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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十年，那些悲喜很真实
潍坊股民一言难尽的炒股亲历

股市这玩意儿

曾有人调侃 A 股市场，“杨
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但这又
不仅仅是句玩笑话。股市这玩意
儿，实在让人欢喜让人忧，当然，
用这十多年来血淋淋的经验教
训文艺地去说明———“欢喜永远
来不及冲淡哀愁”。

15 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在齐
鲁证券交易大厅，人潮涌动，专
注股市大盘的、证券自助交易的
人不少，更有一部分人将两张椅
子一并，干脆在大厅里玩起了扑
克牌。

王兴步走到大厅门口，从口
袋里掏出一包“白沙”，点上一根
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与几位烟民
亦是股民的朋友侃起了大山。

从副食品公司退休的王兴
步 1997 年在朋友的支持下涉水
股市。“当时办公室里十个人能
有八个人买股票，那个时候，自
助交易系统还很少，大家都排队
填单子买股票。”

当时股票对他们而言还是个
新鲜物事，他买了一万元的华北
制药股，一年下来居然赚了两千
多块。从那之后，他开始独自经营
股票交易。可随后的股市，像是故
意与人过不去，一路狂跌。

他记得在 2001 年，市场从
2100 点涨到 2245 点过程比较缓
慢，当时只有一些指标股在涨，
题材股多数出现了回落。当时多

数股民没有因指数上涨而狂喜，
都比较焦虑，恨自己的股票不
涨。但当时谁也没想到，在 2245

点之后，会有一个长达五年的噩
梦。

十年来收益惨淡，能保持资
产不缩水、跑赢银行存款利率的
已经是少数，更多的股民都处在
亏损状态。王兴步笑了笑说，在

“恰似满仓中石油”的头几年，王
兴步也买了一千股中石油，可谓
是血本无归。

“股市这玩意，谁也摸不透，
有时候他就像故意跟你作对一
样，你不买它的时候它一路飙
升，你一旦买了，它就跌个不停；
有时候你感觉涨的差不多了，赶
紧抛出一些，结果它又呼呼地涨
上一大截；这玩意就是这么让你
闹心，但你却还不舍得离开它。”
王兴步深深地吸了口烟，烟雾顿
时缭绕。

“明年 5 月”的念想

张美琴还清晰地记得，1994

年 1 月 6 号开户，她选中的第一
支股票是青岛啤酒，花了 6000

元。那个时候还没有证券公司，
四平路上人民银行的二楼，人头
攒动，所有人都昂着头，看着上
面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电视机，然
后花五块钱买一张单子，填好，
交给报价员。“当年股票市场特
别火，自行车在人民银行门口都
没地儿放。”

从 1994 年 1 月 6 日买了第
一支股票开始，张美琴就放弃了
自己原来的工作，做起了职业股
民，她不用像自己的朋友一样坐
在办公室里整理资料，也不用像
那些业务员一样四处奔波，但只
要股市一开盘，她一定会准时出
现在证券交易大厅，目不转睛的
盯着屏幕大盘上的红绿变幻，风
雨无阻。

就像所有的老股民，过山车
一般的刺激，张美琴经历了多少
回了：刚刚投入的 8 万块钱，在
经历了一次跌盘后，近乎没影，
缩水到了不到 3 万；借了 4 万，
重新在 7 月 29 日买进，3 个月内
涨到了 900 点，整整翻了两倍。
还了债，还赚了不少，那个年，家
里过得红红火火。

跟几个股友坐到一起，张美
琴显然是“领袖”，李秀香就被张
美琴带着走进了股市。“我都一
个多月没看了。跌得时候不看，
就为了让自己舒坦。”对于李秀
香来说，股市还是给她赚了不少
钱的。

“ 2006 年和 2007 年行情好
的时候能涨到 6000 多点，9 块钱
能涨到 90 。”李秀香说。那个时
候，李秀香一次净赚了 20 多万。
她把一部分钱抽出来，给儿子买
了房子，然后又存了部分，剩下
的继续放在股市。“剩下的在里
面放着吧，不管了。”

