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做成熟股民

□ 刘宝民

今年初， 不少专家曾众口一词的

预测： 马年股市将成为无可争议的熊

市，致使不少股民或偃旗息鼓，或刀枪

入库，准备与股市说拜拜。可目前来看，

今年的股市令专家大跌眼镜。 不少股

民被套牢的股票也顺利解套，也有股民

趁机赚了一把，难怪有股民说：股市真

是像雨像雾又像风，一夜暖春替寒冬。

当国内证券市场呈现强力上扬

之时，两市新增股票账户数也在不断

创新高，令人叹为观止。 与之相辅相

成的是， 有关股市近期走势如何，哪

只个股稳赚不赔，是否有牵动股票涨

跌的内部消息等，一时间成为街谈巷

议的热门话题。 有股民调侃道：“十

人就有九人炒， 剩下一人在思考，仿

佛股票变钞票，防范风险全忘了。 ”

此外，有人竟在网上高喊，不如卖房

炒股，收益肯定高过房地产交易。

回想今年初的股市， 起伏不定，

震荡拉锯， 当沪市在2000点关口徘

徊时， 刚买到手的股票瞬间就被套

牢，股民无所适从，忐忑不安，陷入迷

茫之中。有的投资者甚至在低价位就

急忙抛出减仓，如此做法不仅造成经

济损失，也印证了“股市有风险，投

资需谨慎” 是绝非戏言的。 大量事实

证明，只有准确定位，审时度势，理性

分析，科学研判，摒弃浮躁，治愈心

疾，才能成为一名成熟的股民。

首先，摒弃急功近利、患得患失心

理。 随着股市的潮起潮落，股民心情也

会出现喜怒愁乐的变化， 这当属正常

范畴。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外部环境怎

样变化， 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与健康心

态，不能喧嚣浮躁，急功近利。 股民要

避免出现以下三点： 一是缺乏对股市

的全面科学认识， 不研究关乎股市走

势的背景与内涵， 完全凭着个人感觉

走，指数上涨时欢天喜地，指数下跌时

愁眉不展，操作充满随意性，必定会影

响收益；二是轻信传言，没有主见，经

常受到子虚乌有的小道消息操纵，不

加分析判断，难免成为牺牲品；三是不

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 没有海纳百川

的宽阔胸怀，只要股市一波动，立马头

脑发热，焦虑不安，患得患失，该抛时

固执己见不抛， 不该追时却义无反顾

地追，难免和机会失之交臂。

其次，摆脱盲目追风、人云亦云

的干扰。 如同那些初学游泳者一样，

尽管在陆地上进行了演练示范，可真

下水后仍会呛到几口。 股民亦如此，

刚进股市有一股子 “初生牛犊不怕

虎” 气势，大胆吃进，挥斥方遒，十分

潇洒。 当亲历股市造成的切肤之痛

后，就会变得畏首畏尾，左顾右盼，不

敢越雷池半步。不少投资者还产生了

依赖性， 一心一意地跟着行家走，仿

效“傻子过年看邻居” 的做法，别人

买什么、何时买、买多少都亦步亦趋，

照方吃药。当所买股票大部分被套牢

时，又会心急火燎地求教炒股“行家

高手” ，可人家不理不睬，反问一句：

是你炒股还是我炒股呢？只能打落牙

齿往肚里咽。 如此这般盲从追风，缺

乏睿智理性，必然步入误区。

其三，远离目光短浅、草率操作

的行为。 股市存在潜在风险，它既不

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有不可预知的

突发性。有的股民时常面对缩水股票

大发牢骚， 忘记防范风险这个要素，

忽视外界原因给股市带来的冲击。如

果换一个层面分析就不难发现，一方

面股市变幻莫测， 个人情况千差万

别，错失机会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必

大惊小怪，捶胸顿足；另一方面则源

于股民目光短浅，心态失衡，自乱阵

脚，逆境时看不到发展趋势，顺境时

又思绪混乱，导致连出昏招，其结果

必然是雪上加霜。此刻需要股民有坚

定不移的信心和灵活务实的做法，通

盘考量，细致观察，看准机会，果断出

手。倘若时机没到，需耐心等待，不焦

虑，不懈怠，一定会迎来“风景这边

独好” 的光明前景。

股民说市 一周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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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

