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OTION感悟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在山西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不仅历史古迹、风

景名胜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花样繁多的民间美

食也让人流连不已。山西面食远近闻名，其品

种多，历史久，制作方法各异，浇头菜码考究。

其中最为著名的刀削面堪称天下一绝，已有数

百年的历史。

传说，蒙古侵占中原后建立元朝，规定汉

人十户人家只能用一把厨刀。一位老婆婆和好

了面团，刀却被邻人取走。老婆婆只能用薄而

软的铁皮“砍”面，没想到，“砍”的面片浇上

卤汁后，味道出奇地好。这种“砍”面经过多

次改革，演变为今天的刀削面。

刀削面以刀工、削技的精妙而被人称为飞

刀削面。工艺精巧的厨师削出的面条“一跟落

汤锅，一根空中飘，一根刚出刀，根根削面如

鱼儿跃”。成品面条呈三棱形，宽厚长度一样，

柔中有硬，软中有韧，浇卤或炒或凉拌，风味

独特，吃来光滑筋道。如略加山西老陈醋食之

更妙。

山西人有句俗语，叫“三十里的莜面，

四十里的糕”，意思说吃了莜面耐饥，可以走

三十里山路。山西中北部高寒地区，盛产莜麦

（也称燕麦、玉麦），民谣说“雁北三件宝，

莜麦、山药、大皮袄”。山西民歌《交城山》

唱道：“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那个

莜面栲栳栳山药蛋。”新媳妇到婆家第一次上

锅台，先要在莜面上露一手；新女婿春节登门

也要吃上十种花样的莜面饭。

莜面栲栳栳，就是这种莜面饭的一种，因

形似"蜂窝"，当地老百姓也称其为“莜面窝窝”，

是晋北高寒地区民间的家常美食，其制法、名

称来历，要追溯到1400年前的隋末唐初。栲

是植物的泛称，栲栳指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盛

物器具（《辞海》）。民间相传李渊李世民父

子在太原起兵，用这种面食犒劳三军，栲栳即

取犒劳之意。

在晋北和吕梁山区，人们赋予吃莜面栲栳

栳以"牢靠"、"和睦"等美好象征。逢老人寿诞、

小孩满月或逢节待客，多以此进餐。有些人家

婚配嫁娶时新郎新娘也要吃，意谓夫妻白头到

老。年终岁末时更要吃，以祈全家和睦、运势

亨通。

我婶子是做莜面栲栳栳的高手，她在光滑

的石板上将小莜面团一揉、一搓、一推，再往

手指上一绕，就变出一条条的莜面栲栳栳，竖

立在笼中，蒸约１０分钟后，揭去笼盖，喧腾

腾的莜面栲栳栳就出笼了。论起吃羊肉的习惯，

汉人和有些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只吃羊肉，

而汉人吃完羊肉之后，还把羊头、羊蹄、羊心、

羊肝、羊肺、羊肠以及羊血等洗净，煮熟、切

碎，配以葱、辣椒、盐等调料熬制成汤，杂七

杂八应有尽有，故称羊杂割。

羊杂割在山西不同地区叫法不同，吃法也

不同。南路杂割（曲沃）讲求水熬煮，原汁原

汤，汤色乳白，其味醇香。制法大致是清洗、

熬煮、切配、对汤四步程序，工艺精细；中路

（太原）杂割料全，熬煮、对汤时均加了葱、

姜、香菜沫，还有的加粉条、豆腐；北路（大

同）羊杂割的吃法和制法均显得粗犷，大锅置

火上，连汤带料一锅烩煮，随食随留，不拘形式。

有人说，美食现在绝不仅仅是一种吃食那

么简单，更代表着一种文化；不仅反映着时代

的变迁，也反映着身处变迁之中人们的复杂心

情，也许是淡淡的怀旧，也许是浓浓的思乡，

也许是返朴归真的心灵诉求。这个中滋味，就

留给各位看官们细细体味吧。

董事会办公室   张平

漫话山西美食

摘自《证券时报》

3月 26日，“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捐赠仪式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悄然举行，简朴的礼堂，年轻的

