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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乒乓球手的奇缘

童雷的父母最初为孩子设计的未来是一

个乒乓球冠军，这个梦想没能实现，但却敲开

了另一个梦想的大门。

“7岁的时候，因为体质较弱，我被父母送

去打乒乓球，本意是锻炼锻炼身体。 谁知道打

得不错，就被选入了体校打球，坚持练了5年

后，又被送到市里。 后来鲁能俱乐部来选人，

我参加了循环赛，得了第二名，那时是13岁。”

童雷回忆说。

此后的童雷开始打职业联赛， 他的乒乓

球水平可见一斑。 但两年之后，童雷发现自己

继续向上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体坛冠军

梦越来越远。 知道情况的父亲便安排了他回

到当地高中读书，那年童雷15岁。

童雷的父亲在山东某地银行工作， 叔叔

则在美国摩根银行任职， 他们经常会在电话

中交流对经济和股市的看法。 耳濡目染中，童

雷对股票方面的兴趣也被调动起来。 后来高

考结束，他选择了经济专业，进入中国农业大

学农经专业学习。

来到大学后，童雷出于广交朋友的初衷，

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社团， 打过职业联赛的

他很轻易地在社团里 “混开了” 。 渐渐地，

童雷和校领导、企业领导交上了朋友，有一次

跟着企业领导去某大学打球， 又被引荐认识

了该大学校长， 正是这位大学校长成为了他

和他师父的引荐人。

“我每周都会去和那个大学校长打球，后

来熟了，他问我学经济的，自己做股票吗？ 我

说‘做啊，一开始赚了点，后来又亏了点，到最

后都没了’ 。 ” 童雷笑着回忆说。

那位校长知道童雷对资本市场感兴趣

后， 便主动提道：“正好这两天我有个朋友

过来北京玩几天，我带你去吃个饭，你可以

跟着他学一学股票投资。他在国内已经做得

不错了，如果投缘的话，你也许能跟着学点

东西。 ”

童雷和师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饭局上。

在和企业领导打球的过程中， 童雷已经见惯

了这种觥筹交错的场合， 因此尽管面对的都

是大人物，童雷也并不拘束，但他也并不主动

说话，只是静静地吃饭。

师父对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实在， 随后

问了问他对经济方面的看法， 童雷就将从叔

叔那里了解到的东西现学现用。 师父点了点

头，没再说什么，但餐后给了他联系方式。

此后一个月， 童雷和师父总共见了五六

次面。 后来有一次，师父直接给了童雷一个50

万元的真实期货账户， 对他说：“你暂时不要

研究股票，股票投资对你这个年龄来说，性子

磨得太慢，还是试试期货吧。 ”

这是童雷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钱，

当时的他既激动又犹豫，既兴奋又忐忑。 激动

的是这么一大笔钱让自己多去操作， 仿佛天

上掉下馅饼； 犹豫的是自己从来没接触过期

货，不懂如何交易；兴奋的是可以进入到一个

新的世界，尝试新的事物；忐忑的是自己何德

何能，得到师父如此垂青？

童雷事后得知， 师父早些年便是从国内

炒期货起家的，但2000年一次重大失误，导致

他账户爆仓，其中有不少是拆借来的资金，也

意味着在他全部身家都输了的同时还债台高

筑，整个天空瞬间一片漆黑。

而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正是那位

大学校长和其他朋友纷纷慷慨解囊， 雪中送

炭，为他送去救命资金，并陪他一起度过那段

最煎熬的阶段，直至最后东山再起。

“那段时间是师父人生中最难挨的时光，

他们等于救了师父一命。 所以，师父对于包括

校长在内的那些好朋友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

很重视、很珍惜这份感情。 ” 童雷说。

初体验：急于证明自己

“我的要求很明确：只能做一手。隔夜也好、

短线也好，亏了赚了，不需要跟我汇报，我自己

会对你的交易进行评估。 这一个月我什么都不

说，你自己去琢磨期货品种的属性、脾性。 简单

的说，你自己觉得要涨了就买，跌了就卖。”对初

出茅庐的童雷，师父似乎十分放心。

那50万元的真金白银都是师父自己的

钱，账户的风险敞口，已经被师父在境外随

时对冲掉了，只是让童雷随意操作，他并不

给任何指导。 正如人们学球的时候，教练在

开始授课之前，通常会让学生自己随便打几

场，为的是评价学生的基础、性格、优势和

缺点。 师父此举用意或许在此。 同时，也可

让童雷自己摸索、 熟悉各个期货品种的脾

气、属性。

“那时候我是什么都不懂。 刚开始，师父

也是什么都不指点，全靠我自己在网上搜索学

习。 ” 童雷说。

虽然师父已经明确告诉他 “亏了不要

紧” ，但尚未摸清品种脾性的童雷，面临50万

元的“巨资” ，心理压力还是不小。 “赚一点

就跑、亏一点也跑，一天最多能做20多次。 ”

