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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亿乐荣所尊敬的朋友们, 2022年不知不觉已
经流逝了半年, 经济已开始复苏, 学校的教学
和学习活动也恢复了正常, 在课堂上已经进
行了面对面授课。本月, 我们介绍受到各方
好评的总统大学, 这当然是通过精明的海利 
(Chairy) 教授从各方面重组大学校园。看到
总统大学继续朝着更令人自豪的方向发展, 大
学生高兴, 大学生的家长也高兴, 身为大学校
长的海利教授及其所有团队, 当然也有同感。

亿乐荣/EL JOHN的朋友们, 印尼旅游业的状
况开始趋向热闹, 这证明了去年五月开斋节期
间, 印尼所有旅游目的地人山人海, 酒店几乎
爆满, 仿佛是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的收获季节
似的, 这对所有投资者、经营者、旅游者和游
客而言, 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佳讯。另一方面我

们看到, 尽管情况有所改善, 但人们仍然好好
地遵守卫生规程, 结果呢？假期过去之后, 新
冠肺炎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妥善的控制, 旅行归
来的人们不再提心吊胆, 大家都安然归来, 但
愿这情况会继续保持下去。继续迈步前进, 一
同振兴印尼旅游业的发展。

本月, 华人社区还举行了独特而精彩的端午
节。端午节纪念活动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
华族世代传承的传统活动。这也激励了烹饪
专家们不断创新, 制作出更独特, 口味更丰富
的棕子, 让爱好者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它每
年也极大地促进经济轮子的转动。但愿这
样的活动不仅能保护我们文化的多样性, 还
能成为一种经济活动, 为广泛印尼人民带来
巨大的利益。

2022年6月的第65期, 《亿乐荣杂志》/EL 
JOHN Magz刊登了我们可以共同了解的中
国大姓之一。此外, 美食篇章还可以为我们
提供额外的知识, 让我们了解更多的美味佳
肴, 这一切只有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才有口
福, 因此我们也有关于中医的文章。这篇文
章解释中医师如何提供维生素, 让我们保持
健康的身体, 以及了解如何治愈各种疾病。

在印尼亿乐荣/EL JOHN Indonesia面世50周
年之际, 我们再次感谢亿乐荣/EL JOHN 的各
方支持者, 让我们能够坚存, 并继续工作到现
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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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佐科维总统于4月13日在中爪
省勿里碧 (Brebes) 县卡利岗萨 
(Kaligangsa) 大桥, 主持勿里
碧 - 直葛环形公路启用仪式。该
全长17.4公里的环形公路, 将为
爪哇北海岸地区及爪哇横贯高速
路提供完善的国家公路网结构。
　　
佐科维总统通过总统府秘书处YT
频道说：“上述环形公路整合了
爪哇北海岸及爪哇横贯高速路的
公路结构。众所周知, 在勿里碧
及直葛两市区的交通堵塞程度非
常严重。这两市区很久以前已出
现交通堵塞的现象, 尤其是在临
近解禁节及新年等假日更甚。”
　　
陪同总统主持勿里碧-直葛环形公
路的高官有公共工程与民居部长
巴苏基（Basuki Hadimuljono),

内 阁 秘 书 普 拉 莫 诺 · 阿 侬 
(Pramono Anung)、中爪省长

勿里碧-直葛环形公路正式通车
总统称整合了爪哇北海岸及横贯高速路结构

甘贾尔 (Ganjar Pranowo) 及勿
里碧县长伊特莎 (Idza Priyanti) 
等。
　　
如果勿里碧 - 直葛环形公路已
运作, 在爪哇北海岸的交通流势
估计将减少48%。此外, 也促使
直葛及勿里碧两地的交通流势
更通畅。
　　
佐科维说：“我们知道, 爪哇北
海岸路线是非常重要的路线, 为
促使佳节期间的返乡活动更顺
畅, 该环形公路将是返乡过节民
众的选择路线, 以期人们顺利及
更快抵达目的地。”
　　
根据公共工程与民居部的资料, 
勿里碧 - 直葛环形公路的双车道
宽度为7.5米及附有8座桥梁。其
中5座桥梁在勿里碧及3座桥梁在
直葛。如悉, 勿里碧 - 直葛环形
公路于2019年至2021年4月期
间建设的, 共耗资2240亿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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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随着政府准备把新冠病毒从大流
行病状态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状 
态 。 总统府办公厅 (KSP) 首席专
家亚伯拉罕·维罗托莫 (Abraham 
Wirotomo) 强调, 确定针对新冠
病毒大流行病的方案, 还要等待
开斋节假期结束后数周对疫情进
行观察研究后方可评估。我们希
望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再次出现
高峰。亚伯拉罕在周四（5/5）
的 KSP 新闻稿中如此称。

政府将准备好预测是否会出现高
峰。阿伯拉罕声称, 在过去的七
周里, 从今年3月24日到5月4日, 
新冠病例一直得到控制。这可见
于新冠病毒即时繁殖率一直保持
在“1”的水平。此外, 每天新增
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数也继续下
降。他解释说, 截至今年5月3日, 

每天新增病例107例, 死亡18人, 
还有6951例活跃病例。尽管一
些指标显示出疫情有所改善, 但

总统称新冠过渡期将持续六个月
不急于将大流行病状态降为地方性流行病

政府并不急于将大流行病的状况
降低为地方性流行病。
　　
亚伯拉罕接着说, 我们应该感谢
卫生工作者、国军和国警、以及
不断提醒我们注意卫生规则的工
作组。
　　
此前, 佐科维总统表示, 从新冠病
毒大流行到地方性流行病的过渡
期将持续六个月。稍后如果情况
允许, 大家在室外可以摘下口罩, 
但在室内仍须戴着口罩。佐科维
说, 目前新冠疫情的状况已经减
缓。因此, 允许解禁节返乡活动是
因为每天看到的病例数已经非常
少。国家元首强调, 即便活跃的新
冠病例已经低于2万例, 但过渡期
仍需格外谨慎, 佐科维强调说, 印
尼政府不想像一些国家急于实施
摘除口罩的政策, 因为我们曾经有
应对德尔塔（Delta）病毒和奥米
克戎 (Omicron) 病毒的经验。疫
情未结束, 防控莫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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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总统府办公厅 (KSP) 首席专家布莱
恩 (Brian Sriprahastuti) 周五 (5月6
日) 的总统府办公厅新闻稿中, 呼吁
公众不要对许多印尼儿童被怀疑感
染急性肝炎感到恐慌。她要求公众
保持冷静, 并采取措施防止感染。她
补充说, 我们可以通过洗手, 喝干净
的开水, 吃干净且完全煮熟的食物, 
将粪便和一次性尿布处理到位, 使
用自己的餐具, 戴口罩和保持距离
来做到这一点。她接着说, 政府通
过卫生部提高警惕, 并采取跨部门
流行病学调查 (监测), 以应对病因
不明的急性肝炎。这样做是为了
如果发现11岁以下的儿童有急性
肝炎的症状和体征时, 能够立即采
取行动。她认为, 应该对每一例急
性肝炎的病因进行调查, 甚至通过
完整的病毒小组检查。此外, 政府
还向卫生服务机构, 地方政府, 港口
卫生办公室 (KKP) 和利益相关者发
出通知, 为发现不明原因的急性肝炎

为应对不明原因的急性肝炎
专家呼吁采取跨部门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提供支持和早期警觉。
　　
众所周知, 不明原因的急性肝炎现
象在世卫组织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宣布为特殊事件后成为世界关注
的焦点。
　　
包括我国在内, 世卫组织从12个国
家收到了169例急性肝炎病例的报
告。印尼在过去的两周内 (即到2022
年4月30日), 有三名疑似患有急性肝
炎的儿童在Cipto Mangunkusumo医
院接受治疗时死亡。
　　
布莱恩称, 急性肝炎是突然发生并迅
速恶化的肝脏炎症。肝炎的常见症
状, 即腹痛, 黄疸, 腹泻, 呕吐, 尿液深
色, 大便苍白, 高烧或发热, 以及肝酶
水平升高。
　　
如果你发现孩子出现这种症状, 应立
即送到医院或医疗机构。因为如果

延误治疗, 就会出现肝功能衰竭和意
识不清。布莱恩说, 目前尚不清楚
急性肝炎的病因。她说, 实验室检
查的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甲型, 乙型, 
丙型, 丁型和戊型肝炎病毒, 这些病
毒通常会引起肝炎。
　　
据布莱恩说, 关于在几个 病 例 中 
发 现SARS-CoV-2或腺病毒的消息, 
这无法得到证实。到目前为止, 医
学界仍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以寻找
生物和化学原因。
　　
此前, 卫生部发言人茜蒂 (Siti Nadia 
Tarmizi)表示, 目前在雅加达以外地
区报告了大约三到四例疑似急性肝
炎传播病例, 该报告确定了儿童黄
疸的发生。不过, 茜蒂强调, 有关该
事件的所有报道仍待进一步核实。

Foto : Brian Sriprahast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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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为了加快新冠肺炎疫苗开发的技
术转让, Biotis Pharmaceuticals 
Indonesia（Biotis）公司与 Jakarta 
Biophramaceuticals Industry  (JBio) 
公司合作生产了3批或约 100 万剂 
智飞（Zifivax）疫苗。智飞疫苗是

中国安徽智飞龙康生物制药与重组
蛋白亚单位平台合作开发, 包括使
用Biotis公司的填充和完成设施。
　　
我国药物与食品监控机 构  (BPOM)  
主任本妮 (Penny K. Lukito) 对两家

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合作表示赞
赏。 这是因为JBio公司需要很长
时间来准备符合良好实验室规范
和良好生产规范标准的生产设施。 
同时, Biotis公司已获得BPOM的良
好生产规范或良好证书, 以支持红
白（Merah Putih）疫苗的开发。
　　
4月8日 (星期五), 有3批或100万剂
智飞疫苗准备生产, 但它们将通过稳
定性测试以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注册
数据。智飞疫苗是在我国生产的, 填
充和完成。
　　
众所周知, 全球的智飞疫苗已从
BPOM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但是, 我
国生产的散装智飞疫苗必须经过注
册阶段并完成数据。
　　
本妮解释说, 紧急使用授权的批准是
在进行了一系列临床前和临床试验
以评估安全性、免疫原性和有效性
之后。该紧急使用授权也是BPOM
与新冠疫苗特别评估国家委员会和
我国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一起经过深
入研究后发布的。

印尼已开始生产100 万剂智飞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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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西苏省马杰内县 (Majene) 副县长阿
里斯 (Aris Munandar) 于5月8日在
马杰内县表示, 佐科维总统快速工
作的作风对本县的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切已使
人们的流动性越加高效, 行程方面
也更加顺畅。
　　
阿里斯说, 地方政府能深深地感受到
佐科维总统的工作业绩, 马杰内县的
设施建设也不例外, 进展的特别快。
　　
他认为, 佐科维总统的多项快速政
策, 包括设施建设方面已准确到位, 
这可从有很多的老百姓已享用各种
基础设施得以证明出来。

佐科维总统对地区发展状况的关注

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佐科维总统, 经
常到全国各地进行工作访问或投入
现场进行考察, 可以说非常关注场地
状况发展的每一个要素。

佐科维积极推动地方发展
马杰内县副县长赞扬总统快速工作

佐科维总统的所作所为, 值得所有
领导人, 特别是地方首长学习榜样, 
这样才能更加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
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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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话题

印尼机动车协会 (IMI) 总主席庞邦 
(Bambang Soesatyo) 公布称, 该协
会授予佐科维总统“国家机动车之
父”荣誉称号。佐科维被认为支持
了印尼机动车事业的发展。
　　
兼任为人协议长的庞邦于4月10日
在书面声明称：“授予佐科维总统

荣誉称号是基于佐科维在曼达利卡
举办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 从而成
功激励了我国机动车界在全球的
立足动态。”
　　
庞邦表示, IMI方面在近期内为佐
科维印制及赠送 IMI 荣誉会员卡 
(KTA)。他宣布此事与IMI超级应

佐科维总统获
“国家机动车之父”荣誉称号

用程序GASPOL的预先发布会同时
进行。IMI于本周六 (4月16日) 在
雅加达JiExpo举办印尼国际混合燃
油摩托车表演。

佐科维总统还获得艺术方面的赞
赏, 即由艺术家诺曼·努阿尔达 
(Nyoman Nuarta) 制作的铜像。该
重量达3吨的铜像安置在曼达利卡
国家赛场入口处, 并将成为印尼旅
游业发展社区 (ITDC) 的地标。诺
曼称, 上述称为“速度”的雕像不
仅代表我国的赛场地区及机动车体
育活动进入新时代, 然而更显示出
的是一位领导人的个性和气质。如
悉, 上述雕像是由铜矿及黄铜的原
料制成的, 并在一个月内制成上述
体积为670厘米乘185厘米乘390
厘米的铜像。
　　
据了解,在雅加达中区马腰兰 
(Kemayoran) 国际展 览 馆 (JIExpo) 
举 办 的2022年印尼国际机动车
博览会 (IIMS) 于今年4月10日结
束。在这次博览会中, 大家可在该
场地浏览各种类型的汽车及摩托车, 
IIMS方面也准备了五花八门的汽车
保养产品如Kit品牌等。

Foto : Bambang Soesat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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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熱烈祝賀

萧肇炫萧肇炫 杨健昌杨健昌

同敬賀同敬賀

结婚誌喜结婚誌喜鍾飛燕女士鍾飛燕女士
周沅瑶先生周沅瑶先生 定泷君与定泷君与

林茹莉小姐  林茹莉小姐  

令长郎令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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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印尼

哈马黑拉岛
PULAU 
HALMAHERA

哈马黑拉 (Halmahera) 岛是马
鲁古群岛当中最大的岛, 其美
景不亚于北马鲁古省的其它岛
屿。在岛的北端, 面积约17,780
平方公里, 有非常美丽的珊瑚岩
和珊瑚礁以及各种海洋生物群, 
目前仍处于良好的状态。

这座岛分为东哈马黑拉县, 南哈
马黑拉县, 西哈马黑拉县, 北哈
马黑拉县和中哈马黑拉县五个
县, 这里有粗沙和细沙两种不同
类型的白沙滩。其位置非常适
合放松身心, 同时欣赏周围自然
美景, 并投入游泳或潜水等其它
活动。

此外, 哈马黑拉岛的海滩也是您
在沿着海岸线休闲漫步时, 欣赏
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和周边自
然风光的合适地点。

您也可以参观 Tobotobo 海洋公
园, 这是一处拥有海洋公园的地
方, 其自然美景非常完美。

在北哈马黑拉, 马鲁古海和哈马

黑拉海散布着近50座有人居住
和无人居住的小岛。这些小岛
都有独有的白沙美景, 还有各种
鱼类, 植物, 动物, 文化和二战时
期留下的历史遗迹。

在哈马黑拉岛上, 您会遇见To-
gutil部族, 这是一群以游牧方式
生活在森林中的人群。这部族
生活在Totodoku, Tukur-Tukur, 
Lolobata, Kobekulo和Buli森林
周 围 。 该 地 区 包 括 在 北 马 鲁
古省北哈马黑拉县的 Aketa-
jawe-Lolobata 国家公园地区。

