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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棉花 盛开在“世界的十字街口”

□

萧蔷

11月28日感恩节当天，中

国青年女艺术家棉花的油画作

品《秘密》亮相美国纽约时代

广场。 这幅作品以“爱和生命”

为创作核心， 在全球最大显示

屏上滚动播放， 以其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绽放华彩。

被百老汇街与第七大道分

割出来的纽约时代广场，被称为

“世界的十字路口” ， 每天有近

50万人川流不息， 在此全美人

气最旺之地，来自中国女画家独

特的油画作品成为另一种优美

而热烈的中国风景，为来自全球

各地的游客平添一份暖意。

西方的油画技法

东方的田园诗意

12月11日，棉花的个展《踏

歌》 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共

展出艺术家油画及装置作品40

余件。“生命与爱”一直是棉花创

作的主题，她说：“我对生命充满

敬畏，你用多大的热忱去热爱它，

它会以同样的力度回馈你。 ”

艺术经历非常独特的棉花，

2008年拿起画笔之前，还是一位才

情酷似台湾女作家三毛的诗人。她

的油画作品从2009年开始被韩国

艺术机构收藏， 在第七届KIAF韩

国国际艺术博览会上颇受关注。其

后，棉花应法国希罗艺术基金会主

席罗兰·伊桑洛之邀， 赴法国参加

展览。罗兰这样评价：“棉花的色彩

和曲线的运用手法中有很多西方

艺术史上的痕迹，但她在作品中插

入了一种只属于她自己的嗅觉与

视觉的记忆。她将一切融入自己的

魔法世界里， 那里洋溢着和谐、流

畅和柔美的爱。 ”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MIM-

MO说：“棉花不是那种可以用

简单模式定义的艺术家。 她的

作品中的一些元素， 可以贯穿

艺术史， 她的绘画在偶像和反

偶像之间，令人诧异的是，棉花

是一个中国艺术家， 但却拥有

西方风格，虽然有梵高的感觉，

但是更自由无拘束” 。美国著名

油画家 Grier� Horner认为 ：

“棉花的作品里有一种无法模

仿的原始、真实、质朴的情感内

涵，这一特质将我深深吸引。 所

谓艺术之魅，正在于此。 ”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

术理论系主任、第54届威尼斯双

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彭锋，在此

次《踏歌》棉花个展的前言中写

道：“在老于世故的艺术界，像棉

花这么本色和童真的艺术家并

不多见，我为她对艺术的执着与

热情所感染。 爱、美和生命，这些

词汇在当代艺术界几乎绝迹，即

使出现，多半也是批判和嘲讽的

对象， 但棉花对它们情有独钟。

她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无

所顾忌地表达自己。 ”

一向秉承“以文会友，以友

辅仁”宗旨推广中国仁文化的北

京辅仁传媒机构参与了此次《踏

歌》棉花个展的筹办，其艺术认

同来自对中国画的欣赏角度：棉

花的油画技法虽取自西方，却能

表达出中国画的田园诗意，有似

唐朝大诗人王维的作品“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 ，几近古人“费尽

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的意境。

“吸氧”效应

由审美共鸣而生

法国希罗艺术基金会主席

罗兰·伊桑洛作为一位著名的

雕塑家和艺术评论家， 谈到对

棉花作品的观感，“如果能够从

中领会棉花的创意， 我们便不

可能不与现实世界产生游移。

凝视她的绘画， 就仿佛深吸一

口氧气，没有任何污染，一切都

是安详纯净的气息。 ”

中国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

如则感慨：“棉花画作， 色彩瑰丽、

笔触精微、线条曼妙，虽然一看就

知出自女性之手，然细观，下笔之

果敢、 挥洒之自如、 堆叠之雄

浑———尤其是大画，有黄钟大吕之

‘气’在画中流动，引人共鸣。 ”

曾创作电影 《让子弹飞》

原声音乐的作曲家舒楠说：“直

视她的画， 你会深陷在她的漩

涡里,其中似有独特的节奏，能

够激发音乐创作的灵感。 ”

罗兰·伊桑洛说：“棉花的

作品发人深省， 让人不得不动

容。 她将我们带回一个时代，那

个城堡和大师的居所有许多油

画和挂毯的时代。 ”

