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们如何定义财富

别去问世界需要什么， 问问自己什么能让你充满
活力，然后就那么做。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具有
活力的人。
—哈罗德d瑟曼d惠特曼（Harold Thurman Whi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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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又迎来美好的一天，这里是莱蒂西亚d 圣
米格尔（Leticia San Miguel） 成长的地方。 作为墨西哥裔美国人， 她的家
族已经在这里居住了 200 年， 她的根深深地扎在这里。 这个家族所居住的
土地曾经是西班牙、 法国、 墨西哥、 得克萨斯共和国以及南部联邦的一部
分， 现在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 这个地方的名字历经变革， 但是居住
在这里的人民从未改变。这里即使说不上富庶，也算得上文化久远而厚重。
莱蒂西亚的家人和朋友都住在附近的几个街区， 表亲就像是亲兄弟姐妹一
样。 家庭、 教堂和社区构成了这个区的根本。 然而不知怎的， 莱蒂西亚却
拥有了对财富的情结， 这是一种非凡的力量和驱动力。 她对自身的内在价
值及实现价值的能力方面，显示出强大的信念。
莱蒂西亚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她想跟随祖父的足迹， 成为一名药剂
师。结婚以后，年纪轻轻的她抓住机会为自己买下了一个药房。“这是我的
梦想， 但充满风险。 我们为了买药房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在圣安东尼
奥市一个医疗条件很差的地方，我将药房经营成一家医疗中心。”同时，莱
蒂西亚也在建设自己的家庭。她笑着说 ：
“十年里我已经有了六个孩子，还
运营着两家公司。 我不得不带着孩子上班， 而我的患者会抱着她坐在摇椅
上摇。”
小时候，我们不仅仅从家里房子的大小或是居住的街区学会对待财富
的态度， 来自大人的价值观教化也会让我们形成财富观。 这些价值观包括
成就、 内在力量和相信自己。 莱蒂西亚历数了她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重要东
西。“当我被介绍给长者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
‘多漂亮的小姑娘 !’而父亲
马上会回应道，‘ 她是班里最棒的。’ 这句话使我意识到， 长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头脑里有没有东西。 父亲懂得语言的力量。 我连一个芭比娃娃都
没有过。 父亲鼓励我参加田径训练， 并让这成为一种力量。 他教会了我一
个道理，重要的不是长相，而是你是否够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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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她的妈妈，莱蒂西亚也颇感自豪。“妈妈给了我另一个视角。对于
我是否应该上大学的问题， 妈妈的答案从来都是肯定的。 我的父母是家里
第一个送子女上大学的，他们打破了这种障碍。妈妈常说，你必须有文凭、
有事业， 这样， 你自己和你的孩子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她说， 我必须
这么过。”
“ 祖母在我的生命中也很重要， 对我身教多于言传。 她创办了一个小
生意，我们称之为“冰屋”。人们在那里购买冰淇淋、墨西哥卷饼和各种饮
料。每个周末，祖母会放上音乐，人们在树下的餐桌旁和着音乐翩翩起舞。
她靠贷款开办了这个小生意， 不久就开始用贷款添屋置业了。 我愿意跟她
一起到镇里还钱， 我们到贷款公司还完月供就会去买冷饮。 这是种历险，
这个经历让我明白， 自己的债自己还， 要负责任。 每个月跟祖母还钱， 让
我与钱结下了不解之缘。”
莱蒂西亚心想，“祖母为什么要借钱
来盖房呢？ 有人可能会说， 像她这样的
年纪， 借钱扩建房屋是不切实际的。 但

自尊源于为自己的生活承
担责任的意愿。
—琼d狄迪恩（Joan Didion）

是， 祖母后来病了， 而这个房屋的扩建
部分使祖母有能力待在家里， 维护自己
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祖母知道自己应该做哪些事情。”

