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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无论您身在何地, 亿乐荣杂志的忠实读
者, 当这本杂志出现在您面前时, 对我
们来说, 就有3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 我们都必须在对
任何情况下都处于心甘情愿地, 来进
入2021年。许多人开始做生意, 许多
人幸存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
们都将不确定地进入2021年。

所谓的不确定, 包括不确定我们整个
家庭的健康状况如何, 我们的生意如
何尚无定论, 但我希望我们必须坚定
地相信, 要满怀热情和充满信心地迎
接2021年的到来。如果我们努力奋
斗, 希望我们能够摆脱困境难以迎接
2021年的胜利。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我们决定制作《
亿乐荣杂志》并在2016年进行了长
时间的讨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历史性决定, 因为我们决定出版《亿

乐荣杂志》因此第一期的杂志于2017年1月出版。

今天, 您现在阅读的版本是第48版, 是亿乐荣杂志的4周年。在这段时间里, 亿乐荣
杂志从读者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读者的需求。现在, 《Eljohn 
Magz》杂志已成为唯一每月以印刷和以电子形式出版的中文杂志。感谢各个地
区的所有支持者, 所有读者和所有广告客户。

第三件事是, 在我们研究了每月被限制在100页以内的杂志出版之后, 事实证明
仍然有很多关于中华文化的作品正在等待出版。

我个人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事实证明《 Eljohn Magz》亿乐荣杂志能够使我们
的华人复活并继续工作。因此, 第二周我们将每周定期发布“亿乐荣周报” 我
们希望这个周报能容纳我们的同胞们在印尼维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精神。

谢谢您,  2021年新年快乐！
亿乐荣杂志4周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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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OPIC   八大传奇

EL JOHN MEDIA MANDARIN

印尼这个群岛国家, 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国家

之一。经过多年的全国交际, 印尼各地的当地

文化也已经跟许多国家的经典习俗相融, 会是

新创文化, 还是文化合并, 都是一种无价之宝, 

艺术之美。

印尼有非常著名壮观的婆罗浮屠佛塔, 还有其

他不输风采的文化艺术。欢迎全世界旅客过来

探索印尼每一个地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这一期亿乐荣杂志为您呈现, 八印尼最为独特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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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大 印 尼 最 为
独 特 文 化 遗 产

亿 乐 荣 杂 志 推 荐 之

MAIN TOPIC   八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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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尼缩影公园

印尼丰富文化中心 - 俗称为印尼
缩影公园 (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 它位于东雅加达, 并包括整
个亚齐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爪哇
和巴布亚印度尼西亚群岛发现的头
领传统民居26独家副本。

这些亭台楼阁显示的历史, 艺术和
手工艺和每个省的传统。专为教
育和家庭乐趣, 印尼缩影公园有家
庭娱乐, 一些动植物公园, 各种博物
馆, 表演剧院, 电影院和住宿设施的
广大地区。

在这里, 游客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
区域架构的卓越广度和全方位的印
尼群岛, 其中每个区域的展馆风格呈
现至少有三个典型例子。“Tanah 
Airku 剧场”是印尼第一剧场配备
了国家最先进的技术。

“Tanah Airku 剧场”是典型的印
尼和国际美学之间的融合。也有博
物馆致力于珍稀动物在科莫多博物
馆, Asmat博物馆, 一个体育博物馆, 

和苏哈托总统三十年的领导期间收
到礼物的博物馆。对于大自然爱好
者, 也有兰花园, 仙人掌, 草药和花的
花园, 而且也有一个鸟园。

印尼缩影公园是已故的田苏哈托女
士, 印度尼西亚前第一夫人的心血结
晶。塔曼迷你的建设开始于1971
年, 它正式在4月20日成立, 1975年
该园区拥有为主要使命的保存和各
种印尼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媒体, 以

Picture Source: www.static.asiawebdirect.com

加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并特别是为
年轻一代灌输这些价值观。

为了进一步表达印尼群岛中不同宗
教之间的宽容与和平共处这里集合
不同民族的房子仍在积极地使用。
印尼缩影公园是一个很好的介绍一
下印尼拥有多样性和文化的场所。
在周末和节假日印尼缩影公园是一
个家庭出游理想的主题公园, 成为了
解更多其他地区文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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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影戏

印尼文 - Wayang, 世界上最伟大的
传统故事叙述 - 印尼皮影艺术, 更
普遍的众人熟悉则是Wayang皮影
戏,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传统故事叙
述, 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自从8世纪以来, 在古老的爪哇文化
中, 这门艺术从村庄传播到城市在
到皇室宫廷历经数百年的历史, 至
今仍然非常活跃。

观众们只能从荧幕后面展示的人
物阴影来观看故事, 但剧中的人物
绝不是单纯的木偶, 其制作很精细, 
由皮革雕刻而成, 再经过精美的绘
画。正因为如此, 在印尼被称之为
Wayang皮影戏, 或者Wayang皮影
戏木偶表演, 来区别于比如其他木
质的皮影戏。

皮影戏的故事内容通常是描述印度
教经典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
情节。这些故事不仅是娱乐, 更重要
的是富含崇高的价值观和深刻的哲
学思想。在爪哇加麦兰管弦乐队现

Picture Source: www.wepa.unima.org

2

场的伴奏下, Wayang皮影戏总在民
间重要的节日上演, 例如诞日, 婚礼
或其它庆典, 要持续一整夜。通常具
体的故事内容将介绍和传达与事件
相关的消息。

皮影戏故事涉及道德伦理内容, 通
过漫长的人生旅程, 爱情, 战争来表
达人物。故事事关善与恶, 但更重要
的是让人对生存斗争中的对与错进
行深思。他们在不断追求良性的生
活, 高尚的生活和寻求生活的意义。

Wayang皮影戏的主题是鼓励对道
德生活目标, 诚信, 责任, 坚毅的意
识和关心他人的品质进行深入的
探索。例如, 制作Wayang皮影戏
木偶需要耐心和动力, 并不断的提
高自己使它做的更好。表演皮影
戏的故事也是在讲述道德, 并开导
启发世人。

Wayang村坐落在中爪哇省, 
Wonogiri行政区的Kepuhsari, 距
离梭罗和日惹都仅有2个小时的大

巴车程。从日惹, 可以在Giwangan
长途汽车站搭乘大巴前往Semin。
从梭罗的Balapan火车站, 您可以乘
坐前往Praci方向的大巴, 在Cengkal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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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桑芒乌德

MAIN TOPIC   八大传奇

Picture Source: kangpoer.staff.ugm.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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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ng MangUdjo - 乌德竹琴展览, 
是苏丹艺术与文化繁荣的象征, 同
时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与认可。

乌德竹琴展览位于繁华的万隆东部, 
利用竹子的震动在这简单的圆形剧
场里演奏出竹子乐器的和谐乐声, 回
荡到世界的另一端。它传递出简单, 
和谐, 统一和团结的价值, 以及维系
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

乌德竹琴展览由已故的竹乐器演
奏家Udjo Nalagena (1929-2001) 

和他心爱的妻子Uum Sumiyati, 于
1966年建立, 目的在于竭诚保护西
爪哇的巽他传统艺术与文化。正是
Udjo Nalagena为乌德竹琴展览带来
了激情和制度, 使这里的巽他艺术与
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并得到了世界的
广泛尊重与认可。通过他不断的努
力, 终于在2010年11月,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竹制乐器演奏列入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乌德竹琴展览本身也致力于对环境
的保护。随着环保责任意识的增长, 

乌德竹琴展览也与森林部联系, 加入
了“印尼种植”运动, 被誉为印尼
种植运动并建立了林业辅导中心。

乌德竹琴展览采用便捷, 实惠, 有教
育性, 有吸引力, 大规模和欢快的表
演形式, 他们极致的表演, 被称为 
"Kaulinan Urang Lembur" 或者 "村
民表演时间"。节目中包含了各种惊
艳的节目, 包含木偶表演, 农业收获
仪式, 传统舞蹈, 儿童游戏, 竹制乐器
介绍, 竹制管弦乐表演, 竹制演奏互
动, 游人也可以参与到演奏表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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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 ： Tari Kecak - 情节取自罗
摩衍那的史诗 - 来巴厘岛旅游一定
不能错过观看欣赏这里独特迷人的
传统表演。除了Barong 和Janger
舞蹈外, 另一个亮眼的表演您不想
错过的便是传统的Kecak舞蹈, 融
合了舞蹈和音乐剧的形式, 是巴厘
岛杰出的艺术作品之一。 

一般在露天日落时分举行, 通常在
高高的悬崖面向大海, 戏剧完全取
决于自然的光线。黄昏开始, 故事
继续陷入黑暗, 只有来自火把闪烁
的光线。 这个舞蹈的独特之处在
于, 戏剧本身不使用任何人工布景, 
也不涉及乐器。

表演的重点全部集中在由50-60人
组成的圆形队伍, 赤裸上身, 只穿着
独特的巴厘布裙, 在中心的火把盘腿
围坐一组。 与其他的巴厘岛传统表
演, 常常伴随着传统的“加麦兰”
乐队, Kecak表演仅仅伴随着人们齐
声合唱代表猴子不断呻吟的“Cak! 
Cak! Cak!”或“Keh-Chak”的节奏
声, 贯穿整个演出。

这惊人的人声乐团由一位负责高低
音控制的独奏家同时充当解说员的
人负责。为整个剧目在一定时间内
提供了动人的音效墙的作用。 表
演涉及较短的罗摩衍那传奇史诗, 
有舞蹈者扮演 Rama, Shinta (Sita), 
Lakshmana, Rahwana (Ravana), 
Hanoman (Hanuman), Sugriwa 
(Sugriva)等角色。

故事的情节开始于Rama王子与妻
子Shinta和兄弟Lakshmana在树
林徘徊。然而, 巨人Rahwana绑
架了Shinta并把她带回了他的领
地。Rama让Lakhsmana向朋友
Sugriwa, 猴子王国国王发出求救。

Sugriwa 派遣他的白猴子将军名叫
Hanoman, 去Rahwana的地盘查看
Shinta的情况。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
了, 当Hanoman被Rahwana的部队
抓获, 将他放在火圈中并试图烧死
他。白猴勇士非但被火烧成灰烬, 
身体毫无损伤, 并冲破火的包围来
到Rahwana的宫殿。

于是, 开始了两股势力之间的战
斗。 一开始, Rahwana和他的队伍
设法控制住Rama。然而, Sugriwa
和Hanoman带着猴群前来援助, 打
败了邪恶的巨人。 Kecak舞蹈源于
被称为Sanghyang的巴厘岛古老仪
式, 由舞蹈者扮演目的在于驱魔或
击退邪灵。

这种舞蹈最早出现在于1930年, 后
经巴厘岛舞蹈家Wayan Limbak和
德国画家结合罗摩衍那传奇史诗共
同创作出了戏剧性的Sanghyang表
演形式。他们的创新舞剧在世界上
巡演, 使这种舞蹈走红至今。 

Kecak舞蹈定期在巴厘岛各处上
演。然而, 表演的最佳地方是在壮
观的Pura Uluwatu, 剧情伴随着日
落的背景。此舞也可以在海神庙, 
GWK文化公园, Pura Dalem Ubud, 
Padang Tegal舞台, Batubulan, 
Umadevi舞台等其他地方演出。

4
克查克舞蹈

Picture Source: www.goodnewsfromindonesi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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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7日在曼谷宣布, 弗洛
雷斯岛的传统村庄 - 东努沙登加拉
省, 弗洛雷斯岛Manggarai (曼加莱) 
镇的传统村庄Wae Rebo在2012年
的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奖上获
得最高荣誉奖。

这个偏僻的小部落村庄在维持传
统的基础上以社会合作精神重建
了Mbaru Niang传统民居, 进而改善
了部落的福利, 因此得到了认可。

Wae Rebo村位于海拔约1100米, 空
气凉爽, 整个村完全被Todo密林和如
诗如画的山脉所环绕。这个热带森
林植被丰富, 您不但会发现各种兰花
和不同种类的蕨类植物, 而且还能听
到悦耳动听的鸣禽之声。

100年前发明并建此村庄的祖先叫
Empu Maro。如今, 居住本村的人是
第18代后裔。Wae Rebo村的主要特
点是独特的传统民居, 叫作Mbaru 

Niang。这些房屋很高, 是锥状结
构, 由棕榈纤维制成, 上方是一个巨
大的屋顶, 中间用一根木杆支撑着, 
从屋顶到地上完全由茅草所覆盖。

以前, 在这个地区这样的房子是很
常见的, 但如今唯有该村庄才保持
曼加莱传统民居, 没有它们, 这个独
特的房子会完全消失。

房子共有五层, 每层具有特定的用
途。第一层叫lutur或帐篷, 是大家
庭的居住空间；第二层叫lobo或阁
楼, 是储存食物和物品的；第三层
叫lentar, 是储存种子的；第四层叫
lempa rae, 是为旱季保留粮食的；
第五层是顶层, 叫hekang kode, 是最
神圣的地方, 用来给祖先供奉祭品。

社会建设区是个特别礼堂, 部落的所
有成员都聚集在这里来举行礼仪和
仪式。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 但还
坚持老信仰。在这个礼堂里有神圣

5
WAE REBO

Picture Source: www.indonesia.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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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家宝, 即鼓和锣。

人口只有1200人, 整个部落只有7套
房子, 其中一半是破损的。村民的主
食是木薯和玉米, 但他们有种咖啡, 
香草和肉桂, 在离村庄15公里的市
场销售。然而, 最近Wae Rebo变成
国际生态旅游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 
村庄经济和福利随之而提高。Wae 
Rebo村民热情欢迎想看他们村庄并
体验他们简单的传统生活的游客。

MAIN TOPIC   八大传奇



2021-年1月  亿乐荣  杂志 - 19

MAIN TOPIC   八大传奇

印尼文 -  Poteh i ,  古中国遗留
下来的具有千年历史的木偶艺
术。几千年来华人社区不仅定
居在印尼各岛的许多地方, 而
且还与当地居民分享他们的文
化与习俗, 久而久之形成了文化
同化。这种文化融合可见于分
布在整个群岛的建筑物, 烹饪, 
服装, 乐器等。中国在文化方
面遗留下来的最迷人的戏剧剧
种之一为布袋戏, 也称Wayang 
Poteh i。

中爪哇的皮影戏Wayang Kul i t
和西爪哇的木偶戏Wayang 
Golek是演示印尼特色的戏剧, 
主要人物为罗摩衍那和摩诃婆
罗多史诗里的人物, 而布袋戏是
起源于华南移民的传统表演, 主
要人物与故事源于中国的传统
故事。 Poteh i  这个字的由来是 
"Pou布" ,  " te袋" ,   "h i木偶",  意
思是用布料所做的木偶。

