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货人互通有无 操盘手华山论剑

本报记者 胡东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却说

2013

年元旦前后，除

了幽燕塞北千里冰封，连那向来温暖的中南诸省竟也飘

起了雪花。 神州大地天寒地冻，期货市场也是免战牌高

悬，回顾过去两年，笔者倒也看得几位投资高手，凭着一

身本事在江湖中施展拳脚，引来一片叫好。 武林中相传

有“华山论剑”的美事，只憾期市行规皆为隔空过招，以

致盘面高手多神龙见首不见尾。如今趁着辞旧迎新的几

日闲暇，笔者愿将知道的几位讲上一讲，权当纸上华山

论剑一番。

当然，盈利才是硬道理。犹如兵器招式一般，交易模

式本无高低强弱之分，适合自己就是最好。因此，对于谁

是第一毋需纠缠，倘能收互通有无之效，那才遂了众人

之愿呢！

日内交易之打狗棒法

打狗棒法为丐帮镇帮绝学，共有三十六路一十二招

八字口诀。名字陋俗，但招术奇妙，实是古往今来的第一

等功夫。棍棒常见且易上手，恰如日内交易一般，在诡谲

多变的期货江湖里，这倒是许多人应急且耐用之物。

“打狗棒法”威力巨大以至“天下无狗”，在武侠小说

中早已名震江湖；期货市场多空过招，无不绞尽脑汁寻

求制胜武器。 相逢不如偶遇，当“打狗棒法”遭遇期货投

资，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江湖轰动？看官莫急，

2009

年才进

入期货市场的“证通

886

”，已经用最近一年的经历为我

们讲述传奇。

“我没别的，就靠胜率取胜。 ”这位不愿意透露真实

姓名的高手说话很是干脆。 他认为，超级短线交易就是

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捕捉瞬间利润，也正因此，虽然自

己每天都开仓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但底线是绝对不持过

夜仓。

“看长线，做短线。 ”颇有心得的“证通

886

”介绍说，

自己在每天交易前都会对当天的期现货走势有一个预

判，这能帮助自己在日内操作中避免方向性错误。 他举

例说，

8

月

1

日沪深

300

指数走出长阳且有量的配合，在触

底反弹迹象显现的情况下，那几天他在期指操作上都偏

向于做多单。 在空头猝不及防之际，他却实现了不菲的

正收益。 自

3

月

1

日开始参加海通期货实盘大赛后，其累

计收益率达

163%

，最大收益回撤仅

-2.7%

。

大道至简是“证通

886

”的座右铭。他认为，超级短线

的交易模式最需要把握一种平和的心态，这要求交易者

在入市之前对市场属性、交易规则有充分了解，对风险

要有客观评估，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与此同时，一

个好的交易模式要有严明的纪律去执行，“技术占三成、

心理状态占七成。 ” 冲动和优柔寡断都是交易大忌。

也正因此， 在期货操作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止损。

日常交易可以少赚一些，但一定不能让亏损扩大。“断臂

求生，少赚有可能活下去，亏损则可能让你退出市场。 ”

饶是身经百战，“证通

886

”说到这里也是表情凝重。

打狗棒固然易用，但将这种日内操作理念发挥到极

致的却还要算“狂风刀法”———高频交易。虽说这种速度

极快之刀法如今在中土并没有几个人能使，但要看到它

在西域诸国横行一时，想来田伯光也当含笑九泉了？ 多

年来寻求这一绝技的国泰君安期货程序化策略中心主

任杨波说，国内炒手早已有之，但因设备、技术以及交易

规则等因素所限， 严格意义上的高频交易尚未出现；即

便有些日内交易达数百次、接近高频的交易模式，也只

有那些原本研究交易程序设计或者从西域取经回来的

少数几个人能操作。 “参与的账户不能说少，但脱去‘马

甲’之后，我估计也就七八个人而已。 ”

波段交易之亢龙有悔

洪七公道：“这一招叫作‘亢龙有悔’，掌法的精要不

在‘亢’字而在‘悔”字。倘若只求刚猛狠辣，亢奋凌厉，只

要有几百斤蛮力，谁都会使了。 这招又怎能教黄药师佩

服？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因此有发必须有收……”

