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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市场洼地逆向投资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我真正的兴趣爱好，还是静下心来

做投资， 做管理太累， 不适合我这样的

人。 ”坐在证券时报记者面前的老王，神

态自若、淡定从容。可谁曾想，这位

43

岁

的中年人，还不到

40

岁的时候，就已经

是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了。 为了自

己的投资梦想， 他不惜北上就职于一家

大型基金公司， 认认真真也心满意足地

做起了基金经理。

老王是江西人， 大学毕业后南下深

圳，先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投资，后来辗

转到几家证券公司做研究员。 由于工作

勤奋努力， 老王慢慢地从研究员做到了

研究主管， 最后到深圳一家小型证券公

司就任副总经理，分管投资，拿到了不菲

的年薪。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来看，老王在

深圳拥有豪宅豪车，有妻女相伴，事业有

成，应该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了。 “可是

自从离开一线研究队伍后， 我需要把大

部分的时间放在管理上。 管理自己倒还

是不错， 管理别人和团队却经常感到

心力交瘁。更为重要的是，我还是希望

自己在一线研究的岗位上， 离开了一

线研究队伍， 我内心时常有一种虚幻

的感觉。”老王说，到管理岗位之后，虽

然人前风光无比， 但自己对投资的敏

锐度却明显下降， 加上他的性格比较

内敛， 管理团队感觉比较吃力，“看着

股票在涨或者跌， 我只能从财务状况

或盘面以及公开的信息资料去分析，

而在以前， 我早就去上市公司实地调

研了。”正是源于这种内心的焦虑和冲

动， 恰好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招聘

基金经理，双方经过洽谈之后，老王反

复经过了多轮思想斗争， 最终北上做

起了基金经理。

如今， 老王的身份和角色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 以前就任证券公司高

管时，更多的是迎来送往、管理团队、

制定战略方案， 很多时候晚上还要陪

领导和客户吃饭喝酒。如今，老王又过

起了相当简单的生活， 除了在办公室

研究股票外，大部分时间，老王就是飞往

全国各地， 实地调研上市公司。 时间一

长， 老王不仅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更加

了解， 和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也成了很

好的朋友。

这种实地研究，接地气的感觉，让老

王感觉似乎身心都得到了解放，他说，做

投资就是需要简单，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

化，也不用过多地考虑人际关系，每天都

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新鲜的信息， 对上

市公司和宏观经济的了解也不断加深。

在投资上，老王认为，对于有多年投

资经历的投资人来说， 大家对上市公司

基本面的了解，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更为关键是比拼心态。当市场下跌时，投

资人敢于不敢于对有把握的上市公司下

重手，这不仅是考验投资人的功底，更考

验投资人对自我人性的管理。 投资说白

了，最后比拼的一定是心态。正是因为出

于这样的理念， 老王现在最推崇的就是

逆向投资。 他认为，目前

A

股市场题材

概念满天飞，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很难

