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印 尼 C N N 雅 加 达
讯】政府通过发行SR015
零售伊斯兰债券(sukuk)
获得27兆盾的新资金。
这是有史以来通过e-SBN
平台发行零售国家有价证
券(SBN)的最大数字。

引述财政部风险和融
资管理总局(DJPPR)发布
的官方声明，购买SR015
零售伊斯兰债券的投资
者共有4万9027名。这些
投资者均匀地分布在我
国所有的省份。

财政部风险和融资管

理总局在发布的官方声明
中写道，“SR015新投资
者达1万4590名，占投资
者总数的29.76%，其订
单量为6.04兆盾。”

这 些 新 投 资 者 中 的
大多数是千禧一代，即
6428名投资者。该数目
相当于占新投资者总数
的44.06%。

财政部风险和融资管
理总局称，“从新增投资
者占比来看，与44.37%
的SR014相差不大。”

财 政 部 风 险 和 融 资

管 理 总 局 进 一 步 解 释
说，SR0 1 5平均订单为
5 . 5亿盾。其数字高于
SR014 的4.689亿盾。
然而，却低于达到5.72
兆盾的SR013。

而销售最大的是在雅
加达首都专区，即9.43
兆盾，来自首都的投资
者数量录得共有1万5427
人。

D J P P R  总 结
说，“SR015在我国东部
地区的销量占总销量的
0.67%。”(xin)

政府从发行SR015零售伊斯兰债券中获取27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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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卡陶钢铁最先进热轧钢工厂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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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3℃

泗水 晴天 25-33℃

棉兰 晴天 23-30℃

登巴刹 晴天 25-32℃

坤甸 云天 24-34℃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9月21日）

累计确诊 :4,195,958 例
疑似患者 ： 393,404 例
新增病例 :    3,263 例
累计死亡 :  140,805 例
累计治愈 :4,002,70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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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在致辞中
指出，全球只有两个国家
拥有热轧板带钢铁生产新
技术，第一家在美国，第
二家在印尼克拉卡陶钢铁
公司第二工厂。我参观见
证过克拉卡陶钢铁生产过
程，的确是高科技，非常
新的钢铁生产技术。

总统指出，克拉卡陶钢
铁公司工厂每年能生产150
万吨热轧卷（Hot Rol led 
C o i l -HRC）。“这是印
尼第一家能够生产优质热
轧卷的工厂，我们将继续
提高产量到每年生产量达 
400 万吨，”总统说

随着克拉卡陶钢铁公司
热轧2厂(HSM 2)的投产，
总统希望在不进口的情况
下，国内克拉卡陶钢铁厂

能满足国内的需求。 
“所以我们将减少甚

至不再需要进口钢铁了，
目前印尼是全球第二大钢
铁进口国家，所以后我们
希望每年节省29万亿盾的
外汇，这是一个巨大的金
额，”佐科威总统说。

总统希望克拉卡陶钢
铁工厂生产的钢材质量不
亚于进口产品。“以便能
满足我国工业世界的需
求，我相信克拉卡陶钢铁
工厂生产的钢材能够在区
域和全球市场具有竞争条
件，”总统如是说。

总统还要求部长们继续
支持国内钢铁行业。 “支
持国有企业在实现芝勒贡地
区于2025年实现生产1000万
吨钢铁目标，”总统说。

佐科威总统周二（9月21日）由国会议长布安、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鲁胡特和国营
企业部长埃里克等政府官员为万丹省芝勒贡国有钢铁生产商克拉卡陶钢铁公司热轧
板带钢铁新技术工厂主持成落成落成启动运行仪式。

将继续提高产量

到每年生产量达

400万吨

【安达拉通讯社】佐科威总统周二（9

月21日）为万丹省芝勒贡（Ci l egon）印

尼国有钢铁生产商克拉卡陶钢铁公司(PT 

Krakatau steel) 热轧板带钢铁新技术工厂

主持成落运行仪式。热轧板带钢铁（Hot 

Strip Mill）是指通过热轧方式生产的带材

和板材。

HSM 2工厂投资5.21亿
美元或相当于7.5万亿盾，
于2016年与德国西马克集
团(SMS Group)和克拉卡陶
PT Krakatau Engineering 合
资建设。这家新工厂的特
色产品之一是用于汽车需
求的 HRC，它能够生产厚
度范围为1.4毫米至 16 毫
米、宽度范围为600毫米至
1,650毫米的 HRC。

通过HSM2工厂，克拉卡
陶钢铁HRC产能增加到每年
390万吨，从而减少了每年
90万至190万吨的热轧卷进
口，而每年全国对热轧卷/
板钢的需求量达到480万至
530万吨。

陪同总统出席克拉卡陶
托热轧板带工厂落成典礼有
国会议长布安（Puan Ma�a-Puan Ma�a-
rani）、海事与投资统筹部
长鲁胡特．班查伊丹(Lu�ut 
Binsar Pandjaitan)、国营
企业部（BUMN）部长埃里
克.多希尔(Erick T�o�ir)、

投资统筹部长巴里尔.拉哈
迪拉 (Ba�lil La�adila)、国务
秘书部长普拉蒂克诺(Prati-(Prati-

kno)、万丹省省长 Wa�idin 
Halim、韩国驻印度尼西亚
大使Park Tae Sung、克拉卡

陶钢铁上市公司董事总经
理 Silmy Karim 和其他地方
相关官员。（v）

【印尼CNBC雅加达讯】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作出决定以维持其基准利

我国央行连续七个月维持基准利率3.5%

央行行长贝利(Perry Warjiyo)

【B i s n i s . c om雅加达
讯】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达托(Ai r l a n g g a 
Hartarto)日前在雅加达的新
闻发布会上称，截至2021
年9月17日，国民经济复苏
(PEN)资金落实占上限总额
的53%。

已经落实的国民经济复
苏资金录得395.92兆盾，
或占上限总额744.7兆盾
的53%。

而卫生部门的落实目前

达到97.28兆盾，或占上限
214兆盾的45.3%。

艾尔朗卡说，“第二季
度末的社会保护集群使用
了112.87兆盾，或占上限
186.64兆盾的60.5%。”

然后，在第二季度末的
优先计划集群的落实59.51
兆盾，或占上限117.94兆
盾的50.5%。对中小微企
业(UMKM)和公司的支持得
以落实68.35兆盾，或占上
限162.40兆盾的42%。

最后，商业激励集群的
落实已达到57.92兆盾，
或占上限 6 2 . 8 3 兆盾的
92.2%。

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
(varian Delta)的传播，政
府于2021年7月初把国民
经济复苏预算上限提高到
744.77兆盾，以应对紧急
社区活动限制措施(PPKM 
darurat)。此前，2021年的
国民经济复苏预算上限为
699.43兆盾。(xin)

截至2021年9月17日

国民经济复苏资金落实仅395.92兆盾或53%

率。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
期。

周二，央行行长贝利
(Perry Warjiyo)在行长委
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称，“在2021年9
月2 0至2 1日的央行行长
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
维持基准利率或央行7天
逆回购利率(BI-7DRR)为
3.5%。此外，定期存款利
率(deposit facility)和贷款
利率(lending facility)各保
持2.75%和4.25%。”

这是央行自今年3月份
以来连续七个月维持基准
利率在3.5%的水平。而该
2021年9月央行行长委员会
会议的决定已被市场参与
者所预测。

有几个因素使经济学
家乐观地认为基准利率仍

将维持在3.5%的水平。
例如，来自宝石银行( B 
Permata)的经济学家约书
亚(Josua Pardede)称，“
经济指示器仍然稳定，无
论是在经济或者是汇率方
面。”

约书亚详述称，截至
2021年8月的通货膨胀仍
然相对保持在2%以下，
也就是低于央行目标区间
的下限。正确的是，2021
年8月通胀率录得同比为
1.59%。

尽管通胀率仍然低，约
书亚仍然看到，随着人们
的购买力恢复，需求逐渐
增加，虽然，他确实看到
它仍然疲软。

然后，自2021年9月初
直到目前的情况，盾币汇
率方面录得稳定在每美元
兑1万4200盾至1万4300盾
的范围内。

藉着这种情况，约书亚
预测,央行将维持其基准利
率在3.5%的水平直至2021
年底。

万自立银行(B Mandiri) 
经济学家菲赛尔(Fa i sa l)
建议央行继续保持国内金
融工具的吸引力并维持盾
币汇率。更何况，美国中
央银行(美联储/T�e Fed)
的货币紧缩风险越来越真
实。(xin)

【雅加达综合讯】爪
哇和巴厘岛社区活动限制
（PPKM）全部地区已降至
疫情警戒第二和第三，并
将以每两周调整一次，但
每周仍会对各地区的新冠
疫情进行评估，以预防变
化莫测的新冠疫情形势，
尤其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德
尔塔（Del t a）和MU变异
毒株。因此民众仍必须遵
守防疫卫生规程，不能掉
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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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9月21日，
过去24小时，印尼国内单

日新增病例3,263例。截
至9月21日，全国累计病
例升至4,195,958例。过
去24小时，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171例，累计死亡病
人数140,805例,死亡病率
3.35%；新增治愈出院病
例6,581例，全国累计治愈
患者已达4,002,706例，治
愈率95.40%。截至9月21
日，现有治疗中活跃病例降
至52,447例，病毒检测样
本248,657人，单日病毒检
测阳性率为1.31%，全国疑
似患者为393,404人。

过去24小时，东爪哇省
新增316例，其次苏北省新
增病例315例，接着西爪哇

省新增285例，中爪哇省新
增245例，东加省新增192
例，巴厘岛新增病例173
例，亚齐新增163例，西
加省新增154例，廖内省新
增111例，南苏省新增109
例，中苏省新增108例，
雅京特区新增病例106例，
日惹特区新增95例，邦加
勿里洞新增89例，万丹省
新增84例，苏西省新增83
例，北加省新增81例，东
努省（NTT）新增74例，
南加省新增72例，楠榜新
增57例，苏南省新增55
例，北苏省新增49例，中
加省新增40例，巴布亚新
增38例，西巴布亚新增36

例，西努省（NTB）新增34
例，廖内群岛新增25例，
占碑省新增18例，西苏省
新增17例，马露姑省新增

14例，北马露姑省新增13
例，东南苏省新增6例，哥
伦达洛新增3例，朋古鲁省
新增2例。（v）

单日新增病例3263例 印尼累计确诊新冠病例为4195958例

周二（9月21日）中苏拉威西省巴鲁市政府加速学生新冠疫苗
接种，作为在疫情红区举行面对面教学(PTM)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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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抗病毒指标虽超越世卫组织标准
但第三波疫情威胁依然存在

尽管有关疫情处理的各项指标都有显著改善，
但政府似乎仍小心翼翼，以防不测。政府已正式将
我国所有地区对社区活动的限制措施（PPKM）延
长至10月4日。

如果PPKM立即被撤销，公众恐怕会乐而忘忧。
新冠肺炎病毒威胁尚存之际，如果人们不严格遵行
卫生协议，确诊案例又会激增。政府除了检测、追
踪和治疗（3T）以抑制传播威胁外，还要继续加快
疫苗接种。

这是明智之举。因为专家们仍然警告说，病毒
大流行的威胁还没有结束。如果政府不加强疫苗接
种和执行3T，而民众在实行卫生协议时又松懈和散
漫，第三波疫情随时还会来袭。

根据政府的信息，爪哇和巴厘岛实施的PPKM已
不再是第4级，而是第2和3级。然而在爪哇和巴厘
岛以外，仍有一些县市的PPKM级别未能被下调。

新冠肺炎处理委员会主席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说，目前爪哇岛和巴厘岛以外地区的新
冠肺炎患者占全国病例总数的61.95%，但目前已
有下降的趋势。

在苏门答腊，活跃病例减少了80.52%，恢复
率达到93.52%，死亡率为3.49%。努沙登加拉的
活跃病例下降了86.75%，治愈率达95.78%，死
亡率2.3%。加里曼丹的活动病例减少了81.48%
，治愈率达到94.27%，死亡率为3.15%。苏拉
威西地区的活跃病例下降了81.13%，治愈率达到
94.61%，死亡率为2.61%。

这些数字表明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取得了进
展。近一周内，阳性病例的平均新增人数继续下
降。9月20日周一，据报告只有1932例新病例，而
死亡人数为166人。

尽管继续实施PPKM，但政府已允许各种公共设
施，如商场、游乐场、休闲区、市场和电影院开始
运营，礼拜场所也开放了。与此同时，疫苗接种还
在继续加速。 

我国卫生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发言人Siti Nadia 
Tarmizi表示，全国新冠病毒（Covid-19）病例的
情况目前处于二级。新冠病毒新增病例率也从第二
波的峰值减少了92%。

根据雅加达首都专区省卫生局截至9月19日的数
据，在上周接受PCR检测的11万6653名雅京居民中，
阳性病例达到1.2%。该阳性病例的百分比远远好于
世卫组织5%的标准。而进行PCR检测的人数也超过
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周内达到1万0645人。

尽管新冠肺炎病例有所减少，但新冠肺炎处理工
作队（Satgas）警告说，第三波新冠肺炎大流行仍
有可能发生在我国。工作队发言人Wiku Adisasmito
说，眼下一些国家正面临第三波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根据澳大利亚Grifftith大学流行病学家Dicky Bu-
diman的说法，第三波新冠病毒大流行很可能发生，
因为大多数印尼人还没有对该病毒产生免疫力，
意即疫苗接种率仍然很低。Dicky在9月18日周六对
Kompas.com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免疫力来自疫
苗、全剂量疫苗接种，不管是什么品牌的疫苗。还
有80%的人易受感染，因为还没有接种疫苗。”。

不仅是德尔塔的变异新冠病毒，还是Alpha变体
或其他变异，都会造成易受感染的情况，并导致第
三波新冠病毒大流行。

因此，我们最好的态度是保持警惕，不要被新
冠病毒传播率的下降所迷惑，因为还有很多没有症
状（OTG）的患者，由于他们没有接种疫苗而极易
受到感染。威胁仍然潜伏在我们周围。

总统在万丹省视察为学生接种疫苗实施情况

总统亲自视察万丹省
瑟朗（Serang）市第四国
立高中学校疫苗接种的实
施情况，并通过视频会议
与其他同步举行大规模疫
苗接种的高中或职业学校
的教学人员进行对话。

总统在致辞中说，今
天我很高兴能够亲眼看
到特别为万丹省的学生
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情
况。与我一起前来这里的
还有国会议长布安（Puan 
Maharani）、国务秘书部
长和瑟朗市市长。

总统随后与瑟朗市也
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的
Ciomas第一国立高中学
校的代表进行对话。

Ciomas第一国立高中
学校校长阿安·赫纳万
（Aan Hernawan）通过
视频链接向总统报告说，
今天该校为307名学生接
种疫苗，这是第三次的大
规模疫苗接种。此前，已
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疫苗
接种达到80%。在过去
的两周内，该校按照政府
规定的严格防疫卫生规
程，实施面对面的教学方
式。

总统随后与 Cilegon
第一国立职业学校校长进
行对话。该校校长维多
多（Widodo）说，今天
的目标是为1,300名学生
接种疫苗。他表示在获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讯】佐科威

总统周二（9月21日）视察万丹省多所

学校为学生举行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

的情况。

佐科威总统周二（21/9）在万丹省瑟朗（Serang）市
第四国立高中学校视察针对学生的新冠疫苗接种实施
情况后，通过视频会议与万丹省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学
人员进行对话。

得疫苗方面没有任何问
题，因为得到了万丹省
卫生局的协助。他还报
告说，在过去两周实施
了面对面的教学方式，
将每个班级的学生限制
为50%，每天的最长学
习时间为4个小时。

佐 科 威 总 统 赞 赏 在

万丹省为社区和学生不
断实施的大规模疫苗接
种 。 总 统 要 求 其 他 学
校也为学生完成疫苗接
种，以便万丹省所有学
校都能在处于安全状态
下进行面对面教学，因
为学生们都受到疫苗的
保护。（pl）

【罗盘新闻网】印尼将
在今年年底首次担任二十
国集团（G20）轮值主席
国。 今年12月G20峰会部
分活动将于巴厘岛举行，
现任G20主席国意大利将
在峰会上正式交棒给印
尼。

国 营 企 业 部 长 埃 里
克.多希尔(Erick Tho-
h i r )周一（9月21日）在
巴厘岛印尼第三港口公
司（Pelindo III）贝诺瓦
（Benoa ）港口与印尼全
国经济创意中效企业的讨
论中说： “明年二十国集
团峰会将在巴厘岛召开，
而及其G20会议已于今年 
11 月开始陆续在巴厘岛
召开。所以请社区领袖、
地区领袖、商界领袖对防
控新冠疫情工作不要大
意，因为新冠疫情尚未结
束，虽然有所缓和，但是

仍在全国持续蔓延。”
埃里克接着说，应对来

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尤其
变化莫测的变异毒株，各方

都必须积极参与处理新冠疫
情，人人有责。 应在每项
日常活动中严格执行防疫卫
生规程，以防止新冠疫情持

续传播。虽然要达到新冠疫
情清零的可能性难于做到，
只有巴厘岛的新冠疫情能继
续改善，巴厘岛的经济就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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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单日新增确诊
新冠病例继续呈下降趋
势。自 2021 年 7 月开
始，巴厘岛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平均每天增加 1,000 
例。 但是，自 2021 年 
8 月中旬以来，巴厘岛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平均每
日已降至 250 例。截至
9月20日，巴厘岛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99例。新增治
愈229例，新增死亡病例9
例。 巴厘岛累计确诊病例
111,499例，累计治愈病
例105,411例，累计死亡
病例3,849例。(v)

埃里克要求地方政府不要忽视疫情防控工作

巴厘岛将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地点

国营企业部长埃里克.多希尔(Erick Thohir)周一（ 9 月 20 
日）在巴厘岛乌布市场（Pasar Ubud）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为 
Puri Kauhan Ubud 基金会提供了处理新冠肺炎援助，也为猴
林（Monkey Forest）社区提供了野生动物饲料基金援助。

【总统秘书处网站】
曾几何时是我国羽毛女
单名将的传奇Ve r aw a t y 
F a j r i n 目前在雅京西区
Dharmais医院正在接受治
疗肺癌。总统府秘书处主
任赫鲁（Heru Budi Har-
t o n o）代表佐科威总统
于2 0日探望曾在我国羽
毛 球 获 得 1 9 7 9 年 全 英
羽球公开赛冠军的V e -
r a w a t y，并亲自交给家
属佐科威总统援助的1亿
盾资金，并传达总统的
慰问，并祝愿她早日康
复。赫鲁称总统要求青体
部长和卫生部长确保Ve-
rawaty获得最好的治疗服
务，所有治疗肺癌费用将
由国家承担。

据悉，总统府秘书处探
望Verawaty后，青体部长
柴努汀·阿马利（Zainu-
din Amali）也陆续抵达雅

京Dharmais医院看望Vera-
waty的病情。

柴努汀在记者招待会
中表示，健康保障机构
（BPJS Kesehatan）将承
担所有Verawaty治疗的费
用，包括她的健康保险从

第二级提升为第一级医疗
服务。此外，卫生部长加
强与青体部长沟通以协助
治疗她的病情。

Dharmais医院法律和公
共关系主任Anjari Umar-
jianto透露，院方非常关心

Verawaty的病情，因此，
保证她在Dharmais医院获
得有效的治疗和周到的服
务，并给予最优质的医疗
服务团队。

如所周知，Ve r aw a t y
在1 9 8 0年起已开始羽毛
球运动生涯中最辉煌的时
期，曾获得多项女单、女
双和混双冠军宝座，其中
她在1980年获得女单冠军
宝座，获得1978年亚运会
女双冠军宝座，Verawaty
与Imelda Wiguna在1979
年全英羽球公开赛进行中
夺下女双冠军宝座，并夺
得19 8 6年羽球世界杯赛
（World Cup）混双冠军
宝座。

