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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走遍世界

嘉庚小故事
陈嘉庚的店规

进入大马士革古城
叙利亚历史悠久，富有多元

文明，在《圣经·旧约》中已有所

提及；首都大马士革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城市之一，有 4500 多年的

文明史。相传，亚当和夏娃就是

在这里繁洐后代的。阿拉伯的古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人间若有

天堂，大马士革必在其中，天堂

若有天空，大马士革必与它齐

名。”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曾到过这个地方，但没有进城，

随从问其原因，他说：“人只能进

入天堂一次，我若进入这座人间

天堂，将来就无法再进入天上的

天堂了。”

任何人看了以上这些文字，

必有去大马士革的冲动。我也

是。两年前，我在黎巴嫩首都贝

鲁特旅行，离大马士革仅几十公

里，仿佛依稀可见，只因叙利亚

近年内战不止，局势动荡，想去

而不得成行。最近，总算有机会

前往。当然，被告知仅限于市区，

其它大部分地区是无法去的，因

为“很不安全”。

在沙特阿拉伯游览几天后，

我再次来到了贝鲁特，和另外３

名“驴友”会合。今天是情人节，

贝鲁特女导游晚上要去和老公

浪漫，把我们４ 人交给了一位

始终尾随我们却不吭一声的男

士，第二天，这位男士又把我们

交给了一位穿黑色风衣，同样一

声不吭的男士，然后坐上一辆叙

利亚牌照的黑色小车。一路上，

５个人照旧阴沉着脸，无语，气

氛像极了电影里地下党接头和

偷渡的场景。

翻山越岭１个多小时，道路

两边出现了巴沙尔总统一身戎

装的大幅片，大马士革到了。此

时是 2018 年 2 月 15 日中午，北

京时间约晚上 7 点，中国的除夕

之夜。远处隐约传来“啪啪”声

响，我以为大马士革也放鞭炮，

后来才知道是郊外的枪炮声。

从西面进入古城之后，首先

来到一条近 600 米长的街道，这

就是大马士革著名的“直街”，自

东向西贯穿古城，是古罗马统治

时期的主要街道，众多古迹几乎

都在直街及附近一带。穿过集

市，便来到倭马亚清真寺，这是

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清真寺之

一，原本是浸礼教会的基督教

堂，公元 7 世纪阿拉伯倭马亚王

朝将之改建为清真寺。除了富丽

堂皇的建筑装饰，其 3 个高耸的

尖塔分别代表后来伊斯兰各个

时期的艺术风格，世所罕见。在

倭马亚寺的北侧，有伟大的阿拉

伯苏丹萨拉丁的墓碑，他因领兵

抵抗十字军入侵受到阿拉伯人

的尊敬与爱戴。他和另外两名苏

丹努拉西、扎赫尔·倍贝儿抵抗外

族入侵时指挥军队的巨大城堡，至

今仍雄踞古城的护城河边，成为

大马士革的象征和地标。

古城的小巷很窄，凸出的窗

户做工精美，相对的两户人家之

间近在咫尺，伸手可及。一些民

居年久失修，倾斜严重，依然不

倒，行走其间，颇有异样的感觉。

一些老建筑被改造成咖啡馆或

旅馆，有几家标注为五星级的小

旅馆很有民族特色，每晚才

40-60 美元，值得一住。古城中澡

堂和桑拿房不少，单是看那洗池

的大理石装饰和烧水泡茶的用

品，就足以赏心悦目了。一位裹

着浴巾，满脸胡须的男士热情地

邀我共饮，而几位男性侍者站立

一旁，很警惕地注视着我这个冒

然闯进的外国人。晚上，古城内

餐厅灯火通明，清一色的年长男

服务员着装考究，风度优雅地穿

