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内八万盈利至千万（引）

期指炒单女神 烈火焠出“铿锵玫瑰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 这句耳熟能详的孟子名言 ，用在出生于1985年的河北女孩夏雨（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身上，最合适不过。

她是一名短线期货炒手 ，2013年实现连续四十几周盈利，8万做到1000多万，被圈内友人誉为“炒单女神 ” 。

炒单是期货交易的一种手法，即利用期货“T＋0” 的交易规则以及可做多又可做空的制度，依靠良好的盘感，以极高的频率来回打短线 ，盈利1-3点马上平仓，亏损1-2个点也立刻止损 ，一笔交易的持仓时间不会超过 1分钟，日交易次数经常能高达上百次，积小胜为大胜。 有些炒手10多万元的资金一天可以做出数千万元的成交量，日均交易 100多次，这些超短线期货交易者就是期货业的职业“炒手” 。

因炒单对精力消耗极大 ，所以期货短线炒手主要以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居多，且以男性居多 ，女性炒单者少之又少 。 夏雨的凤凰涅槃之路，充满坎坷 ，是真正在烈火中淬炼而成的一朵“铿锵玫瑰” 。

生存压力逼出“炒单女神 ”

“炒单交易也是不断地去摸索总结各种交易手法 ，并结合自己的性格来决定的。 其它的交易模式也有在做 ，但是根据2013年的行情，炒单的手法更为适合。 其它的收益模式没有炒单稳定 ，因为炒单可以把风险控制在自己手里 ，降到最低。 ” 夏雨解释自己做职业炒手的原因时说。

夏雨的投资人生起始于 2007年底。 她先后拿了自己做生意赚来的全部积蓄以及部分亲朋好友委托投资的资金进入股市，大约 100余万元 。

“当我融入交易后 ，被交易所吸引，才发现这是我所热爱的事业。 ” 夏雨说。

结果股票账户持续亏损 ，资金遭遇腰斩。 在这个过程中，本来经营着花店的她，开始把全副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股市的研究当中。

“为了学习股票，我经常一个月不下楼的，完全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花店也不管了，交给哥哥代理，一有钱就往里投。 结果一天天交易下来总是亏损，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 夏雨回顾过去时感慨。

由于她一头扑进交易，花店无人照看，哥哥一人难以支撑 ，生意一落千丈，很快入不敷出。

“那一阵子真是人生的低谷，一年到头不会去买衣服，化妆品只用大宝，有点钱还想投进去，生活毫无质量可言。 花店很快关门大吉，没有了生活来源 ，做交易又是每天稳定亏损，每天都很绝望很煎熬 ，看不到希望，人生很可能就起不来了，但又不想让我亲人受到连累，赔成那样，都是自己忍着，没有告诉任何人。 ” 夏雨说。

怀抱着翻本的想法，夏雨转身投入当时十分火爆的，以高风险、高收益著称的权证 。

当时，2007年“5·30” 印花税事件使股市转熊，但却刺激认沽权证全面爆发，一只认沽权证的日成交量就高达数百亿元 ，其价格可以翻上几番。 钾肥权证更是4个交易日狂涨10倍，创造了一个不知真假的“义庄” 形象和价外权证（价值为0）到期不归零的神话 。

但命运的转折并未这么快降临，权证又吞噬掉她不少资金。 到账面只剩余 20万元时 ，为了保留实力翻身，夏雨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并把权证账号交给别人打理 。 这段时间,她并未停下学习，而是不断做模拟交易，反思总结。

等到有所感悟之后，夏雨决定再次入市。 结果打开账号，以为账号还有20万元的她瞬间崩溃———账户因朋友管理不当，只剩下 7万余元 。

从震惊到愤怒再到冷静 ，夏雨当时的心情五味杂陈。 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她又重新振作，决定就从7万余元做起，做权证的日内炒单。 一开始也是亏损 ，但突然一天她就顿悟了———

“每天看论坛，搜视频看，包括QQ群，看人家的单子，反复学习。 当时还把每天的行情录下来，收盘之后我会先睡一觉恢复精力，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复盘，看为什么自己没做好。 这样反复下来 ，突然有一天就找到了感觉，发现之前错在太贪 ，有了利润不肯止盈最后都在亏损的时候砍仓；现在只想让自己淡定，只活在当下 ，小富即安，不允许大亏，每次进场只挣1分钟的钱 。 ” 夏雨说。

