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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鸟打眼记

孔伟

老鸟，古玩行对资深藏家、资深玩家的

称谓。 老鸟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要说

他们也会打眼，恐怕很少有人相信。实际上，

在鱼龙混杂的古玩市场上，一切皆有可能。

翡翠色和田玉？

古玩城新来一位外地玉商， 摊上

的原石成色很一般，东西也不多，但其

中一块碧绿的原石却引起了玉友们的

注意。 料子也就

50

克左右，一面还有一

道浅裂，看上去翠翠的，嫩嫩的。 卖家一

口咬定： 这就是极罕见的翡翠色极品和

田玉！

这种颜色的和田玉谁也没见过，真

的接近翡翠色了，要真是和田玉，估计价

值不菲。 没想到老板的开价低得出奇：

8000

块。这价码大约只有玉友们预测价

的

1/10

。 开价如此之低，倒让大家疑窦

丛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咋卖这么

便宜？

疑问归疑问， 翡翠绿的诱惑仍然

不小。 几经讨价还价，一位常年在古玩

城游荡的玉友最终以

4500

元拿下，在

兴奋与焦虑中等待了一夜之后， 第二

天一大早便直扑鉴定中心。 没想到专

业的鉴定机构也无法确认这东西究竟

是什么材质。 玉友这下急了，急冲冲赶

到古玩城， 想找昨天交易的卖家说聊

斋，却发现那摊位早换了主儿，一个卖

木头手链的女人莫名其妙地看着很是

激动的他。

石粉+树脂=南红？

近来南红玛瑙很火，一些以前专注于

和田玉的玉友也“移情别恋”，玩起了南红。

刘老先生算是和田玉的老玩家了，

家里和田玉原石据说多达数百公斤，雕

件也有好几百件。

古玩城虽说有不少商家出售南红，

但价格那是相当高，都论克卖了。刘先生

在网店里看到的南红品相不比古玩城的

差， 价格却只有实体店或玉摊上的几分

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老先生有些动心，

货比三家后挑选了一家信誉度较高、成

交量较大、 照片看上去东西绝真无疑的

网店，几经砍价后，以

300

元的价格拿下

一串南红手链。

三天后货物寄到， 刘先生拆开小纸

箱却傻眼了：这哪里是图片上的南红，分

明就是石粉与树脂压制的东东， 摸上去

涩涩的，完全没有玉的质感。老先生这个

气呀，当即提出要退货，卖家也爽快，同

意了，并且给了一个退货地址。

没想到过了几天， 包裹又被退回来

了，说是快递单上的收件地址、收件人、联

系电话都不存在。 老先生找到卖家说理，

对方说是客服搞错了， 又给了一个新地

址、联系人和手机号码。 这次老先生多了

个心眼， 拨打了卖家新给的手机号码，得

到的应答是：您拨的号码不存在。 得，遇上

职业骗子了。

严格说起来，刘老先生这不算打眼，只

能算是上当受骗。 只不过假东西事实上砸

在手里了，跟寻常打眼的结果也没啥分别。

逼真的糖玉手镯

老毛携夫人逛古玩城， 在一摊上发

现了几只极油润的糖玉手镯， 大小也刚

好适合夫人的手腕。老板开价倒也不高，

才

500

元一只。老毛按惯例打六折，老板

一下子将镯子递到面前：“给！ ”

