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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生金融到访北京总部

3月11日，日本新生金融一行5人到访公司北京总部，双方

就消费金融的合作模式进行洽谈。董事长高成程带领日方人员参观

北京总部。日方代表与高成程先生就中国书法文化进行交流，并挥

毫留念。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总裁助理胡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并参加讨论。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融资—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战略合作签署仪式
在西安举行

3月17日，陕西中海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海通”）

与我公司 “融资--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战略合作签署仪式”在西安

举行。中海通、筑信筑衡董事长王宏海、中建西北建筑设计院监理

公司总经理申长均一行与我公司董事长高成程、副总裁黄海涛等就

联合体的合作模式和优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经济新常态下，单一产业模式难以生存，需要创造新的商业

模式以整合资源。此次提出的联合体概念具有“融资+建造”优势，

既能为融资方兼业主降低融资成本和建造成本，缩短建设工期，专

注主业，又能增强我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中海通拓展了市场。

联合体合作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较为常见。适逢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出台的契机，此次合作为我公司正在开展的PPP模式和以往的

BT模式及房地产等住宅商业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西北业务六部（筹）李君华

常务副总裁陈英见证公司汽车金融业
务第一笔贷款

3月18日，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应邀发放我公司汽车金融业

务第一笔贷款。这开启了我公司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新里程，是

新形势下推动公司转型的重大举措。参加本次活动的有长安新生总

经理霍宇南及其团队成员；公司信息技术部全体成员，信托业务管

理部业务代表。陈总对项目团队表示感谢，指出即将开展的汽车金

融业务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信息技术部  李艳艳

2015 年公司证券业务研讨会成功举行

3月21日，公司“2015年长安信托·证券业务研讨会”在西

安成功举行。

本次会议除西安主会场外，还设有机构参会分会场6个，参会

总人数78人，参会机构60余家，其中西安主会场参会人数43 人，

分会场参会35人。会议于上午9:00正式开始，由公司副总裁徐谦主持。

董事长高成程对与会来宾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介绍了公司

证券业务发展状况、中后台管理优势。高董事长指出，公司自开

展证券业务以来，已经发行产品200余只，目前管理产品80余只，

资产规模近500亿元，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公司通过团队、

信息系统建设及流程再造，目前已形成高效的运营体系；能为资

管公司提供优质服务，且公司自主发行、自主管理的局面正在

形成。高董事长希望信托、投顾、银行和券商能够进行深入沟通，

建立持续共赢格局。

特邀嘉宾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上海证大总裁

姜榕先生分别就市场走势、投资机遇进行主题演讲。

在随后的颁奖环节，公司副总裁瞿文康、黄海涛、总裁助理

黄立军及房四海先生分别为“2014年度结构化证券信托计划”前

三名、“2014年度管理型证券信托计划”前三名、 “2014年度

最佳合作奖”、及“2014年度五星级投资顾问”颁奖。

下午的会议分为两个议题。在35楼会场，获奖投顾上海景

林资产、南京懿和投资、上海鸿逸投资、西藏银帆投资及我公

司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姜燕为财富中心邀请的79名高

净值客户做了演讲。在24楼分会场，公司副总裁徐谦、黄海涛、

总裁助理黄立军及证券业务管理部、西北业务部等骨干人员与

投顾、券商、银行共约30人参会，会议就目前各自业务发展现状、

业务需求、合作中需要提高和改进之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证券业务管理部   高涛 武亦迪

