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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消费

财务自由人士的健康主张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70后、60后人士已成为各大职

场的中流砥柱。 他们中不少人已实

现财务自由。这部分人群中，不少人

已意识到事业成功是以付出健康为

代价的。 他们还意识到等待自己的

将是逐步消退的精力。 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财富积累，

而是在所剩无几的精力充沛之年，

创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利己利人。

对这部分群体而言， 他们的选

择可能不是最赚钱的行业、 最赚钱

的买卖，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国学养生

“赚的钱差不多够花了。 可是

由于前些年太拼，熬夜、应酬，亏欠

身体太多。 再这样下去就是对自己

对家庭不负责任了。 ” 苏州之道堂

国学养生会馆创始人何先生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

何先生年届不惑。 前几年从事

大学所学的专业， 搞电子产品设计

开发，并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但

与财富相伴而来的是中年肥胖，高

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这“三高” ，

以及越来越力不从心的体力。

“身体已亮了红灯。 以前高强

度的工作、生活节奏没法持续了。 ”

何先生说。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

检视自己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南京等

地一路打拼。 从给别人打工到创办

自己的公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

时候，他经常通宵加班。何先生大学

毕业20年的时候， 在上海已拥有两

套房产及上千万元的金融资产。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对这

些已很知足， 也觉得够维持家庭开

销了。 ” 何先生说。 对他而言，继续

积累财富已不太具有吸引力， 再说

身体也不答应了。 在通过中医恢复

体能时， 何先生发现自己对中医养

生的热爱。 他还与三两好友研究起

了“辟谷” ，并且身体力行。

接下来， 他花上百万元拿下了

苏州一处依山傍水农庄的十年使用

权。 打算在此处真正实现自己“天

人合一” 的养生追求。 此外，在静养

修身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国学。

完全是出于兴趣进入健康养生

领域后，何先生发现，兴趣做到后来

一定会与产业发生关系。

“我发现健康养生行业的参与

者水平参差不齐， 且至今没有成熟

的、好的商业模式。大多数从业者都

急功近利，还是想着赚快钱。 ” 何先

生不无悲哀地发现。

但他现在还没想着靠养生会馆

赚钱，而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爱

好做好国学养生这件事， 解决自己

与别人的亚健康问题。他认为，对于

健康养生， 至少要坚持20年至30

年，靠平时积累才有效。他也准备在

最初的五六年每年投入五六十万

元，而前期一定不接受VC、PE的投

资。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迫赚快钱，

很难按照自己的想法做。

都市农户

蒋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前些年对房产投资的成功， 让他早

已衣食无忧。 出于对饮食健康的关

注，两年前，他在崇明岛承包了一块

农田，养鸡养猪，种水稻种蔬菜，自

给自足。 多余的产量就在朋友圈中

出售。 虽售价远高于菜场中的同类

产品价格，但由于生产周期长，蒋先

生至今还没靠种菜养猪赚过钱。

蒋先生也是雇了亲戚来打点农

庄。干农活是苦差事。幸亏这个亲戚

从小干过农活，又愿意干。这才解决

了蒋先生的难题。否则，以上海的工

资水平， 请一个肯长期干农活的伙

