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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钱拼运气 慢钱拼格局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快钱好还是慢钱好？ 挣快钱容易

还是挣慢钱容易？张爱玲说“出名要趁

早”，好多人也说“赚钱要趁早”。 但有

一句话说“欲速则不达”，而且从实践

中来看，确实快钱太难赚了，好比在股

票市场， 多少人为了赚快钱、 抓涨停

板， 频繁倒腾， 最后把本金也倒腾没

了。 很多时候，如果有赚慢钱的心态，

可能赚钱的速度反而会快一些。

快钱不好赚

快钱看似好赚， 实际上暗礁丛生、

险象环生，甚至有些人为了赚快钱将道

德底线弃之不顾，最终干出伤天害理的

事情，面临牢狱之灾或有性命之虞。 在

股票市场上， 多少投资者为了赚快钱，

“擒拿”涨停板，听消息、搞内幕交易，最

后要么短线交易频繁，顶多只能赚点小

钱；要么因为内幕交易东窗事发，一朝

回到解放前。 股票市场已经一再证明，

冲着赚快钱来的投资者，最后不仅慢钱

也赚不到，大部分还会亏本。 即便是在

牛市，题材概念股满天飞，有的投资者

看着手上的股票涨个七八个点都不爽，

然后卖掉去追所谓的涨停板，到头来一

轮牛市下来，别人守得住的投资者赚得

盆满钵满， 频繁还手的投资者获利甚

少。 听消息炒股票的，即便前面十次赚

钱了， 只要你还继续呆在这个市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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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让你亏个精光。 而搞内幕

交易的，一旦东窗事发，则会锒铛入狱，

不会有好下场。

拿做企业来说， 一些企业为了赚

快钱，不顾消费者生命安全，伪劣产品

流入市场，侵害消费者利益。无论是乳

业的三聚氰胺、白酒的塑化剂，还是假

疫苗， 都是为了赚快钱置道德底线和

起码的商业伦理于不顾，但事实上，这

些企业虽然暂时赚到了快钱， 最终丑

恶的勾当被揭露出来， 不仅赚的快钱

灰飞烟灭， 还会因为缺乏起码的诚信

把企业带入万劫不复之地。

从人性固有的弱点来说，谁都希望

赚快钱，赌博有可能赚快钱、买彩票有

可能赚快钱、 搞内幕交易有可能赚快

钱、 生产假冒伪劣的产品有可能赚快

钱，这些快钱赚起来确实很“爽”：不用

付出艰辛的劳动，不用讲诚信，甚至不

用付出任何成本。比如有的人买彩票一

下子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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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抵得上奋斗一辈子。

