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会炒股的明星不是好散户

金立里

尽管在娱乐板块， 明星这一群体，

换个发型跟换个性别一样都能成为长篇

累牍的新闻， 但在我们财经板块， 却总

是一鳞半爪不着痕迹。 出于种种众所周

知和不知的原因， 明星都会隐去炒股一

节， 部分公司也会有意无意地隐去明星

股东身份。 除非自曝， 人们也只能等他

们炒进某公司十大流通股东之后， 才能

在公开的资料里找到同名同姓却无法证

实的。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内地关于

明星炒股的新闻， 也逐渐多了起来。 有

分析认为， 这一方面， 很可能是因为近

年来影视行业的公司逐渐在资本市场中

占据一席之地， 像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乐

视网之流， 几乎占据了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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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

股半壁江山。 另一方面， 投资理财、 财

富增值的思想开始深入人们的脑髓， 而

手握巨量现金的明星们， 显然不能总是

坐等通胀前来无情收割其财产。

而股市的财富效应加上名人效应、

窥私心理， 使得明星们的股市故事及故

事背后的重重暗幕， 似乎更有一种带血

的魔力。

最近一篇关于明星炒股的报道， 当

是因一部 《致青春》 而华丽转身成中国

电影史上票房一姐女导演的赵薇。 据媒

体查阅， 重庆路桥

2006

年三季报中，

赵薇曾以近

36

万股的股份， 成为 “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的第

6

位， 但到

2007

年一季报中却又悄然隐退。 进入

了前

10

大， 似乎已不能再以散户定义

赵薇了。 但她却还对媒体哭诉： “我绝

对是个地道的受伤股民。” 最具典型散

户气质的， 可能要数央视财经节目主持

人李雨霏。 “我也是一个股民， 我也因

为炒股赔了很多钱， 本来没做这个节目

之前还好， 手里还有点钱， 后来做了这

个节目之后， 就发现一点一点被套， 乃

至于深度套牢， 后来发现连嫁妆钱都赔

进去了。” 媒体同行不知是同情还是悻

悻， 就将其接受采访时的 “赔掉嫁妆”

等语写入报道标题。 那一副又痛又恨却

又似乎无惧无悔的语气， 看着就心酸。

显然， 股市毕竟不是你想赚， 想赚就能

赚。 明星也不能！ 明星炒股却大亏的新

闻， 实在不少。

即便是在娱乐行业和资本市场都

更为成熟的香港， 因炒股大亏的明星

仍不在少数。 相比之下， 李雨霏 “赔

掉嫁妆” 实如小巫见诸大巫。 前有媒

体报道， 梁咏琪因金融风暴股市大跌，

身价蒸发

1/5

， 但仍表示没伤元气； 同

是金融风暴， 张曼玉却身遭重创， 损

失高达

8

亿港币， 身家减半。 成功嫁入

豪门的李嘉欣， 曾自曝以

100

元价位买

入平安保险， 有媒体保守估计， 至今

她亏逾亿港元。

A

股港股都不行， 太平洋彼岸又

如何？ 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 不惜拿

出数千万家底， 全部投向全美第

4

大

投行雷曼兄弟。 及雷曼兄弟轰然倒

下， 曾宝仪自然血本无归。 她因此在

博客哭诉， 说严重到了人生要重来的

地步。 这说明， 明星除却种种光环和

关系背景之后， 在股市中， 亦不过是

股民一枚。 海赚也罢巨亏也罢， 如赵

薇、 李雨霏此类明星， 除资金优势

外， 在庞杂的股市面前， 也是弱势群

体。 不会炒股的明

星， 不是好散户。

不过话又说回

来， 明星散户的

股 市 承 压 能 力 ，

怎么也比普通散

户要强 。 茫茫股

市中， 散户们的悲

喜人生， 一阵烟而

已。 但明星不同，

他们总能笑着调侃

“我绝对是一地道

的受伤股民”。 就

算 “赔掉嫁妆” 、

“人生都要重来 ”

