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小小說
第一次大舅炒股跟我發生關係
，是 2008 年。一天，岳母跑來問我
：“你大舅炒股虧了，你看能不能
借點錢給他？”
我沒有吱聲——記得在網上看
到有專家說，“中國股市就是個大
賭場”，賭場哪裡是人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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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 5 年，
逃不過被收割的命運

，老婆還是歎了口氣說算了，她說
：“我不是可憐你，而是可憐孩子
。”
我一聲不吭，內心依然滿是痛
楚和麻木。
2017 年 12 月，大舅打來電話，
說他今年也虧了，不但沒有分紅，
我放在他那裡的本金，也已經虧了
不少。他聽說了我和老婆吵架鬧離
婚的事，說，如果真要把錢從他那
裡拿出來，他只能給我們 30 萬——
也就是說，我把錢放在他那裡炒股
，快 3 年了，一分錢都沒有掙到。

岳母見我不肯，又去問她兒子
成大軍：“你大舅虧了，你能不能
幫他一把？”沒想到她兒媳吳小紅
回答得更乾脆：“我倆沒有錢。”
那次四處借錢無果，大舅媽氣
得離開了家，臨走前甩出一句話給
大舅：“你什麼時候解套，我就什
麼時候回來。”
後來我才知道，那時候，大舅
炒股已經輸了 40 多萬了。人到中年
，上有兩家老人，下有兩個念初中
的小孩，大舅急得團團轉。為了擺
脫困境，甚至把自己的房子折了一
半的錢賣了。房款錢一到，他就繼
續把錢投進了股市——他太想解套
了。
到了 2009 年，聽大舅說，他又
虧了，虧得有了一種無顏見江東父
老的感覺。
那時候我根本不關心股市，股
市是漲是跌都與我無關。我自己的
網店生意不錯，四五個人三班倒守
在電腦前，從一些遊戲玩家手裡低
價收來各個遊戲的遊戲幣，然後在
各種網路平臺上賣給另外的玩家賺
取差價，利潤相當可觀。不用我守
店時，還有時間外出喝酒釣魚。那
年 10 月，我的電腦曾中過一次病毒
，一夜間被人盜走 5000 多塊的遊戲
幣——後來想想，這點損失，與之
後我在股市的虧損相比，根本算不
了什麼。
2011 年，一個網游大規模封號
，封了我 20 多萬的遊戲幣，網店虧
得相當於一年完全白乾了，我心情
很鬱悶。
而這一年，大舅炒股很有起色
，岳母又跑過來說：“你的錢放在
銀行裡又沒有用，不如放進你大舅
那裡炒股。”老婆聽她媽那麼說，
也非要我把錢交給大舅炒股。我不
肯，老婆就整日就和我吵架。
到了 2012 年，大舅炒股掙回了
本，大舅媽也從廣西回來了，兩個
人和好如初。大舅開始在從親戚那
裡籌集資金當本金，每掙一筆，他
就從中抽取 30%的利潤作為他的辛
苦費。大舅的舅侄女杏子，把全部
存款都交給他炒股。岳母說：“你
大舅替杏子掙了 20 多萬呢！”
等到了一年後，岳母幾乎每隔
三四天就來我家“報喜”：“今年
你大舅又掙了，替杏子掙了 50 多萬
，你大舅最近太順了，真是買什麼
漲什麼。”
那段時間，網上關於股市的新
聞鋪天蓋地，全是鼓吹牛市來了的
評論。最響亮的一句，我印象特別
深刻：“為國接盤”——多麼光榮
啊，於是，我也開了戶，從開戶手
續到操作流程，全是大舅教的。開
戶後，我立刻投了 20 萬，第一檔股
票買的是“白雲機場”。前一天剛
買進，第二天就漲停，輕鬆掙了
3000 塊。
錢來得這麼容易，真是令人難
以置信。想想自己賣了這麼多年遊
戲幣，賣一億個，利潤才不過 10 塊
錢。我一開心，當天就給看店的幾
