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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机动灵活的战例在股市中比比皆是，在股市中的全部赢利

都是机动灵活的结果。尤其对于中小散户来说，机动灵活是

制胜的法宝和”命根子”。 活学活用和机动灵活是一致的，

是机动灵活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上的应用。 学习了具体分析的

基本原理之后，要在实际中应用，往往出现理论与现实的不

协调或不吻合之处，大部分情况下，理论没有错，现实也没

有错。只是我们把理论和适用范围搞错了，或是忽略了理论

适用的时机，或是在多种影响因素中未能准确把握住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等等各种原因，才产生理论和现实不协调的现象

，股市中有一句流行说法就指这种现象：”市场永远正确，

错误的总是自己”。另外还有一种原因：理论所指出的规律

是埋藏在深处的，在表面现象背后的，要发现它相当困难，

耍了解它的全貌更困难，这样理论上所指出的规律及各种指

标只能是一种数学统计学上的模拟或说是”规律的模型”，

可以无限接近事实，却永远不能代替事实，这是理论的局限

性，也是理论和现实不协调的原因之一。 很明显，只有不断

消除理论和现实的不协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方向，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这需要有”活学活用”的思维方式。 当产

生理论和现实的不协调时，应该尝试着变换多种角度思考，

因为你最初的思考角度很可能错了。你可以用其它理论再验

证一下；可以重新考虑目前时机是否适用某种理论；可以重

新排列一下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次序；有时甚至要



暂不考虑 理论因素，仅以某一个新发生的决定性主导因素作

为最主要考虑对象，注意规律也有被暂时打破的现象。 掌握

技术指标的计算公式是容易的。但要用活学活用的思维方式

对待理论和指标却较少被人提及，能够用好的人更少。 2。 

坚决果断 丢卒保车 坚决果断是一种勇猛的作风。在关键时刻

必须坚决果断才能获取大利。这种”关键时刻”并不是明码

标价，有人提示你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了，你再去表现坚决果

断。生活不是演戏，在戏中已经把一切都编排好了。生活中

只有事后才会明确知道某个时间是关键时刻。当时，就在大

家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时，做出果断的决定并投入行动不是

件容易事，往往是这种勇敢行为才能获取大利。 犹豫不决是

和坚决果断相对照的。大多数股民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决定

买入时，战战兢兢，犹犹豫豫，生怕后面还有新低价；买入

后提心吊胆，生怕下跌；决定卖出时，生怕赚少了，总想卖

出最高价才觉满意。这种优柔寡断在股市中是失败者的轨迹

。犹豫不决会使你丧失最有利的时机。比如在买入时犹豫不

决，过一会后股价上升了，就会产生”还不如刚才买，还低

点”的想法，以至于更犹豫，再次错过新的机会。眼瞧着股

价直线上升却没有收益。这种坐失良机的恶性循环在股市中

屡见不鲜，几乎人人都有过。不加改变是不能赢利的。 丢卒

保车是撤退时的坚决果断。当不幸买到高价后，股价却开始

了一轮下跌过程，这时需要”壮士解腕”的勇敢，坚决果断

地割肉了结，避免损失扩大。战争史的无数事例说明：强敌

压境时，要想主力安全撤退，不付出小部分掩护部队的代价

是不行的。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在不少股民中确实有这种思

想：我不卖就永远不赔。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实将教



育你：这种想法不对（后面实战操作一章中另有专门分析，

请参阅）。军事思想中有一条：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一句可以把对象调过位置，反向思维：我宁可割肉伤皮，

不可断臂伤筋。把眼光放长远，有”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的气魄。要有信心我们早晚会打回来的。 3。 顽强忍耐 坚韧