这等窘境， 还能写

成文字被人谈笑。

他们是明星， 真的

能靠一张脸吃饭的那种。 当然以上

的种种悲催， 只是明星在股市的低

端形态。 另有一些明星， 他们进入

股市的方式 ， 以及背后隐匿的故

事， 甚至比股市本身更加纠结、 可

堪讲述。

华谊兄弟在登陆创业板前， 曾针

对签约明星， 大面积增资扩股。 据报

道， 当时认购价相当低， 李冰冰下手

早， 每股成本仅

5

毛钱， 到上市时共

持

36

万股。 其后的张涵予、 黄晓明

等， 成本也只有

3

元。 除王中军、 王

中磊两位兄弟老板外， 大导演冯小刚

则是当时持股最多的股东， 持

288

万

股， 超

2%

。

2009

年

10

月

30

日， 创

业板一开市， 华谊兄弟股价便 “嗖

嗖” 地脱离地球引力， 众华谊明星身家

暴增， 后来增持至

380

万的黄晓明， 也

因此一举步入亿万富翁行列。 当那个红

色的数字定格

在

91.8

元 时 ，

冯小刚也坐不

住了。 而同是

影视行业牛股，

光线传媒的故

事似乎更显奇

葩 。

2012

年第

三 季 报 显 示 ，

其旗下明星柳

岩共持有公司

11

万股股票 ，

可她对此竟毫

不知情！ 或许， 光线传媒就等着媒体前

来挖出这事， 然后向公司采访向柳岩求

证。 这类公司理应更乐于向媒体透露其

明星股东的信息。 混迹娱乐行业， 当然

更懂得如何炒作， 难保各个明星的粉丝

们不会紧随偶像之后亦步亦趋大举买入

公司股票。

当然， 明星的事， 炒股也罢绯闻也

罢， 总归是屏幕里报纸上的事。 股市却

真真切切就在我们身边， 还是那句老

话，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散户们

要练就更强大的内心， 敢于直面血淋淋

的大腿和绿油油的大盘。 如某散感叹：

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过程， 那种每

天生活在希望中的感觉。

（作者单位：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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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end Essay

囊中羞涩皆因满仓？

汤亚平

“要是手头还有钱就好

了。 ”

“是啊！ 为什么套牢的总是

我们？ ”

这是记者昨日走访证券营

业部时听到的两位股民对话。

作为小股民，多数人投入资金

小， 一动手买股便倾囊而出。

当股价反向运行时，就很容易

被套牢；一旦机会来了，又囊

中羞涩。

记得杜甫写有 《空囊》一

诗：“翠柏苦犹食， 晨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 不爨

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

涩，留得一钱看。 ” 其中“囊空恐

羞涩，留得一钱看” ，就是我们今

天常用的成语 “囊中羞涩” ，也

写作“阮囊羞涩” 。

杜甫如此贫穷，本来应该叫

“杜囊羞涩” 才对，为什么叫“阮

囊羞涩” 呢？ 此典又出自元人阴

时夫所撰《韵府群玉》一书。 在

“七阳” 一章中，阴时夫讲了一

个有趣的故事：阮孚随身带着一

个黑色的布囊， 在会稽一带游

历，有人问他：“您的囊中盛的是

什么宝贝啊？ ” 阮孚回答道：“我

的囊中只有一枚钱， 恐怕囊羞

涩，用它来看囊。 ” 原来“囊中羞

涩” 不是指主人因囊中的钱少而

羞涩，而是主人好心，不想“囊”

