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衣冠、拜先師、點硃砂、擊鼓鳴智……在陝
西省西安市，逾百名6歲至10歲學齡兒童於上月
12日身着漢服赴漢長安城遺址漢城湖邊，參與了
一場千年傳統的「開筆禮」。

父母協助 硃砂開智
在中國古代，學童在入學第一天都要行「開筆
禮」，是人生四大禮之一。學童們穿戴整齊，先
由啟蒙老師講授人生最基本、最簡單的道理，並
教讀書、寫字，然後參拜孔子像，才可入學。據
悉，此次的「開筆禮」共分為九個環節。

儀式現場，隨着禮讚聲起，所有學童先行「奉
茶禮」，為父母奉上表達敬意和謝意的茶杯；然
後父母協助孩子「正衣冠」，以示對孔聖人的尊
重；在「硃砂開智」環節，主禮人用硃砂筆在學
童眉心點上一個圓點，代表從此開竅；隨後擊鼓
鳴智，表明遠大恢弘的志向；誦讀《弟子規》以
規律己；提筆寫「人、仁、禮」，則是希望學童
明白，做人先立品，其後立志讀書，才能成人；
最後，學童向孔子像及主禮人拜謝行禮，師長起
身訓導，現場共同誦讀《三字經》。

回歸傳統「儀式感」強
春節前，西安市民王女士便為剛上小學的女兒

報了名。當日「開筆禮」結束後，她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近兩年來，學校愈發重視興趣培養和
傳統文化教育，希望通過這種古老莊重的儀式，
讓孩子感受到入學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並感受
先賢尊師敬祖、讀書明志、報效國家的精神。而
另一位家長則表示，現代社會缺失了太多的儀式
感，讓傳統回歸生活有益於教育孩子。
主辦方亦表示，今年的活動受到很多學童和家

長的歡迎，未來還將繼續舉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1985年，時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美術館館長的哈
維．韋斯特，為籌辦赴美大型文物
展「天子．中國宮廷藝術展」到了
中國。不僅掀開了和中國藝術的緣
分，也與當時作備展助手的廣州人
姚小波開啟了姻緣，在廣州定居。
婚後，哈維走遍廣州許多傢具城都
沒挑選到中意的家居用品，卻無意在
朋友介紹的一個無人居住的舊院子中
發現了遺棄的老舊傢具。夫婦二人透
露，一開始看中舊傢具，只為家用。
因為喜歡，也越買越多。一些回收回
來的舊傢具，時常需要維修。不時在
一些舊傢具回收、購買中還能覓得精
品。待修復成果出來，不少傢具能稱
得上藝術品。
從此，夫婦倆對舊傢具「一往

情深」。

倉庫成博物館 西式風格陳列
以設計謀生的二人，在日常開銷

外，所有花費都投入到舊傢具的購
買和修復中。據不完全統計，至今
共修復了3,000多件舊傢具。
因為購置了太多的舊傢具，夫婦

倆都只能租住在價格便宜的倉庫
中。漸漸地，居住的倉庫以中式舊
傢具為主，空間陳列以西式風格為
主。未料想，在夫婦倆的佈置中，
傢具倉庫慢慢變成了有味道的藝術
博物館，能夠展示700年前到近代
民國的傢具變遷。

黃永玉贈木牌 傢具可被觸摸
2004年，著名畫家黃永玉參觀了

夫婦倆當時租住的倉庫，表示讚
歎。幾個月後，黃永玉送給了他們
雕着「維波樓」的小木牌。木牌
上的「維」指的是哈維，「波」
指的就是姚小波。從此，夫婦倆
的「維波樓」藝術生活博物館開始
正式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維波樓」博物

館中修復好的舊傢具都允許觀者觸
摸。在夫婦倆看來，傢具最好的保
養方法就是使用它，越用就會越有
光澤。
哈維今年已有79歲，太太姚小
波開始着手傳承計劃。她表示：
「年齡和身體不允許我們慢慢來。
所以我們希望將最後三個『維波
樓』藝術生活博物館在2019年完
成。」

鄭州開啟年度民間舞獅展演暨獅王
爭霸邀請賽，多達1,000多名基層群
眾身着繽紛靚麗的演出服，敲鑼打鼓
歡慶佳節。最引人注目的「中原第一
獅」——河南省鞏義市小相村小相獅
舞，是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幾十架「雄獅」在近20米的高架
上跳躍騰挪，引四周觀眾陣陣喝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3千舊傢具
夫婦建7「博物館」

