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利经济在日本
孔丹凤

在日本生活多年，如果让我用两个字来概括日

本的经济社会，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便利。便利经

济很好地体现了经济一词“经世济民”的本意，降低

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增加了全社会的福

祉水平。

便利店发源于美国，成熟和壮大于日本，规范

的连锁经营遍布日本各地。无论

去日本的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

连锁体系的加油站、便利店、大

型超市、百货商店，像佳士客、

!

—
""

、吉野家这些大家熟悉的

店，它们的存在几乎像空气一样

理所当然。由于这些连锁店提供

同样的服务和产品，而且管理上

规范统一，消费者出于对同一品

牌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在外时会很自然地去这些地

方消费，连锁经营的企业也因规模经济而大大受

益。

日本的百货商店充满了以人为本的设施和服

务，便利舒适、良好温馨的购物环境使得人们非常

乐意、非常享受地去购物和休闲。不用说全部免费

或限时免费的停车场，洁净清新的卫生间，市内和

国际公用电话，免费儿童游乐区，优先给婴儿和残

疾人乘坐的直升电梯等便利的人性化设施，单是佳

士客百货商店的授乳室（母婴室），就足以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授乳室宽敞温馨，有沙发，有便于孩子

换尿片的多张小床，还有冲泡奶粉的热水，更有保

护喂奶妈妈隐私的小房间。在授乳室里，还摆放着

可以随便取阅的免费育儿资料，并会有育儿专家定

期提供咨询服务。

日本的邮政服务快捷便利。邮寄包裹时，只需

一个电话
#

邮局工作人员就会上门收取包裹。如有

包裹寄来，邮局工作人员会亲自将包裹送到家里。

如果碰巧客户不在家，就会留下通知单。客户看到

通知单后再打电话相约，工作人员再次送上门来。

邮局送邮件的时间段还包括清晨和夜晚，充分体现

了方便客户的经营理念。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在营

业时间外寄东西，还可以到夜间值班邮局办理，特

别方便。遍布日本各地的“宅急便”，配有冷冻运输

车，连生鲜商品也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快速从日本

列岛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飞往

异地，还可以在机场通过“宅急便”先把大件行李箱

寄往目的地，价格十分公道。

日本的交通网络高度发达、便利畅通。在日本各

地的车站，自动售票机、自动检票机十分普及，因此，

即便在客流高峰时，也秩序井然。日本的轻轨电车体

系非常发达，不仅方便快捷，而且有益环保。纵横交

织的日本高速公路设施齐全，休

息区内各种服务完善，餐饮物美

价廉，还能买到各地的土特产。日

本是世界上隧道最多的国家之

一。有一年，从仙台驾车去京都
#

途中横穿日本中部山区的多个公

路隧道，有的长达数公里，风驰电

掣般地一口气钻过崇山峻岭，那

种爽快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方便顾客为中心的便

利经营既保护了消费者的利

益，也扩大了生产和经营者的

利益，是一种“互利双赢”的经

济理念与经营模式。伴随着全

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相信便利经济的思想也会在中

国日渐深入人心，便利经济的

模式将会在更多的领域开花结

果。

法国夏至音乐风
李 琰

每年夏至对法国百姓来说是一年中最明媚、最快乐的
节日之一，这一天音乐成为主角，人们为音乐而动、随音乐
而舞，欢乐乘着音乐的翅膀飞翔。在今年夏至举行的第二十
七届法国音乐节上，人们如痴如醉地徜徉在乐海中，用歌声
迎接明媚灿烂的悠闲夏日。在朋友的盛邀之下，我也融入巴
黎街头这欢乐的海洋。

虽然已是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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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阳光依然毫无倦意地洒满大地，微
风中，乐声忽远忽近。朋友说，就跟着音乐声走吧，肯定有精
彩节目不会让人失望。地铁站边，一个三四人的打击乐队正
忙着支起乐器架，散坐在咖啡馆外的人们啜着香浓的咖啡，

耐心等待着演奏的开始。不一会儿，激越的打击乐声响起，
安静的人群开始随鼓点声亢奋，有人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
的节奏扭起腰肢（见左下图，李琰摄）。朋友笑对我说，没准
一会你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呢。

拉丁区是大学城，年轻人的地盘，气氛更为热烈。随处可
见结伴搭台、拨琴弄弦的“音乐人”，他们身边的“音乐迷”们
不时报以掌声。在路边的一张长椅上，一位怀抱吉他的年轻
人闭目弹奏，那表情已然是被自己的乐声陶醉了。不觉走到
了卢森堡公园附近，一张五彩缤纷的宣传画吸引了我，画中
“来吧，听听远道来的匈牙利音乐”的广告词召唤着听众，显

