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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亿乐荣媒体集团中文部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尊敬的亿乐荣杂志读者们, 大家好！
亿乐荣杂志Eljohn magz本月份的主
要故事, 是敘述2022年印尼国家预
算,和我们英明的佐科维总统的许多
活动, 他日夜努力工作的结果, 使印
尼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钦佩的
国家, 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 仍然还不
知所措地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大流行, 
印度尼西亚很棒, 而且越来越强盛。

在今年十月份的亿乐荣杂志, 我要介
绍2021年印尼华裔小姐前六强, 但
愿她们获得冠冕、肩带和该做的种
种任务之后, 积极在印尼发扬华族文
化, 让华族文化在印尼获得更广泛社
区的积极认可。

我国政府正在促使印尼公共保健支出不继续流向邻国, 而是更多地利用印尼现
有的医院, 如今国信Mayapada医院已准备开展医疗旅游医院 Medical Tourism, 
让我们看看现代化的国信Mayapada医院, 究竟备有什么现代设施。

另一篇同样有意思的文章, 是关于美食和山水如画的旅游景点, 您可以准备在
12月份进行您的旅游活动, 最好是在国内游山玩水, 也许还有很多您还没品尝
过的美食佳肴和没到过的旅游目的地, 让我们扶持本国旅游业社区再度振兴起
来, 大家在国内旅游, 就等于帮助我国节省外汇。

其它同样有吸引力的文化作品, 也可以在越来越多社区乐用的中医疗法的文章
里找到, 不仅华人乐用中医疗法, 世界各地也越来越多人乐用中医疗法, 我们身
为印尼华族, 当然为日益被看重的中医疗法的文化感到自豪。中华文化, 加油！

为了让我们所有人愈加展现我们是具有诚信和崇高文化的华族, 另请阅读我们
每个月发布有关道德伦理的文章。

本月是中国庆祝成立72周年, 让我们祝贺中国和中国人民, 在成立72周年之际, 
中国已成为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而失业率却最低、人民福祉越来越令世界
惊讶。更神奇的是, 时下中国的经济已超越了地球上的任何国家, 和平与专注
于经济建设的中国, 向世界展示了确凿的例子：专注和始终如一。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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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佐科维总统表示, 政府将通过2022
年国家收支预算加强财务预算, 以
加大支持及加速社会和经济复苏
的力度, 同时也加强国家预算案的
结构改革, 稳定落实国家预算开支
建设。

佐科维总统于8月16日在雅加达国
会大厦为人协, 国会和地方代表理
事会联席大会提交2022年国家收
支预算案草案报告时说 : "因此政
府将来为实施2022年国家预算案
拟制了六项主要重点。"

第一, 通过优先关注卫生部努力遏
制新冠病毒的散播。

第二, 持续保持有关维护弱势群体
及贫困民众的工作纲领。

第三, 加强优质的, 诚信的及有竞争
力的人力资源的议程。

第四, 继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并吸
取科技转移知识。

第五, 强化中央财政分配政策, 促使
地方福利均衡分配。

第六, 通过零基础预算继续改革预
算案, 以达到有效的开支预算案, 并
加强中央及地方的协同作用, 注重
分享成果的优先纲领, 以及预测随
时会出现不确定的现象。

2022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宏观经济
数据, 其中是国家全年预算开支总
额为2708.7万亿盾。具体而言, 中
央政府预算开支额为1938.3万亿
盾, 中央向地方转拨预算开支额及
乡村基金共达770.4万亿盾。

抗疫卫生预算开支为255.3万亿盾, 
或占9.4%国家预算总开支。该预算
供继续处理新冠疫情, 卫生制度改

总统发表明年国家预算草案
六项重点以应对疫情乃至发展基础设施

革, 加速减少儿童发育不良现象及
保持全国健康保障纲领的持续性。
　　
提供社会保护的预算金为427.5万
亿盾, 以提供协助贫困民众及弱势
群体获得基本生活需求, 并希望因
此能缓解贫民生活压力。
　　
为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及优良质
素就备的教育预算开支为541.7万
亿盾。至于基础设施建设预算开支
金为384.8万亿盾。
　　
佐科维指出, 2022年国家收支预算
草案预定全年平均通胀率指标3%, 
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需求有所提高
所致。盾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
相当于1万4350盾。接着是10年
期的国家债券 (SUN) 利率估计约
为6.82%。
　　
2022年预算案赤字预定为868亿
盾, 或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85%。2022年经济增长率指标
为5%至5.5%之间。显性失业率指
标应降为 5.5% 至6.3%, 贫穷人口
比率也降为8.5%至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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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家公司与一家中国公司将合
作兴建一家mRNA型 (信使核糖核
酸疫苗）COVID-19疫苗工厂。郭
建义商业和信息学研究所 (Institut 
Bisnis dan Informatika Kwik Kian 
Gie）的高级经济学家希萨尔·西
拉伊特 (Hisar Sirait）于8月26日
称, 外国资本流动组合将为我国创
造就业机会, 增加医疗和非医疗就
业。希望工厂不仅生产COVID-19
疫苗, 而且必须能够为生产其他疫
苗提供研究空间, 以便加强和保障
卫生部门在疫苗供应的能力。

希萨尔通过兴建疫苗工厂的计划, 传
达了就外国企业直接在制药部门投
资的若干说明。

首先, 引进的疫苗开发技术必须向
印尼方面提供技术转让保证。在
两年内, 这项技术应转让给印方。
第二, 必须确保提供疫苗的研发机

会, 让印尼专家有机会进行国际研
究。政府需要确保印尼专家参与
规划, 建立和生产, 以便通过这一
机制实现技术转让过程。第三, 还
必须发挥私营部门和国内疫苗生产
商的作用, 以便建立印尼-中国合作
工厂的乘数效应能够对加强卫生部
门, 特别是各种疫苗产品的供应。

在此前的报告中, 政府表示将从明
年开始生产两种COVID-19疫苗, 
以满足国内需求。2022年4月, 印
尼将生产一种mRNA疫苗, 该疫苗
是与印尼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生
产的。另一方面, 2022年5月至
6月, 还将生产由五所大学和两所
机构研发的Merah Putih品牌的本
国疫苗, 以满足国内疫苗的供应。

希萨尔评估说, 政府承诺同时生产
这两种疫苗, 是增加疫苗供应的明
智步骤。他希望Merah Putih疫苗

印尼与中国合作
兴建mRNA型COVID-19疫苗工厂

的生产商能够与将要建立的工厂
合作, 通过联合研究在开发方面进
行合作。他说："如果可能, 红白
疫苗生产商将携手建立疫苗工厂, 
通过科技和基础设施的合作。希
萨尔还建议, 建立一个疫苗工厂应
该能够与生物法码作为一家从事
制药行业的国有企业建立协同效
应。这种协同作用将鼓励促进健
康研究和研究结果, 这对印尼医疗
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产生积极影响。

此前, 2021年  2月5日, 中国外交
部长王毅应约同印尼对华合作牵
头人, 海事和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 
(Luhut Binsar Pandjaitan) 通电话
时曾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印尼疫苗
需求, 愿继续与印尼深化疫苗合作, 
为印尼国内抗疫提供助力。此外, 
王毅于2021年3月7日在北京举行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
者会上表示, 中国将对东盟进一步
提供抗疫支持, 包括提供疫苗, 支
持印尼建设东南亚疫苗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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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于9月7日在东爪哇
省波諾罗戈县 (Ponorogo) KH 
Syamsuddin习经院通过视频会
议, 与展开共同接种疫苗活动的习
经院及宗教场所的负责人进行对谈
表示, 政府指定2021年底全国接种
疫苗目标至少达到70%, 并指望每
个省区, 包括在今年11月将成为国

际超级摩托车赛东道主的西努省都
达到上述接种疫苗目标。
　　
佐科维总统说 :“我们希望每个
省区在今年年底的人口接种率至
少完成70%。我们值得庆幸的是
在西努省赛场周围的活动已完
成。”

总统促各地加速注射疫苗活动
今年底全国各地疫苗接种率至少达到70%

有关上述国际摩托车赛, 西努省
代表坦承准备加速注射疫苗的进
程, 每天的注射疫苗目标达到1.5
万剂, 以支持国际摩托车赛活动。
他说：“我们承诺, 国军, 警察, 地
方政府, 注射疫苗团队等启动500
间卫生设施。”
　　
佐科维也希望持续加速实行接种疫
苗, 以期尽快遏制全国各地新冠病
毒的扩散。
　　
当时, 来自巴朗卡拉雅 (Palang-
karaya) 的代表称, 在中加省通过
划分三个疫苗接种区来持续实行
加速注射疫苗的活动。他说 :“设
立在东区的是巴利托 (Barito) 河域
一带, 中区则是巴朗卡拉雅本地及
周遭地带, 接着西区是哥打瓦灵因 
(Kotawaringin).”　哥打瓦灵因代
表也发言说, 中加省的疫苗接种率
持续增升, 这是国军与警察及注射
疫苗团队的协调和合作达到的效
果。他说：“工作人员有的来自
省府, 军警, 议会, 地方情报局及港
口卫生事务处等。我们为集体注射
疫苗活动出动工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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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多多总统于周四 2021年
8月26日 在雅加达国家宫举行的第 
100 届印度尼西亚经济学家研讨会
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 在经济学家
面前透露了三大经济战略。三大战
略即加强工业下游, 数字化微观, 中
小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MSME） 
以及绿色经济。

关于工业下游, 总统解释说, 下游已
经开始, 停止了一些商品的原材料
出口。据他介绍, 未来镍, 铝土矿, 
黄金, 铜, 棕榈油及其衍生物等其
他原材料的出口可以转为半成品
出口, 如果能转为制成品则更好。
总统说：“我认为我们的出口, 今
年下半年钢铁和铁的出口达到了 
105 亿美元左右。”

第二个主要战略是中小微企业的
数字化。迄今为止, 已有 1550 万
中小微企业进入了数字平台和市
场商店。总统表示, 将继续鼓励这

种转型, 以便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进
入数字平台。总统称, “我们有大
约 6000 万中小微企业, 我们将鼓
励所有这些中小微企业进入区域, 
国家和全球平台的数字平台。”
此外, 总统表示, 另一大战略与绿
色经济有关。政府计划用可再生
能源, 绿色能源等绿色产品建设绿

总统向经济学家解释三大经济战略

色产业园。总统希望未来绿色经济
生产的绿色产品能够成为印尼的一
大优势。总统说：“我们都知道绿
色产品的未来非。常非常有前景, 
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机会。”
在那次会议上, 总统还提到了结构
性改革, 即旨在提高速度的《创造
就业法》的存在。

政府还创建了在线单一提交  (OSS) 
电子许可系统,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便利和快速的许可。根据总统的说
法, 通过这个 OSS, MSME 可以在任
何地方以更快的时间制作企业识别
号 (NIB)。总统补充说：“这样我
们所有的小企业, 微型企业都可以
成为拥有 NIB 的企业, 这将使他们
更容易进入银行业务。”

此外, 国家元首还传达了Meekar计
划, 该计划是一项针对微型企业的
贷款, 自2016年以来一直存在。 目
前Meekar计划的客户已达到1080
万客户, 超过格莱珉银行客户约6万
客户。“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飞跃, 
我们希望这将对提高该国微型企
业的水平产生影响, ”佐科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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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于8月31日在雅加达总
统府秘书处通过YT频道, 为西爪省
古宁安 (Kuningan) 水库主持启用仪
式, 这座水库共花了7年的时间才建
成, 这项工程价值约达5130亿盾。
　　
古宁安水库的储水量达到2590万
立方米, 这座水库是用以灌溉古宁
安县, 井里汶县 (Cirebon) 和勿里碧
县 (Brebes) 共3000公顷的稻田。
　　
佐科维说, 希望有了这座水库, 农民
可以在一年中收成二次或三次, 因
此大家要好好守护灌溉水源, 因为
稻谷产量增加, 农民的福利也跟着
大幅提高。
　　
古宁安水库除了用以储水和防洪之

外, 还有每秒可达0.30立方米的水
流量, 并产生0.05万千瓦的电力。
　　
此外, 佐科维总统也要求这座水库

总统主持西爪省古宁安水库启用
可灌溉西爪省三个县共3000公顷稻田

能设计完整的灌溉网, 目的是使农
民能真正的发挥这座水库的作用, 
提高农业生产力, 并为当地民众带
来莫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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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维总统于 8 月 19 日在茉莉
芬 (Madiun) 县挨家挨户视察当地
学生接种疫苗事项之后, 他通过视
频方式与戈瓦 (Gowa) 县长阿特南 
(Adnan Purichta Ichsan) 对谈。
佐科维表示, 如果全体学生已注射

新冠疫苗, 就可开始在校面对面教
学活动。

当时阿特南县长向佐科维总统请示, 
学生们如果已接受注射疫苗, 是否
可允准恢复在校面对面教学活动。

总统促全国学生接受注射疫苗
以应对在校面对面教学

佐科维总统就此事立即给予回应, 
他通过总统府秘书处YT频道说 : "全
国各地的学生, 如果他们都已接种
新冠疫苗, 大家可以开始进行在校
面对面教学活动。因为三位有关的
部长已发布联合决定书 (SKB)。”

佐科维总统也叮嘱全国学生们, 虽
然大家都已接种疫苗, 仍然必须警
惕新冠病毒的感染和传播, 仍然要
严格遵守抗疫卫生规程, 最重要的
是戴上口罩, 因为新冠病毒总是不
断变种及蔓延散播。尤其是德尔塔
变异毒株的 传 染 性 更 快 速 和 严
重。佐科维总统嘱咐学生们坚持学
习, 不论通过线上学习或在校面对
面学习都要努力。如果以后要在校
面对面教学, 请不要忘记戴上口罩, 
以免感染到新冠病毒。”
　　
如悉, 政府已指定为12岁至17岁
的学生注射疫苗的人数共2670万
5490人。根据2021年8月18日的
政府报告, 接受第一次接种疫苗的
有240万2392人, 第二次接种疫苗
的有91万76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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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国企部长埃里克·托希尔 (Erick 
Thohir) 于8月23日在雅加达表
示, 他预定在未来3年内, 由北塔
米纳国油公司建造的小型加油站 
(Pertashop) 将达到一万座, 旨在

建立一个平衡的经济。若是每一
座加油站聘用3人, 就此能创造3
万人的就业机会。

如悉, 国企部长埃里克和交通部

国企部预定建万座小型加油站

未来三年增加3万人就业机会

长苏马迪 (Budi Karya Sumadi) 
由北塔米纳国 油 公 司 总 经 理 
妮 格 (Nicke Widyawati) 陪同下, 
于8月22日在布洛拉县 (Blora) 的
Kapuan乡视察刚建好的小型加油
站, 并声称国油公司会与习经院及
地方企业家携手合作, 尽快建造更
多的小型加油站。
　　
坐落于Ngloram机场不远 或 距 离 
200 米 的 No 4P.58304 Kapuan 
Pertashop, 是布洛拉县首座投运
的小型加油站。直到目前为止, 这
座加油站每日平均已向农民和商贩
供应了400公升燃油。
　　
国油公司代高级副总裁乌斯曼
(Fajriyah Usman) 在另一个场合
表示, 全国各地至今共有2901座
小型加油站, 其中中爪省和日惹共
有443座。乌斯曼说称, 国有公司
将为企业家提供投资机会, 他们可
以管理小型加油站, 当然其投资价
值比正规加油站更低, 而且其前景
也非常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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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贸易部长鲁特菲 (Muhammad Lutfi) 
希望国会第六委员会给予通过印尼
参与的三项国际贸易协议, 以期根据
实施目标尽速落实。上述三项自贸
协议分别是印尼语东盟其他诸国及
多个友好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议 (RCEP), 印尼与韩国经济
伙伴关系协议 (IK-CEPA) 及东盟服
务贸易协议 (ATISA)。
　　
鲁特菲于8月25日在出席国会第六
委员会工作会议时说 :“政府希望
获得国会的支持和合作, 批准有关
上述三项国际贸易协议, 以便根据
设定的目标落实此事。”
　　
其中,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计划于2022年1月1日开始落实, 至
于印尼与韩国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于
2021年下半年实施。鲁特菲就此事
表示, 政府已研究上述三项国际贸易
协议将为印尼带来好处。他说 :“对

印尼而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议是最现代化, 最全面的, 高质量的
及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
　　
鲁特菲表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议的好处就是扩大商品和服务贸

贸长促国会通过三项自贸协议
其中RCEP包含15国近三成全球贸易值

易事项及增加在印尼的投资。然后
还能强化印尼在区域供应链的作用, 
此举肯定会改善印尼的宏观经济。
　　
根据测算, 在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议的第一年, 将为我国额
外提供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同时
从长远来看, 2040年的出口价值
可增升50.1亿美元, 并增加投资增
长率0.13%或相当于24.53万亿盾。
　　
若从出口和投资事项来看, 同期的
经济增长率会增加提升0.07%。鲁
特菲认为, 不仅宏观经济而已,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对中小微型
企业也带来积极的影响。他说：“
这些机会和好处预计将改善国民经
济, 提高竞争力, 扩大就业机会及提
高全国科技能力。”
　　
鲁特菲声称, 上述估计是由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包含15个
成员国, 代表世界人口的29.6%或
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0.2%。同时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7.4%, 以及占
全球投资价值的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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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印尼

PULAU NIKOI

尼柯伊岛

印尼文：Pulau Nikoi; 民丹岛在廖内
群岛从未停止令人惊叹的迷人自然
景观。这个岛上平稳的道路, 伴随
着壮观的风景, 已经准备好带您到
一些令人惊奇的辉煌景点, 超出您
的想像。

其中一条道路将带您前往民丹岛海
岸的一个僻静小岛：尼柯伊岛, 南海
热带天堂距离新加坡不到85公里, 距
离民丹岛东海岸8公里, 是一个15公
顷的独特岛屿。要到达这个岛屿, 必
须从新加坡的Tanah Merah渡轮码头
的Agro Beach Resort Bintan或渡轮
的Kawal码头乘坐快艇。

尼柯伊岛在这个相对未受破坏的海
岸被认为是最令人惊叹的岛屿之一, 
它很幸运地保留了原始的条件。它
被白色沙滩, 壮观色彩和多样性珊瑚
礁环绕, 并有一个海岸线, 散布着花
岗岩巨石, 似乎反驳了地引力。岛上
高达30米, 还拥有一个雨林, 其中包
括原生榕树在内的巨型树木为当地
各种鸟类提供了避难所。

该岛由一小群外籍人士管理, 他们
大部分时间都在亚洲生活, 对户外, 
自然, 食物和葡萄酒都有热情。名
字尼柯伊岛是中国北韩词语木瓜
（爪爪）的一个当地变种 - 一种最
初种植在岛上的水果。

现在的岛上度假村设有反映传统印
度尼西亚建筑风格和当代风格的海
滨别墅。

每个海滨别墅均采用漂流木和"alang 
alang"草屋顶融合环境, 融合了现代
化的连接浴室。因此, 在一个很好的
位置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赤脚豪华"。

在岛屿东北部的花岗岩巨石之间也
建造了一个壮观的游泳池, 并提供目
的地中的目的地。位于海拔高的地
方, 俯瞰尼柯伊岛最美丽的海滩之一, 
提供了南海不间断的景色。还有一
个相邻的儿童游泳池和一间酒吧。

为60岁以上的团体雇佣整个岛屿的
能力, 对于想要专注于团队建设或小

型风格会议的企业团体也是有吸引
力的。该岛也成为庆祝里程碑式生
日和其他朋友群体场合的热门点。 
2007年5月, 尼柯伊岛向公众开放, 
并迅速成为新加坡外籍人士和来自
远方游客的热门目的地。其中许多
客人已经回访了他们的第二, 第三和
第四次访问。

尼柯伊岛已提前在周末完成预订。
随着工作日的预订快速填满, 尼柯伊
岛的魅力似乎真的很好。

Picture Source: www.cempeda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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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印尼

PULAU SAMOSIR

沙摩西岛

印尼文：Pulau Samosir；沙摩西岛, 
正是宽广的多巴火山湖所在地。这
座岛屿与周边其他的区域正是多巴
巴塔克文化的中心。到多巴湖旅游, 
可以在沙摩西岛沿岸上众多的传统
村落尝试住宿。 在岛的东边, 地面
高度从湖水边一块狭长的地段急剧

