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盘手“梦工厂”涌现（引）

导师指点实盘激战 期货玩转“超女快男”（主）

本报记者 王姣

成千上万的人排成长龙，只为拿一张报名表，如果能侥幸通过初次审核，等待着他们的是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淘汰赛。

入围的每位选手不仅能得到导师团的实时指点，也收获着粉丝们的仰慕崇拜，不过只有最优秀的20位交易员，才能从激烈的厮杀中突围而出，获得管理亿万元资金的奖励。

如同《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音》一样，《顶级操盘手》为期货新手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成功上演了一场草根狂欢的盛宴。

现实中这样一个节目尚未面世，但推出日期已不再遥远。

1983年的美国，期货大鳄理查德 丹尼斯从上千人中挑选出13位，用4年时间毫无保留地训练他们进行期货交易；时隔27年后的2011年，资深操盘手迈克 巴格达迪从8000多名应聘者中海选出15名操盘手，每人发10万英镑作为炒股基金，开展了一项历时3年的培训计划，不少保姆、保安、的哥等都借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大师们的气魄难以复制，但代表其精神气质的初级样本已出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随着期货资管业务获批、混业经营开放，从期货公司到各类私募机构对职业操盘手的需求爆发式增加，海通期货的“对冲基金青年人才计划” 、CCTV证券资讯频道的“天纵期才”期货电视大赛、资管公司的招聘培训项目、高校的操盘手研修班等应运而生，围绕培养“顶级操盘手” 这一

主题，期货公司、私募、高校、媒体等共同集结起来，浇灌出一朵朵创新之花。

海选+PK�学徒成长的苦辣酸甜

“一个成功的交易员究竟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 上世纪80年代，芝加哥期货大佬理查德 丹尼斯和他的老朋友威廉 埃克哈特经常为此争执不休。

为分个青红皂白，两人干脆打赌验证。 1983年，他们开始登报寻找愿意接受训练成为期货交易者的人，慕名前来应聘者上千人，他们从中挑选了80人到芝加哥面试，最后选定13人从事此项计划。

理查 丹尼斯花了两周时间毫无保留地教授他们期货交易的方法和原则。 课程结束后，他开始提供真实的资金账户让学徒们进行实盘交易，随后的四年中，这些被他称为“海龟” 的学徒们取得了年均复利80%的收益，“海龟计划”由此成为交易史上最著名的实验。

30年后的中国，年轻的Mark冲破各大高校近4000人的PK阻截，与近百位小伙伴一起进入一个中国版的“海龟计划”———海通期货“对冲基金青年人才计划” ，在其下设的“全球对冲操盘手青训营” ，他将获得为期两个月的免费、封闭交易训练。

海通期货这项人才计划开始于2013年3月，初衷在于为新设立的24hr全球交易中心招募和训练金融操盘手，训练结束后，优秀学员将获得职业操盘手工作机会。

对贪睡的Mark来说，初到交易中心最大的挑战是作息问题。“教官们都特别严格，每天8点之前就必须到交易中心，到了晚上9点以后才能离开，一开始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 ”Mark说。

好在年轻，适应性强，熬过最艰难的头一个月后，Mark一到清晨就自然醒了。每天早上7点50分，他都要准时到达交易中心。8点开始，导师将指导他进行当日的市场基本面分析，通过市场信息剖析价格运行规律；9点开盘后，导师根据Mark的性格特点，为他提供个性化的操盘风格规划，通过模拟实盘逐日盯盘研习；下午3点收盘后，Mark将当天的交易报告交给导师，导

师将为他剖析每一笔交易……

在日常军事化、系统的操盘训练中，Mark和小伙伴们每天都重复着这样单调的日常教学流程，然而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据导师的经验，每一梯次的培训，大约只有七成的学徒可以学会操盘这项技能，而这七成中，大约只有一半通过每日实战的心理考验，背后的辛苦付出与专注常人难以想象。

按照培训计划，Mark他们每周进行模拟交易并登记成绩，合格者进入下一周期。 每周期以周度为单位，凡培训满八周且成绩合格者，才能获得实习生身份，并有机会接触实盘资金的账户操作。 而只有半年内的成绩理想者，才能晋升为正职操盘手。

