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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美
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记者
的互动出现火药味颇浓的一
幕：围绕新冠救助计划被删
除，记者三次追问，惹恼了佩
洛西。此事的背景是，美国
众议院最近通过一项巨额联
邦政府支出法案，其中包括
给乌克兰总计达136亿美元
的紧急援助。但由于两党在
防疫资金分配问题上产生分
歧，众议院在法案中直接删
除了 156 亿美元的防疫经
费。

考虑到当前美国疫情严
重、应对经费却捉襟见肘的
情况，这一决定令人震惊，也
再次向世界展示：在全球唯
一超级大国，政治私利是如

何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满
口“人权”的美国政客又是如
何漠视与践踏普通民众的生
存权。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统计数据，当前美
国新冠感染病例接近 8000
万，死于新冠的人数接近100
万，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
抗疫失败国”。而 156 亿美
元防疫经费被删除表明，党
争与极化正把美国民众拖入
更加危险的境地，也加剧了
社会顽疾的恶性循环。

回顾美国两年来的抗疫
历程，始终被政治所绑架。
一个多月前，美国政府问责
局曾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卫
生与公共服务部在应对疫情
上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其自
身也存在着“持续性缺陷”，

包括未明确联邦、州和地区
等的防控角色和责任、未能
对疫情数据进行合理收集和
分析、工作透明度不够、与公
众也缺乏沟通和交流等。现
在来看，这一警告并未起到
作用。

事实上，从是否强制打
疫苗，到防疫资金的分配，几
乎每一项与疫情防控的决
策，都裹挟着政治缠斗。就
在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裁决疫苗强制令不得推行，
令白宫政策受挫。美国《国
会山报》评论道，美国的宪法
结构让控制疫情变得“不可
能”，政治斗争在这个时候不
仅对抗疫无效，更是不道德
的。

“政治抗疫”之下，美国
固有的社会顽疾正在加剧。

目前，新冠疫情数据在美国
居高不下，但美国社会对此
却有些麻木。有分析认为，
部分原因在于非洲裔、西班
牙裔和原住民的死亡率远高
于白人，而这些群体本就没
有受到社会的重视。美国种
族歧视的根深蒂固可见一
斑。

时至今日，在疫情中掀
起的反种族主义“黑命贵”运
动，未能对减少警察暴力行
为有任何推动。而美国一些
政客对疫情的“甩锅”推责，
则助长了美国社会针对亚裔
的种族歧视。美国反歧视组
织“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
组织”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
自 2020 年 3 月 19 日至 2021
年 12月底，美国反亚裔仇恨
事件达到10905件。

疫情之下，美国普通民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流失比比皆是：通胀节节
攀升，贫富分化却日益严
重。一边是底层民众为吃喝
发愁，一边是超级富豪坐享
财富翻倍。

美国疫情应对的失败，
令其漠视人权的一面展现得
淋漓尽致，引发世界的担
忧。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9 届
会议上，与会各国代表对美
国警察暴力、侵犯儿童权利
等人权状况表示高度关切。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
陈旭大使指出，人民幸福生
活是最大的人权。美国政客
真该好好用这句话对照一下
自己的所作所为。

更糟糕的情况恐怕还在

后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网站近日报道，20
多位科学家、医生和公共卫
生专家发表报告指出，美国
距离回归正常生活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悲观来说，从
现在到 2023 年 3 月，若有新
变异株出现，使 80%的美国
人受到感染、0.1%的感染者
死亡，就可能会有多达 26.4
万美国人死于新冠。

当佩洛西轻描淡写地用
“乌克兰人正在死亡”来回应
记者关于删除防疫经费的追
问时，她应该好好听听记者
的回击：“（美国人）也正在死
于新冠。”那些怀揣政治私
利、沉迷于党争、漠视民众人
权的美国政客，正让美国在
抗疫失败的道路上一错再
错。

“全球最大抗疫失败国”为何一错再错？

移民在旅途中主要用豆
芽补充营养，因为只需一点
水，它就可以长成，以供食
用。郑和舰队下西洋时也采
用 了 这 一 技 术（Menzies，
2003）。据现代营养学理论，
豆芽可以产生维生素C（抗坏
血酸）、维生素B2（核黄素）以

及维生素B3（烟酸）等重要维
生素。因而，与欧洲海员相
比，中国海员更能抵抗疾病。

的确，华人不是第一个将
水稻引进印尼的民族，但有记
载表明，他们引进了一些水稻
品种和高效的水稻加工技术，
例如舂米。他们还带来了茶，
发扬了饮茶传统。这一传统
随后在爪哇生根发芽，成为爪
哇人的日常习惯。在西爪哇，
就餐时必须要配茶。而在中
爪哇，混合了茉莉花的香茶也
很出名。

