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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记行
行尽江南数千里，嵊州尤得天时地

利人和之造化。溯流而上，从春秋争霸

风云际会、五代十国吴越国崇尚佛教，

到西晋末年衣冠南渡，中原地区的云诡

波谲与陈厚积淀，都在此处激起涟漪层

层。不变的是忠义立身，耕读传家；坐

拥远山如黛，绿水长流，遂成唐诗故旅，

越剧滥觞。传统人文，不绝如缕。

惆怅南朝独自吟
山水慰眼，亦可入诗。古典山水诗

歌，应运而生。在王谢子弟谢灵运笔下，

春天有池塘生春草，秋日是野旷沙岸净，

冬季则是朔风劲且哀。时称小谢的谢朓，

仅凭名句“澄江静如练”已经流芳百世。

与山水共清欢，不乏知音。“湖月

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多年之后，李

白在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之时，不

忘致敬——“临风怀谢公”。

南朝玄学兴起，风雅的“手谈”备

受青睐。琴棋书画诗酒花，从前样样不

离它。黑白世界，风云万千。在连绵阴

雨的黄梅夜晚，闲敲棋子看灯花落下，

聊以安慰约客不来的一点怅惘。嵊州围

棋素养深厚，名人辈出亦是情理之中。

看青山多妩媚，还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江南成为诗歌当中一再出现的

意象，不只是为了杏花春雨与盈盈笑语；

还有秋日将栏杆拍遍、无人知晓的登临

之意。别后思量千万遍，王安石词：白

头想见江南。

江南相思越人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

知”。由于史上连年战乱迁徙，《越人

歌》来源或需考证，但是其中的爱恋之

情无须细说；还有见此良人、今夕何夕

的感慨感叹，千古岂有分别？

一缕情丝双婉转。当言语、嗟叹都

无法表达如锦缎缠绵的千思万绪，惟有

歌舞慰平生。百年越剧，源于嵊州民间，

得益当地山水温润，历经文人墨客熏陶，

群星璀璨，雅腔雅韵，风靡民国上海滩。

建国之后，越剧及时结合电影媒介，更

为人们熟知与喜爱。梁祝的十八相送，

每点温馨，纵然感觉轻微，已经令人心醉。

越剧艺术恰似绵延月桂树干，历久

弥新。现场观摩，看台上眼角眉梢藏秀

气，越剧的不减魅力，扑面而来，长夜

空中飞。

一向年光有限身
四季不停轮转，建筑可作历史的年

鉴。嵊州崇仁古镇明清建筑群，白墙黛

瓦，俨然驻足被遗忘的时光里。

宋明理学盛行，古镇果然祠堂庄重，

传播仓廪足、知礼节的仁义礼智信；精

美三雕，将忠义孝悌故事表现于屋檐廊

柱、藻井窗棂，传道解惑，兼有审美愉

悦；百口水井，井绳磨痕，井边女子应

该也曾歌咏过柳三变的词，“针线闲拈

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百幢台门，互相呼应，见证了无数充溢

的欢声笑语，以及拟把疏狂图一醉的人

生况味。

老房子里曾经含情脉脉，曾经惊心

动魄。如今惟留门环惹来铜绿，院中花

草茂盛而恣意。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

离别易销魂。

信托业务二部  杨苏红

随着利率一降再降，以非标资产为主要投向的信托公司需

要将视野转向更多资产领域，不应局限于非标资产，而是应

该将债券、一级市场股权、二级市场股票以及具有股债混合

特征的夹层资产（优先股、可转换债）等纳入资产配置的范围，

实现业务起点从以交易对手为主向以委托人为主转变。

从近期对同业的跟踪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类产品可予以

关注：

1. 混合型投资基金产品

这类产品既能够满足客户对稳定收益的要求，同时也能

帮助把握大类资产轮动的机会，博取潜在的超额收益。下面

以某信托公司基金为例，介绍这类产品的设计特点。

一是交易结构及收益安排创新。投资者认购A类份额，

享有基础收益及部分浮动收益；向特定机构定向开放T类份额，

保护投资者基础收益。A类份额投资者可获得每年5%的基础

收益，每个基金年度支付以满足投资者现金流要求；A类投资

者可获得超额收益40%的分成。

二是多策略、灵活的大类资产配置。该基金的资产配置

原则为：（1）长期限资金降低流动性溢价；资金端以长期资

金匹配长期资产，不进行期限错配，在资产配置时无须考虑