这种快钱，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也趋之

若鹜， 买彩票的人永远都是前赴后继，

搞内幕交易的屡禁不止， 但问题是，买

彩票中大奖的这种“盈利模式”可以复

制吗？ 显然是不可以的。 这种中大奖的

概率，估计也就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

一。 而在股市上搞内幕交易，一旦被发

现就要上升到刑事处罚的程度。这些快

钱看起来好赚， 让无数人铤而走险，但

实际上是要人命的罂粟花。

慢钱靠格局

在股票市场上， 太多的人奋力挣

扎在赚快钱的路上， 最终发现快钱不

仅没赚到， 慢钱也没赚到， 还亏了老

本，怎么办？ 部分投资者开始反思，不

断纠正以往近乎赌博的投资方式，转

向价值投资，开始注重企业的基本面，

戒掉自己听消息的恶习， 肯花时间静

下心来研究公司， 尽管这种学习的过

程是痛苦和枯燥的，但时间一长，这些

投资者终有所获， 开始戒掉短线频繁

交易的习惯，注重投资的性价比，慢慢

地股票账户开始了保值增值。 投资者

那颗焦躁不安的心，也开始沉稳、平静

下来。

很多时候，投资者的心平静下来，

才开始真正有可能走上赚钱的道路。

这个时候， 投资者不在意的快钱还是

慢钱，甚至在投资者眼里，“钱”这个字

眼都是第二位的。 投资者更加注重的

是投资性价比、安全边际，对企业了解

的够不够透彻， 当这些功夫都做好之

后，赚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时

候， 慢钱与快钱已经失去了严格的区

分和界限，比如在一轮大牛市里，成熟

的投资者会集中持有少数优质股票，

很可能一两年后持仓市值就翻个几

番，这到底是快钱还是慢钱？从金额来

说，可能是非常快的钱。但从投资者的

本意来讲， 出发点是抱着赚慢钱的态

度，但实际收获了快钱。 在实业界，那

些诚信经营， 把企业的品牌和消费者

的利益看得比天还重的经营者， 最终

把企业做大做强， 成为这个时代引领

商业潮流的企业家。

“快钱”与“慢钱”之间虽然一字之

差，但最后比拼的是格局，是人品和价

值观。 价值观才是一个企业真正最大

最宽的护城河， 也是一个人最根本的

核心竞争力。

投资赚钱的快与慢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在快钱和慢钱之间选一种，相信大多数

人会选择前者吧。 毕竟，能赚快钱谁还会安

于赚慢钱呢？ 贪心点来讲，快钱和慢钱我们

都很需要。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慢

钱就像是累积微利的稳扎稳打，快钱就好似

极速爆发的百米冲刺。 漫长的路途，靠点滴

积累不免觉得难挨，但也绝不能寄希望于一

次冲刺。 无论快钱慢钱，终究都是要跑一场

马拉松的。

作为一个世俗的人而言， 短期的快钱还

是要挣的。 别的不说，如果背负了房贷车贷，

首先每个月都得先考虑把贷款还了。 眼前的

经济压力不解决好， 反过来会影响赚慢钱的

信心。 能到手的快钱至少能给重压之下的都

市生活一丝成就感。 不过，快钱带来的快感，

来得快也去得快。笔者身边一个朋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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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接触虚拟货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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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价格买入。

期间， 他所投资的虚拟货币经历了多轮暴涨

暴跌。最高的时候涨到近百万元，但在去年底

经历了一场大跌后，他不仅获利归零，本金也

都赔进去了， 好在他本身投入的本金并不算

太多。 每次谈到这些经历，这位朋友都感慨，

炒币赌性太重，想赚快钱但是很难抽身。

快钱暴露的是人性的弱点， 习惯了赚快

钱，谁还愿意安安心心赚慢钱。就像那些炒房

客，靠每月收租就能轻松赚钱，也就很难静下

心来去赚工资了。还有很多散户，不惜辞职专

门在家炒股。成功的职业股民也是有的，但辞

职炒股后不能持续盈利的股民应该更多。 这

些股民往往是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 却不知

一时的成功操作也可能孕育着更大的风险。

投资领域有一个规律， 资金常常是从交

易活跃的投资者流向那些有巨大耐心的投资

者。频繁热衷短期交易的投资者，通常不会用

大量资金博弈，这样容易赚快钱、赚小钱，但

由于盈亏同源，赔钱的速度也会很快。而那些

有巨大耐心的投资者， 他们往往在标的低估

的时候买入，并敢于重仓，是否能赚快钱不是

优先考虑，他们等待的是投资价值的重估。笔

者曾参加过一场股东大会， 参会股民大多头

发花白， 有一位老者甚至持有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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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交流环节，其中一位股民还劝诫笔者，将手里

