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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年花开月正圆》

学孙俪实现财务自由
□记者 王乙乔

核心提示 |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完美收官，观众意犹未尽。除了
被“国民娘娘”孙俪圈粉，此剧的女主周莹励志创业、振兴吴家东院的智慧和
毅力，也深深感染了观众。将一个行将倒闭的商业大厦建成商业帝国，周莹
对于财富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判断力贯穿整部剧集，也是编导匠心所在，
值得我们借鉴。追剧同时，小编总结出周莹的理财之道，以飨读者。

开源节流+开拓市场

实现你的财富增值

嫁到吴家后，周莹不像养父
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不
断“捞金”，勤俭持家，从不大吃大
喝 任 意 挥 霍 ，把 钱 都 用 在 刀 刃
上。所以，想开源，必要先节流，
适度消费是理财的第一步，珍惜
钱包里的每一分钱。股神巴菲特
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节俭和储蓄的
习惯，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到
储蓄的重要性，反对奢侈浪费。
他曾以“节俭”来命名座驾，一辆
2002 款老式林肯。
所以，特别是对创业初期的
人来说，量入而出，尽早积累第一
桶金尤为重要。一定要牢记这个
公式：收入-储蓄=消费，而不是
收入-消费=储蓄。
吴家父子故去后，周莹开始
从吴家东院的盐商生意入手重振
家业。靠着原始资本，又将生意
扩展到了蚕丝、棉花、茶叶等多个

领域。因为之前看到了吸鸦片的
悲惨下场，周莹毅然决然地放弃
了 种 罂 粟 这 个 项 目 ，改 行 种 棉
花。周莹没有吊死在一个领域走
到黑，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做生意，
在多个领域开花。
此举正如投资理财的分散投
资法则，注意行业分散、平台分
散、风险分散、期限分散四大要
点，把有限的资金分散在不同行
业和平台，对资金进行灵活配置，
能赚取更高的收益。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在一
次风险事件中导致资产巨大损
失，就是我们说的“鸡蛋不要放到
一个篮子里”。像储蓄、基金、炒
股等，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
应适当选择适合自己的几种理财
方式，灵活配置，使财富不断增
值。

尽你所能，搭上最大最好的平台
剧中刚开始，周莹只是个江湖骗
子，既卖艺，也行骗，父女俩最常使用
的是“卖身局”。所谓“卖身局”，就是
周莹“卖身”到大户人家当丫环，父亲
周老四得钱后，周莹再跑路。但是。
周老四这个平台实在太小，周莹纵有
赚钱天赋，也必须先依赖骗术填饱肚
子。但也恰恰依靠这种“卖身局”，周
莹进入了大商贾吴家，机缘巧合，竟
成了吴家少奶奶。
秦商吴家乃当地名门望族，富甲
一方，且与朝中左宗棠关系密切，可
谓财大势大。吴家这个平台，有钱，
人脉广，注重培养经营人才，周莹旁
听学习，再加天资聪颖，渐窥经商赚

钱 理 财 的 门 径 ，充 分 施 展 出 她 的 才
华，成了一代女首富。所以说，如果
没有进入吴家，还是在街头卖艺，周
莹不可能施展她在经商方面的才能，
如果不借助吴家的财富和民间影响
力，
也不会成就一代
“女财圣”
周莹。
让财富增值，实现财务自由是许
多人的梦想，信息时代，每天获得的
信息变化多端，投资稍有不慎，辛辛
苦苦积攒的财富就会烟消云散，一夜
回到解放前。所以，选择一个专业、
靠谱的信息和服务平台尤其重要。
财务自由是很多人的理想，但实现者
却寥寥。像周莹那样去选择更高更
大的平台才能助你财富逆袭。

眼界格局，决定你能走多远
在当丫环时，周莹进东院扫
地，碰巧学到了“一贵一贱，极而
复返”，进而领悟到了这句话里蕴
含的经济规律。她认为，
“任何商
品的价格到了顶端，它都会自然
回落，落到地下它还会弹起来。
任何商品的价格到了极点，都会
反复的。卖的东西的价格不会一
直上涨，涨到某个点它一定会下
跌，但也不会一直下跌，跌到某个
点它一定也会上涨”。
周莹学到的，是经济学里最
基本的定律——价值规律。这套
关于现货商品价格涨跌的立论，
对股票市场同样有效。任何一个
品种，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货价
格，无限制上涨或者下跌。在基
本面、技术面和资金面等综合因
素的驱动下，价格才产生波动，出
现涨跌，才形成价格规律。找到
价格的临界值，在保证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做好止盈和止损的计
划，最大限度落袋为安才是交易
的重点。那些不去追求高利润的
稳健交易者，降低了交易目标，一
年一年实现复利，不断积累，实现
了稳定盈利。
相反有些投资者心态浮躁，
全天盯盘，不管手续费多少，高频
交易，恨不得抓住每个机会，忙着
筹钱，忙着加仓，随时准备着暴
富，而资金管理却不完善，抗风险
能力差，一遇到大幅振荡行情就
扛不住，
最终爆仓出局。
执掌吴家经营大权后，周莹
最漂亮的一场商战，便是实施“以
丰补歉”，囤积 80 万斤棉花，一举

