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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从凯恩斯思想中提取关于投资与投机区别的内容袁并通过比较指出我国投资学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严

重的理论错误与混乱袁以期产生一定的思想纠偏作用遥 凯恩斯准确尧精炼地定义了投资与投机袁指出投资具有建设性

社会功能袁以及证券市场因便于投机而给投资造成障碍的深刻现实问题袁论述了投资与投机的策略与特征区别遥 凯恩

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袁对我国的投资学理论与证券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遥
关键词院凯恩斯曰投资曰投机

中图分类号院F830.59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4冤06-0047-06

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4 年 11月 第 12卷 第 6期

Vol.12 No.6 Nov. 2014

20 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尧现代宏观

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对投资理论做出了重大

贡献袁长期投资的经历渊担任过英国国民互助人寿

保险协会董事长及几家投资公司的董事冤使他的投

资思想扎根于投资实践的土壤袁因而更具价值遥 我

国投资学理论及证券市场建设急需从这种有价值

的投资理论中得到帮助与指导遥 本文从凯恩斯思想

中提取关于投资与投机区别的内容袁 通过举例尧比
较指出我国投资学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的理论

错误与混乱袁以期产生一定的思想纠偏作用遥
一尧投资与投机的定义区别

凯恩斯对投资与投机的定义是院野我用投机一

词来表示预测市场心理的活动袁而用从事企业一词来

表示预测资产的整个生命期间的未来收益冶遥 [1]渊P162冤淤

该定义揭示院投资与投机都是野预测冶的活动袁面对

未知的未来曰但两者预测的内容不同袁投资是预测

资产的整个未来收益渊分析企业价值冤袁投机是预测

市场心理渊市场行情冤遥
投资与投机的目标都是获利袁但它们的获利来

源存在区别遥 凯恩斯将野投机动机冶解释为院野相信自

己比一般人对将来的行情具有较精确的估计并企

图从中谋利遥 冶[1]渊P174冤这说明投机是企图通过预测市

场心理及其决定的市场行情而从交易中获利遥 投资

则是从野资产冶的收益袁即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中获

利遥 投机寄望于精明的交易袁投资立足于实际的价

值袁由此可见投资与投机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活动遥
凯恩斯也给出了与现行生产活动有关的野现行

投资冶的定义院野由于本期的生产活动而对资本设备

造成的添增的价值遥 冶[1]渊P69冤野现行投资冶是指本期资本

设备的增加值袁它与上述投资定义的含义野对资产

收益的长期预期冶并不一致袁但这种不一致是表面

的袁在凯恩斯的思想中两者是统一的袁正是根据对

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测才做现行投资袁即对资产收益

的长期预期决定现行投资遥 对资产收益的长期预期

更为基本尧具有决定性袁而本期资本设备的增加只

是它的影响结果遥 由此可见袁上述投资定义是一个

基本定义袁而野现行投资冶的定义是一个野次级冶定
义要要要对基本定义的必要补充遥

凯恩斯对投资与投机的定义具有两个重要特

点院一是强调投资与投机存在根本区别袁这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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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同时冶尧野并列冶地给出两者的定义袁突出两者的对

比曰二是准确尧精炼地界定了投资与投机袁抓住了两

者野预测冶的共同特征袁同时以不同的预测内容将两

者根本性地区分开来遥 这些特点使这一定义具有较

高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用性袁它也确实产生了广

泛影响袁 以致指数基金的开创者约翰窑博格对其给

出了高度评价院野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窑梅纳

德窑凯恩斯用清晰简洁的词语严格区分了投资与投

机遥 冶[2]

