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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面对自己勇敢面对市场
胡飞雪
《
尼克·李森自传： 我如何弄垮巴林
银行》 是 14 年前面市的， 近来于炒股之
余， 重读此书， 仍然如后背上被人猛击
一掌， 仍然如炎炎盛夏洗了一次冷水澡，
使人自省， 使人明智， 使人坦然。
巴林银行是创建于 1763 年的世界第
一家商业银行， 尼克·李森是其下属新加
坡期货经纪公司的总经理。 1995 年 2 月
自营盘爆仓， 致使巴林银行资不抵债，风
消云散大厦倾。 李森这本自传的可读之处
主要有三：一是李森既是一个曾经的大成
功者，也是一个以大失败暂告人生一阶段
的人，其大起大落对芸芸众生很有镜鉴之
用。 李森曾于一星期内在期货市场为巴林
银行赚取 1000 万美元，受到领导青睐。 而
他的失败之因，可能只能在他自己身上寻
找。 在他事败之前，就暴露出人格上的缺
陷：放纵自我，不能自制，他常常大喝海

饮，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自己的衣装。 二
是尼克·李森在书中敢于无情地解剖自
我，真诚地表示忏悔，深刻地反省自己。 他
在书中坦率地讲了许多以前连他的妻子
都不知道的隐私臭事。 他说：“
我能够面对
我所有的家人、朋友，并直面他们的眼睛，
我不必隐藏什么。 我走出监狱后会再投入
新生活。 我会洗心革面，我肯定不会再重
蹈覆辙。 ”三是尼克·李森这本自传勇敢地
解剖自己远胜于真实地解剖他所处的市
场环境、机构制度和利益竞争。 相对于李
森，外部客观世界对他的成功和失败都有
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着墨的重点不是怨
天尤人，而是解剖自己。 有位大客户要求
他开一个巨量空仓， 李森明知这极难办
到，但为了不失去这一大笔生意，他还是
承揽了下来， 结果一步走错而步步走错，
以至酿成一杯毒死自己的苦酒。

资本金融证券市场， 是一个翻云覆
雨的地方， 眼看她摆盛筵， 眼看她楼塌
了， 盛夏寒冬犹如电影蒙太奇那样瞬间
转换， 一场春风一段暖， 一场秋雨一阵
凉， 是非成败转头空。 所以身处其间的
人， 既要不断地观察这个市场， 又要不
断地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对市场的认识
是否准确， 反省自己对市场的应对策略
是否得当， 应对策略对了， 就坚持， 若
错了， 就纠正， 就赶快止损。 可是， 反
观我们的沪深两市， 能够这样做的投资
人实在是不多。 有位女士， 在 2000 年买
入四川长虹， 后来也有账面赢利， 但最
终却是被套了 10 年， 至今还捂着。 期间
家人劝她抛掉， 她却听不进去， 甚至到
了不准家人再跟她提抛掉四川长虹的地
步。 她这样不能不愿不敢面对家人， 其
实是不能不愿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是

鸵鸟心态在作怪。
失败并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 要想
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 首先你得承认失
败、 认识失败， 并纠正失败。 巴菲特、
索罗斯之所以成为金融投资世界的大赢
家， 就在于他们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
失败， 勇敢地纠正自己的失误， 就在于
他们能够一日三省吾身， 认真地检讨自
己的弱点， 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使
自己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上快速纠错， 并
不断地逼近正确、 逼近成功。 很难想象，
连承认错误失误的勇气都没有的家伙，
会有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 会有为成功
创造条件的可能。
资本市场的博弈确有其残酷的一面，
但再残酷，参与者也要勇敢面对。只有对自
己真诚的人， 才能勇敢面对自己的失败和
失误，也才能必然地赢得市场竞争的成功。

