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超老师学员前三甲模拟盘操作心得大揭秘——亚军篇 

 

 

上周末我们收到了模拟盘亚军学员熊晖寄送过来的长达 14 页的来信，信中详细记述了这位

学员自入市以来，一路的学习成长过程。记述之详尽，思考之深入，让朱超老师及团队们都

非常钦佩！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熊晖同学在本次的模拟盘比赛中以两个月总账户 57.7%的

盈利夺得榜眼！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熊晖同学这篇堪称自传的操作心得。 

 

 
（图为熊晖同学寄送来的来信手稿原件） 



小朱老师，见字如面： 

 

时光如梭，转眼间基本面课程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独自上路，心中

难免不舍、伤感。“多情自古伤离别”，最近过往的一幕幕常常在脑海

中闪现，于是深夜提笔留下些许回忆··· 

 

我之前的人生走的都很常规、平稳，小学、初中、高中成绩中上，大

学是普通的一本，毕业后因选择留在家乡，所以很容易的进入了政府

机关工作。平常没事打打球、看看电影，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和追求。

本以为生活也就如此了。但 2015 年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这

件事说来还挺不好开口的，简单讲就是一个我从小看不起的亲戚创业

成功，他的公司成功上了新三板。从小我俩就经常被大人拿来比较，

而他总是那个被批评的人。没想到十几年后的我们俩完全调了个个，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无法接受，无法接受如此平庸的自己。由于从根

本上讲他们家就是从资本市场发家的，所以清醒过来后，我决定进入

这个在大家口中如此具有魔力的地方。 

 

我是 2015 年 6 月中旬进入资本市场的，现在来看当时大盘已经由牛转

熊，但那时进去只觉得那只暂时性的下跌，是进场的最好时点。尤其

是在 7、8 月份，办公室里的很多市场老手都返场交易后就更加坚定

了我的这一想法。在 7、8 月的那种特殊行情下，没有任何方法基础

的我浑然不知风险为何物，但也许也正是接住了这种新手的运气，我



连续成功的做了江南化工、莱茵体育、云南白药等个股。一度认为资

本市场也不过如此。最后在中洲控股这支个股上，我终将所有的盈利

都还给了大盘。而 8 月以后的操作更是惨不忍睹，幸好当时的大部分

收入都在还银行的房贷，不然 10 年工作的辛苦也就全白费了。 

 

我是在 15 年的 11 月底接触到益学堂的。这种“股市有风险，入市先

学习”的理念我很是认同。但是毕竟不是知根知底，所以观望了一段

时间。最后觉得价值投资才是王道，又只有小朱老师的课程涉及基本

面，所以报了 12 月季课的笑倾城。一开始上课教的是简化波浪的技

术方法，其实我还挺反感。在上学时期，我也接触过投资方面的书籍，

那时对技术方法很是反感，尤其是波浪理论，大学里面所谓的“专家”

一人一套说辞，关键是他们自己做的也不怎样，还特别喜欢哗众取宠。

但没办法为了后面的基本面课程只能忍着。但是在多氟多的操作上，

彻底的将我击垮了，我也由此对技术方法的态度有了 180 度的转变。 

 

