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国内媒体去年底
报 道 ，中 央 政 府 宣 布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禁
止煤炭出口，这一决定让
国内煤炭企业感到震惊。
禁令的出台是因为国内

“蒸汽发电厂”(PLTU)的煤
炭储备严重不足，其后果
是直接影响到国内依赖国
家电力局(PLN)的千万家
庭的用电需求。

《 共 和 网 》(REPUB-
LIKA.CO)于 6日报道，国企
部 长 (Menteri BUMN) 埃 利
克 (Erick Thohir) 在办公室
向媒体宣称，由于发生国
家电力局煤炭供应严重失
衡的过失，决定将一次能
源科经理卢迪(Rudy Hen-
dra Prastowo)调离，提升哈
丹多(Hartanto Wibowo)接任
替代。

《采访网》(Liputan6.co.)
于同日称，电力局召开全
体股东大会(RUPS)后，国
企 部 做 出 了 列 号 SK-2/
MBU/01/2022的决定，内容
写道：“电力局大家庭祝福
并大力支持哈丹多成为董
事部(Direksi)成员的工作，
并向卢迪多年来的奉献
(dedikasi)表达谢意。”“在
提升企业表现的努力中，
经理的更替是很正常的现
象。电力局将坚定地推行
转型升级，以便能为全国
所有用户提供更好及重要
的服务。”体现了国企部进

行内部整顿的决心。
根据知情者透露，因

为燃煤储备的短缺，使得
部分 PLTU 的供电能力下
滑，而直接影响到 1000 万
个用户的电力需求。部长
强烈要求新任经理哈丹多
马上克服相关困难，“燃煤
不足的情况不可以再发
生，为什么呢？我们作为
天然资源生产地，从能源
产品 (komposisi) 的角度分
析，煤炭的供给应该是安
全的。”“很多没有天然资
源的其他国家，却从未发
生能源供应危机，所以，我
们内部有很多工作需要我
们共同而认真地彻底改
正。”

《时代网》(TEMPO.CO)
报道，埃利克部长与国家
能 源 部 长 (Men ESDM) 一
道，于1月4日前往国家电
力局总部进行突击检查。
不料，总部办公室正被封
锁(lockdown)，因为不久前
有经理人员从巴厘岛回雅
加达时被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Covid-19)，整幢大厦正
进行消毒处理。部长说：

“我能够体谅封锁办公室
的措施，然而在企业面临
燃煤危机的时刻，应想尽
办法继续工作。这就是我
决定马上进行调换的原
因。”没有危机感就不能给
予重托！

部长表示，现年 45 岁
的哈丹多是电力局现有最
具天赋 (talenta) 的人才之

一，是在审核其多年的工
作表现后才决定提拔为经
理。他说：“我将设定让哈
丹多在一两天内必须做出
改革措施。”印尼是天然资
源充沛的国家，“这意味
着，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处
理好。”

众所周知，结构臃肿、
旧习难除的国营企业一直
是佐科维总统亟需改革的
对象，但其间盘根错节的
政党利益，千丝万缕的人
脉关系，让革故鼎新的计
划举步维艰、屡屡碰壁。
回顾去年12月6日，《印尼
CNN网》报道，埃利克部长
突然在PLN股东大会上调
换 了 总 经 理 (Dirut) 载 尼
(Zulkifli Zaini)的职务，由达
尔玛万(Darmawan Prasodjo)
接任。部长没有说明调职
的原因，只表示已责令新
总裁尽快整顿内政，提升
电力局的总体绩效。

部长在交接仪式上表
示：“伯载尼自 2019 年 12
月上任以来，在领导这个
为全国民众生活供电的企
业方面，我认为作出了诚
心诚意(ikhlas)的服务。”评
论也普遍认为，载尼在任
内时让电力局的业务绩效
获得不少成绩，但为何会
被突然调换，令人感到困
惑。