他说。

刚刚入场的童雷， 很是遵守师父约定的

“1手单” 操作法。 但是，不了解市场水有多

深、不懂得趋势交易的他，总是短线进出，尽管

仓位很轻，但账面总是几百、几千元的浮亏。一

旦亏损， 童雷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判断有误，

又急忙砍仓， 有时甚至反手继续做同一品种，

结果反复被套、反复砍仓。而越输，童雷就越想

翻本，导致思维更加混乱，操作更加无章法，完

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那时候太着急，急于证明自己是可以在

这个市场挣到钱并且出类拔萃的。 ” 童雷事后

如此反省自己。 他的操作频率越来越快，单子

越来越拿不住，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操作了一个

月，账面上始终不见起色，这令年少的童雷十

分懊恼，一度心灰意冷，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

不适合做期货。

对于这一个月的交易， 他师父的评价是：

“敢拼不是坏事。但首先要把交易频率降下来，

一天只能控制在三单以内，而且交易要看到20

点以上的利润再入场， 在没有单边计划之前，

所有的短线行情，该走就走，不需要犹豫。 ”

这次之后， 师父传授了童雷一些基本的

技术性指标以及用法。 童雷开始照此进行操

作，但依然没有起色。 此后半年时间内，童雷

几乎每天都是在挨骂中成长起来的。 “到后

来， 一度害怕不敢向师父汇报， 小事都自己

扛，因为打电话过去就是噼里啪啦一通骂。 ”

童雷笑道。

师父的骂渐渐有了效果。 半年间，童雷慢

慢收敛了年少的轻狂劲， 心态变得越来越沉

稳，开始能够接受账面一时的亏损，能够将眼

光放得更长远。

“半年之后，基本保持在短线每日最多三

单， 每个短线单最少20点的盈利， 甚至隔夜

100-200点的利润都能做到，账面总盈利也达

到10%左右。 ”

新起点：失控的情绪

在这一轮之后，师父对童雷的表现比较满

意，认为他已经可以尝试资金管理了，便给了

他一个新账户，资金放大到200万元。

这么大的资金，随便一个细微波动，就可

能导致账面回撤好几万元。 这让原本在50万

元阶段心态平稳的童雷， 开始有点沉不住气

了。当时亏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5万元，而在

200万元阶段， 一天的波动在10万元左右十

分正常。

童雷心理压力很大，晚上经常失眠，精神

状态越来越差，亏损一点一点放大，最多时亏

损54万元，回撤率达27%，而且似乎看不到一

点希望。

这么大的亏损，对于当时还只是大二学生

的童雷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童雷觉得已经

濒临崩溃的边缘，那种感觉就好像把父母毕生

的积蓄都输光了，即将面临家人的指责；更重

要的是翻身无望，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被敲

得粉碎。

由于身心俱疲，童雷开始变得烦躁、易怒，

这种情绪积聚久了，身边的人往往就成为了发

泄的对象。 有时候跟妈妈打电话，童雷会显得

非常不耐烦，嘱咐了两句，他就会觉得很罗嗦，

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但又不能破口大骂发泄

一通，就只能暴躁地把电话挂了扔了。

师父在和童雷的沟通中也察觉出了他的

低落和不自信。 他说：“你已经开始意识到，做

交易时候开放和封闭的选择问题。 你要学会

交易就是交易、生活就是生活，二者要分开，别

把这种情绪带给身边人。 一旦你做不到，控制

不好情绪，最后会众叛亲离。 ”

诚如成功人士所说，期货市场上最终交易

的是人性，成功是市场对你人性中闪光点的奖

赏，失败则是对人性中的缺点的惩罚。

此后3-5个月的时间内，童雷慢慢学会了

情绪控制。 “但有时候还是会冲动，感觉到压

抑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不说话、多吃点好吃的，

学会情绪控制后，就开始看什么都很顺眼。 ”

