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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才女当道

流行音乐是很大个“墟”，热闹多
了，此起彼伏多了总容易看花了眼。
其实仔细瞧瞧女性在流行音乐中的
势头消长也很明显。标榜个性才华的
多了，打着一张美丽面孔混混青春饭
的就少了；标榜为特色歌手的多了，
定位为玉女、梦中情人一类的大路货
就市场小了。不管怎么说，复杂的个
性的多元的女性特质能越来越多地
融入最普适而大化的流行音乐都是
一大进步。

早些年，说人是一个才女通常是
耻笑一个女孩子的惯用名词，当她既
不美丽又不贤淑，才干也只能是她
对外炫耀的唯一本钱。所以以前的
女歌手无论是比莉·哈罗黛，还是
琼·贝兹，无论是周璇还是齐豫，只
能以优质的嗓音充当作曲家的发声
机器。

好像也就是这么几年，无论是
欧美日本，还是港台内地，自己填词
作曲，抱一把吉他就兀自浅吟低唱的
音乐才女越来越多。在欧美，从探触
女人精神生活真相的、有行吟诗人之
称的 PattiSmith，到灵感丰沛、颇富
艺术气韵的KateBush，才女一派在
乐坛的崛起直接显示了女性对音乐
可能有的严肃执著，也是女性向音乐
最实质性的方向实现的内在开掘。

在台湾，从娃娃到黄韵玲，从王
新莲到陈珊妮，到被歌迷在网站上大
做广告曰“她喜欢美术，很有才华；她
向往自由，勇敢独立。可爱的萧亚轩！
别有风味的萧亚轩！”的少男杀手，歌

坛每年都有不同的才女出现，相比而
言，男创作人方面倒还是李宗盛包小
柏李思菘几杆老枪打天下，难怪有人
说，台湾的歌坛越来越女性化了。
从凸现美丽到凸现才华到标新

立异，新世代女性的心路倒是又走出
了好几程。

网络!男人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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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初问世的那几年，女性
上网就和猴子上网一样稀缺。在比特
和数字化DNA占统治地位的网络，
女性即使偶尔出现在聊天室，也会被
众多好色男咸湿一把。缺乏女性色彩
的关怀，网络曾一度成为男子汉在这
个世界上最后一片精神家园。可惜好
景不长，随着“傻瓜也上网”工程的普
及，女性以她们特有的坚韧不拔突破
技术的限制，开始抢夺网际帝国的话
语权。
于是可以看到的网络图像是：女

性如今已经不再孤立，聊天室里孤身
入虎口被侵犯的往往成了男性。在现
实生活里不能纾解的种种对男人的
怨毒现在终于可以发泄在网上。在广
州，年龄在 20岁以上的小姐受到
15—20岁少男们的热烈追捧。一位
23岁的凌小姐周末晚上上网一个小
时不到，就被至少12位年龄在15—
20岁之间的男网民“加为好友”。很多
男生表示，他们欣赏网上姐弟恋最主
要的原因就是很享受对方对自己的
宽容和关爱。
随着愈来愈多的女性网站出现，

除了两性关系、健康和美容等女性网
站常见的议题，如何让自己与众不同

来吸引新的访客是许多亚洲女性网
站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台湾，女性
网站粉红电子报(www.shesay.com)
推出了一个好玩的养男人游戏，让女
人可以上网挑一个虚拟宠物男人来
养，一个月之内，来自希望养男人的
女人和渴望被养的男人的要求挤爆
了粉红电子报，仅仅头两个月就已经
有六千个男人登记希望被养。现在这
个网站上有一万三千对大女人和小
男人，而男性会员就占了这个女性网
站的30%。尽管这个网站的创意受到
了来自于卫道士们的攻击，《亚洲华
尔街日报》却推出一篇特别报道鼓励
这个新创意，称它为亚洲女性网站的
成功范例。
一位早先参与创建中国首批门