流动性风险，将流动性风险溢价让渡给收益性。（2）多策略

组合配置，通过多元资产配置实现跨市场、跨产品及跨机构

的风险收益转换；通过配置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保证

产品的基础收益，并择机配置相对长期限的权益类资产，博

取更高的增值收益。（3）组合投资，通过不同相关度的资产

组合，实现分散和降低风险。

三是引入安全垫设置。 产品配置方面保有一定比例的类

固定收益产品，作为产品的安全垫；在风险资产的配置上，由

管理人对底层项目进行层层筛选，设定各类项目筛选标准和控

制子项目比例，要求子项目也具有足够的安全垫，确保产品本

金的安全及基础收益的支付。 安全垫的设置实际上类似于保本

基金采取的CPPI策略。CPPI即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为

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使之既能提供下行风险的保护，

又能最大化潜在收益。CPPI 的投资组合包括保本资产和收益资

产，保本资产是通过投资低风险资产的固定收益类资产来实现

的，收益资产是通过投资权益类风险资产来实现的。同时，该

产品在必要情况下会引入特定投资者保护投资人基础收益，该

信托公司承诺跟投该系列产品不低于5亿元。 

我公司可以考虑尝试以信托计划发行契约型基金。对于

我们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资产如债券、信托产品，可以自主

进行配置；对于不擅长管理的资产类型，可以通过MOM的模

式进行管理，例如二级市场的股票，可以选择外部优秀的投

资经理通过设立专户的方式投资。定增、PE类投资，可以从

自身的项目储备中选择，也可以投外部专业管理人的产品。 

2. 挂钩股指的结构化理财产品

在产品设计中，也可以引入 “固定+浮动”收益类型的

产品，类似于我公司上半年推出的“长衍资产管理计划”。

随着包括指数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增加，

目前券商的OTC部门设计了多种衍生类理财产品。这类产品

一般保障本金和较低的收益，并基于对沪深300的单向看涨、

单向看跌或双向预期获取不同的浮动收益。

结构化理财产品可以挂钩股票、黄金、ETF、利率、汇率、

原油等多种产品，目前银行是结构化理财产品的主要发行者。 

今年上半年，公司长安财富中心曾联合业务部门开发了一款

挂钩股指的结构化理财产品。

3. 投资于连接银行境外优先股的结构化产品

结构化票据产品通过使用低成本的杠杆放大优先股投资

的股利收益，从而获得较高收益。我们以陆金所9月发行的

一款投资于挂钩中国银行海外优先股的结构化票据产品为例

来介绍这类产品的设计思路：

该款产品是陆金所通过线上向客户募集的定向委托投资

产品，认购起点30万，募集资金直接投资于国信证券的资产

管理计划，即通过国信证券的RQDII通道，投资于海外证券市

场上以人民币计价的结构化票据（与固定收益标的物挂钩的结

构性投资产品），该票据挂钩标的为中国银行于2014年 10月

发行的65亿美元优先股，该优先股前五年固定股息率为6.75%。

该结构化票据的杠杆为2倍，其投资收益率公式为：

收益率 = 杠杆率 * 到期收益率 - 杠杆融资费用 ＋ 杠杆率

* 优先股价格波动％ ＋ 预期 CNH 贬值幅度 % - 各类费用

基于优先股价格在（-4%，1%）的范围内波动，该产品预期

收益率范围为2.53%-12.53%，在价格变动为0的情况下，收益

率为10.53%。由于优先股支付固定股利，其需求远大于供给，

在股灾期间，中H股价格下跌37%，但优先股价格的最大跌幅

只有-2%。由于该产品挂钩的是美元资产，因此还可以抵御人

民币贬值。

以供给端创新应对资产荒

发展研究部 邓婷

2015年10月 21日，广发银行西安分行副

行长倪海江一行来公司交流座谈。公司董事长

高成程、副总裁瞿文康、总裁助理王方军、董

事会秘书谷林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双方就合作可行性、合作机会及合作方案等进

行沟通交流。

广发银行西安分行
副行长倪海江一行来
公司交流座谈

公司微电影荣获 CCTV 国际微电影展大奖
2015年11月12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杭州）国际微电影展在杭州拉开帷幕。

