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 3500 年到 3200 年

间，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

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区的社

会和文化生活已建立在城市基

础之上，成了地球上第一片文

明开化之地，文字也开始出现。

公元前 2000 年之后，其南部的

巴比伦开始强大起来，第一王

朝的第 6 代国王汉谟拉比统一

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

立了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巴比伦

王国，制定了现存世界上最早

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现

存巴比伦王国古城即位于今

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南

90 公里处。我想到伊拉克旅

行，有很大原因就是冲着富有

传奇色彩的“巴比伦”。因此也

就顾不上有关这个国家目前

关于局势不稳、危险恐袭等传

言了。

从巴格达乘车到巴比伦古

城，路上要经过好多军事检查

站，装甲车、水泥路障以及荷枪

实弹的士兵随处可见，气氛有

点紧张，但由于英俊帅气的士

兵对于我等游客的拍照要求也

不拒绝，所以总让人忘记了当

下这一地区还处于军事管制和

警戒状态。当地漂亮的女导游

说伊拉克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

对别人就不一定啦。听得我满心

欢喜，又拉着这位围头巾的美眉

合了个影———背景是一片枯黄

的芦苇，阳光从背后照着，人和

芦苇是逆光勾勒，很美。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

其《历史》中，曾详细记载了巴

比伦城的壮丽。如今，从蔓草荒

沙之下挖掘出的古遗址里，仍

能见到当年的宏大规模和壮观

面貌，著名的文物有伊什塔尔

女神门及北宫、南宫、巴比伦宫

废墟等。建于公元前 6世纪、被

称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

“空中花园”则已荡然无存了。

导游让我站在一处堆满石头的

地方，说这就是“空中花园”所

在的方位，你就在此联想吧。我

说按中国话讲叫“发思古之幽

情”。导游一脸茫然。

在巴比伦遗址范围内，有

一小山丘，上面有前总统萨达

姆的行宫，其政权倒台后，内物

已被抢劫一空，只剩下一个巨

大的建筑空壳，墙上涂满了文

字标语，残窗断檐，一片凄凉之

状。站在此处，可以俯瞰整个巴

比伦古城遗址全貌。一切辉煌

皆成废墟。世事如此，实在令人

唏嘘。

除了北部地区，伊拉克目

前局势总体平稳，号称“世界三

大名城”之一的首都巴格达依

然有中东大都市的气派，白天

车水马龙，夜晚灯火通明。人们

很友好地跟你打着招呼，裹着

黑袍只露出两个眼睛的妇女从

身边匆匆而过，摆满茶壶的茶

馆里挤满了呑吐水烟的男人。

架着机关枪的军车在大街上游

荡，小店里飘出馕的香气，国旗

和伊斯兰先知的旗帜到处飘扬

……这基本上是巴格达今天的

日常面貌。而最让游人感到奇

怪的是，在市中心最热闹的一

处广场中央，一个 2 米多高的

石座上还留着一支“铜脚”，那

是当年萨达姆铜像被民众拉

倒后遗留下的，近 10 年了，还

屹立在那里，正对着一座大清

真寺。不知是支持者用来缅怀

的呢，还是反对者用来嘲讽

的？

我在一条停泊的船上享用

了一顿做工考究且极其可口的

烤鱼。船上餐厅布置很豪华，一

张大餐桌精心布置了生日烛光

排场，等待客人的到来；船窗外

是底格里斯河支流美丽的夜

景。岸边有一座豪华酒店叫巴

比伦，其边上是昔日伊拉克级

别最高的巴格达大饭店。我就

住在这家饭店。当然，出入酒店

是要进行安检的，我也没有单

独进出的自由，必须跟团队一

起行动，而且有持枪的保安人

员前后跟随。在伊拉克几天，其

实都有保安跟随，连今晚享用

烤鱼大餐，门外也有武装人员

不紧不慢在“看护”着。武装人

员很尽责，我想请他们一起就

餐，被谢绝了。

在巴格达，我还游览了标

志 1958 年伊拉克共和国成立

的解放广场、伊斯兰黄金时期

知识中心、巴格达文化中心、建

于 12 世纪的阿波斯得宫殿等。

最大收获是获准进入国家博物

馆，参观并拍摄大量珍贵文物。

因战争原因，目前国外游客在

伊拉克还不便浏览更多名胜古

迹，如北方著名的“太阳城”哈

特拉古城、底格里斯河沿岸的

塞琉西亚、亚述帝国遗迹等，参

观国家博物馆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这方面的缺憾———据说，目

前博物馆还在恢复和整理回

流文物，一般不对外开放。

等到伊拉克全面和平和安

宁，我想我会再来，因为伊拉克

很大，要游览的地方还很多。带

着同样的心情，我前往另一个

国家阿富汗，进行同样短暂的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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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世界 □李世平

编者按：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人
们所提倡。“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也是当

代社会的内在诉求。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批示，强调要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陈嘉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爱国侨