垄断了关中的棉花市场。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变动。在
需求恒定的情况下，如果粮食歉
收，供给减少，粮价自然会上涨，
但如果粮食丰收，供给增加，粮价
也必定会下跌，这便是“谷贱伤
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
外部力量介入，如政府。在丰年
粮价便宜时，政府以略高于市价
的价格集中收购，小赔上一笔，等
到歉收粮价上涨时，再以当时市
价卖出，填补之前的亏空不说，还
能 赚 上 一 笔 ，这 就 叫“ 以 丰 补
歉”。事实上，早在春秋时，管仲
便提出了类似思想，并创立了“平
准”制度，周莹的这一妙招，想必
也是通过不断学习，向古人取的
经。
在完成对关中棉花市场的垄
断后，周莹底气十足，把棉花的价
格从此前的一斤 60 文，涨至最新
的一斤 120 文。为什么周莹敢于
涨价？因为通过垄断，她人为制
造了稀缺，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周莹对“老冤家”沈家二公子沈星
移，开出了 120 文一斤棉花的价
格，沈家要想获得棉花，只能接受
她的高价。凭借着垄断地位，周
莹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周莹在激烈的商战中脱颖而
出位居首富，并非偶然。来到吴
家后，无论是丫环还是大当家，周
莹都时刻保持着学习的状态。除
了天赋，平日不间断的学习和领
悟，观察市场规律，使得周莹锤炼
出非比常人的眼界、格局，方能于
荆棘中立于不败之地。

建行
“乾元”品牌理财产品
让您财富增值不间断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张一平
建行“乾元”品牌是目前建设银行
管理规模最大、交易活跃度最高的理财
产品。
该系列产品既有“极佳流动性、良
好收益性、现金管理高效性”的开放式
产品，如豫满添利、日鑫月溢、日日鑫高
等，也有“投资稳健、收益丰厚”的封闭
式产品，如豫富、共享、私享、开鑫享、众
享等，还有根据不同客群的资金特点量
身定制的专属产品，如建利宝、薪享通
代工专享、新人专享、资深客户专享、余
钱专享、尊享定制等，极大满足了个人

客户个性化、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当之
无愧地成为广大投资者的首选理财品
牌。
“乾元”系列理财产品专业化运作、
投资方便快捷、种类丰富，为不同风险
属性、不同流动性及收益性需求的客户
提供了良好的投资选择。在中国证券
报金牛理财网“金牛理财产品”评选中，
建行“乾元”系列理财产品荣获“金牛银
行理财产品”大奖，2017 年建行“乾元”
理财品牌获得“2017 中国财富管理品
牌君鼎奖”
“2017 中国权益类银行理财
产品君鼎奖”。

建行开展
“签到送流量，流量兑大礼”
活动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牛玉洁
建行手机银行推出以来，不断推陈
出新，服务项目现已涵盖金融及非金融
服务，拥有超过 2.5 亿用户。手机到手
机转账、跨行转账、快贷、速盈、理财产
品、账户贵金属、信用卡分期、公共事业
费缴费、话费充值等应用受到客户的普
遍欢迎。这不仅投射出建行对于未来
移动金融发展趋势的深度探索，也真正
体现了建行对“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的
充分聚焦与实践。
在发展普惠金融、回馈客户方面，
2017 年 9 月 20 日—12 月 31 日，建行面
向所有手机银行客户端用户开展主题

为“签到送流量，流量兑大礼”的优惠活
动。活动期间，用户通过手机银行活动
页面每日签到即可获得随机流量值，还
能参与游戏来抽取更高流量值。流量
值可直接兑换成实际的手机流量，或以
“流量+支付金额”的形式购买活动商
品，活动商品包括手机话费、星巴克电
子券、京东 E 卡、COSTA 电子券、滴滴
快车券、爱奇艺会员等，涵盖了娱乐出
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建行不断秉承“智慧、生态、协同”
的移动金融理念，在打造移动金融领航
者的同时，更是给客户回馈多重优惠，
让客户畅享建行手机银行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