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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亿乐荣媒体集团中文部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我十分尊敬的亿乐荣的朋友们, 时下几乎
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不稳定, 几乎所有国家
都在为粮食和能源问题而感到恐慌, 原因
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尚未平息, 
在不确定性的局势下, 我们很自豪地目睹
我国政府能够很好地处理所有问题, 使我
国的状况仍然顺利进行。

亿乐荣媒体（Eljohn Media）于1972年5
月10日在巨港创刊, 如今已经安渡了一段
漫长的道路和克服了种种问题, 让原本是
广播电台的亿乐荣媒体/Eljohn Media, 发
展成为相互緊密协同的多种媒体, 并坚定
地迈向第50周年。在此我要向先离开亿
乐荣/Eljohn的管理者致以深厚的谢意和
敬意, 若是没有他们昔日的辛勤耕耘, 也

许亿乐荣媒体/Eljohn Media已经不是现
在的模样,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但
愿您们愉快地在上帝身边, 见证您们昔日
创办的亿乐荣媒体/Eljohn Media如今已
经迈进50周年了。

亿乐荣/Eljohn所尊敬的朋友们, 在本期杂
志里, 我们要传达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取得
的成就,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是一个认真支
持提高千禧一代人力素质的非营利基金会, 
我们替他们准备了全国性平台, 让年轻一代
人具有全球性的网络, 与许多国家进行社交
活动, 随著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 民众
更容易找到他们喜欢的国家, 有了很多的国
际交游, 将出现更广泛的网络, 而且我们的
孩子们对未来有更清晰的看法, 希望我们所

做的事, 是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对印尼人民和
我们热爱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作出的贡献。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 可以呈献自己的主意、
活动和其它等等, 让我们一起帮助与印尼
亿乐荣基金会一同作出协同作用, 让我们
贡献给亲爱的祖国的作品, 越多和越大。

亿乐荣/Eljohn 的穆斯林朋友们, 祝愿您们
开斋节快乐, 尽管今年政府允许自由返乡欢
渡佳节, 但切莫忽略了5M 卫生规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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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佐科维总统于3月10日 (星期四) 傍晚为
努山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IKN）2022
年至2027年届局长庞邦·苏桑托诺 
(Bambang Susantono) 和副局长托
尼·拉哈祖 (Dhony Rahajoe) 主持就
职仪式。
　　
总统府办公厅首席专家万迪 (Wandy 
Tuturoong) 说明了佐科维总统选择庞
邦·苏桑托诺和托尼·拉哈祖领导努
山达拉国家首都管理局 (IKN) 的原由。
　　
万迪被问及此事时说, 从经验的角度
来看, 这两个人物的职业搭配很好。
庞邦在交通, 基础设施和运输领域拥
有专业知识。此外, 他在国际机构领
域拥有管理经验, 加上在政府机构拥
有丰富的经验。

　　与此同时, 托尼在管理BSD卫星城
方面经验丰富。万迪说托尼的表现可
以说相当成功。
　　
当提到佐科维当初提
到的IKN当局负责人
的标准是在建筑和城
市规划领域具有经验
和能力的地方领导人
时, 万迪作出了解释, 
据他说, 佐科维之前
的声明可以解释为领
导的能力和经验。
　　
此前, 总统秘书处负
责人赫鲁 (Heru Budi 
Hartono) 确保庞邦和
托尼的就职典礼将于

总统委任庞邦和托尼为IKN领导人

曾在国际机构和私企担任要职

周四下午举行。
　　
总统府秘书处的YT频道将在印尼西部
时间下午2点45分开始对就职典礼进行
现场直播, 首先是南苏拉威西省省长安
迪·苏迪曼的就职游行。
　　
而周三（9/3）已确认庞邦和托尼当选
为IKN管理局局长和副局长。
　　
另一方面, 庞邦是众所周知的基础设施
和交通规划专家。自2015年以来, 庞
邦一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 (ADB) 副行
长, 专门负责管理知识和可持续发展。
　　
2009年, 在印尼共和国第六任总统苏西
洛执政期间, 庞邦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
长, 他的任务是协助交通部长改善我国
的交通部门。
　　
在2014-2019年期间, 前交通部长E.E 
Mangindaan因当选国会议员而辞职, 
而后庞邦就任代理交通部长。
　　
与此同时, 托尼是印尼一家私营公司
Sinarmas Land的高级职员。众所周
知, 托尼目前是Sinarmas Land总裁办
公室的董事总经理。

Foto : Bambang Susantono

Foto : Dhony Rahajoe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9

首要话题

佐科维总统将继续禁止出口铝矾
土、铜矿和锡矿。他坚决称, 即使
我国的出口政策遭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诉讼, 也无需担忧。
　　
佐科维总统于3月11日在中爪省
梭罗市“3·11”大学（UNS）
出席该大学46周年校庆时发表演
讲说：“当我们禁止出口镍矿原材
料时, 我们遭到欧盟的起诉, 至今尚
未解决该问题。现在我又再宣布今
年停止出口铝矾土, 让他们再起诉
吧。明年我再禁止出口铜矿及锡矿, 
我们不怕一直遭到起诉, 反正没有
问题。我们还未能确定输赢。”
　　
尽管可能再遭起诉, 然而佐科维
仍勇于出台有关禁止出口原材料
的禁令。

佐科维总统表示禁止镍矿出口的措
施是正确的, 因为我国的出口价值

会迅速增升。他说：“我们停止出
口镍矿才是正确的措施, 因我们获
悉从原先15万亿盾的收入跃升为
300万亿盾。如果我们停止出口
全部的天然资源, 将会发生惊天动

铝铜锡等原矿须先加工增值方可出售

总统强调继续禁止出口原材料

地的变化！国内投资落实将持续剧
增, 外国投资同样如此, 游资涌入我
国也促使附加值格外增升。随着停
止出口数种原材料的措施, 诸如锂
电池、电动车、钠离子及半导体将
在我国生产, 因为自从政府实施禁
止出口原材料的措施后, 我国已有
上述原材料的储备量。”
　　
佐科维强调称, 他在意大利举行的
20国集团大会中表示, 印尼不是封
闭的国家, 而是开放的国家, 然而不
要在别人的地方继续生产。半数的
或全部的材料带到印尼生产, 印尼
开放及欢迎外国投资, 而且投资家
能与我国国企和私企合作, 或者外
国企业自己生产, 但必须在印尼设
厂生产。
　　
佐科维指出, 从我国出口原材料可
在出口目标国获得14倍至20倍的
附加值。他称, 此举对出口目标国
家来说, 无论从税收方面或就业机
会都获得很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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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卡·哈达托 
(Airlangga Hartarto) 于 3 月10日
在雅加达举行2022年贸易部工作
会议中表示, 政府预定在 2030 年
至 2035 年期间, 我国能摆脱中等
收入陷阱。

政府预定2030年
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为了能达到上述高指标, 尽管在新
冠肺炎大流行的情况下, 政府需要
保持国家经济复苏的趋势, 其中通
过2020年第11号有关创造就业的
国家法令进行结构改革。

除此之外, 政府也要持续改善对印
尼国际贸易领域的规则。比方说, 
提供进出口便利、拓展市场和市
场渠道、融资和出口活动担保、
支持地方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中
的预算政策。然后, 政府提高人民
营业贷款的最高限额来推动中小
微业的发展。

艾朗卡补充说, 里里外外的支持也
改善了我国的实体经济, 这可从
2022 年初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升
至113.10而反映出来, 还有印尼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保持
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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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能源矿物部能源保护和新可再生能
源总署长塔坦 (Dadan Kusdiana) 于
3月24日在雅加达召开记者会时表
示, 在我国成为二十国集团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 政府展示了可再
生能源的各种潜力和市场商机, 同
时政府也准备提供有利于投资的
体制和机制。
　　
塔坦说：“为了能确保2025年新
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能达到23%和
2030年的碳减排量能达到29%的
指标, 我们可以与二十国集团或其
它伙伴国家进行管理和合作。”
　　
政府希望能利用二十国集团论坛, 
为我国提供更多的碳中和, 但能源
转型要面临许多挑战, 因此政府就
想把这些挑战转化为机遇, 并表明
我国在监管方面都已做好了一切
的准备。

能源矿物部预计, 我国的清洁能源
潜力能达到32万9500万千瓦, 其
中太阳能潜力能达到 32 万9500

万千瓦为最大, 氢能潜力能达到
9500万千瓦, 生物能源潜力能达
到5700万千瓦, 风能或水能潜力
能达到1万5500万千瓦, 地热潜力
能达到2400万千瓦和海洋潜力能
达到6000万千瓦。
　　
截至2021年年底, 印尼的清洁能源
发电厂的电机容装量仅达到 1135
万千瓦 , 混合比例为11.5%。
　　
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有一个由各
种会议组成的能源转型论坛, 比方
说从2022年3月23日至25日在日
惹举行的第一次能源转型工作组
会议, 然后在拉布安巴佐 (Labuan 
Bajo) 举行的第二次能源转型工作
组会议, 接着在巴厘举行的第三次
能源转型工作组会议, 以及能源转
型部长级会议。又在2022年9月
期间, 印尼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
主席国, 将在巴厘举行二十国集
团峰会。

政府在G20 峰会
展示可再生能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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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经济统筹部 长 艾 朗 卡·哈 达 托 
(Airlangga Hartarto) 于 3 月27日
在雅加达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为推
动中小微企业的业务能更快发展, 
政府通过“为印尼产品感到骄傲”
活动, 一直推动中小微企业加入数
字化平台。
　　
根据记录, 截至2020年底, 共有
1170万家中小微企业已转入在线
业务, 艾朗卡希望到了2030年, 共
有3000万家中小微企业已加入了
数字化平台, 因此政府作出承诺要
全力支持, 通过各种培训、融资和
有利于中小微企业的法则, 使中小
微企业更具韧性并能够晋级。

政府要全力支持中小微企业, 乃是
因为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国内生 产 总 
值 的 贡 献 超 过61%, 工作岗位也
占了97%。
　　
除此之外, 政府也一直采取有利于
中小微业的各种政策, 比方说提
供低息人民营业贷款 (KUR)、微 
型 业 务 生 产 性 援 助 (BPUM), 
非 KUR 利息津贴和其它等等, 以
确保中小微企业能尽快全面复苏
并升级。
　　
艾朗卡补充说, 政府希望我国的中
小微企业已能开始崛起, 在2021

政府预定三千万家中小微企业
2030年全面加入数字化平台

年期间, 共有84.8%的中小微企业
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甚至在大流行
病期间, 共有40%的中小微企业使
用数字技术来推销其产品, 其收入
方面也显示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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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佐科维总统于3月11日在中爪省梭
罗市“3·11”大学 (UNS) 出席该
校46周年校庆时发表演讲称：目前
的学习纲领可能仅适用于5年, 随着
时代的快速变迁必须谨慎跟进。” 
佐科维总统提醒称, 高等学院须应对
我国高等教育在目前瞬息万变的时
代中所引发的影响。其中是有关高
等教育的学习课程仅适用于短期的
学习时间。
　　
如悉, 现时的许多学习项目已运行长
达20年至30年, 却没有任何更新, 佐
科维希望这些事项须备加关注。他
说：“很可能一种知识仅适用于这
学期, 然而下学期已不适用。这是由
于时代的迅速变化所致。”
　　
另一方面, 要取消在大学的学习课
程难于实行, 要制定新的学习项目

也很难实现。他说：“实际上如
我所知, 上述责任已交代给国有执
法机构（BHMN）的高等学院。请
问大学院长, 对吗？原本已交由他们
负责, 所以不要指责政府部门。”
　　
佐科维提起高等学院的学习中心
经常出现上述情况。他要求高等

总统：大学课程应跟进时代的快速变化

学院人士为面临日益变化的时代, 
必须更灵活地努力和认真工作。目
前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在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因为在高等学院提供的教育
素质, 对发展印尼人力资源具有很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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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穆尔多科强调, 
努山达拉新首都（IKN）的建设和
搬迁不仅是优先项目, 而且是一个
超级优先项目。因此, 它需要认真
的准备工作以及各部委和机构之
间的全力合作。
　　
总统府办公厅4月8日 (周五) 的新
闻稿引述穆尔多科说, 新都的建设
和搬迁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需要长
达5到20年的时间。这需要严格的
规划、妥善的执行、持续的监督以
及参与式的沟通。
　　
穆尔多科当天主持了一个协调会
议, 以监测新都基础设施的发展和
沟通策略。
　　
这次会议是总统府办公厅与各部委
机构和新都管理局共同迈出的第一
步, 旨在为新首都第一阶段的发展

保驾护航。
　　
出席会议的有土地和空间规划部
长索菲安, 通信和信息部长尊尼, 
新首都管理局副局长 托尼 (Dhony 
Rahajoe), 东加里曼丹省长 Isran 
Noor, 北八纳栈巴塞  (Penajam 

Paser Utara) 县 长 Abdul Gafur 
Mas'ud, 以及来自财政部, 公共工
程部、国家发展规划署, 以及环境
与林业部的一些代表。
　　
穆尔多科在会议上表示, 总统府办公
厅团队通过我的副手进行了监测和
评估, 并与相关部委和机构进行协
调, 以加快新首都第一阶段的建设。
　　
因此, 他说, 在不久的将来, 将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从建设新道路和
道路保护开始, 包括进入新首都地
区, 建设原水取水管道、防洪和排
水渠道, 建设政府办公设施及其支
撑设施, 特别是总统府、统筹部和
各部委的办公室, 要建设完善的国
家中轴线。
　　
穆尔多科解释说, 在环境和林业领
域, 将开展林区的放归和新都地区矿
坑的修复工作。除了建设Mentawir
苗圃之外, 这是准备开发的关键点。
　　
他接着说, 总统府办公厅与各部委
和机构的监测和评估结果已包含
在新都建设行动计划第一阶段, 该
计划将于4月内完成。

建设新首都 超级优先项目
需要认真准备工作及各部委全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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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玛达哈海滩
PANTAI 
SULAMADAHA

苏拉玛达哈 (Sulamadaha) 
海 滩 是 以 略 带 黑 色 的 沙 滩
和 清 澈 的 海 水 而 闻 名 的 海
滩 之 一 。 海 滩 距 离 德 纳 德 
(Ternate) 市约 15 公里, 您可
用肉眼欣赏风景如画的水下
美景。

海滩正好位于德纳德岛镇苏
拉玛达哈村, 这里有一个正对
着希里 (Hiri) 岛的美丽海湾。
在这里, 您可以通过浮潜或潜
水探索海底世界。

从德纳德市出发约30分钟就
能到达的苏拉玛达哈海滩, 不
仅在印尼享有盛名, 外国游客
对这里的自然景色也十分熟
悉。从上空俯视, 会看到字形
的海滩, 据称, 这是德纳德郊区
一片美丽的绿洲, 目前仍在进
行美化的过程中。

苏拉玛达哈海滩周围有许多
阴凉的绿树, 蔚蓝的天空, 清澈

的海水和珊瑚礁相结合, 形成
了非常美丽的渐变色彩, 为其
本身增添无比的美感。

对于那些不喜欢噪音的人来
说, 苏拉玛达哈海滩也是合适
的地点之一。在眼望绵延不
断的自然美景时, 您会被在苏
拉玛达哈海滩郁郁葱葱树木
间的鸟鸣声所逗乐。

海滩的布局看起来也很整洁, 
所以从您第一次进入这海滩, 
就可以看到它的美丽之处。

如果您驾车莅临此地, 那么在
您停放车辆之后, 您会看到当
地居民摆设的摊位, 沿着通往
海滩的道路排成一列。在摊
位出售各种食物和饮料,您可
以在饥饿或口渴时光顾摊位
一阵子。

这里还有让人放松身心的座
椅, 采用各种鲜艳美丽的色彩

设计, 保证让您难以抗拒, 坐在
那里放松身心。

除了休闲设施, 苏拉玛达哈海
滩还配备其它设施, 如儿童的
游戏设施和供游客的运动设
施。

甚至这里的旅游活动, 也多种
多样, 例如游泳, 乘船游览, 以
及尝试香蕉船和其它紧张的
游乐设施, 稍微刺激一下您的
肾上腺素。

对于那些喜欢徒步探险的人
来说, 可以沿着海滩周围的悬
崖漫步。有条小路能带您到
景色非常美丽的小湖, 位置并
不太远, 您只需需步行约10
分钟, 就 能到达梭阿玛达哈 
(Soamadaha) 小湖的地点。

Sumber Foto :  ksmto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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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卡马拉马 (Gamalama) 山
的许多神话, 在社区不胫而走, 
但是并没有让这座山无人问
津。从德纳德 (Ternate) 市中
心步行约 30 分钟, 就能卡马拉
马山, 其自然美景不亚于印尼
其它山脉, 说不定可能更广为
人知。