在调换总经理后，紧
接着，部长又于 12 月 7 日
的电力局股东会议后出台
部长决定，正式宣布提拔3

位电力局的新任经理，即
行政及人力资源经理尤索
夫 (Yusuf Didi Setiarto)，中
西 部 营 业 经 理 阿 迪 (Adi
Lumakso)，东部区域营业经
理 柏 利 延 多 (Adi Priyan-
to)。决定书也写明 3 位相
关职务的前任经理人员已
被撤换，这更引发了舆论
界的各种揣测。

国家电力局的企业通
信及社会责任(CSR)行政
副总裁阿贡(Agung Murdifi)
发布说明，“电力局大家庭
祝福新上任的经理，并将
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同
时也向已作出奉献的离任
前经理表示感谢。”并重申
企业内的调职是很正常的
事，希望民众能平静的看
待。

去年底有 4 位高层领
导被撤换，仅一个月时间
又有 1 位董事经理被调
离 ；显 然 ，国 家 电 力 局
(PLN)内部的这场风波绝
非寻常。何况，一些网络
媒体也刻意传播，称印尼
前五名的大型民间煤炭企
业，与埃利克部长及一些
政府要员的家人有或多或
少的关系，引人遐想。

我们别被小道消息所
误导，而对相关的公职人
员产生怀疑；我们更应该
保持对总统及其内阁成员
的信心，相信国家电力局
的新董事能克服困难，引
导国营企业走出这场风
波。

我们对2022新的一年是
抱着多么大的希望。

特别是聆听了佐科维总
统于2021年末在Kompas 100
（译注）的讲话。Kompas 100
即《罗盘报》（Harian Kompas）
发布的雅加达证券交易所
（BEJ）100家发行股票机构之
指数。

总统是多么的充满乐观
主义精神，使我们也一样感到
乐观。我们与过去一样备受
鼓舞，受到总统在证券交易所
的这番话所鼓舞：我国的经济
即将腾飞！

这次总统提到了三项新
工程，都是巨大的工程项目，
响当当的，这向来压抑我们心
中的不愉快情绪得以释放了。

比方说，在巴厘将兴建国
际级医院。总统已在几天前
主持医院奠基礼。那是对国
民沮丧情绪的回答：为什么数

以百万计的我国公民到外国
去求医，造成国家外汇的损
失？

现在有了答案:无需再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到巴厘
就可以啦。在巴厘将有宽大
的、占地41公顷的国际医院，
可同时休闲呢！

当然啰，建设医院不单单
是实体建筑问题，还有医术问
题，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级棒
的医生、护士和优质的服务。

我当然与大家一样感到
兴奋。何况已知晓其具体计
划：有哪些优势专科啦。心脏
与心血管，中风和脑部疾病，
肠胃消化道疾病，美容和康
复，干细胞和细胞疗法，糖尿
病及其并发症。还有哪些
呢？或许这些只是九牛之一毛。

更繁重的是招聘世界水
平的医生并使他们愿意留驻
巴厘。现状是:许多病人是要
找知名医生，哪家医院有高明
的医生就能吸引病人；医生转
到别家医院了，病人也将随之
而去。

说到底，目前一流医院多
的是，也有许多高明的好医
生，惟其如此，在巴厘开设顶
尖医院也不无道理。这一路
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槟城
的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很好，着
实令人眼红呢！

至少如今政府已为我们
铺平解开心结之路，而我们如
何把它打造成一流医院，就看
今后四、五年了。

然而不必太过忧虑，政府
有了克服这些难题的捷径：靠

世界首屈一指的医院——美
国 梅 奥 医 学 中 心（MAYO
CLINIC），打出梅奥医学中心
的金字招牌，人们便无需再问
是什么医生了。梅奥就是保
证。

您或许已知道：梅奥医学
中心有着世界最佳医学中心
之美誉。首先是可以治疗各
种疑难杂症和重症，包括癌
症。上个月，前总统尤托约诺
（SBY）就是在梅奥医学中心
治好他的前列腺癌。

梅奥医学中心不仅以专
科治疗著称，而且其体检也很
有特色，甚至对病人进行个性
化护理：全面地看病人的体
质、思想和精神状态。

如果是这样，就有了同新
加坡竞争的底气。不要问医
院是谁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的医院也不是我们的嘛！

