情
绪，如果孩子做错一点事
或没达到他们的要求，就
会大发雷霆，甚至表现
得歇斯底里，给孩子造成

严重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
感。很多孩子甚至因此感
觉自己是在为爸妈而活。

“我知道我就是家里的
一个玩意儿。”门诊小患
者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给
张晓鸣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是个学习成绩一直名列
地区前茅的孩子。在父母
观念的影响下，考出好成
绩成为他唯一的生存目
标。由于过于紧张导致发
挥异常，高考失利后，他
一下子崩溃了，出现了严
重的抑郁、自伤和自杀行
为。上文中提到的乐乐，
同样经历着来自父母的压
力。乐乐的爸爸特别强
势，妈妈也不懂得尊重
孩子的想法，动辄就以
斥责体罚模式惩罚孩子
犯下的错误，甚至为了
监控乐乐，家里专门安
装了摄像头。始终处于
父母强压下的孩子，完
全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
意义，不知道自己为什
么而活。她评价自我的
标准就是别人如何看待自
己，一旦接收到负面评价
或拒绝时，就会情绪崩
溃，甚至出现轻生念头。

张晓鸣说，儿童青少年
的精神心理问题是生物、
心理、社会层面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反映
出我国孩子缺乏稳定的自
我认同感、自身心理调节
能力不足、抗压能力不足
等问题，需要从个体、家
庭、学校、社会等角度开
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
进工作。

杨雄补充说，“三生
教育”即生命教育、生存
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缺乏，
也加重了儿童青少年的心
理问题。生命教育主要对

孩子进行人生观、价值观
方面的引导，让他们认识
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
命和发展生命，在尊重别
人生命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的生命。生存教育是让孩
子认识到生存的意义，提
高生存能力，强化生存意
志，树立人与自然、社会
和谐发展的生存观念，它
能教会孩子判断和选择正
确的生存方式，以及应对
生存危机、摆脱困境、善
待挫折，形成一定的劳动
能力，能够在社会上安身
立命；挫折教育、抗压教
育都是生存教育的重点
内容。生活教育强调让孩
子身体力行，认识到生活
的意义，感受到生活的乐
趣，享受通过自己努力而
得到的成就感。

从家长改善自身做起
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

困扰一旦发展到疾病程度，
治疗时间就会比较漫长。张
晓鸣表示，严重的抑郁症治
疗即使比较顺利，也至少需
3~5年。因此，为避免悲剧
发生，家长除了要随时关注
孩子的心理变化、出现问题
及时就医外，更重要是从自
身做起，学会尊重和理解孩
子、包容和陪伴孩子，与孩
子一起面对和承担压力。

杨雄则强调，目前的
社会教育评价体系存在
很大问题，导致家长只
看重成绩，为了能让孩
子以后出人头地，便将
这种成绩成败论的焦虑
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孩子。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发挥指
挥棒作用，进一步推动教
育评价体系改革；另一方
面，家长也应有意识地化
解自身焦虑，向孩子传

递更积极的情绪影响。
1.表达尊重。孩子是独

立发展的个体，有自己的
欲望和追求。家长不能觉
得“孩子啥也不懂”，忽
略了给予尊重。尤其是进
入青春期的孩子，需要更
多个人空间。

2.降低期望。现在青少
年的大部分压力都来自学
业和人际关系，而其直接
源头，就是家长对孩子的
要求太高。适当降低期望
并告知他们，可以极大缓
解其心理压力。

3.和谐氛围。父母应
平衡好工作和家庭的关
系，将亲子关系放在重要
位置。如果亲子关系非常
紧张，孩子将很难接受来
自父母的理念，甚至产生
逆反。

4.言传身教。父母首先
要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研究发现，父母抑郁的孩
子，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
的风险会升高。因此，在
面对挫折或负面事件时，
父母应做出榜样，避免各
种崩溃举动，如愤怒、指
责，甚至谩骂等。在孩子
遇到挫折时，父母需要倾

听他们的感受，陪伴一起
经历、承认这些不舒服的
感觉，再去引导。

5.适当放手。保护得
太好也会让孩子失去抗压
能力。每个孩子都应学着
独立经历和处理问题，走
出困境。日常生活中，家
长要鼓励孩子发展个人兴
趣，感受自我成就感，进
而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

杨雄说，德育是根，
根部发展壮大，孩子才能
抗风浪；智育是营养，营
养充足，孩子才能生长；
体育是躯干，通过体育锻
炼让孩子身体变得壮实，
躯干才能立得住；劳动教
育和美育是开花结果。任
何一方面的缺失，孩子都
无法健康成长。学校作为
孩子成长的摇篮，可以做
的事情也有很多，比如，
营造尊重每一个孩子个性
的环境，淡化以成绩论优
劣的氛围；提升教师心理
健康水平，设置“三生教
育”系统课程，并与相关
专业机构建立联动，定期
对学生进行心理筛查，以
便早期发现问题，针对性
指导。▲

每年年初，《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都会邀请
饮食、营养、肥胖、饮食
心理学、糖尿病等方面的
专家组成评审团，对多种
饮食模式进行评比，选出
新一年的最佳饮食。在刚
刚公布的2021年最佳饮食
排名中，“地中海饮食”
依然占据第一名，连续第
四年位居全球最佳饮食榜
首。由美国心肺及血液研
究所设计的“得舒饮食”
，以及“弹性素食饮食”
并列第二（前十名榜单详
见表格）。除总榜外，榜
单还根据不同需求，评选
出了最佳糖尿病饮 食 、
最佳心脏饮食、最佳减
肥饮食、最佳健康饮食
等。在今年参评的3 9种
饮食模式中，“亚洲饮
食”在健康饮食排名中
居于第1 0位，综合排名
第14。亚洲有40多个国
家，饮食种类繁多，但整
体而言，这些饮食模式存
在很多共同之处，专家们
认为，“亚洲饮食”有六
大优势，坚持做到这些对

健康有诸多好处。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营养科主
任高键根据我国饮食情况
进行了详细解读。

优势一：果蔬很丰富。
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
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
物的重要来源，研究发
现，增加果蔬的摄入量可
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
肺癌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
发病风险。亚洲大部分国
家气候适宜，因此果蔬种
类很丰富。我国果蔬产量
大，特别是绿叶蔬菜，品
种较欧美甚至地中海国家
多，加上价格便宜、烹调
方法多样，所以国人蔬菜
的摄入量在世界上比较靠
前。不过调查显示，依然
有很多人果蔬摄入不足，
必须引起重视。《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20 1 6）》
推荐，每人每天需要摄入
300～500克蔬菜，其中深
色占一半，水果每天要吃
200～350克。

优势二：含有大量全谷
物。全谷物是指脱壳之后
没有精制的粮食种子，比

如小米、大黄米、糙米、
高粱米等。研究显示，增
加全谷物摄入有利于降低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结直肠癌等与膳食相关的
慢性病发病风险，同时也
能降低超重、肥胖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就有“五
谷为养”的饮食传统。除
了全谷物，中国人的饮食
中还经常出现土豆、红
薯、紫薯、芋头、山药等
薯类以及红豆、绿豆、芸
豆等杂豆，它们也能给健
康带来多种好处，比如预
防便秘、控制体重等。《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推荐，每人每天应该
摄入250~400克谷薯类，其
中全谷物和杂豆50～150
克，薯类50～100克。

优势三：有一定量的坚
果和大豆。坚果富含多不
饱和脂肪酸、镁、钾等营
养素，适量食用有助于预
防心血管疾病。国人常吃
的坚果有花生、瓜子、松
子、核桃等。大豆富含优
质蛋白质、必需脂肪酸、
维生素E，常吃豆制品可

以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
症的发病风险。豆腐、豆
浆、豆干、腐竹……大豆
以各种形式走上国人的餐
桌，豆腐的发明更是让我
们引以为豪。《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 1 6）》推
荐，每人每天应摄入大豆
及坚果类25～35克。需要
提醒的是，坚果最好选择
原味、不加盐和糖的。

优势四：红肉吃得少。
红肉是指畜肉类，包括
猪、牛、羊等的肌肉、内
脏及其制品。传统亚洲饮
食中，红肉相对吃得少，
大豆及鱼虾贝类常作为蛋
白质的来源。但现在很多
国人开始向西方高蛋白、
高脂肪的饮食方式发展，
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在最
近几十年里明显增加，超
过了人体的需要量，尤其
是猪肉，约占全球猪肉消
费量的5 0%。从这点来
看，现代人有必要回归原
来传统的饮食习惯。《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建议食用鱼、肉、蛋要
平衡，每天吃鱼肉40～75

克，畜禽肉40～75克，蛋
类40～50克，少吃肥肉和
加工肉制品。

优势五：喝茶多、饮
酒少。研究表明，经常喝
茶可改善大脑功能，预
防某些癌症，提高“好”
胆固醇（HDL）水平，降
低“坏”胆固醇（LDL）
水平，进而预防心脏病。
喝茶还具有预防2型糖尿
病、控制体重、减少口臭
等多种好处。亚洲茶文化
源远流长，尤其是在中国
和日本，人们普遍喜欢饮
茶。需要提醒的是，尽
量不要喝浓茶和太烫的
茶。过量饮酒可能增加
肝癌、乳腺癌、胃癌等多
种癌症风险。建议尽量滴
酒不沾，如果一定要喝，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男性每

天酒精摄入不超过25克，
女性不超过15克。25克酒
精相当于啤酒750毫升，
葡萄酒250毫升，高度白
酒50克。

优势六：专心吃饭，
细嚼慢咽。细嚼慢咽不仅
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与吸
收，减轻肠胃负担，还能
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
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
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
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
进食，从而有助于控制体
重、预防肥胖。从小，国
人就被教导吃饭要细嚼慢
咽，但随着工作生活节奏
的加快，现在很多人丢掉
了这个好习惯。因此，建
议大家仍然遵循中国传统
的吃饭礼仪，吃饭时少说
话、不要狼吞虎咽，时间
控制在15~20分钟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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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驻 印 尼 大 使
馆】2月26日，肖千大使
在印尼《雅加达邮报》发
表署名文章《客观准确认
识中国，共创人类美好未
来》，针对一些西方政
客、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污
蔑，介绍中国在民主、人
权、和平、合作共赢、多
边主义等问题上的原则立
场，批驳西方政客和媒体
在涉疆、涉港、涉台和新
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错误
观点和做法。文章全文内

容如下：
一、认识指导实践，

对华认识影响对华态度。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政
客、媒体出于意识形态偏
见和现实利益驱动，打着
民主、人权等旗号抹黑中
国形象，误导民众和国际
社会，借此推行各种打压
遏制中国的行径，这不利
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我
愿做些说明，匡正视听。

——民主。民主是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

少数国家的独享专利。
民主形式丰富多彩，君主
立宪、总统共和、人民共
和等皆称民主。中国是人
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始终坚持并发
展人民民主，体现人民意
志，符合中国国情，得到
人民拥护。

——人权。“国家尊
重和保护人权”载入中
国《宪法》。中国始终致
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将生存权、发
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8
亿以上人口实现脱贫，在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首
次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更是中国人权进步
的典范。

——和平。中国的发
展得益于世界和平，又
通过自身发展回馈世界和
平。中国始终珍惜和捍卫

世界和平。过去70多年，
我们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
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一
寸土地，始终倡导对话弥
合分歧，谈判化解争端。

——合作共赢。中国
始终倡导和践行合作共
赢。我们坚持真心诚意
帮助发展中国家，不附带
任何政治条件，不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双循
环”发展格局等同各国分
享发展机遇。

——多边主义。中国
始终奉行和维护多边主
义。过去几年，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肆虐，中国
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予以抵
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表示，中国已成为多边
主义的最重要支柱。

二、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一小撮西方政客和媒
体不断炒作涉疆、涉港、
涉台、新冠病毒溯源等问
题。

所谓新疆“种族灭绝”
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
言。过去60多年来，新
疆人均预期寿命由30岁
提高到72岁。2010年至
2018年，新疆常住人口从
2181.58万人上升至2486.76
万人，增长13.99%。其
中，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287.49万人，增长22.14%
；维吾尔族人口增加254.69
万人，增长25.04%。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香港国安法，目的是
弥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
法律方面的缺失和漏洞。
香港国安法锁上了西方反
华势力利用香港法律漏洞
干预中国内政的大门。法
律颁布后，数百万人香港
市民表示支持，香港社会
秩序明显改善，安定繁荣
基础更加坚实。

世 界 上 只 有 一 个 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政，这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个别国家

打着国际抗疫合作的幌子
支持台当局“以疫谋独”
不得人心。世卫大会连续
多年拒绝涉台提案。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
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
何挑战。

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
科学问题，涉及多国多地，
应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有
关工作，世卫专家来华是
全球溯源科研合作的一部
分。中国同世卫组织保持
密切沟通与合作，为世卫
专家来华提供了大力支持
协助，世卫方面及国际专
家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
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我们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
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捍卫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共同维护人类公平正
义，共同应对全人类共同
挑战，携手开创更加美好
未来。希望朋友们擦亮眼
睛，勿被反华势力误导。

