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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石佛寺

孔伟

秋高气爽时节， 最宜出行。 请好

假，买好机票，直奔有玉都之称的河南

省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而去。

上次探访石佛寺已是

2012

年初

秋的事了。两年多以后旧地重游，感觉

石佛寺本身的变化不大： 还是一副灰

头土脸的模样，街道仍然狭窄，土路同

样坑洼，被称为“垃圾窝”的玉市也依

旧热闹。 有较大变化的是之前的和田

玉原石市场已成为建筑工地， 市场整

体搬迁到了国际玉城南边， 稍长时间

没到石佛寺的人找起来恐怕不大方

便。 不过满街乱窜的电动三轮车夫熟

门熟路，只要乘客能够说出目的地，花

上

3～5

块钱，几分钟就能顺利抵达。

石佛寺的玉市很奇特， 少有全天

候交易的，多为大清早、上午、下午轮

流开放， 玉商们也就在几大市场间流

动经营。当地玉友介绍说，几大玉市分

属几个村的“辖区”，分时段开放主要

是为了平衡各村利益。

早早市：淘在睡眼惺忪中

早早市又叫早市，实际上并没有固

定的摊位，而是玉商相对集中的沿街摆

卖。 以目前天亮的时间计，

6

点过出门

比较合适，太早了好些摊贩货还没摆出

来，逛了也白逛；但也不能太晚，因为

8

点钟这些街边摊便会自动消失，再想淘

货只好移步上午经营的市场了。

由于起得比较早， 不少人都一副

睡眼惺忪的模样， 一边讨价还价一边

打哈欠成为常态。当地玉友告诉我，逛

早市不能走得太慢，因为道路两边都是

市场， 来回加起来至少有三四公里，还

不包括一些“旁支”的小巷，走慢了要逛

完整个早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尤其是看上喜欢的东西还得掏出手电

仔细审视一番，然后免不了跟老板讨价

还价，时间也就飞快地流逝了。当然了，

也不能逛得太快，否则自己心仪的东西

很可能就在不经意间被忽视了。

早市上的东西一般都不怎么上档

次，胜在价格低廉。 几天早市逛下来，还真

淘到几件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价格也不

过预期中的一半左右，可以说不虚此行。

上午市：瞌睡生意两不误

上午开市的市场不多， 也就垃圾

窝、钢架棚等两三个。 在这些市场里，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刚在早市上打过照

面的老板。 看来为了赚钱，商家们“换

防”的速度着实不慢。

只是近来生意比较淡， 加上早上起

得早，瞌睡虫趁机偷袭，一些老板干脆伏

在摊位上呼呼大睡———反正邻摊都是熟

悉的玉商，有顾客上门自然会唤醒自己，

没顾客则不妨将美梦做得更久一些。

10

点过，市场热闹起来，南腔北

调的讨价还价之声此起彼伏。 而一旦

到

11:30

左右， 不少摊主又开始收拾

东西准备走人了———要么转战下午市

场，要么回家吃饭、补瞌睡。

钢架棚在室内，每天都能按时开市；

垃圾窝则是露天市场，并且地势低洼，一

旦下雨必成泽国，玉商们只好自我放假。

不过“假期”只有半天，不少人吃过午饭又

会开赴下午开市的市场，等待顾客上门。

下午市：不开张开胡也行

新村、西棚、万玉等市场则是下午

开市，规模也比上午市更大，货品也比

较上档次， 适合开玉店而不是摆地摊

的玉商采购进货。

虽已是秋季， 但天气仍然比较炎

热，加上生意偏淡，常常见到玉商三五

邀约，聚在一起打起了麻将。据熟悉市

场的当地玉友介绍， 近来一两周甚至

一两个月不开张的老板不止一个两

个，但又不能不按点“上班”。 闲来无

事，一帮老朋友打打麻将，一来打发无

聊的时光，二来即使生意不开张，麻将

能开胡也不错。

也有生意不错的。到达石佛寺的第

二天下午，我就在西棚看见一个老板成交

了一单

25