不尝试就等于失败
莱蒂西亚上八年级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决定她一生的事件。“ 男生们
在争论由谁来竞选学生会的职位。我是学生会的成员，所以我说，‘我可以
参加竞选。’但是男孩们却说，‘不，你不能参加。’我问，‘为什么不能？’
他们回答说，‘ 因为你是女孩。’ 那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因为我是女孩而不
能做某些事， 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决心。 我回应他们，‘ 你们看着吧， 我能

4

心态
成就财富

的。’我从来没有那样坚定过，因为还没有女孩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我参加
了竞选，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莱蒂西亚赢了。
“ 当我长大后 ， 作为一个小企业的所有者和六个孩子的妈妈 ， 我真
是太忙了 。 但是 ， 我在社区里是非常活跃的 。 当得克萨斯州众议院有议
员席位时 ， 我就意识到 ， 候选人所讨论的并不是我认为的重要问题 。 我
丈夫说 ，‘ 你干吗不去竞选州众议员 ？’ 我答道 ，‘ 因为我没有获胜的把
握 。’ 当时 ，150 个立法委员中女性仅有十几个而已 。 他说，‘不，亲爱的，
你能赢。’ 所以我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 我们想看看孩子们对于我可能
离开一段时间怎么想 ， 看看他们能否接受。 最小的孩子问道，“ 妈妈为什
么想成为州众议员呢 ？” 我十岁的女儿回答说，‘ 因为议会里的妈妈不够
用了 。’丈夫和我吃惊地看着对方。我们俩都认识到，我必须参加竞选 。”
莱蒂西亚再次成功了。连任五届州众议员后，现在莱蒂西亚已成为参
议员，正在得克萨斯州参议院第五个任期履职 1。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
和精神力量， 代表着地区内的 880 000 名选民， 他们的数量比联邦国会选
区的选民还要多。
莱蒂西亚解释说 ：
“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里，能代表区内选民给我的满
足感最大。 对儿孙辈， 我也鼓励他们去拥有领导能力， 成为决策者并参与
其中。 我非常乐观， 不是一个绝望的人。 让我欣慰的是， 这一代的孩子是
家族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代。 我们只要把资源充分地整合好， 他们就有机
会成为领导者。”
在一个男性主宰的领域里， 是什么让莱蒂西亚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成
就？ 作为心理治疗师， 我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许多成功人士， 并与其共事。
莱蒂西亚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愿意对自己下赌注。 同样重要的是，
她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注， 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她早已明白， 决心
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 随着每一次成功， 她的自信心、 成功感和自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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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感都会进一步增强。
莱蒂西亚所获得的任何成功都不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而是她的自
身内在价值感在推动她实现目标。如果按照他人的期望行事，她甚至都不会
去竞选学生会主席，更不会参选得克萨斯州立法机构委员。相反，她心里非
常清楚每个职位的权利与义务。她尽了最大努力，最终赢得了赌注。她对自
身投资，并得偿所愿。她始终认为，
“凡事要尽力，不尝试就等于失败。
”
当被问及如何定义财富时， 莱蒂西亚泰然自若地说，
“ 当生命结束时，
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不是一个索取者，
我的存在对家庭和社会具有意义。我是否为改善他人生活而做了某种努力？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对一个丰富的、有回报的人生所做的诠释。
”

内在价值
幸运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富有并不是培养自我价值感或财富
心理的前提条件。 莱蒂西亚的故事给我
们的启示是， 成功并不需要拥有太多金
钱， 需 要 的 是 对 自 身 内 在 价 值 的 信 念，
以及对自己进行有意识投资的意愿， 即

作为货币的金钱
金 钱 也 被 称 做 货 币， 这
不 是 巧 合。 货 币（currency）
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的电流
（current）， 电 流 是 流 经 导 体 的

使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为了实现价值，

电荷。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

我们需要抓住某些机会， 并愿意跳出我

须学会成为货币的良导体。货币

们 的 舒 适 区。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孤 注 一 掷，

的能量。这一工作可以诠释为在

不是每次冒险都会带来成功。 但是， 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获得真正成功的人
从来不会让风险或挫折挡住去路。 对于
自己， 他们从不屈服， 也不言放弃。 如

