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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文 / 高洁

古代经商的有很多，但是像山西
商人能被称为晋商，一枝独秀，而且
扬名天下、流芳百世的不多见。通过
一个兑现过期汇票的故事可以看出晋
商做大做久的秘诀。

山西平遥古城至今还有一个叫日
升昌票号的旧址，这是我国最早的一
家金融机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
中，流传着许许多多坚持诚信不欺的
故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兑现过期
汇票的故事。

清朝末年的一天，有一个穿着乞
丐服的老寡妇来到日升昌票号，手拿
一张已经泛黄的汇票，要求兑现银
两。柜台伙计一看，是 30 多年前日
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数额为
1200 两白银。伙计反复验证后认为是
真的，因为过了兑现日期，拿不定主
意，就请示大掌柜。

大掌柜请求老妇人讲出汇票的来
历。原来是她的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
生意，在返回途中暴病而亡。那时候
讲究人死了要入土为安，老妇人花光
了家里的积蓄，也没有凑够安葬丈夫
的银两，就把家里所有能典当的东西
都典当了，为了生活，只能靠乞讨度
日。前几天，在翻看丈夫死前所穿的
衣服时，无意间触摸到衣角夹层，似

有异物，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推
测是丈夫离开张家口前，为了携带方
便，将所赚的银两换成了汇票，把汇
票缝在了衣服夹层里。

大掌柜听到事情的前因后果，急
忙叫伙计搬出 30 多年前的老账薄，
果然查到了记录，当即如数兑换了银
两。消息一传开，日升昌的信誉迅速
上升，客户也越来越多。

从中可以看出，晋商名扬天下、
流芳百世的秘诀就是：坚持诚信经商。
梁启超曾评价过 ：“晋商笃守信用。”这
就是晋商从明清以来能驰骋商界 5 个

世纪之久的真正秘诀。
我们还可以从名人笔记或商谚、

对联中看出晋商如何坚持诚信原则。
名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 ：当时
晋商采用“伙东制”经营方式，就是
一人出资，联合其他伙计一起经商，
不曾立誓，却无人私藏私吞。到了清
代，晋商实行股份制，股东也都严格
遵守诚信的商业道德。

晋商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常将一些成功的
经验总结成商谚或对联，教育后人，
如“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秤

平、斗满、尺满足”，“宁叫赔折腰，
不让客吃亏”，“买卖不在

仁义在”，“生意没有回头客，东
（财东）伙（伙计）都挨饿”等，对联
如“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
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等。

不仅商界如此重视诚信，民间也
有很多坚持诚信原则的人。有个人的
祖父借贷后在道上亡故，债主已经
放弃这笔借款，几十年不再追讨了，
但是借贷人的子孙长大后听说了这件
事，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设法挣到钱
把祖父的债还上。当然这样的人各个
票号争着抢着要，都想把他聘为伙计。

中共篡政后才几十年，诚信经营
再也看不到了，官商勾结，尔虞我
诈，缺斤短两，假货横行，毒食品充
斥市场成了发财的秘诀。坑人害人成
了正常心态，老实人成了“窝囊”、

“没本事”的代名词，因此带来的很多
恶报很多人当成了自然现象，当成偶 
然的。

中共党文化害人匪浅。中共在迫
害法轮功中，诋毁真、善、忍，助长
假、恶、斗，把社会风气推向更加败
坏的深渊，目的就是把人推向毁灭的
边缘。人要想自救，只有拒绝中共，
不助长中共流氓恶习，顺应真、善、
忍，回归传统，这才是生意做大做
久、于人于己都有益的真正秘诀。◎

晋商名扬天下、流芳百世的秘诀

都记载了一个越裳国来朝的故事 ：
周公摄政的时候，交趾之南有个越
裳国，不远万里，“重译来朝”，
献上白雉。说越裳国多年来风调雨
顺，国中父老都说，一定是因为中
国出了圣人。故遣使来中国朝贺。
中国是神州，是众神最关注之地，
当然也是最关键之地。“中”字的
众多含义，并不矛盾，都是最初的
原始含义在不同层面的衍生。