欲辨已忘言  ——我读《狼图腾》
暴力美学

羊年说狼，皆因一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狼

图腾》。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和电影所

擅长的阐述手段各有千秋。本文为读后感。

狼群马群在风高夜黑的恶战，窃以为是小说当

中最为体现暴力美学的部分。狼群自伤八百，也要

杀敌一千的策略，掀起了血雨腥风。狼群马群战斗

正酣时，正如歌曲所唱“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

马倌神勇非凡。巴图吹个响亮的口哨，用手电筒的

光柱，即可引领马群保持队型；还奋力甩开套马杆

长绳，准确无误套住狼的脖子；在遭遇大狼围堵时，

他凭借箍铁马棒猛击狼牙，击退进攻。

至于被打掉狼牙的大狼，“比要了它的命还痛

苦”：岂止不能大块吃肉、大口喝血，“它在草原上

所有的骄傲和雄心、它在狼群中的地位和同类的尊敬，

将统统化为乌有”。

同时，草原子民的勇猛，呼之跃出。当九岁的

巴雅尔看到母亲为护卫羊群而紧攥一条大狼尾巴，径

直跳鞍马一般，从羊背上跳到妈妈身边帮忙。大狗们

的忠心耿耿与作战能力，跃然纸上。大狗巴勒面对羊

群遭到袭击，懊恼得像失职的卫士，“它气急败坏地

猛然蹿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

人们对大狗的感情也是真挚深刻。当大狗为保卫家

园而丧失生命时，孩子们流下的眼泪，溅起了尘土。

互为依存
牧民“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

于是，牧民与狼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似于相互斗争依存

的关系。书中毕格利老人说，保护额伦草原的不仅是

马倌，还有狼。可是狼多了，其他生物的空间就会受

到严重挤压；所以草原上又有掏狼窝、摔狼崽的做法。

草原子民总会有意无意观察学习狼群战术。毕

格利老人将此与成吉思汗、拖雷能够建立战功联系在

一起，“没耐性就不是狼，不是猎人，不是成吉思汗”；

托雷用风雪击败金国大军，“真有狼的胃口、耐性、

凶猛和胆量”。

狼群在袭击羊群时，惯于声东击西，例如故意

牵扯营盘东边的狗群主力，达到实际掩护进攻或撤退

之目的。这不禁让人想起蒲松龄笔下“一狼犬坐”“意

暇甚”的同样策略。

克雷洛夫的寓言《狼落狗舍》，献给俄法战争。

写大灰狼被猎狗们包围，终被猎人捕获；猎人说“你

这头狼固然诡计多端，而我已白发苍苍，对狼的本

性早已了如指掌”。

一斑窥豹，大致可见不同文化中，关于狼的狡

猾或凶残，算是共识。而游牧民族对狼怀有某种敬

畏之情，大概出于西方哲学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毕格利老人提到，代代相传狼是蒙古人的救命恩人。

最是那一刹那的动容 带你抵达
心中的诗意森林
——                 长安财富“刹那动容”观影团一路相伴

公司长安财富于2013年真情推出“刹那动容”

