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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邮票是每年发行的
第一套邮票袁因具有广泛的群
众性尧题材的经久性尧资金的
博弈性等其他题材邮票所无
法比拟的天然优势袁 特别是
野庚申猴冶邮票又成为了经典
和升值神话袁所以一直以来都
是集邮者和投资者追逐的对
象袁期盼已久的野戊戌狗冶邮票
的登场袁无疑为低迷的市场催
生了新的热点尧兴奋点和博弈
点遥

截至目前袁中国邮政已发
行了四轮生肖邮票袁从第一轮
的野庚申猴冶邮票袁到第三轮的
野乙未羊冶邮票袁都受到了集邮
者的欢迎和青睐袁所不同的就
是在偏爱程度尧 持续时间尧溢
价幅度和博弈层次等方面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袁正是这种差
异的固定或者转换袁才使得生
肖邮票无论是在集邮层面还
是投资层面都演绎了非常精
彩的自我袁在市场行情层面更
是如此袁不少品种直到现在都
令人啧啧称奇遥

记得在野壬辰龙冶大版票
面世之前袁 人们就对高高在
上的期货价争议颇多袁 因为
溢价幅度如此之高的期货
价袁 在新邮中乃是从未有过
的袁 进而得出这样高的期货
价业已完全透支了它的基本
价值袁 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出
现暴跌袁 它对于市场必然会
产生巨大的冲击袁 不少投资
者因此忧心忡忡遥 但它上市

之后不仅没有出现人们先前所预期的重
挫袁反而是不断跃上新的台阶袁几乎令所有
投资者大跌眼镜袁 尤其是那些抱定它必大
跌的投资者顿足捶胸袁 但这些人面对这种
情况不是积极的悔改袁调整自己的思路袁而
是对野壬辰龙冶大版票继续采取了继续攻击
的态度袁甚至将它说得一文不值袁它没有一
点可取之处遥

市场就是市场袁 它在有的时候是深不
可测的袁 它往往会朝着大家相反的预期方
向一路走下去遥 野壬辰龙冶大版票面世当天
的成交价就达到了 180元(用现在的情况来
看袁这个价格袁当时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袁
但大家对于价格高低的认可总会有一个不
断认识的过程袁不可能一步就到位曰可是袁
能率先认可并付诸行动的都是具有超前思
维的投资者)袁 小版张和小本票的表现也是
可圈可点曰而当初野辛卯兔冶大版票尧小版张
和小本票发行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袁 弱势
尽显袁没有看到一点资金的力量袁而野壬辰
龙冶大版票的超强走势袁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资金博弈的价值所在遥

市场弱袁 并不意味着所有品种都弱袁
更不意味着新邮将会更弱袁 新邮无操作
价值袁 因为新邮在以往的运行态势中给
人们的印象就是这样袁 它似乎已经深深
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遥 2017 年以来袁市
场的运行态势越来越差袁 打折的新邮随
处可见袁但野一带一路冶邮票却是一朵奇
葩袁 套票尧 大版票和丝绸小版张迭创新
高袁 这种情况在弱市中实属罕见袁野十九
大冶邮票套票的走势也是可圈可点袁它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资金观察的视角或者发
生了某种变化遥

博弈资金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这一
切袁这种改变可能是长久的袁也有可能是暂
时的袁如何把握长久与暂时这个度袁那是投
资者自身驾驭市场能力高低的问题袁 我们
来市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辨别哪个行为是投
资袁哪个行为又是投机袁最大的目的就是盈
利袁当然能攫取暴利更佳袁这就要求投资者
在该敏捷的时候坚决不能迟钝袁 该迟钝的
时候坚决不能敏捷遥 在应该敏捷的时候不
能迟钝袁 否则就赚不到钱袁 甚至还会输大
钱遥 李林

正所谓野乱世黄金盛世文玩冶袁人们富了袁手里的钱多
了袁但是金融市场一片惨淡袁艺术品自然而然走进了人们
的视线遥

近年来袁 根雕已经从冷门类别慢慢转入收藏热门的
行列中袁甚至进入了拍卖市场袁价格更是逐年递增袁升值
潜力极大遥 懂行的人都知道袁收藏根雕投资比较大袁需要
强大的资金支撑袁并且它的升值速度较慢袁适合长期投资
而非短线持有遥

大气美观的野根雕茶几冶尧品相精美的野根雕摆件冶正
逐步走入家庭袁随着物质生活的提升袁精品的根雕饰品以
其独到的魅力正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遥 相对书画尧瓷器
等其他藏品袁根雕售价相对更容易让人接受袁这也是根雕
作品兴起的主要原因遥

音市场渐热
我国的根雕艺术品曾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后红极

一时袁价格步步高升遥尔后袁由于种种原因袁野根雕热冶渐渐
冷却袁根雕市场进入潜伏期遥 近年来袁随着收藏氛围逐渐
浓厚袁根雕市场也随之兴起遥 目前袁在桂林形成了国内最
大的根雕市场袁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有根雕交易市场遥

在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新加坡袁 也形成了巨大的根雕
收藏投资市场袁每年袁通过交易都有数以千计的根雕作品
流向海外遥 在德国袁一件国内标价 1万元左右的根雕甚至
可以卖到 2万~3万马克袁几乎是国内售价的 10倍遥

