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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改变人生”

向中国传统投资理财智慧致敬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 刘群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证券市

场，是有经验的人获得金钱、有金钱

的人获得经验的地方。 尽管世事沧

海桑田，但考诸于古今中外，市场先

生经常考验的依然是人性中贪婪和

恐惧这两个侧面，诚所谓“太阳底下

没有新鲜事”，所以我们不妨经常回

眸人类文明和商业的历史， 汲取投

资之道、理财智慧，而通过阅读书籍

获得智者对市场的思考和感悟，无

疑是最合算的人力资本投资。

机缘巧合， 一次笔者在收集整

理海外“宁波帮”杰出人士王宽诚先

生的文献资料时，发现《史记·货殖

列传》中陶朱公（范蠡）对王先生经

商投资之道具有重要影响。 溯本追

源，其后笔者多次翻阅《史记·货殖

列传》，受益匪浅，一是因为《货殖列

传》文笔优美，通篇没有晦涩难懂的

术语和故弄玄虚的理论， 让人吟诵

再三，不忍释卷。二是为文中所反映

出的司马迁朴素的经世济民思想所

折服。 《货殖列传》虽在史记体例中

被排在最后，却被史学家誉为“历史

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更

有论者认为，“读中国书而未读 《史

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

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 ”时

至今日，《货殖列传》 对投资理财依

然不失借鉴意义。

投资理财需要独立思考。 很多

投资者都想低买高卖，但实际操作

效果却是南辕北辙。 究其原因，就

是从众心理作怪。 《货殖列传》有

言：“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

我与。 ”（意为：喜欢观察市场行情

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低

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

索求时就出售）“旱则资舟，水则资

车”（意为： 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

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 文中的白

圭、蜀地卓氏都因此富甲一方。

投资理财要踏准景气循环周期。《货

殖列传》有言：“论其有馀不足，则知

贵贱。 贵上极则反贱， 贱下极则反

贵。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意

为“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就会

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 物价贵到极

点就会返归于贱， 物价贱到极点就

要复归于贵。 当货物贵到高点时要

视同粪土而卖出； 当货物贱到低点

时要视同珠宝而购进。）这些观点纵

使穿越千年， 验证于自己与亲友这

些年的投资理财经历， 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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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行股等高股息蓝筹股时，

只能让人感慨人类太健忘。 而以此

观之， 面对创业板中一些动辄成百

上千倍市盈率的公司时， 心中是否

需要多一份警醒呢？

投资理财需经历三个阶段。 司

马迁提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

争时，此其大经也。”（意为：没有钱财

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要靠智力去

赚钱，财力雄厚时就要靠对时机的把

握来赚钱，这是常理。）有的人还处于

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总共就没多大本

金，只买了几百股，纵使买到翻几倍

的大牛股，又能改变什么呢？ 却每天

心系个股，无心好好上班，不时掏出

手机看行情，岂不是舍本逐末吗？ 有

的人收入不菲、家产殷实，却不肯分

一点心智自学或求教投资理财之道，

任凭家财无形缩水， 也是不负责任。

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

投资理财需正合奇胜。 “夫纤

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

用奇胜。 ”（意为：精打细算、勤劳节

俭，是人“谋生”应该遵循的原则，

但若想发大财，还必须出奇制胜。 ）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

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

贫者之资也。 ”（意为：要从贫穷达

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

经商， 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

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

借的手段。 ）无论是正合奇胜，还是

行业选择，都能给今天的投资以很

多启示。 比如，近年来上市的欢聚

时代、宋城演艺、手游等，不就是因

为身处给人们带来欢笑和放松的

娱乐传媒业而毛利畸高，股价暴涨

吗？ 而农业、钢铁业等重资产行业

却过着卖一吨钢利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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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生活。

投资理财需专一专注。 《货殖

列传》文末列举了种田务农、卖羊

肚、 兽医等多个行业产生的富豪，

感慨“此皆诚壹之所致。 ”（意为：这

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

的。 ）同样，市场如今越来越大，品

种越来越多，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新三板、港股通、股指期货、分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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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每位投资者都应专注操作研究一

类产品， 建立自己的盈利模式，一

招鲜、吃遍天，做到“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资本退出终看服务 在线旅游谋变正当时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这