公司长安财富微电影《长安家风》从四千多部参选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十佳品牌微

电影奖”。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锐导演、制片人、评委等共聚本次微电影展“金桂花之夜”的颁奖典礼。

公司作为唯一一家入围微电影节的金融机构，受邀出席颁奖典礼。著名电影人、曾担任过威尼

斯电影节主席和罗马电影节主席的马克·穆勒先生，以及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等，出席

本次活动，并和现场近千名观众一起观看《长安家风》等获奖影片的精彩片段。11月14日、

15日，CCTV《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也分别报道本次微电影展。

第三届中国（杭州）国际微电影展由CCTV、中央新影集团等主办，中央新影集团、央视微

电影频道等承办，是我国最权威、高端的微电影评选和展示平台之一。

公司长安财富精心打造的微电影《长安家风》由乌克兰导演执导，是金融行业内第一支

具有科幻色彩的微电影，讲述了一段父子情深的故事。该片在业内创新性提出了弘扬传统家

风文化，传递家族信托和财富管理的理念。                                       客户关系部

公司获得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公司获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

明，成为第 33 家获得注册私募资格的信

托公司。

2015年杭州马拉松于11月1日上

午八点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举行。我公司

副总裁唐乾山、拟任副总裁喻福兴参加马

拉松比赛，奔跑在雨中的杭州！

信托业务六部  蒋绯绯

公司副总裁唐乾山及拟任副总裁喻福兴参加
2015 广汽本田杭州马拉松比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帅哥们

《琅琊榜》最近很火，这部剧在构图、影像上充满美感；服饰、

礼仪上认真考究，算得上良心之作。喜欢这部剧，因为比较符合我对

那个时代的想像，还有就是几位男主演的颜值、演技颇为吸引人。

故事发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算是个看脸的时代。盘点一下古代的

四大美男，宋玉、潘安、卫玠和高长恭，除了宋玉之外，好像都生在

这个时代。可为什么是魏晋南北朝呢？可能一来因为五胡乱华，不同

民族之间通婚杂居，而混血儿总是挺漂亮；二来当时玄学日渐盛行，

学道的人总爱五石散之类，这药调理身心，或许气色要好些；也可能

是当时喜欢美男子的社会风气造就了他们的存在。四大美男之一的卫

玠就因为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被处处围观，所谓“看

杀卫玠”。据说剧中靖王的扮演者因为《琅琊榜》而暴

红，在机场看到大群粉丝接机的混乱场面，吓得躲开了。

并不每个时代都这样大张旗鼓围观美男，想来真有异曲

同工之妙呢。

谈论帅哥终归是件快乐的事，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帅哥还有很多，他们的轶事又更为有

趣了。

先说说“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精通文

学、玄学和音乐，又生得英俊潇洒，他的好朋友山涛曾

称赞他“站时如孤松独立；醉时似玉山将崩”。 而他

的哥哥嵇喜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

器。”与当时上层社会的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重视个人

修饰不同，嵇康从不打扮自己，反倒更显萧萧肃肃，超

凡出尘。当时在名士中很流行邋遢的生活方式，这大概

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应用于实践。作为倡

导者的嵇康自然不会缺席。他又特别喜欢打铁这样又脏

又累的活。

再来说说何晏。何晏是魏晋时期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据说也是服食“五石散”的第一人。何晏是那种颇具阴