音独具魅力
根雕作品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袁不存在赝品遥 天然的

根尧修饰越少尧根型越奇特袁投资价值越高遥 但不是所有的
根雕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袁据了解袁在几万件中才可以挑出
一两件精品袁可以说是万里挑一遥

目前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根雕藏品一般是由红木所
制袁由于它的色泽比较鲜艳袁木质上乘袁雕刻出来的作品
往往比较美观袁 并且红木所制的根雕作品在售价上也符
合大众消费水准袁因此在市场中很受欢迎遥

音成为野时尚冶收藏品

据了解袁 目前在我市袁 根雕艺术品的购买力尚显薄
弱袁消费人群主要集中在市区边缘袁其中崂山区的消费者
比较多遥 这主要是因为市郊的根雕爱好者相对集中袁收藏
氛围比较浓厚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袁 艺术品逐渐走向市
场化袁根雕也是如此袁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中遥 根雕艺术
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袁它的每件作品都是孤品袁这就意
味着每一件天然根雕作品都将有可能成为绝版艺术品遥
不少懂行的人正是看中这点袁 不惜高价购买少有的根雕
产品进行收藏袁等待升值遥

如今很多人都跟风袁盲目投资所谓的艺术品袁但常常
分不清哪些门类具有收藏和投资价值遥 现在民间收藏市
场上有一些自然主义崇拜者袁 他们总以为纯天然的东西
要优于后期人工创作的东西袁比如树根长得奇形怪状尧造
型独特袁 但实际上说树根造型像什么只是人们发挥主观
想象附加在了形态各异的天然树根上袁 仅仅是自己一厢
情愿的个人偏好而已袁这并不会被理性的市场所认可遥

首先袁它是可再生的袁因为植物每年都在繁殖袁尤其
在山区石缝里长的树根千奇百怪袁随处可见曰其次袁缺乏
历史和文物价值曰最后袁没有工艺价值袁这些天然树根大
多没有人为创作的痕迹袁有的仅仅略加修饰袁区别于以天
然材质为对象进行艺术再创作的纯粹雕刻的艺术根雕袁
远远达不到艺术品的要求袁自然不具备投资收藏潜力遥

话说回来不论是天然形成袁 还是后天经过人工精心
雕琢袁都具有它独特的魅力袁值得收藏袁只是价值的高低
而已袁只要收藏之量力而行即可遥 林文

毕业几年有才有财的年轻人袁刚
有了一定的积蓄袁 但理财的相关专业
知识却十分薄弱遥为什么要理财袁不了
解曰有什么理财方式袁不知道曰该如何
理财袁不清楚遥

1
毕业几年了袁 工资已经不像刚毕

业那会一样抓襟见肘了遥 身边的朋友
和同学都已经开始有存款了袁 少至几
千袁多至几十万遥

目前袁P2P 行业进入备案的冲刺
阶段袁前景一片迷雾遥余额宝又是步步
限购袁 纯靠那点利息也赶不上通货膨
胀遥数字货币动荡不安袁前一秒才听说
谁成了富翁袁下一秒又成了负翁遥股市
又把握不准袁追涨杀跌亏得一塌糊涂遥

毕业几年有才有财的年轻人袁刚
有了一定的积蓄袁 但理财的相关专业
知识却十分薄弱遥为什么要理财袁不了
解曰有什么理财方式袁不知道曰该如何
理财袁不清楚遥

作为一个在互联网金融行业混迹
的年轻人袁我袁财小妹袁决定用自己的
理财经验来谈谈如何打理你的存款遥

2
很多人对理财是一头雾水袁 往往

面临了几大问题院
1尧为什么要理财钥
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袁有钱就花曰钱

不够的话袁就刷信用卡遥 对于未来袁是
否要结婚生子没有打算袁 是否要买房
买车没有计划遥一遇到突变袁没有钱了
才惊慌失措遥

2尧有什么理财方式钥
P2P正在备案阶段袁 币圈动荡不

安袁余额宝控制限额袁股市起起伏伏袁
银行利息太低袁对于这些不安因素袁一
知半解袁不懂得判断遥

3尧 该买什么理财产品钥
工作忙是我们的一个共性袁 特别是互联网企

业的一些朋友遥 除了我这种本身就是在互联网金
融行业混的人袁会研究 P2P的标的尧资产之外袁相
信大部分人还是随大流袁 看见别人买什么理财产
品就跟着买遥 没有自己的判断袁也就容易中雷遥

我们每个人爱钱的本质袁只是追求更舒服尧更
自由的生活遥 如今的生活袁 很多人有莫名的焦虑
感遥怕一丢了工作就没钱吃饭袁怕一遇到生活突变
却无能为力袁 怕无法面对年龄身份带来的种种责
任遥

记得我刚踏入互联网金融行业之前袁 完全没
有理财经验袁一是觉得自己没钱理什么财袁二是不
知道怎么理财遥 在行业的耳濡目染之下袁才发现院
有钱没钱都可以理财袁理财会给你带来安全感遥

所以在理财之前袁大家都要有几个意识院
1尧投资理财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曰
2尧理财重在规划袁最好的理财时机是现在曰
3尧理财经验来源于学习和积累曰
4尧不要幻想一朝致富袁要脚踏实地遥 杜芳

潜力无限大的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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