正如圈内人所说 ，“交易圣杯” 就像一层窗户纸，没捅破时什么都很复杂，捅破了之后 ，你会发现交易其实很简单，账面盈利就会突飞猛进。

事实也是如此，夏雨顿悟后的第一周盈利就达到 70%，此后更是稳定盈利，账户资金渐渐回归到50万元。 经纪人以为她是入金，后来发现不是，很惊奇也很赞叹。

权证交易的这段历史正是她交易体系初步形成的基础 ，因权证是 T+0交易，且可以做空，奠定了她未来在期货上的交易手法。 不过，由于被恶炒 ，权证被市场妖魔化，因而很快便被管理层取缔。

此时，正好有朋友介绍说商品和权证一样 ，可以双向买卖并实施T+0制度后，她便开始一头扎入商品期货之中 。

但起初做商品期货亏亏赚赚，找不到状态 ，且当时商品期货双向收费提升了手续费对炒手打击很大，再加上家里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夏雨便暂停了一段时间交易 。

因为炒单有极高的成功率，资金利用率高 ，可以重仓或满仓操作，所以一天下来资金增长迅速，这种方式在所有的期货操作方式里面是系统风险最低的一种，但炒手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炒手的平仓赢利手续费至少要吃去一半，因此低手续费是一个基本条件。

2012年10月，听说股指期货降手续费，她又摩拳擦掌重回市场，决定到2013年过完春节 ，给自己四个月时间，如果这四个月还不能找到股指期货的“交易圣杯” 、实现稳定盈利的话 ，就从此永远退出期货市场，然后另谋出路，和普通人一样找工作过生活 ，这是最后的机会 。

接下来一周时间 ，她借了朋友的账户，投入八万元左右，再度把自己整天封在家里炒单。 这次，心态平稳的她 ，很快找回当年做权证时的感觉 ，在2013年实现连续四十几周的盈利 ，最高日盈利一度高达29%，并从8万做到了1000多万。

“这时候的信念是 ，我可以不赚，但一定不能亏，告诉自己不亏就可以 。 风险意识特别强，执行力也特别坚决，砍仓特别快。 ”

交易圣杯首在风险与执行

一年之中 ，从8万元做到1000万元，是多少人不可企及的财富梦想，夏雨在百般煎熬之后终于涅槃，也被圈内人士奉为“炒单女神” 。

“我的炒单方法是根据一位前辈的理念加上自己的改变不断摸索试验出来的，这套方法的特征就是突出一个字 ，快！ 但不论哪种交易手法 ，最主要的就是执行力与风险意识。 ”

“股指的流动性比较大，对于炒单来说比较有利。 股指每天的限仓是 1200手，炒单拼的是速度，我一般都是满仓打 。 炒单的胜率有时候也看状态，胜率一般在3:2；单笔单子平均的盈亏比不定 ，因为炒单不太好统计，一般净利润和手续费为5:5左右。 基本上坚决不做隔夜仓，因为隔夜不好控制风险。 如果有隔夜单首先看是否是顺势单 ，并且当时必须有足够的利润在 ，否则不会去赌隔夜的行情。 ” 夏雨说。

夏雨表示 ，她炒单的进场依据，基本是看K线形态，盘口辅助 。 做到后期 ，基本上就是盘感交易 ，主要看一分钟K线和五分钟K线的结合。 K线形态比较有效的比如锤头线、覆盖线等，基本上是炒单当中不会错过的。

“我进场的单子每笔都有固定止损 ，止盈是根据K线形态与技术来判断的。 每笔单子的固定止损是通过软件设定的 ，如股指我会设定 3个大点为被动触发止损 。 因为高频交易 ，K线形态不论走好走坏，基本会根据盘感在当分钟内平仓 。 基本持仓原则不会超过一分钟 。 ” 她说。

夏雨对盘口的关注度不是很高，主要是关键点位的突破速率和活跃度。 炒单的速度和方向转变非常快，这就要配合K线形态来判断方向了 。 她会根据K线的峰谷结合趋势线来判定行情的方向，还有均线的 60线是她的多空线 ，线上主做多，线下主做空 。 同时，她会根据趋势指导来做细节化交易。

“手工高频（炒单）的交易纪律非常重要，在交易中主要的纪律最主要的是止损，止损是固定的，剩下的就是平仓依据 ，进场依据 。 按照自己的交易系统执行就可以了。 ” 夏雨说。

她表示，高频炒单每天都要复盘，复自己的盘，尤其是错单 ，加深自己的错单的印象 ，因为高频就是不断地在博弈，所以减少错单非常重要。

“当我看到自己的资金在不断增长的时候 ，也是很忐忑，很担心不会长久。 当资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发现，炒单放大不了格局。 ” 夏雨说。