Togutil 被定义为落后的部族, 因
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依赖森林。然
而,Togutil部族的人不想被称为
Togutil,因为它有负面的含义。

哈马黑拉岛北部是活火山活跃
之处。北马鲁古的非火山岛, 目
前在海洋过程的影响下发展, 尤
其是海积。位于哈马黑拉岛北
部的火山带, 与德纳德岛, 蒂多
雷岛, 马雷岛, 莫蒂岛和马基安
岛等其它岛屿的火山形成网络

的格局。

您在哈马黑拉岛上能找到的主
要旅游目的地, 当然是海滩和其
它小岛形式的旅游目的地。但
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在哈马黑拉
岛上找到其它旅游景点, 包括瀑
布景点, Toshimaru军舰残骸, 二
战时期的海港遗迹, 在索菲菲红
树林旅游公园的红树林, 以及北
马鲁古省哈马黑拉岛特色的美
食之旅。

Sumber Foto : 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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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达克的萨克桑食品
SAKSANG

萨克桑/Saksang 是巴达克风味食
品, 这食品非清真食品, 因为是由
猪肉和无角羊 (狗) 制成的。这食
品通常在巴达克人的传统活动中
上桌, 它是使用特殊香料混合烹制
而成, 其中一种香料是毛刺花椒/岩
椒 (andaliman), 使猪肉的滋味更加
鲜美可口。

萨克桑/Saksang 通常也写成
sangsang, 通常是用切成小块并用
香料调味的肉块烹制而成。此外, 
萨克桑/saksang也用动物的血液烹

制, 称为马尔果达 (margota), 而无血
的加工香料, 称为 na so margota。

用于制作萨克桑/Saksang的调味
料, 其中是jeruk purut (粗皮柠檬), 
月桂叶, 香菜, 洋葱, 大蒜, 辣椒, 胡
椒, 柠檬草, 生姜, 高良姜, 姜黄, 毛
刺花椒/岩椒。使用大量调味料是
为了让调味料渗入肉中, 使肉味鲜
美可口。此外, 丰富的调味料旨在
减少肉和血的腥味。

虽然萨克桑在巴达克族的各个分支

中广为人知, 然而萨克桑通常与传
统的多巴区域的巴达克部族的食
物相关。对于多巴区域的巴达克
人而言, 萨克桑食品是传统仪式中
必备的重要食物, 尤其是在传统婚
礼上。萨克桑与烤红薯叶, arsik和
捣碎的番薯叶一起上桌, 是最受欢
迎的巴达克美食, 通常在巴达克的
传统餐饮店  (Lapo) 供应。

由于它是用猪肉或无角羊肉以及血
液烹饪而成的食物, 所以这道萨克
桑食品是伊斯兰教义或其它忌食
猪肉, 无角羊肉和血液的宗教教义
中的非清真品。通常只在巴达克
传统婚礼中上桌, 由于萨克桑是强
制性必备菜单, 受邀的穆斯林客人
的自助餐和配菜, 与这类特殊的巴
达克菜肴有楚河汉界之分。

萨克桑偶尔也用牛肉, 水牛肉或鸡
肉制成清真食品, 当然不附加动物
的血水。在邀请各行各业的大型活
动中, 通常会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呈
现两类萨克桑, 让所有出席活动的
来宾, 都能享受到萨克桑的滋味。

如果您访问苏北省地区, 尤其是多
巴区域, 您能够轻易地找到备有萨
克桑食品的小吃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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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南梦柑桔和火龙果采摘旅游区
Agrowisata Petik Jeruk dan Naga Listrik, Banyuwangi

在外南梦县, 一系列农庄旅游开始成
长, 并且开发让游客参观该地区绰号为 
"爪哇的日出" (The Sunrise of Java) 另
选旅游项目。已发展的农庄旅游包括
柑桔和火龙果采摘旅游区 (Agrowisata 
Petik Jeruk dan Buah Naga Listrik), 在
外南梦北侧还有咖啡花农庄旅游区 
(Agrowisata Kembang Kopi), 分布在卡
利普罗 (Kalipuro) 镇的 Gombengsari
村, 此处人民的咖啡种植园占地850
多公顷。

在已开发的几个农庄旅游项目中, 位
于Temurejo村的柑桔和火龙果采摘
旅游区已成为柑桔区域或中心, 95%的
农业区是柑桔园, 其余的是火龙果种植
地。由于这里的柑橘种植园面积广阔, 
Temurejo村也被农业部当作国家柑桔
中心的试点项目。

在这柑桔和火龙果采摘旅游区, 农民
被引导参与让农庄旅游发展计划取得
成功, 对村庄和农民提供附加的经济价
值。为了支持农庄旅游区的发展, 管理

部门要求所有园主建造各种便利设施, 
特别是在种植园当中建造小屋或凉亭, 
作为游客歇息之处。

外南梦农林种植部的数据显示, 外南梦
的柑桔产量逐年持续增长。不仅因为
有丰富的农产品, 还因为越来越进步的

技术发展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力。
从开发柑桔采摘旅游区的成果来看, 一
些农民声称取得了相当大的益处。从
他们拥有的一公顷土地上, 每年可获得
数以亿盾的利润。

这里除了采摘柑桔, 还有采摘采用“电
气火龙果”技术栽培的火龙果。外南
梦国家电力公司用户服务执行单位是
该方案大规模开发的起点。火龙果电
气化技术促进了农民经济的发展, 因为
一年四季都有收成, 通过照明的一公顷
土地, 每年能生产约77吨火龙果。 随
着利用二极管灯照明火龙果种植园的
主意, 农民的创造力不断在增长中。从
种植火龙果而产生开发旅游目的地的
主意, 对游客有特殊的吸引力。

如果您打算参观柑桔和火龙果采摘
旅游区, 您不必为您将路过的通道而
操心。在这里, 经营者与几家旅行社
合作, 将 Temurejo村开辟为一揽子旅
游项目的一部分, 柑桔和火龙果农庄
旅游区与从红岛 (Pulau Merah) 到伊
真山 (Gunung Ijen) 的旅游目的地, 形
成为一揽子旅游项目, 反之亦然。因
此, 您只需根据需要, 购买一揽子旅游
项目, 稍后您将被护送到您想要去的
农庄旅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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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乐荣佳丽

卡蒂妮（Raden Ajeng Kartini Djojo 
Adhiningrat 或 R.A Kartini）夫人
的出现, 成了为印尼女性精神打气
的泵浦。因为卡蒂妮夫人是为印
尼女性在社会自由权力方面取得
平等的先驱。

卡蒂妮昔日的思维、反抗和奋斗的
精神, 给今天的女性留下了重大的
意义。因此, 1879 年4月 21 日卡
蒂妮的诞生日, 被定为卡蒂妮日。

由于她为争取女性社会自由权力
而奋斗, 女性十分赞赏卡蒂妮, 包
括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导下的小
姐。2021年印尼旅游小姐劳拉 
(Tisya Laura Dewi) 和2021年印尼

地球小姐优妮格 (Eunike Suwandi) 
对此表达了她们深切的谢意。

劳拉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印尼, 她始
终保持本身的东方文化, 并且像卡

印尼亿乐荣基金会辅导的小姐

邀请印尼妇女在工作中体现卡蒂尼精神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 - 21

亿乐荣佳丽

蒂妮那样勇于面对困难。对劳拉而
言, 卡蒂妮夫人是一个不放弃为女
性的社会自由权力而奋斗的人物。

劳拉在接受《亿乐荣杂志》报道
团队采访时说：“当未有卡蒂妮
夫人的时候, 女性总是相同于在厨
房、水井和床垫上工作的人。女性
只能呆在家里, 哪儿都去不了, 什么
也做不了。然而, 自从有了卡蒂妮
夫人, 她的奋斗, 她的热情, 让女性
终于能够自由地学习尽可能高的
知识, 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

劳拉继续说 :"在此我们可得出结
论, 如果没有卡蒂妮夫人, 我国会
成什么样子？所以对我国来说, 她
是非凡的人物。而对劳拉而言, 卡
蒂妮夫人是真正的女英雄, 她被人
们深深地缅怀, 她是非常出类拔萃
的人物。” 

劳拉呼吁印尼妇女将卡蒂妮日作为
前进的动力, 牢记卡蒂妮夫人的奋
斗, 并根据时代的要求继续奋斗。

当今时代不像殖民时代那样必须
为争取独立而战, 当下是必须适应
技术的时代。因此, 即使在现代, 不
应该抛弃卡蒂妮卡夫人的价值观, 
必须必须灌输和贯彻, 让印尼女性
成为伟大而坚强的女性。

这位于2000年3月13日出生在苏
西省的佳丽说：“让我们一同尊重
她, 让我们赞赏她, 我们牢记卡蒂妮
夫人的奋斗, 像卡蒂妮夫人一样做
个温柔而坚强的女性, 意志坚如磐

石。能独立做任何事的女人。并
且不断吸收尽可能高的知识, 为我
们的子女做个有智慧的母亲。”

2021年印尼地球小姐优妮格 
(Eunike Suwandi) 也传达同样的
信息。这位身高170厘米的佳丽
将卡蒂妮夫人评为真正的印尼女
性, 孜孜不倦地为妇女的社会自由
权力而奋斗, 但她的态度总是面露
微笑, 待人彬彬有礼。

卡蒂妮夫人的个性和不屈不挠的
精神, 不仅是给每位印尼女性看, 而
且必须加以实践, 因为随著时代的
发展, 面临的挑战就不止于此了。
因此, 优妮格呼吁印尼女性仿效卡
蒂妮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优妮格说；“如果昔日没有她的
话, 也许我们现在就像粘土一样, 被
男人随意塑造形状。因为在卡蒂妮
夫人出现之前, 在争取女性社会自
由权力的过程中, 我们女性只想当
被人牵动的傀儡, 只能做非常有限
的动作。因此, 卡蒂妮夫人为妇女
的社会自由权力做出的奋斗, 做得
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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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家人并非2019年印度尼西亚
地球小姐辛蒂雅 (Cinthia Kusuma 
Rani) 在斋戒月期间履行斋戒义务
的障碍。这位于1997年11月4日出
生在西加里曼丹省道房 (Ketapang) 
市的美女, 可通过视频通话来抒发
对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思亲之情。

辛蒂雅在劳拉 (2021年印度尼西
亚旅游公主) 和优妮格 (Eunike 
Suwandi, 2021年印度尼西亚地
球小姐）主持的亿乐荣电视节目
『拉玛丹的魅力』发言说：“我
正在通过视频跟我母亲通话, 因为
我独自一人呆了很长的时间, 我住
的宿舍很静。所以, 最好与家人进
行视频通话, 有时也与朋友进行视

频通话, 偶尔也跟我的聊天室群体
进行视频通话。”

除了利用视频通话, 辛蒂雅还喜
欢到住在雅加达的哥哥那儿共进

《亿乐荣杂志》专栏论红人
2019年印尼地球小姐辛蒂雅远离家人, 在外地履行斋戒义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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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晚餐。她不仅有个哥哥, 还
有一个姨妈也久居雅加达, 辛蒂雅
在周末放假时, 通常到哥哥和阿姨
的家去。

这位毕业于班渣西拉大学沟通系
毕业的女郎说 : "比如说在假日或
周末, 我通常到我哥哥家去。我哥
哥也住在雅加达, 所以我们能够一
起到外地出游, 或在周末到我姨妈
家去。”

辛蒂雅在工作日 (周一至周五) 总
是做些与斋戒月相关的事, 例如
准备开斋饭或凌晨餐。通常辛蒂
雅最常做的事是准备凌晨餐, 因
为在开斋时分, 辛蒂雅仍然忙得
不可开交。

在斋戒月期间, 辛蒂雅从不放松工
作节奏, 不过辛蒂雅必须加大自己
的耐心, 因为工作的动态有时起起
伏伏。辛蒂雅这么做是为了不至于
取消履行斋戒的义务, 虽然不是在
斋戒月, 但辛蒂雅在工作时始终保
持耐心。

辛蒂雅说：“我面临的挑战是压
抑激动的情绪, 因为在工作时, 偶
尔会遇到个性格格不入的人, 有时
会出现不和谐的气氛。因此, 第一
个挑战是, 在发生此类事情的时候, 
尽量保持心平气和。”

她补充说：“第二个挑战是我在
户外当主播时, 中午12时的气温
的确很热, 在户外当主播感到口渴, 
喉咙冒火, 因为整天都在说话。更
不用说拍摄视频, 一旦有差错, 就必
须重复拍摄, 我们也必须耐心对待
不惯说话或不惯在镜头前亮相的消
息来源者。”

尽管离开家属很远, 辛蒂雅觉得今
年的斋戒月比两年前的斋戒月更
有活力, 更热闹, 当时的新冠肺炎
病例不断激增。辛蒂雅希望大流
行能够告终, 让明年斋戒月的喜悦
气氛, 能够恢复到大流行之前斋戒
月的喜悦气氛。

辛蒂雅说：“今年对斋戒月的印像
与往年不同, 因为今年更拥挤, 卖开

斋食品的人也比往年多, 所以气氛
更加不同了。”

在这节目里, 辛蒂雅有机会向斋
戒月期间履行斋戒义务的人们分
享她如何保持充沛的秘诀, 也就
是在斋戒月期间睡眠充足。如果
你要早起, 那么你就必须早睡, 以
免太迟起床。

辛蒂雅说："所以在我看来, 在凌
晨餐时分, 必须有足够的歇习, 要
比平日早睡, 因为我们必须起床
吃凌晨餐。所以睡眠充足非常有
助, 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 通常会
觉得很困。所以要保证充足的睡
眠和摄取理想的餐饮。" 

辛蒂雅继续说："然后吃有营养的
食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吃凌晨
餐只注意吃饱填腹, 不注意所含的
营养。因此, 在开斋节的凌晨餐加
些油和水, 吃些水果, 这样就能帮助
我们在日常的活动中有更健康的身
体。"  (s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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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斋节是世界各地穆斯林的重要
节日, 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何
况在开斋节期间必须经过一番奋
斗, 因为必须克制自己在纯洁的斋
戒月为期30天的言行和欲望。因
此, 开斋节庆祝活动, 是以与最亲近
的人共渡欢乐的气氛。

这就是2021年印尼旅游小姐劳拉 
(Tisya Laura Dewi) 的亲身体验。
这位美丽女郎于 2000年3月13日
出生在苏西省, 她让今年的开斋节
成为加强与家人团聚的动力。这
是劳拉最怀念的时刻, 因为她可以
与家人聚首一堂。然而, 今年劳拉
和她父母在勿加西渡开斋节, 不久
前劳拉和她的父母已回到巴东, 因

为接到祖母西归的噩耗。

为了不失去与巴东大家庭在开斋
节见面团聚, 劳拉和父母进行视
频聚会。这样的联系方式, 抒发
了劳拉在开斋节期间与在巴东的
大家庭的怀念之情。

劳拉在接受旅游俱乐部报道团队
的采访时说：“特别的事当然是
团圆啦, 我们哪里能够像往日一
样？懒得早起, 真的很懒, 因为我
们累了, 但是在开斋节, 我们会很
兴奋地早起, 直接去清真寺做开斋
节祈祷。这是个美好的时刻, 祈祷
过后再与家人团聚, 大家互相宽恕
平日之过, 继续吃lontong饭棕, 那