观影这一活动品牌，通过舒适的观影体验与影片

交流解读，带领广大贵宾客户从影像中获取感动

和快乐。由西安总部联动北京、成都、南京、青岛、

武汉、长春等全国异地中心，短短两年多，已开

展百余场，服务约近万人次。

灯光渐暗、银幕渐亮，淡入淡出间，故事娓

娓道来；透过一幕幕变化万千的影像，我们看见

了自己生命的轮廓。就像每个人都能从《天堂电

影院》依稀看到童年的轨迹；借《美丽人生》看

到谎言的可爱与悲情；凭《阿甘正传》领略到自由、

执着的美国精神；从《霸王别姬》获知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的残酷……

 电影是导演用镜头写的诗，看电影的人从中

各取所需。它所呈现出的世界，纷繁芜杂，像一

本关于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一个故事，都能给我

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每一种答案，都能让我

们从戏剧影像中感悟到人生真谛，由刹那动容走

向感动永恒。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轻柔的湛蓝》

中写道：如果生活是全然的劳累，那么人将仰望

而问：我们仍然愿意存在吗？是的！充满劳绩，

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

是的，生活赐予人们奋斗的热情与力量，但

人生还需要诗和远方。我们相信，关于成长、关

于梦想、关于爱情、关于人生……都可在电影中

找到答案，亦能激起心中那些被遗忘的久违感动。

最是那一刹那的动容，带你抵达心中的诗意森林。                                                                     

客户关系部

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旁，露天咖啡馆鳞次栉

比。在法国，这只是城市男女转换心情的驿站，就

像茶馆之于中国一样稀松平常。在那里，抚弄一个

精致的杯子，目送一位陌路的行人，编织一段浪漫

的回忆，都足以让你换一种心情上路。清晨，喝一

杯CAFE AULAIT 叫醒你惺忪的睡眼；午后，品一

口ESPRESSO 给自己一个沉溺的理由；深夜，来

一份蓝山放逐你的落寞和苦涩。就这样，咖啡的香

气弥散在时光的每个角落。

其实，在法国咖啡馆中大多有酒品出售。法国

人民管脚下热土叫做“甜蜜和幸福的地方”。南法

地区的葡萄酒尤其享誉世界。在秋日的阳光中，一

座座铁锈色的繁盛的葡萄庄园漫布山野，似是要向

酒神巴克斯朝觐般整齐划一。

在法国，要是你想寻找最新鲜清淡的红酒、甜酒，

那就跳上去往普罗旺斯的列车吧！在那里，不光有美

酒，更有沁人心脾的花海。天空通透明澈，蓝得可以

触及你心灵深处最柔软的童真；阳光附着着甜蜜的空

气直灌入肺，心田淌过的，是甘泉圣水般的清凉与惬

意。满眼蔓延的薰衣草像一张罗曼蒂克的紫色花床，

让人误以为闯入了仙境，又像是发现了地球的秘密花

园。驻足花潮，总有一种想不顾一切引吭高歌的冲动。

在普罗旺斯，重要的不是水清沙幼，而是自然

生活，没有闹钟没有堵车没有期望的目光没有索求

的笑容，和鱼一起游泳和兔子一起乘凉，蓝天白云

花田农庄都是为发呆准备的……

另一座芳香之城就是“花都”巴黎了。其实比

花香还袭人的，是这里的时尚气息。在巴黎，每个人

身上都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味道。嗅觉里的味道升华了，

便抽象了，会转成视觉中和感觉里的“气质”。巴黎

的男男女女虔诚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味道。茉莉花香依

附着少女们的轻盈体态，深玫瑰则催人成熟；柑橘味

很中性，时时感觉被拥抱着。海洋的气息，田园的清风，

都会的节拍……气味深深溶入骨子里成了性格。

有人说过，嗅觉是记忆的一把钥匙。只要味道

对了，记忆的门便会一扇一扇打开……记忆伴随嗅

觉而来，香水则让记忆变得更为绮情艳丽。

西安 爱优薇

闻“香”识法国

1. 花开不败春常在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2. 春来渐觉一川明，马上繁花作阵迎。致西安杏花谷。       发行管理部  冯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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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羊之说
“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

你是狼，还是羊”。书中借年龄大、阅历丰的毕格利

老人之口，提出狼羊社会形态。简单地一分为二，大

概会谬以千里。

主人公陈阵顺着狼群攻略的思路前行，自觉正站

在“通往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隧道入口”，感到“中国病”