面孔，20名优秀研究生分别获得了5000元的奖学金。

获奖学生代表2012级2068班硕士梁子浩同学兴奋地表示：

“非常感谢长安信托和西安交通大学提供这些奖励，真希望有

一天能够加盟这样极有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

长安信托总裁崔进才的发言则更具宏观色彩：“借助信托

制度与信托工具，积极地为社会谋取公共福利，其本身就是信

托公司本身所必须承载的义务。我们在5·12抗震救灾公益信

托之后，又推出奖学金公益信托，就是想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国

公益信托的版

图，尽自己一

分心力，让更

多的公众、尤

其是需要帮扶

的群体分享到

中国信托业的

发展成果。”

西安交通大学向长安信托赠送锦旗

兵贵神速：“奖学金公益信托”百天落地

2013年11月 28日，“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奖学金

公益信托”成立公告隆重地出现在长安信托的官方微信上，

公司高管带头募捐引发了全体员工的热情，不少热心客户亦

积极响应。截止2014年3月，首期共募集资金16.35万元，“数

量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好的开端，贵在坚持”，按照公司管

理层的“迅速募集、迅速投放”的安排，区区百天，即有上

述20位优秀研究生获取奖励。

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领导与获奖学生合影留念

主持当日捐赠仪式的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福院长表示，长

安信托是一家优秀的信托公司，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其成立

于西北一隅、成长于全国实属不易，不但具备创新能力，持续

发展能力，还能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投身公益，更是难能可贵。

因此在执行“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奖学金公益信托”的评

选时，学院也是严格把关，获得首批捐助的20名学生（博士

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15人）中，均成绩优异，曾发表多

篇论文或参与专业课题。

为何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崔进才表示首要就是回馈当地父

老，帮助最需要支持的优秀年轻人，而西安交通大学“七五 ”、

“八五”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和

“985”工程建设，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为目标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中国常青藤盟校（九校联

盟，C9）、“111计划”重要成员，“珠峰计划”首批11所

名校之一，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国

家2011计划“高端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

“这一切都符合长安信托选择高等院校的标准”。崔进才说。

一脉相承：前有“5·12”后有“山间书香”

2008年 5·12大地震之后，长安信托在大地震后20多天

后的6月6日，即果断成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公益信托——

“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该项目共募集资金1000万元，

其中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70万元，深圳市淳大投资有

限公司320万元，长安信托200万元，深圳市斯科泰技术有限

公司110万元。而在援助项目的选择上，公司更是坚定地选择

同样受灾的陕西南部山区，并聚焦于中小学校舍的建设上。公

司董事长高成程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教育再怎么支持也不

为过！”（下接二版）

践行公益信托再下一城  20 名优秀研究生首获奖励
——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亮相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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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随笔

长安月下，一壶清酒，一树桃花。

大雁塔
“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

回老。”忆及长安，我便不自觉想起白居易的

诗词。那一年，我去西安便是这般心境了。夜

色朦胧，行路匆匆，在这个城市我只是一个旅

人，甚至没有寻来的理由，何况留下。长安已

非长安，它叫西安。

有一年曾有人说，总有一天，我带你回

我的家乡，那里有彻夜亮灯的大雁塔，还有香

火鼎盛的大慈恩寺。

如今他已漂流异国他乡，更遑论携我同行。

而我来长安，不过是于寂寞长安城里还

一夜情长，三分情浓。

皮影戏
皮影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薄薄的一张纸，

却有着世上所有的表情。在长安巍峨的宫殿里，

大街小巷的偏僻角落里，谁又上演了一出皮影

戏，诉说着风花雪月、才子会佳人。

皮影本无情，不过人有意。演的不过是

人的一场悲欢离合。佛常说世人苦。贪嗔痴，

看不破，参不透。只为这尘世烟火迷了一双眼，

又为这情爱乱了一颗心。

诗词歌赋也道不尽世人懵懂，戏子靡音

也唱不尽情愁。

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前，香火鼎盛，一炉檀香安静

袅绕。菩提不在寺庙，菩提在心中，悟即得菩

提。放下执着世人皆是佛。一花一世界，拈花

微笑便是般若。

我知我心中曾有一人，缘起时，我们携

手看一段繁华；缘灭时，我们便该各自相忘，

才是成全。

那一日，我在佛前起誓，去者去也，来

者来也，以后的事就从今日始，便当从头来过。

重庆  孟橘昭

月宿长安

NEWS简讯
公司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为引导银行业消费者学习金融知识，客观评价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与金融投资风险，树立“金融消费权益与责任”的理念，加大消费者维权

