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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变蛋” 和田玉

孔伟

随着和田玉价格的走高， 人为变

造的“变蛋”和田玉也越来越多地充斥

市场，令人防不胜防。如今市场上染色

的红沁黄沁雕件、 人造戈壁料以及点

皮后山料“变”籽料的雕件，就是其中

比较典型的例子。

廉价的红沁雕件

古玩城来了一个从未谋面的玉

商，摊上几件红沁、黄沁籽料雕件十分

引人注目：不仅玉质不错，毛孔清晰，

而且黄或红色均比较明快。 开价也不

高， 并且在报完价之后还会很诚恳地

告诉你，价格还可以商量。

一位玉友看上了一件挂件： 靠近

皮色的地方颜色比较红， 而里面的玉

质则呈明黄色，也就是说红沁、黄沁全

有了；玉质也比较细腻，雕工还不错，

虽然只是一个佛挂件， 但在挂件里也

算是比较大个的了。老板开价

3

万元，

玉友砍到

18000

元便再也砍不动了。

一咬牙，成交！

几天后， 一位刚从苏州回来的玉

友说， 最近苏州市场上出现了好多红

沁雕件， 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十几万几

十万高高在上地开价， 而是几千就能

成交，不少玉友都参与了“抢购行动”，

其中不乏老玩家。后来送检才知道，所

谓红沁、 黄沁不过是奸商最近推出的

一款“新产品”：将深色的和田玉籽料

雕好后再用新技术染色， 染好后的效

果跟真实的天然红沁几无二致， 除非

用专业仪器检测， 否则还真可能看不

出来。 几天前买到红沁

+

黄沁挂件的

那位玉友也有些担心，赶紧送检。看着

鉴定证书上“人工染色”几个大字，自

以为捡漏的玉友唯有苦笑了。

人造戈壁料

戈壁料的地位在和田玉四大产状

（籽料、山流水、戈壁料、山料）中与山

流水大致相当， 玉质也介于山料与籽

料之间，价格自然也在二者之间浮动，

并且更靠近籽料一些。

正因为如此，造假者也在这方面

动起了歪脑筋。 他们将山料或籽料的

边角料大致滚磨后， 再分别用粗砂、

细砂进行喷砂打出凹坑，以求达到戈

壁滩上风沙塑就的效果。 尤其是用俄

罗斯碧玉制成的“戈壁碧玉”，因为比

和田碧玉的绿度更好， 透明度也稍

高，一些有着翡翠情结的消费者很自

然地成了主要买家。 但人工毕竟不是

天工，几小时的人为打磨喷砂即使再

逼真，又如何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

提并论？ 只要从料子的外观是否自然

流畅、表皮的凹凸是否太均匀且有人

为打磨、喷砂的痕迹，以及戈壁滩是

否有此类色泽、玉质的料子等方面综

合判断，还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点皮高手年入百万

点皮， 顾名思义就是在雕件上做

一点点皮，并且这点皮就像古人“点绛

唇”一样，确实是点上去的。

现如今籽料越来越稀缺， 不少玩

家却又非籽料不买，一些“高手”便来

了个脑筋急转弯———用玉质不错的山

料点皮，当籽料卖不就

OK

了？

以一件白玉把件为例： 即使是玉

质好、 白度好、 雕工也好的 “三好学

生”，如果并不带皮，也就是没有籽料

的 “身份证”， 市场价很难超过

10

万

元。 而同样玉质、白度、雕工的籽料把

件就不一样了，卖个几十万没有问题，

遇到会卖的卖家或者对钱不那么在乎

的买家，上百万也不稀奇。一些商家会

在雕件完成后先送检， 获得一张权威

鉴定证书，然后再送去点皮美化，点皮

的地方自然不会是在鉴定证书上有图

片的那一面， 而是选择一个不是太显

眼， 并且从外形上看确实应该是皮的

地方动手，以达到逼真的效果。 据闻，

如今技艺高超的点皮 “大师” 所造之

“皮”极为逼真，不仅可以蒙骗普通消费

者，就连行内的“老鸟”也时常打眼，甚至

在获奖作品中也可以发现点皮玉件的踪

迹了。 以一件品质不错的雕件“点皮价”