从海拔约1,715米的山顶上, 您
能看到在山坡的丁香和肉豆蔻
种植园。此外, 您还能够欣赏
海拔1,300-1,500米的山地森
林和位于海拔1,500米的杜鹃
花林美景。

这里不仅有翠绿的森林美景, 
从印尼最高火山之一的卡马拉
马山顶峰, 您能够欣赏下方一
望无际的碧蓝大海, 悠扬的海
浪声宛如大自然的歌声, 让人
听了感到心旷神怡。

卡马拉马山本身的名字取自
Kie Gam Lamo这个字, 其意思

是 "大国", 是德纳德岛民族的
伟大像征。卡马拉马山的存在, 
离不开德纳德人的历史。事实
上, 卡马拉马山的自然美景也
为德纳德人民带来福祉, 从农
业生计到声誉远扬的旅游。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证明
卡马拉马山也有一段黑暗的
故事,因为它已经喷发了60多
次。1538年, 卡马拉马山第一
次喷发。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 又发生了另一次的喷发, 夺
去了无数宝贵的生命。发生
在1775年的卡马拉马山的喷
发, 摧毁了苏拉达戈米 (Soela 
Takomi) 村以及夺走了141个
居民的生命。喷发后, 在距德
纳德市中心约18公里的村子里
出现了两个小湖, 分别是Tolire 
Jaha湖和Tolire 小湖。

卡马拉马火山喷发的威力, 是
如此之大, 它弥漫在整个德纳
德的天空, 甚至导致德纳德居

民逃到了蒂多雷（Tidore）地
区。然而随着规模较大而且永
不停息的卡马拉马火山的喷发, 
德纳德人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居
住地, 直到现在, 德纳德的人口
增长率一直与年俱增, 直到德
纳德成为马鲁古省的活动中心
之一。

对于那些喜欢在野外探险的
人来说, 卡马拉马山可成为您
下一个探险游的目的地。为了
能够攀登卡马拉玛山, 您无需
化费分文钞票, 但在您攀登之
前, 那里的长辈会要求您先祈
祷, 希望您的攀登之行一路平
安, 不会遇到障碍或危险, 旅途
安全。

另外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在登
上卡马拉马山时, 不允许您与
奇数组一起攀登。当地人认
为,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该小
组的一名成员将在登山途中发
生意外。

Sumber Foto :  kompasiana.com

卡马拉马山
GUNUNG 
GAMA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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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泰岛
PULAU MOROTAI

莫罗泰 (Morotai) 岛县的面积约
695平方英里, 是一座岛的名称, 
也是马鲁古 (Maluku) 群岛的一
个县。是北马鲁古省的一部分, 
莫罗泰岛是印尼最北端的岛屿
之一,是内政部长于2008年10
月29日正式确定从北哈马黑拉
县分出来的一个县。

位于哈马黑拉岛北部的摩罗泰
岛有一段相当有吸引力的历
史。在那儿, 还记得二战的当
地人经常讲述摩罗泰岛的往事, 
当时这里曾经是日军使用的机
场。然后该岛于1944年9月被
美军接管, 并用作盟军在1945
年初袭击菲律宾以及同年5月
和6月袭击东婆罗洲的基地。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是如何发生
突袭, 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将军率领
五万美军抵达和停靠在摩罗泰
的海军舰艇。

从与摩罗泰岛的历史分不开的

二战故事,至到现在各种二战
遗迹,例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将军雕像,依然屹立在距离达鲁
巴 (Daruba) 不远的苏姆苏姆岛 
(Sum Sum), 如今已成为印尼主
要景点之一,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
来此岛观光和游览。

此外,在哈马黑拉Kao湾附近, 有
一艘名为Tosimaru日军军舰残
骸。您可以从远处看到这艘军
舰残骸。还有一所名为摩罗泰
的博物馆,里面珍藏了二战时期
的文物。

摩罗泰岛的自然美景, 除了值得
探索的历史外, 还有吸引着国内
外游客前来欣赏的自然美景。

适合作为浮潜目的地的热带天
堂摩罗泰岛,还提供品尝摩罗
泰风味美食之旅。这里有非
常有名的Jaha饭和其它特殊菜
单, 如papeda, gohu鱼和各种
小吃, 将伴随着您在摩洛泰岛

的休闲之旅。

如果您打算观光摩罗泰岛, 您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到达该岛。
第一个方式是乘船, 第二个方
式是乘飞机。

海路是最安全的通道, 旅行时
间更短。您可以从德纳德或万
鸦老 (Manado) 港口乘坐游轮
或帆船。通过海路最多需要两
个小时。

第二种选择是乘飞机,离摩罗泰
岛最近的机场是在德纳德岛。
所以到了德纳德,要先走到北哈
马黑拉的托贝洛 (Tobelo) 市,
再乘轮渡到摩洛泰岛达鲁巴 
(Daruba) 市。

Sumber Foto : wonderin.id

美麗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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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泰岛
PULAU MOROTAI

莫罗泰 (Morotai) 岛县的面积约
695平方英里, 是一座岛的名称, 
也是马鲁古 (Maluku) 群岛的一
个县。是北马鲁古省的一部分, 
莫罗泰岛是印尼最北端的岛屿
之一,是内政部长于2008年10
月29日正式确定从北哈马黑拉
县分出来的一个县。

位于哈马黑拉岛北部的摩罗泰
岛有一段相当有吸引力的历
史。在那儿, 还记得二战的当
地人经常讲述摩罗泰岛的往事, 
当时这里曾经是日军使用的机
场。然后该岛于1944年9月被
美军接管, 并用作盟军在1945
年初袭击菲律宾以及同年5月
和6月袭击东婆罗洲的基地。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是如何发生
突袭, 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将军率领
五万美军抵达和停靠在摩罗泰
的海军舰艇。

从与摩罗泰岛的历史分不开的

二战故事,至到现在各种二战
遗迹,例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将军雕像,依然屹立在距离达鲁
巴 (Daruba) 不远的苏姆苏姆岛 
(Sum Sum), 如今已成为印尼主
要景点之一,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
来此岛观光和游览。

此外,在哈马黑拉Kao湾附近, 有
一艘名为Tosimaru日军军舰残
骸。您可以从远处看到这艘军
舰残骸。还有一所名为摩罗泰
的博物馆,里面珍藏了二战时期
的文物。

摩罗泰岛的自然美景, 除了值得
探索的历史外, 还有吸引着国内
外游客前来欣赏的自然美景。

适合作为浮潜目的地的热带天
堂摩罗泰岛,还提供品尝摩罗
泰风味美食之旅。这里有非
常有名的Jaha饭和其它特殊菜
单, 如papeda, gohu鱼和各种
小吃, 将伴随着您在摩洛泰岛

的休闲之旅。

如果您打算观光摩罗泰岛, 您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到达该岛。
第一个方式是乘船, 第二个方
式是乘飞机。

海路是最安全的通道, 旅行时
间更短。您可以从德纳德或万
鸦老 (Manado) 港口乘坐游轮
或帆船。通过海路最多需要两
个小时。

第二种选择是乘飞机,离摩罗泰
岛最近的机场是在德纳德岛。
所以到了德纳德,要先走到北哈
马黑拉的托贝洛 (Tobelo) 市,
再乘轮渡到摩洛泰岛达鲁巴 
(Daruba) 市。

Sumber Foto : wonderin.id

美麗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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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佳肴

锡江佐多牛肉汤 (Coto Makassar) 
或通常称为芒卡沙拉佐多牛肉汤 
(Coto Mangkasara) 估计在16世纪
果哇 (Gowa) 王国时代时, 在塔卡拉 
(Takalar) 县巴丁 (Padding) 村就已
存在了。过去, 里脊肉 (sirloin) 和
腰部嫩肉 (tenderloin) 通常只供给
王室成员。而普通百姓或朝臣只
能吃内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
何人都可以享用锡江佐多牛肉汤, 
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 如今已成为
锡江典型的烹饪菜肴。

甚至通常与番茄酱或米饭一起食
用的锡江传统食品佐多牛肉汤, 自
2008年11月以来也被印尼一家航
空公司选为在国内航班提供的美
味菜单之一, 该航空公司有往返锡
江的航线。

烹制锡江佐多牛肉汤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 才能产生非常开胃的味道。
通常在烹煮锡江佐多牛肉汤时, 用
牛肉为材料, 但也有许多人用内脏
为材料, 如大脑, 舌头, 脾脏, 肝脏, 
肺脏, 心脏, 牛肚等等。加工过的
肉和所有类型的内脏被切成小方
块, 然后用传统香料配制成特殊的
调味料。

您需要知道的是, 要使锡江佐多牛
肉汤味道鲜美可口, 大约需要四十
种通常称为 Rampa Patang Pulo 的
香料和调味料。

使用的各种调味料和香料包括红
葱, 大蒜, 辣椒, 胡椒, 小茴香/孜
然 (jintan), 香菜 (ketumbar), 石粟 
(kemiri), 肉豆蔻 (pala), foeli, 丁
香, 酸橙叶, 月桂叶 (daun salam), 
姜黄叶 (daun kunyit), 香茅 (daun 
serai) 芹菜 (seledri), 长葱, 高良姜 
(lengkuas), 生姜, 罗望子 (asem), 
盐, 糖, 肉桂（kayu manis), 还有豆
酱。除了这些香料和调味料, 通常
在锡江佐多牛肉汤还会配上花生, 
切好的洋葱和炸洋葱, 以及在上桌

时作为调味的酸橙汁。

独特的是, 这道锡江佐多牛肉汤用
的淘米水和花生, 在上桌前经过精
细研磨, 使质地变稠, 带有强烈的
咸味。

至于如何制作锡江佐多牛肉汤, 说
起来确实有点复杂, 需要掌握技巧
才能获得所需的味道, 但您可以参
考食谱和指南, 在家尝试烹饪锡江
佐多牛肉汤。

要制作锡江佐多牛肉汤, 首先必须
将肉和内脏分开煮, 直到煮软。然
后沥干水, 留出约一升肉汤。然后
捣碎或细磨烤花生, 放在一边。所
有捣碎的香料都炒香。然后加入
高良姜, 生姜, 酸橙叶, 月桂叶和柠
檬草。继续搅拌至到冒出香味。
然后取出, 放入锅中。然后加入牛
肉汤, 花生碎, 肉块和内脏, 然后用
小火煮至所有香料都被吸收。
最后倒进淘米水和白糖。煮至肉
汁变稠, 香料被吸收。待肉和内脏
煮到很嫩后, 才关熄火。锡江佐多
牛肉汤已经可以上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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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江佐多牛肉汤
COTO MAKAS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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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巴莎牛肉汤
PALLUBASA

就像锡江佐多牛肉汤(Coto 
Makassar) 一样, 制作巴鲁巴莎 
(Pallubasa) 也用牛肉内脏作为基
本成分。烹饪过程几乎相同, 上桌
供餐时也如此。然而, 巴鲁巴莎牛
肉汤与锡江佐多牛肉汤的区别, 在
于混合的香料以及比锡江佐多牛
肉汤酱更稠的巴鲁巴莎酱汤。此
外, 在上桌供餐时, 巴鲁巴莎牛肉汤
搭配油炸干椰子, 而锡江佐多牛肉
汤则搭配饭棕（ketupat）食用。

巴鲁巴莎这此字来自两个字, 即
pallu和basa。 pallu的意思是煮, 而
basa的意思是“湿/汤。因此, 当结
合起来时, 它可以表示烹饪肉汤或
肉汤食物。

在锡江有一个供应巴鲁巴莎牛肉
汤的摊位, 深受美食爱好者的青
睐。它是1986年开创的Pallubasa 
Serigala。虽然Pallubasa Serigala 
这名字对食物的名称来说是独一
无二的, 但在经常光顾锡江地区的
游客中, 这家店已经具有特别传奇
的色彩了。

制作巴鲁巴莎牛肉汤的调味料
和香料, 包括牛肉丁, 水, 烤干磨
碎的椰子, 香茅 (serai), 高良姜

（lengkuas), 肉
桂 (kayu manis), 
红糖, 丁香, 罗望
子 (asem) 水, 盐, 
还可以按照个人
口味加入牛肉
汤。

至于捣碎的香
料是红葱, 大蒜, 
红卷辣椒, 生姜, 
肉豆蔻粉, 香菜 
(ketumbar) 粉, 
孜然（jintan) 和

食用油。此外, 还要准备一些辅助
调味料, 如炸洋葱, 已切成小块的
葱, 酸橙汁。

如上所述, 煮巴鲁巴莎牛肉汤与制
作锡江佐多牛肉汤的过程, 没有太
大的区别,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
是用少许食用油将所有磨碎的香
料炒香。然后加入牛肉块, 与所有
香料均匀混合。然后加入红糖, 柠
檬草 (serai), 高良姜, 肉桂和丁香。
再次搅拌, 直到一切都混合均匀。

接下来, 将水倒入锅中, 加入肉味粉 
(kaldu), 均匀搅拌直到水沸腾。然
后加入罗望子水, 盐, 烤干磨碎的椰
子和甜酱油。再搅拌至到均匀, 煮
至肉质变软, 酱汁变稠。然后调整
口味, 如果适合口味的话, 让巴鲁
巴莎牛肉汤趁热上桌, 如此就可以
享用美味的巴鲁巴莎牛肉汤了。

最后, 可加入蛋黄为底。其诀窍是
取一个生鸡蛋, 将蛋黄倒入热气腾
腾的面盘中。通常蛋黄是用家鸡的
蛋, 所以可以肯定巴鲁巴莎牛肉汤
的味道, 会更鲜美, 更诱人。

美食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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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RO肋骨汤
SOP KONRO

这种锡江特色食品通常是宰牲节
期间的特色菜之一。因为宰牲节
是祭祀盛宴, 所以正是制作Konro
肋骨汤的好时机, 因为基本原料是
用黄牛或水牛的肉和排骨。Konro
在锡江语是肋骨的意思。

据说在Konro肋骨汤出现之初, 所
用的基本食材只有水牛的肉和排
骨, 烹制方式很简单。然后在90
年代初, 人们尝试用牛肉和牛肋骨
为基本原料来烹饪Konro肋骨汤。

Konro肋骨汤一般是用各种传统香
料和调味料混制的汤, 尤其是香菜 
(ketumbar) 使konro肋骨汤产生强
烈的味道和香气。然而, 除了用肉
汁烹调外, 事实证明, 肋骨汤也可
以通过烧烤加工, 因此名称变成了

烧烤肋骨 (konro bakar)。这种烧
烤肋骨也可以和汤一起吃, 但通常
分开供应。

这款肋骨汤呈深棕色。产生的深
色来自香料和调味料混制的汤, 尤
其是黑果 (kluwek)。此外, 肋骨汤
也会产生微辣的滋味。

用于制作konro肋骨汤的成分, 
包括黄牛或水牛的排骨, 香菜 

(ketumbar), 黑果, 
肉豆蔻 (pala), 姜
黄, 罗望子 (asem), 
肉桂 (kayu manis), 
酸橙叶, 丁香叶, 月
桂叶 (daun salam), 
香 茅 / 柠 檬 草 
(serai) 和盐。然
后还有其它香料
需要研磨, 如石粟 
(kemiri), 大蒜, 洋
葱和切碎的高良
姜 (lengkuas)。

Konro肋骨汤的烹制过程相当复杂, 
需要精确的烹饪才能产生合适的味
道和嫩肉。烹制Konro肋骨汤的第
一步, 是用足够的水将排骨煮沸。
然后加入月桂叶, 酸橙叶和柠檬草, 
煮至肉质变软。

用少许食用油将捣碎的香料炒熟变
色。然后加入洗净的黑果, 稍微搅
拌一下。然后将炒好的香料放入
盛有排骨的锅中, 煮至所有香料都
被吸收, 牛肋骨就煮熟了。

煮熟后, 留下一半煮排骨的水, 然后
加入罗望子水, 再次煮沸。完全煮
熟后, 香气扑鼻, 然后关掉炉火, 趁
热端上Konro 肋骨汤。

Konro肋骨汤通常与米饭或切成小
块的饭棕跟番茄酱一起食用。还可
以加入炸洋葱, 薯条, 辣椒酱和酸橙
汁, 味道鲜美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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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马拉（Pallumara）这名
字听起来确实很像巴鲁巴莎 
(Pallubasa), 然而这两种食物的烹
饪方式, 却有所区别。巴鲁巴莎/
Pallubasa是以牛肉为主要成分, 
而巴鲁马拉/Pallumara 是以肉类
和鱼头为主要成分。

从 广 义 上 来 讲 , 巴 鲁 马 拉 /
Pallumara鱼头汤是指用鱼类为
主要成分和加工, 并用稠汁烹制
的美食。巴鲁马拉/Pallumara
鱼头汤由两种类型组成, 即巴鲁
马拉/Pallumara 和巴鲁卡基/
Pallukacci。两者几乎大同小异, 但
不同之处在于巴鲁马拉/Pallumara
鱼头汤是用罗望子烹制的, 而巴鲁
卡基/Pallukacci是用芒果干片获取
酸味。此外, 这两种食物的烹饪过
程也有差异。