“有质量”的牛市

□ 吴学安

近期，被前期持续上涨和牛市大

讨论唤醒的新老股民开始蜂拥入市。

尤其是没有经历过上一轮牛熊洗礼、

未有切肤之痛的新股民更是无所忌

惮地追涨，试图享受一把难得的“蓝

筹梦” 。 但需要警惕的是，股市长久

低迷不是什么好事，脱离基本面的暴

涨同样令人担忧。

犹如脱缰的野马，A股暴涨呼啸

而来，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等这类大象股票近日纷纷强

封涨停。在许多股民还在为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 企业盈利下滑有所担忧

时，阔别八年之久的“牛市” 猝不及

防地到来。 如果市场信心持续、预期

不改，更多资金有望从储蓄和银行理

财等领域转移到股市，这将进一步助

推股指上涨。 但如果没有基本面支

撑，股价越上涨，风险越积聚，暴跌随

时可能触发。 虽说股市反映的是预

期， 而中国经济明年似乎也不会差，

但在杠杆撬动和中小投资者新入市

资金作用下，持续暴涨并不是市场应

该期待的。

最近一系列政策无疑将在中国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市场发挥深远

影响。央行降息及即将推出的存款保

险制度，一方面降低了整个市场的存

款利率，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银行

存款无风险利率时代，从高利率无风

险到低利率有风险， 这将促使40万

亿元个人存款分流。 调结构、去杠杆

不可能一蹴而就，最终都将由市场来

决定，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资本市

场这个资源配置平台自身真正发挥

作用。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降杠杆

周期正在一系列政策利好刺激下走

来。资本市场盛宴在实体经济严寒中

开启，其将在经济转型和降杠杆周期

中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怎样，资本市

场不仅仅强调融资功能，也要发挥投

资功能。市场正在被赋予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

近期A股上涨过快过猛，银行及

实体资金大量失血，如果实体经济资

金过度参与股市，那么产业就会“空

心化” ，实体融资也会更贵、更难，这

显然已违背管理层发动股市初衷。因

此， 管理层有可能采取行动 “略微

地” 打压过热的投机气氛。 一般而

言，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是“点刹” ，绝

非“猛踩” 。 无论是中国股市的投资

者， 还是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相

较于指数持续上涨的大牛市而言，更

需要具有坚实基础的 “有质量的牛

市” 。早在今年8月底，新华社就曾发

文提出，中国“有质量的牛市” 应该

具备三点：一是市场上涨有坚实的经

济基础；二是股市上涨具备较长时间

的可持续性；三是股市的投资氛围活

跃，但不狂热。如果仅仅是资金推动、

击鼓传花式上涨，那么这样的行情必

然不可持续，难免暴涨暴跌。届时，伤

害的是市场信心，受损的是最为弱势

的中小投资者。

如今牛市已不足以描述近期中

国股市的疯狂，所以有媒体开始把这

轮市场上涨称为“疯牛” 。 A股短短

四个月累计涨幅也从连续三年全球

表现最差的股指之一， 一跃成为

2014年涨幅领先全球主要股指的

“赢家” 。 这轮升势同样推动中国股

市的市值达到4.48万亿美元，超越日

本股市，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股市。 在中国改革向纵深推进、中

国经济平稳增长之际，股民有理由期

待股市转牛，也有理由相信，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熬过漫漫熊市的股民盼

来的不只是一个 “透支” 的急剧上

涨，而是一个稳步而持久的“有质量

的牛市” 。

炒股如何“走捷径”

□ 谢宏章

牛市来了，但不少投资者仍是只

赚指数不赚钱。 究其原因，这还是与

投资者操作思路和方法不当有关。譬

如， 有的投资者喜欢 “走捷径” ，想

“跟庄” 炒股，但又缺乏必要的“跟

庄” 技法，结果导致不盈反亏。 实际

上，炒股也完全可以“走捷径” ，只要

注意方式方法，在“跟庄” 炒股中尽

可能地把握机会、减少风险，盈利获

胜的概率也很大。

投资者在选择“跟庄” 品种时，

需重点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庄家”