個女孩每人發了 200 塊的紅包。第二
天，我就跑到長沙國金營業部，開
通了創業版。
2014 年 12 月，雖然 A 股牛市來
了，我只知道漲了就追，跌了就拋
，兩個月下來，一路虧損，賠了 1 萬
多。
我整日茶飯不思，把自己一個
人關在房間裡，琢磨著怎麼掙錢。
岳母又及時趕來了：“你大舅已經
幫杏子掙了 200 多萬。”
我內心震驚——我和杏子年紀
相仿，這些年，她事業上的發展遠
沒有我順利，全靠把錢給大舅，掙
得居然比我多多了。我有點後悔當
時沒聽岳母和老婆的，當即決定，
將 30 萬交給大舅打理。
2015 年 3 月，上證指數開始發力
，我準備了 80 萬放進帳戶。可這麼
好的行情，卻幾乎沒有掙到錢。媒
體上成天報導某某散戶掙了多少，
某某大戶掙了多少，我急得像熱鍋
上的螞蟻，整日團團轉。打電話給
大舅，他的電話一直占線——越來
越多的人都把錢交給他打理，跟著
他賺錢，他太忙了。
我心情很沮喪，遊戲幣的生意
也漸漸放手了。經過一番選擇，我
在 QQ 上找到一個操盤手，決定和她
“合作”。她每次打來電話，告訴
我什麼時候買什麼股、買什麼價位
，然後什麼時候賣掉，帳單交易截
圖給她看，利潤的 20%轉給她作為
她的辛苦費；如果她建議的股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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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掛了電話，一個人躲在房裡
，悄悄掉眼淚。我甚至又開始痛恨
岳母，她就不應該把我拖進股市。

虧損，則重新買另外的股票，賺取
的利潤填補上次的虧損額後，再與
她繼續分成。
試了幾次之後，我們合作很順
利。她說買什麼，我就跟著買什麼
，而且，所有的資金都只會買同一
只股。2015 年 3 月至 6 月上旬，我淨
賺 20 多萬。
錢來得太快，我欣喜若狂，帶
著老婆孩子去了一趟桂林，好好玩
了一圈。
回來後，我去參加了同學聚會
，費用基本我包了。同學們個個和
我碰杯，恭賀我“混得人模狗樣”
。淘寶上 3 個皇冠店、拍拍上也有兩
個皇冠店（那時拍拍還沒有被京東
收購），股市上又大賺了一筆——
我當時覺得自己的人生一片光明，
走路昂首挺胸，說話聲若洪鐘。當
時還和老婆商量，等在股市掙夠 100
萬後，就在長沙買一套房。
大盤沖上 5000 點時，大舅對我
說，他已經幫人掙了 600 多萬。聽了
這個消息，我深受鼓舞，決定把自
己全部身家——加起來總共 110 萬
——全部投進股市，重倉買進一支
叫“清新環境”的股票。
當時這支股票的價位是 29 塊左
右，沒想到我買進後，大盤卻忽然
轉向，從 5100 點一下跌穿到 4000 點
。暴跌剛開始時，我打電話給操盤
手，問她怎麼回事，可操盤手什麼
都不說，只讓我“堅持，一定要堅
持！不要割肉”。
後來我才意識到，自己從牛市
開始進入股市，從來沒有經歷過熊
市的殘酷，從始至終都沒有任何風
險意識。現在想來，當時的“堅持
”也真是幼稚。可那個時候，我早
被沖昏了頭腦，以為大盤不過是在
小幅調整，完全可以像媒體報導的
那樣，一舉沖上 10000 點。
當大盤跌穿 3000 點時，我的虧
損已經進一步加劇，後來一連遭遇 4
個跌停，本金虧得只剩了 1/3，我決
定中斷和操盤手的合作。
遊戲幣的生意我早就扔下了，
正常的生活已經完全亂了套，連一
個租了我房子的租戶，他的房租是
否到期我都忘了。老婆也看出了我
的異樣，問我：“你怎麼啦，像個
死人一樣整天陰著臉？”
我沒有吱聲，怕她知道我虧了
多少後受不了。