因为没钱而羞涩，才用一枚钱压

着囊底，给“囊” 以安慰。

阮孚是晋朝人，一生都在做

官，而且还是做“都督交、广、宁

三州军事、镇南将军、领平越中

郎将、广州刺史” 之类高官。阮孚

喜欢饮酒，史载他曾经“以金貂

换酒” ， 这样的高官怎么会缺钱花

呢？ 有人说“阮囊羞涩” 乃是后人

伪造的故事。

笔者倒认为，一个穷人，囊中

羞涩很正常；即使一个富人，若挥

霍无度，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 如

同现在的大款习惯周末呼朋引伴

到酒店大吃大喝， 最后结账刷卡，

偶尔发现囊中羞涩， 场面十分尴

尬。 历史上，阮孚作为一个富人留

下了贫穷的名声，而且还成了一个

典故，被后人屡屡引用，这比说穷

人囊中羞涩更有警示意义。 现实中

有些人，到菜市场买菜，会精打细

算，甚至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口袋

捂得很紧；而在股市里，几千元、几

万元在一头雾水、两眼一抹黑的情

况下，随便出手。

炒股要避免囊中羞涩，就要采

取半仓操作法。 有人提了这样一个

问题：账户卡上价值相等的两位股

民，某甲持有 5 万元的股票和 5 万

元现金，某乙则是满仓十万元的同

类股票。 在 5 月创业板一路上扬

中，谁赚得更多？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题

目，除非是脑筋急转弯，任谁也能断

定是乙胜甲。 可实际情况是甲方大

获全胜。持满仓者，股票涨了一两档

牵肠挂肚，又上一两档心痒难忍，再

涨涨，心动不如行动，赶快落袋为安

了。持半仓者，由于有剩余资金在保

驾护航，一路笃悠悠地坐轿上山，一

直到天量天价的顶部区域才从容了

结。再则，全进全出者在上扬路上不

断高抛低吸。 5 月底 6 月初，创业板

在不断创出反弹新高中， 风险也渐

行渐近，稍一不慎，便被套在头部，

以往收益迅速荡然无存。 而持半仓

者进可攻、 退可守， 有时还可抄把

底，摊低自己的持仓成本。

那桩生意，你看懂了吗？

雨枫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好

朋友。 很多人受到了盖茨创业

故事的感召而加入 IT 业，就像

我； 也有很多人看了巴菲特的

事迹之后， 加入到投资人的行

列，如雪球上的诸君。

做 IT 的，没有几个人敢夸

口说自己有盖茨的能耐；搞投

资的， 似乎多数人都以 “学

会”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为

目标。 其实我们应该承认一个

很简单的事实：既然巴菲特和

比尔·盖茨是同等量级的伟

人，那么，学盖茨和学巴菲特

的难度，基本上应该是一样高

的。 你要是不认为自己这辈子

能有盖茨的一半本事，那么也

就不应该奢望自己能成为巴

菲特第二。

巴菲特的投资理论， 内容

要说也不少，但究其本质，无非

是落在一项能力上： 你要能看

得懂一桩生意的运转模式，然

后大概能估算出这桩生意还能

赚多久。 你把这个叫做眼光也

好，叫做估值能力也罢，都是那

么一回事。 他知道这桩生意值

多少钱，你不知道；那么，当你

给出的价格低了，他就买进；当

你给出的价格高了， 他就卖给

你。复杂吗？不复杂。学得会吗？

废话，当然学不会！

巴菲特投资方法的根基在

于他的商业能力， 而这种能力

是你无论看多少遍巴菲特传纪

和致股东的信， 也不可能学得

来的。这就好比 C 罗告诉你，其

实进球很简单，你只需要跑位、

带球突破、 射门……然后球就

进了。 C 罗这么做能成功，因为他

是 C 罗———他当然不害怕教给你

如何带球和冲刺， 因为就算你把

这些诀窍全都学会了，你还是你，

C 罗还是 C 罗。

段永平买网易厉害吧？ 但我

告诉你， 那个时代做网络游戏的

公司绝不止网易一家。 如果当年

我们和他一样去投资游戏公司，

以我的行业经验， 有 99%的概率

赔个精光。 为什么段永平能选对

网易，而我们选不对？ 这哪是什么

投资方法问题？ 根本就是段永平

的商业经验在起作用。

同理，巴菲特买可乐、买中石

油、买比亚迪，台面上的东西根本

不重要，作为世界级的商业家，巴

菲特看得懂这些公司的生意，而

我们看不懂。 这种情况下，他怎么

买其实都是对的， 而我们怎么买

其实都是错的。 我想各位明白我

的意思， 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巴

菲特所使用的方法本身， 而在于

他所仰仗的、 别人无法复制的核

心能力———我们叫做商业经验也

好，叫做投资鉴别能力也罢，这些

东西本质上是无法复制的。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法 ， 这不过是一厢

情愿的妄想罢了。 虽然简单的

投资方法不存在， 但是狗屎运

却到处都有， 很多人喜欢把自

己的好运气解释成投资方法的

成功，这类似于“一位修女想出

门，发现雨停了，于是相信这是

上帝的恩典” 。

长期持股没有错、有耐性也

是好的品德。 问题是，你怎么知

道你已经看懂了那桩生意呢？

好吧，其实赌赌运气 ，有时候也

不错。

铁路总公司跨界杀入物流行业

证券时报记者 陈春雨

朋友从深圳搬家到上海，别的好说，

7

年下来的存书装了

5

个大纸箱， 饶是

他

1

米

8

的大个子也难以搬动。 我给他

推荐了中铁快运， 朋友马上道：“这是什

么公司，怎么没听说过？ ”