“这半年来，我由一个散户阶段过度到了一个职业交易者的阶段，虽然有一些说不出的辛酸，但是总算熬过去了。 回想起来，自己由当初的大赚大赔到后面的小赚小赔，到后面又变成了大赚大赔，然后再变成了一个职业交易者应该要的大赚小赔，从前面的无知无畏到后面的恐惧、犹豫，再到最后的淡然漠视的心态，正是一步步成长的证明。 ”回顾2013年，Mark的小伙

伴“省略号”感慨道。

经过大半年的培养，“全球对冲操盘手青训营” 已陆续有多名学员通过考核进入实习阶段。 近期，海通期货又陆续开办了“量化投资青训营”和“高频交易青训营” ，第一期“量化投资青训营” 从500多人中选出22名正式学员，于7月1日起授课，而每期“高频交易青训营” 计划招5人，第二期于7月3日开营。

“我们无法预言每个参加培训的人都能够成为优秀的操盘手，但是我相信，海通期货的培训计划，能够帮助一部分人迈入交易殿堂。 ”在海通期货总经理徐凌的设想中，未来当这群年青的交易员们真正驾驭资管时代的时候，他希望海通期货24hr全球交易中心将实至名归地成为中国衍生品交易员的黄埔军校。

百花齐放 交易新手上下而求索

与当年那些“海龟” 一样，众多“误入期海”的新人们渴望找到学习期货交易的捷径，却苦于求教无门，绝大多数只能在混浊征途中自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多数交易员或操盘手的入行经历，那就是‘被逼上梁山’ 。 ”曾担任过几年交易员的中粮期货研究部副总监孟金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公司有交易需求却缺少交易员时，往往是领导一看谁还不错，经过简单的培训，就直接上岗了，公司的亏损通常就成为学费。

每位交易员从初入市场的困惑、盲从到渐渐摸索出方法，进而磨练直至成为交易好手的过程，浓缩了人生百味，其酸甜苦辣不足为外人道也。 更可悲的是，很多个体投资者即使爆仓几次，还是无法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很多人在还没有真正学到操盘技能前，就已把自己的资金赔得精光。

“个人投资者往往是以自有资金起步，通过不断的炒单、学习加深对期货行业的认识，但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能稳定盈利的相对较少，其中的佼佼者会以参加实盘大赛等形式来增加知名度，为将来管理更大的资金做准备。 ”光大期货研究所所长助理李宙雷指出。

2013年，CCTV证券资讯频道启动“天纵期才”期货电视大赛，并模仿《中国好声音》，推出“导师帮辅”制，为名师指导实盘交易搭建了一个平台。

首个赛季中，由四位不同交易类型的期货导师青泽、郭学文、付爱民和是峻峰担任导师，在每周五的《期货时间》中，导师将对选手的交易困惑、交易纪录和性格特点进行点评。

“几位导师在行业内享誉已久，很多选手期盼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导师在电视节目上进行交流。 ” CCTV证券资讯频道期货节目总制片人、主持人孟一表示，大赛首创的“导师制”起到了激励选手活跃的作用，为进一步完善该机制，在即将开始的新赛季中，主办方将导师名额增加到10个，计划在线上增加导师与选手互动的机会，同时积极筹备线下活动。

而为了解决了优秀选手获奖之后却没有用武之地的尴尬，孟一团队今年新推出“对冲奥斯卡”平台，力图实现优秀选手和资金的对接。 据悉，目前招商银行和“对冲奥斯卡”及CCTV证券资讯频道已开展合作，共同选拔好的投顾团队来推进200亿元的优先资金配置计划。

尽管各类实盘大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完全靠自我试错摸索和高手经验分享的模式，很难筛选出多少种子选手，更难成长胜任大型金融机构的操盘手。

“和目前很多行业选秀的缺点一样，一将功成万骨枯。 你看看参加期货实盘大赛的亏损额就知道了。 ”民生期货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屈晓宁直言不讳地说。

中粮期货董事总经理王在荣同时指出，为追求战绩，很多选手可能逮住一波行情就满仓操作，但这种交易方式并不适合大资金操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职业化的过程，需要专业、系统、持续的训练，诸如“海龟训练”的本质就是给正确的人正确的培育机会，减少学习的时间和代价。