雖然大盤在 2015 年 10 月到 11 月
有過一段時間反彈，但我的帳戶還
是沒多少起色。儘管政府大規模救
市，央行也降息釋放流動性，但都
不過是杯水車薪。我向大舅請教該
怎麼辦，大舅只說：“跑吧，行情
完了。”
2015 年 全 年 中 國 股 市 走 勢 圖
（網路圖）2015 年全年中國股市走
勢圖（網路圖）
如果當時我真聽了大舅的話，
或許後來的虧損也不至於那麼大。
就好像賭徒總想回本一樣，我當時
想的只是“挽回損失”。我開始一
夜一夜地失眠，人直挺挺地躺在床
上，兩眼望著天花板，像個癡呆者
一樣。
老婆看出我不對勁，追問了我
好幾次：“你到底虧了多少？”
我不肯告訴她——110 萬的本金
，眼下只有 40 萬不到了，我該如何
開口？我沒有吱聲。有時候實在睡
不著，就跑到樓下，在漆黑的夜晚
偷偷地哭。
一個大男人，像個孩子一樣。
2015 年年底，連岳母也已經完
全轉變了口風：“不要炒股了，你
大舅每天都虧 50 多萬。很多錢，都
是籌集來的。你說這可咋辦啊……
”
我終於受不了了，向她吼道：
“你給我滾，滾得遠遠的！”
那時，在我眼裡，她完全就是
一個皮條客，將我拖下了水。

岳母反而很平靜：“你現在罵
也沒用，最好不要炒了。”
可我能聽她的嗎？我早就急紅
了眼，虧了這麼多，怎麼可能輕易
離開這個賭場？
那時候我心裡唯一的念想，就
是解套。
2015 年 12 月 25 日這一天，大舅
打來電話，說這一年雖然大盤暴跌
，他也有過虧損，但最後也算是
“全身而退”了，還保住了一部分
利潤。我給他的 30 萬本金，可以返
給我 10 萬的利潤。出於對他的信賴
，我將 10 萬的利潤又轉給了他，讓
他繼續幫忙。
股票那時已成為我生活的唯一
，我像一個全身投入的賭徒，塵世
的一切都可以變成賭博的籌碼。我
每天都在幻想，發瘋似地看著股評
文章，看著經濟和政策面的消息，
尋找著解套的方法。股評家李大霄
還在報導中說：“3000 點是大盤的
嬰兒底。”
這樣煽動性的話，坑殺了無數
像我這樣的散戶。
2016 年春節前，外地回來的同
學像往常一樣組織聚會，我應邀參
加。雖然像上次一樣，費用大部分
仍是我包的，但我一點都高興不起
來。
我媽是個基督徒，早年吃了很
多苦，老了之後信了上帝，也許是
因為一生顛簸勞碌，她決定把自己
餘生的光陰都獻給上帝。她見我整
日恍恍惚惚，便對我說：“不要去
炒股了，那不是你走的道，和我一
起信主吧。”
我根本不聽我媽的話：“虧了
那麼多，我想死的心都有，哪裡還
有心情信主去？”
幾乎天天都在和老婆吵架，吵
架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她非要看
我的賬上還有多少錢，而我不肯讓
她看。吵得最凶的那次，當著孩子
的面，我們兩個人廝打在一起。當
然，我自知理虧，並沒有還手。
“你到底虧了多少？！”老婆
聲嘶力竭。
我只能強顏安慰她：“別急，
會解套的。”
這樣的話，當然是自欺欺人。
因為很快，2016 年元旦後，熔斷發
生了，帳戶上的錢虧得只剩 25 萬。
我時常坐在電腦前，兩眼癡癡地望
著螢幕上花花綠綠跳動的數位，心
情已經難以用語言形容了，任由淘
寶上的生意一落千丈。
連續的虧損讓我心態已經徹底
崩了，我開始不顧一切，轉頭瞞著
老婆就賣掉了一套商品房，籌集了
一筆資金，補充本金，繼續想要挽
回損失。雖然賣房的時候內心痛如
刀割，但又能怎樣呢？
我忍著內心巨大的痛苦，開始
看書學習趨勢、均線、K 線、分時圖
、掛單方式，還有網上流傳的股票
理論以及一些所謂操盤高手的視頻
。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大量的
模擬盤操作，我終於開始擺脫對股