要烹饪巴鲁马拉/Pallumara鱼
头汤, 需要的材料是鲷鱼 (ikan 
kakap), 酸橙, 盐, 水, 姜黄叶, ikat叶, 
酸橙叶, 洋葱, 大蒜, 红糖, 食用油, 
红辣椒粉, 香菜粉 (ketumbar), 胡
椒粉, 石粟（kemiri), 生姜, 高良姜 
(lengkuas), 姜黄粉, 罗望子 (asem 
jawa) 水, 西红柿, 罗勒 (kemangi), 
适合口味的小辣椒, 长葱叶。

准备好必要的材料后, 下一步先把
鲷鱼洗干净。之后将洋葱, 大蒜, 
香菜和姜黄等香料搅成泥状。加
热食用油, 先煎磨碎的香料。炒
到冒出香味后, 加入香茅（serai), 

酸橙叶, 西红
柿, 切碎的红
葱和大蒜, 去
籽并切细的
红辣椒, 小辣
椒, 并加入洗
净的鲷鱼。
搅拌直到香
料被吸收。

接下来, 加
入罗望子水, 

红糖, 胡椒粉, 鸡肉味调味粉, 还
有水。再度搅拌, 让它沸腾, 直到
鲷鱼完全熟透。捞出煮熟后的鱼
肉, 盛入碗中。别忘了添加罗勒 
(kemangi) 叶作为装饰, 让它显得
更新鲜, 更温热。

在吃巴鲁马拉/Pallumara鱼头汤
时, 人们通常更喜欢吃有很多骨头
的鱼头。这确实有独特的感觉, 因
为必须将骨头一块一块地分解, 剥
开骨头, 吸吮附在骨头上的鱼肉。

已经涂抹传统香料和调味料的鱼
肉, 其新鲜滋味道保证让您把巴鲁
马拉/Pallumara鱼头汤吃上瘾。加
上石粟的美味和从香茅和姜黄叶冒
出的芬芳香气, 更让人倍加垂涎欲
滴。如果你爱吃辣味, 你可以在你
吃的巴鲁马拉/Pallumara鱼头汤加
入辣椒酱。

对于那些前往锡江的人而言, 很容
易找到出售巴鲁马拉/Pallumara
鱼头汤的摊位, 尤其是在提供海
鲜的食摊。该位置主要位于锡江
的烹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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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马拉鱼头汤
PALLU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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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GKOTE 糕

除了几种重量级菜单外, 锡江
（Makassar）还有适合作为早
晚小吃的风味美食。你肯定也熟
悉Jalangkote糕这名称吧, 它是
锡江的典型糕点, 形状与pastel
糕相同。不同之处只是Pastel糕
的外皮更厚, 而Jalangkote 的外
皮更薄, 所以在咀嚼时, 您会觉得
更轻和更脆。

Jalangkote的不同之处, 在于如何
上桌供食的方式, Pastel糕通常与
辣椒搭配食用, 而Jalangkote糕则
与醋和辣椒混合液体辣椒酱一起
食用。不仅如此, 所用的香料和
馅料也不完全相同。 

Jalangkote来自锡江方言, jalang
的意思是走路 (jalan), 而kote的

意思是喊叫。这表明Jalangkote
糕是典型的印尼美食, 尤其是锡江
的美食, 至于pastel糕, 有人说这种
零食来自葡萄牙, 然后根据印尼人
的口味, 采用传统香料做了改良。

如果您到锡江游览, 您能够很容易
找到 Jalangkote糕。据多个消息
来源称, 几乎在整个南苏拉威西省
的所有地区, 都有销售Jalangkote
糕。虽然馅料部份不同, 但他们供
应的辣椒酱, 却有相似之处。

一般来说, Jalangkote 糕的馅料
是胡萝卜丁和土豆丁。有的是加
入豆芽, 叻沙 (laksa) 或冬粉, 用
大蒜, 洋葱, 胡椒和其它香料一起
炒。有的是加牛肉, 鸡肉, 鱼肉, 甚
至马肉的肉末。

此外,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
加已切成小块的煮鸡蛋和几种
蔬菜。而使用的香料包括肉豆蔻 
(pala), 孜然 (jintan) 和其它香料。

要制作 Jalangkote糕的外皮, 通常
用的基本成分是面粉, 鸡蛋, 椰奶, 
黄油和盐。

Jalangkote糕的主味是美味和咸
味。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口味, 如
甜味和辣味。这当然可根据个人
的口味进行调整。至于甜味, 通常
有人会添加红薯馅, 而辛辣味是花
生或胡萝卜之类的馅料, 通常与红
辣椒混合一起炒。

辣味的jalangkote也可以从辣椒酱
和醋中获得。就酱汁本身而言, 除
了辣味之外, 还有酸甜之味, 会让
你沉迷于把jalangkote沾在锡江
特制的酱汁。

而作为小吃, Jalangkote 确实适
合与最亲近的人们一起在休闲时
享用。您可以边看电视边喝茶, 
酌饮咖啡或在放松身心时享用美
味的jalangk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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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闽县龙眼果园旅游区
Agrowisata Kebun Kelengkeng, Tuban

龙眼果园旅游区位于厨闽 (Tuban) 
县杰努 (Jenu) 镇苏奇汉 (Sugihan) 
村, 目前是游客纷纷来采摘水果的
旅游区之一, 它是东爪省厨闽县的
旅游目的地。

这里的主要产品是马格朗县布拉戈
梭 (Prakoso) 教授发现的kateki品种
龙眼, 该品种自最近几年一直在种
植中, 现在正在开花结果。甚至在
培育kateki品种龙眼的过程中, 布拉
戈梭教授还协助教导如何整地、种
植、保养至到收获和营销。

龙眼果园旅游区自2017年开始种
植龙眼, 并于2019年3月首次采摘
果实, 农业部园艺司司长、东爪省
农业局和当地县政府人员都到场
出席采摘龙眼的活动。

在龙眼果园旅游区的龙眼, 其优点
是果肉比较厚实, 比较需要嚼劲, 当

然味道也比较甜。

面积大约32公顷的龙眼果园, 由
76户农家经营, 除了向来访的游
客出售收成外, 他们还与泗水一家
水果出口商合作, 销售他们采摘的
龙眼。

在采收时期, 苏奇汉村的龙眼种植

园开始忙于迎接来访的游客。他
们当中不仅是当地居民, 还有许多
来自该地区以外的游客, 如泗水、
中爪哇和爪哇岛以外的其它地区。

前来光临的游客, 通常会带家人和
孩子一起享受自然旅游和采摘龙眼
的乐趣。游客在这里可直接从树上
免费品尝龙眼果的甜味。

直到现在, 管理层还没设定入场
费。只让游客按照预定的价格付
费, 将采摘的龙眼带回家。

在这龙眼果园里, 大约有5,000棵
龙眼树分阶段种植。这里的大部
分龙眼树已结出果实, 其中一些实
施了采收系统。这是为了让这里
的龙眼树一年四季都能开花结果。

除了能享受令人感到舒适的自然气
息和享受采摘龙眼的乐趣外, 在这
龙眼果园旅游区还有几处不容失之
交臂的自然美景作为拍照的背景。

如果您有机会来厨闽游览, 驻足龙
眼果园旅游区, 应该是没问题的。
虽然距离厨闽市中心约二十公里, 
但私家车和小巴都能轻易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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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达里QURRATU'AIN 农业旅游区
Agrowisata Qurratu'ain, Kendari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已成为东
南苏拉威西省肯达里 (Kendari) 市
民与家人共渡周末的首选目的地
之一。原因是, 即使其位置就在
肯达里市中心, 但也相当舒适, 凉
爽、远离城市喧嚣之声。您可以
在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体验优
美乡村的氛围, 而无需麻烦驱车远
离市中心。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经理伊玛
目．菲尔曼托 (Imam Firmanto) 说, 
农业旅游区位于肯达里市波亚细亚 
(Poasia) 镇拉汉斗纳 (Rahandouna)  
村Banteng街, 是城市农业教育旅游
区。光临此地的每个游客, 在游览
时也能同时了解水产养殖和寻找
利于健康的美食。

他接著说,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
举出例子, 让我们知道在城市也能
用有机肥料进行耕作。此外, 在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里, 管理层
将对游客们检查糖尿病和测量胆
固醇的情况。

于2022年1月15日星期六试营的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 实际上是
Umi Qurratu'ain教育基金会一部分
的区域, 土地面积约为2公顷。在这
地区有一个综合Qurratu'ain伊斯兰

幼儿园和一所射箭学校。

但除此之外, Qurratu'ain农业旅游
区还提供有关植物, 自然氛围, 健
康食品的教育。这里的食物菜单
也是在庄园耕耘的成果, 从苗圃开
始至到收获的过程。因此, 这里供
应的所有烹饪菜单, 包括迎宾饮品, 
都保证100%纯天然食品, 并保持良
好的营养成分。

可容纳约150名游客的Qurratu'ain
农业旅游区还为游客提供各种配套
设施, 这里具备可供游客放松的凉
亭, 舒适的木制祈祷室, 卫生洗手间, 
有秋千和儿童游乐场, 在仿造船有
贵宾用餐区, 鱼池和各种类型的设
施、游客们能采摘的各种蔬菜。

Qurratu'ain农业旅游区营业时间是
每周一至周五, 印尼中部时间11:00 
- 21:00。而周六和周日营业时间是
在印尼中部时间09.00 – 21.00。

对于那些想要参观Qurratu'ain农业
旅游区的人, 您不会被收取入场券, 
也就是免费进来, 但您需要知道的
是, 每位来到Qurratu'ain农业旅游
区的游客, 禁止从外面带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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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林达达纳美拉乡园农业旅游目的地
Agrowisata Kebun Desa Tanah Merah, Samarinda

游览中加里曼丹省, 尤其是到巴朗
卡拉雅 (Palangkaraya) 市游览, 您
会发现到位于市中心有一个备大受
欢迎和著名的马纳莎农庄旅游区。

马纳莎农庄旅游区的概念, 包含农
业活动, 种植园, 饲养场等等, 以吸
引前来游览的游客。

这农业旅游区位于巴朗卡拉雅市
武吉峇都 (Bukit Batu) 镇班杜隆 
(Banturung) 村Bukit Tangkiling自
然公园区St Yousep路, 这旅游区甚
至受到了巴朗卡拉雅市青年-文化-
体育旅游局的特别关注。

这农庄旅游区占地面积30公顷, 由
各种水果组成, 如橙子, 火龙果, 木
瓜, 龙眼, 榴莲等等, 其它各种水果
也正在开发中。

马纳莎农庄旅游区由一对夫妻

Rogas Binti 和 Nopelita R Usup 创
立经营, 目前仍处于开发的阶段。
虽然它自2007年建成, 但马纳莎
农庄旅游区不断改进, 向每位游客
提供最佳和舒适的服务。

大部分来马纳莎农庄旅游区的游客, 
除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外, 也学习
园艺程序, 这对城市居
民而言是鲜为人知的。

游客不仅可学习园艺, 
还能享受直接从树上采
摘新鲜美味的水果。在
马纳莎农庄旅游区休闲
散步, 呼吸新鲜空气, 也
能缓解疲劳之感。

如果您计划与您家人
和孩子们一起游览, 您
大可放心, 因为目前在
马纳莎农庄旅游区还

建造了游泳池, 游泳池水使用来自
唐基岭 (Tangkiling) 的山泉。所以
除了享受新鲜空气, 孩子们还可以
在游泳池一边享用新鲜的泉水。

对于计划在拍摄婚纱照的年轻夫
妇, 马纳莎农庄旅游地点也可以成
为拍摄照片的选择。 

马纳莎农庄旅游区提供的设施, 包
括水果采摘园, 达雅克族传统屋, 
游泳池, 钓鱼池, 如果您打算在那儿
留宿, 您可以在露营地搭建帐篷。

根据最新的消息称, 马纳莎农庄旅
游区也将建立一个特殊区域, 以了
解中加里曼丹当地的典型植物。
当然主要目标是对来访的人们, 尤
其是对年轻一代提供教育, 即加里
曼丹原住民达雅克部族特别关注
该地区及其环境。

尽管由于社区活动限制的实施而
关闭了一段时间, 但现在马纳莎农
庄旅游区每周一至周日重新对外
开放, 营业时间从早上07:00 到下
午 18:00 (印尼西部时间)。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29

亿乐荣佳丽



30 -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亿乐荣佳丽

亿乐荣红人专栏
印尼水文地球小姐安琪拉准
备与各方克服海面垃圾问题

2021年印尼水文地球小姐 (Putri Bumi Indonesia Air) 
安琪拉 (Angela Tumbol)表示, 她乐意与政府和环保

社区合作克服海面垃圾问题。

安琪拉评估说, 海面垃圾是需要我们共同关
注的环境问题之一, 尤其是对海洋生物群
的生命构成威胁的塑料垃圾。

众所周知, 印尼的海洋现在不仅居住着美丽
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群, 如渔类、珊瑚礁、海

龟和海洋哺乳动物等等。还有从陆地移到海洋的各
种垃圾, 例如塑料垃圾、有机垃圾、纺织垃圾、医疗垃
圾、含毒的垃圾等等。

安琪拉前段时间在接受亿乐荣新闻报道团队的采访时
说道：“我希望以2021年印尼水文地球小姐的头衔, 
从政府获得机会, 共同克服海面垃圾问题。不仅仅与
政府合作, 我也想与其他关注环保的非政府组织以及
其他环保社区合作。”

这位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导的小姐也邀请社区帮助
政府维持海洋的清洁。她认为社区的存在是非常需
要的, 因为处理环境问题, 必须肩并肩一起完成。
安琪拉认为, 除了社区, 企业也必须参与保护环境, 
因为企业负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能够为周围环境
带来巨大的利益。

Photo : H2 Photography by Hartono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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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企业社会责任可作为公司竞
争的优势。她所指的竞争优势是, 
公司能够在其它主要目标超越竞
争对手, 换句话说, 企业社会责任
可用作区分的工具。作为公司的
策略之一, 企业社会责任方案必须
是可持续的, 并且有企业的承诺。

这位出生于万鸦老的美女说：“环
保不仅是政府的职责, 但也需要政
府、社区和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对周围环境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在此必须做出协同的作用, 当然我
们来自社区的人, 对政府必须有足
够的信任, 支持政府开展所有项目, 
参与保护我们的环境。”

根据安琪拉的说法, 应强调的是对
社区赋予正确的教育, 在保护和恒
存环境有明显的形式。因此, 教育
不仅限于让人理解, 还必须落实所
获得的教育。

环境教育旨在培养对环境有负责
任的行为,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此举是为了帮助
开发有关自然环
境的真正知识, 特
别是关于生态系
统如何运作、以
及了解人类行为
对环境的影响。

这位来自建国大
学 的 女 大 学 生
说：“因此必要
对社区赋予额外
的教育, 让社区知
道一切类型的问
题都具有相同的
紧迫性, 我们无法
区分, 例如废物问
题。废物问题会
成为各种环境问
题的根源, 所以我

们不能只考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
题, 而是必须集中精力解决所有的
环境问题。”

社交媒体是向公众提供教育的正
确场所。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社
交媒体的优势之一, 现在的社交媒
体对社区不再是忌不可触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都已熟悉了社交媒体。

安琪拉说：“众所周知, 现在已经
有许多人使用社交媒体, 我们能够
如此轻易、如此迅速地利用社交媒
体传播信息。因此, 在我看来, 社交
媒体是其中一个能够触到更多人、
成为教育的平台。”

安吉拉接著说：“所以我还想跟其
他朋友们、其他决赛入围者和热爱
环保的社区合作, 因此我们就能把
特定活动计划传播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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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印尼地球空气小姐斯黛拉

呼吁人们维护印尼空气的质量

【本报讯】2021年印尼地球空气小姐斯黛拉（Maria 
Stella）呼吁人们保护印尼空气的质量。空气是人类

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因为如果没有空气, 这
世界就没有生命。

根据这位出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
县的美女说, 吸入人体的空气, 必须保证干
净, 不受人类行为的污染。如今是时候让

社区发挥积极作用, 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周围
环境的空气质量, 特别是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仍然

挥之不去, 因此需要清洁的空气来防止病毒的传播。

斯黛拉说, 要让公众维护空气的质量, 就必须从自己开
始做起。因此, 斯黛拉将开始停止可能会污染空气质

量的活动。

“可以肯定的是, 首先要从自己开始做起, 所以斯
黛拉选择不用私家车。因此更可能乘公交车, 如

果路程很近, 斯黛拉开始步行。这就是斯黛拉想
通过斯黛拉拥有的平台呼吁朋友们, 如此一来, 朋友们
就能看到保护空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