然，这支乐队比较专业，舞台上不仅灯光音
响齐全，还有一位摄像师全程服务，舞台背
景是三幅巨大的宣传画，第二十七届法国
音乐节标识和匈牙利民族舞蹈图案格外醒
目，“这是向有关单位申请开独立音乐会的
规模”，朋友颇有经验地告诉我。

台下已经聚集了上百人，而舞台最前
方，几位年轻人早跳得忘乎所以，旁边四五
个小孩子也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一支舒缓
的民族乐曲后是节奏轻快的现代流行曲

调，流行音乐之后又是女声独唱，台上演奏者汗流浃背，台
下的舞者也洒脱尽兴，连远处负责安全巡逻的警察都不时
驻足。的确，在这以天地为席幕的“大自然”迪斯科舞厅，没
有污浊的空气、没有推来搡去被踩的无奈，人们跳得痛快、
唱得陶醉、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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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时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推动下，“让法国
处处充满音乐，让演奏会走进生活”的音乐节诞生了。这是
一个属于全民的节日，专业音乐人或业余爱好者、乐坛明星
或邻家男孩、耄耋老人或年幼孩童都是音乐节上一个个生
动跳跃的音符；不论是高雅华丽的交响乐、唱诗班，还是蓝

调爵士、疯狂摇滚，抑或浅吟低唱的民谣小曲，都可你方唱
罢我登场地轮番展现；不管是在广场上、候车大厅里，还是
校园草坪、教堂甬道，路边空地，甚至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和
拘留所里，都有音乐在飞扬。似乎为了让人们尽情地欢乐，
长长白日的夏至陪伴大家到夜晚再到深夜。

音乐无国界，音乐是跨越语言障碍最美好的交流工具。
如今法国音乐节早已飞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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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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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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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城市生根发芽。正如“现代音乐之父”德彪
西所言：“音乐是热情洋溢的自由艺术，是室外的艺术，像自
然那样无边无际，像风，像天空，像海洋。”

本版责任编辑：孙广勇
电子信箱：gjfk@pd.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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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人眼中，“傻得可爱”的熊，有着不亚于中国熊猫的地位。
俄罗斯人对熊有很多美称，如“森林的主人”、“甜食家”、“美食家”

等。俄罗斯人取名也喜欢跟熊扯上关系，如：米哈伊尔、米沙等，刚于
!

月份登上俄罗斯总统宝座的梅德韦杰夫，其姓氏也是“熊”的意思。俄罗
斯人视熊为吉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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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吉祥物就是一只
名叫“米沙”的俄罗斯棕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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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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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俄互办“国家年”，其吉
祥物也是裹着中俄国旗、挽手同行的卡通式中国熊猫和俄罗斯棕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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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我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参观了那里的棕熊栖息地，这种
熊是世界上最大的熊，最重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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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在新西伯利亚，当地人告诉
我，西伯利亚熊可不是省油的灯，几年前有一头西伯利亚母熊及其幼崽
闯入了这里的一个超级机密核研究机构，差点酿成严重事件。

在俄罗斯南部的旅游胜地索契的一个小镇，到处是“熊”雕塑，有木
制的，有石造的，有的憨态可掬，有的贪婪可爱，惹得游人争相与这些
“熊”合影。镇周围是高加索的大山，不少熊在此出没，它们经常跑下山，
到当地河湖里寻觅肥美的鱼儿，因此一头头长得膘肥体壮。对于这些来
“偷吃”鱼儿的熊，当地人并不反感，还把自己的小镇干脆改名为“熊的
角落”，小镇也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

烈 士 陵 园 守 墓 人
孟祥麟

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首
府吉尔吉特附近丹沃尔村有
处中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
%%

位在修建喀喇昆仑公路而
牺牲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
前往红其拉甫山口采访巴基
斯坦援助中国地震灾区帐篷
交接仪式的途中，我们来到陵
园，祭奠那些牺牲的同胞们。

喀喇昆仑公路又称中巴
友谊公路，是根据中巴政府协
议由两国共同修建的，建成于
"$!%

年，历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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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公
路经过号称“世界屋脊”的帕
米尔高原，沿线有壁立千仞的
冰峰雪岭、悬崖峭壁的高山峡
谷，地质条件异常复杂，雪崩、
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不
断发生。在建设过程中，共有
""(

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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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英
灵留在了巴基斯坦的土地上。
为了表达对这些牺牲的中国
兄弟的敬意，两名附近的村民
默默地守护这座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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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看到中国朋友来到陵园，
看墓人显得格外高兴，仿佛见
到亲人一般。

阿里·艾哈迈德·江今年
')

岁，阿里·马达德已年过八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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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烈士陵园建成后
,

两
人就一直守护在这里。阿里·
马达德负责看门和清扫工作，
阿里·艾哈迈德·江则负责园
内绿化，陵园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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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烈
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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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

