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利思维要要要世界第八大奇迹

吴晓波作为新秀流行财经作家遥 1990年参
加工作袁做新华社的财经记者袁那个时候的月薪
是 70元遥
从 1996 年袁 吴晓波开始写他的第一本书

叶农民创世纪曳开始袁他说院
野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袁 从今年开始袁我

要每年写一本书袁每年买一套房遥 这个计划袁坚
持了很多年遥 冶

就这样袁吴晓波以非常惊人的毅力和魄力袁
每年写一本书袁拿来的稿费袁每年买一套房遥

当然袁那个时候中国房地产还未开始腾飞袁
买房并不是很难的事情遥

1999 年的时候袁他还买下了千岛湖上的一
座小岛袁租赁期 50 年袁当初花了 50 万元袁现在
这座小岛的估值已达数千万元遥

如今吴晓波是中国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袁
在杭州市中心的西湖办公袁号称野一个亿也买不
动冶的独立经济作家遥
为什么我要讲吴晓波的故事袁 因为他具有

典型性院
在有限的时间渊20年冤袁把有限的精力和财

富袁 持续而反复地投入到某一领域 渊房地产冤袁
长期坚持渊20 年冤袁最终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袁
实现财务自由遥

这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复利思维遥
爱因斯坦书说院野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

迹遥 冶
我们不去探讨如何进行房产投资袁 但想讲

讲复利思维袁那什么是复利思维呢钥为什么说吴
晓波是普通人利用复利思维袁 实现财务自由的
典型?

一片池塘出现了一小块浮萍袁 它每天增长
一倍袁预计 10天就能长满整个池塘袁请问袁多少
天能长满一半水面钥
答案是第九天遥
也就是说袁你第九天看的时候袁才覆盖池塘

的一半袁但只需一天时间袁就覆盖全部了袁听起
来魔幻袁但事实如此遥
当你有 5000 万美金时袁 你只是个千万富

翁袁可是只要翻一番袁一天之内袁你就会变成亿
万富翁遥

这就是复利的力量遥
所谓复利思维袁其本质就是院做事情 A袁会

导致结果 B曰而结果 B袁又会反过来加强 A袁不
断循环遥

正如滚雪球袁雪球粘上的雪越来越多袁变得
越来越大袁 而越来越大的雪球又能够粘上越来
越多的雪袁 如此不断重复袁 雪球会大到不可想
象曰
正如财富的积累袁当你有了盈余资金袁即使

不多袁只要能产生盈余袁哪怕很低的盈余渊例如
回报率 5%冤袁不断重复袁利滚利袁长时间下来袁也
会是一笔很大的资金遥

经济学家用一个公式表达复利效应院渊1+r冤n
R代表你正在做的事袁N代表时间遥
当 r为正时袁 例如你每天坚持看半个小时

书袁也许一天两天袁你和别人的差别无法显现出
来袁但三四十年之后袁差异是你想象不到的曰

再例如你每天坚持跑步半小时袁 也许一天
两天袁你的身体并没有变得多么强壮袁三四十年
之后袁和你同龄的人袁有的人也许已经不在了袁
有的人疲弱不堪袁但你还是能一餐吃三碗饭袁一
口气上六楼不用喘遥
只要 r为正袁即你在做正确的事袁时间就会

为你带来奇迹遥

财富复利

在财富积累领域理解复利思维袁 最好的例
子是巴菲特遥

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曾经是世界首富袁 即使
是现在袁依然是全球富豪榜前十位的人物遥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袁 巴菲特一生中 99%的

财富袁都是他 50岁之后获得的遥
也就是说袁50岁之前袁 他也许就和我们一

样袁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袁50之后袁进入财富
爆炸期遥

关于财富积累袁巴菲特在其 2006 年叶致股
东信曳中袁举了一个例子院

从 1900 年 1 月 1 日到 1999 年 12 月 31
日袁 道琼斯指数从 65.73 点涨到了 11497.12
点袁足足增长了 176倍袁是不是非常可观钥

那它的年复合增长是多少钥 答案是并不让
人钦佩袁才仅仅只是 5.3%遥 ?
这个增长率意味着袁你有一万块钱袁每年才

新增 530块钱遥不用巴菲特袁每个普通人都能做
到这个增长袁但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巴菲特袁因为
只有他能持续数十年地坚持遥
有什么财富秘诀吗钥
没有袁就是很简单的复利思维的运用袁简单

的事情重复做袁重复的事情认真做袁如此而已遥
既然按照复利思维的效应袁挣钱很容易袁为

什么还有很多人挣不到钱钥
这里有个很大的误解院 很多人认为复利的

核心在于回报率袁 但其实复利真正的核心在于
时间遥
即使年 5%的回报率袁100 年后袁 也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数字遥
问题是院有多少人袁能持续做到 100年每年