藏镜人用五个手指来操偶, 中
间的三个手指控制偶头, 而拇
指和小拇指控制偶手。伴奏表
演的乐器有gembreng ,  kecer
或钹, cheh和puah ,  吉他, 雷贝
琴, 铃鼓, 喇叭, 和piak-kok。

据传说, 木偶戏是当五名囚犯
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时创造出来
的。当时, 其中四名囚犯灰心
丧气, 而一名囚犯却试图用周
围的罐子, 盘子等物品产生音
乐来伴奏假想的木偶表演以来
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皇上听到
了独特而和谐的节奏后, 决定
赦免了这五名囚犯。

布袋戏是于16世纪至19世纪
通过中国商人和移民进入印尼
群岛的。记录表示在18世纪
居住爪哇十一年的叫做Ernst 
Chr is toph Barchewi tz的德
国公民到八达威亚来看以中文

表演的布袋戏。

对印尼华裔来说, 布袋戏不仅
是娱乐活动, 而且还起了文化
和民间仪式作用因为经常在庙
会里表演, 尤其是在爪哇的北
海岸, 包括三宝垄城市。布袋
戏主要演中国古代传说如三国
演义,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李思
斌的故事。

初次进入印尼时, 布袋戏是以福
建话表演的。而之后发展上, 这
种艺术戏剧以印尼语表演, 这样
非华裔也能享受演出。如今, 这
个特殊的戏剧在印尼各地上演, 
包括雅加达, 棉兰, 巨港, 日惹, 
梭罗, 坤甸, 万鸦老等华人街, 
临春节的时候演出率更频繁。

6

Picture Source: img.jakpost.net

布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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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 - Debus, 万丹市的传统武术
技术 - 万丹曾经是西爪哇省的一部
分, 在2000年从西爪哇省分开成为
今天爪哇岛年轻的一个省份。然而, 
它的人民在历史上早就知道他们有
自己独特的文化。它的一个文化传
统, 无疑是最壮观和令人惊叹的是
德布丝古代艺术。

德布丝传统武术来自万丹是具有超
自然力量的独特武术。德布丝是一

个融合的技能, 需要超乎人类的内在
力量, 武术也伴有音乐和跳舞. 这是一
个在刀枪不入的表演者实力竞争  (俗
称贾瓦拉), 既可怕又会让人好奇。
通过德布丝艺术的贾瓦拉刺尖钉穿
过他的舌头, 脸或身体的其他部位

这非凡的艺术是说已经万丹的第
一个统治苏丹期间在第十六世纪
的发展, 苏丹的 Sultan Maulana 
Hasanudin (1532-1570)。Sultan 

Ageng Tirtayasa剂在第十七世纪的
统治时期, 卸下作为激励的反抗精神
与荷兰殖民权力的方法。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来自阿拉伯
词“dablus '这是一把锋利的铁矛, 
底部圆柄。这被认为是用于卸下艺
术的对象。虽然其他这样的技艺也在
许多印尼其他省份, 包括亚齐, 北苏门
答腊, 西苏门答腊和该在西加里曼丹, 
但最受人尊敬和害怕的是万丹卸下。

7
德布丝武术

Picture Source: blog.ppns.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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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 - Tarian Barong, 善与恶之间
的永恒战斗 - 巴厘美妙之岛不仅拥有
迷人的海滩和优美的景观, 而传统文
化依然保持的很好, 突显了巴厘人的
日常生活习惯。

巴龙舞是与灵性有密切相关的艺术
形式, 通常在隆重仪式上演出。这舞
蹈描绘了经典“善与恶”之战, 是该
岛最着名也最受欢迎的舞蹈之一。

在巴厘岛神话中, 巴龙是狮子形式的
一种突出角色, 被视为美德代表的精
神之王。巴龙被视为“守护天使”, 
而反抗良善的代表是由另一个神话
生物代表, 叫做让达（爪哇语是指寡
妇）, 也被称为恶魔王后。让达带领
邪恶女巫军队对抗善良的军队。巴
龙舞里两个神话生物永无止境的战
斗是生活的镜像。

类似于桑扬驱邪舞, 巴龙舞是巴厘本
土文化, 可追溯到之前的印度教。巴
龙被白色厚毛皮覆盖, 装饰着黄金首
饰和许多镜子。就像中国狮子舞, 巴

龙舞包括两个人在同步动作中跳舞, 
以描绘狮子的行动。

在卡隆•阿朗的舞剧中, 巴龙出现来
抵制让达控制世界的魔法。剧里的
人们用格里斯剑战斗, 但是巴龙出
现之时, 他们就用格里斯剑刺伤自
己。这时表演者进入恍惚状态。 巴
龙打败了让达, 从而恢复了自然界的
平衡。同时, 表演者被圣水救醒了。

巴厘人相信每个地区都有精神保护
着森林和土地。在每个地区有不同

的巴龙动物模型。 狮子巴龙 (Barong 
Ket) 是岛上最常见的类型。而Barong 
Buntut是只有面部的, 所以通常由一
个舞者进行。巴龙其他类型包括：
巨巴龙 (Barong Landung), 野猪巴龙 
(Barong Celeng), 老虎巴龙 (Barong 
Macan), 龙/蛇巴龙 (Barong Naga)。

在巴厘岛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巴龙舞蹈表演, 但最受欢迎的表演
是吉安雅 (Gianyar) 区的巴杜布兰 
(Batu Bulan) 村民或登巴萨的格希曼 
(Kesiman) 的表演。

8
巴龙和格里斯剑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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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交通部长苏马迪 (Budi Karya 
Sumadi) 12月12日在巴厘为登
巴刹市沙努尔港 (Sanur) 和格隆
贡县 (Klungkung) 努沙贝尼达镇 
(Nusa Penida) 比亚斯梦尤尔港 
(Bias Munjul) 主持奠基仪式。 　
　 
苏马迪表示, 两新港口建成之后, 除
了能促进当地的建设之外, 也使巴
厘内陆至努沙贝尼达岛的海运能
顺利进行。 
　 　 
将建港口的建设开支全取自国家
收支预算案, 这笔预算开支用以建
造3座港口, 其中2座建在努沙贝尼
达镇和1座建在登巴刹市沙努尔。

　 　 
这3座港口建成之后, 也希望能为
当地居民或前去努沙贝尼达景区
观光的游客们提供舒适感, 因为这

些港口的建设全是根据当地文化
设计的。 
　 　 
巴厘省长瓦延科斯徳尔 (Wayan 
Koster) 表示, 这些港口对努沙
贝尼达或整个巴厘岛的发展极
为重要, 问题是当地居民要乘坐

巴厘岛再建造两港口

快艇时就必须要先下海上船, 甚
至有的要把人抬着上船。 　　 

海浪较大时, 想去寺庙供奉祭品的
妇女要上船时就会比较麻烦, 因此
建造渡海港口将会多方面带来很
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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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在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卢虎 (Luhut B. Pandjaitan) 的陪同
下, 与特斯拉 (Tesla) 董事长伊隆•
马斯克 (Elon Musk) 通电话, 讨论
有关在印尼投资以发展特斯拉电

动车事项。

双方洽谈有关电动车及锂电池等主
要配件进行交流。佐科维总统也邀
特斯拉方面考虑印尼作为“Space 

佐科维总统邀请特斯拉
投资印尼

X星舰”载体的发射台地点。 
　　
伊隆•马斯克对佐科维总统的邀
请表示, 他将于2021年1月份期
间派遣其工作队来印尼视察合作
的机会。发展工业区的企业Surya 
Semesta Internusa公司坦承正在筹
备有关迎接特斯拉工作队参观苏邦
智慧城 (Subang Smartpolitan) 新
发布的综合工业园。 　　

Surya Semesta Internusa公司总经
理约翰尼斯 (Johannes Suriadjaja) 
表示, 他已联络美国特斯拉方面洽
谈有关邀请来印尼的事宜。他表示
已向伊隆•马斯克已发出了邀请函, 
即前来印尼观看工厂, 但还未有答
复, 可能是忙碌或是新冠病毒疫情
的耽误。 　　

至于有关美国特斯拉集团要兴建
锂电池制造厂的事, 约翰尼斯认
为, 这是向特斯拉兜揽苏邦工业用
地皮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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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池产销商LG 能源解决方
案公司将在印尼推动电池开发项
目, 这项为期 5 年的投资项目价
值约达10万亿韩元或相等于130
万亿盾。

这家企业将与印尼的MIND ID公
司, 多种金属公司 (Antam), 北塔
米纳国油公司 (Pertamina)  和国
电公司 (PLN) 这4家国营企业成
立一个财团, 韩国LG 国际公司也
将参与这个投资项目。 　
　
LG 集团旗下两家子公司在这个项
目中的投资额估计会达到 2 万亿
韩元或以上。按计划, LG集团与印
尼国企在今年12月18日签署项目
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12月11日的报道中透露, LG集
团将建设一系列的综合设施, 用以
处理镍矿开采, 冶炼, 精炼和电池生
产等程序。此外, LG集团也许会在
北马鲁古省建造一个采矿, 冶炼和
精炼等设施, 或者在西爪省建立一
个生产设施, 而由LG 能源解决方
案公司全权负责生产电池。 　　

上述项目有可能在近期落实, 届
时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与印尼
现代汽车公司 (Hyundai Motor 
Indonesia) 将安排分工, 由LG 能源
解决方案公司建造国际市场其中
一个最大的电池制造厂, 印尼现代
汽车公司则负责生产电池和包装, 
以满足印尼制造电动车的需求。 
这两家公司将在明年初期签署最

韩国LG 集团将投资印尼130万亿盾

终谅解备忘录, 按计划将在西爪
省加拉璜 (Karawang) 建厂, 建筑
工程投资额料达1.5万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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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力资源发展与文化统筹部
长穆哈吉尔表示, 伊斯兰教士理
事会 (MUI) 已经完成了对中国科
兴 (Sinovac) 新冠疫苗清真度的
研究。 　　

穆哈吉尔在优酷频道上播出的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清真产品保证局
和MUI食品, 药品和化妆品研究所
已经完成了对Sinovac新冠疫苗清
真度的研究, 并将签发Sinovac新冠
疫苗的清真认证。 
　　
穆哈吉尔对MUI表示他极深的谢
意, 他表示MUI 一直在努力进行与
清真疫苗相关的研究。从宗教法上
看, 考虑到印尼大多数人民是回教
徒, 即使该疫苗不是清真食品, 也不
意味着它不能使用, 因为公众迫切
需要疫苗以避免死亡。但是, 如果
找到了清真疫苗, 则不应使用非清

真的疫苗。在面对清真疫苗和非清
真疫苗的选择时, 印尼选择不使用
非清真疫苗。 　　

中国Sinovac疫苗符合清真要求

疫苗接种至少有四个大目标。首
先是减少由新冠病毒引起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其次是通过维持和
保护整体公共卫生不受新冠病毒
的威胁来实现群体免疫；第三是
保护和加强整个卫生系统；最后
是提高经济生产率, 并最大程度
地减少我国经济下滑带来的负面
影响。 　　

经济统筹部长兼处理新冠病毒和国
家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艾尔朗卡表
示, 只有经过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评
估和MUI发出的教令后才能进行新
冠疫苗接种。 　　

尽管中国Sinovac生产的新冠疫
苗已运抵印尼, 但目前尚未能进
行接种。另据药品与食品监管局 
(BPOM) 负责人鲁吉托 (Penny K 
Lukito) 表示, 目前看来, 中国的疫
苗满足了良好的药品生产方法, 因
此, 从质量方面和安全角度来看, 这
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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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ERMAN JAYA
CEO / OWNER NEW AR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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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印华百家姓协会, 大家最
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剛舉辦完
不久的第18届全国工作会议
(Rakernas)和第22周年庆。 
这两项活动以网络云端线上进
行, 并成为印华百家姓协会的
重要历史, 因为第一次全国会
议和周年庆典实际上是虚拟举
行的, 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的归功者, 当然也属印华
百家姓协会总主席, 林万金与
他最团结的团队。印华百家姓
协会（PSMTI）是一个针对华
裔的全国性, 独立, 非营利, 无
党派的社会组织, 其目的是实
现青年宣誓使命和 Bhineka 
Tunggal Ika 原则 (存异求同)。

林万金表示, 参加这次虚拟全
国工作会议的管理员人数击败
了面对面的会议, 会议从中央
到省和地区/城市管理的千多
名的理监事参与。

在如此众多的理监事的参与
下, 这次全国工作会议终于成

中爪哇风云人物 - 林万金
DAVID HERMAN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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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建立了印尼和世界纪录, 
并得到了印尼目力记录博物馆
的认可。 创始人 Muri Jaya 
Suprana 透过视频宣告了这铭
心的一刻。

这位New Armada 集团创始
人, 林万金也表示, 作为印尼华
裔公民之间交流互动的论坛, 
1998年的成立宪章由88个印
尼华裔签署, 今天在第18届全
国工作会议上, 有30位省级行
政人员参加了在线会议。

印尼纪录博物馆宣布并确认, 
今年的印华百家姓协会的全国
工作会议被誉为世界纪录, 也
就是世界上行政管理人数最多
的社会组织在线会议。博物馆
代表将此记录租授予了PSMTI 
总主席, 林万金David Herman 
Jaya。

New Armada集团, 是全印
尼 乃 至 东 南 亚 最 大 的 专 用
汽 车 改 装 生 产 基 地 。 N e w 
Armada 在马格朗市区的大
路旁边有占地33公顷汽车改
装工厂, 约有4000多名员工
在此工作。

据说, 他们使用日本生产的汽
车底盘, 每月改装一千多辆各
类专业车辆, 如公共汽车, 自卸
卡车, 厢式车, 面包车救护车, 
消防车, 垃圾车等等, 其中数量
最大的是军警部门订购的大巴
式军车和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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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New Armada集团
还经营的其他业务, 诸如酒店
商厦, 金融财务公司, 家具工
厂, 餐馆, 度假村, 水疗中心等, 
还有其他分支机构。

原籍福清的林万金, 被众多印
尼媒体称他是中爪哇马格朗勇
敢的土豪。林万金曾担任马格
朗福清公会主席, 全印尼三教
庙宇联合会中爪哇分会主席, 
以及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
华百家姓协会 (PSMTI) 总主
席。林万金不但成为马格朗的
首富, 而且成为一位全国知名
的华社领导人。

林万金刚开始创业时, 完全与
汽车行当无关。他当年经营服
装雨伞获得成功, 他的货批发
到几十公里外的古城日惹。一
开始是用一辆三菱皮卡运货, 
他不想让自己的货物风吹日
晒, 就找工匠把皮卡改装成一
辆小巴面包车。

本来是要自己用的装修车, 将
皮卡变成小巴的结果, 却是意
外的吸引了消费者。很多人看
到了很喜欢, 直接向下订单订
购了5辆。

当时只有21岁林万金, 赚了一
笔钱之后, 便请了30名工匠, 
在自己家开办了一间汽车改装
作坊。客户从此络绎不绝, 而
且大都成了忠诚客户。有名的
拉哈尤旅行社使用的巴士从过
去到现在都是在这里预订。 

