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数“波浪” 会“用”期货（引）

农民嬗变（主）

本报记者 胡东林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黑土地上风里来雨里去，和粮食打交道几乎

是他近

30

年来生活的全部；

这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活络人，从种粮、收粮到卖粮再到开厂，数十载中

他就没少安分过；

但如今，他更是一位草根期货高手，面对行情瞬息万变的盘面，晦涩难懂

的波浪理论竟能成为手中致胜的武器……

大隐隐于市，高手在民间。王维国，一位来自黑龙江讷河的半百老农，外表

能让人记住的只有那光光的脑门和精明的眼神，正凭借自己的勤奋、用心与好

学，借力期货，完成了一次由传统农民向“新农民”那艰难的嬗变。

高手在民间

虽然国内外大豆最近大跌， 然而在东北收购大豆的王维国脸上却难掩得

意之情，品着前两天一位网友从福建寄来的铁观音，他还沉醉在那浓郁的茶香

之中……

“老王如今可成大名人了。”一位当地行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王维

国不但关注期货市场，而且对波浪理论的把握很有心得，再加上自身丰富的现

货经验，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派”高手。更重要的是，这位老兄早在

2

月初就预测到了今年美豆的高点。

原来， 平时没事就爱对着

K

线图琢磨的王维国在不经意间发现，

2010

年

7

月美豆从

903

美分

/

蒲式耳起步的本轮上升行情， 竟然和

2001

年

4

月到

2004

年

3

月那波牛市行情非常类似。 “两波牛市都是在第二浪上形成了一个头肩底，同

时出现

MACD

周线顶背离，调整浪时间也都是

10

个月。 ”他根据波浪理论测算，

2011

年

12

月

15

日第

5

浪起步，这波上涨的时间至少在

7

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

9

月份美豆将达到甚至冲破

1700

美分的高点，但很快就会回落。 ”

必须承认， 在国内外豆价涨势如火如荼的年初就作出如此判断是需要勇

气的。即便在

QQ

群里和网友们交流，王维国也没少因此被人开玩笑甚至讥讽。

固执的他四处寻找盟友，并以“波浪理论解读美豆历史和未来”为题在一家网

站发表分析提出观点，还要大家“拭目以待”。

王维国没有失望。 在

9

月

4

日一度攀至

1789

美分

/

蒲式耳之后，美豆随即掉

头向下，到眼下的

1400

美分一线，两个月来跌幅已过二成。虽然今年还未过去，

但如果不出意外，他对年内高点的预测必成事实。

“

2

月份我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当时就是感觉作者胆子挺大的。 ”徐先生

就是给王维国寄茶叶的那位网友， 这位来自福建某县的农业主管领导平时总

爱上网关注一些农产品行情分析的文章。 他说，当时并没有过多在意文章，但

当看到

9

月份美豆掉头下行并拖累国内大豆时，自己一下子就记起来，并有了

与作者进一步沟通的想法。

费了好大功夫总算找到联系方式，第一次接触就让徐先生倍感惊讶。一直

以为对方是位专业分析师的他发现，取名“讷河贸易商”的这位作者其实只是

一位东北粮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位粮食中间商。“一个小地方的农民，竟然能

用晦涩的波浪理论去判断价格走势，并用来指导自己买卖现货大豆玉米，了不

起！ ”虽然只是电话采访，但记者仍明显感觉到徐先生那钦佩之情。

“他不是瞎蒙的。 ”现已到金石期货的高兴滨当年在哈尔滨一家行业网站

工作，并且是王维国的期市启蒙者。他说，王维国从事现货贸易数十年，对于基

本面因素非常了解， 虽然在判断行情时也有过失败， 但近两年却不乏成功例

子。

十年困惑期市得解

2012

年准确判断美豆高点让王维国在网上一举成名，

QQ

群里叫“王老师”

