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抄底莫急

□张帮俊

在大盘

2520

点左右，朋友小

钱忍不住了，拿着钱抄底了。 用

他的话来说：“这个点位，估计，

就是大盘的底了， 现在不抄待

何时！ ”

小钱的运气还不错，刚买入

一只股， 没过多久就涨停了，他

显得很得意。我对他说：“现在股

市这么弱，抢个反弹赚点钱就走

吧！ ”他呵呵一笑道：“你真是胆

小，都快见底，还怕什么？ ”“你没

听说过，跌不言底之说吗？ 不听

老人言， 到时别怪我没有提醒

你！ ”小钱还是按照他的想法去

操作。 结果，第二天开盘维持原

状，第三天，大盘暴跌，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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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小钱和许多贪心的股民一

样，不但原先赚的钱没了，还被

套了。小钱气得对我说：“这底真

够深的！ 还是你老兄说得对，找

底不要太急，否则，会偷鸡不成

蚀把米。 ”

股市里的许多经验是无数

人的失败换来的，“涨不言顶，跌

不言底”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底

部不是一天就筑成的，大底往往

由锅形底、二重底、三重底与多

重底构成，另外，股市的不可预

测性，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

能发生，所以说，盲目急于去找

底， 没有看清是不是真正的底，

而贸然行动那是很危险的。

每年，股市都会出现底部行

情， 底部的出现是有一些市场

人气特征与技术特征的。 当市

场处在股民极度悲观、 信心丧

失的氛围时； 当股民都在谈底

找底时， 底部行情就快要产生

了，因为“行情在绝望中诞生”。

当股市在“内忧外患”双重夹击

下持续下跌， 股价跌得比利空

消息本身还厉害， 而当政策利

好出台时，市场却麻木不仁，就

该考虑买股票了。

从技术层面来看，股价见底

前，成交量会持续萎缩，重要支

撑位被击穿，这个时候，底也快

露出水面了。 不过，不是所有股

民都能等到真正见底的时刻，很

多人都“壮烈”在黎明前的黑暗，

那些沉住气的人往往会笑到最

后。投资者应耐心等候底部出现

后再追涨不迟。“追涨不追跌，宁

买当头起，莫买当头跌”乃是投

资者策略。

不管是在底部的何处进场，

选股时都要注意几点： 当趋势

出现拐点， 就要选择内在价值

明显高于股价的个股。 当大盘

趋稳，盘面发生变化时，选成交

量放大的活跃个股。 选择股价

已远低于其历史成交密集区和

近期套牢盘成交密集区下方，

并站在下降趋势线之上的个

股。 选股不仅要看日线指标，而

且要看日线、 周线和月线指标

同步探底成功的个股。

底部也有陷阱，这就需要我

们要有智慧的头脑与沉着的心

态，不急于盲目判断，拿稳手中

的资金，不提前入场。否则，当真

正底部到来之时，你手中的子弹

却打光了，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

痛快地大吃大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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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看点

■

投资心得

编者按 大盘不断探底，被寄予期望的三季度行色匆匆，股民

没看到任何希望。 眼看着

2011

年最后一个季度即将到来，这兔年

的最后一季，会不会给投资者一丝暖意？ 本期《一周看点》特收集

相关博文，看看草根眼中四季度有没有抄底机会，小散们该如何

操作，该如何抓住小兔的短尾巴。

小散，四季度如何炒股

近期见底概率高

中秋节后大盘遭遇 “开门

黑”，成交量进一步萎缩，深成

指已率先创出年内新低， 沪指

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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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已经基本确立，不

过向下幅度也非常有限， 会在

2377

点附近振荡寻底。 其中两

种罕见的情况值得投资者注

意： 一是最近可转债市场出现

大面积跌破面值的现象， 这种

情况只在

2005

年年中与

2008

年

年末两次极端熊市里出现过，

反映出当前投资者情绪极度悲

观， 市场的下跌行情已经接近

尾声； 二是目前市场上的主力

几乎都被套， 这种局面过去很

少出现， 临近四季度市场主力

必然会齐心合力展开自救行

情，否则全年业绩将泡汤，今年

四季度将会出现小翘尾行情。

（外汇小团员 详见

http://blog.