我之前也没听说过， 直到一年前有

同事大力推荐，说运书最实惠。但也有不

方便的，快递员上门取货之后，要跟着他

们到最近的网点过磅称重， 运送时间也

长，大概要一个星期才到货。

在快递行业， 中铁快运也算是系

出名门，是铁道部直属专业运输公司，

只要有铁路到达的地方， 都能够做到

配货上门。 但在实际生活中，若不是口

碑传播，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公司，可

能是以企业业务为主吧， 个人客户无

足轻重。

但这样的情况很快将发生变化，中

铁快运可能失去运营资格， 同时受影响

的还有中铁集装箱和中铁特货，以前，这

些公司能确定铁路运输开行几趟车、往

哪儿开， 但现在这部分权力将归还给

铁路局，它们只管收货、送货、收钱等

经营业务。 这是因为本周铁路总公司

宣布，将实施货运组织改革，从根本上

改进铁路货运服务， 全面参与现代物

流竞争。

今年

3

月， 铁道部一分为二，中

国铁路总公司继承了铁道部的所有

企业职责及其债务后，无数双眼睛在

盯着铁道部将如何转型，货运无疑是

最拿得出手的改变，不像裁员一样伤

筋动骨， 影响面小改革阻力也小，更

何况， 物流行业是公认的朝阳产业，

此次货运改革提出了七项任务，一是

整列运输，如煤炭、石油、矿石等。 二

是整车运输。 三是铁路快运货物班

列，包括行邮、行包专列等。 四是集装

箱运输。 五是特种货物运输，如汽车、

大件及冷藏鲜活货物等。 六是零担货

物运输。 七是高铁快递，提供城际小

件包裹快运服务。

这意味着，除了在大型货物外，铁

路总公司也将插手小型包裹速递市

场，特别是高铁带来的“当日达”业务，直

接跟航空货运抢单。不管怎么说，多一个

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 对马云

来说也可能是件好事，而就在不久前，马

云在辞去阿里巴巴

CEO

职务后，成立菜

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要打造全国各地

24

小时送货上门计划， 如果能够借力铁

道部改革，这个计划可以更快、更低成本

地达成，但问题关键是，铁路总公司能否

成为一家真正的现代化物流公司。

过去， 中铁快运守着铁路运输这一

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竞争中，却远远不

及顺风、圆通、申通等民营企业，体制的

束缚是一重大原因。 比如在办理铁路运

输时，客户不仅要申报请求车计划、月度

计划，还要联系货物的受理和装车；不仅

要找铁路货运部门， 还要联系调度和运

输部门，介入铁路的运输生产过程，而实

际上，从公路、航空、铁路、航运等几大运

输方式看， 铁路总公司做好物流行业是

有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价格和服务上。

如果能做到像民营企业一样， 只需要一

个电话或点击网络页面就能发货， 甚至

是直接上门取货和送货上门， 价格又合

适，打破现有物流格局并非难事，但关键

是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比如市场收

入都归中国铁路总公司所有， 但是工作

却分解在各个铁路局上， 如果分配不合

理， 改革就会遇到阻力。 再比如价格问

题，现在铁路的货运价格由国家管控，比

其他运送方式价格都偏低， 改革之后如

果大量货物都挤入铁路运输， 必定会导

致运力不足，价格到底涨不涨，涨多少都

要打上个问号。

很多人都期待， 铁道部的改革能为

行业释放巨大能量，大象起舞虽然困难，

但并非不可能， 更何况它手中还捏拿着

重要资源，就好像郭士纳接手

IBM

时，这

家超大型企业因为机构臃肿和孤立封闭

的企业文化已经变得步履蹒跚， 亏损高

达

160

亿美元，正面临着被拆分的危险，

媒体将其描述为 “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

墓”。目前铁路总公司负债

2.7

万亿元，比

当年

IBM

的情景可以说是 “有过之而无

不及”，谁能够成为铁路总公司的“郭士

纳”，拭目以待。

官兵/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