上海滩，陆家嘴。 藏身于闹市之中的上海非却投资

管理公司或许没多少人知道，但要说到大名鼎鼎的上海

“非却门”，在期货道上混的人“听过的”却不在少数。“掌

门”林如涵浸淫江湖多年，凭着降龙十八掌打出了响当

当的名声， 听说前两年就已离开某大门派扯旗单干，仅

一招“亢龙有悔”就让他在波段交易中屡试不爽。

名如其人。这位身材中等、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对

于盘面的把握总是那么精准， 回忆起

2012

年的经典一

战，表情沉稳的他也难抑笑意……

七月初，看到宏观经济和房地产数据不尽如人意的

林如涵嗅出做空螺纹钢的良机，从一开始在

4040

元左右

试探性布局， 到顺势在主力合约不断加仓至

9

月上旬的

近七成仓位，彼时期价已跌至

3300

元附近，“虽然没有捕

捉到

3200

元左右的低点，但此战盈利已超六成。 ”

虽然对具体的止损设置、仓位把控三缄其口，林如

涵还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些练武心得。 他认为，做波段交

易必须将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相结合， 此外对于品

种、行业和宏观面的分析也不可偏废。

“成功离场是波段操作的核心和难点所在。 ” 他认

为，投资者做大波段交易切忌贪婪和死扛，因此要特别

注意对离场时机的把握———既包括胜利时的见好就收，

也包括失利时认错撤离。 反映在具体的指标上，就是对

于止盈止损位的设置和执行，而这又和每个人的基本面

判断、技术分析以及敏感度紧密相关。

“如何克服恐惧、贪婪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

是对自己‘心魔’的控制。 ”林如涵悠悠说道。

趋势交易之玄铁重剑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玄铁重剑其中蕴含的境界，

远胜世上诸般最巧妙的剑招……玄铁乃天下至宝，便是

要得一两也是绝难，寻常刀枪剑戟之中，只要加入半两

数钱，凡铁立成利器。

花开两枝，各表一朵。 这不，“非却门”尚未退场，那

边“中粮帮”的第一大高手已然跃跃欲试，定要为我们舞

上一番玄铁重剑呢！

乖乖！玄铁重剑重出江湖？没错，在如今的期市大战

中，立足供需面、宏观面等多重因素对市场趋势进行判

断并进行长线操作的模式已不稀罕了，当然，能否看对

行情那是另外回事，就像玄铁重剑一样，习武之人无不

想用，但能用之人却是凤毛麟角。 中粮期货首席投资顾

问王在荣，就曾用上过那么几次。

“我的投资以长线为主，同时也中短结合。 ”在王在

荣的观念里，期货是现货的衍生，因此基本面是基础。虽

然技术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总体上是阶段性的，

而基本面则是长期性的，因此看趋势、做长线主要由基

本面主导。

说一百次不如练一次。深谙江湖规则的王在荣没有过多

啰嗦，直接拿出了自己深为得意的一次对决来说事———

时间：

2011

年

7-9

月

战场：上海铜

对手：无影资金

经过：在希腊局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坚持认为欧

债危机远未结束的观点，再辅以各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分

析，认为即便有所上涨，做空沪铜依然是首选。面对从

7.1

万元涨到

7.3

万元的涨势后加空至

50%

仓位，一直到铜价

重归跌势。

结果：在行情跌破

6

万时平仓，有客户盈利过两倍。

“技术和基本面经常会有背离的时候。 ”正当听者还

沉醉其中时，王在荣一句话惊醒梦中人。他举例说，

2011

年

9

月从沪铜出来后马上与浙江资金鏖战

PTA

， 期间几

次技术指标都有向上迹象，但对基本面看空的自己坚持

做空，最终实现账户盈利

4000

余万元，个别客户盈利更

是翻番。

喜读书、爱思考的王在荣坚信，技术分析如战术、基

本面分析如战略，二者一旦出现背离，交易者的自身素

质就成为排除干扰、夺取胜利的砝码。积多年之经验，他

提醒说， 以供需关系为基础的基本面是动态变化的，因

此分析其对行情的影响时一定要考虑到变量。 “变与不

变，往往决定了你是盈还是亏。 ”

