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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毛里求斯
共和国， 过境并进行友好访问。 毛里求斯这
个印度洋上的岛国， 再次引起国人的关注。

中国和毛里求斯的交往历史已有两百多
年。 当地25卢比上， 印着一张华人面孔， 这
是所有外国货币中唯一印有华人的一张钞
票。 这位华人名叫朱梅麟， 朱氏家族的故事
就是毛里求斯华人历史的一段缩影。

近日, 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的访
客食堂中出现了一家“未来餐厅”，打
完菜后只需将托盘放在无人结算机
上，1秒内就可完成结算和刷脸支付的
全流程。

为缓解用餐高峰排队情况，“未来
餐厅”专门引入了无人餐柜服务。 阿
里员工可以在手机上提前点好餐，下
单时可以选择“立即就餐”，也可以预
约其他时间，时间到了再到食堂里凭
取餐号取走。

阿里巴巴信息平台资深技术专家
黄晓龙介绍，这种“人在路上，菜在锅
里”的点菜方式相比传统的到店排队、
等服务员结算的方式，手机预点单可
以为每位就餐者平均节约15至20分
钟，相当于节省30%的用餐时间，实现
“免排队”，未来还将上线膳食组成、热
量计算、饮食建议等更多智能功能。

“未来餐厅”方案，最早源于阿里
程序员利用业余时间开发的一个树莓
派产品———“扫菜结账机器人”，2018

年5月10日，阿里日，食堂试水后反响
热烈，这几位“吃货”程序员联合公司
信息平台和行政部，在不到3个月正式
落地在了阿里食堂，并面向访客开放。

“这是阿里巴巴工程师群体自下
而上推动公司创新的又一案例， 他们
正在带动公司内部涌现出开放、 有创
造力的技术创新氛围， 阿里会持续的
支持和鼓励工程师的内部创 新 尝
试。”阿里巴巴技术战略部总监刘湘雯
表示。

这家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工程师，
在业余时间做了很多事 ： 帮助找回
3000余名儿童的移动打拐平台 “团
圆”、 20小时内上线的 “疫苗快查”
功能……猎聘近日发布的 《2018中国
重点城市工程师大数据与调研报告》
显示， 从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
度， 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流入率达
12.46%， 居全国首位。 其中， 有价值
感的工作是 “杭派工程师” 的最大幸
福感来源。 摘自 环球网

在这儿吃饭可以刷脸

毛毛里里求求斯斯纸纸币币上上的的华华人人头头像像
遍布乡村的 “中国店”

清朝末年中国有股 “淘金热”， 美
国和南非是主要目的地。 朱梅麟的父
亲朱维勋与广东梅县的众多同乡一起
登上前往南非的轮船。 当年， 船到达
南非之前需要在毛里求斯补给食物和
水， 经历了漫长海上颠簸的人们来到
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很多人决定不
再冒险， 在当地生活发展， 朱维勋就
是其中一个。 1918年， 朱维勋在乡村
开起了一家小杂货店， 而这种杂货店
成为华人经营当地零售业的开端。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毛里求斯乡
村的杂货店基本上是华人经营， 这类
小店什么都卖 ， 面包 、 牛奶 、 罐头 、
针线、 鞋衣、 五金无所不包， 当地人
直接管这类杂货铺为 “中国店”。 当时
毛里求斯交通不便， 邻近几个村的店
老板就凑到一起然后租辆卡车到首都
路易港进货。

让华人在乡村零售业获得成功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华人发明了当地最
早的信用系统———赊账。 据说有一年

天气不好甘蔗歉收， 这是当地唯一的
农产品 ， 因此农民们生计都有困难 。
华人店主就拿一个小本， 谁买了东西
没钱付就签个字， 下个月有钱了再还，
这样一来解决了农民的燃眉之急。 后
来， 华人店主还会去田野做 “尽职调
查”， 如果谁家真穷就算了， 如果谁家
仓库存粮多 ， 就可以提高信用额度 。
就这样， 毛里求斯各个乡村都离不开
“中国店”，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华
人有了资本积累开始转型， 很多 “中
国店” 才变成了 “印度店”。

拯救危机的 “朱爵士”

朱梅麟长大后与父亲发生分歧 ，
朱维勋依然愿意留在乡村， 而朱梅麟
力主在路易港中心市场的对面开了一
家名为 “ABC” 的食品店， 而这就是
ABC集团的初始。 在朱梅麟的努力经
营下， 不仅ABC的生意越来越好， 同
时他积极参与政治、 社会活动， 得到
主流社会的认可。

1968年3月12日， 毛里求斯脱离英
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 1969年朱

梅麟被任命为财经部长。 考验很快降
临， 失去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突然国
际甘蔗价格暴跌， 毛里求斯陷入了经
济危机。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梅麟
要从经济结构上寻求改变， 他利用华
人优势从香港引进纺织业， 从第一家
手套厂起步， 逐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实业家来毛里求
斯办厂， 从而将毛里求斯从单一的甘
蔗种植业变为多产业结构， 可以说是
一个人 “力挽狂澜” 拯救了毛里求斯
的经济。 也是因为朱梅麟， 很多华人
从小生意人升级成为企业家。 为了纪
念朱梅麟对国家的贡献， 1998年毛里
求斯政府将他的头像印在了钞票上。

华商翘楚 “ABC”

朱梅麟一共有11个孩子， 家族传
承进入第三代。 其中朱长森1944年出
生， 1963年赴英国学习。

1966年， 朱长森被父亲要求回国
打理生意 。 在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 ，
家族生意开始向多元化转型， 1975年

创办了毛里求斯第一家保险公司 ，
1980年开办船运公司， 1986年成为尼
桑汽车总经销并 16年保持毛里求斯
销量第一， 1994年成为菲亚特汽车总
经销， 随后又陆续代理克莱斯勒、 保
时捷等品牌， 2010年成立非洲地区第
一家华人银行， 还有金融服务、 仓储
运输、 汽车租赁……ABC商店终于变
成了ABC集团， 成为毛里求斯华商的
翘楚。

从远渡重洋后的一无所有到富甲
一方的商业帝国， 朱家第四代、 前毛
里求斯驻中国大使朱志筠女士的儿子
李凡颖说起家族成功的秘密： “可能
是节俭和勤奋吧 。 我的二舅朱长坪 ，
今年已经84岁了， 作为ABC银行的董
事长， 去中国14个小时的航程也舍不
得订公务舱。 他现在每天在办公室要
工作到晚上10点多， 然后自己开车回
家， 司机都不愿意雇。”

或许， 这就是朱氏家族在毛里求
斯兴盛的关键， 也是毛里求斯华人取
得成功的秘密。

摘自 《文汇报》

□朱宁

一员工正在使用刷脸支付。

机器会自动识别菜品， 显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