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來，浙江省嘉興市「90後」朱
潔雯已經成功幫助40餘名孩子找到
「回家路」。
提起在海鹽縣沈蕩鎮政府便民服務中

心工作的朱潔雯，同事們表示她業務能
力強，但少言寡語；但提及她的志願者
身份，朱潔雯便一下打開了話匣子。七
年前，由於偶然得知一名朋友正在尋找
自己的親生父母，朱潔雯嘗試在「寶貝
回家尋子網」註冊成為一名志願者。

「與時間和親情賽跑」
「尋親工作看似簡單，真正做起來

卻困難重重。」朱潔雯說，有些案例
能獲知的尋人線索可能只是一個模糊
的地名、人名，甚至是乳名或綽號，
有時幾乎用遍了所有媒介資源，也不
一定有結果。
「曾經遇到過一名十分不配合工作的

失孤家長，由於多年尋子無果，這名家
長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加之對我們志
願者身份的不信任，提供的失蹤兒童信
息極少。」為了讓尋親之路繼續走下
去，朱潔雯不厭其煩地通過社交軟件和
家長聊天，分享成功案例。
在溝通聯繫了三年半以後，原來不配

合的家長終於願意相信朱潔雯是真心在
幫自己找回孩子，於是完善了失蹤孩子
的信息，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並在
當地公安部門成功採血。而後，該名家
長用一條感謝的短信表達了對朱潔雯堅
持的肯定：「多虧了你的不放棄，讓我
重新燃起了心中的希望。」
如今，朱潔雯成了「寶貝回家家尋
工作組」及浙江群的管理者，七年共
聯繫案例600多例。她說：「幫人尋親
的過程，就是與時間和親情賽跑的過
程。」 ■浙江在線

杭州客車整備
所 的 所 在

地，是百年老站南星橋
站的一部分。金如根說：

「火車行駛通過道岔變換實
現轉向，因此道岔相當於火車

的『方向盤』，現在只有少數車
站還保留扳道工這個崗位。」
相較於客流繁忙、硬件設施更加現代

化的高鐵動車站，如今的南星橋站顯得有
些冷清。而在1980年、19歲的金如根進入
鐵路系統工作時，南星橋火車站是杭州最
大的貨運樞紐。
「當時車站設置了駝峰編組場，每天有幾
十趟從全國各地開來的貨車集中到這裡，再
按照每節車廂的目的地重新編組成列，我負
責的是駝峰下道岔的扳道工作。」他說。

一班工作扳道逾200次
金如根回憶，在作業高峰期，一個班工

作時間內他要扳200多次，不僅體力上承受
巨大的考驗，精力也必須集中，有時不
同方向的車廂間隔只有幾秒。
1996年，位於杭州城北的喬司編組站建成
投用，南星橋站繁忙的貨運業務逐漸分流。
同時，隨全國路網佈局的不斷完善，杭州
始發、終到的旅客列車不斷增加，進出杭州

客車整備所的客車逐步增多。
「相比以前工作量少了許多，但感覺責

任更重了，要是因為扳道出現差錯造成列
車出庫晚點，將會影響許多旅客的正常出
行。」時光變遷，但安全責任這根弦在金
如根心裡始終沒有放鬆。
扳動道岔後確認尖軌和正軌密貼；平時

注意保養上油；冬季冰雪天及時除雪……
堅守近40年，金如根對各類注意事項早已
牢記在心。

見證歷史 職業「謝幕」
作為一名「老鐵路人」，他也見證中
國鐵路事業的發展。「從我剛工作時的蒸
汽機車，到後來的內燃機車、電力機車，
現在我還給復興號扳道岔呢。」金如根笑
說。
隨中國鐵路提速和智能化改造的不斷推

進，近年來不少鐵路人工道岔已經被更為先
進的電動道岔所替代，操作人員只要坐在電
腦前點擊鼠標，就能改變道岔方向。
據鐵路部門統計，目前，南星橋站還有

17名扳道工，而長三角地區也僅有不到300
人在從事這項工作。
「我們這一輩人退休後，扳道工這個職業

也就退出歷史舞台了，我差不多幹了一輩
子，要站好這最後一班崗。」金如根感慨。

浙江「90後」助人尋親
為40餘童找到「回家路」

據天文專家通報說，三月的天宇將
上演「土星合月」、「金星合月」、
「矩尺座伽馬流星雨」和「超級月
亮」等多個天象。從去年末起，金星
就以「啟明星」的姿態出現在東南方
天空，為早起出行的人們導航。進入
二月後，它在日出時的地平高度有所
下降，但亮度依然可達－4等以上。與
金星相比，土星在二月後，才逐漸進
入人們的視野，出現在東南方天空。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會
理事史志成介紹說，今年第三次、也是
最後一次「超級月亮」將在下月21日現
身天宇。「這三次『超級月亮』發生
時，月球距離近地點都不是很遠。有意
思的是，第一次的『超級月亮』適逢
『月全食』，第二次的『超級月亮』邂
逅『元宵節』，第三次的『超級月亮』
則巧遇『春分日』，均有看點。」史志
成說。 ■新華社