市恐慌、畏懼的情緒，漸漸看懂了
均線、 K 線，也能大致判斷出一檔
股票的走勢方向了。我開始空倉，
每次都等大盤暴跌時買進，然後反
彈時賣出，經過幾輪的掙扎，帳面
的損失才稍微有了起色。
整個 2016 年，我買的全都是有
重組預期的“殼”股，到了年底，
總算挽回了 10 多萬的損失。
大舅這一年似乎運氣不太好，
他打電話告訴我：“今年沒有掙錢
，自然沒有分紅。”但我還是把錢
繼續交給他，我相信他的技術。
現在看來，這種判斷也完全是
錯誤的。假如在 2016 年我能離開股
市，或許一切都還可以回頭。

2017 年，我的生活已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以“王者榮耀”興
起，手機遊戲對網路遊戲衝擊巨大
，淘寶上的遊戲生意完全停了。我
開始有意識地節省一些不必要的開
支——當然，也是因為股市又開始
虧損。
同學們似乎也聽到了風聲，知
道我炒股虧得一塌糊塗。有人幸災
樂禍，也有人表示不解，還有人專
門打電話勸告我：“生意做得那麼
好，為什麼拿自己的血汗錢賭博？
”
我慚愧得無地自容，可一想到
自己 2016 年還扳回了 10 多萬，依然
還是對股市存在幻想。我甚至想，
何不努力學習炒股技術，成為職業
股民？
那種想法，當然是很幼稚的。
殘酷的市場告訴我，我畢竟是
個散戶，與強大的莊家相比，對大
局的判斷，對趨勢的判斷，對股票
核心理念的判斷，永遠不會站在同
一起跑線。最起碼，莊家可以通過
做空賺取利潤，可散戶只有被宰殺
的下場。
我當時主要買的是業績優良的
小盤股，因為他們的彈性大、盤子
小，很容易漲起來——可我忘了，
在一個以存量資金為主的市場，在
高速發行新股的市場，超級資金註
定只能抱團取暖，來熬過凜冽的寒
冬。
2017 年上半年，以“上證 50”
為代表的大盤股暴漲，小盤股統統
被打入地獄。悲劇又一次次地開始
重演，整個上半年，我又虧了 5 萬多
，打電話給大舅，大舅很無奈地說
他也虧了。
那段時間我家附近的縣城，一
個中年人炒股大概虧了幾十萬，天
天和他父母吵架，結果他父母一怒
之下，雙雙服毒自盡。聽了這事後
，我更茫然了。我忽然開始對股市
感到無望，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面對
未來。
有天夜裡我睡不著去樓下散心
，看到一個老人拎著蛇皮袋，在垃
圾箱裡尋廢品。我突然想，假如自
己有一天一無所有了，又該怎麼辦
才好？
一瞬間，我想離開這個市場了
——虧了就虧了，大不了重新開始
。
可這個想法就像宛如夜空上燃
燒的煙花，很快熄滅了。第二天，
我坐在電腦前，看著那些花花綠綠
跳動的數位，內心還是一百個不甘
心，不甘心虧了這麼多，不甘心自
己這兩年的心血。
2017 年 6 月，我像一個輸紅了眼
的賭徒，將自己一台價值 50 萬的推
土機 30 萬轉手賣了——當然，這也
是背著老婆偷偷幹的。
“上證 50”繼續猛漲，絕大部
分股票則一塌糊塗。但對股民而言
，跌得一塌糊塗並不可怕，最恐怖
的是“閃崩”——任何人買了“閃
崩”的股票，就意味著帳號上的錢
要遭遇腰斬之後再腰斬。我就遭遇
過。我手上曾有一支叫“漫步者”
的股票，上半年“閃崩”一次，到
了這一年快要結束時，又“閃崩”
了一次。第一次我躲開了，第二次
沒有那麼幸運，又虧了 5 萬。
整個 2017 年，我一共虧了 10 萬
，虧得整個人都麻木了，感覺帳戶
上的錢已不是自己的了，虧多虧少
與自己也沒有任何關係。
也是在這個時候，老婆終於知
道我 3 年來虧了多少錢。她氣得暴跳
如雷：“你給我死遠點！”可我黑
著臉走出家，她卻從後面追上來，
扯著我繼續吵鬧。