领，在他的一生中，也以身作则坚持勤俭节约，弘扬传统美德，

留下了许多为人称道的故事。

陈嘉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最伟大的华侨领袖，杰出的实

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作

为成功的事业家，其事业鼎盛

时期，公司设有分行 80 余间，

代理商百余家，分布于五大洲

45 个国家和地区，雇员 3 万多

人, 实有资产达叻币 1200 万

元。他既可为祖国和侨居地的

公共建设事业一掷千金、慷慨

解囊，也会为了一桌宴席、几块

糖果的花费精打细算、“锱铢必

较”，他奉行“克勤于邦,克俭于

家”的道德准则，在“一粥一饭、

半丝半缕”中诠释着“新中国最

美奋斗者”的精神价值。

“15 元已经很多了，不能再多了”
陈嘉庚生活简朴、饮食简

单，早餐是三粒半熟鸡蛋、一

杯牛奶；午、晚餐主要为一碗

饭、一碗番薯粥、少许菜肉。在

新加坡时，他的办公地点怡和

轩俱乐部附近菜馆林立、极尽

繁华，如南天酒楼，备有外地

名肴，他却始终不曾前往尝

试。为节省花费，当他外出工

作时，索性选择自带餐食。在

主持南安国光中学扩建工程

期间，每次前往督工，他的车

上总是带着两个大保温瓶：一

个装着在集美煮好的海蛎粥，

另一个则装着油条。汽车驶抵

梅山村外时，陈嘉庚就会通知

待客“硬菜”———炒米粉

陈嘉庚不仅自奉甚俭，招

待客人也讲求简约质朴。1951

年，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到集美

学校视察，陈嘉庚请他喝茶。

当时，炊事员买了 1 斤糖果，

放在瓷盘上招待客人。事后，

陈嘉庚对那位炊事员说：“陈

毅同志是首长，至多拿一两块

糖果吃，不像小孩子一块接一

块地吃，买两毛钱的就足够

了。”作为贵客，陈毅“有幸”吃

到了陈嘉庚为其特备的闽南

风味菜肴，但也不过是蚝煎、

炒米粉和猪蹄芋头而已。而其

他客人的待遇就更是一般了，

据香港《大公报》原社长费彝

民回忆，有一次他到京开会，

期间与黄长水、庄明理一起到

陈嘉庚家中拜访。陈嘉庚特意

留他们在家用午膳，而“待客

宴”仅炒米粉一盘，旁置花生、

皮蛋等小菜四碟，主食是番薯

粥。

一碗鸡汤的情谊

1940 年，陈嘉庚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

抗日将士。为避免各地政府宴

请接待，他特意在报纸上刊登

启示：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

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

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

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

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他还

说，“不要为我多花钱，我一生

没有什么特殊高的要求，只要

卫生、适口就行”，“我们闽南

人一般每天三餐吃稀饭，我牙

齿不好，吃稀饭就很满意。”虽

然他一再强调节俭，但国民政

府难改奢侈铺张的习惯，沿途

接待人员仍然纷纷大肆操办，

陈嘉庚极力推掉无数宴席。尤

其是在云南大理，当地官员每

日都设三席酒宴，极尽盛情，

陈嘉庚却“不满其丰而多筵”，

他说，我此次代表南洋华侨回

国，是有工作职责在身，“在抗

战困难之际，凡可节省一分便

是节省，勿作不必要应酬。”相

较之下，陈嘉庚到访延安时，

就对当地军民朴素清简的生

活作风十分赞赏。毛泽东主席

为款待这位远方贵客，在其居

住的窑洞外“宴请”陈嘉庚，十

几个人围坐一桌，桌上放置着

一个“陈旧不光洁”的圆桌面，

并以四张白纸拼凑成“桌布”，

北风一刮，“桌布”便被吹走，

主人索性弃之不用。席中菜色

朴素简单，唯独一味鸡汤较

“贵气”，原来，那是邻居大娘

得知毛主席有贵客来访，专程

送来一只自家的鸡，陈嘉庚当

真是欣喜又感动。

陈嘉庚曾说过：“中国今

日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

则种种举动应以节俭为本”。

现如今，祖国固然早已实现富

强，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

文化基因，仍将永远沉淀在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血

脉之中。

（供稿：集美学校委员会 陈嘉

庚纪念馆 潘荫庭）陈嘉庚及随行人员在考察途中休息用膳

陈嘉庚使用过的带柄锅

陈嘉庚使用过的糕点盒

司机停车，随员携着那个大保

温瓶，同他走到公路边上，吃

完海蛎粥，才步行进村。主人

见陈嘉庚光临，热情欢迎，马

上要备餐请客，陈嘉庚则会

说：“不用麻烦，我们已经吃

完午餐了”。1950 年，陈嘉庚

回国定居、参政，中央人民政

府每月发放给他 300 多元工

资，他却为自己规定了每天

5 毛钱的伙食标准，并说：

“每月伙食费，农民是 6 元、

工人是 8 元、干部是 10 元，

我 15 元已经很多了，不能再

多了。”

陈嘉庚保存的毛泽东主席的照片

嘉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