渠道和方式的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选择合法适当的维权方式解决纠纷

争议，2014 年3月15日，公司在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楼前广场举办了主题

为“畅通维权渠道，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活动。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对过往行人进行

宣传，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为前来咨询和填写意见建议

的人员发放小礼品 50 余份。

公司与《21 世纪经济报道》洽谈互联网金
融合作

3月16日，公司总裁崔进才与《21世纪经济报道》执行主编郑小伶、

香港区金融版编辑于晓娜、华北区营销部副总经理袁伟斌、景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分析师倪军，就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事宜在北京总部举行

洽谈会。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总裁助理黄立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

参加会议。                                                                       北京总部   刘莉莉
　　

公司获得“特别贡献企业”荣誉
2014 年 3 月

17日下午，董事长

高成程出席西安

高新区管委会召

开的“西安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表彰

2013 年度西安高

新区突出贡献企

业”颁奖典礼。西

安高新区管委会授予我公司“西安高新区2013 年度特别贡献企业”荣誉。

副总裁瞿文康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马华一同出席会议。

公司与外资投资公司会谈交流
3月17日，公司总裁助理黄立军接待科威特 Diversus 投资公司副

总裁莫罕默德·阿提其先生及香港中金三甲投资公司一行 3 人，拟就引

入境外资金和项目合作进行深入洽谈。公司总裁崔进才、投资总监姜

燕出席，崔总对外方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双方有更多更广的合作

空间。

                                                                         北京总部  刘莉莉

2014 年一季度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公司2014 年一季度工作会议于 3月29日在北京召开。总裁崔进才

主持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陕西银监局非银

处处长张保强、公司独立董事强力莅临指导。

会议传达了《关于印发陕西银监局 2014 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

作要点的通知》、陕西银监局《金融监管提示通知书》及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精神，并分条线听取公司领导对 2014 年一季度工作情

况的汇报。会议对净资本监管政策调整方向、公司存量资产的风险管理

状况、战略转型、风险管控、业务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为公

司二季度经营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公司董事强力教授受邀向与会领导

做了《信托高管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防范与化解》的讲座。

长安基金夺魁
搜狐基金近日发布中国首份“2013 年度基金公司总经理成绩单”，

长安基金总经理黄陈以97.12 的分数位居综合成绩榜单首位。

搜狐基金的排名方法是选取 2013 年完整管理的 52 位基金公司总

经理为本次考评对象，对他们管理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的加权业

绩以及公募基金规模年度增长率进行排名，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综合

的评分，形成最后的得分。

在我学习书法专业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

《中国书法史》，它把千年岁月里著名的书家、

名帖、风格流派等等，做了细致梳理。在此门

课考试时，有一道考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试论

书学与佛学的关系”。

自此以后，我对此专题较感兴趣，也因此

对佛学多添了些注意。后来参考了中国佛学院

的本科课程设置，开始读《大乘起信论》及《西

方哲学史》等书籍，也因此知道了镰田茂雄，

铃木大拙等等。居京生活大不易，在工作生存

之余，慢慢开始参阅不同版本的《金刚经》、

《中国佛教史》等。但是总体来讲对佛学的了

解，依然处于不得要领的门外。

书法史上有很多高僧，处于佛学与书学的

结合点，近如民国之弘一法师，远如唐代之怀

素、隋代之智永。在佛门看来，书法是外学，

属于应用层面。于我而言，正是书学的精微幽

深，开启了我对佛学的兴趣。写字累的时候，

偶有妄念，希望能悟到那些前贤大德们的智慧

与学养，以对自己的书学有所助益。挥运狼毫

心手双畅之际，佛祖在笔端！我想那些经典的

作品大抵就是这样产生的。

例如我仰望的北宋大师黄庭坚，他与临济

宗渊源极深，传世书法《黄州寒食诗跋》，一

派随缘任运的阔大气象。我想，黄师的佛禅修

养为其书法带来绵厚的智慧与灵机，使他得以

与苏轼双峰并立。提及苏轼，作为宋代深具佛

禅智慧的一位居士，他兼诗、词、画、文，其

诗词有一种活泼纵横的元气在，这离不开禅宗

的智慧。

在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回顾了自己

的佛学学习（乱翻书称学习很惭愧），相对来

说，稍集中于两宋的佛禅传播、士大夫的佛学

修养这个领域。2013年，我尝试写作了论文《黄

庭坚的佛禅修养对其诗歌的影响》一文，得到

了北京师范大学老师的热心指导。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希望未来能多做一些赵宋三百年间