消息炒作之毒龙锥

天龙门独门暗器，中者于顷刻之间毙命，厉害无比，

其上之毒曾和石万嗔的毒药“联手”毒死了辽东大侠胡

一刀。 然而暗器有毒，消息亦难辨真伪，一旦失手，未伤

他人先伤己身。

如果说打狗棒、降龙掌以及玄铁重剑是光明正大的

招数，有些人却爱使暗器———以打听消息，寻找背后的

蛛丝马迹来挖掘投资机会。 只是暗器有毒，消息也良莠

难分，一旦偷袭失手，往往还会伤了自己。恰如传说中的

毒龙锥，让人爱恨交加。

会用暗器的也有。话说

2012

年初以来欧债危机愈演

愈烈，

4

月至

5

月份全球商品万马齐喑，但从

3

月份开始就

传来

2012

年全球大豆供应将紧缺的消息，

5

月份美国干

旱的信息更是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国内，一帮投资客为此

专门去东北产区和港口调研，在多方信息都支持大豆供

应将趋紧的预测后， 果断于

6

月初大豆刚刚企稳之时大

举建仓，至

9

月

14

日连豆冲高回落之际全面平仓，几番回

合下来，盈利率超过

300%

。

江湖老手指出，不管是利空还是利多，对于作为决

策依据的消息得仔细甑别，至少要找到两个证据来证实

或证伪，一旦确认价值，一定要果断操作，因为偷袭的时

机往往就在一刹那，盈利的良机也转瞬即逝。

漫画 /�孙武

交易系统因行情而变

□中证期货 袁辉亮

元旦了，又是新的一年开始。

我习惯性地查看期货账户里的资

金状况，看看积累的收益曲线。 去

年末这一波股市上涨行情， 我运

用突破交易系统，从底部起，多单

拿了近

300

点，获利丰厚，这也让

我的收益曲线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达到了

1700%

。 我长长吐出一

口浊气，不知不觉中，从

2008

年初

进入期市至今五年了， 平均下来

每年都做了个翻番。 这份成绩单

很漂亮， 但我觉得它来得理所当

然。 因为这些年来， 我在不断学

习、 实践中完善出了数套极有针

对性的交易系统， 正是它们帮我

从容应对变幻莫测的期货市场。

回顾这几年期货交易生涯，

那些经典战例每每思及， 固然令

我心潮澎湃； 而其中每一套交易

系统的成型、完善，才更让我回味

无穷。

趋势跟随交易系统

2008

年初， 之前借着股市大

牛市东风赚到了第一桶金的我，

在股市已经露出下跌态势之时

果断抽身来到了多空都可做、还

有杠杆可以撬动的期货市场。 不

过，尽管是因为股市不能做空才

被迫离开股市，进来期货市场适

应之后，我真正开始参与的第一

笔大行情却是上涨中的燃料油

期货行情。

当时， 国际原油价格在各种

因素推动下节节上扬。 国内燃料

油期货走势当时主要跟随原油，

在

1

月

4

日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展开

回调， 自

2

月中旬后完成筑底突

破，稳步上扬。这是我在股市中最

喜爱的趋势上涨行情， 用本人最

拿手的趋势跟随交易系统就足够

应付。具体做法很简单，当时我以

20

日均线为止损， 回探

10

日均线

即加仓，不断向上滚动操作。现在

回头来看，当时过夜仓位太重，时

有

50%

甚至最高

70%

的时候，期间

也被隔夜跳空狠狠地整到吓得全

部出场过。 不过，总体来看，我很

好地把握了这波燃料油从

3760

元

/

吨到

5700

元

/

吨的上涨行情，吃

掉了其中大部分波段， 资金足足

翻了两倍半。

在单边趋势上涨或者下跌行

情中，趋势跟随交易系统最适用。

但单边趋势行情的时间也只是全

部的

1/3

左右，另外

2/3

总是在震荡

整理， 这时候用趋势跟随交易系

统就要赔钱了。

突破交易系统

针对趋势交易系统在震荡市

赔钱的弊端，我一直在找寻更好

的交易系统加以应对。 而突破交