肖千大使发表署名文章

《客观准确认识中国，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肖千大使

【本报讯】2月27日，我
国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部长
Basuki Hadimuljono在雅加达
通过网上会议参加了印尼
赛艇体育协会（PODSI）举
行的全国会员大会，并再
度蝉联该协会2021至2025
年縂主席一职。

Basuki Hadimuljono目
前担任我国公共工程与
人民房屋部长，具有良
好的工作表现，而且深受
全国所有划艇参与者和活
动家的高度认可，因此，
其2015-2020度的工作汇
报都获得与会者的一致通
过。

Basuki Hadimuljono表
示説，“我在过去5年中
的经验和观察非常重要，
希望我能在维持和保持印
尼赛艇运动方面取得更密
切的合作，为更好的服
务。”印尼赛艇运动队以
赢得国际比赛而着称，尤

其是龙舟比赛。
吴能彬博士作为PODSI

赞助者已有超过15年，曾
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个地
区的印尼龙舟队代表团团
长，该代表团访问了不少
於3个城市，每一次比赛
活动有不少於30至50人参
加， 在参加各种国际端午
节比赛，印尼队在国外取
得了杰出的成就，因此印
尼队参加的每个类别通常

都获得了金牌，成为总冠
军。这是我们印尼队的骄
傲，无论比赛是在中国还
是在其他国家举行。

除了吴能彬博士和其他
在线出席的PODS I理事之
外，中央KONI中心负责人
Marciano Norman在网上发
表的讲话中，他对PODS I
所取得的所有突破表示赞

赏，从而使组织的工作顺
利开展并取得了进展。有
能力取得国际成就。

出席这次网上会议的
还有印尼NOC縂主席Raja 
Sapta Oktohari， 在PUPR
部长办公室举行的20 2 1
年印尼赛艇体育协会全国
会员会代表议时发表了演
讲。

印尼青年与体育部长
Zainudin Amali在致辞时
强调，PODS I是一项具有
良好治理的运动，PODS I
在印尼赛艇运动员方面的
成就也引以为傲，在2019
年菲律宾东南亚运动会上
获得了17枚奖牌，其中包
括10枚金牌。

Zainudin Amali部长对

即将到来的2032年奥运会
中所包含的PODS I成为印
尼的奖牌项目寄予厚望。
此外，巴苏基作为当选大
会主席，以及PB PODSI管
理层组建团队2021-2025
的主席将在一个月内，由
任命的管理层的其他代表
陪同完成完整的管理层。
（黄丽佳供稿/图）

吴能彬博士与PODSI代表团在机场留影。

Basuki Hadimuljono蝉联我国赛艇体育协会

2021-2025年度縂主席

Basuki Hadimuljono縂主席致辞。 各方代表合影留念。 参加网上会议的各方代表。

吴能彬博士曾率PODSI代表团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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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讲堂

有些鼻窦炎根治靠手术
主讲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主任医师 王宁宇 □杜晶艳

有些鼻窦炎只需通过药
物保守治疗就能有效改善
症状，甚至治愈，但有些
鼻窦炎则需要药物联合手
术等综合治疗才能治好。

鼻窦炎由鼻窦黏膜炎
症所致，按照病程长短分
为急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
炎。

急性鼻窦炎。病程持
续时间小于或等于4周。
最常见的急性鼻窦炎多为
感冒的并发症，出现鼻窦
黏膜病毒或细菌感染，临
床表现为感冒5~7天后出
现畏寒、发热、乏力等全
身症状；鼻部症状表现为
鼻塞、流脓涕、嗅觉障碍
和有时间规律的鼻源性头
痛。

这类急性鼻窦炎一般药
物治疗即可，若合并眶内
及颅内并发症时，可适时
采用手术治疗。用药主要
包括全身使用敏感的抗生
素，要足量和足够疗程，
一般使用1～2周；口服黏
膜促排剂促进鼻窦分泌物
引流和排出，鼻腔局部短

期使用鼻用减充血剂（使
用时间为2～3天，一般不
超过1周），鼻腔局部最
主要的药物是鼻用糖皮质
激素，根据病情决定使用
时间，本药可持续使用12
周甚至更长。情况严重时
可酌情短期全身使用糖皮
质激素，还可同时配合治
疗急性鼻窦炎的中药。

慢性鼻窦炎。鼻腔与
鼻窦黏膜的慢性持续性炎
症，分不伴鼻息肉和伴鼻
息肉两种，主要表现有鼻
塞、流涕（也可为鼻涕倒
流）、嗅觉障碍、慢性头
痛、鼻面部疼痛且有压迫
感等，可伴有鼻痒、连续
性喷嚏、清涕等过敏性
鼻炎的症状，部分患者可
能会合并哮喘等下气道症
状，病程一般反反复复或
持续超过3个月。

慢性鼻窦炎应根据病
因、发病机制、病程长短
及严重程度采用个性化治
疗。慢性鼻窦炎不伴鼻息
肉时，注意查找病因，如
果有继发因素存在，比如

肿瘤、异物、真菌感染
等，手术去除病因是重要
的治疗手段。慢性鼻窦炎
不伴鼻息肉、没有特殊继
发因素时，要根据其反复
急性发作的情况、鼻窦炎
症状评分和鼻窦影像学特
点，决定是否需要手术治
疗。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十分复
杂，是一种系统性的慢性
炎症，通过手术切除鼻息
肉和开放鼻窦并不能去除
病因，多数会伴随患者一
生，因此强调以药物为主

的综合治疗和慢性疾病的
自我管理。

过敏性鼻炎。它是特
应性个体接触致敏原后导
致的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
病，主要表现为鼻痒、
阵发性鼻涕、流清涕、鼻
塞，可伴有眼痒等症状。
治疗上应避免接触过敏
原，以药物治疗为主（抗
组胺药、糖皮质激素、抗
胆碱药、减充血剂、肥大
细胞稳定剂和白三烯受体
拮抗剂）。药物治疗无效
的下鼻甲肥大、鼻中隔解

剖变异导致功能障碍、原
发或继发的慢性鼻-鼻窦
炎、单侧鼻息肉样改变，
或对药物治疗无效的双侧
鼻息肉可进行外科手术治
疗。

内翻性乳头状瘤。它
是鼻部常见的良性肿瘤，
病因不明，认为与人乳头
状瘤病毒感染有关，多为
单发。主要表现为单侧鼻
塞进行性加重，可伴有黏
脓涕，涕中带血或反复鼻
出血。内翻性乳头状瘤虽
是良性肿瘤，但有侵袭
性生长、易复发及恶变的
特点，应首选根治性切除
术。

牙源性上颌窦炎。当位
于上颌窦底壁，上颌第二
双尖牙及第一、第二磨牙
的牙根感染时，可能穿破
窦壁，或拔牙时损伤底壁
引起。主要表现为鼻塞、
头痛、流臭味黏涕、上颌
窦区周期性疼痛等，还有
明确的上颌牙痛或牙病治
疗史，病源牙多为龋齿、
残根、牙齿纵裂、隐裂

等，部分可见瘘管，严重
者面颊部有肿胀、麻木、
疼痛感，甚至有腭部膨
隆，伴有牙齿松动等。治
疗上不仅需要牙科治疗、
应用抗生素等，必要时还
要进行鼻窦手术。

真菌性鼻窦炎。有侵
袭性和非侵袭性两种，
侵袭性鼻窦炎较凶险，
在抗真菌治疗的同时，
要尽早手术开放鼻窦引
流。非侵袭性鼻窦炎包
括真菌球和变应性真菌
鼻窦炎，真菌球一般需
要通过手术清除真菌球
类物获得治愈，变应性
真菌性鼻窦炎多合并下
气道真菌致敏情况，发
现后也应尽早手术清除
病变、畅通鼻窦引流。

总之，具体问题应具
体分析，患者到底属于哪
类鼻窦炎应听从医生的诊
断，给予正确的治疗，千
万不能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书，滥用药物，不仅病治
不好，还可能引发药物性
鼻炎。▲

肿瘤防治

减少自身感染 降低伴侣风险

男性也能打宫颈癌疫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肿瘤妇科副主任 杨慧娟

常备药箱

两种厄贝沙坦，不能交换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盛 力

吃出健康

烤肉配冷饮加倍伤心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青年委员 李大鹤

心理门诊

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好斗的人有七个特点

就医咨询

骨折养够一百天就能好吗

厄贝沙坦和厄贝沙坦
氢氯噻嗪是临床常用的降
压药物，很多患者光看名
字，误以为这两种药物相
似，可互相替代，事实上
它们在成分和适应证上有
很大区别。

厄贝沙坦是选择性血
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主要适用于原发性高血压
及合并高血压的2型糖尿
病肾病患者，也是不耐受
普利类药物及硝苯地平不
良反应者的替代药物。厄
贝沙坦的一般不良反应有
眩晕、直立性低血压、骨
骼肌疼痛、恶心呕吐、疲
劳、高钾血症等。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是在
单药厄贝沙坦的基础上，
加入了利尿剂氢氯噻嗪。

氢氯噻嗪的主要作用部位
在肾脏近端小管和远曲小
管前端，可抑制钠离子和
水的重吸收，适用于各类
水肿性疾病，如充血性心
力衰竭、肝硬化腹水、肾
病综合征导致的水钠潴留
等。氢氯噻嗪本身也具有
降压作用，单独或与其他
降压药联合应用，可治疗
原发性高血压。长期或大
剂量使用氢氯噻嗪时，可
能出现低钾、低氯、低钠
等离子紊乱，还可引起血
糖及尿酸水平升高。

将厄贝沙坦与氢氯噻嗪
联用，是由于复合制剂中
的氢氯噻嗪会引起交感神
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
素系统激活，有削弱降压
的可能，而厄贝沙坦可以

抵消这一作用，两者联用
能起到更好的协同作用。
另外，厄贝沙坦能够抑制
氢氯噻嗪诱发的血清尿酸
升高和血钾降低。因此，
单独服用厄贝沙坦或氢氯
噻嗪血压控制不佳或出现
严重不良反应者，可服用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最后需要提醒用药者，
药物品种的更换或剂量调
整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不建议自行更换或加量。
长期服用厄贝沙坦或厄贝
沙坦氢氯噻嗪时，应每日
监测血压，定期到门诊进
行复诊；肾功能不全或者
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复查
血糖、尿酸、肾功离子水
平，以及时发现药物副反
应。▲

吃烤肉搭配冰汽水，
吃起来感觉又爽又过瘾。
但研究显示，这个组合存
在不少健康风险。第一，
伤害心脏。高温烧烤的肉
类会产生一种名为“晚期
糖化终产物”的化合物，
它会减小细胞弹性并增加
患心脏病的风险。汽水
等甜饮料中往往含有不少
糖，大量摄入会导致体内

甘油三酯水平上升，增加
血液黏稠度，加速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形成，对心脏
健康造成威胁。因此，烤
肉和冰汽水搭配，会加倍
伤心。第二，容易引发胃
肠疾病。一边吃热气腾腾
的烤肉，一边喝冰汽水，
在冷热交替的刺激下，容
易出现消化不良、胃胀、
胃痛、腹胀、腹泻等各种

不适。第三，可能引发痛
风。肉类嘌呤含量往往较
高，甜饮料会增加体内尿
酸生成，因此，两者搭配
大大增加了痛风的发生风
险。吃烤肉，首选常温的
大麦茶、绿茶、乌龙茶、
柠檬水等饮品，不但能解
渴，还能去油解腻。豆
浆、酸奶等也是不错的选
择。▲

天津读者柳女士问：我
今年28岁，月经结束一周
后又再次来月经，但量比
正常月经少，两三天就没
了，肚子不疼，乳房也不
胀，到医院检查说可能是
排卵期出血，请问这是咋
回事？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妇产
科主治医师王晓丽解答：目

前认为排卵期出血的原因，
是由于排卵后，富含雌激素
的卵泡液排出，引起血液中
的雌激素水平急骤下降，不
能维持子宫内膜生长所发生
的出血；亦可能是排卵前雌
激素水平较高，子宫内膜高
度充血，部分红细胞漏出
而引起的少量出血等。有性
生活的女性，首先要检查是

否为怀孕；其次筛查子宫内
膜息肉。排卵期出血属于月
经失调的一种，当出血量
少、不影响日常生活时，
不必特殊处理；若影响日
常生活，可口服短效避孕
药治疗。另外，肥胖女性
需要减肥，规律生活、不
熬夜、适当运动，都利于
治疗。▲

有些人在生活中总是咄
咄逼人，动不动就找茬、
抬杠甚至挑起事端，让人
觉得“很难搞”。近日，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
家研究发现，这些总是唱
反调、有攻击性、难以打
交道的人，有7个独特的
性格特征。

参与研究的是532名大
学生，他们需要通过一个
实验来表现自己人际中“
对抗性”的程度，同时填
写与人格特质方面有关

的量表。结果发现，那些
对抗性高、难相处的好斗
者，有7个主要特征：1.
麻木不仁，缺乏对他人
的 同 情 或 关 心 ； 2 . 唯
我独尊，总感觉自己比
别人好；3 .攻击性强，
对 他 人 充 满 敌 意 和 粗
鲁；4 .爱怀疑，对他人
有强烈的、不合理的不信
任；5 .操纵，喜欢利用
他人为自己造福；6 .专
横，渴望建立权威，爱控
制；7 .冒险，喜欢通过

