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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与周期看通胀

星期六

■ 周末随笔

有必要人人都成炒家吗？
卓 冰
今年以来形形色色的商品涨价，再一
次将通货膨胀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弗
里德曼早就指出，通胀是货币现象。 笔者
非常认同大师的这一观点，但这只说明了
通胀的起因， 而要全面考察通胀问题，更
需要分析货币多了以后的流通结构，说白
了就是钱会流向哪里。 投资者如能正确判
断资金流向的结构，提前调整投资结构和
策略，就能获取超额收益。 因为无论是具
体产业的价值回归，还是价格发现，都会
给资金流向意愿强的产业和企业带来“
价
格红利”。 如果钱流向的产业和企业具备
充分的产品供应，就不会存在以物价上升
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只有货币流向产品供
不应求的领域，才会出现以物价上升为外
在表象的通货膨胀。 因此，分析通货膨胀
趋势，就得看消费品供求结构与货币流向
的流通结构，看看这两个结构在未来某段
时间是错位还是对称的，就基本能明白未
来通货膨胀的走向了。
从中国历史看，长期影响消费品供求
结构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的时间周期

旧菜刀
结构， 时间周期结构背后是气候周期结
构。 此外，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粮
食供求、货币供求还受国际市场的剧烈影
响。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影响长期物价的
因素大体有：自然的气候周期、农业生产
周期、国家货币政策周期、国际货币市场
利率周期，从而形成自然与社会交错作用
的力量关系。 这些力量关系交互作用，不
同力量在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
粮食生产不仅存在 5 年左右的周期
运动，生产过程需要短则三个月，长则半
年以上。 在小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与生产
关系下，无力应对自然灾害或者市场价格
波动，就会出现价格暴涨的现象：价格上
升后如果自然气候稳定，产量放大；价格
下跌加上自然灾害，产量急剧减少。 进而，
农业生产可能出现类似“
蛛网”价格——
—
产量周期逆向波动的定律。 在家庭为单位
的小规模生产加上农民无手段与工具应
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条件下，蛛网定律便
控制着农民的利益链条。 因此，在自然与
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不仅存在着自然

灾害、价格波动的关系，还存在货币供应
周期与乘数效应对农业产品价格的推高
或者压缩作用。 为了解决蛛网定律对农产
品价格波动的负效应， 以应对通货膨胀，
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全力重视三农， 稳定粮食生产。
根据自然气候周期，今年水灾频繁，明年
可能气候相对干燥，旱灾几率大增。 如果
出现旱灾，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的通胀高峰
在今年三季度达到高峰的论断就值得商
榷了。 粮食产量虽然主要受天气影响，如
果在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业保险、农
产品收购价格诸环节的重农惠农政策运
用得当，全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就能
产生有效抵消自然灾害的积极作用。
二是严格管理货币数量。 物价稳定，
一要看农业产品的丰歉，二要看货币在市
场上的流动情况。 今年以来通过管理流动
性，抑制货币乘数效应，部分实现了相当
于提高利率的作用， 如果 CPI 刚刚达到
3.5 左右就急于提高利息， 可能达不到政
策目标。 因为人民币正处于低息甚至无息

的美元和日元的包围圈中，提高人民币利
率， 直接效果是压低中国资本品的价格，
国内投资者必然是风险承受者，而国际资
本涌入或渗透进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不
仅无法达成抑制通货膨胀和遏制资产价
格上升的目标，还有可能形成新的投资中
国概念，炒作中国短缺的大宗商品，或者
渗透到地产和资本市场， 实现超额利润。
因此，相比直接提高利率，若是在半年左
右的时间内，强化数量工具管理，抑制流
动性，或许效果更直接。
三是重视实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与增加就业。 除了直接对低收入者实行物
价补助外，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适
度降低企业的税负，从而鼓励企业扩大生
产提高就业水平，都是应对通货膨胀的基
本对策。 要让企业能在流动性管理严格的
条件下，在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扩
大生产，唯有降低企业的成本，特别是税
负成本。 只有当就业率在利率相对稳定条
件下高位运行时，通胀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才可能降到最低。