我們兩人在家裡三天一大吵，
兩天一小吵，日子根本沒辦法過下
去了，離婚協議也寫好了：我放在
大舅那裡的錢歸她，其餘的歸我，
包括孩子。可是都走到法院門口了

我突然開始感到了一種沉重的
壓力：股市虧錢，沒有穩定的收入
來源，而每個月要吃飯，要養活孩
子和父母。一個大家庭，五六張嘴
巴，開支很大，而自己已經 39 歲了
，這把年紀外出謀生，談何容易。
我開始對生計感到恐慌，同學
聚會也拒絕了。
就在這樣巨大的痛苦煎熬中，
2017 年終於過去了。
2018 年元旦節那日，我心情鬱
結，對著鏡子才發現，39 歲的自己
，已經精神委靡得宛如一位沒有血
色的病人，頭髮鬍子也白了不少。
弟弟見我整日鬱鬱寡歡，對我
說：“既然虧了，就不要炒了。認
命吧。”
那幾年弟弟也在炒股，但運氣
比我好些。2017 年他買了“南玻 A”
， 被套了一年，最終順利解套。
我什麼也沒有說，假裝同意的
樣子，痛楚地點點頭。可內心，依
然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僥倖心態。
就是這種典型的賭徒心態，讓
自己再一次遭遇了滅頂之災。
根據以往的經驗，每年春節前
夕，都有一輪紅包行情。為了抓住
臆想中的上漲，我在 2 月初重倉買了
一支農業股。然而等到 2 月初，美股
忽然暴跌，A 股跟著暴跌，短短數日
，從 3580 點直接掉到 3100 點，我的
帳戶已經虧得不敢去看了。
我病懨懨的，唉聲歎氣，覺得
自己這一生都完了。
“又虧了吧，你什麼時候打算
收手？”老婆問我。
我依然沉默，不是不想說，而
是擔心自己真的會做出過激的事，
會拖累老婆和孩子。像那輸錢的中
年人的父母一樣，我開始渴望用死
亡來解脫，可是我能死嗎？不是怕
死，而是真的怕死之後老婆孩子受
罪——這把年紀了，一旦我這個頂
樑柱倒下了，我的父母、老婆孩子
他們跟著就完了。
2015 年的數次股災，2016 年的
熔 斷 悲 劇 ， 2017 年 的 畸 形 熊 市 ，
2018 年 2 月初的突然暴跌……我這時
候才終於明白，自己真的不過就是
一株韭菜，旺盛地冒出來，最終都
逃不脫被收割的命運。
春節前，家家戶戶都在開心地
買年貨，可我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
沒法給老婆孩子買。這一年的同學
聚會，同學們連電話都沒有打給我
——大家一個個對我避之不及，生
怕我找他們借錢，連當初那位打電
話安慰我的同學也開始疏遠我了。
雖然內心感歎世態炎涼，但我
也只能表示理解，人也只有在落難
之時，才發現這個世界很小，小得
只剩幾個親人圍繞你的身邊。
我終於決定，徹底離開這個市
場。
春節期間，我把自己關在房裡
，看了幾遍那部叫《荒野獵人》的
電影，就對自己說，忘掉這幾年的
股災，一切重新開始。就當自己大
病一場，或者死過一次。在死亡面
前，我都不懼怕，還懼怕什麼？
“不要炒了，我們重新在淘寶
做生意。”弟弟勸我。我點點頭，
決心從 2018 年春節後開始，靠自己
的努力，賺取真正屬於自己的財富
——至於證券帳號上的錢，就放在
那裡吧。
但願下一次牛市到來時，這個
市場能更加理智，大家也不要像我
一樣，拿著全部家當沖進去，被人
收割，落得個四面楚歌的可憐下場
。
春節後，我心如死灰，在我媽
的引導下，接受洗禮，成為了一位
並不合格的基督徒——之所以不合
格，是因為我還惦記著股票帳戶上
的錢。神說，不能把錢財積累在地
上，要把錢積累在天國上。雖然神
這麼說，可我卻還是不甘心，房子
沒了，車沒了，110 萬的本金虧得只
有 26 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