在廣州在廣州，，有一對跨國夫婦用有一對跨國夫婦用3030年建造了七個家年建造了七個家；；每每

個家都如博物館一般個家都如博物館一般，，陳列擺放着他們修復的古傢陳列擺放着他們修復的古傢

具具，，且免費對外開放且免費對外開放；；而促成這段婚姻也是源於一次而促成這段婚姻也是源於一次

文物藝術展文物藝術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胡若璋 廣州報道廣州報道

救 西安西安「「開筆禮開筆禮」」傳統育學童傳統育學童

湖北發現湖北發現鴨嘴鴨嘴古生物化石古生物化石

獅 鬧 鄭 州

▶▶修修復復33千件千件
中式舊傢具中式舊傢具，，
廣州跨國夫婦廣州跨國夫婦
3030年建造年建造77個個
家庭家庭「「博物博物
館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哈維、姚小波夫婦
年事漸高，希望尋找
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輕
人傳承舊傢具之美。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主禮人用硃砂筆在學童眉心點上紅色圓點。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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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質調查局昨日公佈，在對湖北省南漳縣
和遠安縣交界地區的動物群研究中，首次發現了
與現生鴨嘴獸具有相似捕食方式的海生爬行動物
化石。該發現不僅將盲感應捕食方式的出現提前
至2.5億年前，還為生物與環境協同演化提供了典
型例證。
據悉，此次發現的遠古生物化石共有兩個，都

是生活在約2.5億年前的卡洛董氏扇槳龍，其頭部
與現在的鴨嘴獸極相似。
據專家介紹，約2.5億年前，約90%的物種遭到
了毀滅性打擊，其中96%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陸地
脊椎動物滅絕。傳統觀點認為，直到約2.4億年
前，海洋生態系統才完全恢復。南漳-遠安動物群化
石為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動物群落之一。 ■中新社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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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路透短觀調查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
前值正18

1月貿易平衡，前值18.97億盈餘

12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流動賬平衡，前值
232億盈餘

12月經季節調整的流動賬平衡，前值
203億盈餘

1月請領失業金人數，前值2.08萬人

截至12月的三個月按國際勞工組織(ILO)
標準計算的失業率，預測4.0%，前值
4.0%

1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15.6 萬
個，前值增加14.1萬個

1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預測
3.5%，前值3.4%

1月三個月平均每周薪資所得年率(不包
括獎金)，預測3.4%，前值3.3%

2月ZEW經濟景氣指數，預測負13.5，
前值負15.0

2月ZEW經濟現況指數，預測正20.0，
前值正27.6

2月全美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房屋市
場指數，預測59.0，前值58.0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走低至1.3130水平。
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4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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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加元上周四受制1.3340附近阻
力後走勢偏軟，失守1.33水平，本周初
曾走低至1.3225附近。加拿大統計局上
周四公佈 12 月份製造銷售按月下跌
1.3%，連續3個月下跌，主要受原油及煤
等產品銷售顯著下跌10.4%影響，而加拿
大經濟繼11月份按月收縮0.1%，不排除
該製造銷售數據將進一步不利加拿大12
月份經濟表現，引致加元匯價上周四向
下逼近3周低位。不過紐約期油上周五顯
著上升，本周初重上每桶56美元水平約3
個月以來高位，升幅有繼續擴大傾向，
該因素反而帶動加元連日掉頭反彈。
另一方面，美國12月份零售銷售按月急
跌1.2%，1月份通脹亦連月增長停滯，同
時美國上周五公佈的1月份工業生產數據
亦顯著掉頭轉弱，反映美國經濟與美息現
階段均有雙雙見頂傾向。隨着美國經濟可
能逐漸趨於下行，投資者對持有過多美元
長盤抱有戒心，美元指數連日下跌，本周
初進一步回落至96.66水平，不利美元兌
加元短期表現。此外，美元兌加元過去6
周皆持續受制位於1.3340至1.3390水平之
間的主要阻力區，上行幅度有限，加上油
價反彈有助加元表現，預料美元兌加元將
反覆走低至1.3130水平。

金價料有力走高至1340美元
上周五紐約4月期金收報1,322.10美
元，較上日升8.20美元。現貨金價上周
四持穩1,302美元水平後連日轉強，上周
尾段重上1,320美元之上，本周初曾走高
至1,325美元水平兩周多高位。美國上周
公佈的主要經濟數據偏弱，美元指數持
續未能站穩97水平後，本周初跌幅擴
大，對金價構成支持。若果美國聯儲局
本周三晚公佈的1月份會議記錄進一步鞏
固市場對聯儲局停止加息的預期，則預
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40美元水
平。