易系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

视野。 简单来说，当一个品种震

荡整理时，总是会有一个明显的

标志性事件爆发，然后该品种大

幅跳空摆脱整理平台，而后气势

如虹地连续演绎单边市。 趋势交

易系统因为需要等待回调进场，

往往会把握不住这种节奏。 突破

交易系统进场很简单，当出现标

志性事件， 以跳空缺口为止损，

果断地一次性进场持有，直到这

一波趋势转变。 当

2008

年

9

月

15

日夜间，雷曼兄弟倒闭消息传来

之后，因为传言该公司大量多头

头寸要平仓，第二天铜价大幅跳

空低开 ， 收盘足足跌了

4.46%

———我不知道那是经济危机袭来

的标志，但我看到铜价跳空跌破

了重要的盘整支撑位，便毫不犹

豫地当天就进场持有资金

40%

的

空铜头寸。 其后一周的反弹几乎

要收复那个巨大的跳空缺口，好

在我咬牙忍住，“十一”之后这些

头寸便给了我难以想像的巨大

回报。 交易突破系统，令我可以

在震荡盘面中静静地等待行情

总攻号角，从容应对那些复杂无

序的价格震荡。

对冲交易系统

可以说，

2008

年到

2010

年，

商品期货市场一波整体下跌后

再演绎一波上涨行情后， 市场

便开始明显的板块分化、调整，

再只做某个品种的单边行情难

度加大。 针对于此，我在原有的

趋势跟随交易系统和突破交易

系统的基础上， 建立了我的对

冲交易系统。 说来也简单，就是

找不同板块的品种，一些做多，

一些做空， 获取产业之间升降

交错导致的价格波动机会。 其

中一个经典案例， 就是在

2012

年

3

月初，传出武钢养猪的消息

后， 我经过研究后发现钢铁行

业受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下

滑、 国内严厉调控房地产行业

等原因不景气， 而国内养殖业

正在规模化、集中化，未来豆粕

需求前景向好， 便空螺纹多豆

粕进行了一次对冲交易， 同样

获得了翻几番的回报。

当然，趋势跟随交易系统、突

破交易系统、 对冲交易系统总体

上来说都是在趋势行情上做文章

的。而没有趋势的时候，则是价格

区间交易系统、 反趋势交易系统

等做震荡行情的交易系统逞威的

时候。 只有练就了十八般武艺，上

了战场才什么都不怕。 我相信，只

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各种交易系

统， 期货市场不管如何走、 如何

变，我们都不怕。

期货大视野漫画

■

高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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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盘高手华山论剑 百变招式玩转期货

□

本报记者 胡东林

大宗商品市场操作风格将机构化

□中信新际 许浩帆

展望

2013

年大宗商品行情及

操作风格， 笔者认为需要从市场

行情和市场结构两个维度来进行

分析。

市场行情方面，以

2012

年末

的角度观察，

2002

年开始全球

大宗商品呈现出上涨趋势，而

今已经迈入了第十个年头，其

间虽然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

带来的断崖式下跌，但整体看，

上涨态势基本明确。 大致归纳

为三个阶段： 第一，

2002-2005

年实体经济基本面供需变化造

成了大宗商品上涨， 之前多年

来因为价格原因而造成工业品

方面在油田、 矿场等领域投资

不足， 供应端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 实体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