于记录印尼当地食材这
件事情上，旅行家和移民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旅行
家记录下印尼当地的众多食
材，包括有椰子、辣椒、槟榔、
胡椒、甘蔗、禽类和酒。有趣
的是，关于榴莲的记录于 15

世纪就已有发现（Groeneveldt,
2009），这可能是关于这种让
人爱恨交加的水果最早的记
录。

印尼不少地方的食品加
工技术都受到中国的影响，
至少可以说是由华人发展起
来的。早期，华人在印尼发
展水稻和甘蔗的加工工艺。
17 世纪中叶，在努山达拉至
少有 23 座甘蔗磨坊。中爪
哇和东爪哇的甘蔗磨坊由水
牛牵引，这一方法被沿用至
今。当时，中国使用的甘蔗
磨坊照片可以佐证这一点。

除此之外，华人对酿酒
工艺也产生了影响。大豆酿
制酱油的发酵技术与水果制
成蜜饯的手艺、腌制各类蔬
菜的手艺同等重要。如今，
这类货品主要在雅加达和西

爪哇买卖。
殖民时期，华人经常采

用西方食品加工和烹饪技
术，并将其发展成很有前景
的生意。19 世纪末，保鲜工
艺，如冷冻技术，成为了初识
这一技术时被采用的工艺。

菜谱
19 世纪末，随着苏伊士运

河的开通，努山达拉的饮食特
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
伊士运河开通后，接踵而来的
欧洲女性把欧洲菜式重新带进
了 荷 兰 家 庭 的 生 活（Ong-
hokham，2003）。一些擅长烹饪
的荷兰女性介绍了荷属东印度
的厨房和食材情况。当时的荷
属东印度美食家查特尼尤斯·
范·德尔·梅顿（JMC Catenius
van derMeijden）出版了一本关
于饮食文化的书籍。

那些与印尼姨娘共同生
活的荷兰男人经常吃当地食
物，后来开始重新追求欧洲
口味。另一方面，中华美食
起初只出现在华人的餐桌
上，后来也逐步开始向外传
播。从这时起，中华、印尼以
及欧洲这三方饮食文化的融
合开始日趋密切。

这一现象可以从已出版
的各类书籍中看出。这些烹
饪书籍的受众是当时的荷兰
妇女，如 1900 年出版的范·
贝尔古姆（NvanBerkum）作品
《荷兰菜在东印度》、1925 年
出 版 的 查 特 尼 尤 斯（JMC
Catenius van der Meijden）作品
《荷属东印度新菜谱大全》。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荷兰出
版商出版的食谱书籍里都有
中华食谱的一席之地。

20 世纪初，菜谱书籍最
初由经营公共出版社的荷兰
人出版。他们想向荷兰妇女
介绍荷属东印度的食材和烹
调技法。最古老的菜谱是
1845 年出版的第三版科尔
内莉雅小姐（Nona Cornelia）
作品《毕查厨师》。另外，还
有一本1872 年出版的《东印
度菜谱：最简单、最便宜家常
菜谱》，作者是加拉斯·哈克·
巴 斯 帝 安 斯 （G.G.Gal-
lasHaak- Bastiaanse）。

华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不可小觑。1939 年，由范德
普出版社（GCT van Dorp& Co
NV）出版的蔡木花娘（Tjoa
Bok HwaNio）作品《我的菜谱》
可以证明这一点。若从出版
商来看，很难追查谁是第一家
出版菜谱的出版商。华人经
营的日出书店可以说是菜谱
书籍的早期出版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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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融的努山达拉美食文化
■ 安德列阿斯·玛尔约多（ANDREAS MAR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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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怀之女郭兴娘的作品
——《妻子的烹饪书》

近年来，经过网络平台进行“贸
易投资”能获取丰厚回报的消息甚嚣
尘上、趋者若鹜。但自从尹德拉(In-
dra Kenz)及多尼(Doni Salmanan)涉嫌
为 Binomo 及 Quotex 应用平台的附属
经营者，而被警方调查后，网上“疯
狂的富豪”(Crazy rich)炫耀的视频也
消退了。

《时代网》(TEMPO.CO)于 3 月 10
日援引警察总部刑侦厅(Bareskrim)
刑事侦探科科长阿古斯 (Agus An-
drianto)警官的话说：“警方根据被
告进行违法投资活动的调查后，发
现有 6 种经常成为他们非法骗取暴
利的手段。”并提醒民众当心这些