5%的回报率遥 不是能力上能否做到袁而是没有
这个耐心遥
要么觉得回报率太低袁不屑去做曰要么觉得

回报率太低袁摁不住蠢蠢欲动的疯狂举动遥
这就是富人和穷人最根本的区别遥
大多数人总想着一夜暴富袁 用最短的时间

追求最快速的财富积累袁追求过高的回报率遥
高回报率意味着高风险率袁被骗尧亏空尧债

台高垒袁压死了一个又一个普通人袁真正的智者
追求财富稳步增长袁平衡好回报率和时间遥
巴菲特说院野人生就像滚雪球袁 关键是要找

到足够湿的雪袁和足够长的坡遥 冶
90年代的股票袁10 年的房地产袁17 年的比

特币和消费升级袁这个时代不缺机遇遥只要你用
心袁有耐心袁未必会成为首富 袁但实现普通人的
资产增值保值还是不难的遥
一夜暴富总是很难的袁 但慢慢挣钱相对容

易很多遥 只可惜袁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袁都喜欢
做难的事情袁而不做容易做的事情遥

希望你不要这样遥

知识复利

复利思维可以用来思考人生袁 而不仅仅是
财富积累遥
李笑来当了 7年的新东方英语老师袁 坚持

每天雷打不动看 2个小时书遥
016 年 12 月份袁 他在得到上线了一个专

栏袁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遥
你知道这个专栏最后卖了多少份钥 105866

份袁营业额 2000多万袁不到 5个月的时间遥
去年袁电视剧叶欢乐颂 2曳大火袁安迪作为职

业精英的形象深入人心遥 她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就是袁每天都要看 2小时书袁不管再晚袁必须至
少看 2个小时遥
欢乐颂 5个女主角里面袁 也就安迪有看书

的镜头遥
日积月累几十年袁同样的年龄袁无论是在气

质尧认知格局和收入方面袁安迪都都比樊胜美高
出太多遥
也许你会觉得袁安迪是虚拟的袁李笑来离自

己太远遥
那来说说雷海为吧袁一个外卖小哥袁在今年

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击败北大硕士袁 成为年度冠
军遥
外卖小哥击败北大硕士袁 某种程度上算成

功了吧遥
人们一定会认为袁他们背后付出的辛酸袁是

常人无法想象的遥 但记者问雷海为院野你每天的
作息时间是怎样的啊钥 哪有时间看诗词呢钥 冶
雷海为说院
野不管工作和生活多么忙碌袁时间挤一挤还

是有的遥送外卖其实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袁这些
时间用来背诗词是比较合适的遥
比如在商家等餐的时候尧 在路上等红灯的

时候遥这些时间都可以拿来背诗袁下午两点半到
四点半这段时间袁我回到住处换过电瓶袁吃过午
饭袁有那么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遥这个时间相对充
足袁就可以坐下来好好读几首诗词遥 冶

你看袁等餐尧等红灯尧回到住处换电瓶休息
的时候袁背个把小时诗词遥
辛苦吗钥好像也没有到挑灯夜战的地步遥辛

酸吗钥 和你等红灯尧坐地铁看手机袁其实是一样
的遥
正是这日积月累的一个小时阅读袁 一个外

卖小哥击败了一名北大硕士遥
这就是复利的力量遥
董卿说院野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袁 都会