我国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叶证券投资

分析曳在首页给出的野证券投资冶定义是院野投资者渊法
人或自然人冤购买股票尧债券尧基金等有价证券以及

这些有价证券的衍生产品袁以获取红利尧利息及资

本利得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遥 冶[3]渊P1冤但该教材没有

给出投机的定义袁只是在第 107 页才出现这样的表

述院野有时也把短期投资者称为耶投机者爷冶遥 [3]渊P107冤该
教材 2011 年及之后的版本完全放弃了对投资与投

机的区分袁原本就极少的相关内容也完全消失遥 野十
一五冶国家级规划教材叶证券投资学曳从过程角度定

义了投资院野所谓投资袁 是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

程遥 冶[4]渊P15冤在解释这个投资定义的补充材料里袁才出

现野投机冶的定义院野投机渊Speculation冤是指根据对市

场的判断袁把握机会袁利用市场出现的价差进行买

卖袁并从中获得利润的交易行为遥冶[4]渊P16冤于与凯恩斯的

投资与投机定义相比袁我国投资学教材存在的最大

问题在于院没有给出投机的定义袁或者没有同时尧并
列尧野平等冶地给出投资与投机的定义袁说明其认为

投资与投机不存在根本性区别袁并且没有认识到只

有在对比中才能更深入尧 准确地理解投资与投机遥
在思想深处否认投资与投机的本质区别袁这是一个

重大错误遥
二尧投资与投机的社会功能区别

凯恩斯认为袁投资与投机在社会功能上存在重

大区别院投资具有生产性尧建设性社会功能袁而投机

不具有这些功能遥 因此袁投资创造价值袁增加社会财

富袁而投机则没有这些作用遥 盂

凯恩斯对缺乏建设性的投机提出了许多批评遥
他认为袁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投机大于投资袁就会严

重影响社会经济建设与财富积累院野如果投机者像

在企业的洪流中漂浮着的泡沫一样袁他未必会造成

祸害遥 但是袁当企业成为投机的旋涡中的泡沫时袁形
势就是严重的遥 当一国资本的积累变为赌博场中的

副产品时袁积累工作多半是干不好的遥 冶[1]渊P162冤投机活

动会对证券市场产生破坏作用袁因为投机者对自己

所买的东西认识不清袁 只是热衷于预测市场心理袁
必然受到他置身其中的市场情绪的影响袁又作为参

与力量加剧了市场情绪波动袁这容易造成股市暴涨

暴跌遥 野在这种影响之下袁有组织的投资市场的性质

是院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袁市场价

格会以突然和灾难性的巨大力量下降遥 冶[1]渊P327-328冤投
机者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袁即低价从他人手中收购筹

码再高价脱手甩给他人袁整体来讲袁在现实中是难

以实施且非常有害的袁说明投机机制本身带有一定

的破坏性袁与建设性投资相冲突遥 野在市场价格上升

时袁所有的人都向对方出售的观念对一个社会整体

而言袁并非是切实可行的遥 而且这种企图会导致市

场价格严重偏离对固有价值的合理估价袁成为建设

性投资的严重障碍遥 冶[5]渊P216-217冤

投资具有建设性社会功能袁 而投机则不然袁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院投资是正确

行为袁值得肯定曰投机是错误行为袁应予否定遥 据此袁
必然产生支持投资尧反对投机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

场遥 凯恩斯认为袁投资与建设性的事业有内在联系院
野我们不应与当今极富生命力的企业隔绝遥 在这些企

业中袁建设性的事业在发展袁财富正在创造遥 冶[5]渊P159冤

投资机构通过理性投资袁支持优秀企业发展袁合理

配置资源袁可以发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尧增加社会

财富的作用遥 野如果那些负责大笔投资的人把适度尧
谨慎地投资一流企业的普通股作为他们的责任袁那
么这个国家效率就会提高袁财富就会增加遥 冶[5]渊P160冤凯
恩斯反对投机袁他认为应该像限制赌博一样限制股

市中的投机行为院野人们通常同意院 为了社会利益袁应
该使赌场难于进入并且使进入的代价昂贵遥相同的话

对股票交易所来说袁也许仍然是对的遥 冶[1]渊P163冤关于如

何限制股市中的投机交易袁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袁其
中有的具有操作性袁如征收高额转手税袁有的带有

浓重的野设想冶色彩袁如禁止短期交易院野对一切交

易袁政府施加相当高额的转手税可能是最切实可行

的改进办法噎噎现代投资市场的奇怪局面使我倾

向于这种主张院 使购买证券成为永久性的事物曰像
婚姻一样袁除了死亡和其他严重原因以外袁不能解

约遥 冶[1]渊P163冤

以投资实践家的深刻洞察力袁 凯恩斯发现袁以
野流动性冶 为目标而建设的证券市场使投机更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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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袁因此放大了人们固有的投机性袁影响了建设性

社会功能的发挥遥 野这些脱离社会功能的倾向是在

成功地组织起耶具有流动性爷的投资市场之后所带

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遥 冶[1]渊P163冤在这样的证券市场中袁
就连本应理性投资的专业投资者袁也在某种外部压