他说。

他内心慢慢坚定起来， 但真正落到操作

上，仍然有些差距，账面依然波澜不惊。

交易结束后，师父来个十分及时的电话，

给了童雷莫大的心理慰藉。 师父表示亏钱不

要紧，风险早已屏蔽了。 同时，他给了童雷一

张表，上面列明了所有品种目前所处的行情格

局。 此后童雷慢慢恢复了对自己交易能力的

自信，也习惯了资金波动。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交易体系也逐渐确

立。 “所有品种，只要短线有机会，就都会去

做，不会死守。最多时候持仓不会超过一星期，

有机会就做，没机会就撤，我已经学会了把品

种细分，进行对冲。 先是在焦炭上打了一场胜

仗，账面盈利300万元，一年后，资金规模就达

800万元。 ” 童雷说。

做空焦炭期货让童雷印象深刻。 因为当

时入场的时点稍微出现了偏差，最大回撤一度

达27%。 这时，师父那边的风控员给他打电话

说：“风险可控、不要紧，仓位拿住了。 ”

第二天，行情走得十分惊悚，先是向上反

抽了，导致回撤达到35%，但风控员并没给童

雷打电话， 这似乎给了他可以继续持有的暗

示，童雷甚至琢磨“再加点仓？ ”

但加仓后，行情却维持震荡。 在和师父沟

通后，他发现师父并不纠结，这等于给了他一

颗定心丸，不久，焦炭期价果然直线下跌，账面

资金从200万变成了600万元。

从迷失到出师：2000万到6000万元

对于上一阶段的操作，师父对童雷的评价

是“守成有余、进攻不足” ，交易风格偏保守，

把进场价格限制太死。

为了锻炼童雷更为灵活的交易手法，有一

天， 师父把一叠交易单扔给他：“说这有点交

易记录，你去看看，体会一下。 ”

交易单上的手法十分极端，不断浮盈加

仓， 童雷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师父的风格，而

是当年某大鳄在棉花期货上大赚数亿元的

交易单。

“这确实是一个极端行情，放到现在肯定

会爆仓。 但市场永远是成王败寇，我不是让你

看交易有多高明，而是让你看看真正遇到极端

行情，到底是不是敢搏下去。 ” 师父说。

随着交易的深入，童雷渐渐理解了师父的

意图———做期货就要有大胸怀，该拼的时候就

要拼。不要死守30%的仓位和日均3次的纪律。

从那以后，童雷就着眼于研究灵活性的交

易手法。 谁知矫枉过正，追涨杀跌导致账户回

撤很多，一度到50%。

这令师父十分光火，不是因为账面的大幅

回撤， 而是因为他违反不可追涨杀跌的原则。

考虑到童雷当时心态变化， 师父决定收回账

户，让童雷先休息一段时间。

“当时以为师父不再给他账户做了，乐得

自在，便自我放松去了。一段时间下来，行情也

不看了， 渐渐的对期货交易的事情也淡忘

了。 ” 他说。

差不多玩了一个月时间，童雷突然想起师

父让他打电话的事情，便立即致电过去。 感觉

到童雷心态不错，师父制定了两到三个月的交

易计划，回头又给他一个账户。

“一开始以为还是原来的账户， 结果打

开一看2000万元，当时有点惊讶。 师父跟我

说：‘你跟了我这么久， 该学的东西学完了，

剩下的路自己走吧。新一个台阶，可能压力会

很大， 仓位就小一点，10%的仓位把安全垫

打出来’ 。 ”

此时的童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交易体

系， 该放弃的也学会放弃。 差不多用了两个

月，他便打出了5%的“安全垫” 。 此后，师父

让他把仓位加到11%。但接下来，童雷做的便

不那么顺利了，账面开始回撤，在-5%至10%

之间浮动。

“后来遇到一波PTA行情。现在想想胆

子小了， 进场的时候仓位11%， 后来加到

30%，正常加满可以盈利100%，但那次只

有40%。 不过师父说，这是个进步，至少账

户收益曲线飞跃了一下，没事，慢慢来。接下

来，在塑料期货上高位做多，账户瞬间又回

到原点。 ” 童雷回忆说。

账面从盈利800万元， 一下子回到了原

点，这一起一伏的波动太大。 就好像希腊神话

里的西西弗斯， 千辛万苦地把圆石推到了山

顶，结果瞬间又滚落到谷底，一切又要从头开

始。 挫折感又充斥了童雷的内心，他一度有放

弃的念头，但内心几番激战之后，他又重新振

作了起来：“大不了重来，也没亏到本金。 ”