梅奥医学中心在全球都
有其网络。如在美国、墨西
哥、沙特阿拉伯、韩国、新加坡
和阿联酋。他们互相协作以
提高医疗服务。

“梅奥医学中心承诺：梅
奥医疗网络（MAYO CLINIC
CARE NETWORK）的专家将
与印尼医务人员分享其医学
专科知识和经验。”国企部属
下卫生局发言人阿利亚·马亨
德拉·西努灵加（Arya Mahen-
dera Sinulingga）如是说。

佐科维总统新年讲话中

振奋人心的另一个项目是工
业方面的。总统已为印尼最
大——也许是世界最大——
的工业园区主持工程启动仪
式。地点是在北加里曼丹省
布隆安（BULUNGAN）县,更准
确的说是丹娜库宁海滨（Pan-
tai Tanah kuning）。虽然地处
布隆安县，但它更靠近东加省
伯劳县（Berau）首府，离东加
和北加边界不远。

这预示东加和北加将肩
负着印尼的未来。您当然晓
得：印尼新首都设在东加里曼
丹省，现在最大的工业园区设
在邻省。

它不仅是最大。它又极
其环保，非常绿色，绿色工业
园。面积：10000公顷。倘若
需要可扩大至 30000 公顷。
非同小可！

这是佐科维总统心目中
的第十大工程。一旦实现，将
载入史册：新首都，高速路，镍
矿冶炼厂，以及新的工业园。

在工业园方面，还有创历
史的：兴建印尼最大的发电站。

那就是克拉彦河（Sungai
Kerayan）上 游 水 力 发 电 站
（PLTA）,它是北加最长的河
流。它下游河口靠近打拉根
（Tarakan）,但其上游离伯劳
（Berau）不远。即离工业园不
远。正因为电力来源于水，称
为绿色工业园就名副其实了。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

一切如同未开垦的处女地，因
而，这项工程计划一旦实施，
将犹如建新首都一样，是那么
的困难，那么的偏远。

“将建设新码头和新机
场！”我在昨日下午与布隆安
县县长萨尔加威（Syarkawi）通
话时，他这么郑重地说。

目前，只有乘坐直升机才
能到达水力发电站，完全没有
道路，无论如何，必须建造200
多公里长的公路，从零开始。
从砍伐森林，筑路基，加固到
铺沥青，总之，一切从零开始。

那儿的山石资源是远远
不够的，采用来自巴鲁（Palu）
或托里托里（Toli Toli）的山石
是最邻近的选择，而横渡望加
锡（Makassar）海峡只需一晚
的时间罢了。

中苏拉威西省山石的主
人将因而喜获丰厚利润啊！

再说丹娜库宁县工业园
区仍是一片处女地，连一个世
俗港口都没有，也还没有机
场，它——若从距离海滨很远
看来——想要兴建大港口就
必须延伸到大海。造价高昂
不言而喻。

此计划与时任东加省省
长阿旺·法鲁（Awang Faruq）
的方案截然不同。他认为工
业 园 应 建 于 马 洛 伊
（Maloy）—— 靠 近 桑 噶 塔
（Sangatta），离海岸线只20米
罢了。

相比之下，马洛伊出局了。
马洛伊离能源地虽很近，

只有10公里，但它是煤矿啊！
丹娜库宁更靠近绿色能

源：克拉彦水力发电站，虽说
是距离近，却大约200公里。

它之所以当选，表明能源
导向（Energy Oriented）是首要
的，优先考虑的是能源。

煤炭将于 50 年内告罄
——或许不到50年。

克拉彦河水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可以说一辈子。

煤炭，污染。
水，清洁。
煤电价格5美分/千瓦时。
水电价格最多不过2.5美

分。
所以水力发电站胜出，但

是需要非常大的投资。还未
计要在海滨建新机场。

高速路也需要大的投资
——不过仍属力所能及。财
政困难虽大，还可克服。

新首都耗资巨大，却能及
时筹足。找钱太难，尚可得到
或是将会得到。

这两项工程似乎很难，还
是可行的。一次成功，必然接
续成功。小成功带来小自信，
大成功带来大自信。

佐科维总统自信心很强
——他将挑起两项特大工程
的担子——很重很重的担子。

新年，新担子！
译注：是指雅加达证券交

易首席执行官（CEO）论坛。
作者原为《爪哇邮报》集

团总裁，原印尼国企部长。
许明 译

■ 余世甘（Dahlan Iskan）

新 的 担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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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