sina.com.cn/u/2081658163

）

近期市场状况开始出现改

观， 自上周一首个准备金补缴

日之后，资金利率已经连续

5

个

交易日回调， 资金面紧缺的状

况开始有了改观。此外，温总理

也表示， 将坚持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 这些讲话让市场再

度憧憬货币政策的转变。 因为

近年特别是今年以来， 政策的

重心主要在控制通胀方面，使

得货币政策持续紧缩。 如果四

季度通胀水平继续回落的话，

货币政策将很可能相对变得宽

松， 进而重心转为保障经济增

长方面，这样的话，对于股市是

非常有利的。 在欧美经济出现

不利因素的背景下， 只要四季

度通胀回落， 政策转机的概率

是很大的。 大盘也因此有望出

现明显的上升行情。（何群荣

详 见

http://blog.cs.com.cn/u/

ronsnowy

）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如今

A

股和全球股市一

样， 都是积重难返的态势，虽

然我们没有那么严重的经济

问题，但持续紧缩的政策和资

金面是掣肘市场的关键，没有

量能，市场上行就成为了一句

空话， 尤其是层层的套牢区，

没有持续的真金白银投入，那

么市场只能够重复“砸盘———

横 盘———小 反 弹———横

盘———破位”的循环。 这样一

来，市场所谓的小反弹，并不

是扭转趋势，而是用空间换空

间，说白了就是跌得多了来个

超跌反弹，然后再跌，所以对

于股民来说，如今就是耐心等

待。 （玉名 详见

http://blog.cs.

com.cn/u/wwcocoww

）

8

月份

CPI

的回调，并不意

味着

CPI

拐点的到来。 中国经

济抗通胀的压力还很大。 在这

种背景下，目前货币政策也不

会出现大的松动。 一方面，货

币政策不能因为

8

月

CPI

的略

有回调而作出方向性的变动，

至少还有一个观察阶段。 另一

方面， 鉴于我国的具体情况，

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不适合追

随欧美的步伐。 也正因如此，

目前

CPI

还难言见顶， 而货币

政策的松动一时还很难出现，

加上股市本身的内在问题一

直没有加以解决，

IPO

、 再融

资、大小非套现对股市的抽血

一直没有停止。 因此，在这种

背景下，股市要反转向上几乎

是不可能的。 所以，目前的股

市仍然只能是探底、 筑底，投

资者对此要有足够的耐心。

（皮海洲 详见

http://blog.cs.

com.cn/u/phz168

）

股票市场是反映经济的，

所以只能用真实的经济现态

来确认股市有没有到底，当什

么时候大家

(

大多数人

)

感到真

正的收入正增长

(

超过支出的

增长

)

时就是股市要反转了。因

为股票市场的唯一动力是钱，

没有钱是推不动的，利好的目

的就是让大家都投钱进来，可

是很多人都被套了哪来的钱

再投，或者说谁敢投？ 有很多

人看每个月银行的实际放贷

是多少来推断大盘的流动性，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在

A

股

是靠贷款来支撑的？ 这种借钱

度日的市场能长久吗，这种市

场能治好吗？ 除非再来个几万

亿的投资兴许就再能引发一

轮行情，否则没有最低只有更

低 。 （金赚决策 详见

http://

blog.sina.com.cn/v8ww8v

）

散户该如何操作

三点理由支持依旧持有

面对着一直阴跌的股指，同样

也面对着中国股市跟跌不跟

涨的弱势格局，市场每个投资

者都会感到绝望和无奈，此时

预测市场能够起死回生，这只

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从理

性角度来看，就算这仅是一个

愿望，还是有理由留下来选择

坚守。 其一，此时离开，面对每

一次的反弹，你都会有追高的

欲望， 而且这种欲望很难克

服，因为割肉之后的上涨最痛

苦。 此外，当股指没跌破前期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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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永远存在做出