他重新调整心态， 开始用最初学到的手

法———小量试单，并试空了金、银、铜、焦炭。此

后数日，他逆师父命令而做空白银，账面盈利

达到惊人的4000万元。

尽管童雷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操作，但

能够获得巨额盈利，师父也十分满意。 至此，

师父认为童雷可以出师了。同时，他在海外的

团队已经构建完毕， 准备全身心都投入到海

外市场去。

“师父问我：‘你愿意跟我走， 还是自己

留在国内继续拼搏？’ ” 童雷对于当日的离别

记忆深刻，“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留

了下来。 ” 此后他找到了一份和期货相关的

工作。

提到师父， 他的嘴角不自觉会泛起笑

意：“师父是那种只要不说交易、行情，就很

随意有趣的人，一旦说到期货，他会变得特

别严肃。 ”

国债期货 热得快冷得也快

□本报记者 张勤峰

时值仲夏， 国债期货人气与眼下的天气颇

有几分相似———说变就变。 5月底6月初，国债

期货量价齐升。 谁知好景不长，随着戛然而止，

市场人气迅速降温，成交量很快“回到原形” 。

业内人士指出， 前期国债期货成交放量源

于上涨行情升温，当前行情陷入震荡，短线投机

资金选择撤离，成交大幅萎缩，也符合国债期货

上市初期以投机为主的交易特征。 要有效提高

国债期货市场流动性，不能指望有行情刺激，仍

应该从丰富投资者类型、增加交易品种、优化相

关规则等方面入手。

成交量被打回原形

自去年9月国债期货交易推出以来，市场

流动性不足一直是个问题。据统计，除上市首

月成交量略高外，去年10月至今，日均成交仅

2300手左右，最少的一天只有505手；与股指

期货每日动辄七、八十万手的成交相比，连后

者的“零头” 都不及。 如何提高国债期货市

场流动性，成为上至监管层下至投资者等各

方共同关心的话题。目前市场的共识是从监

管制度、交易规则和丰富品种等方面进行调

整优化。

不过， 在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之前，5月底6

月初，伴随国债期货上涨行情的升温，国债期

货市场上演了一段“自我救赎” 。

5月底6月初， 国债期货市场持续上涨，在

期价步步走高的同时， 市场持仓量和成交量也

相继增至阶段高位。 数据显示， 在国债期货

TF1409主力合约6月4日盘中创下合约上市以

来新高的当天， 市场总持仓达到创历史纪录的

8274手，随后一天总成交达到8626手，为过去

八个多月的高点。一时间，短期赚钱效应与增量

资金入场交相呼应并交替作用， 让人无论对期

价后续涨势还是流动性继续改善都产生期待。

不过， 市况并未按照投资者预期的方向

发展，主力合约在创下上市新高后，上涨行情

戛然而止，就此转入持续的横盘震荡。与此同

时，市场人气也迅速降温，上周市场成交量已

重新回到2300手左右的状态。这个市场，热得

快冷得也快，与眼下的天气倒颇有几分相似，

变化多端。

行情平淡是主因

上周，新一季“打新” 大戏正式开演，在无

风险回报的吸引下， 各路投资者纷纷涌向权益

一级市场， 融资打新、 卖券打新的情况不胜枚

举。因而，在打新中签率奇低的同时，货币市场、

债券市场及存量股票市场纷纷“躺枪” 。莫非国

债期货成交萎缩祸起“打新” ？ 市场人士指出，

资金踊跃“打新” 与国债期货成交萎缩或许有

关，但不是主要原因，成交下滑的关键还在于行

情趋于平淡。

首创期货研究员刘会勇指出， 近期打新热

的确吸引了不少资金参与，但简单算一下，国债

期货按日成交1万手计算， 保证金每手3万元，

大概需要3亿元的资金， 再考虑到很多成交为

日内交易，所需资金总量更少，相对于新股发行

冻结的资金来算可谓九牛一毛， 因此打新热不

应是市场成交下滑的主要原因。

“行情决定成交量，” 他认为，从4月初以

来国债期货的这波行情涨幅不小， 期价已涨至

其刚上市的水平， 现券7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处

在3.9%左右的关键位置，目前很难有方向性的

突破机会， 这使得多空双方参与积极性有所消

褪。南华期货研究员徐晨曦亦表示，短期国债期

货市场缺乏刺激因素，行情陷入震荡，缺乏赚钱

效应，投机资金选择撤离，成交自然大幅萎缩。

华联期货研究员殷双建进一步指出， 从历史数

据上可看到， 行情较大时国债期货成交往往迅

速放大，而行情降温时成交一般会相应减少，显

示了投机资金对于活跃市场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成交缩水的同时，国

债期货持仓下降并不明显。 海通期货成艳丽等

市场人士认为，成交/持仓比快速下滑，显示市

场观望情绪浓厚，在等待进一步的交易时机，与

当前国债期货行情表现也是吻合的。

刘会勇进一步解释道， 成交更多反映的是

短期交易或者日内交易的投资者行为， 而持仓

更多反映的是中长期投资者的交易行为。 在行