万元的生意。 虽然刷卡时由于

移动

POS

机信号不好，折腾了好一阵子才

搞定，但从买卖双方都十分高兴的表情中

不难看出，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

国际玉城：别墅区代名词

坐落于石佛寺玉雕湾的国际玉

城，占地面积约

1300

亩，一水的仿古宫

殿式建筑，并且基本上是联排甚至独栋

的别墅结构， 最初的定位是专业玉器及工

艺品批发中心。 等到建成并且招商后才发

现，这里几乎无法吸引商家前来经营，人们

仍然愿意在原先的老市场里交易。“主要还

是个利益平衡问题。 都集中到国际玉城一

地交易了，其他村的市场、利益和经济发展

怎么办？ ”当地玉友又一次泄露了“天机”。

如今， 国际玉城不少商铺已经挂上

了招牌，有的还在店里摆上了货品，但别

说成交， 好些店整天连个顾客的人影也

没有。 当初买下商铺的老板也似乎并未

将其当做销售场地，毕竟楼上可以住人，

而且宽敞、安静，设施也不错，换句话说，

商家们买的压根就不是商铺，而是别墅，

国际玉城也因此成了别墅区的代名词。

虽然没生意，但房价却一涨再涨，从

2008

年建成之初的的每平米不到

4000

元， 到如今早已过万， 地段好一些的更

高。 “能不能靠卖玉赚钱不管，至少买了

房子的都赚翻了。 ”当地玉友调侃说。

在奔跑中调整队形

于久贺

6 月的北京骄阳似火， 银杏树

叶伸展着绿色的生命， 帝都的街道

上车水马龙，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刚在出版社签完写作合同， 回到家

中打理好行李，掏出手机，在屏幕上

滑了几下，操作了“嘀嘀打车” 。 十

几秒后， 的哥师傅的电话就打了进

来。我提着行李，迎着的哥师傅的笑

脸， 踏上了去首都机场的路———这

就是移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生活。

坐在出租车内， 看着车窗外的

景色快速地“飞过” ，我的脑海中浮

想联翩。 一年多的时间内， 电子商

务、移动电商、微信社交电商飞速发

展，跨界风云变幻万千，让人们无所

适从。时下，无论是移动互联网的从

业者，还是传统企业，都希望有一本

入门级、操作步骤清晰的“电商书”

出版。 我通过一年多的教学和咨询

积累了经验， 同时又对近期一些企

业在电商操作方面遇到的困难进行

思考整理， 萌发了想写一本关于微

信电商操作方面的书的想法， 真心

希望能为传统企业电商化转型提供

一套思路和操作方案。

因此就决心写一本以互联网思

维贯穿始终，能让读者入门、操作、

落地的手册。 让大家在这个资讯瞬

息万变、工具迭代辈出、商业机会蜂

拥而起的年代，能够快速地入门，顺

利落地自己的电商项目。 同时为创

业者和传统企业转型提供借鉴，为

中国的电商事业发展做一点事

情———为前行者添砖， 为后来者引

玉，为初学者导航。

这本书的基本写作思路是：集

众人之智、成众人之事。在民间感召

了 300 多位热心人士为本书提供案

例和写作框架， 大家一起把自己内

心的需求注入这本书中， 以用户为

中心，去中心化，重视用户体验，用

互联网思维来写这本书。 让大家互

动，体验，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

让大家以本书的写作过程为平台，

进行互动、体验、分享，在互动中体

验，分享，在分享中互动，体验，在体

验中分享，互动，循环往复，直至迭

代到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微信消息的提示音打断了我

的思路，拿出手机一看是杨福川副

总编发来的一条消息：“于老师，告

诉您一个好消息，微信推出了微信

小店功能，我们之前所担心的书名

和项目选择是否符合时代需求的

困惑已经可以解除了，通过微信推

出微信小店证明我们之前所预料

和选定的写作方向非常符合时代

前沿的要求，于老师加油，等待您

的好消息。 ”