当有新理念的时候，就是亏损的时候，当连续亏损两天后 ，夏雨就开始减仓操作，当测试新理念不行的时候 ，还是转回原有的交易系统。

“后来也有出现过越做越亏、越亏越做，收不了手的情况，人不是机器 ，总会有情绪来左右你的交易思维，会让你违背你的交易系统。 后来就固定自己的亏损额度，日亏损超过 5%，停止交易。 ” 夏雨说 。

不少朋友都说炒手一定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不然良好的炒单状态很难保持。 夏雨对此非常认同，炒单非常消耗精神，每天都非常累 ，因为时时刻刻都要高度集中。 所以她每天都在锻炼身体 ，尽量早点休息 ，保证有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来面对第二天的交易 。

“我觉得交易就是交易自我，如果带着压力来做交易，你就做不好。 高频其实也是一个阶段 ，也是一个过程，随着自我的成长以及市场的阅历增长，也会慢慢改变自己适应市场。 所谓的优势也是市场给与的 ，如果市场变了，你也要变的，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的淘汰 。 ” 夏雨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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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圣杯首在风控与执行

一年之中，从8万元做到1000万元，是多少人不可

企及的财富梦想，夏雨在百般煎熬之后终于涅槃，也被

圈内人士奉为“炒单女神” 。

“我的炒单方法是根据一位前辈的理念加上自己

的改变不断摸索试验出来的， 这套方法的特征就是突

出一个字，快！ 但不论哪种交易手法，最主要的就是执

行力与风险意识。 ”

“股指的流动性比较大，对于炒单来说比较有利。

股指每天的限仓是1200手，炒单拼的是速度，我一般

都是满仓打。炒单的胜率有时候也看状态，胜率一般在

3:2；单笔单子平均的盈亏比不定，因为炒单不太好统

计，一般净利润和手续费为5:5左右。 基本上坚决不做

隔夜仓，因为隔夜不好控制风险。如果有隔夜单首先看

是否是顺势单，并且当时必须有足够的利润在，否则不

会去赌隔夜的行情。 ” 夏雨说。

夏雨表示，她炒单的进场依据，基本是看K线形

态，盘口辅助。 做到后期，基本上就是盘感交易，主要

看一分钟K线和五分钟K线的结合。K线形态比较有效

的比如锤头线、覆盖线等，基本上是炒单当中不会错

过的。

“我进场的单子每笔都有固定止损，止盈是根据K

线形态与技术来判断的。 每笔单子的固定止损是通过

软件设定的， 如股指我会设定3个大点为被动触发止

损。 因为高频交易，K线形态不论走好走坏，基本会根

据盘感在当分钟内平仓。 基本持仓原则不会超过一分

钟。 ” 她说。

夏雨对盘口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主要是关键点位

的突破速率和活跃度。炒单的速度和方向转变非常快，

这就要配合K线形态来判断方向了。 她会根据K线的峰

谷结合趋势线来判定行情的方向， 还有均线的60日线

是她的多空线，线上主做多，线下主做空。同时，她会根

据趋势指导来做细节化交易。

“手工高频（炒单）的交易纪律非常重要，在交易

中最主要的纪律是止损，止损是固定的，剩下的就是平

仓依据， 进场依据。 按照自己的交易系统执行就可以

了。 ” 夏雨说。

她表示，高频炒单每天都要复盘，复自己的盘，尤

其是错单，加深自己的错单的印象，因为高频就是不断

地在博弈，所以减少错单非常重要。

“当我看到自己的资金在不断增长的时候，也是很

忐忑，很担心不会长久。当资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发

现，炒单放大不了格局。 ” 夏雨说。

当有新理念的时候，就是亏损的时候，当连续亏损

两天后，夏雨就开始减仓操作，当测试新理念不行的时

候，还是转回原有的交易系统。

“后来也有出现过越做越亏、越亏越做，收不了手

的情况， 人不是机器， 总会有情绪来左右你的交易思

维，会让你违背你的交易系统。后来就固定自己的亏损

额度，日亏损超过5%，停止交易。 ” 夏雨说。

不少朋友都说炒手一定要有好的生活习惯， 不然

良好的炒单状态很难保持。夏雨对此非常认同，炒单非

常消耗精神，每天都非常累，因为时时刻刻都要高度集

中。 所以她每天都在锻炼身体，尽量早点休息，保证有

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来面对第二天的交易。

“我觉得交易就是交易自我，如果带着压力来做

交易，你就做不好。 高频其实也是一个阶段，也是一个

过程，随着自我的成长以及市场的阅历增长，也会慢慢

改变自己适应市场。所谓的优势也是市场给予的，如果

市场变了， 你也要变的， 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的淘

汰。 ” 夏雨说。

一年内八万盈利至千万

期指炒单女神 烈火淬出“铿锵玫瑰”