的十几只股票换成两三只长期持有就足够

了。投资方式当然很难说对或错，但投资者的

心态确乎能影响投资每一步。

在赚了快钱之后， 我们人生中更重要的

功课是学会赚慢钱。正如巴菲特曾经说过的：

慢慢地变得富有是容易的， 但迅速变富则并

不容易。生命是一场持久战，就算赚了第一桶

金也还得知道怎么用钱生钱。 通过自身努力

工作或者充电，从而实现升职加薪，这也是慢

钱，也是大多数人可以企及和规划的路线。暴

富的机会不常有，提升自我价值，获得资产增

值或许才是靠谱的出路。

此外，慢钱指的是长期投资，围绕着人的

生命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 其中包括养老医

疗投资、教育投资、长期保值增值投资、家族

财富传承等。 所以，在没有快钱可赚时，除了

不断提高自己， 还可以拿出一部分钱买点医

疗保险之类的，避免意外风险。剩下的钱则可

以做一些相对稳健的投资。

慢钱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投资理念，追求

的是价值投资，看重标的的内在价值，而非

投资炒作。 进一步来讲，慢钱还是资本市场

的稳定器， 带来长期资金包括养老基金等。

比如最近一些基金公司推出的长期养老基

金等，也是为了避免投机和追涨杀跌带来的

市场波动。

马拉松需要稳步积累也得注意拼抢速

度。我们既需要从快钱中迅速汲取财富，也需

要从慢钱中孕育力量。 说到底， 无论快钱慢

钱，能赚到手的都是钱。能赚快钱时就迎头赶

上，见好就收，该赚慢钱时也要能沉得住气，

相信来日方长，细水能长流。

没有人不想获

得赚钱的方法，更

不用说赚快钱的方

法。 即使信奉“慢

就是快” 的投资者

或许也不例外。 你

是如何看待快钱和

慢钱？

“光速” 赚钱的三个要件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谁没想过一夜暴富？ 谁没想过

飞来横财？ 谁没做过天上掉馅饼的

梦？谁没想过买彩票中大奖？可事实

无情地告诉我们，天上掉下的，往往

不是馅饼，而是陷阱；天外飞来的，

不一定是横财，也很可能是横祸。撞

大运的情况少之又少， 甚至绝大多

数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

所以，面对现实的人们，不会再

把财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运气”

上，而是脚踏实地地赚钱。 然而，赚

钱速度也有不同。 没有人不想获得

赚钱的方法， 更不用提赚快钱的方

法。 但是，又有很多人认为，所谓赚

块钱的方法都不靠谱。 究竟有没有

赚快钱的方法？我认为是有的。我所

指的“赚快钱”，不包括买彩票这类

靠运气赚钱的情况， 而是真正的通

过合法途径、 正规方式方法或业务

模式来赚钱。

举个例子， 当前市场中热议

的“拼多多”，公司成立三年时间

就赴美上市， 创始人黄峥瞬间跻

身富豪榜前列。 有人对此嗤之以

鼻， 有人认为拼多多就是一个卖

“山寨货”的网站。 而无论如何，这

一赚钱速度的确令人咋舌。 再如

前段时间名声大噪的摩拜单车创

始人胡玮炜， 卖掉摩拜成功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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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这赚钱的速度更是巾帼不

让须眉。 再往远一点举例，譬如当

前风光无限的几大互联网巨头的

发家过程，与其当前的身价相比，

其赚钱速度也堪称“光速”。 由此

可见， 通过正当途径赚块钱是可

能的，并非空中楼阁。

总体来看，所有赚快钱的方式，

往往具备几个特点：第一，借势，与

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发

展阶段相配合， 借助当时社会的发

展趋势赚钱；第二，需求，这些产品

或盈利模式往往都填补了当时社会

中某一部分群体的社会生活需求；

第三，阶段性，所有产品或者盈利模

式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周期， 没有任

何一种赚钱的方式可以保证永远财源

滚滚。

先说借势，套用一句老话：站在风

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互联网的兴起，

使得百度、阿里、腾讯这些最早进入的

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 并成为行业主

宰；中国近几年快递行业的迅速发展，

造就了如顺丰、 中通等一大批快递业

巨头， 也是借助了互联网行业发展所

带动的网上购物行业。又如，房价的火

爆使许多炒房者赚得盆满钵满， 尽管

炒房这一行为并不值得提倡， 但这的

确也是国家住房制度改革后，“站上风

口”的一个典型，不仅如此，诸如链家

等以房产中介起家的公司也是大赚一

票。由此可见，“借势”使赚快钱变得更

加可能。

再说需求，就是所推出的产品或

采用的商业模式，恰好满足了社会某

一部分人群的切身需求。 如最早

QQ

聊天，后来的微博，和现在的微信，无

一不是满足了当时人们沟通和表达

自我的需求。 印象很深的是，前几天

看到一则网上报道，某家创业公司老

板让员工去采购办公用品，员工在拼

多多上仅花了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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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采购