不妨有点
神
“ 阿
Q ”精
刘雨田
有位股友是在 “
炒股能赚大钱” 的
利益诱惑下， 怀着下股海去抱回个 “
金
娃娃” 的念头， 于 2008 年 3 月加入股民
行列的。 尽管他已有 2 年多的 “
股龄”，
炒股总的来说也多少赚了点钱， 但也许
是此公的 “
炒股期望值” 尚未兑现吧，
即使抛了某股票赚了点钱， 也会因其抛
的价位不高少赚了些钱而自责， 就更甭
说他炒股赔了点钱如何报怨了。 此君炒
股如此患得患失， 心态浮躁， 锱铢必较，
实不足取。 殊不知， 谁也不能担保炒股
稳赚不赔， 赚也好， 赔也罢， 赚了赔，
赔了赚， 有赔有赚， 乃是炒股常有之事。
奉劝股民朋友不妨有点 “
阿 Q” 精神，
以良好的心态坦然应对炒股的得失， 做
到赚了钱， 得意不忘形； 赔了钱， 失意
不失信心。 在股市反复震荡筑底的今天，
尤应如此。
股市是证券交易的游戏竞技场。 只
要取得入围资格， 恪守游戏规则， 其参
与者都可能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无论其
资金雄厚与否。 既然说玩的是游戏， 谁
技高一筹， 心态淡定从容， 耐得住寂寞，
经得起庄家洗盘的折磨， 谁就有可能踏
准市场的节拍， 与庄共舞， 在股海搏击
中稳操胜券； 谁 “
玩技” 不高， 心浮躁，
急功近利， 患得患失， 既贪又怕， 一见
大盘疲软， 股价大跌， 就乱了方寸， 谁
就有可能 “
败走麦城”。 而其胜败只是暂
时的， 并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转化。
“
寸有所长， 尺有所短”， 庄家、 券商虽

比散户拥有雄厚资金， 但若其决策失误，
选股不当， 操作不慎， 一旦高位套牢，
难以自救， 赔起钱来也挺可观。 此乃大
有大的难处也。 相反， 散户则因其资金
有限， 所操持的股票品种数量较少， 倒
可 “
船小好掉头”， 随时可改变其持股结
构， 转败为胜。 在股市玩的就是炒股的
技艺； 玩的是心态、 智商、 勇与谋， 庄
家、 券商如此， 散户亦然。
股海潮起潮落， 股市变幻莫测。 甭
说股民了， 就连一些从事证券投资的理
财高手也未必能在 “
风云瞬间突变” 的
股市中把握其奥秘， 炒股也难免失策。
因此， 股民面对刚抛掉其价位就节节攀
高的股票， 不该为自己少赚了钱而自责，
反正赚钱就行， 不要贪心”
反而应当以 “
来安慰自己。 退一步说， 即使有的股票
不得已割肉赔了些钱， 也不必懊悔， 想
想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机构操盘手割起
肉来所赔的钱要比你多得多， 你不是从
中也能得到些心理安慰么？ 至于 “
在高
位吃套”， 我看也不必诚惶诚恐。 尽管眼
下股市低迷， 大盘尚无转暖迹象， 但只
要你所持的股盘小、 绩优， 所属行业属
于有关政策扶持的朝阳行业， 发展潜力
较大， 即使再跌， 也不可能永远这样跌
下去， 也不必懊悔， 更不可对股市失去
信心。 因为， “
风水轮流转”， 大跌之后
必将大涨， 小盘绩优且得到有关政策扶
持的股票总是会涨上来的。 被深套的股
民理应如此自我安慰。

有好事者把投资归结为三个境界：
投机、 惦记、 最高境界是忘记。 其实，
这便是炒股生涯浓缩的六字真言。 如何
理解呢？ 新股民刚入市容易受到市场干
扰， 稍有风吹草动、 流言蜚语就见风使
舵； 有的持有人还带着 “
炒” 股的操作
思维， 试图在震荡走势中做波段， 高抛
低吸赚取差价。 总的来说， 这个阶段的
持有人尚未对买股就是持有公司的股权
这个事实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 频繁换
手这也在情理之中。 到了第二阶段， 有
些股民对股市的起伏已经有所适应， 对
持有的公司股权也有了一份感情， 不舍
得轻易卖出， 但对市场的波动还有些念
念不忘， 每日都会在心里盘算着盈亏，
大跌大涨的时候还难免诚惶诚恐， 心有
戚戚； 而到了第三阶段， 就是忘记。 忘
记不是遗忘， 更不是置之不理， 而是和
持有的公司同甘苦共患难， 经历了市场
牛熊交替、 兴衰更迭之后， 对于所持有
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的投资能力有着深

刻了解和极度信任。 听说， 现在已经有
了专门研究管理层的专业机构了。
我知道， 大多数人都有一块心病：
不知道啥时卖出合适。 其实， 常说的理
性卖出持有的股权， 应该只有两个原
因： 一是对公司不再信任， 二是对市场
趋势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公司管
理团队的资质是持有人自己可以判断
的， 但市场趋势， 却是连投资大师都无
法预知的。 巴菲特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
能够预测市场走势的人。 短线高手有他
们做短的功夫， 价值投资的人却不屑于
频频的动作， 因为他们深信， 窖藏的时
间越久， 迷香自然越醉人。 不过， 我倒
主张财务数据的测算， 繁华时可以多给
他 30%左右的高预期， 低迷时可以缩水
50%的警戒线， 具体因人而异。 更喜欢
老巴的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在别人贪
婪时我恐惧的卖出法宝。
忘却也是有先决条件的， 那便是你
已对持有公司做足了功课。 所以， 如果
信任你所投资的公司、 信任它的经营管
理团队， 就把对市场所有的顾虑都留给