不拔 股市中有得必有失，只有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股市长期

征战的心理压力，不少老股民比新股民在行情波动面前显得

沉稳，是由于在长期的股战中锻炼出了顽强的精神，对股价

的涨涨跌跌己见多不怪，有少部分人已达到视若不见的程度

，这已经是较高层 次的心境修养，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

需要”修炼”才能”成仙”。 有时经过分析确认可以买进，

但买进之后股价并未立刻按预想上涨，仍然在买入价附近小

幅波动，这时就需要忍耐；如果股价反而出现下跌更需要坚

韧不拔的精神。只要你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就要敢于坚持

。有一位股民遇到这种情况时的处理是：离开交易所，去办

其他事情；或在交易室内找个边座睡觉。曾有股友问过他：

股价波动那么大，你睡得着？他回答道：心静自然平，为什

么睡不着？ 顽强和忍耐到了心静如水，古井无波的程度确是

一种境界。 4。 打好基础 谨慎入市 在不少股市交易场所的醒

目处有这样的公告：”股市风险莫测，入市须谨慎”。现在

有不少已成为股民的人，连股票ABC都不知道，也入市操作

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 股市中经常听到买卖盘怎么看之类

简单问题，都说明了知识不够，准备不充分即入市发生的问

题。还有人对于买卖的委托手续不清楚，主要表现在如何填

写委托单、使用电话委托及电脑自助委托上。 试问：一个连

上述这些问题都没解决，大盘看不懂，图形不明白，委托手



续不知道的股民有多大可能在股市获利？ 在此劝告新股民：

一定要先学习基础知识，买些股票书认真学习一下，买些报

刊看看，有些感性认识。打好基础再入市，刚入市时先看些

时候，观察一段时间，都了解清楚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再

开始真正操作不迟，股市中的机会时时存在，股市中的风险

也时刻伴随在股民身边。无知者进去会伤筋动骨的。 现在好

多证券公司都开辟了模拟操作平台，对于新股民来说，这是

一个再好不过的练习场所。 5。 认真学习 不断总结 学习股市

知识，不可能一瞒而就，需要不断学习、实践和总结才能不

断提高技巧，增长经验。 以学习股市操作方面的指导书为例

，开始可以通览一遍，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有重点地掌

握几条容易理解的方法，尝试着运用到股市实际操作中去，

再掌握几条，运用于实际分析，这 样以”蚂蚁啃骨头”的方

法基本掌握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再回过头 去认真通读全书，

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感想和体会，以书中的理论对照以往的实

践，会发现自己的许多不足与疏漏，在今后的实践中有意加

以改正，不断地总结实际操 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

自己的操作越来越符合股市的内在客观规律，成功率也会提

高，这时重新再读原书的理论，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浅”

了，许多理论知识早已被自己领会并实际应用，化为自己头

脑中的思路和技巧，对理论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对书中的某

些理论会有不同看法。 以上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它有

两方面要素，缺一不可。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实践。学

习指书本知识的学习，这是必要的，但读了满肚子书，没有

丝毫实践，只能是个书虫子，肚子里的理论都是人家的，自

己只是书架，变成无实用价值的空想理论家；实践也是必要



的，但只有实践经验，毫无理论修养的人就像永远在地上爬

行，不会拥有站立者的高瞻远瞩与博大胸怀，成不了大气候

。”吾尝跤而望之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理论学习就是

帮助你登高远眺，一览众山小的天梯。 “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这是股市的必修课，也是进步者的成功经验

。必须在市场中学习市场，最终才能驾驭市场，常胜不败。

股市是一个知识领域，它的操作是一门实践的学问。需要不

断总结，不断学习和实践。 6。 理论应用 不要教条 股市理论

是打开股市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使用它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因囹吞枣，教条主义的理解会使人误入歧途。 “不管白猫

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具体选择中，不仅有理论的

向导，也要依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不只一次地重复”灵活”