跟上市场的节奏， 即便是专业的机构投

资者，由于流动性等方面的局限，追逐题

材概念也没有好果子吃。另一方面，中国

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 到底哪

些产业会成为未来的主导性产业， 大家

其实心里没底。因此，真正短时间内能够

摸透的未来主导性行业， 其实是少之又

少的， 这也意味着不仅股市整体上没有

大的系统性机会。就行业来说，某个行业

或者某只股票出现一路大幅上扬的可能

性也会减少。倒是在市场的跌宕起伏中，

一些行业会遭到错杀，即便是传统行业，

也会时不时出现估值洼地效应， 这给投

资人其实是提供了极好的逆向投资机

会。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这一行业仍将在

若干年内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性行

业，但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地产板块会

不断受到利空打压， 由此带来错杀后补

涨的机会。 如果投资者对这一行业的具

体上市公司有着深刻的了解， 变成利用

市场情绪和估值洼地提供的机会， 收获

逆向投资的果实。

玉件收藏：美观之外更重材质

孔伟

久未谋面的我做医生时的同事两口

子也来到了深圳，男的原是内科医生，夫

人是妇产科护士，现在都退休了，来深圳

找找“路子”。 他俩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

在深圳的新家做客，推脱了好几次之后，

总算利用一个周日成行。

他们的蜗居位于深圳传统意义上的

关外，在一个叫下水径的地方。女主人手

巧，房间布置得很得体，虽然周围环境比

较嘈杂， 但整个房间还是给人以温馨的

感觉。

好一通闲聊。 谈到我现在爱好和田

玉，对玉有一定的了解时，女主人一下子

来了兴致，连忙打开一个箱子，取出几个

精致的小盒， 让我看看他们收藏的一些

平日里舍不得佩戴的玉件。

东西还真不少， 红黄绿白， 琳琅满

目。 有手镯，也有挂件、手链、项链，都闪

着玉器特有的吸引人的光芒， 让人眼花

缭乱。 不过，仔细看其材质，发现大多数

是玛瑙，此外还有晶白玉、阿富汗玉、巴

基斯坦玉之类的玉件， 甚至还有一块乳

化玻璃牌子。

见我并没有赞誉之词， 两口子有些

疑惑，赶紧各拿起一只手镯，连珠炮般向

我发问。看样子，这两只手镯应该是所有

玉件中价值最大，或者说是价格最高的，

要不他们也不会如此急迫。

这两只手镯分属不同的材质， 其中

一只是玛瑙质的，看上去红红的，观感不

错， 只是类似的红玛瑙多为优化 （即染

色、加热变色或者辐照变色等）所致，并

非纯粹的天造之物， 价值并不高；绿

白色带点黄色条纹的则是巴基斯坦

玉，说白了就是一种比较细腻的大理

石，戴在手上美则美矣，但磨不得磕

不得，一磨就花一磕就断。 两只手镯

都装在精致的首饰盒里，估计买来时

价格不菲。

尽可能委婉地说出了两只镯子的

材料、成色，两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

看，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究竟值多

少钱？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玉件本身

就很难估价，价值较高的东西还好说，

假设人家买来

3

万，我估价

2

万，再加

点虚头也就差不多了。 但这样的东西

咋估价？我估个几十块钱一只，即使加

几倍的虚头，他们恐怕也难以接受。

果然，我大着胆子给出了“两只

一起

500

块钱左右”的估价后，男主

人脸色后一变， 冲他老婆就嚷开了：

“我说不要不要，你偏买！

6000

多块钱

买这些破玩意！ ”他老婆则不敢作声，

忙抓起桌面上的其他玉件递到我手

上，看样子是将希望寄托在这几件东

西上了。

说实在的， 这几件东西还不如那

两只手镯的价值高， 尤其是那块乳化

玻璃牌子，在批发地还不到十块钱，但

一些奸商将其当作和田玉甚至羊脂玉

售卖，不少人大上其当。

为躲避他们之间的“战争”，我谢

绝了请我吃饭的一再挽留， 借口有事