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

需求端的增长， 使得需求带动

价格上涨。

第二阶段，

2005

年

-2008

年，

金融机构（包括投行、对冲基金、

共同基金等） 大举进入了大宗商

品现货和衍生品领域， 深刻改变

了大宗商品市场的生态： 在边际

量决定最终价格的定价模式中，

原先由现货贸易商充当的边际量

由金融资本充当， 他们的资金更

加充裕、杠杆更高，使得价格的涨

跌幅度和波动幅度更高。 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 大宗商品价格屡创

新高，比如原油创造了

147

美元的

历史高价。

第三阶段，

2009

年至今，金融

危机后大宗商品呈大幅震荡态

势。 除去供需外，其金融属性影响

因素如下：首先，全球宏观经济态

势还是处于不稳定阶段， 重大事

件比如欧债危机、 美国财政问题

等时常对市场造成冲击。 其次，全

球货币发行量依然处于较高水

平， 因此尽管近年来金融资本进

入大宗商品领域的增速放缓，但

基数较大， 对市场的影响依然非

常巨大。 再次，经过多年发展，目

前整体大宗商品库存绝对数量比

十年前要高不少， 但从可用天数

这个指标看并不太高， 市场去库

存化和再库存化带来较大冲击。

最后，融资商对市场的冲击。

2012

年度有色金属行业融资铜等态势

比较明显。

市场结构方面， 中国资本市

场的大创新已经拉开序幕，银行、

信托、券商、期货公司的相关产品

和通道交叉不可避免。 原油和国

债等品种即将亮相中国期货市

场， 相关金融机构准备进入中国

大宗商品以及金融衍生品领域，

多家外资银行已在中国成立了商

贸公司； 海外银行已经有非常成

功的案例， 汇丰银行在贵金属业

务方面、 标准银行在有色金属方

面有一定优势，更有全能者高盛、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

行等在很多的现货甚至贸易、加

工环节都深度参与， 他们的成功

模式在于管理风险收益比合适的

自营套利和管理客户头寸的基差

风险。 而未来以券商、期货公司和

私募基金等为代表的中国创新资

产管理行业， 在大宗商品和金融

衍生品的相关套利将是

2013

年的

亮点。 更多机构参与中国的大宗

商品领域和衍生品领域， 会使得

相关品种的定价更加精准， 错估

价格的修正更为迅速。 这对于中

国大宗商品的参与者提出了更高

的研究要求，操作风格“机构化”

成为重要目标。

综上所述， 未来几年大宗商

品市场操作风格是 “机构化”，哪

怕是零售客户也需要总结机构的

操作策略和对市场的影响。 大致

有几个方向：第一，市场大幅度震

荡概率较大， 波段化操作和日内

交易比较合适；第二，

2013

年市场

跨期套利机会较大，值得关注。 第

三，跨品种套利交易，尤其是需要

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跨品种套利交

易，比如近来关注的

Brent-WTI

原

油价差套利等。 第四，大宗商品和

相关股票之间的套利。

绿蚁新醅酒， 红泥

小火炉。 却说

2013

年元

旦前后， 除了幽燕塞北

千里冰封， 连那向来温

暖的中南诸省竟也飘起

了雪花。 神州大地天寒

地冻， 期货市场也是免

战牌高悬， 回顾过去两

年， 笔者倒也看得几位

投资高手， 凭着一身本

事在江湖中施展拳脚，

引来一片叫好。 武林中

相传有“华山论剑”的美

事， 只憾期市行规皆为

隔空过招， 以致盘面高

手多神龙见首不见尾。

如今趁着辞旧迎新的几

日闲暇， 笔者愿将知道

的几位讲上一讲， 权当

纸上华山论剑一番。

当然， 盈利才是硬

道理。 犹如兵器招式一

般， 交易模式本无高低

强弱之分， 适合自己就

是最好。因此，对于谁是

第一毋须纠缠， 倘能收

互通有无之效， 那才遂

了众人之愿呢！

日内交易之打狗棒法

打狗棒法为丐帮镇帮

绝学，共有三十六路一十二

招八字口诀。 名字陋俗，但

招术奇妙，实是古往今来的

第一等功夫。 棍棒常见且易

上手， 恰如日内交易一般，

在诡谲多变的期货江湖里，

这倒是许多人应急且耐用

之物。

“打狗棒法” 威力巨大

以致“天下无狗”，在武侠小

说中早已名震江湖；期货市

场多空过招，无不绞尽脑汁

寻求制胜武器。 相逢不如偶

遇，当“打狗棒法”遭遇期货

投资，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江

湖轰动？ 看官莫急，

2009

年

才进入期货市场的 “证通

886

”，已经用最近一年的经

历为我们讲述传奇。

“我没别的， 就靠胜率

取胜。 ”这位不愿意透露真

实姓名的高手说话很是干

脆。 他认为，超级短线交易

就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捕捉瞬间利润， 也正因此，

虽然自己每天都开仓几十

次甚至上百次，但底线是绝

对不持过夜仓。

“看长线，做短线。 ”颇

有心得的 “证通

886

” 介绍

说，自己在每天交易前都会

对当天的期现货走势有一

个预判， 这能帮助自己在

日内操作中避免方向性错

误。 他举例说，

8

月

1

日沪深

300

指数走出长阳且有量

的配合， 在触底反弹迹象

显现的情况下， 那几天他

在期指操作上都偏向于做

多单。 在空头猝不及防之

际， 他却实现了不菲的正

收益。自

3

月

1

日开始参加海

通期货实盘大赛后，其累计

收益率达

163%

，最大收益回

撤仅

-2.7%

。

大道至简是“证通

886

”

