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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立。到今天，中国股
市发展已走过20多年。尽管曾
一波三折，但始终稳步前进。A
股每一轮牛市都带出一拨股
民，一茬接一茬，见证了中国证
券市场20多年的变迁。细数历
代股民在股海的拼杀、沉浮，有
闭着眼也能挣钱的惊喜，也有
损失过半的惨痛记忆。在第五
代“小鲜肉”股民闪亮登场时，
不妨透过之前四代股民的经
历，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变迁，
感受股海沉浮。

有些闭眼挣了钱，有些则损失过半

四四代代股股民民的的股股海海沉沉浮浮录录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最近牛市进行火爆，沪市日
成交额8000亿左右已成常态，两
市加在一起成交一万多亿也成为
家常便饭，这种活跃程度当前世
界无出其右。大盘形势一路看好，
股民们都信心满满、跃跃欲试。

股市行情将如何发展？会一
路上扬还是会短期下跌？对此，齐
鲁证券分析师刘保民认为，股市
行情还是向好的，有国家政策的
扶持，有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此
外，上市公司的质量在不断提高，
这些都是股市行情向好的有利因
素。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股
市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趋势将
更加显现。“不印钞票印股票，已
经为今年的股市定了调子，我还
是比较看好股市发展的。”刘保民
同时也提到，股市“慢牛”可期，但

“疯牛”不可行。
像刘保民一样，在很多业内

人士看来，牛市虽在半山腰，但仍
存巨大风险。从一个更长的时期
来看，“4000点绝对不是本轮牛市
的顶点，当前的阶段或只是牛市
的半山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分析。

该业内人士表示，在政策层
面，这一轮牛市从降准、降息在内
的刺激政策开始启动，在此之后，
股市引来大量追捧资金入场，之
后陆续又有国企改革、一路一带，
互联网+，工业4 . 0等一系列政策
利好的刺激，为股市走牛提供了
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位业内人士特别提醒的
是，“应该留意包括新华社在内最
近刊发的一系列关于股市的稿
子，都在力挺股市。”这也说明，在
政策层面，对股市是支持呵护的。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股市存
在长期向好的基础。以过去几轮
牛市的经历看，每一轮大牛市都
要有两年之久甚至更长的一个周
期，股指也大都出现多倍上涨行
情，“最典型的是2005年06月06日
至2007年10月16日的牛市周期，
A股指数从998点开始，创出6124

点 的 历 史 最 高 点 ，整 整 涨 了
513 . 49%”。不过，他也提醒广大股
民，“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过去
的几轮牛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股市“慢牛”可期

“疯牛”不可行

相关链接

今年40多岁的董立顺是山
东德州一家学校的老师，善于学
习和接受新鲜事物的他在2007
年5月18日开了自己的股票账
户，开始在股海打拼。“当时排队
开户的人很多，我排了整整一上
午也没排上号，直到下午才成功
开户。”董立顺说，几天后，他便跃
跃欲试买了第一只股票，还没从
中尝到甜头，便遭遇了股市“530
惨案”，大盘几近跌停。

虽然之后股指反弹至6000
点，但在董立顺看来，中国股市

在走下坡路，自己其间投入了
一万元左右，损失近四成，大盘
指数跌至1664点，其间偶有反
弹，亦于事无补。因为当时电子
银行尚未兴起，只能到柜台进
行操作，每次急急忙忙去柜台
交易，都心存期待要回本，事后
才醒悟，“全是给别人送钱，术
语叫市值蒸发，我们都不清楚
自己的真金白银去哪儿了。”

“当时我儿子刚10岁，算起
来相当于养了两个儿子的花
销，一个在成长，一个在亏损。”

董立顺说，当时为了回本，还曾
挪用其他钱来炒股，等到用钱
时，只得割肉出来，现在想明白
了，一定要用闲钱炒股。

渐渐地，董立顺发现，股市
是个无底洞，就果断停止再投
入。2012年10月份，因为购车需
要，董立顺把股票账户清空了，
总体损失过半，不甘认输的他
之后又陆续投入了部分资金，
但股票已不是他投资理财的主
要渠道。

“这两年，互联网金融来了，

各类‘宝宝’火了，我开始投资分
流，尽量选择收益率较高的产品，
也不会把所有钱都放在一个篮子
里。”董立顺说，股市也在复苏，去
年底，股市账户终于回本了，他便
将钱转出买了理财产品，“赔怕
了，现在想法有些保守了。”

如今，他的理财配置有银
行定存、商业保险、各类理财产
品，也还在涉足股票，“炒股其
实是一种修行，是对个人的磨
炼，小炒怡情，大炒要命，建议
以平淡之心对待股市。”

2009年至今———

历经亏损和盈利 投资分流更理性

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
2006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5
年熊市的阵痛刚刚退去，牛市的
喜悦就接踵而来。12月14日，上
证综指成功突破五年前的2245
点的高点，创出历史新高。次日，
深证成指也成功改写了10年前
的历史高点，上证指数年内实现
翻番；市值规模翻番，突破7万
亿元；股票成交金额翻番有
余……这些数字的跳跃式增长，
都印证了证券市场2006年的不
凡。今年28岁的刘颖便是在这

一年抄底入市的，回忆起刚入市
时的收益，刘颖说“当时太厉害
了，真是闭着眼都能挣钱。”

那一年，还在读大学的刘颖
也算是同学中炒股“吃螃蟹的
人”。“投了不到十万块钱，每天的
收益保守估计都有5000块钱。”刘
颖说，天天涨停板，“ST股都天天
涨停，那真是闭着眼都能挣钱。”