“成熟公司多采用集中培训，从招聘员工中筛选出适合交易的苗子，进行培训、模拟指导、实盘训练、策略执行、自我成长、策略制定等过程，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 ”屈晓宁说。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东丰告诉记者，目前操盘手培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期货公司资管部门，以研究人员和交易人员为主；二是投资公司招募合作操盘手，大多是配资为主，少部分聘用；三是自己团队策略，以小型投资公司居多，代理资金操作。

据记者了解，目前期货公司、投资公司和高校正联合起来教学。 如永安期货与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以“培训———实战———实习”相结合的校企联合形式培养人才，南华期货香港紫荆花俱乐部与欧洲期货交易所联合举办“环球交易员精英班之程序化交易研修班” ，徽商期货联合宽客俱乐部、上海臣效季投资管理公司共同举办的“高频操盘手精英训练营”……

不过，对于开班授课这种方式，业内人士持保留意见。“仅仅是听听课，今年听这个，明天听那个，他不会成功。 ” 在王在荣看来，许多短期培训班只是理论启蒙教育，好的操盘手培训模式应该是学徒一边实盘操作，师傅一旁实际指导，通过不断地调整修正实现成长。

从幼儿园到大学 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公司刚为一个交易员的成长买完单，他就被挖到另一家公司去了。 ”孟金辉的这句话说出了老板的烦恼，也点出了优秀操盘手资源的稀缺。

自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获批以来，加之混业经营的开放，大量的资金准备进入期货市场，却面临无人操盘的尴尬。

“最需要盘手的自然是私募公司和投资公司，这类公司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管理费和提成，而随着期货资管的开展，期货公司也需要能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交易团队。 ”屈晓宁表示。

李宙雷则认为，行业对操盘手需求最迫切的无疑是现货企业，现货公司有套期保值的强烈需求，就势必非常需要深刻理解期货交易的人才。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名职业化的操盘手，需要具备专业的投资素养和心理素质，掌握系统的交易方法和资金管理体系，依照需要随时完成建仓、吸筹、拔高、回档、出货、清仓等，而这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必须在市场风雨中长期摸爬滚打。

“从行业生态来看，现在的期货操盘手或交易员更多扮演的是下单员的角色，离成为真正的交易决策者还非常遥远。 ”孟金辉表示。

如何培养中国的期货操盘手？ 这是摆在整个行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一些金融发达国家，操盘手的培养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大批量招募操盘手———模拟交易———优秀者给与资金操作———盈利者分享收益、亏损者淘汰。

而目前我国期货投资领域高质量培训平台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大量有志成为职业操盘手的人深造无门。“操盘手培养现在是刚刚开始，相当于幼儿园阶段。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加深，要是缺少这些人，是无法与国际市场过招的。 ” 王在荣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中国期货界优秀操盘手的培养对行业的发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同时也是一项长期与艰巨的任务。 对于如何培养操盘手，王在荣建议，首先，整个行业要树立历史使命感，其次，要尝试组建强大的交易团队，由真正成功的实战交易者指导，并实施“师傅带徒弟” 的教学方式；最后，立志成为操盘手的人，要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并结合自己的

实战，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交易理论和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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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成长素描

