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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儿东京残奥会大展拳脚
勇夺2金3银4铜共9奖牌刷新我国记录

印尼健儿东京残奥会勇夺9奖牌
9 月 4日，蕾雅妮（左）及卡莉马杜斯这两位残疾运动员在东京残奥会

SL3-SU5 女子羽毛球双打赛赢得金牌。我国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上共
获得 9枚奖牌，即 2枚金牌、3枚银牌和 4没铜牌奖，也因此刷新了我国在
残奥会历届以来最佳纪录。

国军总司令视察万鸦老接种疫苗活动
9 月 4 日，国军总司令哈迪（中）在北苏拉威西省长 Olly

Dondokambey（左）等陪同下，视察该省省府万鸦老的接种疫
苗活动。

PKPI更名为正义与团结党 该政党声称与人民关系密不可分

总统指示巴布亚加速接种疫苗
警方称全运会亦须注意巴独和KNPB示威活动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本报讯】印尼残疾运动

员代表团在 2020 年东京残
奥会获取9枚奖牌，即2枚金
牌、3枚银牌及4枚铜牌。这
项胜利刷新了我国在残奥会
历届以来的最佳纪录。

上述成功离不开女子双
打羽球选手的蕾雅妮（Leani
Ratri Oktila）及卡莉马杜斯
（Khalimatus Sadiyah）这两位
残疾运动员在SL3-SU5的女
子羽球双打赛赢得金牌。佐

科维总统也已发出祝贺信，
并要求蕾雅妮等加紧努力。

蕾雅妮果然不负佐科维
总统厚望，她与哈里（Hary
Susanto）在 SL3-SU5 羽球男
女混合双打赛中再夺取了另
一枚金牌奖。

蕾雅妮与哈里在今年 9
月5日赢取的金牌，也结束了
我国红白运动员在东京残奥
会的奋斗历程。另一方面，
蕾雅妮也获得SL4女子羽球

单打赛银牌，因此她在东京
残奥会中共获取3枚奖牌。

另外是由女子举重员威
蒂亚茜（Ni Nengah Widiasih）
在 41 重量级获得银牌。加
上德瓦（Dheva Anrimusthi）在
男子SU5羽球单打赛中取得
银牌。至于SL4男子羽球单
打 选 手 弗 列 迪（Freddy Se-
tiawan）及 SU5羽球单打选手
分别获得铜牌。

TT10男子单打乒乓选手

大卫（David Jacobs）及 T37 男
子 100米赛跑选手普尔诺莫
（Saptoyoga Purnomo），也分别
获得铜牌。

印尼代表团在这次残奥
会。共夺取9枚奖牌，这是印

尼自参加残奥会以来的最佳
成绩。印尼曾于1976年在多
伦多（Toronto）及1980年在阿
纳姆（Arnhem）举行的残奥会
分别夺得6枚奖牌。

（Ing）

【本报讯】印尼正义与团
结党（PKPI）决定更名为正义
与团结党（PKP），这是他们在
1999年成立时使用的名称。

PKP 秘书长赛义德·萨拉
胡丁说，党的名称和标志的变
化于2021年5月25日在全国
特别代表大会中修订的《党章
和章程细节》中有所规定。

赛义德在上周末的书面
声明中说，PKPI的名称被改
为 1999 年成立时的 PKP，党
章和章程细节修正案已获得

司法人权部长的批准。
赛义德说，除了改变党的

名称和标志外，特别代表大会
还决定由 Yussuf Solichien 退
役海军少将取代迪亚兹（Diaz
Hendropriyono）担任2021年至
2026年届的PKP总主席。

赛 义 德 说 ，Yussuf Sol-
ichien 是备受尊敬的海军高
级将领之一，他与苏西洛和
普拉波沃是同一代人。

在服役期间，Yussuf Sol-
ichien 曾担任 Jalamangkara 支
队或海军特种部队的指挥
官，他的最后一个职位是海
军计划和预算助理。

进入PKP全国领导委员会
结构中的另一个人物是前副总
统特利·苏特里斯诺退役上将，
他担任PKP辅导委员会主席。

赛义德说，特利与已故
的 Edi Sudrajat 退 役 上 将 在
1999年同为PKP 的创始人之
一。我们没有在这个共和国
相遇，他同时代的人物仍然

想管理党。这很了不起。即
使是现在，我也看到他对促
进PKP发展壮大充满热情。

进入PKP管理层的退役
将领还有前国军信息中心负
责人 Asliza N Tanjung 陆军退
役少将，Kusnadi Kardi 空军
退役少将和RosihanArsyad海
军退役上将。

对于一些军人和警察退
役将领加入 PKP，赛义德表
示对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
选感到乐观。

赛义德说，时至今日，我
们收到了来自各个地区退役
将领的无数支持信，包括得
到宪法赋予选举权的军人和
警察家属的支持。

其他PKP领导层由具有艺
术家、倡导者、医生、医护人员、
环保活动家等背景的人组成。

赛义德补充说，我们现
在的口号是“PKP 与人民打
成一片”，这意味着PKP与人
民的关系密不可分。 （Irw）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表
示，为了确保将于今年10月2
日至15日在巴布亚省查雅普
拉（Jayapura）等4个市县区举
行 的 第 20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PON）能顺利举行，届时所有
在运动会场合的人，包括运动
员、工作人员和观众等都必须
已经接受了注射疫苗。

经济统筹部长艾朗卡
（Airlangga Hartarto）于 9 月 5
日通过线上召开的记者会表
示：“根据总统的指示，为了
确保第 20 届全运会能成功
举行，所有的观众同样必须
已经接受了疫苗接种服务。”

艾朗卡也阐明，根据直
至今年9月2日的记录，巴布
亚省已经注射疫苗的人数仅
达到预定接种疫苗人口的
18.03%，比全国已经注射疫
苗人口比率为31.32%。

警方表示，将成为今年10
月份即将举行的第20届全国运
动大会来临之前的主要威胁。

另外，巴布亚省警区公
关 主 任 阿 赫 马 德（Ahmad
Musthofa Kamal）上校于9月4
日通书面方式表示，除了新

冠病毒之外，第20届全运会
也必须注意到巴布亚武装集
团（KKB）的干扰，以及西巴
布亚省委员会（KNPB）的示
威活动。他说：“警方通过城
市治安系统模拟方式可预测
上述KKB和KNPB所带来的
威胁。有些不法分子企图乘
着治安人员关注全运会活动
之际，制造混乱的局势及阻
挠全运会的进行。”

阿赫马德声称，上述是
巴布亚省警署公共刑事案侦
查局为保护各项活动免受最
坏的可能性所作出的预估。
此外，警方也已准备控制和
调节交通的流量，以期全体
警员能理解城市治安系统模
拟制度的落实过程，警方将
于9月7日开始实行该行动。

交通局方面将部署警方
特遣队护卫运动员代表团安
抵巴布亚省，并避开出现交通
堵塞、交通事故及拒绝全国运
动大会的当地人所设的路
障。他说：“治安小组面临的
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违反防
疫卫生规则的居民。”

巴布亚省警区长玛迪乌

斯（Mathius D Fakhiri）表示，
在全运会举行期间，他将出
动 6000 警员维护治安。治
安人员将分布于主办全运会
的 4 个市县区，即查雅布拉
市、查雅布拉县区、迪米卡县
（Timika）及 马 老 奇 县（Me-
rauke）。他说：“巴布亚省警
区 6000 名警员加上外地来
的警员和国军联合部队将协
助维持全运会的治安。”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