柔美的漂亮。他还非常自恋，总是不时给自己扑点粉；

走路的时候常常回过头看自己的影子， “顾影自怜”。

而与何晏同时期的还有一个美男子叫夏候玄，也是玄学

创始人之一。夏候玄身材高大英挺，“朗朗如日月之入

怀”，明朗而亲切。有一次皇帝的内弟毛曾和他坐在一起，

其他大臣一看，都笑称“蒹葭依玉树”。

还有梁朝会稽人韩子高。这个人与上述几位出身世

家不同，他身世微贱，以做鞋为生。但他“容貌艳丽，

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见者靡不啧啧”。史书中说，打

仗的时候，无论敌人先前如何疯狂砍杀，一旦遇到韩子

高，竟会抛掉手中的兵刃，不舍得伤害他。而且他善于

骑射，令人痴迷而不能自拔。陈朝公主疯狂地暗恋他，

最终相思成疾。

魏晋南北朝是个道德宽松、通脱纵情的时代，所以

在文学的想像里她似乎是美好的：有云水山林、有美人

美酒、有忠贞耿介之士，一幅清平图景。而事实却恰恰

相反，当时皇权旁落、群雄并起、少数民族纷纷觊觎中

原。争权夺利当中、民族矛盾当中，必然是阴诡算谋、

残酷杀戮。《琅琊榜》里，赤焰军七万被诛杀即是反映。

朝堂上的斗争也一样激烈，那些能言善辩的美男子们在

一时风光之后，终究没能逃脱历史的命运，几乎无一人

能得善终。只是历史虽然早已如尘烟散去，但他们的绝

代风华终究似一缕馨香，可任由后人怀想。                               

上海  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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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重阳再登高
 又是一年重阳节！为表达对公司退休干部的尊敬和爱

戴，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工会于2015年 10月17日组

织“秦楚古道”重阳节登高行活动。退休老干部以及公司

本部员工共20多人参加。大家聆听退休老干部讲公司的

成长历程与发展故事。活动增进了集体荣誉感，传承了长

安信托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一千零一夜 伊朗粉红清真寺

秋水共长天一色 海上崇明岛
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琪超

长安财富运营管理部  张欣

运营管理部  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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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记行
行尽江南数千里，嵊州尤得天时地