□本报记者 王朱莹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耳熟能详的孟子名言，用在出生于1985年的

河北女孩夏雨（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身上，最合适不过。

她是一名短线期货炒手，2013年实现连续四十几周盈利，8万做到1000多万，被圈内友人誉为“炒单女神” 。

炒单是期货交易的一种手法，即利用期货“T＋0” 的交易规则以及可做多又可做空的制度，依靠良好的盘感，以极高的频率来回打短线，盈利1-3点马上平仓，亏损1-2

个点也立刻止损，一笔交易的持仓时间不会超过1分钟，日交易次数经常能高达上百次，积小胜为大胜。 有些炒手10多万元的资金一天可以做出数千万元的成交量，日均交

易100多次，这些超短线期货交易者就是期货业的职业“炒手” 。

因炒单对精力消耗极大，所以期货短线炒手主要以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居多，且以男性居多，女性炒单者少之又少。 夏雨的凤凰涅槃之路，充满坎坷，是真正在烈火中淬

炼而成的一朵“铿锵玫瑰” 。

□

周华

商品期货品种关系国计民生， 多为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必需的原材料或产成品，或企业贸易、运输、仓储等服

务品种； 而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形成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商品期货品种的行情走势。 股市和

期市好比两面镜子，反映着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侧面。 两

市既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总体同方向运动， 又因分别

不同的特点而往往不可能完全同步， 于是表现为热点和

利空不断在两市间相互传导。 只要全面统筹期股两市，着

眼两市的相互联系寻找交易机会， 就能够提前布局抢占

先机，提高跨界投资的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增加投资的

胜率和效益。

沪铜暴涨 布局铜业板块

通常， 商品走势领先于股市， 期货涨跌又领先于商

品。 如2005年2月，沪铜期货价格突破2005年以来历史高

点30200元/吨阻力位后加速上涨，走出一波大行情，高点

85500元/吨出现在2006年5月15日，涨幅达183%。 而同

一时间铜业板块的股票尚爬行在低迷的熊市中， 直到

2005年8月铜业板块的股票才开始反弹，比沪铜期货晚启

动6个月。 龙头股江西铜业走出三波上涨行情：第一波从

2005年7月4日低点4.01元，上涨到10月12日高点5.78元，

涨幅达44%；第二波从回调后的11月11日4.41元低点，上

涨到2006年2月7日的8.28元高点，涨幅87%；第三波从回

调后的2月16日低点6.45元，上涨到5月15日最高点17.14

元，以165%的凌厉涨幅，与沪铜期货同步登顶。在2005年

8月10日至2006年3月22日期间， 分批建仓江西铜业，取

得不错的收益。 这次实战案例使我们认识到期货与股市

间存在联动关系， 可以运用期市热点传导提前布局相关

股票投资。 归根到底也是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提前布局股市投资机会。

油价暴跌 布局航空板块

众所周知, 燃油占航空公司的运营总成本20%至

40%， 故油价涨跌对交通运输业经营利润生死攸关。 如

2014年7月15日原油期货反转为下跌趋势， 我们不失时

机地加大关注航空板块股票。发现南方航空在跌势中于6

月19日创出2.25元新低后，于2014年7月28日出现了头肩

底的止跌反弹图形， 此后在国际原油期货从104美元/桶

持续暴跌至最低46.96美元/桶的背景下， 南方航空走出

一波又一波的上涨行情，从2014年6月最低点2.25元一路

上涨到今年4月13日最高10.15元，涨幅达351%。 在油价

低迷撬动交通运输业及航空板块盈利大增的此轮行情

中，我们多次建仓该股，获得很好的收益。

铁矿石大跌 布局钢铁板块

曾经中国楼市持续火爆，钢铁产能畸形扩容，铁矿石

进口无序竞争，钢铁行业陷入“面粉比馒头贵” 的怪圈。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力度不断加大， 市场倒