计，不是件容易的事。

“养鸡场靠饲料喂养的鸡，45

天就是一个成长周期。我的鸡散养，

抗生素用得少， 起码四个月才能出

笼。 如果再出现病情， 损失就更惨

重。 ” 蒋先生说。养猪的情况也差不

多，且猪的出栏时间更长。

从销售渠道来说，蒋先生目前也

基本上是自己开车把朋友订购的稻

米、蔬菜、猪肉等送到朋友家中。这种

模式也是完全非商业化的。如果再算

上700元/亩/年左右的土地承包费

用，去年蒋先生亏了几十万元。

所以， 非机械化大生产的方式

一定是不经济的，不赚钱的。但蒋先

生看重的就是食材的绿色原生态。

而回顾自己当都市农民这两年来的

经历，他只想说一个字，难！

国内很多城市兴起种菜热。 不仅

有越来越多的人像蒋先生这样承包土

地进行种植， 不少城市居民将自家阳

台、房顶，甚至小区空地开辟为“菜

园” ，做起了“都市菜农” 。都市人的种

菜热情也催生了相关产业发展，“阳台

经济”成为部分商家的新商机。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阳台种

菜” 时发现，一些高星级店铺一个

月能卖出上千件韭菜种、 七八百件

奶油生菜种，菜盆、铲子、泥土等用

具一个月至少能卖出上百件。

还有不少“新上海人”把自己家

乡的茶油、茶叶、葡萄干、腊肠等土特

产通过微信朋友圈，卖给自己的亲朋

好友。 虽赚钱不多，且要花费大量精

力， 但把家乡的特产带给城市的朋

友，成就感满满，也拉近了朋友关系。

从富姐到心理咨询师

奚小姐是上海市场上最早一批

从事房产中介工作的。 而且她也是

最早一批拿到房产评估师执照的房

产中介。 2004年左右的时候，27岁

的她已存款几百万元， 是一家国有

银行的“贵宾客户” 。因为那时候中

资银行还没有“私人银行” 这个业

务部门。

又经过几年的发展， 奚小姐在

30岁出头时就可以“退休” 了。 果

然，在接下去的两年中，奚小姐与很

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

当2012年奚小姐再次出现在朋

友面前时，她已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而且还开了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

她介绍， 过早的成功其实也带

给她很多困扰。 财富让她和朋友之

间的信任更少了， 她猜疑男友是因

为她的钱才选择和她在一起； 她对

朋友的偶尔盛情都揣测许久……而

要风得风的顺利甚至让她觉得百无

聊赖。在她财富达到峰值的第二年，

奚小姐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

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也为了

帮助和自己一样有心理问题的人，

奚小姐远离人群，精心修养了两年。

同时潜心学习心理学。

“对我而言， 追求财富已不再

有意义。 身心健康才是最有意义

的。”奚小姐说。她的心理咨询工作

室也是半公益性质，收费低廉。仅够

维持收支平衡， 有的月份还要贴钱

进去，但她已坚持三年。目前她还是

希望按自己的想法搞好自己的工作

室，并未考虑融资、赚钱的事。

尽管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士选择

健康产业是从兴趣爱好出发， 并非

急功近利为赚钱。但可以预见的是，

该产业未来将吸引大量资金进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

学教授刘国恩预测，到2020年中国

医疗卫生健康产业规模将达到8万

亿元，大健康“盛宴” 开启。

人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将向更高

层次的保健需求、 生命的质量需求

迈进， 为大健康产业提供了巨大商

机和市场。 而由此带来的医药、器

械、 服务市场的可观利润也已吸引

医疗产业并购基金进入。 目前整个

投资界最关心的两大行业， 一是移

动互联网，另一个就是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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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女性电影迎来“小时代”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到来，喜