户网站的网坛大佬在惨遭几位女网
民戏弄后说，想不到短短几年的时
间，网路就已经变男上女下为男下女
上了。

电子游戏!被误读的女性

电子游戏在上世纪90年代初登
陆内地，立刻成了男人的玩物。其内
容设置自然专扣男人的穴位：要么是
坦克飞机你撞我、我撞你，要么就是
端起机枪扫射。偶尔出现个把女性，
准是预备给英雄救美的。后来进化
了，男人在游戏里不只是木偶了，有
感情了，但感情的方式却仅仅只限于
发泄。一款原名为PantyRaider的游
戏竟然译为《脱衣救地球》，实在是风
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个粗俗的名字其
实很真实地说明了男性化的电子游
戏世界———荒唐、极具讽刺性，当然

还有色情。是不是男人的世界越来越
小，不得不到游戏中去意淫？
劳拉出世了，成美娜穿着时时能

让人窥到内裤的长衫挥舞大刀，龙女
则非常具有超前意识和后现代头脑
地开始了中世纪的服装革命：内衣外
穿。毫无疑问，这是对这世界上所有
女人的极大侮辱———虽然她们并没
有行之有效的反抗方式。但是没有人
规定游戏公司就一定要发售严肃作
品。那些所谓同内衣厂商合作之类的
很明显都是一些欲盖弥彰之辞，

就好像日式H-Game里用尽一切荒
唐的理由和不管合理不合理的借口
来满足男主角和男玩家的需要一样。
但是就连男人也说了：制作这种游
戏，只能说明公司决策层有多么失
误。
你没有看到女孩子们在玩 DF、

SC吗？韩国使用三星的17寸液晶显
示器进行游戏玩家比赛，挑战者是从
近百名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高手，
那些一个个标榜“要成为大韩民国男
人！要成为游戏的霸主！”的韩国高手
们，居然纷纷落马在一位叫做Kan-
gEnuJu的“游戏专家”手里。而这位
一头栗色长发，极具女性魅力的漂亮
妹妹，一边用两个DT悠闲地砍着对
手几乎只剩两只GateWay基地里的
Probe，一边看着不远处一打龙骑士
和两架运输机在做好孩子保健体操，
而那时离游戏开始不过十分钟左右
而已。
如果女人也像男人那样无聊的

话，女人早就被钉死在“第二性”的耻
辱柱上了。

P2P这个水池子几乎可以和任何
投资品搭配使用，具体搭配方法，我
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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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炒股中使用网贷组合(P2P
与股票结合是最常见的组合，比较适
合对选股能力较为自信的投资人，可
以在股市处于高估泡沫阶段，清盘
资金到P2P锁定收益，然后在股市完
成一轮调整，有投资价值的时候，再
从P2P分批投资进入股市，这样可以
避开波动周期，获取跑赢市场的收
益水平。很多炒股的人其实在牛市
的时候都能赚钱，最难的就是离场
判断，即当指数已经在高位，理性上
已经知道风险大于机会，也往往存
有再赚10％就走的心态。现在，当我
们有了P2P这个备选方案以后，投资
人在面临这个抉择时更容易做出理
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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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波动型投资中使用网

贷组合(P2P几乎适用于与任何风险
波动型产品相结合，使整个投资组合
变得更稳健。例如一些选股能力不强
的投资人，可以把全部资金先投入到
年化收益率20％的P2P，然后用每月
1.5％～1.8％的利息收益分批建仓股
票型基金，这是属于基金定投的做
法，可以摊薄持仓成本和规避重大判
断错误被彻底套牢。若行情不好的年
度相当于减少了P2P配置的一部分收
益，不太容易伤及本金，大盘年跌幅
超过20％还是非常罕见的，而如果是
股市向好的年度，则会放大这部分收
益。

这种固定收益与风险收益型产
品结合的方式，能起到进可攻、退可
守的效果，基本不会出现一败涂地的
局面，可以给投资人留下对两个市场
进行充分学习了解和纠错的机会。此
方法除适用于基金，也适用于其他任
何收益波动型产品，可覆盖到更多品
种，例如贵金属，对应不同市场的基
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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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房产中使用网贷组合(