正本清源，理解了“中”字，知
道了“中国”的神圣含义，那么更关
键的问题来了，“中”字包含的圣言
之意究竟指什么？既然中国是圣人
传大法之国，那么这位大觉者一定
出生在中国，其法初传之地也一定
是中国，而且这个法要贯穿一切，
包容一切，是“天下之大本也”。释
迦牟尼佛诞生于尼泊尔（当时属于
古印度），耶稣降生在以色列，老
子虽为古代中国人，可他们三位的
法都各有局限，例如释迦的法包容
不了道家的太极。我在这里可以负
责任的告诉大家 ：当今只有法轮大
法师尊传出的法轮大法才符合这一
切特征，法轮大法包容了佛、道两
家之法理，是宇宙大法，是最根本
的大法。有缘接触大法者，有心修
炼者，千万不要错过得度的良机。

我也不是要求大家修炼，只是
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有缘人会
从中获益。◎

文 / 德惠

从小我们被教育我们是中国
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国”字
好理解，那么“中”字呢？很多人
包括书中都说“中国”就是“中央之
国”的含义，我当时用现代人的意
识想 ：地球是个圆球，哪一点都可
以作为中心，从而不知不觉中认为
我们的祖先眼界小，才把自己当中
央，当老大了。后来修炼了佛法，
从法中知道中华文明是神传的，非
常伟大，改变了自己对古人的态
度，从修炼者的角度重新考察“中
国”特别是“中”字的含义，发觉 ：

“中央之国”的确是“中国”的含义
之一，但绝非全部，“中”字还有
着非常神圣、崇高的内涵和预示。

让我们首先看《说文解字》是
怎 么 解 读“中”的？《说 文 解 字
•“丨”部》：“中 ：内也。从口。
丨，上下通。”也就是说“中”字最
表面意思为“内”，字体组成上包
含了“口”字和表示通达上、下的
一竖。在最基本的汉字要素中，用
一竖表示贯穿通达之意是非常普
遍的，如“王”字，汉代大儒董仲
舒就解释道 ：“三画而连其中谓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

者，王也”。可知“中”字的一竖，
是表示对天上地下、宇宙乾坤的贯
通、沟通、通达。

说白了，“中”字就是预示着
圣人不为外在的一切所迷，用口说
出圣言来，揭示内在的真相。也就
是说，圣人将讲出贯通宇宙上下包
容一切的大法、大道来。“中”字
内涵中有圣言、宇宙真理之意，中
国就是圣人传法，大法洪传之国！
我认为这是“中”和“中国”最原始
最初始的含义。所以《中庸》里才
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未
来中国出现的大觉者所讲之大法，
是最根本的法，是万物能存在的 
根本。

此外《说文解字》中还提供了
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用，可施行
也，从卜，从中”，徐铉注 :“卜
中乃可用也”。这里是解释“用”的
本义是向神献上祭品供养，请神
享用，此为“用”字之来源。为什
么“从卜”，信神的古人祭神前都
要占卜看神是否悦纳供品，神同
意了才祭献 ；“从中”就是占卜得
到了“中”的结果。这也充分证明
了“中”字包含着从神口中说出，
传达给人的话语之意，“中”字的
一竖的确是沟通天地神人之意。

看来“中”字在这里包含了神的首
肯、喜悦、眷顾、悦纳等一系列人
与上天、神灵相沟通后的正面回应
与许可。所以《尚书》才记载商代
明君盘庚要求臣民们“各设中于乃
心”，各自心中要有“中”，都要
信神、敬神，听从神的安排，得神
赐福。