逼“黑色产业链” 全线转型压缩产能。 于是铁矿石进入下

跌周期， 铁矿石期货从2013年10月18日上市首日的977

元/吨收盘价，到2014年6月16日收盘价661元/吨，跌幅达

47%。 而铁矿石“面粉价腰斩” 带来钢厂生产成本大幅降

低，有效提升钢厂的经济效益，拉动钢铁板块股票上涨。

于是我们密切关注钢铁板块的动向， 发现韶钢松山于

2014年6月19日跌出1.64元的低点后，触底反弹，随后趋

于反转。 此间我们分批建仓，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 近期

该股最高点在7元以上， 涨幅已达329%， 加上 “一带一

路” 和房地产业维稳政策持续给力，该股至今仍处于上升

通道中。

豆粕大跌 布局养殖业板块

豆粕作为主要饲料品种，曾受益于肉、蛋领

涨CPI而独领风骚。 2014年7月1日豆粕期货

向下跌破底部支撑位后，下跌趋势确认。当天豆粕指数

收盘价3422元/吨，至今年1月20日收盘价2673元/吨，

半年跌幅21% 。 从去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关注养殖业板

块。 受原料下跌的利好驱动，养殖业的新五丰在2014

年7月22日即出现止跌企稳迹象。 该股股价从去年6月

20日见底5 .9元，一路涨到近期的最高点17.98元，涨幅

达205% ，目前该股仍处于上升通道中。 在此期间我们

结合该板块的走势形态，制定相应的个股投资计划，不

断滚动操作， 在回调时加仓买进， 涨幅过大时卖出减

仓，取得较好的效益。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 今年一季度猪牛羊禽肉产

量同比下降1.4%，其中猪肉产量1557万吨，下降3.1%。 而

3月中旬以来，猪价整体维持震荡上行，毛猪价格涨幅约

8%，仔猪价格涨幅达15%，截至4月15日全国生猪每公斤

均价约12.21元，浙江已涨至13.67元。 种种迹象表明养殖

板块主升浪正在到来，雏鹰农牧、牧原股份、正邦科技、益

生股份、圣农发展等都潜藏机会。

白糖反弹 布局糖业板块

长期低迷的糖价， 在本榨季白糖减产和下榨季种植

面积下滑的背景下， 今年3月中旬以来终于 “久旱逢甘

霖” ，白糖期货迎来了市场渴望的反弹。 从3月10日至4月

15日， 白糖期货主力1509合约从4920元/吨快速反弹至

5535元/吨，其间累计涨幅超过12%。 与之相对应的是股

市糖业板块也随即应声而起， 如领头羊南宁糖业同期从

10.33元涨至17.66元，其间累计涨幅高达70.96%。 正如南

宁糖业今年一季报公告称：公司去年同期为亏损5895.44

万元。 一季度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之一即：“食糖市场行

情回暖，白砂糖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产品毛利率提高，

公司经营业绩开始好转。 ”

棉价平衡趋紧 棉花板块面临机遇

棉市与股市棉花板块均处于长期低迷世道。 近期据

中国棉花信息网调查显示：2015年作为中国棉花减产第

二年，全国棉花意向种植面积约4993万亩，较2014年减

少1310万亩， 减幅高达21%， 其中新疆意向植棉面积减

11%。 虽有大量国储库容压力，但今年供需关系已由过剩

转为平衡偏紧， 郑棉1601合约及之后的远月合约可能弱

势震荡向上。 对应股市，新农开发、新赛股份等产棉企业

及上涨初期的棉纺类上市公司如华茂股份、鲁泰A、新野

纺织、孚日股份、华孚色纺等均有利好影响，但对化纤行

业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空。

“一带一路” 板块大涨 布局资源类商品期货

股市火爆反过来刺激原材料需求上升，形成国际大

宗商品市场“中国需求” 的拉动效应。 近期股市受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带动， 过剩产能有效输出， 基建、高

铁、电力板块大涨，首单中国电建获巴基斯坦21亿

美元大单，原油、钢材、有色金属、建材及化工等商

品均有望走出长期弱市。 据此我们正密切关

注有关期货合约的价格形态，先期研判并制

定相应的操作计划， 一旦出现建仓机会，将

及时建立多头头寸，回马枪返身杀回期货市

场，抢占下一波牛市的先机。（作者

单位：珠海横琴安迪生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生存压力逼出“炒单女神”