貨幣寬鬆 內地高收債可期

農曆年後，中國民生投資集團傳出
未能按時向部分債券持有人還

款，引發市場恐慌。然而，違約事件
並未對整體債市造成衝擊，以美林中
國境內債指數為例，近日持續走高，
且今年來累計到上周五，已上漲
1.51%，延續去年的牛市行情；境外
美元債同步翻多，今年來已上漲
4.84%。
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陳頎典表示，自去年起，中國企業頻
傳違約問題，主要是因為政府開始嚴
控銀行放貸與債務擴張，加上，美中

貿易摩擦，造成經濟出現下行壓力，
銀行放款心態趨於保守，體質較差的
民營企業取得資金難度增加。

違約金額佔債券規模僅約1%
根據彭博統計，去年中國債市違約

金額預估為1,200億人民幣，佔整體債
券規模，僅1%左右。由於銀行基於現
實經營層面的考量，對民企放貸仍有
選擇性，體質較好的優先獲得貸款，
體質差的則難以獲得資金援助，所以
未來不排除還有體質差的民企債務違
約情形。

然而，投資者不必對此過度擔憂。
陳頎典認為，中國政府自去年底開始
調整對民企的政策，包括：中國銀行
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表「125 新
規」，要求銀行增加對民營企業的放
款佔比，放鬆監管政策；去年12月中
旬，更推出針對民營中小企業的定向
中期借貸便利（TMLF），及今年初

實施全面降準。

融資環境改善提升投資信心
陳頎典強調，當前貨幣政策放鬆的環

境下，有助於民企獲得資金挹注，融資
環境改善，投資者信心也將恢復，並持
續購入BB+，甚至AA級以上的高評
級，且財務狀況良好發行人的債券。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期中國接連爆發兩起大型民營企業違約事

件，然而，無損債券市場表現。今年來累計到上

周五為止，美林中國境內債指數累計上漲

1.51%、境外美元債更大漲4.84%。在當前貨幣政策放鬆的環

境下，評級較高的債券標的企業體質穩健，支撐境內外債市表

現，未來仍有可期待的空間。 ■第一金投信

美元走軟支撐歐元喘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動
向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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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美國公佈的零售銷售與工業生產數據令
人失望，美國經濟放緩將快於預期的可能性升
高，三名聯儲政策制定者給出了答案：加息一
次，或者根本不升息。
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博斯蒂克和費城

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哈克雙雙預期今年只會升息
一次，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戴利(Mary
Daly)甚至預期根本不會加息，這意味着美聯
儲多名官員認為在一段時間內沒必要為經濟踩
剎車。

料美聯儲將重申整體鴿派
本周三將公佈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上

次政策會議記錄，應會為今年升息與否的機率
提供更多線索。市場亦在臆測美聯儲將維持遠
大於先前計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
鑒於1月會議以來眾多官員發言支持保持

「耐心」，美聯儲會議記錄應會重申整體鴿派
信息。此外，一連串美聯儲官員本周將在諸多
場合發表談話，包括周五涉及聯儲資產負債表
未來的一場圓桌會議。
美元周一下跌，對美中達成貿易協議的預期

上升，激勵投資者出脫避險美元並轉投風險資
產。美國和中國都表示，在北京舉行的為期五
天的貿易磋商取得了進展。
但白宮稱，為促使中國改變貿易行為，仍有

很多工作要做。雙方談判代表未來一周將繼續
在華盛頓磋商。美元指數的漲勢主要由歐元推
動。歐元在美元指數中佔有約58%的權重。
儘管歐元周一上漲，但預料短期內上升空間

或會受限，由於預計歐洲央行將維持寬鬆的貨
幣政策，因歐元區經濟增速較低、通脹低迷且
存在政治不確定性。歐洲央行執委科爾周五表
示，歐元區經濟近期放緩較先前預期更為明
顯，表明通脹發展路徑也將會更為平緩。
歐洲央行將於3月7日召開下次政策會議，
外界普遍預期決策者將調降經濟成長和通脹預
估，因歐元區正遭遇五年來最嚴重的經濟放
緩。
技術走勢所見，歐元兌美元當前矚目的關鍵
水準為1.12，由去年十一月底至今都一直險守
着，需慎防若失守此區，這近三個月來的區間
振盪走勢將被打破，且將延伸近一輪下跌，較
大支撐料在1.12以至1.10 關口。至於當前阻
力先看1.1350，近一周以來多番上試亦未可作
出突破，較大阻力料為50天平均線1.1390及
200天平均線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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