随着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在住
家附近的车体制作业场地已经
不够用了。林万金在1976年
买下了马格朗位于摩尔多尤旦 
(Mertoyudan) 的一间米粉厂
旧址。然后就在那里正式成立
了 PT Mekar Armada Jaya

从1980年起, 林万金的车体制
作事业渐渐进入巅峰。当时
的纽•阿尔玛达生产能力已
经达到每月1000辆, 员工多达
4000多人。1990年时, 林万
金把厂址扩大到18公顷。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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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New Armada生产范围包
括了车厢制造与冲压模具, 汽
车冷气及内装修制造, 汽车配
件与座椅制造等专用车改装领
域的所有环节, 另外还作为汽
车底盘进口代理商, 包揽了日
本销往印尼的三菱, 五十铃与
大发, 铃木, 本田, 日野等各大
品牌。

如今New Armada旗下公司的
员工人数超过了1万名, 它已
发展成为以专用汽车改装为龙
头, 名符其实多元化的企业集
团。

2019年的全国农历新年庆祝
活动体现了印尼公民在多元化
中保持一致的行动和承诺, 举
办的相当成功渏。此活动由
Sudhamek执行委员会主席主
持, 由Teddy Sugianto黄德新

和David Herman Jaya林万金
担任副主席领导整个筹委会。

热烈欢迎农历新年, 2021的农
历新年也就快到了。在更广泛
的范围内, 这也是印尼华人在
印度尼西亚的希望。印度尼西
亚的一代生活使印度尼西亚成
为永远印尼华人最深爱的诞生

地。林万金表示, 印尼华人要
有印尼华人的骨气。能为自家
人做点事, 何乐而不为。

林万金至今还一直为他最后一
年的任期, 安排他工作方案的
实施。他的愿望就是在他的任
期结束之前, 能将印华百家姓
在省区的分会增到30个分会。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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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央统计局主任苏哈里彦托 
Suhariyanto 12月15日通过线上
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  尽管在新
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临近年
终的印尼贸易平衡表, 不论棕榈油
或是煤炭还是出现顺差, 光在今年
11月份的贸易顺差约达 16.2 亿
美元, 但还是远比月前约达131.1
亿美元更低。
 　　
中央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今年 11 月
期间, 印尼的出口额约达152.8亿
美元, 进口额约达126.6亿盾。11
月份出口额环比（比上个月）增
加6.36%, 而同比（比去年同期）
增加9.54%, 这是因为非油气出口
额增加12.41%所致。 

今年11月的出口额会增加, 是因
为油气出口额环比增加24.26%和
非油气增加了5.56%。若以月度
而言, 11月份的出口额约达159.1
亿美元成为自2018年10月以来
最高的出口额, 但如以累计角度
来看,  从今年1月至11月的出口总
额仅达到 1467.8 亿美元, 比去年
同期的1532.5亿美元或同比略降
4.22%。 　
　
今年11月的进口额约达126.6亿
美元, 环比增加17.40%, 这是因为
各类商品均出现正数增长, 其中资
本物品和消费品的增长为最高。

印尼11月份贸易顺差26.2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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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计局主任苏哈里延托
(Suhariyanto) 12月15日表示, 由
于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央统计局的记载, 印尼今年度人
均收入减少了2.53%, 即从去年的
人均收入为1130万盾, 直至2020
年减为1101万盾。人类发展指数
最低的是巴布亚省, 但还属于中等

水平。令人欣慰的是印尼不再有人
类发展指数很低的省区。 
　　
印尼人均收入的降低, 也导致人类发
展指数 (IPM) 缓慢增升0.02%, 即从 
2019 年的 71.92 点, 在2020年上
升为71.94。这是因为印尼民众的
收入受压制, 所以其人类发展指数

并没有明显上升。
 　　
人类发展指数微升并非正常的问题, 
因通常印尼人类发展指数每年的增
升总是介于0.5至0.6个点之间。但
今年的增长率很低, 甚至几乎出现
平面的迹象。主因就是印尼自今年
3月初开始出现新冠病毒疫情, 导致
民众的收入下滑。 

人民均收入下降压低了其它人类发
展指数指示器的积极倾向。如当出
生时的存活希望 (UHH) 提升0.13龄
或0.18%, 即存活到71.47岁。在学
校所花的学习时间 (HLS) 增加0.03
年或0.23%, 即达到12.98年。因此
在学校所花的平均 时 间 增 长 0.14 
年 或1.68%, 共8.48年。 　
　
中央统计局根据省区分类的记载, 获
得人类发展指数高分仅雅加达而已, 
即80.77。该指数比全国平均人类
发展指数还高。紧接雅加达之后的
是日惹79.97及东加省76.24。 　　

还有其他22个省区拥有的人类发
展指数介于70至80之间。11个省
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介于60至70
之间。

印尼人均收入降为1101万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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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合作社与中小企业部长德登
(Teten Masduki) 表示, 合作社和中
小微型企业有必要实行三项转型方
式。现时仍有许多合作社及中小微
企业还未有法律保护伞。

首先是通过法律机构将促使中小微
企业持续发展。自出现新冠病毒疫
情以来, 由于发生许多员工遭解雇
的事件, 也因此促使微型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

政府部门的工作策略是, 如何促使
微型和小型企业更积极地发展, 加
上在综合就业法所载明有关申请
合作社的许可证更加简便, 同时也
是推动中小微型企业升级的机会。
 　　

第二, 数字转型方式。往后的市场推
销通过数字方式更有效率, 包括数字
支付等事项。这对中小微企业准备
利用数字形式是很重要的事项。 　
　
第三, 有关生产科技的转型, 从而促
使中小微企业具有竞争力。德登透
露, 因为进口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充斥
了国内市场。若中小微业要进行竞
争, 就必须具有国际级质量标准, 这
是政府正在设计的标准。
 　　
合作社与中小微企业部也不断鼓励
有关设立共同制造厂的主动意愿。
主要促使中小微企业能共同生产他
们的产品, 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的制
造厂也能做出产品。德登希望中
小微企业供应链转型, 因许多的中

小微企业都是小型的, 希望通过这
种转型能协助他们更上一层楼, 进
入更大的市场。

推动中小微业发展化解疫情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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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部长伊达 (Ida Fauziyah) 12月
11日在Tempo 杂志主办“2021 年
在印尼前景展望”的活动表示, 劳工
部将在明年扩大印尼劳工的打工国
范围。这是因为自从出现新冠疫情
以来, 许多印尼移工被迫离职或失
业的缘故。

劳工部将追赶正式工作的优先条件, 
因好几个国家已与印尼有关单位商
谈有关扩大常规打工国以外的国
家。印尼移工事务之外, 劳工部将
通过失业保障 (JKP) 作为克服因疫
情而受到裁员及失业的问题。失业
保障是在劳工社会保障 (Jamsostek) 
中 的新计划。
 　　
伊达表示, 此纲领不会减少现有保

障纲领的权益, 如退休保障, 逝世
保障, 养老保障及工作发生意外事
件的保障等。往后将有提供现金利
益, 工作市场信息管道及工作培训的
活动。这三项都是遭解雇的朋友所

需要的管道。
 　　
劳工部将扩大就业机会, 并拓展个人
业务, 目标都是从正式工作出来的及
打算在非正式领域工作的打工人士

劳长要扩大印尼外劳打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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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穆丽雅妮在雅加达通过
视频召开有关2021年国家收支预
算案的记者会时表示, 为支持加
速经济复苏和遏制新冠病毒大流
行, 以及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因此
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案总开支将
达到2750万亿盾。 　　

在2021年期间, 全印尼政府的开支
总额会达到2750万亿盾, 尤其在新
冠肺炎处理纲领开支方面的用途, 
比方说接种疫苗等。 　
　
穆丽雅妮政府也将持续推动社会
保护纲领以及其它能协助部门和
地方政府的纲领, 使其能尽快摆脱
新冠疫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此

外, 2021年国家收支预算案也用
以支持国家收入方面的改革, 这对
金融巩固和国家预算案恢复健全
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

有关国家收入方面, 其中将通过选
择和可衡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支
持国家经济复苏, 通过放宽程序加
速国家经济复苏, 以及改善社区的
国家非税收入服务, 也就是说2021
年国家预算案的预算融资仍然以审
慎的态度加以管理。

 预算融资将用以支持各个国企, 公
共服务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的重组, 
这笔金额是用以增加中小微业, 超
微型贷款和低收入群体住房的融资

渠道, 以及对教育方面如高等教育, 
研究和文化等的支持。

 以下是2021年国家预算案共值
2750万亿盾的分配说明：

1. 教育方面的预算开支总额约达
550万亿盾。

2. 卫生保健方面约达169.7万亿盾。
3. 社会保护方面约达408.8万亿

盾。
4. 基础设施方面约达417.4万亿

盾。
5. 粮食安全方面约达99万亿盾。
6. 旅游方面约达14.2万亿盾。
7. 通信与资讯技术发展约达 26 万

亿盾。

政府预定2021年总开支2750万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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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市长夫人拜访中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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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为恢复包括雇主, 工人和消费者社区在内的经济
主体的信心而做出的努力将成为决定印尼二零二一年经
济增长率的动力。信任水平高度依赖于政府在实施疫苗
接种和实施就业创造法方面的成功。 。 必须改善已经形
成的积极情绪, 以便明年印尼经济如二零二一年国家预算
（APBN）所定的目标那样增长至5％左右。

除此之外, 政府, 货币当局, 金融服务当局, 商人和公众必须
本着“乐观的罐头”精神一起前进。 印尼经济参与者的
作用非常大, 因为印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90％由
国内经济参与者决定, 即私人国内消费占GDP的57％, 政

府国内消费占GDP的8％。 国内总消费量达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65％。 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 
因此, 这三个变量可贡献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5％。
但是, 此时突出的问题是需求疲软, 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购
物不舒服。 因此, 必须保持和增强已经形成的积极情绪。

现在银行业已成为过剩的流动性, 资本市场已准备好为有
需要的公司吸收公共资金。 但是, 只要消费者需求仍然疲
软, 企业参与者就没有勇气进行投资, 只要企业有疑问, 银
行就无法发放信贷。

恢复经济因素的信任,印度尼西亚
二零二一年的经济改善和正常增长

ECONOMY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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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工商联合会乐观地认为, 随着今年和未来政府政
策的加速发展, 二零二一年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5％
的水平。 二零二一年的主要驱动力是疫苗接种和创
造就业法。

由中国公司Sinovac开发的120万剂COVID-19 
CoronaVac疫苗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六日星期日抵达
印度尼西亚。 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以来, 这种由Sinovac
制造的疫苗已在印度尼西亚万隆进行了临床试验。

除了成品疫苗以外, 政府本月还将从原材料中进口一
千五百万剂疫苗。 政府也在努力, 以便在二零二一年
一月初之前, 可以进口多达一百八十万剂其他疫苗。

接种疫苗将提供一种安全感, 并提高经济参与者的信
心。 随着安全意识的增强, 人们有勇气向前迈进。 
政府可以放宽大规模社会限制。 商人重新激活他们
的业务并再次投资。

疫苗接种在为社会购物提供安全感方面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 当人们开始购物时, 需求将增加, 公司将自
动增加投资以满足市场需求。

到目前为止, 由于安全感, 印尼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购
物。 Covid-19大流行病无法解决。 然而, 有关发现
疫苗的消息提高了商人和公众的信任。

中产阶级在印尼经济中的作用非常大。 40％的中产
阶级对家庭消费的贡献达到了36.7％。 仅占人口20
％的最高阶层, 就贡献了国内消费的45.5％。

下层中产阶级仅贡献了国民消费的17.7％。 尽管他
们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40％。 下层中产阶级从政
府那里获得社会保护资金。 但是, 印尼政府的援助资
金不足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ECONOMY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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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政府仍将分配刺激资金，即356.7万亿
印尼盾。 卫生刺激基金为25.4万亿印尼盾, 国家经济
复苏 (PEN) 基金为331万亿印尼盾, 分为社会保护基金
110.2万亿印尼盾, 商业激励基金20.4万亿印尼盾, 企
业融资14.9万亿印尼盾, 政府部门。 机构136.7万亿
印尼盾, 微型, 中小型企业48.8万亿印尼盾。

直到明年, 印尼政府仍将启动反周期政策, 即刺激基
金。 印尼央行(BI) 作为货币当局也降低了基准利率, 
而金融服务局 (OJK) 仍在为金融机构提供放松。 同
样, 存款保险公司 (LPS) 将调整担保利率以增加信贷。

如果二零二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在4％到5％之间, 那会
更好。 原因是因为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
表现出越来越好的表现。 二零二一年的经济增长表

现将取决于国内需
求的增长, 即消费和
投资方面, 以及国民
经济的持续复苏。 
即便如此，印尼政
府仍需要制定一项
战略，增强乐观情
绪和信心，以鼓励
人们购物。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的 反 政 策

同时, 金融服务管理局推出的许多反周期政策已成功
维持了银行的稳健性。 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当不
错, 如二零二零年十月的资本充足率23.3％和不良贷
款总额3.15％所示。

目前, 印尼银行业的流动性过剩, 而信贷需求却在下
降。 印尼十大债务人的信贷余额有所减少, 因此, 迄
今为止的二零二零年信贷增长 (year to date / ytd) 为
负1.5％。

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 发布了许多反周期政策, 旨在
刺激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维持金融稳定,  并减少
Covid-19对金融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 这些反
周期政策包括二零二零年针对银行业的金融服务管理
局条例 (POJK) 第十一号和针对非银行金融业 (IKNB) 
的二零二零年金融服务管理局条例 (POJK) 二零二零
年第十四号。

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机构也很稳固。 这种情况导致
Covid-19大流行期间当地投资者数量增加。 但是, 很
少有公司利用资本市场来获得扩展业务所需的资金。

主要因素是公共消费薄弱。 在大流行期间, 消费仅限
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支出。 如果仅将其用于基本需求
上, 则经济的驱动力仍然很弱。 如果消费者开始购物
是为了满足诸如购物, 娱乐, 过时的陈设, 陈旧的家具, 
家政服务, 娱乐, 体育和通讯工具等次要需求, 这些动
力就将变得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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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消费者能够花在第二需求上, 人们需要找到工
作, 而不仅仅是获得社会保护资金。 因此, 必须开设
职位。 创造就业法的实施成为投资活动的修正案。

二零二一年,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需要集中精力创造就
业机会。这是因为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总失业率已
达到2,900万, 其中由于Covid-19的影响而导致的失业
达到256万, 工作时间减少的人对收入减少2,400万和
177万 被赶出劳动力市场而进入非劳动力市场的人。

中央统计局的总体数据显示, 有2,900万人受到
Covid-19的影响, 从人们的收入结构来看, 描述家庭
消费的简单数据贡献了57％。 因此, 政府的重点还
鼓励增加公共消费。