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技术方法的基础，虽然在上朱老师的课但也是非

常排斥接触技术方法，我的买入方法也很简单，如果看好一支个股，

只要它开始回调不再出大阴线我就进，所以我是在今年的 1 月 5 日就

买入了多氟多。结果买入后第三天就出了根跌停板，第四天小幅高开

后猛然下打，在接近 6 个点的跌幅时被吓出来，结果哪知道那时基本

上就是当天的最低点。因为很看好它，后面 1 月 12 日、13 日开始连续

出阳线后我又进场了，盈利也很不错，但是那时我经过前期股灾的打



击发誓不做短线，所以一直拿着。后面它涨了 20 个点后就开始回调，

关键是回调途中它几度出现跌停板，第一次还好忍着，这二次很勉强

没有卖，第三次出来以后，我已经处于亏损状态了，但是又不甘心，

所以在次日一看到反弹就将股票卖了一半。最后 2 月 1 日的那根近似

跌停板的走势又把我剩下的仓位洗掉了。结果基本上又是阶段性低

点！！！有了前两次打击后，虽然很不甘心，但还是心里发憷，所以 2

月 3 日再一次进场时仓位只是前期的一半。这个时候已经对多氟多产

生怀疑了，我在想也许有可能它已经到位了，所以在上涨途中的 2 月

5 日和 2 月 25 日的下跌又把我洗出去了，虽然这次没亏钱，但是我已

经受够了这种折磨，就没再买入了。结果后面多氟多的走势真让人窒

息！ 

 

（上图由助教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还原） 

后面我就一直在反思，最后发现其实基本面和技术面缺一不可，如果

只有基本面，就算看的很准，但是如果时机掌握的不好，不仅不能买

在一个好价位，而且连续操作上的失利会反过来影响你对基本面的判



断。敢情从一开始我就是个股市小白。了解到这些之后，我就开始恶

补朱老师笑倾城的技术课程。发现如果没有对技术面的偏见，我根本

就不会在之前的时点操作多氟多，因为当时晴天线中轨趋势都是向下

的；而之后的主升机会我也绝不会错过！ 

 

觉悟到这点后，因为觉得自己技术面欠债太多就继续报了朱老师 4 月

波浪季课班。在波浪季课还没讲到 3 浪的分类以及买卖前，应该是 4、

5 月（抱歉朱老师，事隔时间较长有些操作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

用笑倾城战法操作了云南能投、江苏索普、安纳达、新宙邦等个股，

都是化工板块，用的也都是晴天线回踩买点的方法买入、跌破晴天线

上轨卖出，赚的不多，但基本上亏损能控制，没有大亏过。 

 

然后就是 4 月的波浪季课，从上第一节课起我就仿佛走进了一个崭新

的世界——原来还可以这样看走势，原来走势真的是有规律的，原来

技术方法确实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在第一节课，朱老师就像是画了

一张波浪学习的世界地图，让我们知道自己现在大概所处的位置，将

会去到一个怎样的终点，途中我们又将会遇到怎样的荆棘和怎样的风

景。那一刻的激动、喜悦和兴奋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能就像晓

冬老师说的那样吧，由于我是一张白纸，所以很多知识都能相对容易

的吸收掉，加上晓冬老师的耐心讲解以及每周的定时监督电话，所以

基本上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课后的一周内解决，进步也就很快。那个时

候，确定 1、2 浪我记得是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也是在晓冬老师的耐



心帮助下，通过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解说，让我明白的。后面到了

3 浪的延长浪和 4 浪的判定和也稍微遇到了点问题，不过这些问题都

得到了助理老师和助教老师的及时解答，也就没费什么功夫。但是 5

浪延长和 5 浪延长情况下如何提前判定 4 浪这块是一直没搞清楚，最

后听了助教老师的建议，暂时放下了这块内容，先画那些常规走势的

浪型。而这块内容也确实并不影响判断大多数当下走势情况和决断操

作。最后直到得到晓冬老师解答基本面季课波浪试卷的答案时才恍然

大悟，那个时候我对波浪理论的理解也进入了另一个层面。 

 

上完 4 月季课已经觉得自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也算是因为自己

勤奋吧，那个时候只要看到 K 线图都会去画画浪型。所以到 8 月季课

开课时，对于画浪型已经相当熟练了，这点还得到了助教老师和晓冬

老师的赞扬。那时我也主要是针对基本面季课中基本面的知识点报的

课程，原本以为技术层面已经很不错，直到接触到调整浪的内容，才

发现自己是多么浅薄和渺小。这里先提一下老师们一直想知道的我的

操作情况。 

 

