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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古装表演走秀，抢答问题
赢得奖品……5月30日，“六一”儿
童节前夕，聊城金鼎购物中心成为
少儿欢乐的海洋。当日，百大金鼎
为水城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场以

“礼悦六一 快乐童行”为主题的
儿童节主题模特秀。

5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金鼎
购物中心时，中厅大屏幕上正播放
尚品宅配的公益助学活动，几十名
少儿朋友则正在偶来路儿童摄影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紧张有序地打
理服装和道具。台下几十张椅子
上，已经坐满了期待着观看精彩节
目的家长。几位摄影师也已经准备

好了“长枪短炮”，对准了舞台。
10：30，活动拉开帷幕。几名小

朋友身着由偶来路儿童摄影提供
的华丽端庄的古装，首先上演了一
场古装走秀。紧接着，几名年龄稍
大些的少儿身着太平鸟童装提供
的时尚服装，来了一场时装走秀。
古典与时尚之间，让人在短时间内
来了一场“穿越”。之后，主持人进
行了有奖问答，让台下观看节目的
小朋友有了登上舞台、夺取奖品的
机会。

在场的一位家长对记者说，其
实大部分孩子的表演还是比较青
涩的，但是这正是最真实的孩童世

界的体现。看着这些孩子快乐地展
示自我，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
年。

金鼎购物中心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次“模特秀”活动，不同
于一些学校自己组织的才艺展
示，所有参与活动的儿童都是从
社会上招募的。金鼎购物中心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为这些儿童
提供一个平台，并免费提供服装、
道具，让这些孩子能够充分地展
示自己的才艺，并用这种欢乐的
活动迎接“六一”这个属于他们自
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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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上投摩根投资风
向标”显示，68 . 04%的投资人看
好A股市场后续走势，认为A股
短期回调后继续创出新高，仅
3 . 8%的投资者看空，另有25%的
投资人看平。对于后市主题投资
机会，互联网+、一带一路、军工、
医疗最受投资者认可。其中，互
联网+仍是投资者眼中的“大热
门”，有78 . 16%的投资人继续看
好。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2014年
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回暖，内地
投资人情绪指数连续四个季度
持续上扬，达到140，投资情绪较
为乐观；六个有关投资人情绪的
指标均有所上升，其中，尤以投
资人对个人资产升值预期最为
乐观，指标数达146。投资人风险
偏好指数为27 . 6，与上一季度基
本持平，多数投资人仍以追求稳
定收益为目标。

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

近7成投资者看好A股后市

5月25日以来，大盘指数突
破4800点并向上发起有利冲击，
但在冲锋5000点时再次受阻。正
在发行的首只PE系公募基金，九
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拟任基金经理黄敬东认为，这
表明市场已积累了大量的获利

筹码，再继续大幅上涨的压力会
逐步增大，尤其是前期已大幅上
涨，而业绩增幅又难以达到市场
预期的公司更需谨慎，在此背景
下，从改革红利的角度寻找相对
低估值的投资标的不失为一个
好的投资策略。

九泰黄敬东：

改革预期加速 寻找低估值改革概念股

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布了《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
第二次以专题形式发表国防报告。
新版白皮书强调立体攻防的战略性

要求，突出了陆军机动作战、全域作
战、持续作战的重要；海军由近海防
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
转变；空军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

备型转变，首次提出了信息建设、长
线作战、攻防兼备的发展思路。5月
25日，军工板块整体涨幅8 . 04%，5
月26日继续上涨9 .27%。

潜伏军工基金获益 华商旗下多基金涨幅居前

定向增发作为上市公司融资
的一种方式，因参与门槛较高、一
般较二级市场有10%~30%的折价
等特点，一直是机构投资者角逐
的热点。记者从证监会官网上了
解到，被誉为“定增王”财通基金
的公募定增基金已于今日获批，
财 通 多 策 略 精 选 混 合 基 金

(501001)将于近期盛大首发。该
基金将打破传统定增专户3 0 0 0
万 起 的 高 门 槛 ，让 普 通 投 资 者
1 0 0 0元起参与到一揽子数十亿
级定增项目，共同领略定增投资
的魅力。

实际上，财通基金在定增领
域的领先实力早就为业内认可，

公司凭借独特的平台优势有能力
参与市场上任何起点规模的一年
期定增项目，正是基于今年将实
施的定增项目储备丰富，因此即
将发行的财通公募定增基金有望
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揽子优质定
增项目的组合建仓，有效平滑个
股风险。

“定增王”首发公募定增基金 财通多策略精选即将盛大发行

今年牛市掀起了一波分级指
数基金发行潮，一大波分级B纷纷
上市，给投资者提供一个低门槛的
杠杆投资工具。据悉，市场上首只
信息安全、智能家居、基建工程主
题分级指基——— 信诚中证信息安
全(165523)、信诚中证智能家居
( 1 6 5 5 2 4 )、信诚中证基建工程