庆的贺岁档正逐渐让位于浪漫细腻的

女性电影。近期将有《大喜临门》、《北

京纽约》、《美丽笨女人》 等多部以女

性视角为主的电影上线。 而在海外，由

热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五十度灰》

因其“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讨巧剧

情设定，以及话题性内容近期在女性观

众中引起观影狂潮。 不论在哪个市场，

那些能引发女性共鸣、为女性造梦的电

影总是能吸引大批女性观众前往捧场。

在观影人群中， 情侣档和闺蜜

档占了绝大多数。在购票意愿上，女

性观众当仁不让成为主导者， 因而

也成为电影工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消

费群体。 好莱坞拍摄了一大批以女

性为核心， 男性充当配角的轻松浪

漫的爱情电影， 塑造了如梅格·瑞

恩、瑞茜·威瑟斯彭等一批“甜心女

王” 。 有电影学界人士把这类电影

称之为“小妞电影”（由英文chick�

flick翻译而来）。

近年来，随着《失恋33天》、《北

京遇上西雅图》、《撒娇女人最好命》

等一系列以都市女性为核心的电影

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赢后，本土女性

电影正迎来一个甜蜜的“小时代” 。

造梦亦造钱

电影营销专家、 北京无限自在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玮杰表

示， 女性电影或小妞电影只是一个

宽泛的定义。 业界一般将此类电影

称之为首轮观影中以女性观众为主

的电影作品。 这类电影大多涉及情

感题材，主要以都市爱情片为主。

他认为， 这类电影中的成功者

往往具备一些共性， 首先要具备时

尚感；其次剧情要接地气，能引发观

众的共鸣，例如《杜拉拉升职记》就

关注到现代女性在职场上和感情上

的困惑与挑战； 演员要具备一定吸

引度；营销也是关键，女性观众相对

更加容易受到营销影响，《失恋33

天》的成功和上映前夕精准的观众

定位营销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 这些电影的造梦功能也

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少电影

中， 女主角往往面临着感情或职业

上的一系列挑战， 但经过自身努力

和朋友帮助， 最终克服困难迎来大

团圆结局。 在这其中，温暖的爱情、

真诚的友谊和励志的奋斗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元素。 而时下网络世界中

热门的玛丽苏和霸道总裁系列元素

也渐渐受到更多关注。

朱玮杰认为，《撒娇女人最好命》

是近年来最为出色的都市爱情喜剧之

一，剧情极为接地气，探讨了现代独立

女性在面对爱情时以何种方式追求

幸福这一永恒的困惑， 其中更涉及

“撒娇发嗲” 和“女汉子” 等热门概

念，同时各种笑料自然贯穿，节奏松弛

有度，引发了女性强烈的共鸣。

除口碑外，不少女性电影更是成

就小成本高票房的“神话” 。 2013年，

《失恋33天》 票房收入超过3.4亿元，

其投资仅为1500万元；2014年，《北

京遇上西雅图》投资仅2800万元，而

票房回报达到5.2亿元，是投资的18.57

倍；2015年， 在众多女性电影扎堆情

况下，《闺蜜》票房更是接近2亿元。

体系待完善

朱玮杰表示，2014年女性电影

市场还呈现出另一种积极趋势。

《小时代》系列票房飙涨显示出，低

龄女性观影群体强大的消费能力。

他指出， 过去女性电影受众主要是

适婚年龄女性，而《小时代》的不少

观众来自于90后。 业内普遍看好面

向低龄化女性观影者的电影市场空

间， 预计这类电影的市场空间增速

将高于行业整体增速。

这类电影的高回报率使其成为

各大电影公司极为关注的领域。 朱

玮杰认为，本土女性电影，尤其是都

市爱情片是国产电影中唯一一种能

与好莱坞进口大片相抗衡的影片类

型。 接地气的剧情和本土的创作团

队，更能引发观众共鸣。

不过他同时指出， 本土女性电影

尽管势头喜人， 但更加健康和稳固发

展还有赖于整个电影行业的进一步发

展。 作为一种商业片，在好莱坞，类似

小妞电影的类型片已有一套完整、通

用的工业化流程，可以实现批量、精准

制造格式化的电影产品， 具体包括演

员的选择、戏剧冲突的类型，甚至可以

细化到开场多少分钟会抖什么“包

袱” 。 在这种成熟的工业体系下，剧本

质量、 影片质量和营销方案等方面均

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 而国内

目前电影产业还在发展之中， 同一编

剧、 导演乃至团队的水平发挥并不是

很稳定，影片质量水准不齐。 这些问题

的解决，还有赖于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选择健康，赵天奇

降息

@雪舞：降息对于股市整体而言是利好，但利好

有限，短期大盘仍将以强势调整为主。降息降低资金成

本且对经济有托底作用是利好， 但能带来多大新增资

金入市还需观察。目前市场仍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同

时， 前期股市涨幅过高导致获利资金过多，

PE

过高需

要时间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降息带来的利好。

@哈一： 货币政策宽松在路上。 受利率不断下

降、增量资金持续入市、改革持续深化等因素驱动，市

场在中长期仍处于牛市格局，预计在蓝筹股估值逐渐

到位、市场整体估值中枢上升后，潜力板块和价值个

股将迎来牛市行情。

创业板

@弹无徐发：创业板成交屡放巨量，这是一个预

警信号，意味着行情正步入加速赶顶阶段。 成交量持

续猛增，动能不断集聚，往往造成天量之后有天价，不

断刷新高点。但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

成交量连续大增，说明市场多空分歧加大，后市一旦

多头力量消耗殆尽，行情将由盛转衰。

@朱勇利：创业板上涨将势不可挡。创业板代表

的是新兴产业，在政策鼓励全民创业的热潮下，符合

国家转型与升级的发展方向， 且不少个股都是行业

或细分行业的龙头， 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良好业绩

预期。

环保股

@许杰：纵观整个环保板块，其实已具备全面上

涨的基础。 首先，环保行业景气度在不断提升。 其次，

环保板块在前期快牛行情中涨幅偏低，有强烈补涨需

求。最后，每年“两会”环保都是热点，而今年更是重中

之重。

2014

年环保股滞涨的最重要原因是催化剂不

够，

2015

年必将迎来环保重磅政策的密集出台。

@安勇： 固然政策层面或将为如火如荼的环保

主题“火上再浇油”，但从基本面分析，

2

月以来，多家

环保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低于预期。 事实上，在

A

股环

保板块上， 目前并没有真正涉及雾霾治理的公司，最

多的仍是空气净化或监测类相关公司。在各方热炒下

风险上升，个人投资者须谨慎对待，莫让“雾霾行情”