前一段时间， 为了写这本电

子商务工具类的落地书， 我纠结

于以什么样的方向来展开。 先是

跟杨副总编进行沟通， 又跟广大

朋友进行沟通。 大家认为要写一

本电子商务方面的高大上的书，

但是本书如果是为了教那些即将

成为专业白领、高管的操作者，这

种写作思路是可以的， 但是面对

创业者或者传统企业转型的操作

者， 就应该是一本既非常前沿又

可以直接落地操作的书。

如今传统企业正处在向移动电

商转型的大潮中。 移动电商的市场

也初显张力，风云变幻莫测。 因此，

最后我们还是选定写“微信电商” 。

微信既打破了空间的距离， 又打破

了时间的距离； 既具备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的基因， 同时又是以社交

属性为方向的工具。所以，依附在它

上面所做的电商项目， 是今后人类

社会商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向。 因为它可以从底层解构原来的

企业框架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伴随着轰鸣声，几十吨重的飞机

被强大的动力推上了蓝天。 我心里感

慨道，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和得当的方

法，平时看似不能实现的事情都是可

以实现的。 传统企业要想向互联网化

转型和进行电商化建设就应该有强

大的动力并运用正确的方法，不断超

越自己，抛掉沉重的包袱，像飞机一

样插上翅膀直上蓝天。

透过飞机的舷窗俯瞰下面的大

地，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想起近一年

来，受各种组织机构的邀请，去参加

论坛、培训、企业咨询、政府项目对接

等，从中看出了商业主体和政府对电

商非常重视， 传统企业渴望转型、渴

望电商、渴望移动生活、渴望信息化，

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

改革开放以来， 老一辈的企业

家创造了当年的辉煌。然而，电商前

辈们（阿里、腾讯、百度等）仅仅用

了 15 年时间创造的市值就超过传

统企业家 30 年创造市值的几倍。 这

足以说明互联网在全球经济中已经

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和旺盛的生命

力。所以，传统企业转型真的是时不

我待，以往恐龙级的企业（比如柯

达 、诺基亚 、摩托罗拉等）纷纷倒

下， 各路新兴企业蜂拥而起各显神

通。近期出现的特斯拉汽车、苹果手

机、谷歌眼镜等产品让人炫目。在这

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各种培训、咨询

机构也纷纷呈现在人们面前， 各路

名师、大咖纷纷登台，都在希望为企

业做点事， 为这个时代贡献自己的

智慧与力量。

此次是去佳木斯下面的一个

县， 这个县是中国九十个智慧城市

试点县， 要建立一个智慧城市的产

业园区。 我拟定两天以后还要飞回

天津来参加一个移动互联网软件企

业的项目落成， 届时天津的市委书

记拟定要带领导班子参加此公司的

软件项目落成。 这也足以证明政府

对电商化建设、企业电商化转型，尤

其是在移动互联网、 移动电商方面

转型的支持， 力度之大真让我们从

事这方面研究与应用的专业人士感

觉到欣慰。

东北这个项目是要建立一个依

托在智慧城市框架下面的智慧产业

园区，其中的智慧城市？ 立体电商生

态圈的基础建设依托于仓储、电商平

台、物流和新媒体，旨在建立一个从

城市到乡村， 从大卖场到个体小店，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一个综合体。

让电商深深植入百姓的生活，用互联

网电商的概念重新梳理智慧城市电

商方面的基本结构框架。

政府搭平台， 企业建商业平台，

让百姓来创业， 政府得到惠民政绩，

企业得到经营业绩，百姓得到收入实

惠， 现如今智慧地球来到我们身边，

智慧城市走进我们的生活，微信电商

已经在我们的指尖上。

我希望本书能从多角度为您提

供微信类电商社交化、 去中心化、以

用户为中心、自组织方面最基本的知

识点，以求这本通过互联网思维打造

的书，能从趋势、背景、工具、应用，再

到商城建设、团队管理、产品、物流等

方面为您的企业助力。

今天的商业变革速度之快，今天

的工具应用迭代如此频繁，真让我们

应接不暇。我常说一句话，“今天商业

成功人士的梦想和目标，将取决于时

代的发展和竞争对手在努力做什

么” 。那么，对于即将创业的人和即将

转型的中、小、微企业，更应该倍加努

力来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常说

只有时代的企业， 没有成功的企业，

希望您在时代的大潮中跟上步伐，在

前进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式、 方法、

方向。

让我们一起在奔跑中调整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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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孪生的投资“姐妹花”

汤亚平

投资界把过度自信和过度悲观，

形容为一对极端情绪的“姐妹花”。 实

际采访中， 笔者确实遇到过这样一对

孪生老姐妹———“大毛”、“小毛”

(

童年

时的小名

)