此外, 许多可以吸收劳动力的部门包括种植园, 农业, 
畜牧业, 渔业和采矿业。 作为乐团的负责人, 印尼政
府的总统必须迅速鼓励劳动力的开放, 以便能够转移
第二产业。

在上层中产阶级中, 第二产业的复苏非常重要, 这阻碍
了购买力。 这是因为第二产业目前也是重要的指标, 
因为它在商业世界的复苏中具有巨大的乘数效应。

即使该部门无法快速生产, 目的还是要雇用目前受到裁
员打击的人员。 当前, 失业人数增长已超过两百万人, 
因此确实需要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协助它。

减 少 信 用 利 益

在实行更为宽松的基准利率政策后, 银行贷款利率继
续呈下降趋势。 存款利率也继续下降, 主要是由于银
行流动性的减少。

未来，预计银行将能够加快较低贷款利率的传递。 尽
管净利息保证金收入将受到侵蚀。 贷款利息是传输时
间的问题, 需要立即减少, 净利息收益率不需要增加, 因
此贷款利息可以降低。

由于Covid-19大流行，全球所有银行业从业者的利润
也有所下降。 因此，还要求印尼所有银行不仅优先
考虑利润，而且还应分担支持国家经济复苏的重担。

减 少 利 息 保 证
在同一场合, 存款保险公司试图加速减少担保利息。 这
样做是为了使银行业可以更快地传输较低的存款和信贷
利率, 以增加对银行信贷的需求。

因此, 存款保险公司将商业银行和乡村银行的担保利率
分别降低了0.50％至4.5％和7％, 而商业银行的外币担
保利率为1％。

如果存款保险公司降低担保利率的速度很慢, 银行也将很
难降低资金成本。 存款利息受担保利息的影响, 如果不
减少, 存款, 资金成本也不会下降, 信用利息也不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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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存款价值甚至比低收入，中等收
入和发达国家更高。 在印度尼西亚，20亿印尼盾卢
比的担保价值相当于二零一九年全国人均GDP的33.8
倍。到二零二零年十月，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着总客户
账户的99.91％，其名义价值为 51.22％。

准 行 业
与市场普遍涌现的积极情绪一致, 包括Covid-19疫苗, 
全球和国家经济复苏, 低全球利率和资本流入, 在大流
行和今年仍然有良好前景的行业 其中, 采矿业, 技术, 食
品和饮料以及金融业仍在增长。 股票市场目前开始反
弹, 将来仍然很好, 因此人们可以开始投资股票市场。 
经济也开始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我们已经走过了最低点, 业务前景又开始恢复正常。

即将恢复或仍在增长的部门与社区的主要需求有关, 
例如食品, 饮料, 技术和信息以及卫生部门。 经济部
门在国内和出口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潜力, 即农业不会
随时饱和, 特别是上游-下游生态系统, 下游可以加工
出口。 然后是农业, 种植业, 渔业, 畜牧业和采矿业。

主 驾 驶 员
除了Covid-19疫苗之外, 《创造就业法》将是使印尼
经济恢复正常的主要动力。 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都预测印尼
的经济增长将再达到5％。

股票市场对印尼经济复苏的信心也很明显, 这是主要
指标之一。 投资资金的流动必将改善印度尼西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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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人的生活。 我们的员工迫切需要一种可以吸
收大量劳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来源, 尤其是在Covid-19
大流行和大规模社会限制之中, 这导致数百万工人裁
员, 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贫困。

创造就业机会法案是消除投资障碍的最大突破之一。 
印度尼西亚的第一部综合法律在以前需要很长时间才
能获得许可, 昂贵, 复杂且不透明的地区提供了简化和
确定性的许可。 该创造就业法并未将权力从地方政
府下放到中央政府。 营业执照及其授权仍由当地地
方政府执行, 但必须遵守中央政府制定的规范, 标准, 
程序和标准, 以便在印度尼西亚所有地区创建良好的
服务标准。 规范, 标准, 程序和标准的确定将由政府
法规进行规范, 该法规目前正在发布中, 国内外投资
者都在等待。

印尼大使馆和印尼总领事馆还必须在促进这项创造
就业法方面处于印尼政府的前列, 该法是投资和印尼
经济的最大修改者和主要推动力。 促进创造就业法
将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投资, 在美国, 日本到韩国的许
多公司因美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而将其工厂迁至中
国的过程中, 可以在印尼投资数千亿卢比。 近几年来
一直在发展的中国。

在总统乔科维签署创造就业法之后, 最近, 美国的巨型
技术公司亚马逊准备投资40万亿印尼盾。 印度尼西亚
将成为数据中心的骨干, 成为为东南亚地区的数字公司
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 除此之外, 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还将建立一座电池工厂, 其惊人的投资价值为72万亿
印尼盾, 其中首个极地计划将于二零二一年建成。 此
外, 紧随现代之后, 韩国的国际电池公司正排队进入印
度尼西亚, 在汽车行业的法规彻底改革之后, 它已确认
投资印尼的电动汽车。

在印尼庞大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三零年的人口
红利的支持下, 印尼的经济增长将再次猛增, 成为国
内外投资者的投资天堂。

数据通过以下方式从各种来源进行汇总和处理：

Data is summarized and process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Dr. Andy Kurniawan Bong, SE, MBA. 黄 泳 腾 博 士。
Senior Lecturer = 高 级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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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上午, 天氣晴朗, 
座落在印華文化公園內客家博物館
三樓的客家人文展廳, 正舉行熊國
存先賢銅像安放揭幕儀式。熊國
存夫人率家人子女孫等在銅像前
祭拜, 博物館負責人周樹興, 劉權
隆見證和陪伴。由於雅加達疫情
不容樂觀, 因此儀式簡單肅穆舉行, 
博物館其他領導葉聯禮, 李世鐮, 熊
德怡等均未克出席。

熊國存先賢生前熱心公益事業, 對
華社貢獻良多。生前曾任諸多華社
職務, 如印尼熊氏宗親會主席, 茂物
客屬聯誼會主席 , 茂物正中校友會
榮譽主席,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副總
主席, 雅加達客屬聯誼會副輔導主
席, 印尼廣東社團聯合總會名譽主

席。他是於2019年5月28日因病
與世長逝, 為紀念他對華社的豐功
偉績, 客家博物館和他的家屬決定
在三樓安置他的銅像, 以誌永留紀
念, 供後人贍仰。

在此之前, 已有二位對客家事業有
貢獻的先賢銅像安置在客家人文
展廳, 其一是葉正欣先賢－－前印
尼廣東社團聯合總會總主席, 印尼
雅加達客屬聯誼會主席, 印尼南陽

熊國存先賢銅像揭幕在客家博物館舉行

印尼客家博物館外景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總主席葉聯禮, 客家博物館工委會主席李世鐮

等在博物館門口與佐科總統親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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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葉氏宗親會主席等要職。其二是
湯崇源先賢－－前印尼嶣嶺同鄉會
主席, 印尼湯氏宗親會主席, 印尼梅
州會館監事長等要職。

印尼客家博物館是2014年8月30
日落成, 當日由印尼總統蘇西洛親
自簽名主持開幕儀式。據了解, 雖
然取名為客家博物館, 但館裡所展
出的不純是客家人的事故, 更多的
是展出印尼華人的各項事跡, 包括
二樓展龐展出了對印尼國家有貢
獻的成百名華人照片。其中有抗
拒荷蘭殖民者, 對印尼獨立有貢

獻, 還有對各項領域有卓越貢獻的
印尼華人。

2018年11月8日, 印尼總統佐科也
訪問客家博物館, 與全國客家鄉親
舉行懇親聯誼。佐科總統在致詞中
說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大国, 由17万
个大小岛屿组成, 全国有34个省, 文
化, 宗教, 种族多元化, 同时各个省
县市差异很大, 所以历来始终坚守
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致力于民族的
团结与融合。他希望大家对印度尼
西亚要有信心, 加大投资设厂, 拓展
就职场所, 扶助贫苦民众。

據聞, 這座規模宏大的博物館是模仿
福建永定的振成樓而建造的, 多年來
接待了成千上萬名來參觀的訪客。

圖１: 2014年8月30日蘇西洛總統
在葉聯禮, 彭雲鵬, 梁世楨, 傅志寬, 
湯新隆等的陪同下,為客家博物館
鳴鑼開幕。

圖2: 印尼客屬聯誼總會總主席葉
聯禮, 客家博物館工委會主席李世
鐮等在博物館門口與佐科總統親
切握手。

圖3 : 熊國存先賢夫人率眾多家屬
子女孫等在銅像前合影。
圖4:印尼客家博物館外景

熊國存先賢夫人率眾多家屬子女孫等在銅像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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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eja Katedral Jakarta), 由尤多 
(Yudo) 神父领取。交给位于Prof. 
dr Latumenten 街 Grogol Permai 
住宅集群的GKSI基督教堂(50包)。

交于雅加达中区甘密埔镇Petojo
北村KH. Hasyim Ashari街门牌28
号Bunda Hati Kudus天主教堂50
包。12月14日周一, 交给Satria四
街C座门牌69号雅加达Kristoforus
天主教堂50包。
　　
雅加达三发乡亲互助会还与已故
Liauw Sun Fa传教士的大家庭合作, 
于12月12日周六向丹波拉镇杜利
南街V门牌No.29号Damai Kristus
天主教堂援助100包, 由Eustachius 
Puspo Yuwono MSC神父领取, 总
数达到500包。
　　
卢卡斯牧师代表GKJ Jembatan 
Besi、苏庚•赫利延多牧师代表印
尼基督教会灵粮堂Jembatan Lima
会众和阿古斯 (Agus) 牧师代表GBI 
Bethel Citichurch, 对椰城三发乡亲
互助会表示感谢。其他礼拜堂也对
此援助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2020年12月7日至12月14日, 雅加
达三发乡亲互助会Fogoromas 再次
向雅加达中区和西区老人和弱势家
庭援助主要必需品。这次为数500
份援助品, 优先给了经济受新冠肺
炎大流行影响的弱势居民。
　　
椰城三发乡亲互助会总主席陈俊
辉表示, 他们从雅加达三发乡亲互
助会成员慈善人士们收集了这些
主要必需品。大家发出爱心, 对欢
庆圣诞节和新年的人们减轻他们
的负担。最主要的是, 能提供在经
济上遭受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人
们一点欣慰。
　　
他也表示自从2020年3月大流行疫
情暴发以来, 雅加达三发乡亲互助会
一直参与为卫生工作者提供口罩和
个人防护用品, 药品和主要必需品, 也
翻修一些民屋以及提供其他援助。

为了履行与预防新冠肺炎相关的
卫生规程, 雅加达三发乡亲互助会
没直接分发援助品, 而是通过几家
更了解其会众状况的教会, 例如第
一阶段在社会事务领域主席古松宗
以及吕雪霞, 张仁华和许汉富的陪
同下, 第一阶段的援助, 由椰雅加达
发乡亲互助会总主席陈俊辉递交。
　　
接受援助的教会是：Kalianyar 一
街Jembatan Besi GKJ基督教堂 
(100包), 由卢卡斯 (Lucas) 牧师领
取。Duri北街Jemaat Jem-batan 
Lima椰城基督教会灵粮堂 (50
包), 由苏庚•赫利延多 (Sugeng 
Haryanto）牧师领取 : Cideng 东
街GBI Bethel Citichurch教堂 (50
包), 由阿古斯牧师领取。
　　
接下来在第二阶段, 于2020年
12月10日交给雅加达大教堂 

雅加达三发乡亲互助会
捐赠贫困居民援助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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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将救济品直接送到灾民手上, 希
望能减轻灾民在疫情及水灾双重
冲击带来生活上负担。让我们一
起祈祷疫情及天灾早日远离, 恢复
正常生活。

0201军分区司令阿古斯上校感谢
华裔总会关心社会福利, 在灾民最 
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华裔总会是全国性的华人
社团, 每当各地发生灾难都会第一
时间赶到灾区, 他调任棉兰之前是
在东龙目就任, 龙目岛发生地震的
隔天, 华裔总会的救急支援很快到
了灾区,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出席捐赠仪式的有Medan Labuhan 
镇镇长, 棉兰华裔总会主席饶洁莉, 
华裔总会苏北分会秘书长陈俊荣, 
苏北华裔总会妇女会主席洪玉环, 
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王明水, 青
年团主席王建顺等 , 0201 军分区
主要军官及当地宗教长老。

棉兰华裔总会与第一军区0201军
分区联合赈灾, 日前重点对四个沿
河村镇 1000 户洪涝灾民分发米油
糖及方便面。

华裔总会执行主席黄印华代表总
会在 Labuhan镇 Jami 清真寺举行
分发仪式时说, 感谢赞助者的支持, 
0201 军分区的合作。此次活动顺

关心灾民 共克时艰
棉兰华裔总会与0201军分区联合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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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备有四川拉面, 有特有的酸辣味
等 , Iron Needle备有广州, 香港式茶
点心及Letterpress厅备有特色的饮
料等。 　　

为客人们提供最符合可口的美食, 优
雅的用餐环境, 干干净净很有华人艺
术文化的味道, 再配合地道的料理, 让
人有一种身在环游中国的错觉。 　
　
酒楼主厨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有着20
多年经验的厨师, 名江福星。江主厨
表示, 他们酒楼的特色就是把4种著名
和超人气的中华料理集聚于一堂, 包
括独特北京烤鸭, 特味四川拉面, 特色
港式点心及可口牛肉汤。 　　

从2020年12月12日开始, 在Iron 
Needle厅备有广州, 香港茶点心, 客
人们可以享受50％的特别折扣, 同
时即将推出的折扣计划还有更大
的优惠。 
　　 　　
酒楼共可容纳269个席位, 营业午餐
时间为上午11.30-下午14.00 WIB, 
晚餐则为下午18.30-晚上 22.00 
WIB。Letter press厅则在明天下
午茶时间为14.00-17.00 WIB, 酒吧
营业时间为下午18.00至晚上24.00 
WIB。(WIB ：印尼西部时间)

Agung Serdayu 集团属下PIK 
Avenue 百货公司Swissotel The 
Chinese National (国华) 酒楼在
2020年12月11 日隆重开业。 　　
The Chinese National , 这家豪华的
中式酒楼提供独特的新用餐体验, 
并以典雅的1920年代中国式设计
和地道的中式美食与世界一流的
风味融合, 用美食将客人带到海外, 
仿佛是亲临其境。

除了美味佳肴外, 餐厅的出色设计还
使获得由EDG Design Singapore颁
发的2020年 "餐厅, 酒廊和酒吧"类
别中的 "亚太最佳设计奖"。

除此之外, 他们也获得室内设计第二
个奖, 是由《室内设计》杂志2020
年第15届年度最佳奖项中的第二个
奖项。在室内设计和室内建筑项目
中, 发挥创造力和出色的设计, 荣获

