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娛 樂 新 聞B4
20212021年年66月月1212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6月12日（星期六）

2021年6月12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韓小玲 ●版面設計：邱少聰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將於
10月12日至19日在位於山西晉中平遙古城內
的平遙電影宮舉行，產業版塊與電影展映、
學術、教育一起，共同構成平遙國際電影
展的四大版塊。電影展產業版塊報名通道
10日已開啟，針對劇本項目的「平遙創
投」單元和針對電影長片項目的「發展
中電影計劃」單元將面向全球華語電
影人敞開創作懷抱。
「平遙創投」單元旨在發現具有
潛力的電影項目和華語新銳創作
人，為他們提供產業溝通、資源

互動和融資平台，為優秀作品提供孵化機會，
致力於成為發現華語新人的重要窗口。經「平
遙創投」評選委員會初評及復評兩輪篩選後，
將最終確定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入圍項
目，入圍項目將有望獲得50萬元人民幣的現金
獎勵。
「發展中電影計劃」將優選已通過立項備
案、仍然在發展製作中且已完成至少30分鐘初
剪的華語電影項目，面向電影產業人士、電影
節展策劃人進行放映，旨在給電影創作者與產
業人士、節展策劃人搭建溝通平台，為優秀電
影創作項目提供後期發展的支持和幫助。

香港文匯報訊 取材於「人民楷模」王繼才真
實故事的電影《守島人》將於6月18日在全國
公映。日前北京首映，八一電影製片廠和江蘇
省廣播電視總台領導致辭，重點介紹了影片
的創作背景、主題立意和攝製情況，邀請廣
大觀眾走進影院感受王繼才、王仕花夫婦
經歷了32年守島衛國，把美好的青春和
年華奉獻給了祖國邊防的感人事跡。該
片導演兼總編劇陳力和劉燁、宮哲等主
要演員，與大家分享拍攝過程中的難
忘故事和感人瞬間，與影片原型人物
王仕花現場互動交流，並通過大屏
幕與開山島新一代「守島人」視頻
連線，傾聽守島心路，傳承守島精神。
劉燁在首映禮上坦言，起初自己接到《守島人》的邀約電話
並沒有很大的信心，王仕花的姐姐和王繼才的侄子對他說：
「你的脾氣特別像王繼才，你演絕對合適」這才讓劉燁對飾
演王繼才這個人物角色有了底氣。拍攝時了解到在島上生
存的人常年風吹日曬，哪有細皮嫩肉的人呢？為了演出歷
經滄桑，飽經風雨的樣子，劉燁在島上曬了幾天，皮膚
都曬脫了一層皮，這時導演及眾人才發現，這個時候的
劉燁更貼切劇中王繼才這個人物。
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與觀眾交流觀影感受，深刻闡
釋了王繼才夫婦堅守平凡、創造非凡的崇高精神和
時代意義。現場還播放邊防官兵觀看影片的短視
頻，分享衛國戍邊人講述觀看電影的真切感受。
歌唱家雷佳深情演唱影片主題曲《我用生命守護
你》，用優美的歌聲表達了「守島就是守國」
的情懷與擔當。觀看電影時，觀眾們被主人公
執的守、深沉的愛、默默的奉獻所打動，
流下了感動的淚水，紛紛表示通過影片看到
了新時代奮鬥者的價值追求，每個平凡的
人都應堅守信仰，守住心中的那座島。

