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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诚毅”二字，相信

集美人一点儿都不陌生，因

为随处可见；整个集美学村

的学校都以“诚毅”为校训。

民国七年，由陈嘉庚亲订、

陈敬贤手书的“诚毅”匾额，

就悬挂于集美学村之内。

翻遍相关资料典籍，鲜

见两位校主特地对“诚毅”

校训的解读和阐释。但观其

一生所作、所为、所说，则无

不处处闪烁着“诚毅”的光

芒。

“诚”是一个形声字；从

言，从成，意谓对待人要诚

实讲信用。《礼记·中庸》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

之道也。”认为“诚”是自然

万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

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

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

终始，不诚无物。”进一步阐

释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

于“诚”。

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

最为深远者莫过于儒家学

说，而“诚”更是儒家为人之

道的基本要求。一代大儒朱

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

谓。”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

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

信，说真话、做实事。

“毅”也是一个形声字：

从殳，从 。本义：意志坚强、

果断、果决；表示志向坚定

而不动摇，意志坚强而持

久。

儒家的核心是仁。有

弟子请教何而为仁·孔子

答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所以，曾

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论语·泰伯》）。大致

意思是说：士人不可以不

胸怀远大，毅力刚强；因为

他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

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

难道不重大吗？奋斗终身，

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

遥远吗？”由此可见，能否

为“毅”，应是儒者必备的

基础。

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

响的嘉庚先生，选择了诚

与毅，作为自己处事的哲

学。在做人方面，陈嘉庚

说：“做人最要紧的是诚实

与正义，要明是非，要为社

会做事。再多的钱可以花

光，但诚实、正义却永远受

人尊敬……有的人，伤天

害理的事敢做，乌七八糟

的钱敢挣，这样的富翁受

人唾骂，遗臭万年”。又说：

“ 精诚始足以言团结，惟团

结始足以言力量”。在《嘉

庚家训》当中，更是对子孙

谆谆教诲：“我毕生以诚信

勤俭办教育公益，为社会

服务”。他不仅是这样说

的，更是这样做的。

首先是陈嘉庚的真诚。

1898 年，他母亲病逝，陈嘉

庚立即回乡葬母。可是当守

完 3 年母丧的陈嘉庚回到

新加坡时，却发现曾经兴隆

的米店已经门庭冷落，负债

已达 30 多万元。原来是父

亲的妾生子趁陈嘉庚不在，

尽情挥霍，导致公司面临破

产，父亲忧郁成疾而死。按

照当时新加坡法律，儿子不

必偿还父亲债务。但以信誉

为重的陈嘉庚虽然经济拮

据，却宣布“立志不计久暂，

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

遗憾也”。面对家道中落，陈

嘉庚艰苦奋斗了 4 年时间，

终于有些盈利，他便不顾亲

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

力找到债主，到 1907 年为

止，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

欠的债务。此事成为新加坡

华人商业史上一大佳话。当

然，当时也曾有人说他傻，

但他说:“中国人取信于世

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

面前! 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

信，行必果。”陈嘉庚一诺万

金的信誉迅速传遍了东南

亚。此后，人们十分相信陈

嘉庚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

愿意与他做生意。可以说，

陈嘉庚之所以能在家业衰

败后，艰苦创业 10 年左右

成为百万富翁，与他“一诺

万金”的诚信商誉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嘉庚先生回国定居后，

也常常教诲身旁的人要诚

实守信。笔者看过采访陈嘉

庚生前秘书张其华的报道，

记述着两件看起来很小的

事情，却又让人印象深刻。

一件发生在 1958 年，当时

集美各校要筹办农场，但

校区土地有限，学校有人

建议，把几年前赠给农业

厅的天马农场大片土地收

回一部分。张其华认为有

道理，便请示先生，结果受

到陈嘉庚的严厉批评。嘉

庚说，已经赠送给别人的

东西又要讨回，出尔反尔，

是不诚实之举，并责怪张

其华没有当场批评学校的

这种错误主张，还要照搬

来提什么建议。另一件事

则发生在总务主任叶祖彬

身上。1956 年 10 月，星马

工商贸易考察团里的一些

乡亲回到集美，嘉庚先生请

他们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

饭，并叮嘱叶祖彬多做一些

饭。结果叶祖彬忘了通知，

让客人们饿了肚子。尽管事

情不大，嘉庚先生却认为，

叶祖彬在这件事上对他失

了信，同时也让他失信于客

人，因此，要求叶祖彬写出

检讨，并给予停薪一个月的

处罚。

其次是陈嘉庚的忠诚。

尽管已是企业破产、家财耗

尽，他依然不改初衷，倾其

所有续办教育；尽管面对鬼

子迫害、特务暗杀的巨大危

险，他还是不忘初心，不顾

生死，一如既往全力抗战，

支持革命，直至赶走日寇，

全国解放！

陈嘉庚常说；“懒惰是

立身之贼，勤奋是建业之

基；有坚强之精神，而后有

伟大之事业”；他要求身边

人：“无事找事做，其人必可

爱。有事推人做，其人必自

害”；不断强调：“ 非常事业

要达成功，亦应受非常之辛

苦，若乏相当之毅力，稍不

如意，便生厌心，安能成事

哉?!”