■ 周末随笔

逆势操作就是黑天鹅
李允峰

面对市场，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无处不在的巨大诱
惑。 即使在一个明确的下跌市中，也有热点题材，也有逆
市飘红个股，也有连续赚钱的机会。 更何况上涨市和震
荡市中了。 你会非常偶然地发现一个个新的机会，例如
现在，我看到*ST 中葡，也是有全仓杀入的冲动。 *ST 中
葡：低价、中信入主、15 万亩葡萄园、 上佳的品质、 与张
裕市值的巨大差距，这些都是让你杀入的心魔。 杀进去
能不能赚钱，天知道。 理智会告诉你，你在一个大部分股
票下跌的时候抓住牛股的概率非常之低，但诱惑告诉你
这样赚钱的例子比比皆是，熊市也有大牛股啊。
徘徊在理智与诱惑之间，选择非常之难。 而买入股
票又是如此容易，不需要谈价钱，不需要去过户，不需要
任何东西，只要你点一下鼠标，多空就转换了。 然后你的
屁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从此轻松击败你混乱的脑袋。
你可能这次逆势操作赚了钱，但是你收获了比这些钱更
大的风险，从此你会认为逆势操作是可行的。 那么你一
定会去寻找下一个机会，并不断强化你的这种意识。 直
到你碰到黑天鹅。 这只黑天鹅已经被你一次次逆势操作
养得特别肥大，一口就会吃掉你所有的利润。
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关口是不同周期的切换。 短
线、中线、长线都是不同的周期。 短线错误的，中线不一
定错误；中线错误的，长线不一定错误。 你如果以短线
错误来否定中线，那么就是周期错误。 你可能错误的卖
出，从而失去了部位。 失去了部位后，屁股会发生巨大
的作用， 阻止你追回部位。 股民面对的就是不同的周
期，下跌，跌到5 日线，短线止损，跌到30 日线，中线止
损，跌到120 日线，长线止损。 但是谁规定，破了这个线
就一定发生质变呢？ 可能稍微一破这个线就会立即重
新踏上上涨征途， 而你止损了之后只能眼睁睁地望着
它一骑绝尘的背影。
是的，你必须承担这样的损失。 你必须止损，错了是
非常可能的，但你保住了你的确定性。 踏空，是不会死人
的，这是和套牢最大的区别。 投资者的心魔就是屁股大
于脑袋。 脑袋总是容易混乱的，多？ 空？ 经常可以转换。
而屁股一旦选择了多空， 那么它会发生强大的趋势，沿
着你原来的方向前进。 为何高手都死在半山腰？ 在半山
腰，看见前面不曾逃顶的人有了30%的损失。 不禁喜从
心来，欣然抄底。 但这时一旦套住，屁股就会发生强大的
作用。 我难道还坚持不过前面亏损30%的人？
如果一个人能够熊市坚持空仓、牛市坚持持股，那
么就是脑袋战胜了屁股。 但没有人能够做到。 基本上是
熊市坚持空仓， 牛市也会小仓； 熊市坚持满仓， 牛市也
会满仓。 这是屁股战胜脑袋。 我既然做不到熊市空仓，
牛市满仓， 那么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涨破某均线持股、
跌破某均线空仓，一定要警惕逆势操作的黑天鹅，大势
不好，咱躲起来就是啦。

燃情西班牙盛世中国红
制图/官兵
股市从来就没有什么专家， 有的只
是一时的 “
赢家” 和 “
输家”。 因此， 炒
股只要能赚点钱， 就该满足。 即使赔得
比较多， 也大可不必 “
一日被蛇咬， 三
日怕井绳”。 因为， 越怕就有可能越赔。
钱毕竟是身外之物， 不必把钱看得那么
重， 绝不能因在股市上赔了钱而影响自

己的心情， 有损于自己的健康， 这实在
不值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 股民是应该
有点 “
阿 Q” 精神的。 因为， 股市是没
有后悔药可吃的。
炒股最忌 “
贪” 和 “
怕”。 而 “
阿
炒股贪怕症”
Q” 精神胜利法恰是医治 “
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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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吧， 你所要做的就是买入它， 然后
“
忘” 了它， 让它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就这样一起和你慢慢变
老， 但不用坐摇椅了。
(蕙的风)

