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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专家帮您快速贷款

享银行贷款利息5厘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

又轻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

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

贷款机构表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

前往品信金融了解， 也可以拨打便民

金融热线86203335咨询。同时，笔者与

品信金融总经理罗总探讨了贷款难等

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厘

抵押放大150%

� � � �罗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

成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

平台。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客户

凭全款房当天就能拿到钱，并享受银行

利息。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品信

金融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

同期银行利率20%；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

厘，最快一天放款。品种有随借随还、先

息后本、 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

案。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

大15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

更快。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

融、申请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

一样轻松。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

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买

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免抵押，及

时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

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

户因为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

银行不能正常贷款， 或者客户因为贷款

利息太高无法接受。 品信金融会根据客

户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

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

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记证也

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 而且抵押房再

贷款先息后本， 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

到账。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土地、汽车贷款担

保申请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

和个人贷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

方式灵活。在品信金融大厅，做外贸生意

的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5，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

金融又追加了100万元贷款。

（张蒙）

昨日有消息称，浙江象山

影视城发生一起马伤人事

件， 此后宁波影视文化产业

管委会表示，11月11日10时35

分， 象山影视城春秋战国城

内，一匹马受惊吓扯起马桩，

并拖着马桩翻过土墩冲向游

客游览区域，造成多人受伤，

其中3人伤势较重，1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事发后，景区工

作人员将受伤游客送往医院

抢救。目前，事情正在进一步

处置之中。 据之前的媒体报

道，3D古装动作喜剧《夺路而

逃》由张一山、朴河宣、何云

伟、李菁、谢园、徐少强、寇世

勋、 石兆琪等领衔主演，10月

10日在象山影视城开机。因在

《家有儿女》中饰演刘星一角

而被观众熟知的张一山，出

演该剧男一号。

（张世豪 综合）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谢礼

恒

）由成都画派推广领导小组

主办， 成都怀古堂美术馆承办

的“中国梦·西蜀源”成都画派

老中青中国书画精品展（“中

国梦·西蜀源” 成都画派精品

展）于昨日正式开展。怀古堂

美术馆坐落在成都文风鼎盛的

琴台故径， 是琴台路上一处大

隐于市的公益性专业美术馆。

此次展览遴选出成都具有代表

性风格的16位老中青三代书画

名家，150余幅精品力作。据悉，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6日。

展览的学术策展人叶莹

昨天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此次“中国梦·西蜀源”成都

画派老中青中国书画精品展

旨在致敬西蜀画坛的大师先

贤， 展示当代蜀地画人的艺

术之梦。“通过此次展览我们

能看到成都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在传统与当代， 古意与新

派间的碰撞、 交流与对话，看

到他们对于蜀地艺术文脉传

承与创新的不同理解与表达，

看到他们薪火相传为书画艺

术事业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这几天， 阿来忙着整理近些年新写的

随笔散文拿到某网站开一个专栏， 他说那

几年为了写 《瞻对： 终于融化的铁疙

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进行实地

考察，还写了大量未发表过的文章，内容涉

及了历史、文化、地理。

10月末，塞尔维亚国际书展在贝尔格

莱德开幕， 此次书展阿来和麦家在国外进

行第一场对话，主题就是他今年出的《瞻

对》。阿来说，他发现瞻对虽然只是中国西

部的一个小县， 但发生那些事情背后的原

因及后果居然是那么惊人的一致， 足以引

起读者的反思。阿来认为，瞻对的历史是一

个值得分析的典型样本， 以小可见大。所

以，值得他历时5年，通过大量史料梳理和

田野调查，以历史为基础，以故事为载体，

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

“融化史”梳理出来。

其中，还包含着阿来一个强烈的愿望，

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哪个民族，都希

望和应致力于袓国统一和安定， 致力于国

家强盛和老百姓幸福安康。

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2000年获得

茅盾文学奖,阿来一夜成名。距离《尘埃落定》

出版到现在，已经16年的时间了，阿来说，16年

前有媒体采访问他对这本书有什么估价，他

相信十年后这本书还能摆在书店里销售。“现

在，这本书还不断在重印，还在书店里出售，被

那些我不认识的读者购买、阅读、收藏，对于一

个把文学看成一个庄重事业的人来说， 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在这本书热销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

这并不意味自己注定要成为一个受到市场

欢迎的作家。当时他已经有一种预感，不是

以后所写的每一本书，都会跟《尘埃落定》有

一样美好的际遇。“不能为了畅销而畅销，文

学于我，自有比此更为深广的意义。”