就是“羊病”；在听到毕格利老人说“你们汉人胆子小，

像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他不禁“对

自己作为农耕民族的后代深感悲哀”；其建立宏大叙

事的思维野心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妄自菲薄，溢于言表；

也激发起笔者对于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的一点思考。

按照某种说法，一切战争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

量。草原铁骑征服其他民族，表明他们当中的杰出军

事家，将冷兵器时代的机动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所

向披靡。但是，看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再看

崖山之战之后再无古典中国；观照草原争霸以及阴谋

权术，成吉思汗身后庞大帝国的四分五裂等；看农耕

文化对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的同化；那么我们未必会

认同征服者的文明强于被征服者的文明的说法。

从狼羊二元论出发的观点与议论，基本充斥着书

的后半部分。例如用李氏家族的鲜卑血统，解释汉唐

盛世中的大唐雄风等。其实，陇西权贵（陈寅恪之说）

主要是政治联姻；正如李唐王朝建立后，注重与门阀

世家结亲也是同样考虑。

再如认为草原民族作为捍卫者抵挡住了“汉军后

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实际上，从战

国时期就陆续修建防御工事到秦续修，长城明显是固

守中原的防御思维；汉武帝不惜倾举国之力，反击匈奴，

主要也是为了解除北方边境长悬威胁。

视苏武牧羊是其受到狼的坚韧、不放弃之精神感

召，更是一厢情愿。“苏武销魂汉使前”，不为其他，

是民族气节。

综上所述，该书出于对狼文化的欣赏推崇，到赞

扬彪悍狠劲，并以此解释历史发展；早在上个世纪，

从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经济历史的理论，已被视为狭

隘与机械；将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套用于社会历史，也

有削足适履之嫌。

 结语
撇开二元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阐述，阅读本书，

其实不无裨益。年代的脉络痕迹，清晰可辨。同时，

借助文字的铺陈，重新思考狼羊生态问题，还可领略

草原风土人情。当毕格利老人带领牧民去“适当”分

享狼群打围后的黄羊时，大人、孩子们驾着马车去收

获年货，欢声笑语不断；人们还用毛毡作“飞毯”，

滑向雪深处取回冰冻黄羊。在连绵青山的背景下，人群、

狗群和车队，在雪原上组成了一幅类似吉普赛人的热

闹生活场景。

草原生活的迷人，草原人的一往情深，正如额尔

古纳乐队《鸿雁》咏唱： “天苍茫， 雁何往，心中

是北方家乡”。

信托业务二部  杨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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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生金融到访北京总部

3月11日，日本新生金融一行5人到访公司北京总部，双方

就消费金融的合作模式进行洽谈。董事长高成程带领日方人员参观

北京总部。日方代表与高成程先生就中国书法文化进行交流，并挥

毫留念。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总裁助理胡鹏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

席并参加讨论。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融资—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战略合作签署仪式
在西安举行

3月17日，陕西中海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海通”）

与我公司 “融资--施工总承包联合体战略合作签署仪式”在西安

举行。中海通、筑信筑衡董事长王宏海、中建西北建筑设计院监理

公司总经理申长均一行与我公司董事长高成程、副总裁黄海涛等就

联合体的合作模式和优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经济新常态下，单一产业模式难以生存，需要创造新的商业

模式以整合资源。此次提出的联合体概念具有“融资+建造”优势，

既能为融资方兼业主降低融资成本和建造成本，缩短建设工期，专

注主业，又能增强我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中海通拓展了市场。

联合体合作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较为常见。适逢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出台的契机，此次合作为我公司正在开展的PPP模式和以往的