句话，用以形容巨头混战中的在线旅

游市场再恰当不过。 在经历烧钱、巨

头混战之后，在线旅游企业最终能剩

下什么值得怀疑。“在线旅游巨头们

被资本宠坏了， 源源不断而来的资

金，使得他们‘养尊处优’ ，同时在抢

占市场这一点上， 他们又像疯了一

样，不择手段甚至排除异己。 ”一位

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评论。

另一方面，作为被争夺的对象，

理应得到上帝般待遇的消费者却并

没有太高幸福感。在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 上海市消保委等消费者保护部

门，在线旅游投诉率居高不下，涉及

到虚假宣传、不当收费、合同纠纷等。

易观智库认为， 目前在线旅游

行业的格局是“两极多强” 。但在资

本烧钱模式走到一定阶段， 行业形

成相对垄断之时， 在线旅游企业的

服务质量如何保证、 消费者权益如

何保障等问题预计将更为突出。 在

行业仍处于相对充分竞争之时，在

线旅游企业谋求服务质量的提升正

当其时， 而这将为企业占领核心市

场、维护核心消费群体提供基础。

在线旅游之上的生活

很多人并不了解在线旅游这

一概念， 但却已实实在在享受着

在线旅游带来的便利： 在线选择

旅游目的地、在线购票、在线预订

酒店等。

易观智库发布的《中国在线旅

游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5》显示，

在线交通预定市场、在线住宿预订

市场、在线度假旅游市场三大细分

市场， 共同支撑在线旅游市场发

展。 其中，在线交通预定市场囊括

机票预定、火车票预定、汽车票预

定、其他交通产品等；在线住宿预

订市场则包含经济型酒店、中端酒

店、 高星级酒店及非标准住宿；在

线度假旅游市场则范围较广，包括

周边游、国内游、出境游、跟团游、

自助游以及游学游、亲子游、医疗

旅游等。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在

线交通预订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1942.9亿元，比2013年增长27.8%；

