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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中国股市

已迈过

20

个春秋， 由嗷嗷待哺的婴

儿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少年。尽管还有

很多缺陷需要完善，但不能否认她正

在一步一步地发展。陪股市走过的这

段岁月，有风，有雨，有喜，有悲，个中

滋味非文字所能表达。 如今，股市如

吾之手足，成为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也是我追逐梦想的地方。

人的一生，有很多“第一次”，会

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无论

时间如何流逝也无法遗忘。进入股市

买的第一个股票是原水股份（现改名

为城投控股）， 理由竟然是在营业部

听别人聊天时提到它，什么也不懂的

我就拿它开刀啦！

15.02

元买进

200

股，完成了我炒股的“第一次”。

遭遇打击

自从买进后， 原水股份就一直

跌，套了个把月。 有一天下午去营业

部，突然发现原水涨到

16

块了（昨天

还只

14

块多），解套赚钱了！ 才一天

时间就从亏

1

块到赚

1

块钱，心里很

高兴去填卖单 （当时没有自助委托，

全部是手写买卖单由柜台营业员完

成交易）排队递单，担心钱会长脚跑

了，得赶紧把它抓住。 从成交回报得

知卖价是

16

块

3

， 比我填的高了二

毛，心里那个爽就别提了！ 但是，没过

多久原水的股价像发了疯似的向上

飚，

17

块、

18

块……最高冲到

20

多

块，收盘时也有

19

块多！ 短短几十分

钟，就少赚了这么多钱，差距怎么这

大？ 当时，心情马上从高兴转为懊丧，

这次经历对我以后的股市生涯产生

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股市中人，喜怒

哀乐，不同于正常逻辑，赚钱未必高

兴，亏钱也不一定痛苦，关键在于你

的“参照点”如何选择。 比如，如果我

把“参照点”选在买进价，那么赚钱卖

出是应该高兴的。 但是，我把“参照

点”选为收盘价，相对于自己的卖价

“亏”了三块，所以会感到懊恼。 多年

之后，终于知道了心态对于做股票的

重要性，从实践到理论明白了如何调

整心态。

1999

年，成为了我股市生涯的一

个分水岭。以前，炒股是“副业”，套住

了就死捂不放，不管它，“专心”上班，

1994

、

95

年的熊市就是这样熬过来

的。算下来，自己还是一个“赢家”。著

名的

519

行情刚刚结束，而单位却越

来越不景气，自己准备专心致志地从

事炒股。 刚开始还不错，市场震荡走

强，手上的股票也是赚多赔少。但是，

时间一长就出问题了，不是市场的问

题，而是自己的问题。年中时，老娘看

到行情好，就把给我准备办事的钱拿

出来了（一年前无论我怎么说都要不

到非要存银行），于是，我决定改变操

作方法， 选择一个绩优股中线持有。

苏常柴，这只老牌绩优股就这样进入

了我的视野。该公司是农机行业的龙

头，又刚刚进行了配股，手中有资金

了，可以进一步做强。更重要的是，在

我印象中， 在

1994

、

95

年的大熊市，

其它个股总是绿油油的一片，而苏常

柴却总能红盘高挂，呈现万绿丛中一

点红的景象，是著名的熊市牛股。 就

这样， 我把全部资金投入到它身上，

预期牛时可以分享收益，熊时也不会

赔钱，起码不会亏得太多吧。 半年之

后沪综指上摸

2245

点， 在国有股市

价减持的打击下进入漫漫熊市，苏常

柴这次没有成为我的避风港，反而出

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配完股的当

年它就业绩大幅下降， 次年大亏，第

三年巨亏，最终带上了

ST

的帽子。圈

钱、做账，这两个经常在报纸上见到

的词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回。手

中的钱迅速缩水，而且持续时间之长

也是始料不及的，不仅把原来赚的全

部回吐，还把老本赔了大半，更要命

的是这里面有家人辛苦积攒的血汗

钱。 那几年，真是痛苦之极的岁月。

重新学习

不光是钱财上的损失令人心痛，

更主要是自己在“最有把握”的地方输

的一败涂地，自卑心理与日俱增，甚至

有一了百了的想法。不能，我不能做这