情较为平稳的时候，日内交易者会更加谨慎，而

中长期交易者的行为不会受短期行情影响，这

就可以解释成交持仓比的下滑。简言之，由于行

情或者波动性的变化， 日内交易者和中长期交

易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进而导致成交持仓比

出现了变化。

按照刘会勇的分析，当前持仓水平比较稳

定， 可认为市场上中长期投资者占比在上升。

这是否意味着国债期货套保盘的占比在增多？

因为套保盘一般倾向于中长期操作。 不过，市

场人士认为， 中长期交易者并不等同于套保

盘，当前国债期货市场交易模式依然以投机为

主。殷双建分析，首先，国债现货绝大多数由银

行、保险机构持有，只有它们才有套保需求，而

目前银行、保险还未进入国债期货市场。其次，

目前国债期货成交量太小， 不适合大机构参

与。 且套保盘是在期货市场做空国债，目前在

货币政策微刺激下，短期内多头占优，还没出

现套保的时机。

信达期货研究所所长朱怀镇亦认为， 持仓

量相对稳定并不是套保盘的作用。他指出，上市

以来顺利交割的三个合约进入交割的持仓量逐

渐减小，说明实物交割量没有增加，当前市场投

资者仍以投机为主。

还有市场人士认为， 要持续有效地提高

国债期货市场活跃度，增加国债期货流动性，

不能指望一时的行情刺激。 仍应该从完善丰

富投资者类型、增加交易品种、优化相关制度

等方面入手。

从50万到6000万元

一个大学生的“武侠式” 期货奇遇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令狐冲受难邂逅风清扬、 虚竹因缘拜师无

崖子……这些故事都在不断重复着 “天赋异禀

的少年因缘际会得遇名师传授绝世武功， 最终

成为一代宗师”的经典桥段。 现实生活中，无数

人都期待自己是那个天赋异禀的少年， 能够获

得奇迹的垂青。 在绝大多数人沉浸在幻想中时，

20

岁出头的童雷却有幸遭逢奇遇， 成为那个骨

骼清奇的异禀少年。

2008

年的一个夏天，一位中年人神色严肃地将

一个

50

万元的真实账户， 交给还是大学生的童雷，

让从未涉足过期货的他，自己去交易。

童雷和这个中年人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因

此前见面的总次数甚至不超过六次。 当时的他并不

知道，这次见面是一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际遇。 那

位中年人是位海外私募基金经理，资金规模在

10

亿

元左右，童雷称他为师父。

“我很庆幸能够遇见师父，这是天赐机缘。我很

感谢师父，让我在期货交易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

学会如何行走， 让我的交易生涯少了很多弯路，也

明了更多交易的精髓。 ”童雷说。

2013

年，还是那个夏天。 在期货市场磨砺了

5

年

的童雷，一步一步将账户基数从

50

万，提升到

200

万、

600

万、

2000

万元， 最后凭借他自身的能力放大到了

6000

万元，创造了期货市场上又一个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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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0万到6000万元

一个大学生的“武侠式”期货奇遇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令狐冲受难邂逅风清扬、虚竹因缘拜师无崖子……这些故事都在不断重复着“天赋异禀的少年因缘际会得遇名师传授绝世武功，最终成为一代宗师”的经典桥段。 现实生活中，无数人都期待自己是那个天赋异禀的少年，能够获得奇迹的垂青。 在绝大多数人沉浸在幻想中时，20岁出头的童雷却有幸遭逢奇遇，成为那个骨骼清奇的异禀少年。

2008年的一个夏天，一位中年人神色严肃地将一个50万元的真实账户，交给还是大学生的童雷，让从未涉足过期货的他，自己去交易。

童雷和这个中年人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因此前见面的总次数甚至不超过六次。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次见面是一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际遇。 那位中年人是位海外私募基金经理，资金规模在10亿元左右，童雷称他为师父。

“我很庆幸能够遇见师父，这是天赐机缘。 我很感谢师父，让我在期货交易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学会如何行走，让我的交易生涯少了很多弯路，也明了更多交易的精髓。 ” 童雷说。