BT模式及房地产等住宅商业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西北业务六部（筹）李君华

常务副总裁陈英见证公司汽车金融业
务第一笔贷款

3月18日，公司常务副总裁陈英应邀发放我公司汽车金融业

务第一笔贷款。这开启了我公司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新里程，是

新形势下推动公司转型的重大举措。参加本次活动的有长安新生总

经理霍宇南及其团队成员；公司信息技术部全体成员，信托业务管

理部业务代表。陈总对项目团队表示感谢，指出即将开展的汽车金

融业务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信息技术部  李艳艳

2015 年公司证券业务研讨会成功举行

3月21日，公司“2015年长安信托·证券业务研讨会”在西

安成功举行。

本次会议除西安主会场外，还设有机构参会分会场6个，参会

总人数78人，参会机构60余家，其中西安主会场参会人数43 人，

分会场参会35人。会议于上午9:00正式开始，由公司副总裁徐谦主持。

董事长高成程对与会来宾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介绍了公司

证券业务发展状况、中后台管理优势。高董事长指出，公司自开

展证券业务以来，已经发行产品200余只，目前管理产品80余只，

资产规模近500亿元，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公司通过团队、

信息系统建设及流程再造，目前已形成高效的运营体系；能为资

管公司提供优质服务，且公司自主发行、自主管理的局面正在

形成。高董事长希望信托、投顾、银行和券商能够进行深入沟通，

建立持续共赢格局。

特邀嘉宾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上海证大总裁

姜榕先生分别就市场走势、投资机遇进行主题演讲。

在随后的颁奖环节，公司副总裁瞿文康、黄海涛、总裁助理

黄立军及房四海先生分别为“2014年度结构化证券信托计划”前

三名、“2014年度管理型证券信托计划”前三名、 “2014年度

最佳合作奖”、及“2014年度五星级投资顾问”颁奖。

下午的会议分为两个议题。在35楼会场，获奖投顾上海景

林资产、南京懿和投资、上海鸿逸投资、西藏银帆投资及我公

司投资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姜燕为财富中心邀请的79名高

净值客户做了演讲。在24楼分会场，公司副总裁徐谦、黄海涛、

总裁助理黄立军及证券业务管理部、西北业务部等骨干人员与

投顾、券商、银行共约30人参会，会议就目前各自业务发展现状、

业务需求、合作中需要提高和改进之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证券业务管理部   高涛 武亦迪

欲辨已忘言  ——我读《狼图腾》
暴力美学

羊年说狼，皆因一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狼

图腾》。作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和电影所

擅长的阐述手段各有千秋。本文为读后感。

狼群马群在风高夜黑的恶战，窃以为是小说当

中最为体现暴力美学的部分。狼群自伤八百，也要

杀敌一千的策略，掀起了血雨腥风。狼群马群战斗

正酣时，正如歌曲所唱“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

马倌神勇非凡。巴图吹个响亮的口哨，用手电筒的

光柱，即可引领马群保持队型；还奋力甩开套马杆

长绳，准确无误套住狼的脖子；在遭遇大狼围堵时，

他凭借箍铁马棒猛击狼牙，击退进攻。

至于被打掉狼牙的大狼，“比要了它的命还痛

苦”：岂止不能大块吃肉、大口喝血，“它在草原上

所有的骄傲和雄心、它在狼群中的地位和同类的尊敬，

将统统化为乌有”。

同时，草原子民的勇猛，呼之跃出。当九岁的

巴雅尔看到母亲为护卫羊群而紧攥一条大狼尾巴，径

直跳鞍马一般，从羊背上跳到妈妈身边帮忙。大狗们

的忠心耿耿与作战能力，跃然纸上。大狗巴勒面对羊

群遭到袭击，懊恼得像失职的卫士，“它气急败坏地

猛然蹿上羊背，踩着羊头，连滚带爬地朝狼扑过去”。

人们对大狗的感情也是真挚深刻。当大狗为保卫家

园而丧失生命时，孩子们流下的眼泪，溅起了尘土。

互为依存
牧民“有时与草原狼的距离还不到两层毡子远”。

于是，牧民与狼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似于相互斗争依存

的关系。书中毕格利老人说，保护额伦草原的不仅是

马倌，还有狼。可是狼多了，其他生物的空间就会受

到严重挤压；所以草原上又有掏狼窝、摔狼崽的做法。

草原子民总会有意无意观察学习狼群战术。毕

格利老人将此与成吉思汗、拖雷能够建立战功联系在

一起，“没耐性就不是狼，不是猎人，不是成吉思汗”；

托雷用风雪击败金国大军，“真有狼的胃口、耐性、

凶猛和胆量”。

狼群在袭击羊群时，惯于声东击西，例如故意

牵扯营盘东边的狗群主力，达到实际掩护进攻或撤退

之目的。这不禁让人想起蒲松龄笔下“一狼犬坐”“意

暇甚”的同样策略。

克雷洛夫的寓言《狼落狗舍》，献给俄法战争。

写大灰狼被猎狗们包围，终被猎人捕获；猎人说“你

这头狼固然诡计多端，而我已白发苍苍，对狼的本

性早已了如指掌”。

一斑窥豹，大致可见不同文化中，关于狼的狡

猾或凶残，算是共识。而游牧民族对狼怀有某种敬

畏之情，大概出于西方哲学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毕格利老人提到，代代相传狼是蒙古人的救命恩人。