匆匆离开了。 估价的事留给了现代化

的沟通工具———手机， 说我得仔细算

一下， 算好后将信息发给他们。 谢天谢

地，总算金蝉脱壳了，只不知他们收到我

的手机短信后会有怎样的“物理反应”甚

至“化学反应”。

美观、稀有、耐久，是宝玉石必须具

备的三大特性。 玛瑙、晶白玉、巴基斯坦

玉甚至乳化玻璃看上去都比较美观，但

丝毫谈不上稀有，虽然前两者硬度也高，

但韧性差，容易在磕碰中受损，在耐久一

项上也是减分的，巴基斯坦玉、阿富汗玉

甚至乳化玻璃制品在稀有、 耐久上的得

分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收藏价值以及保

值增值潜力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满足美观、稀有、耐久“三要素”的

前提下，还得注重选择其中品质较好者。

比方一只翡翠手镯，都有权威证书，也都

是正儿八经的

A

货，但价格却可能在

10

元至几亿元之间！ 和田玉及其他宝玉石

虽然范围没有那么大， 但大路货与 “高

货”之间的差距也不小。一些人看着漂亮

的玉件就有很强的购买欲， 花小钱玩玩

还好，要是投入巨资以期保值增值，恐怕

就会大失所望了。

我将自己对宝玉石的认识也发信息

告诉了他俩， 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

理解，又会有怎样的下一步行动？

Treasure Hunt

寻宝

别将投资当赌博

黄家章

1997

年初夏时，笔者第一次

到澳门， 曾到葡京赌场一游。 入

内，但见有标识敬告：小赌怡情，

大赌伤身。

在这么一个闻名遐迩的大赌

场看到这么一句忠告， 虽觉其矫

情，却也是大实话。 出门后，同行

的澳门大学林讲师对我坦言，澳

门居民极少有参与赌博的， 因为

他们知道输多赢少， 而且即使有

赢者，越是恋战，最终也会将老本

赔进去。换言之，谁要踏足赌场后

不知主动抽身离去， 成为病态赌

徒，赌博赌博，越赌越薄，最终结

局只能是倾家荡产。 在赌博的生

态链中，在赌博的众多博弈中，唯

有赌场庄家与放高利贷的商家才

可以最终成为赢家。其后，当我们

穿行于澳门的街道，举目所见，每

一赌场的周围，必是当铺林立。这

一幕幕景象， 自然是对林老师那

一番话的最好注脚。

同为博弈行为，投资与赌博

看似有一些相同处，都属一种富

于挑战性、刺激性的冒险博弈游

戏，都同样考验着当事者乃至其

亲人们的经济，尤其是心理承受

能力。 当事者要承受其中所有的

惊心动魄的考验，而唯有倚靠自

己的才能、胆略和意志力，才可

能迎接其中的挑战， 故能通过

者，少之又少，结果往往不乏一

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 在投资与

赌博的过程中，参与者都一直心

存希望，但结果却往往不是自己

所期望、所能把握的，不时会有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无奈或达

观……但两者区别却是根本的，

投资是种下有可能在日后长成

参天大树的小树苗，赌博却只是

零和游戏； 投资的指向是未来，

赌博却要即刻见分晓；投资追求

确定性， 赌博却只能面对或然

性；投资是理性的赌博，赌博却

是非理性的投资。 以武功出招来

作个比喻，赌博近于胡乱出招，投

资之招则是有章法、不急不躁的。

如果将赌博的心态引入投资的领

域，只会增加愚勇、鲁莽、孤注一

掷等等投资的大忌， 削弱投资所

应具有的理性成分。 与此相应的

世象是， 赌博即使是对于江湖上

的贩夫走卒们， 也是可以津津乐

道、废寝忘食去全力以赴的，且多

是输则大悲、赢则大喜的，他们期

待运气永远垂青自己， 但运气只

能用概率来权衡， 却难以通过理

性来把握。成功的投资者，则只是

现代社会中少之又少的行业精英，

他们又多是大成无声，输赢不形于

色的，他们的成熟也就引领着成功

接踵而来；他们的理性，最终表现

为一种自觉自律的原则与到位的

落实上。

据笔者的观察，以下的数种场

景或可作为理性投资与非理性赌

博的小注解：证券公司内是不允许

吸烟的， 而赌场则是烟雾缭绕的，

就如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