一词，实在是因为它贯穿于其他谋略的始终，是指导其他谋

略的，对于选股也不例外，因势利导才能获利。 7。 仔细分

析 “生股”不碰 尽管说什么股都可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随

着股市的扩容，选股变得越来越难了，时常有眼花缭乱的感

觉。从最初的老八股 到如今一千三百多只股票，在这种大扩

容中能选对股好像成了碰大运之事。 所以有很多股民长期以

来只操作有限的几只股票，不管涨跌、不管牛市、熊市，不

断操作的对象只有这几只股，其他什么绩优、垃圾，臼马黑

马一律不理，长此下来也收获不小。 8。 预定目标 制定计划 

经常有股评讲中小散户与机构大户的区别之一就是机构大户

有严密的投资计划和利润方案，中小散户只是散兵游勇，没

有章法套路的乌合之众。 这种差距是现实存在的，改变、缩

小这种差距也能够办到，这要求中小散户也要”预定目标，

制定计划”。 目标是指以你入市的基本资金为参考，在一定



期限内你预定赢利多少？占基本资金的百分比是多少？对于

中小散户来说，这更难估算，但还是需要你有一个大概的想

法：半年内或一年赚多少你即满足，应该心里有数。还有一

个”目标”必须考虑：你输得起多少？ 制定计划是指你准备

以什么步骤实现你的目标？是长期投资？中期投资还是短线

跑差价？每次赚取差价大致达到多少利润 即可满足？亏损额

预计控制在多少？准备着眼于哪些股票？这些都需要有一个

大致的安排。 目标计划制定后再着手操作就不会有其他中小

散户漫无目的的感觉。但有了目标计划之后不但要去实施，

还需要在实践中根 据情况进行修改，不断提高自己的操作技

巧，也要进行小结，如记股市日记等。 目标计划并不直接有

操作行动，可是比具体操作更重要，是指导具体操作的。在

操作中，一个有目标计划的投资人和一个没有目标计划的投

资人相比还未操作就已经占了上风，有准确的目标使人在行

动时更加坚决果断，避免犹豫不决，贪得无厌，自然可以增

加获利可能，减小失误损失。 9。 静如止水 动如脱兔 股市并

不是每日每时地剧烈动荡的，它也有停滞不动，乏味得无聊

的时候，像战争中一个战役和另一个战役之间的平静一样，

这正是我们总结、休整的好时机，也是股市的节奏。为此我

们的行动也要有节奏：操作一一休整一一操作。不能每天不

停地在市场中进进出出地买卖，要学会休息。”不会休息就

不会工作”。这时要”静如止水”。一有情况要像战士听到

冲锋号一样兴奋起来，投入战斗，这时要”动如脱兔”。 10

。 勇于改过 知错必纠 股市千变万化，没有任何一个人永远不

犯错误。重要的是要勇于改过，知错必纠。 11。 顺势而为 不

逆势行动 顺势而为是和勇于改过联系的。当你做出了买卖决



定之后，股价运行方向明显已证明你的决策错误时，应该勇

于改过，顺势而为，不能逆势行动。在股价运行规律面前，

是绝对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当股价的下跌趋势没有

明显的改变迹象时，不应自作聪明去抢反弹；当股价的上涨

趋势没有明显改变迹象时，也不应轻易抛出了结。否则不是

被套牢就是获利甚微。宁可等行情出现了刚刚开始的逆转时

再行动，这是顺势而为的精华。 逆势而为者正好与此相反，

在大势上涨中进进出出不断操作，最终算帐还不如一直持股

不动的人；在大势下跌中也不断抢进抢出，抢反弹不成一一

割肉一一再抢反弹一一再割肉。这种消耗战法不但消耗了资

金实力，其实也消耗了很多精力，这种损失很少被人注意到

。长期股市操作很消耗精力和体力，为 保持旺盛的斗志，必

须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不能无谓消耗。这种消耗使人精

力体力下降，进而就会影响判断和行动的正确性，犯错误的

可能大增，更加消耗精力体力，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会把投资

者拖垮。消耗战对于资金实力的消耗也不应低估，一次、两

次好像损失不大，十次八次加在一起能比一次股灾损失还大

。 在股市中，任何人都不能和趋势抗衡，这是铁律。 12。 见

好就收 忌贪得无厌 股市中”低价买高价卖”就赚钱的道理不

做股民也知道。道理看似简单，实则高深莫测。什么是低价

？什么是高价？这一最简单的问题也没人确切知道。因为低

价之后会有更低价，高价之后会有更高价，没有绝对的高低

之分，只有在某一时刻的相对高价或相对低价。1000点相对

于1500点是低价位，相对于800点又是高价位；800点相对

于1000点是低价位，相对于600点又是高价位。你实际上不能

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股价是相对低价还是相对高价。所以，不



要幻想总能买到”最低价”或卖出”最高价”。 买最低价卖

最高价这被许多股评批评过的现象为什么始终存在？因为它

有其合理性，作为投资者，买到最低价，卖出最高价是所有

股民的理想，所以它将永远存在。但理想终归是理想，理想

和现实是有很大距离的，这是已被多次证实了的道理。见好

就收，知足常乐。贪得无厌会适得其反。 “股市中空头多头

都能赚钱，唯有贪心赚不到钱”，在股市中一定要克制自己

的贪欲，才能把握自己的行为，理智操作。 13。 着眼未来 不

考虑过去 买股票是买未来，必须着眼于未来考虑问题。包括

大经济环境的未来，股票市场的未来以及股份企业的未来等

等。今天做出买或卖的决定是基于对明天或未来股价发展的

判断，至少也是对后几分钟股价形势的判断，而不是从昨天

或过去考虑问题。 不考虑过去，着眼未来是股市的最重要法

则之一。 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股、法人股和个

人股并轨问题。宣布并轨后股价将下跌是必然的，而现在股

价会短期上涨，你买不买？当然要买！难道因为并轨可能要

到几年以后实现，仅因此一条就坐等几年？其次，短期上涨

结束后该不该出货？当然要出货！所以，对未来的考虑也要

有一定时限，保持灵活的决定是最重要的。 14。 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 在股票买卖中，必须知己知彼，才能赢得利益。知己