在20 1 8年亚运会开幕
式前一天，Ve r aw a t y在
雅京总统府向佐科威总
统递交20 1 8年亚运会火
炬。（yus）

全部医疗费将由国家承担

佐科威总统捐助一亿盾给Verawaty

青体部长柴努汀·阿马利于20日抵达Dharmais医院看望Verawaty
的病情，柴努汀称政府将承担Verawaty所有治疗费用。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
达讯】印度尼西亚通过核
能研究组织（ORTN）国
家研究与创新局（BRIN）
获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简称粮农组织（FAO）
和 国 际 原 子 能 机 构
（IAEA）颁发的杰出成就
奖。

印尼驻联合国大使达
曼沙·朱马拉（Darman-
sjah Djumala）在周二
（21/9）的书面声明中
说，印度尼西亚通过农业
领域的核研究人员证明，
利用核技术开发粮食作物
优良品种的能力，这对加

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
大贡献。

迄今为止，核能研究
组织已通过核技术生产了
32个水稻品种、12个大豆
品种、3个高粱品种、1个
小麦品种、1个花生品种
和1个香蕉品种。该奖项
由IAEA总干事拉斐尔·马
里亚诺·格罗西（Rafael 
Mariano Grossi）于周一
（20/9）在奥地利维也
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65
届IAEA大会会议上向印度
尼西亚驻联合国大使授予
该成就奖。

朱马拉说，该奖项表

明印度尼西亚因掌握用
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并将
其应用于支持国家发展计
划而受到国际认可。他表
示，与IAEA成员国的国
际合作取得的成果反映了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核技术
领域的务实外交，能够通
过在粮食领域的应用为社
会提供直接的社会经济效
益。

此外，朱马拉表示，
该奖项还表明，由IAEA和
FAO开创的加强核技术人
力资源能力的计划，已经
为加强印度尼西亚研究人
员的能力提供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包括在粮食领域
的核技术应用。

粮农组织（FAO）总干
事屈冬玉表示，该奖项是
核技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
真正贡献。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支持
加强粮食领域研究人员的
能力，以支持可持续性的
辐射突变研究。

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
能机构也授予其他国家
杰出成就奖，即中国、古
巴、印度、孟加拉国、伊
朗、马来西亚、马里、巴
基斯坦和南非。（pl）

【雅加达安达拉网】雅
京特区省长阿尼斯（An i e s 
Baswedan）于21日抵达雅京
南区肃贪会大楼出席肃贪会
传召。阿尼斯以证人身份为
Manju l征地贪污案来作证，
特别对Perumda Sarana Jaya
有限公司前董事总经理Yoory 
Corneles Pinontoan征地贪污案
嫌疑人作证。

其实还有五人干涉这个
Manjul征地贪污案，已被列为
贪污案嫌疑人，其中Perumda 
Sarana Jaya有限公司前总裁
Yoory Corneles Pinontoan、Aldira 
Berkah Abadi Makmur有限公司
（ABAM）总经理Rudy Hartono 
Iskandar、Adonara Propertindo
有限公司总经理Tommy Adrian
和副总经理Anja Runtuwene及
还有一名Adonara Propertindo有
限公司职员也已列为Manjul征
地贪污案嫌疑人。

“我已对此贪污案详细的
解释以协助肃贪会调查员完
成处理，肃贪会调查员向我

提出的17个问题，并所有的
问题与Manju l征地贪污案有
关。”阿尼斯在场这样表示。

雅京地方议会议长马苏迪
（Prasetyo Edi Marsudi）也为
Yoory Corneles Pinontoan征地
贪污案嫌疑人作证，于昨日
出席肃贪会的传召。此Manjul
征地贪污案特别使用2019年
预算案，致使国家财政损失
为1525亿盾。

所有Manjul征地贪污案嫌
疑人违反1999年第3条第31
号，这项条例已修订2001年
第20号关于第55条第1款根除
腐败刑事法典（KUHP）。肃
贪会质疑Perumda Sarana Jaya
有限公司对在Man j u l征地违
反众多的法律规定，其中没
有对Manju l征地进行可行性
研究，也没有对位于雅京东
区Pondok Rangon县的Manjul
征地进行估价（appra i sa l）
，所有Manju l征地过程和阶
段都没有根据标准操作规程 
（SOP）。（yus）

阿尼斯以证人身份出席肃贪会传召

图：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中）于21日抵达肃贪会大楼，
以证人身份出席肃贪会传召，对Perumda Sarana Jaya有限公
司前董事总经理Yoory Corneles Pinontoan贪污案嫌疑人作证。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授予我国核能研究组织粮食领域杰出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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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长主持 2 0 2 1
年印尼家具国际展览会
（IFEX）（虚拟陈列室展
览）的开幕式时说：“
这意味着家具和手工艺
品行业已证明了在大流
行期间具有高度的复原
能力。”

为 了 进 一 步 提 高 生
产力和竞争力，工业部
继续保持原材料供应充
足，及鼓励家具工业家
积极进行创新。

此 外 ， 木 材 、 木 制
品、藤条，及家具工业
分领域，对农业工业组

增长贡献了2.60%。
“ 家 具 和 手 工 艺 品

的市场商机不断增长，
必 须 获 得 主 要 生 产 因
素供应的支持，其中是
原材料、资本，及劳动
力，”他阐述。

我 国 家 具 和 手 工 业
的原材料可以说是相当
丰富的，特别是来自面
积为6880万公顷的生产
林。

“我国的热带气候也
非常有利，各种类型的
树木都能很快生长。此
外，我国是世界上80%

的藤原料生产国，上述
原料来自加里曼丹岛、
苏拉威西，及苏门答腊
岛的各地区，”他续说。

工 业 部 长 声 称 ， 在
大流行之际能够提高家
具产品销售的其中一个
因素是社区家庭采购的
转变与重组，从用于娱
乐、旅游，及运输的成
为装饰鱼装修房子。

“甚至，在大流行期
间通过网上购物的活动
亦支持家具产品的销售
提高，以满足国内或者
出口市场的需求，”他
称。

工业部记载，在2020
年家具产品的出口额突
破19.1亿美元，比2019
年的 1 7 . 7 亿美元上升
7.6%。在2020年，我国
家具产品的最大出口目
的国，其中是美国、日
本、荷兰、比利时，及

德国。
“市场对家具和手工

艺品的购买力还很好，
以 致 我 们 必 须 通 过 替
代途径提供推广产品，
其 中 之 一 是 通 过 上 述
印尼家具国际展览会，
来，”他如斯说。

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
有1114家公司从事家具
工业，年产能力达到290
万吨，及对工人吸纳量
达到14万3119人。

与 此 同 时 ， 工 业 部
农业产业总局代理局长
普杜·朱利（Putu Juli 
Ardika）表示，工业部坚
决继续为家具和手工业
家提供经商的便利。

可 以 使 用 的 工 具 ，
其中是建设原材料物流
中心、振兴机械或工具
计划、家具理工学院设
备，及家具设计开发计
划。(vn)

工业部长称家具工业

大流行期间复原能力很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长阿古斯

古米旺（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表示，去年第一季家具工业由于受到新

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增长率下降了

7.28%后，在今年首季，该工业的业绩

能够提振并增长8.04%。

【安塔拉社棉兰讯】
苏北省水果出口额不断
提高，至2021年7月的出
口额达1亿7063万8000美
元。

中央统计局（ B P S ）
苏北省分局局长苏海米
（Syech Suhaimi）昨日
在棉兰说：“至2021年7
月，苏北省的水果出口额

达1亿7063万8000美元，
同比增长51.13%。”

苏北省于20 2 0年的水
果出口总额只1亿1290万
9000美元。

榴莲售价和出口量增加
助推了苏北省水果出口继
续上升。

“感谢真主，在新冠疫
情大流行期间，苏北省的

水果出口有所增长，”他
说。

苏北省的水果出口额
占苏北省至2021年7月总
出口额 6 3 . 7 7亿美元的
2.68%。

苏北省的水果出口目的
国其中是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中国，大部分水果原
产于Karo县。

勿拉湾农业检疫局局长
安迪（Andi Yusmanto）
指出，苏北省的榴莲出口
量持续提升。

2021年8月份，榴莲出
口量66万07 5 4吨，总额
450.73亿盾。

苏北省向一些国家出口
的榴莲，主要是马来西亚
和中国。(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投资部/投资统筹机构与
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 r a第二公司（API I）与
Angkasa Pura Aviasi公司
合作兜揽苏北省日里雪冷
县瓜拉纳姆（Kualanamu）
国际机场的三个投资项
目。

在举行在线市场探询
兜揽的三个项目是机场城
市即酒店、会议厅、高尔
夫球练习场、主题公园、
零售店及医院；电子商务
中心仓库，以及综合商业
区—工厂直销店，及会展
（含括会议、奖励旅游、
展览与活动的产业，简称
MICE）项目。

投资部投资规划部副经

理奴鲁尔（Nurul Ichwan）
在雅加达发布书面声明
时说：“我们非常欣赏
Angkasa Pura Aviasi公
司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期间仍能够社会化拥有投
资机会的精神。我们非常
需要能改善投资环境的机
场基础设施服务，特别是
在机场的经营状况下降之
际。

他认为，航空运输基础
设施的管理必须能够在发
展业务方面进行创新，以
致能继续提供良好服务。

“通过兜揽的三个项
目，我们深信能支持机场
管理，以致能推动苏北省
或我国的经济增长，”他
补充说。

他希望，上述机场的管
理不仅可以改善对客户的
服务，而且可以实现未来
机场的概念，作为能推动
周围地区发展多模式和多
功能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A n g k a s a 
Pura Aviasi公司经理哈
里 斯 （ H a r i s ） 声 称 ， 
Angkasa Pura Aviasi公司
目前正在寻找战略合作伙
伴的阶段，在运营和发展
瓜拉纳姆国际机场成为合
作伙伴。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将 持
有Angkasa Pura Aviasi
公司最多4 9%股份，而
Angkasa Pura II公司将拥
有51%股份。

他确保，这种机场开发

模式将有利，并加速改善
我国机场业务的情况。

未来瓜拉纳姆国际机场
的航站楼容量将增加到每
年4000万人次。

在目前实施三级社区
活动限制期间，该机场每
天将为2000至3000名乘客
提供服务，而在正常情况
下，它每年可以为900万至
1100万名乘客提供服务。

他指出，货物运输量的
增长也相当大。根据在过
去三年的数据，瓜拉纳姆
国际机场的货物运输量每
年平均达到5万吨。

现时瓜拉纳姆国际机
场的航站楼容量每年达到
900万人次，并荣获Sky�Sky�
trax四星机场。(vn)

【安塔拉社棉兰讯】
印尼橡胶业协会（Ga p�
k i n d o ） 苏 北 省 分 会 预
计，SIR20天然橡胶出口价
格将持续居高位至年底。

Gapkindo苏北省分会秘
书艾迪（Edy Irwansyah）日
前在棉兰说：“橡胶出口
价格将持续走强到年底，
每公斤大约1.70美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及
供应链中断已对海运业产
生了重大影响。最近几个
月，出口商受到海运集装
箱短缺以及产品推迟发运
的影响，迫使SIR20天然橡

胶的出口价格上涨。
7 月 份 的 价 格 每 公 斤

1.63美元，于8月份涨至每
公斤1.73美元，以及9月份
每公斤1.71美元之间。

“我预计，出口价格直
到12月份仍居高位，每公斤
约1.70美元，”艾迪说。

除了需求剧升之外，橡
胶价格走强也是因为产量
下降所致。

引起产量下降的因素其
中是雨季。

艾迪指出，由于需求增
长，苏北省直至2021年8
月份的橡胶出口量达24万

5747吨，同比增长2%。
苏北省的最大出口目

的地是日本，出口量占总
出口量的30 . 6%，其次

是巴西（13.74%）、美
国（9. 6 7%）、加拿大
（5. 5 8%），以及印度
4.8%。(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农 业 部 秘 书 长 卡 斯 迪
（Kasdi Subagyono）表
示，农业部将为蛋鸡养殖
中心，即位于东爪省的勿
里达、中爪省的肯德尔，
及楠榜省供应1000吨玉米
饲料，为小农民提供廉价
的饲料。

他在雅加达与国会第四
委员会举行工作会议时阐
明：“农业部长已经制定了
三项方案，即短期、中期，
及长期的方案。短期的方案
是通过粮食作物总局为东爪
省的勿里达、位于中爪省的
肯德尔，及楠榜省供应1000
吨玉米饲料。”

除此之外，农业部亦将
通过政府的采集商公司采购
小农户的鸡蛋，以便克服市
场的鸡蛋价格下跌的问题。

此外，未来政府将可持
续从小农户采购鸡蛋的活
动，因为该鸡蛋将加工成
为鸡蛋粉。

“指定哪一个采集商公
司将建造工厂需要时间，以
免鸡蛋供应过剩，从而导致
其价格下跌，”他阐述。

有关性质上更持久的长
期方案，未来玉米商品将
拥有粮食和饲料的食品缓
冲库存，以便政府能如控
制大米价格一样，来设定
该商品在市场的价格。

与此同时，农业部粮食
植物局局长苏宛迪（Su�
wand i）解释说，为控制
玉米价格的其他解决方案
是使从玉米生产中心直接
分配给农民的过程顺利进
行。他还称，农业部推动
农业部保护的玉米农民与
小农户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培育的玉米农
民必须与小农户建立伙伴
关系，以致能保证供应充
足，并价格也是双方商定
的。玉米农民与鸡蛋农户
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补充称。

此前，佐科威总统指示
农业部和贸易部以每公斤
为4500盾的价格来供应3
万吨玉米饲料。目的是为
了减轻小农户的负担，以
便他们能尽量生产，并在
政府收购基价（HPP）以
上销售鸡蛋或肉鸡。(vn)

投资部和AP II公司兜揽

在瓜拉纳姆国际机场三个投资项目

【安塔拉社占碑讯】占
碑省于2021年8月份出口的
螳螂虾（Udang belalang）数
额达354.3亿盾，与7月份的
328.20亿盾增加26.10亿盾。

占碑省渔产安全、质
量控制和渔产验疫机构
（BKIPM）监督、控制、
数据和信息主管帕伊曼
（P a i m a n）昨日在占碑
说：“螳螂虾是占碑省渔业
优质海产，原产于西丹绒贾
邦（Tanjung Jabung Barat）
和东丹绒贾邦县。”

虽然2 0 2 1年 8月占碑
市实施4级社区活动限制
（PPKM），但对占碑省渔
业进出口活动没有产生影
响，因为大部分商品通过
航空发运。

占碑省渔业的其他主要
出口商品是斗鱼，出口额
8.5425亿盾、Seluang鱼，出
口额2.1453亿盾、孔雀鱼，
出口额4822万盾，以及观赏
软木鱼，出口额1208万盾。

“占碑省的渔业产品出
口总值有所增长。2021年7
月份，占碑省的渔产出口额
387.70亿盾，于8月份增至
408.70亿盾，”帕伊曼说。

若从出口量方面来看，
占碑省的渔业产品出口
量有所下降。2021年7月
份，占碑省的渔业产品出
口量171.35吨，但于8月
份减至113.75吨。

占碑省渔业产品出口量
下降是因为毛虾出口量下
滑所致。

2021年7月份，毛虾是占
碑省的5大渔业产品之一，
出口量99.8吨。2021年8月
份的毛虾出口量只39吨。

占碑省的渔业产品运
到我国的10个渔产安全、
质量控制和渔产验疫局
（KIPM），其中是雅加达1
级KIPM、大卡里蒙岛丹绒
巴来（Tanjung Balai）1级
KIPM、泗水1级KIPM、巴淡
KIPM，以及三宝垄KIPM。 

接 着 是 万 隆 K I P M 、
巴 厘 巴 板 K I P M 、 锡 江
KIPM、Tembilahan KIPM，
以及坤甸KIPM。

发运到10个KIPM的占碑
省渔业产品，大部分运到
雅加达1级KIPM，发货数
量689次，其次是大卡里
蒙岛丹戎巴来108次，以
及巴淡64次。(er)

占碑省螳螂虾出口额

今年8月达354亿盾

农业部将为蛋鸡养殖中心

供应1000吨玉米饲料

图示西努省中龙目县Pujut镇Kuta村的Seger 海滩一些居
民在退潮时寻找海藻的情景。该地区居民趁退潮时寻
找海藻，不仅可以供作额外的食物来源，而且还可以
以每公斤 5万印尼盾的价格出售。

居民趁退潮寻找海藻

Gapkindo预计 天然橡胶价格居高位至年底

苏北省水果出口额不断提高 至今年7月达1.7亿美元

国营石油公司北塔米纳(PT 
Pertamina) 提高了两种非补
贴燃油（BBM）价格，即
Pertamax Turbo和Pertamina 
Dex。Pertamax Turbo价格提
高至每公升12,300 盾。 
而Pertamina Dex的价格为
每公升11,150 盾。图为
周二市民在雅加达北塔米
纳公司的一座公共加油站
（SPBU）加油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北塔米纳提高非补贴燃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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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9月21日

	 1	 JECC	 6850	 6375	 475	 -6.93	%	 800	 5110
	 2	 ARTO	 16175	 15700	 475	 -2.94	%	 17829300	 281043655
	 3	 BBCA	 32925	 32450	 475	 -1.44	%	 11423100	 370998120
	 4	 EDGE	 27050	 26600	 450	 -1.66	%	 5400	 145270
	 5	 GGRM	 31900	 31450	 450	 -1.41	%	 299000	 9429465
	 6	 TFAS	 5900	 5525	 375	 -6.36	%	 1819600	 10098865
	 7	 FISH	 8400	 8025	 375	 -4.46	%	 2800	 22625
	 8	 MCAS	 11575	 11200	 375	 -3.24	%	 448600	 5023840
	 9	 SUPR	 12975	 12650	 325	 -2.50	%	 92100	 1158380
	10	 RDTX	 8000	 7700	 300	 -3.75	%	 200	 1540

	 1	 BLTZ	 3200	 3800	 600	 18.75	%	 2200	 7697
	 2	 MASA	 3030	 3500	 470	 15.51	%	 134100	 440910
	 3	 INTP	 10300	 10600	 300	 2.91	%	 2518400	 26531952
	 4	 TECH	 6350	 6625	 275	 4.33	%	 1605800	 10355257
	 5	 UNIC	 8750	 8975	 225	 2.57	%	 5900	 51245
	 6	 INKP	 7025	 7225	 200	 2.85	%	 10583000	 75028657
	 7	 ICBP	 8125	 8300	 175	 2.15	%	 3757800	 31031182
	 8	 DCII	 45525	 45700	 175	 0.38	%	 10200	 467280
	 9	 BRNA	 1230	 1400	 170	 13.82	%	 21400	 27960
	10	 YPAS	 665	 830	 165	 24.81	%	 196500	 154863

印尼证券评级公司表示

多元金融主导债务证券的发行

简讯

投资者在美联储会议前保持谨慎
金价近持平

投资者等候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
储/FED)对缩减资产和债券购买以及加息
的指引，而中国恒大债务危机引发的风
险厌恶情绪限制了避险贵金属的跌幅，
金价周二近持平。0645 GMT，现货金跌
0.2%至每盎司1,763.60美元。美国黄金
期货持平于每盎司1,762.10美元。

现货银上涨0.2%至每盎司22.28美
元。钯金涨1.2%至1,908.71美元，铂金
上涨0.8%至918.00美元。

因有迹象显示美国供应紧张
油价上涨

之前油价已连跌数日，因恒大债务危
机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担忧困扰全球市
场，油价周二上涨，分析师指出有迹象
显示美国供应紧张。

0645GMT，布兰特原油上涨0.95美
元或1.3%，至每桶74.87美元，周一曾
重挫近2%。周二晚些时候到期的西德
克萨斯中质油(WTI)合约上涨1.3%，报
71.20美元，上一交易日下跌了2.3%。

恒大债务危机令人民币承压
美元守住涨幅

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令投
资者纷纷避险，美元和日圆上扬，离岸人民
币兑美元周二徘徊在近一个月低点附近。

人民币/美元报6.4805，周一最低跌
至6.4879，为8月23日以来首见。中国内
地市场因假期休市，周三恢复交易。

日圆/欧元下跌约0.2%至128.50日
圆，但仍接近周一创下的8月20日以来高
点128.155。

美元/日圆上涨0.18%，至109.58日
圆，削减隔夜部分跌幅，但该货币对仍徘
徊在过去两个半月交易区间的中点附近。

美元指数几无变动报93.2241，隔夜
曾升至93.455，为8月23日以来首次。

澳元走高0.07%，至0.7258美元，在
前一交易日跌至0.72205美元，为8月24
日以来首次。

新西兰元下跌0.3%至0.7011美元，
接近周一的低点0.7006美元，此为本月
最弱水平。英镑持稳在1.3662美元，隔
夜滑落至近一个月低点1.3640美元。英
国央行周四召开政策会议。