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工作中所消耗
创造艺术中的体力劳动，或者在
科学、法律、工程或金融中的专
业知识。学会负责任地管理金钱
和服务他人，就像能够有成效地
使用电流一样。我们能够成为货
币社会的大功率变压器，如何使
用是一项巨大的责任。

果一种方法不奏效的话， 他们会尝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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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 他们知道， 如果想成为自己生活中的英雄， 必须愿意采取任何
措施向梦想和目标迈进。

奥巴马的故事
正如计算机拥有操作系统一样，每个家庭的运营也有一套成文和不成
文的规则。我称之为“家庭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形
成重大影响。 在从未休止的“ 本性与教养 ” 争论中， 研究表明， 每个人的
基因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 在定义人的生物唯一性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但是， 在某个个体心理形成的过程中， 某个人接受或不接受教养的方式，
对于本性的塑造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 家庭操作系统将对个人的思
想和行为方式构成重大影响。
家庭操作系统能帮助你有效地规划你的信念、 态度、 技能、 忧虑和期
望， 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除了从家庭得到的规划外， 你的思维
模式也受到早期教育以及成长大环境的影响。你对于金钱、 财富和经济上
的成功所持的态度与具有的信念 ， 受到这一操作系统特别的影响 。 家庭
规划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能实现的收入或财富水平 。 考察你所处的
背景和家庭操作系统 ， 是建设性地改变你对金钱 、 财富和成功的态度的
重要步骤 。
但是， 如果你没有从家庭中学习过财富心理， 现在还可以学习它吗？
你能培养通向成功的心态和习惯吗？ 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 很多人能够
获得经济上的富足， 尽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资源微薄， 且缺少来自家庭
方面的支持。 当然， 反过来也成立， 许多在富有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 甚
至在每一个机会面前都以失败收场， 即便他们得到了鼓励和资源， 也似乎
无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无论家庭富裕与否，财富心理都是可以学习的，
也是完全可以自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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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莱蒂西亚的故事告诉我们，出身卑微的人也能够过上富足和
有回报的生活。 像莱蒂西亚一样， 他们的富足体现在成功上， 而不论家庭
的经济条件如何。我们许多人都熟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
父亲抛弃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母子俩不得不投靠亲戚，过着穷苦的生活。
男孩六岁的时候， 母亲改嫁了， 再一次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 母子二人来
到了一个遥远、 陌生的农村。 没过几年， 这场婚姻也失败了。 男孩和他的
母亲还有出生不久的妹妹再一次投靠亲戚。 当男孩十几岁时， 母亲又离开
了美国独自去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 说到这里， 你也许明白了， 这个男孩
就是巴拉克d奥巴马，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非裔总统。
尽管家庭很不稳定， 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年幼的奥巴马有一个深爱
他的母亲。 母亲和外祖父母经常教育他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这为他日后发
挥最大潜能奠定了基础。 母亲对他期望很高， 帮他树立起对自身生活的责
任感。 母亲每天天亮前都会叫醒他， 开始家庭教育， 然后再去上学。 巴拉
克d 奥巴马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 即真正的财富心理不仅仅取决于一个
人的经济状况或拥有的资源， 与成功、 激励和自信有关的个人价值也可以
成为财富心理的基本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习得的财富心理原则（包括自我价值和人与金钱的关系 ），
也可能对人造成伤害。 如果你的家庭总是怀有一种经济失败或受迫害的情
结，健康的自我价值感和良好的财富心理可能就更加难以获得了。