双底的可能性，所以每次反弹

都会倾向性地认为筑底成功，

所以不甘心就此出局的投资

者必然会追高，这样反而增大

了持股成本；其二，市场的一

片看空之声，未必就是金玉良

言，如果大家都相信了这样的

判断， 股指就此一路狂泄，那

么谁来接盘， 没有大量接盘，

相信主力也不会不计成本的

抛售股票，因为现在的市场环

境还不至于坏到可以不计代

价地抛售；其三，

A

股市场本身

的投资价值已经显现，无论从

估值水平还是下跌的幅度，完

全具备投资价值，此点位的介

入， 无非损失的就是时间，而

且这种时间成本的代价不会

高，如果选好股票，相信短期

不仅跌幅有限，而且将来具备

极大的爆发潜力。 不在该买的

价位买， 而无端地恐惧未来、

判断未来，庸人自扰，意义何

在？ （股锋 详见

http://blog.cs.

com.cn/u/gufengboke

）

做一份半年期定存吧 在

外围股市疲弱， 国内紧缩的预

期下， 近期

A

股难免还要震荡

一番。 那么对于这样的猴市我

认为稳健投资者短线操作是绝

不可取的， 目前最好的操作思

路就是转战为长线操作， 因为

笔者认为， 目前长线建仓的时

机已经到来。

很明显， 从眼前来看，市

场还是很弱，未来有更弱的可

能， 也许现在更多应该观望。

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为

长远一些，比如到今年年底或

者明年初，民间借贷泡沫有没

有可能破灭？ 房地产价格有没

有可能松动下滑？ 黄金价格有

没有可能滞涨？ 收藏市场有没

有可能退烧？ 新股跌破发行价

现象有没有可能普及？ 如果

有，那么届时股市已释放完风

险，国家股已全流通，反而可

能成为一个安全的投资场所，

从而吸引大量资金流入。 如果

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应

该就是逢低买入的时候。 机构

资金因为资金量较大，就只有

趁现在市场恐慌时极有耐心

地逐级逢低买入，才可能拿到

大量的廉价筹码，不用到上涨

时再去高位抢筹。 同样的，个

人投资者也只有趁现在泥沙

俱下时，才能挑到自己心仪的

品种，逢低拥有。 而且在买完

筹码后，就可以关掉电脑不用

再看了。 因为往往一紧盯行

情，就会有交易的冲动，就会

参与滚动，就会丢失筹码。 在

这里买好筹码后，一定要有放

上半年的打算、 准备和决心，

等到明年春季再来看上一眼，

也许会有一份惊喜。 此时的投

资，就当作投资者在股市中做

的一份半年期定存吧。 （金戈

详见

http://hexun.com/dyj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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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只因恋上你

□张帮俊

朋友大林炒股有三年多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在这么长

的时间里， 他只拥有过一只股

票，至今还未尝试过“卖”的滋

味。 三年多来，股市里的风云变

化都与他无关，他一直把这只股

捂在手中。 我们都笑他：“三年多

了，它好歹给你下点崽！ 实在不

行，你就把它休了吧！ ”大林摆摆

手说：“没办法，谁叫我是一个痴

情种，恋上它，就会不离不弃，从

一而终。 ”

在股市最牛的时候， 大林

见别人炒股赚了钱，也禁不住

诱惑，踏入股市。 那个时候，随

便选一只股都可能赚钱，大林

就选了一个 “中信银行”，果

然，没多久，他就赚了一小笔，

可是他并没有去卖，觉得这只

股还有高升的可能。 在没炒股

之前 ，他就听别人说过，牛市

要捂股才能赚大钱，抱着这个

信念，再加上，他是个“一条道

走到黑”的执著之人。 其间，虽

然股价一落千丈 ， 他也不抛

弃。 一年之后，在股市回暖的

时候 ，有人建议他，换个强势

股，将损失补回来。 也有人这

样做，最后，还成功解套了。 可

是，大林却一直舍不得，他说：

“我对这只股票有感情了，就

像对某位女子一见钟情，心里

就放不下别的花了！ ”