种窝囊事，不能做一个窝囊废！回避市

场、调整心理，成了我后来相当长时间

要做的最主要的事。 在图书馆里看书

看杂志，学了一些中医方面的知识，对

自己进行“绿色疗法”。 说到自己操作

理念方面的重要转变， 要感谢北京的

衡齐叔叔。

2004

年初，他给我家寄了

五千块钱买电脑，

8

月我办上长城宽

带开始了网上生活。

MACD

论坛是我

常去的地方， 在那里看到很多国外名

著，就是这些书让我在理念上有重要

转变。 记得读完《通向金融王国的自

由之路》， 心旷神怡有一种相识恨晚

的感觉。 其它值得阅读的有，约翰·墨

菲的《期货市场技术分析》，斯波朗迪

的《专业投机原理》，特维德的《金融

心理学》，埃尔德的《交易为生》，辛普

森的《幽灵的礼物》等等，还有《聪明

的投资者》之类价值体系的好书值得

一读。 不是我崇洋媚外，老外写的书

就是比国内的好。 跟庄、猎庄、技术分

析、炒股绝招之流，在国内是遍地开

花铺天盖地，实质上对做好股票不仅

没有帮助，反而有害。 就算波涛先生

的《系统交易方法》，相较国外同类书

籍而言，也是理论味道太浓而相形见

绌。 由于一些原因，我对价值投资存

在着一种可远观而不可近赏的感觉，

所以，最终把自己定位在争取成为一

名趋势跟踪交易者。 寻找趋势、跟踪

趋势，成为自己最主要的工作。 如何

做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6

年苏常柴股改后把它割掉，

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大牛市，让我又有

一次参与机会。心态和方法上的相对

稳定， 侥幸地在

2008

年没有什么损

失，因为在熊市里重仓操作而无损失

确实主要是运气，所以在仓位控制方

面需要做一些改进。但在今年的大反

弹中，又跑输大盘，排除客观因素，主

要是眼光、勇气和思维定式方面的缺

陷。 这个市场就是具有这种功能，它

可以把你的缺点放大，把你的不足曝

光， 需要学习和完善的东西太多太

多，自己感觉在市场先生面前始终是

一名小学生。

放飞梦想

股票市场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场所，二八定律是市场规律，想成

为少数的成功者实非易事。 但是，股

票市场又是一个放飞梦想的场所，对

每一个参与者，它都提供了一个相对

公平的竞技场， 明天都是崭新的，这

一次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次的起点。

循环往复没有终点， 就像一场马拉

松。 这里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适合自

己的投资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也要

求我们保持一定弹性，以一种开放的

心胸看待市场，不能陷入历史经验的

思维定式。 在这个市场呆的时间久

了，反而越有一种无知的感觉，这真

是一个奇怪的行业。 对于股票，最开

始是玩，然后是炒，而现在是做。输赢

关系大局（决定自己在这个市场能够

呆多久）， 赚了需要为以后赔时准备

粮食，赔了更要把它止住，防止大亏

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刺激性的动作

对我而言太昂贵，无所谓的心态太奢

侈，平稳、持续地增长是我想要的。真

正能够做到持续、 平稳增长又非常

难，但它是我的目标。

如何才能做到我所想要的？ 风险

控制第一、顺势而为第二、系统交易第

三，是一个可选项，这我知道。 我不知

道今后还会遇到多少失败与挫折，但

是， 我知道这里是自己追求梦想地场

所，是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为它

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为它的发展尽一

份力是应该的，我的股市我的梦。

胆小，福兮祸兮？

李 杰

我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大型企业， 那年企业改

制， 单位分给职工内部股票， 一元一股， 我买了

1000

股内部职工股，从此，我就成了一个股东加

股民。

企业股票临上市前， 许多南方人夹着皮包来

单位高价收股票，现在想来，南方人真会做生意，

看见南方人满皮包里都是钱，我们羡慕的要死，许