2013年，还是那个夏天。 在期货市场磨砺了5年的童雷，一步一步将账户基数从50万，提升到200万、600万、2000万元，最后凭借他自身的能力放大到了6000万元，创造了期货市场上又一个神话故事。

初遇：乒乓球手的奇缘

童雷的父母最初为孩子设计的未来是一个乒乓球冠军，这个梦想没能实现，但却敲开了另一个梦想的大门。

“7岁的时候，因为体质较弱，我被父母送去打乒乓球，本意是锻炼锻炼身体。 谁知道打得不错，就被选入了体校打球，坚持练了5年后，又被送到市里。 后来鲁能俱乐部来选人，我参加了循环赛，得了第二名，那时是13岁。 ” 童雷回忆说。

此后的童雷开始打职业联赛，他的乒乓球水平可见一斑。 但两年之后，童雷发现自己继续向上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了，体坛冠军梦越来越远。 知道情况的父亲便安排了他回到当地高中读书，那年童雷15岁。

童雷的父亲在山东某地银行工作，叔叔则在美国摩根银行任职，他们经常会在电话中交流对经济和股市的看法。 耳濡目染中，童雷对股票方面的兴趣也被调动起来。 后来高考结束，他选择了经济专业，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农经专业学习。

来到大学后，童雷出于广交朋友的初衷，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社团，打过职业联赛的他很轻易地在社团里“混开了” 。 渐渐地，童雷和校领导、企业领导交上了朋友，有一次跟着企业领导去某大学打球，又被引荐认识了该大学校长，正是这位大学校长成为了他和他师父的引荐人。

“我每周都会去和那个大学校长打球，后来熟了，他问我学经济的，自己做股票吗？ 我说‘做啊，一开始赚了点，后来又亏了点，到最后都没了’ 。 ” 童雷笑着回忆说。

那位校长知道童雷对资本市场感兴趣后，便主动提道：“正好这两天我有个朋友过来北京玩几天，我带你去吃个饭，你可以跟着他学一学股票投资。 他在国内已经做得不错了，如果投缘的话，你也许能跟着学点东西。 ”

童雷和师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饭局上。 在和企业领导打球的过程中，童雷已经见惯了这种觥筹交错的场合，因此尽管面对的都是大人物，童雷也并不拘束，但他也并不主动说话，只是静静地吃饭。

师父对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实在，随后问了问他对经济方面的看法，童雷就将从叔叔那里了解到的东西现学现用。 师父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餐后给了他联系方式。

此后一个月，童雷和师父总共见了五六次面。 后来有一次，师父直接给了童雷一个50万元的真实期货账户，对他说：“你暂时不要研究股票，股票投资对你这个年龄来说，性子磨得太慢，还是试试期货吧。 ”

这是童雷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钱，当时的他既激动又犹豫，既兴奋又忐忑。 激动的是这么一大笔钱让自己多去操作，仿佛天上掉下馅饼；犹豫的是自己从来没接触过期货，不懂如何交易；兴奋的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尝试新的事物；忐忑的是自己何德何能，得到师父如此垂青？

童雷事后得知，师父早些年便是从国内炒期货起家的，但2000年一次重大失误，导致他账户爆仓，其中有不少是拆借来的资金，也意味着在他全部身家都输了的同时还债台高筑，整个天空瞬间一片漆黑。

而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正是那位大学校长和其他朋友纷纷慷慨解囊，雪中送炭，为他送去救命资金，并陪他一起度过那段最煎熬的阶段，直至最后东山再起。

“那段时间是师父人生中最难挨的时光，他们等于救了师父一命。 所以，师父对于包括校长在内的那些好朋友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也很重视、很珍惜这份感情。 ” 童雷说。

初体验：急于证明自己

“我的要求很明确：只能做一手。 隔夜也好、短线也好，亏了赚了，不需要跟我汇报，我自己会对你的交易进行评估。 这一个月我什么都不说，你自己去琢磨期货品种的属性、脾性。 简单的说，你自己觉得要涨了就买，跌了就卖。 ”对初出茅庐的童雷，师父似乎十分放心。

那50万元的真金白银都是师父自己的钱，账户的风险敞口，已经被师父在境外随时对冲掉了，只是让童雷随意操作，他并不给任何指导。 正如人们学球的时候，教练在开始授课之前，通常会让学生自己随便打几场，为的是评价学生的基础、性格、优势和缺点。 师父此举用意或许在此。 同时，也可让童雷自己摸索、熟悉各个期货品种的脾气、属性。