回想起来从开始接触到真正掌握波浪浪型的划分之后，基本上可以在

不同的级别操作时都做到最大限度控制亏损，回避被套，我依然清楚

的记得当时很骄傲的跟家人自豪的宣布“我是 A 股市场里新进小泥

鳅，谁都别想抓到我”！虽然说起来还挺幼稚、挺可笑的，但是即使

是现在想起来依旧会嘴角上扬，依旧能回忆起当时那种心情、那种愉



悦。 

 

但是实际操作中，这种进步并没有在我的资金账户体现出来。虽然不

会在出现大幅亏损，但从 6 月开始到 8 月，我的操作虽然有一两次盈

利很可观，但交割单基本上都是一般的盈利和小幅亏损，综合起来看

总账户浮动盈利最好的时候也就只有 16%。照理而言，那段时间大盘

整体走势向上，交易应该更容易才对，为此我很是不明理解。后来在

跟助教老师沟通时，才明白那时有几个非常大的问题：持有个股数量

较多、资金分散，没有固定下来的交易风格（时而在日线上做做、时

而在 30 分钟级别做做），对于大盘与个股之间的关系缺乏一个正确的

认识以及选股上有多大的欠缺。 

 

可以说老师说的真是一针见血！那个时候毕竟还在学习阶段，之前惨

不忍睹的操作经历还仿佛历历在目，所以买进个股时手数都非常少，

又经常盯在盘前画浪型，所以也非常发现一些形态不错的个股，不懂

怎么精选，又怕错过，所以买的个股数量会挺多。但这样，一来是没

有那么多经历去盯着它们，二来是虽然亏损不多，但由于份额小平摊

下来盈利也少！而没有固定的操作级别更加加大了卖出的难度，不同

的操作级别混在一起很容易反应不过来。还有就是那时我特别在意朱

老师对大盘的评价，一旦听说大盘风声不太对，就先跑了；但今年有

个奇怪的现象是大盘上涨时个股表现平平，但大盘下跌时反而不少个

股有所表现。朱老师对大势的判断很准，但我们都是在操作、买卖个



股，而非指数，所以如果跟随大盘的预期来做个股，不怎么盈利也是

正常的。此外，那时心态很浮躁，没什么耐心去等机会，也就是朱老

师收盘总结和课上提到一些可重点关注个股和板块如果没有在接下

来的几个交易日出现大阳线，我就不再关注，就这样我错过了像科恒

股份、文投控股、国企改革、北斗导航这样的好机会。也没有花太多

心思去下载和研究各大券商的最新研究报告，自己也没有总结有效的

选股的方法······这种种综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我的账户没什么盈

利。而后面在学调整浪的内容期间，我停下了实盘交易，连模拟盘都

只是为了检验方法小试了 2 次，主要在整理思路，明确接下来的交易

风格。等到调整的差不多，确定了中线交易的风格，也刚好到了 9 月

下旬，班级模拟盘比赛的前夕，于是也就拿这次模拟盘作为试验我自

己总结出的操作规范的试验场。这块我后面再说。（抱歉，话匣子一

打开好像就停不下来了~~~之前晓冬老师一直跟我电话沟通，但是毕

竟上班说这些很不方便也影响不好，就以这种方式来回复晓冬老师吧

~） 

 

上面是在调整浪那里把话题岔开了，那再说回调整浪。如果说学完浪

型划分，可以做主升浪，那么学完调整浪，只要有反弹你就可以做，

就更不用说反转了。据说班里很多同学都不能跟上调整浪的内容，我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调整浪在我这里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自

己学习时的秘诀就在于级别，明确级别是关键，之后有些如果还是画

不出细分浪型就算了，反正这么多个股可以选择，不需要在一棵树上



吊死。可能是之前浪型划分底子打的比较好，所以基本上级别确定后，

细分浪型也就按规则直接可以画出来，然后就是看有没有背离和衰竭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同学无法理解应该就是之前的基础没打好