“糖衣陷阱”。
首先，诈骗集团会承诺丰厚的利

息或利润。其次，参与者的投资去向
不明，会被恶意盗用。第三点，假借
某合作社名义大量吸引投资。此外，
经过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并利用商品
交易所，即虚拟或违法的“交易机器
人”及二元期权吸引投资。第五点，
在商品交易所进行网络贸易，诱以快
捷而丰厚的回报。最后，在非法的商
品交易所或平台进行贸易活动。

不料，这边厢警方刚压住Binomo
及 Quotex 的势头，那边又有“交易机
器人“事件冒起！《点滴网》(Detik.
Com)于 15 日报道，警方收到多起关
于Fahrenheit 交易机器人涉嫌贸易诈
骗的投诉，骗局最初是在巴厘岛被揭
发的，但巴厘省警察厅(Polda Bali)刑
侦科科长亨特利(Hendri Fiuser)警官
表示，他还没有接到相关的报告，

“但警方肯定会根据民众受骗的提
控，作出相应的调查行动。”民众相
信警方又能力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其中一位告状的民众是穆尔妮
(Murni Wyati)，她粗略估计至少有700
个投资者被PT FSP从网络所操盘的

“Fahrenheit 交易机器人”平台设套欺
骗。自从2月份参与投资，她就连续
亏损了不少资金。“我们 7 人控告
Fahrenheit 交易机器人以不正当手段
进行诈骗。还有其他至少 700 个受
害者还没有前来，他们也将跟随我们

的做法，向警方提出控告。”
她还透露，被诈骗犯套住的资

金，估价每人在 500 美元至 150 万美
元之间不等。

回顾早于2月19日，《罗盘网》就
向民众提醒，目下风靡的自动交易系
统即“交易机器人”很可能让贸易商
及投资者遭受亏损。并援引商业部
消费保护及经商准则厅(Ditjen PKTN)
科 长 波 汉 (Sihard Hadjopan Pohan) 的
话，政府2021年第 5号条例指定，如
交易机器人这类直销商务属于“后果
难于估测”的行业，政府将严格管制
其违法活动。

此外，印尼CNBC 网于 2月 21日
称，关注投资专案组 (SWI) 的多炳
(Tongam L Tobing)警示，在依法经营
的“交易机器人”中有很多冒充或非
法网站，他们会以丰厚的回报及夸耀
的宣传吸引投资者，而后果是会让投
资者血本无归。SWI 已向通讯及信
息部(Kemenkominfo)要求对违法投资
网站采取封闭手段，并通知刑侦厅
(Bareskrim)调查 19 个投资网站。其
中包括 MobileTrader RoboForex、Bino-
moRobot、Roboforex Indonesia、Fahren-
heit等。

《采访网》(Liputan6.com)于3月16
日报道，近来，二元期权(binary option)
及交易机器人的传闻不但影响广泛
民众，也牵连到公众人士及名人
(selebgram)，其 中 包 括 克 利 斯 (Artis
Chris Ryan)也因参与交易机器人的贸
易投资而遭受高达数十亿印尼盾的
损失。

克利斯于15日周二在法律顾问
得 陪 同 下 到 国 家 警 察 总 部 (Mabes
Polri)，为他被交易机器人网站欺骗
的事正式向警方提告，并附夹了他作
为受害者的相关资料和证据，希望警
方能依法对被告的“交易机器人”进
行调查询问。据可靠消息，近期也已
有几位受骗的艺人向执法部门控告

“交易机器人”网站违法诈骗投资
者。广大民众正静观事态的发展。

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上世纪的

“金字塔推销”到如今的“交易机器
人”，都裹上丰厚利润的“糖衣”，让
逐利者如飞蛾扑火，夫复何言！

壬寅虎年元宵节过四天 ( 年
十九 )，印华作协楠榜文友俱乐部
朱启刚主席，在群组转发了2020
年春节联欢团拜时一系列照片，看
到印华作协楠榜好女儿曾耕灶文
友的照片，无尽怀念心绪涌入心
坎，好久想写有关她顽强的艰苦奋
斗努力学习工作精神，总情不自禁
悲从中来，满眼泪水潸然流下，写
不下笔。

2020年春节初三，我的五弟在
雅加达病逝，当时我还沉溺在非常
悲痛的心情之中，没心情参加春节
团拜，只知道耕灶文友支持这次活
动，她很活跃，还出了意想不到的精
彩节目，大家都非常高兴。

认识她是于2016年底，我在
大巴刹 ( Gudang Lelang ) 买年货，
一位短头发身体康健妇女向我打
招呼:“姚老师早，买好了吗？”我
问 :“你是?”她说 :“我是耕灶。”我
说 :“你叫我老师太不好意思，叫
名字就可以，我看过《楠榜山水》第
一、二期，有发表你的文章，怎么不
再投稿呢 ? 再接再厉，再写! ”她
说 :“我只读到初中，学校封闭后，
仅靠阅读课外书自修，常写错字，
如果我写了文章你帮忙我查看可
以吗？”我满口答应 :“我们互相学
习。”在华人小店铺借了纸笔，我们
互相交换讯息号码。她住丹容加
冷，我住的鹿勿冻市，她很忙，是她
夫婿袁柯生文友( 实业家 )的好帮
手，我们很少见面。