一个思路是在购买房产时，尽量减少
首付款，而把更多资金用于投资P2P，
其回报可以轻易覆盖月供，还能有一
定的收益结余。例如，购买一套100万
元的房子，若一次全款购入则除了居
住之外不会产生任何收益。如果采用
另一种方案，首付20％，再贷款80万
元，则月供6000元左右。而80万元投
资P2P哪怕是收益比较稳健的15％
年化收益平台，月利息也可达到1万
元，如对行业比较精通，还可投资
20％收益的平台，这样每月收益可达
1.3万元左右，以上方案的收益可轻
易覆盖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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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炒股融资融券中使用网贷

组合(这是一个进阶型的玩法，结合了
股票的融资融券业务。一般像我一样
炒股的同时也投P2P的人，有时会陷
入一种纠结。若全投P2P可获取稳健
收益，但会错过市场行情机遇，若全投
股市，赶上下跌的年度，不要说收益率
了，蚀本都是很有可能的。这样就会陷
入选择纠结中。因此，一些投资人尝试
两边均配置，这也是一种进可攻、退可

守的不错想法。今天要介绍的是利用
融资融券的规则，把这个攻守兼备的
方案更加强化的策略。
例如有100万资金，可以将50万

留在股市，然后融资50万购买股票，
年融资成本为8.6％，即年收益4.3万
元，而另外一半资金投入到20％收益
的P2P年收益10万，可轻易覆盖融资
成本。这样运作的好处是，若行情不
好的年度，P2P配置部分的收益在确
保供给融资成本的基础上，还能消化
本年发生5％左右跌幅的损失。而若
是行情处于比较好的年度，例如上涨
20％，收益则是20万股市收益加10万
P2P收益减4.3万融资成本，整体年化
收益率为25.7％。
这是一个比较激进和需要有一定

的投资经验、对杠杆和资金成本有良
好驾驭能力的人才能使用，并不建议
普通投资人盲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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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货中使用网贷组合(关于
P2P与期货投资的组合搭配，主要思
路是提高空仓沉淀资金的收益强化。
我们知道，在期货投资中，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仓位控制。在高杠杆的影响
下，任何一点点涨跌，都会造成巨大
的盈亏波动，因此一个成熟的期货投
资人，一般会通过持有更多品种来互
相对冲波动风险并且至少留50％～
70％的空仓资金来应对突发风险。
现在有了P2P这种收益中高、流

动性又比较好的产品，完全可以与期
货搭配使用。可以用30％左右资金持
仓，留20％左右资金备用，其余50％

资金投入到P2P平台中，让闲置资金
获取收益，即使半仓资金的年化收益
为15％～20％，也能胜过全部资金投
入普通理财产品的收益。
应该培养良好的纪律性，以保持

各部分资金的比例，如期货部分盈利
较高的时候需要抽出同比例到备用金
和P2P，反之如果期货部分亏损，则要
调用P2P部分资金来支援，以做到攻
守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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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炒股( 这是目前P2P
与其他产品结合中，比较激进的投资
策略。2014年的股市略有回暖，配资
业务就迅速火了起来，吸引了一大批
高风险投资爱好者。在大多数提供股
票配资业务的P2P平台上，融资成本
大概为月息1.5％～1.8％，即年化收
益率为18％～21.6％，这是一个非常
高的成本，也就是说，必须要在股市上
赚到年20％以上收益率才能跑平成
本线。会使用如此高成本工具的人往
往是看重其巨大的杠杆，很多平台可
以给予保证金5～8倍的杠杆，这样的
投资已经带有明显的赌博心态，不值
得鼓励。
说这是个赌博策略，是因为市场

上明明存在更合理的方案，如直接使
用融资融券放大1～2倍杠杆，只需要
年化8.6％的利息，成本和风险就能保
证在可控范围内了。另外如果真的对
判断力有足够信心，可以直接投资股
指期货，这样也能让资金起到8倍杠
杆的效果，而且不用承担20％左右的
资金成本，大大降低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