利人和之造化。溯流而上，从春秋争霸

风云际会、五代十国吴越国崇尚佛教，

到西晋末年衣冠南渡，中原地区的云诡

波谲与陈厚积淀，都在此处激起涟漪层

层。不变的是忠义立身，耕读传家；坐

拥远山如黛，绿水长流，遂成唐诗故旅，

越剧滥觞。传统人文，不绝如缕。

惆怅南朝独自吟
山水慰眼，亦可入诗。古典山水诗

歌，应运而生。在王谢子弟谢灵运笔下，

春天有池塘生春草，秋日是野旷沙岸净，

冬季则是朔风劲且哀。时称小谢的谢朓，

仅凭名句“澄江静如练”已经流芳百世。

与山水共清欢，不乏知音。“湖月

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多年之后，李

白在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之时，不

忘致敬——“临风怀谢公”。

南朝玄学兴起，风雅的“手谈”备

受青睐。琴棋书画诗酒花，从前样样不

离它。黑白世界，风云万千。在连绵阴

雨的黄梅夜晚，闲敲棋子看灯花落下，

聊以安慰约客不来的一点怅惘。嵊州围

棋素养深厚，名人辈出亦是情理之中。

看青山多妩媚，还有三秋桂子、十

里荷花。江南成为诗歌当中一再出现的

意象，不只是为了杏花春雨与盈盈笑语；

还有秋日将栏杆拍遍、无人知晓的登临

之意。别后思量千万遍，王安石词：白

头想见江南。

江南相思越人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

知”。由于史上连年战乱迁徙，《越人

歌》来源或需考证，但是其中的爱恋之

情无须细说；还有见此良人、今夕何夕

的感慨感叹，千古岂有分别？

一缕情丝双婉转。当言语、嗟叹都

无法表达如锦缎缠绵的千思万绪，惟有

歌舞慰平生。百年越剧，源于嵊州民间，

得益当地山水温润，历经文人墨客熏陶，

群星璀璨，雅腔雅韵，风靡民国上海滩。

建国之后，越剧及时结合电影媒介，更

为人们熟知与喜爱。梁祝的十八相送，

每点温馨，纵然感觉轻微，已经令人心醉。

越剧艺术恰似绵延月桂树干，历久

弥新。现场观摩，看台上眼角眉梢藏秀

气，越剧的不减魅力，扑面而来，长夜

空中飞。

一向年光有限身
四季不停轮转，建筑可作历史的年

鉴。嵊州崇仁古镇明清建筑群，白墙黛

瓦，俨然驻足被遗忘的时光里。

宋明理学盛行，古镇果然祠堂庄重，

传播仓廪足、知礼节的仁义礼智信；精

美三雕，将忠义孝悌故事表现于屋檐廊

柱、藻井窗棂，传道解惑，兼有审美愉

悦；百口水井，井绳磨痕，井边女子应

该也曾歌咏过柳三变的词，“针线闲拈

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百幢台门，互相呼应，见证了无数充溢

的欢声笑语，以及拟把疏狂图一醉的人

生况味。

老房子里曾经含情脉脉，曾经惊心

动魄。如今惟留门环惹来铜绿，院中花

草茂盛而恣意。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

离别易销魂。

信托业务二部  杨苏红

随着利率一降再降，以非标资产为主要投向的信托公司需

要将视野转向更多资产领域，不应局限于非标资产，而是应

该将债券、一级市场股权、二级市场股票以及具有股债混合

特征的夹层资产（优先股、可转换债）等纳入资产配置的范围，

实现业务起点从以交易对手为主向以委托人为主转变。

从近期对同业的跟踪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类产品可予以

关注：

1. 混合型投资基金产品

这类产品既能够满足客户对稳定收益的要求，同时也能

帮助把握大类资产轮动的机会，博取潜在的超额收益。下面

以某信托公司基金为例，介绍这类产品的设计特点。

一是交易结构及收益安排创新。投资者认购A类份额，

享有基础收益及部分浮动收益；向特定机构定向开放T类份额，

保护投资者基础收益。A类份额投资者可获得每年5%的基础

收益，每个基金年度支付以满足投资者现金流要求；A类投资

者可获得超额收益40%的分成。

二是多策略、灵活的大类资产配置。该基金的资产配置

原则为：（1）长期限资金降低流动性溢价；资金端以长期资

金匹配长期资产，不进行期限错配，在资产配置时无须考虑

流动性风险，将流动性风险溢价让渡给收益性。（2）多策略

组合配置，通过多元资产配置实现跨市场、跨产品及跨机构

的风险收益转换；通过配置一定比例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保证

产品的基础收益，并择机配置相对长期限的权益类资产，博

取更高的增值收益。（3）组合投资，通过不同相关度的资产

组合，实现分散和降低风险。

三是引入安全垫设置。 产品配置方面保有一定比例的类

固定收益产品，作为产品的安全垫；在风险资产的配置上，由

管理人对底层项目进行层层筛选，设定各类项目筛选标准和控

制子项目比例，要求子项目也具有足够的安全垫，确保产品本

金的安全及基础收益的支付。 安全垫的设置实际上类似于保本

基金采取的CPPI策略。CPPI即恒定比例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为

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使之既能提供下行风险的保护，

又能最大化潜在收益。CPPI 的投资组合包括保本资产和收益资

产，保本资产是通过投资低风险资产的固定收益类资产来实现

的，收益资产是通过投资权益类风险资产来实现的。同时，该