多职工见钱眼开，就把股票卖给了这些南方人。我

因为胆小，没有卖。后来，单位的股票果然上市，价

格维持在

10

多元，卖掉股票的职工这时候才恍然

大悟，自己吃了大亏。三年后，内部职工股上市，价

格已经

20

多元了，内部职工股上市那天，单位放

假， 有股票的人都跑到证券交易市场上抛售股票

去了。我当时不懂操作，还是找别人给我把股票抛

掉的，这次，我足足赚了

20

多万。

这次大家赚了大钱， 也给企业带出了一大批

股民，我是其中一员。 那时候真难以想象，买卖股

票也能赚钱，有时还能赚大钱。 以后，我就特别注

意股市行情，听股评，看

K

线图，有种跃跃欲试的

感觉。 没有进股市之前，看大盘，个股都在一个劲

地往上涨，几乎是买什么赚什么。 我这人特胆小，

身边的许多人都成了股民，也有的竟然赚了钱。亲

眼见到了赚钱效益，我才急红了眼，急急入了市，

买的第一只股是四川长虹，

8

元钱买了

1000

股。

当时四川长虹是股市第一的明星股， 我们股民暗

地里都叫它爱国股， 好像不买长虹就不爱国了一

样。四川长虹没有让人失望，从

8

元多一口气竟然

涨到

30

多元，按账户上算，我赚了

20000

多元，兴

奋的我几夜睡不好觉，在当时，这可是我几年的工

资收入。 俗话说，胆小坐不得皇帝位，我觉得股票

如果再涨，我恐怕就要得精神病了，无奈之下，

30

元时我把股票卖掉了。 卖掉股票，晚上该睡着了，

可看看四川长虹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长虹变长

红。 在股市上，碰到许多“专家”，他们竟然说长虹

能涨到

100

元。 这数学题好算：

100-30=70

、

70×

1000=70000

元，按这种理论来讲，就“亏”掉了

70000

元。 这次我晚上又睡不着了， 只想亏了

70000

元。 连续几夜睡不好，老公劝我，不然的话，

咱就把长虹再买回来。买回来？我说，你疯了，如今

的长虹已经涨到

50

元了。 老公说，

50

元到

100

元

不是还有

50

元的赚头吗，

50×1000=50000

元，我

们不成资本家了。 真是鬼使神差，为了当资本家，

第二天，我特意请假去了股市，以

52

元买进长虹

1000

股，看股票到账后，才头也不回走出了股市。

长虹真争气，一直涨到

66

元，大家被胜利冲昏了

头脑，齐刷刷地奔四川长虹而去，四川长虹一阵疯

涨，这次不再创新高，却拐头向下，

60

元，

50

元，

40

元，直奔

30

元而去，这次我没有当上资本家，连贫

雇民的资格都失去了，我被四川长虹套惨了……

一连几年，我不进股市，不谈股票，更不敢谈

四川长虹， 就连我有个叫红的姐妹， 我都不叫她

红，改叫绿了。以后，我打电话咨询那些股评家们，

50

元进的四川长虹什么时候解套？ 人家说，你

50

元买的， 跌到

40

元你怎么不割肉呢？ 一直等到

1999

年

5

·

19

大行情，看别的股一马当先往前涨，

而四川长虹却躲在深闺羞答答丑媳妇不想见公

婆。无奈，我以

15

元钱割肉跑掉，唯恐四川长虹再

来“追”我，回头一看，长虹已经稳稳站在

20

元上

方，真叫人有口难言。

人说，股市上有两种人赚钱，特别聪明的人和

特别傻的人。算来，我什么也不是，干脆认赔吧。可

我这一等， 行情一波高起一波， 我看好的许多股

票，几乎全部涨了一倍。 大概我就没有炒股的命。

炒股不行，干脆申购股票，我运气好，以

6.8

元一

下子申购上

1000

安阳钢铁。我想，不久的将来，安

阳钢铁一上市，至少还不赚个

100%

。 盼星星盼月

亮，终于盼来安阳钢铁上市，开盘前，我高打一倍

的价格打进去，想必我能第一个成交。可等到开盘

价一开， 安阳钢铁竟然跌破发行价， 人说人倒霉

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倒霉了，申购股票都赔钱。

又一轮熊市到来，股评号召股民要长线投资，

我也就长线投资了， 但我的安阳钢铁就像冬天冻

僵的蛇，一直缩在地板上没有动呢。跟熊在一块的

日子真是难耐极了。我却一直相信一句话，时间是

治愈伤口的最好的药。时间长了，我又一次不去股

市，又一次不谈股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竟然

忘记自己就是一个股民了，此时，股市重燃战火，

2005

年，股市经历了最严寒的冬天之后，开始进

入春季，这次安阳钢铁由丑媳妇变成了白天鹅，我

赶紧加仓

3000

股，随着安阳钢铁的上涨，我刚一