香港ViuTV再度推出全新另類選美節目《
perFACE呈獻造美人》，節目由強尼，沈殷
怡，練美娟擔任主持，逢星期一至五晚上播
出。節目將以選美和真人騷結合，16位參賽者經
歷淘汰後，餘下12位將面對為期三個月關於飲食
調校，身體塑形訓練的課程。而經歷三星期的努力
打造，大會安排12強齊到沙灘，全員泳衣上陣進行
連場大戰。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達里）江
嘉敏最近積極
努力學跆拳道
準備拍新劇，她
不時自嘲筋骨硬
和體重高，近日她
高興地表示已完成
白帶訓練，可以升班
練習黃帶，但她已倦
到常躺在地上。江嘉敏
又分享她與朋友的趣事交
談，說：「最近和朋友傾
偈，無端端話介紹整容醫生
給我，然後真的介紹一個勁
好的整容醫生，我都覺得勁
的，他就是⋯⋯減肥。」嘉敏
透露在新劇不乏動作場面，除了
要打，又要碌落地和飛天，所以
要努力減磅，希望到時不會壓倒武
指師傅。她上載多段練習踢腿、打
斛斗的片段，笑稱發夢時曾夢到練成
一字馬，經過重重訓練的嘉敏露出一
副眼神已死的狀態，但也多謝師傅令她
筋骨變鬆，期待將來能學有所成。

星夢妹妹姚焯菲感激原創者

4天破百萬點擊

平遙影展「平遙創投」歡迎華語影人報名

除了林珊珊欣賞Chantel外，吳業坤也深
深地被對方吸引，笑稱會默默在背後支

持對方。Chantel早前抱住愛犬受訪，她表示現
階段沒有想要拍拖，唱《戀愛預告》時也只靠想
住愛犬來投入感情，說：「很多人都說這首歌合
我唱，我就好畀心機去練。」對於吳業坤表示不夠
膽跟她打招呼，Chantel給對方膽子說道：「你可以
勇敢些和我打招呼，我都會同你say hi。」

14歲鍾柔美思想成熟
另一位學員鍾柔美（Yumi）因外貌像鍾嘉欣早受注

目，她演繹的《心急人上》亦
已突破30萬點擊，她的台風、唱
歌技巧和感染力都獲好評，更被
譽為是年輕版陳慧琳，不少人已視
她為比賽的三甲之選。有超過100次
比賽經驗的 Yumi，私底下最愛跳
舞，不時在社交網上載跳舞片。與Ch-
antel同齡都是14歲的Yumi，對台上演
出失準有一套獨特的理論，她說：「我
不會喊，因為喊只會浪費時間，應該正面
些去想，今次做不到，可能下次做到
呢。」Yumi也不怕因年紀小被人批評，因
為是她自己的選擇，而且她天生喜歡表演，
也一定會努力做好本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聲夢

傳奇》學員年僅14歲的姚焯菲（Ch-

antel）演繹陳百強作曲的《戀愛預

告》獲得一致好評，她的表演片段

在短短4天已突破一百萬點擊，

粉絲人數也激增。有網友找回當

年由林珊珊原唱的版本作比

較，林珊珊也有留意道：

「當然開心，首歌有好

反應，我身邊好多親戚

朋友都有聽和討論，讚這

位妹妹好 sweet、好可

愛。無論哪一個版本都

好，多謝大家鍾意陳

百強的曲，鄭國江的

詞 ， 多 謝 Chantel

令我們這班auntie

變成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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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演電影《守島人》劉燁感動

唱《戀愛預告》

●● 1414歲鍾歲鍾
柔美處事柔美處事
成熟成熟。。

●●姚焯菲姚焯菲

●● 為演好為演好《《守島人守島人》》
主人翁主人翁 ，，劉燁令自己劉燁令自己
變得很滄桑變得很滄桑。。

ViuTV選美真人騷沙灘大戰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曾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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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2050至

1.225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870

至1,91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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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投資者仍有入市機會
價值股近期表現強勁，不少投資者亦因此懷

疑自己是否已「蘇州過後冇艇搭」。本文將分

析為何我們認為機會仍然存在。投資者若能夠

抽離一點以更廣闊的視野審視市場的話，他們

應不難發現仍有不少估值處於極低水平的股票，因此不要一

味沉迷短期的價格變動。

●施羅德投資股票價值基金經理Liam Nunn及Simon Adler

歐洲央行立場偏鴿 歐元偏軟
動向金匯

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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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近月的市場動態似乎頗具戲
劇性，但與其說是暴漲，我們