“那时候我是什么都不懂。 刚开始，师父也是什么都不指点，全靠我自己在网上搜索学习。 ” 童雷说。

虽然师父已经明确告诉他“亏了不要紧” ，但尚未摸清品种脾性的童雷，面临50万元的“巨资” ，心理压力还是不小。“赚一点就跑、亏一点也跑，一天最多能做20多次。 ” 他说。

刚刚入场的童雷，很是遵守师父约定的“1手单”操作法。 但是，不了解市场水有多深、不懂得趋势交易的他，总是短线进出，尽管仓位很轻，但账面总是几百、几千元的浮亏。 一旦亏损，童雷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判断有误，又急忙砍仓，有时甚至反手继续做同一品种，结果反复被套、反复砍仓。 而越输，童雷就越想翻本，导致思维更加混乱，操作更加无章法，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那时候太着急，急于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市场挣到钱并且出类拔萃的。 ” 童雷事后如此反省自己。 他的操作频率越来越快，单子越来越拿不住，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操作了一个月，账面上始终不见起色，这令年少的童雷十分懊恼，一度心灰意冷，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做期货。

对于这一个月的交易，他师父的评价是：“敢拼不是坏事。 但首先要把交易频率降下来，一天只能控制在三单以内，而且交易要看到20点以上的利润再入场，在没有单边计划之前，所有的短线行情，该走就走，不需要犹豫。 ”

这次之后，师父传授了童雷一些基本的技术性指标以及用法。 童雷开始照此进行操作，但依然没有起色。 此后半年时间内，童雷几乎每天都是在挨骂中成长起来的。“到后来，一度害怕不敢向师父汇报，小事都自己扛，因为打电话过去就是噼里啪啦一通骂。 ” 童雷笑道。

师父的骂渐渐有了效果。 半年间，童雷慢慢收敛了年少的轻狂劲，心态变得越来越沉稳，开始能够接受账面一时的亏损，能够将眼光放得更长远。

“半年之后，基本保持在短线每日最多三单，每个短线单最少20点的盈利，甚至隔夜100-200点的利润都能做到，账面总盈利也达到10%左右。 ”

新起点：失控的情绪

在这一轮之后，师父对童雷的表现比较满意，认为他已经可以尝试资金管理了，便给了他一个新账户，资金放大到200万元。

这么大的资金，随便一个细微波动，就可能导致账面回撤好几万元。 这让原本在50万元阶段心态平稳的童雷，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 当时亏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5万元，而在200万元阶段，一天的波动在10万元左右十分正常。

童雷心理压力很大，晚上经常失眠，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亏损一点一点放大，最多时亏损54万元，回撤率达27%，而且似乎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么大的亏损，对于当时还只是大二学生的童雷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童雷觉得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那种感觉就好像把父母毕生的积蓄都输光了，即将面临家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翻身无望，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被敲得粉碎。

由于身心俱疲，童雷开始变得烦躁、易怒，这种情绪积聚久了，身边的人往往就成为了发泄的对象。 有时候跟妈妈打电话，童雷会显得非常不耐烦，嘱咐了两句，他就会觉得很罗嗦，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但又不能破口大骂发泄一通，就只能暴躁地把电话挂了扔了。

师父在和童雷的沟通中也察觉出了他的低落和不自信。 他说：“你已经开始意识到，做交易时候开放和封闭的选择问题。 你要学会交易就是交易、生活就是生活，二者要分开，别把这种情绪带给身边人。 一旦你做不到，控制不好情绪，最后会众叛亲离。 ”

诚如成功人士所说，期货市场上最终交易的是人性，成功是市场对你人性中闪光点的奖赏，失败则是对人性中的缺点的惩罚。

此后3-5个月的时间内，童雷慢慢学会了情绪控制。“但有时候还是会冲动，感觉到压抑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不说话、多吃点好吃的，学会情绪控制后，就开始看什么都很顺眼。 ” 他说。

他内心慢慢坚定起来，但真正落到操作上，仍然有些差距，账面依然波澜不惊。

交易结束后，师父来个十分及时的电话，给了童雷莫大的心理慰藉。 师父表示亏钱不要紧，风险早已屏蔽了。 同时，他给了童雷一张表，上面列明了所有品种目前所处的行情格局。 此后童雷慢慢恢复了对自己交易能力的自信，也习惯了资金波动。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交易体系也逐渐确立。“所有品种，只要短线有机会，就都会去做，不会死守。 最多时候持仓不会超过一星期，有机会就做，没机会就撤，我已经学会了把品种细分，进行对冲。 先是在焦炭上打了一场胜仗，账面盈利300万元，一年后，资金规模就达800万元。 ” 童雷说。