按流程取

下掛鎖、拔掉插銷，在

略有些濕滑的地面上紮穩馬步，

猛地發力、乾脆地扳動道岔完成軌道

轉換——這套連貫的動作，杭州南星橋站

的扳道工金如根已經重複了39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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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黔東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榕江
縣少年兒童業餘體
操運動學校內，一
派熱火朝天的訓練
景象，雖然天氣尚
寒冷，學生及教練
們不懼寒冷，堅持
訓練。 中新社

■■金如根在工作中金如根在工作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杭州南星橋站的扳道杭州南星橋站的扳道
工金如根或是最後一批工金如根或是最後一批
堅守於這個即將消失崗堅守於這個即將消失崗
位上的人位上的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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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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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修
訂，預測2.4%
第四季最終銷售修訂，預測2.0%
第四季消費者支出修訂
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平減指數修
訂，預測1.7%
第四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
修訂，前值1.6%
第四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修
訂，預測1.5%
初請失業金人數(2月 18日當周)，預測
22.0萬人，前值21.6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月 18日當
周)，前值23.6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 11日當周)，預測
173.3萬人，前值172.5萬人
第四季流動賬平衡，預測135.0億赤字，
前值103.4億赤字
1月工業產品價格月率，預測+0.1%，前
值-0.7%；年率前值2.2%
2月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
57.0，前值56.7

金匯錦囊
紐元：將暫上落於67.50至69.50美仙之間。
金價：將續徘徊1,320至1,34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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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元上周尾段在67.60美仙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後迅速反彈，本周早段走勢偏強，
連日向上逼近69.05美仙水平，周三大部
分時間窄幅處於68.70至69.00美仙之間。
雖然美國本周二公佈2月份消費者信心指
數反彈至131.4，較 1月份的121.7有改
善，但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的發言進一
步鞏固市場對聯儲局停止加息的預期，加
上同日公佈的12月份房屋動工急跌11.2%
至2016年9月份以來低點，不利美國第4
季經濟表現，美元指數其後跌穿96水
平，對紐元構成支持。
新西蘭統計局本周初公佈第4季零售銷

售值按季上升1.8%，為去年首季以來最
大按季升幅，而銷售值更是過去兩年來最
高數值，有助新西蘭經濟表現，預期下月
21日公佈的第4季經濟將較第3季改善，
數據帶動紐元向上觸及69美仙水平近3周
高位。
此外，新西蘭本周三公佈1月份外貿數
據，出口值按月下跌近17%至 44億紐
元，是4個月以來首次下跌，貿赤擴大至
9.14億紐元，但受惠美元走勢不振，數據
未對紐元構成太大下行壓力。隨市場預
期美國本周四公佈的第4季GDP將遜於
第3季表現，不利美元走勢，有助限制紐
元回落幅度，預料紐元將暫時上落於
67.50至69.50美仙之間。

美元指數連日跌 金價回吐受限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328.50美元，
較上日下跌1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三表現
偏軟，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325至1,329
美元之間。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本周二重申暫停加
息，美國長債息率掉頭偏軟，而美國本周
四將公佈第4季經濟表現之際，美元指數
連日下跌，失守96水平，並延續過去兩
周以來的反覆下行走勢，有助限制金價回
吐幅度。預料現貨金價將繼續徘徊1,320
至1,340美元之間。

A股回暖仍具上升潛力

當中部分因素已有好轉，包括中
國推出貨幣刺激措施，達成貿

易協議憧憬高漲，以及聯儲局有望暫
停升息。然而，A股與其過去水平以
及其他新興市場股票相比，仍大幅折
價，意味仍然有進一步上升潛力。
我們認為帶動中國A股從2018年低谷
回升的因素有三個。

三個因素支持低谷回升
首先，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投資意

願普遍改善，尤其是中國，帶動國際
資金加速流入A股市場。其次，政策
環境更加有利。中國大力推行寬鬆政
策，包括信貸顯著成長及多項財政刺
激措施，對A股特別有利，因內需是