解套，马上就把股票卖掉了，几年的股民生活，最

终像坐了一次过山车。

行情仍在向纵深发展，我也是眼红心跳，可我

再也不相信股市长期投资的理念了， 只打差价赚

棵葱钱，股票再涨我也不眼红，这样走下来，至少

我还能解决自己的早餐，俗话说，事不过三，若再

套牢，我可怎么跟老公交待。 为此，那些平时在一

块炒股的姐妹们都嘲笑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

绳，胆子越炒越小。

不久，大盘暴跌，跟我一块炒股的姐妹们无一

例外，全线套牢，她们都跑来找我取经，问我怎么

就躲过了熊市，我说，都是胆小惹的祸。 她们问什

么时候能解套，我说，大约再过一个冬季。

坚持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中国第一散户

2007

年

12

月底，因为买房子的原因，我

清空了所有的股票做首付。 那时，华尔街金

融危机还没有扩散成为经济生活中妇孺皆

知的一个名词，裁员、取消订单、减薪、

4

万

亿、 工作难找等等还未成为街头巷尾的谈

资，政府还在控制通货膨胀，每到周末，媒体

均猜测是否又要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率，股

市的热情在经过一个小的调整后再次高涨。

虽然心有不甘，但为了安居，只能清空股票。

我买的是个二手房， 春节后办理产权过户。

在办理水电过户的时候，房东，一个上海大

叔，给了一个评论，不知道半年后，是你后悔

还是我后悔？ 那时股市已经开始了较大幅度

的调整，我想，不管房价涨跌，股市的大跌算

是躲过了，躲过了大跌就是赚，管他后悔不

后悔。

房子买好了，还有几万的余钱，迫不及

待在

2008

年

4

月再次入市， 记得买的是轻

纺城。 从

2008

年

4

月满仓开始，经历了金融

危机扩散带来的一系列冲击，轻纺城股价跌

到了

2

块多，账面资产一步步缩水，最低时

仅剩初始投入的三分之一。 随着雷曼的破

产，一系列重磅地雷接连爆炸，国际社会，包

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会名流对危机已

经有了深刻的体会，在如何处置危机上也有

了协调机制，对危机可能存在的进一步发展

也有了心理防备，这时候我判断，股市应该

见低了。 我把包括年终奖在内的所有现金投

入股市，在低位买了原来花几倍价格才能买

到的轻纺城。 资产账户总值变化不大，股票

数量成倍增长。

此后，轻纺城重回国资怀抱，让股价迅速

脱离了我的补仓成本，那个爽呀！再后来股市

回暖，市场节节攀升，轻纺城未曾暴涨过，也

未曾大幅下跌过。在操作过程中，一度以半仓

高抛低吸，不断降低成本，到后来，持仓成本

下降到了

1.81

元， 印象非常深刻，

2008

年缩

水的资产又回来了。 到了

2009

年

8

月，不仅

把

2008

年的亏损全部赚回来，还有

20%

的赢

利， 如果以

2008

年末的资产总值来衡量，在

舆论的争论和战战兢兢中，

150%

的赢利是有

的。 自认

2009

年是比较成功的一年，被跌坏

的心态又康复了。 但是基于对轻纺城实质性

资产注入预期的长期看好，我并没有在

10

元

左右的价格卖出轻纺城。

8

月以后的市场，跌

宕起伏，我的轻纺城也进进出出，期间换过海

泰发展，在大爆发前一天卖出了，为此曾经叹

息很久。 买过凯恩股份，买过大众交通等等。

经过这一折腾，

20%

的赢利没有了，虽然大盘

调整的也很厉害。

从

2008

年到

2009

年， 我的股市投资就

如同坐了一趟过山车， 我基本上满仓经历了

也许一生中只能遇见一回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大收获吧。危机苗头、危机

扩散、重磅公司的轰然倒塌、危机深不可测；

各国自扫门前雪、相互算计、携手合作；中国

特色、强势政府、企稳、复苏；媒体与博客的墙

头草两边倒、落井下石、锦上添花、赚眼球等

等万象尽收眼底。 从

1995

年开户入市，到

2009

年已经

15

年了，这两年是最刺激、最精

彩的一个轮回。 有了这样的体验，我想，投资

路上，再有什么风险也显得风清云淡。

现在我还是持有轻纺城，要说理由可以

有三箩筐，基本的一条就如下面的比喻，“它

一张开嘴巴，我就知道要说什么话”；基于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美好预期，也持有了相