为了呼吁公众保持空气的质量, 斯黛拉通过她的社交
媒体做到了这一点。斯黛拉评估说, 用社交媒体传播
有用的信息, 范围很广, 特别是现在社交媒体不是公众
的禁忌话题。

Photo : H2 Photography by Hartono H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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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黛拉说：“所以我希望通过充
分利用社交媒体提供信息, 我能够
告诉我的朋友们, 有关空气的教育, 
就是如此, 我们必须想出解决方
案。因为我相信通过教育, 我们能
够改变我们的思维和心态, 这样的
话, 我们就能够确定或决定我们将
来可做的哪些好事。”

斯黛拉说, 印尼的空气质量因地区
机动车辆的水平而异, 例如以交通
拥堵闻名的首都, 证明首都的机动
车辆数量非常多, 产生的污染空气
也相当高。这一定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问题, 因为维持空气质量不仅
是政府单独处理的工作, 而是全体
社会共同的责任。

斯黛拉也准备与政府合作开展清

洁空气运动。
甚至斯黛拉也
希望政府能够
就创造清洁空
气的努力而进
行教育。在这
背后, 斯黛拉
承诺将尽一切
可能帮助印尼
政府。

克服空气污染

斯黛拉说 :“
我希望政府
也能看到和
教导身为年
轻人的我, 参
与政府为维持
和创造良好空
气的质量作出

贡献。”

他继续说道 :“如果
我被委托跟政府合作, 
我一定会尝试, 我将最
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潜
力, 让我能够帮助政
府处理印尼空气的质
量。”

值此之际, 斯黛拉要
感激印尼亿乐荣基
金会创始人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对她作为
2021年印尼地球空
气小姐寄予的信任。
这项任务将由斯黛拉
尽可能好好执行。

"非常感谢信任斯黛拉成为2021年
印尼地球空气小姐。希望这衔头将
成为我的使命,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挥与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的合作的
所有潜力, 建立和创造能够共同挽
救印尼年轻一代的环境。"

斯黛拉也不忘记对她的两个兄弟
姐妹的表达感激之情, 因为没有家
人的祈祷和支持, 斯黛拉不可能取
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此外, 斯黛拉
也对帮助斯黛拉从隔离到 2021 
年印尼地球小姐最后一晚的团队
表示感谢。

斯黛拉说 :“首先是爸爸, 妈妈, 哥
哥、我的弟弟妹妹, 还有支持我的
堂兄弟们, 还有摄影团队。希望有
一天我能够报答他们的好意。”  
(s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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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琇钰 (2022年印尼生态小姐) 成
功履行了她身为印尼代表的职责, 
参加 2022年3月8日至18日在埃
及举行的2022年国际生态小姐比
赛。尽管她不是冠军, 但胡琇钰在
最负盛名的比赛中的表现, 足以让
国家和民族感到自豪。

这位来自占碑的美丽的准牙医取得
了多项成就, 包括2022年国际生态
小姐最佳人才第一亚军。成为环境
和旅游选美赛中, 最具才华的决赛
选手之一。

本次才艺赛是于2022年3月11日
举行的2022年国际生态小姐选拔
赛之一。在比赛中, 胡琇钰演唱了

本杰·帕塞克 (Benj Pasek) 和贾
斯汀·保罗 (Justin Paul) 的歌曲

《Never Enough》。

2021年印尼地球小姐与首都专区粮食-海事-农业安全办事处

以及关注印尼之声基金会采摘水培甜瓜

Photo : Deon Angk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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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着Endang Nozomi Couture东
方主题的红色连衣裙优雅地出现。
胡琇钰在歌唱方面确实很有天赋, 
她是教育, 文化, 研究和技术部2018
年Gita Bahana Nusantara 的成员。

胡琇钰说, 她没想到会成为最优秀
的人才, 并获得了最佳才艺 (Best 
Talent) 第一亚军。这位由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辅导的小姐说：“我
之前什么也没有训练过, 也没有任
何希望赢得这场比赛。然而, 我很
感激和兴奋, 因此将这头衔献给在
印尼的支持者。”

胡琇钰表示, 这成就离不开印尼人
民的祈祷和支持。胡琇钰充满希
望说道 : "感谢印尼人民的祈祷和
给予的支持, 我希望他们的祈祷和
支持不会在总决赛中结束。"

此外, 胡琇钰在2022年3月14日
穿着以环保为主题的环保连衣裙
时尚展示会被列入前11名。在初
赛中, 所有决赛选手都展示了他们
最好的用塑料废料, 罐头或其它废
料制成的环保连衣裙。生态服装 
(Eco Dress) 是强制性服装, 每年由
决赛选手在国际生态小姐活动中做
好准备和展示。

今年, 代表印尼的胡琇钰带来了以
印尼生态系统之美为主题的服装, 
讲述印尼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
美丽, 由设计师美嘉 (Mega Sandra 
Simanjuntak) 设计的服装, 服装标题
为“生态系统之心”。身穿这件衣
服, 胡琇钰看起来真的美丽迷人。

自从胡琇钰出发参加国际生态小
姐赛前一个月,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Yayasan EL JOHN Indonesia) 和

胡琇钰就一直做好这件环保连衣
裙的准备工作。印亿乐荣基金会
选择来自Fashion Crafty Jakarta 
School of Fashion 的年轻设计师
美嘉 (Mega Sandra Simanjuntak) 
担任2022年国际生态小姐选举的
生态服饰设计师。

美嘉和她的团队用废塑料袋, 建筑
电线, 吸管和其他塑料废料制作了
生态服装。她把垃圾捡起来做成漂
亮的衣服。她的环保连衣裙呈现了
鱼, 螃蟹, 海星和珊瑚礁以及围绕花
朵的蝴蝶的图画。

在2022年3月17日在开罗举行的
总决赛中, 胡琇钰的名字被列入
2022年国际生态小姐前21名。凭
借这身份, 胡琇钰在每年的生态国
际活动中, 成功地保持处于前21名
的成绩。胡琇钰说, 她很高兴, 自豪
和感恩能进入前 21 名, 并与最佳的
决赛选手平起平坐。她感到很兴奋, 
因为她能够在国际生态小姐比赛中
捍卫印尼的成就。

2022年3月19日, 胡琇钰回到自己
家园, 两天后, 也就是2022年3月21
日,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总主席萧肇
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先
生在雅加达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 
设午餐宴欢迎胡琇钰。除了胡琇钰, 
还有多位 小姐得到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 (Yayasan EL JOHN Indonesia) 和
亿乐荣选美团队的倾力协助

在享用印尼特色菜的同时, 胡琇钰
分享了她在卢克索 (Luxor) 和埃及
开罗举行的2022年国际生态小姐
比赛中的经历。这位来自占碑的
美丽准牙医非常想吃印尼菜, 她说
她真的想念印尼菜。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成员的团结一致, 
也标志着印尼生态小姐将与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讨论一系列工作计划的
开始。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总主席萧
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勉
励胡琇钰和其他民族儿女采取有利
于环境和社会的公益行动。

据悉, 胡琇钰参加2022国际生态
小姐选美赛得到了旅游与创意经
济部, 青年与体育部, 文教部, 农业
部, 环境和林业部, 占碑省长, 占碑
全国家庭协商机构  (BMKJ), 国粮
局, 粮食安全局, 海洋事务和渔业
部, 雅加达首都专区农业-海洋-食品
安全局, Wellness Pantry, Hamiarso 
Couture, Tjep Accessories, 雅加
达首都专区Dekranasda, 西爪省
Dekranasda, Batik Seraci, Mysa, 
HL Asia, Ziproduction, Gayatri 
Nusantara Kerabat Store Jawa 
Barat, Swabtest.id,  红溪餐厅, 
Batik Jambi Alfath, Boenga Tjantik, 
Fashion Crafty Jakarta, Leonardo 
Enrico, Dewi Lestari, Jambi Creative 
和Sekosita Cost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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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英玲 Marchella Mulyawan - Miss Chinese Indonesia 2021, Galih Yoga Saputra - Putra 
Pariwisata Nusantara 2021, Laura - Putri Pariwisata Indonesia 2021, Afida Salsabila Azzahra 

- Putri Pariwisata Nusantara 2021, Eunike Suwandi - Putri Bumi Indonesia 2021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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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的存
在, 为我国选美行业带
来了光辉的色彩。不

仅现在,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也
为印尼选美世界的发展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事实上, 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已成为印尼选美大
赛的举办地, 因此想要发挥选美
天赋的年轻一代, 可加入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不是营利的
基金会, 而是专注于促进印尼
游和环境领域的人力资源, 特别
是年轻一代的发展。印尼亿乐
荣基金会对印尼年轻一代进行
辅导、指导和组办创意活动。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于1990年2
月22日由国家旅游人物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以
亿乐荣/El John旅游开发基金会
的名义成立。2017年12月20
日, 亿乐荣/El John 旅游开发基
金会更名为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Yayasan El John Indonesia)。

印 尼 亿 乐 荣 基 金 会 

培 养 年 轻 一 代 成 功 的 历 程

李惠珠荣获万隆工艺大学艺术系博士学位后和夫君黄伟邦合影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i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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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仍在肆虐的大流行, 并不
妨碍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孕育崭着
新一代的选美赛。选美赛仍以视
讯形式举办, 而且一直顺利进行。
这证明了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一致
不变地举办选美赛。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主席萧肇炫在印
尼亿乐荣/ELJOHN为庆祝亿乐荣成
立50周年, 在亿乐荣电视台更新社
区节目当发言人时说道 :“根据愿
景和使命,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致力
于开发年轻一代的人力资源。因
为我们知道, 我国将由还年轻的孩
子们领导。现在, 这些人需要增进
见识, 需要提高他们思维的素质, 有
很多事情需要给予打气鼓励。所以
我们在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制定了一
项计划, 为我国年轻人提供平台。”

拥有最多世界级选美赛许可证

不仅是全国性比赛, 印尼亿乐荣基
金会也购买了世界选美赛许可证。
到目前为止, 已经购买了15项许可
证, 使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成为世界
上拥有最多选美许可证的基金会。

亿乐荣抱有崇高的目的, 为何印尼
亿乐荣基金会拥有这么多的许可
证呢？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的目标是, 
希望印尼年轻一代出现在国际舞台
上, 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才华。

萧肇炫说 :"我希望印尼孩子们不是
仅仅在自己的圈子里称雄, 而且要勇
于面对省级, 国家级的人物。她就会
越来越自信, 视野越来越宽阔, 他必
须敢于出现在国际层面上。当她迈
步走向国际级大赛的时候, 他不再
用亿乐荣/EL JOHN的名字了。”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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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所以我希望从那儿回来后, 
他们有了网络, 与来自国外的种种选美赛
有联系。因此她有了国际朋友和来自不
同国家的朋友。”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在培育年轻一代方面的
表现, 毋庸置疑。无数在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协助下的小姐, 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了成
就。她们的成就包括国际旅游小姐的称
号。该称号由2018年印尼旅游小姐阿
丝达丽 (Astari Indah Vernideani, 2018-
2019年国际旅游小姐) 和2020年印尼旅
游小姐杰茜 (Jessy Silana Wongsodiharjo, 
2021/2022 年国际旅游小姐) 获得。

此外, 其它成就还有2019年获得第一亚
军 (国际年度皇后旅游小姐/Miss Tourism 
Queen of The Year International)、2017
年获得第二亚军 (国际大都会旅游小姐/ 
Miss Tourism 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 
和2016年获得第四亚军（东南亚旅游大
使小姐/Miss South East Asia Tourism 
Ambassadress)

这些成就与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创始人萧
肇炫的角色, 可谓密不可分。亿乐荣媒
体首席执行官一有机会就会让他辅导的
小姐了解知识, 例如在隔离期。赋予知
识是很重要的,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导
下的小姐们, 成为彬彬有礼和具有友善
的个性, 成为优先考虑东方文化的女性。

萧肇炫说：“实际上, 我敞开了机会, 但
要看她们本身有没有力求上进的意愿, 如
果孩子们没有力求上进的意愿, 我们怎样
说也是白费唇舌, 但是如果孩子们有愿望, 
我必须成为卓越的人, 我必须取得成功, 她
肯定会孜孜不倦地奋斗, 她不需要听人使
唤就会自学, 我的弱点在哪, 哦, 我的弱点
在语言, 于是立即学习语言。所以她不断
深入社会的许多层面。” 

Astari Indah Vernideani - Miss Tourism International 2018/2019

Lois Merry Tangel - Miss Tourism 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 2017/2018

Jessy Silana Wongsidiharjo - Miss Tourism International 2021/2022

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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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导的子女们, 
对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表达了由衷
的感激之情。感激之语来自2021
年群岛旅游小姐亚菲达 (Afida 
Salsabila Azzahra)。

“亚菲达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
事, 因为能加入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并结识了 萧肇炫爹爹, 这是亚菲达
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亚菲达在
接受亿乐荣杂志/EL JOHN Magz报
道团队采访时说。

亚菲达还准备与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合作, 为国家旅游业的前景效劳

这位在勿里达出生的美女说：“
在合作方面, 亚菲达已经准备与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合作。作为年
轻的一代,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特

别是在大流行的情况下, 帮助旅游
业复苏, 尤其是在各自省份的群岛
的旅游帅哥和美女。”

2021年群岛旅游帅哥伽里（Galih 
Yoga Saputro）也表达同样的感

激之情。伽里对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总主席提供空间、让他展示在
旅游方面的能力, 对此表示感谢。

伽里 (Galih) 对亿乐荣杂志/EL 
JOHN Magz采访团队说 :“感谢

在他辅导的帅哥美女眼中

Galih Yoga Saputro - Putra Pariwisata Nusantara 2021 &  Afida Salsabila Azzahra - Putri Pariwisata Nusantara 2021

Bagas Soripada Siregar
(Putra Kopi Indonesi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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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肇炫爹爹将这个非凡的头衔托
付给我, 并信任来自丹格朗县偏远
乡镇的人, 能够成为群岛旅游帅哥
美女赛的冠军。”

伽里补充道：“我向印尼亿乐荣基
金会致敬, 因为像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一样从事选美、旅游和款待的组
织, 屈指可数。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不仅努力通过选美会培养年轻的一
代,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非凡
的成就。”

2019年印尼咖啡帅哥巴卡斯 
(Bagas Soripada) 也表达了同样
的肺腑之言。他表示很高兴成为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的一员。巴卡斯
坦言称, 与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在一
起, 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事物, 就能够
增进他们的见识和体验。

巴卡斯说 :“所以我很自豪能成为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一员, 老实说, 
我获得了许多我从未经历过和从
未拥有过的新机遇大门, 但通过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许多机会是
敞开的。” 

巴卡斯继续说 :“我经常在业余时
间得到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总主席萧
肇炫爹爹的指导, 但我记得最清楚
的是, 萧肇炫爹爹总是教导我少用
情绪做事, 多用逻辑做事。所以在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 我更多地使用
逻辑做事, 并将逻辑应用到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

另一种说法来自2021年印尼华裔
小姐巫英玲 (Marchella Mulyawan)
。这位喜欢绘画的美女表示, 她很

自豪也很幸运, 能加入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

巫英玲说 :“因此, 巫英玲非常感谢
和幸运, 成为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
导的子女之一, 因为能够像印尼亿
乐荣基金提供这样特殊的平台, 毕
竟不多。”

她继续说 :“巫英玲要强调, 也许
以举办印尼华裔小姐活动来推介
印尼华族文化活的动, 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也许是独一无
二的。”

2021 年印尼旅游美后劳拉 (Tisya 
Laura Dewi) 也感谢成为印尼亿乐
荣基金会大家庭的一员。劳拉对亿
乐荣杂志/EL JOHN Magz报道团队
说, 她从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学到了
很多在其它地方从未学到的知识。

劳拉说 :“劳拉已经加入了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 劳拉能够学到很多课
程, 很多动力和灵感。有很多事情
是劳拉以前所不知道的, 现在劳拉
知道了, 从自信, 见识等开始。所

Marchella Mulyawan - Miss Chinese Indonesia 2021

Tisya Laura Dewi 
(Putri Pariwisata Indones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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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我得到了很多东西, 我很幸运能成为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的一员。”

劳拉表示,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应该成为其他参与选美
领域的基金会的榜样, 因为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在培养
年轻一代方面, 立场始终如一。

劳拉说：“但愿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一如既往, 继续保
护它的子女, 爱护它的子女, 不断愉快地辅导所有的帅
哥美女。希望在未来,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能够变得更
好、更发达、更先进, 当然更加家喻户晓。”

2021年印尼地球小姐优妮格（Eunike Suwandi）认
为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总主席萧肇炫是一位引导子女变
得更好的爹爹。称呼萧肇炫为爹爹增强了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与其辅导子女之间的密切关系。

优妮格说：“我在这里感到很高兴, 能够直接跟爹爹
一起训练, 爹爹是我给萧肇炫先生的称呼。爹爹真的
表现出父亲的姿态, 所以爹爹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普
通或很酷的绰号, 称呼爹爹, 我觉得他就像父亲教导孩
子一样, 做人要有良好的行为和礼貌。”