是指要了解自己，人人都有某些弱点，不少弱点是相同的，

有人就利用这些弱点使人上当受损。因此必须找出自身的弱

点并克服。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人就可贵

，反过来证明了自知之难。像贪得无厌，优柔寡断，懦弱娇

气，赌徒心理等等都是人性中的弱点，必须克服。 知己还指

要了解自己的状况、处境、位置和实力等情况。比如自己是



否有余力进行股票投资？自己所投资金在股票市场中的位置

是大户还是散户？在交易中或交易后你是否能基本估计出成

交情况？你的股票帐户中还余多少股票？资金帐户中还有多

少余额？还能动用多少？可买哪个价位的股票多少不致透支

？⋯⋯这一切都要心中有数，就像一个指挥员对手下的官兵

和装备了如指掌一样。这样才可能在恰当的时机把恰当的”

兵力”派往”战场”，赢得胜利。 知彼是指对所买卖的股票

要了解，也要对市场趋势有所了解。比如该股票的总股本、

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分别是多少要了解；还要知道该股

有没有B股、H股；该股的业绩属绩优、一般还是较差？该公

司利润计划完成情况；该股的上市日期，最近一次分红的方

案；是否属于分红配股期；该股属于哪一类别，主营业务是

什么？该企业属于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该企业所在地在

哪个省市？该股是否有相关同类股？属哪个”板块”？该股

以前的”天价”在哪？谷底价多少？目前运动的大致价位区

间，是否有人炒作过？正常的日平均成交量区间；该股目前

的市盈率；历年的业绩变动比较⋯⋯等等。这仅仅是对该股

票必需的基本了解。另外还有一些也很重要的项目，如债务

情况，资金周转率；产品销售情况；税赋情况等更详细的方

面其实也应有大致了解。 另外还要了解市场趋势，不能逆大

势行动。要了解的也很多，比如现在处于牛市还是熊市？处

于一个上升段还是下降段？是接近谷底还是接近峰顶？日常

的小波动处于大势的什么地位？市场的资金情况；大环境是

否有利？最近可能有利多还是利空消息？ 由上可知，在股票

交易中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股票交易远非人们想象的那

样简单，它是一门学问。但是又不能要求股民个个都是经济



师、会计师，只能说尽量多了解。一个股民对上述问题大部

分都能回答出来，才算接近”知己知彼”了，实际操作时胜

算更大。 15。 独立判断 不受干扰 股票操作中，”单兵作战

”的色彩很浓，甚至需要一点”个人英雄主义”。长期市场

实践经验证明：没有自信在股市中寸步难行。 有主见、自信

，独立进行判断也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有时

自己本已做出买卖决定，正要执行，身旁的股友几声很随意

的议论就可能中止自己的行动；或是自己本来不准备行动，

但是在股友的议论或行动影响下，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而盲

目跟风者随处可见。也有时是好心的股友直接劝告自己应如

何如何，尽管是好心，但是仍然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做出

决定，不受干扰，也避免了将来的后悔和怨天尤人。 独立判

断也不排斥参考他人的意见，在股市中完全闭门造车必然失

败，要和股友们一起交流意见，不过在交流中要有自己的独

立见解，不能人云亦云，墙头草随风倒，没有自己的主见，

易受影响，别人乐观自己就高兴，别人悲观自己也唉声叹气

。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犯过这种毛病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股票投资其实也和做人的道理一样