艺术审美从来没有国界。

棉花的油画充满视觉张力，虽

抽象，但不论东方西方，艺术欣

赏者都能感受到其中充盈着的

超凡脱俗的喜悦， 有如出自藏

传佛教大师之手的唐卡。

近年来，棉花先后在上海美

术馆和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等

国内多家美术馆举办个展，作品

已经被中国以及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新加坡、美国、韩国等国

艺术机构和私人藏家收藏。棉花

的油画与许多曲高和寡的艺术

品不同，因其独具的赏心悦目的

装饰美，被许多跨国商业机构用

来装饰会客空间。

汇眼看市

设立止损 做空欧元

□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总部 丁孟

本周初良好的欧元区PMI和

德国 IFO经济景气指数提振市场

对于明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信心，

欧元小幅上涨。美联储在周四宣布

每月削减100亿美元购债额度支持

美元随后走强，此后欧元连续两天

下 跌 ， 截 至 周 四 对 美 元 收 报

1.3661。

下周欧洲方面将公布的重量级

数据较少， 只有法国三季度GDP终

值和德国、法国PPI能够在局部时点

上影响市场。 美国周二将公布的耐

用品订单数据对欧元走势影响将更

加明显。 预期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

美国经济数据总体的靓丽表现将对

欧元产生较大下行压力。技术面上，

能否突破1.38附近的下行趋势线对

欧元继续之前的上升趋势至关重

要。建议在目前位置继续做空欧元，

将止损设定在1.38上方。

英镑上周延续之前相对强势的

表现， 英国经济增长步伐好于投资

者预期是重要原因。 尽管英国央行

近期以来首次在会议纪要中表示英

镑汇率持续上升将对经济产生负面

影响，但目前来看，上述表态对英镑

产生的打压作用有限。

中期来看， 我们认为英国央行

这一态度变化不容忽视， 英国经济

能否持续保持目前超预期的上升势

头同样存在疑问， 对于英镑走势持

看空立场。 1.6445为英镑对美元年

内收盘高点， 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位

置，如果近期不能有效突破，英镑将

有很大概率转为下跌。

英国下周经济数据稀少， 追随

欧系货币近期的下行走势是我们的

核心判断。

美元对日元汇率本周有效突破

了前期高点103.6，站稳104上方，目

前在104.3一线。 上周五至今主要的

波动出现于周四凌晨美联储宣布缩

减资产购买之后。 日元于今年5月22

日达到103.7之后开始了长达5个月

的盘整， 直到10月下旬才开始新一

轮贬值行情。 年初至今，日元已经贬

值20.3%。

预计日本贸易收支和国内需求

短期内仍将给日元带来下行压力。

本周三公布的贸易余额调整后达到

1.35万亿日元， 超过预期的1.2万亿

日元。 此外，尽管日前日本内阁批准

了中央政府5.5万亿日元刺激计划，

但这可能并不足以抵消消费税的影

响， 因此日本央行加大宽松力度是

大概率事件。

澳元对美元汇率本周也在美联

储会议的推动下突破了前期低点

0.8848. �澳元汇率和日元表现出相

当程度的相关性： 二者都是从10月

下旬开始本轮贬值趋势， 日间走势

也基本一致。 在欧系货币走强的背

景下，日元、澳元扮演了主要融资货

币的角色。

澳洲联储仍不满意目前汇率水

平，近期频繁通过口头干预汇市。 这

与澳洲国内矿业、 制造业的积疲不

振有关。 尽管房地产近期有些起色，

但仍未反映到总量数据上。 澳洲联

储在疲弱的就业和增长形势下只能

继续维持宽松， 同时有动力打压汇

率来刺激出口。 这是近期澳元走弱

的根本原因， 也是短期内主导澳元

趋势的最主要力量。

理财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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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座