伊万·萨吉多：爪哇之
“母”与长披肩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
日惹印尼艺术学院（ISI）的年
轻画家中间，出现了一股超现
实主义的画风。肖像画，通常
与人类形象有关，是遵循现实
主义绘画原则创作而成的，手

法严谨而又细腻。另一面，则
营造出一种诡异的、光怪陆离
和神秘莫测的氛围。人类被
刻画成孤立于世界或现实生
活潮流之外，仿佛不受社会秩
序的制约。我们从这类画作
中捕捉到一个隐含的意思，即
现实是个谜，而纷繁复杂的生
活本身就高深莫测。

这种超现实主义风格多
模仿伊万·萨吉多的画作。
1988 年，他在雅加达的杜达
佳品艺术画廊（Duta Fine Art
Galley）的个人展览上，充分展
示了这一绘画风格。批评家
萨能多·尤利曼（Sanento Yuli-
man）观察到其他年轻画家的
作品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风格，

遂将这一新现象或潮流命名
为“日惹超现实主义”。

伊万·萨吉多是华裔，华
文 名 字 叫 吴 志 信（Go Tjie
Sien）。他于1957 年出生在拉
旺（Lawang），一座靠近玛琅的
东爪哇小城。他的父亲吴吕
程（Go Loe Thia）在 16岁的时
候从中国厦门漂洋过海来到
印尼谋生。他的母亲叫胡碧
珠（Oh Byak Tjoe）。在他父亲
的出生地，所有村民都姓

“吴”，都是吴氏子弟。伊万表
示，如今在厦门吴氏祠堂的碑
文上仍可看到吴氏家谱。在
他的祖先当中，既有皇亲国
戚，又有当地的社会名流。

几年前，伊万·萨吉多有

幸回到厦门参加吴氏家族聚
会。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座带
有厢房的木建筑，地板是土做
的。这是他父亲以前居住过
的地方，依然屹立在那里，几
乎没有什么变化。几乎每一
年，散居世界各地的吴氏后人
都会在不同的地方或国家举
行吴氏家族大聚会。如今，他
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居住在中
国，从事摄影或照片冲印生
意。据当地人说，在厦门乡村
祠堂的墙壁上挂的那幅画是
他叔叔的作品。伊万猜测，他
的艺术细胞来源于他的父
亲。他的外公是一个名中医，
现在泗水翁打岸谷隆（Un-
daan Kulon）居住。

如今，伊万一家仍在拉旺
居住。1965年以前，伊万记得
他们家总是会热热闹闹地过
春节。不过，除了庆祝春节，
他表示他们与祖先文化之间
可以说没有交融。虽然他的父
母会讲流利的华语，但他们在家
里都使用印尼语进行日常交流。

“伊万（Ivan）”是他自己
选择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他
在书中认识的、一位他所崇拜
的俄罗斯名人。当地法院批
准了这个新名字，因为“只要
不是华文名字，任何名字都可
以”。而“Sagito（萨吉多）”则
是从爪哇名“Sagita（萨吉塔）”
而来，带有浓厚的爪哇气息，
代表这位艺术家的出生月份。