记得2019年7月17日早上九
点半，曾耕灶文友陪同儒雅斯文、
祥和亲切茂物潘汉辉文友来寒舍，
耕灶文友就是这么支持俱乐部的
工作，热情好客，伸出温暖的双手
款待千里迢迢远方来客，由衷感谢
潘汉辉文友关心来探访楠榜文
友。因为有作协文友这一层关系，
我们是熟悉的陌生文友能和谐融
洽相处，这是关怀备至亲情组成的
温暖网，把我们紧紧地相依围在一
起，我们一直交谈到朱启刚主席打
来电话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我和几位文友已在金龙酒家
等候。”我们一起赴宴，共餐后余兴
未尽，朱启刚主席人缘好，认识
pantaihurun的大老板黄炎富先生，
有朱主席的关系，带我们去patai-
hurun（靠近pantaimutun），正在兴
建中未开放的私人旅游区，玩得尽
心才依依不舍分开。

2019年 12月7日印华作协楠
榜文友俱乐部由黄振辉辅导主席
和朱启刚主席举办二天一夜戈打
亚贡 ( kota agung ) 且在宜顶( gist-
ing ) 小镇住宿心灵之旅，我们享受
由曾耕灶文友赠送三大纸皮箱点
心，好吃的班兰叶肉粽子、肉包、豆
沙包，對她的细心体贴关怀，我们
非常感动。

我和耕灶文友同坐豪华巴士
后座，长途路上我们谈家庭、孩子、
工作，也谈写文章、人生观。从她
的谈吐能感到她忠厚善解人意，低
调朴素，宽容大度，陪伴夫婿袁柯
生文友东奔西跑，有丰富的社会人
生经验，见识多广，她对文友一视
同仁，明白事理不搞小集团，平易
近人，最难能可贵,她能理解友爱
团结文友，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
事情。两天的倾心交谈，我对她有
更一层了解，她有深度哲学见识，
她说 :“希望我们能为俱乐部真诚
付出，同心同德，挤不进的世界何
需硬挤，我不会为虚有的名衔出卖
自己良心良知或理性。”

她在 Bengkulu 第二虾塘對工
友关心，种菜，手缝口罩，做洗手液
分发工友，她说 :“向工人学习，提
醒自己将心比心，学会珍惜，体谅
别人，学会bagikasih。”她时时慷慨
解囊，资助有需要的贫困家庭，做
好事从不为人知。

2020年11月23日，曾耕灶文
友从 Bengkulu 在俱乐部群组转发

了她和夫婿恩爱的合影留念，夫妻
俩过着只羡鸳鸯不仙的日子，文友
衷心祝福 : 相儒以沫，心心相印，
琴瑟和鸣。耕灶文友也表达了她
的希望 :“当时旅游的开心甜到永
远，希望不久疫情过去大家再来
聚。”

没想到才过十多天，12月9日，
叶花堡文友转来信息，耕灶文友在
楠榜动手术病危转医雅加达，希望
文友们为她的康复祈祷，大家纷纷
转发心愿表示，希望耕灶文友手术
成功、平安，早日恢复健康。

晚上八点由叶花堡文友转来
曾耕灶文友家属转告耕灶已逝世
的消息，噩耗如晴天霹雳让人惊
愕，难以置信，希望这是一个梦，大
家都难以接受这悲痛的消息，这么
多的吊唁，表示出了由衷的伤感、
缅怀、惋惜和不舍。

耕灶文友写文章另成风格，写
得认真，一篇文章改了再改，不倦
不厌烦一直修改，坚持努力不懈写
文章，不气馁不骄傲，一遍又一遍，
争取零错误，她不屈不挠，让我很
钦佩，她进步神速，学习精神可嘉，
乐观进取，豁达负责任，积极支持
《楠榜山水》。

记起耕灶文友总让我热泪盈
眶，富人富情怀，富爱心，富同情
心，这么优秀的人，怎么说走就走
了，撒落一地让人难以忘怀的不舍。

耕灶文友已逝世，和她交心的
日子也已逝去，但她认真的工作态
度学习精神，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永远不逝，她永远在我心中。缅怀
无穷回味往日美好时光,千山万水
总是情，这一切的一切已成追忆，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
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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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骗钱的“交易机器人”
■ 本报评论员：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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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逝
■ 楠榜：姚秀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