占卜得到神“中”的肯定回应
后，人当然要按神的旨意做，敬服
于天命是古人思维中最基本的要
素！现代一些方言中，依然保留了

“中”字的可行、同意的含义，有
时还有成功的意思，如“不中”就
是没干成，这事不行了。

“中”字 在 上 古 有 圣 言、 真
理，神的嘉奖等这些神圣的含义，
所以《大戴礼记 •五帝德》中才会有

“执中而获天下”的记载。那么古
人当然会想要达到“中”的要求，
怎么达到“中”，不同的古人也在
不同境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

《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在喜怒哀乐未产生之前的
状态，超越人的情，就叫“中”，
常人可能很难懂，可是修炼人就会
明白这是要放弃人的执着，达到更
高的境界。而汉代大儒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如天之为》里从阴阳、

天人感应等角度解释如何“执其
中”，如何达到“中”的境界，他说
道“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
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
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
谓执其中”。

当然“中”字还有“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不走极端等许多其他
含义，本文只是简介一点三代及
秦汉时期对“中”字含义的部分阐
述，以启迪当今世人。既然“中”
字有这么多含义，就不能简单的把
中国解释为“中央之国”，那么什
么是中国 ? 我认为从“中”的含义
看，中国是圣人传大法之国 ；中国
是信神敬神，得神眷顾、恩宠之
国 ；中国是修炼人超越常人，放弃
执着之国 ；中国是顺应乾坤、天
地、阴阳的法则，“恕于人，顺于
天”，天人合一之国。中国的的确
确是神州啊！

当然说中国为中央之国也是
对的，那要看你如何理解这个“中
央”，中国是中华文明圈的中心，
周边许多国家的文化都是从中国传
入的。古代五行学说 ：中央属土，
土是最重要的，放在中间总揽四
方，中央好了四方才能好，古人也
是这一观念的。《说苑》和《后汉书》

“中”字释义

说古论今话修炼 以孝度人看苏仙公

神传汉字之谜

点评

何为预言？乃事发之前撂
下的话。何以知道将发生的
事？可以依据事发前的征兆。

人类的目光短浅，只顾眼
前，所以看不到过去、将来。
高于人的生命，其眼界比世人
开阔、如人之观蚁，家系、种
族、生命过程、繁衍方式……
了了分明 ；其感观比世人洪、
微，他们能够看到生命的业力
形象，即过去、未来恶行为的
结果。他们知道，疾疫乃人群
业力所致，以道德为尺度，即
可判断、安排世事的走向。我
们从苏仙公史迹中，可见端倪。

苏仙公以“孝”著称，反证
当时的人，“孝”道不行，才突
出了苏公孝的一面，其实他本
就是得道之人。撂下话 ：将有
疾疫 ；告之家中井水、桔叶可
治病。果然大疫，果然依傍耽
母疾可愈。看似神仙预告，其
实借“疾疫”使人去回忆先生的
作为，改过自新。

首先，敬仰苏公的人，在
疫前就已归正了自己的行为，
疾疫中无妨 ；次一等，患病的
人能够听到预言，信了苏公，
自有苏公的护佑 ；再次，周围

文 / 李觉

据《神仙传 . 苏仙公》记载，
苏 耽 是 桂 阳 人（今 郴 州 苏 仙
区），汉文帝时得道。他早年丧
父，在乡里以仁义孝顺闻名。

他因家贫放过牛，和村里的
孩子轮流当牧童。苏仙公放牛
时，牛都呆在他身边，不离寸
步，到了傍晚，不用驱赶，牛群
就自己回家了。其他的小牧童放
牛时，牛四处乱跑，常常越过山
岗跑到危险的地方。孩子们问苏
仙公 ：“你有什么道术让牛不跑
散。”苏仙公说 ：“这是秘密，是
不能让你们知道的。”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用餐，
母亲说 ：“没有鱼吃了，明天你
去买几条吧。”苏仙公听后，即
刻把筷子插在饭里，拿着钱就去
买鱼。一会儿就见他拎着鱼進门
了。吃完饭后，母亲问他从哪儿
买来的鱼，苏仙公说是从县城的
集市上买的。母亲说 ：“从咱家到
县城一百二十多里，道路险峻，
你却一眨眼一个来回？你这不