Top 5 Putri Bumi Indonesia 2021

Eunike Suwandi - Putri Bumi Indonesi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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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助开发人力资源,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与多所知
名大学缔结合作关系, 其中一所是Untar大学, 双方通
过谅解备忘录签署合作, 实施包括教育、研究和人力
资源开发领域的高等教育三课程。

该谅解备忘录由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创始人萧肇炫
和Untar大学校长阿古斯迪努斯（Agustinus Purna 
Irawan）博士、工程师、教授直接签署。在学术人士
的见证下, 通过实施严格的健康协议进行签署仪式。

Untar大学校长阿古斯迪努斯（Agustinus Purna 
Irawan）博士、工程师、教授对签署这份谅解备忘
录表示欢迎。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是Untar增加
和加强与具有相同目标的任何一方进行合作的形式。

阿古斯迪努斯博士、工程师、教授说：“首先, 我们
要感谢你们, 今天我们与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签署合作
协议, 我认为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非凡之举。Untar
大学是印尼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好的大学之
一, 需要有许多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不能单独完成学
习过程。合作伙伴来自印尼的大学, 也来自国外的工
业界和专业界。”

EL JOHN 基金会创始人萧肇炫也感谢Untar大学乐意
建立合作关系。在此次合作中,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稍后
要求Untar为决赛入围者在隔离期间进行心理测试。

萧肇炫说：“我们希望内心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只
看外表, 有时我们会被外表所欺骗。身材好, 漂亮, 但
是人品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所要避免的。为什么呢, 因
为当子女们出国参加国际赛时, 他们不再携带亿乐荣的
名字, 不再携带地区的名称, 而是携带我国的国旗。”

萧肇炫表示, 他愿意合作宣传Untar大学组织的活动。
萧肇炫说： “我们准备在API教授的指导下, 发布Untar
的种种方案, 我们执行它。稍后我们可坐下来讨论我
们需要发布的内容。”

与教育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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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发人力资源外, 印尼亿乐荣
基金会也致力于开展社会公益行
动, 例如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和
献血。不久前刚进行的捐赠活动, 
是通过Kokon Teduh 基金会提供
援助。该捐献是还适合穿戴的体
面衣服和250万盾的现金。Kokon 
Teduh 基金会将印尼亿乐荣基金
会的援助品, 分发给马鲁古省瑟兰 
(Seram) 岛的社区。

援助品由2021年印尼旅游小姐劳
拉 (Tisya Laura Dewi) 转交给Kokon 
Teduh基金会创始人Kokon爹爹。

Kokon爹爹说：“我感谢印尼亿乐
荣基金会提供非常有益的援助。我
将把援助品交给安汶岛民众, 特别
是伊格纳斯神父（Romo Ignas）

所统筹的瑟兰岛。”

此前,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曾以大爱
方便面“Vegan Noodle”提供援
助。这种定期提供的援助品, 是印

尼亿乐荣基金会和大爱电视台合
作的结果。其中捐赠的方便面, 是
交给位于雅加达中部Kramat Raya
街门牌134号的Vincentius Putra抚
养的孤儿院。

不断进行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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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亿乐荣基金会与大爱电视台再次继续将大爱
的“Vegan Noodle”方便面直接交给孤儿院领导人
OFM的Y Daniel Dedie Kurniadi神父的代表, 由他领
取援助品。

丹尼尔神父感谢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和大爱电视台提供
的援助。这类援助对于在孤儿院接受照顾的孩子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

丹尼尔神父说：“我们也很感激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和
大爱电视台在大流行期间仍然为 Vincentius Putra孤儿
院的孩子们奉献爱心。我们祈愿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和
大爱电视台在未来将永远得福, 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除了Vincentius Putra孤儿院, 这批方便面捐赠给格多
亚镇Santa Felicia Sisters KYM的代表。接受这项援助
的代表是路易丝·玛丽·玛劳KYM修女在雅加达西区
绿园（Green Garden）地区的住所。

露易丝修女说“我代表雅加达圣费利西亚凯多亚KYM
修女, 很高兴收到大爱的方便面, 我们的兄弟姐妹稍后
将感触到他们十分需要的东西, 他们的确很希望通过
哈尔蒂妮（Hartini）夫人送来的援助品, 待会我们会
把它分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朋友。”

对于最近进行的献血, 是来自邦加勿里洞省的印尼亿
乐荣基金会分部与 Parai Beach Resort & Spa Bangka
的献血。此次的献血活动是为了庆祝邦加岛巴莱海滩
渡假村和水疗中心（Parai Beach Resort  & Spa）成立
31周年而进行的献血活动。

在实施献血活动时, 邦加巴莱海滩渡假村与位于邦加县
的印尼红十字会携手合作。此次活动受到邦加巴莱海
滩渡假村员工、房客、邦加B/014步枪连人员、邦加警
署警员、记者、增氧俱乐部成员和公众的热情参与。

邦加县印尼红十字会对这项献血活动表示赞赏, 因为它
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参与者。这项活动对印尼红十字会
为有需求献血的人, 提供储备的血液, 尤其是在这时候, 
邦加县的登革热病例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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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并不止于社会公益行动, 但也开
展教学活动。1990年,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成立了烈
港（Sungailiat）亿乐荣职业学校, 当时名为SMIP 
Sriwijaya。然后在1993年更名为Sriwijaya 1 & 2, 并在
1997年再次更名为烈港亿乐荣职业学校, 直到现在。

这对烈港亿乐荣职业学校来说, 是大好的机会, 所以有
望它成为服务和生产的地方、教育和相同于文凭课程
的高级培训之处。

烈港亿乐荣职业学校诞生出技能娴熟、易于使用、准
备工作、聪明、有创造力并具有民族性格的和高尚品
格的毕业生。

以工业工作实践的形式, 在学校和工业/商业世界中
实施基于双重制度的教育。学习系统是40% 理论和
60%实践。 

烈港亿乐荣专业学校得到邦加勿里洞群岛亿乐荣集团

业务单位的全力支持, 特别是在亿乐荣集团单位获得普
通课程的男女学生, 例如：邦加岛巴莱海滩渡假村和水
疗中心、Mega Wisata旅行社,Tirta Tapta Pemali家庭
游乐园等等。从X班开始还获得适当的回报。 (Sigit）

开设旅游学校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49

经 济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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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导致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飙升, 成为印尼政府的
福音。 国库甚至立即溢出。

财政部长斯里穆利亚尼英卓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 说: :这是一个积
极的故事, 也是国家收入的实力" 。

国家收入增长高达 37.7%, 达到 
302.4 万亿盾。 在税收收入达到 
199.4 万亿盾或 APBN 的 15.8% 
的支持下, 增长了 36.5%。

Sri Mulyani 更详细地表示, 非石油
和天然气 PPh 达到 110.2 万亿盾, 
PPN 和 PPnBM 74.2 万亿盾, PBB 
和其他税收 1.5 万亿盾, 石油和天

然气 PPh 达到 13.5 万亿盾。

从类型来看, 几乎所有类型的税收
都出现了正增长, 最终所得税除

外。 而最高的是企业所得税。她
解释: “企业所得税贡献了 15.8% 
的收入, 今年增长了 155%, 这表明
企业部门正在复苏”。

国家现金余额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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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划分, 最大的收入是采矿业, 增长 195.4%。 其
次是信息通信和贸易。 “采矿业的税收收入已跃升至 
195% 或几乎翻了一番, ”Sri Mulyani 说。

来自海关和消费税的收入也经历了大幅增长。 总收
入为 56.7 万亿盾或增长 59.3%。 在棕榈油价格上
涨以及铜进口价格和数量增加的推动下, 出口关税增
幅最高达到了 176.8%。 进口关税增长 37.1%, 消费
税增长 53.3%。

非税收国家收入 (PNBP) 也出现了另一个增长, 达到 
46.2 万亿盾或目标的 13.8%, 这得到了 PNBP SDA 
Migas 的支持, 增长了 126.8% 至 15.5 万亿盾。 由
于上个月世界石油价格上涨至每桶 79.62 美元, 因此
价格发生了高增长。

PNBP SDA Non Migas tumbuh 51,1% menjadi Rp 8 
triliun. Pendorongnya adalah harga batu bara US$ 
173,4/ton dan nikel US$ 20.651/ton.

国家预算盈余

截至 2022 年 2 月底, 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 (APBN) 
的实现盈余为 19.7 万亿盾, 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11%。 同时, 基本余额也录得 61.7 万亿盾的盈余。

“总得来说, 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APBN）的盈余为 
19.7 万亿盾, 与去年相比,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逆转”
。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说。

截至 2 月底, 国家支出达到 282.7 万亿美元, 占 APBN 
的 10.4%。 机构部 (KL) 支出为 78.6 万亿盾, 非吉
隆坡支出为 93.6 万亿盾, 转移到地区和乡村资金为 
110.5 万亿盾。

国家收入增长高达 37.7%, 达到 302.4 万亿盾。 税收
收入达到 199.4 万亿盾, 占 APBN 的 15.8%, 增长到 
34.5%。 非石油和天然气 PPh 达到 110.2 万亿盾, 增
值税和 PPnBM 74.2 万亿盾, PBB 和其他税收 1.5 万
亿盾, 石油和天然气 PPh 13.5 万亿盾。

海关和消费税以及非税收入（PNBP）也经历了显着
增长, 分别增长了 59.3% 和 22.5%。

高收入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 是印度尼西亚的意
外之财。 然而, 也不应忘记经济复苏仍在继续。

斯里穆利亚尼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逆转。因此
收入强劲但支出受到限制看起来相当不错, 但这并不
能描述 2022 年的全部情况, 旅程仍然很长”。

“一方面, 我们的州收入和支出预算（APBN）是健
康的, 但要求州收入和支出预算（APBN）再次异常
努力, 通过补贴等各种支出保护公众免受商品价格冲
击“。她总结道。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经济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增长到 5%

印度尼西亚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
了5%。 尽管在年初, 由于 Omicron COVID-19 案件
的传播, 人们的行动受到了轻微限制。

一季度为5增长仍将强劲, 这从几个指标可以看得出
来。比如从增值税（PPN）收入来看, 人们的购买力
有所提高。然后水泥销量也会有所增长。商用车辆、
资本货物进口和零售额。

经 济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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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乐观的源泉, 即经济正朝着更
好的方向发展, 雇用了许多人, 并为
穷人和弱势群体维护社区福利。

并非所有商品/服务均需缴纳 11% 
增值税

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强
调, 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 并非
所有商品/服务都将征收 11% 的
增值税。政府将一些社区需要的
商品/服务排除在征收新增值税的
范围之外。 事实上, 某些商品/服
务的增值税税率仅为 1% 至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解释:“为了
不受 11% 的增值税税率的约束, 我

们有可能获得仅 1%、2% 和 3% 的
关税。 所以连10%都不到。 下降
到 1% 到 3%, 这就是正义的概念。

参考 2021 年第 7 号的法律, 关于
统一税收法规 (HPP), 通过应用商
业流通的最终增值税税率, 对某些
类型的商品/服务或某些业务部门
征收 1% 至 3% 的增值税税率。 同
时, 对社区高度需要的商品/服务, 
即基本需求、卫生服务、教育服
务、社会服务和其他几种服务, 征
收0%的增值税。

在 HPP 法第 16B 条和第 4A 条中, 
有 15 种商品/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即 0% 税率。 具体包括某些类型的

食品和饮料、金钱和金条、艺术和
娱乐服务、酒店服务、政府提供的
服务、停车位和餐饮服务。 然后, 
0%的增值税税率也适用于应税有
形商品的出口、应税无形商品的
出口和应税服务的出口。

“如果我们提到某些例子, 就像大
米, 有非常优质的大米, 也有普通大
米, 这就是我们所传达的, 我们人民
的基本需求免征增值税, ”斯里穆
利亚尼说。

11%的税率仍远低于大多数国家达
到15%至15.5%的增值税税率。 因
此, 将增值税税率提高到 11% 并不
过分, 尽管仍远低于其他国家的税
率。 这也受到印尼在疫情后经济
复苏中仍在挣扎的立场的影响。

另一方面, 需要提高增值税税率以
加强印尼的税收基础。 此外, 征收
的税收也将用于帮助无力负担的
人。 然而, 他并不否认增值税和 
PPh 21 是州税收的最大贡献者。

但对于社区的基本需求, 我们给予
免费或DTP（由政府承担）或以
低得多的比率, 即1%、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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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53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57

政府将为今年返乡开斋节的人们提供
第三剂COVID-19疫苗接种服务或加强
剂。这项加强疫苗接种服务旨在使那
些想要回家并且不需要进行COVID-19
测试作为旅行条件的人提供便利。

有鉴于此,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TP) 

于3月31日再次与万隆大警察局 
(Polrestabes Bdg), 0618/ BS军区, 人
民思潮报 (PR) 合作, 在渤良安福利基
金会会所的百氏祠举办接种第三剂加
强疫苗。此举希望能帮助市府纲领, 
帮助更多民众接种加强剂疫苗, 让民
众安心回乡过年, 疫情不致飘升, 以达

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接种疫苗活动于上午八时开始有序
进行。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
健、协调主任陈春富 (Dr.DjoniToat 
SH, MM)、理事孙重耀等都已在现场
参与各样有关事务。9时许, 万隆大警
察局局长阿斯温·习巴勇 (H. Aswin 
Sipayung,S.I.K.,)、医官哈里斯医生 (dr. 
Haris) 与随员、国会第一委员会议员尼
哥·希阿哈安（Nico Siahaan) 和芝达
隆飘香团队团长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
（kolonel Eppy Gustiawan）也前来现
场视察, 由李振健、陈春富等陪同交流
并接种疫苗。当天共有1400名民众接
种剂疫苗加强剂。
　　
前来视察的警长、议员等都对MTP举
办接种疫苗活动, 协助市府和给予民众
的帮助表示感谢及高度赞赏。

李振健和陈春富都表示, MTP团队成
员身为我国公民, 有责任和义务, 也基
于人道主义和各有关方面合作举办接
种疫苗活动。感谢军警和政府部门的
信任, 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医护人员
和义工, 只有各方协手团结才能做好
有关事宜, 把接种疫苗工作做好, 以期
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再次和军警合作办接种疫苗加强剂活动

李振健、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等来到现场

尼哥希阿哈安打疫苗, 陈春富（后排左一）陪同 部分医护人员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2022年4月21日中午2 时，印华
百家姓协会新当选总主席陈荣光
率团拜访了座落在玛腰兰的华裔
总会，收到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
新、副总主席张锦泉、黄财利、

张和然、Ｂｅｎ，何亮宽、李义
富，财政陈泗云、秘书长叶展德
以及40多位理监事的热情接待。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会
谈中充分表现出兄弟般的情谊。

陈荣光是在今年３月印华百家姓协
会全国会议上当选为 总主席，至于
新的理监事成员现正在组建，计划
在７月初举行就职典礼。他在发言
中表示组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凝聚
力需要不断提高， 因为正是有了这
种凝聚力，我们才能实现印度尼西
亚的繁荣富强。

随同出席的有洪美珍、李金杰、甘
庆裕、杨健昌、黄少凡、刘瑟敏、
林护信、黄椿升。

华裔总会黄德新总主席对宾客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两会确实
需要加强各领域的凝聚力和合作，
为印尼人民提供广泛的利益。

会中取得一致意见，计划定期每三
个月共同会面讨论各项协同工作。

印尼华裔总会秘书长叶展德在宣布
会议结束前恭请两会总主席互换纪
念品并合影留念。

会谈在五点多钟圆满结束并互道珍
重，期待不久再相见。

印华百家姓协会新当选
总主席陈荣光拜访印尼华裔总会

華裔總會黃德新總主席(左)與百家姓協會陳榮光總主席(右)握手致意

前排左起:黃少凡,Mayjen TNI (Purn) dr. Ben,黃椿升,陳清明,陳泗雲,黃德新,陳榮光,甘慶裕,黃財利,楊健昌,張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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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活 动

2022年3月18日晚, 印尼华裔总会 
(INTI) 第六届理监事 (2021-2025) 就
职典礼在雅加达香格里拉酒店以线上
线下方式举行, 印尼总统佐科维及多名
内阁部长视频致词祝贺。中国驻印尼

大使馆蔡志烽参赞兼总领事受新任特
命全权大使陆慷委托, 特发视频道贺。

此次就职典礼以“众志成城, 殊途同
归”为主题。

蔡总领事对过去四年来, 特别是新冠
疫情肆虐以来, 华裔总会所做的工作
表示充分肯定。他说：“印尼华裔总
会在黄德新总主席以及各位理监事、
各地分会的共同努力下, 以厚德载物
为铭, 坚持弘扬和合精神, 倾心构建和
睦华社, 揽才俊而培育, 救困扶危展担
当, 为促进华族与友族共同发展, 联通
中印尼友好, 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
时, 他也希望在当前建设中印尼命运共
同体的重大机遇下, 印尼华商总会将秉
承初心, 在新的起点上为中印尼友好作
出新的贡献。