美股大幅收低
因担忧中国恒大可能破产所造成的影

响蔓延，推动投资者逃离股市，寻求避
险，美国股市周一遭遇大范围抛售，标
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自5月以
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跌614.41点，或
1.78%，报33,970.47点；标普500指数
收挫75.26点，或1.70%，报4,357.73
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330. 0 7点，或
2.19%，收报14,713.90点。

外币名称
	 FOREIGN	 												现汇	 	 	 	 		现钞	

	 CURRENCY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	512.04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1.	2021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5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482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美元	 USD	 14162.50	 14312.50	 14179.75	 14322.26

新币	 SGD	 10483.18	 10603.18	 10483.33	 10591.82

港币	 HKD	 1808.79	 1848.79	 1820.69	 1839.09

日元	 JPY	 128.15	 131.75	 129.27	 130.61

欧元	 EUR	 16583.41	 16843.41	 16600.23	 16772.80

澳元	 AUD	 10227.82	 10467.82	 10256.21	 10360.72

英镑	 GBP	 19312.67	 19612.67	 19387.97	 19588.56

人民币	 CNY											2159.49	 2249.49	 2192.63	 2215.18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9月21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045.000		盾卖出	4.38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090.000	盾卖出		 8.7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9839.71		 跌	660.34

韩国综合	 3140.51		 涨	 10.42

香港恒生	 24221.54		 涨	122.40

上海综合	 3613.97		 涨	 6.88

欧股

英国FTSE	 6968.77		 涨	 64.86

德国DAX	 15319.48		 涨	187.42

法国CAC	 6534.81		 涨	 79.00

荷兰AEX	 787.30		 涨	 9.02

Http://tw.stock.yahoo.com	21/9/2021	15:45

美股

道琼工业	 33970.47		 跌	 614.41

那斯达克	 14713.90		 跌	 330.06

S&P	500	 4357.73		 跌	 75.26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9/20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部门	 指数	 波幅(%)

2021年9月21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6060.76	 -0.26

	 851.73	 -0.36

	 535.05	 0.34

	 789.25	 0.63

	 1124.98	 0.34

	 999.89	 -0.84

	 656.58	 0.31

	 797.72	 1.46

	 1356.97	 -0.73

	 1367.97	 -1.01

	 800.58	 -0.25

	 9884.81	 0.28

	 962.59	 0.19

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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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证券评级公司
固定收益分析师 Ah-
mad Nasruddin 表示，
大多数公司将用于该
债券发行资金为营运
资金，占51.3%。为
再融资的34.9%、投
资的3 . 7%和其他的
10.1%。 

周一（20/9）Nas-
ruddin 在虚拟声明中
说：“就发行而言，

到目前为止，更多是
为了营运资金和再融
资需求。也就是说，
该资金不是为了扩张
需求”。 

除了满足这两个需
求，不少企业还利用
低基准利率3.5%。这
使得公司债券收益率
空间仍然低。 

虽然如此，多元金
融扩张的需求仍在等

待实际领域的发展。
他仍然认为，随着冠
状病毒（C o v i d - 1 9
）病例的减少、疫苗
接 种 计 划 的 存 在 以
及社区活动限制措施
(PPKM) 的实施，今年
的债券发行会更好。
他接着说：“我们希
望，从9月份到20 2 1 
年年底，经济增长和
实际部门会更好”。 

例如，PT BRI Mul-
tifinance Indonesia发行
5000 亿盾债券。该票
据名为2021年BRI Fi-
nance 第二票据，提供
每年6.4% 固定利率，
发行期限为三年。 

BRI Multifinance 
I ndones i a公司董事总

经理Azizatun Azhimah
称，该债券的发行是
该公司尝试多元化资
金来源以支持公司业
务增长。 

拟将发行资金全部
用于新的融资扩张。
目前，该公司继续发
展其汽车金融业务，
如汽车、摩托车和其
他运输车辆。然后是
资本货物业务、再融
资、营运资金和车辆
经营租赁。 

BAF公司（PT Bus-
san Auto Finance）还
发行2021年第一个第
三阶段持续债券，本
金达7750亿盾。 

Bussan Auto Fi-
nance公司董事总经理

Lynn Ramli称，该公司
此时特意发行债券是
因为考虑到良好的市
场状况。之后，债券
发行资金将用于支持
公司业务。 

L y n n 说 ： “ 发 行
的债券将用于消费者
融资，包括为新雅马
哈摩托车、二手摩托
车、新汽车、电子和
家用设备、农业机械
融资”。 

然后以BAF公司的
新融资产品的形式支
持BAF Dana Syariah 业
务和 BAF AdiDana。
然后以房屋或店屋形
式的所有权证书为商
业资本融资，在特定
地区有效。（asp）

【Kontan网雅加达讯】印尼证券评级

公司（PT Pemeringkat Efek Indonesia/

Pefindo) 指出，截至2021年8月，企业债

务的落实达61.1 兆盾。多元金融和特殊

融资部门的发行价值分别为 12.2 兆盾

和9.1 兆盾。

【 本 报 讯 】 周 二
（21/9）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下落。
早盘结束时，综指下
落44.93点或-0.74%
，至6 0 3 1 . 3 8点。但
在下午收盘时，却下
落15.56点或-0.26%
，报收于 6 0 6 0 . 7 5 7
点。 LQ-45指数下落
3.1点或-0.36%，报
851.731点。

亚 洲 股 市 上 下 不
一，上海指数休市；
日本指数下落660.34
点 或 - 2 . 1 7 % ， 报
29839.71；香港指数上
升122.40点或0.51%
，报24221.54；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19.05点或
0.63%，报3060.78。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130亿3902次，
有225亿8266万零981
份股票易手，总值10
兆9789亿零939万5089
盾。涨价的股有 2 2 9
种，落价的股有 2 8 6
种，238份持平。

外 资 净 售 2 2 1 6 亿
8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LTZ（Graha Layar Prima
股）涨价600盾，现价3800
盾； MASA（Multistrada
股）涨价470盾，现价
3500盾；INTP（印多水泥
公司）涨价300盾，现价
10600盾；TECH（Indosterling
股）涨价275盾，现价6625
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JECC（Jembo股）
落价475盾，现价6375
盾；ARTO（Jago银行
股）落价475盾，现价
1万5700盾；BBCA（
中 亚 银 行 股 ） 落 价
475盾，现价3万2450
盾；EDGE（Indointernet
股）落价450盾，现价2
万6600盾。

盾币增值5盾
周二，雅加达银行

间即期美元汇率(J 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237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5242盾，盾币增值5
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15点至6060.757点

1美元兑14237盾
【Bisnis.com雅加达

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刚刚将贷款重组
的放宽期限从2022年3月
31日延长至2023年3月31
日。该刺激措施的延长
不仅适用于商业银行，
也适用于庶民信贷银行 
(BPR) 和夏利亚（伊斯
兰教法）庶民信贷银行
（BPR Syariah）。

金融服务管理局还
解释贷款重组对银行的
好处。金融服务管理局
银行业研究和管理执
行主任Anung Herlianto
称，通过这项政策，银
行业将为受冠状病毒
（Covid-19）影响的债
务人提供长期的喘息空
间。 

根据有关商业银行
资产质量评估的2019年
第40号金融服务管理局
条例（POJK），银行在
正常情况下放宽债务人
时，必须建立准备金。 

然而，在目前提供
贷款重组便利时，银行
业必须首先查看债务人
的历史，在大流行之
前其财政是否还好。在
2020年第11号金融服务
管理局条例中，银行业
不需要形成准备金。 

周二（21/9）Anung 
在 一 次 虚 拟 活 动 中
说：“我们最初仍然提
供当前的便利，当时在
2020年第11号金融服务管
理局条例中不需要额外
的减值储备金（CKPN）
。但是，现在，根据2021
年第48号金融服务管理局
条例，我们延长放宽贷
款重组，但银行业必须
评估哪些债务人能够继
续为了生存，因此，重
组可以在没有额外的减
值储备金的情况下顺利
进行。对于那些不能够
生存的债务人，银行业
必须组建额外的减值储
备金”。 

Anung 还解释说，延
长这项政策给银行业带
来的好处是在记录相对
较低的不良贷款 (NPL) 
的情况下，但风险贷款
（LAR）价值高。 

Anung 说：“但是，
银行可以逐渐形成减值
储备金”。Anung 还补
充说，关于为庶民信贷
银行和夏利亚庶民信贷
银行的重组政策的2021
年第18号金融服务管理
局条例，庶民信贷银行
和夏利亚庶民信贷银行
已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几乎101家银行参与实
施贷款重组。 

他说：“在当前情
况下，银行业和债务人
在这些情况下是互惠互
利的。我们重申中小微
型企业（UMKM）、企
业或任何被认为值得进
行重组的债务人，因为
它们受到冠状病毒大流
行的影响”。（asp）

【Bisnis.com雅加达
讯】随着奢侈品增值税
(PPnBM)折扣100%将持
续到今年年底，因此许
多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
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潜
力。 

L B P 研 究 所 经 济 学
家 兼 资 本 市 场 分 析 师
Lucky Bayu Purnomo 
表 示 ， 其 中 该 上 市 公
司是AUTO（PT Astra 
Otoparts Tbk)、GJTL(PT 
Gajah Tunggal Tbk) 和
MASA(PT Multistrada 
Arah Sarana Tbk）。 

该上市公司的业绩有
上升的潜力，因为它与
国内生产汽车的销量有
关。 

周 日 （ 2 0 / 9 ） 他
对 记 者 说 ： “ 需 要

考虑哪家机动车上市
公司，我们可以从与
AUTO、GJTL 和 MASA 
等零部件相关的上市公
司开始。首先必须注意
其增加”。 

根据周日（20/9）
RTI的数据，AUTO 年初
至今下降9.87%至1005
盾，GJTL 年初至今上
涨9.92% 至720盾，而
MASA 年初至今上涨
204.52%至3030盾。 

Lucky解释说，目前
的经济状况处于增长
期。这将使汽车销售的
加速向好。 

他说：“此外，第
一批刺激措施的实施是
在经济收缩期间进行
的，并且能够取得良好
的销售业绩。尤其是现

在经济已经脱离收缩
区”。 

他说，唯一需要注意
的是廉价金融资产和房
产的多量。 

他说：“这可能成为
人们购买汽车的障碍，
而汽车仍然是次要需
求”。 

与此同时，政府再次
将机动车的税收优惠或
政府承担奢侈品销售税
（PPnBM DTP）100%延
长至2021年底。 

财政部在一份书面声
明中表示，根据应对冠
状病毒（Covid-19）大
流行的积极进展，第二
项延长激励措施是为了
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
以便民众有望会继续利
用它。（asp）

尽管OJK 延长贷款重组宽松政策

银行业仍必需留意风险贷款

随着政府延长奢侈品增值税折扣100%到年底 

投资者需考虑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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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机动车零部件
工业协会（P I K K O）监
督委员会主席宛.法乌兹
（Wan Fauzi）称，虽然
在原料价格上涨至40%
的状况下，产能利用率
已提高至60%。“确实
对现金流量造成影响，
原料价格已从正常价格
上涨40%，我们非常受
打击。”

2020年5月，中小型机
动车零部件工业产能利
用率（util isasi）曾一度
下跌至10%，因为没有
任何需求。接下来，在
去年底好转提高至大约
50%。

与 此 同 时 ， 为 能 应
对原料价格上涨情形，
生产商实施各种节省措
施，因为不能一意孤行
的调高售价。其中之一

项措施，即摊还员工薪
水。

除了价格很高之外，
目 前 ， 原 料 供 应 也 很
少，以致，必须预先订
购。甚至，如果无现金
而又急用需求的话，生
产商将要求客户自己供
应原料。“也有的客户
愿意提高售价，以致，
我们能购买原料，但大
部分不愿意。”

他 希 望 政 府 能 够 插
手 ， 干 预 持 续 不 断 上
涨 的 原 料 价 格 。 法 乌
兹 希 望 ， 能 免 支 付 增
值税（P P n），因推迟
付税而被罚款，俾能压
低现金流负担。“银行
也如此，我们希望能给
予宽松。虽然能重组债
务，但并不是所有的银
行愿意。”

机 动 车 机 动 车 零 部
件工业协会（GIAMM）
总主席韩达尼.苏尔卡
纳恩.沙林（H a m d a n i 
Zulkarnaen Salim）对记
者称，2021年1月至8月
期间，生产费已提高大
约30%，因数种原料价
格锐涨的缘故。“提高
大约30%，费用提高造

成的影响各自不同，视
原料含量和零部件。”

众所周知，在伦敦金
属交易所（LM E）的铝
价格，剧升至每吨3000
美元，是13年来最高水
平。根据彭博（Bloomb-
erg）数据，铝价格已在
最近3周内提高14%，今
年以来已提高48%。(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Krakatau Bandar Samud-
era公司或称Krakatau In-
ternational Port（KIP)
与Jasa Armada 
I ndone s i a( I PCM)公司进
行合作，为加强扩大港口
合作网，以及加强港口和
船舶管理巡航一体化。

Krakatau Internation-
al Port公司首席执行官
M.Akbar Djohan声称，该
合作旨在实现KIP公司愿景
和使命，为我国大批货物
提供最好服务和榜样。

他说，他们持续创新
以产生新的收入来源。“
若以前港口仅成为停泊地
方，仅为上货和下货，我
们与一些利益相关者讨论
加强港口管理。我们设法
成立港口管理，以致我们
的港口可以成为大批货物
的榜样。”

港口管理与船舶管理
Krakatau Bandar Samud-
e r a公司是于1996年成立
的，是Krakatau Interna-
tional Port公司港口经营
商，有340个附属公司，
包括贸易、物流、制造
业。Krakatau International 
Po r t公司是我国最大和最
深的干散货港口，并不断
扩展业务，其中之一在海
事服务。

他说，希望该合作协议
能支持KIP公司愿景，以综
合物流服务为未来提高港
口服务，并基于环保（绿
化）“智能港口”概念的
港口和物流领域提供附加
值服务。

“希望从该合作机会
可以探索K I P公司现有的
生态系统，因为拥有强
大的铁路和工业生态系
统，我们将尽早推动。

当然我们不可能自己实
行，我们将欢迎与各方
进行综合合作。”

Jasa Armada Indone-
sia公司总经理Amri Yusuf
称，希望该协同作用能加
快经济设施，以致双方拥
有的能力和潜力可以很好
融合。希望该合作能协助
政府愿景，加快实现国家

经济复苏，降低国家物流
成本。

为此，希望该协同作用
能支持加快经济增长为实现
印尼大跃进。“若我们可
以落实该合作，就可以加
快经济设施，以致能分享
经验、资源，和共同推进
眼前的市场。可能我们可
以共同资本化。” (lcm)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K a p u a s P r i m a 
Coal（ZINC）公司从商品
价格上涨中获利。

Kapuas Prima Coal公
司对目前的商品超级循环
级现象（fenomena com-
modities supercyle），将
使Kapuas Prima Coal公司
获得比2020年更好的财政
业绩，抱着乐观态度。

日前，Kapuas Pri-
ma Coal公司总经理哈里
延多.威查亚（Ha r j a n t o 
Widjaja）对记者解释说，
目前，Kapuas Prima Coal
公司生产的商品价格，平
均都显示提高的趋势。

但价格提高作出最大贡
献的商品，即锌和铅。“
根据2021年9月10日的贸
易数据，锌商品价格从此
前每吨3071美元上涨至每
吨3087美元，与此同时，
铅商品价格，虽然在2021
年9月9日曾一度下降至每
吨2323美元，如今，提高
至每吨2368美元。”

他看出，随着疫情过后
的经济恢复，以及各国需
求提高，预测商品价格直
至今年底仍将提高。

他声称，这也受到事
实的支持，目前，商品
价格正面对超级循环级
现象，那是商品价格长期
性的提高。“我们对今
年，Kapuas Prima Coal公
司的业绩比2020年更好表
乐观，我们定下指标，销
售额达到1.2至1.5兆盾，
随着商品价格提高以及
Kapuas Prima Coal公司执
行的战略性步骤，来提高
产量和销量。”

利用以上契机，哈里

延多声称，Kapuas Pri-
ma Coal公司落实的战略
性措施，即积极提高生产
量和开采量。与该措施并
行，Kapuas Prima Coal公
司也增加重型机械数量和
建造基础设施，即地底隧
道。

除此之外，Kapuas Pri-
ma Coal公司定下指标，其
中一座冶炼厂能在2021年
第4季运行，以致，希望
能推动未来的业绩。“除
此之外，我们也持续提高
铁砂生产能力和向我国一
家的冶炼厂销售。”(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运 营 支 撑 油 气 服 务 业
和房地产的Ra t u  P r a b u 
E n e r g i （ A R T I ） 公 司
设法采取多样化业务步
骤，投入运输业领域抓
紧新商机。

2 0 2 0 年 ， 新 冠 疫 情
（covid-19）已沉重打击
Ratu Prabu Energi公司的
业务。根据2020年12月31
日的财务报告，Ratu Pra-
bu Energi公司收入达328
亿盾或同比下降80.97%
。2020年，Ratu Prabu 
Energi公司净亏损9571.9
亿盾，但比2019年亏损的
9871亿盾有所下降。

随着收入下降，R a t u 
Prabu Energi公司的资产总
值同比下降52.23%，从
2019年的1.78兆盾至2020
年成为8522.6亿盾。

Ratu Prabu Energ i公
司总经理布尔哈努汀.布
尔.玛拉斯（Burhanudd in 
Bur Maras）表示，因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目前，在油气的支撑服
务业全部停顿。政府限
制活动策略已影响到油
气业领域的工程无法运
营。“在钻机（r i g）租

赁业领域，没有任何一
台钻机运作。”

他声称，油气业依赖政
府的政策。如果限制活动
情况仍持续实施，当然，
业务将受到更大压力。虽
然如此，倘若长时间内新
冠疫情已能克服而不再实
施限制活动政策的话，他
阐明，Ratu Prabu Energi公
司已准备好策略，以争取
新的商机。

他续称，目前，R a t u 
Prabu Energi公司正在探讨
运输业领域。“但是，目
前我们还不能提供详述计
划，因仍在进行中。”

根据2021年9月2日发
布的声明，布尔哈努汀声
称，事实上，Ratu Prabu 
Ene rg i公司已与中国方签
署电动汽车和电动巴士的
运输业领域的协议。

但因为雅加达的地皮
价格异常昂贵，以致面对
困难，因此，Ratu Prabu 
Ene rg i公司必须事先寻找
建筑地点。

而为改善财务情况，将
出售Ratu Prabu 2大厦。
依计划，出售大厦所得款
项，将供作偿还债务和发
展电动汽车业务。(sl) 

【Kontan雅加达讯】冰
淇淋生产商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CAMP)公
司乐观表示，今年能达
到定下的业务指标。此
前，Campina Ice Cream In-Campina Ice Cream In-
dustry公司定下今年年底净
销售额达到1兆盾的指标。

Campina Ice Cream In-
dus t ry公司市场营销经理
Adji Andjono Purwo称，
该乐观态度由于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今
年首6个月期间获得积极
的业绩。“回顾该业绩是
由于销售上涨，并在各个
方面提高效率。”

Campina Ice Cream In-
dustry公司至今年6月的净
销售额达5007.8亿盾。该
数额比去年同期净销售额
4590.1亿盾提高9.09%。

为 保 持 今 年 上 半 年
的积极业绩的趋势，他
说，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至今年年底将
继续提高效率的步骤。“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公司
能提高效率运营，但是在
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仍能
增长。”

不仅如此，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将优先
从分销方面和现有的资产
生产率

进行改善，在今年剩下
的时间提高业务速度。

他接着说，在今年中
旬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
制(PPKM)，致使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尽
力执行在线销售和送货上
门服务。

