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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价值投资的信奉者，我发现自己的位置很微妙。一方面，我承认目前美国市

场价格是历史上最高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历史股市泡沫的历史学家，我也认识

到，目前正显示进入这个漫长牛市的头部或者冲高阶段。数据显示市场价格高是毋庸

置疑的，我们分析股票市场的时候可以肯定目前的价格非常高。相比之下，我对市场

继续冲高的判断是基于对以前的统计和心理因素的混杂，每一历史案例都非常不同，

所以大部分可用的信息是不容易比较的，很多也只是美国的案例。 然而奇怪的是，我

发现当前泡沫背景下的统计数据不像以往那样可以明显的证明市场高估。无论如何，

我在本篇中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清楚地呈现这些统计上和感觉上的证据。 

那么，让我们首先看看过去发生的那些大的泡沫，寻找指导未来的有益线索。经

典的例子不仅仅是价格水平高于平均为特征。现在看来，单看价格似乎不是泡沫破裂

的充分条件。在其他因素中，表征市场极度乐观的指标似乎比价格重要得多。正如前

两个季度的公开信中所引用的本·格雷厄姆所说的那样，他所看到（到 1963 年）的所

有的泡沫破裂，无不例外都出现了类似 1929 年的真正过剩的迹象。两个月前，罗伯

特·希勒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目前还没有足够迹象显示市场已经到了极度乐观的泡

沫晚期。（尽管在我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终于开始回升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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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罗伯特·希勒也是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测到 1999 年市场崩溃的经济学家，并且是

2006 年少数几个在美国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前提示风险的人之一。所以，当

他这次在市场崩溃的问题上同我一样仍在保持关注、等待更多证据的时候，我感到相

当的欣慰。毕竟，对于一个巨大的投资泡沫破灭来说，它必须先形成后破灭，然而这

一轮直到现在这个形成过程都很慢。 

虽然我是在抨击只盯价格这个概念，但我还是要为夸大价格作为泡沫度量的重要

性承担责任。 毕竟，我曾经做过数据挖掘，通过价格序列的 2 个标准差把历史上的

泡沫从普通牛市中分离出来，2 个标准差的程度如果是随机序列应该是每 44 年出现

一次。这对于研究全球各种资产类别的泡沫而言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假设，当然，它也

有很好的历史记录，我们也曾经以此甄别泡沫。但这一次，这个统计指标却有误导性，

因为美股已经达到 2 倍标准差的价格水平，但却几乎没有其他重要的表征投资者极度

乐观甚至疯狂的泡沫指标。同样，在 1998 年初也没有类似的迹象。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在 1999 年年底和 2000 年初，有很多泡沫的迹象、以及完全非理性的市场

行为，就像 1929 年中期甚至早期一样。 

    泡沫开始了吗？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泡沫进入后期，市场情绪和技术上即将出现的现象。关于

经典泡沫这个话题，我以前就展示过图 1 和 2，它们展示了价格加速进入狂热过程中

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图 1 所示的大型泡沫的最终阶段平均持续时间差不多在 3.5 年，

实际的平均加速上升周期为 21 个月。两个较小的股市泡沫都有 65％和 58％的涨幅。

同样，它们也显示了涨跌的对称性，不觉得吗？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和下降，在图 2 中

的南海泡沫也是如此。是的，在泡沫中持有过久是真有危险的，一般来说，平均市场

下跌速度比平均上涨速度快得多。但从历史上看，真正碰到泡沫危机时，迟来在时间



和痛苦程度上和过早没有太大的差别，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 历史上的价值型投资

者往往一次又一次的过早离场，这一点我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 

 

 

最近一篇名为《法玛(Eugene F. Fama)谈泡沫》的学术论文得出结论：在美国以

及几乎所有的全球市场上，比纯粹的价格或价值更强的指标，实际上是价格的加速度。



（这也许是我在过去 50 年中第三次与主流经济学家达成一致。我有一个坚定的原则，

当我们的观点一致时，我一定会慷慨地引用这些观点。）图 3 显示了当前的美股。但

直到最近，都可以描述为稳步攀升。就在最近的 6 个月里，市场显示出一点适度加速

的迹象，似乎这里是一个大本营，很快要对最高峰发起冲击。图 4 显示，如果 2018

年（或者可能是 2019 年）是一个典型的泡沫形态，标普可能加速到什么水平。从当

前算起 9 到 18 个月的范围内，标普指数上涨到 3400 到 3700 点左右，这大致对应

21 个月内同样有 60％的涨幅，相当于其它经典泡沫案例中的最小涨幅。 



 

还有其他的指标吗？我之前曾经把大的泡沫定义为“对良好基本面的乐观外推”。

但我认为总的来说，近几年来基本面情况令人失望，投资者远非乐观，反而对经济忧

心忡忡。不过，基本面确实在改善，并且是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几年来第一次同步改善，