最是那一刹那的动容 带你抵达
心中的诗意森林
——                 长安财富“刹那动容”观影团一路相伴

公司长安财富于2013年真情推出“刹那动容”

观影这一活动品牌，通过舒适的观影体验与影片

交流解读，带领广大贵宾客户从影像中获取感动

和快乐。由西安总部联动北京、成都、南京、青岛、

武汉、长春等全国异地中心，短短两年多，已开

展百余场，服务约近万人次。

灯光渐暗、银幕渐亮，淡入淡出间，故事娓

娓道来；透过一幕幕变化万千的影像，我们看见

了自己生命的轮廓。就像每个人都能从《天堂电

影院》依稀看到童年的轨迹；借《美丽人生》看

到谎言的可爱与悲情；凭《阿甘正传》领略到自由、

执着的美国精神；从《霸王别姬》获知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的残酷……

 电影是导演用镜头写的诗，看电影的人从中

各取所需。它所呈现出的世界，纷繁芜杂，像一

本关于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一个故事，都能给我

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每一种答案，都能让我

们从戏剧影像中感悟到人生真谛，由刹那动容走

向感动永恒。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轻柔的湛蓝》

中写道：如果生活是全然的劳累，那么人将仰望

而问：我们仍然愿意存在吗？是的！充满劳绩，

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

是的，生活赐予人们奋斗的热情与力量，但

人生还需要诗和远方。我们相信，关于成长、关

于梦想、关于爱情、关于人生……都可在电影中

找到答案，亦能激起心中那些被遗忘的久违感动。

最是那一刹那的动容，带你抵达心中的诗意森林。                                                                     

客户关系部

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旁，露天咖啡馆鳞次栉

比。在法国，这只是城市男女转换心情的驿站，就

像茶馆之于中国一样稀松平常。在那里，抚弄一个

精致的杯子，目送一位陌路的行人，编织一段浪漫

的回忆，都足以让你换一种心情上路。清晨，喝一

杯CAFE AULAIT 叫醒你惺忪的睡眼；午后，品一

口ESPRESSO 给自己一个沉溺的理由；深夜，来

一份蓝山放逐你的落寞和苦涩。就这样，咖啡的香

气弥散在时光的每个角落。

其实，在法国咖啡馆中大多有酒品出售。法国

人民管脚下热土叫做“甜蜜和幸福的地方”。南法

地区的葡萄酒尤其享誉世界。在秋日的阳光中，一

座座铁锈色的繁盛的葡萄庄园漫布山野，似是要向

酒神巴克斯朝觐般整齐划一。

在法国，要是你想寻找最新鲜清淡的红酒、甜酒，

那就跳上去往普罗旺斯的列车吧！在那里，不光有美

酒，更有沁人心脾的花海。天空通透明澈，蓝得可以

触及你心灵深处最柔软的童真；阳光附着着甜蜜的空

气直灌入肺，心田淌过的，是甘泉圣水般的清凉与惬

意。满眼蔓延的薰衣草像一张罗曼蒂克的紫色花床，

让人误以为闯入了仙境，又像是发现了地球的秘密花

园。驻足花潮，总有一种想不顾一切引吭高歌的冲动。

在普罗旺斯，重要的不是水清沙幼，而是自然

生活，没有闹钟没有堵车没有期望的目光没有索求

的笑容，和鱼一起游泳和兔子一起乘凉，蓝天白云

花田农庄都是为发呆准备的……

另一座芳香之城就是“花都”巴黎了。其实比

花香还袭人的，是这里的时尚气息。在巴黎，每个人

身上都有一股属于自己的味道。嗅觉里的味道升华了，

便抽象了，会转成视觉中和感觉里的“气质”。巴黎

的男男女女虔诚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味道。茉莉花香依

附着少女们的轻盈体态，深玫瑰则催人成熟；柑橘味

很中性，时时感觉被拥抱着。海洋的气息，田园的清风，

都会的节拍……气味深深溶入骨子里成了性格。

有人说过，嗅觉是记忆的一把钥匙。只要味道

对了，记忆的门便会一扇一扇打开……记忆伴随嗅

觉而来，香水则让记忆变得更为绮情艳丽。

西安 爱优薇

闻“香”识法国