蒙住了眼。（田鸿伟 整理）

日本马桶盖引发的消费猜想

□ 本报记者 张莉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 一篇名为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 的文章在朋友

圈中疯转，引发多方高度关注。 而不

少去日本旅游的国人也纷纷晒出自

己出国的购物清单， 其中马桶盖、电

饭煲成了最热门的商品。有境外媒体

报道，今年春节前夕，不少中国游客

蜂拥前往日本抢购多功能马桶盖、电

饭煲等商品，令一些日本免税店纷纷

贴出缺货标签，扫货速度可见一斑。

分析人士认为，境外消费火热，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国人对海外商品

质量和品牌的信任度。 而受汇率影

响， 境外商品的价格优势也日渐明

显。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股强大的消

费旋风， 甚至有望推动国内跨境电

商行业发展。

国人春节境外忙“扫货”

今年春节， 在浙江打工的陈阿

姨第一次看望了在日本留学的儿

子， 在探亲的同时还专门花两天时

间帮亲朋好友做 “代购” 买礼物。

“有些人希望我能从日本买些家用

电器，大到电饭锅、微波炉，小到剃

须刀、保温杯，几乎什么都有，就连

上厕所的马桶盖也要带回去两

个。 ” 谈起这次超重的日本代购消

费，李阿姨感到有点惊讶。

而更让李阿姨吃惊的是， 在几

家大型商场中， 满满的中国旅游团

都在各个店铺中“血拼抢购” ，按照

儿子的说法， 平常价格的日用品在

春节这几天足足涨了50%。 而放眼

望去， 受到中国旅客青睐的日用品

货架，大多都出现断货空架现象。在

电器商铺中， 也随处可见拿着电饭

煲、马桶盖的中国人，排队付款的队

伍却看不到头。

而今年假期在泰国度蜜月的小

张， 同样也见识到了国人在境外

“扫货” 的热潮。仅曼谷机场内的免

税商区， 便挤满了准备回国而完成

最后购物任务的中国游客。从酒品、

化妆品到当地食品、手信，各类品种

一应俱全， 就连价值不菲的珠宝首

饰， 购买也不手软。 据当地导游介

绍， 现在商店职员个个都会几句中

文，来与大量的中国顾客进行沟通。

“海外消费” 渐成趋势

实际上，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

国人开始纷纷利用长假奔赴日本、

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周边国家旅游

消费， 有些甚至不远千里飞往西班

牙、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 在观光

旅游的同时， 也频频进出大型商场

进行扫货， 不断刷新当地零售业销

售纪录， 使得不少国家机场和旅店

接近“饱和状态” 。中国春节俨然成

为全球商场的“狂欢节” 。

国家旅游局称， 今年春节出境

游人数为518.2万人次， 去年则是约

473万人次。 早在2012年，我国海外

旅游消费额达1020亿美元， 自此超

越美国等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

旅游消费国。 据中国外管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海外游

支出由2013年的1290亿美元上升至

165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27.9%。

分析人士认为，国人春节热衷境

外消费，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对海外商

品的品牌及质量有一定的信任度。与

此同时，消费者对商品性价比的要求

也逐渐提高，汇率差优势也令境外消

费展现出一定价格优势。 此外，由于

购买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游客在海外

购物获得的服务也正在不断提升，进

一步促进了这股春节消费的潮流。

跨境电商时代到来

有趣的是， 来自境外实体商店

的消费热潮， 同样也带动互联网上

消费者对跨境商品的疯狂追捧，通

过跨境电商通道的交易额也在近两

年出现飞速增长。 据熟悉跨境电商

的人士分析， 由于中国居民财富的

增长和购买力的提高， 国人日益热

衷国际品牌， 而出于对消费商品的

质量安全性担忧， 则选择避开本土

品牌。这种强大的消费需求变化，也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跨境电商业务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艾瑞咨询估计，中国跨境电商交