这下轮到老毛疑惑了： 类似的糖玉

手镯市场价怎么也得过千， 眼下

300

元

就到手了， 捡漏真这么容易？ 疑惑归疑

惑，还价之后“弃标”却不是老毛的性格，

反正就这点银两，有啥大不了的？

银货两讫之后， 老毛来到平日里玉

友们聚会、喝茶的地方，掏出手镯让大家

掌眼。一位老玉石只瞅了一眼，就扔过来

俩字：假的！老玉石说自己到河南南阳石

佛寺逛玉摊，看到过不少类似的东东，打

听之下才知道， 这是一种新出的用树脂

制作的手镯，不仅颜色逼真，色泽过渡自

然，油润度还挺好，有的还能看到天然玉

石所具有的细微瑕疵，颇具欺骗性。

老毛本想回去找卖家退货， 但仔细

一想， 整个交易过程中老板压根就没提

过和田玉三个字， 是自己把它当作和田

玉，贪图便宜买下了。这种情况下找人家

理论肯定理亏， 还是按古玩行规承认自

己打眼算了，免得既亏钱又丢人。

公益体验行 小善遇大爱

———老瞿眼中的聂国卿

瞿建国

在一个贫困的风沙之地，一个西北的贫困县，难以置信，竟有这

样的一位活雷锋———1979 年 2 月出生的聂国卿。 在北京当兵 16 年，

可永久留京的他，作为通讯技术工程兵种，每月上万的月薪机会唾手

可得，但为了照顾父母及家庭等原因，满载着优秀党员、优秀军人等

荣誉，承背着 “好女不嫁民勤郎，民勤好男不还乡” 最没出息的俗论

压力，复员回了老家———民勤县。

无论是谁都没想到， 民勤政府将这位电信技术的尖子人才分配

在敬老院，担当起近 200 位老人的护理工作。 敬老院的老人不乏有老

干部、老军人、老资格，残疾的、痴呆的，吃喝拉撒，伤酸病痛全需照

担。 谁都怀疑坚持不了三个月的他，却全身扎入，以超人的毅力，不但

挑起这副艰难的重担，而且仍使敬老院成为了省示范敬老院、市先进

集体。 两年来，他用心学习，细心呵护，不但能记住每位老人的姓名，

就连出生日期、人生经历、生活习惯、脾气性格、身体状况、亲属的姓

名地址、联系方式等， 他都能数如家珍，一清二楚。

拥有 300 个床位的敬老院，收敬的是孤寡、残障等没有自理能

力或膝下无人照顾 70 岁以上的五保老人。 按照老人数，至少应配

备 50 名以上的服务人员。 但由于薪酬太低、工作劳累，服务人员

难找， 连已有的员工也难坚守。 原敬老院厨房的 5 位员工只剩下

了两位，365 天一日三餐，却不能任何空缺。 全院上下正设的管理

及服务人员总共不足 20 位，却要负责全院老人的吃喝拉撒，衣食

住行等。 管理人员还要担负起送医治病，急诊配药，甚至大多数老

人过世后的入殓工作，他们要带着员工亲手为逝者擦洗、换衣、火

化、出殡等等。

由于工作辛苦劳累，每月仅一二千元的固定工资，不但难满足

新员工，本应 50 多名员工的工作量却落在现有的员工头上。 没有

作息时间，没有节日假期，没有加班工资，每年 300 天以上不得回

家，24 小时在院内，人人如此，无人例外。 为保障一年 365 天每天

24小时，没有任何失误与差错，尽管人力如此紧缺，为弥补经费不

足，聂国卿竟然还争取到了一百多亩土地，当上了农民队长，自耕

自种， 披星戴月承担了更多的劳累， 一心想着敬老院能自供自给

生活更好！

全心全意，但照顾不到自己父母；全心全意，却顾不了自己的妻

小；忘我，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忘我，忘却了自己的父母；这是真正的

无我，这真正的大爱；难能可贵，所见唯一。都说他傻，傻到可去大城市

的北京而不顾；傻到推掉电信工程师的高薪而甘愿苦差；傻到宁愿自

力更生不接受现金捐款；傻到自己的困难只想自己克服，不求他人。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焦裕禄的无我境界，王进喜的铁人风范，从

他身上无不散发着简单的道徳信念，傻傻的善爱坚持。

对父母仅是思念，默默地含泪，对妻儿只有内疚，摸摸全家照。 身

在敬老院，每个月能回家一次已成奢望，从未给孩子做过生日……唯

有对近 200 个老人不舍不弃，日夜相陪。

人手不够怎么办？ 除员工每星期回家一次外，其它 24 小时全在

院内；除了五六个小时的睡觉外，全扑在工作上；类似掏粪坑、洗衣被

等活也是管理人干的。 有员工说，如敬老院整天不见聂院长时，老人

们定会在门口盼着归来。

聂国卿以身作则，一年中最少有 350 天吃住在院里，晚上 1 点多

睡觉，早上 5 点多起床，已是生活常态，半夜时还要为敲门的老人解

决送医配药等急活。

谁都说，中国即将进入老年人的时代了。 社会最缺的不是金钱，

而是子女般的服务。 社会太需要这样的傻子，老人们更需要这样的

儿子。

有问他，为什么选择敬老院职业？ 是组织的安排，唯有服从。

有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努力坚持？ 不干没人干，没办法，这活只

有我能干。

有问他，为什么不接受现金捐款？ 怕说不清楚，怕影响敬老院及

我们的清白。

有问他，为什么不增加些工资留住更多服务人员？ 一是没有

经费，二是这样的活给钱再多也难留人，现留下的，钱多少已不重

要了。

有问他，你新增了这么多的农田活，其他员工同意吗？ 不同意也

得同意，我也不想做，但没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干。

有问他，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水质确是大问题，水中含氟

量太高，管道都腐蚀报废了，何况是人呢。

需解决老人们的采暖锅炉问题、采暖设备管道问题，真不知今年

冬季如何过。

需解决接送老人去医院的车辆问题。

希望给老人们有个浴室，希望给老人们每年加套衣帽鞋袜。

此行已无法语言太多的感动， 更多的却是被折服！ 见后真的明

白，什么叫奋斗，什么称敬业，什么乃责任，什么为无我，什么是大爱！

同行问我， 老瞿， 换了你， 会不会长期这样干？ 能坚持几年？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见到了谁都不敢担当的现实。 聂国卿对这份事业

