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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現場事發現場，，私家車底朝私家車底朝
天翻入河中天翻入河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劉何躍繪的《呼歸石》
插畫。 網上圖片

■家長帶着小朋友進行環保畫創作。
記者李昌鴻 攝

■■此次出土的古此次出土的古
錢幣錢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昨日，以重慶本土民間傳
說故事為藍本，創作而成的
有聲繪本《呼歸石》正式出
版發行。該繪本由重慶插畫
師和台灣配音員合作完成。
29歲的重慶插畫師劉何躍
說，他希望通過畫筆讓更多
年輕人了解重慶歷史，熱愛
本土文化。
《呼歸石》的故事原型

來自重慶家喻戶曉的「大
禹治水」典故。故事描述
了在長江、嘉陵江匯流

處，曾屹立着一塊名為「呼歸石」的礁石。相傳這是大
禹的妻子涂山女為祝禱丈夫治水成功早日歸來，日日長
歌經年所化。
「從2015年8月起，我着手準備《呼歸石》的創作。
這是一個累但快樂的過程。」劉何躍說，為了讓創作更
具體豐滿，他去歷史上的「呼歸石」所在地考查，還赴
當地文史檔案館查閱典籍。

台資深配音員主動請纓
「呼歸石的故事喚起了我兒時對『大禹治水』故事的

記憶。這樣的繪本創作非常難得。」2015年底，台灣資
深配音員、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中許仙的配音者劉
小芸從友人處聽說了劉何躍挖掘本土歷史的故事，欣然
決定邀請朋友康殿宏一同為《呼歸石》做有聲故事配
音，開啟了兩岸間「繪本加有聲故事配音」的合作。
康殿宏曾擔任電視劇《情深深雨濛濛》中何書桓的配

音。他坦言，此次合作，讓他看到了大陸青年人對傳承
中國民間文化的主動擔當。 ■中新社

8月30日上午10時許，回家休探親假的海軍某部特戰團戰士王爽和朋
友楊猛正在站台等巴士。這時，一輛黑
色私家車行駛過來，突然右側路口衝出一
輛電動三輪車，私家車緊急避讓，卻撞上了

左側大樹，隨後掉入路邊的魚塘，快速下沉。
王爽大吼一聲：「出車禍了，快去救人！」在
奔跑中，他撥打了報警電話，隨即跳下魚塘去
救人，楊猛隨後也跳了下去。

千里赴瓊送錦旗
孫軍松事後回憶說，車禍發生後，車後窗玻

璃被撞碎，車子下沉得很快。經過一番摸索，
王爽摸到了車門，他試着拉一下，卻根本無法
從外打開。於是王爽換了口氣，拿起一塊石頭
使勁地把車窗砸開，然後伸手進去，碰到了一
個軟軟的東西，似乎是人的腿部，此人正是孫
軍松。由於太沉，王爽喊來楊猛和其他人員，
合力將孫軍松及車內另一人救到岸上。之後，
救護車趕到，將二人送往醫院搶救。遺憾的
是，另一人因搶救無效死亡。

「感謝部隊培養了王爽，是他給了我第二次
生命，千言萬語無法表達感激之情……」9月
21日下午，孫軍松專門從江蘇飛到相隔千里的
海南，將一面錦旗送到海軍某部特戰團戰士王
爽手中。
回憶起當時救人的情景，王爽表示：「摸到

被困人的腿的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
救過來。很遺憾第二個救上岸的人沒能搶救過
來。」他還表示：「我剛巧具備這項水下救護
的技能，所以我一定會更加盡力地去救人。」

安徽省黃山市歙縣杞梓里鎮灘培
村四畝堤村日前挖出古錢幣。經歙
縣文物局專家鮑雷初步確認，此次
出土大部分錢幣為宋朝時期的貨
幣，最早的是唐朝末年銅錢，此次
出土的大批錢幣在歙縣山區屬於極
為罕見，此次文物發掘為研究歙縣
歷史及方臘起義提供了資料。
24日，歙縣杞梓里鎮灘培村，

修建道路時，在半山腰處發現大
量古錢幣，民眾聞訊來挖古錢
幣。隨後文物局與公安趕到後發
現收繳並封存了古錢幣60枚，並
對現場遺存錢幣進行勘測，未發
現其他文化遺存。
據附近村民介紹：「本次挖掘出