成本不能太低。 研判一只个股的“庄

家” 建仓成本，一般可从“庄家” 进

场时机进行推测。 通过查看“十大流

通股东” 的变动情况即可发现，如果

“庄家” 筹码是“新进” 的，即之前财

报上没有出现的 “庄家” ， 计算该

“庄家” 的建仓成本只要计算出该股

该季的平均股价即可； 如果是 “原

进” 筹码，该“庄家” 的建仓成本则

应往前逐季反推至其首次买入并持

有该公司流通筹码所在的季度，并以

该季度的平均价作为该股“庄家” 的

建仓成本。 只有在研判一只个股的

“庄家” 建仓成本之后，才可再来考

虑是否“跟庄” 。一般情况下，个股的

最新价格离“庄家” 成本不远可适量

参与，否则应尽量回避。

二是阶段涨幅不能太大。 衡量

一只个股风险大小， 虽不能从个股

价格方面作出简单地判断， 但阶段

涨幅往往是其中的硬道理， 因为任

何“庄家” 都是以获利赚取差价作

为最终目的， 所以对于阶段涨幅太

大的个股原则上也应回避。 测算阶

段涨幅大小的方法一般以主力建仓

成本为基准， 根据建仓后该股走

势，再来计算出“庄家” 建仓起始

日起至最新收盘日止， 二级市场上

股价的阶段涨跌幅。 譬如， 某主力

买入某流通筹码的建仓成本为10

元，最新收盘价若为12元，则该股的

阶段涨幅为“20%” 。 反之，同样为

10元的建仓成本，最新收盘价若为8

元，则该股的阶段跌幅为“20%” 。

普通投资者在测算阶段涨跌幅时可

以粗略地算一下即可（目测也可），

不一定要计算得非常精确， 只要有

个大概数据即可，目的在于“跟庄”

操作时做到心中有数，以防被“庄

家” 暗算。

还有一点就是运行趋势不能太

“差” 。在股价尚未彻底脱离“庄家”

成本， 阶段涨幅也相对较小的同时，

还要注意股价运行趋势是否向上，这

一点很重要。 如果运行趋势向上，说

明短期上涨概率较高，“跟庄” 后获

利的概率就较大，反之，如果运行趋

势向下， 说明短期下跌可能性较大，

“跟庄” 后获利的概率就不会太大，

这样的品种同样不适合散户“跟庄”