冒险行为体验刺激。
发表在《人格障碍：理

论、研究和治疗》上的这
项研究成果认为，好斗的
人人际关系不好，且有极
大的犯罪、侵略性和物质
滥用的倾向；高度好斗的
人还可能被诊断为反社会
或自恋人格障碍。通过了
解这七个因素，有助于我
们发现身边的好斗者，积
极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少
他们的不良影响和降低伤
害。▲ （王海洋）

提 到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HPV）感染，通常大家
首先想到的是宫颈癌。
但其实，高危型HPV感染
除了与宫颈癌的发生密
切相关，还与阴道癌、
外阴癌、口咽癌、肛门
癌及阴茎癌等有关。

HPV有非常多亚型，
它不仅会感染女性，也
会 感 染 男 性 。 低 危 型
HPV6和11型是尖锐湿疣
的主要病因。尖锐湿疣
是男性HPV感染的最常见
病症，而且复发率十分
高，传染性也很强，特
别在20～40岁、性行为
比较多的中青年男性更
加常见。因此，男性也
同样需要防止HPV感染。

预防HPV病毒感染的
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注 
射 HPV 疫苗。HPV感染
不分男女，男性接种HPV
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不
受HPV感染而引发相关
疾病，还可以降低伴侣
感染HPV的风险。因此无

论男女，都有接种HPV疫
苗的必要。世界卫生组
织在2017年建议：9～14
岁的女性作为主要目标
人群，15岁以上的女性
或男性作为次要目标人
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建议：11～12岁儿
童（男孩和女孩）均应
该接受HPV疫苗。女性27
岁以前都应该接受HPV
疫苗，男性22岁以前应
该接受HPV疫苗。我国
HPV疫苗引进晚于欧美国
家，目前优先推荐给女
性用于防控宫颈癌，但
在欧美指南里，男性也
是可以并建议接种的。

目 前 ， 我 国 推 荐 女
性接种HPV疫苗的年龄
为：9～25岁接受二价疫
苗免疫、20～45岁接受
四价疫苗免疫、16～26
岁接受九价疫苗免疫。
由于HPV的预防效果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因此建议尽早接种。现
在，二价、四价、九价

HPV疫苗已经全部在我国
上市，越高价的疫苗能
覆盖的病毒型别越多。
二价疫苗可预防70%宫
颈癌；四价疫苗可以预
防70%宫颈癌和90%生
殖器疣；九价疫苗可以
预防90%宫颈癌、85%
阴 道 癌 、 8 0 % 宫 颈 癌
变 、 9 0 % 生 殖 器 疣 和
95%肛门癌。由于年龄
限制和经济限制，可结
合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但要注意，没有任何
一种疫苗可以预防所有
HPV感染，且有少部分
宫颈癌并非由HPV病毒引
起，所以HPV疫苗不能取
代常规的生殖系统疾病筛
查。另外，性伴侣过多或
高危性伴侣、过早性生
活、多产、早产、感染性
传播疾病（如淋病、衣原
体等）及自身免疫系统疾
病，会增加HPV 感染风
险。因此，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对男女来说都是非
常重要的。▲

浙江读者姚女士问：
我今年 7 7 岁， 2个月前
摔了一跤，导致腰椎骨
折，后接受中医治疗，
现在躺着不，但平时活
动还是会痛。我本身没
有骨质疏松问题，都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是不

是一百天后就不疼了？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脊柱外科中心副主任
医师蒋赞利解答：伤筋
动骨一百天，也只是个
大概的时间，根据每个
人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
恢复情况不同，不能一

概而论。如果持续性疼
痛，建议到骨科接受腰
椎磁共振成像等进一步
检查，以查看骨折的愈
合情况。此外，骨质疏
松一般没有任何症状，
只有通过骨密度检测才
能发现。▲

排卵期出血咋回事



布安（Pu a n）议长表
示应共同努力，以相同的
决心团结一致，拯救印度
尼西亚。在2020年3月30
日第三届国会会议开幕之
际，布安在出席的45位议
员和297位在线上的议员
面前发表了该讲话。

当时，布安由三位副
议长陪同，他们分别是
阿齐斯·参苏汀（Az i s 
S y a m s u d d i n ），拉赫
玛特·戈贝尔（R a c h -
mat Gobel）和穆海明·
依斯干达（M u h a i m i n 
Iskandar）。在Covid-19
大流行期间，Puan大声讲
话限制了国会议员出国访
问。

2020年3月31日，就在
一天之后，佐科威总统宣
布了一场针对Covid-19
大流行影响的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佐科威在茂
物行宫举行的视频会议上

说：“政府确定紧急公共
卫生状况。”

至目前我国尚未取消
卫生紧急状态，因为新冠
病毒的传播还未被遏制。
因此，国会的立场与承诺
仍应具有约束力，包括限
制出国工作访问。

使用的术语是“限制
出国工作访问”。限制意
味着不完全禁止，取决于
紧急程度。如果出国访问
为人民带来好处，例如国
会开展疫苗外交，那么当
然应该得到充分支持。

国会致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驻卡塔特命全权大使
的信中，表示国会第一委
员会议员将于2021年2月
28日至3月6日到卡塔进行
工作访问，当然令公众感
到非常震惊。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
封信编号为PW / 01959 
/ DPR RI / II / 2021是

由会副议长Azis Syam-
suddin签署的，他曾经陪
同布安议长参加了2020年
3月30日的全体会议。事
实上，这封信几乎发出布
安演讲后的第二年，她限
制议员工作访问或出国访
问。

阿齐斯（Azis）签署，
担任负责政治和安全事务
的国会副议长。其职责范
围是国会的机构，即第一
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和第
三委员会，以及议会间合
作机构和立法机构。卡塔
尔的工作访问计划是第一
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
负责外交事务。

国会第一委员会最终
取消了原计划对卡塔的工
作访问。理由是大流行的
因素，严格的卫生规程以
及卡塔政府没有回信。所
以取消了类似计划，特别
是在大流行期间，也应予
以取消。

国 会 议 员 应 该 被 赞
誉，因为他们在大流行
期间仍然有胆量要到国
外访问。 2020年11月，
阿齐斯·参苏汀（Az i s 

Syamsuddin）带领国会代
表团访问了乌克兰。它
们之间的距离为9,533公
里。

kemenlu.go.id页面报
告说，2020年11月2日，
由阿齐斯·参苏汀（Azis 
Syamsuddin）和乌克兰议
会等领导的代表团，讨论
了如何加强政治对话和加
强双边合作。

阿 齐 斯 · 参 苏 汀 表
示，印尼方面希望两国之
间建立定期的免签证护照
制度，以进一步改善两国
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贸

易和旅游关系。 乌克兰
表示准备就此免签证制度
签署协议。 

必须明确指出，如果
会议的材料如所报道的那
样真实，则无需飞往乌克
兰。没有紧迫感，特别是
当新冠病毒仍在肆虐时。
到2020年11月2日，印度
尼西亚Covid-19阳性病
例增加了2,618例，阳性
总数达到415,402，痊癒
者345,566，死亡14,044
例。

我们也需要关注佐科
威总统在2019年8月16日

在史纳扬（Senayan）的
讲话。“为什么比较与研
究一直要到海外，即使
我们可以从智能手机中获
得所需的信息，”佐科威
说。

然后，佐科威从裤子
左口袋里掏出手机。黑色
手机握在左手，用右手指
向。“你要去美国吗？ 
这是完整的，一切已包括
在内。想去俄罗斯吗？ 
这是完整的，有一切。 
想去德国吗？ 这里有一
切，“佐科威继续说。

你可以自己想像。例
如，如果您想获取有关卡
塔或乌克兰的信息，那么
一切就在您手中。世界就
在我们手中。但是，也许
总统已经忘记了，工作访
问并不总是为了获取信
息，而且也总是为了旅行
和获取零用钱。

国 会 现 在 该 重 申 对
Covid-19大流行的态度
与承诺。如果没有紧急情
况，则无需出国访问，更
不用说在大流行期间寻找
和应对紧急情况了。民众
无需测试您的胆量。

出版社:PT. Aksara Warta Mandarin  地址:Jl. Raden Saleh Raya No.1B-1D, Jakarta 10430. 电话:(62-21)3912909(Hunting). 传真:(62-21)3912906. 每月报费:100.000盾(外埠加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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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期间禁止国会议员出国 文/邝耀章

G7能重新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主平台吗？

国 会 议 长 布 安 · 马 哈 拉 尼 （ P u a n 

Maharani）的演讲真是令人高兴。 他邀请

国会所有议员务必以真诚的态度应对新冠

病毒的爆发。

文/付宇

当地时间2月19日，G7
（七国集团）视频峰会召
开，此次峰会是2020年4
月视频会议后的首次，由
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峰
会聚焦应对新冠疫情、重
振世界经济，以及气候变
化等当前最热门的全球治
理议题，力图彰显G7在
当前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
用。

峰 会 也 达 成 了 一 系
列成果。在应对新冠疫
情问题上，约翰逊承诺
将捐赠部分英国已订购
的疫苗，帮助发展中国
家解决疫苗短缺问题，
同时将积极推动各国缔
结“全球卫生条约”。
宣示“美国归来”的美
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将向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抗
疫捐赠20亿美元。

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问题上，峰会发表的声
明承诺，将从新冠疫情
打击中尽快重建世界经
济，为发展中国家经济
复苏提供帮助，并通过
与G 2 0 等国际组织的合
作，探索“所有可用工
具”，推动实施贫穷国

家“暂停偿债倡议”和
共同框架。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上，峰会承诺将把应对气
变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
失作为未来G7工作的重
点，根据《巴黎协定》在
减缓、适应和融资等方面
取得进展，推动实现全球
发展的绿色转型。

国际主流舆论普遍认
为，美英等国在此时积
极提升G7在全球治理与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其
实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是英国作为今年G7
峰会的东道主，有意借
机彰显自身的存在感和
影响力。特别是在英国
正式“脱欧”后，约翰
逊首相有意借担任G7轮
值主席国之机，发挥“
全球英国”作用。与往
年举行的G7峰会不同，
今年英国将年度峰会拆
分成线上和线下两个部
分 ， 线 上 峰 会 在 2 月 举
行，而线下峰会计划在6
月疫情好转后再举行,以
充分展现英国在全球治
理中的“领导作用”。

二 是 美 国 新 总 统 上

台 后 ， 有 意 借 G 7 峰 会
展 示 西 方 大 国 间 的 团
结，以及美国在国际事
务中的领导作用。实际
上，自拜登正式入主白
宫以来，已先后颁布数
十个行政令。在宣示“
美国归来”的同时，拜
登开始着手修正特朗普
时期的内外政策。参加
本 次 G 7 峰 会 前 ， 拜 登
已先后宣布重返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世卫
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用“美国之音”的
话说，拜登试图利用此
次峰会，以实际行动表

明“美国归来”。
三是G 2 0等治理机制

作用的下降，客观上为
G 7 重 振 提 供 了 契 机 。
传统上，G7曾长期引领
全球治理，为推动全球
经济增长、南北合作、
地 区 热 点 问 题 的 解 决
提供“西方方案”。而
在 2 0 0 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后，G 2 0取代G 7成为
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
台。但近年来，G20推动
全球治理乏力，特别是
疫情以来，G 2 0 、联合
国等众多全球治理机制
难以达成共识，应对疫

情不力，影响力有所下
降，使得美欧日等发达
国家又开始转向自身的
小圈子，一度式微的G7
又开始重现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
逊在6月G7线下峰会还有
意邀请印度、澳大利亚、
韩国等加入，以进一步增
强G7峰会的代表性和影
响力；此次峰会也更像是
G7峰会的率先“对表”
，为6月的“扩容”峰会
打下基础。

然而，与本次G7视频
峰会的自我感觉良好不
同，国际社会对G7未来
能否重新成为全球治理
主平台的态度普遍较为
谨慎。

首先，美欧日等西方
大国内部能否再度实现协
调一致，仍然存在不小
的变数。单从美欧关系上
看，尽管拜登上台后多次
试图修复双方关系，但双
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
存在明显的分歧，特别是
美欧在数字贸易上的磨擦
至今未能完全消除。

其 次 ， 本 次 G 7 峰 会
再谈牵制中国崛起的老

调，拜登也声称将把应
对“中国挑战”作为加
强西方大国内部协作的
抓手，而东道主英国首
相约翰逊也放言希望G7
能更有力地对抗中国、
俄罗斯等“制度性竞争
对手”。这些都使本次
G7峰会带有了明显的大
国对抗色彩，也与本次
G7峰会所鼓吹的共同应
对全球性挑战的基调大
相径庭。