从“
蒜你狠”到“
蒜你跌”
黄家章
三周前某天，我下厨，拿刀切蒜头时，
发现蒜头的一半已略有变质并趋腐坏；再
拿一个切，还是这样。 坏蒜头对身体有不
言而喻的损害，所以就只能用半弃半。 用
到姜时，发现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一幕？ 我找到的答案是：不良商家对蒜
头、姜的过度囤积投机炒作所导致，这些
坏蒜坏姜， 现在到了我等的消费终端之
手。 想起以前消费的蒜头，新鲜的甚至多
放几天，还能长出新芽。
深思这一幕，不难发现作为消费者的
我们，正承受着这种过度囤积投机炒作所
带来的双重苦果，一是要以更高价格买蒜
头，二是高价买回的还是囤积过期的残次
蒜。 蒜头从夏天的 4 元一斤涨到了 8 元，
涨了一倍， 而我等消费者买回的蒜头还
要弃一半勉强用另一半， 那么， 承受的
就是 16 元一斤的价格， 是 3 倍的涨幅附
送对精神的无形损害 （
这对低收入群体
尤为明显）， 而非仅是 CPI 数据所反映的
只涨了一倍。 生活成本的大幅提升会直
接降低民众的幸福感， 不良的囤积投机，
更是直接殃民。
蒜你狠”、“
豆你玩”、
7 月份以来，从“
“
姜你军”到“
不蛋定”、“
糖高宗”再到“
药
你苦”， 国内一众小宗农产品的轮番上
涨，促使 10 月份 CPI 达到了 4.4%，创了
25 个月新高，远高于 3%左右的今年通货
膨胀率目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1 月上

旬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 18 种主要蔬菜的
平均批发价，同比上涨了 62.4%。 结合类
打
似我接触到的蒜与姜、深圳人到香港“
酱油”等现象，都表明着国内通胀情况的
不可低估，因为深圳与香港的人均收入远
不在一个档次上。 高通胀直接涉及民生和
社会稳定，负责任的政府就更有进一步控
制好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必要。 对于转型期
的中国经济，政府出手即意味着调控通胀
有望成功，动用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工
具来收缩流动性， 打出遏制物价的组合
拳，就是为防止蔬菜、粮食等导致的通胀
蔓延到一般经济领域。 更重要的是，国内
消费品与在上个世纪长期处于短缺状态
不同， 现已逐步进入了供给过剩状态，国
内生产者（
25 到 60 岁）人口超过消费者
（
小于 25 岁或大于 60 岁） 的现状将会长
期存在，因商品短缺而导致的长期加恶性
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是极小概率事件。
立竿即见影，两周前，我在超市中发
现蔬菜价格下降了，其中两种我可作价格
比较的，降幅分别为 26%和 35%，这在今
年并不多见。 接着，看到了有媒体报道菜
价较一周前平均下跌了 20%，大蒜价格从
最高价位下降了两到三成强，张牙舞爪的
“
蒜你狠”变成了灰头土脸的“
蒜你跌”，直
接因素之一是游资迫于政策因素而离场。
从“
蒜你狠”到“
蒜你跌”，我们正目睹着类
似郁金香泡沫的逐渐破灭。 蒜作为一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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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植物消费品，一是易烂，二是不容易变
现，只能成为投机而非投资对象，投机虽
有阶段性获利者，最终结局却是损人不利
己的。 过度囤积导致市场缺蒜头，然后将
价格哄抬上去，这是一种虚假的物以稀为
贵，所以暴涨之后必有暴跌。 这方面的例
子不少，近如在 2007 年的东盟博览会上，
一公斤所谓的普洱茶茶王被标出了 600
多万元的天价，2009 年已跌到了 10 多万
元，跌幅达到了 98%强。 在国内期货市场
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的今天，
炒作易损的诸如蒜、姜、蔬菜、粮食等日常

消费品，更显出是一种农耕社会遗留的粗
陋低层次的投机炒作，这种炒作类如炒作
郁金香，既没有带来内生性增长也没有带
来外延性增长，有的只是内生性损耗和对
天物的暴殄， 大处讲是有害于民富国强，
微观讲则是抢老百姓的钱外加对他们的
身心加以戕害。 究竟而论，没有哪个国家
或民族是可以凭炒作郁金香、蒜、蔬菜、粮
食等等实物来实现普泛的国强民富的。 资
本惟有进入促进经济实体增长的渠道，并
最终落实到企业的内生性或外延式的增
长中，国强民富才可能实现。