做空焦炭期货让童雷印象深刻。 因为当时入场的时点稍微出现了偏差，最大回撤一度达27%。 这时，师父那边的风控员给他打电话说：“风险可控、不要紧，仓位拿住了。 ”

第二天，行情走得十分惊悚，先是向上反抽了，导致回撤达到35%，但风控员并没给童雷打电话，这似乎给了他可以继续持有的暗示，童雷甚至琢磨“再加点仓？ ”

但加仓后，行情却维持震荡。 在和师父沟通后，他发现师父并不纠结，这等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不久，焦炭期价果然直线下跌，账面资金从200万变成了600万元。

从迷失到出师：2000万到6000万元

对于上一阶段的操作，师父对童雷的评价是“守成有余、进攻不足” ，交易风格偏保守，把进场价格限制太死。

为了锻炼童雷更为灵活的交易手法，有一天，师父把一叠交易单扔给他：“说这有点交易记录，你去看看，体会一下。 ”

交易单上的手法十分极端，不断浮盈加仓，童雷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师父的风格，而是当年某大鳄在棉花期货上大赚数亿元的交易单。

“这确实是一个极端行情，放到现在肯定会爆仓。 但市场永远是成王败寇，我不是让你看交易有多高明，而是让你看看真正遇到极端行情，到底是不是敢搏下去。 ” 师父说。

随着交易的深入，童雷渐渐理解了师父的意图—————做期货就要有大胸怀，该拼的时候就要拼。 不要死守30%的仓位和日均3次的纪律。

从那以后，童雷就着眼于研究灵活性的交易手法。 谁知矫枉过正，追涨杀跌导致账户回撤很多，一度到50%。

这令师父十分光火，不是因为账面的大幅回撤，而是因为他违反不可追涨杀跌的原则。 考虑到童雷当时心态变化，师父决定收回账户，让童雷先休息一段时间。

“当时以为师父不再给他账户做了，乐得自在，便自我放松去了。 一段时间下来，行情也不看了，渐渐的对期货交易的事情也淡忘了。 ” 他说。

差不多玩了一个月时间，童雷突然想起师父让他打电话的事情，便立即致电过去。 感觉到童雷心态不错，师父制定了两到三个月的交易计划，回头又给他一个账户。

“一开始以为还是原来的账户，结果打开一看2000万元，当时有点惊讶。 师父跟我说：‘你跟了我这么久，该学的东西学完了，剩下的路自己走吧。 新一个台阶，可能压力会很大，仓位就小一点，10%的仓位把安全垫打出来’ 。 ”

此时的童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交易体系，该放弃的也学会放弃。 差不多用了两个月，他便打出了5%的“安全垫” 。 此后，师父让他把仓位加到11%。 但接下来，童雷做的便不那么顺利了，账面开始回撤，在-5%至10%之间浮动。

“后来遇到一波PTA行情。 现在想想胆子小了，进场的时候仓位11%，后来加到30%，正常加满可以盈利100%，但那次只有40%。 不过师父说，这是个进步，至少账户收益曲线飞跃了一下，没事，慢慢来。 接下来，在塑料期货上高位做多，账户瞬间又回到原点。 ” 童雷回忆说。

账面从盈利800万元，一下子回到了原点，这一起一伏的波动太大。 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千辛万苦地把圆石推到了山顶，结果瞬间又滚落到谷底，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挫折感又充斥了童雷的内心，他一度有放弃的念头，但内心几番激战之后，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大不了重来，也没亏到本金。 ”

他重新调整心态，开始用最初学到的手法—————小量试单，并试空了金、银、铜、焦炭。 此后数日，他逆师父命令而做空白银，账面盈利达到惊人的4000万元。

尽管童雷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操作，但能够获得巨额盈利，师父也十分满意。 至此，师父认为童雷可以出师了。 同时，他在海外的团队已经构建完毕，准备全身心都投入到海外市场去。

“师父问我：‘你愿意跟我走，还是自己留在国内继续拼搏？ ’ ” 童雷对于当日的离别记忆深刻，“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 此后他找到了一份和期货相关的工作。

提到师父，他的嘴角不自觉会泛起笑意：“师父是那种只要不说交易、行情，就很随意有趣的人，一旦说到期货，他会变得特别严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