就是开斋节的特殊意义。”

在开斋节期间, 除了与家人聚首一
堂, 劳拉最难忘的时刻, 就是互相宽
恕。就在此刻, 劳拉向父母道歉时
禁不住泪流面颊。据劳拉说, 那是
最难忘的时刻, 因为在道歉时, 劳拉 
的父母对孩子给予最佳的祝福。

这位巴东国立大学高材生说：“
开斋节的首个含义, 当然是道歉, 
因为除了互相宽恕, 再也没有什么
比宽恕更好的表达；第二个含义, 
我们觉得开斋节是胜利之日, 因为
我们成功地克服了30天的欲望和
激情。如果在斋戒月能履行完整
的斋戒, 没取消斋戒, 这斋戒真的

亿乐荣专栏论红人
2021 年印尼旅游小姐劳拉将回历1443 H年开斋节作为加强团结的动力

Photo : Deon Angk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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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很成功, 那么在开斋节当天, 
将会真正感受到胜利的意义。”

劳拉没忘的另一件事, 是于开斋节
和家人团聚吃棕。苏西省, lontong
饭棕是跟 cubadak咖喱搭配。在
米南语中, Cubadak是未成熟的菠
萝蜜。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理解, 
Cubadak咖喱是来自嫩的菠萝蜜。
即便如此, 米南本身的cubadak咖
喱, 也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这类咖喱都是用嫩菠萝
蜜做的, 但在Kapau地区就不同了, 
Cubadak咖喱不仅含有嫩菠萝蜜, 
在咖喱里还混合了长豆, 竹笋片
和卷心菜。

此外, Cubadak咖喱也可以搭配
ketupat 饭棕, balado, 煮鸡蛋, 以
及具有米南特色的粉红色kerupuk
脆饼。劳拉说：“我最喜欢吃的
Cubadak咖哩, 是我妈从祖先世代

传承的做法, 搭配米棕大快朵颐, 加
上巴东牛肉, 那就更加好吃了。”
劳拉说, 欢聚一堂不仅在开斋节
的首日, 甚至还持续下去。因此, 
在开斋节的气氛中仍能感受到欢
聚一堂的气氛, 劳拉就利用机会
去旅游。旅游活动是劳拉最喜欢
的活动之一, 因为在旅行时, 劳拉
能在她访问的目的地进行促销活
动, 尤其是现在劳拉被评为2021
年印尼旅游小姐的称号已成为她
的职责, 帮助政府向国际社会推
介印尼的旅游目的地

至于在开斋节氛围的旅行, 劳拉选
择的是适合家庭的旅行, 路途无需
很远。对劳拉来说最重要的是, 选
择的旅游目的地能够提供舒适和
难忘的回忆。

劳拉说：“所以说是一个大家庭
去游览, 路途不很远, 但至少与家人
一起去, 例如到武吉丁宜、巨钟、
然后到曼德 (Mande) 海滩、或到
离城市稍远的地方, 不过无需搭乘
飞机, 一同乘车去旅游。然后住
在渡假村或旅馆和其它地方。”

在这场合中, 劳拉呼吁公众利用开
斋节假期旅行, 但要注意遵守卫生
规程。根据劳拉的说法, 在开斋节
期间旅行能帮助旅游业的振兴。
劳拉说：“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好
的机会, 痛痛快快地游览一顿。
两年来我们不能去任何地方, 我
们克制着自己不去旅行, 现在是
时候政府为我们敞开旅行大门。
但是可别忘了, 即使政府准许了, 
即使已接种了疫苗, 新冠肺炎大
流行和病毒, 仍然虎视眈眈, 挥之
难去。 所以敬请各位始终遵守卫
生规程。”(si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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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2年创办以来, 总
统大学（Presuniv）继
续展现它是本国大学生

和许多国家的大学生最受欢迎
的大学。总统大学甚至是唯一
一所外国留学生最多的私立大
学。

2022年, 总统大学已经创办了
20周年, 在它20年一路风风雨
雨的旅程中, 这所获得A级（优
越）认证的大学已经拥有7,000
名大学生, 有来自本国的大学生, 
也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大学生。

总统大学位于西爪省勿加
西市芝卡朗巴鲁（Cikarang 
Baru）果达查巴贝卡（Kota 
Jababeka）地区, 这所大学设有
四个学系, 分别是商业学系、计
算机学系、工程学系和人文学
系。在四个学系中有19项学习
课程和两项硕士课程可供未来
的大学生选择。

商业学系的学习课程包括会计
科目、精算科目、工商管理科
目、管理科目、技术管理硕士
学位。

海 利 教 授
将 提 高 总 统 大 学 在 世 界 上 的 竞 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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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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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学系有信息系统科目、
信息技术科目、视觉传达设计科
目和信息技术硕士学位等等科目。

技术学系包含土木工程科目、电
气工程科目、环境技术科目、工
业技术科目和机械技术科目, 最后
是人文学系, 其中包括通讯科目、
国际关系科目、法律科目和小学
师范学习科目。

欲达致的方案

目前, 总统大学正在争取国际的认
证。该认证注重于通过评估学习
方案达致的成绩来实现毕业生能力
的标准化。其成绩是由认可机构确
定, 通常得到各种专业协会、技术/
科学协会、行业协会等等的支持。

国际的认同是总统大学校长海利 
(Prof. Dr. Ir. Chairy, S.E., M.M) 教授-
博士-工程师-经济学士-管理硕士公

布的短期方案之一。海利教授在接
受《亿乐荣杂志》/EL JOHN Magz
采访团队时说道：“获得优越级/A
级认证之后, 未来总统大学需要获
得国际的认同。例如, 目前的商学
科目正在处于商学院和科目认证
委员会认同的过程中, 其它学习科

目亦然, 尤其是那些目前获得优越
级/A级认证的科目。”

此外, 另一个短期计划是将总统大
学的研究集群, 从主集群提高到自
立集群。现在总统大学正在准备
朝向自立集群的步骤。

封面人物 

President University

Presiden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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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利教授准备的下一个短期计划, 
是让总统大学成为有意在印尼接
受高等教育的外国大学生的主要
选择。

海利教授说：“总统大学也希望
继续成为将在印尼学习的外国大
学生的首选大学。来日, 我们将继
续争取更多的外国大学生在总统
大学留学深造, 包括各国大学生的
数量也将继续增加。”

随着在总统大学学习的大学生人数
越来越多, 尤其是外国大学生, 当然
会有能容纳和向大学生提供舒适和
安全感的校园扩展。校园扩展是海
利教授根据总统大学教育基金会的
指示发起的一项长期方案。

海利教授说：“校园的扩展是根据
基金会的方向走, 按照长期计划, 下
一个大学校园将以某个概念在丹绒
乐松（Tanjung Lesung）和其它城
市或地区创办。按照长期计划, 总
统大学还希望成为素质与国外各
知名大学旗鼓相当的大学校园。”

学习方法

总统大学是印尼为数不多但是具有
国际水平的素质、独特而且具有特
色的学习方式的大学之一。大学使
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

海利教授说, 英语不仅使用在教学
课程, 也使用在大学生们的活动当
中。他介绍说, 掌握国际语言英语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能够支持大
学生们学习、寻找工作或经营企
业的活动。

海利教授解释说：“在印尼为数不

多而充分使用英语教学的大学当中, 
总统大学便是其中之一。因此, 总
统大学毕业生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易于获得工作或获得奖学金, 尤其
是出国深造。同样的, 如果总统大
学毕业生选择以企业家作为职业
生涯, 他们更容易与国外的合作伙
伴开展商业活动, 或在国外开展业
务, 因为他们掌握精通的英语。”
海利教授同时也说, 使用英语交流
也是提高总统大学在世界级大学
的竞争力的其中一个因素。

总统大学一直以来鼓励大学生相
互进行交流。不仅在讲课期间进
行互动, 而且还可以在课堂外进行
互动。为了让大学生之间进行良好
的互动, 总统大学也提供宿舍, 从而
塑造良好和卓越的品格。

海利教授说：“总统大学向大学一
年级学生提供宿舍, 住在宿舍里, 来
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大学生能够在
课余时间进行良好的互动。除了缔
结良好的人脉网络外, 在宿舍里共
处也塑造优良的品格。”

封面人物 

President University gelar kegiatan Outdoor Learning ditengah pandemi

President University gelar kegiatan Outdoor Learning ditengah pand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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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学支持外交部长纳迪恩 
(Nadiem Makarim) 于2020年初
提出在自立大学校园自立学习的
方案, 这方案里的其中一门学习
课程, 是加强工作的实践或实习。

海利教授透露, 在自立大学校园推
出自立学习方案之前, 总统大学要
求大学生们进行实习。大学校园
地处工业区是总统大学的先天优
势, 因为可以跟许多工厂合作, 优
化大学生们的实习课程。

海利教授说：“总统大学的优势
之一, 是位于拥有2,000多家工厂
的果达查巴贝卡 (Kota Jababeka) 
工业区。通过与各机构的合作, 总
统大学将工厂的设施用作其它大学
难以拥有的实验室。因此, 当大学
生们结业时已经有了工作经验, 许
多大学生随后被他们到访实习的公

司招聘。”

他继续说：“总统大学的课程每两
年更新一次, 以快步跟上全球非常
动态的发展。此外, 总统大学毕业

生具备的特殊点或独特点, 如『总
统大学七大旗』所述的情绪智力, 
综合求生经验, 数字素养, 事业筹
备, 编码和大数据, 统计, 心理学和
设计思考。”

支持在自立大学校园自立学习方案

Jababeka Golf Country Club

Foto : Nadiem Makarim, Rujukan Program Merdeka Belajar Kampus Merd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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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的素质是栽培高素质大学生的
要素之一。因此, 总统大学在招聘
教职人员时制定了师质标准。大
部分讲师是在国外大学获得博士
学位的博士毕业生。

他们不仅来自学术界, 还有总统大
学从业者担任讲师, 因为总统大学
地处果达查巴贝卡工业区, 因此能
够取得来自实际从业界的讲师。

海利教授说：“当然, 这种情况对
大学生们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好处, 
他们直接从经验丰富兼从业者的
讲师那儿获得知识。总统大学的
讲师还根据适用的规定, 以平衡
的方式实施高等教育三法。除授
课外, 讲师还积极进行研究, 在国
际知名期刊发表他们进行的研究
和发表作品, 而且进行社区服务
活动。我们鼓励讲师积极关注他
们的职能水平。”

有关在疫情期间的学习, 总统大学
采用类似其它大学的混合学习方
式, 即根据文教部规定, 进行线下
和线上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应该感到庆幸的是, 新冠肺炎病例
持续保持稳定, 这离不开政府在克
服长期流行病的认真态度。在这情
况下, 总统大学已经为下学期的开
课安排了全面的面授教学课程。该
面授教学课程得到已经接种完整疫
苗的大学生和讲师的支持, 包括接
种疫苗加强剂。

Kawasan industri Kota Jababeka 

Swiming 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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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等学府的总统大学被要求支持和协助政府的各
种方案。自从2002年创办以来, 总统大学就已实现了
协助政府的方案。例如, 在社会和文化领域, 总统大学
向大学生们提供国民教育、音乐和传统艺术。

海利教授表示, 该学识很重要, 因为在国外交换大学生
的同时, 总统大学的大学生已准备好向国
际社会推介和弘扬印尼文化。

同样的, 在总统大学学习的外国大学生, 
也能够了解我国的艺术和文化, 包括印
尼的旅游目的地。总统大学的许多大
学生也积极参加与印尼艺术和文化相
关的各种竞赛, 这对印尼旅游业间接地
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至于经济领域, 总统大学向来一直积极
参与, 包括焦点小组讨论或研讨会/网
络研讨会。讨论的材料是社会上的各
种经济问题。

海利教授解释说：“例如不久前总统大学的的100
多名讲师在网上积极讨论（因为他们仍在关注卫生
规程）『对能复原的印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话
题。其内容是针对决策者或针对政府提出建议, 让印
尼能在大流行结束后迅速增长, 变得强大。”

协助政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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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学旅程中的总统大学已经与政府
机构、私营企业、大学校园等其它各方
进行诸多合作。直今还进行合作, 并且
对任何拥有相同目标的人士开放, 让本
国民族具有智慧。

不光是在国内开展合作, 在国外也开展
合作, 尤其是与世界知名大学开展合作。 

海利教授解释说：“总统大学与国外
50多所知名大学缔结了合作关系。总
统大学还与印尼各地地方政府（省、市
和县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印
尼各地区从当地派遣子女到总统大学学
习。因此, 总统大学很好地履行了大学
和政府的职能之一, 也就是打造有智慧
的民族。”

在采访的落幕部份, 海利教授希望总统
大学能按照创办人的愿景, 继续迈步前
进和发展。他总结说：“我们发展的
重点不是数量, 而是质量。” 

加强合作

Prof. Chairy tanda tangan kerja sama dengan Bupati Kabupaten Bekasi

Ucapan selamat dari Ketua YPUP Prof Budi Susilo Soepandji 

pada acara pelantikan Rektor President University 11 Feb 2022

Sambutan Prof. Chairy pada acara Dies Natalis Presuniv ke 20

di President Lounge 26 Apri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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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计划将公共天然气消费从液
化石油气 (Elpiji) 替换为二甲醚 
Dimethyl Ether (DME)。 根据能
源和矿产资源部长 (ESDM) Arifin 
Tasrif 的说法, 将从使用 LPG 转变
为二甲醚 Dimethyl Ether (DME)形
式的下游煤炭产品。 Arifin 的目标
是在 2035 年将消费从 LPG 替换
为 DME。

同时,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煤炭业务
发展总监 Sujatmiko 表示, 由于对 
LPG 的需求不断增加, 因此进行了
煤气化生产 DME。 目前, 国内液
化石油气消费量的 75% 至 78% 
仍然是进口的。 DME形式的煤炭

下游产品可以替代LPG, 甲醇可以
替代化工原料。

什么是二甲醚 Dimethyl Ether 
(DME)？ DME 是从低热量煤加
工或以这种方式加工的结果。 
Dimethyl Ether (DME) 具有类似
于 LPG 的特性, 但产生的热量略
低于 LPG。 该项目的目的是减少
对进口液化石油气的依赖。 全国
LPG消费的总量约70%是进口的。

煤炭气化方案或二甲醚可以增加
煤炭的附加值。 将煤产品转化为
气体或二甲醚是将煤转化为气体
产品的过程。 实际上, 煤气化过程

不仅生产二甲醚, 还生产化学工业
的其他燃料和原材料。 能源矿产
部（ESDM）官网描述, 二甲醚的特
性与液化石油气成分有相似之处。 
二甲醚由丙烷和丁烷组成, 因此二
甲醚可按液化石油气进行处理。

二甲醚源

DME 有多种来源, 包括化石燃料和
可再生能源。 DME 是一种透明、
无色、环保、无毒的化合物。 此
外, 据称二甲醚不会破坏臭氧, 不
会产生颗粒物 (PM) 和 NOx, 不含
硫, 具有蓝色火焰。
DME 在 60/600 F 和 250 C 和 1 