根据Ko n t a n . c o . i d报
道，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营销产品通过
自己的电子商务(e-com-(e-com-
merce)，并与各电商平台进
行合作，如Tokopedia等。

他说，通过新渠道的销
售看到有快速的增长。虽
然如此，对公司总收入的
贡献仍很小。“至今，送
货上门服务增长很高，但
是贡献仅2%。”

他透露，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仍聚
焦于推出各种新产品的计
划。至今，已推出几种新
款冰淇淋，并成功受到消
费者的积极回应。

根 据 公 司 财 务 报
告，Campina Ice Cream 
I n d u s t r y公司至今年6月
底，净利达到 5 0 0 . 2亿
盾，比去年上半年149.3
亿盾飙升235.05%。

Campina Ice Cream In-
dus t ry公司已实行一些策
略为提高今年业务速度。
其中之一通过创新产品，
推出各种新冰淇淋为提高
销售量。

今年1月，推出Hu l a-
Hula Tape Ketan Hitam冰
淇淋之后，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再推出
两种新冰淇淋，称为Go! 
Mango和Orange Plus。

据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市场营销经理
Adji Andjono Purwo称，
两种新产品的业绩已从首
次推出受到民众的相当好
回应。

根据Ko n t a n . c o . i d报
道，Campina Ice Cream 
Industry公司今年计划推出
5种新冰淇淋以提高今年
销售量。(lcm)

原料价格上涨

零部件工业资金周转不灵
【Bisnis雅加达讯】今年上半年，中小

型机动车零部件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已有好

转，虽然如此，原料价格上涨，对工业的

现金流量尚未全面复苏造成负担。

图为机动车零部件。

KIP公司与IPCM公司合作 加强港口和船舶管理巡航一体化

位于万丹省芝勒贡(Cilegon)的Krakatau Bandar Samudera公司港口。

商品价格上涨 助推ZINC公司业绩

Kapuas Prima Coal（ZINC）公司的方铅矿（Galena）和铁砂正
在冶炼和加工过程。

ARTI设法多样化业务

探讨投入运输业

油气承包企业Ratu Prabu Energi（ARTI）公司。

CAMP乐观表示

可达1兆盾销售指标

图示Campina冰淇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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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选举是贯彻“爱
国者治港”原则的首次重
大实践。新选制下，新一
届选委会被赋予更重要的
职责，即参与提名全部
立法会议员、选举40名
立法会议员、选举香港特
首。每一位选委的投票
权都承担着更为艰巨的
任务和分量，因为在未
来的三场选举中，选委
会选委是最为基础和关
键的，只有确保选委会
选委是坚定的爱国者，
才能保证未来选出的立
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是
坚定的爱国者，才能使
对香港的管治回归到“
一国两制”的初心。

选 举 首 次 引 入 资 格

审查委员会，担当把关
工作，任何不拥护《基
本法》的人士均不能参
选。在过去相当一段时
间，某些反中乱港分子
希冀通过香港的公开选举
进入政治体制，为一己政
治私利反对政府及中央立
场，令议会泛政治化，结
果极大地阻碍了香港经济
及民生发展。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后，真正的
爱国者将会进入管治团
队，只有确保“爱国者
治港”，才可让特区政
府和立法会回归务实理
性，彻底消除政治纷争
和管治乱局，切实解决
香港管治的各种难题和
矛盾；只有确保“爱国

者治港”，才能在“一国
两制”的基础上，将香港
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规划
通盘考虑，既能够保持香
港独有的特色、巩固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打造国际
创科中心，又能认真思考
国家“十四五”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和《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给
香港带来的机遇，更好
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此次选举开启了理性
构建符合香港自身情况的
选举政治与选举文化、开
启了香港特色民主道路的
新篇章，新选举制度既包
含民主选举成分、也有政

治协商的特征，开创了一
个具有家国情怀、兼顾香
港民主特色的选举机制。

从历史上看，香港人
民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
并没有所谓“选举权”。
回归祖国以后，某些反中
乱港的政客在西方敌对势
力的支持下、打着“民
主”的旗帜参选，将西方
选举模式当成唯一模式，
形式至上，投票至上，推
崇所谓的“绝对民主”。
参选人为胜选不惜挑动矛
盾、激化分歧甚至提出
激进的分裂主张，导致香
港选举出现碎片化、民粹
化。某些议员在当选后，
恶意“拉布” 瘫痪议会
运作，试图利用过去的选
举漏洞进行“议会夺权”
，干扰特区政府对香港管
治以及“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良性运作。

新一届选委会突破以
往某些团体、某些界别的
利益局限性，增加不同界
别的优秀人才，界别分组
划分也得到优化，使其
更加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均
衡参与性。譬如，增加
了基层、地区、同乡社
团、内地港人等界别，

使得选举更接地气、更
贴民心；选举期间参选
人踊跃走近市民、走进
社区，聆听市民意见，
选民不再以参选人政治
立场作为投票取向，而
是将其理念、能力、作
为，以及是否能够给香
港带来新机遇、新气象作
为评价和考核的标准。新
的选举制度将有力推动香
港政治生态从不稳定到稳
定的转变，可以将更广泛
的民意带入管治架构，保
障香港良好的社会政治生
态和整体利益。

如果说香港国安法使
香港由乱转治，那么新

选举制度可以消除以往
的政治乱象和纷扰，使香
港由治及兴。民主制度的
最终目的，是实现良政善
治，实现“爱国者治港”
是开启香港优质民主制度
的重要前提。有新选委会
的保障，香港一定能重塑
香港政治生态，有效提
升香港政府治理效能，
开启良政善治新时代，
为“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
保障！

（孙璐 中国传媒大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
副教授。来源：中国网）

9月16日至17日，中国、
俄 罗 斯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领导人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召开上合组织峰会。今年
是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
上合组织发布了《上合组
织成立二十周年杜尚别宣
言》等30份文件，此次会
议可谓承前启后，成果丰
硕、意义重大。

20年来，上合组织已经
成为新型权威国际组织和
国际关系体系中具有影响

力的参与者。2001年6月
15日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
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当时西方国家对于上合组
织的成立和后续发展更多
采取了观望甚至是怀疑的
态度。但是在成员国的不
懈努力下，该组织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2017年扩容
后，上合组织共有8个成员
国，在地域面积、人口规模
和经济规模方面基本涵盖了
除日韩东盟外的亚洲大陆
主要部分，成为具有强大
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20
年来，上合组织走过了不

平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时
间的考验，蓬勃发展，合作
硕果累累，对内遵循“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对外奉行
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
地区及开放原则。

在《上合组织成立二十
周年杜尚别宣言》中，成员
国全面总结了上合组织成功
经验，就新形势下重大的地
区和国际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并达成共识，并努力规划
了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方
向。此次宣言共分为7个部

分，分别是上合组织的建
立、发展建设和主要原则、
政治领域、安全领域、经
济合作、人文领域、国际活
动和结语。宣言涵盖了合
作的方方面面，树立了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特别
是面对国际关系深刻复杂变
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上合组织相关各方如此紧
密合作，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为本组织稳定发展和国
际抗疫合作注入了正能量和
新的发展动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遵

循“上海精神”，超越社
会制度和历史文化差异，
成功走出了一条新型区域
组织的合作与发展道路，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为建设新型
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了重要的理论
和 实 践 探 索 。 中 国 作 为
上合组织的创始国和重要
成员国，将坚定不移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从
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
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发
展。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
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并发表了《不忘
初心 砥砺前行 开启上海
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重
要讲话。中国正在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 国 将 与 其 他 成 员 国 一
起，高举“上海精神”旗
帜，推动上合组织取得更
大发展。

（袁幽薇 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国际经济论坛
秘书长。来源：中国网）

中秋佳节，国潮风、创
意风、联名款、动漫等月
饼和传统月饼集聚广东市
场，异彩纷呈。记者走访发
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月
饼盒给人带来不少惊喜：打
开月饼盒，取出里面的物
品，稍稍DIY一下，或变成
收纳盒，或变成灯笼，或
变成花瓶；有的月饼盒本
身就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
术品，可当摆件摆放在桌
上、柜子上玩赏；还有的月
饼盒采用甘蔗渣、再生纸等
可降解材料制成。

思 想 观 念 的 变 化 是 民

风习俗的重要驱动力。在
过 去 ， 月 饼 包 装 精 美 ，
是因为大众比较看重商品
形式，认为包装大气上档
次，不仅说明赠送者“够
意思”，而且受赠者也感
到很受尊重。受此类观念
影 响 ， 不 少 商 家 都 在 月
饼包装上费尽心思，中秋
节也逐渐形成攀比外包装
的不良风气，让赠送月饼
和 收 受 月 饼 的 人 都 身 不
由己。月饼包装越来越奢
华 ， 甚 至 高 档 酒 、 高 档
茶、名贵中药材等，也被
装进了月饼盒。

近年来，月饼包装在悄
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今
年，月饼包装简约、环保，
已经成为主流。这种改变，
同样因思想观念变化所导
致。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精
美的月饼包装不再是身份
的向往、能力的体现，反
而被认为奢侈浪费、甚至
品位不高。无论是亲友馈
赠，还是单位发放福利，
都更加注重月饼的内在品
质，不愿意包装上摆阔气、
讲排场。此外，月饼包装
越来越有创意，物质层面的 
“够意思”，变成了精神层

面的“有意思”。
观 念 转 变 需 要 一 个 过

程，所以这中间也难免出现
守旧者、落伍者。与之相对
应的是，月饼包装简约虽是
今年的主流，但过度包装也
没有完全远离市场。近期曝
光个别品牌的月饼，还存在
表里不一、名实不符等现
象。主流虽好，但暗流亦不
能忽视。月饼包装虽然出现
了一些积极变化，但要成为
一种社会趋势，还有较长的
路要走。

从重视物质到重视精神
追求，这种转变是社会发

展进步的必然，也使月饼
包装简约化带有一定的必
然性。但也要看到，当前
环保理念的产生和强化、
节俭风尚的涵养等，无不带
着较强的约束力。具体而
言，从狠抓节日期间的“四
风”问题，到发布“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等强制性
标准，说明当前月饼包装出
现的变化，并非完全出于
自觉自愿，一旦约束力减
弱，月饼过度包装等不良
现象，仍可能再度出现。

在自觉性缺乏之时，通
过强制手段加以约束，有

助于迅速扭转局面，让简
约包装成为新趋势。在当
下，倡导环保理念、限制月
饼过度包装、强化节日廉洁
等强制性措施，还得持续推
进。更要看到，将约束性
措施所倡导的理念转化成个
人观念和自觉行动，离不
开大众的理解与配合。一
旦环保与节俭理念深入人
心，相信将不止在月饼包
装上，而且在更广泛的社
会生活领域得到体现，这
才是更值得称道和更可持
续的变化。

（来源：北京青年报）

重塑香港政治生态，开启良政善治新时代
文/孙璐

202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

于9月19日下午6时结束。本次选举首次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

发出选票，对长者等行动不便人士给予关爱，整个投票过程

秩序井然、严谨、高效。选举结果20日清晨揭晓，412名候

选人竞逐的13个界别分组中364席选委全部顺利产生。此次

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为香港未来的

立法会选举和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打下良好坚实的基础，为香

港带来崭新局面，意义重大。

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精诚合作砥砺前行 文/袁幽薇

比月饼简约包装更可贵的是观念转变 文/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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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美联社、彭博
社和CNN报道，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收
集的数据显示，近期
美国平均每天的死亡
病例数仍超过1900，
达到今年 3月初以来
的最高水平。截至当
地时间周一(20日)下
午 5时半，该国的新
冠死亡病例总数已达
675885，这一数字超
过了103年前的西班牙
大流感中估计的67.5
万的死亡病例数字。此
外，冬季的到来可能会
带来新的病例数激增，
华盛顿大学研究模型预

测，到2022年元旦，
还将有10万名左右的美
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这
将使美国的新冠死亡病
例总数达到77.6万。

报道称，超越百年
前大流感死亡人数是在
新冠疫苗已经普及的
背景下发生的。该疫
苗以创纪录的速度研
发成功，展示了过去
一个世纪医学科学的非
凡进步。然而，大约
7000万符合条件的美
国人拒绝接种疫苗，其
中许多人受到美国政客
和媒体的鼓动而做出
了这种选择。密歇根大

学的医学历史学家马
克尔(Howard Markel)
博士谈到疫苗接种时批
评：“美国社会的大部
分人——更糟糕的是，
他们的领导层——已经
抛弃了这一点。”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
研究主任布朗(Jeremy 
B rown)博士也表示，
如果更多人更快地接
种疫苗，新冠病毒在
美国的致死率可能会
低得多。

报 道 还 指 出 ， 美
国抗疫在其他方面也
失败了。“有现代医
药的情况下还有这么

多人死亡真是令人痛
苦，” 斯克里普斯
研究转化研究所主任
托波尔(Eric Topol)
说，他指出1918年没
有呼吸机或疫苗。“
我们所看到的数字完

全不是美国应该出现
的。”他还批评道，
美国口罩使用量显著
下降，大多数人仍在
使用布口罩，其效果
远不如外科口罩和N95
口罩。

美新冠死亡人数超过百年前大流感 

专家:本可采取措施避免

今年9月18日，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插着数十万白色
旗帜，悼念在新冠肺炎中逝去的患者

【海外网】美媒报道称，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目前已超过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许多专家对此

表示，在疫苗研制成功后，这种情况原本可以避免。

柬埔寨将迎新一轮强降雨 
或致多地洪涝加剧

进入9月以来，柬埔寨强降雨不
断，多个省市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洪
涝灾害，而未来一周，该国大部地
区还将面临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或导
致一些地区灾情加剧，官方紧急提醒
民众关注当地灾情，以避免遭受更
大损失。

根据柬埔寨水源气象部21日发布
的天气预报，受东南亚地区热带辐合
带及低气压影响，未来一周（9月22
日至28日），柬埔寨全国将持续迎来
强降雨。

柬埔寨水源气象部提醒，中原地
区多个省份及首都金边或面临更为
严重的洪涝灾害，包括干拉省、实居
省、菩萨省、马德望省、拜灵省、暹
粒省和卜迭棉芷省。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发生枪击事件 
已致两警察死亡

当地时间20日傍晚，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
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

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消息，当
日1 7时许，在阿拉木图市阿拉托
区，当地一名居民向执行任务的法
警以及紧急情况部人员开火。阿
拉木图警察局随后证实，包括两
名警察在内的5人在执行任务过程
中死亡。

定了！日本临时国会10月4日召集
旨在选出新首相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1
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于10月4日
召集选出首相菅义伟继任者的临时
国会。自民党总裁选举本月29日选
出的新总裁预计将通过众参两院全
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第100
任首相。

据报道，新首相当选后将立即组
阁，成立新内阁。此后安排副大臣和
政务官人事等。是否在国会实施新首
相的施政演说（所信表明演说）以及
各党代表质询将由新首相等人判断，
自民党总裁选举的4名候选人均展现
了积极态度。

壳牌同意以95亿美元现金向康菲石油
出售二叠纪盆地页岩资产

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周一表
示，将以95亿美元现金的价格将其在
美国最大油田的资产出售给康菲石油
国际(ConocoPhillips)。

这项交易将扩大康菲石油在二叠
纪盆地(Permian Basin)的业务范围，
二叠纪盆地是美国页岩产业的中心。
对壳牌来说，这是其业务重点从传统
的石油和天然气转向可再生能源生产
迈出的又一步。

壳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
项交易的现金收益将在交易结束后用
于70亿美元的股东额外分配，其余部
分将用于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表。”

法国央行行长：
毫无疑问欧洲央行将维持宽松政策

法国央行行长Francois Vi l le roy 
de Galhau称，由于供应链困难及
油价和原材料价格高企，通胀出现
暂时性蹿升。通胀率暂时高于2%
的目标。欧元区可能会讨论这些供
应链瓶颈将持续多久，由此对通胀
率小数点数字做出最靠近的预测。
欧元区通胀率毫无疑问会在目前到
2023年之间回到2%的目标之下。
不包括能源的核心通胀率更是如
此。基于此，毫无疑问必须维持宽
松货币政策。

越南航空局建议允许进口波音737 MAX飞机
越南航空局9月20日称，该单位已

向交通运输部致函，建议允许越南航
空局办理相关手续，允许波音(BA.
US)737 MAX飞机在越南空域飞行。
同时开展签发此种飞机可进口到越
南的许可证的认证。此前，波音737 
MAX飞机在2018年、2019年接连出
现过两次坠毁事故。越南于2019年3
月13日宣布停止波音737 MAX飞机
在越南空域飞行。

摩根士丹利预计OPEC+明年将放慢增产步伐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Martijn Rats

和Amy Sergeant表示，OPEC+可
能会在明年放缓或暂停拟议的增产
计划，以平衡全球市场。最近几周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率攀升，市场对
2022年的信心下降，GDP和需求预
测下滑 。OPEC+的暂停增产将使布
伦特原油保持在70-80美元区间的
中段。 随着需求改善和页岩油产量
下降，OPEC预计2023-2024年有机
会收回市场份额。

【路透悉尼】澳洲央
行担心，一旦抗疫封锁开
始放松，Delta变体的传播
可能会放缓经济复苏，
尽管该央行仍预计明年
经济将恢复强劲增长。

澳洲央行9月政策会
议的记录显示，委员会
考虑推迟将购债计划缩
减10亿澳元(7.27亿美
元)至每周40亿澳元的
计划。

最后它决定继续推
进购债，但同意将购债
维持在这一水平，至少
到2月再考虑进一步削

减，以便有时间评估经
济复苏的情况。

“随着疫苗接种率
的提高和防疫限制的放
松，经济有望反弹，”
会议记录显示。

“然而，复苏的时间
和速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可能会比2021年早
前出现的复苏要慢。”

随着悉尼、墨尔本
和堪培拉全部封锁，分
析师担心第三季澳洲
经济可能萎缩3%或更
多，令该国意外强劲的
复苏戛然止步。

澳洲央行寄望第四
季度经济反弹，因为疫
苗接种加快，已达到可
允许从10月中旬开始放
松限制的水平。

然而，鉴于De l t a变
异病毒的特性，分析师
们也持谨慎态度。

汇丰首席澳洲经济学
家Paul Bloxham表示： 
“来自高接种率国家的
证据表明，即使疫苗接
种率很高，仍可能需要
使用抑制措施和封锁来
管控疫情。”

“因此，我们预计

经济只会逐步摆脱当前
的低迷。”

无论复苏的步伐如
何，澳洲央行仍然预计
在2024年之前将利率维
持在0.1%，在多年未
实现目标后努力提高工
资增长和通胀水平。

加拿大皇家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Su-Lin Ong表
示，这意味着澳洲央行
在全球收紧政策阵营中
将“华丽丽地迟到”。

事实上，挪威央行
料将在本周加息，成为
10国集团中第一个加息

的国家，而新西兰几乎
肯定将在下个月加息。

市场已经预期美联
储在2022年底加息，预
期英国央行也在明年某
个时候加息。

“有多个理由预计澳
洲央行将采取更渐进的
方式，包括在其关键的
失业、薪资和通胀目标
方面进展较慢，且家庭
债务高企，”Ong说。

“假设澳洲央行在2022
年第三季度结束QE，那么
政策正常化最早可能要等
到2023年第四季度。”

澳洲央行警惕Delta变体导致经济复苏放缓的情况

【海外网】美国白
宫周一（20日）宣布，
自11月起将放宽中国、
印度、英国以及其他欧
洲国家等共33个国家的
入境措施。上述国家的
旅客需完全接种疫苗、
出行前3天内进行核酸
检测且取得未感染新冠
病毒的证明后，就可入
境美国。

据英国《独立报》
、美联社等外媒20日报
道，白宫新冠病毒应对
协调员齐恩茨 （Jeffrey 
Zients）表示，美国决
定放宽自2020年初起的
实行的“封关”措施，
未合乎接种疫苗资格的

儿童可获豁免。新措施
同时要求未接种疫苗的
美国公民返美时，出行
前1天及抵达美国后1
天均需进行检测。新措
施将影响中国、英国、
欧盟、印度、巴西、南
非等33国旅客来美；不
过，该措施不适用于自
墨西哥及加拿大通过陆
路入境美国的人。