2014年在线住宿预订市场交易规

模达522.6亿元， 较2013年增长

26.8%；2014年中国在线度假旅游

交易市场规模达到332.6亿元，较

2013年增长36.2%。

现在大多数在线旅游网站和

APP都已积累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以去哪儿网为例，网站和APP提

供机票、酒店、团购、度假、门票、火

车票、攻略、公寓、当地人、车、汽车

票等多种服务。 以去哪儿网一款毛

里求斯自由行产品为例， 产品包含

上海和毛里求斯之间的往返机票。

另外，还包含水疗度假酒店住宿等。

此外， 一些旅游产品还包含当地美

食、特色交通等。“对像我这样不愿

意自己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订票等杂

事、手续的人来说，事实上很难通过

自己去经办一切手续， 简简单单在

它们网站上预订一个旅游套餐，就

什么问题都基本解决了。 ” 上海一

家外企白领董先生称。

资本宠儿的竞合

在线旅游绝对是资本的 “宠

儿” 。 目前，国内在线旅游公司中，

已有携程、艺龙、途牛、去哪儿等在

美国上市。 阿里旅行·去啊背后所

倚靠的资本力量可想而知。 此外，

还有众多创业型在线旅游企业，如

百程网、6人游、 我趣旅游网等，这

些在线旅游行业的参与者，通过天

使投资、风险投资等途径，聚集着

相当可观的资本资源。 另外，目前

已出现不少传统旅游公司等向在

线旅游转型的案例，国旅、青旅等

传统旅游行业龙头的转型趋势也

相当明显，这部分企业做在线旅游

时拥有的资源优势可想而知。

在这样雄厚的资本力量支撑

下，在线旅游公司的市场拓展及之

间的互相竞争相当激烈且不惜一

掷千金。 据悉，各家在线旅游公司

几乎都处于创立初期、全力提升自

己的市场占有率等阶段。 在这过程

中，各方在优惠政策、线上线下拓

展等方面较劲，较劲的结果如何最

终还是要看投入的资本是否能促

使公司创新模式，走向壮大甚至垄

断行业市场。

在表面光鲜及产业宏大的想象

之外， 事实上这些在线旅游实践者

们的经营业绩却不那么乐观。 根据

携程、 艺龙、 途牛、 去哪儿公布的

2015年Q1（1月至3月）财报数据

（未经审计）： 携程Q1净收入23亿

元，净亏损1.26亿元；艺龙Q1净收

入2.258亿元，净亏损1.807亿元；途

牛Q1净收入12.5亿元，净亏损2.331

亿元；去哪儿Q1净收入6.711亿元，

单季度净亏损首破7.012亿元。

但即便是这样，资本对在线旅

游公司的热衷并没有太多减弱。 在

公布相关财报数据的同时，去哪儿

与银湖投资集团共同宣布，去哪儿

将获得由银湖投资集团领投的共5

亿美元（息率2%，初始转换价格每

股美国存托凭证55美元的优先无

抵押可转换票据）战略投资。 去哪

儿网还在新近的增发中，再创中概

股新纪录， 该公司增发定价为47.5

美元，受到投资人超高倍的超额认

购。 在资本驱动下，携程网和艺龙

则是出人意料的 “化敌为友” ，携

程通过购买全球知名在线旅游公

司Expedia所持有的部分股权，实

现对艺龙旅行网的战略投资，携程

出资约4亿美元，持有艺龙37.6%的

股权。 在资本和市场面前，敌友之

间的转化可以只在“一瞬间” 。

消费者期待服务升级

几大在线旅游巨头的竞争和

合作将持续，并成为未来一段时间

行业的基本格局。 在记者采访调查

中发现， 对于多头竞争的格局，消

费者所给予的关注其实并不多，而

实实在在的服务质量则是消费者

真正关心的。 以目前情况来看，这

些资本的“宠儿” 在服务消费者方

面所需做的改变不少。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消息，今年

以来，该协会指导的消费者网收到

大量在线旅游投诉，2015年3月至6

月已达38条 ， 占电商类投诉的

55%，占总投诉的22%。被投诉的事

由则主要涉及机票退改费、酒店房

间预订、 出境游行程变更纠纷等。

据消费者网在线投诉平台统计，消

费者由于操作失误、突发情况改变

行程， 被扣取高额退改票费的投

诉， 占到在线旅游投诉总量的

67%。 而在上海消保委官网公开披

露的投诉文章中，与在线旅游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文章占大多数。 董先

生在出行时就曾出现与在线旅游

服务商动火情况，两者的分歧主要

就是集中在机票退订是否需要向

预订者收取费用、酒店房间预定后

临时退订是否可行等。

在采访中， 不少消费者反映，

目前几个相对大一点的在线旅游

平台在产品、活动、优惠等方面的

情况已基本差不多，产品等雷同证

明这些平台的覆盖面都比较广，成

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但在消费者服

务与权益保护方面，各在线旅游平

台也是出人意料的相似，其提供的

服务和保障“不尽如人意” 。

“现在是靠烧钱提高知名度、

提升市场占有率，这种模式难免粗

犷，但这不能成为在线旅游服务质

量下降的借口，等到追逐利益的资

本并没有那么疯狂之后，真正的市

场赢家将是做好消费者服务和权

益保护的公司与平台，这也是目前

消费者最需要的。 ” 去哪儿管理人

士分析认为。

代驾垂直

O2O

欲向汽车后服务市场拓展

□ 本报记者 王荣

老邱，河北人，今年37岁，来北

京已有8年半。 近年来，由于工作单

位效益不好， 于是便开始做起专职

酒后代驾。一家四口，妻子在家照顾

两个尚在读小学的女儿，无法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占据大量休息

时间，每到晚上8点骑上自行车，打

开手机就出门了。 但他从未觉得辛

苦，“想到家里孩子怎么辛苦都值

得，更何况我喜欢开车，尤其是代

驾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存在可能避

免不少酒后肇事呢。 ”

规模迅速扩张

老邱虽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移

动互联网的接受度颇高。2011年10

月，e代驾成立时，风头正劲的滴滴

打车和快的打车还未面世。 而他也

自2012年初就通过e代驾参与职业

代驾。

起初， 老邱是给单位开车，也

有一份过得去的收入，但随着效率

下滑及考虑到两个女儿的将来，他

需要兼职来补贴家用。 白天仍需工

作的他，通常是晚上出来做代驾。

老邱主要是挂靠在e代驾公

司， 通过公司给自己派发的手机，

接收下派来的任务。 一般正常收费

是十公里以内59元，超过十公里后

每十公里加收20元，且不同时间段

有着不同的价格。 通常，后半夜收

费是最高的，起步价99元。 每次任

务都要上交总收入的20%，以及每

单两元钱的保险。

刚开始兼职， 老邱一个月算下

来可以挣到2000元左右。 后来觉得

这个比上班赚钱，于是就干起了专职

代驾，一个月大都能挣到一万多块。

为了方便，老邱准备了折叠自

行车，当作平时的交通工具。 天冷

的时候，选择乘坐公交车到达指定

地点。 由于晚上出来，他主要接的

是酒后代驾。 遇到喝多的客户，就

会扶客人到家门口，让客人的家人

感激不已，“这个时候就体会到自

己存在的价值了。 ”