上升, 形成中央高原地带, 大约高出
水面780米左右。 从这个高度可以
饱览整个壮观的多巴湖蓝色湖景。

当您乘渡轮前往多莫克村时, 刚一下
渡轮便会有一排出售工艺纪念品的
商贩向您叫卖, 包括传统手工编织的

ulos布, 巴塔克竹制日历以及各种小
摆件。沿多莫克村往北前行是一个
小半岛, 被称为图克图克Siadong或
者简单的图克图克, 这里的海滩和
郁郁葱葱的植被景色最值得称道。

柔和光亮的蓝色多巴湖水与绿色的
青草地融为一体。这里虽然可以体
验海滩和各种水上娱乐运动, 但是
由于深处高山所以这里的气温比较
低。因此, 图克图克备受游客青睐, 
这里还有很多小型旅馆和家庭寄宿, 
餐厅以及优质的工艺品。

从棉兰开私家车或租车前往Parapat
市, 大概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您
也可以坐Medan（棉兰）-Pematang 
Siantar线的火车, 从这儿坐巴士到
Parapat, 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

游客大巴把乘客从棉兰拉到Parapat, 
经过的路线为Lubuk Pakam, Tebing 
Tinggi, 到Pematang Siantar。在路
上, 游客可以欣赏棕榈树和橡胶种
植园这个景色。

Picture Source: www.northabro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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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印尼

PULAU ABANG

ABANG岛

印尼文：Pulau Abang；美丽的水
下花园, 具有迷人的珊瑚礁, 饰有各
种形状, 大小, 和许多颜色的海洋生
物, 等待着浮潜和潜水爱好者来到
南巴淡的廖内群岛省的阿邦岛清澈
的海水下来探索。

Abang岛周围有许多小岛屿, 其中
大部分是珊瑚礁保护区, 而此岛只
有约10平方公里的主岛。

与相对较浅的水域（约15至18米
深), 这个迷人的海底奇迹是一个完

美的潜水点。它的美往往拿来与科
莫多岛的国家公园, Bunaken, 拉贾
安帕来做比较, 因此coremap (珊瑚
礁恢复管理程序) 本身也作为一个
特殊的水下珊瑚礁观察县中心。

在表面上, Abang岛景观仍然是原
始的花岗岩岩为主的山丘。大多
数的海岸仍然被美丽的红树林的
所装饰。对阿邦岛海域最迷人的
特征是一种罕见的珊瑚被称为蓝珊
瑚, 只能生活在清澈的水质优良的
海水里。这里在平静水面下发现的
鱼类包括鲹鱼、剑鱼、红鲷鱼, 红
沙鱼, 河豚, 槟榔和许多其他鱼类。

多年来, Abang岛人民不断被教导
关于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保护珊瑚
礁作为旅游资产, 以及其对全球环
境的意义。反过来, 他们也可以受
益于旅游活动, 作为渔民或交易商
的日常活动旁。这最终导致了良好
的美丽阿邦岛。

Picture Source: www.wisatahemat.c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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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印尼

MAUMERE

毛梅雷

印尼文：Maumere；毛梅雷市是
锡克卡摄政区的首府, 位于东努沙
登加拉省弗洛里斯岛的东北海岸, 
这里是您探寻弗洛里斯之美并开启
一次终生难忘的冒险的绝佳舞台。

此地风景如画, 有雄伟的高山和水
晶般清澈的碧海。毛梅雷是弗洛里
斯岛上最大的城市, 比该岛西海岸
的纳闽巴焦还要大。 毛梅雷曾经
是游客前往和纳闽巴焦同侧的科
莫多国家公园的另一入口。

然而那些希望在拉兰图卡参加复活
节庆祝活动的人们也会从毛梅雷出
发, 因为从这里乘飞机到印度尼西
亚其它地方更加便捷。毛梅雷位于
这个长岛的最狭窄的部分, 要是您
站在Nita镇附近的Koting村, 就能
将北边远处的弗洛里斯海和印度
洋南岸地平线处的萨武海的全景
尽收眼底。

离毛梅雷市约30公里有一个锡克
卡村, 这里是著名的弗洛里斯手

工编织服装中心, 您千万别错过
这个地方。根据要求, 游客可以
观看整个复杂的扎染织物的编织
过程, 包括用天然染料上色。 另
一个因编织而出名的村庄是瓦图
拉比 (Watublapi), 其编织物的不
同之处在于用蜥蜴, 马, 鸟和几何
图案等动物符号作图案

毛梅雷曾经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浮潜
和潜水点, 由弗洛里斯本岛的英雄
弗朗斯赛达所建造的圣维沙塔度假
胜地而闻名。 不幸的是, 1992年
海啸摧毁了部分珊瑚礁和城市。

在此之前, 许多人都认为毛梅雷是 
真正的“弗洛里斯岛”或东努沙登
加拉群岛之花。 近二十年之后, 这
座城市终于通过重新修建的弗朗斯
赛达机场（原名为Wa Oti机场）
而复原了其美丽风貌。 荷兰商人
在16世纪抵达这里之前, 毛梅雷
被称为Sikka Alok或Sikka Kesik。

来自中国, 武吉士和马卡莎的贸易

商来此和当地人做生意。 这些贸
易商经常在一个叫作Waidoko的
离海港挺近的地方停留几天。 而
荷兰人到来后, 他们最终在锡克卡
建立了政府办公室, 并用Maunori, 
Mautenda, Mauwaru, Maurole, 
Mauponggo等名字重新命名该
地区

由于这儿的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
徒, 所以该镇的存在不能与拉兰图
卡教会分开。

天主教最先在1566年由名叫P.
Joao Bautista da Fortalezza和Si-
mao da Madre de Deos的两位多米
尼加传教士传入。P.Antonio Cruz
先将他们从拉兰图卡镇送到一个位
于毛梅雷以西约45公里叫作Paga
的小镇传教。 如今, 每年从毛梅雷
总部到拉蓝图卡的会众都要参加圣
周, 即复活节圣周仪式。

Picture Source: www.authentic-indone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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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佳肴

BACAH DAGING
巴扎牛肉

廖内地区的典型菜肴, 除了大部份
是海鲜, 原来还有其它用牛肉制成
的菜肴, 名为巴扎 (Bacah) 牛肉。

廖内人对这种传奇的传统美食, 
非常熟悉。这种将牛肉与罗望子 
(asam jawa) 和其它几种香料混在
一起的美食, 原来能烹饪出具有高
品味且具有典型群岛特色的食谱。

乍一看, 巴扎牛肉与加工的巴东
牛肉 (rendang Padang) 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这两种菜肴在加工, 使用
的香料, 呈现的方式, 都有一些不
同点。

巴东牛肉是用群岛各种典型香料加
工而成, 然后经过长时间煮熟。与

加工巴东牛肉相比, 巴扎牛肉使用
更少的香料, 加工更容易, 更简单。

制作巴扎牛肉时, 用的香料是椰奶, 
罗望子水, 酸橙叶, 青葱, 大蒜, 香
菜 (serai), 红糖, 粉状肉汤和孜然 
(jinten)。然后将所有香料捣成一
体, 并与切成大小随意的牛肉混合, 
然后在锅中加入罗望子水和椰奶, 
直到所有香料被牛肉吸收, 与肉混
合, 就像巴东牛肉一样变稠。

然而, 制作 巴扎牛肉的过程, 并非
就此结束, 待所有香料都被牛肉吸
到淋漓尽致后, 再将肉放在特富龙 
(Teflon聚四氟乙烯) 锅或燃煤上烘
烤, 直到牛肉又软又嫩。

正是这种烘烤过程使巴扎牛肉滋
味更鲜美, 因为在烘烤过程中, 它
会散发出扑鼻的香气, 当然也会使
您觉得更开胃。

除了在调味和加工方面与巴东牛
肉有所不同, 巴扎牛肉与巴东牛肉
在外观上也有所不同, 巴东牛肉通
常配上热腾腾的白米饭, 而巴扎牛
肉通常配上ketupat饭棕和薯粉饼
干kerupuk。

为了能享用这道巴扎牛肉, 您直接
来到廖内地区就很容易找到它, 因
为在廖内的各种餐馆里随处可见。
但是, 如果您住在远离该地区的远
方, 当然您可以尝试在附近市场容
易找到的食谱和香料, 在家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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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咖喱和海鲜菜单外, 廖内还有其
它味道甜美的小吃, 您应该品尝的糕
点是Lopek Bugi糯米糕。

Lopek Bugi糯米糕是廖内省甘巴县
的美食, Lopek Bugi 这个名字是该
地方言。若译成印尼语, Lopek 是 
Lepat (香蕉叶包裹的糕）的意思, 
Bugi是糯米的意思, 所以 Lopek Bugi 
可以理解为 Lepat Ketan。

Lopek Bugi 是用糯米粉制成, 您可用
黑糯米粉或白糯米粉。馅料是磨碎
的椰子和棕榈红糖, 然后包裹在锥形
或金字塔形的香蕉叶里。另外有的
也裹成长方形。

包裹完毕, 将Lopek Bugi蒸好几分
钟, 蒸熟的Lopek Bugi拿在手上会
觉得粘粘的。

制作Lopek Bugi糯米糕, 方法相当简
单, 您也可以在家练习做, 作为午后
的点心, 配上热腾腾的茶或咖啡。

据说, Lopek Bugi糯米糕的起源其
实是由水手从锡江市武吉士地区带
到米囊加保, 但后来Lopek Bugi糯米
糕传播到甘巴县及其周边地区。

起初, Lopek Bugi糯米糕是典型甜
品, 只供给贵族的美食, 只在某些庆
祝活动中供应, 例如宗教节日, 其它
传统仪式和邀请社区领袖的仪式。

然而, 随着时代的推移, Lopek Bugi
糯米糕不再是某些人专吃的美食,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品尝的食品, 在
廖内销售典型纪念品的市场或商店
中, 很容易找到Lopek Bugi糯米糕。

甚至现在在甘巴县有个Danau 

Bingkuang村, 村民靠生产Lopek 
Bugi糯米糕和其它小吃谋生, 然后
大规模分销到邻近地区。

Danau Bingkuang村是众所周知的
甘巴县纪念品中心。此外, Danau 
Bingkaung村是在通往苏西省的东
路上, 位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因此, 对于到访廖内省的您, 别忘了
花点工夫在Danau Bingkuang村歇
息一阵, 品尝该地风味美食, 特别是 
Lopek Bugi糯米糕。

除了甘巴县, 在苏门答腊岛的苏西
省和占碑省等地区, 也有类似Lopek 
Bugi的糯米糕, 名称也相差不多, 但
实际上, Lopek Bugi糯米糕被认为
是马来文化的典型小吃, 因此除了
廖内地区外, 在其它有马来族或马
来文化的地区, 都可以找到Lopek 
Bugi糯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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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惹特区默拉比大地旅游农庄
Agrowisata Bhumi Merapi, Yogyakarta

日惹确实是以马里奥波罗而闻名, 
但目前发展非常迅速的日惹旅游, 
推出了一系列其它很有意思的旅
游目的地, 包括最近在社交媒体热
议的旅游农庄。其旅游目地迪名
称为默拉比大地旅游农庄, 位于日
惹特区斯勒曼 (Sleman) 镇巴格姆 
(Pakem) 乡萨旺安 (Sawangan) 村卡
里乌朗 (IKaliurang) 路20公里处。

当然, 单单从名字就可猜到这旅游
农庄位于默拉比山坡上。游览此
地时可进行各种活动, 从在外景尝
试游戏, 在各处美景拍照, 到露营
地看看叹为观止的红日徐徐东升。

目前, 默拉比大地农庄是日惹自然
景点旅游目的地之一, 适合您与家
人的渡假之地。在轻松和自然的氛
围中, 渡过令人心旷神怡的周末。
清凉的新鲜空气和美丽的自然氛
围, 肯定让您精神为之一振, 让所

有壮观美景, 收尽眼帘。

此外, 这里的设施已经相当齐全了, 
让您在游览默拉比大地农庄时, 再
也不用担心进行各种旅游活动了。
这里的便利设施包括旅游停车场, 
卫生厕所, 祈祷专室, 美食餐厅, 露
天营地, 外景地区, 吉普之旅, 拍摄
地点, 迷您农场, 其他支持您旅游
活动的设施。

本着备有的各种便利设施, 您可以
与家人或朋友一起进行各种精彩
的活动。您在默拉比大地进行农
庄之旅时, 参观在农庄饲养的各种
牲畜, 田野之旅, 露营, 外游, 学习生
产麝猫咖啡, 各种游乐设施, 拍摄可
上载instagram的各个景点, 乘吉普
车游览旅游景点, 您不容错过的, 是
到默拉比大地餐馆 (Resto Bhumi 
Merapi) 尝试美食 。

日惹默拉比大地旅游农庄, 每天从
8时30分开放到下午5时, 因此您
可以随时来到这旅游胜地。但如
果您想享受不受打扰的旅游活动, 
您应该在工作日来游览。因为这地
方在每个周末总是挤满了来自日惹
地区和日惹以外的游客。

您应该确保在天气晴朗时来此游
览, 这样您就可以享受所有户外游
乐设施。带来露营装备, 搭起帐篷, 
感受更刺激的假日感受, 与大自然
融为一体, 就更令人兴奋无比了。

到默拉比大地旅游农庄的位置相
当容易抵达, 如果您从日惹市中心
出发, 您需要行驶大约 22 公里才
能到达地点。您可乘私家车前往
景点, 车程约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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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南梦县苏鲁旅游农庄
Agrowisata Taman Suruh, Banyuwangi

苏鲁旅游农庄 (Taman Suruh 
Agrowisata) 推出旅游农庄的概念, 
展示各种外南梦的农务, 从有机黑
稻至到各种有机水果和蔬菜。此
外, 还有一片五颜六色的奇花异卉, 
是游客们经常寻找的拍照佳地。

苏鲁旅游农庄位于伊真 (Ijen) 山脚
下, 正好位于东爪省外南梦县Glagah
镇苏鲁公园的沃诺沙里村。

其位置离伊真山相当近, 是特别吸
引游客络绎不绝而来的旅游景点。
此外, 凉爽的空气和丰富的氧气, 也
让在苏鲁旅游农庄游览的游客, 有
宾至如归之感。

除了让您有拍摄美景的时刻, 您在
苏鲁旅游农庄渡假时, 应该做的另
一件事, 就是在已备好的土地上直
接实践农耕的方法。

苏鲁旅游农庄是教育千禧一代的方
式, 使它成为永久的旅游目的地。
这占片地10公顷的旅游农庄, 非常
适合您与家人和孩子一
同尽兴游览, 让他们能
直接学习和了解农耕的
过程, 直到收获和消费
农产品。

此外, 您也可以教导您
孩子认识苏鲁公园各种
植物的种类和名称。此
外, 正在开发的甜瓜品
种有33物种, 其中包括
正在成为印尼主要品牌
的韩国chamoe甜瓜 。

2020年9月18日至20日, 
苏鲁旅游农庄举办了万
紫千红博览会, 展出各种
收藏品, 如海棠, 龟背竹, 

观赏椰子, 盆栽果树等。除了所有
的植物, 游客还将被展览的兔子和
斗鱼等可爱动物所宠坏。

苏鲁旅游农庄确实非常适合作为
拍照留念的佳地, 每个角落都设计
得非常好看, 作为美化您的照片的
背景。再加上自然风光和凉爽优美
的氛围, 是游人如织的主要原因。

苏鲁旅游农庄提供各种足够的设
施。因此, 您无需犹豫就可以来到
此地。现有的一些设施, 包括大型
停车场, 厕所, 祈祷室, 可上传照片
的优美景点, 花园, 凉亭和其他有
助于您旅游活动的设施。

苏鲁旅游农庄每天于印尼西部时
间上午9时开放至到21.00。前往
这位置非常容易, 因为距离外南梦
中心仅10公里之遥, 游客可乘私家
车 (汽车或摩托车) 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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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目岛纳尔马达植物园
Narmada Botanic Garden, Lombok

纳尔马达植物园 (Narmada Botanic 
Garden) 是提供旅游活动和美丽花
园景观的旅游农庄之一, 其美景不
亚于其它旅游农庄。

位于西努省龙目县纳尔马达 
(Narmada) 镇甘达里 (Gandari) 村
的纳尔马达植物园, 在占地一公顷
的旅游区种满了向日葵和薰衣草 
(lavender), 万寿菊 (marigold) 等等
各种奇花异卉。

有亮黄色和巨大冠冕的向日葵, 是
这旅游农庄的主要吸引力。此外, 
这种拉丁文名为 Helianthus Annuus 
的向日葵, 在居民家院里很罕见。
因此, 难怪这地点是人们将照片上
载instagram的最佳地点。

谁能想到纳尔马达植物园里一望无
际的向日葵, 水果和蔬菜, 过去曾经
是一片稻谷的农田。但后来土地管

理者种植黄瓜, 万寿菊和向日葵。

然后这些植物也成了马达兰大学
农业系大学生学习有关园艺植物
的地点。由于越来越增长, 2018
年3月11日, 经营者将该地点定为
旅游农庄, 并将它命名为纳尔马达
植物园。

纳尔马达植物园除了是花园, 还
有微型迷宫, 悬吊秋千和霍比特 
(Hobbit) 屋以及其它几处拍摄点。

游客在纳尔马达植物园可随心所
欲拍摄, 但严禁摘花, 更不用说踩
踏植物了。

这儿不仅有五颜六色的花卉, 也种
植了可供游客直接采摘的水果和蔬
菜。然而, 在这里采摘水果和蔬菜, 
经理推出 "诚实花园" 的概念, 那儿
的水果和蔬菜箱没人看守, 也没水

果秤。因此, 游客可在花园当中的
商店挑选和付款。

如果您在周末来此游览, 可以在纳
尔马达植物园参观植物市场。游
客可在那儿购买植物, 品尝龙目岛
传统的小吃和食品。纳尔马达植
物园经营者不仅向游客展示美丽
的旅游场所, 还希望这区域成为教
育场所。

除了可以尽情拍摄照片外, 经营者
还为学童提供旅游套餐。包括介绍
各种植物, 如何选择好种子, 如何种
植, 如何施肥, 收获过程如何, 营养生
长, 还教导有关环境的知识。

纳尔马达植物园每天在当地时间
早上7时开放至下午6时。对于有
意游览这地点的人们而言, 无须迷
茫困惑, 因为进入该农庄非常容易, 
道路已铺上了光滑的沥青路。可以
让过两轮或四轮车辆顺畅地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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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
MANGGA

"芒果"(mangga) 这名字源自泰米尔
语 "mankay",  "man" 的意思是 "芒果
树", 而 "kay" 的意思是 "水果"。然后
这个词被葡萄牙人带到欧洲去, 并吸
收成葡萄牙语的manga或西班牙语和
英语的mango中。

芒果植物起源于印度与缅甸接壤的
地区, 这种植物自1,500年前就已传
播到东南亚各国。也以各种区域语
言而闻名, 例如pelem或poh。

芒果主要是在印度, 中国, 墨西哥, 泰
国, 巴基斯坦, 印尼, 巴西, 菲律宾和
孟加拉国等国出产。芒果的主要市
场是东南亚, 欧洲, 美国和日本。新
加坡, 香港和日本是亚洲最大的芒
果进口国。

据说, 芒果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尤其
在南亚各国。在菲律宾, 芒果是国家
的像征。在印度教的吠陀经文中, 芒

果被认为是 "神的菜肴", 芒果叶经常
被用在装饰婚礼或印度教宗教仪式。

芒果基本上是低热量水果类。一个
芒果含有大约100-110卡路里热量。
即便如此, 这种水果仍富含抗氧化剂 
(多酚和β-胡萝卜素) 和许多其它有

益于健康的营养素。

成熟的芒果一般都是在新鲜时吃的, 
作为餐桌水果或作为冰的混合物, 切
片或混合食用。幼果常被压碎, 去皮, 
切片, 加盐和辣椒调味后, 在路边出
售。芒果也加工成糖果, 切片干果, 
制成罐头芒果等。在印尼各个地区, 
酸芒果经常被用作辣椒酱或鱼肉菜
肴的混合物。

芒果树干

芒果树能高达到30米或更高的高度, 
但是大多数种在花园的芒果树只有
15米或更矮。树干直立, 树枝坚固, 
树皮厚而坚韧, 有许多小裂缝和叶
柄鳞片。老树皮的颜色通常是灰褐
色, 深灰色到几乎黑色。