“炒单交易也是不断地去摸索总结各种交易手

法，并结合自己的性格来决定的。其它的交易模式也有

在做，但是根据2013年的行情，炒单的手法更为适合。

其它的收益模式没有炒单稳定， 因为炒单可以把风险

控制在自己手里，降到最低。 ” 夏雨解释自己做职业炒

手的原因时说。

夏雨的投资人生起始于2007年底。 她先后拿了自

己做生意赚来的全部积蓄以及部分亲朋好友委托投资

的资金进入股市，大约100余万元。

“当我融入交易后，被交易所吸引，才发现这是我

所热爱的事业。 ” 夏雨说。

结果股票账户持续亏损，资金遭遇腰斩。在这个过

程中，本来经营着花店的她，开始把全副心思和精力都

投入到股市的研究当中。

“为了学习股票，我经常一个月不下楼的，完全把

自己封闭在家里，花店也不管了，交给哥哥代理，一有

钱就往里投。结果一天天交易下来总是亏损，每天都处

在崩溃的边缘。 ” 夏雨回顾过去时感慨。

由于她一头扑进交易，花店无人照看，哥哥一人难

以支撑，生意一落千丈，很快入不敷出。

“那一阵子真是人生的低谷，一年到头不会去买衣

服，化妆品只用大宝，有点钱还想投进去，生活毫无质量

可言。花店很快关门大吉，没有了生活来源，做交易又是

每天稳定亏损，每天都很绝望很煎熬，看不到希望，人生

很可能就起不来了，但又不想让我亲人受到连累，赔成

那样，都是自己忍着，没有告诉任何人。 ” 夏雨说。

怀抱着翻本的想法， 夏雨转身投入当时十分火爆

的，以高风险、高收益著称的权证。

当时，2007年“5·30” 印花税事件使股市转熊，但

却刺激认沽权证全面爆发， 一只认沽权证的日成交量

就高达数百亿元，其价格可以翻上几番。钾肥权证更是

4个交易日狂涨10倍，创造了一个不知真假的“义庄”