参与。 与此同时，还要善于利用一些

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经验，去把握相关

股票的启动迹象， 这一点同样是在

“跟庄”操作时需引起注意。

在选择好“跟庄” 品种前提下，

接下来就可选择合适的 “跟庄” 时

机进行“跟庄” 操作。 最理想的“跟

庄” 时机是在主力被套时，操作时可

选择在“待跟” 品种最新价低于主

力建仓成本价（主力被套）时买入。

通常情况下，在主力套得越深、进场

优势越明显时买得越多， 最终的胜

算也会越大。 还有一个较为理想的

“跟庄” 时机是在走势落后时 “跟

进” 。有些股票虽从纵向比较看股价

的确是出现上涨， 主力买入的筹码

也出现了获利，但横向比，从主力买

入至最新价之间的区间涨幅， 与同

期大盘和同类个股比明显处于落后

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也可适

量“跟进” ，涨幅落后的程度越明显

则可多买，反之应少买，这一点投资

者在选择“跟庄” 操作“走捷径” 时

显得尤为重要。

股市剧震

@贺明： 周二股市大跌给盲目乐观的投

资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高位巨幅

震荡所带来的恐慌也让更多后续资金放慢进

场步伐。 原先徘徊在股市、银行之间的存款，

也下定决心继续呆在银行。 此时，证券市场新

增买盘会减弱， 指数也会自然回归到前期主

升浪高点。

@叶玄：支撑市场的改革预期仍在，后期

利好政策仍有可能出台，如股票期权试点将展

开对券商再度构成利好，银行则有降准利好预

期。趋势一旦形成，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的，赚

钱效应会带领增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把估值推

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股指盘中任何一次调整

都是低吸低估值大盘蓝筹股的机会。

@孙忠：在短线获利盘快速积聚之后，

市场需要震荡来消化掉累积的风险，因此股

指出现急涨急跌很正常。而在这种强势震荡

行情下，追高是万万不可，盲目杀跌也要不

得，需要保持一份耐心，厘清市场涨跌逻辑，

仔细甄别手中品种，坚定持有具有业绩及事

件性催化的中线潜力标的。

CPI创新低

@石磊：

11

月

CPI

、

PPI

同比增速继续下

行，通缩风险明显增大。 当前实体经济通缩

预期抬头，这将提升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

压制总需求，造成通缩预期的自我强化。 因

而，逆周期的货币政策放松非常必要，降准、

再次降息概率大大增加。

@黄建：

PPI

一直是负的，根本原因是产

能过剩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想法把

结构调合理， 这也是政策导向应该做的事

情。 此外，类似“

CPI

下降又给货币政策提供

了空间”之类的观点都是不专业的，不是

CPI

一走低我们就该松货币。

人民币贬值

@郭凡礼：从宏观角度来看，人民币汇

率变化会影响国内外资金流动，进而对

A

股

造成影响。 从微观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有

利于进口，减轻外债压力，增强国内企业的

海外投资能力。 此外，热钱的流入也将对境

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等产生

有利影响。 反之，人民币贬值则导致热钱流

出国内资本市场。

@李志鹏： 人民币贬值会对股市和楼市

造成负面影响，因为此时热钱会加速外流，楼

市和股市资金会减少。 此外，也会在心理上产

生较大影响， 进而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构成

利空。 如果央行不进行流动性维稳，将会对国

内流动性环境构成压力。（田鸿伟 整理）

震荡夯实牛市征途 行情从指数向个股转变

牛市不改 个股为王

短期动荡不改牛市格局 自本周

二市场出现调整以来， 股市一改前期

连续逼空走势，进入宽幅震荡格局。 尽

管近日小盘股不断出现单日脉冲，但

不管是市场主流资金的态度， 还是目

前小盘股的表现， 都还没有出现风格

切换迹象， 小盘股依旧是这一阶段的

市场弃儿。 在蓝筹股中，除金融类股票

短期过热外， 其他蓝筹股基本还处于

预热阶段， 下一阶段应该在权重股之

间领涨。 因此，在短期逼空结束、进入

短期波动之际， 蓝筹股将继续引领大

盘走出盘局， 营造指数牛市的概率也

将增大。 而小盘股的脉冲表现，只是短

期超跌后的一个反抽， 难以真正有效

地吸引主流资金。

整体来看， 短期市场出现的动荡，

不会改变中长期指数走牛态势，当中的

波折也只是大牛市行情演绎中的小浪

花。 （摩尔方德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5ac7e0610102vbba.html

）

指数泛绿不影响大众股赚钱 目

前只要股市每日成交量可以保持在

5000亿元之上，无论市场如何震荡，也

不论哪些板块杀跌，都不能改变整个大

盘震荡向好的大趋势。资金量能是股市

行情生命之源， 只要有足够大资金在

场，行情自然就会红火，投资者也应该

胸中有数。

对于有关板块及个股选择， 个人

认为，低价绩优、石墨烯太赫兹等科技

股以及国企重组等仍具备投资机会。

此外，还应该准备年末的标的选择，要

多为明年春天行情做准备， 正所谓冬

种春收。

尤其要提醒的是， 券商股空头动

能风险目前尚未释放完毕， 不排除后

市还会出现震荡， 或许还会拉出较大

中阳线。 但无论如何折腾其主题不变，

那就是上下都是为了“出货” 。 同时，

也要注意两油的风险。 近期油价出现

历史性大跌，两油股价不跌反涨，值得

谨慎 。 （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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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38CCC00E0E915CDF7.html

）

行情从指数向个股转变 展望后

市，三大要素将左右本月剩下时间大盘

走势。 首先，年末中央将会召开多项重

磅会议，对工作进行总结与部署。 从这

两年政策方向来看，改革无疑是中央工

作的重点。 其次，有媒体统计，央行多

年以来实施降息很少出现过只降一次

情况，本月货币继续宽松可期，不排除

继续降息或降准可能。 再次，本月将迎

来本年度的限售股解禁高峰， 在主板

经历阶段上涨， 创业板也创下历史高

点背景下， 大股东解禁减持将压制部

分高价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牛市中市场的

热点总是处在轮动状态，投资者还应从

政策与产业资本运作预期方向，去挖掘

那些涨势相对落后、 业绩稍有支撑并

有概念催化，以及具有补涨、轮涨需求

的个股，等待资金轮动推动上涨，其中

比较明显的是601军团， 同时类似农

业、机械、汽车等板块也有明显补涨需

求 。 （玉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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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1113300E0E8119CF8.html