时报博萃
欲将其征服 必先让其堕落
一句话可以描述现今的中国股市：
欲将其征服，必先让其堕落！
股市如战场， 前期被频频出台的政
策硝烟弥漫， 经历了央行今年 5 次提高
存款准备金率和愈发强烈的收缩流动性
信号的考验，股指暴跌数日，稍稍站稳即
将反弹时， 市场对年末信贷规模大幅下
降的预期， 在一定程度又上打压了其反
弹空间。 而《
人民日报》24 日发表特约评
论员文章称， 中国政府抑制通胀不会以
牺牲经济增长和打压股市为代价， 抑制
通胀对股市来说是长期利好， 市场没有
必要对政府抑制通胀的举措反应过度。
而笔者要告诫可怜的散户， 所谓的加息
调控， 都只不过是给主力出逃找一个台
阶。 当大盘暴跌时，股民都以为是受收缩
流动性等利空影响导致的， 不必过于担
心；散户的可怜不在于资金上的损失，而
是亏损之后连为什么会亏损也没弄清
楚， 一错再错。 笔者可以拍着胸口告诉

你，大盘很简单，涨多了就跌，跌多了就
涨！ 任何的利空利好都是纸老虎，市场本
身尤其运行的“
规律”，没有只涨不跌的
行情，也没有只跌不涨的日子，于是我们
便要不以涨喜，不以跌悲，以平和的心态
面对股票的涨跌，踏准市场节奏，在操作
上找到自己的方向！
（
江国栋）

风动与幡动
闲来读经史，说六祖慧能大师两个徒
儿的故事： 某日见到广场中飘扬的幡旗，
便开始议论起来。 徒弟甲说：“
是幡动。 ”徒
弟乙则说：“
不，是风动。 ”结果两人面红耳
赤争论不休， 不久引来了人潮驻足围观。
恰巧慧能大师赶到了， 他一看便开口说
道：“
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二位心在
动。 ”这时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人，一听到慧
能大师的话以后即刻恍然大悟。
诚然， 凡夫俗子总因执著于外界的
现象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 股票价格每
天都在不停的波动， 同理： 不是价格在

变，而是你的心在变；股票不会套人，是
人套住了股票。 我想正是大师讲解的深
意。 控制人类自身行为的是人的心，也应
了俗语讲的吉凶祸福皆有心生、 皆由心
造的说法。
做了这么多年的证券投资， 从来不
觉得是一件轻松的事， 固然我还曾教导
后来者要享受投资。 因为，要收放自如自
己的心实在太难。 市场多变，我们控制不
了市场，但我们能控制自己，所以风险在
我们的掌握之中！ 当自己能驾驭自己心
灵的时候，才会有安全感。 能控制自己心
灵的人， 才能控制资金， 才能控制住风
险。 否则， 把风险控制权交给市场的时
候，市场总会恣意妄行，不留一点情面。
后来，好在有一些顿悟的朋友，总是赢多
输少了。
（
蕙的风）

加息 不得不的选择
虽在国内货币政策选择上， 央行最
近在 ９ 日内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

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出面对当前国内外
经济形势央行的货币政策态度。 然在目
前国内物价呈现全面上涨并已显露一定
“
恶性”情况下，动用价格型工具——
—加
息， 或许已是央行接下来不得不作出的
政策选择。
就国内经济形势看，１０ 天不到时间
里连续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可以说，正是
央行想在控制国内物价同时又担心热钱
的一种矛盾心态反映。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或许央行已经认识到， 由于极度宽松货
币政策的推行， 结果已经大大超越国内
经济的需求并推动了国内物价的大面积
上涨， 过度泛滥的流动性不仅使物价出
现了全面通胀的苗头， 并还可能使实体
经济因为资金逐利流向而面临失血的风
险。 所以在此市场前提下，动用货币价格
型工具——
—加息， 以在避免恶性通胀的
同时并引导银行信贷流向实体经济，显
然应该是央行接下来不得不要作出的货
币政策选择。
（
周义兴）
（
叶 芊 整理）

