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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玉料

孔伟

开斋节过完了， 古玩城总算来了

几个新疆玉商。料子虽不咋地，却也聊

胜于无，一时间淘宝者众。

在标价

50

元一件的堆货里，我淘

到一小块白玉底的青花小籽， 估计也

就

10

克左右，胜在底子白度好，一端

却又是漆黑的墨色，

50

元算是个小

漏。 旁边一位玉友看见了，一再求让。

这样东西怎能轻易让人？ 但有不好拒

绝，只好用“还没付钱呢，买单以后再

说”搪塞过去。

谁料这家伙就此黏上了， 不仅一

直亦步亦趋地跟着，还不停地加价，从

60

到

80

再到

100

， 最后加到了

150

元。 半小时之内获利

200%

，得，走你！

和田玉从山里开采出来 （山料）、

玉龙喀什河上下游捞出来 （分别为山

流水和籽料）、 戈壁滩上捡来 （戈壁

料），汇聚到市场里，便开始了作为玉

料的旅程。一般而言玉料的去向有三：

大多数料子因为太过普通， 或者有不

少瑕疵，难以制作玉器，只能以标本的

形式流通于初学者或对料子要求不高

的小玩家之间； 极少数堪称完美的玉

料则被列为收藏级，不仅价格高昂，而

且如今拥有者一般都遵循“好玉不雕”