加息惹怒了谁？
自 8 月份的 CPI 冲上 3.5%创出新
高后， 加息的阴影就一直挥之不去， 成
为了高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
剑。 不过， 央行对此没有特别的回应，
而是仅仅发行央票对市场的资金进行净
回笼， 让市场捉摸不透。
加息惹怒了谁？ 利率倒挂已非一朝
之事了， 存款利率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
度， 老百姓的财富面临着贬值的危机。
经济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了， 如
果央行采取加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人民的安居乐业。 可是， 有人不高
兴， 对央行的加息妒之如豺狼。 毫不疑
问， 是市场上的股市投资者、 债券持有
者诸等人不高兴， 加息的政策无疑会把
资金引导回银行， 造成股市下跌、 债券
收益率下降等不太理想的情况。

不过， 不加息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物价依旧在上涨， 人民的生活水平并
不能得到实质上的提高， 温和的通货
膨胀也可能会促使股价的上涨。 加息
是对经济发展中过热现象的一种纠正，
放任经济自流可能会在短期内为投资
者谋取福利。 但最后。 不健康的经济
终将股市击垮。 现在没有加息， 不代
表以后再也不加息。 总是去想加息的时
间能再拖延一点， 实际上是在品尝一杯
美味的慢性毒药！
以一个平民的姿态看加息， 对央行
的加息感到欢欣鼓舞。 可是， 加息作为
一剂猛药会对经济的运行有一定损伤，
这使央行想出手时总一忍再忍， 相关利
益集团又在一旁鼓吹游说将加息妖魔
化， 兼之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金融形势
时有动荡， 使加息好几次胎死腹中。
无论如何， 第四季度加息已经成为
了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市场去抨击加息
只是为自己的错误找一个不光彩的借
口。
（上善若水）
（叶 芊
）

整理

—
——

深圳世界之窗十一推西班牙文化风情节

西班牙，一个浑身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国家，蔚
蓝的地中海、狂野的吉普赛女郎、火红的弗拉门戈
舞、 令人血脉喷张的斗牛、 辉煌的绘画雕塑艺术
……散发着浪漫、狂野、热情洋溢的红色气质，令
人有着无限冲动亲历其境。十一黄金周，深圳世界
之窗将实现您的西班牙之梦，10 月 1 日至 7 日将
倾情推出西班牙文化风情节， 热情奔放的西班牙
狂欢大巡游、激情洋溢的“
番茄”大战、原汁原味的
西班牙激情歌舞秀， 一系列异彩纷呈的节目将带
您梦回西班牙， 探索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文明，在
“
骑士”堂吉诃德朝圣的地方，释放欢乐和激情。
为了让游客在国庆期间进行一次西班牙文化
体验之旅，世界广场独家奉献西班牙狂欢大巡游，
穿着摩洛哥红皮鞋、 跳着肆意洒脱弗拉门戈舞步
的“
红艳”女郎，如在碧血黄沙斗牛场中挥舞着红
色斗篷的斗牛士， 流光溢彩的风情彩车， 时尚街
舞、高难度杂技、盛装旗操……动感的音乐，奔放
的舞姿，带您加入激情无限的节日狂欢。
番茄大战节是欧洲西班牙比较有特色的狂欢节。
为了让游客体会其中的快乐，国庆期间埃菲尔铁塔下
舞台将变身红色战场，营造源自欧洲的疯狂。在现场
动感的音乐声中，无数“
番茄”在空中飞来飞去，红
色的“
炮弹”掷向“
敌人”，在人群中四处飞溅，“
番茄
池”里的勇士们犹如处在枪林弹雨之中，四处受敌，
身上满是“
番茄”留下的“
伤痕”，“
弹尽粮绝”之后，
筋疲力尽的人们倒在了“
柿海”中享受起“
番茄浴”来，
尽情释放心情，享受“
番茄”大战带来的红色激情。
入夜的恺撒宫将为游客献上一场纯正的西班
牙歌舞盛宴，奏响最强劲的红色咏叹调。经典的弗
拉明戈舞步将在这里重现，激情旋舞的“
红艳”女
郎，大红色滚边荷叶裙，配上一枝金合欢，在眼前
不断旋转；火辣辣的斗牛士舞曲，西班牙勇士的力
量表演，让你感受西班牙人山一般的强悍，火一样
的热情；时尚 T 台秀，靓丽的模特们将尽情展示西
班牙服饰风情……精彩绝伦的西班牙节日大餐将
让您沉醉其中，乐而忘返。
（唐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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