力之下袁倾向于投机遥 野事实是院专业投资者和投机

者的精力和技能却主要被用之于其他的地方遥 这些

人中的大部分在实际上所关心的主要并不在于对

投资项目的生命期间的可能的收益作出优质的长

期预测袁而在于能比一般群众早一点看到根据成规

而得出的股票市场价值的改变为如何噎噎专业的

投资者就被迫而致力于在新闻和社会气氛中来预

测即将来临的某些因素的改变袁因为这些因素被经

验证明为最能影响市场的群众心理遥 冶[1]渊P158冤许多专

业投资者并没有像真正的投资者那样追寻生产活

动创造的价值袁支持建设性事业袁而是扮演更野精
明冶的投机者的角色袁致力于在猜测市场行情中比

一般群众更胜一筹袁通过施展更高的野赌技冶赢取他

人的钱财遥 野在现实中袁今天的最高明的投资的私人

目标却是被美国人表达得很恰当的耶起跑在枪响之

前爷袁以便在斗智中胜过群众袁从而把坏的和被磨损

了的钱币脱手给他人遥 冶[1]渊P159冤凯恩斯展示的这幅现

实主义的证券市场画卷生动描绘了投机势力之强

及其深层原因袁说明了推动理性投资尧发挥建设性

社会功能会遇到巨大障碍与困难遥
我国投资学教材一般是从风险收益的角度评

价投资与投机袁认为投资是低风险尧低收益的袁而投

机是高风险尧高收益的遥 野投机者的行为往往追求高

风险尧高收益曰投资者的行为比较稳妥袁风险小袁收
益相对小遥 冶[3]渊P107冤野投机的风险更大尧期限更短遥 当

然袁投机在短期内的收益率可能也会更高遥 冶[4]渊P17冤在
这种观点看来袁投资与投机只是不同风险偏好者的

不同选择袁不存在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问题袁也不

存在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态度与立场问题遥 显

然袁我国投资学教材没有像凯恩斯那样抓住投资与

投机在社会功能上的重大区别袁并据此作出肯定投

资尧否定投机的价值判断袁树立支持投资尧反对投机

的正确态度遥 此处的这种野中庸冶认识与野中立冶态度

是错误尧有害的遥
三尧投资与投机的基本策略区别

凯恩斯指出袁 投资与投机运用不同的策略院投
资是根据内在价值分析买进物超所值的资产袁利用

价格向价值的回归实现目标曰投机是通过预测市场

心理及其决定的市场行情变化袁与从事同样活动的

人进行博弈遥
凯恩斯简明尧清晰地描述了证券投资的基本策

略院野从长远的观点看袁安全简便的投资方法是用 15
先令的价格购进价值 1 英镑的品种袁再以 1 英镑的

价格售出袁 并希望用 12 先令 6 便士的价格重新买

回遥 冶[5]渊P103-104冤这种策略建立在野价值决定价格冶的基

本原理上袁它的收益具有合理性尧必然性院野我相信

假如一个人从事一件从根本上来说是合理的工作袁
也就是说袁使本身价值大大超过市场价格袁那么市

场终将在不可预知的某一天为你带来财富遥冶[5]渊P79冤价
值与价格的差距所产生的安全性是投资策略的自

然结果和投资活动的本质属性遥 投资者把野安全第

一冶当成首要原则袁以确保自身安全袁并维持稳定的

发展遥 野安全第一的策略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遥而一

旦你实现了安全第一袁就能获得资本利润遥 冶[5]渊P84冤

相应的袁凯恩斯将投机比喻为一种猜测市场心

理的游戏或竞争遥 野斗争好像是一种耶叫停爷的游戏袁
一种耶传物爷的游戏袁一种耶占位爷的游戏要要要一种消

遣曰在其中袁胜利者属于不过早或过晚耶叫停爷的人袁
属于在游戏结束前能把东西传给邻近者的人袁或在

音乐停止前能占有座位的人遥 这些游戏可以玩得很

有乐趣袁虽然参与者都知道袁有一个大家不要的东

西在传递之中噎噎冶[1]渊P159冤这种野游戏冶中重要的是

野择机冶而动袁内在价值并不重要袁因股票只是被当

成野玩具冶袁是最终野大家不要的东西冶遥 他的野选美冶竞
赛的著名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投机者心智活动