(165525)等三只分级指基均已获
批，不日即将发行。

可见的是，信息安全、智能家
居和基建工程均是本轮牛市炙手
可热的投资主题，三只指数今年以
来的涨幅均翻倍。而此次三只指数
分级基金的发行，给市场提供三个
新的分级B 杠杆工具：信息安B

(150310)、智能B(150312)和基建B
(150314)，让投资者有望撬动更高
回报，助力投资者及时掘金。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
中证信息安全主题、中证智能家
居、中证基建工程指数今年分别上
扬158 . 66%、135 . 19%、99 . 16%，同
期沪深300仅为47 . 12%。

分级指基“三箭齐发” 信诚基金布局投资风口

身为男子，不爱武装爱女红；改良技巧，收徒多人为传承

莘莘县县3388岁岁男男子子挚挚爱爱刻刻纸纸2200多多年年

宋建勋在刻纸。

创作的福娃全套作品。

身为男子，却不爱武装爱女红，从小喜欢剪纸的宋建勋十几年来一直坚守剪纸创作，不仅继承传统，还从当代文化中接接纳信
息，形成一家独我的艺术风格。如今，他创办了中国红剪纸坊创作剪纸作品，还开始收徒传承剪纸艺术。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伟

走进莘县中国红剪纸坊，一
位瘦削的男士正全神贯注地盯着
蜡板上的红色宣纸挥舞着手中刻
刀，时钟在空气中瞬时凝住，让人
不忍打扰。

宋建勋自6岁起，就迷上了农
村丧葬时扎制的“纸扎”，“纸花
楼”,花花绿绿的小世界让他萌生
了对剪纸的热爱；13岁开始偷出
母亲抽屉里的剪刀，悄悄模仿练

习；由于男孩学习“女红”，不敢公
开地学，15岁才完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幅作品，23岁成立剪纸
坊。他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
飞舞在剪纸的刀尖上，一路坎坷
一路坚持，用他的话说，与剪纸相
守这27年的根源是内心的挚爱。

他的中国红剪纸最早可追溯
到曾祖母，是家庭式传承，具有北
方剪纸的独特风格。其剪纸不只

是“剪”，而有“剪”有“刻”，以“刻”
为主。从事剪纸以来，他创作的作
品已近千件。《观音》创作于2003
年，经聊城山陕会馆销售给全国
各地来聊城的游客，单说刻的空
格就有上万个。而《清明上河图》
中，一间房屋上的瓦片就达上百
个更不用提人物和景致的线条数
量了。他还搜集整理了当地民间
剪纸上千幅。

男子挚爱“女红”创办剪纸坊

小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全国
各处的剪纸经验，不仅对刻刀进行
了改良，而且丰富了剪纸的制作方
法……小宋在生活的观察和领悟
中把习得的经验与剪纸实践相结
合，继承了先人风格特点，融入了
自己的独特审美与技法，渐渐开创
了“中国红”这个剪纸品牌。

然而，目前小宋只收了三个

徒弟，大都是出于个人兴趣，业余
时间过来上课，真正用于学习和
创作的时间非常有限。关于剪纸
艺术的传承，小宋谈及自己正在
读四年级的女儿时说，“除非孩子
因热爱而主动要求，我并不太提
倡让孩子学习。”一位学生说，他
学到了中国剪纸的技艺美，剪出
了“中国红”的未了情，只是，全身

心的投入剪纸，很难做到，因为，
这个职业，并不能保全生活。

宋建勋以挚爱守护着他的剪
纸，而他飞舞在刀尖的青春一定
不会随着刀尖边吹走的纸屑随风
飘落。莘县剪纸的传承与保护仍
在探索中前行，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宋建勋一定能够带着他的剪
纸走出一条红遍中国的路。

改良刻纸技巧 为传承收徒多人

宋建勋的剪纸作品在2000年
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剪纸世纪
回顾展》及《中国民俗风情剪纸大
展》、《中国江北水城(聊城)文化旅
游节茌平剪纸展》中多次获奖，其
作品在省文博会上也很受欢迎。他
的多幅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威海

市文化馆、聊城市文化馆等收藏。
莘县文化馆馆长康学森介

绍，莘县剪纸主要分布于莘县县
城、俎店镇和张鲁回族镇等地区，
作品中凝聚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
求，如今已经走出了庄户人的小
院，不仅出入于民俗活动，成为寻

常百姓家的生活点缀，而且渐渐
与现代经营理念融合。

“莘县剪纸在产品的包装设
计、商标广告、室内装璜、服装设
计、邮票设计、舞台美术、影视动
画等各个方面也在大放光彩。”康
学森感叹。

传统剪纸融合现代理念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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