尤 其 是 ， 近 一 段 时
期 以 来 ， G 7 在 南 海 、
东海等涉及中国主权、
安全的问题上不断说三
道四；随着中美战略竞
争 的 加 剧 ， G 7 越 来 越
有成为西方大国联手对
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
国施压平台的趋势。这
些变化不仅与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
大趋势背道而驰，也不
符合西方七国自身的利
益，也必然使G7成为全
球多边治理主平台的可
能性大打折扣。

（付宇 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研
究员。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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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消息，FDA
当日表示，该疫苗被
批准用于18岁及以上

成年人的紧急使用，
它对预防中度至重度
新冠感染可提供强有

力的保护。
强生制药1月披露试

验结果显示，这款名
为“JNJ-78436725”
的疫苗对预防中度至重
度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约
为66%，对预防严重
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约为
85%。

FDA指出，尚无数
据说明该疫苗的有效
性持续时长。

《华盛顿邮报》称，
美国政府已与强生公司
签订15亿美元合同，向
其订购了1亿剂这款新

冠疫苗。强生公司日前
对美国国会表示，预计
今年3月底前可为美国
政府提供2000万剂疫

苗，今夏之前可提供
1亿剂疫苗。预计300万
至400万剂疫苗最早将
于3月1日开始发货。

泰国副总理阿努廷等 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泰国总理巴育2月28日前往曼谷一

家传染病研究所主持首批新冠疫苗接
种仪式。泰国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
阿努廷等5名内阁成员率先接种中国
科兴疫苗。阿努廷在接种后表示，泰
国接收的疫苗都经过验证和测试，且
疫苗属于医疗管控品，民众可以放心
接种。他同时感谢中国政府对泰国采
购中国科兴疫苗的支持。

美国这地疫苗分配频出问题：
志愿者偷走疫苗 儿童被错误注射

当地时间26日，美国田纳西州高
级卫生官员披露，该州的新冠疫苗遭
志愿者盗取，还有两名儿童错误地接
受了疫苗注射。美媒指出，当地近期
在疫苗推广分配过程中已出现了一系
列“令人感到尴尬的情况”。

据美国广播公司27日报道，田纳西
州卫生专员丽莎·皮尔斯表示，2月3
日，该州谢尔比县的一名志愿者被认为
偷走了多剂疫苗。据悉，这名志愿者是
将疫苗放入注射器内，然后带着注射器
离开了接种现场。目前，田纳西州已就
这起盗窃事件通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加拿大审批通过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加拿大联邦政府2月26日宣布，审

批通过英国药企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neca）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
疫苗，以及由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
阿斯利康疫苗。这是继美国辉瑞公
司（Pf i z e r）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BioNTech）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以及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的新
冠疫苗之后，第三种获准在加拿大上
市使用的新冠疫苗。加卫生部批准阿
斯利康疫苗可用于18岁以上人群。

加拿大变异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超千例
当地时间2月27日，加拿大联邦首

席医疗官谭咏诗发表声明称，加拿大
全国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经超
过1000例。其中，感染于英国首次发
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共964例，感染
于南非首次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共44例，感染于巴西首次发现的变异
新冠病毒病例共2例，累计1010例。

德国大众集团2020年利润减少逾三成
欧洲最大整车制造企业德国大众集

团26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受新冠疫情
冲击，2020年大众集团税后利润88.2
亿欧元，较2019年下滑约37%。

财报还显示，2020年大众集团在全
球销售新车920万辆，同比下降16.4%
；经营收入222 9亿欧元，同比下降
11.8%。大众集团表示，作为其最大
单一市场，中国市场快速复苏，助力
大众集团经营业绩优于预期。大众集
团董事会成员弗兰克·维特尔说，疫
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去年大众集
团成功控制住疫情对其业务的负面影
响，并为自身转型奠定战略基础。

巴西：2020年网购交易逾3亿次 
2000多万人为首次参与

近日，巴西全国电子商务协会
(ABComm)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与
2019年相比，全国去年电子商务平台销
售额上升了68%。同时，电子商务在零
售业销售额中的占比也翻了一番，2019
年的比例为5%，而在2020年的某些月
份，这一比例曾达到10%以上。

统计显示，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
的大幅上升反映出两种现象，一种是
疫情期间消费者对在线购物需求的增
加，另外一方面是更多的公司选择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据电子商
务协会估算，去年，约有2020万人首
次进行网上购物，与此同时，15万家
商店加入了电子商务平台销售行列。
据悉，2020年，巴西全国线上购物交
易超过3亿次，单次平均购物数额为
419雷亚尔(约合485元人民币)。

LVMH旗下私募公司
已收购德国鞋履品牌Birkenstock大多数股份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百年鞋履品牌
Birkenstock已经同意向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出资的私募股权公司L Catterton
出售大部分股权。这家德国家族企业
没有透露这笔交易的财务细节，但它
表示，这笔交易将有助于它在中国和
印度市场的发展，以及扩大其在线业
务。知情人士称，此次交易对公司的
估值约为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13亿
元)。法国亿万富翁、LVMH集团老板
Bernard Arnault的家族办公室Financiere 
Agache也与L Cat te r ton一起参与了
此次收购，此前投资的品牌包括Pepe 
Jeans、美国在线零售商Everlane和英国
健身装备品牌Sweaty Betty。

Birkenstock公司表示，尽管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但在2020年仍然取
得“创纪录的销售额”，并正在扩大
德国工厂的生产能力。

美FDA批准第三款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许可

美国强生疫苗

【中新社休斯敦】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FDA）27日批准第三款新

冠疫苗的紧急使用许可。该疫苗由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

发，FDA称该疫苗只需注射一剂，

可以在冰箱（2至8摄氏度）里保存三

个月，这将有利于美国加快疫苗安全

接种速度。截至目前，美国已有超过

5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中新网】据新西
兰《信报》报道，当地
时间2月27日晚上9点，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
布，奥克兰进入3级警
戒级别，其余地方进入
2级警戒级别。本次警
戒级别时长为期7天。

阿德恩表示，这一
结果“令人沮丧”。

新西兰27日新增1例

社区确诊病例，该病例
与本次奥克兰集群感染
有关。据报道，该病例
是Papatoetoe学校确诊
学生家庭中的21岁男
性，于23日出现症状。

新西兰卫生部正进
行基因组测序，以确定
最新的社区病例是如何
感染的。

该病例此前三次检

测结果均呈阴性，26日
进行的检测在27日得到
了阳性结果。该病例曾
到访超市、健身房等人
流密集的区域。

由于该病例从23日
开始就出现症状，但
一直在奥克兰出行，这
意味着他人感染病毒的
可能性很大。奥克兰公
共场所将进行关闭，

大型活动也将取消，
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须
佩戴口罩。

由于有相关接触人
员未遵守自我隔离的规
定，阿德恩表示，“我
们不能生存在这样一种
环境中：制定了规则，
却总是未按规定遵守。
这将使新西兰无法控制
新冠疫情。”

再度“封城”奥克兰进入为期7天三级警戒级别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中国新闻网】据欧
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
27日报道，意大利德
拉吉政府上台后，意
大利税务总局拟定了
一项 3年税务检查计
划，将展开针对小型
企业、专业人士和自
雇人士的税务检查，
并在2021年至2023年
展开大规模税务稽核
工作。

据 报 道 ， 此 次 税
务大检查，将加强对
小型企业、专业人士
和自雇人士的查税行
动，尤其是对在税务
综合可靠性指标得分
较低的群体。

根 据 意 大 利 国 家
税务局计划，预计将
在202 1年收回约140
亿欧元税收，2022年
收回15 3 . 6亿欧元税

收，2023年收回153.2
亿欧元税收。因此，
从现在起税务当局将
会更加密集和具有针
对性，对存在高偷漏
税风险的纳税者实施
稽核与检查。

在打击偷漏税活动
的过程中，意大利税
务局将不断更新检查
机制。并通过更加完
善的方法来处理大数

据库中的数据信息。
税务局首先采取的检
查方法是审核并比对
纳税申报表中的内容
和金融机构所登记的
内容，即纳税人的银
行往来账记录。

报道指出，在未来
3年中，小型企业、自
由职业者、持增值税
号的自雇人士将是税
务机关的重点检查对

象。与此同时，纳税
者的综合可靠性指标
评估得分，也将成为
税务局发起检查的重
要依据。

根据税务部门的初
步估计，目前意大利
的偷漏税总额至少为
1300亿欧元。也就是
说，有16%的应缴税款
未被支付，占全国国民
生产总值GDP的8%。

【中新社】综合消
息：针对美国对位于叙
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民
兵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一
事，多国发表声明，谴
责美国的袭击行动，并
呼吁美国尊重叙利亚领
土和主权完整。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
社报道，叙利亚政府26
日公开谴责美国此次空
袭。叙外交部发表声明
指出，美国对叙伊边境
地区进行空袭，不仅违
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
章，也传递出美国政府
在政策方面的“消极
信号”。声明称，此举
将导致地区局势升级，
美国应立即停止侵略行
为。声明还强调，叙利
亚誓言将“恢复每一寸
土地，使其摆脱占领和
恐怖主义。”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
卜扎德26日表示，美

国针对叙利亚的打击是
侵略性袭击，是公然侵
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
行为，伊朗表示强烈谴
责。该发言人还指出，
美国针对叙利亚设施的
打击，破坏叙主权和领
土完整，并将导致该地
区冲突增加，破坏局势
稳定。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
发言人扎哈罗娃26日表
示，俄方强烈谴责美国
空袭叙利亚的行为，呼
吁美国无条件尊重叙利
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俄方反对任何把叙利亚
领土变成地缘政治斗争
舞台的行为。俄罗斯外
长拉夫罗夫26日也曾表
示，美国在空袭叙利亚
前的4至5分钟，曾通报
了驻叙俄军，但这样的
通报“毫无意义”。对
于美在叙军事行动，俄
方已多次表示担忧。

多国就美军空袭叙利亚表态 

呼吁尊重叙领土和主权完整

当地时间2月26日，由Maxar披露的卫星图片中显示了
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处受空袭设施的前后对比场景。
据报道，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军对叙
利亚境内亲伊朗民兵组织的设施发动空袭，截至目前
已导致至少22人死亡。图为受空袭前的场景

【中新社华盛顿】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
室26日解密一份评估
报告称，沙特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批准
了“逮捕或杀害”沙特
籍记者卡舒吉的行动。

卡舒吉遇害前为《华
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
供稿，他于2018年10月2日
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办理结婚相
关手续后再也没有出来。
沙特检方经调查认定，
卡舒吉死于“谋杀”。

这 份 两 页 的 报 告
说，美方的评估依据
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对该国的相关决策拥有

控制权，同时王储的一
名重要顾问以及安保人
员直接参与了行动。报
告还列出了涉嫌参与杀
害卡舒吉行动的21名人
员名单。

在该报告公布的前一

天，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
来首次与沙特国王萨勒曼
通电话。拜登表示，将努
力使美沙双边关系尽可
能牢固和透明。双方同
意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和
共同利益上合作。

美国情报部门评估报告称

沙特王储批准杀害卡舒吉行动

卡舒吉

【新华网】二十国
集团(G20)财政部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26日以视
频方式举行，会议强调
应保持扩张性政策，以
帮助各经济体摆脱新冠
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让各国公平地获得安
全的新冠疫苗以及诊疗
手段。

这是意大利接任G20
轮值主席国之后举行的
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意大利经济和财政
部长达尼埃莱·佛朗哥
会后对媒体表示，与会
者一致认为，应避免过
早退出财政和货币政策
支持。

根据意大利财政部
发表的声明，与会者呼

吁国际金融机构开发更
多工具，以满足长期全
球融资和储备需求；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应制定一项总体特别提
款权分配建议。据路
透社报道，与会者普
遍支持强化IMF储备，
扩大其放贷能力，以支
持遭到疫情重创的贫困
国家。

在国际税收方面，
会议敦促改革现行系
统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
数字化带来的新挑战。
为此，G 2 0将努力在
202 1年年中前达成一
项全球性、基于共识的
解决方案。

会议指出，尽管很
多国家已开始接种疫

苗，经济也开始走强，
但目前的公共卫生和经
济形势依然严峻，各国
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
采取措施应对全球性挑
战。会议还专门设立
G20高级别独立小组，
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
疫情。

各国同意进一步采
取措施应对低增长率、
不平等性增加、气候和
环境风险以及基础设施
资金缺口等问题。

此外，与会者还讨
论了新冠疫情对金融稳
定性及包容性带来的挑
战、数字支付和其他金
融服务的迅速发展对最
脆弱国家和群体的影响
等议题。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强调应保持扩张性政策

【路透法兰克福】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
员暨希腊央行总裁史托
纳拉斯周五成为首位公
开呼吁欧洲央行加快购
债步伐、以遏制借贷成
本上升的政策制定者。 
　欧元区公债收益率将
录得三年来最大月度升
幅，欧洲央行面临一定
要求其兑现承诺的压

力，即通过其大流行紧
急购买计划(PEPP)让受
新冠疫情打击的欧元区
的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
水平。 　

史托纳拉斯在接受路
透独家专访时表示，“
在我看来，债券收益率
收紧是不乐见的，因此
欧洲央行或许应该加快
购买PEPP步伐，以确保

在疫情期间获得有利的
融资环境。” 　