來的，近30公斤古錢幣，近5,000

枚。灘培村族譜記載在僅有400多
年，為什麼這裡會有1,000多年的
錢幣出現，是個謎。」
此次出土的多為宋朝錢幣，年代

有開元、建隆、咸平 、天禧、康
定、慶曆、崇寧、大觀、政和等年
號，即960-1118年左右。少量的幣
種因銹蝕嚴重，有待下一步清理鑒
定。 ■視覺中國

車墮水塘生死一線

因避讓突然衝出的三輪車，江蘇

省宿遷市宿城區蔡集鎮的孫軍松乘

坐的私家車撞上路邊的大樹後墮入

水塘中。生死一瞬間，一名海軍特

種兵路過跳入水中，和周圍群眾一

起將孫軍松救了上來。獲知被救的

經過後，孫軍松日前聯繫上了地方

的人民武裝部門，奔赴千里趕到海

南，和救命恩人緊緊地抱在了一

起。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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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慶花壇完成佈置工作，對民眾正式開放。
據悉，本年度進場施工時間由9月17日23時始，至昨日凌晨完工，
總計工期僅七日，且為歷年進場最晚。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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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圳平安金融
中心主辦的「青山
綠水．平安未來」
大型環保公益藝術
行動前日在深圳正
式啟動。國際知名
當代藝術家谷文達
帶領1,500名兒童
現場創作「青山綠
水」巨幅環保畫
作，以行為藝術的方式喚起公眾的環保意識，呼籲社會關注自
身賴以生存的「青山綠水」。
現場1,500名穿着印有「青山綠水」白色T恤的兒童，在
谷文達的指導下，以科學提煉過的藍藻水為顏料，在1,500
平方米的宣紙上潑畫，傳達變廢為寶的循環利用理念。畫
作完成後，將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南北塔連廊外牆，進行
為期一年的展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孫軍松孫軍松((左左））和王和王
爽抱在一起爽抱在一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種兵奮勇救人特種兵奮勇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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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料加息 美債券資產受惠

環球寛鬆政策 支撐金價延漲
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九月，歐洲央行、英國央行選擇

按兵不動，而最為環球矚目的當是日本和美國的利率
決議。日本央行和美聯儲上周均維持利率不變，各大
央行的表現基本都符合預期。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於9月21日的議息會後宣佈維持利率不變，但强
烈暗示仍可能在年底前收緊貨幣政策，因就業市場進
一步改善。黃金在美聯儲宣佈維持利率不變之後大
漲，日內漲幅逾20美元。最活躍COMEX12月期金合
約在決定宣佈的一分鐘內成交量達6,056手，價值逾8
億美元買盤推升現貨黃金短線暴漲。

日本央行未令日圓貶值
在低利率或負利率的環境下，金價年初以來已上漲

24%。金價自七月起始出現一段向下修正走勢，至9月
1日低見1,301.91美元，為6月24日以來最低水平；9
月中旬金價再次逼近1,300美元關口，在連日探試下仍
見守穩，結果在美聯儲議息結果公佈後，金價大幅走
升，成功脫離千三關口，美聯儲推遲加息的市場預期
為黃金價格提供支撐。與此同時，因日本央行利率決
議未能讓日圓貶值，從而致使美元承壓，最終也助推
了黃金價格的上漲。由於美聯儲12月加息的預期已在
近月反映在金價弱勢當中，故此隨着美聯儲的加息步
伐放慢，迎來第四季走勢，金價料可擺脫第三季的弱
勢，重新再踏上升途。

印度黃金旺季 上望1373
全球主要央行還在印鈔票，而主要經濟體低利率或

者負利率橫行，創紀錄低點的全球利率水
準，圍繞全球貨幣和主權債穩定性的不確定
性增加，作為保值工具和替代投資，金價中
期走勢可望繼續走高。傳統意義上，9月份
以後，將踏入黃金的需求旺季，尤其印度亦
即將迎來排燈節，被印度人視為一年中最重
要的節慶，故亦可望會帶動黃金買興，從而
帶動金價可在今年秋天再現強勢。
技術圖表分析，金價在過去三個月以來屢

次守住100天平均線，在未有破位下，目前
有機會探試上方的下降趨向線阻力位於
1,349，若然這一道歷時三個多月的下降趨向線破位，
則有望金價將見開展新一輪升勢，延伸目標預估為
1,373及1,387美元。以黃金比率計算，中期目標可看
至1,420水平，為50%的反彈水平。下方支持仍會矚目
於100天平均線位置1,306以及1,300美元關口，較大

支持參考估計在1,287美元。
倫敦白銀現時圖表上已呈現一組雙底形態，頸線將

參考9月7月高位20.13美元，可視為一線關鍵阻力，
破位將料會延伸漲勢，目標則會看至20.70及21.00美
元。

由聯儲局利率預測點狀圖來
看，9月對於今年預測的加息幅
度，由 6月的 0.5 厘降至 0.25
厘，並下調長期利率的水
平。
安聯投信表示，根據上次

2015年12月加息的經驗顯示，
聯儲局加息前一個月，股票以及

風險性債券開始整理，持續約三個月；儘管當前的市
場表現未必與當時相同，但加息反映景氣擴張步伐符
合聯儲局預期，投資人反而可趁盤勢整理之際、逢低
佈局。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產品經理蔡明潔表示，受到政治

雜音反覆干擾，外匯市場尤其成為近期牽動投資人情
緒的主要因子。事實上，美國就業市場改善，薪資穩
步增長，且隨着強勢美元及原物料先前重挫等壓抑物
價的效應遞減，美國應有充足理由加息。