我中彩票了！
不懂财富心理学，有可能使富人变成穷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
是中了彩票的人。 当突然获得大笔金钱时， 他们原有的生活往往被彻底打
乱。 他们不仅很快迷失方向， 往往也很快花光了百万财富。 从“ 中彩票 ”
到变回穷光蛋用不了多长时间。 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奖者没有接受过理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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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很多时候是因为其朋友、 家人对他的期望和态度突然发生剧烈转变，
使中奖者原有的身份认同感被摧毁。
沙菲克d 塔尔米奇（Shefik Tallmadage） 的情况就完全是这样。1988
年， 塔尔米奇 29 岁， 他中了当时为止亚利桑那州最大的一笔彩票奖金 ：
670 万美元，或每年领取 33.5 万美元，共领取 20 年。但是，最终他却落得
身无分文。塔尔米奇后来承认，“他们给了我足够的钱，但没有让我变得富
有，却让我陷入了麻烦。我犯了一些错误，代价非常非常高昂的错误。”拥
有更多的金钱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 如果缺少健康的财富心理， 不管有多
少钱，最终都会走向失败。
《时代》杂志的莎娜d霍根（Shanna Hogan）是这样写的 ：塔尔米奇走
进一家便利店去买点东西吃， 顺便看看这周他买的彩票的结果。 他只剩下
几美元了，这意味着在下次发工资之前的两周内，他就靠这几美元度日了。
她这样描述那个场景 ：
“店员像往常一样将彩票插入机器，看是否中奖。机
器立即响起悦耳的音乐。‘ 此处不能提现， 你必须到菲尼克斯去。’ 店员这
样说着，将彩票递还给了他，‘所有数字都对上了。’
‘什么？’塔尔米奇狐
疑地问到，同时检查着手中的彩票。”
塔 尔 米 奇 的 确 中 奖 了， 但 是 好 景 不 长， 他 很 快 就 开 始 挥 霍。 收 到
第 一 张 支 票 后， 他 辞 掉 了 工 作。 随 后， 他 开 始 购 物， 买 下 了 一 台 全 新
的 保 时 捷 911 卡 雷 拉 敞 篷 车 和 一 块 劳 力 士 手 表 。 他 还 带 着 家 人 去 环 游
世 界。 之 后， 塔 尔 米 奇 进 入 北 亚 利 桑 那 大 学 求 学， 在 那 里 遇 到 了 他 后
来的妻子 。
毕业后， 他和妻子搬到了加州， 在那里购买了多处房产， 包括一套海
滨别墅。 塔尔米奇遇到了一些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加州要对他们征收所得
税， 所以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 因为那里不征税。 他们又在那里买了两套
海滨别墅。 同时， 塔尔米奇也遇到了一夜暴富带来的常见的烦心事，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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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前来寻求帮助。 中奖后的几个小时内， 朋友、 家人甚至完全陌生的人
都向塔尔米奇蜂拥而来。 此外， 他成为很多公司的目标， 这些公司不断对
他施加压力，劝说他将每年的奖金以 1 美元兑换 40 美分的比率兑换成一次
性款项。 他最终让步了， 兑换了一笔一次性款项。 他用这笔钱投资了几个
加油站，但是很快都以失败告终。
2005 年 ， 在针对退缴税问题与美国国税局展开争论时 ， 塔尔米奇申
请了破产 。《 亚利桑那共和报 》（Arizona Republic）引用他的话说，“ 我
闯入了大鲨鱼池 ， 而我自己仅仅是一条小鲦鱼 。 中奖确实改变了我的生
活 ， 但是 ， 后来我对待它的方式才是真正的问题 。” 塔尔米奇的妻子现在
成了塔尔米奇家庭中主要负责养家糊口的人 ， 而塔尔米奇本人成了全职
父亲 。
注册财务规划师标准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所有彩票中奖者中，接近
1/3 的人最终会扫霍掉全部奖金。我们不禁要问，其他 2/3 的人是怎样做的
呢？ 加州帕索罗布斯的米特d 莱尔德（Milt Laird） 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并且对自己成功的原因有独到的看法 —— 他的经历将他与许多其他中奖者
区别开来。哥伦比亚新闻服务的大卫d佛萨罗（David Fusaro）写下了莱尔
德的经历。“1990 年， 莱尔德在加州中了 2 700 万美元的头彩， 从那以后，
他就舒适地从他加州的葡萄园退休了。”莱尔德和妻子用这笔意外之财去旅
行， 进行精明的投资， 并认真考虑捐助慈善机构、 家庭和朋友。 成为彩票
中奖者中成功运用奖金的典范并非偶然， 莱尔德解释了产生差别的真正原
因 ：中彩票之前稳固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幸福的关键。“‘我认为出于各种原
因， 很多人对生活并不满意。’ 他说道，‘ 他们把原因归结为缺钱， 然后他
们得到了钱， 认为有了钱一切都会变得完美起来。’” 换句话说， 莱尔德与
金钱的健康关系使他能够把握住这种平衡， 利用这笔经济上的恩赐去创造
