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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蝉联“年度责任企业”奖
2018年11月24日，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经由权威评审专家委员会综合评选，兴业银行凭借在企业社会
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和优秀成绩，蝉联“2018年度责任企业”奖项。

2018年是兴业银行成立三十周年，也是该行采纳赤道原则十周年。作为国内首家“赤
道银行”，该行秉持“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治理理念，经过三十年创新发展，陆续推出了节
能减排贷款、碳金融、排污权金融、低碳主题信用卡、绿色金融债券等绿色金融产品与服
务体系，走出了一条“寓义于利 从绿到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兴业
银行已累计为16435家企业提供绿色金融融资16450亿元，可实现在我国境内每年节约标
准煤2959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8399.31万吨，年节水量40922.72万吨。

同时，该行热心公益事业，近五年兴业银行公益慈善捐赠累计超过2亿元。该行还大
力实施精准扶贫，积极推广生态扶贫，支持贫困地区实现绿色发展，助力精准脱贫。截至
2018年三季度末，该行金融扶贫贷款余额73.02亿元，重点支持内蒙等贫困地区道路建设、
危房改造等扶贫攻坚领域，带动和服务建档立卡贫困人数12.58万人。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是王安石写的
歌颂他进行的改革出现的
新气象的一首诗。王安石生
于1021年，逝世于1086年，
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
家、改革家；字介甫，号半
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
川区）人。无产阶级革命领
袖列宁曾说：王安石是11世
纪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历史
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
是指王安石进行的改革。王
安石当过参知政事，那是当
时最大的官，相当于宰相。
他两次担任宰相，结果两次
被罢。原因是当时的保守派
势力太大，坚决反对改革。

王安石的诗文写得非
常好，他是“唐宋八大家”之
一。他的著作集中到《王临川
集》与《临川集拾遗》里。下面
讲有关他的两个小故事。

先讲第一个故事：
王安石的父亲也是当

官的，当然很重视对孩子的
培养。当时人们都夸奖王安
石是神童，可他的父亲并不
这样看。据说一年的秋天，
父亲把王安石叫到屋里说：

“大家都说你聪明，有人还

说你是神童。我就不信！你
看，现在正下着小雨。如果
你能让我站到院子里挨雨
淋，那我就承认你聪明！”

王安听了，笑着说：“父
亲，下着雨应该坐在屋里，
我怎么忍心让您到院子里
淋雨呢？”父亲说：“这只能
说你不聪明！”

王安石的小脑子里早
有了主意，便装作无可奈何
的样子说：“父亲，如果您自
己一定要站到院子里，我肯
定会把您请到屋里来。你信
不信？”父亲说：“我就不
信！”说罢，站起来就走到院
子里去了。

可是，王安石在屋里来
回走着，就是不喊让父亲进
屋来。父亲等了好久，便催
问他：“为什么还不开始？”
王安石笑着说：“父亲，这不
是让您‘站到院子里挨雨
淋’了吗？”父亲这才知道自
己上当了，于是赶紧走回屋
里。他刚一进屋，王安石又
笑着说：“父亲，这不是，又

‘把您请到屋里来’了？”
父亲听了，用手指着儿

子，说：“你呀，你呀！”接着
自己也笑了起来！

再讲二个故事：
王安石与苏轼是好朋

友，王安石岁数比苏轼大。
但，苏轼有点自负，也很直
爽。据说有一天，他去看望

当了宰相的王安石，可是王
安石不在。因为他常去，所
以王安石府里的人就把他
请到王安石的书房。他在书
桌上看到王安石写的关于
菊花的两句诗：“西风昨夜
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想：“西风”就是秋
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
从来是“抱头死”的，怎么会
被秋风吹落呢？他认为王安
石是闭门造车。于是，他也
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
上级，提起笔来，续了两句，
就走了。这两句就是：“秋花
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
吟。”意思是，菊花可不像春
天开的那些花可以落瓣儿
的；告诉您这位诗人，请仔
细琢磨琢磨吧！

王安石看到这两句诗，
又生气，又觉得好笑。为了
用事实教训一下苏轼，他就
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心想：这是对他的报
复，他觉得王安石不虚心，
不能接受人的意见。可是，
后来的事情教育了他———

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
一年，到了九月九日重阳节，
这一天秋风刚停，苏轼就邀
请他的好友到后花园赏菊。
结果，他突然发现：园内的
菊花竟然纷纷落瓣，满地铺
金。这时他才想起给王安石
续诗的事，他感到非常惭愧，

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你可以在《警世通言》

这本书里看到这个故事，其
作者是明代的冯梦龙，那篇
文章的题目叫《王安石三难
苏学士》。

现在，我们来讲讲这首
诗。

首先，解释几个词语和
句子：1.元日，农历正月初
一，就是现在说的春节。2.
一岁除，指一年过去了。3.屠
苏，指屠苏酒。古时候的风
俗，每年大年三十，家家用
屠苏草泡酒，吊在井里，初
一取出来，全家喝这种酒，
说喝了可以避瘟。关于“屠
苏”，还有好多说法，我们不
去深究了。“春风送暖入屠
苏”是说：春风把暖气吹进
了屠苏酒。4. 曈曈（tóng），
指光辉灿烂的样子。5.总把
新桃换旧符，指都用新门神
换掉旧门神。桃符是用桃木
做成的，据说，古时候每到
过年，家家户户都用两块桃
木板，画上两个神像，挂在
大门两边，说是可以驱除邪
恶。总，当都讲；把，当用或
拿讲，这里是动词。

其次，逐句讲讲这首诗
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写于王安石当
了宰相实行改革的日子里，
题目中的元日就是指大年
初一，不要说成阳历的一月