美国政府去年1月开始
实施封关措施。今年夏
季，由于“德尔塔”变
异度株肆虐美国，导致
美国内疫情升温，即便
美国疫苗接种率不断提
高仍无济于事，使美国
维持严格的入境限制。

美放宽对33国入境禁令 

旅客11月起完全接种疫苗可入境

旅客抵达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国际航站楼

【路透堪培拉】澳洲
贸易部长Dan Tehan周
一表示，他将寻求与法
国方面举行会议，以缓
解堪培拉决定取消400
亿美元潜艇交易引发的
紧张局势，并相信此事

不会给欧盟与澳洲的贸
易磋商蒙上阴影。

不过，一位牵头贸
易磋商的欧盟议员表
示，澳洲的行动可能会
在磋商中有所体现。

澳 洲 贸 易 部 长 D a n 
Tehan周一对澳洲广播公
司电台表示，他“非常渴
望”在10月访问巴黎时与
法国贸易部长会面。

他对澳洲天空新闻
表示，“在我们的自由
贸易协议磋商方面，一
切如常。”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
主席Bernd Lange表示，他
认为这些磋商不应结束，
但现在要“复杂得多”。

澳洲贸易部长表示取消与法国的潜艇交易

不会影响其与欧盟的贸易磋商

澳洲贸易部长Dan Tehan。

【中新社巴黎】法国
驻美国大使埃蒂安当地
时间20日在巴黎表示，
法方从未被告知法国与
澳大利亚的潜艇交易将
被取消。他奉召回国意
味着“事态严重”。

返回法国的埃蒂安
20日在巴黎接受法国
媒体采访时表示，法方
绝对没有被告知法澳潜
艇交易将被取消。他透
露，就在澳大利亚宣布

与美国和英国达成核潜
艇合作协议的数天前，
法国官员还在和澳大利
亚官员会面，当时没有
任何迹象表明法澳潜艇
交易将被取消。

埃蒂安重申，法澳
潜艇交易被取消令法方
感到意外。埃蒂安的上
述表态再一次回击了澳
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此前
一天发表的有关言论。
莫里森19日仍然坚称此

前已提出对澳法潜艇合
同的担忧。

澳大利亚2016年决
定由法国军用舰艇制造
商“海军集团”建造其
潜艇编队来取代其已经
长时间服役的潜艇，但
随着澳大利亚与美国达
成核潜艇合作协议，澳
大利亚不再需要法国建
造的常规潜艇，澳大利
亚取消了与法国的潜艇
合同。

法国驻美大使：

法方从未被告知法澳潜艇交易将被取消

【路透】摩根大通
的一个模型预计，9月
就业数据依然疲弱，因
自劳工节以来，消费者
似乎削减了旅游和休闲
支出。在预测上月美国
就业岗位增长大幅放缓
方面，摩根大通的该模
型几乎比其他所有预测
都更准确。

由摩根大通量化研究
团队创建的这个就业跟
踪模型，结合大通信用

卡使用量和机场安检数
量等一系列替代数据预
计，9月就业岗位增长
33.3万。8月就业增长令
人失望，仅为23.5万，
这是自今年1月以来的最
低水平，与美联储和其
他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
那种反弹相去甚远。

在美国劳工部9月3日
公布8月非农就业报告之
前，摩根大通研究团队
的该模型曾预计8月新增

35.3万个就业岗位。这
低于路透调查中所有80
位分析师的预估，后者
的预估中值为72.8万，
摩根大通其他分析师预
估为增加62.5万。

量化研究团队的这
个模型的最新预估比两
周前下降了近25万，并
根据大通信用卡使用数
据跟踪发现消费者在航
空旅行和餐馆等方面的
支出下降。

摩根大通模型预计 

美国9月非农就业岗位增长可能仍疲弱

【中国新闻网】泰国
财政部长阿空20日在
曼 谷 表 示 ， 泰国政府
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
以支持经济复苏。

阿空当天在泰国财政
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
结束后表示，泰国公共
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
率的上限将从60%提高
到70%。他说，此举是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空
间，有利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刺激经济发展。

他表示，泰国政府
保持良好的偿债能力，
提高债务上限符合国
家的相关财政法规。

此前，为抗击疫情和
刺激经济，泰国政府已
于去年和今年先后2次批
准增加共1.5万亿泰铢

(约合3000亿元人民币)
公共债务。截至今年7
月，泰国公共债务已达
8.9万亿泰铢，约占其国
内生产总值的55.6%。
泰国财政部预计，到9月
底，泰国公共债务与 GDP

的比率将达到58.9%。
据测算，此次提高

公共债务上限后，将
使泰国政府可新增借款
2.3万亿泰铢，保障10
月开始的泰国新财年的
财政支出。

泰国财长：将提高公共债务上限以支持经济复苏

抗击疫情和刺激经济，泰国政府已于去年和今年先
后2次批准增加共1.5万亿泰铢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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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出健康

生活起居

数据显示，近一半35~75岁的国人患
有高血压，其中，不到1/3的人获得治
疗，高血压状态得以控制的人不到1/12
。引发和加重高血压的因素有很多，饮
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比如钾
摄入不足。

钾和钠是联合在一起工作的，钾能使
血管平滑肌放松，钠正好相反。正常情
况下，钾和钠的作用应该平衡，使得心
肌、血管壁等部位正常工作。但是，当
钾不足钠过多时，会引起水钠潴留，导
致血容量增加；引起细胞水肿，使血管
腔变窄；增加血管对儿茶酚胺类缩血管
因子的敏感性；引起血管平滑肌内钙离
子浓度上升，导致血管平滑肌收缩，这
些都会诱发血压上升。研究也发现，提
高钾摄入量，能够有效改善高血压的情
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健康人钾的适
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要预防慢性
病，钾的建议摄入量是3600毫克/天。
但调查显示，我国居民钾的摄入量只有
1421毫克/天，远低于推荐摄入量。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富钾”饮
食有助控制血压。尤其是以下几类人，
更要注意钾的摄入。一是高血压患者，
补钾和限钠同样重要。二是大量出汗的
人。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
很少，约3%，但大量出汗时，钾的排
出量会明显增加。三是长时间呕吐或腹
泻的人。呕吐或腹泻会引起人体大
量脱水，引发电解质紊乱，导
致钾大量流 失。此外，使
用 利 尿 剂 和 类 固
醇药物也 会 造
成缺钾。 钾
缺少时，

人体表现为肌肉无力、心律失常、胃肠
道消化功能紊乱和肾脏功能障碍等，其
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需要特别
提醒的是，大量摄入含钾药物或口服钾
制剂等可导致体内钾过多，可能引起心
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的可停止
波动。需要用药物补钾时，一定要听从
医生的指导。

相比来说，通过饮食补钾不会导致
中毒，更安全，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
一，每天吃半斤水果。大部分水果高
钾低钠，且不需要加盐食用，对改善食
物中的钠钾比例十分有益。能够高效补
钾的水果有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
等。第二，用薯类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
米饭。土豆、红薯、芋头和山药等薯类
钾营养素密度特别高，还富含维生素C，
对控制血压十分有益。各种杂粮也是补
钾高手，比如小米和红小豆的钾含量分
别是大米的5倍和14倍。第三，常吃菌
类和绿叶菜。蔬菜的钾含量都很高，比
如菠菜、芥蓝、苋菜等绿叶菜的钾含量
都超过香蕉。菌类蔬菜的钾含量尤其出
众，例如口蘑钾含量为1655毫克/100
克、蘑菇（鲜蘑）312毫克/100克、双
孢蘑菇307毫克/100克。但需要注意的
是，烹调蔬菜时如果加入大量的盐，则
会使钠钾比例得不到改善。因此，烹调
时一定要少放盐。第四，用低钠盐代替

普通盐。低钠盐中含大约25%
的氯化钾，用其代替普通的
盐不但有助减钠，还能够
增钾。第五，少吃加工
食品。在加工过程中，
食物中的钾会流失，
并且往往会添加大量
盐，因此加工食品往

往 “ 高 钠 低 钾 ”
，对控制血压不

利。▲

消解钠的副作用 瓜果叶菜要多吃

“富钾”饮食帮着控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 石正莉

快乐养老

老 年 人 平 衡 能 力 减
低，易发生跌倒，威胁生
命健康。日本一项新科研
成果显示，只需在手指上
佩戴一个类似“顶针”的
装置，就能增强平衡感、
降低老年人跌倒发生率。

该研究由日本横滨国
立大学组织开展，报告发
表在《科学报告》杂志
上。横滨国立大学研究人
员观察到，当身体失衡
时，手指接触到一个轻

的“ 降 伏面”，如悬
挂的窗帘或纸片，就足以
停止和纠正摇摆，防止跌
倒。

研究人员据此开展防
跌倒可穿戴设备研发设
计。在较早的实验中，科
学家们使用 3D 运动捕
捉相机来检测测试对象的
身体摇摆情况，之后他们
转向利用体载加速度计来
设计研发防跌倒装置。

研究人员已研发出一

款类似于“顶针”的装
置。参试人员将该装置佩
戴在手指上，当其检测到
佩戴者身体摇晃时，就会
激活振动触觉系统。

该装置无痛地嗡嗡作
响，振动的强度和方向与
摇晃的严重程度和方向相
对应。研究团队共招募了
150名老人进行测试 ，年
龄从60多岁到90多岁，
结果发现能明显减少身体
摇晃。▲

防摔传感器像个“顶针”
楼林娜 编译

医学前沿

胖孩子青春期长个变慢

正确使用电动牙刷才能护牙

全民健身

胃痉挛、肌肉痉挛（抽
筋）、膈肌痉挛（岔气）
是运动者尤其是跑者经常
遭遇的问题，虽然称不上
是疾病，但却影响正常的
训练和运动，有些情况还
存在发生病理性问题的可
能。因此，经常锻炼的人
需格外预防这三种痉挛的
发生，掌握发生后处理的
方法。

胃痉挛。这是由于运
动中出现的呼吸和供氧之
间的不平衡，运动量或运
动强度与身体机能的不适
应，导致腹痛。胃痉挛主
要发生在跑步者缺乏锻炼
或训练水平低，突然增加
训练强度或跑得过猛的时
候。此时，内脏器官的惰
性较强，功能调动发生失
调。因此，跑者需要在跑
前合理制定运动计划，量
力而行，充分做好准备活
动，把身体的运动机能调
整到最佳状态。

此外，胃痉挛也存在病
理性变化的风险，需警惕

血循环和肝脾的血供应出
现紊乱，比如胃肠道缺血
缺氧、肝脏脾脏存在淤血
等，都可能在运动中出现
胃痉挛。跑者可以通过疼
痛位置的感觉来判断是否
存在病理性异常，也就是
说，腹部不同位置的痉挛
和疼痛，提示身体出现的
问题不同。腹部中上位置
疼痛，一般是胃溃疡或弥
散性胃炎，腹部左侧疼痛
可能提示存在脾脏淤血。
胃痉挛的疼痛感一般是胀
得发痛，及时休息和调整
呼吸可以得到有效恢复，
如果胃部呈收缩性疼痛，
则需要考虑心绞痛等疾病
风险，应及时就医。

肌肉痉挛。肌肉痉挛俗
称“抽筋”，最常见的是
腿部肌肉痉挛，可能的原
因包括缺水、缺乏拉伸、
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或跑
速过快。肌肉痉挛是水盐
代谢失调、体内钙离子丢
失太多造成的肌肉强制性
收缩。如果锻炼时容易出

现肌肉痉挛，首先考虑一
下自己是否充分补水。身
体不缺水的情况下仍出现
肌肉痉挛，应停止运动，
对痉挛的肌肉进行反向
拉伸。一般肌肉痉挛休息
按摩3~5分钟即可恢复正
常。

膈肌痉挛。膈肌痉挛
俗称“岔气”。膈肌是向
上膨隆呈穹隆形的扁薄阔
肌，位于胸腹腔之间，成
为胸腔的底和腹腔的顶。
如果在运动中呼吸和动
作配合不当，很容易出
现膈肌痉挛。出现膈肌痉
挛后，要及时停止运动、
调整呼吸，短时间内能有
效缓解症状。岔气一般常
见于跑步新手，因此跑前
一定要充分热身，让身体
做好准备后再开始正式训
练，这样能大大降低岔气
风险。有的跑者可能在开
始阶段出现神经紧张而发
生岔气，此时跑者可以多
进行几次深呼吸，让呼吸
和运动保持协调。▲

补足水少抽筋 调呼吸不岔气

运动痉挛 应对有招
受访专家：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 张一民

本报实习记者 王军利

受访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 胡景超

本报记者 张 健

电动牙刷越发普及，
不少人也想尝试使用以
改善口腔健康，但对电
动牙刷的工作原理不甚
明了，如频率这么高会
伤 牙 吗 ？ 如 何 正 确 使
用？有何注意事项？为
此，《生命时报》记者
专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
副主任医师胡景超，请
他对电动牙刷的合理使
用进行解答。

1.电动牙刷和手动牙
刷，哪种刷牙更干净？

刷 牙 是 否 干 净 与 多
种因素有关。一般情况
下，在保证刷牙时长、
姿势正确的前提下，电
动牙刷和手动牙刷都可
以刷得很干净。相比之
下，电动牙刷因振动频
率高，用对方法时，能
更加快捷地清洁牙齿。

2.电动牙刷是不是手
动牙刷的加强版？

电动牙刷比手动刷牙
时振动频率高。从这个角
度看，电动牙刷可以说是
手动牙刷的加强版。但从
个人习惯上来说，无论是
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
都需要有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如早晚刷牙、饭后
漱口，才能有一口健康好
牙。

3.用电动牙刷后牙龈
出血是牙龈“受伤”了
吗？

牙龈是否出血与刷牙
工具、刷牙方式没有必
然联系。刷牙时牙龈出
血一般有两种可能：一
是刷牙时手部力度、幅
度过大，或电动牙刷加
压过强，会引起局部牙
龈出血，动作轻柔些便
可缓解。二是患有牙周
病或牙龈炎，刷毛触碰
牙龈时容易出血。若刷
牙经常出血应及时到医
院就诊。

4 . 电 动 牙 刷 会 导 致
牙釉质损伤、牙齿松动
吗？

牙 釉 质 是 指 牙 齿 表

面覆盖的一层坚硬的物
质 ， 其 硬 度 和 陶 瓷 相
当，可以想象一下我们
吃饭时所用的瓷碗。正
确的刷牙方式不会损坏
咬合面牙釉质，暴力地
横刷牙可能会引起牙体
颈部的缺损。而牙齿松
动 往 往 是 牙 周 疾 病 所
致，应及时就医。

5.牙龈敏感能不能用
电动牙刷？

龋 齿 、 牙 根 退 缩 都
会导致牙龈敏感。相比
何种牙刷，刷牙方式影
响 更 大 — — 横 向 来 回
的刷牙方法会导致楔状
缺损，增加牙齿敏感几
率，应及时就诊。

6 . 电 动 牙 刷 能 “ 振
掉”牙结石吗？

运 用 正 确 的 刷 牙 方
式、保持良好的口腔卫
生习惯，可以帮助清理
口腔中短期内出现的牙
菌斑、软垢、食物残渣
等。牙结石是已经钙化
或正在钙化的菌斑及软
垢，形成后刷牙不易去
除，应通过牙科专用设
备进行洁治，也就是洗
牙。

7. 电动牙刷会影响儿
童牙齿发育吗？

对 于 儿 童 来 说 ， 建
议首先使用普通牙刷，
培养良好的口腔清洁意
识及刷牙习惯，这一点
非常重要。学龄前儿童

因手指没那么灵活等原
因，刷牙常常清洁不到
位，需要父母帮助、鼓
励，进行辅助清洁。在
形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后，儿童是可以使用
电动牙刷的。

8.补过牙或有牙周疾
病的人，能用电动牙刷
吗？

补牙患者情况因人而
异，要遵医嘱。一般来
说，补完牙 24 小时内
刷牙不能太用力 ，宜选
择刷毛较软的牙刷 ，使
用电动牙刷时要选择轻
柔模式。牙周疾病患者
首先要进行治疗，日常
选用牙刷应选择刷毛较
软的。

9.电动牙刷应如何清
洁、保养？

电动牙刷刷头每次用
完都要清水冲洗、自然
晾干，以免刷毛滋生细
菌，污染口腔，如不能
保证，可以多个刷头轮
流使用；电动牙刷充电
头不要放在卫生间，以
免因漏电引发事故；当
发现刷毛弯曲、散乱，
排列不再规则，应及时
更 换 刷 头 。 胡 景 超 强
调，电动牙刷只是一种
效率更高的刷牙工具 ，
只有正确使用，并在日
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 ，才能真正
维护好口腔健康。▲

以往研究显示，肥胖
儿童2~8岁时体重指数的
增加与早期身高增加和
青春期身高减少有关。
德国莱比锡大学一项新
研究显示，肥胖儿童体
内激素分泌水平增高，
也会促使其小时候长得
高。

研究人员通过利用德
国 1999~2018 年大规模
儿童研究以及富含肥胖
症的莱比锡肥胖症儿童
队列（8629 名儿童）相

关数据，比较 20岁前正
常体重和肥胖儿童的身
高、生长和内分泌参数
变化情况。

结果发现，肥胖儿童
早期明显比正常体重的
同龄人高，6~8 岁时最
多高出 7.6 厘米。这
种生长加速主要是受体
内激素水平影响，伴随
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 IG F-1）、胰岛素和
瘦 素 水 平 的 增 加 而 加
速。然而到了青春期，

肥胖症儿童身高增长减
速，青春期生长速度降
低达25%，这与男孩的 
IG F-1（降低17%）和
睾酮（降低62%）以及
女孩的雌二醇（降 低
37%）水平的下降相吻
合。

肥 胖 儿 童 不 同 发 育
阶段变化明显。在其他
严 重 并 发 症 出 现 前 ，
肥胖影响儿童早期生命
成长易感性和内分泌因
素。▲（楼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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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雅加达18日
讯】 (记者 林永传)18
日下午，印尼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举办“浓情中秋 
与月共舞”线上庆中秋活
动，来自该院各教学点近
200名师生参加活动。

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
副理事长穆尼用汉语进行
了开场秀，表达了文化交
流对于印尼与中国之间交
流的重要性。

中方院长肖祥忠介绍
说，该孔子学院除了在印
尼大雅加达地区汉语教学
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外，
每逢像中秋节这样的中国
传统节日，都会举行庆祝

活动，帮助印尼年轻一代
更好了解中国文化，增强
他们与中国进行人文交流
和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竞争
优势，也为中印尼两国文
化交流尽自己的努力。

三位孔子学院年轻教
师以文字、图画和音视频
完美组合方式，分别就“
中秋节习俗”、“中秋节
起源”和“中秋节典故”
三个主题与参与者展开互
动交流，让参与者在其乐
融融的气氛中体验中秋文
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国
传统诗词曲目《明月几时
有》美妙旋律中，孔子学
院老师介绍了中国人过中

秋吃月饼、喝桂花酒、
放孔明灯等节日习俗，共
悟“花好月圆人团圆”
的美好寓意；讲述了“祭
月”、“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

本次活动定位“学游
结合”，将语言学习、文
化介绍和激励游戏相结
合，让参与者在愉悦中体
验、在体验中快乐学习。
印尼学生纷纷表示，感受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

阿拉扎大学中文系学
生王笑梅说，活动激起了
自已对中秋节和中国文化
的浓厚兴趣。

【华侨大学网站】“
虽然疫情让我们远隔重
洋 ， 无 法 亲 身 体 验 中
华 文 化 ， 是 一 件 令 人
遗憾的事情。但好在中
华才艺体验云课堂的开
展让我们能继续学习中
国的语言与文化，足不
出户感受闽南文化的魅
力。”参与第六期云课
堂的成员平琴旭表达了
自己的感受。

本 期 “ 中 华 才 艺 体

验云课堂”设有语言、
文 化 和 云 互 动 三 大 模
块，共有来自泰国农业
大学的近30 0位学生参
加。因正值传统佳节中
秋前夕，本期活动特别
增设了相关节庆文化的
丰富内容，如吟唱《静
夜思》、了解闽南“博
饼”习俗等，此外还配
合观赏红砖古厝、手工
剪制汉服等活动，引领
学员全方位感受中华文