□本报记者 王姣

“我这三年谈不上是一个操盘手，更确

切地说是个人投资者的三年学徒之路。”在

与东为（化名）的几次聊天中，他总是坦率

地强调这一点。

从

2010

年底接触期货，到

2011

年

7

月份

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 东为开始正式以

期货为生、与公司结缘。

“当时很多公司面试的时候无一例外

地问我，过去交易的收益怎么样。但现在这

家公司就不一样， 面试的人问了问我的交

易历史、交易方法等，没太关心我的交易成

绩，所以虽然他不给我薪水，但我感觉就是

这个公司能让我学到东西。”对当时处于困

惑之中的东为来说，“学本事” 是他唯一关

注的焦点。

这份没有工资的工作， 在外人看来有

点奇怪，对东为来说却如雪中送炭。 “做期

货其实是一个很枯燥、很寂寞的职业，有时

候有个人点拨一下， 你突然就感觉清醒

了。”东为告诉记者，入职后，他在交易过程

中随时可以向周围的师傅请教， 也可以跟

同事们相互交流， 交易过后指导老师还将

就当天交易进行总结点评。

在初期的日内交易练习阶段， 东为认

为自己操作太频繁，交了不少学费，但也

掌握了不少本事。 他在交易日志中写道：

“经过和师傅沟通， 他指出了我自己没有

意识到的问题，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没

有持续关注已经操作过的品种，尤其是那

些已经止损离场，但行情在短期调整之后

又出现明确方向的品种。 东一枪西一棒的

做法不可取。 ”

虽然“小心谨慎地入行，步履薄冰

地交易”， 东为还是在交易的迷宫中受

尽折磨， 遍体鳞伤。 从

2011

年

7

月到

12

月，他

15

万元的本金只剩下不到

4

万元，

2012

年再次入金

18

万元，到年底时亏损

17

万元，只剩下

5

万余元，可谓是全军覆

没，损失惨重。

“那段日子心里非常压抑，每天不停

地在盘中搏杀，一会做多一会做空，结果

让我身心疲惫、精疲力竭。 ”东为告诉记

者，有段日子为了减少损失，他无奈之下

给自己下了一个死命令，亏损

100

元做一

个俯卧撑惩罚自己， 结果有一天做了

60

多个！

对于自学成才的这一部分人， 如果在

学习的过程中，每年亏损十几万元，家人能

不能忍受？ 环境能不能支撑他继续花钱买

教训？ 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这点而言，东为无疑是幸运的，即使

在年年亏损的情况下，他的父母、妻子并未

反对他从事期货交易。 而与他一起进公司

的

5

个人，一年后剩下

2

个，第二年就只有东

为一人了。

“心理压力、资金压力很大，让人看不

到希望，没有目标。”东为坦言，同伴们的离

开对他影响很大，出现动摇是免不了的，只

是不知不觉就坚持下来了。

东为的幸运还在于遇到一个好师傅。

“我找到一位有着

20

多年交易经历、上过天

堂也下过地狱， 在这个残酷市场中占有自

己一席之地的成功人士，也就是我的师傅。

他会及时告诉我对与错， 并引导我认识市

场、认识自己，建立交易理念与体系。 这让

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很多资金。 ”东

为显然对师傅充满感激。

但师傅带着做交易就能不赔钱了吗？

“当然不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方法技

巧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 练习当然是有

成本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都有小聪明，

若存若亡，一会信一会不信，嘴上说信心里

不一定信，心里信了不一定会做，做了之后

又会犹豫。所以期货投资大师青泽说：交易

就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 此言

非虚。 ”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

东为的师傅告诉他， 交易是一个学术、练

功、悟道、修德的过程，再品道与德的圆润

统一。但什么是道？什么又是德呢？带着困

惑、无知甚至有些绝望的心理，东为开始阅

读《道德经》。

如果读《道德经》可以修身养性，那读

《孙子兵法》则对他具体的交易策略提供了

有效的指引。

2014

年

4

月， 豆粕从

3300

元

/

吨涨到

3800

元

/

吨，菜粕从

2600

元

/

吨到

3000

元

/

吨，

这波行情使东为的资金由

30

万元增长至

45

万元。 虽然此波盈利浮动并没有以前的几

次大，但这是他在经历了“无知—知道—知

道做不到”后，在守住本金、控制风险的情

况下，用平淡、清净的心态来完成的一笔交

易，也是他一步步成长的证明。

经历过太多的大起与大落、 得与失之

后，东为对市场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 东为说，“在这个市场

上， 短时间的赚点钱并不是太难的事，问

题是你如何在更长时间、没机会的行情中

守住资金。 做交易的目的也不再是学本

事、练本事，而是控制住自己那个浮躁的

心，把握稀有的交易机会，按照资金管理，

以中长线的交易风格来从市场中取得一

个合理的收益回报。 ”

如《海龟交易法则》一书结尾所述，

“对于我们这些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

（交易员） 来说， 这段旅程永远没有尽

头。 那些继续保持成功的人将永远不会

达到目的地，但是，他们将在旅程中学

会找到乐趣。 ”