的人多了起来。 只是人们难免好奇：一个仅仅初中毕业的农村汉子，如何会和

期货结缘，又怎么能痴迷并掌握晦涩难懂的波浪理论？

“别的朋友也这么问过。”面对记者的疑惑，王维国首先讲起了自己做大豆

贸易的“过山车经历”：头脑活络的他看到从农民手里收豆再转卖给榨油厂有

利可图，从

1997

年就干起了贸易，为沟通信息，甚至不惜血本用

6000

块钱买了

个“大砖头”手机。 当时全镇收豆点也就两家，领先一步的王维国在那几年挣

个十来八万毫无悬念，而规模最大时年贸易量超过了

5000

吨。

然而，王维国的日子没有滋润太久，因为看到这个机会的其他人正不断

涌入，从

2006

年开始到

2008

年收购点最多时达

50

余家。 面对有限的大豆资源，

只能不断提价恶性竞争，金融危机一来，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想到昔日的不少

同行只能外出打工，看到很多原本热闹的收豆点门前杂草丛生，王维国百感

交集。

“为什么要打价格战？ 就不能好好的一起赚钱吗？ ”咬牙坚持的老王从来

没有这样困惑过，左思右想得出结论就是大家对价格走势不清楚，只能跟风。

然而，要预先知道价格涨跌绝非易事，对于困扰自己十余年的这个问题，他一

直在寻找答案。

“老王第一次打电话来咨询是在

2006

年。 ”高兴滨回忆说，当时自己就粗

略讲了一下利用期货市场“点价”做贸易的原理，没成想他竟就此痴迷上了期

货。 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来自讷河的电话每周必不可少。 后来，请教理论

知识的电话虽然少了，但探讨行情、通报“战果”的时候却多了———学会利用

期价指导现货贸易的王维国，打那以后做生意顺当了不少。

被深深打动的高兴滨为了让老王更系统地了解期货，专门在哈尔滨给王

维国买了两本教材寄过去，其中有一本就和波浪理论相关。 彼时的他肯定没

有想到，自己正见证着一位草根期货高手的诞生……

“新农民”是这样炼成的

懂期货、用期货，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这样的“新农民”，然而新农民的诞

生却绝非易事。 王维国以自身的经历向我们诠释了这一过程的艰难，也以自

身特征为我们描绘了向新农民转型所应具备的条件。

“老王身上那股好学劲头让我最为佩服。 ”高兴滨说，王维国有着强烈的

求知欲，这从他订报看书的多年习惯中就可以看出来，为了学习期货知识，他

特意在

2008

年买了电脑并想办法开通网络，不会打字的他除了请教隔壁的一

位

5

年级小学生，还专门买来新华字典摆在桌旁，直到现在，他还在每天睡觉前

要背一背波浪理论，对照当天的盘面走势琢磨一番才会休息。 “我也花了很大

心血。 ”王维国说，“那年光给高老师打电话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当学费呗！ ”

从不吝惜“学费”的背后，是王维国那活络的头脑和勇于尝试的精神，这对

于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绝对是罕见的。 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我们发现，在公社

集体劳动生产的时候，他是一个拖拉机手；分田到户后他自学无线电修理，炸

过麻花，学过木匠和瓦匠，甚至一度准备养鸡；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他开始在乡

里做起了大豆购销，期间还开过一家日加工大豆

5

吨的小榨油厂；在固定电话

还属稀罕物件的时候，他就买了手机。 “正是这颗‘不安分’的心推动他不断突

破。 ”高兴滨笑言。

此外，能用心、有恒心也是王维国成功的一大因素。“他会把接触到的一些

数据信息记录在本子上，内容很详细，包括价格、进口成本、进口量都在内。”高

兴滨回忆说， 印象中在讷河甚至东北做粮食贸易的人少有如此用心且数年如

一日坚持下来的，即便后来有了电脑，一个小本和一支笔也总是王维国的随身

物件。 “农产品的季节性特征很强，要有所研究至少须跟踪一年以上才能有连

贯性，这一点也让老王占得优势。 ”

“农民懂期货、用期货，对于维护粮食安全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徐先生

作为一位基层领导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如果

2

月份就能知道美豆会涨这

么高，我们的储备就可以提早收、多收。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不起眼的农民，

竟能如此深入研究市场且预测的那么精准， 其意义已超出了农村的层面，“对

于新农民的成长和涌现，应当在国家层面有更多的思考。 ”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期货大视野漫画