的座右铭。 他认为，超级短

线的交易模式最需要把握

一种平和的心态，这要求交

易者在入市之前对市场属

性、 交易规则有充分了解，

对风险要有客观评估，机会

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与此

同时，一个好的交易模式要

有严明的纪律去执行，“技

术占三成、 心理状态占七

成。 ”冲动和优柔寡断都是

交易大忌。

也正因此， 在期货操作

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止损。

日常交易可以少赚一些，但

一定不能让亏损扩大。“断臂

求生，少赚有可能活下去，亏

损则可能让你退出市场。”饶

是身经百战，“证通

886

”说到

这里也是表情凝重。

打狗棒固然易用，但将

这种日内操作理念发挥到

极致的却还要算 “狂风刀

法”———高频交易。 虽说这

种速度极快之刀法如今在

中土并没有几个人能使，

但要看到它在西域诸国横

行一时， 想来田伯光也当

含笑九泉了？ 多年来寻求

这一绝技的国泰君安期货

程序化策略中心主任杨波

说，国内炒手早已有之，但

因设备、 技术以及交易规

则等因素所限， 严格意义

上的高频交易尚未出现；即

便有些日内交易达数百次、

接近高频的交易模式，也只

有那些原本研究交易程序

设计或者从西域取经回来

的少数几个人能操作。 “参

与的账户不能说少，但脱去

‘马甲’之后，我估计也就七

八个人而已。 ”

波段交易之亢龙有悔

洪七公道：“这一招叫

作‘亢龙有悔’，掌法的精要

不在‘亢’字而在‘悔’字。 倘

若只求刚猛狠辣， 亢奋凌

厉， 只要有几百斤蛮力，谁

都会使了。 这招又怎能教黄

药师佩服？ ‘亢龙有悔，盈不

可久’， 因此有发必须有收

……”

上海滩，陆家嘴。 藏身

于闹市之中的上海非却投

资管理公司或许没多少人

知道， 但要说到大名鼎鼎

的上海“非却门”，在期货

道上混的人“听过的”却不

在少数。 “掌门”林如涵浸

淫江湖多年， 凭着降龙十

八掌打出了响当当的名

声， 听说前两年就已离开

某大门派扯旗单干， 仅一

招“亢龙有悔”就让他在波

段交易中屡试不爽。

名如其人。 这位身材中

等、 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

对于盘面的把握总是那么

精准，回忆起

2012

年的经典

一战，表情沉稳的他也难抑

笑意……

七月初，看到宏观经济

和房地产数据不尽如人意

的林如涵嗅出做空螺纹钢

的良机，从一开始在

4040

元

左右试探性布局，到顺势在

主力合约不断加仓至

9

月上

旬的近七成仓位，彼时期价

已跌至

3300

元附近，“虽然

没有捕捉到

3200

元左右的

低点， 但此战盈利已超六

成。 ”