的执着，不仅是敬老院老人们的福祉，也是中国军人之荣耀，更是当

今年轻人的榜样。今天的社会，急功近利，唯利是图。 如此的精神何处

可见？ 这样的品德哪里去找？ 相见是缘，相比之下我们何其幸运！ 相

遇是福，相比之下我们多么幸福！

以此精神育孩子，以此精神励员工，以此精神律自我……世上哪

有不成就？ 无论是精神弘扬或是物质援助或是义工参与，没有理由不

动情，没有理由不援手……

（作者系开能环保董事长）

时代变了，投资的方向也得变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中期，老丁就

已经是深圳的大户了， 而到了

2006

年、

2007

年的那轮大牛市之前，老丁的资产

已经过亿，那轮大牛市，让老丁的资产翻

了几倍。但在最近三年的市场行情中，老

丁明显感觉吃力，对热点问题看不透，把

握不准。 “几次节奏完全踏错，让我深刻

反思， 自己的投资理念也必须 ‘转型’

了！ ”这不，老丁认认真真地开始去了解

移动互联网、智慧医疗、机器人、水污染

治理等新兴产业。

和很多老股民一样， 老丁从资本市

场获得财务自由， 更多靠的是重仓贵州

茅台、万科

A

、驰宏锌锗等传统行业的股

票，尤其是白酒股，对其行业的了解不输

于一流研究员。在长期的投资经历中，老

丁形成了自己“能力圈”的投资理念———

做自己熟悉的股票。 老丁熟悉的主要是

白酒、医药和地产股，而对市场上热炒的

很多新兴产业不仅不了解， 甚至刚开始

还颇有排斥。

2013

年上半年，老丁大部分时间是

空仓。

2013

年下半年，眼瞅着创业板和

中小市值股票一个劲地往上涨， 老丁一

个方面觉得自己不懂这些新兴产业，另

一方面觉得这纯粹是概念性炒作， 是一

帮不懂投资的人在瞎折腾， 因此对创业

板股票抱远离态度。 相比较而言，银行、

保险、 地产等蓝筹股估值便宜到接近历

史低点，甚至创出历史新低，老丁去年下

半年逐步加仓蓝筹股，全年下来，老丁的

收益率在

15%

左右，这一收益率不仅比

不上很多重仓新兴产业的私募基金，甚

至比不上很多公募基金。

今年上半年， 老丁不服输， 在他看

来， 创业板和成长股估值泡沫已经非常

明显了，在

IPO

开闸、资金分流的背景

下， 资金将主动撤出高估值的创业板股

票和成长股，转向估值极低的蓝筹股。于

是，老丁年初开始就加仓蓝筹股，还是熟

悉的白酒和地产。 遗憾的是，今年以来，

领涨的仍然是中小市值股票， 老丁再一

次踏错节奏。 冷静反思一段时间并且和

不少做投资的朋友交流后， 老丁越来越

坚定了一个想法：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做

投资，必须转换投资思路，拓展自己的能

力圈范围，尤其是要了解新兴产业。新兴

产业毫无疑问会在未来成为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 不了解新兴产业就相当于失去

了

A

股投资的“门票”。

如何了解新兴产业？ 老丁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作为一名

50

后，他的成长经

历和投资经历主要伴随着中国的重化工

业阶段， 尤其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

长的阶段，而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兴经济会不断涌现，

从券商研究报告和公开的资料里了解新

兴产业，老丁总觉得还不够，毕竟是间接

了解方式，而不少新兴产业实际上目前并

未进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怎么

办？老丁说，新兴经济真正成长壮大时，正

是

90

后成为绝对消费主力之时，

90

后作

为新生一代，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思维有

着超乎寻常的兴趣， 尤其是

90

后是伴随

着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不仅新兴

产业大部分与移动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众多传统产业要成功转型，也必

须植入移动互联网的因子。

老丁说，围绕着

90

后吃穿住用行玩

的一系列新兴产业， 很可能就是未来主

流的消费业态，为此，他换掉了多年的老

土手机，改用最新款的三星智能手机，用

上了微信，加了不少

90

后作为好友。 此

外， 老丁会经常从券商研究报告里了解

研究员对新兴产业的调研情况， 接触更

多的新兴产业知识。

老丁接下来将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兴产业

上，争取做一名成功的新兴产业投资新兵。

Treasure Hunt

寻宝

1.翡翠色“和田玉”原石；2.假南红手链；3.树脂“和田糖玉”手镯 孔伟/摄

Gold Rush淘楼淘金

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继续涨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今年初以来， 深圳住宅投资迅速降