只是，闭着眼数钱的日子
好景不长。2006年起，沪深股市
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为
抑制股市上涨，2007年5月29

日，刚辟谣一周的财政部却半
夜出台了政策：“印花税提高
2 0 0 % ”，导演了著名的股市
“530半夜鸡叫”。5月30日，沪深
两市股指出现暴跌，跌幅达6%
以上，约900只个股跌停。还沉
浸在日进斗金喜悦中的刘颖也
遭遇了股市“530惨案”，“那一
天跌了很多很多，当时也想撤
出来，但心有不甘，想再等等。”
刘颖说，不料错过了最佳退出
时间，再也没等来回暖，“赔了
好几万块钱吧。”

刘颖说，当时炒股的钱都
是提前预支的生活费和学费，
一下赔掉几万块钱让她不知所
措。“当时提到股票就发憷，从
2006年入市大赚，到2008年撤
出大赔，这两年的股市经历真
是让我经历了大起大落。”刘颖
说，之后，她的账户便成了“僵
尸户”。“今年春节后，股票市场
回暖，我又重新投入，选了几只
股票收益还可以。”如今的刘颖
不像当年期待着日进斗金，她
说“这就是一个理财方式。”

2006年至2008年———

抄底入市大赚一笔 “530惨案”损失过半

1999年5月19日至2001年
6 月 14 日的牛市俗称“ 519 行
情”，多数投资者对此都记忆犹
新，网络概念股的强劲喷发将
上证指数推高到2000点以上，
并创出2245点的历史最高点。

2001年，已是1996年以来牛市
持续的第5个年头，虽然已有“股
市走熊”的言论，但大家都想象不
出为什么股市将走熊，可也找不
到任何有力的理由去反驳。

当年6月中旬，国有股市价
减持10%的办法出台，大盘跌了

一下，但随后基本企稳，市场在
争论中开始走软。市场的真正崩
溃和加速暴跌，其实还是在当年
8月份“超级明星绩优股”银广
夏、东方电子的业绩“造假”被曝
光后。随后，连当时力量尚薄的
基金也加入到了砸盘绝望的阵
列中，而“资产重组”这个炒了几
年的“题材”终于在管理层重组
的放缓审核中消失了。市场还炒
什么？牛市思维彻底没了市场，
大盘随之一泻千里。愤怒的股
民、舆论则纷纷开始把熊市的诱

因归为“国有股减持办法”，于是
这边一个劲跌，那边火药味十足
地声讨“国有股减持”之声一浪
高过一浪，愤怒、失望的交织都
在大盘的狂跌中宣泄。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股市
的起起伏伏，股民们的心态走向
成熟，可面对暴跌的熊市来袭和
长达五年一蹶不振的局面，股民
们依然不能淡然以对。那时流行
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时候卖都
是对的，什么时候买都是错的；
卖什么都是聪明的，买什么都是

傻瓜蛋”。茶余饭后，人们聊起股
票总是面带愁云，投资股票挣钱
成了最不明智的选择。

被牢牢套住的股民们无力回
天，有人倾家荡产，有人选择了极
端方式自我了断，那一时期的人
们看不到股市回暖的任何希望。

“别说炒股了，提到股票都是骂人
的话。”刘保民回忆起那段股市低
迷的时期感叹道。经过这轮历史
上最长时间的大调整，A股市
场的市盈率降至合理水平，新
一轮行情也在悄然酝酿当中。

2001年至2005年———

五年熊市一蹶不振 “股票就是骂人的话”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成立
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标志
着中国股市的起航。

齐鲁证券分析师刘保民早在
1993年便与股票结缘，在他的记
忆中，与现在琳琅满目的股票、
错综复杂的交易不同，上世纪
9 0 年代的股市初期略显“单
纯”，股市建立初期，市场规模
较小，沪有老8股，深有老5股，
后来慢慢发展到十几只、几十
只股票，对第一代股民来说，股

市开启，给大家指了一条投资的
门路，因为当时没有电脑交易，很
多人都是背着行李赶到上海、深
圳去排队抢购认购证，大家都对
股市心存期待，觉得只要入市，凭
借一己之力便可赚钱翻身。可如
何选股、交易、获取信息，大家都
是在摸索中前进。

“那时都是人工操作，人工
填单子，人们依然热情高涨。”
刘保民说，那时的交易模式是

“T+0”，可以透支炒股，很多人
用别人的钱炒股大赚一笔，成
了百万富翁，“当然也有人赔得

倾家荡产。”
1993年2月份，股市见到1558

点大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
暴跌，还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股
市陷入阴霾，第一代股民还没从
挣钱的喜悦中缓过神来，便陷
入了亏损中。街头巷尾都有人
扎堆讨论股票行情，因为没有
专家、学者分析股市，报纸上刊
登的股票信息、分析成了人们
认为的“救命稻草”。据报道，那
时做股票分析师不用执业资格
证，直到1998年，我国才开始实施
证券分析师持证上岗。

第一代股民刚刚涉足股市，
没有专家分析，也没有互联网的
便利，喜欢寻庄跟庄，不讲基本面
分析，而是看形态炒股，从成交
量、均线等角度进行技术分析。那
时小盘更受追捧，大盘备受冷落，
甚至出现过每当有大盘发行的消
息，股指都会大幅下跌，市场谈

“大”色变的局面。
据了解，股市初期没任何

规划性可言，庄家恶意炒作，一
些股票莫名其妙上涨，在当时
的市场环境下，股民们更喜欢
通过打探小道消息来炒股。

上世纪90年代股市初期———

没有专家、数据分析 炒股都靠“小道消息”

本报记者 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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