以民营资本促国防经济

□

王伟东

目前，国内经济面临两个

严重问题， 一是严重的结构

失衡， 二是持续近十年的国

进民退。

笔者多次呼吁，发展国防

经济对经济结构失衡有着重

要意义。 国防科技的外溢效

应，可以引领一大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从安全效益的角度来

看，国防工业布局在中西部地

区，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

发展； 国防工业的投资扩张，

又可以对国民经济产生投资

乘数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

发展；国防领域的生产资料消

费和生活资料消费构成了社

会总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部

分，正好与消费升级的大趋势

契合。

民营资本则是国内经济里

最具活力的一部分， 民营资本

的萎缩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一种

表现， 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

结构失衡。 因而， 发展民营经

济、 壮大民营资本对解决现今

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也具有重

大意义。

而如果能够借助民营资本

来发展国防经济， 则可谓一举

多得。

在西方发达国家，国防经

济建设由私营企业承担甚至

主导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武

器装备等防务产品的研制、生

产和维修任务主要由私营企

业承担，因而不存在私营企业

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介入国防

经济的问题。 在我国传统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一

统天下，也不存在民营企业介

入国防经济的命题。 而改革开

放以来，民营资本获得了生存

空间乃至长足发展和壮大，探

讨民营资本进入国防产业才

有了实际意义。

事实上， 在当前的经济环

境下， 民营经济介入国防经济

已势不可挡。 在现代科学技术

条件下， 由于防务产品的品种

繁多，构件十分庞杂，所以，在

实践中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由国有军工企业对防务产品生

产绝对垄断。 只要民营企业承

担了防务产品的某一环节生产

任务， 也就意味着民营企业参

与了国防经济建设。

国内民营资本对国防经济

的介入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资

本的介入， 通过军工企业的股

份制改造，成为其投资主体；另

一种则是参与国防科技工业的

建设， 从事武器装备的科研和

生产。 这两种途径充分体现在

国防科工委在

2007

年下发的两

份文件上———《关于军工企业

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和《非

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

建设指南》。 这两份文件的下

发， 为民营资本进入军工领域

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良性的政策

环境。

民营资本以股权的形式

介入军工企业，有利于打破行

业、 军民以及所有制的界限，

拓展军工企业的融资渠道，而

且可以解决当前因军费不足

带来的国防发展受限问题，又

可以避免因军费增加引来国

际争议和反对；同时，军工企

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后，投资主

体实现多元化，有利于其建立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

营机制， 成为真正的市场主

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民营资本虽然发展较晚，

但发展速度却极为惊人，已经有

一批民营企业积累起强大的经

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高科技领

域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

企业不仅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发

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其技术

水平可以达到国防工业的要求，

它们也可以在国防经济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 要知道，很多与国

防相关的尖端科技产品在西方

发达国家是禁止或者限制出口

的，比如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而

国内已经有少数企业可以生产

这种设备，比如武汉高德红外股

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参与到国

防经济的建设中来，以其先进的

技术、灵活的机制，将具有传统

的国有军工企业所不具备的竞

争优势。

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历来

遵循“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

原则。在和平时期，维持一个庞

大的国防工业体系， 将给国家

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 而如果

通过民营资本的介入， 则可以

压缩军工企业的规模， 减轻财

政压力；而在战争时期，又可以

广泛的军工生产的动员基础和

军事生产含量较高的国民经济

来实现国家的军事和战略意

图。 所以，壮大民营资本，开放

防务市场， 降低民营资本的进

入门槛， 以其带动国防经济建

设势在必行。

文摘

肉已不是当年的肉

□

郭元鹏

冬至未至，羊肉汤已火，“烧

秤”正在进行时。更郁闷的是，花

了大价钱吃羊肉汤，还不知道是

不是从羊身上来的。 记者暗访得

知，成都批发市场上15元一斤的

“羊肉”实际上是用鸡肉、鸭肉或

者去皮的猪肉边角碎料，经冷冻、

混合压制而成。卖家称：“买回去

切成很薄很薄的肉片，烫在火锅

里很难发现” 。 市民感叹：“肉已

经不是当年的肉了！ ”