形象和价外权证（价值为0）到期不归零的神话。

但命运的转折并未这么快降临， 权证又吞噬掉她

不少资金。 到账面只剩余20万元时， 为了保留实力翻

身，夏雨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并把权证账号交给别人打

理。这段时间,她并未停下学习，而是不断做模拟交易，

反思总结。

等到有所感悟之后，夏雨决定再次入市。结果打开

账号， 以为账号还有20万元的她瞬间崩溃———账户因

朋友管理不当，只剩下7万余元。

从震惊到愤怒再到冷静， 夏雨当时的心情五味杂

陈。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她又重新振作，决定就从7万余

元做起，做权证的日内炒单。 一开始也是亏损，但突然

一天她就顿悟了———

“每天看论坛，搜视频看，包括QQ群，看人家的单

子，反复学习。当时还把每天的行情录下来，收盘之后我

会先睡一觉恢复精力，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复盘，看为什

么自己没做好。 这样反复下来，突然有一天就找到了感

觉，发现之前错在太贪，有了利润不肯止盈最后都在亏

损的时候砍仓；现在只想让自己淡定，只活在当下，小富

即安，不允许大亏，每次进场只挣1分钟的钱。 ” 夏雨说。

正如圈内人所说，“交易圣杯” 就像一层窗户纸，

没捅破时什么都很复杂，捅破了之后，你会发现交易其

实很简单，账面盈利就会突飞猛进。

事实也是如此， 夏雨顿悟后的第一周盈利就达到

70%， 此后更是稳定盈利， 账户资金渐渐回归到50万

元。 经纪人以为她是入金，后来发现不是，很惊奇也很

赞叹。

权证交易的这段历史正是她交易体系初步形成的

基础，因权证是T+0交易，且可以做空，奠定了她未来

在期货上的交易手法。 不过，由于被恶炒，权证被市场

妖魔化，因而很快便被管理层取缔。

此时，正好有朋友介绍说商品和权证一样，可以双

向买卖并实施T+0制度后， 她便开始一头扎入商品期

货之中。

但起初做商品期货亏亏赚赚，找不到状态，且当时

商品期货双向收费提升了手续费对炒手打击很大，再

加上家里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夏雨便暂停了一段时间

交易。

因为炒单有极高的成功率，资金利用率高，可以重

仓或满仓操作，所以一天下来资金增长迅速，这种方式

在所有的期货操作方式里面是系统风险最低的一种，

但炒手的交易成本是最高的， 炒手的平仓赢利手续费

至少要吃去一半，因此低手续费是一个基本条件。

2012年10月，听说股指期货降手续费，她又摩拳

擦掌重回市场，决定到2013年过完春节，给自己四个

月时间，如果这四个月还不能找到股指期货的“交易

圣杯” 、 实现稳定盈利的话， 就从此永远退出期货市

场，然后另谋出路，和普通人一样找工作过生活，这是

最后的机会。

接下来一周时间，她借了朋友的账户，投入八万元

左右，再度把自己整天封在家里炒单。 这次，心态平稳

的她，很快找回当年做权证时的感觉，在2013年实现

连续四十几周的盈利，最高日盈利一度高达29%，并从

8万做到了1000多万。

“这时候的信念是，我可以不赚，但一定不能亏，

告诉自己不亏就可以。风险意识特别强，执行力也特别

坚决，砍仓特别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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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炼金术师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2015年，A股一骑绝尘、不断攀高，单日成交额屡屡刷新，从去年末蓝筹带头起飞，到目前中小股轮番绽

放，投资者队伍中也分化出诸般风格：从短线涨停敢死队、长线装死团到价值投资不渝派，再到股期两栖斗士

……市场一时间热闹非凡，你有三板斧，我有流星锤，个个摩拳擦掌。 让我们看看，2015年各派人士如何腾挪

挥招、点石成金……

看准后装死

“近两周来，让我最得意的股票莫过中国一重了，我在

6.8

元满仓带杠杆进去，到目前持仓收益

65%

，短短

五六个交易日，本金赚了

120%

多。 ”

在

3

月底满仓之后，我一共持有过七只翻倍股，江中药业、中国西电、中国重工、中国一重……为了防止持

股不稳，我在看准股票，建好仓位之后就采取“装死”策略，闭着眼睛买拿得住大概率能赚钱，中间震荡也不出

局，仅仅过去的

30

个交易日，收益已经超过

15

万元。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做股票，之前我们一样，从来没有接触过投资。我和朋友们在这波牛市中投资

的本金大多来自父母或者自己入职不久积攒的微薄的工资。

2014

年以来的牛市行情是对我们这一代

90

后的市

场教育。

———网友一根小韭菜， 山东人，90后，股龄不到一年

重仓银行，利润不菲

2005

到

2007

年的牛市行情，让我完成了从一个券商分析师到独立职业投资人的角色转换。 我的人生第一

桶金子也是在这波牛市行情中挖到的。 从最开始的几百万元到

2007

年

10

月份股市达到

6100

点时，我的账户市

值已经超过

1.1

亿元（几个账户合计金额）。当时指导一个朋友操作股票，也从很少的本金，一度资产超过

500

万

元。 不过在之后的熊市中，朋友的资产已经大幅缩水。

2014

年以来的行情中，我的基本策略是重仓银行股。我在

2013

年就开始在银行股建仓，到

2014

年

7

月

28

日，

当时利润

700

多万元，之后又在三只股票上追加建仓：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 到去年年底时候，持仓

利润

7000

多万元。 今年

4

月份，利润过亿。 之前在其他股票上也有短线操作，但这部分资金我最终还是会投进

银行股中。 现在我也看好银行股到年底的行情。

而我的那个朋友一直拿不住银行股，在其他股票上也频繁换股，前些天大家吃饭，谈到在这波牛市中的盈

利，这位朋友不好意思地说仅仅赚到

20%

，远远跑输了大盘。另一位朋友也在这波牛市中不可思议地亏掉了

10

万元。 他自己总结原因说，除了股票进场节奏不对之外，应该就是频繁换股造成了负收益。

分享我这两轮牛市的股市投资心得：牛市里最稳妥的赚钱方式就是买低估值的股票然后耐心持有，此外

别无他法。

———网友小狼，40多岁，现居上海

看重小票成长性

“不是所有人都有在

40

元买入全通教育，然后

340

元顺利出局的本事，我还是喜欢持有那些让我能够睡个

安稳觉的股票。 我是一名新手，本轮牛市期间，我只持有两只股票：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 我在

2015

年初开始

建仓，中间多次加减仓，不断摊薄成本。 ”

这两只股票一直是我的重仓股，但是其涨幅一直远远地弱于大盘，每次股价都慢于大盘创新高，大盘调整

的时候却一次不落地跟着调整。 不过，这类股票因为平时涨得少，调整起来也不是很明显。 对于刚入市的新人

来说，用来练手也很合适。

为什么选择这两只股票呢？ 今年以来的各种热点题材，无论是“一带一路”、自贸区、亚投行、注册制、房产

新政好像都跟它们没有一点关系，唯一略有相关性的是房地产市场回暖对于空调和家电需求的正相关性。

但回顾这两只股票在熊市的表现，

2008

年到

2014

年，这两只现在看起来表现较弱的股票却不断创新高，尤

其是格力电器，周线、月线始终保持稳定的“爬坡”姿态。 这样性格的股票，在牛市中做个慢牛也不错。

其次，从价值投资角度，我始终看好家用电器这个行业的成长性，家电下乡只是一个开始，在城镇化、农民

向城镇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家用电器市场有很大潜力。 我没有在概念股、题材股短线厮杀的能耐，我要做的就