5000

元估算，一个“点皮高手”年入百万

不成问题，多人参与、类似流水线运作的

“点皮家族”获利更丰。

其实不管怎么样， 本文所说的作假

仍然是在和田玉（即使产地非和田，至少

也主要是由透闪石构成的广义和田玉）

的基础之上，最多就是因为点皮、假黄沁

红沁或假戈壁料提升了销售价格， 性价

比很低而已， 相对于花大价钱买到跟真

东西几乎没有关系的赝品而言， 似乎又

算是很幸运的了。 至于完全以假玩意冒

充真和田玉， 甚至还附带有权威证书的

稀罕事，咱们以后慢慢说。

终于还是买了房

陈英

李强（化名）终究还是把房子给买了。 不论此后，房价是跌是涨，只要能让

一家老小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李强觉得这钱花得也算值了。

李强来深

12

年，已婚

5

年，此前从不关心楼市。 李强一毕业就来到深圳

福田一家银行工作，单位分的单身宿舍虽然是一室一厅的楼梯房，但胜在房

租便宜，租金不过千。 结婚后，李强和老婆两人住在

40

平方米的小公寓倒也

不嫌拥挤。 只是逢年过节、把父母接过来小住的时候，着实有点不方便。如今，

结婚数年，老婆也快

30

岁了，生孩子计划提到日程，房子问题自然变得迫切

起来。

老婆买房要求不高，就只有三条：

1

、想要住福田；

2

、房子面积要

100

平方

米以上；

3

、还要是新房。 可网上一搜，李强表示“吓尿了，就是把我俩卖了，也

换不了关内的一个厕所”。 说是夸张，可现实倒真是不堪重负。 老婆也算通情

达理，表示第一个条件可以改成关外，但必须离关内近。

夫妻俩平时基本不出关的，为了房子，开着小本田穿插在关外坂田和龙

华片区的新楼盘里。 相比关内动辄三四万的房价，李强竟然觉得单价两万很

可爱，尽管这个价格相对他们的存款仍然是“天价”。 转了一圈，李强锁定了

4

个楼盘，看中的都是三房、四房的大户型，面积在

110

平方米左右，总价约

250

万。算下来，首付三成七八十万，余下向银行贷款，月供万把块。这样的经济条

件，李强觉得他们勉强承受得起。 每个楼盘各有各的好，但都有一个特点：小

区内是欧洲，小区外是非洲。 李强感叹：深圳的关口虽然撤了好几年，可是楼

盘关内关外的品质真是相去甚远：关外的小区用地多，户型大，通透敞亮，小

区外观一个比一个赛江南，可是论质量，细节还是没法跟关内楼盘比，更别说

物业管理，入伙稍微有些年头的楼盘绿地经常被糟蹋得不忍直视。 可谁叫它

便宜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就在李强准备在这

4

个楼盘里选一个最合意的房子时，两件事让李强搁

浅了下单的行为。

有一次看盘回关内，车行至关口，又碰到了大塞车，本来

30

分钟的路却

用了

2

个小时。 李强不是没遇到过堵车，可在一个点上堵得一动也不动，其他

地方却能保持常态，这让李强烦躁不安。 李强默算了下这个堵车的概率：出关

十次，两次遇到大塞车，

20%

的概率如果发生在你的生活里，这是不是让人有

点崩溃？ 犹豫中，深圳来了一场暴雨，全深圳市

28

处水淹，就连大巴都被没顶

……这

28

处好像全在关外，而且其中有两处就在李强看中的楼盘不远处。 凉

了半截的心，加堵车阴影，再被这暴雨最后一击，李强和老婆一致认为放弃关

外，宁可买个小点的房子，也要住在配套设施齐全的关内。

紧接着楼市迷雾袭来，网上空军大举唱空楼市，让李强举棋不定，成天泡

在房产论坛里：看到空军的高人，觉得房价必跌；看到多军的神人，又觉得房

价可涨……在李强理不开头绪的时候，老婆怀孕了！ 李强不得不下定决心：买

房吧，不等了，甭管房价是跌是涨，用网上时髦的话说：自住的需求是刚得不

能再刚了。

李强重新盘算起自己现有的条件：“夫妻俩的存款虽然有个小

100

万，但

不能全买房了。 最好是拿

60

万付个首付，余下个十来万作为家庭应急钱。 按

照这样的预算，在福田可以买个两房，新房就不考虑了，最好直接买个拎包就

能入住的二手房，这样还省了十来万的装修费。 到时候夫妻俩一间，带孩子的

老人一间，应付到小孩上学。 那时候有钱再换个大的，没钱就只能心狠点让父

母先回老家，让小孩有个单间读书生活，房子的居住没问题了。 ”这么一想，李

强买房的方向突然就明确了很多。 回家和老婆一商量，妻子也认同面对现实。

接下来的买房倒简单得多，李强锁定了单位附近的几个小区房，找地产中

介看房子，谈价格，最终

190

万成交了一套两室一厅。 刷信用卡交付定金的时

候，李强想着将要离开那个蜗居了十来年的小公寓，马上要搬进

70

多平方米

的宽敞两房，接来父母，共同迎接未来的宝宝，他觉得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Treasure Hunt

寻宝

点皮高手的“杰作”（左）；真（右下）、假（右上）戈壁料 孔伟/摄

New Books新书推荐

炒股中的“大妈战术”