蝉联总主席黄德新致词, 感谢大家给
予的信任和支持。黄德新表示, 成立
于1999年的华裔总会是印尼最大、最
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之一, 印尼华裔总
会始终遵循建国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 
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本届理事会将
继续把重点工作放在文化、教育、福
利和经济等领域, 协助政府参与经济
复苏计划, 协助总会内部继续完善组
织结构, 理事逐步年轻化, 培养优秀年
轻领导人才和未来接班人。总会将继
续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合作, 把派送
印尼学生到中国留学的工作继续进行
下去。黄德新希望新一届理监事加强
团结,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更好的发
挥总会职能, 推动各项工作发展, 把总
会做强做大。

印尼华裔总会新一届理监事就职
典礼圆满举行

总统, 多位部长, 蔡志烽参赞视频祝贺

黄德新致词

全体就职理事们及名誉主席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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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8日 (星期五) 下午3时, 由
印尼华裔总会 (INTI) 主办, 题为“在
挑战中创造机遇”的全国经济复苏视
频对话在雅加达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
以线上视频方式圆满举行。

农业部长雅辛(H. Syahrul Yasin 

Limpo) 和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善迪
亚卡 (H. Sandiaga Salahudin Uno)( 主
讲, 由印尼华裔总会 (IN-TI) 专家委员
会主席陈清明（Budi S Tanuwibowo) 
主持。这是INTI理监事就职典礼之前
进行的视频对话, 旨在让INTI各区域、
分会领导能参与。

会上, 农业部长雅辛表示, 世界人口的
不断增长促使竞争更加激烈, 并面临
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疫情大流行之后, 
不仅是本国, 而且是整个世界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 加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俄
乌战争, 也影响着其他国家, 包括对全
球粮食安全的威胁。

对此, 雅辛部长邀INTI在推动粮食安全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并参与协助政府恢
复经济及自力更生, 包括特别是在必须
依靠进口的各种基础材料。农业部已
准备好促进和支持INTI所有计划。”
　　
此前, 善迪亚卡部长表示, 赞赏和希望
国人都能参与实施创新、合作和适应
在疫情大流行中或可能成为流行型
病。他说：“我们绝不能放弃创新、
协作和适应的挑战, 遵守卫生规则协
议, 以便我们能够迅速摆脱疫情。”
　　
活动结束后, 陈清明表示, 他将很快与
其他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话, 并传达几
个方案, 包括探索根据各自地区土壤
质量、采购肥料, 以便农作物产量可
以与其他国家竞争。

视频对话“在挑战中创造机遇”
农长期待印华总会在粮食和农产品领域发挥作用

黄德新赠INTI制服予部长作为纪念。左起许锦祥, 黄财利, 陈清明, 雅辛部长, 黄德新, 
黄印华, 陈泗云, 张锦泉 (右四) 等

雅辛部长致词 善迪亚卡部长致词 陈清明主持视频会议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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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运动已列入第21届全国运动会
项目比赛

2022年3月24日上午, 印尼国家体育
委员会 (KONI) 总主席国军 (退役) 中将
马基亚诺（Letjen TNI Purn' Marciano 
Norman) 在雅加达KONI总部大厦为 "印
尼龙狮联合总 会  (FOBI)" 主 持2020-
2024年度理事会就职典礼。并宣布舞
狮运动已列入2024年第21届全国运动
会项目比赛。出席就职礼的有KONI中
央领导层, FOBI总会理事成员及辅导主
席苏拉曼 (退役) 少将 (Mayor Jenderal 
TNI‘Purn’Suhartono Suratman)。
　　
全体理监事同唱印尼国歌和KONI进行
曲后拉开了就职典礼帷幕。马基亚诺
宣读决定书及理事们宣誓就职及授旗
仪式。马基亚诺称, 舞狮已列入2024

年第21届全国运动会的项目比赛,  因
此FOBI总会必须努力做好准备。他
说, “舞狮已成为KONI总部体育项目
之一。然后在西爪哇的2016年全国运
动 会（PON）上只作展示而已。在巴
布亚2021年全国运动会上也没有参与

比赛, 然而在 2024苏北亚齐全国运动
会上, 由于龙狮运动已具备了条件, 因此
已可参加比赛”。他希望2024年全国
运动会的舞狮比赛, 能够成为国际多赛
事舞台的开端。 到目前为止, 舞狮只在
单一项目中推出。最大的挑战是新的
舞狮还没有参加过国际综合赛事。所
以如果PON成功, 将是一个起步点, 继
续被推动成为国际综合赛事的分支之
一。 FOBI 的任务是与东南亚 10 个国
家一起, 让舞狮能够像东南亚运动会一
样进行比赛。”

丘昌仁致词, 感谢国家体委 (KONI) 总主
席国军 (退役) 中将 Marciano Norman 
以 及KONI各级别领导层、FOBI辅导
国军退役少将苏拉特曼 (Suhartono 
Suratman) 等出席就职典礼 。他指出, 
我们也邀请了名誉主席余世甘 (Dahlan 
Iskan) 和顾问委员会黄一君, 但由于他
们工作繁忙未能出席。感谢今天与我
一起宣誓就职的所有理事人员, 希望
能够在我们FOBI组织中携手并进, 在
KONI总部和地方分会的全力支持下推
广舞狮运动, 取得更大的成就。丘昌仁
继称, KONI总主席已将舞狮列入 2024 
年第 21 届全国运动会（PON）的项目
比赛, 体现了KONI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期望我国的体育成绩更加辉煌, 让本国
体育及舞狮在 国际体育运动舞台上取
得好成绩, 为我国争光。

印尼国家体委会 
主持印尼龙狮联合总会理事就职

舞狮运动已列入第21届全国运动会项目比赛

KONI总主席诺尔曼授旗予Forbi总主席丘昌仁

KONI 中央领导层与FOBI总会理事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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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为今年返乡开斋节的人们提供
第三剂COVID-19疫苗接种服务或加强
剂。这项加强疫苗接种服务旨在使那
些想要回家并且不需要进行COVID-19
测试作为旅行条件的人提供便利。

有鉴于此,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TP) 

于3月31日再次与万隆大警察局 
(Polrestabes Bdg), 0618/ BS军区, 人
民思潮报 (PR) 合作, 在渤良安福利基
金会会所的百氏祠举办接种第三剂加
强疫苗。此举希望能帮助市府纲领, 
帮助更多民众接种加强剂疫苗, 让民
众安心回乡过年, 疫情不致飘升, 以达

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接种疫苗活动于上午八时开始有序
进行。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
健、协调主任陈春富 (Dr.DjoniToat 
SH, MM)、理事孙重耀等都已在现场
参与各样有关事务。9时许, 万隆大警
察局局长阿斯温·习巴勇 (H. Aswin 
Sipayung,S.I.K.,)、医官哈里斯医生 (dr. 
Haris) 与随员、国会第一委员会议员尼
哥·希阿哈安（Nico Siahaan) 和芝达
隆飘香团队团长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
（kolonel Eppy Gustiawan）也前来现
场视察, 由李振健、陈春富等陪同交流
并接种疫苗。当天共有1400名民众接
种剂疫苗加强剂。
　　
前来视察的警长、议员等都对MTP举
办接种疫苗活动, 协助市府和给予民众
的帮助表示感谢及高度赞赏。

李振健和陈春富都表示, MTP团队成
员身为我国公民, 有责任和义务, 也基
于人道主义和各有关方面合作举办接
种疫苗活动。感谢军警和政府部门的
信任, 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医护人员
和义工, 只有各方协手团结才能做好
有关事宜, 把接种疫苗工作做好, 以期
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再次和军警合作办接种疫苗加强剂活动

李振健、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等来到现场

尼哥希阿哈安打疫苗, 陈春富（后排左一）陪同 部分医护人员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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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到现场。前来视察的有万隆宪兵支
队司令员 (Denpom III/5), 他表示赞赏
MTP的献血活动, 称这是救死扶伤的人
道主义活动。
　　
这次献血达一百多次的有三名, 都获得
了额外的奖励。最让人感动的是, 有两
名残障青年名叫纳纳 (Nana) 和乌丽 
(Ully) 租了网约车来到现场, 他们俩没
有输过血, 这是第一次想要贡献自己
的血去救助需要输血的人们。可经过
检测后, 男青年纳纳合格献血, 女青年
乌丽因血压太低, 不符合献血条件, 她
很失望, 坚持要献血。医生很耐心地
跟她说了不能献血的理由让她明白并
劝她保护好身体, 其热情令人感动。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组织华社青壮组负
责的献血活动很成功。青年人精通高
科技, 电脑操作能力强、精力充沛、
团队意识强, 能携手合作, 因此做起事
来精神奕奕, 头头是道, 使每次献血活
动都进行得顺畅。而且这些青壮组员
都很尊重年长者的引领和指导, 接受
长者的经验, 作风令人欣慰, 万隆华族
关怀团队后继有人！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TP) 的第三轮巡
回献血慈善活动到了第11次, 这次在福
清同乡会会所举行。献血活动为万隆红
十字会血库筹得303袋血包。
　　
一早, MTP青壮组负责人, 红十字会的

医护人员和义工们都已来到现场作准
备工作。MTP领导李振健 (Herman W), 
协调主任陈春富 (Dr Djoni T), 福清同乡
会副主席陈文雄, 陈振璧, 青年组理事倪
优莉 (Juliana), 西爪百家姓会长何学祥, 
饶树生, 崔梅菲, 林盛兴, 徐任炜, Caitlin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举办巡回献血慈善活动

左起：倪优莉, 宪兵、支队司令员, 李振健, 陈振璧, 陈文雄, 陈春富, 何学祥, 饶树生在活动现场

献血现场福清同乡会与西爪百家姓理监事合影。左起：
林盛兴, 饶树生, 崔梅菲, 倪优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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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更多民众接种加强剂疫苗, 让民
众安心回乡过年, 疫情不致飘升, 以达

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接种疫苗活动于上午八时开始有序
进行。万隆华族关怀团队领导李振
健、协调主任陈春富 (Dr.DjoniT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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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局长阿斯温·习巴勇 (H. As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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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飘香团队团长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
（kolonel Eppy Gustiawan）也前来现
场视察, 由李振健、陈春富等陪同交流
并接种疫苗。当天共有1400名民众接
种剂疫苗加强剂。
　　
前来视察的警长、议员等都对MTP举
办接种疫苗活动, 协助市府和给予民众
的帮助表示感谢及高度赞赏。

李振健和陈春富都表示, MTP团队成
员身为我国公民, 有责任和义务, 也基
于人道主义和各有关方面合作举办接
种疫苗活动。感谢军警和政府部门的
信任, 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医护人员
和义工, 只有各方协手团结才能做好
有关事宜, 把接种疫苗工作做好, 以期
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再次和军警合作办接种疫苗加强剂活动

李振健、埃比古斯迪亚万上校等来到现场

尼哥希阿哈安打疫苗, 陈春富（后排左一）陪同 部分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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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萧氏宗亲总会 (总会) 总主席
萧椰凯任期届满。2022年4月10
日中午, 总会主要理监事在雅加达
Fortune Star酒楼举行简单协商会
议, 在公证人黄建南法学士的见证
下, 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推举萧椰
凯联任总会总会长 (2022-2025任
期), 萧椰凯被责成在短期内组成新
一届理监事。

总会秘书长萧世平主持会议节目。
他称, 在理监事及宗亲们的共同努
力下, 新会所修葺完毕, 并于今年
1月25日, 由萧氏宗亲将萧氏历代

高层祖考妣神牌迎回萧氏新宗祠, 
往后春秋两祭活动都可在新宗祠
举行了。

当选总会长萧椰凯发言, 感谢宗亲
们对他的信任。他希望理事们及
宗亲们一如既往给予支持, 大家同
心协力, 为宗亲会会务的发展做出
更大的努力。宗祠是萧氏宗亲的
家, 往后宗祠将开展更多的活动, 
成为凝聚宗亲, 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的良好平台。

全球萧氏宗亲总会总会长 (印尼萧

萧椰凯众望所归
蝉联新一届印尼萧氏总会总会长

萧肇炫（左）将委任决定书交予萧椰凯, 黄建南公证人（右一）见证

萧肇炫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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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宗亲总会辅导主席) 萧肇炫对萧
椰凯连任总会长表示祝贺。萧肇
炫称, 目前是资讯发达时代, 我们
大可以通过网络连线方式加强和
国内及国外宗亲的联系和沟通。
回顾2018年, 在宗亲们的共同努
力和协助下, 印尼萧氏宗亲总会成
功举办第十一 届全球萧氏宗亲恳
亲大会, 共有1200名国内外萧氏

宗亲及我国旅游部长和嘉宾出席, 
盛况空前, 得到各社团、各阶层人
士的普遍赞赏和认同, 成为当时华
社一大盛事。能够获得如此成功, 
其中就是能善于利用网络连钱, 促
成了大会的成功举办。萧肇炫希
望新一届理监事在萧椰凯总会长
的领导下加强团结, 开启新程, 会
务更上一层楼。

总会副会长萧伟鸿也发言, 对萧椰
凯连任总会长表示祝贺, 相信总会
将与时俱进, 在原有的基础上把会
务推向更高层次。

由萧肇炫辅导的印尼华裔小姐及代
表印尼参加世界旅游小姐的佳丽们
也登台亮相, 增添会晤热烈气氛。

萧世平主持节目萧椰凯致词 萧伟鸿致词

出席会晤的萧氏总会理监事合影。左起：萧永秀, 萧席正, 萧敏超, 萧宜敏, 萧瑞明, 萧世平, 

萧肇炫, 萧椰凯, 萧伟鸿, 黄建南 (公证人)、萧国盛, 萧毓明, 柯昌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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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 两者都需
要当今的国际化人才必须熟练掌握第
二种（甚至是第三种) 语言。除了英
语, 汉语 (普通话)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
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如今在世界各
地也都需要开始学习和使用汉语。诸
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以
及韩国等中小学校以及高等学校都开
始讲汉语作为必修课程开展教学。甚
至部分地区与国家已经开始将是否掌
握汉语作为社会生活中就业竞争的优
势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好好掌握学好
这国际语言。赖国伟补充说, 沟通需
要语言技能, 通过沟通, 可以弥合意见
分歧。在一个多语言的全球化社会中, 
语言是让我们能够与他人交流、允许
我们参与社会的文化、经济等活动的
首要前提。

据了解, 汉语班已于当天（周五）开始, 
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培训部合格导
师在线辅导。

Moestopo大学副校长Prasetya Yoga 
Santoso M.M.表示, 学员学习汉语的兴
趣很高, 目前汉语班共有11个班, 分别
来自牙医学院、经济与商业学院、社
会与政治学院、传播学院四个学院的
153名学员参加。汉语班的开设证明
了Moestopo大学始终以创新回应新时
代的发展和要求。

赖国伟教授、博士、校长代表校方发言

印方和中方在线上作合作协议

汉语是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
最多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台湾和新加坡, 汉语是官方语言。
汉语也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正式语言
和工作语文之一。全球每五个人中就
有一个人讲汉语。

基于汉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位置及
重要性, 印尼雅加达Moestopo大学 

(Universitas Prof.Dr.Moestopo) 和中
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合作, 在Moestopo大学
开设了汉语班 (普通话)。3月11日, 
Moestopo大学校长赖国伟教授, 博士 
(Prof. Dr. Rudy Hardjanto M.Sn) 主持了
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线上合作仪式。

赖国伟表示, 当今全球化经济以及国

与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合作
雅加达MOESTOPO 大学开设汉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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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次在新宗祠举行祭祖活动。

出席祭祖的萧氏宗亲们在宗祠合影

萧氏宗亲祭祖一瞥

印尼萧氏宗亲总会（总会）于4
月10日上午, 在其坐落在Mangga 
Besar 大街38号的新会所举行春祭
活动。总会总主席萧椰凯、辅导主
席（全球萧氏宗亲总会总会长）萧
肇炫、副主席萧辉麟、萧伟鸿、萧
国盛、萧伟文、秘书长萧世平, 来自
占碑的萧氏宗亲萧瑞明及来自雅加
达和环近地区的萧氏宗亲近60人前
来拈香膜拜, 香火极盛。宗亲们祈
求印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此前, 印尼萧氏宗亲总会是在总义
祠举行祭祖活动, 自今年1月25日, 
由萧氏宗亲将萧氏历代高层祖考妣