像老邱这样的司机不在少数，

这也使得这家成立不到四年的e代

驾，如今在代驾这一垂直O2O领域

份额已达到90%，目前已覆盖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全国近200个城

市，拥有10万名司机，最高日订单

超过20万，其成熟的商业模式与惊

人的订单量及收入增长速度， 都足

以让整个互联网行业为之侧目。

进入汽车后服务市场

e代驾通过去中介化， 在模式

上重塑利益分配，给不少有驾龄司

机更多蛋糕，极大地调动线下闲置

的资源。 对于用户而言，e代驾让他

们体验到良好的服务，实现有品质

的安全出行。

e代驾在司机筛选把关方面非

常严格， 司机必须满足驾龄5年以

上，同时还必须经过笔试、面试、培

训、路考、实习层层选拔，在一开始

就严格把关好驾驶的安全性。

此外，近期还联合全国首家互

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为其全部

代驾司机投保代驾司机人身意外

险， 每位e代驾注册司机通过手机

上的e代驾APP上线时起， 即可自

动获得众安保险为e代驾定制的代

驾司机意外险，保障时限为上线后

24小时内。 每张保单到期后，e代驾

平台扫描司机手机APP状态是否

在线， 若在线将自动生成新保单。

在此保单生效期间，一旦代驾司机

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代驾司机每次

事故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意外医

疗费用和30万元意外伤残/身故费

用。 同时，e代驾投保的代驾司机意

外险未来还将继续升级， 为e代驾

平台的优秀代驾司机提供商业补

充医疗保障，完全消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 本次代驾险的最高赔付额度

从2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 也再

次创下行业之最。

对于未来发展，e代驾将大力拓

展业务种类和范围，特别是日间业务

的发展。 这意味着，除人们熟知的酒

后代驾，深耕代驾市场未来还有更多

想象空间，比如旅行代驾、商务代驾、

长途代驾、汽车养护代驾、接机送机

代驾及孕妇老人接送服务等。

与此同时，e代驾还准备推出

基于代驾司机人力服务场景外延

的业务。 今年春节，e代驾宣布推出

代驾洗车服务，推广期洗车价格仅

为19元，被认为是进军汽车后市场

服务的征兆。

救市

@天恩民：股市大跌至今，至少让股民看到了监管

层的两张底牌：一是央行降息降准，货币宽松政策没变；

二是证监会频发利好，说明上层对股市这一直接融资渠

道的重视程度没变。 有这两点，足矣！

@洪榕：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现在属于救市阶段，

大家不是不明白市场规律，但这个特殊时期是没有什么

规律可言的。 我只知道这个时候，鼓励非理性杀跌于己

于行业于国家都不利，以往的事实也表明每一次股市大

跌时，盲目杀跌都不是一个最好选择，建议大家不要相

信此时此刻还在盲目恐吓散户的人。

PMI

@龙头百战：

6

月份

PMI

虽保持稳定，不过仍不尽如

人意，经济需继续维持稳增长措施。由此可以判断，当前

的市场炒作主板品种就是以央企改革为主，而不是经济

回暖，所以预计货币环境总体上仍会继续维持宽松。

@曹山石：经济仍高度依赖稳增长托底。 本轮牛市

的核心逻辑（房地产下滑下的居民资产重配

+

政府信用收

缩下的银行资产重配

+

经济下行压力下的货币宽松）虽有

些许量变，但并未见根本性反转，牛市仍将继续前行。 但

随着水位的不断攀升，波动和分化加剧也将在所难免。

降息

@向小田：降息降准并不是全对股市来的，更多是

对国内经济体，所以对股市的效用要通过后期流动性宽

松来慢慢体现，不会立竿见影。 想赢的都是把大牌留到

最后，千万不要低估政府的决心，尤其不能低估政府在

困难时刻的决心。

@闲棋落花：降准降息政策，从降低房企融资成本

和降低个人按揭贷款成本两方面利好楼市。对购房者来

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楼市回暖增速，房价上涨趋势将更

明显。在利好政策频出，股市低迷背景下，应该抓住难得

的“空窗期”，在此次楼市正热，房价上涨之前，及时入

市，大胆买房。 （田鸿伟 整理）

漫画，赵天奇

草根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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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频现积极信号