漫画 /�孙武

常清 经济学家、中国期货

市场创始人之一。

1988

年开始期

货市场研究，是我国期货市场理

论的奠基人。曾任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

究工作小组秘书长，负责中国期

货市场的早期试点工作，是早期

期货交易所的设计者。现任中国

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金鹏期货董

事长。

■

高端视野

拥抱投资大师辈出的时代

□常清

最近读了几篇报道，又仔细

看了中国证券报编辑发来的资

料，十分高兴。 一位土生土长的

东北农民竟能熟练运用波浪理

论进行保值和投资。这使许多世

界级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黯

然失色。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我

国商品期货市场与国际完全接

轨以来， 真可谓英雄不问出处，

许多不同出身的小期民、小散户

不断地创造投资神话，资金盈利

率达到几倍十几倍。 公平竞争，

预测准确者胜出。本世纪初我曾

写过一篇名为《迎接大师辈出的

时代》的文章，现实告诉我们如

今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济

的持续崛起， 需要从企业到产业

乃至整个国家宏观经济有较强的

竞争力。 企业的竞争力除了科技

创新之外还需在经营管理方面适

应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 要有强

大的财务风险管理能力。 管理好

价格波动的风险是企业迅速提高

竞争力的有力手段。 对于一个行

业来讲， 融入期货市场并能够与

期货市场水乳交融， 这个行业就

会获得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价

格弹性，就不会与市场脱节，从而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从我国的整

体宏观经济而言， 期货市场资源

配置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都会使

经济有质量的增长。 强大的市场

不可能没有一大批大师级的投资

人才。 没有人才辈出就不可能使

我们的企业、行业、宏观经济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竞争力。 强大

的市场， 强大的经济是以强大的

投资家队伍为前提的。

在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的战

略指引下， 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

的国家一跃成为经济大国， 期货

市场也迅速崛起， 成为国际上具

有相当发展潜力的市场， 为我国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当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建立创新型

国家的发展新阶段， 期货市场的

历史使命就是要成为亚太时区的

世界性定价中心， 为我国从经济

大国跃升为经济强国服务。 而要

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重要的条件

之一就是出一大批能够有战略眼

光， 能够熟练驾驭期货投资的大

师级人才。 只有这些大师不断涌

现， 我国期货市场才会成为引领

世界市场潮流的定价中心。

我国期货市场一度处于管

理体制的动荡时期。试点时期由

于交易所管理人员的计划经济

思维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适合

期货市场这样的新生事物正常

生长，出现了为主观控制价格而

对交易交割规则朝令夕改的情

况。这使得我国的期货投资者非

常迷茫，无法潜心于供求关系的

研究， 也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

所以说在这一时期是根本不可

能出现优秀的投资人才。

在治理整顿时期，我国的期

货市场迅速萎缩，期市所有规则

都不利于投资者进行正常的投

资。这一时期对我国期货市场建

设尤其是期货人才培养而言，可

谓失去了的十年。 进入新世纪，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烈、客观要

求前提下，期货市场虽有恢复性

发展，但在治理整顿后强烈管制

的体制下，对于期货人才的养成

并不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

完全接轨，国内交易所的规则也

顺应潮流，逐渐市场化。 所以在

众多的期民小散当中，逐渐有一

大批出身低微者崭露头角，有很

多成功者从投资理念到投资业

绩已能与国际投资大师比肩。

“郭树清新政”实施之后，我

国期货市场终于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新政的核心思维是顺应我

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力发

展期货市场；顺应期货市场发展

的客观规律，去除阻碍市场发展

的各种管制。市场的迅速发展和

法规环境将大大改善。这有利于

我国期货投资人才的养成。 由

此，我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投资大

师辈出的时代。

为了将我国的期货市场建设

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官学商

各界都在做出自己的努力。郭氏新

政开辟了期货市场发展的新时代，

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下，证监

会官员的努力应有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 我国期货业界可以用

“位卑未敢忘忧国”来形容，不少人

虽然经营十分困难，但一直没有放

弃过努力，一直在追求未来。 学界

无论在何时也总有一大批人关注

市场的发展，提出各种各样的发展

理论，同时为后备人才的培养进行

着扎扎实实的基础性教育工作。这

些工作未来必定对我国期货投资

人才的层出不穷奠定基础。

通向大师的道路是曲折的，

从媒体报道的一些优秀投资者的

成长经历来看， 他们都是在实践

中结合实际不断学习、 感悟国际

投资大师的投资理念与原则，总

结出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我从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在大学里

