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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崔譯文譯文，，溫州大學城市學院溫州大學城市學院1313金融金融
本本11班的大二學生班的大二學生，，受父親影響受父親影響，，

他很早就了解並喜歡股市他很早就了解並喜歡股市，，當他年滿當他年滿1818
周歲那年便去開了股票賬戶周歲那年便去開了股票賬戶。「。「那時我那時我
還在讀高中還在讀高中，，開了股票賬戶後就用自己開了股票賬戶後就用自己
11萬元左右的壓歲錢投入股市萬元左右的壓歲錢投入股市。」。」崔譯崔譯
文說文說，，正是出於對金融的喜歡正是出於對金融的喜歡，，家在四家在四
川成都的他高考後毅然選擇了溫大城市川成都的他高考後毅然選擇了溫大城市
學院金融專業學院金融專業，，之後便開啟了更為專業之後便開啟了更為專業
的炒股之旅的炒股之旅，，且還得到了長輩的支持與且還得到了長輩的支持與
鼓勵鼓勵。。

寢室夜談常成股市分析會寢室夜談常成股市分析會
在長輩的支持下在長輩的支持下，，崔譯文目前投進股市崔譯文目前投進股市
的資金有的資金有3030餘萬餘萬。。當然當然，，在崔譯文不斷地在崔譯文不斷地
投入中投入中，，發現自己身邊炒股的同學也越來發現自己身邊炒股的同學也越來
越多越多，，他說他說，「，「這個新學期開學以來這個新學期開學以來，，感感

覺身邊同學們最大變化便是大家都不太睡覺身邊同學們最大變化便是大家都不太睡
懶覺了懶覺了，，都在炒股都在炒股，，一到時間就要看大一到時間就要看大
盤盤。。拿我們寢室拿我們寢室66個人個人，，以前就我一個人以前就我一個人
炒股炒股，，現在總共有現在總共有55個人都在炒股個人都在炒股，，寢室寢室
夜談經常成了股市分析會夜談經常成了股市分析會。」。」

炒股盈利組投資理財公司炒股盈利組投資理財公司
與崔譯文相似與崔譯文相似，，該院期貨班的大四學該院期貨班的大四學

生程凱星亦是高中便接觸股市生程凱星亦是高中便接觸股市，，目前已目前已
有有55年多股齡年多股齡。。據程凱星透露據程凱星透露：「：「我在我在
高三那年入市高三那年入市，，那時還未滿那時還未滿1818歲歲，，是拿是拿
着老爸的身份證去開的賬戶着老爸的身份證去開的賬戶。」。」他也從他也從
日常積累的零花錢起步日常積累的零花錢起步，，並利用炒股的並利用炒股的
盈利盈利，，和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投資理財和幾個朋友成立了一個投資理財
公司公司。。
目前目前，，尚未畢業的程凱星已是溫州義尚未畢業的程凱星已是溫州義

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利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專為個人專為個人

或企業打理資金或企業打理資金，，其中包括幫助客戶資其中包括幫助客戶資
金在股市或基金中獲利金在股市或基金中獲利。。據其老師介據其老師介
紹紹，，不久前不久前，，程凱星便為一企業打理着程凱星便為一企業打理着
超超11,,000000萬的資金萬的資金，，現在程凱星的同學現在程凱星的同學
也開始管他叫程老闆也開始管他叫程老闆。。

大學鼓勵實戰激發創業熱情大學鼓勵實戰激發創業熱情
溫州大學城市學院金融分院院長楊福溫州大學城市學院金融分院院長楊福

明表示明表示，，他們分院共他們分院共11,,400400多名學生多名學生，，
目前有目前有5050%%以上學生都已開通證券賬以上學生都已開通證券賬
戶戶，，而這個比例在開始上證券專業課的而這個比例在開始上證券專業課的
大三更是達到了大三更是達到了7575%%。。這一現象的產這一現象的產
生生，，一方面是學校本身長期致力於證一方面是學校本身長期致力於證
券券、、期貨期貨、、期權期權、、黃金黃金、、外匯投資等專外匯投資等專
業教學業教學，，經常讓學生在經常讓學生在「「金融創新實驗金融創新實驗
室室」」進行模擬交易和投資分析進行模擬交易和投資分析；；另一方另一方
面則是學校還連續面則是學校還連續77年舉行模擬炒股及年舉行模擬炒股及

連續連續22屆進行炒股實戰競賽屆進行炒股實戰競賽，，使學生對使學生對
股市有了充分地了解股市有了充分地了解。「。「作為金融專業作為金融專業
的學生的學生，，我們不僅允許他們投身專業實我們不僅允許他們投身專業實
踐踐，，而且期待更多像程凱星這樣的同學而且期待更多像程凱星這樣的同學