“肉已经不是当年的肉

了” ，这话听着都有点凄凉和

无奈的感觉。 其实，不是因为

肉不是当年的肉了， 而是因

为监管已经不是当年的监管

了。 肉问题的背后，是监管的

责任。

肉是百姓生活中少不了的

东西。 小小的一块肉背后却是

大大的民生。 肉的问题能够解

决好了， 就是一项最落地的民

生工程。 “肉已经不是当年的

肉了” 的感叹里，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表明我们的肉制品再也

不像以往那样生态了、健康了。

另一方面则表明以次充好、以

假当真的肉制品越来越多了。

肉的变化，是个复杂的过程，这

里面有着太多的无奈。

仅仅从口味上来说， 就无

法与以往相较。 这都源于我们

生活水平提高之后， 对肉制品

的需求越来越大， 于是只能靠

饲料喂养来解决需求。但是，这

却不是无序使用各类速生品的

理由。最起码，要从保障市民健

康的角度设立底线。 对饲料企

业而言， 他们生产的饲料是不

是经过了有关部门的严格批

准？ 配方的比例有没有相关部

门进行把关？

就拿养猪业来说吧，在15

年前突然冒出了一个 “瘦肉

精” ， 就在这种新产品出现的

时候，我们还在沾沾自喜，犹如

获得了宝贝。 可是没有几年的

光景， 就发现这种东西对人体

健康存在巨大隐患。于是，又从

立法的高度将其禁止。 可悲的

是一些农村的养殖户因为信息

闭塞，一直沿用，有人因此一不

小心还蹲了10多年大牢，这是

养殖户的错吗？非也，这是监管

部门的错。事前，缘何批准的如

此鲁莽，事后，又是如何监管的

生产企业？

肉已经不是原来的肉了，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在市场环节

出了问题。 老鼠肉变成了羊肉

串，狸猫肉跑进了火锅里，下脚

料变成了冷冻肉。 这反衬出的

问题不仅仅是商家不是原来的

商家了， 更反衬出监管部门的

缺位。从田间地头到企业车间，

从企业车间到运输途中， 从运

输途中到超级市场， 哪一个环

节没有重兵把守？ 我们有食品

部门， 有农业部门， 有质监部

门，有工商部门，这么多的部门

都管不住一块肉？

肉已经不是原来的肉了，

这只是表象。 背后的问题是监

管部门已经不是原来的监管

部门了。 当然，现在的商家也

不是原来可以自我约束的商

家了。 但是，要是与以往的监

管部门相比较的话，我们最起

码在部门的设置上，在执法力

量的配置上， 都是有优势的。

原来的肉为啥问题少？ 那是因

为原来的监管部门没有对不

起自己的工资。

肉已不是当年的肉了，监

管还是当年的监管吗？

(摘自12月19日《广州日报》)

风向标

主打特色产品 券商理财岁末淘金

□

本报记者 朱茵

年末岁尾，同事聚会，于先生

和周小姐聊起了投资，两人感慨：

“投资也不能凑热闹。牛熊交替之

间还需一份冷静思考。”由于同属

一家软件信息公司， 他们的客户

很多都是证券公司， 于是大家都

买了证券公司的理财产品。 但于

先生很高兴， 他在年初顶住家人

压力， 买了一家券商的股票型产

品，目前的收益超过了40%，而周

小姐因为担心市场风险， 买了一

只债券优先级产品， 固定收益年

化也就是6%，显得有点郁闷。 整

体市场尚可统计的2000多只产品

的平均收益为4.45%。

尝鲜新产品

数量不等于质量

周小姐的固定收益产品虽

然没有太高的收益，但是相对直

接参与股市， 让她少了很多操

劳，这类产品也是今年投资者参

与较多的。

“今年虽然我们自己亏损了

一些， 但是行业整体给投资者的

固定收益产品是不会有改变的。”