的主要内容院野这里的挑选并不是根据个人判断力来

选出最漂亮的人袁甚至也不是根据真正的平均的判

断力来选出的最漂亮的人袁而是运用智力来推测一

般人所推测的一般人的意见为如何遥 冶[1]渊P159-160冤投机

者煞费苦心地猜测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想法及其对

市场行情的复杂影响袁以求比别人得到更好的关于

市场时机的答案遥 每次野算计冶尧较量的目的都是在

投机群体的内部竞争中胜出袁 让别人成为失败者袁
即拿住野烫手山芋冶的野倒霉蛋冶遥

与凯恩斯的理论不同袁我国某些投资学教材把投

机策略与投资策略混为一谈遥 叶证券投资分析曳渊2012
年版冤就认为袁野根据板块轮动尧市场风格转换调整投

资组合就是一种常见的主动型投资策略遥冶[6]渊P15冤此处

的 野板块轮动冶尧野市场风格转换冶 显然是投机性词

49



2014年 11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2卷 第 6期

语袁指的就是某些特征明显的市场行情变化遥 该教材

还认为袁野战术性投资策略噎噎通常是一些基于对市

场前景预测的短期主动型投资策略遥冶[6]渊P17冤这就更加

明显地将投机者根据野市场前景预测冶而行动当成

投资策略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该教材的 2010 年版还将

证券投资策略分为保守稳健型尧 稳健成长型与积极

成长型等几种袁[3]渊P12-13冤而在 2011 年及之后渊完全放

弃了投资与投机的区分冤的版本中袁就完全将以上

明显的投机策略当成投资策略遥
投资与投机的不同策略决定了两者分析方法

的不同遥 投资者分析企业内在价值运用的是被投资

学教材中称为野基本分析法冶的方法曰投机者预测市

场心理及市场行情则运用各种预测野技术冶或方法袁
其中一个常用方法是野技术分析法冶遥 技术分析法根

据证券市场价格史的一些特征推测市场走势袁实质

上就是一种预测市场心理的方法遥 我国投资学教材

一般将技术分析法当成投资分析的一个基本方法

来做重点介绍袁 例如袁叶证券投资分析曳渊2012 年版冤
有 58 页技术分析内容袁 占全书 438 页的 13%曰叶证
券投资学曳的相应数据为 79 页袁占全书 475 页的近