化的丰富内涵。同时，
本期活动首次设置“云
互 动 ” 板 块 ， 由 我 校
学子通过多场景网络直
播 带 领 泰 国 学 生 云 游
华大，开启“云聊”模
式，近距离直击我校特
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及井
然 有 序 的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据悉，“中华才艺体
验云课堂”是我校快速
响应后疫情时代海外华
文教育需求，华文教育
处策划以华侨大学华文
教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为主体创建的创新品牌
项目。自2020年5月启动
以来，该项目已为葡萄
牙、法国、澳大利亚、
美国、德国、意大利等
国近2000名华裔青少年
开设各类中华语言与文
化课程近20门，累计授
课逾600学时，取得良好
反响。

【华侨大学网站】9月
1 9日，泰国农业大学孔
子学院与华侨大学泰国
政府官员校友联谊会联
合举办“诗情画意度中
秋”2021年线上中秋联欢
活动。华大146位泰国政
府官员校友以及农大孔院
师生代表参加，校友们精
心准备，云端相聚，重温
同窗情，先后表演了中文
诗歌朗诵，进行了中秋服
饰秀和在线知识问答。

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
西鹏，泰中文化经济协会
副会长张祥盛、Sanhajuta 
Wichawu以及协会教育委
员Duangkamol中将，华侨
大学华文教育处、华侨大

学泰国政府官员班校友联
谊会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徐西鹏表示，华侨大学
外国政府官员中文学习班
自2005年创办以来，逐渐
成为开展文化学习交流、
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品牌
项目，已经培养了15期共
1045名高级汉语人才。作
为人数最多的泰国学员，
不仅在学校的汉语学习中
取得了优异成绩、加深了
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
理解，在促进中泰民心相
通、友好交流中也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疫情
期间，校友们对中国、
对母校积极关注，互相
帮扶、团结抗疫，生动体

现了“中泰一家亲”的精
神。校友们建立的友谊正
在不断延续，希望大家深
入交流、互相学习，共同
为促进中泰友好贡献智慧
和力量，期待各位校友事
业更加辉煌，欢迎大家常
回母校看看。

张祥盛感谢华大十几年
来为泰中文化交流做出的
贡献。他说，看到官员班
学员群体的不断进步，又
与母校老师欢聚一堂、共
度中秋，感到十分欣慰。
张祥盛回顾了自己年轻时
在华侨大学学习中文的经
历，勉励校友们再接再
厉，共同促进中泰两国文
化沟通与交流。

印尼孔子学院师生线上庆中秋

9月18日下午，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浓情中秋 与月共舞”线上庆中秋活动。

中泰逢云端 万里共中秋——“中华才艺体验云课堂”

第6期走进泰国

体验手工剪纸汉服

华大泰国政府官员校友举行

2021线上中秋联欢活动

与会嘉宾合影

校友合影
【中新社北京21日讯】

由中国新闻社旗下财经媒
体中新经纬举办的2021全
球华商“云聚中秋、共话
发展”线上联播活动21日
圆满落幕。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
林楚钦，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总会长拿督卢成全，
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
猛，阿根廷华人企业家协
会主席严详兴，菲华工商
总会副理事长杨良田，中
非民间交流与合作促进会
主席南庚戌，正大集团农
牧食品企业和零售事业中
国区资深副董事长、正大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CEO谢
毅等近30名华商代表或侨
资企业代表参会，就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华商企业

如何发展、全球经济发生
了哪些变化等话题发表观
点，沟通交流。

林楚钦表示，通过此次
抗疫斗争，海内外同胞更
加团结，中国制度优势更
加凸显，中国同世界各国
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
步增强，同时中国在抗疫
国际合作上的负责任态度
和无私援助，受到国际社
会普遍赞誉，让华商深感
自豪。

“中国政府始终把广
大海外侨胞放在心上，关
心我们的安危冷暖，通过
提供医疗物资、派出医疗
队、组织线上专家咨询、
大规模开展‘春苗行动’
等方式，想方设法帮助海
外侨胞战胜疫情，保障海

外侨胞的健康安全。”林
楚钦称，泰国中华总商会
将继续利用自身优势，发
挥好桥梁作用，讲好中国
故事，促进民心相通。

谢毅指出，当今世界，
各国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紧密。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和
各国通过经济、文化等的合
作交流，互通有无，合作共
赢，广大华侨华人的纽带作
用也更加凸显。

“一直以来，侨商侨
企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
贡献者。新时代，侨商也
必将成为中国实施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对外开放的积极推动力
量。”谢毅称。

海外华商“云聚中秋”谈全球经济：

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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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雅万高铁全线铺轨
任务由中国国铁集团
所属中国铁路国际有
限公司牵头的中方施
工联合体成员——中
国 电 建 市 政 集 团 负
责，使用钢轨总量约
3.81万吨，均由中国
进口，是中国首次向
海外市场大批量出口
50米钢轨。自2020年
11月由中国广西防城
港首批发运，历时10
个月分五个批次全部
运抵印尼。

为完成钢轨运输，

中国电建市政集团协
同中铁物资集团、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攀钢集团、北部湾防城
港、中国外运、中远海
运等合作伙伴，成立了
跨区域、跨行业的技术
攻关团队，攻克了长
定尺钢轨出口技术难
关，为中国高铁整体
装备材料出口积累了
宝贵经验。

正 值 印 尼 新 冠 疫
情不断蔓延，参与钢
轨运输的所有中方团
队在做好疫情防控前

提下保运输，制定了
一系列运输方案和实
施细则，先后完成国
内广西防城港港口改
造、印尼芝拉扎港口
改造、印尼既有窄轨
铁路50米长钢轨运输
试验、联络线和铺轨
基地建设等工作，多
措并举保障了钢轨运
输任务按期完成。

该批钢轨到港后，
将通过印尼既有窄轨
铁路、铺轨基地联络
线分批运往万隆的雅
万高铁德卡鲁尔动车
所铺轨基地，焊接为
5 0 0米长钢轨后投入
使用。

连接印尼首都雅加
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
的雅万高铁是“一带一

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
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
目，全长142公里，最
高设计时速350公里，
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
统、全要素、全产业链
在海外落地的典范工
程。项目建成后，雅加
达到万隆的出行时间将
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
短至40分钟。

雅万高铁所需钢轨全部从中国运抵印尼

当地时间9月21日，随着最后一批6600吨钢轨运抵印度尼西亚芝拉扎港，印尼
雅万高铁建设所需的约3.81万吨钢轨已全部从中国运抵印尼。为雅万高铁全
线铺轨创造了条件，也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中新社雅加达21日讯】（林永传

桑军阳）21日，随着最后一批6600吨

钢轨运抵印度尼西亚芝拉扎港，印尼

雅万高铁建设所需的约3.81万吨钢轨

已全部从中国运抵印尼。为雅万高铁

全线铺轨创造了条件，也为加快推进

项目建设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香港增1宗输入新冠确诊　
疫苗接种率有望提升

21日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
防护中心21日通报，当日新增1宗外地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本地连续35
天“零确诊”。新增确诊患者为从法
国抵港的34岁男子，带有L452R变异病
毒。他于4月和5月已在香港接种两剂
新冠肺炎疫苗，8月4日在香港血液样
本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刺突蛋白抗体
呈阳性。过去14天（9月7日至20日）
，香港累计报告42宗个案，全属输入
个案。至今累计个案增至12166宗。香
港新冠疫苗“即日筹”安排22日起扩展
至所有合资格市民，医学会传染病顾问
委员会联席主席曾祈殷表示，新安排
能方便不懂在网上预约接种的市民，
有助提高接种意欲。（中新社）

台湾新增5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1日讯，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9月21日公布，台湾新增5例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确诊病例
16152例，其中本土病例14578例。
自2020年起，累计840例死亡病例，
其中本土病例829例。（新浪新闻）

中秋节临近　
港警与海关反走私检获1300万港元货品

21日讯，中秋节临近，香港警方
与海关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检获
1300万港元走私货品，不法分子搭乘
快艇向内地方向逃走。

香港警方20日通报，水警小艇分
区、水警总区特遣队、水警港口分区联
同海关海域联合特遣队人员根据情报及
深入调查，于18日凌晨在将军澳佛堂澳
展开联合反走私行动。行动中，警方
发现10名形迹可疑男子于佛堂澳新发
展区沿岸徘徊，其后一部泥头车驶进
附近空地，卸下一批货物后离开。10
名男子随即以人链方式将货物搬往沿
岸位置，其后泥头车返回上址并卸下
一个环保斗，该批男子即上前搬出环
保斗内货物，并将所有货物搬往一艘
快艇上。警方随即采取行动，泥头车
立即向将军澳工业区方向驶去，同时
岸上男子亦登上快艇高速驶离现场，
并向东南方向逃去。警方展开追截，
惟该快艇最终在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
方向逃离。行动中，执法人员共检获
171箱及50袋怀疑走私货物，当中包括
一批月饼、干花胶、干鱼翅、集成电
路、电子零件、药剂制品、化妆品、名
牌衣物、手袋及一个环保斗，市值共约
1300万港元。。（中新社）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涉阻差办公等罪
明年1月再审

21日讯，香港“支联会”主席李
卓人今年元旦于金钟汽车巡游时放飞
气球，被票控受管制空域放飞气球及
阻差办公两罪，案件21日在东区裁判
法进行审前覆核。

法庭排期明年1月17日开审，并传召
2名控方证人，预计审期为2天。李卓
人此前因参与非法集结被判监，仍须继
续服刑。被告李卓人，否认于今年1月
1日在香港金钟立法会道，在本地受管
制的空域放飞一个气球，而该气球超过
两米，及在同时同地阻碍高级督察锺
廷森依法执勤。 日前，香港警务处国
家安全处采取行动，拘捕7名涉嫌违反
香港国安法的“支联会”常务委员会
成员。其中，“支联会”、李卓人、
何俊仁及邹幸彤被起诉违反香港国安
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9月
20日，正在服刑的李卓人和何俊仁发出
声明，指“支联会”主动解散是最好方
案，呼吁成员支持。。（中新社）

中国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空间站对接
21日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
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9月
20日22时8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模式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
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6.5小时。

天舟三号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二次货物运输应用性
飞行。飞船为满载状态，运载了可支持
3名航天员6个月在轨驻留的物资，以及
空间站备份设备、空间科学载荷等，还
携带了补加推进剂等上行物资。该飞船
还具备并网供电能力，在停靠期间可以
为空间站提供供电支持。“天舟三号携
带的货物主要包括航天员生活物资、航
天饮水、气体补给、卫生用品、应急储
备物资、出舱消耗品、维修备件和实验
载荷等，与天舟二号基本一致。”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三号总指挥冯永
介绍说。当天15时10分，搭载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7
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
轨道。15时22分，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
展开且工作正常。（中新社）　　

【中新社泸州21日讯】
除了主干道两旁用于
防止砖块瓦片掉落的
醒目蓝色围挡以及冷
清的街道，四川省泸
州市泸县福集镇看起
来似乎与其他小镇没
有什么不同。21日正
值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在泸县6.0级地震
发生后的第5天，这个
位于震中的小镇仍在
慢慢恢复。

一家名为“北城酒
佳”的餐馆门口贴着四
川省住建厅发布的建筑
评估情况，绿色的纸
上印着“可以使用”四
个大字。作为周边唯一
仍在经营的餐馆，老板
谢世良进进出出地忙着
为客人端菜倒水。“
我们镇上居民都很安
全，受伤人数很少，很
幸运。”这位52岁的
中年人告诉记者，晚上
全家要聚在一起吃团圆
宴。“就吃家常菜，家
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
是幸福。”

与周围商家紧闭的卷
帘门对比，有五六桌客
人的“北城酒佳”内，
气氛相对热闹。忙碌一
上午后，13时许，泸
州太昌能源有限公司抢
险队的工人们才走进餐
馆。一行人中，除了身
穿红色工作服的工人，
还有专程前来陪伴父母
的孩子。“多点了几个
菜，简单过一个中秋
节。”工人祝明洪说。

“我们多做一点，
可以让更多人中秋节回
家，在家吃上一顿热气
腾腾的团圆饭。”祝明
洪告诉记者，他和同事
于16日地震发生后，
便来到福集镇开展抢
险工作，期间未曾休
息。“最初我们为防止
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
进行了区域断气工作，
现在则主要根据政府提
供的名单进行入户检

查，对符合条件的房屋
恢复供气。”

“之前我们这里很
热闹，因为处于321国
道上，很少有这么冷清
的时候。”福集镇人民
政府党建工作办工作人
员雷凤丽说，目前多数
救援人员已撤离，民众
大部分被集中安置，街
道上人少，营业的店铺
也少。“希望随着重建
工作不断推进，家乡可
以早日恢复往日的热闹
景象。”

当地部分暂时无法
返家的民众，搬入了“
升级”的安置点。安置
了1000多位受灾民众的
东方红郎厂区集中安置
点正是其中之一。

记者来到该安置点
时，大门外十分冷清，
但走进其中，密密麻麻
的蓝色安置帐篷一眼
望不到头，为庆祝传统
佳节，不少帐篷还挂上
了印着“福”字的小彩
灯。小孩的玩闹声、婴
儿的啼哭声、大人们聊
天的声音交织传来，让
人感到生活气息十足，
与安置点外的安静形成
强烈反差。

今年50岁的村民陈
德华正拿着手机和亲人
视频，展示自己新入住
的安置帐篷。“这里可
以洗热水澡，上厕所也
更方便。我和81岁的老
母亲，还有一些亲戚朋

友目前都住在这里。”
谈及损毁严重不能居
住的房子，陈德华直言
有些迷茫和难过，但节
日还是要过。“领了月
饼，还没舍得吃，准备
晚上月亮出来了，一边
看月亮一边吃。”

在安置点的儿童驿
站，不少儿童正排队坐
摇摇车、玩呼啦圈、下
棋，不时发出欢乐的
笑声。地震发生后，志
愿者邓淑容第一时间从
四川自贡赶来，坚持为
受灾民众服务。当日上
午，志愿者们为孩子们
送上自贡彩灯，还组织
表演了原创的节目。“
中秋节虽不能和家人团
圆，但看到安置点孩子
的笑容，我觉得很幸
福。”邓淑容笑道。

夜晚未至，但安置
区内很多帐篷已经提前
点亮了象征团圆的小彩
灯。龙脑桥初级中学
校校长陈友和老师抬
着两个大纸箱来到安
置点，给受灾学生发放
牛奶、月饼。“有什么
事就和老师联系，不要
到处跑。”陈友将三块
月饼放在学生手上，叮
嘱道。

当日气温最高时超
过30摄氏度，发放完月
饼，陈友的衣服已被
汗水打湿，紧紧贴在身
上，他又匆忙走进帐篷
中，和学生交流、谈心。

 泸县6.0级地震震中别样中秋：

冷清热闹交织 帐篷外点亮团圆彩灯

蓝色安置帐篷密密麻麻。

【中新社福州21日讯】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9月21日通报，9月20日
0时至24时，福建省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2
例，其中厦门市36例、
泉州市1例、莆田市5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0例。

至此，自9月10日以
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
土确诊病例405例，目
前均住院，无死亡病
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3例。

当天，恰逢传统佳
节中秋节，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打
乱了民众的生活节奏。

中秋本是厦门最为
热闹的日子，特有的中
秋博饼民俗活动登场，
满城尽是“叮叮当当”
的掷骰子声。但疫情
下，街头巷尾没了熙熙
攘攘的人群，听不到此
起彼伏的博饼声。为了
早日重归美好，厦门按
下了城市的“暂停键”
，包括在全市范围内暂
停中秋博饼、文艺演出
等活动。

中秋战“疫”不停
歇。福建各地民众响应
官方号召，就地过节，
自觉居家；许多逆行出
征的白衣天使，许多尽
职尽责的社区工作者，
许多主动请缨的志愿
者，依然坚守战“疫”
一线，投入“让生活的
魔方早日拧回原位”的
疫情防控阻击战。

目前，漳州、泉州等
多地各级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
员，在中秋假期期间正常
上班，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莆田市卫健委副主任
涂建华表示，今天是中秋
节，将中共福建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
政府、省政协《致全省
人民中秋节的慰问信》

，随中秋节日慰问品送到
隔离人员手中，送去关心
和温暖。

在这个特别的中秋节
里，“云过节”兴起。在
漳州市，留在漳州的台
湾青年纷纷录制视频，祝
福“山河无恙，国泰‘
闽’安”。在福州，来
自台北的“8 5后”跆
拳道教练张雅雯录制视
频，分享自己登“陆”
创 业 的 故 事 ， 深 情 告
白“中秋虽然回不去，但
这里一样温暖”。

响 应 疫 情 防 控 要
求，福建各高校已暂停
线下课程，开启线上学
习模式。9月20日晚，
位于福州市的闽江学院
举办线上文艺演出《为
了花好月圆》，让就地
过节的师生度过一个温
暖中秋，并致敬负重前
行的抗“疫”英雄们。

现场灯光璀璨，台
下却没有往昔的人头攒
动和掌声。此场演出
总导演陆徽表示，看不
到观众的实时反馈，也
无法及时互动，但在演
出过程中，可以感受到
屏幕另一端的观众在同
频共振。现场连线环节
中，台籍教师白维也在
家中献上钢琴寄语，“
希望能通过音乐，带给
大家一丝心理上的安慰
与平静。”

同一个晚上，福建京
剧院与福建省闽台文化交
流中心在福州共同举办“
庆中秋花好月圆经典名
段演唱会”，以线上展演
呈现给两岸戏迷。台北
新剧团团长李宝春、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
玖先生大弟子魏海敏，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孙
劲梅等多位京剧名家，通
过录制视频线上献唱为两
岸观众送去中秋的祝福。

孙劲梅表示，希望
疫情早日散去，计划明
年邀请台湾名家来榕合
作演出。

【中新社北京20日讯】
记者20日从中国应急管
理部获悉，当天，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简称“国务院安委
办”）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
交通运输安全防范，立
即开展水上客运专项督
查检查。

18日17时许，贵州六
盘水市六枝特区牂牁镇牂
牁江一客轮发生侧翻。
事故已致10人死亡，5人
失联，目前搜救工作仍
在进行当中。应急管理
部已派出工作组到达客

船侧翻事故现场，会同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
指导当地开展救援处置
和事故调查工作。

20日上午，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
任、应急管理部部长黄
明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
议，要求深刻汲取近期
事故教训，细化部署交
通运输和其他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督
促各地、各有关部门严
格落实安全责任措施，
切实保障民众生命财产
安全。

会议指出，要更加

有力防控交通运输安全
风险，中秋、国庆最突
出的安全风险仍然是
交通运输领域，要督促
有关地方和部门强化水
上客运、道路运输、民
航、铁路运输的针对性
排查治理，对存在重大
隐患的坚决停业整顿，
同时强化极端天气预警
响应和部门联动，必要
时果断停航停运。要组
织对旅游设施和新型游
乐项目安全检查，达
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
止运营，要紧盯居民
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

假期人员聚集场所消防
安全，严查违规用火用
电，严防群死群伤。

当天，国务院安委
办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强化交通
运输安全防范，立即开
展水上客运专项督查检
查，重点核查近年来发
生过险情事故、有违法
违规记录的水上客运经
营企业和单位，深入开
展公路违法超员和违法
载人专项治理，进一步
加强铁路沿线安全环境
整治力度。

中秋节假期期间，

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强化
值班值守，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和安全生
产、地震等专业救援队
伍时刻保持应急状态，
全力做好战备执勤和应
急救援处置。据统计，
截至20日17时，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
点区域设置2500余个临
时执勤点，派驻1.3万
余名指战员前置驻防备
勤，参与各类灭火及抢
险救援任务5064次，出
动车辆1.1万余辆次、
指战员6万余人次，营
救疏散民众1477人。

福建本土确诊超400例 

战“疫”不停歇中秋“云过节”

国务院安委办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立即开展水上客运专项督查检查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第11版体育 OLAHRAGA