开设期货投资课程， 不断学习总

结期货投资大师的理念方法，并

讲述给学生。 为适应我国期货市

场的发展， 达到我在上世纪

90

年

代提出的战略目标， 必须不断的

培养期货人才，

2005

年之后，我在

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期货

MBA

教

育，不仅有硕士学位课程班，还有

短期的实战班。 本意即欲为我国

期货投资大师的培养做贡献。

将期货知识普及到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 胡东林

每到东北农村，总能感受到

那浓郁的期货氛围，在监管层的

明确指导下，在交易所和地方政

府、 期货公司的通力合作之下，

这块黑土地如今不但是粮食生

产的北大仓，同时也成为了当之

无愧的期货沃土。 王维国，正是

期货深入田间地头而盛开的一

朵“奇葩”。

期货沃土不是天然具备

的，懂期货、会用期货的新时代

农民也不可能是天生的， 二者

都需要精心培育。 多年来，大商

所围绕服务三农和产业， 积极

推动千村万户和千厂万企工

程， 同时， 积极开展与各地政

府、行业组织等机构的合作，以

网站、

QQ

群、博客等方式将期货

市场信息传播最大化。 此外，还

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 合作

编写相关教材并在网络上发

布， 将期货知识送到田间地头

和工厂车间， 让更多的人和企

业知道期货、受益期货。

“王维国正在从懂期货向

‘用’期货过渡。 ”大商所相关负

责人说， 大部分农民由于知识、

资金、 信息等多方面的限制，目

前并不具备直接参与期货的条

件。 而王维国读书、订报、会上

网， 保证了信息渠道的畅通，同

时对期货市场的功能十分了解，

主要利用期货来指导自己的现

货贸易，并通过信息共享来惠及

身边农民，这正切合了交易所的

初衷。

但也要清醒看到，达到这一

水平的农民仍然不多，而王维国

本人也绝非就此与风险绝缘。面

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个体的条件

和力量并不足以让人躲进保险

箱。怎样才能让这朵“奇葩”不昙

花一现？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农民

享受到期货的好处？记者的一大

感受就是，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

形成合力，采取合作社的形式才

是推动其利用期货市场和期货

工具的有效途径。 也就是说，将

期货市场与合作社相结合，以点

连线，以线成面，最终真正实现

对农民的支持和服务。

可喜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

农业合作社发展强劲。 据统计，

截至

2011

年底，黑龙江省现有各

类农业合作社

1.8

万多个， 其中

种植合作社约

1

万个。 农业合作

社的快速发展使黑龙江很多农

户纳入合作社体系，以讷河市为

例，该市入社农民达

5.7

万户，占

当地常住农户的

62%

。

同样让人欣慰的还有，黑龙

江部分合作社已开始尝试利用

期货工具指导经营。据记者调研

了解，这些合作社可分为三个层

级：一是以个人粮商为组织力量

的初级合作社，利用期货价格指

导现货经营，如哈尔滨市呼兰区

石人镇的令军农业生产种植合

作社；二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

的中级合作社，组织农户统一利

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如七

台河市勃利县民兴高蛋白大豆

专业合作社。三是依托龙头企业

建立的合作社， 以 “企业

+

合作

社

+

农户

+

期货订单”的运行模式

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保交易

,

如

黑龙江昆丰大豆专业合作社依

托克山县大豆深加工龙头企业

昆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通

过规模化经营， 统一垫资供种

肥、统一栽培、无风险代储代销

等方式，大大降低了农民种地成

本， 提高了农副产品的附加值。

此外，昆丰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还通过参与大豆和玉米期货

交易为粮食经营避险，锁定收购

成本，实现企业经营利润与农户

种植收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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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大视野