这位希腊央行总裁补
充称，他认为若是基于经
济增长或通胀因素，长期
债券名义收益率上升“没
有基本面依据”。

史托纳拉斯表示，
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应
指示执行委员会在3月
11日开会时进行相应干

预。执行委员会负责包
括债券购买在内的日常
事务。

他补充称，这也可
能“轻微”改变欧洲央
行的政策信息，不过他
表示，不需要实质性改
变，因欧洲央行的PEPP
储备中还有近1万亿欧
元可以动用。

史托纳拉斯发表上

述言论后，德国10年期
公债收益率跌至日低负
0.287%。不过，该收
益率仍将出现201 8年
1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
幅，上涨24个基点。

周五稍早，欧洲央
行执委连恩和执委施纳
贝尔曾表示，需要密切
关注公债收益率，但并
未呼吁增加购买。

欧洲央行管委史托纳拉斯呼吁加快购债步伐 以抑制收益率上升

意大利偷漏税占GDP8% 税务机关拟定3年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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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假冒为善之人的忏悔 （上） 文/韩国 心睿

全 能 神 说 ： “ 事 奉
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败坏性情没有变化的不
可事奉神，若你的性情
没有经过神话的审判刑
罚，那么你的性情仍代
表撒但，从而足以证明
你的事奉是在献好心，
是借着撒但的本性来事
奉的。你用天然个性来
事奉神，按照个人的喜
好来事奉神，还总认为
自 己 愿 意 的 就 是 神 所
喜悦的，自己不愿意的
就是神所厌憎的，完全
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作工
作，这是事奉神吗？到
头来你的生命性情一点
没有变化，反而因着事
奉神更加顽固，使你的
败坏性情根深蒂固，这
样，在你的里面就会形
成一种以你的个性为主
的事奉神的条条道道，
按 着 个 人 的 性 情 事 奉
而总结的经验，这是人
的经验教训，是人的处
世 哲 学 。 这 样 的 人 都
属于法利赛人、宗教官
员，这样的人若再不醒
悟、不悔改，必然会成
为末世的迷惑人的假基
督、敌基督，所说的假
基督、敌基督就从这一
类人中间产生。”（摘
自《话在肉身显现·当
取缔宗教的事奉》）以
往看到这段神的话，我
就会想到假冒为善的法
利赛人、牧师长老，还
有教会里那些地位心特
别重、人性恶毒的敌基
督。虽然道理上也知道
神的话揭示的是所有人
的情形，我身上也有这
种败坏性情，但我对自

己并没有真实认识，有
时候还觉得法利赛人、
敌基督、迷惑人的，对
我来说很遥远，我不是
那样的人，不可能发展
到那个程度。因为我信
神多年，有些好行为，
尽 本 分 也 能 受 苦 付 代
价，教会安排尽什么本
分，我也能顺服下来尽
力去做，另外，我知道
自己素质差，也不争当
带领，有没有地位都能
尽本分，我怎么能成为
敌基督、迷惑人的呢？
我一直活在自己的观念
想象中，直到后来在事
实的显明中，我的观念
被彻底颠覆了。

那时，我到外地教会
负责福音工作，时间不
长工作就有了起色，带
领也器重我，其他工作
有时也会和我商量，询
问我的意见，再加上我
信神时间长，尽本分能
吃苦，弟兄姊妹对我就
有些高看。我也把自己
给端起来了，觉得我信
神年头多，又是负责工
作的，不能跟其他弟兄
姊妹一样，在各方面都
不能表现得比他们差，
他们有败坏流露我不能
比他们严重，他们消极
软弱我不能消极软弱，
要不他们会怎么看我？
会不会说我信神这么多
年身量还这么小，瞧不
起我？尤其有时候尽本
分违背原则临到修理对
付，带领说我信神这么
多年还看不透事，真是
没有真理实际，我就觉
得特别蒙羞、丢人，但
我并没有从中反省认识
自己的败坏、缺少，赶
紧追求真理补足自己，
而是讲一堆空洞道理假
装认识自己，把自己伪
装成属灵人，掩盖自己
没有真理实际的真相。

一 次 ， 有 个 宗 派 同

工 说 愿 意 寻 求 考 察 真
道，带领得知后让我赶
紧给他见证神的末世作
工 ， 我 当 时 答 应 了 ，
可后来因着这个宗派同
工观念多不好解决，再
加上忙别的事，我就把
这事搁置了。半个月以
后，带领问我这个人的
情况，我说还没给他交
通见证，带领问：“多
长时间了，还没给人家
见证？人家愿意寻求考
察 ， 还 带 了 那 么 多 信
徒，都在盼着主来，你
为什么不及时给人见证
神的末世作工？”我有
些心虚，就开始表白辩
解，说事情多，还没来
得及去。带领生气地对
付我尽本分不负责任、
拈轻怕重、拖拖拉拉，
严重耽误了福音工作。
当时，带领的语气很严
厉，现场还有不少弟兄
姊 妹 ， 我 觉 得 脸 火 辣
辣的，这下是丢人丢到
家 了 ， 恨 不 得 钻 到 桌
子底下去。同时，我心
里的怨言也往外冒：“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别说得这么严厉啊？我
知道错了，赶紧给他传
就行了，为什么要这么
严厉地对付修理呢？再
说了，我也没闲着，整
天忙着传福音，起早贪
黑的，这样还说是应付
糊弄、不负责任，那还
让 我 怎 么 做 啊 ？ 这 个
本分真是太难尽了！”

聚 完 会 后 ， 我 躲 到 屋
里哭了一场，心里特别
委屈、消极，对神满了
误解，甚至背叛的心也
出来了，觉得带领这么
对付我，神肯定也厌憎
我了，我也尽不了这个
本分，干脆引咎辞职，
卷铺盖走人吧，省得耽
误神家工作，自己还出
力不讨好。哭着哭着，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情形
不 对 ， 我 信 神 这 么 多
年，临到稍微严厉点的
对付修理就接受不了，
跟神讲理较劲甚至想撂
挑子，这哪有一点身量
啊？想到神说过，就是
天 塌 下 来 也 得 守 住 本
分，我心里很受激励，
就想不管神对我什么态
度，带领怎么看我，我
都不能倒下，再有难处
我也得顶上去。有了这
样的心志我就不那么痛
苦了，擦了擦眼泪，赶
紧去找弟兄姊妹商量，
没几天就把这个宗派同
工传过来了。事后，我
并没有认真寻求真理反
省认识自己，只是凭着
良心、意志支撑着坚持
尽本分，就以为自己有
身量了，能接受修理对
付有些真理实际了。

其实，带领对付我尽
本分不负责任、拈轻怕
重，不作实际工作，这
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
负责福音工作，看到福音
对象观念多一些就不愿意

付代价给人交通见证，随
随便便就撂下了，而且一
拖就是半个月，这得耽误
多少人考察真道，迎接主
的再来！我对待本分这样
掉以轻心，耽误了国度福
音的扩展，这是抵挡神、
触犯神性情的事。外表看
我没闲着，尽本分也能受
苦付代价，但每当遇到难
处，我不是想着怎么寻
求真理解决，把本分尽
好，而是打退堂鼓，凭己
意、凭喜好，把神的托付
随意就撂一边了，我尽本
分哪有一点忠心？带领
对付的是我这种对待本分
特别轻慢、不负责任的态
度，是我诡诈的撒但性
情，而且我已经不是第
一次犯这类错误了，带
领给我揭露出来，是让
我反省认识自己，能有
悔改变化，但当时我根
本没有寻求真理，也没
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
问题。外表上我也接受
修理对付，但因着我对
自己没有真实认识，聚
会时就冠冕堂皇地说一
些空话、道理，说自己
尽本分不负责任耽误了
神家工作，带领对付我
是应该的，带领对付的
是我本性里的东西，是
我的撒但性情，我不能
分析这个事情的对错。
但对于自己到底错在哪
儿了，这么做的性质后
果是什么，对待本分轻
慢的态度流露的到底是
哪方面败坏性情，有什
么错谬的思想观点，这
些细节的情形我只是蜻
蜓点水一带而过，怎么
依靠神、怎么实行进入
的 正 面 认 识 却 交 通 很
多。说自己临到修理对
付，当时也消极，也有
怨 言 ， 讲 自 己 的 理 ，
甚至想撂挑子，但想到
神的话我就很受激励，
就觉得我不能倒下，神

在我身上作了这么多工
作，花费了这么多心血
代价，我得有良心，不
能辜负神，无论临到什
么对付修理，尽本分有
多大难处，我都得把本
分尽好，何况带领对付
修理也是为了让我认识
自 己 ， 悔 改 变 化 … …
弟兄姊妹听后对我的问
题、败坏没什么分辨、
认识，也不觉得我给神
家工作带来多大亏损，
反倒觉得带领对我要求
太苛刻，尽本分出点问
题就要遭受对付修理，
都 同 情 、 理 解 我 ， 还
认为我临到修理对付不
消极，还照样对本分有
负担，的确是明白真理
有身量，就高看、崇拜
我。记得当时有好几个
弟兄姊妹说，“看你临
到这么严厉的对付修理
没有消极，还能继续尽
本分，挺佩服你的”；还
有的说，“你尽这个本分
真不容易啊，出力受累不
说，出现什么问题、漏洞
还遭受修理对付，看你擦
擦泪爬起来还能正常尽本
分，要是我早就倒下了，
根本没这个身量”。弟兄
姊妹听完我的交通，不但
不明白接受对付修理的实
行路途，也没有从我的经
历中看到对付修理是神的
爱、神的拯救，反而对神
误解、防备、疏远了，
与 我 的 关 系 近 了 。 后
来，我又临到几次修理
对付，也都是那样经历
的。我常常交通字句道
理假冒属灵，假冒认识
自己，假冒有身量、有
实际，把弟兄姊妹都给
迷惑了，而我却没有知
觉，还很庆幸自己在对
付修理中没有倒下，活
在自我欣赏的情形中，
自以为有身量，有些真
理实际了，性情越来越
狂妄自是。（未完）

人生的关卡，可大可
小。善于处理的人，举重
若轻；不善于处理的人，
举轻若重。

所谓善于处理，就是
能够掌握当前所遇到的难
题、关卡，了解它的严重
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
难题、关卡涵盖了金钱的
损失、名誉的损失、事业
的损失、健康的损失，还
有生命的损失等。

在这几种损失当中，最
要紧的是生命的损失。什
么都可以损失，就是生命
不能损失，其次是健康。
健康要保养，金钱则是身
外之物，事业可以东山再
起，名誉则有客观的及主
观的感受。

从单独的、客观的角度
来讲，被人毁谤好像是名
誉受到了损害。若由主观
的立场来看，表面上名誉

好像受损，实质上根本没
有丝毫损失。俗话说：‘
平时不做亏心事，半夜敲
门心不惊。’如果确实不
是如流言所说一般，真金
是不怕火炼的。纵使闹得
满城风雨，你的心依然稳
若泰山，如如不动。在此
情形之下，名誉受损，于
你何干？不过，如果能够
处理，让名誉不受害，当
然还是最好。

人生的起落是成功的经验
而事业的起落，就像海

里的浪涛。如果事业没有
起落，就会缺少挑战性，
让人失去警觉心。事业一
帆风顺，没有任何令人
惊喜或惊险的情形发生，
那并不表示成功。真正的
成功是在于经验的累积，
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因此，深谙人情，通达事
理，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些人生的起起落落
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成功的
经验，不要把它当作失
败来看待。在人生的过程
之中，关关相接，卡卡相
连，端赖你如何处理它？
如果不会处理，芝麻绿豆
的小事都会令你吓破胆。

譬如一片树叶掉下来，
就担心头会不会被树叶砸
破了；一只麻雀飞过去，
就深怕麻雀拉一堆屎在头
上，不能见人。假使天
天担心这、担心那，我们
这条命准活不长。关卡有
大、有小，小的关卡根本
不用在乎，不必理它。
要能够禁得起风吹日晒雨
淋，才能彰显出生命的韧
度来。

该做的事照常做
为了一件小事，夜以

继日地伤脑筋或挖空心思
地设法突破、解套，那是
非常痛苦的事。在我一生
之中，也常常遇到难关，
而且是相当地多。有的难
关甚至会要了你的性命。
但是真正要你命的时候，
任凭你用尽了方法、使尽
了力气也逃不掉。既然逃
不掉，担心又何用？能躲
得掉的，就要想办法，不
必担心；小心处理，不必
紧张，这是我的首要原
则。

其次，不能因为面临
关卡，而损伤到健康。健
康要保持，不能总是为这
桩事在烦心。平日的生活

作息要正常，应该要做、
应该要处理的事，都要照
常，当然，这桩大事也
要尽速处理。但是老想着
它、惦着它、担忧着它，
过不了多久就会头发发
白、神经耗弱，更严重的
是，很有可能会衍生成精
神疾病。