股友聚到一起，就不免要讨

论一下最近的行情，手里的股票
张美琴已经有半个月没去理会，
她听到股友讨论，拿出手机，熟
练地打了一个电话，“又跌了 30

点，破 2200 了。”说完，张美琴的
脸上有些严肃，“那 533 呢？”挂
了电话，她回过头来，轻声叹了
口气，用她的话来说，现在的感
觉，就是有人在割她的肉，一天
时间里，你什么都没干，4 、5 万
块钱就没了。关键是，你还无能
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

“我直接不看了，不能看，也
没法看。”李秀香说。已经听说过
不少因为股票跌了跳楼自杀的
例子，李秀香把心放得很宽。在
她眼里，股票就是这样，一天赚 5

万是你的，一天亏 5 万也是你
的，只要不把这钱从股市里拿出
来，它就是个数字，就是个念想。
所以，为了让自己能过的舒服一
些，在这个最困难的日子里，不
看过程，只看结果吧。“等明年 5

月份再看吧。”
“明年 5 月”，对于职业股民

来说，也算是个盼头。张美琴想
好了，等明年股市稍微好转些，
就把资金撤出至少 80% 来投资
别的，“就算存在银行也是好
的。”剩下的 20% 放在里面，这样
也不至于太被动。说到这儿，张
秀琴又笑了，股市动荡这么多
年，每次跌到谷底，她都这么想，
可一涨，她就算陷在里面出不
来，可是 17 年经历了五涨五跌，

这次，她真的准备放弃了。

谁动了我们的钱

大股市里的那些游戏规则，
对于小股民来说，是谜一般的存
在。实实在在的盈余亏损，但“为
什么”谁也说不出。

“一切都回到起点。”股民田
女士说，她专门算过一笔账，从
2001 年至今，除了后来增加的资
金之外，账户资产到目前为止亏
损 5% 。田女士自我解嘲说：“真
不知道我这十年来是在干什么，
即便去街上捡垃圾，也不至于这
样吧。”

说到此，股民们对于股市的
不健康运行怨声载道。著名经济
学家韩志国近日在微博中发言
称：四年大熊市，投资者亏损累
累，但 A 股市场 67% 富豪却在
这四年中造就。在前 1000 名富豪
中，主板 279 人，中小板 496 人，
创业板 225 人，平均财富 20 亿
元。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被篡夺
成为豪门盛宴，中小投资者成为
任人宰割的羔羊。股市已成绞肉
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富豪。

据统计，与 2010 年统计出的
A 股百富榜相比，今年跻身 A 股
百富榜中的家族有增无减。今年
跻身百富榜的家族共有 57 个，
而去年为 48 个。其中 2011 年新
上市的公司有 15 家。在 A 股家
族富豪榜中，这些富豪家族控制
着上市公司绝大多数的股份。数
据显示，57 个家族财富总额为
4 6 0 6 . 4 6 亿元，平均每个家族
80 . 82 亿元。

与去年相同的是，中小板和
创业板仍是家族企业的“聚集
地”，占比达 70% 。在 57 个家族
企业中，有 36 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4 家在创业板
上市，其余 17 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至此，我们有必要一起重温
吴敬琏老先生 2001 年的话：“中
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
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
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
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
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
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
登峰造极。”

十年轮回，同样的 2245 点。
此时，股民最想知道，又一个噩
梦是不是来了？

本报记者 李涛 付志锦

2001 年 6 月 14 日，沪指
上涨触及 2245 点，创出历史新
高，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达
五年的噩梦。

十年后，2011 年 12 月 13
日，沪指再度触及 2245 点，这
一次是创出了两年来的新低。

十年间，A 股投资者“死
伤无数”，与此同时，A 股却造
就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豪。

这个世界里有着无数小
小股民难以捉摸和无能为力
的规则，但狂喜、痛苦、绝望、
迷惑……亲历的十年里，情绪
如此真实。

股市十年的每一个沉浮细节都牵动着小小股民的神经。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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