借 用所 學 而創借 用所 學 而創
業業。」。」

溫大城市學院金融分院現有
金融學、經濟學（金融理財方
向）兩個本科專業，其中金融
學專業是浙江省首批新興特色

建設專業。為了提高在校學生的專業實踐能
力，學校不僅設立有「金融創新實驗室」和
「商業銀行綜合業務實驗室」，開展證券、
期貨、期權、黃金、外匯投資分析和模擬交
易實驗，還通過「金融特色班」安排每位學
生走進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財富管
理公司及浙江期貨行業、溫州市小額貸款公
司、溫州市融資擔保行業等進行專業實踐。

與金融機構合作辦學
同時，學校還與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展合作
辦學模式，不僅將班級直接冠名為「浦發
班」、「農行班」等，且直接由冠名的金融
機構派專業人員授課。依托行業協會支持，
金融分院與浙江省期貨行業協會合作舉辦的
全國首個「期貨訂單班」目前已開辦2屆，
2015年6月，首屆28名訂單班學員即將走上
期貨行業崗位。

人才質素獲社會認可
溫大城市學院金融分院院長楊福明表示，

金融分院的人才培養質量近年來已經得到社
會的認可，辦學十幾年來，已有1,500多人到
銀行、證券、期貨、投資等金融機構工作。
根據教育評估機構麥可思數據有限公司2013
年的評估報告，金融分院2012屆畢業生就業
競爭力指數為97.2%，畢業生就業現狀滿意度
指數為70%，兩項指標在城市學院各專業分
院中都是最高。

來自江蘇的朱宏還是金融
學大一的學生，但近期在股
市裡的收益已經翻倍。朱宏
說，他從小就看着外婆買股

票、買基金長大，對股市也特別感興
趣。比較有意思的是，在2007年上一
輪牛市的某天，他看到K線出現異
常，遂勸告外婆拋出，但外婆當時沒
有拋出而虧損。這戲劇性的一幕不僅
讓家人對他另眼相看，也同時大增朱
宏對股市的興趣。

冀覓資本市場激盪感覺
2014年，也就是朱宏18歲那年的

生日，他去證券公司開了賬戶，也開
始投入一些資金。出於對金融別樣的
愛好，朱宏高中畢業後一心選定溫
州，選定溫大城市學院的金融特色
班。到了大學之後，他就用之前投入
的錢買了股票。
「我到大學後買的第一隻股票是浙

江龍盛，因為看好它的未來，我持了
3個多月，而這股票也從15元多漲到
25元。」不過，朱宏與許多股民不同
的是，他不是為了賺錢而炒股，「其
實，我根本沒有炒股就是為了賺錢的
想法，而僅僅是尋找一種資本市場激
盪的感覺，更是學到炒股之外的東
西，甚至是為人。」朱宏說，他總共
投入5萬元，從去年至今已實現翻倍
的利潤，於是他就用這些錢給母親、
自己買禮物，並用這些錢去旅遊或做
其他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一味地追
加和盈利。

看好內地期貨市場發展
「可能也是因為沒有那麼功利，我
持有的股票才有這麼高的收益。我炒
股的心得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
被外界的聲音所干擾，堅持初心。」
朱宏表示，馬雲曾說「昨天很殘酷，
今天很殘酷，但是未來很美好，可是

很多人就是死在了今天的晚上。」
就未來而言，朱宏說不會做股票而

是期貨，他認為牛市風頭過後，證券
行業會出現一定飽和，而今後期貨行
業會有空缺，應該提前抓住機會。因
為內地期貨剛起步，還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

今年讀大三、經濟專業的李莉，出身杭州余杭的一個工薪
家庭，在進大學之前對股市毫無了解，但現在的她卻從國家
政策到股市動態都已頗有見地，而且每天還在微博上分享炒
股心得，儼然職業的股市分析師。

李莉說，高考後因為家人的推薦，她當時填報了溫大城市學院金融
分院。在到學校之前，她對經濟和股市幾乎一無所知，也從未想過要
在如此具有風險性的股市中搏擊。但是當進入大學後，不僅有專門開
設有關資本市場的相關課程，而且還有炒股的模式試驗。「去年11
月，學校開了風險投資學，此時老師也建議我們實盤操作，而此時也
恰逢牛市到來，我就將3,000多元零花錢投入其中。」