是骗我吧？”说完就要用棍子揍
他。苏仙公给母亲跪下说 ：“我买
鱼的时候，舅舅也在街上，他还
说明天要到咱们家来，等明天他
来了，母亲一问也就知道了。”母
亲听了他的话后，觉得有道理，
等明天问明缘由再说，就没有打
他。第二天早上，舅舅果然到他
们家来了，说昨天看见苏仙公在
县城街上买鱼。母亲听后惊骇无
比，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神人。

几年之后，有一天苏仙公开
始清扫屋内屋外，整修房子和院
墙。有朋友就问他 ：“你要邀请
什么人来作客？”苏仙公回答说 ：
“神仙要降临了”。顷刻之间，
只见西北天空紫云氤氲，十几只
白鹤在云中飞翔，翩然而至，降
落在苏家门前，没想到，这十几
只白鹤竟然全都变成了十七八岁
的翩翩少年，他们仪态大方，举
止潇洒，神态自若。苏仙公郑重
地上前迎接他们，然后跪着对母
亲说 ：“儿子受天命今日当成仙
而去，接我的仪仗已至，我就要
走了，不能再伺奉母亲，为母亲
养老送终，请原谅儿子！”说罢
就向母亲叩拜辞行，母子二人唏
嘘不已。母亲说 ：“你走了，我
将依靠谁啊！”苏仙公说 ：“明年
会有瘟疫发生，咱家院里的井水

和房子旁的桔树都能代替儿子伺
养您。您只要打一升井水，摘一
片桔叶，就能救活一个病人。另
外，我还为您留了一个柜子，如
果缺什么，您只要敲敲柜子告诉
它，它就会把您需要的东西给送
来。望母亲万万不可打开柜子。”
说完就出了门。他踟蹰不前，依
依不舍，但最后耸身腾入云中，
只见他脚踩紫云，鹤群在他左右
翱翔，直奔天宫而去。

第二年果如苏公所言，天下
瘟疫大发，远近的人都来求苏仙
公的母亲治病，母亲就照苏公所
说，用井水和桔叶给他们治疗，
没有治不好的。如果缺什么东
西，母亲就敲柜子，要什么有什
么。三年之后，母亲心存疑惑，
就把柜子打开了，只见两只白鹤
从柜子里飞走了。以后再敲柜
子，就不灵了。母亲活了一百多
岁，一天无疾而终。乡亲们依照
世人礼仪为她出殡。

埋葬苏母后，人们忽然看见
位于州东北的牛脾山头被紫云覆
盖，云中传出哭号之声，人们都
知道那是苏仙公在哭他的母亲。

三年之后，云中再也听不见
苏仙公的哭声了，但会常常看见
一匹白马在牛脾山山头徘徊，于
是大家就把牛脾山改名为白马岭。

的人，或能得到耽母的帮助。
其实，他们都是苏公的有缘
人，在过程中不知不觉按照苏
公的行为，归正了自己，才能
无病或好病。

当然，行孝只是道德标准
之一，疾疫源于道德败坏，非
仅仅“孝”坏。而从“孝”坏，可
见当时道德的整体下滑。

数 百 年 来， 人 只 知“立
祠”“更名”“祭拜”，却不检点
自己的行为 ；到近代，更彻底
不信神了，把上述原已本末倒
置的“现象”都打成了“迷信”，
敢为所欲为，“末日审判”还远
吗？

看好我们的思维、行为。
符合了不同层次生命之道、德
的标准，虽有预言而不会兑
现。因为道德标准的提高，改
变了源于道德败坏的安排。此
一时、彼一时。了解了真相
的人们，有责任去告诉周围的
人，能救多少是多少。“去年
肉贵、今年米贵”大家都已看
到，不能让“明年房屋没人睡”
再出现！方法只有一个，靠大
家的努力。

知道这些道理，我们得益
于李洪志师父，这是神在人类
末劫时，所开的最大方便之
门，请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