17%遥榆投资学教材中如此充分肯定并重点介绍技术

分析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遥
另外一种常用的预测市场心理及市场行情的

方法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预测市场走势遥 叶证券投

资分析曳要求通过宏观经济分析野抓住证券投资的

市场时机冶遥 [6]渊P68冤如预测经济周期并据此操作袁其野愿
景冶是在经济萧条时渊低价冤买入股票袁经济繁荣时

渊高价冤卖出股票遥 [6]渊P96冤虞叶证券投资学曳则直白地将宏

观经济分析与投机格言联系起来袁露骨地表达了重

视交易时机轻视内在价值的投机理念院野市场上常

有耶顺势者生爷尧耶选股不如选时袁选时不如选势爷等
格言袁其中的耶势爷就是宏观经济形势遥 冶[4]渊P136冤由于宏

观经济分析通常属于基本分析法的内容袁此类预测

市场心理的宏观经济分析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投

资分析法遥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其没有正确地

认识到不同用途和目标的宏观经济分析具有不同

的性质院用于预测资产未来收益袁即分析企业内在

价值的宏观经济分析属于基本分析法曰用于预测市

场心理及市场行情袁即判断市场时机的宏观经济分

析则属于投机分析法遥 我国投资学教材要求通过宏

观经济分析推测市场走势尧判断市场时机并据此择

时交易显然是错误的遥 与技术分析法相比袁这种分

析方法因为显得比较野专业冶尧野高深冶而具有更大的

迷惑性与误导性遥 现实中袁许多专业投资者从事投

机活动时多运用这种分析方法袁他们以经济预言家

的语气袁用野玄妙冶的宏观经济分析语言愚为投机交

易寻找理由袁自欺欺人遥 可以推断袁这与他们所受投

资学教材中错误知识的影响不无关系遥
四尧投资与投机的主要特征区别

凯恩斯论述了投资与投机的主要特征区别院
其一袁投资者专注于了解企业袁而投机者不是遥

只有深入了解企业袁才能分析尧判断企业内在价值袁
因此投资者必然会专注于了解企业遥 凯恩斯认为袁
正确的投资是投资于自己了解的企业袁而对企业管

理产生信任是深入了解企业的一个重要体现曰不了

解企业情况下的分散化投资是盲目尧错误的遥 野我越

来越相信正确的投资方法是将比较大的数目的一

笔钱投资于自己认为有所了解并对其管理完全信

任的企业遥 为了减少风险而将资金分散于自己并不

了解也没有特殊信任的多种企业是一种错误的作

法遥 冶[5]渊P60-61冤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袁选
择那些能够对其做深入研究并理解其经营的企业

作为投资对象遥 一个知识与能力有限的投资者应该

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投资遥 凯恩斯坦承院野我没有足

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广泛的投资遥冶[5]渊P84冤投机者虽然

关心影响市场心理与行情的各种因素袁其中也包括

企业野基本面冶因素袁但它不是重点袁更不是唯一重

要的遥 经常的情况是袁投机者根本不关心企业经营袁
对此袁凯恩斯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院野那种投机生意

不过是在地上打一个洞袁再看看里面是什么遥 冶[5]渊P56冤

其二袁投资者追求长期目标袁投机者追求短期

目标遥 价格向价值的回归经常是漫长的过程袁由企业

基本面的变化引起投资决策的改变也是如此院野也许

要坚持几年并直到价值完全显现出来袁或者明显有证

据表明购买这些股票是一种错误遥 冶[5]渊P109冤因此投资

是一种长期行为遥 基于丰富的投资操作体会袁针对

许多人在投资中的野短视冶袁凯恩斯对投资的长期特

征做了大量论述袁例如袁野一个投资者的目标或者说

应有的目标袁应当是长期收益袁这也同时是评价投

资者的唯一依据遥 冶[5]渊P42冤野一个人一定不能因某段时

间失误而放弃证券投资的长期原则噎噎冶[5]渊P70冤投机

是根据市场行情判断下注袁预测渊赌冤对了还是错

了袁市场实际走势很快就给出答案遥 因此袁投机者自

然会追求短期目标袁 紧盯着涨涨跌跌的手中证券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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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频计算短期得失袁 其情绪被市场价格起伏所牵

动袁他们野过于热心每年尧每季尧甚至每月评估手中

的证券遥 眼睛里只有资本的增值和减少遥 冶[5]渊P72冤

其三袁投资者较投机者承受更大的外部心理压

力遥 证券市场中的多数参与者对于野当前的冶游戏最

感兴趣袁他们热情地追逐短期收益袁以短期业绩评

价成败曰 追求长期目标的投资者则显得非常 野另
类冶袁 必然会受到来自群众的巨大心理压力遥 现实

中袁投资者如孤独的求道者袁被公众视为野异类冶袁他
饱受外界的批评尧指责与嘲讽袁尽管其行为对社会

有利而本应得到大家的理解与支持遥 野在现实中招

致最多的批评的人恰恰是其中的最能促进社会利

益的长期投资者遥 因为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袁他的行

为基本上应该是偏执的尧不合潮流和鲁莽的遥 冶[1]渊P161冤

这样的证券市场环境对投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院
他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以用于投资分析袁
更需要具备一流的心理素质以抵抗强大的外部压

力袁 排除外界干扰袁 坚持正确的投资判断与行为遥
野不幸的是袁 事实上资本市场的现代结构要求上市

证券的持有者比拥有其他形式财富的人更有胆量尧
耐心和意志遥 冶[5]渊P111冤当然袁投机者也需要一定的渊类
似赌客的冤心理素质袁承受一定心理压力袁但由于其

行为方式符合证券市场中的群体行为方式袁受到的

外部心理压力就比较小遥
投资学教材中一般没有关于投资与投机特征

区别的专题袁但可以根据教材基本内容来分析其是

否彰显了投资特征尧导向理性投资遥 如上所述袁我国

投资学教材把技术分析法当成投资分析的基本方

法之一袁 并且要求通过宏观经济分析预测市场走

势袁这就误导人们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预测市场

心理及市场行情袁使其不能专注于了解企业遥 预测

市场心理及市场行情必然导致投机交易袁即追求短

期目标的短期行为遥 更多的证券市场参与者追求短

期目标又必然增加投资者承受的外部心理压力袁这
说明教材内容本身成了投资者的一个心理压力源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投资学教材内容没有充分地彰显投