在陈嘉庚事业低谷时

期，许多好心的朋友苦劝

他，不要把有限的资金耗在

办学校这种亏本买卖了。他

义正辞严地回绝：“有人劝

余停止校费，以维持营业，

余不忍放弃义务，毅力维

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

青年之罪少，影响社会之罪

大。”

不管是在经商过程中，

还是兴办教育的伟大实践

里；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岁

月中，陈嘉庚所展现出来的

铮铮铁骨，持续绽放着果敢

坚毅的精神光芒。一直到生

命的尽头，陈嘉庚还念念不

忘他的诚毅执念：“对于轻

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

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

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

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

也。” （黄坚定）

气清景明，万物皆显，正是踏青好时节。

春天芳华正好，此时的花草，已褪去初长成

时的娇柔羞怯，如风华正茂的女子，一举手一投

足，一凝神一回眸，无处不美。舒展美、茁壮美、

含苞美、绽放美，风吹来时摇曳的美，阳光照耀

下亮泽的美，春雨滋润时温润的美，月光之下静

谧的美。树开花，草开花，园子里姹紫嫣红，田野

里山花烂漫，每一朵都在呼唤:“来吧！春光正好，

踏青正当时。”

于是，走出门的人多了起来，山野上、公园

里、溪岸边，都热闹起来。这热情的花草怎能忽

略？这美好的春光怎能辜负？驱车来的，步行过

来的，人人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微笑。平日里熟

视无睹的植物，因为鲜花，竟让人起了了解的念

头:“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树？”不知不觉，竟认

识了许多花朋友、草伙伴。原来，春天是要出门

交友的。

因为这些花朋草友，哪怕一个人出门踏春，

也不觉得孤单。哪有时间孤单呀？在小径上低头

走着，路旁树上的花总会出来打声招呼；脚旁的

草也喜欢绊一绊行人的脚步；还有高低不一的

灌木，以不同的姿势行礼……热闹吧，孤单的感

觉早不知道跑到哪朵花上歇息去了。

小人儿最忙碌，跌跌撞撞地奔跑着，生怕错

过一只蜂、一只蝶。草丛花间总有那么多生机，

吸引着小娃前后奔忙———哦！小娃，别闹，我们

在忙着呢，采蜜、授粉，秋实的酝酿需要我们的

参与。

不光花美，草的生机也让人心生亲近之心。

南方的草，虽然在冬天少了一道枯黄的程序，没

有由黄转绿的画风突变，但更替还是存在的，只

是显得柔和些而已。春天里的草，看起来，总是

格外精神些，又比夏秋的草多了一份羞涩。让人

忍不住想停下来，看一看，说说话，或是随心地

在一旁坐一坐。

桃花、樱花、杏花、梨花，次第开放，不知是

担心互相遮盖了风头，还是怕冷落了春天的山

野，它们把绽放的顺序安排得妥妥当当，一整个

春天，都有花儿相伴。我执著地相信，是花儿怕

冷落了山野，故而商量着错时开放，以陪伴山

林，慰藉春风，真是一群温情的花儿。

有如此温情脉脉的花，有如此青涩可人的草，

还有满是草木气息的风，间或来场细润如酥的雨。

春天，说不尽的多情，看不够的绚烂，品不够的温

柔，读不尽的诗意。且幸福地醉在这春光里吧。

春天，在召唤着人们呢———踏青正当时，莫

辜负了大好春光。 （阿萝）

厦门市侨联、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厦门鹭风报社

《侨与新中国共成长》联合征文活动方案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侨”在这与新中

国同行的 70 年里，经历了无数

难忘的岁月，有着别样的故事。

故此，厦门市侨联、香港华侨华

人研究中心、厦门鹭风报社面向

侨界人士征集这些平凡而闪亮

的人生故事。

具体方案

如下：

一、征文主题

侨与新中国共成长

二、征文时间

2019年4月1日-9月30日

三、主办机构

厦门市侨联、香港华侨华人

研究中心、厦门鹭风报社

四、征文对象

海外和港澳福建乡亲；在厦

归侨侨眷；关心、支持厦门发展

的侨界人士。

五、征文要求

1、文章体裁、风格不限，畅

所欲言，内容积极健康。

2、图文并茂，每篇文章配发

照片 2张以上。文章具体题目可

自拟。

3、来稿字数 1500 字以内为

佳，且必须是作者本人的原创作

品，内容真实，未公开发表。

六、投稿方式和地址

投稿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新

华路 78 号华建大厦 7 楼，厦门

鹭风报社，邮编 361000。电子版

稿件发至邮箱：xmweekly@126.

com。来稿请附上详细作者信息

（作者姓名、年龄、与侨相关的身

份、电话等）。

七、稿件选登

优秀作品将在《鹭风报》和

“厦门市侨联”“鹭风报”的网站

及微信公众号上同步选登。

八、作品使用

征文作者享有

署名权。厦门市侨

联、香港华侨华人

研究中心、厦门鹭风

报社享有使用征文

的权利，如结集成册、展

览宣传等非营利性用

途。

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