大巴黎俱乐部官方写
到：18号音乐顽童周董
亮相王子公园，听说帅气
西装和大巴黎球衣更配
哦，可以期待王子公园出
现在之后的歌词里吗？

今 天 凌 晨 2 点 4 5
分，21/ 2 2赛季法甲联
赛第6轮迎来最后一场比
赛，在王子公园球场，巴
黎圣日耳曼主场2-1逆转
战胜里昂，取得开赛6连
胜，周董在现场观看了这

场比赛。
在巴黎与里昂赛前热

身时，王子公园球场突
然传来了《Mojito》的歌
声，原来是周杰伦来到了
王子公园球场的看台上，
周董也更新社交平台，“
在巴黎圣日耳曼主场放着
《mojito》，太惊喜了。”

周 杰 伦 这 次 巴 黎 之
行，是要参加一档综艺节
目的录制。忙里偷闲的周
杰伦，来到现场观看巴黎

与里昂之战。这场比赛，
是梅西首次以巴黎球员身
份亮相王子公园球场，并
因此吸引了大量名人的关
注。

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微
博，也特地欢迎了周杰
伦：“是他，是他，真的
是他，王子公园欢迎乐坛
天王周杰伦。

大巴黎官宣18号球衣新主人 

周杰伦昆凌开心合照
【网易体育21日讯】法甲大巴黎俱乐部

官方发图，周杰伦拿到了球队18号球衣，

他和妻子昆凌一起举着球衣开心合照。

【网易体育21日讯】法
甲第6轮比赛，巴黎圣日
尔曼队坐镇王子公园球场
2-1战胜老对手里昂队，
取得新赛季六连胜。此役
梅西终于上演了他来到新
东家后的主场首秀，然而
另一位阿根廷人却抢了
戏——替补登场的伊卡尔
迪在第93分钟头球绝杀，
帮助球队逆转战胜对手。
尽管如此，梅西的主场首
秀还是吸引了大量关注，
就连法国总理让-卡斯泰
也来凑热闹。

此前，梅西已经先后
代表巴黎在联赛和欧冠的
比赛中出场，但都是在客
场。毫无疑问，巴黎球迷
早已迫不及待在主场看到
这位阿根廷球星的表演。
据赛前法国本地的二手球

票交易网站显示，这场比
赛最贵一档的门票已经炒
到超过2000欧元一张。

场下的观众席同样也
是星光熠熠，各界社会名
流也到场观赛，包括法国
男足国家队前主帅多梅内
克、法国篮球传奇帕克、
网球运动员孟菲尔斯、华
语歌坛天王周杰伦都纷纷
现身球场，甚至连法国总
理让-卡斯泰，也到场观
看梅西的主场首秀。

不仅如此，让-卡斯泰
还收到了一件印有他名字的
30号球衣，而30号也正是梅
西在大巴黎的球衣号码。此
外，让-卡斯泰还从巴黎主
席纳塞尔手里接过了一个小
小的纪念奖杯，并在比赛结
束后前往更衣室，看望了包
括梅西在内的巴黎众将。

这场比赛，梅西有两次
十分接近破门的机会。第32
分钟，内马尔带球突入禁区
后脚后跟妙传，梅西后插上
左脚推射被对方守门员扑
出。仅仅5分钟后，“大巴
黎”获得前场定位球机会，
梅西主罚击中门框。最终，

梅西被提前换下。
相比与梅西，“绝代

双骄”的另一位C罗融入
的速度明显比梅西快。从
9月11日完成回归曼联的
首秀开始，C罗在两场英
超和一场欧冠全部取得进
球，总共打进4球。

【新浪体育21日讯】
2021/22赛季西甲第5轮一场
焦点战展开争夺，巴塞罗那
主场1比1战平格拉纳达，杜
阿尔特开场85秒进球，阿劳
霍第90分钟扳平救主。

巴萨上赛季就曾在主场
爆冷负于格拉纳达。巴萨
在双方近10次联赛交锋中
仅负2场，其余8战全胜。
双方西甲历史交锋50场，
巴萨39胜4平7负，其中主
场24胜1负。库蒂尼奥、
德斯特、巴尔德和德米尔
轮换出场。

巴萨(3-1-4-2)：1-
特 尔 施 特 根 ； 2 - 德 斯
特，4-阿劳霍，24-加西
亚，31-巴尔德(42',22-
明 格 萨 ) ； 2 0 - 罗 伯 托
( 4 7 ' , 1 7 -卢克-德容)
，5-布斯克茨(60 ' , 6-
普基)，2 1-弗伦基-德
容；11-德米尔(75',3-

皮克)，9-德佩，14-库
蒂尼奥(60',30-加维)。

格拉纳达(4-3-3)：1-
马克西米亚诺； 1 7 -奎
尼，22-杜阿尔特，18-阿
布拉姆(78',6-杰尔曼)
，3-埃斯库德罗(46',15-
内瓦)；14-蒙楚，5-米
拉，8-埃特基(30',19-
蒙特罗)；10-普尔塔斯
(67',4-冈萨雷斯)，23-
莫利纳(67',9-苏亚雷斯)
，11-马奇斯。

【新浪体育21日讯】
国际足联邀请所有211个
成员协会参加9月30日在
线会议，讨论世界杯两年

一届的提议以及新的国家
队赛程。

国 际 足 联 周 一 声 明
称：“足球界内部存在广

泛共识，国家队赛程应
该进行改革。在9月初向
包括所有大洲足联在内的
利益相关者发出邀请后，
未来几周将组织讨论。国
际足联还邀请各成员协会
参加9月30日举行的首次
在线峰会，这是未来几个
月在全球和区域层面进行
建设性公开辩论的机会之
一。”

国际足联本月在多哈
与一些退役球员及教练
进行了讨论，透露了国
家队赛程改革的大致轮
廓。欧足联和南美足联
已表明反对态度，欧洲

联赛和俱乐部、各职业
球员团体也普遍反对，
但国际足联上周公布一
项在线调查，声称大多
数球迷支持“更频繁”
举办世界杯的想法。

周一声明表明，国际
足联推进的世界杯及国家
队赛程改革进入了新的协
商阶段。目前的男足国家
队赛程将于2024年底卡
塔尔世界杯后到期，女足
国家队赛程将于2023年
到期，因凡蒂诺及国际足
联世界足球发展总监温格
已建议，新赛程最好在今
年12月底之前确定。

【新浪体育21日讯】今
天晚上8点40分，第十四
届全运会男子百米决赛，
就要在西安奥体中心开
赛。在东京奥运会上震动
天下的苏炳添，将以上佳
的身体状况，来冲击这块
金牌。

之所以说上佳，是从苏
炳添在预赛和半决赛两枪
的感觉里可以看出。因为
是国内赛事，犯不着和奥
运会那样，每场都是生死
战，苏炳添可以很平稳有
序的，按照自己的赛前计
划逐渐深入。

预赛，苏炳添跑了10秒
23，终点前散步过线。半
决赛，苏炳添明显出发更
为迅猛，但在确立了绝对
领先位置后，终点前再次
刹车缓行。成绩已经提升
到10秒06。

这个逐渐提速的过程，
是苏炳添在出战三枪制的
国内赛事和亚洲赛事时传
统的策略。和已经是9秒8
级别的当下不同，以往苏
炳添的提速没那么狠，第
二枪能到10秒06，这成绩
国内现役里，眼下除了陈
冠峰，其他人跑疯了也到
不了。

所以，苏炳添决赛必

破十秒，或者再冲亚洲纪
录？！这倒不那么重要。
虽然陈冠峰确实很厉害，
但通过这两枪我们确信，
苏炳添必然会夺冠，无非
散步过线不太可能用了。

苏炳添真正渴望的，就
是拼下全运会男子100米
冠军，这个已经和他三次
擦肩而过的冠军头衔。

20 0 9年全运会，羽翼
未丰的苏炳添，初战男子
100米，以10秒52获得第
五名。20 1 3年全运会，
已是亚洲名将级别的苏炳
添，遭遇世锦赛第九名张
培萌，结果以10秒12获得
亚军。

苏炳添最痛的应该是
20 1 7年全运会。已经是
世锦赛第八名的苏炳添，
赶巧不巧，偏偏世锦赛后
身体出了点状况，全运
决赛被谢震业击败。当
时，相信没有人能预测出
来：2018年开始，苏炳添
迎来了职业第二春，从亚
洲名将晋级为世界名将。
而现在，苏炳添正在职业
第三春的阶段。

这下应该能遂愿了吧！
在这个全运周期连续完成蜕
变突进的苏炳添，相信他终
将捧得全运百米金牌！

西甲-铁闸90分钟扳平救主 

德佩哑火巴萨主场1-1平

苏炳添全运决赛跑多少不重要 

夺冠才是他毕生心愿

梅西大巴黎主场首秀名流云集 

法国总理赴更衣室追星

2年1届世界杯议程继续推进 

国际足联邀211个足协讨论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第12版保健常识 BERITA KESEHATAN

腱鞘炎 是指腱鞘长期过度摩擦，
发生损伤性炎症，引起肿胀、疼痛。
腱鞘炎患者多见于中老年人或手部活
动较多的成人，特别是手工劳动者。
近年来，手机和电脑的使用，不少年
轻人也发生了腱鞘炎。

腱鞘炎属于中医筋伤痹痛范畴，
其病机有两种，一为手指劳作过
度，积劳伤筋，气血不通，不通
则痛；二为手部受寒着凉，寒湿侵
袭，痹阻经脉，气血凝滞，经筋不
得濡养，功能失主，肌腱活动受
限。通常以散寒祛湿、活血化瘀、
舒筋通络、消肿止痛为治疗原则。
民间有不少验方对腱鞘炎有不错的
疗效。

红花酒涂揉
红花50克，放入容器，用250毫

升75%酒精浸泡，密封3天即可，用
时取10毫升左右红花药酒反复涂揉
疼痛部位，每日两次。红花有活血
化瘀、通经止痛作用，配合酒精活
血散寒、消肿止痛，可有效缓解腱
鞘炎引起的疼痛和活动不利。

生姜花椒涂抹
取生姜10片、花椒一把，浸泡于

200毫升白酒中。密封一周后，每天

取少量药酒涂抹于患处，并
轻轻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

环，从而改善腱鞘部位的疼
痛、酸胀等不适。
白醋加盐泡手
取一碗白醋，加入一勺食盐，将

其蒸热，放置到40℃左右可泡手，
浸泡患处约20分钟，每日一次。可
起到活血、消肿的功效，对腱鞘炎
引起的胀痛有一定缓解作用。

艾叶泡手
取艾叶一把，放入锅中，加适量

清水煮沸，也可同时加入花椒和生
姜一起煮汤。待艾叶煮好后，倒入
盆中，将温度调到40℃左右，泡手
约20分钟。艾叶有温经通络、除湿
散寒的功效，能够改善腱鞘炎引起
的关节疼痛。

生姜加醋泡手
取一碗白醋和10片生姜一起放入

锅中，煮沸后倒入容器，先用热气
熏蒸手指和手腕发病部位，待温度
降低到40℃左右，再将手浸泡入药
约20分钟，每日1次。此方具有活血
驱寒的作用，能够改善腱鞘炎引起
的不适。

仙人掌外敷
取一块新鲜的仙人掌，去刺后洗

净，捣烂成泥状，外敷在患处。仙
人掌具有消炎作用，可起到行气活
血、解毒消肿的功效，能够减轻炎
症、缓解疼痛。

三七粉外敷
取三七粉15克，用少量白酒调成

泥状，外敷在患处，用纱布和医用
胶布固定，每日1次。三七具有活血

散瘀、消肿定痛的功效，能缓解腱
鞘炎引起的疼痛不适。

生栀红花贴
生栀子、桃仁各10克，生石膏30

克，红花12克，土鳖虫6克，骨碎
补8克。上药混合晒干研为细末，用
75%酒精浸湿，用时将药涂在纱布
上，敷贴患处，用胶布固定，两日
换药一次。

伸筋透骨二草熏洗
取伸筋草、透骨草、千年健、

威灵仙、桂枝、桑枝、羌活、路路
通、制草乌、川椒和鸡血藤各10
克，红花6克，一起加清水煮开，
继续小火煮15~20分钟后，倒入容
器。先用热气熏蒸患处，待温度降
到40℃左右时，泡洗患处。此方具
有祛寒湿、通经络、活血化瘀的功
效，对于腱鞘炎引起肿胀、疼痛等
不适有较好的缓解效果。

桂枝桑枝熏洗
取桂枝、桑枝、干增龙、土地

狗、独活、秦元、紫藤枝、山麻
黄、钩菲、鸡血藤各12克，地警虫
6克。一同放入锅中，加水煎煮至
沸，患部在盆上以热气熏蒸约十分
钟，待温度40℃左右时浸洗患部
10~15分钟。每日2次，每剂药可用
2~3日。可祛寒化湿、活血舒筋、通
络止痛、温经止痉，对伤筋关节涩
滞、肿胀疼痛、筋络挛缩等有较好
疗效。

需注意，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
要预防腱鞘炎，工作时应保持正确
姿势，避免肌腱过度劳损，定时休
息，注意保暖，避免受寒。▲

中医妙方 医学前沿

生活起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王建军

腱鞘炎，试用民间小方
在一项全球首次进行、

涉及39万人的研究中，南澳
大利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血
压与心率所反映出的心脏健
康状况会影响到咖啡的饮用
量，且有基因证据证明二者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南澳
大利亚健康与医疗研究所合
作进行的研究发现，与没有
这些症状的人相比，高血
压、心绞痛和心律失常的人
更有可能只喝少量咖啡、喝
脱咖啡因咖啡或完全不喝咖
啡。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
一个乐观的发现，说明我
们的基因积极调节着我们

的咖啡饮用量，防止我们
喝得过多。人们喝咖啡有
各类原因，比如累的时候
提神，或者因为喜欢咖啡
味道。可我们没有意识
到，人们下意识地根据他
们的血压高低来自我调节
咖啡因的安全水平，可能
是一种保护性基因机制的
结果。与少喝咖啡的人相
比，喝大量咖啡的人本身
基因上对咖啡因的耐受性
就更强。相反，不喝咖啡
的人，或者喝不含咖啡因
的咖啡的人，更容易受咖
啡因影响，更容易患高血
压。▲（朱静雯）

衣物、床单、枕套用久
了会发黄，怎么洗都洗不
干净，让人很苦恼。该怎
么办呢？

解决衣物发黄的问题
首先要知道发黄的原因。
汗液中除了含有水、无
机盐、尿素外，还含有乳
酸、脂肪酸以及多种氨基
酸，容易使衣服发黄。没
有完全洗净的有机物残留
在衣物上，经过长时间的
氧化也会使衣服大面积变
黄。在此，介绍几种解决
衣物发黄的小妙招。

1.洗米水+橘子皮。保

留洗米水或是将橘子皮放
入锅内加水烧煮后，将泛
黄的衣服浸泡其中，搓洗
几分钟，就可以轻松让衣
服恢复洁白。

2.84 消毒液。将衣服
浸泡在清水中，倒适量 
84 消毒液，等待 15 分
钟左右将衣服捞出至清水
桶中，加点洗衣粉清洗干
净即可。

3 .用点小苏打。将适
量的小苏打放入温水中
溶解，再把衣服浸泡进
去，8个小时后捞起清洗
干净即可。▲

爱喝咖啡不易患高血压

衣物发黄怎么洗白
中华科普学会副主委 董晓秋



“好像是这样。”
“过去我也是如此，如今
不再是了，遇事先衡量轻
重，再决定是否走下一步，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若是以前，他会不管不顾
的先潜回京城，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不是吗？
可是在失去所有的家人之
后，他认清楚自个儿再也
没有输的本钱。
“凡事谨慎固然是好，可
是想太多了，会不会反而
阻碍前进？”她不清楚他
的遭遇，无法对他的处境
给予评论，只能提出自个
儿的想法。
“一个人只要有决心，绝
不会因为多加考量而却步
不前。”
皇上又如何？坐在那张俯
瞰天下苍生的龙椅，想要
一个人的命如同捏死蝼牺
似的。
可是对皇上来说，夫妻不
再是夫妻，父子不再是父
子，兄弟不再是兄弟……
任何人都会成为他的敌
人。
“也是，不过，若因为想
太多了，而动摇决心呢？”
“真正有决心的人不会轻
易动摇。”

“人心善变，有谁能够保
证自个儿的决心绝对不会
被动摇？”
“我不会。”
张水薇不再言语，细细回
味他的每一句话。
他是想告诉她，他留下来
是因为此时不适合跟敌人
对上吗？
还有，他终究会离开，是
吗？其实，他不说，她也
知道，一看他就知道是一
只大鹏鸟，宜县那个小小
的地方岂能困住他？
半晌，张水薇包扎好伤口，
板着脸正经道：“好了，
这几日伤口不要碰到水。”
她明白他想说什么是吗？
他一直都知道，她是个心
思灵巧通透的姑娘，他真
正担心的是自己，深怕自
己不知不觉陷在她的温暖
柔和、她的一颦一笑。
“是，小姐。”
“我们下山了。”张水薇
将医药箱放回药篓，收拾
好药材，背起药篓下山。
赵平澜赶紧收拾混乱的思
绪，快步跟过去。
虽然赵平澜所受的伤并不
会影响他们赶路，张水薇
还是坚持在应州城多待上
几日再回宜县。

原本张水薇准备将采到的
药材带回宜县，可是如今
要在应州城多待上几日，
自然就地将药材卖了，只
留下了那株紫芝。
张鸿陪张水薇和伊冬去卖
药材，顺道四处走走逛
逛，而赵平澜单独留在客
栈，说是养伤，还不如说
是与掌柜、伙计打交道，
同时耳听八方，搜集有用
的消息。
这家客栈在应州城数一数
二，来往的客旅有一半是
京城的商贾，无论是消息
或见解，皆非市井小民可
以相比。
赵平澜挑了一个不起眼，
却不会过于角落的位子，
桌上一壶茶和一碟花生，
再摆上文房四宝，说是见
人在街口摆了滩子代写书
信，反正他闲着没事，若
有人求助，他愿意帮个小
忙。
没想到客栈还真有伙计来
请他帮忙，不过他用左手
书写，写得又慢，其他的
人见了也就没兴趣凑上来。
“我怎么看这事都古怪，不
过是一个妃子生了儿子，
皇上有必要大赦天下吗？
难道陈皇后不管，由着皇
上如此抬举齐妃？”
宫里的事……赵平澜立即竖
直耳朵，毕竟对方刻意压
低声音，不仔细听不清楚。
“大皇子如今稳坐太子之
位，齐妃的儿子还不知道
能否健康长大。”宫里的
皇子又不是没有不到三岁
就死了。
“听说皇上很不满意太子，
曾经当着内阁大臣面前脱
口骂太子草包，若非陈皇
后，皇上只怕早就废了太
子另立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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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渐临，直升机的燃料，也不容
许我们继续找下去了，我正准备
放弃搜寻，回到家中去仔细研究

空中摄影之际，突然，在一座孤零零的小
岛之旁，我看到了一艘中型游艇。
在望远镜中，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艇尾的英

文字”Quaternion”那是一
个数学名词，创自苏格兰
数学家满弥登，中译好像
是”四元化”。
王彦是数学家，他正是以
这个名词来命名他的游艇
的。
我发现了王彦的游艇，我
的心情兴奋得简直难以形
容。
我令机师飞开去，然后，
直升机接近海面，先放下
了一艘打气的橡皮艇，然
后，我也从直升机上跳了
下来，落在橡皮艇上，直
升机升空而去，留下我一
个人在茫茫的海面之上。

暮色散布得很快，当我在海面上，划到一
半之际，已经很黑暗了。
幸而我还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小岛，不致
于失去了目标。
当我的橡皮艇，无声地驶近那个岛之际，

我绕着小岛，划了半周，使我接近王彦的
那艘游艇。游艇中显然没有人，他们两人
是在岛上。
我将橡皮艇隐藏在两块岩石之间，然后爬
上岸。
岛上一片黑暗，也十分静寂。当我在海面
上向这座小岛划来之际，我只觉得那小岛
十分小。
但当我上了岛，却又觉得要在嵯峨的岩洞
中，在深深的灌木丛中找两个人，也不是
容易的事情。
我以最轻的步法，向前走着，天色十分
黑，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那使我不会被
他们两人发现。
我一面走，一面用心地倾听着，当我来到
了岛中心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一阵焦
味，那是属于食物所发出来的焦味！
我立即停住，仔细地辨别那一阵肉焦味的
方向，然后再慢慢地向前走去。
不一会，虽然在浓黑之中，我也可以看到
一个帐篷，支在一道小溪的旁边。
我一见到帐篷，心中便不由得紧张起来。