在《尘埃落定》之后，他又写过几本书，

包括两部长篇小说，《空山》和《格萨尔王》。

他说， 它们都是费尽心血写成的认真之作。

但都再无《尘埃落定》那样的盛况了。其中有

一个重要因素：他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

径，在《尘埃落定》所开辟出的熟悉的故事路

径上重复制造。他说自己不是不明白商业操

作，而是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

的召唤。毕竟时代风气已大不相同了。

“我没有反对为市场写作，但不能为了

市场写作放弃底线， 作家要给市场健康的

东西，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都没有，如果为了

市场，专门写暴力那就要不得。”他说：“记

得有前辈作家说过，文学有着游戏的层面，

但那只是一个层面， 是在达成了历史与道

德（人性）这些更重要层面上的探求后展

开的一种智力与幽默的华彩。”

dé yì shuāng xīn

热心公益 关注环保

阿来：文学本身有超越商业利益的更高远的召唤

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透露刚完成一部“生态环境”小说，预计明年发表

聚焦成都

德艺双馨艺术家

1959年生于四川省

马尔康县， 第五届茅盾文

学奖获得者， 四川省作协

主席。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尘埃落定》《空山》《格

萨尔王》《瞻对》。

阿来也是经营方面的

奇才，从1994年《尘埃落

定》 写出至1998年出版

期间， 阿来由阿坝州一家

杂志辗转到四川成都《科

幻世界》， 由编辑做到总

编辑、 社长，《科幻世界》

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

为五六种， 成为世界上发

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推广成都画派系列报道

“中国梦·西蜀源”成都画派精品展怀古堂开幕

浙江象山影视城发生马伤人致死事件

前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著名

作家、四川省作协主

席阿来就在受邀名

单之列。作为德艺双

馨的成都文化名人，

阿来的事务繁忙。成

都商报记者联系到

他的时候，他在去机

场的路上。作为电影

《西藏天空》 的编

剧， 他受邀参加这

个月底在澳大利亚

悉尼举办的2014国

际华语电影节。

阿来成了空中

飞人，一个月要往返

于几个国家之间，但

他没有忘记自己是

个作家。 这几日，他

忙里抽空整理这几

年积累的随笔，他还

告诉记者，自己已经

完成一部小说，题材

是关于生态环境的。

他从来就不是

一个 “宅在书斋里

的作家”，他喜欢走

进大自然， 热爱植

物，投身公益，今年

出版了他历时5年

调查的非虚构作品

《瞻对》， 同时也进

军影视界， 写出了

《西藏天空》这样的

好剧本。他在很早以

前就预感到，不是以

后所写的每一本书

都会有跟 《尘埃落

定》 一样美好的际

遇， 他说：“不是不

明白商业操作，而是

文学本身有超越商

业利益的更高远的

召唤。”

昨日， 阿来向成都商报记者公布了一

个好消息，他刚写完一部小说，修改前准备

先搁置一段时间， 等到春节后一口气修改

完，接下来，这部小说应该先在《收获》杂

志上发表，小说题材是“和今年人类面临的

生态问题有关，关注环境的。”

阿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坚持做公益，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潜移默化去影响和改变

别人。

阿来是“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

的理事，他说，这个基金意在为繁荣和发展

成都市社区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筹集资

金、提供资助。“我们在做一些小事，只要每

个人做一点，中国社会就不得了。”

对于教育很看重的阿来没有上过几天

学，他生长在荒僻的乡村，下面有一帮的弟弟

妹妹，他需要撑起这个家，小时候他是光脚在

山坡上放牛羊的牧童， 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

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屁股下

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

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

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

家。文学是他的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

它是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进而

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他只是贪婪地

阅读，他说：”在书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一个

的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

来，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指引我，教导我。”

文学在阿来眼中，跨越了界限，可以

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

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 理解、 尊重与同

情。 文学的教育让他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

卑贱，也不再让他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

热爱的名义陷于偏狭。 通过这样的学习与

吸收，让他将变得更加正常、进取和健康。

1996年，从阿坝来到成都工作生活。对

一个写作者来说，成都是更有机会的地方。

“我喜欢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是因为

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些人， 和过去

生活在这个城市， 书写并表达了这个城市

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书写，这个城市才具有

了审美上的价值。是的，喜欢这个城市是因

为它的文化，因为这个城市有文化的历史。

对于没有历史文化底蕴， 没有自然因素的

城市，我是无法喜欢的。”

前几年阿来出版了一本关于成都的书

《草木的理想国: 成都物候记》， 他的理解

是， 植物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史， 历代诗

人、文人、词人，笔下都有植物。

此外， 阿来还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

院“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志愿者，这个中心

一直在做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公益事业。

他说，因为自己时间不多所以只是偶尔

参加一些活动，他能做的事情也很少。但他

依然会继续关注生态环境，“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 完成了一种濒危植物康定木兰的种

子采集和人工育苗， 正在征集志愿者认养、

种植一两株。 作为志愿者和活动顾问的阿

来，自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这个工作中。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社会责任感

写作要有底线 文学有更广的意义

阿来热心公益

关注环保 新书描写生态环境

阿来 成都商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