亚太国家酒店餐饮类冠军。 
　　
Accor集团东南亚曲区,  南韩和日本
首席执行官加思•西蒙 斯 (Garth 
Simmons) 表示, Chinese National 酒
楼是Swissotel在印尼众多餐饮场所中
的绝佳选择。希望这家餐厅将成为雅
加达北部的经典和美食象征。 　　

雅加达 PIK Avenue Swissotel, 
Mercure hotel总经理萧安 (Sean 
Halpin) 表示, 自Chinese National (
国华) 酒楼开张以来, 客人们就慢慢
开始明白拉面和茶点心的缘由。默
契团队的热情和奉献服务精神, 为
忠实的客户和顾客提供卓越的就
餐体验。

独特新招牌菜单, 在四个不同设计
的厢房, 包括Paperduck厅备有北京
烤鸭具有独特的脆皮, Black Powder 

CHINESE NATIONAL 
酒楼隆重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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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快乐, 身康体健, 福泽绵长, 家庭
美满幸福。

棉兰独立广场哈气功晨运组以兴
高采烈的心情来迎接普天同庆之
圣诞节之际于12月16月早上6时
半在独立广场民族纪念碑侧旁空
地举行庆祝圣诞节。
　　
当天是日早上天气显得特别晴朗, 
逾40名身穿白衣黑裤或绿衣红裙
的队友, 纷纷集中于该场地, 首先由
苏北“返老还童气功”总监邱佩倩
指导操练“返老还童度众生”,大家
依照政府所规定的防疫措施即戴上
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余银幼与黄
泟雄一起协助操练。

接着独立广场哈气功负责人李芬香, 
偕同舞蹈教练唐秀华、黄蕙谨、谢
玉清指导操练各式排舞, 结束后大

家一起分享丰富美味之早点, 临行
队友们互相交换礼物并互祝圣诞

棉兰独立广场哈气功欢庆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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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梅州讯  13日上午, SAHARA 
NANA梅州东汇城店开业典礼暨"
广东撒哈啦娜娜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天伯公足球俱乐部"揭牌仪式
在东汇城举行。

梅州市侨联主席汤志平, 副主席林
松, 中国石油印尼总经理 (原印尼
中国商会总会主席) 宫本才, 印尼
中国商会总会副主席, 印尼网红 (
青山钢铁顾问) 杜溎等领导嘉宾
参加仪式。

据了解, SAHARA NANA品牌创办
者是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总会交
通物流分会副会长, 印尼客属联谊

SAHARA NANA 梅州东汇城店, 广东撒哈啦娜娜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天伯公足球俱乐部 正式成立

总会荣誉主席, 海外顾问, 广东撒哈
啦娜娜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旅印尼
实业家李满意及夫人卢淑娜。据李
满意介绍, 品牌的灵感源于其夫人
卢淑娜的一次北非撒哈拉沙漠旅
程。"这是我们夫妻俩响应‘一带
一路’号召创办的品牌,  也是伴
随疫情孕育而生的一个初创文化
品牌, 同时倾注了我夫人在撒哈拉
沙漠旅行时的情怀, 品牌主打个性, 
匠心, 时刻关注大众需求, 秉持与时
俱进的精神, 以融入千家万户为目
标, 通过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更富
新意的大众日用品。"李满意说, 选
择梅州作为SAHARA NANA品牌在
国内的首个进驻点和起航点,  因为

这里家乡,  是他根之所在。

仪式上, 林松, 宫本才, 杜溎等领
导, 嘉宾纷纷上台致辞, 向SAHARA 
NANA梅州东汇城店的开业和 "广
东撒哈啦娜娜传媒有限公司" "广
东天伯公足球俱乐部"揭牌表示祝
贺。随后, 出席仪式的领导, 嘉宾
共同为SAHARA NANA梅州东汇
城店开业剪彩, 并为 "广东撒哈啦
娜娜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天伯公
足球俱乐部"进行揭牌。品牌的进
驻也得到了广大侨胞侨贤满满的
祝福, 远在海外的熊德龙, 叶联礼, 
黄德新, 李世镰, 陈志明等侨领纷
纷致电祝福并赠送花篮。

Sahara Nana 新店开张剪彩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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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祖籍梅县松口的李满意是
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1980年出生的
他是个妥妥的 "80" 后, 拥有这个年
代所具有的敢闯敢拼的韧劲。早年
从嘉应学院毕业后, 只身前往深圳
发展, 从事物流行业, 并于2005年
成立了深圳客源鼎信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 公司业务稳步发展。直至
2008年,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受到
波及, 该公司进出口业务受到严重
影响, 在深思过后, 受从小就耳濡目
染的"松口华侨过南洋"事例启发, 李
满意另辟蹊径, 前往印度尼西亚寻
求机会和出路。

据李满意回忆, 初到印尼时, 人生地
不熟, 语言不通等困难给他带来了
不少阻碍。但即使困难重重, 不服
输的性格, 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让他
很快融入了当地人文, 也找到了商
机, 事业风生水起。2013年, 随着
习近平主席倡导 "一带一路" 的发展
方针, 心怀祖国, 桑梓的他踊跃参加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商务和文体
活动, 积极推动中印两国企业和人
民的友好互动往来, 还经常自发组
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和慈善捐赠活

动, 并主办多次体育赛事, 在加强中
国印尼两国年轻一代沟通, 交流和
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年来, 家乡梅州的蝶变吸引了李
满意乘着 "一带一路" 的东风, 携
带产业回归。"作为常年旅居国外
的新侨, 我被李满意先生深深的爱
国爱乡, 服务桑梓的情怀所折服, 他
充分联通国内外的优势, 积极牵桥
搭线, 为家国的经济建设, 文化发展
等方面作出新时代中国旅外青年的

积极贡献。"市侨联副主席林松告
诉记者, 对于家乡, 李满意多次率
队回梅考察生产加工企业, 农业特
产等, 力所能及, 义不容辞地把家乡
的产品, 文化带出去, 把国外的资源
和先进理念带回家乡, 为家乡梅州
和印尼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 实
现双方合作共赢, 更多更好地传递
了中国声音, 梅州声音, 讲好中国故
事, 梅州篇章。

作为 "足球之乡" 走出去的旅外青
年, 李满意对足球文化有着从骨子
里的热爱。"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
率华裔足球队开展交流活动, 赞助
梅州市东辉足球俱乐部第一届三年
级足球邀请赛暨SAHARA NANA品
牌系列亲子活动……当事业小成之
时, 李满意在不断拓展商业蓝图之
余, 搭建足球文化交流平台, 热心支
持家乡足球事业, 在积极传递梅州
足球文化和客家文化, 助推梅州足
球事业振兴发展倾注了不少心力。

而除了关注家乡, 国家的发展, 李
满意的爱国爱乡情怀在2020年初
不遗余力捐款捐物, 倾力协助侨胞

Sahara Nana 董事长李满意致词。

李满意（中）与饶淦中（右）及嘉宾合影。



60 - 2021-年1月  亿乐荣  杂志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运输物资等驰援国内抗疫行为中
也可窥见一斑。

当2020年初国内 "防疫战"打响, 
彼时的李满意留守印尼公司, 当
得知消息时, 身处国外的他不但
亲自购买收集捐赠了一批防疫
物资, 还主动依托自家物流公司
的便利, 积极协助印尼华裔总会,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等海外侨团和
侨胞第一时间把防疫物资运回国
内, 大大缓解了梅州, 大连等国内
城市疫情初期防疫物资的短缺。

"当时很多同事都回国了, 只剩
下我和两三位印尼的同事留守
公司, 为了尽快地把帮侨胞们把
防疫物资运回国, 不管是凌晨还
是深夜, 只要有侨胞来消息说物
资到公司, 我们都第一时间接货, 
连夜整理, 报关审批, 至少两个月, 
每天都睡不足4小时。"回忆起疫

情期间打战一样的抗疫支援, 李
满意记忆尤深, 他说, 当时印尼
到国内的航班多数停飞, 物流运
输受到了巨大阻碍, 物资排队等
待运输的时间颇为漫长。"当时
每天一边看着国内新闻媒体传
来的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 一边
紧盯着物资上机消息, 真的等得

心焦。"而为了让物资尽快运输
回国内, 李满意多番联系圈内好
友, 依托人脉关系帮助防疫物资
以最快速度 "登机" 运输, 保障了
国内抗疫所需。

图文：本报记者 林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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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证 好 吃 ！  印 度 尼 西 亚 著 名 的 中 国 食 品 ：

印尼的中国美食离不开中国美食的影响。 气候和地
理差异意味着在印度尼西亚找不到某些香料和配料, 
因此将其替换为当地可用的配料。

1. 炒饭

炒饭实际上是正宗的中国菜。 最初, 这道菜的出现是
由于中国人的习惯, 他们倾向于将剩余的大米加工成
其他食品, 而不是浪费。 由于过去的中印尼贸易, 炒
饭进入了印度尼西亚。

当前, 已经开发了炒饭的各种变体, 并且添加了各种
补充成分。 这里有鸡肉炒饭, 海鲜炒饭, 香港炒饭, 甚
至还有本地炒饭, 加上香蕉和辣椒, 使味道更加明显。

从路边的小吃摊到豪华餐厅, 炒饭广泛销售。 价格有
很多变化, 通常是由于补充材料的变化。 在发展过程
中, 还有炒饭和面条混合在一起, 被称为ruwet饭。 调
味料是一样的, 只是米饭部分被面条代替了。

中 华 食 品

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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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包
肉包是中国传统食品。 之所以称为肉包, 是因为它吸
收了印尼大多数华人所说的福建语。 包的意思是 "包
装", 肉的意思是 "肉"。 因此, 肉包的意思是 "肉包"。

肉包是用小麦粉制成的面包, 里面夹有各种馅料。 在
中国, 肉包通常包含猪肉。 但是, 在印度尼西亚出售的
肉包有清真版, 使用的馅料包括鸡肉, 蘑菇, 青豆, 红豆, 
奶酪, 巧克力, 意大利面酱等。

如今, 肉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具有各种创造形式和
形式。 由各种角色的可爱造型组成。 由于其可爱的
外形, 肉包可以用作通常以西式蛋糕为主的生日蛋糕
的替代品。

3. 肉丸
配上这种咸汤的五香肉形式的食物菜单确实很诱人。 
在印度尼西亚, 我们很容易找到这道菜, 肉丸已根深蒂
固, 成为最常食用的美食之一。 原料, 大小不一, 有猪
肉, 鱼, 虾, 鸡肉, 牛肉, 奶酪等。

根据传说，制作肉丸是由于一个名叫孟布的孩子的
孝道, 他出生于十七世纪初, 明朝末期, 位于中国福建
福州。 孟布的母亲很老, 不能吃一些很难咀嚼的食
物, 例如肉。 即使孟布的母亲真的很喜欢吃肉。 孟布 
(Meng Bou) 主动制作了易于咀嚼的加工肉, 以便母亲
可以再次食用自己喜欢的肉。 终于来了这个肉丸食物

4. 汤圆
它的原名是 "汤圆", 意思是家庭团聚, 象征着团结。 通
常在每年公历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东直节期间饮用这种
饮料。 据信它在印度尼西亚的起源是居住在中爪哇三
宝垄市的中国公民。

汤圆通常包含由糯米制成的各种彩球, 有时还混合有
果冻块和炒花生； 然后倒入开水或姜汁, 加甜糖浆的
混合物。 由于成分是用生姜制成的, 所以汤圆可以在
天气寒冷时用作暖身饮料。

印尼的小吃供应类型包括：
1. 红豆汤。
2. 黑芝麻汤。
3. 姜和冰糖。
4. 酒酿, 糯米, 桂花和冰糖。

在中国的婚礼传统中, 在婚礼举行前的早晨有吃龙卷
风的习惯。 汤圆的食用量取决于新娘和新郎的年龄。 
除了吃汤圆以外, 新娘和新郎还被要求吃米粉。 在婚
礼当天漫长而累人的婚礼之前的丰盛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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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肉饼
听到 "肉饼" 这个词, 我们会想起日惹市, 因为它早已被称
为典型的日惹纪念品。 但是, 实际上, 肉饼来自中国。

肉饼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自单词 "肉" (表示猪肉) 和 "饼" 
(表示蛋糕)。 可以猜测, 肉饼的意思是猪肉饼。 但是, 
在印尼发展中, 肉饼已不再包含猪肉, 而是含有绿豆, 
奶酪, 巧克力酱等。

6. 润饼
三宝垄的典型纪念品, 类似于大, 也是正宗的中国美食。 
润饼 (Lumpia) 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小吃, 润饼 (lumpia) 
一词来自福建方言, 意为 "圆饼", 意为圆形蛋糕, 在赫克
语 (Khek) 或客家语 (Hakka) 中, 隆比语称为"Pokpia"。

润饼或通常被称为伦皮亚 (Lun Pia), 是由一薄层小麦
粉制成的, 然后将其制成皮肤, 然后用作馅料包装, 通常
由嫩笋, 鸡蛋, 新鲜蔬菜以及肉或鱼块组成。

其他中国典型美食

其他典型的中国菜菜单包括福永海 (fuyunghai), 十菜 
(capcay), 粿条 (kwetiau), 苏迈, 肉面, 米粉, 菜蛋糕和
等等, 如果您不尝试品尝, 那就太可惜了。

福永海（fuyunghai）是一种中国菜, 由煎蛋和蔬菜, 
肉或海鲜的混合物制成。 混合物可以是切碎的猪肉, 
鸡肉, 牛肉, 蟹肉等等。

福永海可以与糖醋酱一起食用, 通常是用西红柿和豌
豆制成, 但也有切碎的菠萝酱。 福永海的名称是指来
自上海的食谱制成的芙蓉鸡蛋。

十菜 (Cap cay) 是福建方言, 字面意思是 "各种蔬菜" 
。 十菜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中国菜的名称, 因为它是用
多种蔬菜烹制而成的, 因此非常有特色。 蔬菜的数量
不确定, 但是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十菜必须包含十种蔬
菜, 因为它的字面意思是“十种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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粿条是一种由米制成的白色中国面条。 可以油炸或
煮成汤。 粿条是一种在印尼非常受欢迎的食品, 尤其
是在中国人血统最普遍的地区。

粿条形码通常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的同义词。 福建人和
潮州人在印度尼西亚的生活中, 粿条形码的表现形式
有所不同。 居住在苏门答腊岛上的福建民族以其粿
条形码棉兰而闻名, 棉兰使用鱼丸, 猪肉香肠和鸭蛋。

居住在加里曼丹的潮州人以粿条形码牛而闻名, 他们
的牛像牛肚一样使用牛肉和内脏。 在其开发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体, 称为齐平粿条。