的原则，只珍藏原石而不事雕琢；介于

前两者之间的玉料虽有一定的量，但

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 有的瑕疵在没

有切开或雕琢之前还很难发现， 这些

料子就是行内所称的“做料”，也就是

玉器加工的主要原材料。

虽然人们一说起和田玉总有种高大

上的感觉，实际上，大多数的和田玉是以

色深、形差、棉多、僵多、裂多的状况存在

的，有人因此将此类料子称为垃圾料。在

古玩城，就有专门售卖此类料子的玉商，

一般进货量均以麻袋为单位， 销售时在

摊位上铺上厚厚的一堆， 重量可达数百

公斤，以供爱玉者“淘宝”。 实际上，此类

料子从河里出来后，已经经过多轮挑选，

稍好一些的早就被“请”出去了，其价值

大都只能体现在不识玉的人借此入门，

或者刚入门者逐渐认识提高方面， 又或

者是一大块料子中仅极少的地方可资利

用，以加工小玉件。

顶级料子十分罕见， 并且早已被

实力雄厚的大收藏家捷足先登了。 最

让人头疼的是这些人“不差钱”，大多

数情况下不愿意转让， 即使偶有交流

也仅限于“圈子”之内，极少进入市场

流通。 由于这些年来采玉人早已溯玉

龙喀什河而上， 几乎将河里的籽料甚

至山流水摸了个干净， 每年秋季随河

水而下的新料少得可怜， 再加上一些

大玉商一到季节就亲临河边坐镇收

玉，以他们跟采玉人的关系，即使有好

料子也很难落入旁人手中， 这就更加

剧了顶级玉料供求关系的紧张， 推动

高档料子价格一路虚涨。

做料还是有一些的，虽然这些年来

档次逐渐下降， 并且价格也涨势不菲，

但毕竟还有得买、有得做，因此成为玉

商和玩家们共同追逐的最重要目标。

要说起来， 做料关键在于要能够

做，也就是能够顺利加工成件。但现在

作假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一区域内，最

典型的就是山料滚染冒充籽料， 或者

将已经切开见到内部糟糕状况的料子

进行打磨，并在玉质稍好的地方开窗，

染色后再将窗口上的染料磨掉， 露出

迷惑人的“好肉”，以蒙骗消费者。我就

切过一块数十公斤的料子， 里面全是

纵横交错的绺裂和几乎无处不在的

棉、僵，最后在师傅精心抠取之下总算

勉强加工出一副圆珠手链， 因为不得

不“顺带”一些瑕疵，价值并不高。

即使得到比较好的做料， 也还存

在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现如

今加工费贵得惊人。从苏州、上海各大

玉雕名家工作室的报价来看， 即使是

二三线名家工作室（非名家亲雕）的雕刻

费用也在

300

元

/

克以上，一线名家工作

室的报价往往每克过千， 而且是以雕刻

前的原料计重！正因为如此，一些玩家得

到较好的做料后也不一定送去加工，而

是直接将其 “递补” 进收藏级料子的行

列， 以期实现保值增值。 事实也确实如

此———这些年和田玉籽料原石的价格涨

幅远超成品，也就是说，你要是得到一块

还不错的原石，啥事不干，只需放着，几

年后其升值幅度肯定远大于雕成玉器后

的涨幅。 除非是一块瑕疵十分明显的料

子， 而师傅恰恰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

高手，很好地将瑕疵点化为亮点，并因此

导致玉件大幅升值。

菁英时代陈宏超：

从“新”出发 A股迎超级慢牛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财苑私募系列访谈”第三期，我们迎来的嘉宾是深圳菁英时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宏超。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偏暖的宏观数据或预示中国经济“软着陆” ，您如

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

陈宏超：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转型是大势所趋。 今天的中国正处

在一个“阵痛期

+

培育期”双重叠加的特殊时段，在这个过渡期，我们要坚定

地告别旧经济，拥抱新经济。

在实业领域，过去依赖的是“铁公基”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包括

钢铁、煤炭、地产、基建等以投资驱动为主的领域从供应短缺发展到今天的

产能严重过剩，以往粗放型的旧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低廉的人力成本、资

源成本等都将成为过去式。 未来，传统企业会让位于新兴企业，以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效率提升为标志的新经济将成为一种常态，它们拥有广阔的市场

需求、不断创新的产品供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

然而，转型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经济出现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现象是

正常的。 我们看到，政府宁可容忍经济下台阶，也要完成经济主力的重塑，

恰恰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未来的经济具有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和新的发

展空间。

证券时报记者： 经济企稳带动市场悲观预期转向， 大盘也迎来连续反

弹，您对 A 股是否有信心？

陈宏超：当下，我们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将走向强国复兴

的道路，资本市场无疑将成为最大的亮点。 过去，我们常常感叹中国股市熊

长牛短，但从现在起，

A

股将掀开崭新的篇章，迎来一个牛长熊短的超级慢

牛行情。 这就类似美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型成功后出现

10

年或

20

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震荡上升趋势，普通大众都可以从资本市场中不断受惠。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

80

年代初期美国雄踞前列的大企业，到后来几乎

都看不到身影。 而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甚至无人知晓的企业则逐渐占据榜

首。 这也提醒我们，转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既有改革者，也有被改

革者，慎重选择尤为重要，只有顺大势而为的行业和公司才会表现优异。

在此背景下，贯穿未来的投资机会就是一个字：新！

未来的投资世界，一半光明，一半黑暗。 以往一旦经济好转，股市就会鸡

犬升天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只有站在“新”的方向思考未来，拥抱新经济、新

消费、新兴产业等，增长潜力才能无限。

因此，如若我们固守传统，甚至是固守在被改革、被颠覆的行业或企业

里，那么就可能会成为新发展阶段的淘汰者。 如何把握改革与颠覆的机会，

回避被改革和被颠覆的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此外，随着注册制

及退市制度的完善，一批无实质业绩的伪成长股将面临大浪淘沙的尴尬，这

也是不可忽视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 A 股的反弹主要由低价蓝筹股引领，这是否预示蓝

筹股的春天来了？

陈宏超：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由于近期的定向量化宽松、中央政府对某些领域的投资、以及投资者对

沪港通的预期，使得低价蓝筹股有很好的表现。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此

之前，大家对经济过度悲观，而这种心态也充分反映在了蓝筹股极低的股价

上。 现在，对经济政策的预期以及已经表现出向好的指标修正了大家之前的

过度悲观，因此，蓝筹股整体上出现较强的反弹是很正常的，这是价值回归

的体现。

但是，如果这些蓝筹股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且未来发展空间较小，

那么这类个股经过修整后就不会持续有很好的表现，除非在未来改革当中，

它们可以通过并购、激励、转型等手段实现新的突破。

总之，旧经济模式公司未来偶尔会有脉冲式的行情，但也仅限于估值修

复；新经济模式公司在未来才是资本市场的主角。

证券时报记者：那么投资者该如何筛选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

陈宏超：在筛选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时，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看行