是，选定股票、耐心持有。 我坚信：在牛市中，所有的价值洼地都将被水填满。

———网友弱弱的牛老爷，30多岁，股龄不详

重仓长线，屡屡翻倍

我在很早就建仓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并且持仓比例超过

80%

。

南北车是

1

月

12

号开板进入的，一直加仓至

80%

，南车成本大概在

11

元附近，到目前已经翻了近两倍。这大

概是我的第

5

、

6

只翻倍的股票，其余四只分别为小商品城、如意集团、金一文化、

TCL

。目前整体收益远超大盘。

我自认为没有特别强大的心理素质、也没有奇准无比的眼光，更不比多数市场投资者聪明。我唯一的心得

是：选得准、拿得稳。 在我看来，在资产超过一千万之前，如果想要投资增值最快，投资标的股票最好不要超过

三只。 我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看好并重仓的确定性股票能够带来最大收益。 过于分散的投资只能增加券

商的收入，而不是你的。 频繁交易和分散到过多股票上是不太赚钱的。

———网友米渣，85后，杭州女白领，股龄4年

长线多期指，保证金翻倍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

这是一家期货公司———倍特期货在这轮牛市行情中的期指投资宣言。这家公司的期指席位在

2200

点开始

一直坚定持有期指多单。 “公司因为客户在股指期货上的盈利，保证金都翻倍了。 ”

从

2200

点到

4200

点，

2000

点在沪深

300

股指期货上的盈利，不计算手续费、浮盈开仓等因素，每手期指持仓

盈利平均为

60

万元。

据可查资料，

2014

年

7

月

30

日，倍特期货席位在沪深

300

期指主力合约上持有多单约

1894

手；截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倍特期货席位在沪深

300

期指

IF1506

合约上持多单量为

8555

手，此外，该席位在上证

50

期指合约上持

有多单约

1239

手。

仅

2014

年

7

月底以来持仓，若持有到现在，盈利约为

12.5

亿元。

“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上证指数进入强劲持续反弹；从成交量等市场指标上分析，基本可以确立股市已

经开始进入一轮新的上涨周期。而根据中国股市牛市

3

年左右的周期长度，如果把从

2014

年下半年作为牛市起

涨时间，

2016

年前后股指达到牛市高峰的概率很大。 ”

———李先生，倍特期货研究部门负责人

股、期两栖，稳赚两头

今年年初通过阅读一些白糖投资报告，我确信白糖价格未来将有一波可观的涨幅。 于是我在白糖期货上

减仓的同时，伺机杀入南宁糖业。 在短短的

1

个多月中，在白糖这个题材的投资上，期货、股票持仓总盈利已经

达到十余万元。 而最初建仓时，我的本金不超过

30

万元。

今年

3

月份，一些期货投资人士走访了南宁糖产区，实地考察后发布调研报告，通过阅读报告及中国证券

报糖业调查报道，我判断，目前白糖价格已经处于周期性低点，而且种植面积下滑之势不可避免，未来，白糖

将出现一波上涨行情。 当天我即在白糖期货上建立多单，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反复加减仓，打好底仓，尽量摊低

成本价，目前白糖期货整体持仓成本价在

5300

元

/

吨，盈利浮动在

3.7

万元

-4

万元。

同时，通过和专业人士交流，我认为从价值投资角度来看，糖业相关股票也将出现不错的行情，尤其是牛

市氛围下，这种上涨行情有可能被放大，上涨加速。 于是我几乎在建仓白糖期货的同时以

20

万元本金埋伏进

南宁糖业，开始几天的等待较为煎熬，但最后南宁糖业接连出现大幅上涨，短短半个多月时间里，收益已经超

过

30%

。 随后，我判断涨势可能出现放缓，便清仓南宁糖业转战其他股票。

股票、期货两栖作战是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而经过投资人士验证，两个市场走势的关联性在棉花、白糖、

化工、有色等领域尤其明显。 这也是我又开始埋伏石油化工类股票的重要原因，毕竟，目前原油出现反弹的苗

头。

———小和，85后，期龄2年、股龄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