汤亚平

那是

2007

年的世纪大牛市还在

如火如荼展开的某个下午的

3

点，账

面上赚得盆满钵满的职业股民陈罡正

准备离开， 他跟一位在证券公司的客

户代表开玩笑说： 哪天扫地的大妈向

你咨询股票时，一定要告诉我，我坚决

清仓离场。可是，他没等来证券公司客

户代表的消息， 却等来一场如雪山崩

塌的大熊市。

2008

年底， 这个冬天有点冷。

A

股最低跌到

1664

点。当他亏得仿佛只

剩下底裤时， 一位穿着休闲的退休女

教师来营业部开户，人称“蔡大妈”。

蔡大妈把

7

万多元养老钱拿出

来炒股，又对炒股一窍不通，让久经

沙场的小陈很担忧。 他试着给蔡大妈

指导， 可大妈似乎不听别人推荐买

股。 到了中午吃免费午餐，蔡大妈因

没有登记， 工作人员没有给她盒饭。

小陈借口家里有事，便把盒饭让给了

蔡大妈。

蔡大妈是教物理的。当时，她感觉

稀土股属于稀缺资源， 国家对稀土一

直是总量控制的。于是，蔡大妈以

6.86

元价格买入了人生的第一只股票———

包钢稀土，没几天，该股股价最低跌到

了每股

5.66

元。 可她买入后一直抱

着，最终持股不到

1

年时间就涨了

10

多倍。 她套现资金达到

70

余万。

包钢稀土之后， 她又看准广晟有

色还涨得不多， 在

2010

年元旦前以

15.69

元价格买入

4000

股。春节后，该

股最低跌到

14.8

元， 她坚定持股

10

个月，股价涨了

6

倍。

股友们慢慢见识了蔡大妈， 还有

人后悔没有跟着买有色稀土股票。 蔡

大妈只是笑一笑：“我是证明老师退休

后还有‘剩余价值’。 ”

与很多老股民不同的是， 蔡大妈

不喜欢听别人的买股建议。“我最害怕

听股票讲座， 因为那会影响我的炒股

思路。 我只做自己熟悉的股票。 ”

一天， 一个证券公司的投资顾问

盘后分析时大喊： 股民朋友， 你看到

吗？能涨停的股票、能被散户发现的股

票、 敢在最危险的时候露头的股票都

是好股票

,

因为涨得越好的股市散户

越是不敢买，越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

蔡大妈在

QQ

群写道

:

这样想法

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没用的，涨得好的

股票跟的人更多， 很多都是口里骂手

里却留着股票，特别那些爱追涨的，死

得更快而已， 今天追明天大幅低开的

股票一大堆。

回想起来， 蔡大妈之所以取得一

定成功，首先是在

2008

年股票跌得没

人买的时候，她果断入市。“好惨啊，很

多股票都跌得没人要， 甚至一天交易的

人都非常少。 我喜欢在别人都不要的时

候去买股票，捡别人不要的。 然而，捡别

人不要的，也要挑自己熟悉的。 ”小陈知

道后，称之为“大妈战术”———捡别人不

要的，挑自己熟悉的。

有数据显示， 由于炒股多数赔钱，导

致股民老龄化趋势明显，

50

岁到

60

岁以

上的大叔大妈级股民持仓占比创下至少

7

年新高，而

40

岁以下股民占比连年萎缩。

而在基金领域，

80

后投资者也对股基不感

兴趣，股票基金在公募基金中的规模占比

一年间迅速由

39%

降至

25%

。有机构人士

担心，如果股市继续没有赚钱效应，穿梭

在证券市场中的散户恐怕只有 “大叔大

妈”们了。 据可靠消息，小陈离开了他多年

战斗过的地方，但蔡大妈还在。

� � � � � �

编者按：“中国大妈” 已经是一个专有

名词，它代表着一类人。

大妈比大爷退休早，她们年方 50岁左右，

手脚灵活，勤劳潇洒，干得欢，跑得动。 有点钱，

有点闲，旅点游，跳点舞，玩点股，炒点房，买点

金……中国大妈是最幸福的一群人。

“中国大妈” 也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一

个方面。 正在编写的新版牛津词典，DAMA

成专有名词，有望写进词典，专指“中国大

妈” 。 大妈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成为世界认

识中国的又一标杆。 敬请读者和我一起认识

中国大妈，听听她们的投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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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书简介：移动帝国日本正在悄然上演一场商业革命，互联网企业、电商、

移动运营商、银行、信用卡公司群雄并起，对于也在酝酿 O2O 变革的中国市

场有着深刻的启示。 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蓬勃发展，引发流通领域的激烈变

革，带来了一场席卷线上与线下的商业革命。

这是一场支付业的革命：支付正在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转为商业促销手段。

这是一场招揽顾客的革命：线上用户正在通过网络平台转向实体店消费。

这是一场大数据的革命：客户的消费数据正在从线下源源不断地流向线

上，为企业的商业变革提供了基础。 这是一场金融行业的革命：信用卡公司与

银行开始寻找与网络平台联合的机会。

这一切构成了 O2O 的时代图景，这是一个支付企业、运营商、互联网公

司、电商、信用卡公司争夺新兴行业霸主的时代。 乐天、亚马逊、雅虎日本、软

银各大巨头在这个时代粉墨登场。

本书作者全面向我们展现了日本 O2O 战国时代的商业格局， 对于也在

酝酿 O2O 变革的中国市场有着深刻的启示。

1

张常春/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