树叶

芒果树叶是单叶, 叶位分散。叶柄长
短不一, 基部扩大。叶位在树枝的规
则通常是3/8, 越靠近尖端, 叶位之
间越靠近, 因此看起来好像是在一
个圆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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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有多样, 多数为长圆形至披针
形, 长约15-40厘米, 宽约6-16厘米, 
稍有粘性, 粗如皮革, 嫩叶呈红色至
橙色, 逐渐变为有光泽的深绿色, 叶
龄可达到1年或更长时间。

芒 果 叶 含 有 蒲 公 英 赛 醇 - 3 β 
(tarakserol-3bet)和乙酸乙酯 
(etilasetat) 提取物, 可与胰岛素协
同作用激活GLUT4 (是脂肪细胞和
骨骼肌细胞内最主要的葡萄糖转运
蛋白), 刺激糖原合成, 从而减轻高血
糖症状。

花朵

芒果花朵是一簇簇的花束, 长在树枝
末端。花束通常有毛, 但有些无毛, 呈
黄绿色, 长度可达40厘米。这种花束
由主轴的许多分支组成。主枝都有许
多分支, 即第二分枝。

花束中的花是混合的, 有的是雄性, 有
的是双性, 芒果花茎很短, 有香味。

芒果花有5枝雄蕊, 但只有一两枝是可

育的, 而其他的则是不育的。可育的
雄蕊通常与雌蕊的长度几乎相同, 约
为2毫米, 而不育的雄蕊较短, 

它的子房无茎, 位于空间内的圆盘
上。雌蕊柄从子房边缘开始, 末端有
形状简单的雌蕊端头。

果实

芒果属于有肉质的核果类 (drupa), 
大小和形状因类型而异, 从圆形, 卵
形到细长的椭圆形。果实长约2.5-
30厘米。

成熟果实的表皮相当厚, 有稍黄或稍
红的绿斑腺。成熟时果肉呈红橙色, 
黄色或奶油色, 有纤维或没纤维, 滋
味有甜也有酸, 水分很多, 气味香浓。

果核

芒果的果核呈白色, 扁平并覆盖着厚
厚的木质纤维。果核由两部分组成, 
有的是单胚, 有的是多胚。
芒果果核可用作牲畜或家禽的饲

料。在印度, 它甚至被用作饥荒时
期的食物。

树根

芒果树有分枝的主根, 长度可达6米。
枝条根越深就越少, 在30-60厘米深
度最多枝条根。

芒果培植法

在印尼, 芒果有很多种类和品种, 果
实形状因品种而异。一些在印尼广
为人知的芒果品种, 其中有gadung
芒果, arumanis芒果, golek芒果, 蜂
蜜芒果, manalagi 芒果, cengkir芒果, 
kedong芒果等等。

培植芒果的条件不高, 果树在海拔
300-500米高的地区都能很好地生
长, 尤其是在pH值为5.0-6.0, 浇水良
好的疏松土壤上。其生长所需的气
候是3至4个月干燥期。

准备芒果种子

当然, 在种芒果树之前, 首先准备芒果
树苗。选择品质良好的品种或适应当
地市场口味的优质种子。芒果树苗可
从树苗贩购买, 也可以自己制作。芒
果树苗可通过果核, 嫁接和接枝的方
式繁殖。为了获得最佳成果, 应避免
从种子繁殖植物。通过种子繁殖的植
物, 需要长达7年时间才能开花结果, 
植物性状也常常偏离亲本的性质。

整地准备种植

首先清理种植园里的灌木和杂草, 
然后测量间距, 用木桩在种植点做
标记。芒果树的理想间距是 10 米 
x 10 米 或 12 米x 12 米。在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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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种植点打种植孔。在土质地坚硬的
土壤上, 种植孔的大小为 1 米 x 1 米 
x 1 米。而在松散质地的土壤上, 种
植孔可以更小, 约为 60 厘米 x 60 厘
米 x 60 厘米。然后将种植孔曝露约
1个月, 以中和土壤的 pH 值
.
如何种植芒果树苗

施基肥7, 10天后, 就可移栽芒果树
苗。小心打开树苗塑料袋, 不要让幼
苗介质破裂, 因为会对树苗造成水土
不服。然后将树苗插入种植孔的中
间。芒果树苗只能种植根部。种植
时间在下午或清晨, 种植后, 给幼苗
充分浇水。芒果树苗宜在雨季种植。

芒果树苗护理法

接下来是对新植芒果树苗进行维护
或护理。照顾芒果树苗的一些活动
包括在某些 (枯死的树苗) 空位进行
再植, 浇水和除草。进行常规植株控
制, 立即对枯死, 病株或生长异常的植
株进行再植。早期的芒果树苗需要
足够的水才能良好地生长。如果不

下雨, 植物茎基部周围土壤干燥, 需
要浇水。下一步护理除杂草。清除
植物周围土壤中的杂草。如果不清
除杂草, 杂草会妨碍植物生长, 并且
会争夺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芒果植株施肥工作

为了使植物良好地成长, 能够生长大
量果实, 需要给芒果树苗施肥。所需
的肥料是堆肥, NPK和尿素形式的肥
料。施肥量根据植物生长阶段进行调
整。随着植物的逐渐老化, 对肥料的
需求也会增加。

对芒果病虫害的防治法

我们会经常发现攻击芒果植株的几
种虫害, 包括：枝螟, 幼虫破坏树枝, 
伴有枝条肿胀的症状。果实象鼻
虫, 被感染的果实表皮有斑点, 果实
内部有幼虫, 成虫和蛹。粉蚧, 这种
害虫看起来像一层棉花, 攻击叶子
下部。黃守瓜 (Aulacophora), 这种
害虫是瓢虫的同胞, 攻击叶梢, 可用
胃毒 (racun perut) 控制。盘长孢属 

(Gloeosporium), 这种疾病的原因是
真菌或霉菌攻击多叶植物, 这种病
害侵袭树干, 树枝, 小枝, 花和幼果。
色二孢属 (Diplodia), 这种病害发生
在空气干燥时, 它不直接侵害, 而是
通过茎上伤口使植物分泌出汁液。

芒果收成

如果植物种子来自嫁接, 通常芒果树
会在种植后3或4年开始开花。施肥
在八月中旬至十二月之间。芒果的
采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可以在果实
还年轻时采摘, 也可以在果实很老且
接近成熟时采摘。成熟芒果的标志
是肤色变成深绿色或蓝色。如果自
用和在当地市场出售, 可把芒果留
在树上成熟。

芒果的好处和营养

在每100克芒果中, 含有86.6克水, 0.7
克蛋白质, 0.5 克脂肪, 12.3克碳水化
合物, 12毫克维生素C, 35%的维生素
A, 20%的叶酸, 8%的维生素K和钾。

这种滋味酸甜的水果还含有铜, 钙, 铁
和抗氧化剂, 如玉米黄β-胡萝卜素。

芒果不仅提神醒脑, 营养丰富, 还提供
许多有益于健康的好处, 包括： 

可预防癌症

德克萨斯 AgriLife Research一组研究
人员进行的研究中, 已知芒果中的多
酚提取物, 可防止癌细胞的发展。来
自马来西亚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芒果
皮含有多酚, 类胡萝卜素, 食物纤维, 
维生素C, 维生素E和各种其它活性化
合物, 这些化合物具有比果肉本身更
强的抗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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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21年六大印尼华裔小姐已准备践行使命和恆存印-华文化

亿乐荣 (EL JOHN) 印尼基金会成功地
孕育了2020年印尼华裔美后吴清霞 
(Aldora Helsa Goewyn) 的继任者。她
就是获得2021年印尼华裔美后衔头
的巫英玲 (Marchella Mulyawan)。

2021年印尼华裔美后总决赛当晚, 
巫英玲被宣布为2021年印尼华裔美
后。在这群星闪耀的高峰活动中, 亿
乐荣电视台（EL JOHN TV）于2021
年8月7日周六晚直播通过视讯方式
举行的总决赛。

巫英玲在当晚总决赛的表现, 吸引了
选美评审团的注意。总共有五名评委
对决赛选手的仪表进行了评估, 他/她
们分别是中亚银行/BCA数字中心执
行副总裁黄婉玉 (Wani Sabu, 评审团
主席), 2020年印尼华裔美后吴清霞
（Aldora Helsa Goewyn, 成员), 2020

年印尼旅游小姐黄会清 (Jessy Silana 
Wongsodiharjo, 成员) 2021群岛旅
游帅哥卡里 (Galih Saputro, 成员) 和
2021年群岛旅游小姐雅菲达 (Afida 
Salsabila, 成员) 。

至于名誉评审团主席由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驻华兼驻蒙古国大使周浩黎 
(Djauhari Oratmangun) 担任, 名誉
评审团副主席由中亚银行上市银行
总裁雅赫雅 (Jahja Setiaatmadja) 担
任,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创始人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成员) 担
任名誉评审员。

在赢得最高冠军头衔之前, 巫英玲必
须顺利通过几个阶段, 即进入前十名
和前六名。巫英玲在与评审团进行问
答问题时, 获得了评审团的最高分。
当被问及土生华族的目的时, 巫英玲

以坚定, 准确, 简短口气回答。

不仅是在总决赛的表现, 决赛选手
在隔离期间, 评审团也通过视讯进
行评审。

除了巫英玲, 还有其他五名决赛选手
有资格在印尼最负盛名的选美赛夺
冠。他们是顺利进入前六名的决赛选
手, 即何美心 (Yunita, 2021年印尼华
裔旅游小姐第一亚军), 朱美妮 (Dewi 
Paramita, 2021年印尼华裔美食小姐
第二亚军), 楊照星 (Sharon Sylvania,  
2021年印尼华裔文化小姐第三亚军), 
许美雅 (Maria Sefani,  2021年印尼
华裔医疗小姐第四亚军) 和许美雅 
(Maria Sefani, 2021 年印尼华裔地
球环保小姐第五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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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英玲 (Marchella Mulyawan), 表示
愿意履行2021年印尼华裔美后的使
命, 向世界介绍印-华文化。巫英玲甚
至已經有了促销计划, 稍后将通过社
交媒体分发。

巫英玲在接受亿乐荣杂志团队采访
时说 :“最简单的步驟就是在社交
媒体进行推广活动, 按照我的看法, 
华族文化有吸引力之處, 在于有些节
日在今年里举行的日期相距不远, 所
以我们一直被提醒。在新冠肺炎大流
行期间, 大部分节日活动都通过视讯
举行, 在线举行, 网络研讨会, zoom等
应用程序。现在我本人将参加这些活
动。不光是为了使气氛更热闹, 而且
也成为振兴印-华文化的新代表。 ”

巫英玲披露,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际, 
在推介某种产品方面, 社交媒体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而且使用社交媒体并
不是难办的事, 每个人都有社交媒体, 
而且社交媒体对其它国家的影响也很
广泛。因此, 通过社交媒体介绍印-华
文化, 是有效的方式。

巫英玲 (2021年印尼华裔美后)

巫英玲说：“我们看目前的情况, 在线是唯一的选择。
因此, 我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是有效的, 因为人
类具有各种特征、各种创造力和独特性, 各有千秋, 因
此我们可摄制与众不同的精彩内容, 以吸引社交媒体
上人群。”

至于她当选为获胜者, 巫英玲表示她很惊讶。她万
万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为2020年印尼华裔美后吴清霞
（Aldora Helsa Goewyn）的接班人, 尽管巫英玲在此
赛事没有预设目标, 但是巫英玲在这次比赛能做到的, 
就是作出最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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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2021年印尼华裔旅游小姐第
一亚军的何美心 (Yunita), 面露难
以掩饰的喜色。但是这称号对她
而言,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负责任。

何美心告诉亿乐荣杂志 (EL JOHN 
Magz) 团队:“我获得了很大的荣
誉, 肯定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 也
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没想到把这份
信任放在我身上。在2021年印尼
华裔小姐选美赛期间, 虽然不曾遇
到其他朋友们, 但我们都有各自的
奋斗, 所以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
很多东西, 我也看到她们的宣传运
动很酷, 并不逊色于我。”

这位出生在勿里洞县丹绒班丹镇的
美女准备保存和推广印-华文化。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促销, 因为她认
为该平台足以有效地介绍产品, 特
别是因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社交媒体的使用急剧增加。

何美心说 : "在我看来, 在世界范围
内推广印-华文化有两件要做的事, 
因为现在还处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时
期, 我们可以在网上通过社交媒体
推广, 例如Instagram, 抖音等, 让我
们创造有创意和教育性的内容, 邀
请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 
使其不至于消失, 如果疫情结束了, 
我们也可以到其它国家地区履行文
化使命, 让我们在其它国家交流有
关中华文化的信息。”

何美心 (2021年印尼华裔旅游
小姐第一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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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妮 (Dewi Paramita) 也传达了愉
悦的感觉。朱美妮对亿乐荣杂志/EL 
JOHN Magz 团队说, 她将为全力支
持她的人尽善而为。

朱美妮说:“肯定是很高兴和感激不
尽, 我终于能履行对我的信任, 这是
交给我的信任和责任。我所做的, 不
让那些选我和支持我走到这地步的
人感到失望, 所以我会与其她小姐们
尽善而为。”

朱美妮也不忘记感谢提供平台的印
尼亿乐荣基金会。

朱美妮说 :“非常感谢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从2020年开始举办的印尼
华裔小姐选举, 这意味著这是第二
届, 因为有了这赛事, 我有资格参
加, 现在终于给了我机会。关键是
亿乐荣为我们提供平台, 因此我们
将尽力而为。”

朱美妮也表示愿意维护和保护印-华
文化。文化的诞生不仅是作为展
示, 文化也需要被保存下来和推介
给世界。因此, 朱美妮也准备与其
他六大小姐合作, 将中印文化介绍
给国际社会。

她解释说 :"我本人是 2021 年印尼华
裔小姐, 但与其她前六名合作, 我们
将为明年准备节目, 但由于大流行时
期的不确定性, 我们尽可能做好准备, 
例如先通过在线办事。如果以后可
能的话, 我们希望能面对面见面, 直
接到那儿去, 这样我们就能够接触到
更多的人。但如果我们上网, 我们
会努力做针对很多人有益的事。”

朱美妮 (2021年印尼华裔美食
小姐第二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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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星 (Sharon Sylvania) 与前六名
小姐对恒存印-华文化的计划, 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这位会计专业美
女还有介绍印-华文化的方式, 那就
是舞蹈。

杨照星从小就非常热衷于投入舞
蹈世界。希望通过舞蹈让更多人了
解印-华文化的融合。

杨照星说 :“我有舞蹈的爱好, 我想
和我的大学合作开设免费舞蹈班, 
因为我本人喜欢跳舞, 舞蹈是印尼
的一门艺术, 印-华融为一体的其中
一个艺术是lenggang Nyai舞, 除此
之外的华族文化节日, 如春节, 中秋
节、冬至汤圆以及我们讨论过的各
种事, 朋友们, 请继续关注我们, 因为
我们会更新。“

在此场合中, 杨照星感谢印尼亿乐
荣基金会给她机会成为印尼亿乐
荣大家庭的一份子。参加2021年
印尼华裔小姐对她来说是一种全
新的体验, 因为这是杨照星在选美
界的第一场比赛。

她说 :“感谢组办这次大规模印尼华
裔小姐盛事的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如
果没有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如果没有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老爸, 我不可能走到这阶段, 印尼华
裔小姐选美赛是我第一次参加的赛
事。这次我参加了, 我感到很荣幸从
老爸和亿乐荣团队得到了很多宝贵
的经验。”

楊照星
(2021年印尼华裔文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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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印尼华裔医疗小姐许美雅 
(Maria Sefani) 也说做出努力与前六
名小姐进行合作。2021年8月印尼
华裔小姐选举结束后, 许美雅与前六
名就保护印-华文化进行了讨论。

这位出生西邦加县文岛的美女也准
备了有意思的项目。当然这项活动
将加强印-华文化的融和。

许美雅说 : "在我们直接见面之前, 
我们在 WhatsApp 上进行联系, 例
如谈我们要做的事, 其她一些小姐
也来分享已做的事, 何况我们再不
久有华人节庆, 例如冬至。因此, 我
们将做一些特别的事, 然后出现在
社交媒体上, 目的是讲述现在可能
已经褪色的文化。”

许美雅承认, 她很高兴加入了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对于这项成就, 许美雅
要感谢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创始人萧
肇炫举办了一场富有水准的活动。

毕业于传播系S1级的许美雅说 :“
可以肯定的是, 我通过亿乐荣选美
赛向举办印尼华裔小姐选美赛的印
尼亿乐荣基金会致以谢意, 这是我们
年轻人保护我们文化的活动, 我还要
再次感谢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创始人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先生。”

许美雅
(2021年印尼华裔医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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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美慧 (Yeni Chandra) 也有同感, 
她很高兴能在2021年印尼华裔地
球环保小姐的赛事中脱颖而出。
获得这项积极成就, 肯定不会被这
位出生在廖内下丁机宜 (Indragiri 
Hilir) 县淡美拉汉 (Tembilahan) 镇
的美女忘掉。

2021年印尼华裔小姐谭美慧首次
参加选美赛, 她心里没有目标, 最后
谭美慧终于证明了她能在印尼最负
盛名的比赛取得成就。

谭美慧说：“我想拥有令我自豪的
一些东西, 与我未来的子孙分享, 我
想向所有人证明, 来自廖内小镇的
我, 能与国家级决赛选手竞争, 我以
获得了2021印尼华裔地球环保小
姐称号来证明这一点。”

谭美慧将在保护印-华文化方面取
得令人自豪的成果来补充自己的
头衔。谭美慧呼吁印尼华族年轻一
代学习印-华文化, 告诉世界, 让世界
正确地理解印尼华裔文化的涵化。

谭美慧也将向国际社会加大推广
印-华文化的力度。由于当前处于
大流行之际, 促销活动将聚焦于社
交媒体上。

她说：“当前的新冠肺炎大流行, 
当然不会成为我继续向整个社区
和国际社会推广印-华文化的障碍,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场大流行何时结
束。因此继续相互联系的方式之一, 
就是是社交媒体领域的互联网。”

譚美慧（2021 年印尼华裔地
球环保小姐第五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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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爪哇巴厘岛以及外地地区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制 (PPKM)。 政府
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跟进 Covid-19 病例激增的情况。 因此, 国家经济增
长可能会受到干扰, 穷人的购买力会渐渐减弱。

为此, 政府制定了一项战略, 以便在紧缩期间维持经济稳定。 政府应该更
加敏感, 紧急 PPKM 必须伴随着向商业参与者和中下阶层社区提供刺激, 
这些刺激将继续支付甚至增加名义价值。 必须重新开始为受疫情影响的
人们提供社会援助 (bansos)。 目标是在社区中创建一个社会安全网, 并
确保受影响的商业参与者能够在紧急 PPKM 期间生存。

政府必须鼓励许多方面, 包括银行在内的各方共同发挥协同作用, 以恢复
目前受阻的经济。 面对第二波 Covid-19 疫情, 银行必须积极主动地支持
政府所定好的计划, 以帮助加速国家经济复苏 (PEN)。

银行在 PEN 计划中所做的努力是通过数字方式分发 "非现金" 政府计
划。 这样, 社区就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帮助, 但仍然遵守工作组 (task) 

为处理 Covid-19 制定的健康协议 
(prokes)。

其实这场疫情的确提供了宝贵的
教训, 因为它改变了人们以前从
实体到虚拟的生活模式, 并将传统
方法转变为数字平台。 Covid-19 
迫使人类适应数字活动。 由于 
Covid-19 对形势的胁迫, 这会导致
数字化转型更快。 事实上, 金融和
商业服务机构已经受到 Covid-19 
的影响。

银行意识到数字银行的兴起实际上
是一个战略机遇。 根据谷歌, 淡马
锡和贝恩公司 (2019 年) 的数据, 有 
9200 万印尼人没有得到银行的服
务。 此外, 印度尼西亚 5900 万中
小微企业 (UMKM) 中只有 12% 可
以使用银行服务。

Covid-19 将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加
快到 5年半了。 电子商务交易, 数
字银行和电子货币的显着增加证
明了这一点, 尤其是自 Covid-19 
的到来。

根据印度尼西亚银行 (BI) 的数据, 
2021年以电话银行, 短信和手机
银行以及网上银行渠道交易为代
表的数字银行交易量同比增长到
41.17%, 达到49.6亿笔。 这一增
长是过去五年中最高的。 此前在 
2016 年和 2017 年, 数字银行交易
量平均增长了 25%。 同时, 2018
年和2019年, 数字银行交易量增速
分别下滑至-4.90%和-31.05%。 同
时, 就价值而言, 到 2021 年, 数字
银行交易的价值将增长到 0.61% 
或达到 27,547.29 万亿印尼盾。

在金融服务领域, 尤其是银行业, 越

数字银行与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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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人使用数字银行服务进行交易。 因此, 银行要想提高竞争力, 赢
得竞争, 数字银行是必不可少的。

数字银行的存在可以覆盖尚未享受银行服务的公众或商业参与者。 因为
通过数字银行, 银行可以与其他金融服务部门合作, 例如金融科技点对点 
(P2P) 贷款, 合作社, 典当行, 金融公司, 小额信贷机构, 市场或具有网络, 便
利性和更广泛访问权限的电子商务。

关键在于数字银行

数字银行业务是支持经济复苏的关键, 同时还
能提高目前正在萎缩的经济增长率。 中央统
计局 (BPS）报告称, 印尼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经济增长仍出现负 0.74% 的收缩。 有了这个数
字,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在自 2020 年第二季
度以来连续收缩 4 次 (负 5.32%）后, 一直未能
回到正值区间。

为防止国家经济在 7 月份实施紧急 PPKM 期间
过度下滑, 政府继续鼓励银行根据健康协议努
力恢复经济。 社会援助的分配有更大规模, 但 
Covid-19 传播的数量仍然可以减少。

因此, 政府计划, 例如； 根据合作社部长 2021 
年第 2 号条例, 发放人民商业信贷 (KUR) 和

利息补贴, 发放微型企业生产援
助 (BPUM), 为微型, 中小型企业 
(UMKM) 贷款提供担保, 工作担
保- 必须通过数字银行媒体以数
字方式加速密集型企业贷款, 根据
财政部第 85 号条例提供 (UMKM 
利息补贴, 协助分发家庭希望计划 
(PKH) 援助, 分发就业前卡计划等.