10

个投资者中有

2

个是盈利的，知

者皆言他们有水平；

10

个赌博者中

有

1

个是赢钱的，旁人仅是说他运

气好。 投资是理性的，投资者欲了

解的金融点金术，并不神秘（当然，

知未必能行， 而且知还分真知假

知）；赌博则因是非理性的，赌徒们

也就有了各具千秋却又同是神神

秘秘的忌讳讲究（如日子、方位乃

至言行举止等）……有言谓国人好

赌，但参与赌博者的具体数目却不

详；国内现开了证券股东卡者已逾

亿计，其中或会有些人是两栖作战

的，至于将投资品种变成赌博对象

的也不少。 有一则笑话是这样设问

的———购买彩票与购买垃圾股的

区别在哪里？ 答案———在第一种情

况下， 你是在帮助社区游泳池融

资。 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是在帮助

股票投机商的家庭游泳池融资。

现实中的赌徒或误将投资当

赌博者，其素描像，就如民间流传

的这则“十字令”所描述的一样：一

心赢钱，二眼熬红，三餐无味；四肢

懒惰，五业荒废，六亲难认，七窍生

烟，八方借债，久（九）陷泥潭，十成

灾难。 如此去所谓的投资，就不好

了。 曾有美国心理学家对住院治疗

的

50

名赌徒进行过统计， 发现他

们已患某种精神躁狂症的百分率

高达

46%

， 特征是情绪异常高昂、

坐立不安和幻想，其中每

4

人就有

3

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每

5

人中

就有

4

人曾欲自杀。

投资者不宜将投资当赌博，只

要在心中不断孕育理性之光，精选

好投资标的，坚持理性投资，再假

以时日，终会有所斩获的。 在全球

范围内，股市之所以能成为最大的

名利场，成功的投资者可以在其中

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功乃至大成功，

关键因素在于股市既是当代经济

的资本活水源头，又因经济的不断

成长而给资本提供者不断提供实

质乃至溢价性的回报，经济成长决

定了股市的成长具有相当的持续

性，熊市过后是牛市，牛市的平均

周期并不短，这也就是股市可以成

为最大投资场所的根基所在。

看上去很美，实际价值很低的玛瑙和巴基斯坦玉手镯 孔伟/摄

两房小户型是80后婚房首选

陈英

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的

80

后，要么

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 要么正在准备

的路上……在如今这现代化的社会，

要进入婚姻这座围城，“裸婚”是少数，

而“成家”之前先“筑家”的传统观念才

是大部分中国人推崇的， 哪怕是一间

小房，也算有自己的爱巢。

80

后的婚房不再是简单地仅为

了满足二人世界的爱巢， 而且还要综

合考虑学位、医疗、上班远近等因素。

在房地产行业中， 地段一直以来被认

为购房者选购产品最关注的因素。 在

记者了解的过程中， 这个结果同样得

到验证： 近四成的购房者买房时最关

注地段， 其次是房价以及楼盘的周边

配套，其中，地铁、商圈、学校周边的楼

盘，更受购房者的关注。

由于需求婚房的群体年龄多为年轻

人，大部分人收入普遍不高，积蓄也相对

较少，在婚房的选择上，房价一直是左右

年轻人置业的困难，

20~40

万首付的总

房价是首次置业的购房者比较能够接受

的。因此，小户型物业总价低、首付少，是

适婚族的上上之选， 而小户型物业中

55~70

平方米左右的“两居”最被适婚族

所青睐。因为市中心房价相对较高，偏中

心城区是很多首次购房者的重心。 但对

刚需来说，买房不是投资，而是常住。 对

于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来讲， 也未必是越

便宜的房子越抢手。

事实上， 很多成熟的年轻人购房前

开始考虑该地段整个社区的规划、 配套

是否完善， 如偏中心有集多功能为一体

的城市综合体， 可以缓解配套问题则考

虑购置附近的房产。 如若没有便利的交

通、完善的配套，年轻的购房者则宁可在

市中心买套贵的小公寓， 也不考虑偏中

心区的大户型。