因为我再向前走几步，就可以和世界上仅
有的两个透明人相会了。
我慢慢地掩近帐幕，到了我伸手可以碰到
帐幕粗糙的帆布之际，我听得帐幕之中，
传出了王彦的声音，道：”芬，你……在
想甚么？”
我连忙停住，惟恐惊动了他们。
我当然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找到了他们
的。但是我却得找一个最妥善的现身方
法。
如果这时，我突然出声，甚至现身，那我
想他们两人，一定会因为过度的震骇而发
疯的。
我伏着不动，只听得燕芬的声音，也从帐
幕之中传了出来：”彦，你或许不相信，
我并不在想我们本身的事。”
王彦道：”那你在想着甚么？”
燕芬道：”我在想，我已经解决了历史上
的一个大谜，但是只怕公布出去，没有人
会相信我，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相信我的
结论。”

言，齐夏天怔住了，她从来没想
过这个问题。
阎秋天又说：“每个人都会改

变，小时候的我动不动就可以把脸儿哭花
了，可是现在，看待眼泪就好比珍珠，说
我变冷血了，倒不如说，我面对喜怒哀乐
更豁达了，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环境也会
改变一个人，你不可能期望一个人在经过
十几年之后，他还是原来的他。”
这个道理她不是不懂，只是珍藏在记忆深

处的人就是那个样子，若是他变成
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真的很难接
受。“从小到现在，你觉得我变了很
多吗？”
“如果以外貌来说，小时候你有婴儿
肥，可是现在比模特儿还正点；如果
就个性来说，你还是一样的直率有想
法，倒是脾气越来越大。”
“撇开外貌，基本上我还是我，相同
的道理，大哥哥总不会变成大野兽
吧。”
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阎秋天嗔了她一
眼。“你干么把人家说成大野兽？”

“在我眼中，靠下半身思考的人跟野兽没
什么两样。”
小时候她有婴儿肥，男孩子对她没多大的
兴趣，上了高中，身材一百八十度大转
变，身高往上发展，体重下降修正，男孩
子看她的眼神开始闪闪发亮，而她看他们
的眼神则充满不屑。
对她而言，他们比小狗还不如，小狗看主
人从来不会在意外貌。

“我觉得你应该想清楚，你是在寻找当初
那个百合花大哥哥，还是在寻找一个拥有
百合花香气的男人？”
齐夏天沉默了，老实说，她自己也不知
道。
也许是童话故事看太多了，从小她对爱情
就有一种偏执的想法，爱情是高贵的，是
神圣的，就像百合花给她的感觉。
正巧，那一年她遇见了身上带着百合花香
气的男生，因为来不及留下他的姓名和约
定，从此她只能将他珍藏在记忆深处，盼
着有一天两人可以再度重逢。
可是，时间越过越久，留在记忆中的影像
越来越模糊，而唯一无法被岁月磨灭的只
有他的香气。
如今，她究竟是在寻找当初的他，还是只
要一个拥有爱情香气的男人，早就分不清
楚了。
“就现实来说，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过
去的不可能是现在，现在却可以决定未
来。如果你一直让自己停留在过去，你可
能会错过现在遇到的，而这很可能是你未

来的幸福。”
是啊，人该往前走，不应该困在过去，过
去的随他过去了，可是……
“我也是个很固执的人，所以过去不敢跟
你说这些，可是现在你终于遇到一个有着
百合花香气的男人，你真的应该好好想清
楚自己要什么。”
“我跟那个花花公子连朋友都不是。”
“现在不是朋友，不表示未来也不是朋
友。”
“你别乱了，我跟那位花花公子绝对不可
能！”齐夏天摆了摆手，不想再浪费脑力
在那个男人身上了，虽然这几天因为他，
她分分秒秒不得安宁。
“好吧，我们不说那位花花公子，来说你
的百合花大哥哥。我相信将来你们再一次
相遇，即使认不得对方，但两人若彼此相
属，一定会擦出爱的火花。”
“说不定，他早就属于别人了。”这个问
题她不是没想过，严格说起来，他之于她
不过是生命中的过客，她有必要如此执着
吗？

(39)

有些人的眼睛
看别人很清楚，却看不见
自己。
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
看到别人要想到自己。

(21)

(12)

文屏在我天魔洞内住了两天，一
再游说，直到昨日，已然唇焦舌
干，见摩伽仍不为动，无术可

施，才拂袖而去。
跟着便是那位不知名的蒙面小侠与龙门医
隐大侠父女，寻上门来。
摩枷一见柏大侠这样的武林泰斗莅临，便
知夙愿可能有望。果然柏大侠父女内家定
力，湛净空明，一任摩伽使尽教中邪恶伎
俩，依然情欲不动。
恶誓既解，摩枷方冀从此回头，哪知为恶
仍多，终须略受果报，以消前孽。
肘腋之中，竟然隐有恶人，祸生不测，几
连诸位一齐随同在这荒山埋骨。
“那黑天狐宇文屏，果然险恶绝伦，在此
仅仅勾留两日，竟把我另外两处暗洞摸
清。
昨日表面拂袖而去，其实仍在暗中潜伏。
柏大侠父女‘情关’勘破，诸位进洞之
时，摩伽原来准备有日改正回头、毁此销
魂魔洞的地雷火药，竟被宇文屏偷偷点
燃。
幸喜发现尚早，三弟子如烟与摩伽一同舍
身扑救。如烟骨化飞灰，摩伽也少去一
目。
幸而护得三枚最大的地雷，未曾爆炸，不
然各位遭此飞灾，摩伽纵然形灭神消，亦
难补此憾了。”
说完，她转对龙门医隐重致谢意，并诧然
问道：“柏女侠想是被适才巨震所伤，可
妨事么？”
龙门医隐柏长青虽然怀抱爱女，目含痛
泪，但仍面对这位“摩伽仙子”肃然起
敬，答道：“洞中初会之时，我便知仙子
夙慧不浅，果然一念回头，便超百劫。我
这薄命女儿并非震伤，她是积郁伤肝，旧
病复发，此刻业已魂游墟墓。凭柏某医
道，无法挽回，至多能延三四天寿元罢
了。”
摩伽仙子一阵嗟叹，说道：“本来摩伽在
这天魔洞内培有一株世间仙草‘九叶灵
芝’，功能起死回生，用来赠与柏女侠，
一服立愈。可惜被那黑天狐宇文屏这么一

闹，以致永埋洞中，无法取出。但吉人自
有天相，像摩伽这等十恶不赦之人，尚蒙
天宥，柏女侠人间威凤，必无夭折之理。
柏大侠但放宽心，摩伽心意业已说明，请
从此逝。”
随向各人重行问讯，率领五个女徒，含笑
飘然而去。
众人见这摩林仙子去后，不禁齐伸拇指盛
赞。
独臂穷神柳悟非、天台醉客余独醒向龙门
医隐略为寒暄，并为谷飞英、杜人龙二人
引见。
老化子柳悟非，见龙门医隐柏长青那等悲
怆神情，知道柏青青病非小可，此时顾不
得细问别来光景，一行六人离却深山，赶
到枫岭关附近的一座小镇上，找家旅店住
下。
龙门医隐开了一张药方，煎好与柏青青服
下。到得晚间柏青青神志稍清，依然一语
不发，只是饮泣吞声。
龙门医隐重行为爱女细诊脉象，诊罢面容
寒如冰霜，取被与她盖好，嘱咐静心歇
息，便与众人同到隔壁。
谷飞英要留下相陪，龙门医隐叹道：“
情丝一缕，不知缠死古今多少英雄儿
女。青儿此时胸中积郁过甚，无人能加
宽解，越劝越烦，让她独处反而较好。
我刚才细察她脉象，已臻极危之境。除
非立时除去她内心所忧，然后再用药物
仔仔细细地调治上个周年半载，或还能
保得残生之外，纵然华伦再世，扁鹊重
生，也无此回天之力了。”
龙门医隐说到此处，脸上神色凄惶，难看
已极，连身躯也在发抖。
众人见他这等盖世神医，对柏青青病势居
然束手无策，个个也自面面相觑，无言以
慰。独臂穷神柳悟非浓眉紧皱，一声不
响，暗自默运神功，突疾伸二指，快如闪
电，出其不意一下点在龙门医隐柏长青的
睡穴之上。
龙门医隐急痛疏神，老化子此举又是出于
意料，一下便被点倒。
柳悟非招呼天台醉客余独醒，一同将龙门
医隐扶人房中睡好，出室对众人说道：“
他们父女二人，小的已在阽危，老的不能
再任他急得病倒。所以老化子出其不意点
他睡穴，使他安安稳稳地睡上一宵，好让
我们放开手来，一尽人事。”
天台醉客余独醒诧然问道：“柏长青神医
盖世，尚且对他女儿之病束手，你这个
残废化子，还有什么？死回生的鬼门道
么？”
独臂穷神冷笑一声，说道：“老酒鬼滁了
喝酒之外，你还懂些什么，岂不知仙草灵
丹，远不如对症下药。柏青青病从心起，
自然草木无灵。要想使她宽心解怨，非先
找到那蒙面少年不可。老化子先前尚未敢
断定，适才在天魔洞内，撕破那情关帷慢
之时，蒙面少年自别室蹿出报警，虽然匆
匆一瞥，他脸上又带有面具，但听语音、
辨身材，确实极似那危崖撒手不知死活的
葛龙骧。” (63)

宇

暮

闻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第14版养生保健 BERITA KESEHATAN

INDONESIA SHANG BAO GUANGDONG TODAY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农历辛丑年八月十六） 责任编辑：童慧 美术编辑：李冉

301

急性发作期的痛风，在
古代也叫做“白虎历节”

，痛起来就像老虎啃咬般剧
烈。中医将痛风归属于“痹
症”，其中“四妙汤”被认为
可以派上很大用场。有个爱好
中医的朋友说自己的父亲不幸
得了痛风病，痛得睡不了觉，
打针都止不了痛，于是查阅医
书后给父亲熬了四妙汤试试，
结果喝两天就不痛了， 能睡
了。“四妙汤”为何物？对痛
风真的有效吗？今天广东省中
医院脾胃科黄穗平教授就跟大
家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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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为什么要养阴？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闫玉红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策划：王会赟

养生膳食

醋泡生姜

本版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杨佳

材料：鲜嫩生姜2斤， 陈

醋半瓶，密封罐 1个。

做法：（1）生姜洗净晾

干水分；切片。（不要切得

太厚，太厚了后期的浸泡不

容易入味，不用去皮，尽量

切得均匀）（ 2 ） 密封罐清

洗干净，把切好的姜放到瓶

子里，后把陈醋倒入瓶里， 

没过姜片。

（ 3 ） 密封罐密封好， 

放在避光防潮通风的地方，1

周以后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生姜祛病保

健的方法由来已久。早在春

秋时代，孔子就有一年四季

不离姜的习惯，在《论语乡

党》中有“不撤姜食〃 之

说。南宋朱熹在《论语集

注》中说：¨姜能通神明，

去秽恶，帮不撤。〃在苏东

坡的《杂证》中也曾记载，

钱塘净慈寺的和尚，八十

多岁，颜色如童子，问其

故，¨自言服生姜四十年，

故不老云〃。国医大师路志

正曾公开介绍自己的养生秘

方就是吃醋泡生姜。

由此可见，姜是一种很好

的养生食材， 那为什么要

醋泡呢？中医认为醋味酸，

性收敛。因此醋泡生姜两者

合同，姜性温热， 驱寒祛

湿， 温补阳气；酸性收敛，

还能补充我们的津液。这两

者结合在一起， 妥妥地生

津补阳，又不用担心补得太

过上火。

鲫鱼白玉汤 
材料：鲫鱼1条，豆腐200 

克，葱姜适量，花生油、食盐、

料酒、胡椒粉、鸡精少许。

做法：（1）鲫鱼开膛去

内脏，去鳞去鳃，洗净后，

用食盐和料酒稍腌待用。豆

腐切成1厘米厚块待用。

（2）热油起锅，将鲫鱼

放入，煎至两面呈金黄色。

（3）在鱼上撒上些许葱、

姜后，再加入5碗左右的水，

加盖，烧开后用猛火煲10分

钟后，换小火煲40分钟。

（4）加入豆腐，再煮5分

钟左右，加食盐和胡椒、鸡

精调味即可。

专家点评：中医认为鲫鱼

性味甘平，具有健脾利湿，

有治疗脾胃虚弱，胃口差无

力的功效。再搭配口感顺滑

的豆腐，整个药膳不但鲜甜

美味，营养丰富，还易于消

化吸收。

小贴士：鲫鱼多骨，喝汤

时要注意安全，或把鲫鱼装

食品纱布袋煮汤。

（药食同源，凡膳皆药。本

栏目由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治未病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杨

志敏教授担任专家指导，专注

教大家吃出美味和健康。）

中医认为¨春夏养阳， 秋

冬养阴〃，春夏是生长发散

的，所以要养阳气，秋冬是收

敛和收藏的，所以要养阴津。

因此，立秋之后，人体主要是

养阴为主。

过了立秋之后，增加户外

运动对身体有两个好处：一是

让肺更舒服，因为秋天是肺所

主，也叫¨肺气应秋〃；二是

秋天也特别容易产生一种悲伤

的情绪，经常出去踏青，可以

让心情更愉快。

《黄帝内经》中认为， 秋

天应该是一种容平的形态。经

过春生夏长，到了秋天之后，

是一种收获的、志得意满的从

容和豁达，这种情绪就是一种

容平的心态。

其实自然界也是一样，经

过夏天丰盛结果，秋天的果

实、瓜果、蔬菜都特别多，

营养也很多。这个时候可以

为冬天储备一些能量，特别

是到了秋天，随着天气温度

下降，脾胃得到了充实，湿气

也在好转，人的胃口也会比较

好，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和收

藏的季节。

但秋天还有一点点燥，我

们可以多吃一些如百合、马

蹄、莲子、莲藕等比较润的

食物。

同时，秋天天气凉了， 睡眠

也会好转，建议大家要早点睡

觉，这也是一个养阴的好方法。

中医“四妙汤”妙在何处？
四妙汤为何物？ 
中国金元时医学产生了许多

流派，在学术上争鸣， 最具
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
李东垣和朱丹溪，被称为金元
四家。在那个长期战乱、人民
生活困苦、疫病流行的年代，
磨砺出了流芳千古的医家，他
们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后
人。

金元四家之一的朱丹溪，
留下了一本医书《丹溪心法》
，书中的许多药方，时至今日
依旧在临床上发挥着治病救人
的价值。在《丹溪心法》中，
有一个方子叫做二妙散，仅由
黄柏和苍术两味中药组成，具
有清热燥湿的功效，主要用于
治疗湿热下注证，如症见筋
骨疼痛、两足萎软无力、足膝
红肿热痛、下部湿疮、小便
短赤、带下黄臭、舌苔黄腻等
症。

后来医家在二妙散的基础上
加了一味牛膝，兼补肝肾，引
药下行，主治下焦湿热之两脚
麻木、萎软无力，名字叫做三
妙丸。

再后来的临床实践中， 古
代医家又在三妙丸的基础上，
加了一味薏苡仁，清热利湿而
舒筋，主治下焦湿热之两足麻
木萎软、红肿热痛等。以上三
个方，论药力之强大和适用范
围之广，还属四妙丸最佳，实
属经过无数次临床实践的进阶
版中药方子，尤其是痛风临床
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首方
剂。

四妙汤，其组成和功效与
四妙丸相同，只是剂型存在差
别。

四妙汤有何妙处？ 
了解四妙汤之前，我们先要

了解痛风。
痛风是一种由于嘌呤生物

合成代谢增加，尿酸产生过多
或因尿酸排泄不良而致血中尿
酸升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
节滑膜、滑囊、软骨及其他组
织中引起的反复发作性炎性疾
病。

急性发作期的痛风，在古
代也叫做¨白虎历节〃，痛起
来就像老虎啃咬般剧烈。中医
认为此为湿热痹阻致病。湿邪
致病，最缠绵难愈，这与湿邪
黏腻的特性有关，怪病多为痰
湿所致。热邪致病，最易发起
红、肿、热、痛等急重症。湿
热胶结者，最磨人身心，红、
肿、热、痛持续性、反复性发
作，不是常人能忍耐的疼痛。

湿邪容易下注，比如湿气
重容易引起脚气、女性带下过
多、大便不成形等。而大部分
的痛风都是从脚开始的，这与
湿邪致病的特性有关。而痛风
严重的患者， 肢体从剧烈疼痛
开始，发展成了关节变形、四
肢无力、功能减退。从中医来
说，是从¨痹症〃发展到了¨
痿证〃。

中医认为痛风归属于¨痹
症〃。痹症，是指以肢体关节
及肌肉酸痛、麻木、重着、屈
伸不利，甚或关节肿大灼热等
为主症的一类病证。

痹症大多由湿邪引起， 久
痹不愈就会进一步演变成痿
证。痿证，主要是指肢体痿弱
无力，不能随意运动的一类病
证，此时治疗难度也进一步加

大。
所以治疗痛风急性期， 一

定要从祛除湿热之邪着手，缓
解期要则要健脾祛湿，不让痹
症发展成痿证。

黄穗平教授介绍，但凡湿
热证尤其是湿热下注证，尤其
是急性发作期的痛风， 四妙
汤都是可以派上很大用场的。
此方最妙的地方， 就在于这
个方子可直达病灶点__湿热之
邪易下注的下焦。痛风多是因
湿热所致的痹症急性发作期，
四妙汤能集中药力缓解病灶之
处因湿热邪气导致的红、肿、
热、痛，从而起到速效的功
用。

此方还有一妙__清热燥湿
而不伤脾胃。一般清热燥湿的
药，容易攻伐太过伤及脾胃，
四妙丸这个方子的设计顾护了
脾胃，还有补肝肾的作用，在
祛除湿热邪气的同时有扶助正
气的作用，故除了治疗痹证，
还能预防痹证消耗正气太过而
发展成更难治疗的萎证。

组方分析
以黄柏为君药
黄柏性寒，味苦，归肾、膀

胱、大肠经，具有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退虚热等功效。许
多中药有自己的¨个性〃，比
如黄柏这味中药，进入人体后
主要入下焦，擅长祛下焦肾、
膀胱和大肠的湿热。此方以黄
柏为君药，取其清下焦湿热之
妙。

以苍术、薏仁为臣药
苍术性温，味辛、苦， 主

入脾胃，辛散苦燥，擅长燥湿
健脾。此方以苍术味臣药，与

黄柏苦辛相伍，寒温并用，取
其清热祛湿不伤脾胃中气之
妙。

薏苡仁性微寒，味甘淡，
归脾、胃、肺经，具有利水渗
湿、健脾、除痹等功效，入
阳明经。《黄帝内经》曾记
载：¨治痿独取阳明。阳明者
主润宗筋，宗筋主束筋骨而利
机关也。〃此方以薏苡仁为佐
药，取其入阳明经治萎证和除
痹痛之妙，更有利于治疗下焦
湿热之痹证萎证。

以牛膝为使药
牛膝性平，味苦、酸、甘，

归肝肾经，具有活血通经、补
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等功
效。此方使以牛膝，主要是取
其强补和引药下行之妙，使方
子攻守得宜、药到病除，共奏
扶正驱邪之功。

以上四味配伍，清利苦燥，
共奏清热利湿，消痹止痛之功。

  推荐食疗
四妙汤

材料：黄柏10克，苍术10 

克，薏仁20克，牛膝15克（1

人份）。

做法：以上药材洗净，药材

洗净，加入锅中，三碗水煮成

一碗水，趁热温服。

功效：清热祛湿，消痹止

痛。

适合人群：痛风性关节炎急

性发作期属于湿热痹阻者，常

见关节红肿，灼热疼痛， 不得

屈伸，关节患处喜凉恶热，甚

至疼痛不可近手，口干口苦，

小便黄，舌红，苔黄腻。

提醒：寒证者不宜，孕妇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