吧。 

 

在学调整浪的过程中我就用模拟盘做了 2 只个股：步森股份和宏磊股

份（老师提到的交割单，我只能尽量找找看，能找到的我后面直接发

到晓冬老师的 qq 上）。现在来看它们都是中线股，步森股份能有 42%

的盈利，宏磊股份最高能有 69%的盈利。前者是 9 月 12 日买的，后者

是 9 月 5 日买的。可惜当时我只是想验证一下调整浪学的怎样，做个

反弹，基本上都是在累积到 20 多个点的盈利后就抛了。可以说这两

只个股的操作都很成功，我基本上都是买在了最低价位附近。但选择

它们和买的当时并没有想过中线持有，所以后面的盈利也就没抓住，

不过这不是我该得的吧。 



 

 

（上图由助教根据文章内容进行还原） 

有了这两次操作的基础，后面的模拟盘比赛我心里就基本上有底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 2 次操作的顺利后就觉得有底气是很肤浅的，也许只

是运气好呢。我承认这两次操作能有那么高的收益确实是运气，但它



们那部分的反弹收益我是很有底气的。因为那段时间我还复盘了很多

个股的走势，用调整浪的内容去分析，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这是有

底气另一大重要原因。 

 

然后到模拟盘比赛那段时间，我全部都是用的一种套路，调整浪终结

形态买入，日线持有，调整 V 字或主动卖出。模拟盘比赛期间，共操

作 9 只个股，分别是慈文传媒、廊坊发展、山东黄金、天赐材料、登

云股份、国农科技、佛塑科技、天马股份和云意电气。除了佛塑科技

出现了 5 个点内的亏损外，其他个股盈利均在 20%以上。其中慈文传

媒 10.94%（持有期间最大浮盈 22.64%），廊坊发展 47.91%（57.31%），

山东黄金 24.31%（24.52%），天赐材料 23.41%（30.23%），登云股份

25.5%（33%），国农科技 13.92%（23.7%），天马股份 36.12%（40.58%）

和云意电气 61.87%（64.33%）。其中山东黄金、天赐材料、登云股份

和国农科技是助教老师试卷中的题目，因为在做试卷时发现它们都临

近调整终结，所以后面在买点出来就把它们全买了。但是又怕这样有

搭顺风车之嫌，所以仓位都不多。所以这次我的主要盈利是来自于廊

坊发展和云意电气。买入慈文传媒是我老婆的原因，她是传媒界的，

平常的爱好就是喜欢追剧，刚好那段时间《花千骨》火的不行，有一

次在她的威逼利诱下，跟着她一起看了一个这部剧的幕后介绍，那期

刚好有不少的篇幅是在介绍制作这部剧的公司——慈文传媒！后面才

知道这家公司近些年来出了不少卖座的作品，像《老九门》、《花千骨》、

《华胥引》、《神雕侠侣》、《七剑下天山》、《小鱼儿与花无缺》、《射雕



英雄传》之类的。所以这家公司也就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时不时

的也会关注一下它的股价走势。刚好模拟盘开始前，我发现它最近这

次下跌接近终结，所以那时我违反了模拟盘的规则，在 9 月 19 日买

入了这支个股，早于 10 月 10 日，所以原本这支个股的盈利是不能算

上的，但那个时候我账户的其实资金都没有 100 万，所以老师们也就

破例了一次。这支个股虽然也基本上买在了低点上，但它上涨的速度

非常慢，跟蜗牛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规则是日线持股，所

以没到卖点，我也动不了。 

 

其他个股虽然涨得都不错，但是那时我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老师之前

指出的问题，还是犯了贪多的毛病，到 10 月 11 号时，我就已经买入

并持有了 6 支个股没基本上是满仓。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但就是控制不了，停不下来，这也是前期虽然每支个股交易都