产品在必要情况下会引入特定投资者保护投资人基础收益，该

信托公司承诺跟投该系列产品不低于5亿元。 

我公司可以考虑尝试以信托计划发行契约型基金。对于

我们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资产如债券、信托产品，可以自主

进行配置；对于不擅长管理的资产类型，可以通过MOM的模

式进行管理，例如二级市场的股票，可以选择外部优秀的投

资经理通过设立专户的方式投资。定增、PE类投资，可以从

自身的项目储备中选择，也可以投外部专业管理人的产品。 

2. 挂钩股指的结构化理财产品

在产品设计中，也可以引入 “固定+浮动”收益类型的

产品，类似于我公司上半年推出的“长衍资产管理计划”。

随着包括指数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增加，

目前券商的OTC部门设计了多种衍生类理财产品。这类产品

一般保障本金和较低的收益，并基于对沪深300的单向看涨、

单向看跌或双向预期获取不同的浮动收益。

结构化理财产品可以挂钩股票、黄金、ETF、利率、汇率、

原油等多种产品，目前银行是结构化理财产品的主要发行者。 

今年上半年，公司长安财富中心曾联合业务部门开发了一款

挂钩股指的结构化理财产品。

3. 投资于连接银行境外优先股的结构化产品

结构化票据产品通过使用低成本的杠杆放大优先股投资

的股利收益，从而获得较高收益。我们以陆金所9月发行的

一款投资于挂钩中国银行海外优先股的结构化票据产品为例

来介绍这类产品的设计思路：

该款产品是陆金所通过线上向客户募集的定向委托投资

产品，认购起点30万，募集资金直接投资于国信证券的资产

管理计划，即通过国信证券的RQDII通道，投资于海外证券市

场上以人民币计价的结构化票据（与固定收益标的物挂钩的结

构性投资产品），该票据挂钩标的为中国银行于2014年 10月

发行的65亿美元优先股，该优先股前五年固定股息率为6.75%。

该结构化票据的杠杆为2倍，其投资收益率公式为：

收益率 = 杠杆率 * 到期收益率 - 杠杆融资费用 ＋ 杠杆率

* 优先股价格波动％ ＋ 预期 CNH 贬值幅度 % - 各类费用

基于优先股价格在（-4%，1%）的范围内波动，该产品预期

收益率范围为2.53%-12.53%，在价格变动为0的情况下，收益

率为10.53%。由于优先股支付固定股利，其需求远大于供给，

在股灾期间，中H股价格下跌37%，但优先股价格的最大跌幅

只有-2%。由于该产品挂钩的是美元资产，因此还可以抵御人

民币贬值。

以供给端创新应对资产荒

发展研究部 邓婷

2015年10月 21日，广发银行西安分行副

行长倪海江一行来公司交流座谈。公司董事长

高成程、副总裁瞿文康、总裁助理王方军、董

事会秘书谷林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

双方就合作可行性、合作机会及合作方案等进

行沟通交流。

广发银行西安分行
副行长倪海江一行来
公司交流座谈

公司微电影荣获 CCTV 国际微电影展大奖
2015年11月12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杭州）国际微电影展在杭州拉开帷幕。

公司长安财富微电影《长安家风》从四千多部参选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十佳品牌微

电影奖”。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锐导演、制片人、评委等共聚本次微电影展“金桂花之夜”的颁奖典礼。

公司作为唯一一家入围微电影节的金融机构，受邀出席颁奖典礼。著名电影人、曾担任过威尼

斯电影节主席和罗马电影节主席的马克·穆勒先生，以及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等，出席

本次活动，并和现场近千名观众一起观看《长安家风》等获奖影片的精彩片段。11月14日、

15日，CCTV《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也分别报道本次微电影展。

第三届中国（杭州）国际微电影展由CCTV、中央新影集团等主办，中央新影集团、央视微

电影频道等承办，是我国最权威、高端的微电影评选和展示平台之一。

公司长安财富精心打造的微电影《长安家风》由乌克兰导演执导，是金融行业内第一支

具有科幻色彩的微电影，讲述了一段父子情深的故事。该片在业内创新性提出了弘扬传统家

风文化，传递家族信托和财富管理的理念。                                       客户关系部

公司获得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公司获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

明，成为第 33 家获得注册私募资格的信

托公司。

2015年杭州马拉松于11月1日上

午八点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举行。我公司

副总裁唐乾山、拟任副总裁喻福兴参加马

拉松比赛，奔跑在雨中的杭州！

信托业务六部  蒋绯绯

公司副总裁唐乾山及拟任副总裁喻福兴参加
2015 广汽本田杭州马拉松比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帅哥们