因为数字银行让作为社会救助对
象的客户或准客户, 可以随时随地
进行各种交易, 而无需前往银行分
行。 这是数字银行为公众提供的
便利之一。 同时, 从银行的角度来
看, 数字银行使业务流程和服务更
加快捷高效。

通过数字银行服务, 接受政府计划
援助的人将可以轻松获得服务和
产品。 社区可以与现有的商业部
门生态系统, 自动化计划参与数据 
(部委/机构/机构之间的集成数据
库), 交易, 开户流程, 支付工具和其
他交易 (随时随地) 连接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因为被银行数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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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面向政府项目的数字银行将
极大地有助于加快吸收 2021 年经
济复苏预算拨款。 支持微型, 中小
型企业 (MSME) 和公司, 健康, 社
会保护, 优先计划和商业激励措施, 
同时遵守严格的健康协议。 即使
在第二波 Covid-19期间, 希望该国
的经济将继续增长。

数字银行交易增加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 客户可以
选择通过电子渠道提供金融交易服
务。 在对社区活动或紧急 PPKM 

实施限制的过程中, 银行继续优化
数字银行业务。 数字银行致力于
不断优化数字银行服务, 为印尼客
户提供最佳服务。

通过优化数字银行服务, 人们有望
在无需离开家的情况下舒适安全地
移动。 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 BCA
手机银行交易额增长到37.1%, 网
上银行增长到24%。 BCA 移动交
易量增长 到62%, 达到 20 亿笔交
易, 交易额为 852 万亿印尼盾。
与此同时, BNI的手机银行用户在今
年第二季度增长了56.82%。 从越

来越多的交易中可以看出使用该应
用程序的活跃用户。 2021 年第二
季度, 使用 BNI 手机银行的交易数
量增长了 54.2%。 交易数量的增
长伴随着名义交易金额的增长, 在 
2021 年第二季度增长了 31.8%。

BNI 是少数决定将两个金融服务
领域 (即传统银行业务与金融科
技公司）结合起来的国家银行之
一。 2021年第一季度, BNI现金
管理交易笔数达到7.700万笔。 其
中约 80% 或 6.200 万笔交易是由
数字公司进行的交易, 即电子商务
和金融技术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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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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冠状病毒疫情暴发肆虐我
国后, 疫情很快地蔓延到全国各地。
因为疫情, 各阶层人士都直接或间接
受到不同级别的影响。为了控制疫
情, 政府又实施了二至四级社区活
动限制 (PPKM）措施, 新增冠病病
例明显减少, 但让社会上更多的弱
势群体, 低收入家庭遇到经济困境, 
给贫民更是雪上加霜, 导致许多民
众失去生计, 贫困和失业问题凸显。

有鉴于此, 我国著名企业家彭雲鹏
献爱心, 通过其创立的Baito Pacific
集团属下的Bakti Barito基金会, 于
2021年8月18日, 通过指挥部覆盖
中爪哇省和日惹特区的区域防御指
挥部的第四军区 (IV/Diponegoro) 军
事指挥部, 协助分发1000吨大米给
中爪哇地区弱势群体。

海事和投资协调部长兼处理新冠
疫情和国家经济复苏委员会副主

席卢虎 (Luhut Binsar Pandjaitan)  
对Barito Pacific集团的善举表示
赞赏。他说, “我认为今天在处理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过程中, 政府不
能孤军作战, 需要各方的帮助和参
与。我感谢 Barito Pacific 集团通
过国军在该领域分发大米, 此举可
减轻社区民众的负担, 尤其是受新
冠疫情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日薪
工人和非正规工人”。

PT Barito Pacific 
Tbk 总裁阿古
斯(Agus Salim 
Pangestu)  说,  "
作为国家和社会
一份子, 大家要
能相互支持, 相
互鼓励, 相互帮
助；在同胞有难
时应义不容辞向
他们伸出援手, 

这是对印尼人民的一种服务, 回馈
社会并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我们的
责任, 体现了我们作为一家本国公
司的团结和负责任精神, 我们唯有
在疫情期间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 才
能共渡难关。

1000吨大米援助分阶段形式发
放, 从第IV军区 ( IV/Diponegoro) 
指挥部在三宝垄分发 100 吨大
米开始, 随后由军支区包括：布
沃格尔多 (Purwokerto) Korem 
071/Wijayakusuma 在 巴尤玛
斯Banyumas 地区分发 300 吨大
米。下一阶段, 梭罗Korem 074/
Wirastratama 向 梭罗市分发了 300 
吨大米, 并通过沙拉迪卡 (Salatiga)  
Korem 073/Makutarama  向 
Salatiga 市区的 60,000 户家庭分
发了 300 吨大米。

此前, Barito Pacific 集团与其创始
人 彭云鹏继续帮助政府和民众应
对新冠疫情, 捐赠了数千件个人防
护服, 数万件药品, 数10台呼吸机, 1 
辆 PCR 实验室汽车, 数百个氧气瓶, 
数千吨大米, 数千台制氧机, 数10万
个口罩, 数万个生活必需品, 数万个
PCR和快速检测试剂盒, 数10个水箱
和数百吨液氧。

疫情无情 人间有爱 BARITO PACIFIC 集团
捐助1000 吨大米予中爪哇弱势群体

国军协助分发大米予民众

社区民众接收大米后高兴地和国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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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企业家陈江所创建的陈江
和基 金 会 (Tanoto Foundation), 再
次开设了2022年模范奖学金申请注
册的机会。凡成功通过这项申请的
学子, 可获得基金会所提供的大学教
育费和生活费。即是选择迦达玛达
大学, 万隆理工大学, 安达拉斯大学
和印尼大学等九家高等学院的第一
学期本科大学教育。上述高等学府

已与陈江和基金会进行了超过十年
的教育合作关系。
　　
陈江和基金会上述举措是为打造未
来社会阶层乃至国家单位模范领导
者的教育转型纲领, 旨在培养我国
优秀的新一代, 也培养对印尼具有
积极贡献的未来国家或社会栋梁。
　　

通过h上述奖学金, 陈江和基金会提
供层次化及结构化的领导力的支持
和发展, 直至全球性自我发展的机
会, 包括社区服务, 各种便利条件及
网络实施, 加上学费及生活费补贴。
　　
就读第一学期的大学生在各项目有
脱颖而出的成绩, 具有组织经验及显
示出领导潜力, 请在模范奖学金纲领
申请注册。注册日期是2021年8月
17日直至9月30日。
　　
获选的大学生将成为陈江和奖学金
学者, 他们执行的模范纲领长达3年
半直至第8学期毕业。在这期间陈
江河奖学金提供的优惠条件如下：
(一) 提供全额学费及生活费；
(二) 发展领导力为社会作出贡献；
(三) 发展模范能力及榜样；
(四) 提供印尼及全球校友网络。

毕业后, 陈江和奖学金学者将与印
尼各地及全世界的模范纲领校友, 
在校友网络内聚合。
　　
有关注册的完整信息可通过下列
网页浏览：
https://www.tanotofoundation. org/
id/teladan2022/ 

陈江和基金会再设大学奖学金

我国九所高等学府参与合作

模范开场获陈江和基金会就读大学的学生们毕业时摄

基金会设的TSA 领导力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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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5日, 印尼华裔总会 
(INTI) 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在华印
尼留学生协会联合举办了第三期
印尼华裔总会,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线上交流会, 并且邀请了三名奖学
金获得者, 分享他们在疫情前后的
留学经历。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周斌, 
我国前贸易部长冯慧兰夫婿洪培
才,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 
印尼华裔总会中苏省分会主席彼
得(Peter Gozal) 及200多名印尼学
生, 其中包括曾在中国留学的学生
及将来打算去中国的学生线上出
席了这次活动。

印尼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致辞, 表
达了对中国大使馆的谢意。黄德新
称, 因为中国大使馆提供的奖学金让
他们实现了他们前往中国留学的梦

想。黄德新感谢周斌参赞出席了这
次第三期印尼华裔总会, 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线上交流会, 这给在华的
印尼留学生极大的鼓励。

周斌参赞致词, 希望该项目能增进
中印两国的相互合作及了解。周
斌参赞希望印尼华裔总会继续发
挥自身优势, 与中国大使馆加强合

作, 为通过两国教育合作, 促进两国
民心相通, 持续贡献力量, 希望同学
们珍惜到中国留学的机会。在中国
留学期间, 不仅学习知识, 也学习和
了解中国的国情, 文化, 既向印尼社
会介绍中国留学经历和中国发展情
况, 也向中国社会介绍印尼的文化, 
做到两国民间交往的使者, 传承两
国友好情意。

由于疫情原因, 有许多印尼留学生
仍待在印尼无法前往中国继续学
业, 其中一位来自锡江的奖学金获
得者若那德 (Ronald Hartono) 及另
外两位奖学金获得者刘美爱 (Novita 
Prabowo The), 叶南平 (Michael 
Thenedy) 也分享了他们上大学期间
的经历, 包括在中国线下学习及由于
疫情被迫在印尼线上学习两者间的
差异及其中出现的困难。

学生们表示, 除了错过与同学团聚
时刻之外, 他们在印尼上网授课的
讯号不佳, 因而出现问题与教师在
回答学生问题时的错觉是他们在
线学习的最大挑战, 活动期间许多
参与活动的学生都非常积极, 并对
关于如何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申请和要求进行了问答。

印尼华裔总会与厦门市在华印尼留学生协会

联合主办在华留学分享会

与会的学生和嘉宾

周斌参赞致词  黄德新致词 出席会议的洪培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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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 月 14 日 , 国信保健集
团 (Mayapada Healthcare) 通过 
Mayapada 医院的所有优质服务
部门, 被指定为印尼健康旅游目的
地品牌之一, 即Mayapada医院被指
定为印尼健康旅游医院。
   
首先是卫生部和旅游与创意经济
部出版的2018年印尼健康旅游目
录书中, 列出的具有优质医疗服务
的医院, 然后由该部从非临床角度, 
旅游和创意经济和印尼健康旅游
医学协会(PERKEDWI)进行评估。
 
其中是Mayapada 医院优质的综合
健康服务之一是在消化道 (胃肝病
学中心）范围内, 从开始治疗肿瘤, 
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检查, 到胃肠道

内脏器官相关疾病的范围。癌症
健康服务 (肿瘤中心), 提供所有范
围的癌症治疗；骨科中心的服务
以及运动医学服务, 适用于所有具
有其他骨谱的病例。

 医院作为印尼健康旅游发展背景下
的被指定医院之一的启动仪式, 由
总统审议院阿贡拉索诺 (H.R Agung 
Laksono), 旅游部首席督察克丽斯
娜 (Restog Krisna Kusuma S.H.), 
旅游部旅游产品和活动副部长李
芝奇(Rizki Handayani Mustafa）
和海事和投资统筹部旅游与创意
经济统筹副局长玛努福都 (Odo 
R.M Manuhutu ) 到雅加达南部
Mayapada 医院进行亲身医药检
查 (MCU) 体验后, 标致着正式启

动Mayapada Hospital为印尼健康
旅游医院之一。

MAYAPADA 医院被指定为印尼健康旅游医院

Odo R.M Manuhutu 正在扫描体检

翁大川 (Jonathan Tahir)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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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和创意经济部, 在通过其官方
门户网站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 医
疗旅游目前是许多国家吸引游客
的主要支柱之一。 2020 年 3 月
的研究和市场数据表明, 到 2026 
年, 全球旅游的基本潜力估计将达
到 1.796 亿美元或约 2.5多万亿印
尼盾。促进健康旅游计划的这一步
骤是结构改进的一步, 因为每年有
近 100 万亿盾用于与健康服务相
关的海外支出, 而这些服务实际上
可以在本国完成, 并且必须携手解

决印尼健康旅游的发展战略问题。

Mayapada Healthcare 集团首席执
行经理 翁大川(Jonathan Tahir) 说, 
"我们准备与政府和专业组织携手
合作, 共同开发和提高作为印尼健
康旅游 (Indonesia Health Tourism) 
领先目的地的旅游医疗服务质量。
他指出, 我们看到巨大的潜力, 认为
本国的医生和卫生工作者需要提高
他们的能力和专业水平, 以便能够
在亚洲区域舞台上竞争。我们希

望该计划能够通过健康旅游的范
围, 最大限度地让印度尼西亚进入
亚洲旅游目的地的行列。”
印 尼 健 康 旅 游 医 学 协 会 
(PERKEDWI)总主席慕克迪 ( Mukti 
E. Rahadian, MARS, MPH) 说, 
“PERKEDWI 作为印度尼西亚医
生协会专业服务改进委员会的一
个感兴趣的团体, 也有坚定承诺与
印尼健康旅游领域的所有商业合作
实体合作, 以提高印尼医学专业水
平, 以鼓励加速实施印尼健康旅游
概念的五个支柱, 其中包括印尼医
疗旅游, 健身旅游, 美容, 抗衰老和
印尼草药, 印尼医疗科学旅游, 印尼
运动健康旅游, 以及支持优先和超
优先目的地的健康服务。”
   
目前, 所有 Mayapada 医院单位都
执行严格的卫生规则, 例如：隔离
新冠病毒和非新冠病毒患者的流
动, 和治疗大楼, 综合诊所, 限制进
出大门, 体温热筛查, 在每个人提供
消毒剂, 进入 Mayapada 医院时, 您
必须戴上双层口罩才能进入, 在每
个咨询室准备工作台防护罩, 并定
期对医院的每个角落进行消毒。

Restog Krisna Kusma 在接受体检 Rizki Handayani Mustafa 在接受健康检检查

H.R Agung Laksono 正在做体检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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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董陈国瑛说, “感谢主,  这次疫
苗接种活动成功举行。这是民望学
校与丹格朗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合作
的成果, 最终可以实施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 以加块我国增加群体免疫, 
早日脱离新冠疫情大流行, 使国家
经济尽快复苏。希望在第一剂和第
二剂疫苗接种程序实施后, 学生的
免疫系统会更好。此前接受过疫苗
接种的教职员工之后, 希望面授教
学的过程能够逐步展开。”

在民望学校举办的疫苗接种活动, 
丹格朗市卫生办公室提供采用科兴 
(Sinovac) 疫苗, 有大约 600 名学生, 
以及期待已久的家长们踊跃参加。
接种疫苗活动, 严格实施卫生规则, 
戴口罩, 测量体温, 间隔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 举办的疫苗接种活
动使用了一种名为 AVATAR 的新
应用程序, 该程序得到了丹格朗市
通信和信息办公室的全力支持。该
程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条码, 该
应用程序足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条
码。从最初的过程, 即测量血压, 到
最后的过程, 即观察后检查, 一切只
需扫描条形码即可完成。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 坐落
在丹格朗市现代房地 (Modernland) 
址处的民望学校 (Sekolah Harapan 
Bangsa) 为青年学生进行了第二剂
疫苗接种。第一剂接种已于2021
年7月28日完成, 这第二剂疫苗的
接种实施也继续使用AVATAR应用
程序, 用科兴 (Sinovac) 疫苗接种, 
活动进展顺利。
      

民望学校由知名成功企业家何筱
崙创办。学校教育委员会董事
主席何筱崙与夫人陈国瑛副校董
表示, 这是丹格朗市的唯一三语
学校, 为 12-17 岁年轻学生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中心。这是我们
作为教育机构的参与者之一, 以支
持政府促进国家疫苗接种计划作
出的努力。

丹格朗民望学校为青年学生接种
第二剂疫苗

等候接种的学生们

接种疫苗 接种后待观察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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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次福利活动圆满完成。
   
环保酵素 (Eco Enzyme）是混合了
糖和水的厨余 (鲜垃圾） 经发酵后
产生的棕色液体, 有柑橘般的刺激
气味。 是来自泰国的乐素昆博士 
(Dr. Rosukon) 研究酵素30余年, 成
功研究出得环保酵素 (也称为垃圾
酵素—Garbage Enzyme)。 环保酵
素制作过程简单, 无化学污染, 制作
材料随手可得, 节省金钱, 用途广泛, 
还帮助减少垃圾量, 对环保起着很大
的作用。每次我们在使用化学清洁
剂的同时, 其实也在污染着地下水, 
河流和自然生态。一般化学清洁剂
含磷酸盐, 硝酸盐, 氨, 氯, 等有害成
分, 家家户户每天所排出的这些化学
污染, 总合起来足以对地球造成极大
的伤害。因为丢弃的厨余会释放甲
烷 (methane) 废气, 比二氧化碳导致
地球暖化的程度高21倍。环保酵素
所產生的臭氧層, 有殺菌的功能, 同
时增加空气含氧量, 还使地球的溫
度不会继续上升。化厨余为自己做
的环保清洁剂, 可节省家庭开销。
爱护地球就从厨房开始, 用过的环
保酵素最后流到下水道, 能分解和
消灭有害微生物和霉菌, 可疏通马
桶或水槽, 还能起到净化河流与海
洋的作用。

今年8月19日, 印华百家姓协会
西爪哇分会和印尼华族姐妹协
会 (PERWANTI) 以及万隆消防局
一起, 到西万隆的芝巴莱镇 (Kec 
Babakan Ciparay) 喷洒环保酵素 
(ECO ENZYME), 开启了两组织首次
在福利活动方面的合作。

当地镇长哈吉苏巴尔若 (H. Suparjo, 
S.Sos), 警署长哈吉安顿 (Bacip 
Kompol H.Anton Purwantoro,S.H), 
1806军分区区长菲力鲁迪 (BK-
Bacip Kapten Arm.Feri Rudi Tulas),
当地民族组合论坛领导阿古斯 
(Agus Permana), 镇保安队长安顿 
(Anton) 等出席了喷洒环保酵素活
动。他们都对西爪哇百家姓关注环
保, 并以实际行动真正关心照顾民众
的身体健康问题表示感谢及赞赏。

西爪百家姓协会会长何学祥表示, 

环保问题和人们的生活, 健康是息
息相关的。脏乱的环境, 就是细菌
或病毒滋生的温床, 而后这些病毒
或细菌就会藉着一些昆虫或蚊子
为媒介带到人们身上, 让人们患上
各种病。关注环保是每个市民的责
任, 我们不但喷洒环保酵素, 也希望
市民一道能关注环保, 保持卫生干净
的环境, 才能减少病菌的感染。百
家姓按计划将安排
其他时间, 继续到万
隆另三个区域, 就是
东, 西和北万隆喷洒
环保酵素。但愿这
样的活动能提升环
保并切断新冠肺炎
病毒链。何学祥感
谢印尼华族姐妹协
会会长素丽亚蒂女
士 (Ibu Surijati）的
合作, 供应环保酵素, 