为了保持健康，不管
是小关卡、大关卡横在
面前，首先要保持平稳
的情绪，然后面对它、接
受它，接着处理它、放下
它。要知道，健康没有
了，性命也跟着没有了。

难关出现了，不要跟
它硬拚。不要做‘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的傻事；
能有瓦全的局面也不是什
么坏事，如果玉碎了，就
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这
不是茍且偷生。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的想法，是
非常愚蠢的。就好像本来
没有人要你的命，或者是
想要你的命要不到，结果
你却自己把命送给他，这
实在太傻了。

我们一定要平心静气
来处理麻烦事。假如有
人在你面前，威胁你的

生命，这时候绝对不能慌
张。愈慌张，就愈危险。
我常讲，兵来将挡，水来
土掩，一时解决不了的问
题，兜个圈子还是解决
了，何必那么痛苦？

求助要找对人
我有一次遇到一件非

常棘手的问题。有一个人
天天不断地打电话给我、
亲自来找我，甚至用武力
威逼我。不过我照样处理
每天要处理的事，虽然问
题还是搁在那里，犹如芒
刺在背上、有沙子在眼
里。

背上有芒刺不能拿掉是
满痛苦的事，但是饭还是
要吃，觉还是要睡，要做
的事还是要做。如何拿掉
芒刺，光在那儿想是没有
用的，得赶紧设法找人帮
忙才行。

可是，漫无目标地找人
帮忙也有问题，可能反而
会手忙脚乱。找对人帮忙
是非常重要的。找对人，
芒刺可拔掉；找错人，不
但芒刺拔不掉，或许还会
愈陷愈深。

记得我在美国的东初禅
寺，有一位义工来替我们

做水泥工，一不小心，一
粒沙子掉进他的眼睛里去
了。他心想揉一揉眼睛，
沙子就会和着泪水跑出
来，岂知沙子没出来，反
倒愈嵌愈深。

我知道后赶紧吩咐旁边
的人送他去看眼科医生，
眼科医生一下子就处理掉
了。本来所有的人都慌成
一团，急得不知道该怎么
办？听了我的意见之后，
送他到眼科医生那儿，不
到两分钟就处理好了。

所以凡事先不要着急，
找对了人，用对了方法，
一定可以安然过关的。

人生的关卡可大可小 文/圣严法师

穆圣（愿主福安之）如
此说：“只有两种人值得
羡慕：一种是安拉赐予他
钱财，他为主道和真理费
用；一种是安拉赏赐给他
知识，他以此明辨是非教

诲他人。”
把合法获取的钱财花

费在合法的食物上，这
是行善者的基本准则；
在领悟正确有益的认主
拜主敬主近主的知识后
传达给世人，这是通道
者 的 使 命 价 值 — — 如
此，穆斯林方是“通道
且行善”。

伟 大 的 安 拉 在 《 古
兰 经 》 8 章 7 - 8 节 那 样
说，“你们应当知道，你

们的钱财和子女都只是一
种考验。在安拉那茍，有
重大的报酬。”也在25
章67节茍那样说，“那些
人当他们费用钱财时，既
不浪费也不吝啬，谨守中
道。”

所 以 ， 我 们 不 要 羡
慕 “ 某 些 钱 多 的 ” 或
者“学富五车的”，我
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
通道而行善者”就是值
得被别人羡慕的。因为

我 们 深 知 ， “ 尘 世 间
最大的实惠只有吃过的
饭、穿破的衣服和施茍
之后的回赐。”

谨记穆圣的教诲吧，“
你们如今生活在幸福时
期，如果你们把你们应当
做的事情忽略十分之一，
就会导致灾祸；如果你们
做到了应做的十分之一，
就会得救。”——愿主慈
悯，阿敏！

（来源：伊斯兰之光）

尘世间有两种人值得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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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在马来西亚
参赛之后，桃田贤斗遭
遇车祸受伤，之后又因
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
参赛。全英赛将是桃田
贤斗复出之后国际赛场
的首秀。去年12月，桃
田贤斗在日本全国锦标
赛上获得了男单冠军。
桃田贤斗本周还入围了
劳伦斯年度最佳复出的
候选名单。

男单，桃田贤斗和阿
塞尔森分别是赛会的前
两号种子。上半区，桃
田贤斗首轮对阵印度的
卡斯业，6号种子李梓
嘉、4号种子金廷、8号
种子斯里坎斯也在。下
半区，阿塞尔森首轮对
阵日本选手渡边航贵，5
号种子印尼选手克里斯
蒂、3号种子丹麦的安
东森、7号种子格米克出
战。

女单，西班牙的马林
和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分
别镇守上下半区。马林
首轮对阵泰国的苏巴尼
达，第二轮有望对阵美
国选手张蓓雯，6号种子
泰国选手李美妙、3号种
子日本选手山口茜、5
号种子辛杜出战。下半
区，7号种子丹麦的米
娅、8号种子泰国的布桑
南、4号种子泰国的拉特
查诺-因达农也在。

男双，此前感染新冠
缺席了泰国三站比赛的
印尼组合吉迪恩/苏卡
穆约为本次比赛头号种
子，3号种子日本组合嘉
村健士/园田启悟也在这
一区。下半区，2号种子
印尼组合阿山/塞提亚万
领衔，4号种子日本的渡
边勇大/远藤大由也在这
一区。

女双，日本组合福岛

由纪/广田彩花为头号
种子，3号种子印尼组合
波莉/拉哈约也在这一
区。下半区，2号种子日
本组合松本麻佑/永原和
可那、4号种子泰国组合
基蒂塔拉库尔/巴宗哉出
战。

混 双 ， 印 尼 组 合 乔
丹/奥克塔维蒂为头号种
子，3号种子马来西亚的
陈炳顺/吴柳莹出战。2
号种子渡边勇大/东野有
纱领衔，4号种子英格兰
的埃利斯/史密斯出战。
里约奥运会女双冠军松
友美佐纪搭档金子佑树
出战，在高桥礼华退役
之后，松友美佐纪将主
攻混双，而她混双的搭
档是高桥礼华的老公金

子佑树。
全英赛总奖金85万美

元，戴资颖、周天成等
也宣布退赛。

3月 2日- 7日，羽联
300赛事瑞士公开赛掀开
新赛季大幕。赛事总奖
金14万美元。

男单，阿塞尔森、李
梓嘉作为前两号种子出
战。女单，马林、辛杜
领衔。男双，马来西亚
的谢定峰/苏伟译、印度
的兰基雷迪/谢蒂领衔。
女双，泰国组合基蒂塔
拉库尔/巴宗哉、马来西
亚组合邹美君/李明艳领
衔。混双，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陈炳顺/吴柳
莹、印尼的费萨尔/维德
佳佳领衔。

全英赛桃田贤斗国际赛复出首秀 

马林奥园领衔女单

桃田贤斗

【新浪体育28日讯】今年1月初，世界

第一、日本名将桃田贤斗在出征泰国之前

核酸检测阳性，导致日本全队缺席了泰国

三站赛事。如今，痊愈后的桃田贤斗已经

确定了新赛季的征程，他将从3月份的全

英赛开始。日本队将出战3月17日-21日

进行的全英赛。本次比赛，国羽不参赛。
【新华社西安28日讯】

记者28日从第十四届全运
会组委会了解到，作为十
四运会首场测试赛，2021
年中国跳水明星邀请赛将
于3月12日至14日举行，
届时将有60多名全国顶尖
运动员参赛。

据十四运会组委会竞赛
组织部驻会副部长张宏玲
介绍，测试赛是综合性运
动会的“常规动作”，是
由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各
运动管理中心（协会）负
责技术指导、组委会组织
实施、各项目竞委会具体
承办、在十四运会正式开
赛前组织的一系列测试演
练。张宏玲表示，通过举
办测试活动将达到检验场
馆器材、锻炼运行团队、
摸清办赛规律、磨合工作
机制、落实属地保障、测
试运行指挥等目标。

西安市体育局副局长刘
刚介绍，跳水项目测试赛
是十四运会首场测试赛，
也是西安市承办的测试赛
中级别最高的全国比赛。
参赛运动员大部分为全国
一线跳水运动员，共设置
8个项目，分别为男女3米
跳板、10米跳台、双人3
米跳板、双人10米跳台。

十四运会跳水项目竞
赛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国
际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苏
国峰介绍，目前西安奥体
中心游泳跳水馆已符合承
办跳水、游泳、花样游
泳项目比赛的场地要求，
测试赛通用器材也已经陆
续到位。国际港务区管委
会将竭尽全力以高标准、
高质量、高水平做好跳水
测试赛相关工作，全力以
赴完成全运会各项承办任
务。

【新浪体育28日讯】由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议
的五方视频会议将在3月3
日举行，主要讨论外国观
众能否进入日本观看比赛
以及允许多少观众入场的
问题。

参加会议的除了巴赫之
外，还有国际残奥委会主
席帕森斯，外加直接负责

东京奥运会工作的三位女
性：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
圣子、日本奥运大臣丸川
珠代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

这次由巴赫提议的会议
原计划在本月召开，此前
并没有邀请帕森斯参加，
因东京奥组委原主席森喜
朗发表歧视女性讲话被迫

推迟，后来桥本圣子接任
主席后，各方决定邀请帕
森斯参加，四方会议变成
了五方会议。

据共同社报道，关于观
众的问题，东京奥组委计
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
3月25日奥运会火炬接力
开始前，决定是否允许海
外观众入境日本观赛，第

二步是决定入场观众的人
数。

桥本圣子前一天曾透
露，在3月25日左右，奥
组委必须就观众问题确定
一个大的方向。国际奥委
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
里斯托弗·杜比此前也表
示，“四月底”应该是作
出决定的最佳时间。

【网易体育28日讯】法
甲联赛第27轮，巴黎圣日
耳曼客场对阵第戎。上半
场比赛小基恩为巴黎首开
纪录，科雷尔制造点球，
姆巴佩将点球罚进。下半
场比赛姆巴佩再入一球，
佩雷拉进球后伤退，巴黎
最终4-0大胜第戎。本场
比赛过后，巴黎的联赛积
分上升到了57分，在本轮
先赛一场的情况下巴黎暂
时赶超里昂上升到了积分
榜第2位，距离榜首的里尔
只差1分。巴黎和目前积分
榜排名垫底的第戎在法甲
联赛中交锋过11次，巴黎
10胜1负占据上风。两队最
近2次联赛交锋，巴黎都以
4-0的比分击败了第戎。

巴黎圣日耳曼（ 4 3 3
）：1-纳瓦斯/22-迪亚
洛、3-金彭贝、5-马尔基
尼奥斯、4-科雷尔/12-
拉菲尼亚（82'27-盖耶）
、15-佩雷拉（88'38-米
查特）、21-埃雷拉/7-姆
巴佩、18-基恩（72'19-
萨拉维亚）、23-德拉克
斯勒。

第戎（532）：1-拉西
奥皮/3-恩戈昂达、4-
潘佐（61'29-多布雷）
、2 5-曼加、5-库利巴
利 、 2 - 鲍 伊 / 9 - 塞 利
纳、8-埃比姆贝（75'7-
萨 玛 里 塔 诺 ） 、 6 - 迪
奥普（71 ' 1 4-乔丹-马
里）/17-巴尔德、11-科
纳特（61'15-阿萨勒）。

【网易体育28日讯】
2020-2021赛季意甲第24
轮比赛的一场大战开打，
意甲豪门尤文在客场对战
维罗纳。上半场比赛，
双方互无建树。下半场
比赛，C罗禁区内抽射得
分，巴拉克头球攻门得
手。全场比赛结束，尤文
在客场1-1战平维罗纳，
目前4 6分暂时位居第三
位。两支球队对战过8 0
次，尤文47胜19平14负，
打入146球丢68球。双方
最近一次对战是在本赛季
意甲第五轮的比赛中，当

时尤文在主场与维罗纳踢
成了1-1的平局。

尤 文 图 斯 出 场 阵 容
（ 3 5 2 ） ： 1 - 什 琴 斯

尼/28-德米拉尔，4-德
利赫特，12-桑德罗/22-
小基耶萨（8 7’ 3 6 -迪
帕 多 ） ， 3 0 - 本 坦 库

尔，2 5-拉比奥，8-拉
姆塞（68’14-麦肯尼）
，33-贝尔纳代斯基/44-
库卢塞夫斯基，7-C罗。

维罗纳出场阵容（352
）：1-西尔维斯特里/6-
洛瓦托、21-金特尔，23-
马格纳尼/ 3 -迪马尔科
（ 5 2 ’ 8 - 拉 佐 维 奇 ）
、5-法拉奥尼（84’27-
达维多维奇）、7-巴拉
克、14-伊利奇（46’4-
维罗索）、 3 3 -斯图拉
罗/20-扎卡尼（84’40-
丹尼尔-贝萨）、92-凯
文-拉萨尼亚。

【网易体育28日讯】
2020-2021赛季德甲第23
轮继续进行，多特蒙德主
场对阵比勒菲尔德。上半
场，罗伊斯射门击中横
梁，多特0-0暂平比勒菲
尔德。下半场，达胡德远
射破门，桑乔点球命中，
哈兰德助攻雷尼尔破门。