真正富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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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住宅区
20 世纪 70 年代， 瑞奇d 凯斯（Rickie Keys） 在新奥尔良的木兰住宅
区长大。 尽管住宅区的名字很好听， 但是与城内其他住宅区相比， 这里的
人均谋杀率更高。 这个住宅区所发生的暴力犯罪数量比美国其他地区的许
多城市还要高。谋杀、拉皮条、抢劫和盗窃在这里司空见惯。
但是瑞奇走了出去。 他借钱上了大学， 从杜兰大学毕业， 后来获得了
博士学位。 作为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 Renewal 财务服务公司的
创始人和总裁， 他直言不讳的提出中肯的财务建议， 从而脱颖而出。 在美
国， 他与财务服务公司合作， 通过财务教育和预算技能培训帮助那些无法
得到周到的银行服务的人。 瑞奇过着富裕的、 有回报的生活， 他也指导别
人过上这种生活。 如果考虑到他的出身， 他的成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 壮
举”。瑞奇轻描淡写的说 ：
“在我居住的社区，人们没有太多的资源。”他所
处的环境就像一个鲨鱼遍布的水域， 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还是找到
了自己的方向并成功地走了出来。
瑞奇骄傲的说 ：
“我的妈妈是一个绝对厉行纪律的人。她知道我们必须
怎样做才能走出这个环境， 拥有信仰、 接受教育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我认
为与金钱有关的所有重要的事情， 都是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 她让我们坐
在餐桌旁， 将她父亲曾经教给她的“ 餐桌经济学 ” 也同样教给我们。 一个
人可以与金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也可能建立起不好的关系。 我与金钱的
关系是良好的。与任何关系一样，总有方法使关系运转起来。规则很简单。
一个人应当承担责任 ；应当进行预算 ；应当以现金支付或索取费用、清偿
借款 ；照顾好自己并保持收支平衡 ；切忌入不敷出 ；留一点备用资金做到
未雨绸缪，并做力所能及的投资。”
在家族的历史岁月里，瑞奇找到了灵感的根源。“我的妈妈就是我最大
的灵感，她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对于金钱上的成功，我没有行为榜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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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不知道怎么才算金钱上的成功。所以，我就乘电车在新奥尔良的查
尔斯大道上游荡。 透过电车窗户， 我看到了南北战争时期之前的建筑物 ：
巨大的房屋、 汽车和漂亮的草坪。 这些景象感染了我， 让我感觉到了我要
追求的东西。同时，我也在寻觅让我景仰的人。”
瑞奇的爷爷就是他景仰的人之一。尽管过去很贫苦， 爷爷还是取得了
成功。瑞奇说，“我的爷爷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 68 英亩 1土地。起初，爷爷
是一个种植园里的佃农， 别人鼓励他购买土地。 他身边更加成功的人也给
了他鼓舞。 爷爷没有足够的资金， 所以他向农场分期支付款项。 我的一个
姑姑告诉我， 虽然我们不得不在农场里劳作， 但是爷爷坚定地让我们所有
人上学。她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如
果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你必须竭尽全力争取。”
“ 爷爷给了他的孩子们很好的教育。 家中所有的孩子都有上大学的机
会， 并且五个孩子的确都上了大学， 有几个还获得了研究生学历。 他教会
他们如何理财。我的姑姑也想起一些餐桌旁的教导 ：
‘不要把钱花光，要明
智地花钱。’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 ：
‘时刻记住未雨绸缪的重要性。’爷爷
向我们保证，农场永远是家庭的一部分，事实也真的是这样。对于 12 个孩
子来说， 除了那片土地， 他没有太多可以留下的东西， 但是， 他追求独立
和成功的梦想也是他留给后代的珍贵财富。 作为一个居住在可以想象的、
糟糕的市中心贫民区的年幼孩子， 我的
心里却拥有了追求独立和成功的梦想，
这种梦想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钦佩他所取得的成就， 我意识到了这
种梦想的价值， 那就是， 我也可以实现
这种梦想。”
1 英亩＝ 4 406.86 平方米。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自己命
运的主人，是因为他有能力影
响自己的潜意识。
—拿破仑d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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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幸运儿