什么是二甲醚 (DME) 来替代液化石油气？

PT Pertamina 展出的二甲醚 Dimethyl Ether (DME)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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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 的室温条件下具有 0.74 的比重, 其以蒸汽形式的
稳定化合物的形式具有 120 psig (8.16 atm) 的饱和
蒸气压。 DME 与 LPG 的能量当量范围为 1.58-1.76, 
DME 的热值为 30.5 MJ/kg, LPG 的热值为 50.56 
MJ/kg。

最初, 二甲醚被用作溶剂、气溶胶推进剂和制冷剂。 
然而, 现在它被广泛用作车辆、家庭和发电机的燃料。 
在试验中, LPG 炉的效率在 53.75% 到 59.13% 之间, 
DME 炉的效率在 64.7% 到 68.9% 左右。

DME 发展路线图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编制了煤炭开发
利用路线图。 到 2045 年, 通过应用环保技术（清洁
煤技术）优化国内煤炭的使用。

煤炭开发利用路线图中设计的八个方案之一, 即煤气

化生产二甲醚。 由于对液化石油气的需求不断增加, 
因此进行煤气化生产二甲醚。

目前, 国内液化石油气消费量的 75% 至 78% 仍由进
口满足。 DME形式的煤炭下游产品可以替代LPG, 甲
醇可以替代化工原料。

写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官方网站上, 煤制二甲醚项
目由 PT Bukit Asam 与 PT Pertamia 和 Air Product 
在南苏门答腊的 Tanjung Enim 进行合作。 投入的投
资相当大, 价值21亿美元或相当于30万亿盾。

根据规划, 煤气化项目年耗煤600万吨, 二甲醚生产目
标140万吨/年, 减少LPG进口100万吨/年。

经 济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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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其他燃料和原料。

2 二甲醚的特性
 二甲醚是一种透明、无色、环

保、无毒的化合物。 该化合物
与 LPG 成分有相似之处。 但
是, 二甲醚产生的热量略低于
液化石油气。 DME 由丙烷和
丁烷组成, 因此可以像液化石油
气一样进行处理。 另请阅读：
购买Pertamina的BBM和LPG时
可以订购交货, 查看城市配送的
方法和清单。

3.  二甲醚的来源 
 二甲醚有多种来源, 包括化石

燃料和可再生能源。 DME 声
称不会破坏臭氧, 不产生颗粒
物 (PM) 和 NOx, 不含硫, 并具
有蓝色火焰。 DME与LPG的能
量当量为1.58-1.76, 热值或热
量为30.5 MJ/kg。

4.  DME 的用途
  最初, DME 被用作溶剂、气溶

胶推进剂和制冷剂。 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 二甲醚已被广泛用

作车辆燃料、家用和发电机。 
印度尼西亚的二甲醚也有望替
代已用于日常需求的液化石油
气。

5.  DME 效率 
 在进行的实验中, LPG 炉的效

率在 53.75% 至 59.13% 之
间, DME 炉的效率约为 64.7% 
至 68.9%。 还有, 煤制二甲醚
项目由 PT Bukit Asam 与 PT 
Pertamina 和 Air Conduct 在
南苏门答腊的 Tanjung Enim 
合作实施。 按计划, 煤气化项
目年耗煤600万吨, 二甲醚生
产目标140万吨/年。

6.  DME 发售Kontan 的价格, 目前
DME 销售的确切价格尚未确定, 
其确定需要考虑各方的需求和
利益。 二甲醚的生产成本由三
个成本构成, 即供煤成本、加工
成本（气化）和运输成本。 但
有人表示, 二甲醚价格的上限不
应超过目前的液化石油气价格, 
但也不应过低。

关于二甲醚替代液化石油气、效
率和价格的 6 个事实

政府正在推动一项用二甲醚 (DME) 
替代液化石油气 (LPG) 的计划。 
将 LPG 或 LPG 气体消耗替换为 
DME 的目标是在 2035 年进行。

以下是有关 DME 的事实：

1. 二甲醚是煤炭加工的产物 
 什么是二甲醚？ 二甲醚是加工

或加工低热量煤的结果。 煤炭
气化方案或二甲醚, 可以增加煤
炭的附加值。 事实上, 煤气化过
程不仅生产二甲醚, 还生产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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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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1日下午14:00时，印
尼华裔总会（INTI）与印尼国籍协
会(IKI)基金会,在雅加达苏迪曼将军
街Wisma BNI 46 大厦50层楼会议
厅举行签署合作协协议书。

INTI总主席 黄德新与IKI基金会
第一主席杨庆顺代表主席李卡
（Ricard Bagun）共同签署。签
署活动在线上线下进行。

印尼国籍协会（IKI）基金会和印
尼华裔总会是两个关注并致力于
解决公民国籍问题和履行居留证
件的机构。

通过各机构管理的项目，这两个
机构决心增加参与协助社区实现
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权利和人
口问题，从而实现所有公民平等
的希望。

印尼华裔总会与印尼国籍协会基金会
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

签署后合影：李海源、谢华安、李龙羽、杨庆顺、黄德新、李义福、萨伊福拉合影

杨庆顺致词黄德新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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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地观察中，仍然发现仍有一些
属于行政弱势群体的居民，由于各
种原因，尤其是华裔，在取得居留
证件方面面临障碍。为确认和维护
这一承诺，IKI 基金会和INTI通过
签署合作实现平等的谅解备忘录启
动了项目合作。

IKI基金会创办人李龙羽(Osbert 
Lyman)、谢华安，萨 依 福 拉 
（Saifullah Mashum）、李海
源、INTI秘书长叶展德、雅加达
INTI主席李义福等出席见证。

黄德新表示，INTI 和IKI 基金是两
个关心并致力于解决公民问题和履
行居留证件的机构。

他说，“希望通过此次合作的签

署，我们将相互加强，并保持我
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平等的承诺，
这将是潘佐西拉（Pancasila）第
五条原则即为印尼人民争取社会
平等正义。”

杨庆顺表示，两个社会组织的合
作将大大加强和扩大联合工作，
特别是在援助没有得到适当服务以
实现其公民权利的国家公民方面。

 他说，“迄今为止，IKI 一直致力
于帮助在获得和民事登记文件方面
遇到障碍的印尼公民，这是实现公
民权利的关键。”

据知，实现公民平等的理念具有
强大的宪法基础，并得到多项法
规的支持，包括关于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公民身份的第 12/ 2006 
号法律、关于人口管理和法律的
第 23/2006 号法律关于消除种
族歧视和族裔的第40/2008号。

法律颁布后，政府对公民身份和人
口事务作出了安排，社会各界认为
他们作为公民具有法律确定性。

颁布了多项政策，使公众更容易
获得其宪法权利，包括以出生证
明、身份证和家庭卡为证明的公
民文件。

目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大多数
居民已经拥有一份居民文件，该文
件记录在人口管理总局的人口管理
信息系统（SIAK）中。 

明光报道/摄影

黄德新赠书予李海源

黄德新赠会徽章牌与杨庆顺

黄德德新赠书予谢华安

黄德新赠书予李龙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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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地观察中，仍然发现仍有一些
属于行政弱势群体的居民，由于各
种原因，尤其是华裔，在取得居留
证件方面面临障碍。为确认和维护
这一承诺，IKI 基金会和INTI通过
签署合作实现平等的谅解备忘录启
动了项目合作。

IKI基金会创办人李龙羽(Osbert 
Lyman)、谢华安，萨 依 福 拉 
（Saifullah Mashum）、李海
源、INTI秘书长叶展德、雅加达
INTI主席李义福等出席见证。

黄德新表示，INTI 和IKI 基金是两
个关心并致力于解决公民问题和履
行居留证件的机构。

他说，“希望通过此次合作的签
署，我们将相互加强，并保持我
们共同致力于实现平等的承诺，
这将是潘佐西拉（Pancasila）第
五条原则即为印尼人民争取社会

平等正义。”

杨庆顺表示，两个社会组织的合作
将大大加强和扩大联合工作，特别
是在援助没有得到适当服务以实现
其公民权利的国家公民方面。

 

他说，“迄今为止，IKI 一直致力
于帮助在获得和民事登记文件方面
遇到障碍的印尼公民，这是实现公
民权利的关键。”

据知，实现公民平等的理念具有
强大的宪法基础，并得到多项法
规的支持，包括关于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公民身份的第 12/ 2006 
号法律、关于人口管理和法律的
第 23/2006 号法律关于消除种
族歧视和族裔的第40/2008号。

法律颁布后，政府对公民身份和人
口事务作出了安排，社会各界认为
他们作为公民具有法律确定性。

颁布了多项政策，使公众更容易
获得其宪法权利，包括以出生证
明、身份证和家庭卡为证明的公
民文件。

目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大多数
居民已经拥有一份居民文件，该文
件记录在人口管理总局的人口管理
信息系统（SIAK）中。 

明光报道/摄影

华 社 活 动

印尼华裔总会与东岳太极拳协会
及黄氏江夏堂宗亲会

在PIK 潘佐兰广场举行太极操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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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0日, 由中国驻印尼使馆
和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
国际中文日”庆祝活动在阿拉扎大学
举行。中国驻印尼大使陆慷、文化参

赞周斌、阿拉扎大学校长亚塞普赛福
鼎、西亚斯大学校长法斯理、阿拉扎
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牛海涛、印尼
方院长菲力等出席。

陆慷大使高度评价印尼中文教学工作
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向所有致力于中文
和中国文化推广的各界朋友表示崇高
敬意和诚挚感谢。陆大使表示, 中文
已成为联系中印尼友好感情、促进两
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桥梁。希望越来越
多印尼朋友喜爱中文、学习中文, 借
助中文深入了解中国。
　　
亚塞普赛福鼎校长表示, 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以来已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不仅协助阿拉扎大学提高
汉语教学质量, 还把汉语教学推广到
印尼各个地区。
　　
活动中, 阿拉扎大学的学生们表演了
大合唱、太极拳、古筝、京剧和现代
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节目。学生们的
表演精彩纷呈, 现场气氛活跃, 观众掌
声不断。
　　
活动结束以后, 陆慷大使参观了阿拉扎
大学中国图书馆和孔子学院, 详细了解
其运行状况。最后, 陆慷大使对孔子学
院长期以来积极开展汉语教学、举办
各类中华文化活动等做出的努力和取
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祝愿阿拉扎大学
孔子学院越办越好。

中国驻印尼使馆
举办庆“国际中文日”活动

陆慷大使（右)接受亚塞普赛福鼎校长赠书

前排左起：蔡昌杰、法斯里、陆慷大使、亚塞普赛福鼎校长、周斌参赞、Murni Jama等和大学校方及孔子学院领导等合影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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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晤后合影

印华百家姓协会（PSMTI）中央理
事会代表团一行在总主席陈荣光
（Wilianto Tanta）率领下, 于2022 
年 4 月 20 日（周三）访问了位于
雅加达Palmerah区 Kompas 大楼的
罗盘报媒体集团 (Kompas Gramedia 
/ KG)  办公室。代表团还有协会秘
书长 Raymond Ardan Arfandy, 总

财政 Husin Widjajakusuma, 萧肇炫 
(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 Ariella 
Hana Sinjaya, Karya Elly, Dharmawan 
Sumarta Tjia 和 Eric Fernando 陪同
出席。

陈荣光一行受到Kompas Gramedia 
(KG) 集团领导层, 有首席执行官Lilik 

Oetama, Kompas电视总裁rikard 
Bagun, Kompas 日报副总编辑Tri 
Agung Kristanto和Kompas 日报高
级记者Andreas Martoyo 的欢迎, 双
方进行了友好会晤。
 
陈荣光对得到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他
称, 这次访问旨在缔结友谊、加强合
作。在介绍印华百家姓协会时陈荣光
称, 协会成立于1998年事件后的一个
华裔社团组织。作为印尼民族大家庭
成员的华族, 和其他友族同胞一样有权
力和义务实现祖国印尼的完整统一、
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履行责任。因此希
望在这方面能和Kompas Media集团
多方面合作。

KG首席执行官Lilik Oetama表示很高
兴能喜迎嘉宾。他称, 印华百家姓协
会在开展人道主义方面的作用不容置
疑。长期以来与Kompas集团有连号的
合作伙伴关系。Lilik称, KG集团包罗万
有, 因此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合作。
 
Rikard Bagun则希望和印华百家姓协
会的会晤成果能有后续行动, 及时得到
落实。双方在这次会晤后可以组成一
个技术团队以探索可合作事项, 特别
是在人文、教育和其他可行领域方
面的合作。

印华百家姓协会和罗盘报媒体集团

开展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

双方欲加强合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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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活 动

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
2时，印华百家姓协会（PSMTI）
总主席陈荣光，雅加达分会辅导主
席陈社栋，主席张在进，名誉主席
萧肇炫，辅导副主席杨健昌、陈杰
盛、何志基，甘庆裕等 等一行，拜
访印尼中华总商会会所，受到总主
席张锦雄，永远荣誉主席杨金锋，
监察委员会委员陈伯年、王振坤，
永远荣誉主席连介豪，副总主席陈
志明、薛天增、陈新，副主席林松
石、翁祖惠、高鹏彩、蔡筠财、许
长宽、陈英俤、薛命齐，秘书长周
维樑和副秘书长杨新晟及徐群浩，
青年部执行董事James Taroreh等
理事的热烈欢迎。

张锦雄表示首先，请允许我代表
印尼中华总商会全体同仁，对陈
荣光总主席及各位到访我会，表
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也

印华百家姓协会访印尼中华总商会
促进团结合作 加强沟通交流

张锦雄赠纪念品与双方代表合影

杨金锋颁发中华总商会永久荣誉证书予陈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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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总主席的当选，表达我们衷
心的祝贺。

他说，印尼百家姓协会，创会历
史悠久，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
全国性华人社团，多年来为推动
印尼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做
了很多工作，为促进印尼的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做了很多积极

贡献。在华社乃至印尼全国，享有
良好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此次林
主席亲自率团来与我会交流，我们
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

他指出，“我们诚挚期望此次我
们两会的交流，能更好地加强我
们彼此间的联系与沟通，携手共
进，为建设更加美好、团结、和

谐的印度尼西亚贡献我们的力量。
最后，再次感谢林主席和各位的到
来，祝大家事业兴旺，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陈荣光表示，印华百家姓协会第7
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锡江举行
时，感谢大家推举我担任新届总主
席，并计划于今年7月举行就职典
礼，届时将邀请印尼中华总商会领
导层出席，这次到访印尼中华总商
会除了进行交流，也希望能够加强
双方在未来的合作关系。

他说，“希望能够邀请印尼中华总
商会理监事成为印华百家姓协会的
一份子，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很难顺利发展，并希望类似的
会晤在未来能够继续下去，为双方
社团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做出更大
的贡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

致词完毕，宾主互换纪念品，并
合影留念。

明光报道/摄影

杨金锋赠送茶具给印华百家姓协会时与双方代表合影

张锦雄致词陈荣光致词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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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龙岩代表）、王振宝（王
氏代表）、周顺毅（晋江代表）
、许宏德（许氏代表）、秘书长
魏飞；印华百家姓出席的有总主
席陈荣光（Wilianto Tanta）、秘
书长 Raymond Ardan Arfandy、

华 社 活 动

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福联）领
导层与印华百家姓协会中央理事会
领导层于5月24日下午，在福联总
主席俞雨龄办公室举行恳亲交流座
谈会，双方就如何加强彼此间的交
流和合作进行了友好会晤。