最终，多特3-0完胜比勒
菲尔德。23轮战罢，多特
积分达到39分，暂列第五
位。两队出场阵容：

多特蒙德（4-2-3-1
）：35-希茨/2-莫雷耶
（80’24-穆尼耶）、23-
埃姆雷-詹、15-胡梅尔斯
（85’5-扎加杜）、13-

格雷罗/22-贝林厄姆、8-
达胡德（8 5’ 1 9 -布兰
特）/32-雷纳（69’10-
小阿扎尔）、11-罗伊斯
（80’20-雷尼尔）、7-
桑乔/9-哈兰德。

比勒菲尔德（4-4-1-1
）：1-奥尔特加/27-布
雷纳、2-皮佩尔、4-尼

尔松、5-劳尔森/18-科
尔多瓦（6 2’ 3 6 -施普
洛克）、 1 9 -普利耶特
尔、16-坤泽（75’20-塞
弗尔特）、21-沃尔萨默
尔（62’7-格鲍尔）/8-
堂安律（75’11-奥川雅
也）/9-克洛斯（62’28-
韦拉普）。

全运会首场测试赛下月举行 

跳水明星赛众星云集

法甲-继续开挂!姆巴佩梅开二度 

巴黎4-0大胜暂升第2

德甲-桑乔点射破门达胡德世界波 多特主场3-0获胜

东京奥运会五方会议3月3日举行 讨论观众入场问题

意甲-C罗低射重炮破门 尤文图斯客场1-1战平维罗纳



“这种事你揽上身干嘛？这
是学生班导的事，再不然
就是生活辅导老师的事，
你一个体育老师跑去当国
文老师就算了，还想承包
下整个学校所有教职员的
工作吗？”刘文旺觉得有
时候老沈真的是个奇怪的
人，并不觉得他有多么热
心肠，但有时候就是会接
受别人的请托，做一些出
格的事，也不管合不合宜。
“心情到了，就管了。心
情没到，就算你今晚相亲
失败需要安慰，我也是不
会去理你的。”越过刘文
旺身边时，顺手拍了拍他
的肩膀，像是在提前安慰
他节哀什么的。
刘文旺咬牙切齿的一掌拍
过去，但哪拍得到人，那
个过动儿早就几个大步走
出办公室不见人影了。
“哼，别以为你长得比较帅
就不会相亲失败！像你这
种我行我素的个性，长得
帅也是会找不到老婆的。
等你被人甩了，我也不会
安慰你。”虽然人已经走
得老远了，但并不防碍刘
文旺碎碎念的说完对老沈
的怨念。
这可不是在诅咒老沈，而

是事实。每一个因为沈如
律长相俊朗而心生好感前
来搭讪的女孩，在成功接
近他之后，最后都会幻灭
的走开，从无例外。
也说不上沈如律有哪里不
好，但反正每个对他有好
感的女人最后都离开了。只
能说，他虽然有桃花运，
却缺少月老的眷顾，所以
连一场像样的恋爱都没谈
起来过。
虽然刘文旺老师自己的女
人缘也不怎么样，但身为
一个还能经常跟女性相亲
吃饭看电影的男人来说，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资格
去可怜一下老沈的。
嗯……他想改天他应该劝
一下老沈，年纪也老大不
小了，要不要也去相亲一
下，相个有眼缘的女性，
认真相处一下，也许缘分
就这么处出来了。
三十二岁了，该好好打算
一下终身大事啦……
已经三十三岁大龄的光棍
旷男刘文旺老师，默默操
心起另一位光棍旷男的未
来，觉得肩上的压力更沉
重了。
迎着早晨八点的阳光，宽
敞的人行道上，一群穿着

运动服的青少年排成两列，
气喘吁吁的跟随在一名年
轻男子身后跑步，直到跑
到红灯路口时，众人才有
机会停下来喘一口气。
“老、老师……”呼呼呼，
好喘。
“调整呼吸，不要停下，原
地踏步。”沈如律回头道。
“老师！”站在沈如律身
边的男孩喘了一会，继续
争取老师的注意力。
“干嘛？”沈如律眼角瞥
了男孩一眼。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奇怪
吗？”
“哪里奇怪？”
“哪里不奇怪？！如果你觉
得早上的太阳太晒，你可以
戴帽子、戴太阳眼镜，可你
怎么就举着一把大黑伞跑
步，那很奇怪好不好！”
少年嚷完，还回头看了眼
其他同学，争取他们的认
向：“对不对？”
“对！很奇怪，比怪叔叔
还奇怪！”同学们三三两
两的点头附和。“又没下
雨，撑伞真的很怪。”
“就算下雨也不该拿伞啊，
男人淋点雨算什么？拿伞
真的很娘！一点都不酷！
简直逊毙了说。”跟在这
样一个老师后面跑，学生
们都很想装作不认识他好
不好！
“黑伞怎么会娘？我又不是
拿蕾丝花边的女用伞。”
沈如律抬抬上眼皮，颇为
满意黑伞的颜色。
“重点不在雨伞的颜色或
造型，而是你根本不应该
在大晴天拿伞好不好？哪
有人在跑步时还带伞的！”
“是我带伞又不是你们带
伞，你们干嘛那么多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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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非但讲得词不达意，而且断断
续续，我要十分用心，才能将他
讲的话听完，可是听完之后，一

点不明白他讲甚么。
我还在等他讲下去，可是他却挥着手，表
示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时，我真不知道应该生气还是笑，心里

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乔森和金特的
话，都是那么怪，那么无法理解？
（后来，我才知道乔森和金特两个人所讲
的根本是同一件事。这件事，的确不容易
理解，难怪我一点也听不懂。）
我又问道：“没有别的话了？”
金特再想了一想：“乔森很受困扰……”
他讲到这里，我就陡然一震，金特怎么知
道乔森很受困扰？
乔森这两天的情形，用“精神受到困扰”
来形容，再恰当也没有。而且，我也正试
图要找出他为甚么会这样的原因。所以，
我忙道：“你知道他为甚么会这样子？”
金特皱着眉：“他受一个问题的困扰，这
个问题，唉，他回答不出，你可以对他
说……”
他讲到这里，停了片刻，才又道：“你可
以提议他，用‘天国号’事件，作为回
答。”
一听得金特这样讲，我心中的疑惑，真是
至于极点。
一时之间，我盯着金特，一句话也讲不出

来。我可以肯定，乔森对金特并不是十分了
解。可是这时，听金特的话，他对乔森，却
极其了解。他知道乔森近来精神受到困扰，
那还不算是稀奇，可是连“天国号”的事情
他也知道，那就有点不可思议。
所谓“天国号”事件，我在前面已经提及
过，那是乔森在充当“沉船资料搜集员”
期间的事。我听乔森提起过这件事之后，
根本无法证实实际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艘
日本军舰。
金特看到我望着他不说话，又再次作了一
个手势，表示他没有话说了。
我呆了片刻：“你对乔森的了解，倒相当
深。”
金特只是摊了摊手，我又道：“连‘天国
号’的事，你也知道？”
金特总算有了回答：“我也不很详细，
是……人家告诉我的。”
我还想问下去，金特已经下了逐客令：“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不能陪你闲谈
了。”
我不禁叫了起来：“不是闲谈！乔森的精

神受到困扰，极度不安，有时还会突然之
间，接近疯狂，我是他的朋友，我要找出
原因来。”
金特不耐烦地说：“问他。”
我怒道：“他不肯说。”
金特叹了一声：“他可以说，一定说了。
他不能说，我也不能说。”
我真想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他胸前的衣
服，把他拉过来，重重打他一个耳光。这
家伙，他不说他不知道，而说他不能说。
这就是说，他知道乔森精神受困扰的原
因，可是不告诉我！我闷哼一声，掉头就
走。闷了一肚子的气，回到酒店，就冲进
了乔森的办公室。
乔森正在忙着，和几个人在争辩着甚么，
我一进去，就对那几个人大声呼喝：“出
去，我和乔森有话要说。”讲完之后，我
就用力向其中的一个人，推了一下，那人
被我推得踉跄跌出了三步。
其余的人一看到我来势汹汹，一时之间，
也吃不准我是甚么来路，忙不迭地退了出
去。

，好女儿啊！作得好、作得好、
作得太好了！
欣欣茫然的看着门口，慢半拍的

发现，母亲大人的身边还站着向柔。
“柔，你这么早就来我家啊？”她打了个
呵欠，伸了个懒腰，只觉得这一觉睡得好
舒服。
“这是我家。”
“啊？”她呆住了。
向柔点头。“是我家没错，你的床伴应该

也可以作证。”
床伴？！
欣欣呆愣的低头，先是看到
一个宽阔的男性裸背，接着
就发现，对方结实的长腿跨
过她的，伟岸的身躯有效的
把她困在床上，而那张沉睡
中的男性脸庞，看起来还挺
眼熟的……是向荣！
而且，他他他他他他……他
还没穿衣服！
迷蒙的双眼，瞬间瞪得圆圆
的，她整个人清醒过来，连

忙低头察看。
呼，还好还好，她的衣服还在。
不过，怪了，她的胸部怎么变大了？
她狐疑的拉开毛衣，赫然发现，内衣早已
不翼而飞，而向荣宽厚的大手则取而代
之，充满占有意味的，将她的白嫩丰盈拢
握在掌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肯松手，
执意享受那软嫩的触感。
“啊！”她惊叫一声，小脸发白，再火速

掀开被子……
完了完了，她的内裤不见了！
杂沓的脚步声通过楼梯，争先恐后的奔
来，下一秒钟，门口就冒出了一群人。
所有应李月的恳求，参与这次“协寻行
动”的人，全都瞪大了眼，挤在房门前凑
热闹。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向太太慌慌张
张的跑过来，一到“犯罪现场”，也讶异
得脱口大叫。
“发生什么事了？”向爸爸手上还拿着麦
克风，跟着来到了门口，立刻也傻了眼。
“哇，捉奸在床了！”
“什么？谁谁谁？谁被捉奸在床？”
“欣欣和阿荣啦！”
“喂喂喂，别挤、别挤啊……”
“让我看、让我看！”
“不会吧？大清早的让我们找了半天，结
果人还好好的吗？”
“什么好好的，都被吃了，哪里还好？”
“有没有穿衣服？”
“喂，你！放下你手里的数位相机！”

“可是，我要交暑假作业耶，老师要我们
缴交邻居们和睦相处的照片啊。”
他的父母、她的父母；他的朋友、她的朋
友；他的邻居、她的邻居……居然还有那
个送报纸的！所有该到的、不该到的，全
数齐聚门前；还有一个国中男生，正拿着
相机摄下他们的“罪状”，准备到学校去
广为宣传。
欣欣吓得再度尖叫，拉起棉被往里头躲，
没想到如此一来，她等于偎进向荣赤裸的
胸膛，与他热烫的肌肤再度厮磨。她连忙
喘息着，慌得急忙冒出头来，却又没有勇
气面对眼前这群人，根本进退两难。
呜呜，怎么办？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啊？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只是喝酒啊，
怎么喝着喝着就……
欣欣手足无措，无助的扯紧棉被，几乎快
哭出来了。
就在这时，向荣醒了。
高大的身躯陡然坐起身来，棉被刚好遮住
了“重要部位”，没有露出儿童不宜的
镜头。

众站立在高岗上，居高临下，旷
野中的情形尽收眼底，心中刚刚
赞叹罗汉阵的威力，忽见大群蒙

面人突出围困，纵马如飞，朝东方冲去，
随即与另外两队少林和尚接战起来。
适在此时，高光挟着飞叟胡梅，大步奔了
回来，叭哒一声，将胡梅摔落在地上，
道：“范姑娘，胡梅到。”
范雪君道：“搜他身上。”
高光闻言，立即在胡梅身上搜索，忽然搜
出一团黑布，抖开一看，赫然是一个缝裂
好的头罩，不禁惊叫道：“启禀范姑娘，
搜出一个黑布缝制的头罩，与下面那批人
用的完全一样。”
范雪君微微一笑，道：“这严刑迫供的
事，只好劳动万老护法了。”
万良嘿然笑道：“对付老奸巨猾之人，老
朽最有办法。”迈步上前，一把抓住飞叟
胡梅的衣领，将胡梅提了起来。
飞叟胡梅早已骇的面如土色，道：“不必
费事，胡梅既已落在你们手中，有问必答
就是。”
范雪君冷冷道：“这黑色布罩那里来
的？”
飞叟朗梅道：“掌门人所赐。”
万良怒声道：“信口开河。”骈指如戟，
猛地在胡梅腰上戳了一下。
飞叟胡梅吃吃一笑，脸上却已满布惊恐之
色，急声道：“士可杀，不可辱，胡某讲
真话，你们不能滥用毒刑。”
左少白将手一摆，止住万良施刑，眼望胡
梅道：“你们掌门人如今何在？”
飞叟胡梅道：“八卦坪。”
他情知此时此地，不讲实话只有多吃苦
头，因之，不待左少白追问，自行接
道：“昨日夜间，老朽与师弟等正在南
阳，突然接到掌门人令谕，命老朽率领师
弟与此两个师侄，赶到许昌附近，接应少
林掌门人一痴大师。”
飞叟胡梅道：“传令人是掌门人的贴身侍
童，日月双童之一的月童太阴，黑布头罩
也是由他带来。”
四戒大师道：“八卦坪远在川西，少林事