虽然对具体的止损设

置、 仓位把控三缄其口，林

如涵还是拿出了自己的一

些练武心得。 他认为，做波

段交易必须将技术分析和

基本面分析相结合，此外对

于品种、行业和宏观面的分

析也不可偏废。

“成功离场是波段操作

的核心和难点所在。 ”他认

为，投资者做大波段交易切

忌贪婪和死扛，因此要特别

注 意 对 离 场 时 机 的 把

握———既包括胜利时的见

好就收，也包括失利时认错

撤离。 反映在具体的指标

上，就是对于止盈止损位的

设置和执行，而这又和每个

人的基本面判断、技术分析

以及敏感度紧密相关。

“如何克服恐惧、 贪婪

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最重要

的是对自己 ‘心魔’ 的控

制。 ”林如涵悠悠说道。

趋势交易之玄铁重剑

“重剑无锋， 大巧不

工”， 玄铁重剑其中蕴含的

境界，远胜世上诸般最巧妙

的剑招……玄铁乃天下至

宝， 便是要得一两也是绝

难， 寻常刀枪剑戟之中，只

要加入半两数钱，凡铁立成

利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这不，“非却门 ” 尚未退

场，那边“中粮帮”的第一

大高手已然跃跃欲试，定

要为我们舞上一番玄铁重

剑呢！

乖乖！ 玄铁重剑重出江

湖？ 没错，在如今的期市大

战中，立足供需面、宏观面

等多重因素对市场趋势进

行判断并进行长线操作的

模式已不稀罕了， 当然，能

否看对行情那是另外一回

事， 就像玄铁重剑一样，习

武之人无不想用，但能用之

人却是凤毛麟角。 中粮期货

首席投资顾问王在荣，就曾

用上过那么几次。

“我的投资以长线为

主，同时也中短结合。 ”在王

在荣的观念里，期货是现货

的衍生， 因此基本面是基

础。 虽然技术分析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但总体上是阶段

性的，而基本面则是长期性

的，因此看趋势、做长线主

要由基本面主导。

说一百次不如练一次。

深谙江湖规则的王在荣没

有过多啰嗦，直接拿出了自

己深为得意的一次对决来

说事———

时间：

2011

年

7-9

月

战场：上海铜

对手：无影资金

经过：在希腊局势有所

好转的情况下，坚持认为欧

债危机远未结束的观点，再

辅以各主要经济体的表现

分析， 认为即便有所上涨，

做空沪铜依然是首选。 面对

从

7.1

万元涨到

7.3

万元的涨

势后加空至

50%

仓位， 一直

到铜价重归跌势。

结果 ： 在行情跌破

6

万时平仓，有客户盈利过

两倍。

“技术和基本面经常会

有背离的时候。 ”正当听者

还沉醉其中时，王在荣一句

话惊醒梦中人。 他举例说，

2011

年

9

月从沪铜出来后马

上与浙江资金鏖战

PTA

，期

间几次技术指标都有向上

迹象，但对基本面看空的自

己坚持做空，最终实现账户

盈利

4000

余万元，个别客户

盈利更是翻番。

喜读书、爱思考的王在

荣坚信， 技术分析如战术、

基本面分析如战略，二者一

旦出现背离，交易者的自身

素质就成为排除干扰、夺取

胜利的砝码。 积多年之经

验，他提醒说，以供需关系

为基础的基本面是动态变

化的，因此分析其对行情的

影响时一定要考虑到变量。

“变与不变， 往往决定了你

是盈还是亏。 ”

消息炒作之毒龙锥

天龙门独门暗器，中者

于顷刻之间毙命， 厉害无

比，其上之毒曾和石万嗔的

毒药“联手”毒死了辽东大

侠胡一刀。 然而暗器有毒，

消息亦难辨真伪， 一旦失

手，未伤他人先伤己身。

如果说打狗棒、降龙掌

以及玄铁重剑是光明正大

的招数， 有些人却爱使暗

器———以打听消息，寻找背

后的蛛丝马迹来挖掘投资

机会。 只是暗器有毒，消息

也良莠难分， 一旦偷袭失

手，往往还会伤了自己。 恰

如传说中的毒龙锥，让人爱

恨交加。

会用暗器的也有。 话说

2012

年初以来欧债危机愈

演愈烈，

4

月至

5

月份全球商

品万马齐喑。 但从

3

月份开

始就传来

2012

年全球大豆

供应将紧缺的消息，

5

月份

美国干旱的信息更是通过

各种渠道传至国内，一帮投

资客为此专门去东北产区

和港口调研，在多方信息都

支持大豆供应将趋紧的预

测后， 果断于

6

月初大豆刚

刚企稳之时大举建仓， 至

9

月

14

日连豆冲高回落之际

全面平仓， 几番回合下来，

盈利率超过

300%

。

江湖老手指出， 不管

是利空还是利多， 对于作

为决策依据的消息得仔细

甄别， 至少要找到两个证

据来证实或证伪， 一旦确

认价值，一定要果断操作，

因为偷袭的时机往往就在

一刹那， 盈利的良机也转

瞬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