行其间，吃客们品尝着佐以盐肤

木、香菜，饰以鲜薄荷的烤肉，还

有不为游客知晓的塔布莱、法图

什等菜肴。一家冰激凌作坊号称

大马士革最有名的手工冰激凌，

具有细腻、胶状、糯米般的口感。

店里男女老少，座无虚席，我也

挤了一个位子尝了一下。不过，

与其地方小吃一样，我不觉得有

多好吃。我问身边一位头发胡须

梳理得十分精致的小伙子，叙利

亚目前战乱尚未平息，到处有军

人警戒，你们好像还很正常地购

物吃喝洗桑拿哦。他耸耸肩笑着

说：为什么不呢？生活还得继续

吧。我发现，他旁边的女朋友一

身黑袍，只露出两只水旺旺的大

眼睛，十分美丽清澈。

我今年的春节算是在大马士

革过了。当然，意犹未尽，因为叙

利亚除了大马士革以外，还有

中部的巴尔米拉考古遗址，那

里仍矗立着全长 1600 米的柱

廊；有沿海地区的乌迦里特，在

那里发现了历史上最早的拼音

字母和乐谱；东部地区的山丘

隐藏着许多神话和文物宝藏，

证明了那里几千年来曾是各种

生活和文明发展的舞台；北部

的阿勒颇地处丝绸之路最西

端，被认为是至今仍有人居住

的最重要的古城……愿战火不

要毁了它们。毫无疑问，叙利亚

和平了，我会再来。

□李世平 □费雯媛

温馨秀美、活力腾飞的

您，带着你我，创新奋进。在

百舸争流、发展大潮中勇立

潮头。碧空、碧海、白云、白

帆见证您日新月异的发展。

美轮美奂充满诗意的厦门，

您正在引领我们谱写精美

而豪迈的时代传奇。

在海外求学工作十多

载，当重新踏上故土厦门，

温馨典雅的海岛城市加上

现代化国际化的婀娜，摄人

心魂，生机勃勃的创新创业

生态环境和对海外人才的

重视更是令人发自肺腑感

动。“月是故乡明”，作为半

个闽南人，2007 年底，我决

定放下十多年在海外艰苦

奋斗，以及蒸蒸日上的职业

生涯，带着所学的先进管理

技术，满怀创业激情和梦想

回到您的怀抱。是开放包容

的您为我们提供了优惠政

策和一站式贴心高效的服

务，助力我们安心创业专注

产品研发。火炬高新区的创

业园里多少个灯火通明之

夜，留下了我与先生、同事

们一起奋斗的忙碌的身

影。是您在美丽的仙岳山

脚下，为我们提供人才引

进住房，让我们海外游子

感受到回“家”温暖。您研

发创新鼓励政策和规范管

理，让我们如虎添翼，如鱼

得水，我们用创新发展和

海内外喜获的嘉奖，来回

报您的恩惠。

如今我们拥有了自己

的办公场地，创新创意产品

远销海外，其中自主研发的

三角形环保顶棚还被收进

东京博物馆，技术水平得到

海外的高度评价。

今年伊始，新冠病毒肆

虐，您的医疗物资告急，我

们发动企业捐款捐物，并积

极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共同尽一份微薄之力。“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国

内疫情平稳控制，海外疫情

肆虐，您心系海外游子，我

们协助您向海外华人华侨

捐赠物资，让海外的华人华

侨感受到您的大爱和无私

的嘉庚精神。

溯祖思源，回归故乡，

为了让海外出生的孩子学

好中国文化、闽南传统文

化，我带着孩子回到厦门，

学习中文，学习轻柔古雅的

闽南话。周末，漫步在雅致

精美的鼓浪屿和空中步行

道，骑行在美丽迷人的环岛

路，乘着五缘湾的游艇与蓝

色的大海拥抱，参加“嘉庚

风·中华情”世界华侨寻根

之旅活动祭祖活动，一起领

略您的靓丽容颜和保留下

的闽南传统文化。希望言传

身教将您的优秀独特文化

传统底蕴在我们华二代身

上很好地传承下去。

我爱您，这座充满机遇

和诗意的城市！为您的国际

化创新发展惊叹，为您的温

馨靓丽容颜折服，为您的自

信开放包容的大爱征服，我

愿在您的引领下腾飞!