《琅琊榜》最近很火，这部剧在构图、影像上充满美感；服饰、

礼仪上认真考究，算得上良心之作。喜欢这部剧，因为比较符合我对

那个时代的想像，还有就是几位男主演的颜值、演技颇为吸引人。

故事发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算是个看脸的时代。盘点一下古代的

四大美男，宋玉、潘安、卫玠和高长恭，除了宋玉之外，好像都生在

这个时代。可为什么是魏晋南北朝呢？可能一来因为五胡乱华，不同

民族之间通婚杂居，而混血儿总是挺漂亮；二来当时玄学日渐盛行，

学道的人总爱五石散之类，这药调理身心，或许气色要好些；也可能

是当时喜欢美男子的社会风气造就了他们的存在。四大美男之一的卫

玠就因为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被处处围观，所谓“看

杀卫玠”。据说剧中靖王的扮演者因为《琅琊榜》而暴

红，在机场看到大群粉丝接机的混乱场面，吓得躲开了。

并不每个时代都这样大张旗鼓围观美男，想来真有异曲

同工之妙呢。

谈论帅哥终归是件快乐的事，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帅哥还有很多，他们的轶事又更为有

趣了。

先说说“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嵇康精通文

学、玄学和音乐，又生得英俊潇洒，他的好朋友山涛曾

称赞他“站时如孤松独立；醉时似玉山将崩”。 而他

的哥哥嵇喜夸耀他是“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

器。”与当时上层社会的男士崇尚阴柔之美、重视个人

修饰不同，嵇康从不打扮自己，反倒更显萧萧肃肃，超

凡出尘。当时在名士中很流行邋遢的生活方式，这大概

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应用于实践。作为倡

导者的嵇康自然不会缺席。他又特别喜欢打铁这样又脏

又累的活。

再来说说何晏。何晏是魏晋时期玄学的创始人之一，

据说也是服食“五石散”的第一人。何晏是那种颇具阴

柔美的漂亮。他还非常自恋，总是不时给自己扑点粉；

走路的时候常常回过头看自己的影子， “顾影自怜”。

而与何晏同时期的还有一个美男子叫夏候玄，也是玄学

创始人之一。夏候玄身材高大英挺，“朗朗如日月之入

怀”，明朗而亲切。有一次皇帝的内弟毛曾和他坐在一起，

其他大臣一看，都笑称“蒹葭依玉树”。

还有梁朝会稽人韩子高。这个人与上述几位出身世

家不同，他身世微贱，以做鞋为生。但他“容貌艳丽，

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见者靡不啧啧”。史书中说，打

仗的时候，无论敌人先前如何疯狂砍杀，一旦遇到韩子

高，竟会抛掉手中的兵刃，不舍得伤害他。而且他善于

骑射，令人痴迷而不能自拔。陈朝公主疯狂地暗恋他，

最终相思成疾。

魏晋南北朝是个道德宽松、通脱纵情的时代，所以

在文学的想像里她似乎是美好的：有云水山林、有美人

美酒、有忠贞耿介之士，一幅清平图景。而事实却恰恰

相反，当时皇权旁落、群雄并起、少数民族纷纷觊觎中

原。争权夺利当中、民族矛盾当中，必然是阴诡算谋、

残酷杀戮。《琅琊榜》里，赤焰军七万被诛杀即是反映。

朝堂上的斗争也一样激烈，那些能言善辩的美男子们在

一时风光之后，终究没能逃脱历史的命运，几乎无一人

能得善终。只是历史虽然早已如尘烟散去，但他们的绝

代风华终究似一缕馨香，可任由后人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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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重阳再登高
 又是一年重阳节！为表达对公司退休干部的尊敬和爱

戴，丰富他们的退休生活，工会于2015年 10月17日组

织“秦楚古道”重阳节登高行活动。退休老干部以及公司

本部员工共20多人参加。大家聆听退休老干部讲公司的

成长历程与发展故事。活动增进了集体荣誉感，传承了长

安信托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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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共长天一色 海上崇明岛
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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