。 如今，

60

后孪生姐妹俩都

成了股市的资深美女，大毛有个

80

后

女儿；小毛有个

80

后儿子。 可在投资

情绪上还是截然不同， 大毛对投资非

常自信，小毛对股市过度悲观。接受采

访时，她们都表示，孪生姐妹性格差异

是童年时代造成的。

在她们的记忆中，双胞胎小时候总

一样的打扮，外表越像大人们越觉得可

爱。 “当然，现在更过分啦，据说有一家

生了双胞胎，长得像就算了，原本一点

点不像的地方，还大把大把地花钱做整

容手术，变得更像。 ”小毛插上一句。

“那个年代，我们

16

岁左右，就总

因你分不清哪一个是她而生气。”大毛

接着说，为了彼此区别，姐妹俩通常选

择不同款的衣服，留不同的发型，甚至

刻意发展出不同的个性。 这也许就是

造成她们投资情绪走极端的根源。

她们从内地城市到深圳 “闯世

界”。刚开始，妹妹很自信，一门心思想

钓到一个金龟婿， 但是在遭遇数次失

败之后，小毛终于想明白了：与其让我

嫁给一个有钱人， 那还不如我自己成

为一个有钱人。于是，她广泛阅读股票

书籍，努力钻研股票理论，把自己

7

万

元积蓄拿出来炒股。

2008

年时， 国际粮价上涨，国

内粮食类股票由于政府限价措施

使股价受到压制，但临时的压制措

施不会长久影响股票趋势。 北大荒

是反弹行情中最先启动的个股，被

先知先觉的小毛抓住了。 股价天天

上涨，用她的话说，睡觉的时候都

在赚钱了。

然而， 盲目自信的情绪不是说改

就改得了的， 它会跟着小毛走进股市，

带来很多不理性的行为。她总认为自己

比其他人更会挑选股票， 更了解市场，

更能够把握时机。“做决策就应该果断，

不然就错过机会了。 ”小毛说话也干净

利落。 但实际上，她的决策仅仅基于对

自己的信任，而不是对市场或是投资标

的的了解，之前的功课做得并不好。

2009

年， 在

4

万亿投资刺激和

高通胀的背景下， 她从书本上知道

黄金和资源类股票是穿越通胀 “时

间隧道”之“月光宝盒”，尽管国际炒

家可能暂时操纵价格走势， 但长期

趋势是人为力量改变不了的， 于是

在恒邦股份和紫金矿业之间做了投

资的第一次重要抉择。 她在事后的

反思中写道： 本人选择重仓持有恒

邦股份， 又在中途对其季报的现金

含量产生动摇， 在主力砸盘时赔钱

出局， 并在行情启动时没有大胆追

入；早在选股时就应重仓紫金矿业，

因为紫金矿业在基本面和公司治理

方面较佳， 不会出现恒邦股份动摇

持股信心出局的情况。

随着市场的风云变化，投资的失败，

过度自信的情绪会突然演变为过度失

望、悲观，极度厌恶损失。 在情绪水平方

面， 损失

100

元所带来的痛苦是挣到

100

元所带来的快乐的两倍。 她跟我说，

她如今怕孤独，儿子

10

来岁，现在很不

听话，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小毛陷入极度

沮丧中， 在亲人的责问压力下开始怀疑

自己，甚至冒出了“洗手不干”的念头。

小毛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时

举了个例子， 美国相关部门曾经做过

一个统计，有至少

70%

的美国人认为

他们超乎常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

智力、 外貌等在整个社会平均水平之

上。 这种盲目自大的乐观主义若用到

了投资上， 很可能会让自己无法控制

情绪，导致投资的失利。 “中国股民的

情况也许更糟糕。 ”她说。

大毛虽然只是比小毛早出生几

个小时， 但她总是表现出姐姐的大

度，从小到大一直谦让并疼着妹妹。

她遇事谨慎，工作认真，生活节俭，

从不大手大脚。 她在金融街的一座

大厦工作，其间有过这么一个通知，

说是物业照顾他们单位， 提供停车位

若干，租金为每月

3000

元

／

车。 她一看

吓一跳， 突然想起周末常常邀男朋友

到家里来，聊聊天，吃个便饭。 她觉得

不如自己乘公交车到他那里由他请吃

馆子划算，对男友说：“你看，你看，油

费， 特别是停车费， 这么贵， 你也不

说！ ”她感叹，过去老百姓埋怨有钱人

屁股底下坐头牛， 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那头牛还要有个牛棚。

结婚后， 大毛自然成为家庭理财的

主妇。 在有了一定积蓄后，她没有用钱首

付三成按揭买一套房， 而是选择首付一

成的

30

年按揭买了三套房，其中一套自

住，省去了租房每月

2400

月租金，另两

套出租的租金正好可以交月供。 在房价

飞涨时，她卖掉了一套房，提前付清了另

两套房款， 还剩下

27

万元作三九切割：

一个

9

万元炒股票，一个

9

万元买基金，

一个

9

万元买银行理财产品。

9

万元炒

股又分成三个

3

万元投资

3

只股票；

9

万

元买基金同样分成三个

3

万元， 分别投

资封闭式基金、股票型基金、定投基金。

9

万元买理财产品也是分别买了

3

家银行

理财基金、债券。 到如今

10

年时间，这

3

类投资，账面市值达到

280

万元，其中表

现最好的是封转开基金

3

万元赚了

30

万，涨了

10

倍，其次是股票赚了

25

万。

大毛对炒股越来越自信了， 她要与

女儿携手演绎投资传奇。目前，女儿陈小

姐正在攻读经济学研究生，母女俩是“实

战

+

理论”的完美组合。 大毛充满希望地

说，股市中无论牛市还是熊市，每天都有

上涨的股票，时时都有机会，但能把握住

的机会却并不多。其实，用不着去追求每

一次机会， 最简单的投资方法就是只投

资自己最容易把握住的机会就够了。 譬

如，俄罗斯反制裁，不再进口西方食品。

蝴蝶扇动了翅膀， 中国的鸡蛋和猪肉价

格应声而涨，她表示看好“猪周期”拐点，

消费品易走长牛。 大毛谈起自己的股经

来，显得很兴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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