如果你能够成为像瑞奇博士和莱蒂西亚参议员一样的少数幸运儿，那
就意味着你所出生的家庭对于财富和金钱的观念超越了传统的成功观。 这
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与金钱地位、 经济优势和家庭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
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你的家庭是爱你的 ；可能是一种强烈的意
识，即你的工作能够对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 ；也可能是你对自己实现梦想
的能力自信满满， 或找到了一种内心平静的感觉， 而不论生活带给我们什
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无论多少金钱都比不过你出生时所具有的特质。 在
这样的家庭里，你有机会懂得，财富不仅仅是金融资产。
无数作家、哲学家和学者都思考过财富的含义。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中取得个人成功和经济成功的故事比比皆是， 形成了各种书籍和文章， 几
乎每天都在发行。 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写下了大量的理财建议以及
“如何变成有钱人”的秘诀。但是，尽管有了这些丰富的指导，许多人还是
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对财富的定义过于单一，
而且获得财富的万灵药根本不存在。对于经济上的成功，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读到的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故事都是令人鼓舞且意义非凡的。但
是， 单一的故事不可能考虑到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任一特定时刻所面临的
各种独特的环境和抉择。 在电视节目中，投资顾问建议我们将每一个可以
节约的硬币都存起来，杜绝消费所有奢侈品，甚至包括家庭旅行。这种粗略
的方法忽视了个人的价值和环境，而这种价值和环境能够使结果迥然不同。
这些顾问也许会问，财力有限的父母为什么要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呢。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们也许会知道，情况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例如，
家庭中某个人得了疾病， 此次旅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
值， 而局外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再者， 这个孩子可能受到此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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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舞， 然后决定成为迪士尼的动漫画家。 事实上， 这件事就真实地发生
在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儿子身上。 这个男孩最终超越了童年的梦想， 他原来
想成为一名迪士尼动画师， 现在却成了一名成功的电影制片人。 尽管那次
旅行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 可见的或实际的效果， 但是它对整个家庭的价
值是无可估量的。 因此， 有些事情， 我们不能为别人做出判断。 就像莱蒂
西亚的祖母， 我们必须自由地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 做出我们自己的
决定，让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某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对于另一个人或许无足轻重。人类的
多样性， 即不同的环境、 背景、 需求和欲望， 使获得资金的单一方法以及
对财富的单一定义变得不现实， 也无意义。 一个人的嗜好可能是另一个人
过上好生活的基本保证， 所以没有对错之分。 这一多样性仅仅反映了个人
观点对成功含义的影响， 以及我们每个人与金钱的关系。 我们必须依据当
前的状况、过去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将来的预期，来明确财富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可以吸收我们家庭和社区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与我们的价
值观对立的话， 也可以完全摒弃这些价值观对我们青少年时期带来的早期
影响， 从而使财富心理得以发展。 对于后者， 存在一些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一个人有能力创造并定义一种成功的生活。