撰寫股市語錄分享見解
「我買的第一隻股票是天津港，是一

帶一路概念。」李莉透露，小有盈餘
後，今年她繼續將壓歲錢投入其中，截
至目前總投入約 2 萬元，盈利 60%左
右。現在，李莉每天會撰寫自己的股市
語錄，分享股市見解，還積極參加校外
老股民的分享會。
如今就連家族親戚也會忍不住找她打聽

股票信息。「我只是在自己的風向範圍內
操作，而且我認為即使將來不從事這方面
行業，作為一名家庭主婦，她也需要這方
面的知識，可以進行家庭理財。」李莉表
示，炒股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聽見甚麼
就是甚麼。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那才
會真正提高自己的投資理念。

1988出生的唐晟4年前才
從溫大城市學院畢業，但現
在他已是在全國擁有多家分
公司、資金流超億元的多家
資產管理公司老總。據了
解，唐晟創業的成功源於他
炒股的經驗，而現在的創業
依然與股市密不可分。

唐晟的家境不錯，爺爺是官員，爸
爸是商人，從小到大他從沒有為衣食
擔憂過。然而，幸福的生活卻一次次
被股票「打攪」。1990年，隨着企業
股份制試點在全國走熱，股票買賣也
逐步活躍，唐晟家中多人都加入了炒
股大軍。股市上揚的時候，家裡人都
樂滋滋的，然而，一遇到大跌，父母
之間就會因為各種小事而起爭執。
從那時起，唐晟就在心底埋下了金

融種子。在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唐
晟毅然選擇溫大城市學院金融與證券
專業。從大一開始，他就再沒有向家
裡要過生活費。他偷偷在大學校園裡
賣被子、電話卡，還在大學生創業園
開過家教諮詢公司。除了日常的生活
開銷外，懂得精打細算的他還存下1

萬多元。

用積蓄和學費投身股場
大二那年，唐晟瞞着家人，拿着1

萬多元積蓄和家裡給的1.8萬元學費
進入股市。學校老師每隔兩三個月就
催他繳學費，每次他都以家庭困難為
由推脫。那時，他幾乎每天逃課，把
全部精力都放在股市上，很快變成了
炒股老手。學費一直拖到大二快結
束，炒股意猶未盡的他才退出，3萬
元本錢淨賺2萬元。

大賽奪冠獲投資者青睞
2009年下半年，還在讀書的他報名

參加了全國大學生股指期貨大賽，並
一舉奪得溫州地區的冠軍。因為成績
突出，一名投資人看中了他，想讓他
代理操作股票。最初，投資人給了唐
晟50萬元讓他試試，一個星期後，他
全倉持有的一隻股票連拉2個漲停
板。之後，投資人便放心地把300萬
元全權交由他打理。成績最好時，唐
晟將300萬元做到了1,100萬元。
同期，五六家證券公司也向唐晟拋

出繡球，最後他選擇了西南證券，利
用公司的平台認識了很多投資人。經
過一定時間的積累後，2011年，他創
辦了溫州市紅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此後又創辦了溫州富爵投資管理有限
公司和上海灃唐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
司，並相繼在杭州、紹興等全國30多
個城市開設分公司，特別是上海灃唐
金融公司還抓住互聯網+的機遇，以
網絡P2P為客戶提供基金打理、資產
配置、股票配資等現代化服務。

溫州「炒股大學」
牛市之中，股票不僅成為人們投資理財的重要渠道，股市亦成為人們熱

議的話題，這種現象也出現在高校學生之中。在溫州大學城市學院金融分

院裡，學生炒股非常普遍，據不完全統計，該分院一個班級有近半學生在

炒股，大三整個年級證券開戶學生數達到75%。學校本身設置證券期貨等方面的專業教學，而且鼓勵學生投身實

踐。據了解，有學生不僅利用壓歲錢、零花錢炒股盈利，在離校前開起投資理財公司，且有該校畢業生利用學校

所學，現已成為在全國擁有多家分公司、資金流超億元的企業老總。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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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進大學之前對經濟
及股市毫無了解，但現在
的她每天在微博上分享炒
股心得，儼然職業的股市
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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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大學城市學院的「金融創新實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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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炒股中學習人生哲理
■■朱宏稱根朱宏稱根
本沒有炒股本沒有炒股
就是為了賺就是為了賺
錢的想法錢的想法，，
只希望在炒只希望在炒
股中學習人股中學習人
生哲理生哲理。。

■唐晟4年前才從溫大城市學院畢
業，但現在他已是在全國擁有多家分
公司、資金流超億元的資產管理公司
老總。

■■溫州大學城市學院的溫州大學城市學院的
「「金融創新實驗室金融創新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