印华百家姓西爪哇分会和印尼华族姐妹协会

首次合作办福利活动

参与活动的西爪哇百家姓理事们在消防车上

何学祥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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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ih Sarijadi), 在探访期间, 向两老
人院分别捐赠了几种基本食品和生
活必需品 ：150公斤大米, 250包
米粉, 400包干面, 12包酱油, 20包
虾饼, 36包东嘎尔糕点, 24包饼干, 
180粒鸡蛋, 24个罐头沙丁鱼, 24瓶
维生素, 21大包各种尺寸的纸尿裤, 
6包垫底, 60件毛衣, 给老人们送上
关怀和温暖, 希望这些物品和食物
对老人们有所帮助。

13日, 华族团队代表池海庆移交大
米等生活必需品给Cibeber的嘎利
达斯老人院 (P W Karitas)。这里有
30几位孤寡老人, 和其他老人院一
样, 都因为严峻的疫情, 让很多人生
活拮据或导致人们少出门, 平时常
去关怀老人院的捐助人都不去了, 
此刻老人院很需要有心人多关注, 
帮助他们的需要。

华族关怀团队的帮助可谓是及时
雨, 在老人院和孤儿院缺乏关注
时, 给与及时的帮助, 因此院长或
负责人都表达了感谢, 并祝愿好人
得到回报。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 MTP) 
在疫情非常时期, 感受到那么多生
活困苦的民众, 担负着那么多善长
仁翁的嘱托, 于是安排成员代表探
访各个老人院, 慈善机构, 并按各
机构的需要分发援助物品或食物, 
尽力帮助减缓他们面临的困境。

8月10日, 由余毅琪, 吴文范, 梁国
强, 温玲玲等, 探访格波 (T Kopo) 
的阿尔玛孤儿院 (Bhakti Luhur 
Alma）并送去生活必需品：24包
饼干, 72包糕点 , 320包干面, 200
包米粉, 150粒鸡蛋, 150公斤大米, 
24公升食油, 12包酱油, 20包虾饼, 
24个罐头沙丁鱼, 20瓶维生素, 6包
洗衣粉, 6包薰香粉, 6瓶抹地液。这
孤儿院多数都是身有残疾并有特殊
需要的孤儿, 他们得到华族关怀团
队的关爱, 感到特别感动, 修女院长

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祈愿上帝厚
报善心人。
  
8月11日, 华族关怀团队探访阿德尔
波斯老人院 (Adelphos Cihanjuang)  
和 "真诚的爱" 老人院 (YPL Tulus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探访老人院及孤儿院

送上生活必需品

在“真诚的爱”老人院援助物品前

MTP团队在阿尔玛孤儿院和孤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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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 客属联谊会, 闽南公会, 福清
同乡会, 广肇会馆, 台湾工商联谊会, 
西爪百家姓, 姓氏宗亲会, 青龙太极
组, 大小企业机构, 其他小组或个人
等都伸出援手捐助, 才能做出应有
的帮助。就像这两天, 我们总共分
发了4000多份的包裹给各阶层的
困苦人士, 包括给退伍军人军眷的
1000份, 还有我们MTP成员Setra 
Duta住宅区小组, 分发了1000份生
活必需品包裹给那一带的民众。我
们也和军警, 市府等合作, 尽力辅助
市府的计划, 一起维护万隆市的治
安和有利的环境, 让万隆成为安宁
美好的城市。”
   
奥德市长致词：“自从新冠病毒疫
情肆虐以来, 人们彼此关爱, 互助之
心被提升了。尤其是华族关怀团
队, 那么积极的主办各样慈善活动, 
让受疫情影响的各阶层, 贫苦民众, 
自我隔离人们等受惠, 这是高尚的
善行, 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市府
也有预备了30M扶助66.000个家
庭市民。我呼吁更多的有能力的
市民企业家, 能慷慨解囊帮助困苦
的民众, 使更多市民得到帮助, 一
起面对严峻的疫情。”

陈春富致词

MTP青年组与市长伉俪合影

今年8月18日,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TP) 在巴渣渣兰运动场举办社
会慈善福利活动。藉由万隆市长
接受2000份生活必需品包裹, 而
后转发给各个单位, 再分发给需要
帮助的民众, 另有两部轮椅捐助给
残障人士。

2000份生活必需品包裹分别, 
1000份包裹分给新冠肺炎工作队 
(Satgas Covid), 200份分给把渣渣
兰运动场一带的民众, 各100份分
给苏伽布拉乡 (kel Sukapura), 格波
恩比上乡 (Kel Kebon pisang), 芝建
多镇 (Kec Cicendo), 安迪尔镇 (kec 
Andir）由各镇乡长接受, 100份给
伯达路 (Jl Peta）那一带民众, 由列
科尔 (Regol) 警署代表接受；50份
给芝建多警署, 50份给安迪尔/芝建
多军分区 (Koramil), 两部轮椅给残

障人士, 给保安和环保卫生工捐助
36瓶维生素等防疫物质, 让他们能
增加体能, 身体健康。

万隆市  市长哈吉奥德 (H.Oded 
M Daniel,S.A.P.) 和乌蜜市长夫人 
(Umi) 及随员等, MTP协调主任陈
春富博士 (Dr.DjoniToat SH,MM) 
和青年组, 青龙太极组领导黄宣梁
师傅, 郭建坤师傅和太极组员, 各
华社领导或代表, Sempurna银行
代表, 安迪尔各镇乡领导, 军分区和
警署代表, 残障人士代表等出席。
  
陈春富博士致词：“一年多来的
疫情真正影响了各阶层民众的生
计, 加上因为要切断病毒链, 政府实
施紧急紧急社区活动限制 (PPKM), 
民众更是困苦了。有鉴于此, 我们
MTP各华社成员：渤良安福利基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再次举办慈善活动 

两天分发4000份生活必需品予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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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白糖1公斤, 食用油1公升, 炼乳
1罐, 快熟面5包。

同时, 当天也采集到4 名康复期血浆
样本, 他们获得由PT.Matahari Sakti
总裁曾芸湘 (Puspita Dewi Prijadi) 捐
赠的特别奖励礼包, 包括：1块漂亮
的蜡染布, 2公斤大米, 1公升食用油, 
2包饼, 2包茶叶, 1罐炼乳, 1瓶酱油, 
1瓶辣椒酱和5包快熟面。

泗水红十字会名誉主席, 献血活动
筹委 张国胜 (Totok Sudarto) 表示, 
这项活动还将持续举行。对于那些
没有机会献血的人, 他们可以参加即
将举行的献血活动。

献血活动由上午9时至下午4时止
圆满结束。

献血者在接受红十字会人员采血

筹委张国胜与团员合影

2021 年 8 月 21日上午9时开始, PT 
Matahari Sakti 与 Harmonis Karaoke
俱乐部合作, 在泗水Jembatan Merah 
Plaza处例常举行 "献血和康复性血
浆者活动"。 由于近期血浆及康复
性血浆需求量不断上升, 这次献血

活动为补充泗水红十字会血浆库
存的不足。

献血活动反应热烈, 报名者有166名, 
合格者84名。合格的献血者, 获得1
个基本食品奖励礼包, 包括：大米1

PT MATAHARI SAKTI办

与HARMONIS KARAOKE俱乐部

办献血和康复性血浆活动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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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活 动

等各华社基金会领导代表都已来
到现场。来到现场的除了退伍军

今年8月17日是我国76周年国庆
日, 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以各种活
动愉快地庆祝这神圣的日子。这一
天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asyarakat 
Tionghoa Peduli Bandung / MTP) 
在万隆苏迪曼将军路的福清同乡会
会所举办慈善活动来纪念这神圣的
日子。团队分发1000份内装生活
必需品包裹给西爪哇省和万隆市
的退伍军团 (LVRI), 表达他们对国
家有功者的崇敬和感谢。

上午9时,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
李振健 (Herman W) 与理事, 万隆
区议员陈克雄 (Uung), 万隆福清
同乡会副主席陈振璧, 陈文雄, 倪
优莉 (Juliana), 万隆闽南公会主席

杨汉平, 理事洪民和, 黄文汉, 万隆
广肇会馆副主席林文星, 余树声

庆国庆万隆华族关怀团队分发爱心包裹给退

伍军团 表达对国家有功者的崇敬和感谢

闽南杨汉平象征性移交包裹给退伍军团代表

活动后宾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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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表, 还有安迪尔镇镇长 (kec 
Andir) 布迪 (Budi Rahmat T) 以及
dungus cariang, cempaka , maleber, 
ciroyom, kebon jeruk, garuda的乡
长们；人民思潮报代表 (PR), 退伍
军人子弟团队(FKKPI)等, 大家在
遵守卫生规则的前提下参加了活
动。 庆祝仪式在与会者肃立齐唱
国歌“大印度尼西亚”拉开序幕, 
而后默哀, 缅怀已故烈士们的丰功
伟绩。然后象征性移交包裹给退
伍军人代表。

李振健致词称 ："我们华社以慈善
活动参与庆祝817国庆, 至今已是第
16年。今年和去年一样, 由于新冠
病毒疫情还严峻, 我们华社联合成
华族关怀团队, 庆祝活动就在福清
同乡会会所大礼堂进行。邀请了
对国家有功的退伍军人, 退休军警
与家属及烈士遗孀。感谢各位的到
来, 我们赠送爱心包裹, 表达对各位
的崇敬和感谢。”还说 :“疫情开
始到现在, 我们华族团队进行了八

百多次各样的慈善活动, 这都是我
们万隆华社大小团体企业家和个
人, 大家携手团结才能持续做到这
些工作。帮助受难民众, 是我们身
为印尼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愿
上苍赐福印尼繁荣昌盛, 人民过上
安定美好的生活。”

由于西爪退伍军团团长达约退役

少将 (Mayjen TNI Tayo Tarmadi 
S.sos.,MM) 另有要务不克分身, 由
副团长苏巴尔曼 (Suparman) 代表
致词。和安迪尔镇镇长一样赞赏并
感谢华族关怀团队以慈善活动来庆
祝国庆日, 是值得他人仿效的, 同时
也感谢MTP关怀退伍军团并赠送爱
心包裹, 温暖了人心, 真让人感激又
感动。愿真主赐福。

参与慈善活动的青年组

福清陈振璧象征性移交包裹给退伍军团代表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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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 弟子贵

我们得到了别人的恩惠, 一定要想办法去报答, 和别人结
下了怨恨, 则要想办法去忘记, 抱怨永远只是一时的, 报恩
才是一辈子的事情。

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 当以涌泉相报。”在我们的一
生中, 对我们有恩惠的人有很多很多, 每个人都是活在种种
恩惠当中的, 对于这些恩惠, 我们又回报了多少呢？我们为
父母做过什么, 为我们的老师做过什么, 又为我们的祖国做
过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时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等我们有
机会报答别人的恩情的时候, 一定不要错过那样的机会。

弟子规的这几句话告诉我们, 受到别人的恩惠, 我们要时时
刻刻想着去回报, 当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我
们要想着以德报怨, 得饶人处且饶人。

知恩图报, 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好多人对
我们都是有恩情的。父母为我们生病而着急, 为我们的
成长付出了太多的艰辛；老师在学习的道路上为我们点
亮了一盏明灯, 让我们知道自己该有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态
度；朋友陪我们度过了很多难熬的时光, 他们对我们都是
有恩情的；甚至一些陌生人, 他们可能也在我们生命中的
某些时刻, 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学会感恩, 绝
对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要推崇“受人滴水之恩, 当
以涌泉相报”“大恩未报, 刻刻于怀”的主张。“忘功不
忘过, 忘怨不忘恩”, 对于别人对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情, 我
们要懂得适可而止地忘记, 对于别人对我们的恩情, 我们
要无休止地去报答。

公元前594年的七月, 秦桓公出兵讨伐晋国, 秦国和晋国的
两军在晋国的辅氏 (今陕西大荔县）激烈地厮杀。晋国的
将领魏颗在与秦国大将杜回厮杀的过程中, 突然看到有一
个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不仅如此, 这位老人竟然用草编
织而成的绳子套住了杜回的身体, 从而使得这位堂堂秦国
大力士因为站立不稳而摔倒在地。

魏颗于是趁机打败了杜回, 并将其当场俘虏。将领被俘
虏直接使得秦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失败, 魏颗取得了绝
对的胜利。

魏颗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如此战胜杜回, 更没有想到, 就

恩   
欲   
报

怨   
欲   
忘

报   
怨   
短

报   
恩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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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 弟子贵

在晋国军队收兵回朝之后的当天夜里, 他就梦到了白天在
战争中助他一臂之力的老人家。魏颗于是向其询问, 为何
要帮助自己。

这位老人家说：“我就是那位没有因为你的父亲离世, 给
其陪葬的女子的父亲。我今天之所以会在战争中帮助你, 
就是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的。”

原来, 魏颗的父亲, 晋国大夫魏武子在生前曾有一位无儿子
的爱妾。在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 他就曾嘱咐自己的儿子
魏颗说：“我死了之后, 你一定要记得把她嫁出去, 不要给
我陪葬。”然而不久之后, 魏武子病情加重, 却又改口对
对魏颗说：“在我死了之后, 你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

没过多久, 魏武子就去世了。然而, 魏颗并没有按照父亲的
话将女子处死, 为父亲陪葬, 反而将这女子嫁给了别人。魏
颗解释说：“人在病重的时候, 神智是混乱不清的, 我将此
女嫁给别人, 就是按照父亲在神志清醒时候的吩咐而做的, 
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

在生活中, 有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帮助过的人, 或是帮
助过我们的人, 后来和我们的关系往往特别好, 但有时候
却又会因为一些琐屑的小事, 两个人彼此讨厌和怨恨, 最
后连朋友都做不成。或许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觉

得这个人很好, 他们帮过我们的次数越多, 我们就越觉得
这个人好, 但是如果有一次他没有帮自己的忙, 他所有的
好就都会被抹杀掉。

当我们怨恨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妨多去想想, 这个人是不是
曾经给予过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常怀一
颗感恩之心呢？生活总会因为感恩的心而变得美好, 因为
感恩的心变得快乐, 真诚。我们心中的怒气少了, 我们对别
人的怨恨少了, 我们的心胸自然就开阔了, 我们的心情好了, 
对别人的态度好了, 自然会有更多的朋友。

受人恩惠要常常记在心里, 时时想着报答。别人有对不起
自己的事情, 应该宽大为怀把它忘掉。如果不小心和人结
了怨仇, 应请求他人的谅解。怨恨不平的事不要停留太久, 
过去就算了, 耿耿于怀这是对不起自己, 自己糟蹋自己, 何
苦来呢？至于别人对我们的恩德, 要感恩在心, 常记不忘, 
常思报答,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我们的心情多舒服啊！

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 当以涌泉相报。”这一生有恩
于我们的, 不知凡几, 想想父母养育之恩, 国家赋予我们安
定之恩, 师长教诲之恩, 众生努力生产之恩, 这四种恩义, 究
竟我们感恩, 回馈过多少呢？人与人相处难免会发生冲突, 
如果我们把别人的过失每天都放在心上, 那可不好受, 这样
长此以往下去, 只能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和病苦。常言
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他也是没有学过做人做事
的道理, 才会做出没有道义的事情来, 我们应该对他生起
怜悯心和慈悲心, 而当我们肯原谅别人的同时, 其实也就
是原谅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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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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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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姓姓氏起源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 : 周武王灭
商朝纣王以后, 建立周朝以后, 找到舜的后人 "陈胡公妫
满", 封他在陈 (今河南淮阳) 这个地方, 建立了 "陈国"。 
胡公满传至十世孙妫完, 陈国内乱, 陈厉公的儿子妫完
怕株连自己, 出逃到齐国, 以故国为氏, 称陈氏。 陈国
在妫满死后, 其子孙有以国为氏, 即陈氏。

陈姓是南方华人及越南人中最為常見的姓氏之一, 在《
百家姓》中排行第10位。在香港, 澳門, 台湾, 新加坡都
是第一大姓；但在中国大陆是属第五大姓, 其中在海南, 
广东, 福建, 浙江等省為第一大姓。

据统计, 陈姓按人口计算是现代中国大陆第五大的姓, 根
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 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
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 陈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
一。中国陈姓人口約7000万位居第五, 全球約8000万, 
在越南陈姓是第二大姓, 约占全国人口的11.1％, 仅次
于阮姓, 越南历史上也有陈姓建立的陈朝。 

由於在标准汉语及多种汉语多中, 陈的发音近似其它姓, 
為了区別清楚, 陈姓多以「耳东陈」作為强调, 其中“
耳”指阜字旁“阝”。 
       

陈氏入粤, 始于南宋。陈氏迁入越南的历史比较久远。
李朝女皇李昭皇之夫陈煚, 于1228年创建越南陈朝, 传
8世13王, 历时175年。陈氏移居日本, 始于明初, 大都
是明太祖朱元璋派去的水手, 此后有的在琉球群岛落
户。明清以后, 闽粤等沿海地区的陈氏, 有许多人出海
谋生。例如, 陈臣留率亲族百余人迁居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另有一些人迁至菲律宾, 泰国, 印尼和美, 英, 法, 
澳大利亚等国家。
　　
陈氏是台湾第一大姓, 在台湾有“陈林半天下”之说。
主要来自福建。入台是始于明末, 福建同安人陈永华于
明末随郑成功入台湾, 为陈氏入台始祖。第一个移居台
湾的陈氏是随延平郡王收复台湾的陈泽, 直至今天台南
还有他的后裔繁衍。明代王世贞为<陈氏族谱>作序称, 
闽之陈氏, 自宋代始已成最有名望之盛族, 等等

=  刘甡华 ==  刘甡华 =

陈氏起源

陈嘉庚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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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陈氏宗亲会第28届理监事

百家姓趣谈

永久名誉主席陈江和 永久名誉主席陈大江 资深名誉主席陈浩昌 资深名誉主席陈绍秋

资深名誉主席陈炜贤 资深名誉主席陈伯年 资深名誉主席陈志明 理事会主席 陈 本 洋

理事会副主席陈开祥 秘书长陈杰盛 (兼) 秘书陈映如  (印) 正财政陈添贵 副财政陈 英 兰

监察会主席陈社栋 监察会副主席陈耀基 理事会副主席陈杰盛 理事会副主席陈嘉佳 理事会副主席陈联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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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加达陈氏宗祠史略

2008年10月19日,  雅加达陈氏宗祠扩建落成启用剪彩盛典

2008年10月19日, 雅加达陈氏宗祠金字匾额揭礼时摄

印尼雅加达颍川堂陈氏宗祠始建于
公元1861 年, 即清朝咸丰年间, 迄
今已有160 年的悠久历史。

创建宗祠颂先    贤溯源追本, 念祖
感恩。当年居住于椰城的陈氏众梓
叔, 在公元1830 年 (即清朝道光十
年庚寅岁）曾组织「陈氏清明会」, 
会所设于「多罗崛」。其时, 每年
清明节, 宗亲们结伴前往丹绒无祀
坛径新观音亭, 烧化表章, 恭请陈氏
祖考祖妣等先灵；再于第二天复请
至「多罗堀」清明会所, 于当年10 
月7 行公祭。 1830 年8 月21 日, 
众梓叔向陈继盛叔购买「盐马丹
无购」公班衙路房屋一间, 价格为
260 元荷盾。由此可见一百八十
多年前陈氏宗亲清明祭祖之艰辛。
为更好地慎终追远, 祭祖思宗, 椰城
广肇宗贤继盛公, 泰荣公, 京郎公等
审时度势, 毅然集资在市区槟榔社
第三街门牌36 号购地894 平方米
一块, 兴建「颍川堂陈氏宗祠」。

建筑物分为正面大厅, 后堂左右侧
屋, 大厅中堂设神龛供奉列祖列宗
祖牌位, 以供祭祖；后厅为设宴坐
桌及活动场地。据本宗祠资料纪
载, 建造祠堂之款项为9948 元荷
盾。宗祠于1861 年6 月30 日落
成入伙升座, 迄今已届一百六十年
矣。唯念前贤当年筚路蓝缕, 创业
维艰, 兴椰城吾「陈氏宗祠」, 厥功
至伟。自此, 本姓宗亲有了祭拜先
祖, 团结互助, 聚首叙谈, 敦亲睦族

之家园。 1878 年至1928 年的五
十年, 惜本宗祠资料湮没。 1929 
年即民国十八年有会员登记册, 载
明有会员525 名, 现存有陈日叔入
会证及五盾帛金收据为证。 1943 
年日本南侵占领印尼全国, 本祠堂
作接待华人难民住宿, 左右两侧房
屋及后堂共有八间, 皆全数住满, 故
会务活动未有记载。