高僧们的了解，并尝试对他们的书迹做一些分

析，以使更多人们体会到先师前辈内心世界非

凡的魅力。

后学也钝，做好自己。

北京  岳融

刹那动容 绽放时尚之都
——大连

3月22日，长安信托·长安财富“刹那动容-

观影团”活动在大连市万达一方影城隆重启幕。

这是继西安、成都、北京之后， “刹那动容-

观影团”来到的第四个城市。

活动当天共有20余名贵宾应邀在VIP厅

观看美国大片《极品飞车》。长安财富大连中

心负责人张慧致欢迎辞，并向各位嘉宾介绍长

安信托品牌，对长期以来关注长安信托发展的

嘉宾表示感谢。

客户关系部   杜明明

Photography掠影

汉阴县漩涡镇古梯田

摄影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佛祖在笔端

求贤
一朝出学府，千言化嗟叹；壮志还未酬，

不堪对红颜。

吐哺周公心，才俊莫等闲；皓月照渭水，

星辉满长安。

长沙业务部  王保军

3月15日，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五部邀请部门高端女性客户，参加富山堂香道师主持的“品香论道”—

香道沙龙活动，旨在为客户提供一个放松、静心、论道的平台，让客户通过眼观、手触、鼻嗅等品香形式走进

并感悟中国三千年香文化。并于沉香之旅后，为客户准备了丰富的冷餐 Buffet 及 KTV 欢唱时间。   

私人银行五部   申田由甲

私人银行五部香道沙龙活动总结

“长相思，在长安”。尽管“美人如花隔云端”；历经“岭上白云

舒复卷，天边皓月去还来”，好在还有千章云木在，“风来犹作海潮音”。

本期《月宿长安》《佛祖在笔端》为外稿，敬请关注；欢迎长安

信托之外的同仁不吝赐稿！







EMOTION感悟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在山西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不仅历史古迹、风