認為這只是溫和向上。長遠而言，
市場的估值差異似乎仍要較長時間
才會回到較正常的水平。不過，我
們仍需保持謹慎。市場在過去兩年
已開始出現一些通常在市場周期見
頂時才會出現的瘋狂行徑。事實
上，這些行徑正是在1999/2000年

科網股熱潮巔峰時曾出現過的典型
特徵。當時市場的樂觀情緒嚴重失
控，與現時的情況已愈來愈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價值型投資通常

會在牛市接近尾聲時跑輸大市。在
市場備受追捧的板塊飆升之際，價
值投資者卻經常淪為落後的一群。
不過，隨金融重力開始發揮作
用，價值股一般都會造好。市場超

乎常理地暢旺的時候往往是願意逆
流而上的投資者找到絕佳逆向投資
機遇的好時機。

逆向尋價值投資機會
逆向投資機會可以在銀行或能源

等顯眼的市場板塊中尋獲。現時，
銀行的資本水平正處於歷史高位。
在過去十年間，業界持續降低風
險。有別於環球金融危機時作為問
題根源的角色，銀行為解決本次疫
情危機作出貢獻。因此，我們認為
銀行業相當吸引。
能源企業是另一個典型的價值投

資領域。這些企業正展現出在資本
方面的自律性，在重成本之餘亦
會回饋股東，加上行業有望從油價
上升中受惠，因而讓當中的投資機
會相當吸引。
此外，我們認為日本亦存在一些

吸引的機會。以往，我們因為日本
股票當中有不少價值陷阱而一直對
其避之則吉，但我們現時看好的股
票在估值方面具備相當的吸引力。
它們除了風險相對較低外，與我們
以往持有的其他股票關聯性亦不
強。
還有就是一些在疫情恐慌期間表

現受挫的市場板塊。在恐慌情況最
嚴重的時候，一些優質企業遭到不
公平的拋售，繼而讓我們捕捉到一
些絕佳的入市機會。隨世界經濟
從疫情中復甦，這些企業預料將會
回升。
這些股票涵蓋「海龜股」（即緩

慢而穩定的潛在贏家，如食品零售
及電訊）和「轉機股」（即已經歷
一段艱難時期，但正在好轉及回升
的企業）。

（摘錄）

本周，全球外匯市場主要有兩個宏觀主題，
除了萬眾矚目的通脹之外，市場也開始越來越
接受一個觀點那就是全球增長的引擎正開始由
美國轉移至歐洲。

當一切皆能被解釋
周四公布的美國通脹數據又是各種爆表，但
是市場總能找到理由解釋，因此對匯率市場的
影響曇花一現。最讓筆者意外的是美國的名義
利率和實際利率在通脹數據之後竟然大幅回
落。投資就是這樣，只要能自圓其說，管他洪
水猛獸。
總體來看，雖然美國通脹數據持續超預期，
但是依然還是沒有跳出臨時性這個緊箍咒。認
為目前通脹上漲只是臨時的不光只有美聯儲，
歐洲央行也有同樣的觀點。周四6月份歐洲央
行貨幣政策會議上，雖然委員會指出通脹上漲
超過預期，但是依然維持通脹上升趨勢只是暫
時性的這個觀點。對於核心通脹預期，和3月
份相比，歐洲央行官員僅上調了 0.1%至
1.1%。除了歐美發達經濟體之外，主要新興經
濟體中包括中國和巴西也公布了5月份通脹數
據。雖然巴西通脹由之前不到7%上漲至8%以
上，但是官員認為通脹將在6月和7月見頂。
而中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雖然大幅上升至
9%，創下12年高點，但是中國的消費者物價
指數卻依然溫和，因此對貨幣政策影響並不
大。由於市場總能找到理由解釋目前的通脹數
據，因此並不足以讓美聯儲感到焦慮。進而並
不影響市場對全球央行退出寬鬆政策的判斷。