齐了所有商品，圆满完成任务。 尽管

诟病不少，但不可否认，拼多多的出

现，满足了许多中低收入人群的物质

生活需求，这也正是许多创业公司所

需要的。 再如共享单车的出现，也恰

恰满足了大城市中人们短距离出行

的交通工具需求，节省时间，绿色环

保； 而现阶段出现的长租公寓模式，

又是满足了当前高房价情况下社会

中的租房需求。

最后也要注意阶段性， 任何商

品或商业模式都有阶段性， 过了这

个阶段，别说赚快钱，连能否赚钱都

是问题。 譬如伴随互联网发展而来

的智能手机的兴起， 火爆的时候许

多人的手机一年换几次， 这也使得

苹果、三星、华为、小米等等许多手

机品牌在短短几年获得巨额收益。

而时至今日， 智能手机市场已经从

迅速扩张、跑马圈地的阶段进入稳定

期，市场不再有大幅度的增长，各手

机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基本稳定。再如

前几年风靡一时的微博，现在也不再

像前几年那样收到追捧。而老牌互联

网巨头在专注原有产品和模式的同

时，也在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向上

下游产业，以及新型产业扩张。 因为

再好的盈利模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终究会变

成明日黄花。

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市

场需求，符合市场规律，能够提升社会

价值、 增加社会福祉的产品或者商业

模式，使得赚钱、赚快钱成为可能。 由

此推及资本市场中的股票投资， 究竟

买什么样的股票能实现赚块钱的目

的？答案也不难获得：在市场行情好的

前提下，购买处于朝阳行业、盈利状况

和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股票， 投资这

些能够“赚快钱”的公司，并从中获取

投资收益， 并在行业达到成熟的时候

及时退出，方可实现目的。

投资需要耐心

别奢望一夜暴富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随着国内

P2P

、 数字货币等泡沫一个

个破灭，一些原本想着“一夜暴富”、赚快钱

的投资人也开始趋向理性，认清现实。

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巴菲特、

彼得·林奇，为什么最后能获得良好回报的

却是少数？ 总结过往大师们的经验不难发

现， 有几点关键因素是优秀的投资者必须

具备的：勤奋、能力以及耐心。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再有天赋和

能力的人，缺乏勤奋，不能做到与时俱进，

也终将被他人所超越，为时代所淘汰，勤奋

却往往能让投资者先人一步地去发现机

会、规避风险。 “勤奋”这一优秀品格在彼

得·林奇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他执掌的

麦哲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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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资产增长

27

倍， 创造

了共同基金历史上的财富神话。 很多人往

往看到表面的成功， 忽略了他在担任基金

经理期间，每个月要走访

40

家到

50

家，一

年下来就是五六百家。 彼得·林奇

1982

年

在回答电视台主持人什么是他 “成功的秘

密” 时说：“我每年要访问

200

家以上的公

司和阅读

700

份年度报告”。 在

1985

年

9

月中旬的一次国际调研活动中，彼得·林奇

花了

3

周时间调研了

23

家上市公司，收获

颇大。 他在瑞典去了该国最大的公司沃尔

沃， 而瑞典惟一的一个研究沃尔沃汽车的

分析员竟然没有去过该公司。

其次是耐心，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成

功的投资需要时间和耐心。 即使付出再大

的努力，有再高的天才，有些事情没有时间

是不会发生的。 其实中国也有句古话，叫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好公司也不是一天成长起来的，机会有

时候就在你身边， 但你需要做的是有足够

的耐心，不要让他溜走。 譬如很多人说，中

国的

A

股市场没有长期投资价值，十年指

数又回到了原点，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因为

就算市场不尽如人意，

A

股市场还是诞生

出了在最近四年就录得近十倍涨幅的贵州

茅台、

2004

年以来上涨近百倍的云南白药

等一大批好公司、好股票。 长期以来，这些

好股票可能超过九成的时间都在趴着、震

荡，真正上涨只有那

5%-10%

的时间。这对

持有者的耐心无疑是极大的考验， 但如果

选对了，结果往往也证明了“慢就是快”这

句投资格言。

笔者不建议投资者盲目去遵循“价值投

资”、“长期投资”，因为一旦个人的能力和勤

奋中缺了一样，那么即便有了“耐心”，其结

果的不确定性是极大的，因为你抱着的可能

是下一个长生生物，又或者是博元投资？ 这

样盲目一路走到底的长期投资带来的结果

却是毁灭性的。 所以，耐心必须建立在正确

的投资理念、专业的投资水平之上的。

投资是反人性的， 要学会及时发现和

承认自身的错误、 盈利的时候不能得意忘

形、 亏损的时候亦不能因为消极的心态而

影响研判等。 但往往很多投资人难以做到

内心的平静，抱着浮躁的心态，今天投进去

明天就想挣钱，又缺乏必要的风控手段，最

终成为了各类投资市场的“韭菜”。

客观说，指望在短时间内靠所谓的“投

资” 来一夜暴富早已不是投资范畴， 而是

“投机”，鲜有的成功案例或十年一遇，所以

在做投机之前， 投资者先得掂量下自身跟

索罗斯们的专业能力差距几何？ 不然与赌

博又有何异？

官兵/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