福联方面出席的有总主席俞雨龄、
副总主席姚忠从、林惠宽（林氏代
表）、王振坤（金门代表）、高鹏
彩（山东代表）、林作衡（福州代
表）、2黄志勇（兴安代表）、戴
俊德（南安代表）、许国胜和张

总财政 Husin Widjajakusuma、
副总主席MJS、杨健昌、Teguh 
Prayitno、Peng Su，萧肇炫、副
秘书长Karya Elly、Ariella Hana 
Sinjaya、 Eric Fernando 、雅加达
特区分会主席张在进、副主席王朝

印尼福联与印华百家姓恳亲座谈
增进交流开展合作

右起：姚忠从、王隆庚、陈荣光、俞雨龄、张在进、魏飞会晤后合影

俞雨龄发言 陈荣光发言 姚忠从发言 杨健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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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及锡江福清公会顾问王隆庚。

俞雨龄首先发言，对大家能欢聚切
磋交流感到高兴。在介绍福联时俞
雨龄称，2004年亚齐发生特大海
啸，由印尼福建和山东16个社团
组成赈灾小组，并成立福建山东
社团，每个月聚餐一次，并参与
各项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2014
年2月8日易名成为印尼福建社团
联谊总会。福联于2018年在印尼
雅加达成功举办第九届世界福建同
乡恳请大会。俞雨龄希望福联和印
华百家姓能加强交流与合作，为祖
国印尼的建设作出贡献。

陈荣光也对双方能联谊座谈表示高
兴。陈荣光简单介绍了印华百家姓
的成立过程。称印华百家姓是在
1998年发生暴力排华事件后，旨
在维护华族的正当权益及为华族
伸张正义而立。陈荣光深知肩负
重责，任重道远，但表示将为大
家的共同目标勇往直前。希望能
和福联在各方面加强沟通联系，
相互支持。

姚忠从补充说，福联团体里有个
兄弟组织山东同乡会，由于从一
开始就在一起活动，直至成立福
联时也成为特别会员。福联积极

参与赈灾活动，如提供救济物资
予日惹灾民、雅加达水灾灾民，
福联还通过印尼红十字会捐款给
各地灾区灾民。

杨健昌也发言称，希望通过这次交
流座谈能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我们
都是一家人，大家携手合作，为共
同目标迈步前进。

会晤在极其友好融洽的气氛中画
上圆满句号。

刘甡华 杨学科 报道

双方会晤后合影

姚忠从(右)和张在进互赠纪念品俞雨龄(右)赠送纪念品给陈荣光 陈荣光(左)赠送纪念品给俞雨龄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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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4日（周二）上午11
时，雅加达陈氏宗亲会陈本洋伉
俪，资深名誉主席陈浩昌、陈伯
年、陈炜贤，名誉主席陈刘皓怡，
秘书长陈杰盛，副主席陈嘉佳、陈
联荣、陈开祥，财政陈添贵，妇女
部主任陈绯绯，青年部主任陈南
森等理事，在雅加达Jl.Pinangsia 
3 No.36 的该会所， 热烈欢迎印
华百家姓协会（PSMTI）总主席
陈荣光，雅加达分会辅导主席陈
社栋，名誉主席萧肇炫，副主席
杨健昌、总务李金杰，洪美珍、
刘刘瑟敏等。 

陈本洋主席首先欢迎由陈荣光总主
席率领的代表团莅临本会，陈荣光
是陈氏大家庭的一份子，也是陈氏
的骄傲，希望通过这次的交流，能
够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友谊、增进合
作，雅加达陈氏宗亲会为了表达对
陈荣光总主席的敬意，特此颁发名
誉主席聘书，并随时欢迎陈荣光总

印华百家姓协会拜访雅加达陈氏宗亲会

双方代表结束交流后合影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
主席陈本洋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
秘书长陈杰盛

陈荣光（左六）、洪美珍（左一）与雅加达陈氏宗亲会妇女部合影

印华百家姓协会
总主席陈荣光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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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抽空到宗亲会恳亲交流。

陈杰盛秘书长表示，希望通过本次
的交流，双方更进一步加强合作，
增进友谊。

陈荣光表示，印华百家姓协会目前
在国内的25个省及300多个城市设
立分会，第7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不久前在锡江举行时，感谢大家推

选我担任总主席，并计划于今年7
月6日举行就职典礼，届时将邀请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领导层出席，这
次到访雅加达陈氏宗亲会除了进行
交流，也希望能够加强双方在未来
的合作关系。

他说，希望能够邀请雅加达陈氏宗
亲会理监事成为印华百家姓协会的
一份子，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很难顺利发展，并希望类似的
会晤在未来能够继续下去，为双方
社团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做出更大
的贡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

同时，双方交流会结束后，雅加达
陈氏宗亲会宴请印华百家姓协会总
主席陈荣光等理事在太阳城国际大
酒楼聚餐联欢。（QH）

陈本洋（左五）赠送纪念品给陈荣光（左四）时与
杨健昌（左起）、陈社栋、萧肇炫、陈杰盛合影

陈本洋（左五）颁发名誉主席聘书给陈荣光（左四）时
与杨健昌（左起）、陈社栋、萧肇炫、陈杰盛、陈添贵合影

双方代表在雅加达陈氏宗祠合影。李金杰（左起）、陈南森、陈开祥、陈杰盛、萧肇炫、
陈荣光、陈本洋、陈浩昌、陈伯年、陈炜贤、陈嘉佳、陈联荣、杨健昌、陈社栋

陈荣光（左四）赠送纪念品给陈本洋（左五）时与杨健昌
（左起）、陈社栋、萧肇炫、陈杰盛合影。

雅加达百家姓輔导副主席杨健昌赠送一套茶具给96岁高龄的
陈氏资深永远荣誉主席陈浩昌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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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印尼307-B1区狮子会总监Rup 
Gurbani在讲话中, 对LCJTC AMBER
和LCJTC GARNET狮子会为当地学
生和老年人开展爱心活动赠送免费
眼镜表示感谢。他说, 关心儿童眼
睛健康是国际狮子会的主要慈善
活动项目之一,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
孩子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 
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视力。希望
通过该慈善活动, 有助于改善及提
高他们的视力。
　　
LCJTC AMBER 狮子会会长Marlina 
Lie称, 这次为特里维巴瓦教育基金
会学生们捐赠了270副眼镜, 同时
给老年人捐赠258副眼镜。希望通
过这次防盲慈善活动, 能够唤起我
们重视视力损伤等健康问题, 尤其
帮助孩子们爱护眼睛, 享受光明。
　　
是日, 狮子会救助与关怀飢餓部 
Soetomo Jacob Lesman, LCJTC 
GARNET 狮子会会长Budiman 
Then等会员出席活动。为支持儿童眼睛保护计划, 印

尼307-B1 区狮子会属下LCJTC 
AMBER 与 LCJTC GARNET狮
子会于4月21日上午, 向雅加达

Jl.Rajawali Selatan 1 RT.05/RW.02
的特里维巴瓦教育基金会小学和初
中生, 以及当地老年人免费提供视
力检查与捐赠眼镜的活动。

LCJTC AMBER与LCJTC GARNET狮子会

联合开展防盲慈善活动

华 社 活 动

左起为：高俊叶、Marlina Lie、Rup Gurbani、Soetomo Jacob Lesman合影

Rup Gurbani总监与LCJTC AMBER和GARNET狮子会成员及学生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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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1上午10时印华百家
姓协会陈荣光总主席率团拜访印
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进行了亲切
友好访问。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蔡裕资总
主席在会所暨潮州会馆热情接见
了拜访团。参加欢迎的还有潮州
会馆潮州会馆元老杨金锋、董事
会主席李汉泽、广联执行主席连
介豪、秘书长杨健昌,财政罗翊芳
和青年组主任。

蔡裕资致欢迎词:「这是我们友谊
的聚会，团结的象征，也是我们
取长补短，开放学习的好机会。

印华百家姓协会在印尼属于资深的
华社，经验丰富，贡献良多。这次
换届选举圆满成功，可谓百家姓人
才济济，后继有人，可喜可贺。

今天借此机会，我想提出一个建
议，就是在我们两大社团领导人
保持密切交流的基础上，需要进一
步推动两会青年部的交流互动，使
到我们的年轻一辈加强合作，加深
关系。如今年轻一代华族精英，有
双重教育背景，更具备一定的国际
视野，对于印尼现代本土文化的认
知更加深入。

青年们更有先决条件，也更容易，
融入当今印尼主流社会。所以，华
社必须加紧培养年轻的后辈，同时
不遗余力，为他们创造施展才能的
空间。只有这样，印尼华社才有可
能保持健康旺盛的生命力，真正做
到人才永蓄，长盛不衰。

此次陈总主席和张主席率团来访，
加深了贵、我两会的友谊交流。

印华百家姓协会新当选总主席陈荣光
到访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

印华百家姓协会陈荣光总主席与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蔡裕资总主席暨两会领导合影

印华百家姓总主席陈荣光赠送纪念品给广联总主席蔡裕资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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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旧雨新知，沟通无限。这种
情怀，已经洋溢在今天欢聚一堂
的祝福里。

让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心连
心，手牵手，共同开创华社联谊一
家亲的美好未来！

我相信印华百家姓协会在陈荣光
总主席和贵会新一届理监事的领导
下，会务必将蒸蒸日上，再谱新华
章，再创新辉煌！ 」陈荣光总主席
致词感谢广联各位领导的热忱欢迎
并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能建立更
良好的关系、合作与沟通。我们需
要继续并改善这种沟通与合作，百
家姓有一个计划，以便在所有省份
都将组建百家姓。目前，PSMTI 已
经在 25 个省份存在。未来，我们
将在全省各区市进行规划, 然后还
将举办一个媒体节目，让PSMTI的
所有活动都得到大众的支持，不仅
是华人社区，而且是整个印度尼西
亚社区」。

之后俩会互换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两会领导合影

座谈会热情友好

雅加达百家姓主席张在进赠送茶杯给杨金锋老先生

广联总主席蔡裕资赠送广联特刊给百家姓总主席陈荣光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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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社 活 动

2022年4月27日下午5时, 印尼中
华总商会理监事就职典礼在雅加
达太阳城宴会厅隆重举行。就职
典礼以“坚定信念、共创疫情后
时代、建设美好的印尼”为主题, 
特别嘉宾印尼旅游部长善迪亚卡、
中国驻印尼全权大使陆慷、前印尼
驻中国大使苏庚等嘉宾出席就职典
礼。就职典礼在大家同唱印尼国歌
拉开了帷幕。

筹委主席薛天增致开幕词, 感谢大
家今晚能够共同出席见证印尼中
华总商会第六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印尼中华总商会第六届理监事就职典礼圆满举行
陆慷大使  旅游部长衫迪雅卡出席

张锦雄赠送纪念品给桑迪亚卡部长。左起：辅导委员会主席纪辉琦、张锦雄总主席、桑迪亚卡部长、辅导委员会主席俞雨龄、林文光

张锦雄赠送纪念品给陆慷大使后合影。左起：辅导委员会主席纪辉琦、张锦雄总主席、陆慷大使、辅导
委员会主席俞雨龄、林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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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部长善迪亚卡致词表示, 感谢
印尼中华总商会为本国造就许多
就业机会, 希望在新任主席领导下
的商会继续为印尼的建设做出贡
献, 并介绍了印尼的五大旅游景点, 
希望中华总商会能协助政府推动我
国的旅游业。

陆慷大使致词称, 印尼中华总商会

成立21年以来, 融通了印中经贸
往来, 为中印尼友好作出了重要贡
献。陆大使指出, 中华总商会不断
发展壮大的历程, 正是中印尼双边
关系与经贸合作, 不断攀升的缩影
与见证。

辅导委员会主席纪辉琦称, 自两年
前疫情蔓延我国以来, 已导致我国

的旅游业遭受严重打击, 目前疫情
趋缓, 希望陆慷大使能与中国旅游
部及旅行社相关部门合作, 带动更
多的中国游客前来印尼旅游观光, 
加强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相信张
锦雄总主席今后能很好的领导印尼
中华总商会, 为印中两国的经贸及
其他领域的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任总主席张锦雄致词, 首先感谢
旅游部长桑迪雅卡、陆慷大使及
嘉宾前我国驻华大使苏庚的出席。
张锦雄表示, 大家的支持与信任, 是
激励中华总商会不断开拓进取的动
力。张锦雄感谢创会人、前任总
主席的努力开拓, 希望总商会更趋
年轻化, 欢迎更多年轻一代企业商
贾加盟总商会, 以总商会为平台与
时俱进发挥新创意, 提供新动力。
张锦雄表示将带领印尼中华总商
会继续秉承“团结华商企业, 推动
印尼经济建设”创会宗旨, 继续坚
持“民主、平等、多元、包容”
精神, 推动商会更加开放, 积极融
入主流, 为印中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做出更大的努力。

就职典礼在精诚团结、发奋图强的
昂扬气氛中画上圆满句号。

張錦雄致辭

印尼中华总商会第六届理监事就职后合影

CHINESE SOCIETY       印尼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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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钟文伟、中文秘书魏飞、印尼文
秘书叶静银、财政林秀华、副财政
杨秀珠及会员们, 特区分会名誉主
席杨秀珍、罗秉光、辅导主席陈社
栋、李泽强等出席。

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主
席张在进发言, 冀理监事们同心协力, 
为会务顺畅及共同目标做出努力。

陈社栋希望理监事们精诚团结, 推
动各姓氏华族与友族同心协力, 风
雨同舟, 努力论释和谐共生, 守望相
助的命运共同体精神, 支持张在进
主席把会务推向更高层次。

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中区主
席陳杰盛 、东区主席熊春明、西区
主席何志基、南区主席张秋丰、北
区主席丘振盛也分别发言, 陈述了
各自的工作计划, 表示将配合雅加
达特区分会的工作纲领发展会务。

颁发聘书活动在极其团结和谐的气
氛中画上圆满句号。

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第
七届理监事（2021-2025年度）就
职典礼于2022年2月20日以视频方
式圆满举行。4月24日, 在雅分会会

所举行了向理监事颁发聘书的仪
式。雅特区分会主席张在进、副主
席陈杰盛、刘新华、何志基、丘振
盛、张秋丰、王朝盛、熊春明；秘

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

颁发第七届理监事聘书

左起： 张在进、陈杰盛、丘振盛、何志基、张秋丰、熊春明在仪式上

全体理监事及会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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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乐荣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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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来访不但来参观华族历史纪念
馆, 他们主要是来交流商谈人民思
潮报和华族团队以后将如何更好
地合作事宜。
　　
延瓦尔表示, 参观了华族历史纪念
馆, 让他们增加了不少见识。其实, 
在万隆和其他地方, 有不少华裔都很
积极参与社会社群的活动。甚至有
许多善长仁翁在一些事上不吝伸手
援助。就如MTP所作的社会福利慈
善活动, 包括分发爱心包裹接济有需
要的民众, 协助市府献血和接种疫苗
等, 而社会大众多数不知道。他表示
以后可以派员采访华裔的社会活动, 
可以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 专门报
道华裔的各样活动, 让更多读者知道
华裔们到底对社会贡献了什么？更
深入更具体的计划和实行, 有待下次
安排时间再商讨。
　　
李振健感谢PR领导朋友们的到访, 也
说到以后将有很多计划想落实, 包括
因疫情而延迟并耽搁了建设的华族
文化中心。以及要协助一些想要和
达鲁伊纳亚习经院一样学习中华文
化的学院等等。“但愿我们华族团
队所作的事都对社会大众有益”陈
春富补充说。