苏迈是点心的一种。 苏迈的皮肤类似于饺子的皮肤。 
在印尼美食中, 有多种基于肉的变化形式, 其内容包括
苏迈鲭鱼, 鸡肉, 虾, 蟹或鸡肉和虾的混合物。 将馅料
与西米粉或木薯粉混合。

在中国食谱中，苏迈充满了剁碎的猪肉，猪肉被裹
在薄薄的小麦面粉中。 但是，苏迈也是用虾，蟹肉
或牛肉制成的。 苏迈制成圆柱状，上面放有蟹卵，
胡萝卜或豌豆磨碎的装饰品。 经蒸熟后，苏迈可与
醋或酱油一起食用。

肉面是中国商人带到印尼的一种面条。 肉面也常被
称为山药面。 肉面也是一种著名的食品, 尤其是在印
度尼西亚的唐人街地区。

通常, 肉面已使用印尼香料进行了改编。 最常见的肉
面是由小麦粉或黄色肉面制成的肉面。 第二种也是
著名的粿条, 它是由米制成的, 比肉面宽和薄。 这些
变种通常都在食用前油炸或煮沸。

米粉粉丝是中国一种食品的名称, 它看起来像面条，但
更细。 粉丝来自中文, 即“ Bi”表示米饭, “ hun”表
示面粉。 细面条本身的原料是由米粉制成的。 这些食
物在中国和南亚（例如印度）非常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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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蛋糕Chaikue (潮州话) = Choipan (客家话), Chai = Choi
表示蔬菜, 而Kue = Pan表示蛋糕, 因为这种零食是装满蔬
菜的蛋糕形式。 Chaikue = Choi Pan通常是加里曼丹西部

中国中餐口味图

不少人说中国的食物是全世界最完整的食物之一。 作为信
息, 中国的人口大约为十四亿, 分布在三十四个省中。 人口
包括大约五十六个种族。

在口味, 成分和制作方法方面, 中国提供的每道菜都是独一
无二的。 实际上,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菜单。 对
于具有酸甜味的食物, 这是上海菜的特色。 胡椒味浓郁的
菜是四川菜的标志。

食物的风味：辣, 咸, 酸性和甜

的华人坤甸 (Pontianak) 和山口洋 (Singkawang) 的早饭。

皮是由米粉和西米的混合物制成的, 馅料是豆薯的形式, 将
其像火柴一样沿长度方向切成薄片, 然后与鹤壁和大蒜混合
以添加咸味, 再加上炸大蒜。 因为这种美味的馅料是具有
混合口味的美味菜蛋糕的关键。

菜蛋糕除了是只用蔬菜馅煮熟的健康零食外, 其口味也不逊
于其他美味零食。 这种零食在温暖的环境下确实是最美味
的, 通常蘸以辣椒和大蒜制成的咸辣辣椒酱。

各种典型的中国烹饪美食都很容易找到, 价格也有变化, 从
负担得起的到昂贵的不等。 您可以根据口味选择并填满您
的口袋。 那么, 您今天要吃哪一个？

数据通过以下方式从各种来源进行汇总和处理：

Data is summarized and process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Dr. Andy Kurniawan Bong, SE, MBA. 黄 泳 腾 博 士。

Senior Lecturer = 高 级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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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遇见道德比我们高尚, 学识比我们渊博的人时, 
我们要本着一颗向他们学习的心, 多向他们请教, 尊重
他们, 我们应该多要求自己, 注重自身的发展, 争取以后
可以和他们一样优秀。

一个人有才能和本事, 不要自私保守, 舍不得付出, 要

當你有能力可以服務眾人的時候,  不要自私自
利, 只考慮到自己, 捨不得付出。對於他人的才
華, 應當學習欣賞讚歎, 而不是批評, 嫉妒, 毀謗。

有些人存在很强的嫉妒心理, 看见那些名望很高
的人, 不想着好好向人家学习, 而总是想着诋毁别
人, 最后自己反而遭到侮辱, 这就是自食恶果。

时刻想着服务大众, 回报社会, 看到别人有才华, 应当
学习欣赏赞叹, 而不是批评, 嫉妒, 毁谤, 不要因为嫉
妒而贬低别人。

嫉妒心强的人, 看到别人才华高, 名望大了, 心里不服, 
于是千方百计地来刁难他, 侮辱他, 这种行为一定会
导致自己身败名裂, 最后是自食其果。一个真正有德
有才之人, 不会因为我们的嫉妒而使他的德行, 才华降
低, 对他的伤害并不大, 而对自己的伤害却是非常地严
重。所以看到别人有优秀的地方, 我们应该懂得赞叹, 
向他学习, 为他高兴, 这叫随喜。

如果我们必须服务于人民, 那就不要自私自利, 更不要
说不想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了。如果您看到有才华的
人, 请尊重他们并树立榜样。 学习赞美和欣赏他人的
才能和技能。 不要嫉妒, 批评甚至诽谤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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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提到人不能吝财。财有两种
含义, 一个是自己的才能, 一个是钱
财。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吝於自己的才华布施。如
果你有智慧, 你有能力, 应该帮助一
些没有能力的人, 希望他们也能在
这一生愈来愈好, 能帮助别人解危, 
能帮助别人解决社会上的困扰也好, 
财物上的施舍也很好。总而言之, 这
里告诉我们, 你有能力, 不管是什麽
样的能力, 只要是好的, 我们都不要
吝啬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能力, 自己
的财富, 适时的帮助别人, 都是中国
传统的美德。

今天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善人, 很少有
人愿意很主动的帮助别人, 我们读到
《弟子规》之後, 衡量自己, 如果你真
的有才学, 有才德之人, 应该要站出来
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事情, 这样才能
挽救社会颓败之风。

人所能, 勿轻訾, 什麽意思? 这个訾
就是轻视, 鄙视。有些人他往往看
到别人好的一面, 他不愿意赞叹, 也
不愿意有成人之美, 他反而会落落
的批评, 有什麽了不起，我也行。
有道是「文人相轻, 同行相忌」。
很多人都因为面子问题, 看到别人
好的一面, 往往没有办法赞叹;不但
不能赞叹, 反而还要多加以批评两
句, 这个也是人的通病。我们有这
样的毛病, 我们检查看看, 这是经常
很容易犯的过失。我们读到这一条
也要很谨慎的想一想, 如果有的话, 
及时的改正, 我们会更好, 这个人生
会过得更好。

因为妄加的批评, 旁人看了, 他会认
为你是一个贡高我慢之人。我们也
晓得, 「谦受益，满招损」。在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 我们最忌讳
的就是自傲自满, 自傲自满的人就
没有办法与众相处。不能与众相处, 
这个人生就没有什麽意义, 因为你
都没有朋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
相处, 其中的互动, 我们一定要有
成人之美的这种心胸, 看到别人有
能力, 应该赞叹, 能再加以帮助, 那
是最好不过了。

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当自
己有才华的时候, 要学以致用, 不
要自私和不想付出, 只考虑自己的
利益。当看见别人比我们有才华
时, 我们应该真诚地赞赏别人, 不
能诋毁别人。

数据通过以下方式从各种来
源进行汇总和处理：

Data is summarized and process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Dr. Andy Kurniawan Bong, SE, 
MBA. 黄 泳 腾 博 士。

Senior Lecturer = 高 级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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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良好的中国风度被认为可以带来健康和福气。 另
一方面, 违反某些规定可能对您的父母不利, 因为他们
应该在家中就可以很好地教您。 此外, 对中国宴会礼
节的粗心大意可能会阻碍新的交易或友谊。

饮食道德对中国人非常重要。 从坐姿开始到使用餐
具到坐姿也有规则,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也不应疏忽。 
饮食道德已成为一个国家的传统或文化的一部分。

进食中国文化的十二条重要规则

中国人在饮食时非常重视道德。 从
坐姿开始, 使用不要随意的筷子。 
春节与和家人吃饭密切相关。 如
果您喜欢与仍然坚持中国文化的
人们一起用餐, 则必须遵守这十二
条规则。 以下是根据中国文化的
就餐礼节。

1.清洁餐具

中餐厅在用餐时有一项服务习惯，
在吃点心之前会提供一大杯茶。 您
永远不要喝这种水，因为装满水的
碗在进食前会用来冲洗筷子，汤匙
和其他器皿。 不是说餐具没有被洗
过，而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

2. 把年长的放在首位

在印度尼西亚本身, 尊重老年人非
常重要。 在中国文化中就是这样。 
当您在餐桌上一起吃饭时, 这也适
用, 您必须优先考虑老年人首先食
用食物。 或者等待父母命令一个
人先开始。

3. 坐姿

中国文化认识到吃饭时就坐姿势的
规则, 这取决于所用桌子的类型。 
在圆桌会议上, 荣誉席位是面对入
口的席位。 紧随其后的是第一位
宾客的左侧位置。

贵宾的含义可以是年龄最大的人或
具有最高社会地位的人。 同时, 在
方桌, 规则是相同的, 即面对入口的
规则。 在右侧, 尊贵的第一位客人
可以被其他荣誉客人填充。

中华人的餐桌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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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餐规则
重要的是在长者邀请所有客人用
餐之前不要吃饭。 当您找到自己
喜欢的食物时, 就必须慢慢吃, 否
则就不要马上吃太多。 剩下一点
食物时, 您还需要考虑并询问是否
还有其他客人想吃。 如果没有, 那
么您可以完成它。

5. 优雅/礼貌地吃饭
优雅/礼貌是中国人饮食道德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 您应该闭嘴吃饭, 
并尽量不要一次咀嚼太多食物。 
当您所食用的食物中有刺或骨头
时, 请用筷子或手将其除去, 然后将
其放在盘子的侧面/边缘。 不要立
即将其从嘴里取出。

6. 筷子的使用
避免将筷子越过碗, 因为这意味着
死亡。 建议将筷子放在碗中的同
一位置。 更礼貌地将筷子放在提
供的筷子架上。 也要避免玩筷子
或用筷子戳戳食物。 华人社区使
用筷子的道德规范是：

• 不吃饭时, 请确保将筷子均匀
放置。

• 不吃饭时, 请确保将筷子均匀
放置。

• 
• 

• 不要咬或舔筷子, 因为它们被认
为是肮脏和不礼貌的。

• 不要将筷子插入要食用的食物,
因为筷子的功能是夹紧。

• 不要将食物转移到别人的筷子
上，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肮脏和
不礼貌的。

7. 谢谢态度
在中国文化中用餐是喝茶的代名
词。 通常，在等待客人阅读菜单
并决定点餐时，会在客人身上倒
茶。 要说声谢谢并表示您已经喝
了足够的茶，您可以用手指轻击
桌子三次。

这种窃听的伦理来自很久以前, 清
朝皇帝乾隆从他的宫殿下来, 亲眼
目睹了他的人民的状况。 皇帝在
茶馆停下来解渴。 皇帝及其随行
人员坐在一张桌子旁, 商店老板显
然认出他为皇帝。 他必须自动跪
下以致敬,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
么皇帝的身份就会被发现。 因此, 
皇帝告诉他只需在桌上敲击两个手
指, 以表示对他的鞠躬和对乾隆皇
帝的敬意。 此习惯适用于这一天, 
以向在任何国家/地区的任何华人
社区倒茶的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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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争先付款
争先恐后地票据, 表明您很慷慨大
方。 这就是为什么当法案付诸表
决时, 可能会出现一些小争论。 孩
子们亲眼目睹父母为付账而奋斗的
情况并不少见。

9. 不要切生日面
为了庆祝生日, 中国人通常吃生日
面条作为长寿的象征。 食用的面
条不应被筷子或小刀切开, 因为这
被认为是切开年龄。 但是, 将面条
咬掉不是问题。 吃面条最有趣的方
法是将面条吸进嘴里。

10. 不要回转所吃的鱼
中餐厅的鱼类菜单通常是全部供
应。 吃鱼时, 通常仅是一侧, 转鱼
是忌讳的。 对于渔民来说, 这条鱼
是船的象征, 如果将其翻过来, 将有
危险。 你怎么吃鱼的另一面？ 诀

窍是用筷子抬起中间的鱼骨头, 然
后才能食用底部的鱼肉。

餐桌旋转的过程是顺时针方向, 而
鱼肉的摄取过程也需要根据客人的
顺序进行考虑。 但是, 随着时代的
发展, 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 一种简
单的变化, 即要求餐厅服务员分配
鱼肉, 以使其不违反礼节。 这是最
中立的方式。

11. 吃米饭必须吃到干净
中国人教他们的孩子把米饭放在盘
子上精加工, 因为如果米饭用完了, 
剩下的米粒就会哭了。

12. 不要自私
无论食物的质量如何, 别忘了考虑
其他人。 特别是如果您在餐桌上
与很多人一起吃饭。

么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事实令人
震惊

筷子在亚洲很常见。 这种餐具
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非常重
要，特别是在中国，朝鲜半岛，
日本群岛以及蒙古的部分地区和
东南亚大陆。

然而，根据Q. Edward Wang在他
的《筷子：文化和烹饪史》一书中
所说，筷子并不总是成为东亚和东
南亚人民主要的饮食用具。

可以从考古学和文本上证明这一说
法。Q. Edward Wang争辩说，汤
匙实际上是古代人们最早，最重要
的饮食用具。

勺子是主要的食用器具有很多原
因。 对此最重要的解释是，从远
古时代到大约十世纪，小米一直
是华北，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的
主要食品成分。

正如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 中国位
于蒙古, 韩国, 日本附近。 土耳其
距离我们有点远, 但是在清朝时期, 
土耳其与美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如
下图所示。

小米的谷物比大米小, 最好煮成
泥。 当时, 这种食物是东亚社会的
基础, 用勺子将食物喂到嘴里。那
筷子呢 像小米稀饭一样, 煮沸和蒸
煮是亚洲的基本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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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水煮食品不仅是全
谷类食品，而且还是非谷物食品。 
根据《礼仪经典》（一种来自汉朝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或更
早的文字）的资料，炖煮（焿=普
通话帮）是最常见的。 焿=不论身
份高低，从王子到平民，每个人都
吃的耿（炖）和粉丝（谷物）。

焿是中国菜中浓汤或酱的类型。 它
的增稠剂通常是淀粉，可使汤变得
半透明和光滑。 可以用这种方法煮
很多汤，例如昂贵的鱼翅汤，宋女
士的鱼汤和玉米汤。

该文本还指示, 当一个人吃了一个
帮派 (炖肉) 时, 必须使用筷子才能
更有效地获取炖制的食物 (例如蔬
菜) 或其他浓缩菜。 但是, 由于全
谷类食品比非谷物类食品在饮食
中更重要, 因此筷子成为了额外的
食用设备。

此外, 由于在一世纪中国小麦的吸

引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由于在将小
麦磨成面粉的过程中广泛采用了磨
石, 因此筷子取代了汤匙。

在十世纪, 小麦已超过小米, 成为中
国北方消费最多的谷物, 其次是韩
国人。 面食和饺子等以小麦为基
础的食物, 一种以全谷物和非小麦
食物的一种形式混合在一起的筷