，必须在各种风浪中把握住自己的行为，独立判断，才能立

足生根，才能成长起来并有所收获。 16。 多做分析 少去现场

为了少受干扰，就产生了这一具体策略：多做分析，少去现

场。 股市是一种”群众运动”，它的气氛效应很难抗拒。在

股市活跃之时，市场上几乎人人都在买进，互相讨论的也是

什么价买进才保证追得上行情，人人都怕买不到，再加上几

个起哄看热闹的，你不热血沸腾才是怪事。在股市低迷之时

则正相反，市场上冷冷清清，有少部分人凑到柜台前，手中



都是抛单，人人害怕跑不掉、还要跌，互相讨论的都是还会

跌多少。这种悲痛欲绝的场面自然会引起你万念俱灰，陷入

不可自拔的失望心境。 试想，在一种狂热的气氛中，即使你

冷静地感觉应该抛出了结了，正要行动之时身旁股友的半句

话被你听到了：”⋯⋯看来还会涨几天，"“嗯，至少明天没

问题”。这时你就会想：再看一看。看了一会儿隔壁大户室

过来一个人神秘地说一句：”听说是上面有个什么会议，有

一些利好消息要出来。”这时你又会想：多亏我等了这一会

儿，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利好消息呢，不卖了。结果第二天直

线暴跌，一次赚钱机会竟演变为割肉放血，就因为几句”耳

边风”的影响。这不是虚构，是股市中常见的现场”录像片

断”。 从大量事例可以看出：交易现场的气氛影响太大了，

足以打乱你的计划和决心，使你盲目、不由自主地跟着做出

错误的决定。所以要”少去现场”。 少去现场不是无事可干

了，必须私下仔细分析学习，苦练硬功。把感兴趣的股票和

大势的资料拿来认真分析，也要买点股票知识书仔细阅读，

学习理论，增加对于股市规律性的认识。总之，该干的事情

很多，要把分析工作放在私下，对交易场所要像商店一样对

待，不想买东西尽量少去，这就是”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

里之外”的道理。 17。 胆大心细 观察入微 少去现场不是绝

对不去现场，在私下研究中判断可能有行情时，就需要到现

场观察。在观察中不放过任何可疑的异常动向，一有战机要

大胆投入战斗，这首先依赖于细致的观察，相当于战斗前的

侦察敌情。 从观察的角度来看，不管机构大户用什么手段隐

藏行动，它们的买卖操作都是最终隐藏不了的。都要从盘面

上的价位和成交量上反映出来，因为不管它进货出货，都在



成交上留下价格和成交量的记录，这一点始终不能”隐形”

。都可以观察出来，需要的就是细心和丰富的经验。只要胆

大心细，人人可做优秀的”侦察兵”。 18。 识破假相 小心骗

局 股场如战场，在股市中也充满了战略战术的运用，必须掌

握，并能识破对方的战术假相，不上当，避开对方精心设置

的陷阱和骗局。 战略战术作为一门学问浩如烟海，但是作为

最常用的部分手段，其数量还是有限的，可以通过学习掌握

。仅仅这些不多的常用手段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分别选

用，其变化已经不可胜数，再加上把这些手段加以不同的排

列组 合，综合运用，其效果就可以对付所有情况而不至无计

可施。投入股市的资金不可讳言是逐利而来，所以股市也有

刀光剑影，生死搏斗。要想在股战中取得胜利，必须利用各

种手段和智谋，出奇制胜，从对方意料不到的方向进攻，才

能取得胜利。为达到此目的，在股市交易中制造假相陷阱，

布置骗局，施放烟幕等等手段事实上被许多庄家采用。这一

做法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在”游戏规则”允许

的范围内以自己的智谋取胜，尤其是中小散户。对一些计谋

在股市中的表现应该心里有数，像以著名的三十六计为代表

的一些战术计谋的理解应用，如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欲擒

故纵、混水摸鱼、暗渡陈仓、虚张声势、空城计、苦肉计等

等，试想如果听都没听过又如何学习？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又

如何运用呢？不会运用计谋，只是一味蛮干，只能得到失败

的结果。 股市中战略战术是一门学问，需要学习，在实践中

也要谨慎小心，仔细研究，精心筹划，才能施计破汁。在全

世界的股市中，战术计谋的运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作用和影

响。 有时庄家大户为了操纵股价，人为制造出某一价位，施



行“自己同时进行买卖”的操作（利用属于自己的几个帐户

互相倒手）。市场中叫”对刀”。好像是他的左手卖给了自

己的右手，自己倒手的结果股票仍然在他手中，市场成交价

格发生了变化，在市场观察中却无法知道真象，其他人误以

为是不同人之间的买卖，以改变后的成交价格为参考进行操

作，庄家大户即可混水摸鱼进行投机了。 市场中时常听到几

个股民之间议论：”看××股又涨一毛”，”××股又跌了

二角”。一听就知道是新股民。要知道，使股价突然涨个一

、二角或跌个一、二角是容易的，尤其是对于大户庄家更是

轻而易举之事，绝不可上这个当。股价趋势中，观察时间的

区间越长其规律性和必然性越强，时间区间越短偶然性越大

，规律性的作用越不明显，至于现场 观察的即时变化几乎完

全被人操纵，或然性极大，不可以此为凭作出操作决定，只

能是决定好了之后在现场选择时机。即时行情的假相骗局更

是时时出现，甚至不是因为庄家所为，只是哪个”博傻”之

人抢了一下或者是打错了委托，即可使股价变动，岂可跟风

！ 总之，股市中的圈套、陷阱随处可见，和战场、商场都是

一样的，要想常胜不败不太可能，努力目标应是多胜少败，

大赚小亏。只有识破各种圈套、陷阱，少上当才能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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