业是否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二是看行业是否会面临被颠覆的可能性。

我们长期看好医疗、科技、新消费等行业的投资机会。

以美国的转型经验来看，美国转型期（

1980

至

2000

年间）涨幅超过

100

倍的公司共有

17

家，这

17

家公司全部来自于消费、科技行业。

首先，未来确定性最强的行业就是医疗大健康。 中国未来会进入到老龄

化阶段，并且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政策的前期铺垫，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

一领域。 可以说， 医疗大健康这个行业是未来主流财富群体的主流消费方

向。 目前，中国健康服务业年产值仅占

GDP

的

5%

左右，而美国该项数据在

2009

年就已达到

17.6%

，这也意味着我们上升的空间还很大。 如果其中的企

业能够在此阶段顺应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实现快速成长不是梦。

TMT

也是未来前景非常好的行业。 由于这个行业本身具有“创新”的基

因，不断创造使人类生活更便捷、更舒适的需求，也使得其中的企业成为超

级明星的几率大增。

另外， “新消费”行业也值得关注。 消费领域在与时俱进，尤其是

80

后、

90

后崛起所引领的改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具有投资价值，比如那

些产能过剩的消费领域很难再实现比较大的增长， 但是那些顺应新生代需

求的消费领域未来将存在很大机会。

还有，随着公众对环境提升需求的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的创新进步，

环保行业必定会有新的拓展。

当然，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是预测不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可以带来新

的创新、新的技术、新的

应用，可以创造出新的需

求的新兴产业都是具有

重大投资价值的行业。

Treasure Hunt

寻宝

黑白极分明的高档墨玉籽料（左）；墨玉做料（右上）与雕琢成件的墨玉双鱼。 孔伟/摄

老两口“吵” 股没个完

汤亚平

两口子吵嘴很平常 ， 两口子

“吵”股却不多见，而“吵”股从小两

口吵到老两口，更是凤毛麟角。 这个

凤毛麟角的故事就发生在深圳。

32

年前，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

毕业生寒冰和金雷， 从相识相恋到结

婚。 在内地“窝”了

10

年，

1992

年带着

刚上小学的女儿闯深圳。 他们和当年

许多深圳的家庭一样， 有一个问题总

绕不开：炒股还是不炒股？

寒大妈回忆说， 那时小两口年

轻气盛， 为了炒股还是不炒股的问

题，吵得不可开交。 可以说，“吵”股

成了炒股的代名词。

当时的寒冰旗帜鲜明：炒股，还

是一辈子不炒股？ 这是现代经济社

会中摆在每一个公民面前的 “大是

大非”问题。 这么多人都加入了炒股

大军，还有大批正准备加入的，这足

以证明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 “大是

大非”问题，为什么不能面对？

“我这辈子不玩股，未必就不活

了。 撇开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说，一

旦股市暴跌，大家都亏损累累，我们

这个家折腾不起！ ” 金雷一根筋地

反对。

可寒冰心意已决，她学着小平

同志的四川话终止了这场争论 ：

股票这东西嘛，允许看，但要坚决

地试。

寒大妈至今仍记得当年赢得胜

利那份自豪感。 她说，试想在

20

年

前，有几个人认识到电脑、炒股、开

私车在个人生活中的位置？ 而如今

如果不会用电脑，不会炒股，不会开

车，就成了“现代盲”，被时代所淘

汰。

可是， 要不要炒股的争论刚刚

结束，夫妻俩又为“投资还是投机”