景名胜散发着持久的魅力，花样繁多的民间美

食也让人流连不已。山西面食远近闻名，其品

种多，历史久，制作方法各异，浇头菜码考究。

其中最为著名的刀削面堪称天下一绝，已有数

百年的历史。

传说，蒙古侵占中原后建立元朝，规定汉

人十户人家只能用一把厨刀。一位老婆婆和好

了面团，刀却被邻人取走。老婆婆只能用薄而

软的铁皮“砍”面，没想到，“砍”的面片浇上

卤汁后，味道出奇地好。这种“砍”面经过多

次改革，演变为今天的刀削面。

刀削面以刀工、削技的精妙而被人称为飞

刀削面。工艺精巧的厨师削出的面条“一跟落

汤锅，一根空中飘，一根刚出刀，根根削面如

鱼儿跃”。成品面条呈三棱形，宽厚长度一样，

柔中有硬，软中有韧，浇卤或炒或凉拌，风味

独特，吃来光滑筋道。如略加山西老陈醋食之

更妙。

山西人有句俗语，叫“三十里的莜面，

四十里的糕”，意思说吃了莜面耐饥，可以走

三十里山路。山西中北部高寒地区，盛产莜麦

（也称燕麦、玉麦），民谣说“雁北三件宝，

莜麦、山药、大皮袄”。山西民歌《交城山》

唱道：“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那个

莜面栲栳栳山药蛋。”新媳妇到婆家第一次上

锅台，先要在莜面上露一手；新女婿春节登门

也要吃上十种花样的莜面饭。

莜面栲栳栳，就是这种莜面饭的一种，因

形似"蜂窝"，当地老百姓也称其为“莜面窝窝”，

是晋北高寒地区民间的家常美食，其制法、名

称来历，要追溯到1400年前的隋末唐初。栲

是植物的泛称，栲栳指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盛

物器具（《辞海》）。民间相传李渊李世民父

子在太原起兵，用这种面食犒劳三军，栲栳即

取犒劳之意。

在晋北和吕梁山区，人们赋予吃莜面栲栳

栳以"牢靠"、"和睦"等美好象征。逢老人寿诞、

小孩满月或逢节待客，多以此进餐。有些人家

婚配嫁娶时新郎新娘也要吃，意谓夫妻白头到

老。年终岁末时更要吃，以祈全家和睦、运势

亨通。

我婶子是做莜面栲栳栳的高手，她在光滑

的石板上将小莜面团一揉、一搓、一推，再往

手指上一绕，就变出一条条的莜面栲栳栳，竖

立在笼中，蒸约１０分钟后，揭去笼盖，喧腾

腾的莜面栲栳栳就出笼了。论起吃羊肉的习惯，

汉人和有些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只吃羊肉，

而汉人吃完羊肉之后，还把羊头、羊蹄、羊心、

羊肝、羊肺、羊肠以及羊血等洗净，煮熟、切

碎，配以葱、辣椒、盐等调料熬制成汤，杂七

杂八应有尽有，故称羊杂割。

羊杂割在山西不同地区叫法不同，吃法也

不同。南路杂割（曲沃）讲求水熬煮，原汁原

汤，汤色乳白，其味醇香。制法大致是清洗、

熬煮、切配、对汤四步程序，工艺精细；中路

（太原）杂割料全，熬煮、对汤时均加了葱、

姜、香菜沫，还有的加粉条、豆腐；北路（大

同）羊杂割的吃法和制法均显得粗犷，大锅置

火上，连汤带料一锅烩煮，随食随留，不拘形式。

有人说，美食现在绝不仅仅是一种吃食那

么简单，更代表着一种文化；不仅反映着时代

的变迁，也反映着身处变迁之中人们的复杂心

情，也许是淡淡的怀旧，也许是浓浓的思乡，

也许是返朴归真的心灵诉求。这个中滋味，就

留给各位看官们细细体味吧。

董事会办公室   张平

漫话山西美食

摘自《证券时报》

3月 26日，“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捐赠仪式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悄然举行，简朴的礼堂，年轻的

面孔，20名优秀研究生分别获得了5000元的奖学金。

获奖学生代表2012级2068班硕士梁子浩同学兴奋地表示：

“非常感谢长安信托和西安交通大学提供这些奖励，真希望有

一天能够加盟这样极有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

长安信托总裁崔进才的发言则更具宏观色彩：“借助信托

制度与信托工具，积极地为社会谋取公共福利，其本身就是信

托公司本身所必须承载的义务。我们在5·12抗震救灾公益信

托之后，又推出奖学金公益信托，就是想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国

公益信托的版

图，尽自己一

分心力，让更

多的公众、尤

其是需要帮扶

的群体分享到

中国信托业的

发展成果。”

西安交通大学向长安信托赠送锦旗

兵贵神速：“奖学金公益信托”百天落地

2013年11月 28日，“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奖学金

公益信托”成立公告隆重地出现在长安信托的官方微信上，

公司高管带头募捐引发了全体员工的热情，不少热心客户亦

积极响应。截止2014年3月，首期共募集资金16.35万元，“数

量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好的开端，贵在坚持”，按照公司管

理层的“迅速募集、迅速投放”的安排，区区百天，即有上

述20位优秀研究生获取奖励。

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领导与获奖学生合影留念

主持当日捐赠仪式的经济与金融学院冯根福院长表示，长

安信托是一家优秀的信托公司，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其成立

于西北一隅、成长于全国实属不易，不但具备创新能力，持续

发展能力，还能从社会公众的角度投身公益，更是难能可贵。

因此在执行“长安信托·西安交通大学奖学金公益信托”的评

选时，学院也是严格把关，获得首批捐助的20名学生（博士

研究生5人，硕士研究生15人）中，均成绩优异，曾发表多

篇论文或参与专业课题。

为何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崔进才表示首要就是回馈当地父

老，帮助最需要支持的优秀年轻人，而西安交通大学“七五 ”、

“八五”首批重点建设项目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和

“985”工程建设，被国家确定为以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

为目标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中国常青藤盟校（九校联

盟，C9）、“111计划”重要成员，“珠峰计划”首批11所

名校之一，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国

家2011计划“高端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

“这一切都符合长安信托选择高等院校的标准”。崔进才说。

一脉相承：前有“5·12”后有“山间书香”