顺应潮流定新名    1950 年由广
肇梓叔邀请客家宗亲磋商恢复祭
祀。由客家宗亲慕尧公领导筹备
成立「颍川堂陈氏宗亲互助会」, 
其宗旨是联络各梓叔侄姑姊感情, 
敦睦同宗, 以和惠谦恭发展福利事
业, 厉行互助, 并发扬宗族情谊精
神为目的。
        
1952 年, 本宗祠互助会改选, 第二
届主席由湘泉公担任, 秘书骠良公
湘泉公领导下对本宗祠大有功劳, 
每年举行春秋两祭典礼, 成立国乐
演奏队, 会务蒸蒸日上, 颇得众梓
叔赞赏极力支持, 一直担任主席至
1982 年达三十年之久。湘泉公辞
世后, 由副主席玉昌公继任, 任期一
年。1983 年由成柯叔任主席, 善政
叔为秘书。成柯叔在任期间, 付出
了浩大的精力, 取得了本宗祠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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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契字证, 功不可没。 1987 年
因成柯叔移民澳洲, 由显荣公代主
席, 直至1991 年。回顾1961 年, 
湘泉公担任主席期间, 曾领导举办
本宗祠建祠100 周年纪念, 在本祠
堂举行招待来宾和宗亲约七百人。 
1970 年12 月6 日, 由本互助会第
十届理监事在祠堂举行陈氏宗祠
建祠110 年暨「陈氏互助会」成
立20 周年纪念, 来宾踊跃, 庆典隆
重。 1991年, 由成柯叔领导在祠
堂举办建祠130周年纪念, 自由餐
招待, 约七百多人。

锐意改革会务新   1992 年绍秋
叔接任第廿一, 廿二届主席, 竭力
革新会务, 重修年代久远的宗祠, 
修建工程重点后大厅。由可权叔
督工, 将破旧的后厅堂修好, 及想
方设法收回七间被占侧屋。同时, 
发动宗亲将祠堂内部分破旧桌椅
等家具更新。
        
1999 年由浩昌叔担任第廿三, 廿

四届主席期间, 重点办理赎回侧
屋38 号, 颇费周折, 付出高价赎
回。2000 年2 月16 日交割收回, 
这是第八个单位, 也是最后赎回的
侧屋, 使之祠宇完整不缺。与此同
时, 还修缮祠堂正面大门屋顶, 砖墙
升高, 屋瓦换新, 留祠堂风格结构, 
使外观更加雅致。 2001 年适逢
本宗祠建祠140 周年, 由浩昌叔担

任主席领导, 伯年叔, 绍秋叔为庆委
主席。在雅加达渔家村酒家举行本
宗祠建祠140 周年纪念庆典, 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
宗长致词演讲, 给本宗亲会以特大
的荣耀, 来宾踊跃, 约一千人参加。

开拓求真建功勋    2005 年由年富
力强的炜贤叔接任第廿五, 廿六届

雅加达陈氏宗祠扩建落成全体理监事合影

雅加达陈氏宗祠扩建落成及祭祖典礼后, 陈炜贤主席 (左四）颁发感谢状给部分理监事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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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宗亲中的元老新秀并肩携手, 
进一步敦亲睦族, 会务如日中天。
炜贤主席在任八年期间, 开拓进取, 
求真务实, 还做了多件功德无量的
业绩。如：专门聘请行家创作《雅
加达陈氏宗祠基金会会歌「陈氏之
歌」》, 让念祖感恩, 宗亲友睦, 共
创祖国印尼繁荣富强的陈氏精神
薪火相传。这首会歌刊登于建祠
145 周年纪念特刊。并设计制作
「雅加达陈氏宗祠基金会」会徽
和胸章。同时, 按照国家法律, 制订
本会章程及细则, 使本会合法化。
并设法将到期地契再续期延长二十

年 (2007至2027 年), 取得免除土
地税的许可证；等等。
        
2006 年是本宗祠建祠145 周年, 
炜贤主席与庆典筹委会主席伯年
叔团结协作, 在全体理监事密切配
合下, 于9月17 日假座海霸王大酒
楼隆重举行建祠145 周年纪念庆典
宴会, 海内外各地宗长和本国华社
贤达云集, 设宴122台, 盛况空前。
同时, 还由绍秋叔, 功武叔主编《雅
加达陈氏宗祠建祠145 周年纪念特
刊》, 为庆典增色生辉。 2007 年, 
本会筹备将祠堂两边侧屋改建为

钢筋水泥两层楼。修建委员会主
席由年青热心的志明叔担当此重
任, 他带头捐助巨资, 在炜贤, 发钟, 
大江, 本洋, 浩昌, 有瑞, 秀明, 家祥, 
福顺, 楚娴, 连武, 伯年, 锦和, 耀基, 
嘉佳, 永梁, 金星, 联荣, 艺文, 文才, 
美秀等近百位宗亲 (包括万隆和苏
甲巫眉陈氏宗亲会）解囊相助, 共
捐助三十多亿盾。工程于2008 年
10 月19 日落成启用。加建的两
层楼作为会议室和会客室, 后厅则
扩充为多功能用途的大礼堂 (即聚
餐, 大型会议场所)。这项耗资巨大
的修建工程竣工, 充分体现了吾陈
氏宗亲同心同德, 团结合作的凝聚
力。落成启用的揭幕典礼, 特邀大
江宗长, 发钟宗长莅临剪彩, 来宾约
500 人, 给本宗祠增光。自此, 从第
廿五届 (即2006 年建祠145 周年) 
开始, 将每十年一次庆典改为每五
年一次。2011 年, 适逢本宗祠建
祠150 周年, 为缅怀祖宗伟绩, 特
设建祠150 周年纪念庆典委员会, 
由志明叔任庆委会主席, 有瑞叔任
庆委会执行主席。在炜贤主席及浩
昌叔, 绍秋叔, 杰盛叔, 联荣叔及以
抵叔等全力协助下, 于2011年9 月
21 日在太阳城国际大酒楼成功举
行「雅加达陈氏宗祠建祠150 周年
庆典」, 冠盖云集, 有1200 多人出
席, 其中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中
国和香港, 澳门, 台湾等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嘉宾, 宗长300 多人, 极一
时之盛。并由绍秋叔主编, 出版《
雅加达陈氏宗祠建祠150 周年纪念
特刊》, 以回顾历史, 记载陈氏宗祠
近五年来的会务成绩。

继往开来展鸿猷    2014 年2 月, 有
瑞叔接棒出任第廿七届主席, 继承
本会历届主席团结宗亲, 念祖感恩, 
敦亲睦族, 造福社会的优良传统, 会

主席陈炜贤, 辅导主席陈浩昌, 名誉主席陈大江为宗祠145周年成立祝寿

左起：陈健, 陈茂源 (已故）, 陈大江, 陈发鐘, 陈秀明 (已故）在陈氏宗祠145周年纪念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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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开新局, 先后成立了卡拉OK 
队和舞蹈队, 增添了活力。有瑞叔
接任第27 届主席以来, 秉持认真
负责的态度, 对于维修宗祠和安顿
祖先牌位一事, 任劳 任怨, 不敢懈
怠。自2014 年7 月起, 宗亲们出钱
出力, 为期一年多的陈氏宗祠维修
工程的第一, 第二, 第三部分, 包括 
: 中堂地面增高, 屋顶漏水填补, 门 
面, 墙面瓷砖翻新和祖先牌位的神
龛逐步完工。陈有瑞还亲力亲为
把最困难且最耗费精神及时间的
老旧坏损祖先牌位翻新工作做的
稳妥完善。其次, 是订定未来摆

放祖先神牌位的收费标准：由原
先203 个祖先牌位多增加出59 个
空位, 每个位置都是尊贵独一无二
的。有瑞主席除了考虑到一般会员
的经济状况外, 也考虑到部分宗亲
要指定挑选适合的位置, 便订定出
了一个合理接受的价位, 为宗祠增
多一份收入。再者, 大厅中堂的梁
柱左右堂联共5 副, 以历任主席和
辅导委员对宗祠会所有长年实际贡
献付出者为优先考虑。如今, 神龛
大厅装饰一新, 烫金祖宗神牌重新
摆放于神龛, 九副金字堂联与祝贺
建祠155 周年的十多块金字牌匾, 

与大门上方「颍川堂」匾额交相
辉映, 呈献出庄严肃穆, 雍容壮美
的景观。 2016 年是陈氏宗祠建
祠155 周年, 有瑞主席与155 周年
庆典筹委会社栋主席紧密配合, 与
庆委会全体同仁全力以赴运作, 于
9 月22 日在太阳城国际大酒楼隆
重举行「雅加达陈氏宗祠建祠155 
周年庆典」而逐项完成, 为庆典喜
日献上大礼。

与此同时, 由陈刘皓怡秘书亲力亲
为统筹, 绍秋叔为主编的《雅加达
陈氏宗祠建祠155 周年纪念特刊》
亦如期出版。浏览这本图文并茂, 
内容丰富的纪念特刊, 将激扬陈氏
族人的豪情壮志, 共谋进展。
       
2017年, 陈有瑞主席因病不幸去
世, 逐由陈本洋接任第28届 (2017-
2020任期) 主席至今。由于疫情原
因, 陈氏宗亲会暂未能改选及举行
每五年一次的宗祠成立周年纪念庆
典及出版宗祠160周年纪念特刊。

陈氏宗祠基金会第25届理监事于2006年春祭时留影

,宝塔动工仪式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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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雅加达陈氏宗亲会在陈本洋主
席的英明领导下, 能带动青年一代
宗亲积极参加到会务工作中来, 使
宗亲会的精神传承注入青春能量。
在陈本洋主席暨全体理事的共同努
力下, 宗亲会将进一步为乡亲谋福
利, 携手开拓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宗祠壮美创未来   纵观本宗亲会
自1950年成立以来, 缅怀慕尧公, 
湘泉及陈成柯任主席期间, 为会
务的发展所立下的卓越功勋。而
从1992年后的二十四年由绍秋
叔, 浩昌叔, 炜贤叔和有瑞叔, 本洋
叔相继担任主席, 更是传棒接力, 运
筹帷幄, 披肝沥胆, 带领理监事锐意
革新, 开拓进取, 使会务如日中天。
二十多年来, 五任主席广泛开展与
海内外陈氏族团的联谊活动, 融入
主流社会, 热心为赈灾扶贫, 义诊献
血, 奖学助学, 尊老敬贤等各项公益
慈善活动奉献爱心, 使本会声名远
播于四海五洲。
        
特别是1992年以来, 在多届主席的
主持下, 得众宗亲鼎力匡助, 多次装
修, 扩建古老破旧的祠堂得以焕发
新颜, 融中华姓氏文化浓厚的祠堂

雅加达陈氏宗祠第26届理监事领导层合影

第27届主席陈有瑞 (中) 颁发聘书予副主席陈本洋 (右一), 陈联荣 (右二), 陈杰盛 (
左二), 陈嘉佳 (左一) 后合影

2014年2月, 雅加达陈氏
宗亲会第27届理监事就职
后合影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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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和牌匾于其间。一幢具有160
年悠久历史, 巍峨壮观的「颍川堂
陈氏宗祠」屹立于雅加达槟榔社
第三街, 成为雅加达旅游新景点。
        
陈氏太极拳    陈氏先贤还创建了
举世闻名的“陈氏太极拳”, 中华

民族宝貴的文化遗产。陈氏太极拳
发源于中国河南省温县陈家沟, 是
一种集养生, 技击, 擒拿和内劲于一
体的中国传统武术。根據武術史家
唐豪考證, 陈家沟拳術是源自明末
清初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廷 (
约1600年-1680年）, 此后世代相

传, 有传子不传女之说。故而, 外人
不得窥其貌, 更难知其髓。陈王廷
后代陈长兴将太极拳创造性地发
展成为現在的陈氏太极拳。陈长
兴又传拳与河北广平府杨露禅后, 
「陈家沟拳術」才被世人所见。
体现了陈氏先贤极具丰厚的中华
文化底蕴。
       
历史上陈姓名人及重要人物有：
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西汉
名相陈平；南朝陈武帝陈霸先；
唐朝诗人陈陶；南宋思想家陈亮；
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 著有《三国
志》, 最初名叫《三国志通俗演
义》；陈祎：唐僧的俗名, 他是佛
教经典名著的翻译家, 中国佛教唯
识宗创始人。由于他的业绩, 使佛
教有了汉字记载的经典。撰有《大
唐西域记》等；明朝画家陈洪绶；
近代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元老陈云, 元帅陈毅, 数学
家陈景润, 历史学家陈寅恪, 陈述, 
陈垣等等。菲律宾首富陈永裁;前
台湾领导人陈水扁；香港著名武
打明星陈星等；
       
印尼著名陈氏企业家, 华社知名人
士。有已故我国第四任总统瓦希德 
(姓陈, 名字不详, 祖辈陈金汉), 陈
江和, 陈浩昌, 陈炎松, 陈成柯, 陈
善政, 陈大江, 陈发鐘, 陈秀明 (已
故), 陈健, 陈雲康, 陈伯年, 陈水雲, 
陈富声 (已故), 陈浪侨, 陈志明, 陈
锡石 (已故), 陈炜贤, 三代艺人陈清
木, 陈兴砚 (已故), 陈茂源 (已故), 陈
明宗, 陈耀基, 陈有瑞 (已故), 陈本
洋, 陈杨秀珍, 陈社栋等。
       
陈嘉庚 ： (1874年10月21
日—1961年8月12日）,  福建省
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 (今福建省厦

左起：陈郭妙莲, 陈林秀华, 陈秀凤, 陈绯绯, 陈伊玲, 陈怡静, 陈泗雲, 陈韩翠玲, 陈刘皓怡, 陈钟慧
霞, 陈霞珍, 陈英兰, 陈美秀, 陈映如在陈氏宗亲会第27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上合影 (2)

陈有瑞主席 (左六）与部分荣誉主席合影

2016年3月20日, 陈氏宗亲会领导层在陈氏宗祠举行春祭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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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嘉宾许锦祥, 陈炜贤, 陈江和, 陈有瑞 (已故）, 陈刘皓怡, 陈黄瑞娥, 陈杰盛于2015年9月
25日, 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迎宾晚会上合影

2017年6月18日雅加达陈氏宗亲会于开斋节期间前往当格朗分发礼包给贫民时摄

2017年10月1日, 陈本洋荣任雅加达陈氏宗亲会第28届主席接受会旗时摄, 左起：陈志明, 陈
浩昌, 陈少秋, 陈炜贤, 陈本洋, 陈社栋

门市集美区）人  。爱国华侨领袖, 
企业家, 教育家, 慈善家, 社会活动
家。1913年, 先后创办了集美小
学, 集美中学, 集美大学和厦门大
学。1961年8月12日, 陈嘉庚在
北京逝世。
       
陈江和 (Sukanto Tanoto）, 1949
年出生于印尼, 祖籍福建莆田。 新
加坡金鹰集团主席, 是著名的华商, 
他于1967年创立金鹰, 现已发展成
管理多家世界领先的以可再生资
源开发为基础的制造企业和清洁
能源企业 的综合性集团 。 集团
管理办公室位于新加坡, 香港, 雅
加达, 南京 , 总资产超过200亿美
元, 在全球范围有员工6万余人 。
      

陈江和基金会。2001年, 新加坡金
鹰集团主席陈江和先生与夫人黄瑞
娥女士创建陈江和基金会 (Tanoto 
Foundaton）, 主要为被边缘化的
社区居民提供教育培训, 提高其能
力, 从而改善其生活；陈江和基金
会是一个非盈利私人机构, 积极活
跃于印尼, 中国, 新加坡和美国, 重
点在不发达地区减少贫困重点在
不发达地区减少贫困。 作为一个
非盈利机构, 基金会主要在印尼, 
中国和新加坡开展工作。工作领
域包括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 基
础教育和领导力发展。陈江和基
金会坚信消除代际贫困需要提供
优质教育, 能力建设的机会以及能
够支持人民生活的扶贫救灾的社会
资本, 同时, 父母的作用是非常关键
的, 基金会通过各种活动加强家庭
和社会价值。最近, 陈江和基金会 
(Tanoto Foundation）再次开设了
2022年模范奖学金申请注册的机
会。凡成功通过这项申请的学子,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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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日,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第28届理监事就职后合影

左三起：陈添贵, 陈杰盛, 陈杨秀珍, 陈林秀华, 陈社栋等在献血场地合影
2019年9月30日,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组团前

往梅州作寻根拜祖之旅

2018年7月12日, 陈本洋主席率领代表团参加巴淡颍川陈氏公会成立六周年活动时摄

可获得基金会所提供的大学教育
费和生活费。即是选择迦达玛达
大学, 万隆理工大学, 安达拉斯大
学和印尼大学等九家高等学院的
第一学期本科大学教育。上述高
等学府已与陈江河基金会进行了
超过十年的教育合作关系。教育
项目包括奖学金, 培训教师, 建设
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 提供书本和
其他设备, 资助大学教授, 资助减
少疾病, 生物多样性和林业方面的
研发项目。在印尼, 陈江和还通过
与环保组织的合作来共同推进企
业的环保, 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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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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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专栏

亿乐荣杂志 EL JOHN MAGZ

蔡婉霞
MEGA

蔡婉霞  出生于印尼占碑省, 祖藉廣東省
潮安县, , 自幼受教中文教育, 震南學校, 
1965年初中毕业于僑众学校, 曾到巨港
巨中续继学业, 好景不常在, 适逢九卅事

件, 学校封闭, 就比辍学。
 
关于书写書法, 在几年前, 我们占碑旅椰联
谊会, 主办实習書法班, 由張喜順老師和
楊煌林老師, 兩位老師精心指导, 目前, 我
的书法, 只能让两位老师失望。謝謝两位
老師, 以后我會更加的努力, 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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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专栏

亿乐荣杂志 EL JOHN MAGZ

蔡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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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县, , 自幼受教中文教育, 震南學校, 
1965年初中毕业于僑众学校, 曾到巨港
巨中续继学业, 好景不常在, 适逢九卅事

件, 学校封闭, 就比辍学。
 
关于书写書法, 在几年前, 我们占碑旅椰联
谊会, 主办实習書法班, 由張喜順老師和
楊煌林老師, 兩位老師精心指导, 目前, 我
的书法, 只能让两位老师失望。謝謝两位
老師, 以后我會更加的努力, 加油, 加油。



76 - 2021年10月  亿乐荣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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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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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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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专栏

叶振欣

叶振欣Sutanto Harsono 出生于印尼玛琅, 自幼对美术有很大的兴趣, 
在好多的老师指导下: 
庒占辉老师, 黄秋蓉老师, 马永强老师,  
2003-2007 年加入广州一家书画俱乐部,  
在玛琅德智学校任教中国画,  
在玛琅客家公会教中国画。叶振欣

叶振欣Sutanto Harsono 出生于印尼玛琅, 自幼对美术有很大的兴趣, 
在好多的老师指导下: 
庒占辉老师, 黄秋蓉老师, 马永强老师,  
2003-2007 年加入广州一家书画俱乐部,  
在玛琅德智学校任教中国画,  
在玛琅客家公会教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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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以来, 中国人生病恢复或生
育之后为了保持健康和 "增强体
力" 有图特的积极传统习惯；那
就是吃“吃补”草药。虽然现在
这一传统已经开始绝迹, 尤其是在
印度尼西亚, 但仍有少数华裔在印
度尼西亚继续世代相传。 这个传
统习惯后来被印度尼西亚人普遍
称为“Cia Po”“(吃补)”

简而言之,  "Cia po" "(吃补)" 被定义
为通过调整饮食来维持和 "恢复人
体体力" 的过程。 为了贯彻 "吃补" 
的传统, 我们每个月至少要吃经过
加工的散养鸡和各种天然草药混
合物两次。

通过食用加工过的新鲜散养鸡, 可
以将 "风湿痛", "痛风病",  "阳痿病", 
"疲劳病", "眩晕病" 等风险降到最
低。吃  "Cia po"  "(吃补)" 的传统
习惯对于 "重病恢复健康" 也很有
用。 食用混合各种 "天然草药" 的
加工新鲜散养鸡已在英国已经得
到科学研究和证明了。

散养鸡肉含有丰富的纤维和蛋白质, 
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记忆力”, 再
生受损的身体细胞并清除体内导
致癌症的有害致癌物质。