争得面红耳赤。 一天，学经济的金雷

拿出一份年度数据说，

2000

年中国

股票市场全部上市公司只有

800

亿

元的利润， 其中还包括分红

100

亿

元， 而投资者缴印花税和给证券公

司的佣金就已达

900

亿。 总利润还

抵不上印花税和证券公司的手续

费。 由此看来，股民获利的惟一途径

就是利用股价的涨跌从中获利。 所

以， 所谓股票投资明显地属于投机

性行为。

寒冰则反驳说，什么叫“投机”？

什么叫“投资”？ 根据韦伯词典的解

释，“投机”指的是“购买股票、商品、

土地等， 以从预期的价格涨跌中获

利”，牛津词典对“投资”的解释则

是，在某一事物上花钱或花力气，得

到利润和回报，在现在的用法中，尤

其指购买房地产、 股票等以获取利

息、红利和利润。 这里利润当然包括

股票价格涨跌中赚取差价。 从上述

定义可以看出， 投机也是投资的一

部分。

这次争吵很难说谁占上风，因

为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来到特区

后，夫妻俩开阔了眼界，美好生活的

样板在他们面前层出不穷。

经过几年在股市摸爬滚打，寒

大妈发现买龙头股赚钱的概率大。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譬

如：

1996

年的超级龙头深发展、

1997

年老牌家电龙头四川长虹、

2OOO

年

网络股龙头上海梅林。 据此，她精心

制定了符合自己操作习惯的 “狙击

龙头”策略。

对此，金大爷不以为然。 他认为

龙头股启动快、 涨幅高并且盘中几

乎没有调整， 所以很难捕捉到，而

追高买龙头股风险很大，反而投资

龙头品种所在板块中还没明显上

涨的股票才是上策。 然而，寒大妈

认为那些龙头股的跟风品种来得

快、去得更快，更加不好把握。 她多

年来坚持执行“龙头策略”，取得了

不错的战绩。 久而久之，金大爷不

得不心服口服。

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 女人必

须为丈夫和孩子提供稳定的基础，

让他们外出顺利， 但女人本身的生

活空间和时间却受到了很大限制。

对传统女性来说， 婚姻并不是她的

后援，而是她的人生。 寒冰深有感触

地说， 作为恢复高考后新一代中国

女性，与丈夫携手创业，共同持家，

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金大爷透露， 他的父母一直很

相爱，好像从来没吵过架。 母亲是百

依百顺的全职家庭主妇， 她的生命围

绕着丈夫的生命而存在。 父亲主宰一

切，偶尔也发生家暴，但母亲似乎很满

足。 “而我喜欢现在家庭这些争论，”金

大爷说，“没想到的是， 越争论我离股

市越近。 ”如今金大爷也退休了，成了

一个十足的股民， “吵”股更成了职

业。 诸如底部还是顶部， 假摔还是真

跌，反弹还是反转……吵得没完没了。

最有名的一次争吵， 据说发生在

2008

年

9

月，股指跌破

1800

点时。 寒

大妈认为接近底部了， 可以买些超跌

股博反弹。 而金大爷的“跟随趋势”策

略却持反对意见。 夫妻为此罕见地冷

战了一周。

2008

年

9

月他们买进中金黄金一

万股，买在低位，所以能安心持股，到

2009

年

7

月底才清仓卖出，获利不菲。

据寒大妈分析，当时金融危机，经济前

景不明朗，是容易发生大动荡的时期，

黄金现货立刻身价百倍，成为抢手货。

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乱世买黄金。 ”

多国央行增加黄金储备。 这是她先知

先觉地发现的先机。

在寒大妈的帮助下， 我看了金大

爷当时写下的 “反思”：“

2001

年

2245

点的大顶，我又逃过了，但却再一次栽

倒在

2004

年的

1783

点顶部， 由于对

2004

年的教训记忆犹新， 所以我对老

伴

2008

年底的抄底投了反对票。 现在

看来，

2008

年的判断失误，最终让我痛

定思痛，开始对‘跟随趋势’策略进行

反思和修正。 而

2009

年阴差阳错，因

为误入铁路股让我错失了低位建仓的

机会，失去低成本优势的我，只能以频

繁操作来避免被套在头部的命运。 这

样的被动局面，让我更加明白了‘跟随

趋势’ 策略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需要

改进的需要。 ”

寒大妈的“狙击龙头 ”策略与金

大爷的“跟随趋势”策略，都有良好的

业绩记录。 如今他们虽然都到了古稀

之年， 但心理年龄还是他们

22

岁的

股龄，爱争吵，怕冷清。 大爷开玩笑对

我说，夫妻俩除了一起睡着了，醒来

就开始“吵”股。 一旦哪天没有了吵

声，就宣告这两个“吵”股的老家伙完

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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