歐洲樂觀情緒升溫
除了通脹數據之外，隨歐洲主要經濟體疫
苗接種加速，市場對歐洲經濟的樂觀情緒也進
一步上升。本周公布的德國4月貿易數據也顯
示出口進一步改善。此外，6月歐洲央行貨幣
政策會議中最大的變化當屬歐洲央行員工對歐
元區經濟增長預期大幅上修。相較於3月的會
議，歐洲央行將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分別
提高了0.6%至4.6%和4.7%。而央行行長拉加
德也指出疫苗推廣、服務業需求恢復以及全球
經濟持續復甦使得央行對經濟前景越來越有信
心。
雖然外匯市場已經很早就看好歐洲經濟的復
甦（看歐元二季度的表現就知道），但是從頭
寸來看，很多買方投資者的轉變卻相對較慢，
不過最近筆者也了解到越來越多買方現在開始
看好歐洲經濟的復甦。有些甚至上調了歐洲的
權重。買方投資者的轉變或許將進一步支持歐
元區資產包括歐元。總體來看，美元和歐元這
場拔河比賽目前似乎正處在僵持中。就連5月
份爆表的通脹數據也無法打破這種僵持。下周
美聯儲6月的會議是否能打破這種僵局呢？讓
我們拭目以待。隨夏季假期的臨近，外匯市
場的波動性或許將繼續保持在低位。 （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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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三受制1.2220美元附近
阻力遭遇回吐壓力，本周尾段走勢
偏軟，一度向下挨近1.2120美元水
平1周低位。歐洲央行周四會議維持
寬鬆政策不變，雖然歐元區5月份通
脹年率攀升至2%，連續3個月上
升，重上央行的2%通脹目標水平，
而歐洲央行會議亦同時上調對今年
經濟及通脹增長的預測，但央行卻
淡化通脹趨升的風險，認為通脹上
行屬於短暫，未來數月將繼續偏向
維持政策不變，預示央行第3季將按
兵不動，歐元周四受制1.2195美元
阻力後走勢偏軟，本周尾段逐漸向
下逼近1.2120美元水平。
另一方面，歐洲央行公布會議結

果後，德國10年期長債息率下跌，
本周尾段曾走低至負0.28%水平7周
低點，歐元走勢偏軟。此外，美國
周四公布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
上升0.6%，遜於4月份的0.8%升

幅，不過5月份通脹年率卻有5%升
幅，較4月份的4.2%升幅擴大，加
上5月份的核心通脹年率亦上升至
3.8%，高於4月份的3%水平，數據
顯示美國通脹正快速上行。同日美
國公布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下降至37.6萬人，較前次的38.5萬
人繼續回落，加上美國通脹升溫，
美元指數本周尾段曾反彈至90.34水
平1周高點，抑制歐元表現。
美國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

攀升至5%水平近13年以來高點 ，
預期美國聯儲局將在下周二至周三
連續兩天的政策會議上商討收緊政
策的問題，投資者在聯儲局公布會
議結果前偏向審慎，將暫時抑制美
元指數的回吐幅度，不排除美元指
數繼續保持本周位於89.80至90.40
水平之間的活動範圍，歐元有機會
暫時橫行。
英國本周五公布4月份經濟按月

增長2.3%，連續3個月呈現增長之
外，亦是去年7月份以來最大的按月
增幅，數據減輕英鎊下行壓力。隨

歐元兌英鎊交
叉盤本周四受制
0.8640 附近阻力
後連日下跌，周
五曾向下挨近
0.8565 水平 1 周
低位，跌幅有進
一步擴大傾向，
略為增加歐元的
下行壓力，加上
歐洲央行的寬鬆
政策未有動搖，
政策立場現階段
依然偏鴿，預料歐元將暫時上落於
1.2050至1.2250美元之間。

金價未擺脫橫行走勢
周四紐約8月期金收報1,896.40美

元，較上日升0.90美元。現貨金價
周四在1,870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迅速反彈，本周尾段受制1,903美元
阻力走勢偏軟，一度回落至1,885美
元水平。美國5月份通脹年率擴大升
幅，美元指數周五呈現反彈，而美

國聯儲局下周將舉行會議，現貨金
價過去1周均未能持穩1,900美元之
上，依然未能擺脫近期的橫行走
勢。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徘徊1,870
至1,910美元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