在某一时刻给你回报遥 冶
所谓知识复利袁就是院新知识不断成为下一

次思考素材的积累袁从而让知识能够不断以野复
利冶速度快速迭代遥

健康复利

连续 40 年没有生病袁 连基本的感冒都没
有袁做到这样袁难吗钥 我一开始以为袁难遥

如果让我做到连续 1年不生病袁 可能还可
以遥但连续 40年不生病袁连基本的感冒都没有遥
难袁真的很难遥

后来袁我看到了张全通的故事院
一个 76岁的老人袁和其它年逾古稀的老人

不一样袁首先看起来就不像 70多岁的遥 一身肌
肉袁虽然不是浑身大块头袁但皮肤没有松弛袁身
体赘肉很少遥

更重要的是袁张全通对记者说院
野我从 30岁之后袁就从来没生过病袁连基本

的感冒都没有遥 冶
怎么做到的呢钥每天坚持慢跑 2公里袁游泳

半个小时袁即使是冬天也不例外遥
野只要海水没有结冰袁再冷我都不怕袁别人

穿着棉袄袁 我只穿一条泳裤袁 到海里就跳下
去遥 冶

从 31岁开始袁整整坚持了 46年遥这样的坚
持带来的回报就是院他的身体素质和样貌袁看起
来比同龄人要年轻 20岁遥

健康也是有复利的袁 你今天多锻炼 20 分
钟袁身体就能得到一分的锻炼袁反过来就能促进
你明天的工作和锻炼遥

其实要身体健康真的不难袁 一日三餐正常
吃袁别熬夜袁作息规律袁每天坚持慢跑和锻炼半
小时袁难吗钥 不难袁用点心都能做到遥

一直坚持袁身体就会给你回报遥

人脉复利

人脉也是一个复利模型遥 尤其是在社交媒
体如此发达的今天遥

职场上有一个说法袁叫做野情感银行冶遥
今天袁 你损害了一个朋友的利益袁 就是从

野情感银行冶中取了钱曰今天袁你和朋友合作共
赢袁即是往野情感银行冶中存了钱遥

野情感银行冶其实就是你的人脉资源袁一个
人野情感银行冶中的存储越多袁意味着人脉资源
越丰富遥

简单来说袁一个天天需要麻烦同事的人袁和
一个天天能给同事带来帮助的人袁 在公司同事
群中留下的形象一定是不一样的遥

人际关系大师斯蒂芬窑杰姆提出 野微笑原
则冶院

每天早上上班袁 对每一个同事微笑袁 一年
后袁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遥

为什么会这样呢钥 因为你的微笑所传递之
人袁又会把对你的好印象扩散出去袁并在行为上
反馈给你遥

例如袁在与你共事时更加积极袁对你的工作
更加包容等等遥 这些反馈会促使你更喜欢微笑
待人遥

人脉复利的最终回报是袁 你将会在人群中
拥有自己的形象袁以至于每当有人提起你袁立刻

会有人附和说院野他可真不错啊浴 冶

复利思维背后的三点优秀品质

很多人非常看重回报率袁 甚至要求今天努
力了袁明天就要求看到回报遥 在财富投资方面袁
别说年回报率 5%袁10%都未必接受得了遥

于是为了追求高回报率袁借钱袁贷款袁挪用
治病基金袁但高回报率同时意味着高风险率袁一
朝亏空袁满盘皆输遥

真正的智者袁追求稳健增长袁更看重长期性
的时间袁而不是短时间的回报率遥

所以袁那些能真正利用复利思维规划自己人
生的人袁都有着简单但常人却难以做到的品质院

1冤坚持
很多事情袁都是坚持到后面有了临界点袁才

会爆发出效果院
胡炜炜做了 10年的汽车记者袁才创办了摩拜曰
papi酱在网上发布了几千条视频袁 才开始

火起来遥
复利思维作为人生的第一策略袁 要求你具

有的第一品质就是院耐心袁坚持遥
只要方向是对的袁不要焦虑和不安袁多给自

己一些时间遥
2冤不要透支
熬夜加班挣钱袁牺牲健康去获取财富袁无论

什么样的理由袁都是不可取的遥
背叛自己的朋友获得利益袁同样不明智袁透支

自己的人脉袁你失去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朋友遥
复利思维作为人生策略的另一个要求是院

不要透支袁无论健康尧人脉尧财富尧智力袁都不要
去透支遥

你需要有大局观袁能沉得住气袁对自己能把
控袁每天透支一点点袁十年后袁你就废了遥

3冤目标感
犹如吴晓波一般坚定而强烈的目标感袁一

年一本书袁一年买一套房袁大家都唱衰房地产的
时候袁他坚持随着经济的发展袁靠近市中心城市
的土地袁会越来越值钱遥

目标感袁 决定你能否在一个方向持续走下
去袁做任何决策时都务必要知道袁变更方向是有
成本的遥

尤其是当你已经在一个方向努力很长时
间袁此时变换方向袁成本非常大遥

很多人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袁瞎选袁4 年之
后找工作和专业毫无关系袁 是不是同样意味着
荒废了好几年时间呢钥

所以袁目标感愈强烈袁复利思维对你人生的
影响会越大遥

作家马里奥窑普佐说院野伟大的人不是生下
来就伟大袁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遥 冶

那些数十年如一坚持阅读的人袁 那些数十
年如一坚持锻炼的人袁 那些数十年如一坚持每
天出门精装打扮的人袁 那些数十年如一坚持每
天认识一个陌生人的人......

所有他们做的事情袁都不伟大袁都很平凡袁
都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袁但因其坚持袁时间让他
们变得伟大遥

当你付出时袁回报率不是最重要的袁想一想你
要怎么做能坚持一辈子袁才是最重要的遥时间是一
位伟大的作者袁它带来的回报一定超过你的想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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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思维:比勤奋更能决定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