1. 花开不败春常在                                                        北京总部办公室   刘莉莉

2. 春来渐觉一川明，马上繁花作阵迎。致西安杏花谷。       发行管理部  冯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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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羊之说
“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

你是狼，还是羊”。书中借年龄大、阅历丰的毕格利

老人之口，提出狼羊社会形态。简单地一分为二，大

概会谬以千里。

主人公陈阵顺着狼群攻略的思路前行，自觉正站

在“通往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隧道入口”，感到“中国病”

就是“羊病”；在听到毕格利老人说“你们汉人胆子小，

像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他不禁“对

自己作为农耕民族的后代深感悲哀”；其建立宏大叙

事的思维野心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妄自菲薄，溢于言表；

也激发起笔者对于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的一点思考。

按照某种说法，一切战争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

量。草原铁骑征服其他民族，表明他们当中的杰出军

事家，将冷兵器时代的机动作战能力发挥到极致，所

向披靡。但是，看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再看

崖山之战之后再无古典中国；观照草原争霸以及阴谋

权术，成吉思汗身后庞大帝国的四分五裂等；看农耕

文化对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的同化；那么我们未必会

认同征服者的文明强于被征服者的文明的说法。

从狼羊二元论出发的观点与议论，基本充斥着书

的后半部分。例如用李氏家族的鲜卑血统，解释汉唐

盛世中的大唐雄风等。其实，陇西权贵（陈寅恪之说）

主要是政治联姻；正如李唐王朝建立后，注重与门阀

世家结亲也是同样考虑。

再如认为草原民族作为捍卫者抵挡住了“汉军后

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实际上，从战

国时期就陆续修建防御工事到秦续修，长城明显是固

守中原的防御思维；汉武帝不惜倾举国之力，反击匈奴，

主要也是为了解除北方边境长悬威胁。

视苏武牧羊是其受到狼的坚韧、不放弃之精神感

召，更是一厢情愿。“苏武销魂汉使前”，不为其他，

是民族气节。

综上所述，该书出于对狼文化的欣赏推崇，到赞

扬彪悍狠劲，并以此解释历史发展；早在上个世纪，

从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经济历史的理论，已被视为狭

隘与机械；将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套用于社会历史，也

有削足适履之嫌。

 结语
撇开二元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等阐述，阅读本书，

其实不无裨益。年代的脉络痕迹，清晰可辨。同时，

借助文字的铺陈，重新思考狼羊生态问题，还可领略

草原风土人情。当毕格利老人带领牧民去“适当”分

享狼群打围后的黄羊时，大人、孩子们驾着马车去收

获年货，欢声笑语不断；人们还用毛毡作“飞毯”，

滑向雪深处取回冰冻黄羊。在连绵青山的背景下，人群、

狗群和车队，在雪原上组成了一幅类似吉普赛人的热

闹生活场景。

草原生活的迷人，草原人的一往情深，正如额尔

古纳乐队《鸿雁》咏唱： “天苍茫， 雁何往，心中

是北方家乡”。

信托业务二部  杨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