全球企业的利润率都在回升。在美国，企业减税正在进行之中，在当今这个复杂和更

垄断的世界里，不太可能像理论上那样轻易被其它国家追赶，可能企业利润在 GDP

份额中的占比会进一步提高，同时促进股价上涨。 



在寻找泡沫晚期迹象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两个泡沫——

即便是经典泡沫——是完全一样的。它们的共性是，事实上有不少投资者兴奋的表现，

有时候确实会接近疯狂，但每次大量的心理和技术指标的组合都有所不同。历史学家

不得不强调大局：是否大多数投资者都已经入场了？价格正在加速吗？市场是否在收

缩？而且，是否至少有一些对泡沫的早期预警出现？ 

价值股与低 Beta 股的资金聚集与异常跑赢 

这二者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现象并且可能独立发生，但有时数据会有重叠，因此

合在一起看比较方便。我认为这二者警示泡沫进入最后阶段的有效性在加速上升。首

先的原则是，市场兴奋程度持续提高的本质是资金的集中。在周期的尾声，投资者购

买领涨股的动机已不再是长期价值，而是预期股票能够进一步上涨。这样，随着市场

走高，投资者的关注点越来越集中在盈利最大、股价上涨最多的股票上，对次优股票

的兴趣消退。（这种集中效应更容易发生在大公司上，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吸纳

上升的需求） 

第二个原则是价值股和低 Beta 股在一个快速上涨的市场中仍然能跑赢。这明显

是很奇怪的，也很少发生在牛市晚期。我将引用查尔斯·普林斯的话来说明这一逻辑：

“市场上涨越来越快，我肯定不能与之逆向而行，而必须继续与之共舞。但我至少不

必与 Pumatech 这样的股票一起在跳舞中摔下悬崖（Pumatech 是我最爱用的极端投

机案例，是 1999 年上涨最多的股票）。我宁可选择 1929 年的美国无线电公司或者

通用电气、1972 年的可口可乐或雅芳和 1999 年的思科和微软。”这有一定道理，使

你在 1929 年仅仅损失 80%而不是 95%，这样当复苏到来时你的资金会多 3 倍。现

在让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过去几次泡沫。 



1929 年大崩盘：衡量集中度是否提升的一个合理指标是腾落线。图 5 对此有清

晰的展示。但我最喜欢的全时段数据展示在图 6，它观测标普的“低价股”指数。这

一指标有非常高且波动剧烈的 Beta（大约 1.4），并且在 1928 年有辉煌的战绩，收

益几乎是标普 500 的 2 倍。但到了 1929 年，它与标普 500 指数严重背离，标普在

10 月高点时年内累计涨幅达到 35%，而“低价股”指数却下跌了 37%，全年都在稳

步下跌！ 

 



 

 

1972 年的漂亮 50：1972 年所有衡量集中度的指标都上升。在那个“漂亮 50”

的时代，50 家类似 IBM、可口可乐、雅芳这样的公司受青睐的程度持续上升，价值

股涨幅达到 50%。腾落线毫无意外地稳步下降。我想更有趣的是图 7 展示的低价股

指数与标普 500 的差异。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这是自 1929 年以来首次高 Beta 股

票在股市上涨的过程中明显跑输。紧接着 1972 年高点的是自大萧条以来股市的最大

跌幅。1973-1974 年间标普 500 实际下跌了 63%，到目前为止仍是 1925 年以来的

最大跌幅。你不得不承认这一个指标在前两个股市泡沫中的良好警示作用。  



 

2000 年的科网泡沫：与前两次泡沫相比，腾落线这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如

图 8），市场在 2000 年 3 月见顶时，腾落线已经回落了整整 2 年。 

 

第二个非常明确但罕见的信号出现在标普 500 指数 2000 年 3 月和 9 月的两个

峰值之间（彼此点位相差不到 1%）。在这一个较短时期内，科技股大幅下挫，但标

普其他版块却创出实质性的新高（如图 9）。从 2000 年 3 月到 12 月，分化已经剧



烈到科技股需要上涨 106%才能追赶上其他版块的地步。这是标普下跌 40%前的大好

出逃机会。 

 

2018-2019 年可能产生的泡沫 

目前来看腾落线肯定没有发出预警信号。或许是受益于被动性指数投资占比的增

加，腾落线与标普 500 指数同步上行。因此，就目前而言，腾落线尚无泡沫破裂的早

期警示。但另一方面，高 Beta 股在上涨过程中跑输的悖论却给出了非常早期的预警

信号，价值股延续了不同寻常的领涨。图 10 展示了今年以来价值股板块对标普 500

指数的相对涨幅（9%）和高 Beta 股的相对跌幅（-7%）。这当然不是“最后一分钟”

的警示，但也很有趣。 



 

 

其他资产正在泡沫的路上行进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还缺乏像 2004、2005 和 2006 年那样的泡沫预警——典型的

预警信号将是看有多少人在鸡尾酒会上吹嘘佛罗里达州的一套住宅很快就上涨了

100%。但是图 11 的基础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已经明显高于 2006 年泡沫

前的正常水平。2006 年泡沫时房价比正常水平高出 3 个标准差，而目前高出 2 个标

准差左右。2006 年的泡沫似乎让今年的房价显得并不是那么非理性。目前 2 个标准

差的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证明了价格并不是衡量泡沫的理想指标。  

或许房屋的供给和地域补充了股票市场中缺乏的元素。它同样暗示着很多国家的

房地产市场在下一次下行周期中将会严重受伤，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受益于更高的储

蓄和固定的按揭利率则可能表现得更加稳健。正如房价上涨可能刺激对其他资产的乐

观预期一样，美国股市的上涨也将刺激购房意愿从而带动房价出现新一轮上涨。可以

预料，最终的结果将会是无可避免的崩盘。 



 

 

右翼当权（说说而已） 

这个观点只是展示图 12 的一个借口，这是为我们最近的年度客户会准备的图。

图的意思不言自明，但他们统计上的显著性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