一家大券商的资产管理老总道出

自己的苦衷。在他看来，2013年太

多的券商为了追求资产管理的规

模而盲目发行债券分级产品，类

似的固定收益产品填补了部分银

行短期理财产品的空白， 当时也

受到投资者的追捧。 像周小姐这

样害怕股市波动风险的， 就很愿

意参与到券商的此类产品当中，

当初的约定是， 劣后级的收益或

者损失都和优先级的普通投资者

没有关系， 很多券商在找不到购

买劣后级的投资者时， 多数是以

自有资金吃进。

目前WIND统计中有883只

债券型产品， 也是目前券商理财

数量最多的群体。 其中有772只产

品是在2013年成立的。 这种一窝

蜂的债券产品， 在今年屡次遭受

债券市场的无情打击。 从收益率

来看， 海通月月赢风险级收益率

亏损最大。

截 至 本 周 五 12 月 20 日 ，

WIND统计显示，其收益率列全部

产品的倒数第一，为负46.36%。不

止这一个产品， 海通资产管理公

司今年类似产品以一个月、 三个

月和半年、 一年为不同周期的共

发行了十余支， 这些理财产品整

体为中低风险品种， 其中优先级

份额为低风险收益品种， 给予投

资者固定收益， 而风险级份额为

中高风险收益品种， 该公司公告

显示已经为此计提了8000多万的

资产减值损失。 统计显示，883只

债券产品的平均收益仅为1.29%。

赔本的买卖显然不能继续，

多数券商在获得资产管理规模

的同时遭遇了损失，这也使得他

们在设计产品时更为谨慎。 有券

商表示，虽然固定收益类产品在

银行渠道都是最好销售的，但是

目前积累的风险也给券商敲响

了警钟。

“明年我们主要开发定增类

产品” ， 一家小券商资产管理部

表示，公司去年就陆续参加了一

些定增项目，获取的收益基本在

20%以上， 这一回报也相对稳

定。 今年主要是针对单只项目成

立定向产品，但是这样对我们的

要求很高。 这类产品有可能从募

集资金到正式投入到定增的时

间非常短， 还有可能参加不成，

因此，成立定增基金会是比较好

的选择。

坚守价值投资

获取超额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获取收

益最高的，倒是一些股票型产品

和混合型产品。 在全部产品中，

国泰君安君享重阳获得了66%

的好成绩，荣登榜首。 其次则是

东方红5号、 中银国际中国红稳

定价值，收益都超过了40%。 目

前来看股票型产品的平均收益

在10%左右，而混合型的收益率

为6.18%。

这些冠军产品的投资方向也

值得投资者关注， 年初买了股票

型集合理财的于先生说他一直跟

踪这些明星产品的持仓情况，然

后再做判断。

收益第一的国泰君安君享

重阳一号今年的收益并不像外

界猜测的来自创业板，而是更多

地来自蓝筹股。 第二季度其持仓

量为70%，第三季度股票仓位上

升到了80%以上，股票持有品种

也有所增加：在第二季度，其第

一重仓股青岛海尔占净值比高

达33.37%，第二和第三位重仓股

则分别为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

两只啤酒股，这三只股票一共占

去整个产品总仓位的60%，而前

十大重仓股中的其他七只股票

的占比尚不到10%。 君享重阳一

号的第一重仓股———青岛海尔

下半年涨幅达到了56%，10月份

以来上涨28%，同期大盘羸弱不

已，其重仓持有的还有青岛啤酒

及燕京啤酒等。 此外，在投资股

票的同时，重阳会利用股指期货

进行套保操作，来对冲大盘系统

性下跌风险。 简而言之，在这种

策略下，只要其选中的投资组合

能跑赢大盘， 产品就能获利，而

投资组合跑赢大盘的差额越大，

其收益就越高。

此外， 排名前30只产品中，有

一半来自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这也引起了业内的关注，该公司产

品整体业绩回报惊人。多只权益类

产品表现抢眼，还有一些“折价主

题”系列产品同样表现优异。

东证资管是国内首家券商系

资产管理公司，今年8月又成为首

家获得公募基金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目前正在筹备发行业内第一

只券商公募基金。在券商资管行业

发展中， 东证资管一直走在前列，

优异的长期业绩是资产管理行业

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从产品发行

和类型来看，东方资管一直聚焦主

动管理领域。 其投资管理人表示，

公司的收益来源于精选 “幸运的

行业+优秀的管理层+合理的价

格” 三者兼具的优秀公司，坚持长

期价值投资。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

表示，虽然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中枢

下移是确定的，但低估值的行业龙

头、困境反转型行业和公司，以及

大消费和新兴产业内的优秀公司

的投资价值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

投资者自下而上精选具备竞争壁

垒的优质公司，则可捕捉大概率成

功的投资机会。

本报资料图片

《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