2008年 5·12大地震之后，长安信托在大地震后20多天

后的6月6日，即果断成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公益信托——

“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该项目共募集资金1000万元，

其中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70万元，深圳市淳大投资有

限公司320万元，长安信托200万元，深圳市斯科泰技术有限

公司110万元。而在援助项目的选择上，公司更是坚定地选择

同样受灾的陕西南部山区，并聚焦于中小学校舍的建设上。公

司董事长高成程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教育再怎么支持也不

为过！”（下接二版）

践行公益信托再下一城  20 名优秀研究生首获奖励
——长安信托“奖学金公益信托”亮相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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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月下，一壶清酒，一树桃花。

大雁塔
“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

回老。”忆及长安，我便不自觉想起白居易的

诗词。那一年，我去西安便是这般心境了。夜

色朦胧，行路匆匆，在这个城市我只是一个旅

人，甚至没有寻来的理由，何况留下。长安已

非长安，它叫西安。

有一年曾有人说，总有一天，我带你回

我的家乡，那里有彻夜亮灯的大雁塔，还有香

火鼎盛的大慈恩寺。

如今他已漂流异国他乡，更遑论携我同行。

而我来长安，不过是于寂寞长安城里还

一夜情长，三分情浓。

皮影戏
皮影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薄薄的一张纸，

却有着世上所有的表情。在长安巍峨的宫殿里，

大街小巷的偏僻角落里，谁又上演了一出皮影

戏，诉说着风花雪月、才子会佳人。

皮影本无情，不过人有意。演的不过是

人的一场悲欢离合。佛常说世人苦。贪嗔痴，

看不破，参不透。只为这尘世烟火迷了一双眼，

又为这情爱乱了一颗心。

诗词歌赋也道不尽世人懵懂，戏子靡音

也唱不尽情愁。

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前，香火鼎盛，一炉檀香安静

袅绕。菩提不在寺庙，菩提在心中，悟即得菩

提。放下执着世人皆是佛。一花一世界，拈花

微笑便是般若。

我知我心中曾有一人，缘起时，我们携

手看一段繁华；缘灭时，我们便该各自相忘，

才是成全。

那一日，我在佛前起誓，去者去也，来

者来也，以后的事就从今日始，便当从头来过。

重庆  孟橘昭

月宿长安

NEWS简讯
公司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为引导银行业消费者学习金融知识，客观评价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与金融投资风险，树立“金融消费权益与责任”的理念，加大消费者维权

渠道和方式的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选择合法适当的维权方式解决纠纷

争议，2014 年3月15日，公司在高新国际商务中心楼前广场举办了主题

为“畅通维权渠道，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日”

活动。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对过往行人进行

宣传，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份，为前来咨询和填写意见建议

的人员发放小礼品 50 余份。

公司与《21 世纪经济报道》洽谈互联网金
融合作

3月16日，公司总裁崔进才与《21世纪经济报道》执行主编郑小伶、

香港区金融版编辑于晓娜、华北区营销部副总经理袁伟斌、景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分析师倪军，就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事宜在北京总部举行

洽谈会。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总裁助理黄立军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

参加会议。                                                                       北京总部   刘莉莉
　　

公司获得“特别贡献企业”荣誉
2014 年 3 月

17日下午，董事长

高成程出席西安

高新区管委会召

开的“西安高新区

管委会关于表彰

2013 年度西安高

新区突出贡献企

业”颁奖典礼。西

安高新区管委会授予我公司“西安高新区2013 年度特别贡献企业”荣誉。

副总裁瞿文康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马华一同出席会议。

公司与外资投资公司会谈交流
3月17日，公司总裁助理黄立军接待科威特 Diversus 投资公司副

总裁莫罕默德·阿提其先生及香港中金三甲投资公司一行 3 人，拟就引

入境外资金和项目合作进行深入洽谈。公司总裁崔进才、投资总监姜

燕出席，崔总对外方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双方有更多更广的合作

空间。

                                                                         北京总部  刘莉莉

2014 年一季度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公司2014 年一季度工作会议于 3月29日在北京召开。总裁崔进才

主持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陕西银监局非银

处处长张保强、公司独立董事强力莅临指导。

会议传达了《关于印发陕西银监局 2014 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

作要点的通知》、陕西银监局《金融监管提示通知书》及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精神，并分条线听取公司领导对 2014 年一季度工作情