子, 绝对是更好的工具，因为汤匙
无法有效地将它们提起。

从那时到今天，面条和饺子是该
地区最喜欢的小麦粉食品。 它们
的流行也使筷子比勺子变成了更
常用的餐具。

东亚人不仅用筷子提起面条，而且
一项研究表明，中世纪的土耳其人
也用筷子吃“通心粉”，这很可能
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

数据通过以下方式从各种来
源进行汇总和处理：

Data is summarized and process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Dr. Andy Kurniawan Bong, SE, 
MBA. 黄 泳 腾 博 士。

Senior Lecturer = 高 级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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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埃及和印度文明外, 中华文明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几千
年前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了各种形
式的文化艺术。这种文化也通过中
国旅客的中介传播到世界各地。东
南亚, 越南, 柬埔寨,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印尼是受到中国影响最大
的地区之一。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人何时首次与印
度尼西亚人民开始达成联系。根据
现有记录, 自汉代以来, 中国与贾瓦
德维帕 (现为爪洼) 的关系就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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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悲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 一些
来自南部地区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找
新的生计。他们航行到暹罗湾, 然后
往下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以后它们
扩散到印度尼西亚的每个岛屿沿海
地区。 

中国人民的到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
他们各自地区的当地生活。从日常
生活中的影响力到当地的政治地
图。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是文化领
域。如今, 在印尼文化中可以看到表
演艺术, 美食, 色彩等的各种影响。

了记录。从此, 中国商人乘船前往
印尼的旅程一直持续到Srivijaya和
Majapahit时期。这种密切关系甚
至使郑和海军上将有7次航行到印
度尼西亚群岛。

中国与印尼的贸易合同一直持续到
明清时期。当时, 印度尼西亚本身已
被伊斯兰王国控制。中国人向印尼
迁移的浪潮始于17世纪，并于19世
纪达到了顶峰期。在这段时间里,中
国大陆发生了许多争论。从朝代改
变到人口增加, 使得人们的生活更

布袋戏之以前, 目前与将来
AFRIADI, M.HUM (林日华), YUDHA FARHAN HANIF (优达 )

西爪哇省德波市CINTA WAYANG HOUSE (爱戏家)
中国与印尼的初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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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克（suluk）的例子：
• 悄悄下山外
• 鲜花满地开
• 福禄财主寿
• 会合众仙来

布袋戏于爪洼岛的分布

布袋戏由福建商人带到印度尼西亚
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锚定在爪
哇岛的北海岸, 从实龙, 井里汶, 德
加勒, 北加隆安, 三宝垄, 韦拉, 伦邦, 
拉塞姆, 图班到泗水。福建华人社
会的这种分布有助于布袋戏介绍
给当地社区。然后此很像爪哇本
土木偶表演艺术的布袋戏叫做“
布袋戏”。

布袋戏是称赞神灵和祖先的适当工
具。通常, 华裔使用布袋戏来对神
灵表示生意成功的感恩。华裔相信, 
在寺庙院子里表演布袋戏给他们带
来了丰富的祝福和寄托。选择的戏
剧经常讲述英雄主义和日常生活的
故事。尤其是具有辛勤工作和对生
活充满热情的风味。当布袋戏在寺
庙外面表演时, 其可以成为社会批
评的媒介和传达道德教义的工具。

布袋戏的来源

华人带到印尼的艺术表演形式之
一是木偶布袋戏。这种戏名为中
国南方的福建地区的艺术表演。
在印尼, 福建人的分布主要集中于
爪哇的北部。因此, 在这些地区较
容易见到布袋戏。

Potayhee (布袋戏) 这个词由福建
话的发音, Po为的是 (布) 表示布料, 
Tay (袋) 表示袋子和 Hee (戏) 表示
木偶戏。布袋戏是由布袋制成的木
偶, 布袋被缝制成要表演的角色。
其起于唐朝 (617-918年) 开始, 被
判处死刑的五名囚犯, 在等待处决
之日, 他们玩了一块长方形的布。
一块布的一端绑起来像一个人的
头。他们将食指插入债券中, 并根
据所扮演的角色来移动玩偶。然
后, 此布随着拿来做配音的餐具动
来动去。这场戏的消息就被国王听
到。国王非常感兴趣就把这些囚犯
解放出来表示赞赏。从此布袋戏逐
渐发展成为民间艺术。

在印尼, 布袋戏最初使用福建话作
为演出的指导语言。然后, 随着这
种表演艺术发展趋势与本土化, 使
用的语言也变为爪哇语语和印尼
语。为了与其他木偶的区别语, 虽
然使用印尼语来表演的, 可印尼的
布袋戏仍然使用福建语的苏鲁克 
(suluk) /歌曲。苏鲁克 (Suluk) 是
一系列类似咒语的句子, 一般在开
始或场景相交时, 演出人员会把它
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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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wa House 就成立了。2014年
11月23日, Cinta Wayang House 爱
木偶之家 (Cinwa House) 尝试用新
包装重新引入木偶布袋戏。Cinwa 
House (辛瓦之家)由文化艺术的
几位观察员参加, 其中包括学者, 
商人, 艺术家, 纪录片从业人员以
及关心国家艺术和文化保护的学
生。Cinwa House 相信, 它将为印
度尼西亚表演艺术的发展做出积极
的贡献, 尤其是木偶布袋戏。Cinwa 
House 的激进主义者布袋戏做出了
种种努力, 其中之一就是将如此漫
长而复杂的中国传奇故事改编成短
篇小说章节, 以致千禧一代很容易
理解。这些创新有望支持可持续
发展的布袋戏, 为子孙后代保持。

参考 :
万乐娃Mastuti, Dwi Woro Retno 。 

2014 。木偶布袋戏Gudo：印度尼西
亚的土生华人中国表演艺术。雅加

达：Sinar Harapan。 
万乐娃Mastuti, Dwi Woro Retno。 

等。 2018。印尼华人土生华人
文化马赛克：一个介绍。雅加

达：ASPERTINA。

布袋戏表演的故事通常是中国古典
传说, 例如 Sie Jin Kwi Ceng Tang
薛仁贵征东, Sie Jin Kwi Ceng Sie
薛仁贵征西, Samkok 三國演義和
Sampek Engtay山伯英台。布袋
戏本身包括一个偶头, 一个人偶, 
手掌, 足部（穿鞋）和一个袋状的
身体。偶头, 足部和手掌是由木头
雕刻的。木偶本身有30厘米高, 头
围为5厘米, 伸展时的宽度为15厘
米。在东爪哇省, 使用的基本木材
是waru gunung木材。木偶的服装
由缝成矩形口袋的印花布。

布袋戏目前与将来

布袋戏作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文
化遗产,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规定的世界遗产之一。但是, 其情
况目前几乎已经快要消失了。印
尼还生存下来的布袋戏工作室布
少之又少。过去的政治压力使得
布袋戏的表演并非那么自由。目
前, 许多布袋戏大师去世了而没有
继承人。结果, 再生布袋戏演出人

员变得窒息。到目前为止, 只有少
数几家工作室仍然保留着这种土生
华人的艺术品。他们大多数位于古
都, 泗水, 三宝垄, 北加浪岸和爪哇
的其他北部海岸。其中之一位于泗
水的Dukuh寺。

除此之外, 布袋戏还经历了时代的
挑战。时间的变化是如此之快和
剧烈, 以至布袋戏必须能够适应。
以保护这种民族文化的关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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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蘇北省 棉蘭  
容均祥 畫家。

容均祥 出生于印尼棉市，祖籍廣東新會，自幼對美

术繪畫產生濃厚的興趣，1959年 黄獨峰 畫家由中

國来印尼短留期間，在棉蘭市蘇東學校創辦中國畫

院，在此得 黄獨峰老師數年之指導与自己不懈努力

的研究研，在黄老師回歸祖國后，我一直坚持自學

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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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明：新生代商界英豪华社才俊
文 / 丁劍

无论以哪个标准衡量, 63岁的陈志明先生都属
于印尼当今工商界和华社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
才——既是子承父业的华商新生代英豪, 又是
年富力强在华社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

陈志明祖籍梅州蕉岭县新铺镇塘福岭, 祖父一
代于二十世纪初来印尼谋生, 从事薯粉行业, 父
亲一代涉足石油化学工业原料进口销售, 成为
巨富。陈志明为第三代, 1956 年出生于万隆，
后随家人迁居雅加达, 目前主持印尼化学集团 
(Indochemical Citra Kimia), 是印尼化工领域的
行业排头兵。由陈志明本人亲自创建的化工溶
剂工厂, 近年来与中国,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国家开展出口贸易, 年营业额达数亿美
元之多, 为促进印尼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
外汇支持。

看准时机, 做大做强家族企业

上世纪初, 众多客家人为谋生背井离乡, 从松
口火船码头坐船辗转汕头, 下南洋, 闯世界。
陈志明的爷爷就是闯世界的勇者之一。

陈志明的父亲陈国荣先生继承家业后, 逐渐做
大。 1976年, 被送到新加坡读书的陈志明刚
刚高中毕业, 原本打算考大学继续深造, 但他
是家中长子,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 都
还在读书, 父亲便要求他回来帮忙打理生意, 
出于对家族的责任感, 陈志明听从父亲的召唤, 
立即回到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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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 印尼正在实施经济发展五年
计划, 大力鼓励企业发展工业, 许多公司
开始大规模地办厂, 需要大量化工原料
做支撑。陈志明与父亲看到了这一商机, 
开始做大化工原料这一贸易。

随着印尼国内的化工原料需求量不断增
加, 1982年, 陈志明看准时机, 和新加坡
的朋友与日本一家大公司合作, 建设了
自己的码头, 购买了油罐车, 将散装原料
装桶再转卖给工厂, 成本降低了, 能实现
更多的利润。

从1989年到1992年, 三年里, 陈志明家
族的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油墨, 浆布, 塑
料染色三间工厂, 迈出了自己建厂生产
的第一步。

1996年, 陈志明又投资兴建了化工溶剂

工厂, 先后与中国,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
亚, 菲律宾开展出口贸易, 并且在这五个
国家都建有有自己的码头和储罐仓库。

客家文化教会他
勤劳不放弃

陈志明从小就接受中华文化及客家优
良传统, "我的客家话和我对家乡的认
识, 都是小时候奶奶教我的。"

2014年, 陈志明在接受 "天下客商" 大会
媒体采访时, 提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和
家族的历史： "我在小学4年级以前学习
过中文, 但在上世纪60年代, 印尼开始排
华, 就没有再学习中文了。1971年, 我
转学到新加坡进行学习, 主要接受英语
教育。我的客家话主要是跟阿婆学的。
我的阿婆出生于蕉岭新铺矮车村, 二十

世纪初跟祖父到印尼谋生: 我的阿爸出
生在印尼, 童年时回到故乡新铺镇塘福
岭居住, 在新铺中学初中毕业后才返回
万隆随父母创业。阿婆, 阿爸都在梅州
生活过, 他们一直都有说客家话, 而且家
里还保持着一些客家人的习惯, 比如早
上喝粥, 咸菜下饭等。"

因为父亲工作繁忙, 陈志明小时候都跟
随奶奶生活。奶奶一点点地教他讲客
家话, 告诉他无论身在何方, 一定不能
忘记家乡文化, 忘记家乡人。“阿婆告
诉我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为家乡建设出
力。"陈志明地说："我深受中国文化影
响，行为处事都是中国式的。"

在陈志明一家人的心里, 家乡与自身血
脉相连, 不可分割。他说, 在万隆会议期
间, 为了保证代表团团员的安全, 万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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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客属社团发动华侨借出住房给中国
代表团居住, 他们一家人毫不犹豫地把
自己的住家借出去。

1987年, 印尼与中国还未正常邦交之
时, 父亲为了回到梅州, 想了许多办法, 
最后辗转到澳门进入, 绕过直接签证, 
再从澳门返乡。"阿爸一次又一次地捐
资家乡文化, 教育, 医疗等事业, 祖辈们
这些爱国的行为, 我们子女都是耳濡目
染, 深受启发。"

"我对家乡是越回越有感情!" 

1992年, 36岁的陈志明跟随父亲陈国
荣老先生回到蕉岭老家, 当时陈家四
代人同行, 阿婆, 阿爸, 陈志明夫妇和他
们的子女。蕉岭地处山区, 那时候经济
发展还比较落后。父亲觉得应该为家乡

公益做一些事情。当时, 父亲就以奶奶
的名义, 在母校新铺中学捐建了教学大
楼, 还捐资家乡修建公路, 水坝, 凉亭等
基础设施。

此后, 陈国荣老先生为家乡建设乐捐
善款的项目不断增多。父亲乐善好施
的性格, 不忘故土的情怀, 对陈志明产
生很大影响。

陈志明第二次回到梅州是在2005年, 父
亲去世, 他送阿爸的骨灰 "落叶归根", 之
后每年至少回去一次, 至今已有十多次
了。陈志明笑言自己对祖籍地是 "越回
越有感情"。他说, 虽然我没有出生在梅
州, 但阿婆, 阿爸在世时对家乡的深情, 
一生眷恋乡土, 热心家乡建设, 作为孙
子和儿子的我看在眼里, 也铭记在心。
父亲过世后, 陈志明决定继承祖母和先

父的遗愿, 继续做好家乡社会公益。他
曾与30多位印尼和新加坡梅州乡亲共
同捐资建造梅江区眼科医院大楼, 还
参与支持梅州市, 梅县, 蕉岭的文化, 体
育, 教育事业,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父亲
生前的嘱托。

2007年, 陈志明在祖籍故乡蕉岭出资设
立了 "陈志明奖学金", 凡是在高考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每人均可获得2000
元的奖励。12年来, 该奖学金已奖励了
307名老家的学生。

陈志明说,  "人一辈子也不长, 我想尽自
己的能力,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也算是
为家里人积德了。对两个儿子我也是
这么要求的, 我会跟我的阿爸一样, 以
后让他们继承我的事业, 继续为需要帮
助的人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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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新生代“领头雁”

由于历史原因, 印尼各个华人社团, 长期
以来大都面临着人员老化, 后继乏人的
困惑, 尤其是难以挑选出合适的年轻一
辈的掌门人。

2009年, 时年53岁的陈志明接替李世廉
乡贤当选印尼梅州会馆第四届会长。在
印尼这个有影响力的客家人华社, 开启
了新生代领导人承前启后的新篇章。
印尼梅州会馆自2002年由黄德新等人
创办至今, 已经走过了17个春秋。陈志
明与德高望重的前两任会长黄德新, 李
世廉一样, 在广大梅州乡贤的支持下, 为
会馆的创新发展殚精竭虑, 贡献良多。
几任会长齐心协力, 共同凝聚了雅加达
梅州客家人的力量, 积极展开各种扶贫
济困的活动—赈灾, 义诊, 捐血, 爱心探