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例，从2013

年的11.9%升至2014年的14.8%。 到

2017年，跨境电商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比例预计会达到20%左右。 业内预

计，全国跨境电子商务试点进出口额

今年仍将会保持30%左右的增长率。

无疑，跨境电商时代正在向人们

款款走来。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网络零售部主任莫岱青分析，由于海

外消费需求旺盛，跨境电商市场潜力

巨大，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引

发“爆炸式”的质变。 目前国内各大

B2C电商平台正加速布局海外购物

市场，前有天猫、亚马逊、一号店，后

有苏宁、聚美，无一不在抢占“海淘”

市场，欲建立自家跨境物流体系和健

全的国际品类渠道，一场品牌国际化

的大战也将拉开序幕。

个股指数出现背离

围绕政策精心布局

个股指数出现背离 “两会”进行时，市场面临一

种相对微妙的格局，大的方面是涨跌交替出现；局部来

说，3250点反复争夺，支撑明确，而上方阻力也同样明

确。相反，创业板则突破了前高，频频冲新高，但由于涨

幅较大，尤其是业绩硬伤，也令市场有所忌惮。 短期政

策效应体现越发明显，指数上攻受阻，而下跌也存在一

定支撑，唯一不变的是政策题材股持续走强。

目前来看， 指数迟迟无法向上突破3400点压制，

那么在新股申购等负面要素冲击下，或只能回踩3200

点至3250点平台。 市场出现频繁调整，洗盘意味更浓

厚，尤其是股民应注意到近期市场调整品种，主要来

自于前期大涨品种派发和业绩地雷股，其余大部分品

种还存在跟随指数轮涨机会。 （玉名

http://blog.sina.

cn/dpool/blog/s/blog_557f024c0102vesn.html?tj=fina

）

强势股快进快出勿恋战 近来股指运行更为不

顺。 新股申购对大盘的影响已显而易见，使得大盘好

不容易形成的上升趋势遭到破坏，有再度转为下降趋

势风险。

另外投资者也必须看到， 最近虽创业板强势，但

不少前期的龙头题材股都风光不再， 甚至出现跳水，

这种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如果继续有强势股出现如此

跳水，那么其他个股风险也会加大。所以最近操作上，

一定要控制好仓位，对于强势股只能快进快出，不要

恋战 。 （牛冠天下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

blog_63755ede0102vn8s.html?tj=fina

）

成长股将中长期上行 股市当中一直有着“炒股

就要看政策” 的说法，而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无疑

为投资者在2015年的投资操作指明了方向。 其中，报

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有八大重点： 国企改革、 资本市

场、“一带一路” 、互联网、铁路、自贸区、环保、创新。

而上述主题中，预期已被轮番炒作过的有国企改

革主题、券商确定性增长主题、“一路一带”主题、自贸

区主题。根据以上对比，以及与报告指出的政策重点与

技术态势结合，中长期热点继续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预计主板将继续维持弱势， 并向20日线和3200

点推进，存在下跌扩大风险。基于趋势分析，预计短期

主板有望下破3200点。 券商、高铁、保险、银行、地产、

石油、有色、煤炭等板块疲软，也预示短线调整将持

续。 因此，创业板、中小板可能探底回升，成长股将有

望继续发放红包。 （桑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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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_e91b9fb60102vmo8.html

）

利用不同市场特点挑选牛股 近期市场大环境仍

未发生改变，沪指仍受制3400点压力，箱体上沿未能

突破。而创业板与中小板指数都已形成强劲走势。在这

种环境下，投资者可借助不同市场的强弱筛选个股。

比如沪指大盘是震荡，会有很多个股会跟随产生

震荡。 但在震荡过程，可以寻找出对比沪指走出强势

节奏的个股。 对比中小板与创业板两个强势指数，由

于这两个指数可以代表一些中小盘题材资金的走势，

投资者就可在中小盘题材个股中挖掘机会。既然这两

个指数走势强劲， 那么一些之前股价出现过调整，在

低位刚开始走强的个股就可以密切留意。因为只要这

两个指数继续走强，那么一些低位逐步由弱转强的个

股，哪怕只是补涨，也有可能出现一定上涨力度。

不过，在实际应用以上方法时，投资者还要注意

两个交易细节：一是如何判断个股上涨的持续性；；二

是如何能在买入时更具备安全性。 （赢在龙头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dcf4f020102vk9n.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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