溫和加息步伐利風險性債券
蔡明潔表示，到年底前，包括美國加息預期升溫、

美總統大選等的政治雜音反覆干擾，加上股債自英國
脫歐以來已漲高，短線上獲利了結的氣氛也明顯增
溫，市場的波動預料持續。但正因為全球負利率國債
規模增加，投資人找收益(searching for yield)需求不
變。只要聯儲局是採溫和加息的步伐，不論對股票或
是風險性債券資產，中長期都是有利的。
在投資建議上，蔡明潔表示，美國是全球經濟領頭

羊，企業及經濟體質相對其他區域更為穩固，且金融
海嘯後美國資產表現最強，長多格局未變，股市預期
修正後將有望再創新高；而債券收益率相對較高，強
勢美國資產仍相對具吸引力。另一方面，風險性債券
包括高收益債、新興市場債、投資等級債等預期在需
求強勁下將持續有所表現。整體而言，相對強勢的美
國資產、具收益題材的債券組合型（複合債）及多元
資產平衡型等還是最為核心的資產。

美國聯儲局上周雖未加息，但聯儲局
官員七票贊成、三票異議的票數，凸顯
聯儲局政策兩難的深度，提高了12月加
息的可能性。隨着美國與其他主要國家

貨幣政策反向力度可能逐漸拉
大，料與景氣連動較高的美國
資產仍可受惠。 ■安聯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聯席董事
葉匯豪

輪證 動向

日本央行及美國聯儲局上周先
後公佈議息結果，日本央行維持
政策利率負0.1厘不變，聯儲局
亦連續第六次會議維持利率不
變。本港股市上周五表現反覆，
恒生指數收報23,686點，跌73
點。全日大市成交720億元。窩
輪成交 91 億元，佔大市成交
12%；牛熊證成交73億元，佔
大市成交10%。總結全星期，恒
指升350點。恒指波幅指數(VH-
SI)跌至16.5。
騰訊(0700)微信朋友圈開展自助
廣告業務，大行看好並指新業務有
助朋友圈廣告業務轉為實質收入，
給予「買入」評級。騰訊曾突破
220元，再創上市新高；收報218.2
元，全星期上升4%。投資者如看
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購證
(13145)，行使價228元，明年10
月到期，實際槓桿4倍。港交所
(0388)連跌兩日，惟於10天線見支
持，收報205元，全星期上升
0.6%。投資者如看好港交所，可
留意港交所認購證(12774)，行使價
212元，2017年12月到期，實際槓
桿4倍。

中移動吼購11790
美國議息後，匯豐控股
(0005)一度升至60元以上，惟
之後遇阻力回落，周五失守

20天線，收報58.05元，全星期下跌0.5%。
投資者如看好匯豐，可留意匯豐認購證
(12992)，行使價63.88元，2017年4月到期，
實際槓桿10倍。中資電訊股上周五個別發
展，聯通(0762)造好而中移動(0941)受壓，收
報96.35元，全星期上升1.9%。投資者如看
好中移動，可留意中移動認購證(11790)，行
使價105元，2017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11
倍。
消息指出，平保(2318)旗下 P2P 融資平

台——上海陸家咀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市場，
正與四家投行洽談安排香港首次公開招股
(IPO)計劃。平保收報41.5元，全星期上升
0.2%。投資者如看好平保，可留意平保認購
證(12925)，行使價43.88元，2017年4月到
期，實際槓桿 7倍。國壽(2628)收報 20.95
元，全星期上升1.7%。投資者如看好國壽，
可留意國壽認購證(13243)，行使價23.08元，
2017年5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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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率期貨反映未來半年加息預期
利率會議日期 最新加息預期概率

2016年11月2日 21.40%

2016年12月14日 61.20%

2017年2月1日 63.60%

2017年3月15日 70.10%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時間：2016年9月21日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 (9月26-30日)
日期
26
27

28
29

30

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10:00PM
7:50AM
3:00PM
10:00PM
8:30PM
6:00PM
6:00PM
6:00PM
3:00PM

8:30PM

8:30PM

6:00PM

6:00PM

3:00PM

4:30PM

8:30PM
8:30PM
9:45PM

10:00PM

報告
8月份新屋銷售(單位)
8月份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8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9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8月份耐用品訂單
9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9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9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9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第 2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
訂)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
業救濟人數
8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9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
價指數#
8月份零售銷售#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
訂)
8月份個人收入
8月份個人開支
9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9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
指數

預測
58.5萬
-
-
98.0
-1.9%
-
-
-
-

+1.3%

25.9萬

-

-

-

-

+0.2%
+0.2%
52.0

90.0

上次
65.4萬
+0.4%
-3.8%
101.1
4.4%
103.5
-4.4
-8.5
+0.4%

+1.1%

25.2萬

10.1%

+0.2%

-1.5%

+2.2%

+0.4%
+0.3%
51.5

89.8

■美國聯儲局上周宣佈維持利率不變後，黃
金價顯著反彈。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