宾主在李湘生先生铜像前合影

会晤后宾主合影

日前, 万隆华族关怀团队 (MTP) 领
导兼渤良安福利基金会主席李振健, 
协调主任陈春富和MTP成员西爪哇
百家姓分会会长何学祥, 饶树生、福
清同乡会副主席陈振璧, 广肇会馆副
主席冯群雄, 何椿耀, 闽南公会主席
杨汉平, YDSP林德焕等在基金会二
楼华族历史纪念馆热情接待了来访
的人民思潮报（Yysn PR）贸易部领

导延瓦尔（Januar P Ruswita）及随
员, 他们作联谊拜访及友好交流。在
该场合, 李振健象征式移交300份爱
心包裹给延瓦尔, 由PR同仁分发给路
边绘画艺术家、卖唱者和流离失所
的儿童等, 增添他们过节时的快乐。

自从疫情肆虐两年多, 人民思潮报
和MTP就合作良好, 关系融洽。这

万隆人民思潮报领导拜访华族关怀团队

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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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EL JOHN基金会于2022年12月
4日, 在雅加达西区Kedoya Utara的
Sunrise Garden住宅区将五箱仍完
好旧衣服及250万盾现金, 由2021
年印尼旅游小姐Tisya Laura Dewi
象征性移交给Kokon Teduh基金会
创办人Papi Kokon, 再由该基金会
转交予马鲁姑Seram岛贫民。
 
Papi Kokon对ElJohn基金会的善举
表示感谢, 并称将把这些赠品和捐款
通过Ignas牧师送到贫民手里。Papi 
Kokon指出, Kokon Teduh基金会和
El John基金会有良好的合作, 有时候
会通过海陆空将赠送物资运送到穷乡
僻壤地区。他称,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善举, 我们和安汶岛的民众都感欣慰, 
并将和伊格钠斯神父协调该工作, 筛
选后把赠送物资分发给真正需要的
贫民。这里的贫民需要的物资是药
品、食物、维生素和衣物。

佳丽Tisya Laura Dewi 表示很高兴
能参与类似慈善活动, 她热爱舞蹈, 但

会多参与其他社会福利活动。

EL JOHN基金会献爱心
通过KOKON TEDUH基金会分发物资现金予贫民

赠送衣物一瞥

Tisya佳丽（右）象征性移交衣物及捐款予Papi Kokon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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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主席符德应和副总主席方田益出
席见证。 “这项合作将为 PSMTI 
成 员提供治疗选择, 让他们可以选
择他们想去的 HMI 集团属下的医
院（新加坡、新山和马 六甲）, 并
享受治疗带来的好 处, ”陈玮嘉女
士在书面新闻 稿中说。陈玮嘉女士
补充说,  在 HMI 集团医院有医疗需
求的 PSMTI 成员只需携带 PSMTI 
推荐信、健康卡和旅 游卡表格。
推荐信可在各自城市的 PSMTI 秘
书处办公室索取。
 
在医院挂号时只需出示给柜台。 已
获批准的谅解备忘录将使 所有在 
HMI 集团医院接受治疗 的 PSMTI 
成员受益。 HMI Singapore Group 
在马来西亚拥有两家医院, 分 别是
位于马六甲的仁爱医院、位于新
山的摄政专科医院和 位于新加坡
的StarMed专科中 心。 HMI 集团
（仁爱医院和 摄政专科医院）与 
PSMTI 之 间的合作已经建立了大
约 20 年, 为印度尼西亚的患者提供
治疗和其他社会活动服务。

前排：陈玮嘉 (左), 陈荣光 (右) 签署备忘录后和符德应 (后左三), 方田益 (后左四) 合影

印尼百家姓协 会（PSMTI）与新
加坡新康集团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
忘录（MoU） , 旨在为希望在新
加坡进行体 检、寻求治疗或寻求
第二治疗法的印华百家姓协会成员

提供在新加坡, 新山和马六甲的便 
利。谅解备忘录由 PSMTI 总主席
陈荣光先生和新康集团总裁陈玮嘉
女士于周三（4 月 5 日）在新加坡
新康集团专家中心签署。PSMTI 辅

印华百家姓协会领导和新康集团领导合影

印华百家姓与新加坡新康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

为协会成员提供医疗便利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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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美食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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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肇炫（后排左三）和各赞助者、佳丽帅哥们及孤儿们合影

孤儿们喜获礼包

印尼EL JOHN基金会于斋戒月再
次举办分享爱心的活动, 在雅加
达东区Yatim Mandiri基金会协助
下, 于周一（4月25日）晚在雅加
达Bali Timbungan, Sarinah餐厅与
数十名孤儿共进晚餐, 同时也给孤
儿们赠送铺贴金。出席活动的有 
印尼EL JOHN 基金会总主席 萧肇
炫（Martinus Johnnie Sugiarto）
、Bali Timbungan 餐厅董事Wieok 
Susanto 、Bali Timbungan 餐厅经理
Yenni Wijaya 和 AJP 烹饪业及艺人
化妆师（AJP Kitchen Entrepreneur 
& Makeup Artist） Bunda Mitha 
Pawaka, MBA。由EL JOHN基金会

EL JOHN基金会和孤儿们分享开斋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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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们提供特别菜肴, 给他们带来新的
体验。称这是在开斋期间开展的一
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非常有意义。
 
Yatim Mandiri基金会负责人
Rachmad Dzikri也感谢EL JOHN基
金会、Bali Timbungan餐厅及其他
赞助者邀请孤儿们出席这令人难以
忘怀的晚宴。
 
2021年印尼旅游小姐Tisya Laura 
Dewi表示, 这项活动旨在加强彼此
间的关系, 很有意义。

 支持这次活动的赞助者有提
供场地的Timbungan Sarinah餐厅、
赞助40包有机大米的Pure Green 
Organic Rice、提供Klepon馅饼、巧
克力的Nutaste Cake Donuts、奶酪
甜甜圈及三文治, Popins by wellness
提供50盒麦片、Dapoer by AJP提
供大型Tumpeng饭、EL JOHN的
不倒翁以及Mitha Pawaka MBA和
ELJOHN基金会的财务支持。

萧肇炫分发补贴金给孤儿

培育的佳丽, 分别有2021年印尼
旅游小姐Tisya Laura Dewi、2021
年印尼地球小姐Eunike Suwandi 
、2021年印尼地球航空小姐Maria 
Stella、2021年印尼地球空中小姐
Angela  Tumbol、2021年禁毒小姐
Nur Afra、2021年全国旅游先生
Galih Yoga Saputro、2019年禁毒
先生Deris  Nagara、2019年印尼
咖啡先生Bagas Soripada。佳丽帅
哥们和孤儿们王问答游戏, 答对者
还有奖品, 这使得孤儿们心里乐开
了花。与此同时, 孤儿们还能品尝
Bali Timbungan餐厅的精美菜肴, 
如Timbungan鸭、Megibung、Biru 
Maru烤鸡、烤Lilit鱼肉串及巴厘什
锦饭。
 
萧肇炫对佳丽帅哥们能安排这节
目, 找到赞助者和捐款表示赞赏及
感谢, 同时也感谢赞助者的积极参
与。萧肇炫也感谢Wieok Susanto
为此次活动提供便利, 也感谢Mitha
夫人不时地帮助EL JOHN基金会, 也

感谢Zikri招集所有兄弟姐妹们欢聚
一堂享用晚餐, 也感谢全体佳丽帅哥
们的出席。
 
Wieok Susanto也表示很高兴能参与
EL JOHN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能为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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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徐晋鸿代表华社团队象征性
移交330个爱心包裹给陆军宪兵教
育中心阿利威迪延多宪兵上校, 这
些包裹是华族团队向红十字会成员
和宪兵教育中心学员们表达节日的
祝贺和爱心关怀, 但愿今年的开斋节
都过得很安宁幸福。

阿利威迪延多宪兵上校表示, 今天有
幸能来参观华族历史纪念馆, 才知道
很多华族个人或集体从以前到现在
在各个领域里贡献力量的事迹, 真让
我大开眼界, 也感到很感动。感谢疫
情期间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愿
真主赐福。

阿德古斯延多致词一再地感谢MTP
对红十字会的帮助。在疫情期间红
十字会非常需要血包, 每天需要约
500个血包, 每天来献血的人不足
百名, 总是供不应求。而MTP自发
地组成献血团队, 到处教育人们为
什么要献血, 献血并不可怕。献出
的血, 对他人是救死扶伤, 对自己不
但是行善积德, 还对健康有益。鼓
励并吸引了很多人来献血, 三次的
巡回献血活动贡献了一万多个血
包, 填补了红十字会空缺, 可谓解了
万隆红十字会的燃眉之急

斋戒月中旬, 万隆市红十字会（PMI 
Bandung）总主席阿德古斯延多
（Ketum Ade Koesjanto）率领他
辅导的全万隆各镇红十字会约 30 
位随员, 拜访参观渤良安会所二楼
的“印尼华族历史纪念馆”并作
恳亲会晤。

芝 麻 墟 陆 军 宪 兵 教 育 中 心
（Pusdikpom Cimahi）副官阿利 
威 迪 延 多 宪 兵 上 校（Letkol Cpm 
Ari Widiyanto）也陪同出席。渤良
安福利基金会主席兼华族团队领导
李振健（Herman W）全程陪同参
观并详细说明纪念馆内的图片。

而后华族关怀团队协调主任兼西爪
百家姓理事会主席陈春富（ Djoni 
Toat）和成员:客属联谊会主席徐晋

鸿、福清同乡会副主席陈振璧和陈
文雄、闽南公会主席杨汉平、广肇
会馆副主席冯群雄等也出席交流。
在该场合, 李振健象征性移交300个
内装生活必需品包裹给红十字会阿
德古斯延多, 再由他移交给属下各镇

万隆市红十字会总主席和各镇代表
 参观华族历史纪念馆并致谢华族团队献血活动

华 社 活 动

李振健翔宪兵上校解说基金会图片

李振健、徐晋鸿、陈春福象征性移交爱心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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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料和宠物饲料厂, 一起加入庆祝
行列, 和基金会一起举行会庆活动。

LCS Shining 狮子会总监埃特瓦特 
(Edward B Atmadjie)、筹办委员会
主席曾芸湘 (Puspita Dewi Prijadi)
LCS Shining狮子会 创始 人 蔡 香 
莲  (Lianawati Tjokrohartono) 表
示, 希望通过庆祝活动, 能给孩子们
带来欢乐, 激励孩子们, 让他们早日
恢复健康。

庆祝会上, 曾芸湘代表 PT Matahari 
Sakti, Edward B Atmadjie代表
Shinning狮子会向 基金会负责人
鲁碧雅 (Rubiyah) 捐赠了现款。
　　
鲁碧雅对 PT Matahari Sakti 和 LCS 
Shining 狮 子会出席庆祝 YPKAI 的
周年庆, 并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帮助
表示感谢。她说, 虽然孩子们病魔
缠身, 但娱乐节目让他们非常高兴, 
慰问让他们感到无限温暖。

庆祝会上大家齐声欢唱, 同切生日
蛋糕, 小丑的精彩演出, 让孩子们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美好时光。

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适逢“关
注儿童癌症基金会 (YPKAI)”成立

8周年之际, 泗水闪亮狮子会 (LCS) 
Shining与 PT Matahari Sakti水产

泗水闪亮狮子会和MATAHARI SAKTI公司

共庆 "关注儿童癌症基金会"  
8 周年

切周年庆蛋糕

Edward象征性分发礼包 李振健、徐晋鸿、陈春福象征性移交爱心礼包

华 社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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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 弟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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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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狎昵恶少, 久必受其累。“朱子治家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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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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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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姓是中华民族名列前茅的大姓, 当代, 王姓遍布中国
各省份。此外, 在世界各地也为数甚众。

王姓主要源自姬姓, 部分来自子姓, 妫姓和少数民族改
姓。王姓的得姓始祖是王子乔, 本名姬晋, 东周灵王的
太子, 是真正的“王”。

自汉代以来, 王氏著名望族多达三十八望, 其中如琅玡
王氏、太原王氏, 三槐王氏, 开闽王氏等。王氏在全国
分布之广, 家族之兴盛, 名人将相之出色, 教育, 著述, 
书画, 艺术之丰富等,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
低估。概言之, 王姓是中华民族众多姓氏中文化最为
渊深的姓氏, 群星璀灿, 光耀华夏, 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可称王者之族。

当代, 王姓遍布于全国各省份, 在人口数中占有较大
比例。如山东、河南和河北, 三省共占王姓总人口的
28%。

= 刘甡华 = 

锦绣家声远 印尼增荣光
寻根溯祖王姓起源 

王氏始祖王子晋画像

2016年,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
会筹备会议成立时摄.筹委主
席王振坤 (前排中), 王万权 (前
左四), 王文辉 (前左三), 王振川 
(前右三), 王朝盛 (后右一), 王强 
(后右三), 王立松 (后右四), 王天
助 (前左一), 王兼发 (前左二), 王
加奋 (前右二), 王涵（后排中)
等和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
特区分会主席陈社栋 (前左六)
会议后合影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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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来源很复杂 (一) 出自妫姓, 相传为古帝虞舜之
后； (二) 出自姬姓, 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 
(三) 出自子姓, 为商朝王子比干之后 :（四）历史上的
外族姓氏, 如王氏高丽（今朝鲜）的开国君主王建, 西
魏王频氏之祖王雄, 钳耳氏之祖王季等。(五) 王者之
子孙多号王氏, 常以为姓。 (六) 赐姓, 如汉代燕王丹
的玄孙嘉, 王莽时被赐姓王； (七) 冒姓, 如隋代王世
充本姓支氏, 五代 王保义, 原名刘去非, 皆冒姓王氏,  (
八) 历史原因, 为避仇、逃命而改姓王的。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时摄

印尼王氏宗亲设宴款待福建王氏宗亲总会恳亲团时摄

2018年3月24日，印尼王氏宗亲在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会所落成仪式后留影

2018年12月8日。左起：王振川夫妇、王振坤夫妇、
王朝盛摄于福建省群益慈善基金会周年会庆上留影

2019年3月16日，王振坤（前排左七）和印尼王氏代表团与其他外国王氏代表
团摄于菲律宾王氏宗亲总会会所

2016年10月23日,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发起人法律会议

王氏宗亲于2016年第二届拜祖大典宴席上合影

王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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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姓历史久远, 加之支系众多, 世族繁盛, 代代名人层
出不穷。如战国时期授苏秦, 张仪纵横术的“鬼谷先
生”王诩。汉代的文学家王逸, 西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
充, 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 还有创立新莽王朝的王
莽。东晋的王导接连做了元帝, 明帝, 成帝三代的丞相, 
还有琅邪的王羲之, 王献之, 王微之父子的书法千古留
名。唐代, 有著《滕王阁序》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
勃；有“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大诗人王维, 王昌龄, 
以及名士王通等。北宋有“唐宋八大家之一, 著名的文
学家, 思想家名臣王安石。金朝的名道王重阳是全真教
的创立者。元曲的代表作家王实甫, 所著《西厢记》堪
称经典, 还有著名的画家和诗人王冕。近代有中共早期