对伊万·萨吉多来说，如
果一个“支那人（Cina）”觉得
被称为“Tionghoa（华人）”要

比被称为“Cina（支那）”舒服
的话，那恰恰说明对“支那特
性”的仇恨已成功植入。就这
样，华人本身后来也开始对他
们身上的“支那特性”深恶痛
绝。70 年代中期，伊万决定
去日惹学习美术，但他的父
亲并不赞同。幸运的是，居
住在玛琅的资深画家班邦·
苏耿（Bambang Soegeng）支持
了他。这位画家说艺术之路
从不会辜负生命，至今他的
教诲仍时常回响在伊万的耳
边。这番话似乎也让父亲的心
柔软下来。与这位画家的交
情，也令艺术家生活的浪漫故
事乃至极乐岛的旖旎风光都潜
移默化地潜入伊万的想象之中。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
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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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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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是哪一天，只记得那
是发生在去年七月份，疫情猖狂
的一个晴朗日子。靠近我们住家
区忽然喧嚣声起，不少人围绕着
一副摆放在一所靠街边民屋的棺
木，大半人脸色低沉，气氛悲凄，
好多人围着哭泣。只听一人伤心
地说：“好狠毒啊，疫情，这么好的
人你都不放过，忍心把她带走。”

有些骑摩托车路过的人也好
奇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傻在那
儿。一个围观者好似自个儿嘀
咕：“疫情是无情，却也没曾看到
这么悲惨的景象啊……”忽听一
人说：“是在等救护车接去火葬
的。”傻在哪儿的众人听了，面面
相觑。在众人纷纷议论中，忽然
听到雷声，响彻云霄，“咦，晴朗天
怎会打雷？”

大家受惊的同时，顷刻间，晴
朗的天空乌云满布，雷电交加，一
会儿倾盆大雨，稀里哗啦倾泻下
来。“哎……好好一片天，怎么说
变就变呢？这不正符合‘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经典名
言吗？”围绕的人们赶紧跑去对
街的镇上办公所避雨，棺木没人
敢动，就任暴雨喷泻出的点点水
滴，丝丝洒向它。

好凄惨的景象啊 ! 莫非苍天
也为之哭泣？就在此时，忽听一
个高大的中年人仿佛自言自语
说：“什么世道啊，现在？”他很伤
感地说：“一个该入土为安的逝
者，还要受如此凄凉的遭遇，等着
救护车来接去火葬。疫情啊，这
都是你惹的祸啊！连ALLAH都
为此震怒。”原来他是镇长。有
些避雨路过的人听到镇长这么

说，都赶紧冒着稍缓的风雨，溜之
大吉。

适时有个穿着邋里邋遢，眼
睛红红好似哭过的中年男子，走
向镇长双手合十说：“谢谢镇长！
这次若不是您帮忙处理，我都不
知道该如何？想着前阵子我妈也
中标，隔离期您也知道的，一直守
护着她的不也是阿茜吗？我妈不
但好起来，阿茜也好好没事。”逝
者夫婿阿登一面手掩着脸哭得很
悲伤，一面说：“人人都没想到她
会是中标，她只说身子有些累，却
没有任何症状，没想躺了两天就
这样凄惨地走了。”

可在Covid猖狂下，惟有听命
行事，凡是感染者死后，必须有政
府处理。“镇长，谢谢您帮忙处理
了 一 切 事 务 ，又 帮 我 看 顾 小
女 ……”他伤心欲绝地说不下去
了……此情此景，任谁看了也无
法自制而感到伤感呀。

镇长回应说：“是的，阿茜确
是个好媳妇，可逝者如斯，你要节
哀呀。”镇长继续说：“这两个月疫
情极凶，因医院缺床位不能容纳
众多患者，死亡人数多，宅家隔离
的患者，死后也必定要尽快叫医
务人员处理。因救护车也缺，不
能够接报即可赶来，才造成如此
悲惨局面。”说着说着，听到远处
传来救护车紧急的声音。不久一
到，就赶紧把湿淋淋的棺木给抬
走……没个人送，被抬到哪个坟
场也没人知。

哎，世上哪有比这更凄惨的
景象啊？

“你的小女儿，你就放心吧！
暂时放在我这儿，我们会好好替
你照顾她的……”

疫情无情，爱心无限哪！

■ 吴志信（伊万·萨吉多）

疫情猖狂下的凄惨故事
■ 雅加达：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