记者发现，只要能凑够首付，“一步

到位”的婚房置业者越来越多。 “先买个

小户型，以后有钱再换个大房”，这一曾

经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既定“购房轨道”，

正随着调控政策的持续而悄然变化，婚

房置业“一步到位”渐成为许多年轻购

房者的选择。 限购以前，更多的人将单

身公寓或一房一厅作为婚房的首选。 但

自限购以后，购置婚房的面积区间有了

明显的变化。 由于房票影响，加上购房

成本逐年增高，当今的婚房不再是一个

单纯的短期过渡， 而是综合考虑了学

位、医疗、上班远近等因素，两房成了婚

房主流。

从中联成交和问卷调查统计显示，

购买婚房的从一房到三房的都有，但

55~70

平方米左右的两居显得更为 “黄

金”，比重占所有婚房的六成多，区域分

布主要在深圳市中心福田区的梅林和新

洲片区。 之所以新洲和梅林片区的两房

受欢迎，一是因为中心位置，交通方便，

无论去哪个区域时间都不会太长。 二是

片区房价偏低， 总房价能在自己承担的

范围内，不至于有过高的压力，如新洲和

梅林物业均价在

22000

元

/

平方米左右，

一套

55~70

平方米的小两房， 首付款一

般在

40

万左右。三是因为这些精品两房

户型适中，品质上符合现代

80

后群体的

感官享受， 同时还能满足

2~5

人的居住

需求。

“没有卖不出去的婚房，只有卖不出

去的户型。 ”中联地产一位工作人员说。

年轻购房者对于婚房户型的敏感， 更多

还停留在功能层面， 市场总价一定的情

况下， 能满足更多功能需求的房子更受

婚房置业者的欢迎。

深圳世界之窗

6月10日开启啤酒狂欢盛宴

唐万才

6

月

10

日，世界之窗国际啤

酒节主会场———恺撒宫将再次飘

出麦芽的芬芳， 把狂欢夜的乐章

奏响，相约到这里狂欢、旅游、寻

找夏日激情绝对错不了。 今年的

啤酒盛宴会上演怎样的欢乐大

戏？笔者带您提前领略，一同感受

这片酷爽狂欢圣地。

狂欢

84

天

!

周周送大奖，天天

送门票。 从

6

月

10

日一直到

9

月

1

日，整整狂欢

84

天，今年是世界

之窗举办国际啤酒节十八年来最

长的一次。 整个暑期可以来此狂

欢，看表演、赏热舞、享美食、玩游

艺，用冰啤浇灭酷暑……啤酒节期

间， 景区每天还会通过官方微信、

微博送出啤酒节门票，现场体验啤

酒节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玩游戏、参

加啤酒大王擂台赛赢取啤酒以及

门票。

混搭的狂欢， 激情汇聚恺撒

宫。玩啤酒节一定要来恺撒宫，狂

欢、派对、秀场、美酒、美食……浓

郁的夜“秀”元素在这里汇集。 今

年的啤酒狂欢盛宴亮点十足，首

先是数位摇滚明星整个暑期驻场

演出，呈现持续的劲爆音乐，让每

一双不安分的耳朵找到归属感。

其次，《星光大道》惊险节目“死亡钉

床”表演者将现身这里，为你带来魔

幻的世界； 特邀神秘嘉宾将带来绝

技表演，告诉你如何“超越神话”；东

北二人转的幽默段子每晚都会出

新。 此外，现代

HIGH

歌、异域风情

舞蹈、传统的民族艺术、互动游戏等

集中在一起同台演绎， 造就一个混

搭的狂欢，刺激你的每一寸神经。

玩味到底，“啤酒瘾”与美食风暴

酷炫十足。本届啤酒节荟萃国内外诸

多知名啤酒，嘉士伯、百威、戴梦德、

青岛、金威等悉数亮相，奉献夏日清

凉。 鲜榨扎啤、黑啤、生啤、清啤、果味

啤酒、美容啤酒等一百多种啤酒一应

俱全，每个人在这里轻松品味世界各

地纯正啤酒风味。 啤酒刨冰、热辣美

食、露天烧烤琳琅满目，巴西烤肉、韩

国炭烧、叫花鸡等百余种各色美食和

传统小吃融汇， 让你在尽情狂欢之

余，过足美食瘾。

玩乐嬉世界，啤酒文化大荟萃。

本届啤酒节对世界啤酒文化进行了

深度挖掘，啤酒文化风情大道、啤酒

圣诞树、酒桶艺术展、果酒列车……

景区随处可见与啤酒的历史、 文化

传承有关的图片和实物， 你可以一

睹啤酒制作的整个过程， 世界之窗

将为你打开一部关于啤酒的追溯渊

源、生动逼真的形象史册。

Gold Rush淘楼淘金

周末随笔

Weekend Es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