创始人之一王尽美, 
革命家王若飞, 国学
大师王国维, 现代有
革命家王稼祥, 王震, 
科学家王淦昌, 教育
家王大牛, 美国电脑
大王王安, 著名富豪
王永庆等。

王姓历史名人

2019年3月17日，左起：王朝盛, 王振川, 吴娘女, 王淑勉, 王振坤,  
王朝祺摄于菲律宾王氏宗亲会会所

左五起：王振坤、王淑勉、吴娘女、王振川、王朝盛、王朝祺在出席菲律宾太
原王氏宗亲总会欢送晚宴上和国外宗亲互赠纪念品时合影

2019年3月17日, 左起：
王振川夫人, 王振坤夫人在
菲律宾王氏宗亲会所留影

2018年3月7日，王振坤（前排左三）代表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出席

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理事会就职典礼时和出席嘉宾合影

百家姓趣谈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 - 75

百家姓趣谈



76 -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

印尼王氏源于中华, 经千百年播迁, 在印尼各地开枝散
叶。除雅加达外, 其他城市如泗水, 棉兰, 西加, 巴东, 万
隆, 巴干也有不少王氏宗亲聚居。

潮涌千岛 ：
印尼王氏宗亲总会成立纪略

2020年2月2日，王振坤在春节团拜会上派送敬老红包给乐龄宗亲

2019年5月26日,王氏宗亲王振坤、王振川、王国兴、王文惠、王朝盛

王强等在公益活动上分发米粮给贫民后合影

2020年2月2日，王涵在春节团拜会上派送敬老红包给乐龄宗亲

2020年2月2日，王立松在春节团拜会上派送敬老红包给乐龄宗亲

2018年7月24日王氏宗亲在会所聚会时摄

2019年4月14日，王氏宗亲在宗祠举行春节时摄
王振坤 (前排右三)、王涵 (前排右一)、王朝盛 (後排左一) 

在拜訪泗水王氏宗親會時和泗水王氏宗親合影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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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天下王氏都是一家, 早在1970年代印尼各地王
氏宗亲就有成立印尼王氏宗亲总会的意愿, 但限于各种
原因都未能正式成立。经过许多年后, 时任印华百家姓
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主席陈社栋先生的鼓励、支持和
指导下, 商议成立印尼王氏总会事宜。2015年, 中国福
建王氏委员会代表团访问雅加达时, 代表团团长王廷平
宗长提议印尼应该成立王氏宗亲总会。当时王振坤、
王朝盛、王振川、王振宝等人即热心四处奔走动员, 很
快得到王天助、王涵、王世佑、王永泉、王天恩、王
强、王朝祺、王金陵、王国兴, 王文辉、王娇红等众多
王氏兄弟姐妹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经酝酿, 雅加达王氏诸贤倡议打破地域局限, 牵头成立
面向全印尼、具有广泛性的宗亲社团。筹备工作随之
有序进行。王振坤、王涵和王朝盛亲自拜访泗水王氏
宗亲会和棉兰王氏基金会, 泗水和棉兰俩地王氏宗亲都
鼎力支持雅加达成立王氏总会。在众多王氏兄弟姐妹
的坚定支持下, 筹备成立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的时机
更趋成熟了。

 2016年8月16日在雅加达“福清酒楼”举行了首次
王氏筹备会议, 来自雅加达和印尼各地的宗亲代表22
人参会, 他们是：陈社栋（印尼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
区分会主席）, 王振坤, 王涵, 王萬權, 王松平, 王振川 , 
王朝盛, 王天助, 王立松, 王天恩, 王文輝, 王兼發, 王國

兴, 王強, 王永泉, 王有福, 王嘉奮, 王振寶, 王聲軍, 王振
池, 王梓荣, 王振厚, 王奕霖。经过热烈而周详的讨论, 
确定了成立筹备委员会和工作议程等事项。

漫长酝酿 静待花开
2017年5月15日，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成立典礼上，总会理监事合影

2017年5月15日,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成立暨第一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上王万权 
(左二), 王湧 (左四), 王振坤 (左七), 王涵 (右五) 和祝笛参赞 (右六) 及华社领袖们合影

2022年4月19日，王氏宗亲举行春祭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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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筹备会议的集思广益、协
商和酝酿之后,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
总会于公元2017年5月15日宣告诞
生。是日, 在雅加达太阳城大酒楼
隆重举办成立大会。大会邀请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兼
总领事祝笛先生等其他大使馆朋友, 
雅加达各个兄弟社会团体领导, 各界
华社精英和社会贤达近千人参加。

乘此良机, 总会发出筹建办公大楼的
倡议, 得到各地王氏诸贤的热烈响应
并慷慨解囊, 同襄义举。在很短的时
间里,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的办
公大楼终于公元2018年3月落成。
自此, 总会拥有聚会议事、祭祀先
人、联络情谊、教育等的公共平台, 
也拥有加强与印尼全国社团交流联
谊的阵地。

众志成城  水到渠成

2017年3月26日，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妇女部在聚餐晚会上合影

王绣梅（右一）在联欢会上欢唱

左起：王娇芳, 王淑珍, 王淑卿, 王淑勉, 嘉宾, 王绣梅, 薛惠云, 吴娘女在晚会上合影

2017年4月26日，王氏宗亲们在聚餐晚会上合影

王氏宗亲在出席福建山东社团联谊聚餐晚会上合影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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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总主席王振坤在受访时表示, 
成立王氏总会其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文化, 尊老敬贤, 缅
怀先辈, 拜祭祖先, 联络宗亲感情, 促进团结, 扶贫济困, 
开展慈善公益事业活动。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成立
后, 带动了众多王氏宗亲参与多项的社会公益活动。
在扶贫济困等社会福利活动方面, 王氏宗亲联谊总会
以尽华族作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一份子的社会责任；如

在万丹省当格朗区Teluk Naga Tanjung Pasir/Tanjung 
Kait为当地几百人群众解决饮水困难问题, 挖水井安
装蓄水池, 当时并分发200份生活用品给当地民众；
在雅加达北区Muara Karang向贫民家庭分发500份的
（米, 糖, 油, 快速面, 饼干）等生活用品, 在雅加达北区
Pademangan一带为民众卫生健康, 喷洒蚊子液消灭登
革热病毒等活动。

敦睦亲谊    助力慈善

2018年7月24日，王氏宗亲在聚会上合影

2018年3月份，王氏宗亲在成立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之日举行祭祖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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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宗亲总会成立后, 坚持开放博纳的胸怀和与时俱进
的理念, 追随时代潮流, 团结本同宗, 和睦各族群, 为和
平发展事业恪尽绵力。借助当代科技发展, 建成王氏总
会网站, 依托该平台, 发布王氏总会各项活动和信息, 交
流分享各种社交经验。积极参与社团之间的活动, 如参
加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每个月的信息交流活动, 加强
与各个兄弟社团之间的沟通和友谊, 相互学习, 其乐也
融融。广泛开展与世界各地王氏宗亲组织的交流, 架设
联络感情、增进各地王氏合作之桥梁。

几年来, 在王涵辅导主席和王万权副辅导主席、王振
坤总主席、执行主席王朝盛、王振川秘书长及其他理
事会领导带领下, 积极开展多方位的联谊交流活动, 先
后参加出席在印尼国内和国际王氏恳亲会等活动。在
印尼国内, 总会成立前及成立后, 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
会既已积极参与由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与
各姓氏宗亲会合办的历届拜祖敬宗盛典活动；在国际
方面, 印尼王氏总会参加了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及中国祭拜黄帝陵和福建王氏委员会的王氏恳亲大会
的各项活动, 他们在出访联谊活动中都表示, 印尼王氏
联谊总会应该面向世界, 希望与世界各地的王氏宗亲携
手同行, 弘扬王氏传统文化, 传播王氏正能量, 让王氏一
族挺立世界, 荣光闪耀, 发扬光大。

拓展渠道   广泛交流

2018年，王氏宗亲在会所举行秋祭后合影

2018年12月8日，左起：王振川、吴娘女、王淑勉、王振坤、王朝盛（右一）

参加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王氏会议上合影

2019年11月16日，王振坤、王振川（右二、一）在泰国王氏宗亲会成立55周

年庆祝会上和主办方互换纪念品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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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总会这几年的活动都是在规范和稳健中进行。疫
情爆发前, 会所每个月都举办聚会活动, 主要讨论理事
会议和决策, 商讨新的工作计划及财务报告等事项, 会
议后有丰富的午餐（丰富的菜肴都是由会员们主动轮
流安排做庄, 而不是使用宗亲总会的财务）及娱乐活
动。同時每年春秋两季祭祀王氏祖先時, 積極带动更
多的年轻一辈参与, 让年轻人知道祭祖不是宗教活动, 
而是中华文化传统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这
个重要契机对年轻一代进行礼仪文化教育, 从而使中
华文明得到更好更持久的传承；每年都举办庆祝农历
新年春节活动和聚餐, 还发放红包给王氏80岁以上的
前辈。希望疫情缓和消失后, 这些活动可以重新开始。
         
在王天恩宗长的倡议下, 王氏宗亲总会还在王氏大楼举
办了一次干细胞研讨会, 邀请医学博士Karina F. Moegni

演讲, Sp BP-RE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干细胞专家。

总会的活力和未来, 有待新兴力量和年轻人的加盟。为
加强友谊纽带, 更加亲密王氏年轻人之间彼此了解, 王
氏年轻团队参加2018年10月24日举办的世界福建论
坛主办的盛会, 于2019年9月15日主动举办了Cibodas
一日游, 活动顺利进行, 自带食品和饮料, 活动让参加的
年轻人充满欢声笑语。

王氏年轻团队已经与印尼福建社团年轻组建立了沟通
与合作。

目前在雅加达王氏已发展到几百名的会员, 将招募更多
的王氏宗亲及年轻一辈入会, 让总会会务工作后继有人, 
王氏文化及传统源远流长。

活跃会务  培训新人

2022年4月19日，王振坤夫妇参加山西第十三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祭祖

会场上和外国宗亲合影

王振坤（右三）在马来西亚王氏宗亲总会银禧周年庆晚会上接受感谢状后摄

2022年4月19日，王振坤夫妇（左四、五）在马来西亚参加第十三届世界王

氏恳亲联谊会欢迎晚宴上和外国王氏宗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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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坤总主席表示, 希望疫情尽快
过去, 总会计划从六月份开始启动
聚会活动, 届时将筹办总会的周年
庆典活动。棉兰王氏宗亲建议, 希
望印尼王氏宗亲联谊总会能筹办“
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 这个建
议得到辅导主席王涵等理事同仁的
赞同。相信经过全印尼王氏宗亲的
群策群力, 这个美丽的宏愿能够得
到实现。让我们热切期待这天的
来临, 共同举杯祝愿明天更美好。

砥砺奋进   绸缪宏业

王芳女士新书《艺术人生》发布时摄

2019年11月16日，右起：王朝盛夫妇、王振川夫妇、王振坤夫妇（左二、三）、王天恩（左一）
在泰国王氏祭祖仪式上合影

2021年10月日，王氏宗亲王芳女士（前排右五）《艺术人生》新书发布后和王绣梅（前排右三)、
王朝盛（后排左一）及嘉宾们合影

2019年4月14日，王氏宗亲在秋祭活动后合影

百家姓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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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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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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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cang（肉粽/粽子）节或端午
节（也称为端阳节 = duān wǔ 
jié）, 是吃“ Bak Cang （肉粽/粽
子）”的或划船“ Peh Cun”船的
一天。 端阳 = duān yáng的意思
是“ 端”, 意思是笔直、突出、明
亮, 主要是它的来源； “ 阳”是指
积极的天性或阳光。 因此, 端阳 = 
duān yáng就是太阳发出最强光
的时候, 这个节日被称为端午。 “ 
午 = wǔ”表示中午11:00到13:00
之间的时间。

那天, 中国人通常会吃一种叫zòng 
zǐ = 粽子的特色小吃, 或者在印尼
俗称ròu zòng（中文：肉粽；福
建语：Bakcang）。

进来这几天, 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了
许多粽子被共享或出售。 这是因
为在印尼的华裔华人共同庆祝农历
Bakcang日（肉粽/粽子）, 该日期
是中国日历5月5日。 在国际日历
上, 今年的端午节在于2022年6月
3日。在此节日里除了能够吃到美
味的 Bakcang（肉粽/粽子）, 我们
也有必要了解Bakcang 日（肉粽/
粽子）本身的历史和含义。

西方的Bakcang日被称为端午节或
饺子节。 像龙的赛龙舟和吃年糕是
这个节日的两个主要因素, 由于它
是在中国日历第5月的第5天举行
的, 因此也可以称为“重阳节”。 
它有时也被称为“至尊阳节”。根

据中国形而上学, Bakcang Day是“
阳”能量释放出最强能量的日子。 
Bakcang Day的其他名称是第五届
中秋节, 夏季中秋节和端午节。

粽子的历史

粽 子 = 我们看字母, 如果描述的话, 
就是字母 =米 = mǐ =大米, 字母 宗 
= zōng = 祖先、模型、大师。 而
字母 子 = zǐ = 小东西。汉字真的
有很深的含义, 是不是？粽子是一
种典型的中国小吃, 里面有糯米和
各种加工猪肉。
屈原（屈原）；福建：Khut Guan, 
是楚国的一位伟大而忠实的部长。 
他生活在公元前340-278年, 是使

端
午
节
的
来
源

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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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国家联合起来面对秦国的最成
功人物。

因此, 秦人一直在努力降低屈原的
声誉, 特别是在楚国皇帝面前。 
在楚国, 也有许多不忠实的部长。

在那些不忠者的帮助下, 聪明又狡
猾的秦国务大臣提奥吉 (Tio Gi) 成
功地打破了屈原与楚国皇帝的关
系。 屈原被立即开除, 这六个国
家的联合联盟被粉碎了！ 曹怀昂
甚至对来到秦国的承诺都被说服
了。 在那儿, 他甚至被俘虏, 并对
他在监狱里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遗
憾, 直到他最终死亡。

楚国新任皇帝楚庆祥王再次传唤
并给屈原以信心。 即使六国联盟
不像以前那样牢固, 也可以实现团

聚。 公元前293年, 被秦国袭击的
汉, 魏国被摧毁并被摧毁。

由于这一事件, 屈原再次遭到诽
谤。 据说屈原将楚国带回与汉魏
国家一样的命运。 皇帝的智慧也比
前任国王差。 达不仅解雇了屈原, 
甚至判处屈原流放到the罗河 (今湖
南省) 附近的桐亭湖地区。 在这次
流亡中, 屈原几乎无法忍受。 只有
多亏了姐姐的智慧, 他才能得到安
慰, 以便他愿意接受自己的处境。