正在堆积量变

市场正出现转机 近来， 管理层护盘意图明确，先

是央行双降，随后神秘资金百亿元抄底四大ETF，再到

两融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券商自主决定强制平仓线，周

三晚间交易所降低交易费用等利好，这些说明市场是在

逐步转暖，只是元气大伤后需要时间恢复。 除管理层护

盘意图明确之外， 自上周五市场连续3日向下探底，很

大程度上已将场外高杠杆配资盘清理干净，投资者恐慌

情绪也已减退。 尤其是国泰君安重新降低融资保证金，

以及管理层宣布两融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券商自主决定

强制平仓线，这说明降杠杆行为暂告一段落，市场最大

的空方力量得以消除。 （玉名

hhttp://blog.cs.com.cn/

blogIndex.do?bid=69939

）

勿再盲目参与杀跌 对于投资者， 面对这样的走

势，唯一能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那些有杠杆交

易的投资者，应借助短线反弹尽快降低、甚至是取消杠

杆，这是因为当前由于市场的不理性，由杠杆交易所引

发的踩踏行情还远没有结束。投资者如果继续拿着高杠

杆，即便不存在强平风险，就是眼下这种连续下跌走势，

都可能会让我们无法忍受。而对于没有采取杠杆交易的

投资者，不建议再盲目参与杀跌，因为逆转行情随时可

能都会出现，一旦杀跌出局，反弹起来，是追还是不追

呢？不追，或许大盘拐点真的悄然出现。追，就有可能遇

到类似周二的一日游行情。因此，在看不清方向、市场处

于混乱状况下，最好就地卧倒，等待反弹机会出现。且牛

市不可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轮牛市所肩负的太多使命还

远没有实现。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个人认为，指数最悲观

的极限点位在3200点至3500点， 也就是央行行长表示

“资金进入股市支持实体经济” 时候的点位。 而近期狂

风暴雨般的下跌，或许也将指数下跌空间给压缩了。 总

之，如果前面输给贪婪，那接下来就不要再败给恐惧，尤

其是在大跌之后。（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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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id=221976

）

余震末了抄底宜缓 目前市场真被跌怕了，大盘稍

有风吹草动就疯狂出逃，周三大盘在反弹一天后就再次

出现大跌，基本就属于这种情况。 周二股指从3847点冲

至周三的4317点，反弹470点。 在没有进一步利好情况

下，短线获利盘再度涌出，加上市场不利传闻再次扩散，

如惊弓之鸟，很多个股本来走得好好的，突然就像前几

天大盘大跌时那样，瞬间达到跌停。 这明显就是被跌怕

了，也表明目前市场反弹基础很不牢固，市场需要一个

修复疗伤过程。不过，这波千点大跌的主跌浪基本过去，

后面主要是“余震” 走势，不用太害怕。想想千点大跌都

挺过来了，后面的“余震” 还怕什么。 况且，大跌后政策

面仍会有进一步利好。 总体来看，目前已处于调整的底

部区域，后市应继续震荡筑底。策略上，目前的市道已明

显感觉操作难度越来越大，稍不小心，就会套牢亏损，所

以依然不建议仓位过重，急跌抄底的如有收益，不宜贪

心恋战，短线仍应逢高减仓，腾出部分资金，留作备用，

防止大盘来回折腾 。 （laak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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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Index.do?bid=432472

）

恢复信心是当务之急 股市跌到这个位置，已成功

防守的投资者，耐心等待机会出现。 对于先于大盘走强

品种，可保持同步密切关注。对于没有进行防守，如果是

在低位埋伏的投资者仍会从容面对， 只要不伤及本金，

就当做是从头再来。而最被动的是那些在高位追涨又未

及时止损的投资者。 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会为自己的

操作失误埋单，但仍须理性，不能因为被套而盲目杀跌。

虽然看到黑六月，但更要看到七月会翻红，对于这一点，

老股民都会理解。从空间上来看，大盘击穿半年线，再怎

么说也得等出现一定规模的反弹再处理。 实际上，市场

跌透了就是最大的利好，对于投资者来说，保持一个长

线策略，学会埋伏才是股市生存之道。（股市风云

http:

//blog.cs.com.cn/a/0101000599F800D54C2210F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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