一日。
从思想内容上看，诗人

分明是在写新春佳节万象
更新与万家欢乐的动人景
象的。但这并非主要的，诗人
所要表达的，主要是他进行
改革后社会出现的新气象，
以及他自己激动而兴奋的
思想感情。而从写作艺术来
看，主要用的是双关的手法。
请看：

第一句“爆竹声中一岁
除”，表面上是说，旧年在欢
快的爆竹声中送走了；其实
隐含的意思是：旧的那套阻
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已成为
过去了。

诗人似乎觉得这一句
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激动与
兴奋，于是，他迫不及待地
写下了第二句：“春风送暖
入屠苏。”春风，迎来了新年，
送来了温暖，这毫无疑问是
新春的特点；但诗人的笔锋
中所藏着的“春风”，可不是
一般的风，那是改革带来的
崭新的社会面貌啊！这“春
风”不仅使万物生机勃勃，
而且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
日”中的曈曈，表面上当然
是指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
象，但它又恰好象征着改革
已经带来与将要带来的无
限光明无限美好的前景。

最后一句“总把新桃换

旧符”，表面上是写当时的民
间风俗：人们在过年时，都要
用新桃符去替换旧桃符。注
解里我们解释过：“桃符”是
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的
桃木板，据说它有驱除邪恶
的作用。诗人非常奇妙地借
用这个习俗，暗中却是在赞
颂他用生机勃勃的新法取代
弊病多多的旧法的举措。

全诗分析完了。请读者
想想，诗人写作的艺术是何
等的高明！他写这首诗明明
是在歌颂他的改革所取得
的成绩，明明是在表达他因
此而产生的按捺不住的欣
喜；但你读罢全诗也不会发
现哪一句是歌颂改革的。

现在我们试着把这首
诗要表达的意思明着写出
来，比较一下它们的效果：

旧年过去新年来，温暖
如春入心怀。千家万户皆庆
贺，新法扫去旧尘埃。

请大家想想，如果这样
写，王安石岂不是有自吹自
擂之嫌吗？

最后，想请读者自己欣
赏王安石写的另一首诗。这
首诗的题目是《登飞来峰》，
全诗如下：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文/李淑章

12月2日，由《长篇小说
选刊》杂志社举办的2018年
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评选揭晓，共有5部作品入
选本年度金榜榜单，鄂尔多
斯本土作家肖亦农作品《穹
庐》入围，是内蒙古唯一获
奖的作品，也是内蒙古籍作
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肖亦农为了创作完成
这部长篇小说，他历时12年
收集资料、深入生活、潜心创
作，期间阅读过上千万字的
文史资料，并数次前往俄罗
斯西伯利亚、蒙古国的茫茫
戈壁、额尔古纳河、锡尼河、
布里亚特民族自治乡采风。

肖亦农出生在河北，但
他已在内蒙古生活了近50
年，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涌动
着的英雄主义情怀始终感召
着他，他始终想用一部厚重
的作品回报这片深情的土
地，回报这片土地上的善良
的人们。而这部小说在历史
画卷中展现了爱国情怀，也
达成了肖亦农多年的心愿。

本部作品以清政府与
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
包括乌金斯克的大片土地
划归俄罗斯为背景，讲述了
以嘎尔迪老爹为首的乌金
斯克布里亚特部落，在与沙
俄、日本等势力周旋、斗争，
最后回归中国的故事。

小说在一片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中，运用新颖的
空间叙事手法，勾勒错综复
杂的人物谱系，通过跌宕起
伏的故事情节，试图寻觅人
性的高度，完成主题的升
华，充满着浓郁的英雄主义
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

小说围绕捍卫、生存和
回归主题，在大写的历史下
写人，写出了个人命运、部
族命运与历史迷雾间的冲
突，写出了人在复杂时代环
境中的迷茫和宿命，写出了
人的喜怒哀乐、挣扎与反
抗，表达那个时代的人们对
人性、人格、尊严的追求，以
及他们对社会、生活、未来
的希冀与期盼。小说题材雄

厚新奇、地域特色十分鲜
明、场面波澜壮阔，在浓墨
重彩的画卷中展现爱国情
怀和英雄主义。

《穹庐》的出版对于人
们认识蒙古民族的布里亚
特部落，更完整、深刻地认
识蒙古民族，尤其是对继承
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本部长篇小说
《穹庐》定稿后，内蒙古作家
协会、作家出版社先后在呼
和浩特和北京召开作品修
订会，与会专家认真、尊重、
中肯的意见，让作者修改了
4个多月。长篇小说《穹庐》
发表后，反响热烈。

肖亦农用12年的时间创
作了一部具有深挚家国情怀
的优秀作品，让读者通过文
学了解、热爱内蒙古这片特
殊的土地，令人受益匪浅。

鄂尔多斯本土著名作
家苏怀亮表示，肖亦农作为
国内知名作家，多少年来对
待文学作品创作的态度都
非常值得钦佩和尊敬。《穹

庐》的问世，对于人们认识
布里亚特部落，对于认识蒙
古民族，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是肖亦农几十年努力精
研草原文化的结果。

据了解，获得2018年第
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的
作品还有：贾平凹《山本》、
王安忆《考工记》、宗璞《北
归记》、陈彦《主角》。贾平凹

的《山本》被选为2018年度
金榜领衔作品。另外，彭荆
风《太阳升起》、梁晓声《人
世间》、叶兆言《刻骨铭心》、
杜斌《天上有太阳》获得特
别推荐奖。

■小资料

●肖亦农，现为内蒙古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

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著有长、中、短篇小说

及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

等300余万字。长篇报告文学

《毛乌素绿色传奇》入选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

内蒙古作协实施的《草原文

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

并荣获全国第十二届五个一

工程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报告文学奖。 文/星 华

《元日》赏析

肖亦农《穹庐》荣登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