但是, 有时他不能总是接受他。 可
以理解, 即使他是楚国的贵族, 他也
不能忘记他对国家及其祖先的责
任。 因此, 屈原常常感到孤独, 对
生活氛围也感到无聊。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天他遇到了一
位渔夫, 结果证明他是一个明智的
人。 渔夫隐藏了他的真名, 只称自
己是普通的渔夫。 屈原终于和他交
了朋友。 即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有时不一致, 他们依然经常交流。

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诽谤, 屈
原感到绝望。 渔夫有一个原则, 那
就是当事情变坏时最好离开社交生
活。 屈原虽然不愿被世间的贪婪和
污秽所污染, 但他仍然希望为人民
的福祉和幸福重建一条真理之路。

因此屈原与渔夫相处得很好。 屈原
当时的平静生活被关于秦国侵略的
祖国首府楚国被毁的消息粉碎了。

这使老人屈原在自己的生活中显
得微不足道。 在感到困惑和悲伤
之后, 他决定将自己的旧生活变成
对他的人民的警告, 警告他的家园
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件。 怀着希
望, 希望他能重振其人民的精神, 秉
承真理, 并洗去他所遭受的耻辱。

当时刚好是端午的日子。 屈原将
船划入the罗河中段, 然后朗诵周
围人民所熟知的诗歌作品, 这对他
的家园及其人民产生了一种热爱。 
许多当地人震惊地听到了这一切。 
那时, 他来到了远离人群的水域。 
他终于在中国历法第5月的第5天
跳入河水, 河水急流而深。

举行自杀仪式是为了抗议导致楚国
垮台的腐败。 根据这个故事, 村民
们在河里试图寻找他的尸体。为了
吓着鱼和邪灵 , 他们在打鼓的同时
划着船, 以免打扰屈原的身体。 他
们还向河里扔了米饭喂鱼, 这样鱼
就不会吃掉屈原的尸体。 扔米包
也意味着屈原的灵魂。

看到他的几个人立即试图帮助他, 
但徒劳无功, 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屈原的渔夫朋友整天用一条小船
动员他的朋友去搜索, 但结果却是
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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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感到难过的人们便乘船在河
里寻找他的尸体。 然后, 他们以鱼, 
虾, 蟹为食, 将大米和其他食物扔进
河里, 目的是使生活在河里的各种
水生动物不会干扰屈原的身体。

然后, 为了避免被认为居住在河中
的龙人吃掉食物, 他们将其包裹在
我们现在称为bakcang = 肉粽 / 粽
子的叶子中。

Bakcang = 肉粽的字面意思是充满
肉的罐子, 但实际上, 某些罐子也包
含蔬菜或不包含蔬菜的。 那些含
有蔬菜的蔬菜被称为菜粽, 而那些
未装满蔬菜的蔬菜通常与芙蓉或糖
被称为碱粽子一起食用。

Bakcang是由糯米制成的外层 : 肉, 
蘑菇, 虾, 芹菜和生姜作为馅料。 也
有人添加咸蛋黄。 为了增加风味, 
通常添加少许盐, 糖, 胡椒粉, 食物
调味料, 酱油和少许植物油。

当然, 同样重要的是叶子包裹物和
绳索。 叶子通常选择长竹叶, 必须
先煮熟才能排毒。 Bakcang通常以
三棱柱的形状绑在一起。

屈原的传说是Bakcang粽子和龙舟
竞赛的起源。 渔民通过划船寻找
屈原的尸体, 打鼓打鼓以惊吓周围
的邪灵, 以免扰乱屈原, 而屈原最终
成为了一年一度的龙舟赛的先驱。

这也是每年农历5月5日祈祷时, 印
尼一些寺庙仍然举行将Bakcang扔
入海中的活动/仪式的原因。

随后的每一年, 用竹壳包饭的习
俗被包裹在竹叶上的糯米糕所取
代, 我们将其称为Bakcang, 以纪
念屈原。

粽子本身的四个角被认为具有意
义和良好的希望。 第一角的含义

是希望丈夫和妻子不会继续战斗
和彼此相爱。 第二角意味着美好
的祈祷, 使家庭始终处于和平与繁
荣的状态, 并且始终健康。 转三角, 
使运气和祝福总是顺利进行。 第
四角包含希望经营的业务将更加
成功并且事业将得到改善的希望。
如今, Bakcang的形式越来越多样
化。 在明代末期的台湾, 福建移
民带来的八角形是平坦而圆形的。 
Bakcang的含量也各不相同, 不仅
是肉, 而且还有素食粽子。 也有
一些是用糖或红糖吃掉的小尺寸
而没有填充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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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庆祝活动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 2006年5月20日, 
该节日被选为中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舟比赛, 从传奇到国际体育赛项

龙舟比赛的起源据说起源于人们划船寻找传说中的爱
国诗人屈原的尸体, 他生活在公元前340年至278年, 溺
水于Mil罗河（现为湖南省）

此次庆祝活动是最重要的龙舟比赛。 木船的形状和装
饰变得像龙一样。 舟的大小因地区而异。

通常, 它的长度约为20米至35米, 并需要30至60人的
力量来划桨（按照船的大小）。 在整个比赛中, 龙舟
队将以快速和谐的运动节奏划桨, 并伴有敲打鼓声。 

粽子节的其他传统习俗
1. 龙舟比赛

这条河上的赛艇运动起源于段武时代在战国475年
至221年公元前楚国段武当事件中的一个名叫屈原
的人物。

古代岳部落最初实行龙舟竞赛的传统。 居民在自己身
上刺上龙纹, 还剪了头发。 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在中
国历法的5个月5天得到龙的保护。 所使用的船是非
常长且狭窄的船, 并由人力驱动。 船通常装饰有龙的
首尾。 参加者必须在船上携带大鼓。

在中国什么是赛龙舟节？

据说获胜的队将在明年获得好运并过上幸福的生活。

赛龙舟是在许多地方举办的重大体育赛项, 在那儿, 运
动员们苦苦训练才能取胜。

观看赛龙舟的地点

随着2000年的不断发展, 赛龙舟已成为一项竞技运
动。 庆祝活动期间, 中国有许多地方举办龙舟比赛。 
下面是最重要的四个地点：

1. 香港端午节：香港九龙维多利亚港。
2. 岳阳国际端午节：湖南省岳阳州Mil罗河国际端午

赛中心。
3. 苗族贵州龙舟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东族自治州

台江县清水河。
4. 杭州端午节：浙江省杭州市西溪国家水上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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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悬挂马格沃特（艾蒿= Ai hāo 草）和昌蒲（chāng 
pǔ）

通常认为在夏天划舟的日子是最有很多病情出现的
月份。 因此, 通常在房屋中进行清洁, 并在房屋前悬
挂艾 = 艾蒿Ai hāo草和昌浦(chāng pǔ), 以除草并
预防疾病。

3. 中午时洗澡

这种传统只存在于福建（福建, 福州, 客家）, 广东（潮
州, 福州, 客家）和台湾地区。 他们在中午划船时收集
并储存水, 因为它被认为可以治愈疾病。 烹饪后可用
于沐浴或喝水。 在印度尼西亚, 这种传统习俗通常在
北苏门答腊省的丹绒巴拉伊市和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
实施。 他们在中午在河里洗澡, 因为据信龙水来了。

4. 建立鸡蛋

我们知道让鸡蛋站起来是多么困难。 老人说, 一年中
只有一天可以放一个鸡蛋, 正好是中午12点正好在粽

子 = Bakcang日, 当太阳发出最强烈的光线时。 这一
天的引力最弱, 所以鸡蛋可以站立。 当前, 太阳处于赤
道上方的“特殊位置”。 条件是不清洗鸡蛋, 不能将
鸡蛋放在冰箱中也不要煮沸。

据说, 根据专家的说法, 在那一天, 月亮的位置与地球
正好在一条直线上, 这样月亮在中午的重力就会正好
在地球之下, 从而使蛋黄略微被拉动。低于平常的一
天。 这样可以使鸡蛋的重心更远, 并帮助鸡蛋站立在
其锋利的边缘上。

因为中国历法依赖于月亮的循环, 所以它总是落在中国
历法5月的第5天的中间, 因此“筑蛋”的传统也是该
文化节的一部分, 当然要吃Bakcang = 肉粽 / 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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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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

去年六月下旬, 我们这里又开始

封城, 这回疫情来势凶猛, 政府

也管得比以前严, 人们只可以在

离家五公里购物与运动, 而每个

家庭只限一人去购物, 大人小孩

都在网上工作上课。

      

为了提高免疫力, 又能名正言顺

地出门, 每天都会出去散步。听

我们的医生朋友说, 散步可以消

除压力, 尤其在疫情下, 对身心

健康有益。

      

自小喜欢在清晨散步, 就如美国诗

人梭罗说的“清晨散步, 那是对一

整天的祝福……”。但近日, 却跟

着我们的一家之主, 散步在黄昏。

      

走在鲜有车子路过的街道旁, 一见

辽阔的天空, 飘着变化幻莫测的云

朵, 或对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 

心情豁然开朗。沿路欣赏他人屋子

的特色及其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日

子一长, 不认识主人, 却知道了这

家那家人种了什么花花草草。看着

花蕾一天天长大至綻放, 还有果子

成熟的过程。我分享了他人之种植

乐, 手机里更是繁花似锦。

     

行人道两旁, 都有着枝叶茂盛或疏

落的一排排树, 有的都是同一种

类, 有的并不同。树有高有低；高

高的大樹上, 一大群白鹦鹉在大声

地聊天。而在不高的树上, 彩虹鹦

鹉在觅食。美食当前, 牠们根本不

怕人, 任由我近距离拍摄。

     

走过球场, 没了往日踢球的人们, 

绿草如茵, 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

黄色小野菊在怒放, 心, 忍不住

在欢呼。一路上, 跟那些橄榄树, 

金合欢, 紫薇, 瓶刷花, 桉树, 柳

树, 梧桐, 槐树, 枫树, 蓝花楹, 

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树, 一一打“

招呼”, 观每棵树上不同形状的

叶子, 及各种深浅不一的绿, 满

树的花和结着大小不一的果实；

每种树的主干有粗有细, 树皮的

纹理各异, 尤其是那如迷彩服的

桉树树干。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一

草一木生命力的坚韧不拔, 植物脚

踏实地, 不惧严寒炎热, 天天向

上。凝視一棵大树, 感受种子惊人

的力量, 树枝伸展至天空, 树干立

于大地及深入地底的根, 它同时存

在地球的三个空间。查一朵不认识

的花, 竟是从世界的另一头移居过

来的, 长了见识。想起《小王子》

的“用心来看东西”这句话。万物

虽无言, 却可以引发自然界里最弱

的那根“芦苇”——人的深思。

      

归途, 太阳开始下班, 还穿着白色

睡衣的月亮也爬上来了, 但见西边

晚霞灿烂, 东边蓝天也染上一片粉

红。陶醉于斜阳下的景物, 欣赏着

黄昏之美。

      

散步, 不论清晨或黄昏, 走进大自

然, 让大自然的广阔与厚重, 开拓

视野, 调整心态, 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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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理 (棉兰)

（插图）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 - 95

印华文苑

2022年5月  亿乐荣  杂志 - 952022年2月  亿乐荣  杂志 - 3



96 -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96 - 2022年6月  亿乐荣  杂志

 致同事十年
人生, 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那一年, 异国他乡, 偏僻的当格

朗乡村, 我们相遇, 因着共同的

肤色、共同的语言, 仿佛遇见了

熟络的亲人, 瞬间, 让异国不再

那么疏离；让他乡不再那么陌生；

让漂泊不再那么凄苦！

荒僻的村落, 四方围墙内, 一屋陋

室, 蛛网吊梁, 杂尘相居, 草木疯

长...逼仄的空间, 冷寂的空占满

每个角落。清晨, 阳光唤醒繁密；

夜晚, 月光照亮丛影。 ——压抑, 

是一角天空透不开的承受。屋后, 

高低的老房里, 漏风的瓦随之错

落高低, 一堆废墟, 凸显屋子年

久的荒凉！于是, 对面大哥家里

墙角处的锄头斧头出山了, 该砍

的砍, 该锄的锄, 密丛中蜷伏的

长长的生灵, 请到别处仙居吧！

门前空旷开来, 阳光也跟着透朗

开来；屋后, 机台装起来；陡坡

下, 库房整出来；旁道, 车辙轧出

来...开始了, 漫长的机台轰隆声

相伴朝夕的日子！开始了, 年轻的

梦, 想改变世界的征程！

想想身后的一家老小, 不敢半途

而言弃；想想欲与拥抱的辉煌明

日, 不肯止步而退缩！践行那句老

话:既来之则安之。昼夜二十四小

时, 黑与白不停的交替, 机台转, 

人转, 人转, 效益转, 雇主的产

能和剩余价值进入滚雪球模式！

错过与缺席都是种遗憾

背井离乡的岁月里, 对父母的问候

是隔空的, 对家小的关爱

是遥控的！印象中父母健

壮的样子, 在某一瞬间就

霜白两鬓了；爱人年轻的

样子, 在某一定睛, 却发

现了被生活打磨的沧桑；

记忆中还懵懂稚嫩的孩

子, 在某一时刻, 就拔节

长大了…不知不觉, 弹指

十年, 在父母家小需要的

时候, 却不在身边。无奈

是对生活的妥协, 碎银几

两解得了一时的惆怅, 却

安抚不了这许许多多的错

过和缺席的遗憾！

偶尔回乡的日子里, 陪伴

虽幸福却短暂, 虽近在咫

尺, 却总感觉梗着一丝距离感！父

母藏起来的忧、爱人扛下来的愁、

孩子躲起来的笑…空气中泛着不

属于亲情的客套, 翻涌的心酸沿

着胸腔漫延上窜, 轻易涩红了眼

眶！出走半生, 故乡成驿站, 他

乡成故乡！（未完待续…）

——作者：莲心（雅加达）

印华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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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雁 (卡里汶)

偶遇有感
他们夫妇倆未到峇来之前, S很羡

慕地告诉我说, 那男的在椰城的生

意做得很大, 许多高官都认识他, 

女的还是位大学生。

也许是想显示她高人的学识, 一

见面, 她便大谈当今局势:“每个

人想当总统想疯了, 所以有这么多

政党。竞选前谁都可以许下不实际

的谎言, 我们做生意的, 才不会盲

从；要选, 也选长期以来对自己有

利的执政党”。

S怕我与她争论, 立即扯开话题

问她说:“新加坡给妳的印象如

何”？

她猛摇头地说:“东西沒有一样好

吃, 最糟的是出门时搭TAXI, 须

到车站排队, 光是走路就走得半

死；不像椰加达, 车可以隨时隨

地停泊在家门口。要不是避开大

选, 我才不愿到那种地方, 一点

自由也沒有”。

 

S又再暗示我别开口。直到吃饭时, 

她瞪大眼睛看着S太说:“妳怎么

可以让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

 

S太笑着说:“我们平时都是这样

的”。

 

她很不高兴地将自己要吃的菜夹

在碗中。我向来以为知识份子都

通情达理, 像排队是讲求秩序, 和

女佣同桌吃饭, 代表主仆平等, 这

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她竟然大惊小

怪。我突然有点担心, 为我们的同

胞担心, 如果每个人都和她一样的

想法, 以为受过高等教育就高人一

等, 有钱就能隨心所欲, 不顾他人

感受的话, 相信五月的悲剧还会继

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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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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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