Cia po  (吃补）是一种传统的中
国食品, 用于恢复健康和克服一些

病。 谁不知道草药？ 印度尼西亚
人, 尤其是居住在爪哇岛上的人, 对
这种传统草药当然并不陌生。 此菜
单采用天然食材制成, 经证明草药
可有效恢复身体健康, 再次清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例外。 不同
点在于中国的“草药”是通常作为
配菜食用的菜肴。 它被称为“Cia 
po (吃补)”。 'Cia po' 是福建话。 
在中文中 = chī bǔ。 'chi' 是吃
的意思, 'bu' 是滋补, 强身, 辅食的
意思。 总之意思是'加强补充'。”

最常见的一种cia po  (吃补) 是药
炖鸡。 通常, 由各种干草药组成的

中国 "吃补草药" 作为配菜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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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在各种中国药店都很容易买
到, 减去您必须自己准备的鸡肉。
散养鸡肉富含纤维和蛋白质, 已被
证明可以改善记忆力, 再生受损的
身体细胞并清除体内导致癌症的
有害物质。

药炖鸡就像一个扁拍, 几乎可以救
助任何身体健康问题, 也有利于恢
复健康。 对于已经分娩或流产过
的母亲, 也可以在手术后使用的。 
如果为了保持或增加体力, 可以将
药鸡作为配菜食用, 意思是不能治
愈某些疾病。

某些投诉

除了恢复体力外, cia po "吃补" 还
可以用于处理某些身体不佳的状
况。但是, 为此, 患者首先需要看
大夫并得到cia po "吃补" 的药方。 
除了中医, 这件事情一般老百姓往
往是不了解的。

医学与传统的区别就在此 : 传统
的必须把它混合起来。 所以没有
专门针对某些疾病的cia po "吃补" 
菜单。你必须将它与几种草药结
合起来。

这种类似混合草药物由中医给药
剂师的处方。 中药店会根据处方
寻找cia po "吃补" 的成分, 然后由

患者兑现。

另一方面, 大夫必须了解病人的病
情从何而来。 在了解患者的病情
后, sinse  (中医) 可以参考传统的成
分, 这些成分是针对身体病情治疗 (
不一定是治愈疾病) 患者有好处。

例如, 有些患者想拥有强壮的男子
气概, 我们使用海马成分将其从肾
脏中排出。 胃里有些虚弱的东西, 
我们给了很好的成分来加强胃。

Cia po "吃补" 经常使用听起来很奇
怪的成分, 从某些种子到植物根。 
几种干动物如蝎子, 蜈蚣, 一种蟑螂, 
海马也用于cia po "吃补" 的原料。

中国药店出售的大部分干原料来自
中国本身。 为此有专门的经销商。 
但是, 由于政府禁止销售, 有些材料
越来越难以获得, 甚至无法获得。

从本质上讲, 吃cia po "吃补" 的传统
习惯一般是为了恢复体力而食用的, 
虽然一些特殊的食谱也可以针对病
人的病情, 但按照大夫的药方应该
没有任何问题。 Cia po  "吃补"  的
本质是纠正病人本身的健康问题。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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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中药炖鸡
虽名药, 但这并非药用的成分。 这
个药炖鸡的配方, 其实是用干植物
和植物根做的。 在中国传统习俗
中, 将经过加工的散养鸡与各种草
药混合食用称为“Cia po (吃补)"
。 Cia po (吃补) 传统本身被定义
为通过调整饮食来维持和“恢复
体力”的过程。

那么, 为什么叫药炖鸡呢？ 因为
这种熬汤可以增加精力和免疫力, 
适合经常生病或经常疲倦的人。 
通常服用这个药鸡队的建议是每
月一次, 或每月2次。

其实, 这个中药炖鸡的做法很简
单。只有你知道步骤, 才能让这
种药材营养又不苦。这是食谱。

成分包括：
药鸡队调料1包 (可在中国药店
购买)
1 只鸡
1 茶匙盐
3 段姜, 切成薄片
2 瓣大蒜碎
2 杯开水 (500毫升)

烹饪步骤：
1.  将鸡肉洗净, 然后将切好的姜片
和大蒜加入鸡肉中。
2.  将调味料洗净, 然后将鸡肉连同
调味料和盐一起放入慢炖锅中。 然
后倒入水, 直到没 过香料。
3.  将慢炖锅设置为 HIGH (高) 模式
并关闭它。 煮约 3. 小时或直到鸡
肉变软。 举起并服务。
4.  注意：除了用慢炖锅, 你也可以
用小火组队。(不要使用不锈钢容
器, 容器必须是陶瓷, 粘土或玻璃)。

通过食用新鲜散养鸡制成的药炖鸡, 
可以将疼痛, 痛风, 阳痿, 疲劳和眩晕
等风险降至最低。 这种 Cia po (吃
补) 传统习惯对于重病, 手术, 生育
和流产后的恢复健康也非常有用。

西方吃补
历史和科学已经记录并证明了加
工散养鸡的惊人好处的非凡好处。 
对散养鸡好处的认真研究始于数十
亿美元的鸡精业务。

我们一定听说过甚至消费过鸡精
打着 "品牌" 的标签。 如果我们认

为 "名牌鸡精" 补品是中国制造, 那
我们就错了。

"名牌鸡精" 是源自英国的保健品。 
研究加工技术经过严格测试并获得
专利。 如果是这样, 这与 "Cia po"  
"(吃补)" 华裔人的 "传统习惯" 有
什么关系？

"鸡精" 奇迹的故事始于1835年英国殖民占领

香港期间, 即乔治四世在位期间。

当时, 一位名叫 Henderson William 
Brands 的英国宫廷厨师正在香港
执勤。 当时, HW Brands 的孩子
病了, 整天烦躁。 邀请了香港最
好的欧洲医生来治疗, 但进展不
是很好。

当时, 在他雄伟的官邸里, 有几名
中国女佣在工作。 当时中国人的
传统是,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掌握了
一些中医基础知识和 cia po “吃
补”的传统习俗。 一名助理主动
烹制加入各种“中草药成分”的
加工散养鸡

HW Brands 惊讶地看到他的女仆
如此忙碌, 只为端上一小碗鸡汤
而费心。 作为一名皇家厨师, HW 
Brands 认为他的女仆的烹饪方法
完全不切实际, 浪费时间和精力。 
仅仅为了准备一碗只有200毫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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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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的鸡汤的鸡汤, 佣人就用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用了这
么多瓷鼎, 盘子和碗。 陶器的布置方式只是为了煮一
只年轻的雌性散养鸡。

但是奇迹发生了。 短时间内, HW Brands 的孩子完全
康复了, 没有吃任何药！ 出于好奇, HW Brands 再次
请他的助手端上魔汤, 同时 HW Brands 也以自己的方
式帮助制作鸡汤。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宫廷主厨, HW Brands 对菜品的判
断非常敏锐, 事实证明, 鸡肉的加工方式确实与众不同。

几年后, HW Brands 从香港归来, 在故宫, 乔治四世国
王陛下因饮食和生活方式不规律而病倒。 想起他在香
港的经历, HW Brands 端来了一碗他的神奇鸡汤, 果然
国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从那时起, HW Brands 的鸡
汤便成为英国皇室和皇室的最爱。

在白金汉宫担任厨师后, HW Brands 非常认真地研究
和研究, 创立了“Brands Chicken Essence”公司, HW 
Brands 将其完善, 然后与官方申请了将原生鸡肉加工
成鸡精的工艺和技术专利。商品名 Brands 鸡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处理散养鸡的秘诀在于碗和盘子在
大锅中的排列方式。 鸡肉在真空和高压下煮熟, 不与

开水直接接触。 正是这种几千年的古老技术, 后来被
完善并获得专利, 成为“品牌鸡精”产品的优势之一。

直到现在“名牌鸡精”已经生产了数十亿瓶, 变成了
一个巨大的健康食品公司。但不知何故, 在其发展过
程中, “名牌鸡精”实际上在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更为人所知。很多人以
为“名牌鸡精”是中国制造的。 而“品牌鸡精是在
英国制造的。

华裔居民健康生活的原则是保持食物元素的平衡。 
但现在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大多是不
健康的。 过多的一种主导元素会使食物对我们身体
的新陈代谢不太有益, 而整个社会通常会以味道和美
味的名义与不良食物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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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活 动

副校董陈国瑛说, “感谢主,  这次疫
苗接种活动成功举行。这是民望学
校与丹格朗市教育局和卫生局合作
的成果, 最终可以实施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 以加块我国增加群体免疫, 
早日脱离新冠疫情大流行, 使国家
经济尽快复苏。希望在第一剂和第
二剂疫苗接种程序实施后, 学生的
免疫系统会更好。此前接受过疫苗
接种的教职员工之后, 希望面授教
学的过程能够逐步展开。”

在民望学校举办的疫苗接种活动, 
丹格朗市卫生办公室提供采用科兴 
(Sinovac) 疫苗, 有大约 600 名学生, 
以及期待已久的家长们踊跃参加。
接种疫苗活动, 严格实施卫生规则, 
戴口罩, 测量体温, 间隔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 举办的疫苗接种活
动使用了一种名为 AVATAR 的新
应用程序, 该程序得到了丹格朗市
通信和信息办公室的全力支持。该
程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条码, 该
应用程序足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条
码。从最初的过程, 即测量血压, 到
最后的过程, 即观察后检查, 一切只
需扫描条形码即可完成。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 坐落
在丹格朗市现代房地 (Modernland) 
址处的民望学校 (Sekolah Harapan 
Bangsa) 为青年学生进行了第二剂
疫苗接种。第一剂接种已于2021
年7月28日完成, 这第二剂疫苗的
接种实施也继续使用AVATAR应用
程序, 用科兴 (Sinovac) 疫苗接种, 
活动进展顺利。
      

民望学校由知名成功企业家何筱
崙创办。学校教育委员会董事
主席何筱崙与夫人陈国瑛副校董
表示, 这是丹格朗市的唯一三语
学校, 为 12-17 岁年轻学生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中心。这是我们
作为教育机构的参与者之一, 以支
持政府促进国家疫苗接种计划作
出的努力。

丹格朗民望学校为青年学生接种
第二剂疫苗

等候接种的学生们

接种疫苗 接种后待观察30分钟

庆10•1新书发布会成功举行 - “艺术人生”、
“晚阳凝眸” 、“高粱三则”广受好评观注

配合今年印尼国庆日8•17举行了
首次新书发布会，发布“见证中国
和平崛起与友好发展”等四本新书
后， 1 0 月1 日印华作协和印尼新
报又于欢庆中国国庆日再次举办新
书发布会，发布新出版的华文新著
作，以致力推动印尼华文文化和文
学在艰难环境中积极发展。虽然面
对严峻的新冠疫情，但以严守卫生
规范和简单仪式，成功地在王朝盛
先生的“福清酒家”举办了別有特
色的发布会。

这次发布的四本新书分别为：

（1）王芳女士第二文集〈艺术人
生〉，一本中、英、印文三语文艺
专著，配合部分彩色图片和三语文
彩，是适合不懂华文的华裔阅读的
文学作品，也是推行三语教学的良
好课外辅助教材。在当前众多第二
和第三代华裔未通晓华语的过渡阶
段，王女士这部作品有其独到的特
色和魅力，或许可为印华新文学开
拓积极的发展趋势。

（2）〈新报〉总编辑李卓辉新著
〈新内阁、抗疫情、迁都梦〉，这
是作者以资深传媒人的角度分析和
评论佐科维总统蝉联第二届总统的
进程和挑战，也是作者在印尼民主
改革后出版的第42本著作，书内包
容八个部分，即总统大选与政治改
革、新内阁与新发展、合作抗疫与
复兴经济、灾难兴邦、迁都大计与
未来发展、文化艺术与学术交流、
机遇与挑战，最后还附录印尼华人
历史进程、建国贡献、参政发展和

杰出代表等。

（3）东区资深文坛老将吴开森散
文创作〈晚阳凝眸〉；吳先生是
印尼东区文协的文坛名人，长期
为华文报刊编写文稿、协助出版书
籍，德高望重，年近八十， 在众多
师友鼓励下，他终于决定把长期来
的作品编辑成书，这是第一本散文
随笔：〈晚阳凝眸〉，内收一百各
篇散文作品；接着，还将再出版续
集：〈遨游四海〉，希望在今年底
可以出版，参加我们年终将举行的
第三次新书发布会。

（4）印尼女婿、新加坡名作家寒
川先生的新著诗集〈高粱三则〉， 
本月初在新加坡出版。全书分为六

辑，第一辑是“神州吟咏”、第二
辑为“金门忆旧” 、辑三为“ 狮城
缀拾、辑四为“千岛

放歌” 、辑五是“ 天涯海角”、
辑六为“中英翻译” ， 驸录有几
首歌谱。全书配上彩色图片， 十
分精美。作者在“千岛放歌”内，

排进了在印尼旅游和访友的精彩瞬
间，令人感动。寒川兄过去已出版

了十多本文学创作，这几年忙于到
处访问考察，没时间出书，恰好一
场大疫情迫得大家宅家思考，也因
此使他有机会编选旧作成新书，配
上彩色图片，具有独特的特色与魅
力。今年底，他还将出版二或三本
著作。我们将在送旧迎新的年底发
布会上推荐。在10•发布会上，李
卓辉简单叙述了三语文学的特点， 
王芳和碧珍发表了精简介绍，我们
还希望作协主席袁霓和其他文友应
不落人后，鼓足干劲，在今年内出
版新著作，为印华

文学增添丰富美好的风彩。感谢
印华摄影家王朝盛先生为大家拍
摄好多精彩图片， 感谢王氏宗亲
会积极支

持， 送来精美祝福花牌， 使发布
会更具亮点和特色。

（ 小清）转载自印尼新报473期

后站立左起: 王朝盛、杨森、莲心，前坐左起:王秘书、李蓄斌、袁霓、王悦山、
杨健昌、李卓辉、王芳、马咏南、王秀梅、秀美令妹、黄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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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常感到疲倦嗎？即使休息後也無
法恢復體力？一年感冒五上八次？
手腳冰冷, 長時間失眠？當心, 你的
免疫系統可能已經在喊SOS！

「正氣足, 外邪不可干之」, 免疫系
統是身體健康的防護網, 免疫系統
失靈以中醫而言就是「氣虛」, 「
血虛」, 民眾要如何知道自己哪裡
虛, 哪裡有潰堤缺口呢？

免疫系統失靈症狀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中醫科主任曹永
昌指出, 免疫系統失靈的各種自覺症
狀可分為以下幾個系統來看：

【呼吸系統】反覆性感冒, 症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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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鼻水, 打噴嚏, 鼻塞, 咳嗽, 氣喘等, 
即是免疫力降低及過敏。

【心血管系統】胸悶, 心臟疼痛（動
脈粥樣硬化, 冠心病）, 愈來愈多證

人體免役系統為何失靈？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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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顯示這些疾病為自體免疫疾病。

【骨關節系統】類風濕性關節炎, 早
晨起床後手指關節僵硬。

【泌尿系統】IgA腎炎, 伴隨感冒發
作的腎炎急性發作。

【其他】如紅斑性狼瘡, 硬皮症等
全身性疾病, 則有複雜而多樣化的
症狀。

一切皆由體虛造成

曹永昌說, 中醫認為上述一切皆為「
虛」所造成, 氣虛, 血虛, 陽虛, 陰虛
皆為「虛」, 免疫力缺乏也包括在內, 
狹義的免疫系統失靈則屬氣虛, 患者
很容易感冒, 元氣較不足, 上課, 上班
時容易昏昏欲睡, 頻打瞌睡。曹永昌
表示, 「虛」造成易感外邪, 感冒, 風
寒, 濕邪等易侵犯上呼吸道及關節；
此外, 「虛」也會造成機體代償性增
加抗體, 引發各種自體免疫反應, 所
以只要有感到休息過後無法恢復的
疲倦, 虛弱, 就要及早預防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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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失靈。

「虛」從何來？

台灣中醫師公會常務理事陳潮宗表
示, 一般而言, 常頭暈眼花, 心悸就是
典型「氣血不足」的徵候, 而「肺
氣虛」則多見容易出汗, 稍運動就
氣喘如牛, 當然流行性感冒也絕不
會缺席；而平日就面有菜色, 消化
不良易腹瀉, 下肢浮腫者, 就有「脾
氣虛」的危機；至於常喊腰痠背痛, 
膝蓋無力, 小便頻數的朋友, 就得調
理「腎氣虛」。

還有哪些因素造成虛弱？

中醫認為免疫系統失靈與「虛弱」
有密切關係, 有哪些原因會造成虛
弱？曹永昌表示, 身體是否虛弱與
先天稟賦及後天因素皆有關, 先天
稟賦也就是遺傳的因素, 許多免疫
疾病的發生, 如紅斑性狼瘡, 硬皮症
等皆與遺傳有關；後天因素則包括
環境因素, 精神因素, 飲食因素與生
活習慣等皆可能造成。

曹永昌說, 常處於吵雜, 悶熱的環境
中工作, 所耗元氣較多, 扯著嗓門講
話不到五分鐘就感到很累, 久了以後
很容易導致「氣虛」, 使免疫力下降, 
這就是環境因素的影響；飲食方面, 
常吃辛辣食物, 如蔥, 薑, 蒜, 胡椒粉, 
沙茶醬, 麻辣鍋等, 及經常暴飲暴食
者, 皆易傷腸胃, 造成氣虛。

精神因素方面, 情緒經常喜怒無常, 
常大笑, 大怒, 大驚失色者容易導致
虛弱；生活作息不規律, 日夜顛倒, 
未按時飲食, 以致過饑者, 也易導致
氣虛, 使免疫力下降。

自我評估免疫功能

曹永昌建議, 民眾可根據以下幾種情
況評估自體免疫功能狀況如何, 留意
身體變化, 自然能夠防微杜漸, 若免
疫功能已亮起紅燈, 最好進行調治, 
以加強免疫系統功能。

· 免疫系統功能「OK」～百病不
侵, 精神奕奕, 耳聰目明, 頭腦清
晰, 體力充沛

· 免疫系統功能「尚可」～偶有
些疲倦,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
後疲倦感可消除, 體力可恢復, 一
年感冒不超過二, 三次。

· 免疫系統功能「要注意」～疲
勞易積, 一年感冒五, 六次。

· 免疫系統功能「SOS」～時常
覺得頭暈目眩, 眼花撩亂, 精神
不濟, 疲倦懶言, 講話有氣無力, 
手腳冰冷, 一年到頭常生病, 長
時間失眠, 心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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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也真奇, 飢餓的人要求的只是溫
飽, 溫飽的人卻又會感到心靈空虛, 聲
嘶力竭地高唱：「空虛！空虛！」越
是物質享受豐富的社會, 心理不平衡
的人也就越多, 故此, 自殺率最高的不
是飢荒的非洲, 而是高度現代化的瑞
士。事實上, 所謂先進國家中, 心理醫
生也特別多, 美國就如此。

美國一位心理學專家積卅年之治療
經驗, 得出結論認為, 一個人如果要
生活得成功, 愉快, 就必須具有心理
平衡四要素。缺乏這四要素, 最低
限度也會引起情緒波動, 憂慮, 不健
康及事業無成。這四要素是什麼呢？

沒有安全感感覺

沒有安全感的人就會時時緊張, 惶惶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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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可終日, 這種人經常頭痛, 患消
化不良, 潰瘍甚至癌症。其實, 缺乏
安全感的人最怕的不是經濟危機或
身體的安全, 而是最害怕別人的批

評及否定, 怕自己不被人接受, 也正
因為這樣, 這類人最不願向人暴露自
己的思想及感情, 故此也難與別人溝
通。實際上, 這類人最孤獨, 也最需要

世人心理平衡四要素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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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接受。
敢於面對現實的人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 有人碰上倒霉
事就抬不起頭, 有人卻敢於面對現實, 
適應現實, 進而改變現實。也只有後
一類人才具有安全感。例如, 有人生
意失敗了, 從當老闆變為小伙計, 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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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勤懇懇, 努力工作；但有人則因當
不了老闆而怕見人, 躲躲閃閃, 甚者更
會自尋短見。又如有人因交通意外而
殘廢, 是怨天尤人終日眼淚洗面, 還是
面對殘廢的現實, 適應殘廢的生活而
重新做人,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就
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互相愛惡, 支持與
信任
找到值得愛戀的伴
侶而終生相依為
伴。