最近通胀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确实，从直观
的感受中， 人们已经体会到了在账面财富增值的同时
实际购买力的贬值， 这种压力成了每个成年人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压力那是相当的大。 而应对这种压力，大
家各行其道，道路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现状。 这里，
俺想讲一下身边 3 个熟人的故事，姑且以 A、B、C 代之
吧。此 3 人，年龄跨度很大，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类
似的是，在 2005 年时，手头都有大概 60 万左右的可支
配现金；另外，3 个都是非常勤勉、努力，在各自专业各
擅其长的人。
A 是俺的同学。 工作和金融有关，自己对投资兴趣
盎然，且投身股海颇早，还在 1993 年读研究生时就开
始炒股票了。 随后的十来年时间几经沉浮，略有积蓄。
2005 年时，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 A 股市场将迎来
大牛市， 于是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股市。 5 年过去
了，因其擅长研究公司基本面，再加上机缘契合，投资
成果斐然，他的本金增值了 30 多倍。
B 是俺的一位亲戚。 早年搞街道企业，销售小家电
有所收获，所以有点积蓄。 因其人非常谨慎，对股市投
资一直是若即若离，到 2005 年时，其已完全退休。他对
股市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 因为身边有不少早期和
他一起入市的朋友都有过惨痛的教训，因此，他一直是
每年只很短时间介入一下股市，浅尝辄止。但因为早年
做企业的经历， 让他对不动产情有独钟。 在关闭企业
后，他就将当时购置的门面房给大伙分了。 随后，他不
断购入房子来出租。 2006 年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内地
城市房价一直很低，他买的往往又是老房子，价格在每
个平方 2000 元以内。 2007 年以后，房价和房租的快速
上涨， 现在当地房子的均价已经到了 6000 元以上，这
让他的身家也一下子大幅增长了起来。
C 也是俺的一个亲戚。 她一直从事财会工作，早些
年因为单位经营业绩非常理想，分红优厚，所以有些积
蓄。 因为身边失败案例不少，她对股市一直敬而远之。
另外，因其很早就有了自己的住房，所以也就没考虑再
买房子了。 2005 年之后的这 5 年，她的钱一直在银行
躺着。当然了，她的工作很努力，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
但遗憾的是，物价，尤其是她所在的深圳的房子价格涨
幅惊人。现在想给孩子找个好学校，她计划买个学位房
而去看房时，才真切体会到了财富的缩水。 2005 年时，
她手头的钱，再稍微贷点就可以买套很不错的房子；攒
了几年的钱，倒是首期都交着费劲了（
她想去的蛇口育
才学校附近的花园城小三房都要近乎 300 万了），更别
提贷款后巨大的还贷压力了。
聚会闲聊时大家很感慨， 难道每个人都要成为炒
股、炒房的专家吗？认真专注于本职工作不对吗？诚然，
您可以举例说专注于本职工作而不炒股、 炒房的人也
有机会分享到财富的奖励，但问题是，那都是各行业金
字塔尖级别的存在啊， 我们大部分普通人从事着普通
的工作，只希望能专注本职工作而得到正常的回报，这
个要求过分吗？
一个健康社会的分配机制应该是奖勤罚懒，鼓励每
个行业的人都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
却是，不去从事多少带有投机性质的活动，你就注定只
能看着你的财富缩水，这样的分配机制，显然存在问题。
一个健康的社会，恐怕并不需要人人都成为炒家。

深圳世界之窗再掀冬日嬉雪潮
世界之窗 12 月 4 日将盛大开启第四届冬日狂欢
盛典，本次活动将跨越圣诞、元旦两大节日，一直持续
到 2011 年 1 月 16 日， 除了囊括所有在冰天雪地里可
以欣赏、玩乐的项目外，还加入了动漫元素，南山区第
四届动漫文化艺术节也将与冰雪节同台亮相， 届时盛
大的 COSPLAY 狂欢派对、顶级冰舞、璀璨冰雕、冰上
专场狂欢 Party、炫彩冰雪游戏等缤纷绚丽的活动将激
情上演，打造今冬南国最奇妙瑰丽的冰雪奇境，引爆冬
日最轻松欢乐的冰雪狂欢盛典。
激情动漫狂欢派对。 12 月 4 日，南山区第四届动
漫文化艺术节将在世界之窗隆重举行， 本次动漫节内
容精彩纷呈，不仅有激情飞扬的 COSPLAY 超级大赛、
张扬个性的漫画创作，还将有引领潮流的品牌推介、百
花争艳的动画展播、曼妙无穷的文艺演出。 此外，盛大
的 COSPLAY 狂欢派对将在景区内上演， 大家熟悉的
中外卡通人物将悉数登场与游客互动， 狂欢派对将一
直持续到 2010 年 12 月 19 日。
冰雪嘉年华，欢乐无极限。阿尔卑斯冰雪世界搜罗了
众多冰天雪地玩耍的娱乐项目，可以滑雪溜冰，欣赏将舞
蹈、冰上魔术、冰上杂耍、冰上时装秀融为一体的梦幻冰
舞，还可以尽情的玩幸运雪球追逐赛、抽冰嘎、冰上拔河、
冰上接力等北国特色冰雪游戏。 大型冰雕仍然是今年的
主角之一，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映照下，琳琅满目的冰雕造
型更是争奇斗艳、让人赏心悦目。驾着鹿拉雪爬犁的圣诞
老人、生动活泼的雪地熊、童话般的欧洲风情城堡活灵活
现，这些冰雕浑身散发出无尽的璀璨“
寒意”，让游客更能
沉浸在冰雪世界的奇幻意境中。
(唐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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