多棵树，墓地里
鲜花环绕，庄严而肃穆。

当地政府关心这些看守陵
园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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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给他们每人
每月发放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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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
（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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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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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为了减轻两人的工作负担，政
府又给这里增加了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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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阿里·艾哈迈德·
江和阿里·马达德曾应中国政
府邀请参加香港回归仪式，
&--*

年他俩又去北京访问。这
是他们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
事情。谈到两次中国之行，他
们异常兴奋，“中国兄弟的故
乡真是太棒了，可惜我们还没

有去过上海，如果有机会
#

一定
去看看。”

看着两位年事渐高的守墓
人，我们问起他们今后的打算，
艾哈迈德说：“中国工程人员为
巴基斯坦人民修路而牺牲，他
们安葬在这里，是全村人的光
荣，为中国兄弟守墓是我们心
甘情愿的事情。”已是耄耋之年
的马达德表示：“如果我做不动
了，就叫儿子接班，等他老了，
再让孙子接替，我们要将中国
烈士陵园世世代代守护下去。”

“中巴两国建设者不畏艰
险，在喀喇昆仑山的冰封高原、
悬崖峭壁之间战天斗地，终使
天堑变通途，架起了中巴两国
之间的友谊之路，在世界公路
建筑史上创造了奇迹”，镌刻在
巴基斯坦中国烈士陵园纪念碑
上的这段文字，正是对中巴两
国人民兄弟般情谊的真情记
录。

左图：阿里·马达德在中

国烈士陵园纪念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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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费玉樑相见是在
!

月
"

日晚海牙的一家体育中
心，

'-

多名洋弟子一起抱拳向他们的教练费玉樑拜别，
“师傅再见！”整齐洪亮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

当我和这些洋弟子谈起他们的师傅，练了四年半武
术的大学生范鲁赫伦充满敬意。“我知道师傅的含义，它
相当于老师加尊长。师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远高于
我学校里的老师。这不仅因为师傅武艺高超，学识渊博，
还因为他为人正直，令人尊敬。”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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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拜费玉樑为师的洋弟子已过千人，
其中有大法官、银行家，还有政府部门的高官，但在武馆
都称他为师傅，无一例外。“武术让我强身健体，充满自
信，也使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随费玉樑习武
"%

年的荷兰代尔夫特大学副教授文森特这样说。而此次
带队出征北京奥运会的一名荷兰柔道教练则坦言，跟着
费玉樑学习太极拳

"!

年，使他明白了刚柔相济的道理，
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助他培养出了欧洲甚至
世界柔道冠军。

就像范鲁赫伦与文森特那样，费玉樑的许多洋弟子
从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开始，着迷于中国文化，对中国充
满好感。今年

+

月
"

日，费家在荷兰海牙歌舞剧院举办
《中华国粹赈灾义演》，与中国江苏省京剧院的演员联袂
献艺。费家“掌门”、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与洋弟子们的精
彩武术表演，与《三岔口》、《天女散花》、《盗仙草》等京剧
曲目相得益彰，台下喝彩声不断。在近千名荷兰观众中，
不少都是费玉樑的弟子。他们从各地赶来，不只为欣赏
武术与京剧，更是表达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区人民的支持。
演出间歇，他们纷纷上台捐款，当晚共为灾区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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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多欧元（约合

&&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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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费玉樑出生于武术世家，他
+

岁开始随父习
武，

")

岁获江苏省青少年武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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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到荷兰闯

在美国当“的哥”
周志明

到美国的第三年，我转学到亚特兰大
攻读博士，一学期才三门课，便想利用闲
暇找份工作挣点生活费。一个美国朋友偶
然提起可以开出租车试试，我马上来了精
神，便决定去做“的哥”。要做“的哥”，先
要考证。考试很简单，体检加学习班，再查
看一下驾驶记录，只要以前不酗酒，没出
过什么大事故就可以了。通过考试后，我
领到了一张出租车司机执业资格证书。

在美国做“的哥”比较自由，只要有执
业资格证书，就能和出租车公司签合同。合
同可以签一天、两天

,

也可以签一个月或两
个月，签完合同就可以把车开走，也不用交
押金。法律规定，一天开车不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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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一天的活干完，只需向公司交纳

$-

美
元的租赁费，扣除油费

,

剩下的全是自己
的。

出租车车型一种是别克轿车，另一种
是面包车。亚特兰大的出租车统一标价，
起步费

&

美元，但只有
"/*

英里 （约合
-.*

公里），车一开就开始跳表。之后每英

里收费
".'