能数“波浪” 会“用”期货

农民嬗变

□

本报记者 胡东林

■

记者手记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民，在黑土地上风里

来雨里去，和粮食打交道

几乎是他近

30

年来生活

的全部；

这也是一个不甘寂

寞的活络人， 从种粮、收

粮到卖粮再到开厂，数十

载中他就没少安分过；

但如今，他更是一位

草根期货高手，面对行情

瞬息万变的盘面，晦涩难

懂的波浪理论竟能成为

手中制胜的武器……

大隐隐于市，高手在

民间。 王维国，一位来自

黑龙江讷河的半百老农，

外表能让人记住的只有

那光光的脑门和精明的

眼神， 正凭借自己的勤

奋、用心与好学，借力期

货，完成了一次由传统农

民向“新农民”那艰难的

嬗变。

高手在民间

虽然国内外大豆最近大跌，然而在东北收购大豆的王维国脸上却

难掩得意之情，品着前两天一位网友从福建寄来的铁观音，他还沉醉

在那浓郁的茶香之中……

“老王如今可成大名人了。”一位当地行业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说，王维国不但关注期货市场，而且对波浪理论的把握很有心得，再加

上自身丰富的现货经验，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派”高手。 更

重要的是，这位老兄早在

2

月初就预测到了今年美豆的高点。

原来， 平时没事就爱对着

K

线图琢磨的王维国在不经意间发现，

2010

年

7

月美豆从

903

美分

/

蒲式耳起步的本轮上升行情， 竟然和

2001

年

4

月到

2004

年

3

月那波牛市行情非常类似。 “两波牛市都是在第二浪

上形成了一个头肩底，同时出现

MACD

周线顶背离，调整浪时间也都

是

10

个月。”他根据波浪理论测算，

2011

年

12

月

15

日第

5

浪起步，这波上

涨的时间至少在

7

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

9

月份美豆将达到甚至冲破

1700

美分的高点，但很快就会回落。 ”

必须承认，在国内外豆价涨势如火如荼的年初就作出如此判断是

需要勇气的。即便在

QQ

群里和网友们交流，王维国也没少因此被人开

玩笑甚至讥讽。固执的他四处寻找盟友，并以“波浪理论解读美豆历史

和未来”为题在一家网站发表分析提出观点，还要大家“拭目以待”。

王维国没有失望。 在

9

月

4

日一度攀至

1789

美分

/

蒲式耳之后，美豆

随即掉头向下，到眼下的

1400

美分一线，两个月来跌幅已过二成。虽然

今年还未过去，但如果不出意外，他对年内高点的预测必成事实。

“

2

月份我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当时就是感觉作者胆子挺大的。”