其实，股市中像大林这样有

“迷恋情结”的股民有很多，太迷

恋手中的股票，觉得它就是“天

仙美女”，喜欢它那玲珑的身段，

迷人的姿势，看到它眼神里都会

发出闪亮的光芒。 可是，不是有

付出就有收获的，你的执著未必

换来它的回眸一笑，眼见别的股

票都上涨了，可是自己那只还是

原地踏步走。抛弃吧，又舍不得，

毕竟跟它这么多年了； 不卖吧，

又感到失落，所以股民常常陷在

纠结的情绪之中。

有人反驳 ：“不是常有人

说，坚持就是胜利吗？ 难道错了

吗？ ”实际上，股市风云变幻、热

点频出， 当一个股票的庄家把

货出光了， 股价步入下行通道

时，你还舍不得离开，还耐心捂

股， 焉能不失手！ 股市机会多

多，不要留恋，永远不要只爱一

只股票！

有炒股大师在总结股民的

这种“迷恋情结”时说：“卖出的

难处在于我们对仓位的依恋

……任何东西一旦被我们拥有，

自然就会对它产生依恋。 ”所以

说， 投资者必须随时保持客观，

如果某只股票已经不具备当时

买入它的理由，则不论你多么喜

欢这家公司或者它曾带给你多

大的收益，都应该将它出售。 记

住，过度迷恋是个错！

必须把投资安全

放在第一位

□友爱

多年来炒股的实践，使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在股市中，任何时候都必须防范风险，坚