□陈经华

陈嘉庚是一位极有爱

国心和民族精神的爱国之

士。抗日期间曾以“十一字”

提案而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这提案的内容是“敌未出国

土前言和即汉奸。”陈嘉庚

也曾为他在南洋各地及香

港、上海、汉口、天津等地开

办的企业和商店定下“店

规”，作为统一的规章，其中

有这样一段，特别耐人寻

味：

“战士以干戈卫祖国，

商人以国货救国。公司遥

远，耳目难及，不负重托，惟

在尽职。公司之规章，同于

国家之法律。为官守印，为

贩守秤，为店员守柜面。甘

由苦中得来，逸由劳中得

来。无事找事做，其人必可

爱；有事推人做，其人必自

害。”

“谦恭和气，客必争趋；

恶词厉色，人视畏途。货物

不合，听人换取，我无损失，

人必欢喜。招待乡人，要诚

实；招待妇女，要温和。动作

迟慢，事事输人，商场战中，

必为败兵。”

前一段。共六句话。第

一句讲的是主旨，第二句

讲尽职，第三句讲守纪，第

四句将守责，第五句讲“苦

乐转换效果”，第六句讲自

觉。

后一段共四句话。第一

句讲态度，第二句讲利害，

第三句将方法，第四句讲作

风。如果我们把这 10 条的

原则精神作为现代商店的

经营守则，我看也没有哪点

落伍的地方。

陈嘉庚做事勤勤恳恳，从无

休闲。他每周工作七天，周日，白

天在办事处工作，晚上在怡和轩

处理社会公益及教育事务。周

末，就携五子陈国庆巡视橡胶种

植园。

橡胶园在柔佛州等地，离新

加坡甚远。虽驱车前往，单程通

常也要三个小时。道路漫长，途

经荒山野岭，往返艰苦乏味。

一次，他们到一橡胶种植园。

经理一见陈嘉庚，大吃一惊。因

为近日胶园附近有老虎出没，还

咬死了人。陈嘉庚巡视胶园虽然

是每周必定进行的公务，但在此

时刻，作为胶园的经理，不免为

他的安全担忧。

陈嘉庚听罢，脸带悲色，站立

起来，手杖笃笃笃地点着地面。

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一些关

于死者及其家庭情况，善后安排

事宜等问题。又问：“报警察局了

吗？”

“报了，柔佛州的狩猎监督一

两天就来搜捕这猛兽。”

陈嘉庚点点头。

经理正要开口说点什么，突

然，陈嘉庚拿起手杖，站起来，说

了声“走！”

“这就走？司机还在用饭呢！”

经理说。

“他吃他的饭，我们走我们

的。看看去！”陈嘉庚说。

经理一时拐不过弯来，低声

问道：“看什么？”话刚出口，他便

醒悟过来，连声说：“嘉庚先生，

那可万万使不得啊！那老虎还在

出没呐！”

“走！”陈嘉庚已起步向门外

走去。

经理、经理助理知道，一旦陈

嘉庚决定了的事，别人是很难改

变的。于是急忙随手各抓起一把

雨伞，连同陈国庆，三人紧跟其

后，向丛林深处走去。

他们来到残尸遗弃的地点，

流水淙淙，山风吹得树叶瑟瑟作

响。除了陈嘉庚，大家的心都跳

到嗓子眼上。万一那家伙窜将出

来，他们四个，凭着这雨伞、手

杖，怎敌得过那力大凶狠的猛兽

呢！

陈嘉庚在小溪边来回走着，

发现在一被压的草丛中，还可看

到点血迹，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因为残尸已经收埋。

回到家里，陈国庆把此次虎

山行告诉他母亲。这下可把陈太

太给愁死了。自此以后，每次他

们到种植园，她在家里总是六神

无主，惶惶不可终日。可陈嘉庚

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

□陈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