资特征尧引导理性投资袁反而有显露投机特征尧误导

投机之嫌袁这是其前述根本性思想错误与混乱的具

体表现遥
五尧结语

凯恩斯准确尧精炼地定义了投资与投机袁指出

投资而非投机具有建设性社会功能袁以及便于投机

的证券市场给投资造成障碍的深刻现实问题袁论述

了投资与投机的策略与特征区别遥 将凯恩斯与价值

投资理论奠基人格雷厄姆区分投资与投机的基本

观点相比较袁会发现它们高度一致尧契合袁如投资的

安全性渊安全边际冤尧投机的市场预测尧支持投资反

对投机的鲜明态度等曰它们也同样映照出我国投资

学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遥 [7]这种一致与契合具有特

别重大的意义袁 因其是正确的投资基础知识的相

通遥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院两人的投资思想的基石与

内核都是野内在价值冶袁而内在价值野为评估投资和

企业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惟一的逻辑手段冶曰[8]并且

他们投资理论的有效性都得到投资实践的充分验

证遥 因此袁凯恩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思想有非常重

要的价值袁对我国的投资学理论与证券市场建设具

有巨大指导意义遥
注 释院
淤 无疑袁此语境下的野从事企业冶就是投资袁正如指数基金的

开创者约翰窑博格所确定的渊叶投资还是投机曳袁机械工业

出版社 2013 年版袁第 15 页冤遥
于 该投机定义与凯恩斯的投机定义基本含义相同袁也与叶汉

语大词典曳对投机的释义野利用时机袁谋取私利冶一致袁是
正确的投机定义遥但如本文后面所述袁该教材给出正确的

投机定义袁却又在基本内容中出现了明显的投机倾向袁令
人怀疑其编著者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定义遥

盂 今天袁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渊GDP冤包含的内容可以清晰地

看出这一点袁如刘植荣所述院野GDP=消费+投资+政府开支+
净出口袁也就是说袁投资能带动经济发展与繁荣噎噎投机

不能算入 GDP袁因为它是对过去产品渊非当期产品冤的反

复买与卖袁这和赌博一样袁有人所得袁必有人所失袁社会财

富不会增加丝毫遥 冶渊叶论投资与投机曳袁叶新金融观察报曳
2011年 9月 12日冤此处的投资是野现行投资冶遥

榆 这不仅与凯恩斯的基本观点严重对立袁 也与国外当代权

威投资学教材对技术分析的介绍有天壤之别遥 例如袁滋
维窑博迪等人与威廉窑F窑夏普等人所著的叶投资学曳中袁技
术分析的内容占全书篇幅都不足 1%袁只是一种浮光掠影

的介绍袁而且这些教材对技术分析法都提出了强烈质疑袁
例如袁野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对过去有用的理论对将来仍然成立冶渊滋维窑博迪等袁
叶投资学曳袁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袁第 261 页冤袁野即使

这些技术方法通过了计入交易成本的检验袁 它们在未来

是否有用仍然是个未知数冶渊William F. Sharpe, Gordon
J. Alexander, Jeffery V. Bailey. Investments (Sixth
Edition).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袁第 781 页冤遥

虞 这是凯恩斯批评过的野信用周期冶策略袁野即萧条时持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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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nes' Expati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要要要And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Errors in Our Investment Textbook

ZHANG Zhen-qian
渊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冤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Keynes' though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and pointes out the
phenomenon of some serious theoretical errors and confusions existing in the investment textbooks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certain ideological rectifications. Keynes made an accurate and refined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pointed out
that the investment has some constructively social functions while speculation doesn't have and that the stock market leads to
profound realistic problems such as barriers in investment for speculation occurs easily and expound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Keynes' thought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peculation has very great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Investments and security market.

Key words: Keynes; investment; spe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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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袁繁荣时售出冶渊叶凯恩斯文集窑投资的艺术曳袁江苏人民

出版社 1998 年版袁第 108 页冤遥
愚 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野管理人报告冶之野管理人对宏观

经济尧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冶部分袁是这类语

言比较集中的地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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