持把投资安全放在第一位。 如果忽略了这一

点，盲目冲动，不断追涨杀跌，那么不仅不能

赚钱，还会将本金都搭进去，导致亏损累累，

违背了投资增值的初衷，进而影响到自身的

日常情绪乃至身体健康。 如何才能保证投资

安全呢？ 我的体会是：

首先，要用自己的闲钱炒股，决不能借

钱炒股。 用自己的闲钱炒股，一方面心理压

力相对较轻，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助

于发挥自己的操作水平； 另一方面只要有

足够的耐心，一般而言只是输时间不输钱。

因为股市总是涨涨跌跌，起伏不定的，初入

股市或经验不足的投资者， 被套是家常便

饭， 但只要投资者的入市资金是自己的闲

钱，不急着用，那么就先持股不动，先放一

放，短的三五个月，长的一两年，行情总有

转暖的时候，这时不仅能够解套，还可能小

有盈利。 反之，如果借钱或者贷款炒股，心

理压力就会比较大， 尤其是遇到股市大幅

调整，出现较大亏损时，心情会更紧张，心

态往往变得特别差， 在这种负面情绪支配

下， 就很难对市场和个股走势作出正确的

判断和操作。 特别是这时候借的钱恰好到

期，你只好把股票割到地板价上，导致巨大

损失。 笔者有一同事，

07

年

8

月除了自己的

全部资金外， 又借了朋友

60

多万元投入股

市，

8

元多的价格买了“科学城”，一直持有

到

2008

年

8

月。 因朋友急着要用钱，一催再

催，他只好以

4

元多的价格“割肉”还钱。 遭

此一击，这位同事自此认输，黯然离开股市

这块“伤心之地”。

其次，要坚持顺势而为，决不能与趋势

作对。 老股民都知道，看准大趋势者赚大钱，

而看错大趋势者则可能亏大钱。 所以在股市

中，把握好大盘和个股的趋势是一件十分重

要的事，直接决定着你的盈亏。 投资者应高

瞻远瞩，从宏观经济走势、国家各项政策措

施特别是货币政策等决定股市走向的大的

方面着手，再结合股市行情中的

K

线形态、量

能和均线等各项指标，综合判断和把握股市

大的方向、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顺势而为，

作出正确的应对： 在大趋势不好的情况下，

一定要学会休息，空仓观望，回避风险，尽量

减少损失；一旦趋势向好，则“该出手时就出

手”，加大仓位，积极做多。

第三，要强化风险控制，决不能轻易满

仓。 “股神”巴菲特曾谆谆告诫投资人：第一

条是保住本金，第二条是保住本金，第三条

是记住前两条。 这可是经验之谈，也是金玉

良言。 凡进入股市的人，有一句话都耳熟能

详：“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但世事知

易行难， 真正能够一进入股市就深刻理解

这句话含义并严格防范风险的投资者并不

多， 大多数投资者都是在怀着发财梦 “扑

通”一声跳入股海，被狠狠“呛”了几口水之

后，才真正认识到股市风险的。 这些年来残

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股市确实充满着风险，

真正能够在其中赚钱的人比例很低， 所谓

“一赢二平七输”绝非妄言。 所以，进入股市

要想保证投资安全，就必须树立风险意识，

强化风险控制。 关键要做到：其一，严格控

制仓位。 股市风云变幻，影响股市的因素是

多种多样而且复杂多变的， 特别是各种突

发因素，投资者是难以事先预测的，如果贸

然全仓重仓介入， 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全仓

被套、十分被动的境地。 因此，在行情不好

时，最好是空仓休息，实在要操作，仓位必

须控制在三成以内， 震荡市仓位也不宜超

过五成。 这样，才能进可攻，退可守。 其二，

要学会及时止损。 华尔街有股谚云：截断亏

损

,

让利润奔跑。 成熟股民与新股民的重要

区别之一就是会不会及时止损。 成熟股民

深知：及时止损，会以很小的代价，可以避

免更大的损失， 为自己赢得主动， 赢得时

间， 为今后行情转暖时获取较多盈利创造

条件。 反之，常常会遭受更大损失，还要付

出长期被动等待解套的时间成本， 丧失投

资的主动权。 为此，在整体行情向坏时，一

旦触及止损条件，就应坚决执行操作纪律，

果断止损出局。

欧债危机升级

@周常玉：随着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法国两

大银行信用评级被下调，德法仍将希腊留在欧元区

等消息频发，在这危机时刻欧美股市却上涨。 这又

一次证明：当市场处于最恐慌、消息面处于最不利

的时候，就是股票市场的底部阶段，大盘将探底回

升，新一轮上涨从此开始。

@祥子贲：支撑金价的欧债危机，美联储

QE3

预期未变，但

7-8

月份暴涨近

400

美金后，金市估值

相对于其他高风险资产的溢价明显下降， 价值投

资者开始重新配置资产组合， 试图进入逐渐被低

估的股市和商品市场， 因其预期政府将会对经济

中的不确定性出手干预。 因此，金价自

8

月中旬开

始震荡加剧。

房价拐点

@谨慎是金： 房地产价格松动已经开始，流

动性收缩，经济下行，促房价拐点。目前流动性收

缩已经得到体现，经济下行也即将出现。 未来一

段时间房地产将会真正开始下滑。 密切关注房地

产的走势。 关注房地产股票、房地产价格。 信号：

去库存化开始，价格下跌，成交量出来，国家对于

限购的放开！

@历炼自我： 房价拐点？ 出现真正的拐点不可

能。

1.

中国的大多数楼市，仅完成了粗线条建设，配套

设施对房价具有很大的推升作用。

2.

对新房的追求。

在城市化率只有

40%

左右的情况下，需求仍很大。

3.

投资投机的多少，是决定将来房价拐点的关键。

@冀俊荣：我看暂时是拐不了了，通胀压力高，

银子贬值了， 这房价不涨价就算是跌了， 还指望降

价？ 门儿也没有。 城市还在扩张，每年城市新增多少

人口算过没有？ 小产权房都哗哗地涨，你现在不买以

后更买不起。

地沟油

@钱永伟：治理地沟油“宜疏不宜堵”。 地沟油

上餐桌是缺德，但当我们对地沟油变食用油的产业

链进行打击的时候， 也应该考虑给它一条出路，组

织社会力量对地沟油进行再利用。 否则，很难将它

根除，而且还有可能每天产生的地沟油流入地下和

水中，最终还是伤害我们自己。

@贡惠：截至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理想

的检测和鉴别地沟油的手段，因为经过洗涤、蒸馏、

脱色、脱臭等精炼的地沟油，单从外观和感官上很

难和食用油区分。 作为消费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看价格，遇到价格比正常油价明显低的油，一定要

谨慎购买。 （益楠 整理）

■

股海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