导师指点 操盘手“梦工厂” 涌现

实盘激战 期货玩转“超女快男”

□本报记者 王姣

成千上万的人排成长龙， 只为拿一张报名

表。 如果能侥幸通过初次审核，等待着他们的是

一轮比一轮更激烈的淘汰赛。

入围的每位选手不仅能得到导师团的实时

指点，也收获着粉丝们的仰慕崇拜。 不过只有最

优秀的

20

位交易员，才能从激烈的厮杀中突围而

出，获得管理亿万元资金的奖励。

如同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中国好声

音》一样，《顶级操盘手》为期货新手提供了一个

实现梦想的舞台， 成功上演了一场草根狂欢的

盛宴。

现实中这样一个节目尚未面世，但推出日期

已不再遥远。

1983

年的美国， 期货大鳄理查德·丹尼斯从

上千人中挑选出

13

位， 用

4

年时间毫无保留地训

练他们进行期货交易； 时隔

27

年后的

2011

年，资

深操盘手迈克·巴格达迪从

8000

多名应聘者中海

选出

15

名操盘手， 每人发

10

万英镑作为炒股基

金，开展了一项历时

3

年的培训计划，不少保姆、

保安、的哥等都借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大师们的气魄难以复制，但代表其精神气质

的初级样本已出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随着期货

资管业务获批、混业经营开放，从期货公司到各

类私募机构对职业操盘手的需求爆发式增加，海

通期货的 “对冲基金青年人才计划”、

CCTV

证券

资讯频道的“天纵期才”期货电视大赛、资管公司

的招聘培训项目、高校的操盘手研修班等应运而

生，围绕培养“顶级操盘手”这一主题，期货公司、

私募、高校、媒体等共同集结起来，浇灌出一朵朵

创新之花。

海选+PK�学徒成长的苦辣酸甜

“一个成功的交易员究竟是天生的还是练出

来的？ ” 上世纪80年代，芝加哥期货大佬理查德·

丹尼斯和他的老朋友威廉·埃克哈特经常为此争

执不休。

为分个青红皂白，两人干脆打赌验证。 1983

年，他们开始登报寻找愿意接受训练成为期货交

易者的人，慕名前来应聘者上千人，他们从中挑

选了80人到芝加哥面试，最后选定13人从事此项

计划。

理查·丹尼斯花了两周时间毫无保留地教授

他们期货交易的方法和原则。 课程结束后，他开

始提供真实的资金账户让学徒们进行实盘交易，

随后的四年中，这些被他称为“海龟” 的学徒们

取得了年均复利80%的收益，“海龟计划” 由此

成为交易史上最著名的实验。

30年后的中国， 年轻的Mark冲破各大高校

近4000人的PK阻截， 与近百位小伙伴一起进入

一个中国版的“海龟计划” ———海通期货“对冲

基金青年人才计划” ，在其下设的“全球对冲操

盘手青训营” ，他们将获得为期两个月的免费、封

闭交易训练。

海通期货这项人才计划开始于2013年3月，

初衷在于为新设立的24hr全球交易中心招募和

训练金融操盘手，训练结束后，优秀学员将获得

职业操盘手工作机会。

对贪睡的Mark来说， 初到交易中心最大

的挑战是作息问题。 “教官们都特别严格，每

天8点之前就必须到交易中心，到了晚上9点以

后才能离开，一开始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 ”