贫穷只是一种思想状态
如果你见到托尼d 库佩兹（Tony Cupisz）， 你可能会认为他一定是个
富二代。 他看起来很健壮， 皮肤黝黑， 穿着一身款式精致的西装。 他有一
种天生的、 富有朝气的气质， 散发着一种磁性。 我是在后台见到他的， 他
说他即将在公司两万名同事前发言， 同事们都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 托
尼是一家国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该公司为遍布世界的客户提供电信和其
他服务。他和合伙人创办公司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获得的支持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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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家公司正在向十亿美元的年收入目标迈进。截至 2011 年，该公司
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和基本家庭服务直销商之一。
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 托尼和他的兄弟麦克以及他们的两个合伙人，
创造了一次机会， 使上万人参与到企业的成功中来。 其中许多人都有自己
可分享的成功故事。 在后台见到托尼之前， 作为一名听众， 我听到了许多
非凡的故事。 这么多成功的、 高度自我激励的故事，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因此， 我更加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一手打造了这样一家不同寻常的公
司呢？ 当我在后台看到托尼时， 明显看出了同事对他的热爱和尊敬。 他被
公司的销售精英包围着， 每个人都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听听他的建议和鼓
励。 他十分大度， 面带微笑， 认真地听每个人说话。 显然， 他在这里如鱼
得水。稍后，他走上了前台。
托尼的童年经历相当坎坷。 但是， 对于童年， 他和他的孪生兄弟麦克
并没有说太多， 他们经历的坎坷都已然成为过去。 他们坎坷的童年经历与
他们成年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确实需要说明一下。 后来托尼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其中最打动我的是
他所强调的“ 感恩的心 ”。 他这样说道 ：
“ 我认为， 幸福和财富就是对我们
所拥有的所有好的东西怀有完全的、 百分之百的感激之情， 这是一切成就
的基础。 这就是你的起点。 因为我认为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拥有某些好的东
西。 生活往往不太公平，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怀着这种态度开始， 并找到我
们所感激的东西。”
他说，“ 小时候， 虽然我们没有多少钱， 但我并不觉得‘ 贫困 ’。 因为
贫困既是一种财务状况， 也是一种思想状态。 一个非常富有和精明的人也
会破产， 但你不能以这种方式看待一个人并说这个人是贫困的。 贫困出现
时， 仅仅是没有金钱而已， 重要的是你的理解和信仰。 如果你选择成功的
目标， 并为之努力， 成功是可以实现的。 反之， 如果你不选择，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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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不会获得成功。 你必须做出努力， 改变自己的态度， 改变自己的信
念，以及你的思考方式。
“你必须相信成功是可能的，然后放手去做。每个人所学习的东西并不
一定是他最终所从事的事业。 有时候人们做了大事， 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某
个环节中意识到他们能够做到那些事情。”
托尼也说道， 做一切你能做的事， 从而在生活中保持领先。 他认为，
人的成功来源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说， 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 如果你
想品尝成功的滋味， 你必须不断向前， 不断探索， 并满怀激情。 这就是他
正在做的事情。
多年以来，我曾为很多高管提供过指导。 他们的成就反映在他们天价
的工资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上。 某些十分成功的人坦言， 他们是如此喜欢自
己的工作， 如果有必要， 他们愿意不计报酬地做自己喜欢的这份工作。 正
如托尼一样， 这些人怀着感恩之心， 将充实并且有满足感的工作看做是上
天的恩赐。 但是， 还有人生活在无法排解的焦虑之中， 其中不乏一些财富
100 强公司的高管们。 他们害怕某一天、 以某种方式， 他们或许会一无所
有， 有些人甚至担心自己无家可归。 显然， 这两组成功人士在财富、 成功
和发展以及自己与三者的关系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像托尼这样真正的成功人士，不能严格的按照资产的多少对财富
进行定义。“ 人们在生活中想要得到的绝不仅仅是金钱。” 托尼肯定地说，
“ 有的人在家庭方面富有， 有的人在爱情方面富有， 有的人在友谊方面富
有， 而有的人拥有健康的身体。 你可能拥有金钱， 却没有朋友、 家庭、 爱
情或健康。 我认为， 财富意味着拥有生活中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
友， 他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他赚的钱不算多， 还过得去， 但是他在家庭中
是非常富有的。 他有一个好妻子， 一对双胞胎女儿和两个儿子。 对于他所