变乃是近一两日间的事，你们掌门人难道
能未卜先知不成！”
飞叟胡梅道：“这中间的奥妙，老朽也无
法回答，但那昆仑、青城两派的人，想必
也是奉到掌门人之命。”
万良冷冷一笑，道：“那恶屠夫樊霸和宇
文清没有掌门人，两人又是奉谁之命？”
飞叟胡梅道：“这个老朽亦不知情。”
左少白道：“你们掌门人，与那圣宫神君
之间，可有关系？”
飞叟胡梅微微一怔，道：“圣宫神君，这
名字倒像听人讲过，敝掌门人与他有没有
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
万良冷冷说道：“一问三不知，不让你吃
点苦头，谅你不会吐实。”一指点戳过
去。

这一指用的“五阴搜穴”之法，霎时间，
胡梅周身百穴之内奇痒无比，满头大汗，
涔涔而下。
飞叟胡梅虽然武功不弱，也受不住这种苦
刑，情急之下，破口大骂道：“老匹夫万
良，乱施毒刑，算什么英雄好汉。”
万良冷笑道：“老夫问你，是否圣宫神君
的党羽？”
飞叟胡梅怒吼道：“圣宫神君什么东西，
胡某是八卦门中人。”
万良哈哈一笑，道：“你这老儿狡猾成
性，老夫要慢慢的收拾你。”挥手一掌，
解了“五阴搜穴”之法。
飞叟胡梅喘了几口大气，道：“你们自命
正派人士，行事却如此恶毒，口是心非，
不怕天下英雄耻笑么？”
万良笑道：“呸！对付你这种坏人，再恶
毒十倍的办法，也不为过。”
转面一望左少白，接道：“这老儿明明与
圣宫暗有勾结，我看还是废掉拉倒。”
左少白微一沉吟道：“暂留一命，回头再
作处置。”
万良讲的本是恫吓之言，闻得左少白吩
咐，立即抓起胡梅，转身奔去。
范雪君突然说道：“万老护法，请将另外
那二人身上的头罩，一起取来。”
万良高声应道：“遵命。”
须臾，万良已将胡梅送回车内，将那另外
二人身上的头罩取来。
这时，大火已经熄灭，荒野中，数百名少
林僧人，展开了罗汉大阵，将那百余名蒙
面人包围在内，但那蒙面人中，显然有人
精通罗汉大阵变化，故大队人马在阵中冲
突来去，所遇的阻力甚小，少林和尚虽连
连变动阵形，也只能勉强将那批蒙面人缠
住。
这是一场规模庞大，别开生面的战斗，交
战之人多达数百，但一方是清一色的和
尚，另一方全都带着黑色头罩，壁垒分
明，井然有序，一点不显得杂乱。
忽听范雪君道：“大师尚未看出谁是一痴
么！”
四戒大师忧形于色，道：“老衲仔细辨认
过那几个带头的人，谁也不像是一痴。”
范雪君道：“九大长老，是否全都在
场？”

啊

(31)

(327)

群

与老人沟通；不要忘了他的自
尊。
与男人沟通；不要忘了他的面
子。
与女人沟通；不要忘了她的情
绪。
与上级沟通；不要忘了他的尊
严。

金

(31)

(15)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3月1日，星期一 第16版科技产品 FEATURES

联想发布ThinkPad 2021 X、T、P、L系列新机 

还有40寸曲面显示器
联想2021年02月23日刷新了2021款ThinkPad系列产品，包括内置5G的ThinkPad X13 Gen 2 i，以及备受关注的改用16:10显示

屏的X13 Yoga Gen 2。新的阵容还包括新的ThinkPad T15、T14、P15、P15s、L15和L14等机型，以及全新的40寸曲面显示屏。

首先介绍联想ThinkPad 
X13 Gen 2和X13 Yoga 
Gen 2

联想面向主流市场的
便携机型ThinkPad X13 
Gen 2和X13 Yoga Gen 
2搭载13.3英寸16:10宽
屏显示器，可选11代的
英特尔酷睿vP r o或AMD 
Ryzen 5000移动处理器。
英特尔型号内置Iris Xe
图形芯片，而AMD版本
使用集成的AMD Radeon 
GPU。

英特尔版本兼容WiF i 
6或WiFi 6E，以及可选
的5G Sub-6GHz或2×2 
MIMO Cat12 4G。但AMD
版本只可以选守则WiFi 6
和4G调制解调器了，内
置 W W A N 卡 型 号 支 持
一张物理卡和一张eS IM
卡，不过一次只能激活一
张。

X13 Gen 2现在有两
种颜色可供选择 - 黑色

或风暴灰色，机壳拥有
CNC高度抛光的边缘，内
置续航高达16小时的电
池，英特尔版本还支持
Thunderbolt 4;AMD型号
最高为USB 3 3.2 Gen 2 
Type-C。显示屏方面，
有一系列的WU X G A或
WQXGA面板可供选择，
可选触摸和非触摸型号。
预计搭载最高32GB的内
存和最高2TB的PCIe Gen4 
SSD存储。

ThinkPad X13 Yoga 
Gen 2则在X13标准款的
基础上拥有360度铰链，
有WUXGA和WQXGA分
辨率触摸屏可供选择，并
可选择防眩光涂层。续航
时间12小时，联想说，
机身内置手写笔仓以及更
宽的触摸板。

两者都包括一个新的
组合电源按钮和指纹传感
器，取代了以前型号上的
独立单元。它们还具有一

个特别的检测
传感器，可以
跟踪是否有人
坐在笔记本电
脑前，当人离
开时会自动锁
定机器。

T h i n k P a d 
X13 i Gen 2将
于3月发售，售
价1299美元起，
而ThinkPad X13 
Gen 2将于5月
到货，售价1139
美元起。ThinkPad 
X13 Yoga Gen 2将于4月
登陆，售价1379元起。

面向主流的ThinkPad T
系列2021款

联想ThinkPad T系列
一直被看成是全系的主力
阵容，无论是1 4英寸或
15.6英寸机型此次带来的
型号默认全系配备UHD面
板，可选支持HDR和杜比
视界。同样配备英特尔第
11代酷睿处理器和AMD 
Ryzen 5000移动处理器
两种选择，前者搭配英特
尔UHD、Iris Xe或NVIDIA 
MX450独立显卡，后者则
使用集成AMD Radeon显
卡。

通信方面，英特尔版本
兼容WiFi 6或WiFi 6E，
而AMD机型则只有WiFi 6
。在ThinkPad T14s机型
上可以选择5G Sub-6-
GHz，而4G LTE在配备了
WWAN网卡的机型上都
被支持。T14s内置一个全
高清红外网络摄像头，而
T14和T15的红外摄像头分
辨率就要低一些，值得注
意的是，T14s机型也借用
了X系列的组合式指纹/电
源键。

ThinkPad T15将于3月

上 市 ， 售 价 1379美
元起，与ThinkPad T14 i和
ThinkPad T14s i的售价分
别为1379美元和1499美元
起。ThinkPad T14和T14s
将于5月上市，售价分别
为1159元和1279元起。

联想ThinkPad P15s和
P14s移动工作站阵容

ThinkPad P14s在保证便
携性的同时也保证了强大
的性能，它拥有14英寸的
UHD HDR Dolby Vision显
示屏，而ThinkPad P15则
配备15.6英寸的UHD HDR 
Dolby Vision面板。P14将
提供第11代英特尔酷睿处
理器或AMD Ryzen 5000移
动处理器；P15s将只采用
英特尔处理器。

P 1 4 s的英特尔配置自
带英特尔Iris Xe或NVID-
IA T500显卡，AMD型号
上对应的是AMD Radeon
显卡。P15s最高配备T500 
GPU，4GB显存。英特尔机
器兼容WiFi 6E；AMD对
应为WiFi 6，它们都可以
配备4G LTE调制解调器。

ThinkPad P15s和
P14s i都将在3月份发

售，售价都是13 8 9美元
起。ThinkPad P1s将于5月
跟进，售价1169美元起。

实惠机型ThinkPad L15 
Gen 2和L14 Gen 2

新款笔记本中售价最实
惠的ThinkPad L15 Gen 2
和L14 Gen 2加入了现有
的L13和L13 Yoga阵容。
包含英特尔第11代酷睿机
型和AMD Ryzen 5000系
列移动机型，最高可选择
14英寸或15英寸全高清显
示屏。

显卡方面，英特尔机器
将根据配置不同内置英特
尔UHD、Iris Xe或NVIDIA
的MX450显卡。AMD版本
将使用AMD Radeon，连接
能力包括WiFi 6和可选的
4G LTE。

ThinkPad L15和L14将
于2021年5月上市，售价
均为689美元起。

联想ThinkVision P40w
如果想把ThinkPad搬到

桌面上用，联想ThinkVi-
sion P40w显示器非常适
合搭配这些笔记本产品，
本次带来的是一块39 . 7
英寸250 0 R曲面WLED显
示屏，其21 : 9的面板在
5120×216 0分辨率下刷

新率为75 H z。亮度为
300cd/m2，而对比度
为100 0 : 1，它能达到
99%的sRGB色域，98%
的DCI-P3，支持10位色
彩和HDR。

显然这些参数在用于
游戏方面并不占优，但
它可以作为笔记本的一
个方便的桌面中心，它
有两个Thunderbolt 4端
口，一个HDMI 2.0和一
个DisplayPort 1.4的视
频输入，以及千兆以太
网，一个USB 3.2 Gen 
1 Type-B和Thunder-
bolt 4的USB上行接口
和四个USB 3.2 Gen 1 
Type-A，一个USB 3.2 
Gen-1 Type-C，和一
个Thunderbolt 4的USB
下行接口。

另一方面，它可以
通过USB Type-C提供
高达27W的功率，而通
过Thunderbolt 4线缆可
以提供高达100W的功
率。跻身支架可以倾斜
和旋转也可以升降而且
还支持VESA。有趣的
是，这也是第一款支持
英特尔AMT的Thunder-
bolt 4显示器，它将于
2021年6月上市，售价
1699美元。

ThinkPad X13 Gen 2

ThinkVision P40w

Thinkpad L14 Gen 2

Thinkpad P14s Hero

Thinkpad P15s Gen2 Hero

Thinkpad T14

Thinkpad T14 Hero

Thinkpad X13 Yoga G2 Hero

Thinkpad T14s Gen 2 Black Hero

小米手环一直以来都是智能穿戴设备
中的龙头产品，也是全球智能手环市场
当之无愧的领先者，总出货量稳居全球
第一。 当前市面上最新的产品是小米手
环5，该产品在去年6月正式发布，距今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如今其继任
者的消息已经浮出水面。

据海外知名媒体91mobiles报道，近期
一款疑似小米手环6的产品已经获得了

印度BIS认证，且此前就已在电信认证网
站被曝光，其很有可能会在近期正式亮
相。

有爆料者表示，小米手环6整体外观
依然延续前代产品的设计，但屏幕尺寸
会进一步增加，屏占比也将有所提升，
机身体积变化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消息称小米手环6将
首次加入血氧检测功能，可以实时检测
人体血氧饱和度，便于用户随时掌握自
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能简单辅助用户
进行新冠肺炎的筛查，该功能在疫情之
下显得尤为实用。

同时，小米手环6还将拥有独立的GPS
定位功能，结合血氧和运动检测，能带
来更全面的运动数据分析。

另外，小米手环6还将新增一大批运
动模式的检测，比如舞蹈，尊巴，板
球，篮球和拳击等室内运动，甚至能识
别出体感游戏中的一些操作，可玩性大
大提升。

虽然听起来有些疯狂，
但 @Rodent950 还是在 
Twitter 上宣称，传说中
具有 1 英寸大底的索尼
手机摄像头传感器正在
路上。WCCFTech 指出，
多年来，以索尼和三星为
代表的传感器大厂，一
直在努力争夺手机拍照
的头号位置。比如早些时
候，三星刚刚宣布了自家
的 ISOCELL GN2 传感器
新品。

如果爆料靠谱的话，
那索尼有望在 2021 年 4 
月下旬推出 IMX800 手机
摄像头传感器新品。

虽然没有披露更多的
细节，但有消息称计划今
年某个时候发布的华为 

P50 新机将首发搭载这枚 
1 英寸大底的传感器。

除了这颗主摄，该机
显然还会采用超广角 + 
长焦 + 潜望式镜头的组
合。

对于普通摄影爱好者来
说，大底意味着你能够在
弱光环境下拍摄出更好的
照片、同时能够营造出更
多的景深。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
首次在手机上见到 1 英
寸的相机传感器。毕竟早
在 2014 年，松下就已经
在 Lumia CM1 上进行过
尝试。

只不过作为手机 + 相
机的结合体，松下 Lumia 
CM1 更多的还是侧重于拍
照体验，相机镜头和整机
体型也显得有些大。

小米手环6首曝：屏幕更大 首次加入血氧检测功能

小米手环6新增血氧检测和多种运动模式

索尼即将推出1英寸大底的IMX800手机摄像头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