Mark说。

好在年轻，适应性强，熬过最艰难的头一个

月后，Mark一到清晨就自然醒了。 每天早上7点

50分，他都要准时到达交易中心。 8点开始，导师

将指导他进行当日的市场基本面分析，通过市场

信息剖析价格运行规律；9点开盘后， 导师根据

Mark的性格特点， 为他提供个性化的操盘风格

规划，通过模拟实盘逐日盯盘研习；下午3点收盘

后，Mark将当天的交易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将为

他剖析每一笔交易……

在日常军事化、系统的操盘训练中，Mark和

小伙伴们每天都重复着这样单调的日常教学流

程，然而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据导师的

经验，每一梯次的培训，大约只有七成的学徒可

以学会操盘这项技能，而这七成中，大约只有一

半通过每日实战的心理考验，背后的辛苦付出与

专注常人难以想象。

按照培训计划，Mark他们每周进行模拟交

易并登记成绩，合格者进入下一周期。 每周期以

周度为单位，凡培训满八周且成绩合格者，才能

获得实习生身份，并有机会接触实盘资金的账户

操作。 而只有半年内的成绩理想者，才能晋升为

正职操盘手。

“这半年来， 我由一个散户阶段过渡到了一

个职业交易者的阶段， 虽然有一些说不出的辛

酸，但是总算熬过去了。 回想起来，自己由当初的

大赚大赔到后面的小赚小赔，到后面又变成了大

赚大赔，然后再变成了一个职业交易者应该要的

大赚小赔， 从前面的无知无畏到后面的恐惧、犹

豫，再到最后的淡然漠视的心态，正是一步步成

长的证明。 ” 回顾2013年，Mark的小伙伴“省略

号” 感慨道。

经过大半年的培养，“全球对冲操盘手青训

营” 已陆续有多名学员通过考核进入实习阶段。

近期， 海通期货又陆续开办了 “量化投资青训

营” 和“高频交易青训营” ，第一期“量化投资青

训营” 从500多人中选出22名正式学员，于7月1

日起授课，而每期“高频交易青训营” 计划招5

人，第二期于7月3日开营。

“我们无法预言每个参加培训的人都能

够成为优秀的操盘手，但是我相信 ，海通期

货的培训计划，能够帮助一部分人迈入交易

殿堂。 ” 在海通期货总经理徐凌的设想中，

未来当这群年轻的交易员们真正驾驭资管

时代的时候，他希望海通期货24hr全球交易

中心将实至名归地成为中国衍生品交易员

的黄埔军校。

百花齐放 交易新手上下而求索

与当年那些“海龟” 一样，众多“误入期海”

的新人们渴望找到学习期货交易的捷径，却苦于

求教无门，绝大多数只能在混浊征途中自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多数交易员或操盘手

的入行经历，那就是‘被逼上梁山’ 。 ” 曾担任

过几年交易员的中粮期货研究部副总监孟金

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公司有交易需求却

缺少交易员时， 往往是领导一看谁还不错，经

过简单的培训，就直接上岗了，公司的亏损通

常就成为学费。

每位交易员从初入市场的困惑、 盲从到渐

渐摸索出方法， 进而磨炼直至成为交易好手的

过程，浓缩了人生百味，其酸甜苦辣不足为外人

道也。 更可悲的是，很多个体投资者即使爆仓几

次，还是无法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很多人在还没

有真正学到操盘技能前， 就已把自己的资金赔

得精光。

“个人投资者往往是以自有资金起步，通过

不断的炒单、学习加深对期货行业的认识，但大

浪淘沙之后留下来能稳定盈利的相对较少，其中

的佼佼者会以参加实盘大赛等形式来增加知名

度，为将来管理更大的资金做准备。” 光大期货研

究所所长助理李宙雷指出。

2013年，CCTV证券资讯频道启动“天纵期

才” 期货电视大赛，并模仿《中国好声音》，推出

“导师帮辅” 制，为名师指导实盘交易搭建了一

个平台。

首个赛季中，由四位不同交易类型的期货导

师青泽、郭学文、付爱民和是峻峰担任导师，在每

周五的《期货时间》中，导师将对选手的交易困

惑、交易记录和性格特点进行点评。

“几位导师在行业内享誉已久， 很多选手期

盼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导师在电视节目上进行

交流。 ” CCTV证券资讯频道期货节目总制片人、

主持人孟一表示，大赛首创的“导师制” 起到了

激励选手活跃的作用， 为进一步完善该机制，在

即将开始的新赛季中，主办方将导师名额增加到

10个， 计划在线上增加导师与选手互动的机会，

同时积极筹备线下活动。

而为了解决优秀选手获奖之后却没有用武

之地的尴尬， 孟一团队今年新推出 “对冲奥斯

卡” 平台，力图实现优秀选手和资金的对接。 据

悉，目前招商银行和“对冲奥斯卡” 及CCTV证

券资讯频道已开展合作，共同选拔好的投顾团队

来推进200亿元的优先资金配置计划。

尽管各类实盘大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在

业内人士看来，完全靠自我试错摸索和高手经验

分享的模式，很难筛选出多少种子选手，更难长

成胜任大型金融机构的操盘手。

“和目前很多行业选秀的缺点一样， 一将功

成万骨枯。 你看看参加期货实盘大赛的亏损额就

知道了。 ” 民生期货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屈晓宁

直言不讳地说。

中粮期货董事总经理王在荣同时指出，为追

求战绩， 很多选手可能逮住一波行情就满仓操

作，但这种交易方式并不适合大资金操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职业化的过程，需要专业、