美元。由于私家车普及率高，
出租车乘客数量十分有限。常乘坐的一般
有

)

种人：出差的外乡人
,

酒鬼
,

不开汽车
的人。不开车的人除了部分养不起车的穷
人，还有很多是驾驶证被吊销的“马路杀
手”。好在亚特兰大城很大，而且美国人一
般在市区上班娱乐，在郊区休闲住家，跑
一趟一般都在

)-

公里以上。
美国的交通设施完善，认路并非难

事。最头疼的还是不知上哪儿去拉生意。
车里装了对讲机，调度员的声音一响，就
绷紧神经，像做抢答题一样

,

谁的反应快，

谁就能先抢到生意。即使距离很远，也会
抢先冲着对讲机大吼：“我就在附近，马上
过去。”一放下对讲机，便窜上高速公路，
加大油门，飞驰而去。

生意最淡的一天，我只挣了
'

美元，
那天是橄榄球“超级碗”决赛，街上连人影
都不见。最多的一天，有

%--

美元进账，那
晚我在机场排队候客，碰上航班取消，航
空公司承诺，如果旅客非要今晚离开，可
以安排出租车。我是队伍中的第一辆车，
便中了“头彩”。满心欢喜地开往南卡罗来
纳，往返

'--

多公里，美国公路好，
*

小时

就得
+'-

美元
,

全由航空公司签单。
跑了一个月，我渐渐摸出了门道：上

午到机场，出差的人刚下飞机；下午跑宾
馆，出完差的人准备退房；傍晚到社区，很
多居民在晚饭前坐出租车去采购；深夜到
酒吧，醉酒的人虽然已意识模糊，但还记
得交通规则，不敢开车回家。

美国的乘客有给小费的习惯，数额一
般为车费的

"-0

—
&-0

。开了一年车，我只
碰到

)

个没给小费的。有时，小费会意想
不到地“超额”。万圣节时，一位老太太上
了我的车，聊着聊着，发现她到过中国

#

还
到我家乡旅游过。他乡遇“知音”，让她倍
感惊喜，下车时，她给了我双倍的车费，算
是给我最好的节日礼物。醉酒者有时也十
分“慷慨”。不同面额的美元尺寸一样，颜
色一样，只是上面印的人头不同，都是一
百多年前的美国总统，明明只有

&-

美元
的车费，他会莫名其妙地塞给我

"--

美
元。我告诉他给多了，他却打着酒嗝说：
“剩下的是小费。”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国际副刊
%

月
&"

日至
&*

日
#

在北京奥运激战正酣之际
#

奥运之城将举办“北京
&--%

武术比赛”，在来自五

大洲
*)

个国家的
"&%

名运动员中间，费保耀是唯

一入选这次比赛的欧洲选手，他的父亲就是声望

颇高的旅荷华人武术家费玉樑。

荡，开武馆，办学校，人称“费武术”，弟子遍
布荷兰社会各界，可谓“桃李满天下”。
“费武术”一家最近成为荷兰电视媒体

的追踪对象。这不仅因为费玉樑本人声名
远播，还因为他培养了两个很有出息的儿
子。

长子费保险
)

岁到荷兰，
'

岁开始练
功，

+

岁便能连打
&--

多个空翻，
%

岁参加
第一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长拳比赛，此后几
乎参加了历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与来自亚
洲武术强国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其名次从
第十几名到第七名、第三名、第二名

#

直至
“三连冠”。前不久，荷兰国家奥委会从足
球、空手道、武术等各个体育项目中选拔了
"-

位最优秀的运动员，进行集中训练，除
专业技能外，还增加运动学等综合学科的
培训，旨在将他们培养成为“五星级教练”，
领军各个体育项目，费保险便名列其中。

次子费保耀，擅长太极拳与太极剑，
&--+

年
"-

月他摘取了欧洲武术锦标赛太
极拳与太极剑两项桂冠，并得过世界武术
锦标赛第五名。

%

月
&&

日他将在“北京
&--%

武术大会”上一展身手，为取得好名
次目前他正积极备战。

费玉樑对子女管教极严。儿女们从记
事起，就知道父亲坚持每天练功，且一丝不
苟。“平时的慈父，一到练功时就不像爸爸
了。”这是儿女对父亲的共同看法。两个儿
子与两个女儿，都曾有过放弃练功的想法。
“因为你们姓费，就必须得练功！”费玉樑斩
钉截铁。如今儿女们又不得不承认：父亲的
坚强毅力与铁石心肠让他们获益匪浅，也
让他们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费玉樑
看来，儿女们生活在荷兰，言行举止、待人
接物代表着费氏家族，更代表着炎黄子孙，
要想赢得当地社会的尊重，只有德艺双馨
才行。

不过，费玉樑对弟子们却很宽厚。有
的弟子正在上学，有的失了业，经济上比
较拮据，他就免除这些人的学费。为加深
洋弟子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费玉樑几乎
每年都要精心组织一次“中华之旅”，带几
十名弟子前往中国，踏访名山大川、古寺
名刹。就像组织《中华国粹赈灾义演》一
样，他甚至不惜做“赔本买卖”。费玉樑坦
然地对我说

1

“重要的是把事做好，经济收
益是次要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