發行人焦點所在。聯儲局暫停緊縮貨
幣政策令美元走穩，其他主要央行亦
態度溫和。第三，我們的指標顯示市
場對中美貿易緊張局勢的憂慮有所紓
緩。據報中美官員談判有望取得進
展，使本周結束前大幅加徵關稅的風
險有所降低。
我們認為短期內上述因素會持續推

動A股市場表現。全球投資者對中國
市場的持倉比重依然不高。官方數據
顯示，國際投資者只持有 3%的 A
股，我們認為比重有望增加。指數供
應商MSCI即將實施的變動，可能導
致新興市場股票指數中的A股權重增
加至原來的四倍，由0.7%上調至接近
3%。最後，不利氣氛大幅改善，投資

價值較2018年年底時有所下降，但評
價仍具吸引力。

兩個風險不宜掉以輕心
我們認為有兩個風險：首先，中國

的經濟及盈利動能疲弱。我們認為短
期內對經濟增長預測的預期會進一步
下降，但預計經濟及盈利成長將在下
季觸底，但水平仍高於大部分成熟市
場。目前投資者尚未重視上述下降趨
勢，基本因素須出現好轉，升勢才能

延續下去。第二個風險是中美貿易緊
張局勢顯著升溫。
兩國領導或許需要再度會晤，才可

達成具實質意義的貿易協議。雖然我
們認為短期內再次升級為貿易戰的風
險較低，但市場對達成協議的憧憬似
乎過於樂觀。我們認為中國股市具上
升潛力，但選股應更加審慎。短期而
言，我們看好有望受惠於當地進一步
放寬政策的市場領域，例如券商及與
內需相關的公司。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國內地市場以市值計算位居全球第二，當中

包括以人民幣買賣的中國公司股票（稱為 A

股）。去年MSCI將A股納入其指數，為全球投

資者打開投資A股的渠道。2018年A股評價大幅下跌，以百分

比計為自2010年以來的最大單年度跌幅。評價下降的原因是中

美貿易爭端、經濟增長放緩，以及聯儲局持續緊縮政策的影

響。 ■貝萊德

鮑威爾續放鴿 美元走勢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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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跌至三周低位，面對經濟放緩，美國聯
邦儲備理事會(FED)主席鮑威爾重申在政策方
面更具耐心的立場。鮑威爾周二對國會表示，
美聯儲不急於對利率的進一步調整作出判斷，
他詳細闡述了美聯儲將會如何應對可能正在放
緩的經濟成長。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長達兩個
小時的證詞陳述中，鮑威爾詳細闡述了美聯儲
最近幾周試圖解讀的相互矛盾的信號，包括令
人失望的零售銷售和其他經濟數據，這些數據
與穩定的就業、薪資增長和持續的低失業率形
成鮮明對比。
周二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12月房屋開工弱
於預期，但2月消費者信心反彈，經濟表現參
差不齊。美國12月房屋開工降至逾兩年低點，
單棟和多戶房屋開工均減少，此黯淡數據蓋過
了2月消費者信心連跌三個月後反彈的影響。
市場人士正密切關注在河內召開的美朝峰會，
美方將尋求朝鮮採取切實舉措取消核武計劃。

歐元仍有續探高傾向
美元走軟扶持歐元兌美元繼續緩步走高，美

元指數曾觸及2月5日以來低點95.948，歐元
兌美元試探 1.14 關口。技術走勢所見，
MACD上破訊號線，RSI及隨機指數仍然維持
上揚，可望歐元仍有繼續探高的傾向。當前阻
力仍會矚目於1.14關口，較大阻力料為200天
平均線1.1510以至250天平均線1.1640水平。
支持位則留意近期多日守的10天平均線，
目前位於1.1340，關鍵水平預估為1.12，由去
年十一月底至今都一直險守。
紐元兌美元方面，有關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進

展的跡象提振了紐元，紐元周三徘徊於兩周半
高位附近。技術圖表見紐元或見有回調跡象，
首先三日上探仍未可明確突破0.69關口，而
RSI及隨機指數亦正從超買區域掉頭回落，故
若短線仍未可再作上破，預料紐元即將會面臨
回吐壓力。預估支持位先看 100天平均線
0.6750，本月上旬已見匯價勉力持於此區上
方。

■AA股與其過去水平以及其他新興市場股票股與其過去水平以及其他新興市場股票
相比相比，，仍大幅折價仍大幅折價，，意味仍然有進一步上升意味仍然有進一步上升
潛力潛力。。圖為內地股民關注行情圖為內地股民關注行情。。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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