神牌迎回萧氏新宗祠。这次春祭也

印尼萧氏宗亲总会举行春祭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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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lan) 在办公室融洽地交流, 而后
一起分发 100 公升食油和1000个
口罩给民众。
　　
林金虎会长说：“最近食油短缺, 市
面上销售的价钱也高昂, 对升斗小民
来说是个沉重负担。因此商议后决
定在北双木丹分发食油给民众, 希望
藉此给弱势群体送上关怀和提供帮
助。分发口罩给民众, 希望他们能
意识到现今疫情仍然存在, 民众应
该聆听政府的呼吁, 遵守卫生规则, 
尽量避免被染上的风险, 身体健康
不染疫, 才会过上安宁的日子。”
林会长还在交流中, 说出双木丹百
家姓所负的使命和愿景。在各个
领域里的华裔公民, 将尽绵薄之力, 
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警署长和军区长官, 镇长都表示感谢
百家姓举办慈善活动。希望以后还
有继续合作的机会。在交流间隙, 林
会长介绍了双木丹百家姓每逢星期
五都会相聚一起交流会晤。他也希
望获得其他百家姓支持, 大家携手团
结, 使百家姓协会更发扬光大, 为社
会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4月1日, 印华百家姓协会西爪哇双
木丹分会（PSMTI Sumedang）和
北双木丹镇、当地警署和军分区
在镇公所举办慈善活动, 向当地民
众分发食油及口罩。

上午, 双木丹百家姓协会会长林金
虎（Rudi Kurniadi）率领众理事来
到了北双木丹镇公所与警署长伊普
努 (Kompol Ibnu), 军分区德德上尉 
(Kapten Dede). 镇长阿瑟 (Drs. Asep 

西爪百家姓协会双木丹分会
举办慈善活动

华 社 活 动

林金虎会长在现场慰问民众

百家姓理事们和军员交流分发食油和口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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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立会宗旨,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同舟
共济, 开拓进取, 再创辉煌！

林文光致词, 感谢前任总主席纪辉琦
对商会所作出的贡献。相信商会在张
锦雄总主席的带领下, 一定会取得更
辉煌的成绩。

张锦雄致词称, 中华总商会成立21年间, 
组织机构逐步完善, 各地分会陆续建立, 
在印尼社会的声誉和影响力日益上升。
感谢商会创会发起人杨克林先生, 同时感
谢商会前任总主席陈大江先生及纪辉琦
先生带领商会飞跃稳步发展, 圆满顺利开
展了各项会务工作。张锦雄指出, 商会于
2015年在巴厘岛成功主办第十三届世界
华商大会！它不仅为商会与印尼政界互
动与交流开启了一个新局面, 也让世界各
国的华商社团, 华商企业, 企业家认识了
印尼中华总商会, 认识了印尼, 认识了印
尼的华商企业群体。张锦雄也感谢指导
委员会主席俞雨龄先生, 林文光先生, 为
了商会的成长与发展, 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为今天大会的顺利召开给予的关注与指
导。张锦雄号召大家, 面对当前新冠疫情
仍在世界很多地方给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俄乌战火引发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飙升, 
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带来不可预估威胁
等错综复杂局面, 应坚信“道阻且长, 行
则将至”, 团结一心, 力往一处使, 迎接春
暖花开的时刻。

纪辉琦（右）授旗予新任总主席张锦雄 , 俞雨龄（中）见证

中华总商会全体理监事合影

2022年4月9日上午, 第六届印尼中华
总商会2022年会员大会在雅加达太
阳城宴会大厅举行。大会由指导委员
会主席俞雨龄主持。大会一致通过推
举张锦雄为2022-2027年度总主席。

卸任总主席纪辉琦致词, 感谢大家在他
任职14年来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当中
经历了太多的挫折, 但都能坚强地加以
克服, 这一切离不开大家的积极支持。 
希望总商会在张锦雄主席带领下, 继续

张锦雄当选新一届中华总商会总主席

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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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aya), 陈开祥 (Andreas Pramana), 
李文才 (Hendrick) 等出席。

YLMI诺娥丝主席说, 这项活动是 
YLMI 和印尼数百个俱乐部开展的
例行活动。她说, “这项活动体现了
狮子会关心其他有需要的人。 这一
次, YLMI与 LCJ Jayakarta Prima 一
起为 Rusunawa Pesakih组屋的居民
做了这件事。本基金会也成立慕款
运动, 备25000份盒饭 , 价值5亿盾, 
分发给印尼全国各区需要的居民。

LCJ Jayakarta Prima 主席李淑娥 
(Ariyanti) 表示, 自 1 月份以来, 印尼
各地数百个俱乐部同时开展了这项
活动, 并向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分发了
25,000份盒饭。

YLMI财务主管彭丽玉(Lily Pangestu) 
补充说, 本次活动还旨在消除饥饿和
改善营养以及促进中小微企业的改
善。 狮子会从Rusunawa Pesakih 组
屋区的UMKM商贩购买食品包, 然后
分发给有需要的人。

分发盒装米饭活动于中午前圆满
结束。

李淑娥象征性移交盒饭予阿卜都

狮子会成员,  Lie Sun Hao, Rudy Arsian, 彭丽玉, 林春兰, 李淑娥, Noesye, 陈开祥, 
(后站), 陈玉玲, 李文才合影

2022年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 "狮
子报效印度尼西亚基金会  (YLMI) 
" 与雅加达Jayakarta Prima狮子会 
(LCJ Jayakarta Prima) 献爱心, 向
雅加达西珍佳莲 Duri Kosambi的 
Rusunawa Pesakih 组屋Block I 的 
500 名居民分发盒装米饭。

这项活动被称为 "消除饥饿", 旨在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援助, 是狮
子会的主要使命之一。

这次活动由YLMI主席, 307 B1狮
子会前总监诺娥丝 (Noesye Bowo 
Watjoko) 和 LCJ Jayakarta 狮子会
主席 Prima Ariyanti统筹。

307 B1 总 监 鲁 伯 (Rup N Gurbani), 
前总监林春兰 (PDG Elisabeth Halim), 
YLMI 行政人员和LCJ Jayakarta 
Prima的成员, 陈玉玲 (Imelda 

狮子报效印尼基金会与 
LCJ JAYAKARTA PRIMA

分发饭盒给珍佳连RUSUNAWA PESAKIH组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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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仁德的君
子, 那必将会有无穷的祸患, 因为
很多小人会来接近我们, 我们的言
行受到小人的影响, 整个人生都会
失败。

我们能够亲近仁德的人, 并且向那
些仁德的人学习, 是一件非常好的
事情, 因为和他们靠近, 会使我们
的品德一天比一天进步, 我们的
过错也会随之减少。相反的, 如果
我们不去接近那些仁德的君子, 有
些小人就会乘虚而入, 趁机接近我
们, 这样我们的言行就会受到小人
的影响, 会把事情做得一败涂地, 
学习和事业都不会成功。所以我
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多和仁德的君
子在一起。
狎昵恶少, 久必受其累。“朱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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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格言”讲到“狎昵恶少, 久必受
其累”, 我们对于环境的选择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德行尚未达
到一定的境界, 就要给自己选择一
个道德标准高一些的环境, 对于道
德不高的朋友, 我们要保持距离。

人都是按照类别聚集起来的, 所以
我们要好好选择自己亲近的人, 我
们多和善良仁德的人靠近, 我们就
会有更高的德行, 我们多和小人靠

近, 最后就会变得和小人一样, “近
朱者赤, 近墨者黑”, 说的也是这个
道理。如果我们选择朋友的时候, 
用“弟子规”去衡量, 其实很容易
辨别出来什么样的人是好人, 什么
样的人是坏人, 什么样的人值得我
们和他们做朋友, 什么样的人不值
得我们和他们做朋友。家长与其
总是担心孩子不会选择朋友, 不如
让他们从小时候开始就熟记“弟子
规”, “亲附善友, 如雾露中行, 虽

不湿衣, 时时有润”。

朋友对于一个人的人生
至关重要, 所以每个人
都要慎重地选择朋友, 
如果孩子从小时候就
开始学习“弟子规”, 
不只是会对他们交朋
友有帮助, 同样的, 他
们自身的道德水平也
会随之提高。孩子自
己的道德高尚了, 他们
自然愿意去接近那些
道德高尚的人, 所以家
长终日担心孩子会交
到不好的朋友, 其实是

徒劳的, 还不如从孩子小的时候就
严格要求他们。

“不亲仁, 无限害。小人进, 百事
坏”这一条告诉我们, 在当今社会, 
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 要每一天都
追求进步。如果我们不能亲近道
德高尚的人, 不能亲近好老师, 不
加强自己内涵方面的修炼, 那么我
们很容易就会受到坏风气的诱惑, 
可能会变得追名逐利, 贪图享受。

所以, 其实“亲仁”的内涵是不断
地巩固我们内心的道德标准, “苟
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每天都要
激励自己进步。我们的道德修养
高了, 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才能
不受到外界的干扰, 才不会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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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 - 弟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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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本义为祖庙。《说文》释：“尊祖庙
也。”汉贾谊曰：“流派所出为宗。”
又《礼丧服小记》释：“别子为祖, 继
别为宗, 继祢为小宗。”所谓别子, 是指
古代天子、诸侯的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
子。这里可释为别子本代称其上为祖, 而
别子之后裔称其上为宗。其概念是一祖
之下的后裔划分为不同类型。按“宗”
的含义, 实还是一祖之下所有的后裔。
至于宗谱则应是同祖之完全谱牒, 如缺
其一支, 或只记其一支, 均还不为宗谱, 
这就是宗谱区别于家谱的地方。

--刘甡华-- 

宗谱, 族谱, 家谱, 支谱, 家乘, 
郡谱, 修谱, 你知道多少 ?

什么是宗谱

薛氏宗谱

丁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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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是家族历史, 先祖智慧与精神
的传承

中国族谱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
深。“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
史, 其义一也”,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
学诚更是把族谱与国史、方志相提
并论。近几十年, 越来越多的地方
图书馆开始收集家族“老谱”, 认
为它们与正史、方志等具有同等
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

族谱主要记载了一个家族起源、
迁徙、世代繁衍的历史, 其中包含
的内容可以说蔚为壮观, 涉及到历
史、人文、地理、民俗等各个方面
的知识, 透过族谱, 甚至可以看到整
个国家、民族发展变迁的历史。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在汉
族有悠久的历史, 后来在民族融

合中, 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
谱。族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
源、迁徙的轨迹, 还包罗了该家族
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
家训祖训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经

历了历朝历代的连年战乱和社会
动荡, 历史上传世的族谱几乎丧失
殆尽,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
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古代族
谱, 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

什么是族谱

孙氏宗谱

蔡氏族谱

张氏宗谱 陆氏宗谱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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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名称繁多, 大致有宗谱、世谱、家乘、祖谱、谱
牒、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如今, 族
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 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 
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
考资料, 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家族的后人阅读族谱, 便可以了解这个家族繁衍
生息的历史, 知道列祖列宗是谁, 从而知道自己从何而
来。细读族谱, 了解家族发展的脉络与先祖的故事, 便
不难体味作为家族成员所肩负的责任, 由此延伸出对
人生意义的思考, 未来的人生之路也似乎豁然开朗了。

有族谱, 自然也有族规, 在中国古代, 一个姓氏宗族的族
规甚至比法律对人行为的约束范围更加宽泛, 族长或族
中长老在族中的地位可以说至高无上。族规对族人来
说, 犹如信仰一般的存在, 它对长幼之序、家庭伦理、
行为举止等都有严苛的规范, 让族人在种种规条下繁
衍生息, 而不至于行差踏错乃至作奸犯科, 以免辱没先

祖的声望。族谱中
一个重要的内容就
是家训祖训, 族中
的一些先贤圣人往
往会在族谱中留下
对后人的训诫, 这
些训诫是先祖人生
经历及感悟的集成, 
告诫后人为人处世
之道, 以此寄望于
后人能够树立良好
家风并世代相传。

族谱指的是宗族生
命的历史, 它记录的不只是宗族的生命, 血脉, 源流的传
承过程, 它也是人文价值灌输的管道此外, 它记录一些
儒家的精神精髓如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等价值观。
都常常会出现在族谱的族训里, 族训也是家规的基础。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 (
国史, 地志, 族谱) 之一, 属珍贵的人文资料, 对于历史学, 
民俗学、人口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均有其
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经过约2500年, 族谱以成为孝
子贤孙代代相传的“薪火”, 成为生存共荣的共生点。

族谱亦称家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
支谱、房谱等等, 名称各异, 其内涵是同一的, 只是外
延有所区别而已, 现在一般统称家谱或族谱。家谱是
系统记述某一
同宗共祖的血
缘集团世系人
物或兼及其他
方面情况的历
史图籍。而姓
氏是”某一同
宗共祖血缘集
团”的标识符
号, 家谱、族谱
就是记录某一
姓氏家族成员
间的血缘关系
的图册。

伍氏族谱

徐氏族谱

杨氏族谱

余氏族谱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75

百家姓趣谈



76 -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百家姓趣谈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 
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
是一种特殊的文献, 就其内容而言, 是中华文明史中具
有平民特色的文献, 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
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 中华古
姓来源于图腾崇拜, 系氏族徽号或标志。 

家谱所载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 包括家族来源、迁徙
轨迹, 以及该族开枝散叶、生息繁衍史, 以及因其而衍
生的经济、文化、社会百科。用通俗的话说, 家谱可以
回答：家族从哪里来？又曾到哪里去？这个家族搞过
哪些荣耀的事情？这些内容, 最终凝聚为家族的共同纽
带——用当下最流行的话, 那就是乡愁。 

家谱是一直系内的本家之谱, “有夫有妇然后为家。
家, 谓一门之内”, 这是古代对家谱的解释。在汉代以
前, 正史载录的谱牒基本上都是以世家为名的, 并且是
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才具有, 比如陈涉世家、鲁周
公世家等。到了汉代, 多以世本为数目, 记录姓氏、世
系等；到了隋代, 用于谱牒的籍名比较多, 比如谱记、
家牒等。根据史料记载, 以家谱冠名正式出现在载录中
的是杨氏家谱状并墓记, 隋代以后, 以家谱冠名才开始
多起来, 比如颜氏家谱、谢氏家谱。家谱, 又叫族谱、
家乘, 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同姓家族的历史汇编。由于
大多编写严谨, 可以说是家族的“信史”

什么是家谱

冯氏家谱

刘氏家谱

董氏家谱郑、赵、王、吴、周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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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支谱

潜阳李氏支谱

汪氏义门支谱

 顾名思义, 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 意属为同祖之下分
衍的众多后裔, 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 所谓支谱, 
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 即局限在该祖这下的一
个独特分支。 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
因分衍、择业、迁徙等原因, 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
成的, 所以冠以“支谱”, 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
下的一个分支。

郭氏瑺房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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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家乘

海曲刘氏家乘

牟氏家乘

家乘也叫家谱, 族谱, 是和我国国史, 方志
并称的三大历史文献。家乘属于家谱的
范畴, 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以家乘。
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 但对谱牒的称谓
单位则多有使用“乘”, 如：付梓一大乘, 
发某公支下一小乘。乘, 成了谱牒定量的
又一别称。家乘不仅记录了一个姓氏家族
的历史变迁, 宗族历史, 堂号字辈, 名人历
史的家族历史, 也是几千年历史的重要文
献资料。家乘一般的内容主要有谱序, 世
系表, 家风家训, 服制, 图说, 传志, 丁口录, 
义谱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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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修谱

修谱-炎黄祖堂古氏八修谱

修谱

长久以来, 客家人有编纂
谱牒的习俗。民间称为“
修谱”。谱牒, 旧称家乘, 
家谱。它是以记载一姓或
族、一房世系为中心内容
的表册文书。蕴藏着丰富
的人口学, 社会学、民俗
学, 地名学、经济史, 人
物传记及地方史资料。
是珍贵的客家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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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官修谱

所谓官修, 是为指由皇室或官府公修的
谱牒为官修谱, 即若上层社会那些士大
夫一类的修撰私家传乘, 也须官府的审
定认可。应该说官修谱牒是上层社会
的产物, 同时, 也为上层社会服务。一
般认为自战国至隋唐是官修谱的主流
时代。只是自宋起, 私修谱才大量出现, 
而由皇室为代表的官修谱, 实际上一直
延续到清亡才终止。

什么是私修谱

所谓私修谱, 是相对官修谱而言的民
间修谱, 它包括宗谱、族谱、家谱。

在中国历史上, 唐宋之间这段时间, 在
谱牒的修撰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

上层社会的帝王皇室士大夫为主体的
官修谱迅速向广大基层民众为主体的
私修谱扩展。尤以五代之乱以后, 谓“
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 或爵命中绝, 而
世系无所考”, 一些原本无业、无身
份的地方豪强进入了士族阶层, 其撰
修谱牒也随之而变化, 谱牒不再成为
上流社会的专利。加之宋欧阳修和苏
洵二公对谱牒的贡献, 他们各自创制了
一套完整的谱式, 这两种谱式既规范了
谱的体例, 也推动了家谱的发展。这就
是明代学士丘濬结论的“唐以前官修
族谱, 宋以后私家自修, 首自庐陵欧阳
氏和眉山苏氏二家, 明士大夫家亦往往
仿而为之”。这种“仿而为之”的私
修谱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一种经久不衰
的传统谱牒文化。