不错但是总收益却不怎样的原因吧。幸好当时廊坊发展买的多，不然

平摊下来还是个位数的盈利。当时重仓买入廊坊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之

前我是看着它走出超强 3 浪的，映像非常深刻，那个时候虽然买不到，

但是知道像这种走出强势 3 浪的个股，后面的 5 浪即使衰竭涨幅空间

也不会小。做这种个股会非常踏实！天马股份的操作也与之类似。而

云意电气这块，我记得是用了朱老师刚发的新的选股指标——“黑马

擒龙”选到的 2 浪调整超级复杂的个股之一，然后当时朱老师又重点

提示了高送转这块的机会，而云意电气在 10 月 26 日又公告了 3 季度

业绩大增，所以最后选了它，重仓操作，不过后面能涨那么多真是出



乎预料，主要是靠运气吧，我从来没想过它后面的涨势有那么好！不

过这次交易让我尝到了基本面和技术面相结合的甜头，后面主要会往

个方向努力精进、发展，也希望朱老师后面能有新课程再带带我们熟

悉熟悉！ 

  

 

（上图为学员发来的交割单截图） 

 

 

 

（上图为学员发来的交割单截图明细） 

 



后面看到助教老师在 Q&A 里揭秘试卷出题思路时，才能体会到高中

时代物理老师说的那句“试卷其实是在考出题者”。所以其实操作了

这四只个股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知道为什么是这四只，它们上涨背

后分别是什么逻辑，以及在分析过程中能让答卷者用到哪些学过的知

识这是更高的境界。所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哪一

天我也能出试卷了，我想我应该就有能力独自上路了吧。 

 

卖点上，又数山东黄金和天马股份卖的最好，它们都是在涨停板最高

价的当天以涨停板的价格卖出的！11 月 9 日卖出山东黄金的原因有两

点，一来是其内部 5 浪已经到位，二来它哪天的涨停是受川普当选美

国总统的消息刺激。当利好出尽变是下跌。而天马股份是属于小级别

5 浪延长走势，空间已经到位，所以涨停当天也走了。不过如果是实

盘操作，恐怕卖的就没那么果断了。 

 

除了持股数量和仓位上的问题外，其实佛塑科技的操作很能反映一些

问题。其实佛塑科技的买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

在横向运动的，其实持续这么久，也没怎么涨就该卖了。结果持有了

这么久，最后还出现亏损，真是温水煮青蛙。 

 

最后总体而言，我对这次的交易还是非常满意的。最得意的地方在于

基本上每支个股的买点都很合理、都很成功！然后又听说这次拿得班

上的模拟盘比赛第二名的好成绩，真的很高兴，比实际赚钱还开心，



这相当于是对我和我的操作的认可！现在都有点飘飘然。不过在比赛

之初我完全没想过要去怎样拼搏、获得怎样的成绩，那时只是单纯的

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所学，可能也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吧，所以可以拿

住手中的个股。其他的，还真的没什么可以分享的了。其实我从小就

不算一个爱学习的孩子，但是自从上了朱老师的课后，我发觉自己好

像比上学时还勤奋，而且学得很快乐，每天都会因为自己的一小点进

步而高兴。 

 

关于录视频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我也很想去上海看看朱老师、

助教老师和晓冬老师，但是我在机关工作，一来不方便工作日请假，

二来不方便露脸.所以请你们谅解！等明年高温假时我再去上海拜访

你们吧！最后要再次感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课程，助教老师

和晓冬老师的答疑解解惑！后面朱老师如果推出新的课程请一定不要

忘记我，还是很留恋跟老师们比肩并行的感觉！ 

 

                                              您的学生 

                                              熊晖 

                                              2016.12.9 晨 

 

 

 

 



 

想听朱超老师揭秘波浪操作秘籍？尽在下周一（12 月 19 日晚 19:00 分享会） 

*益学堂所有结课学员皆可参与，进入方式同高级班听课方式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