徐先生就是给王维国寄茶叶的那位网友，这位来自福建某县的农业主

管领导平时总爱上网关注一些农产品行情分析的文章。 他说，当时并

没有过多在意文章，但当看到

9

月份美豆掉头下行并拖累国内大豆时，

自己一下子就记起来，并有了与作者进一步沟通的想法。

费了好大功夫总算找到联系方式，第一次接触就让徐先生倍感惊

讶。 一直以为对方是位专业分析师的他发现，取名“讷河贸易商”的这

位作者其实只是一位东北粮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位粮食中间商。“一

个小地方的农民，竟然能用晦涩的波浪理论去判断价格走势，并用来

指导自己买卖现货大豆玉米，了不起！ ”虽然只是电话采访，但记者仍

明显感觉到徐先生那钦佩之情。

“他不是瞎蒙的。”现已到金石期货的高兴滨当年在哈尔滨一家行

业网站工作，并且是王维国的期市启蒙者。他说，王维国从事现货贸易

数十年，对于基本面因素非常了解，虽然在判断行情时也有过失败，但

近两年却不乏成功例子。

十年困惑期市得解

2012

年准确判断美豆高点让王维国在网上一举成名，

QQ

群里叫

“王老师”的人多了起来。只是人们难免好奇：一个仅仅初中毕业的农村

汉子，如何会和期货结缘，又怎么能痴迷并掌握晦涩难懂的波浪理论？

“别的朋友也这么问过。 ”面对记者的疑惑，王维国首先讲起了自

己做大豆贸易的“过山车经历”：头脑活络的他看到从农民手里收豆再

转卖给榨油厂有利可图，从

1997

年就干起了贸易，为沟通信息，甚至不

惜血本用

6000

块钱买了个“大砖头”手机。 当时全镇收豆点也就两家，

领先一步的王维国在那几年挣个十来八万毫无悬念，而规模最大时年

贸易量超过了

5000

吨。

然而，王维国的日子没有滋润太久，因为看到这个机会的其他人

正不断涌入，从

2006

年开始到

2008

年收购点最多时达

50

余家。 面对有

限的大豆资源，只能不断提价恶性竞争，金融危机一来，境况更是雪上

加霜。 想到昔日的不少同行只能外出打工，看到很多原本热闹的收豆

点门前杂草丛生，王维国百感交集。

“为什么要打价格战？ 就不能好好的一起赚钱吗？ ”咬牙坚持的老

王从来没有这样困惑过，左思右想得出结论就是大家对价格走势不清

楚，只能跟风。 然而，要预先知道价格涨跌绝非易事，对于困扰自己十

余年的这个问题，他一直在寻找答案。

“老王第一次打电话来咨询是在

2006

年。 ”高兴滨回忆说，当时自

己就粗略讲了一下利用期货市场“点价”做贸易的原理，没成想他竟就

此痴迷上了期货。 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来自讷河的电话每周必不

可少。 后来，请教理论知识的电话虽然少了，但探讨行情、通报“战果”

的时候却多了———学会利用期价指导现货贸易的王维国，打那以后做

生意顺当了不少。

被深深打动的高兴滨为了让老王更系统地了解期货，专门在哈尔

滨给王维国买了两本教材寄过去，其中有一本就和波浪理论相关。 彼

时的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正见证着一位草根期货高手的诞生……

“新农民”是这样炼成的

懂期货、用期货，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这样的“新农民”，然而新农

民的诞生却绝非易事。王维国以自身的经历向我们诠释了这一过程的

艰难，也以自身特征为我们描绘了向新农民转型所应具备的条件。

“老王身上那股好学劲头让我最为佩服。 ”高兴滨说，王维国有着

强烈的求知欲，这从他订报看书的多年习惯中就可以看出来，为了学

习期货知识，他特意在

2008

年买了电脑并想办法开通网络，不会打字

的他除了请教隔壁的一位

5

年级小学生， 还专门买来新华字典摆在桌

旁，直到现在，他还在每天睡觉前要背一背波浪理论，对照当天的盘面

走势琢磨一番才会休息。“我也花了很大心血。 ”王维国说，“那年光给

高老师打电话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当学费呗！ ”

从不吝惜“学费”的背后，是王维国那活络的头脑和勇于尝试的精

神，这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民来说绝对是罕见的。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我

们发现，在公社集体劳动生产的时候，他是一个拖拉机手；分田到户后

他自学无线电修理，炸过麻花，学过木匠和瓦匠，甚至一度准备养鸡；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他开始在乡里做起了大豆购销，期间还开过一家

日加工大豆

5

吨的小榨油厂；在固定电话还属稀罕物件的时候，他就买

了手机。 “正是这颗‘不安分’的心推动他不断突破。 ”高兴滨笑言。

此外，能用心、有恒心也是王维国成功的一大因素。“他会把接触到

的一些数据信息记录在本子上，内容很详细，包括价格、进口成本、进口

量都在内。 ”高兴滨回忆说，印象中在讷河甚至东北做粮食贸易的人少

有如此用心且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即便后来有了电脑，一个小本和

一支笔也总是王维国的随身物件。 “农产品的季节性特征很强，要有所

研究至少须跟踪一年以上才能有连贯性，这一点也让老王占得优势。 ”

“农民懂期货、用期货，对于维护粮食安全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徐先生作为一位基层领导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如果

2

月份就能知

道美豆会涨这么高，我们的储备就可以提早收、多收。 从这个角度来

说，一个不起眼的农民，竟能如此深入研究市场且预测的那么精准，其

意义已超出了农村的层面，“对于新农民的成长和涌现，应当在国家层

面有更多的思考。 ”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

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