所謂值得愛戀的伴
侶就是能做到互相
愛戀, 互相支持, 互
相信任的伴侶。一
見傾心不難, 熱烈愛
戀也易, 但是找到值
得愛戀的伴侶而又
能終生相依為伴實
在不易, 也正因為
不易才更感可貴。
別看那些朝三暮四
的「新潮人仕」表
面不在乎, 其實是

想也找不到。

與愛戀的人親蜜無間相處

許多人嚐不到生活的真正樂趣, 原因
就在於這些人一輩子都與別人在感
情上保持一定距離。親蜜無間地相
處, 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 分擔憂慮, 
分享快樂, 擁抱, 接觸等等其實正是
給人帶來最大滿足感的方式。有些
人為什麼不肯這樣過活呢？這是因
為組們害怕別人的拒絕。

以上是心理學專家提出的心理平衡
四要素, 如果你已經擁有這四要素, 
那就值得祝賀, 如果你還未擁有, 那怎
麼辦呢？專家告訴你一個好辦法, 那
就是養寵物, 讓寵物幫助你建立這四
要素, 而實踐證明, 這位心理專家為病
人開的藥方往往就只有三個字：「養
寵物」, 而這樣的藥方卻真正見效。
如果你全心全意養寵物, 愛寵物, 就很
有可能改變你的一生。想試試嗎？

书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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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死亡三大原因

導致人們死亡的疾病, 在全世界來
說, 最常見的有三個, 這就是癌症, 心
臟血管疾病以及意外死亡。一個人
的生活方式在保護健康方面的作用, 
現在越來越被重視, 在現代社會中
保持一個好的生活方式在維持健康
方面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些好的生
活方式主要涉及到以下的一些方面, 
例如是否吸煙, 飲酒, 飲食的選擇, 乘
坐私家車是否使用安全帶, 是否經常
進行正規的醫學健康檢查等等。這許
多方面的正確處理, 就可以在更大程
度上預防疾病及意外, 從而保護了自
己的健康。

吸煙常因肺癌而送命

許多不好的習慣易於被忽略, 許多身
體不舒服的徵兆也容易被忽略, 這就

使我們不可以早期發現隱藏在身體中
的疾病, 也不可能防止這些疾病侵犯
我們的身體, 損害我們的健康, 甚至奪
去了我們的生命。

吸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有害健康的
生活習慣之一, 百分之九十因肺癌
而死亡的人, 百分之七十五因慢性
支氣管炎而死亡的人以及百分之廿
五因缺血性心臟病而死亡的人, 都
與吸煙有關。

雖然許多人本身不吸煙, 但卻生活
在吸煙者之中, 被動吸煙的結果, 也
使他們發生肺癌的機會增加百分之
廿五到卅五。

有吸煙習慣的人在全世界各地來說, 
越來越多。工業化國家中男性吸煙
為主的狀況已經改變, 目前女性吸煙
者也大幅度的增加。不過在發展中

國家, 大多數的吸煙者仍然是男性。
反吸煙運動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推行。
運動的目的, 是使人們知道吸煙對健
康的危害, 從而使人們自覺的拋棄這
種習慣。改變人們吸煙的習慣, 單只
是通過法律, 罰款是不足夠的, 全面的, 
廣泛的教育, 最重要的是利用許多傳
媒將知識傳送給學生, 婦女, 尤其是
準備懷孕或已經懷孕的女人以及所
有的公眾, 以使吸煙的人逐步減少。

10點指引有助戒煙方法

吸煙者常常感到戒煙困難, 這裏有
十點指引, 或許有助於吸煙人士實
行戒煙。

準備戒煙都是因為知道吸煙是有害
的, 在紙上寫出所有自己所知道的吸
煙的害處, 放在明眼處, 時時可以看到
這張紙, 而可給自己警告；

給自己定出正式完全戒煙的日期；
讓自己的親屬及期友都知道自己戒煙
的決心, 希望他們支持自己；當準備
戒煙時, 訂立一個飲食的新制度, 可以
轉移吸煙的的願望；

首先, 削減自己吸煙的數目；
在正式完全戒煙那一天, 作一些特殊
的事情來慶祝；

暫時避免引起自己吸煙慾望的環境；
永遠不要寬容自己的這種想法～吸
一枝其實是無害的；

利用空餘的時間去作運動；
多關心自己的外貌, 風度等；
當然, 最好的是永遠也不要開始吸
煙的習慣。

吸煙可致肺癌死亡
。斐思慎。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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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痛可因多種症狀所引起

胃痛中醫叫「胃脘痛」, 以病人自
覺上腹部隱隱疼痛為主症。臨床上
可由慢性胃炎, 胃下垂, 潰瘍病和胃
神經官能症等疾病引起。通常在腹
部受涼, 飲食時間不規律, 多食生冷
不消化食物, 精神緊張和鬱悶生氣
時容易引起復發。如果胃痛長期得
不到治癒, 不僅病人非常痛苦, 而且
會影響人體營養吸收, 使體質逐步
下降, 有的甚至造成胃絡膜損傷產
生胃出血, 個別嚴重的患者還可能
產生其它病變。所以人們不能輕視
胃痛, 應儘早想法治癒。

中醫認為「胃主納谷」, 「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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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化」, 「肝主疏泄」, 三者在生
理上彼此相互協調, 共同配合, 功

得益彰。如果脾胃虛寒, 運化失
職；饑飽無度, 飲食內停；以及精

中醫如何治療胃痛？
。李振凜。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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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緊張, 肝鬱氣滯和胃病日久, 瘀血
內阻都可以造成胃脘痛, 所以治療
上也主要從這四方面進行考慮。實
踐證明, 根據以上中醫原理治療胃
痛, 在治療意義上遠優於見痛止痛
的治法。

膊胃虛寒, 運化失職

臨床表現為胃部隱痛, 飲食不多, 喜
暖喜按, 餓時痛重, 進食則舒, 四肢
清冷, 面少華色等。

治宜溫中補虛, 和胃止痛。方用二
中湯加減 (黨參, 白朮, 白芍, 桂枝, 
高良薑, 大棗, 木香, 炙甘草)。

如果中虛氣滯而表現腹脹食少, 加
砂仁, 橘殼, 陳皮；

如果中虛下陷而脘腹脹痛, 食後痛
重, 臥位則輕, 加升麻, 柴胡, 橘殼；

su
m

be
r f

ot
o 

: c
dn

.b
rit

an
ni

ca
.co

m

如果寒飲內滯, 腹中漉漉有聲, 或者
嘔吐清水, 加吳茱萸, 茯苓；
如果氣不攝血而見大便色黑者, 去
桂枝, 高良薑, 加地榆炭, 鳥賊骨, 赤
石脂, 白岌。

饑飽無度, 飲食內停

臨床表現為脘腹脹滿, 疼痛拒按, 惡
食泛酸, 或腹痛欲瀉, 瀉後痛減等。

治宜消食導滯, 和中止痛。方用焦
三仙湯加減（焦山楂, 炒神曲, 焦麥
芽, 厚朴, 陳皮, 炒白朮)。

如果食積化熱, 大便不通, 加橘實, 
大黃；

如果宿食粗代, 胃氣上逆而嘔吐宿
食, 加蒼朮, 藿香, 生薑。

精神緊張, 肝氣鬱滯

臨床表現為胃脘脹痛, 痛連兩脅, 
疼痛位置時有移動, 食後脹甚, 噯
氣泛酸等。

治宜疏肝理氣, 和胃止痛。方用柴
胡疏肝散加減 (紫胡, 白芍, 橘殼, 陳
皮, 香附, 川棟子, 延胡索, 生甘草)。

如果肝氣犯胃, 不欲飲食, 加神曲, 
炒麥芽, 炒山楂；

如胃部嘈雜, 泛酸較甚, 加瓦楞子, 
烏賊骨；

如胃脘以脹為主, 加木香, 厚樸。

胃病日久, 瘀血內阻

臨床表現為脘痛如刺, 痛位固定, 拒
按, 食後痛重, 痛甚於脹, 或者只痛
不脹, 或伴有嘔吐和便血等。

治宜活血通絡, 理氣止痛。方用
失笑散加減（蒲黃, 五靈脂, 乳香, 
沒藥, 丹參, 當歸, 延胡索, 白芍, 香
附)。

如果久病體虛, 氣血虛少, 加黨參, 
白朮, 黃芪；

如果陰虛低熱, 口乾舌紅, 加生地
黃, 牡丹皮, 北沙參。

胃痛在臨床上常常遷延難癒, 反覆
發作, 並且與氣候, 飲食, 精神和睡
眠等因素有著密切關係。所以患
者必須聽從醫囑, 服從治療, 積極
配合, 才能儘快將胃病治癒。

书画专栏



92 - 2021年10月  亿乐荣  杂志

印华文苑

千年的牢骚
餐馆打烊时我酒意正浓, 只好往

后巷那间露天餐馆走去, 经过一

棵高大的榕树旁时, 忽然听见一

丝微弱的咳嗽声, 走近一看, 一

位身体瘦弱, 留著長白鬚的老人

坐在树下。我弯下身子对他说:“

老伯, 这里风大很容易著凉”。

他睁开那双无神的眼睛望了望我

说 :“我第一次听到你们人对我

的关心”。

"你不是人吗"？我有点懊恼地回

应。

“我是神”。

    

从不迷信的我冷冷地笑问:“你就

是被众人敬拜的神？”

 祂好无奈地说：“不是敬拜, 是

求拜。如果她们敬重我, 那个终

日爱唱卡拉OK的女人, 就不会在

初一早唱到一半突然停下来, 用

麥克风大声说, 神啊！等我多唱

几首后才来拜您。这显然是要让

大家知道她有拜我。昨天两名信

女的谈话, 更是令我心头纳闷无

法释怀, 其中一位说：長光嫂, 行

情这么坏妳还拜得这么多, 看来, 

神一定保佑妳不少。長光嫂竟说：

才沒呢！为了拜神我省吃省用, 最

后还不过如此。她这话像是在说, 

都是被我所逼, 我从来就不曾开口

要求你们要拜些什么的”。

   

“听朋友说, 初次拜神不能求, 

免得一下子把神给吓坏, 是真的

吗？”我好奇地问。

"你们人就是喜欢以人之心度神

之腹”。

    

我不好意思地转移话题：“虽说

行情不好, 却有许多人在争着兴

建神庙, 像贤德兄就先领头捐出

十几万元, 其他的也不落人后, 为

的是建一栋几层楼高的神庙”。

   

“此君曾向我许下宏愿, 并夸海

口说如让他中头奖, 他要为我建

新庙, 换金身。这分明是在贿赂

嘛”。

    

"如今他去捧别的神, 这究竟是您

无法显灵, 还是您不识时务"？我

疑惑地问。

“不晓得其他神的想法如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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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认为, 神庙应该保存传统风

貌, 如古色古香的朴实风格, 那

种西方格调的高楼建筑, 不仅显

得格格不入, 简直是不沦不类……

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你们世人总

喜欢将本身的意愿, 硬推到我们

神的身上, 像每年为庆祝我圣寿

时, 总请来一些裸背露脐的艳星

在台上摇, 这成何体统？你们不

懂得非礼勿视吗？……对了, 谈

了这么久, 才发觉我好像从来沒

见过你”。

    

祂这么一说令我感到有点尴尬：“

坦白说, 我从来不曾到庙宇求拜

过, 虽然最近手头拮据, 很想发

点横财, 然而每次经过庙前, 看

到大批赌徒和庄家一起向您求拜, 

便裹足不前, 为的是不想让您老人

家在做决定时为难……”。

    

“你似乎对我的处境很了解”。

"也算不上什么了解, 就如您这

瘦弱的身躯就令我费解；我几位

酒友每天鸡、鸭、肉的, 不是胆

固醇过高, 就是高血压和身体肿

胖……"。

   

祂长叹了一声, 然后摇摇头说:“

他们在神桌上摆满了三牲水果, 

便求东求西, 想发财、要平安、

孩子读书要聪明, 连家里养的家

禽也不能得禽流感……他们当我

是语言学家？面对着各种不同的

方言, 还要记住那络绎不绝的人

群的不同要求, 哪还有心情想到

吃？更何况他们摆放后, 连一声

请用膳也吝于启齿, 我又怎好意

思动筷呢”？

我正想开口, 祂又继续说：“前

阵子禁赌, 原以为能有清静的日

子过, 却让那些三教九流之辈借

我地盘作法, 大群人在敲锣打鼓, 

昨晚伤风感冒睡不着, 一大清早就

被几个赌徒吵醒, 他们连一声请安

也不会, 就只会求什么万字。我身

体不适, 从来沒人对我嘘寒问暖, 

这点我不怪谁, 只想静心休息, 却

没一刻安宁”。

   

“明天是礼拜日, 您不是可以安

心休息吗”？

   

“你忘了明天还有一期万字票吗？

所以今晚我要早点休息”。

    

由于风大, 我转过身点烟, 祂却

于此时轻声对我说:“我先走了”

。待我点好烟转回身子时, 已不

见祂的身影, 我只好朝阴暗的小

巷高喊:“明天我买几包四川凉

茶给您”！

    

突然有人大力地推摇我的手臂, 妻

子狠狠的骂道:“你发什么神经！

做什么怪梦？整天只会喝酒, 要买

什么凉茶”？

——作者：北雁（卡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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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美（棉兰）

母親的勝家衣车
我成長的年代, 每個家庭幾乎都擁

有一部腳踏衣車, 就像今天家家戶

戶擁有電視機一樣的普遍。

記憶之中, 孩時家裏的客廳一角, 

放置了一架縫衣車。衣車外型美

觀精巧, 車床是暗紋的木面設計, 

漆黑光亮的車身上, 金字[SINGER 

］搶眼奪目, 衣床繪上鍍金水花

紋, 鋳鐵製造的衣車架, 有精緻縷

花的裝飾, 活像一件藝術品, 那是

當年外婆給母親的嫁妝。

回想兒時的光景, 我所穿的衣服, 

除鞋襪外, 皆是出自母親的巧手。

每當我聽到家裏衣車踏板帶動的搖

曳聲, 心裏就特別高興, 因為只消

一天功夫, 擱在車床上的那一塊碎

花布, 就成了我身上的衣裳。隨著

衣車踏板上下擺動的节奏, 一襲漂

亮的衣裳, 就由此而生。

亞齊老家的勝家衣車跟隨我們移居

到棉蘭後, 家裏衣車的踏板搖曳聲

比以前更加頻密了, 因為母親除了

替家人縫製衣服外, 為幫補家計當

了裁縫, 靠那部勝家衣車, 改善了

家人的生活。隨着時代的進步, 漸

漸地舊式腳踏衣車的慢速已趕不上

潮流。于是, 母親買了一部BROTHER

兄弟牌工業衣車, 貪其速度快, 專

業性強。工業衣車外形笨重, 衣床

是塑膠板設計, 車架是四平八穩的

幾根鐵柱子, 踏板由於用電帶動, 

車速比舊式衣車快很多。

自從母親改用了工業衣車, 我們

再也聽不到那快快慢慢節奏有序

的搖曳聲, 取而代之的是那刺耳

的機械噪音。

陪伴了母親大半輩子的勝家衣車, 

黑漆早已斑駁脫落, 金色的SINGER 

不再耀眼, 車床木板也褪了色, 衣

床上的水花紋若隠若現, 生鏽車架

上的縷花裝飾似是芳華已逝, 美人

遲暮。它功成身退, 孤獨地與一大

堆雜物被放置在什物房, 至到多年

後才重見天日, 跨越太平洋, 隨母

親移居北美。

那架破舊的勝家衣車, 如今放置在

美國母親的書房裏, 由於衣車出廠

已久, 時常出現毛病, 需定期抹油

保養, 那條帶動踏板的牛皮帶也不

知更換了幾回。其實勝家衣車公司

有舊車翻新的服務, 可母親説衣車

是外婆留下最寶貴的紀念品, 藏着

許多关于外婆的記憶, 它歷盡滄桑, 

曾經縫出無數的故事, 所以想留下

歲月的印記。年邁的母親至今仍對

它不離不棄, 依舊喜歡坐在衣車面

前縫圍裙, 車窗簾, 改衣服, 繼續

着那快慢有序的搖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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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云风（井里汶）

爱心
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 政
府实行了限制社会活动条例。 

神龙药业集团除了捐巨款, 也
捐献医疗药品给当地政府应急, 
为帮助失业和受疫情影响低收
入的市民, 公司上下全体职员
发起筹款。

华伟将几天来同事们汇集的捐
款, 小心翼翼地放进已备好的
文件信封, 正要交给总经理, 突
然间感到肚子不舒服, 于是把文
件信封放在办公桌, 匆匆忙忙跑
去洗手间。

诚厚是公司的清洁工, 看到华伟
匆匆忙忙跑进洗手间, 于是赶紧
快步走到华伟办公桌。拿起文件

信封, 沈甸甸的, 心里琢磨, 这
么多钱, 我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拥
有这笔钱。看了看左右没人, 他
摸了摸口袋, 踌躇间, 忽然听到
远处传来脚步声, 慌忙闪出华伟
办公室, 若无其事的又继续做他
的清洁工去了。

华伟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又多了
一个小信封, 心中纳闷, 打开一
看, 只见里面数张小额钞票和一
张字条。只见上面写着：“小
小捐款, 浓浓心意, 齐心协力, 
共克时艰。”奇怪, 会是谁？
环顾四周, 没有人, 因为是午
餐时间, 大家都到公司的餐厅
用膳去了。

到底是谁？善举不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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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之云（巴厘岛）

延续香火
对着那些未能用上的婴儿衣
物, 莲娇心中常常涌起万般
无奈的伤情。要不是一场车
祸, 致使她失去了8个月的身
孕, 还落得终生不孕的病根。

每次想到这些, 总觉得不能
替丈夫生个一男半女, 替张
家传宗接代而耿耿于怀。丈
夫却说：“没有孩子, 我们
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难得丈夫的谅解体贴, 莲娇
渐渐缓解了心中的纠结。

那天, 丈夫又到外坡出差
去……

莲娇独自在家, 恰巧好友芳
芳约她同到K坡参加朋友的
婚礼。在K坡她们首先到超
市选购赠送朋友的礼物, 莲
娇也不自觉地走进婴儿礼品
部浏览。

“亲爱的, 再多选几件吧, 
难得你怀了我们张家的后代, 
为我们延续了香火……”

一阵极为熟识的声音不经意
间传到莲娇耳里, 抬眼一瞥, 
非同小可！顿时, 莲娇一股
热血往上冲, 一时把持不住, 
急急跨前去：“你们？你！
你！出差去？……”

莲娇脸色苍白, 呼吸急促, 
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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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如香（巴厘岛）

不听老哥言
"打疫苗了吗" 王强问道, 阿明摇摇头。

“为什么不戴口罩？”

“没有必要！我的体魄很强壮。”阿明信心满满地说。
  
王强与阿明是青梅竹马, 亲如兄弟般。长大后, 各自发展事业, 
阿明头脑精明, 电器生意红火, 成家后生活美满。王强继承父业, 
从事文具生意, 两家过从甚密, 彼此互相关照。

近期新冠肆虐, 德尔塔病毒蔓延迅速, 印尼确诊与死亡人数节节攀
升。王强经常提醒阿明：“小心啊！要打疫苗, 出门戴口罩！”

“老哥放心！我很硬朗！”

不想几天后, 阿明妻子发来短信, 告知阿明突发确诊住院, 不久又
传来痛彻心扉悲泣声：“强哥啊！明走了！医院当即火化……”

唉！老弟啊老弟！不听老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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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华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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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园丁（邦加·烈港）

防疫警钟

救护车在长鸣, 灵车又再哀号。
墓地日夜赶工, 家属悲恨难消。
生命无价之宝, 奈何无能自保。
痛惜无数生命, 牺牲无烟战壕。 
阎王暴跳惊叫, 本王命令未到, 
何故迫不及待, 搞得俺一团糟！
人间清福不享, 跻身地狱何傲？
不遵规不守教, 罪有应得活该！
瘟疫天生肆虐, 人类理性崇高。
吸取古今经验, 眼看时下糟糕, 

拿生命开玩笑, 犯大错不可饶, 
别再顽固执拗, 快上保健轨道。
全球团结一致, 遏止病毒魔爪, 
严控疫情蔓延, 人人有责互保, 
世上有识之士, 本该预防趁早, 
不给医护添乱, 不让家国潦倒。
卫生保健搞好, 心态平衡记牢, 
宝贵生命护好, 丢了命不重来, 
严峻考验过了, 欢心活到终老, 
为民为国效劳, 不枉来世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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