访与赞助孤儿院, 养老院, 颁发助学金, 
修建灾区破落的学校, 兴办中文电脑补
习班等社会公益活动, 并与世界各地的
华人, 开展文化, 经贸交流与合作, 早已
成为一个社会公认的有活力, 有魄力的
同乡社团组织。

2014年1月, 梅州会馆换届选举, 陈志
明被代表们一致推举蝉联会长一职。
又是五年过去, 2019年2月, 印尼梅州
会馆举行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选举
会议, 深受乡亲们爱戴的陈志明第三次
蝉联会长, 任期至2024年。

不论在叱诧风云商界和需要长袖善舞, 
引领群伦的社团, 经验日趋丰富的陈志
明, 都正处在人生岁月的巅峰时代, 来日
方长, 他将不负众望, 在未来交出一份更
加圆满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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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大凌晨, 大地还在沉睡, 四周显得冷清
寂静, 正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刻。
就在此时, 我们一群己步入中老年的人
们, 为了自身保健利益, 宁愿放弃舒畅
安逸的享受, 藉着朦胧的灯光, 涌出街
头巷尾, 迈步奔赴各自的操场, 投入晨
运的队伍里。

然后, 随着播音机所播送的轻快节奏, 跟
着均匀的口令, 大家首先舒松筋骨, 肌肉, 
然后播放激情奔放音乐, 把大家带入动
作轻快的狄斯哥健身操。最后, 优美亲
切的乐曲, 节奏分明的口令, 才把人们引
入正规操, 即太极十八式操。直到曲终
操止, 大家双手用力擦掌, 至生热擦面, 
最后, 全体队员大声呼喊：“哈, 嘿, 呵, 
呼”重复三轮声后, 再打个哈哈哈作为
结束, 散场。每日如此, 从不间断。操毕, 
大家精神抖擞, 有说有笑, 趁着阳光普照
大地迈步走向归途。

一日之计在于晨, 大家以舒畅的心情, 踏
上一天的开始, 迎接紧张繁忙的工作, 搞
好各自的任务, 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崇高
业务, 抑或是琐碎的家务事, 大家都愿以

——作者：园丁 (邦加•烈港)

充沛的精力, 镇定的情緒去完成它, 并顺
利过好这人生的每一天。

我们这一太极操组, 八七年成立初期, 
附近中老年男女纷纷踊跃参加, 不大的
校舍广场挤得满满的, 约有三四十人之
多, 慢慢地一些人日久己生怠, 懒得早起, 
人数逐渐减少, 常年也有时来时去不稳
定的队友。承蒙本组几位带着一股热
劲的示范教练, 十年如一日地带动勤奋
锻炼的十几位固定队友, 始终坚持着。
练太极气功十八式时, 为能够有效地增
强体质, 获得强健的体魄, 必须集中注
意力, 摒除杂念, 摆好正确的姿势和动
作, 同时遵循深长呼吸, 持续连贯的运
气特性。

太极气功操看似容易, 其实, 要严格遵守
操作规律。练得恰到好处, 并不简单。
思想分散皆为其弊, 姿势, 动作不正, 含
糊运气更适得其反。因此, 富有太极气
功操造诣的指导教练, 对练太极操的队
友, 是何等重要啊！他们身负增强人民
体质的神圣任务, 不借牺牲凌晨那酣睡
的享受, 挤出时间, 不辞劳苦, 不顾路迢, 

轮流和各地太极操队伍混合一起, 打成
一片, 传授给各地队友们以纯正的太极
操功夫, 是多么难能可贵！可谓造福人
群, 功德无量, 同时也是对国家号召“
体育群众化, 群众体育化”的纲领的响
应和践行！。

俗语说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近
年, 第三套太极操的出现, 又使吾队感
到十分棘手, 幸喜曾国安教练在百忙中
抽空每周一次前来吾队, 帮忙解决学习
第三套太极气功的困难。曾先生指导
我们如何掌握正确的太极操技术, 他十
分注意纠正我们每一点不够正确的姿
势和动作, 更特别强调运气和操作并施
的重要性。他耐心地, 不厌其烦地一面
示范, 一面讲解每一个动作的特征和重
点：思想集中, 马步坚实, 刚柔适中, 虚
实分明, 顾盼不乱, 气动一致…, 以期达
到良好的学练效果。

本人练太极操多年, 庆幸早把鼻炎病治
好, 脚胫也有力了。我们中老年人腾出
凌晨这段时间, 勤操苦练, 持之有恒, 不仅
促使血液循环良好, 若不忘调节作息, 注
意起居饮食卫生之道, 则健身防病的效
果更佳, 至少能把随老化而生的各种症
状相应地减低甚至消除, 即延缓老态衰
朽, 又能结识朋友传递友谊。

印华文友园地：太极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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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子是需要经常磨的, 不磨不利。
小时候磨过刀, 上中学住在祖父家时
也磨过刀。

刀子是越磨越锋利, 用久了磨多了中间
变窄了,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把快刀。在
巴刹卖梭多的妇女就有两把弯弯的小
刀, 看她握着剩下一小截的细柄, 不论
切饭粽、鸡肉或鸡蛋都是操作自如, 
真是羡慕。

——作者：雯飞 (雅加达)

我家的菜刀, 一向只用一把, 也总是用
到变了形。可是只有一把刀的确也有
诸多不便, 若有两人在厨房里同时需用
刀就难了。

一年前在家乐福买回一把价格比家里
那把贵一些的菜刀, 自认一定是把好
刀, 不料它只是中看不中用, 到头来仍
然是旧的行。

看着新菜刀被冷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确实感到可惜。偶尔有磨刀的小贩路
过家门口, 叫来磨一磨, 可是用不久又
不好用了。
刀子是需要常常磨的, 这道理我懂, 可
就是懒呀!

某天在巴刹见有人在卖钢刷, 说是用
来磨刀的, 我便停下来观看。

"大家请注意看啊!这把刀子本是钝的, 
连一张报纸都切不断, 现在将它用这
钢刷刷几下, 再看看!”只见小贩一手
握着折成一垒的报纸, 一手轻轻切下, 
果真有效!

我立即被吸引住了, 心想：真的有这
么便利的磨刀方法?于是蹲在一边认
真地接受“培训”, 然后向小贩买了
一把“神奇的钢刷”高高兴兴带回家, 
还当场在女佣面前表演。岂料, 竟然失
灵了!弄来弄去并不能使刀子变得锋利, 
真是无可奈何。女佣说：这刷子是用
来刷那些发黄的地板……

就这样, 我原本想让新菜刀瞬间变锋利
的愿望告吹了。此后, 新菜刀依旧被弃
之一边, 无人问津, 深心里我为它叫屈, 
也暗骂自己懒!

某日我心血来潮, 欲让新刀菜 "翻身", 
于是下定决心, 每天要磨它五分钟。就
这样开始天天磨刀, 还给自己规定：倘
若忘了, 隔天就得补磨五分钟。

从天天磨刀, 我突然想到另一件事, 就
是人的头脑如果也天天去磨一磨, 比如
天天阅读、天天动笔、天天思考, 甚至
如某保健所推荐的去开发右脑, 我想总
有一天, 头脑也会如天天磨的刀那样运
用自如, 智慧必如泉涌。

磨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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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步上光洁的台阶, 朝咨询处走去, 前台
坐着一位女职员, 穿着蓝色的制服, 个子
小巧玲珑。

"这位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讲
的是华语, 带着浓浓的英语口吻, 看来
是渡过金的。

他装起笑脸, 哈了哈腰："我想见见陆总
陆善仁先生, 行吗?"
"有没有预约?"
"没有, 烦你通报一声, 就说我是他的老
同学李晟！"
"好, 你稍等一等!" 说着摇个电话向内禀报。 

谈了一会, 女职员放下电话说："陆总正
在会客 , 他叫你等一等, 前面有椅子, 你
先坐一会儿。"
"好！" 

这是一家豪华的办公楼。环境清幽, 空
间漾着轻音乐, 有点星级酒店的韵味。
他环顾四周, 出入者个个衣冠楚楚, 仪表
出众。只有他, 不重视外表装扮。这身
衣服还是去年女儿买给他的。

——作者：金梅子 (雅加达)

女儿经常抱怨说：“爸爸, 你又不是没
钱买衣服, 怎么总是一副邋遢相, 这社会
先敬罗衣后敬人, 你不注重外表, 人家会
看不起你！”

"看不起我又怎样？我有洋房有汽车, 还
有大片棕榈园, 两个孩子都在德国留学, 
你也当了名医生, 我还缺少什么呀？"

等人最是不耐烦, 一小时都过去了, 咨询
处还没有消息。他轻轻走过去, 向那位
玩着手机的女职员点个头。
女职员看了他一眼, 提起内线电话接拨。

"老板还在忙呢”她说：“他要你再等
一会儿。"
他无奈地点点头, 说声好。
回到刚才的坐位, 他心里有些纳闷。陆
善仁是他在校时同座同餐的同学, 彼此
感情很好。要不是在同学会偶遇, 他也
不知道这位学长已飞黄腾达, 成为几家
开发公司的大老板；要不是他殷殷邀请, 
他也不会跋涉数百里, 来到京城会他。

又一小时过去了。他已感觉不耐烦, 大

老板真的很忙？忙得连见他一面的时
间都抽不出？

又等了一会, 终于有了动静了。女职员
向他扬扬手, 他匆忙走过去。

"老先生, 老板说对不起, 他要你改天再
来, 他很忙, 只交代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这是什么话, 轻易一个交代, 就要人等两
个钟头？他很火, 但强忍着不让发作。

"请你转告他, 我是他的老同学李晟, 我只
想见他一面, 谈两句就走。路途很远, 我
来一趟也不容易！"

"他已在内线网上看见你了, 老板这么交
代, 我们不敢违拗。"

交过来的是一个信封, 他打开一看, 里面
是一封信, 只写了简单几个字："对不起, 
有空我会去看你, 一点小心意, 请收下。"

信内附有一张支票, 标明是十吊。

他顿时眼睛红, 心里痛。看着玩手机的
女职员, 将支票撕成粉碎, 转身丢进垃圾
桶…… 

一个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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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 一片蓝天下, 高大, 有点胡须
的四方脸的罗芳伯插着双手, 站在船头
观望, 微风吹拂着他的乱发, 突然他看
见远方黑黑的一个点, 越来越大, 他高
兴地欢呼: "元盛, 江戊, 宋插, 阙四快来! 
我们终于到达南洋了。" 

他们五人的手同时握在一起, 罗芳伯喊 
:  "罗吴江宋阙, 发誓结盟为兄弟, 一起
打江山创事业。" 此就是历史上记载的
《兰谱金盟》, 他们称罗芳伯为大哥。

踏上西加邦戛的土地, 吴元盛说："我们
分手吧！我要去卡江见我叔叔。"他们依
依不舍地道别。

罗芳伯来到东万律朋友家, 赤膊勤劳地
在锄地种菜, 忽听有人喊："多龙!" "嘿, 
什么龙?" 他奇怪地寻声而去, 一条黑蛇
正吐着信对着一位蹲着的包头妇女。
罗芳伯马上举锄, 一下就把蛇砍成两段, 
救了危急中的女人。原来这女人是达雅
人, 她把罗芳伯介绍给家人, 他爸爸是这
村的达雅头人。长发, 大眼, 俏丽的达
雅女孩年方16, 她为了报恩, 每天来帮
罗芳伯种地。 ——作者：林世芳 (西加里曼丹 )

江戊, 阙四等匆匆来找罗芳伯, 说 : "大哥, 我
们金山工作的老板, 太不讲理了, 只给饭吃
不还工钱, 我们是笨猪吗？生病的也不管, 
死了就丢进山里。" 罗大哥说 : "不行, 我们
去讲理。" 罗芳伯带领大家去讲理, 结果工
人与老板的打手大打出手, 阙四本领高, 把
老板打跑了, 罗芳伯却受了伤。达雅女孩
闻声来替罗大哥包扎, 服侍他, 罗芳伯叫她 
"达妹!" 两人于此日久生情, 后缔结金兰。

刘乾相是一金湖老板, 只顾自己利益, 不顾
工友死活。罗大哥得知后, 便帮助工友及
朋友们巧施一计, 放了十几只死老鼠在刘
乾相的淘金地, 刘老板以为有瘟疫怕染上
便逃跑了。罗芳伯聚集大家开会, 他说："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没人管束, 想干啥就干
啥, 不行,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国
有国法, 民有民律, 必须有一个人来领导。" 
大家齐声道："罗大哥, 罗大哥!" 大家拥护
罗芳伯作为领导者, 于是他宣布成立《兰
芳公司》。他拟了一个方案："以后大哥
必由嘉应州客家人来当, 为了能防止突发
战争, 必须建军, 搞好生产, 提高人民的生
活。万诸介发生种族事件, 罗芳伯要求上
侯做老大的结拜兄弟吴元盛来帮忙, 吴元
盛作为军师立刻带兵平息战事。又有一个

寨主屡次抢夺华人财产, 华人送信给罗芳
伯。罗芳伯看后大怒, 谁敢欺负我华人, 我
必出兵。吴元盛派人送粮食支援, 并与罗
芳伯, 阙四等一起向此寨进兵。一个当地
华人阿古, 亲自会见罗芳伯, 把此寨的地形
画了出来, 罗芳伯决定掘洞而战。于是, 罗
芳伯带兵包围此地八个月, 挖地洞直到寨
主的王宫柱脚, 震动了王宫, 寨主慌忙逃跑, 
要求罗芳伯和解。

罗芳伯威武的站着, 摸了摸胡子说："我们
华人并不是野蛮民族, 只要你们以后遵守
诺言, 不再胡作非为, 欺负华人." "好！插三
八为界, 永不可骚扰华人了"。"撤——！"
此后种族之间不再发生骚乱, 民间各地也
和谐共处了。

因长时间受饥挨饿与长途跋涉, 五十多
岁的罗芳伯健康每况愈下, 不幸于1795
年驾崩, 江戊伯接替罗芳伯职位。2018
年3月25日, 適逢罗芳伯280歲誕辰, 罗氏
宗亲在东万律修整罗芳伯旧墓与开幕仪
式。突然长胡须罗芳伯从新坟中缓缓走
出, 对正走过来贺喜的吴元盛拥抱过去,  "
哎, 老吴!",  "老罗!", 罗芳伯接着说 : "两百
多年了, 我们兄弟又见面了, 留下我们言之
不尽的辛酸苦辣, 遗下了可歌可泣的青史, 
让世人及子孙万代传颂."   "嘿嘿！老吴你
又要去哪儿咯?"  

(注1) : 罗芳伯原是中国广东省石扇乡人, 
1772年来到印尼西加东万律, 创立兰芳
公司, 在西加维持108年的公司民主村社
制度, 是世界上杰出的成功华人. (注2) : 多
龙印尼语tolong, 意思是  "救命!"

两百年后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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