）

多板块有望接棒券商

后市行情向题材转变 从A股前

几轮牛市行情来看，第一波领涨的都是

大盘蓝筹股，这有利于快速聚集人气与

大幅吸引场外资金流入。而蓝筹股暴涨

后， 第二波一般都是高成长性题材股，

当前A股正在向这一特征转变，题材股

有望迎来新一轮攻势。

综合来看，在监管层为火爆行情降

温与蓝筹股出现巨大涨幅背景下，后市

行情有望向题材炒作转变。 因此，当前

投资者可大胆布局本轮滞涨与近期被

错杀的股票。 在选龙头股方面，可从以

下四大角度去掘金补涨先锋：一是本轮

反弹严重滞涨， 即涨幅小于10%的股

票。 此类股票被资金挖掘的潜力较大，

如国企改革概念近期的爆发；二是前期

二八行情中被错杀的优质小盘股，当前

便是绝佳的仓位回补机会， 如环保、大

数据概念等；三是前期强势股回调到位

的股票，也可大胆抄底，如营口港强势；

四是有资金积极介入、且有高送转概念

的个股，毕竟每年年底都是高送转炒作

黄金期， 此类股后市随时会出现爆发。

（广 州 万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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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5A34000E0E8B6B4E2.html

）

四板块或接棒券商 目前是板块

和个股普涨行情将很快出现分化，可能

接棒券商板块。 主要有四点：第一是石

墨烯板块。这是世纪科技萌发的世纪大

产业，初步测算超过十万亿元，目前已

开始爆发； 第二是国企整合重组板块。

这是政策性送给股市的大红包，无论是

中央国资委，还是地方国资委，都在如

火如荼的推进国企市场化重组；第三是

新业态网商板块。这一板块以前曾被陆

续炒作过，但目前市场已进入到更大规

模、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升级；第四是

太赫兹等其它高科技股。牛市运行过程

中，少不了科技股表现疯狂。 因为股市

炒作的是未来， 是个股故事的想象力，

而科技股才有此属性。 当然，还有更多

的潜力板块及个股， 等待投资者去挖

掘。 （股票配资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ac1938a40102vdx9.html

）

波段操作 跟随资金步伐

迎来波段操作机会 从板块上看，

金融股已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板块都处于大的调整周期。未来一

个阶段， 市场局部机会轮动不会中断，

金融股也会在剧烈回调后再度出现强

势反弹。 低估值蓝筹股、涨幅不大的概

念股、技术面向好的个股，未来将轮到

它们出现上涨。 对于大涨的股票，若非

大调暂时不要盲目介入，除非为了博短

线，但要见好就收。 对于大涨后大跌的

股票，可以短线参与。操作上，近期投资

者要耐住性子，好股票还是要守住。 未

来一个阶段，行情将进入对过去上涨的

巩固期。 （占豪

http://blog.sina.com.cn/

s/blog_4d6613930102vboy.html

）

短线选股资金为王 周二市场大

跌， 是由于做空的核心力量是一线蓝

筹股，他们对市场的影响很大，如果这

批个股不能形成稳健的状态， 大盘很

容易出现震荡， 产生剧烈的波动。 其

次， 如果一线蓝筹股能维持稳定的盘

口，只要不主动砸盘，二线蓝筹股就有

表现机会， 特别是那些股价处于震荡

上涨，未见加速的强势形态蓝筹股，比

如电力中的个股，机械中的个股，运输

物流类个股。最后，题材股中最近也有

表现机会， 但发动行情环境大多数是

在一些蓝筹股出现震荡时， 短期要有

抗跌性。

总之，在目前市场环境中，特别是大

盘在短线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健的上涨势

头时， 交易筛选的个股最好还是选择有

集团资金操作的股票， 比如污水处理概

念的个股，以及环保股。如果当板块中出

现龙头， 同板块的个股又出现协同的资

金洗盘拉升， 短线爆发机会就会很大。

（赢 在 龙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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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003FB9400E0E886FFDD.html

）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伟

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内容不代表

本报观点。 如有稿费及涉文事宜，请与

本版编辑联系。

在经历周二惊心动魄的逾百点大跳水后， 股市又开

始回暖。 后市沪指能否持续上涨成为投资者普遍关心的

话题。本期《一周看点》特收集相关博文，看看草根博主怎

样看待眼下的市场表现，对后市操作有哪些建议。

股市跌宕起伏，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