系统、持续的训练，诸如“海龟训练” 的本质就是

给正确的人正确的培育机会，减少学习的时间和

代价。

“成熟公司多采用集中培训， 从招聘员工中

筛选出适合交易的苗子，进行培训、模拟指导、实

盘训练、策略执行、自我成长、策略制定等过程，

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 ” 屈晓宁说。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东丰

告诉记者， 目前操盘手培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

是期货公司资管部门，以研究人员和交易人员为

主；二是投资公司招募合作操盘手，大多是配资

为主，少部分聘用；三是自己团队策略，以小型投

资公司居多，代理资金操作。

据记者了解，目前期货公司、投资公司和高

校正联合起来教学。 如永安期货与浙江工商大学

金融学院以“培训———实战———实习” 相结合的

校企联合形式培养人才，南华期货香港紫荆花俱

乐部与欧洲期货交易所联合举办“环球交易员精

英班之程序化交易研修班” ， 徽商期货联合宽客

俱乐部、 上海臣效季投资管理公司共同举办的

“高频操盘手精英训练营” ……

不过，对于开班授课这种方式，业内人士持

保留意见。 “仅仅是听听课，今年听这个，明天听

那个，他不会成功。 ” 在王在荣看来，许多短期培

训班只是理论启蒙教育，好的操盘手培训模式应

该是学徒一边实盘操作， 师傅一旁实际指导，通

过不断地调整修正实现成长。

从幼儿园到大学 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公司刚为一个交易员

的成长买完单，他就被挖到另一家公司去了。” 孟

金辉的这句话说出了老板的烦恼，也点出了优秀

操盘手资源的稀缺。

自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获批以来，加之混业经

营的开放，大量的资金准备进入期货市场，却面

临无人操盘的尴尬。

“最需要操盘手的自然是私募公司和投资公

司， 这类公司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管理费和提

成，而随着期货资管的开展，期货公司也需要能

为客户提供服务的交易团队。 ” 屈晓宁表示。

李宙雷则认为，行业对操盘手需求最迫切的

无疑是现货企业，现货公司有套期保值的强烈需

求，就势必非常需要深刻理解期货交易的人才。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名职业化的操盘手，需

要具备专业的投资素养和心理素质， 掌握系统

的交易方法和资金管理体系， 依照需要随时完

成建仓、吸筹、拔高、回档、出货、清仓等，而这并

非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 必须在市场风雨中长

期摸爬滚打。

“从行业生态来看， 现在的期货操盘手或交

易员更多扮演的是下单员的角色，离成为真正的

交易决策者还非常遥远。 ” 孟金辉表示。

如何培养中国的期货操盘手？ 这是摆在整个

行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一些金融发达国家，操

盘手的培养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大批量

招募操盘手———模拟交易———优秀者给予资金

操作———盈利者分享收益、亏损者淘汰。

而目前我国期货投资领域高质量培训平台

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大量有志成为职业操盘手的

人深造无门。“操盘手培养现在是刚刚开始，相当

于幼儿园阶段。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加

深， 要是缺少这些人， 是无法与国际市场过招

的。 ” 王在荣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中国期货界优秀

操盘手的培养对行业的发展是一件有意义的

事，但同时也是一项长期与艰巨的任务。 对于

如何培养操盘手，王在荣建议，首先，整个行业

要树立历史使命感，其次，要尝试组建强大的

交易团队， 由真正成功的实战交易者指导，并

实施“师傅带徒弟” 的教学方式；最后，立志成

为操盘手的人，要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并结

合自己的实战，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交易理论

和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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