当比例的大众交通。 没有东奔西跑，没有道

听途说。 坚持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熊市 短线 新股———我的翻倍经

短线牛牛

熊市，短线，二级市场炒新。这三者在旁人

看来几乎都不可能赚大钱，可是，无论你是否

相信，我就是这样行走江湖的，并且凭借这 3

个条件，半年熊市账户翻了 4 倍。鄙人姓赵，人

称短线牛牛，辽宁沈阳人，以操盘手为职业，12

年股海沉浮，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磨砺去奢

华、浮躁、恐惧与贪婪，留下一个男人的成熟、

稳健和无悔人生。

伤痛也是起点

1998年 3 月 27 日， 我在沈阳的一家券商

开户，开始炒股，最初投入了 3 万多元的资金，

在朋友指引下，以每股 8 元左右的价格买入了

华东电子（后改名为华东科技），该股在震荡

中不断飙升，到 2000 年 6 月时，每股股价已经

涨至 16 元上下。起初不太支持炒股的家人，也

开始把资金拿出来让我操作， 追加华东电子。

2000 年 8 月， 股价再次飙涨到每股 20 元，我

和家人都兴奋着、 计划着如何安排这些财富。

谁也不曾想到，A 股却开始了一轮深度调整，

华东电子从 20 元一路下探， 到 2002 年左右，

我忍痛割肉清仓华东电子，只收回了 2 万多元

的成本，这次惨痛的教训让我认识到股市会涨

也会跌。

南国铸就操盘手

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2002 年，我只

身一人从北国沈阳一路到了南国深圳。 在这

个让人振奋、让人变得高速的城市，我进入证

券公司重新学习先进的操盘理念。 在那些日

夜埋头看盘、看资料的日子，我逐步树立了要

将财富最大化的投资理念， 也有了自己的投

资系统，虽不能在江湖上能呼风唤雨，却也如

鱼得水、随心所欲。 以前我不知道做什么工作

适合自己，而现在，我非常明确地做自己喜欢

的事！ 这样的日子于我，不觉间就成了一种享

受。 有人说炒股的人都是孤独的，而我恰恰是

个不喜欢喧闹的人。 独处可以使人清醒地反

思，在反思中，超越自己，人才能有所突破，有

所提高。 我只有两个愿望：把股票做生动；把

家人照顾好。

闯荡江湖终逆市飞扬

到了 2005 年，为了学习投资，我已与家人

3 年未曾谋面。 无论深圳的光环多么耀眼，我

的根在沈阳，我牵挂着自己的家人。 带着自己

的操盘梦想，我回到了家乡，拿出了自己的一

部分积蓄开始运作。 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固

执地做短线、固执地做新股，我觉得因为别人

都知道新股风险大，所以很少有人做，这就存

在了机会。我是从 2002 年就一直做新股。有时

很顺，账户增值也快。 每天早上 5点起来，收集

资料是我的必修课。 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聪

明，只有早出晚归，做足功课，早起的鸟儿才有

虫吃。 可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操作的 20 多

个账户没有一个是亏损的。即便是在 2008年 A

股一度出现深度调整的时候，我手上的账户资

金仍然在 2007-2010 年实现了 4 倍的收益，这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肯定，也因此在网上获得

了“短线牛牛”这个雅号。 我喜欢这市场，我希

望自己能快乐炒股， 让 K 线在我手里变得生

动，让一切简单。 只有在熊市中能做到财富增

值的人才能勉强算是高手。 我喜欢下跌的股

市，我有机会逆市飞扬！

在股市中放飞梦想

王敏波

官兵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