温，楼市陷入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商业

地产却甚是火热， 尤其是优质的甲级写

字楼，由于供应有限，部分业主甚至趁机

提高租金水平。

7

月

3

日， 全球最大的私人房地产

咨询服务公司高纬环球发布了

2014

年

第二季度深圳写字楼市场报告称，

2014

年第二季度， 深圳市甲级写字楼市场需

求持续活跃，整体租金小幅上扬。具体来

看， 深圳罗湖区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7.6%

，至每月每平方米

215

元，而高品质

物业集中的福田中心区租金达到每月每

平方米人民币

260

元， 环比上涨

1.9%

。

对此， 其研究部大中华区执行董事林荣

杰介绍，过去三年，在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租金趋于稳定之时， 深圳租金一直

有显著增长。 而在目前全国一线城市写

字楼价格趋于平稳的环境下， 深圳写字

楼市场仍然呈现较大的增长空间。

高纬环球深圳分公司总经理董韶川

分析，深圳甲级写字楼租金的上扬，得益

于深圳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对优质写字

楼的需求活跃。数据显示，目前深圳的甲

级与乙级写字楼总存量约为

444.7

万平

方米，这个数据远低于北京

1000

多万的

供应量，而价格上，北京的写字楼租金已

超过

500

元

/

平方米。 与此同时，深圳的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一季度深圳全市第三产业新增投资总额

约为人民币

2236.4

亿元，占新增投资的

82.3%

，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3

年增长速

度高于全市生产总值（

GDP

）增长速度

10

个百分点。 而优质写字楼的主要客户来

自于第三产业， 以上数据都支撑了深圳

企业未来对写字楼的需求。由于，深圳目

前优质写字楼的供给比较有限，

2015

年

前深圳的优质写字楼仍属于稀缺资源。

当然， 深圳并非所有区域的甲级写

字楼都呈现一派不愁租的模样， 这份报

告里同时也称， 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

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蛇口、 华强北和福

田中心区， 其中蛇口空置率在

32%

左

右。 造成这种空置率的原因是什么呢？

董韶川告诉记者， 企业选址有几种

导向，第一是属于产业导向型，例如金融

机构，其选址大多在全市最核心的区域。

因为他提供的服务是属于高端现代服务

业，所以他会对区域有很高的要求，一定

要在最核心的商圈，具备最优质的物业。

其次是成本导向型， 这类行业对成本非

常敏感，租金稍微高一点就很难接受，就

会慢慢地溢出， 这是深圳现在发展遇到

的问题。 原来在福田中心区有很多不能

承受高租金的企业，现在正慢慢地溢出。

为什么科技园有很多的客户入驻？ 因为

科技园总体租金水平是福田中心区的一

半，甚至还不到一半。而它们提供的物业

素质又不是那么差， 周边的配套条件还

可以， 于是吸引了一批对成本要求很严

格的企业。第三是属于政策导向型，深圳

前海就属于政策导向。 政府对一些区域

性的开发给了大量的优惠政策， 在产业

扶持或政策引导上有一定的激励政策。

企业选择合适的办公地址主要就是看产

业环境和租赁成本。

蛇口遇到的情况是， 过去的产业定

位比较清晰，以工业性质为主导。 随着时

代的变化， 现在工业元素在这个片区已

不能再承担这个区域的历史发展， 而需

要一些新的产业植入。 这个阶段，这个片

区的产业性质是模糊的， 整个产业气候

还没有形成， 再加上影响办公和区域发

展的地缘挑战， 三面环海的交通有天生

的瓶颈、局限的地方，如果在交通上没有

得到更大的改善， 只能形成一个自成一

体、 跟外界联系比较弱的产业生态环境

圈，这是蛇口目前面临的问题。 从商业地

产方面来看， 蛇口不可能像前海和后海

一样掀起大的波澜， 商业地产的供给以

及价格与其他核心商圈在竞争上相比处

于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