况的汇报。会议对净资本监管政策调整方向、公司存量资产的风险管理

状况、战略转型、风险管控、业务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为公

司二季度经营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公司董事强力教授受邀向与会领导

做了《信托高管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防范与化解》的讲座。

长安基金夺魁
搜狐基金近日发布中国首份“2013 年度基金公司总经理成绩单”，

长安基金总经理黄陈以97.12 的分数位居综合成绩榜单首位。

搜狐基金的排名方法是选取 2013 年完整管理的 52 位基金公司总

经理为本次考评对象，对他们管理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产品的加权业

绩以及公募基金规模年度增长率进行排名，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综合

的评分，形成最后的得分。

在我学习书法专业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

《中国书法史》，它把千年岁月里著名的书家、

名帖、风格流派等等，做了细致梳理。在此门

课考试时，有一道考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试论

书学与佛学的关系”。

自此以后，我对此专题较感兴趣，也因此

对佛学多添了些注意。后来参考了中国佛学院

的本科课程设置，开始读《大乘起信论》及《西

方哲学史》等书籍，也因此知道了镰田茂雄，

铃木大拙等等。居京生活大不易，在工作生存

之余，慢慢开始参阅不同版本的《金刚经》、

《中国佛教史》等。但是总体来讲对佛学的了

解，依然处于不得要领的门外。

书法史上有很多高僧，处于佛学与书学的

结合点，近如民国之弘一法师，远如唐代之怀

素、隋代之智永。在佛门看来，书法是外学，

属于应用层面。于我而言，正是书学的精微幽

深，开启了我对佛学的兴趣。写字累的时候，

偶有妄念，希望能悟到那些前贤大德们的智慧

与学养，以对自己的书学有所助益。挥运狼毫

心手双畅之际，佛祖在笔端！我想那些经典的

作品大抵就是这样产生的。

例如我仰望的北宋大师黄庭坚，他与临济

宗渊源极深，传世书法《黄州寒食诗跋》，一

派随缘任运的阔大气象。我想，黄师的佛禅修

养为其书法带来绵厚的智慧与灵机，使他得以

与苏轼双峰并立。提及苏轼，作为宋代深具佛

禅智慧的一位居士，他兼诗、词、画、文，其

诗词有一种活泼纵横的元气在，这离不开禅宗

的智慧。

在今天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回顾了自己

的佛学学习（乱翻书称学习很惭愧），相对来

说，稍集中于两宋的佛禅传播、士大夫的佛学

修养这个领域。2013年，我尝试写作了论文《黄

庭坚的佛禅修养对其诗歌的影响》一文，得到

了北京师范大学老师的热心指导。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希望未来能多做一些赵宋三百年间

高僧们的了解，并尝试对他们的书迹做一些分

析，以使更多人们体会到先师前辈内心世界非

凡的魅力。

后学也钝，做好自己。

北京  岳融

刹那动容 绽放时尚之都
——大连

3月22日，长安信托·长安财富“刹那动容-

观影团”活动在大连市万达一方影城隆重启幕。

这是继西安、成都、北京之后， “刹那动容-

观影团”来到的第四个城市。

活动当天共有20余名贵宾应邀在VIP厅

观看美国大片《极品飞车》。长安财富大连中

心负责人张慧致欢迎辞，并向各位嘉宾介绍长

安信托品牌，对长期以来关注长安信托发展的

嘉宾表示感谢。

客户关系部   杜明明

Photography掠影

汉阴县漩涡镇古梯田

摄影  人力资本部  郭翠香

佛祖在笔端

求贤
一朝出学府，千言化嗟叹；壮志还未酬，

不堪对红颜。

吐哺周公心，才俊莫等闲；皓月照渭水，

星辉满长安。

长沙业务部  王保军

3月15日，长安财富中心私人银行五部邀请部门高端女性客户，参加富山堂香道师主持的“品香论道”—

香道沙龙活动，旨在为客户提供一个放松、静心、论道的平台，让客户通过眼观、手触、鼻嗅等品香形式走进

并感悟中国三千年香文化。并于沉香之旅后，为客户准备了丰富的冷餐 Buffet 及 KTV 欢唱时间。   

私人银行五部   申田由甲

私人银行五部香道沙龙活动总结

“长相思，在长安”。尽管“美人如花隔云端”；历经“岭上白云

舒复卷，天边皓月去还来”，好在还有千章云木在，“风来犹作海潮音”。

本期《月宿长安》《佛祖在笔端》为外稿，敬请关注；欢迎长安

信托之外的同仁不吝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