宗谱, 族谱, 家谱有何
联系和区别

原则上宗谱、族谱、家谱是记载人
名、世系、生殁、事迹的谱牒。但
从宗、族、家的早期含义看, “继别
为宗”, 除嫡长子以外所有的分支都
纳入的这种谱牒为宗谱。而族谱虽意
义大致与宗谱相同, 但由于分居、远迁
等原因, 虽也将旁支纳入谱内, 其远迁
的旁支并没有完整地纳入, 只有本宗
的部分族人, 这种谱牒属于族谱。至
于家谱, “谓一门之内”, 其所记述的
世系是以本家上下直系为主体, 只留
与本家传承收藏, 例凡这种谱, 应属家
谱。上述三种谱牒虽有差别, 但因上
溯远近不一, 或传袭旧谱名, 故后世也
大多统而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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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VERE身邊的CASAKA
精美实木家具工艺品

CASAKA是2013年创立的实木家具工
艺的品牌, 重点在于使用天然实木的家
具。 CASAKA制作的家具, 并非仅仅普
通实木家具而已, 它的每件产品, 都具
有磁性的美感, 为每件作品赋予更多的
价值。使它成为具有高价值的实木艺
术品, 同时又具有家具的功能。

CASAKA使用的所有木材, 都是合法
的Trembesi/Suar实木, 并经历了自然
干燥的程序。凭借这些特殊的方式和
技术, CASAKA产品比其它实木家具具
有更好的质量和更强的耐用性。设计
精美的CASAKA产品也强调“浪费最

少”的概念。我们的设计师在家具
设计中尽最大限度利用原材料, 减少
材料的浪费。
 
每件CASAKA产品不仅仅是一件家具, 
每个系列品当中都有不同的美感, 而
且是自然轻触的艺术作品。在家具
的划痕、结节或其它独特性, 使家具
含有与众不同的故事。您拥有的每
件CASAKA产品, 都是“独一无二”
精美产品, 这就是今生缘家具的其中
一个独特点吧。

使用实木家具, 其寿命和耐用性将持续

更长的时间。它的耐用性可使实木家
具成为世代传承的可贵遗产。使用木
制家具并不意味着破坏自然, 而是我们
为天然实木产品添加价值, 让它们对我
们的生活大有帮助。

VIVERE在此自豪地迎接CASAKA成
为VIVERE集团的一员, 自从2019年
以来就一直紧密合作。CASAKA系列
品可以在雅加达、泗水和巴厘所有
VIVERE陈列室中找到。

Instagram：  @casaka.wood
网站：http://casaka.c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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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iece tells a story. Solid wood is a genuinely natural 
product and each area demonstrates a unique structure and 
color dominated by the location of the tree as well as weather 
and ground conditions. The delicate branches, cracks, inter 
grown areas and overlaps demonstrate the material’s 
authenticity, that’s why every piece of wood is unique and has 

CASAKA collections are available in all VIVERE Showroom CASAKA collections are available in all VIVERE Showroom 
Jakarta, Tangerang, Surabaya, & Bali.

www.casaka.co.id casaka.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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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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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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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画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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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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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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客家美食中, 有几类
食物对重伤康复、大病康复、手
术后以及母亲产后都有很好的疗
效。 中国人认为女人生完孩子身
体会虚弱, 所以需要补充身体的营
养（吃补 = chī bǔ = cia po）。

类似于这种食物是阿拉克鸡队
（Tiociu 的 tun koi ciu 或客家的 
tun ke ciu）。 放养鸡切成中等大
小, 加入药草 Ka Ciang Ma 叶子（
有人称它为 Ka Cang Ma）, 英文称
为益母草姜酒鸡, 中文称为 = yì 
mǔ cǎo jiāng jiǔ jī。

阿拉克鸡队自古至今一直被东南
亚, 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的华人所使用。 即使在
印度尼西亚, 它也已成为华人在婚
礼和节日中供应的食物。

然而, 在某些国家烹饪这道菜是不
可能的, 因为它需要获得一种叫做
益母草 / ka ciang ma 的特殊草
药。 然而, 草药在某些国家并不
常见, 除非我们自己在家种植。 
但我们需要非常小心, 因为叶子
看起来像大麻, 你可能很难向当
局解释这种特殊植物的种植的重
要性和作用。

酒
蒸
鸡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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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食物所含的特性是改善血液
循环、分泌母乳、增加体力、温
暖身体和平衡荷尔蒙。

因为它是用调味叶 (益母草 / ka 
ciang ma / ）炒的, 所以阿拉克
鸡队的烹调方法仍然使用传统方
法。 一种更现代的方法是将叶子
混合然后炒, 或者另一种更常见的
方法是将叶子切成小块, 但还是有
点粗糙, 然后在阳光下晒干或在烤
箱中烘烤。

对于生过孩子的妇女, 烹饪时多加
酒加姜的烹调方法, 味道非常辣, 而
且酒精度数也很高。 吃完之后, 多
半会觉得身体暖暖的, 甚至会发烫, 
还会出汗。 这就是烹制阿拉克鸡
队的目的, 这样可以有效排出体内
的“风”, 为产后虚弱的身体提供
热量。 不过平时食用可以加点盐
之类的调味料, 因为是加水的, 所
以酒精度比较低。

既然是草本植物, 在食用益母草/
加香麻/叶子之前, 让我们先了解
一下。 益母草 (Leonurus hearta) 
是唇形科薄荷科的草本植物。其他
常见名称包括 Throw-wort、Lion's 
Ear 和 Lion's Tail。 Lion's Tail 也
是 Leonotis leonurus 的通用名称, 
Lion's Ear 是 Leonotis nepetifolia 
的通用名称。

益母草 / ka ciang ma / 叶子原产
于中亚和东南欧, 现在已遍布世界
各地。主要是因为它们用作草药而
传播。 益母草在中欧、亚洲和北
美作为传统医学中的草药使用已
有悠久的历史了。 像许多其他草
药一样, 益母草已被用于治疗各种
疾病。 助产士将其用于多种用途, 
包括滋补子宫和预防女性子宫感
染, 因此得名益母草。

味苦甘凉, 活血化瘀, 调经, 去水。 
主治妇女月经不调, 漏胎, 难产, 发
育不良, 产后血晕, 瘀血, 腹痛, 下
崩, 血尿, 腹泻, 溃疡, 酸痛。

这种草药含有生物碱leonurine, 它
是一种温和的血管扩张剂, 对平滑
肌有放松作用。 Vasolidators 是一
类用于扩张血管的药物, 使血液能
够更顺畅地流动。 顺畅的血流将
有助于减少心脏泵血的工作量。 
血管扩张剂通过放松血管肌肉起
作用。 因此, 长期以来, 它一直被
用作强心剂, 神经剂和通经剂。

人们认为维生素C是一种通经剂, 有
助于促进和促进女性月经的物质的
另一个术语。 人们认为, 维生素 C 
有助于增加子宫内膜的数量, 这有
助于增加女性经期的机会。 除其
他生化成分外, 它还含有苦虹甙、
二萜、黄酮（包括芦丁和槲皮素）
、单宁、精油和维生素A。

在中国益母草叶 / ka ciang ma / 
是一种在夏季开花的植物。 风干
部分常用于中药, 中国大部分地区
均有生产, 用于生或煮奶油。 一二
年生草本, 分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 
生于山野, 生于草原。 夏季花未盛
开时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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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草益母草 / ka ciang ma / 入药
的活性成分是Leonurin。 口服可
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还具有抗
肾上腺素作用。 可治疗动脉硬化
和神经性高血压, 改善子宫运动。 
通常, 它是一种增加分娩后子宫收
缩的药物, 对虚弱引起的长期子宫
出血有效。 更广泛治疗引应用于
女性闭经、痛经、月经不调、产后
大出血、恶露不竭、产后宫缩、胎
动不安、子宫脱垂、白带不全等。

益 母 草 姜 酒 鸡 准 备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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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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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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紙漫遊记
我是 一 張印 有 'SUGUS'字體, 顏

色艷麗的糖紙。裹著一顆香香甜甜

的糖果, 和很多的同伴擠在一包塑

料袋, 存放在棉蘭一家糖果廠。後

來, 老闆太太把我們送給她女兒的

同學, 一位在雪梨求學的女孩。就

這樣, 我們跟著女孩來到了這風景

優美的城市。

有個早上, 女孩上學, 臨出門前

把我們丟入了她的大書包, 帶我

們來到她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大

的學府。她是在建築系的六樓上

課。這堂課是位很受學生們歡迎

的教授。他曾在日本留學, 對東

西方文化都很有研究。這時, 他

放了輕音樂, 點上薰香, 一邊講

課, 一邊讓學生們欣賞一些建築圖

案。一邊啟發學生們, 讓他們有新

的構思。學生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鈴聲響起時, 意猶未盡。

  

下課後, 我們被女孩帶到草場。

在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地上, 有好

多學生, 他們有的在用餐, 有的

在聊天。有的在晒太陽。坐在草

地上, 女孩和同學們一邊聊天, 一

邊用餐。我們在書包裡聽他們談建

築, 談瓦片。有的說快到交作業的

限期, 但自己還沒有靈感。還說建

築系的學生, 熬夜是家常便飯⋯⋯
他們也對就快到來的假期, 作了渡

假的美夢。

   

用完餐他們又到一間課室, 逗留了

很長時間。這兒有大大的桌子, 他

們一邊聼歌, 一邊兒開始工作, 有

的在畫圖案, 有的在做模型。臨走

前, 女孩打開書包, 才記得我們。

邊走邊把我們拿出來分給大家。

   

一位也是印尼來的男孩大叫﹕"哇, 

Sugus, 久違了﹗"伸手拿了一把, 

挑中了我並剝開順手一丢, 把糖果

放入口中, 旁邊其他同學見了都叫

了起來﹕"亂丟垃圾, 以為你在印

尼啊﹗"男孩抓抓頭, 連連說 “對

不起, 對不起, 習慣使然……”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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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理 (棉兰)

忙彎腰要把我拾起來。說時遲, 那

時快, "呼"的一聲, 來了一陣風, 

把我給帶走了。

剛淪為垃圾的我好害怕呢, 讓這有

時激情有時溫柔的風帶著高高低低

地走, 但漸漸不怕了, 和落葉們一

塊享受著與風共飛的樂趣。我們穿

過很多的教室, 看到了好多學生, 

教授, 講師們。到了學校公園, 停

了一會, 剛好聽到一位男生邊走邊

在講電话﹕"……我一直在算著日

子, 再有一個星期你就來了, 好高

興就要見到你了。連這兒一切都變

得更美, 看, 天藍得好溫柔, 滿地

都是金色的落葉。。。。。""落葉

是金色的﹖"我正要看看身旁的落

葉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 但風又把

我帶走了。

   

到了校外, 長長的人行道, 旁邊

有高高的大樹。當我們到一個巴

士站前停下來的時候, 正好一位

行人不經心地一踢, 把我踢進了

站前的長椅下。風兒無可奈何,只

好自己走了。

   

我停在這兒,左看看,右看看,不

少的葉子,而且,絕不是金色的。

看來我也會在此地終老一生了,

罷了罷了！

   

從長椅下往上看, 好多年輕人, 有

的在聽音樂, 在聊天, 有的看書。

聽到好幾種語言, 還有讓我感到非

常親切的印尼語。沒多久, 好多人

都站起來。哦, 原來有幾位老人

走了過來, 還有抱孩子的年輕媽

媽。這些年輕人都很有禮貌, 懂

得敬老讓座。

   

不久, 有輛巴士到了。人們有秩序

的排著隊上車。這時, 較空的車站

讓我可以看到了兩旁的柱子貼了不

少紙條, 是出讓傢私, 找室友, 租

房等的佈告。

   

忽然, "哇"的一聲, 一位金髮小男

孩哭着從椅子上往下滑, 他坐得不

耐煩, 在鬧情緒了。當他媽媽一邊

哄他, 一邊彎下腰要把他抱起之

際。發現了在眾多枯葉中色彩繽

紛的我。她拾起了我, 吹了吹, 用

手撫平了我, 摺摺疊疊了幾下, 把

我變成了一只小鳥。小男孩一見, 

臉上的淚水還沒干, 就開心的咯咯

笑了起來。他接過媽媽給他的我, 

小心翼翼的把我捧在手中。

   

這時, 他們等的巴士也來了。小男

孩把我放進他大衣的袋子, 高高興

興讓媽媽抱著上車去了。

   

我躺在小男孩衣袋中, 回到他們不

大但舒適的家, 他把我取出, 放在

他床邊的小桌上。讓我躺在一只

毛茸茸的老加菲貓身邊。興高采

烈嘰里咕嚕的對著我講了好多話。

   

我現在已結束了保護糖果的責任。

卻也不像一般糖紙就此當了垃圾。

多虧這位聰明的媽媽, 讓我變成了

一只可愛的"小鳥"。很滿意我的新

身份和新任務。今後, 我會好好的

陪著這位小男孩, 當他最忠實的聽

眾及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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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好友享誉

以忠心耿耿形象见称

这不解的情缘

是同类力证

 

拥有相同犀利武器

即便攻击方式有别

后果同样堪虞

被咬的伤口会愈合

无法终止的循环
从好话开始说起

以神化他人的回馈
滋润虚荣灵魂

灌入耳根的蜜语
软化了理性
盲了心眼

逐渐确认神化的自己

（一）非同类, 非异类 （二）《神化》

表面留疤

时刻提醒

高等的君子

不宜与犬斗

被伤的痛难于消除

表面无痕

后遗心底

每每刮风下雨

就隐隐作痛

诗二首

——作者：符慧平（巴淡）

印华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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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拥挤的人群, 我们没有什么特殊
站在世界的队伍, 我们却显得突出
黑眼睛, 黄皮肤, 舌尖上是杂粮五谷
尤其是先贤留下的文字财富
"上善若水" 灌溉了每一寸华夏土地
福泽每一位中华儿女
一百零九个“仁”字一部书
兼“义, 礼, 智, 信”之纲, 是我们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武器库
“孝”字上百, 百善之首
纹成我们生命的脉络, 承传千古

我们, 具有不一样的中华气质
我们, 共有另一个姓氏

这个姓氏叫“儒”
历史的沙场, 今时的硝烟
我们御着 "兵法" 前行, “和”旗开路
 "大同" 世界亦是中国梦的追求
我们以“德”兴邦睦邻, 让全球敬服
⋯ ⋯

也许, 很多人和我一样
不曾踏进大学的门府
却喜欢在方块字的宝殿里孜孜问卷
向着我们的“大学”求知寻悟
路漫漫⋯⋯, 让我们同行吧
以炎黄子孙的名义, 再数风流人物

我们的“大学”

作者：莲心 (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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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信仰, 国家, 政治, 经济.....
承载人类的概念
将如非洲草原上行走的大象
在漫长的干旱季节中
轰然倒地
生命将继续
雨季来临时刻
将有幸存的大象再次踏上原野

百年  千年
一个古老的族群
坠入深渊
大地  又一次铺满白骨

壬寅年星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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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还未开始
地中海已提前进入冬天
凶残的狼群围猎孱弱的羊群
我们何曾走出动物世界
所有的弱者都注定失去安全

哦 苍生依旧在沉睡
美好的梦随着春天结束
大地已经在震荡
岩石也将破裂
谁不在大地之上
谁的心中有星辰
谁可以不再犯罪
谁可以守住自由

我始终注视着人间
还有荒原
无尽的欲望席卷
这是井喷的季节
万物焚烧  万物凋零
然后是新的希望
自由将至  水和阳光将回来
希望你也在丰收的田野上看见

饥饿的族人走不出森林
一棵棵大树从他们心中长出
他们困在原地哭泣 无助
谁有勇气  将自己连根拔起
殷红的夕阳照着美丽的岛屿
血色染红小岛
它终将沉没
带着千万人的狂欢
战火焚烧着大地和海洋
巨大的海啸想要吞下烈焰
海边的渔村
已残破不堪

所有的呐喊都被涛声淹没
废墟之上弥漫着绝望
希望的星辰被黑云席卷
雷声彻夜长鸣
天亮时分
荒原上颗粒无收
你将啃噬泥土和树根
哦  有个诗人仍在呓语

死难者在寻找元凶
翻过高山和大海
那些漂泊的灵魂能找到谁
文明与野蛮的交锋
到了最后时刻
万兽在深夜长嚎
千年的帝王
脚踏碎裂的山河

遥远的帝国
高企的大厦
都曾被欲望之海吞没
苍生将再一次目睹
秩序的崩塌
有人高歌  有人悲鸣
有人寻觅最狭窄的缝隙出逃
是否还有信念  成为坚定的选择

洪流将随着北风袭来
秋天  撒旦们攀上山巅
它们有恒久的约定

——作者：望西 (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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