拥有的东西，多少钱也买不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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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金钱的关系
如果现在让你给财富下个定义，你会用哪个词？每个人对这个词的定
义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 大部分人对财富的定义都可能包括“ 富裕 ” 这一
含义。 一般人都会认为财富是指经济上的富裕， 这不足为怪。 韦氏词典中
将财富定义为“具有充裕的有价值的物质、财产或资源”。
就财富的定义而提出的简单问题，你做出的回答有助于揭示在你意识
中对金钱和成功的看法。 对于能够驱使你的潜意识的态度和思想， 可能需
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发掘出来。 对自己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态度和欲望有一
个明确的了解， 是你能够建立与富裕的健康关系的良好开端。 在考察和确
认了你对成功、 职业、 工作和成就的理解之后， 你才能打破桎梏， 发挥潜
能，实现真正的成功。
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努力回想我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就能够开
始发展， 向前迈进。 如果不对推动我们前进的有意识和潜意识的信念进行
审视的话， 生活就会陷入无尽的和无意识的重复状态。 对我们内心最深处
的信念和感应进行省察，我们就能够打破不健康的循环，继续前进。
你从父母、社区和文化中学到了哪些关于金钱与财富的思想和态度？
当然， 你的教养及早期环境将有助于你形成一种对待金钱与成功的观念和
态度。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束缚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财富心理当中。
在实践中， 我看到了许多有胆识的客户，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也拜访
过许多人。 我发现， 什么时候成长都不算晚， 什么时候都能够学会新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改变我们的道路， 把眼光放在新的视野上， 这种机会
每天都有。为了抓住这种机会，我们一开始就必须意识到，我们处于成功、
财富、幸福和健康的哪个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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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什么
在对财富心理进行考察之前，我必须考虑“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
是一种思想，在 2006 年名为《秘密》的电影上映后，这种思想迅速成为全
民关注的焦点。《秘密》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争议和疑问。为什么呢？
电影所传达的主旨就是“心想事成”，而吸引力法则就是“同类相吸”，
即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结果， 消极的思想导致消极的结果。 例如， 如果
做出一个积极的表述，比如“我很富有”，你就有可能真正地实现经济上的
成功。 因此， 电影受到了极大欢迎。 电影的主题是我们能够通过想象和意
念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并创造财富。 可以预测， 电影对积极思想的效用所
做的论断， 必定会引发强烈的反响。 然而， 其背后的思想至少和圣经一样
古老。 它断言， 只要拥有一点信念， 就没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就像愚公移
山的故事一样。这些思想也是以某种科学为依据的。
我非常欣赏布鲁斯d利普顿（Bruce Lipton）博士所做的工作。这位著
名的细胞生物学家曾获得过戈伊和平奖，是《信仰生物学 ：挖掘意识、物
质和奇迹的力量 》 一书的作者。 布鲁斯向我们证明， 我们的想法能够治愈
我们， 也能够伤害我们。 如果对我们的思想进行再训练， 甚至可以在细胞
层面上改变我们的身体。 他发现，“ 我们 70% 以上的想法是消极的、 多余
的 ”。 因此， 如果我们不专注于我们所想的事情， 就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
布鲁斯和我在一个新建的工作室里进行了讨论（ 他和罗伯特 M. 威廉姆斯
（Robert M. Williams）每年都共同修缮工作室）。我们认为，积极的思想仅
仅是个开始。 布鲁斯说， 威廉姆斯的工作是为改变意识和实现积极转变提
供有效的方法。 我也很欣赏罗伯特为促成内部和外部转变所使用的方法的
简单性。 不论我们使用什么方法， 为了在生命中继续前行并取得较大的成
就，必须将新的思想状态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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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
成就财富

电影《秘密》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即意识在财富心理中所扮演的
角色是什么。 我们不禁要问， 为了培养
当前的想法会创造你未来
的生活。你所思考或专注的事
情将显现为你的生活。
—朗达d拜恩
（Rhonda Byrne）

财富心理， 我们需要做哪些内部转变？
当你追求成功的生活时， 最想得到的是
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自
己的心理和家族史， 也有助于理解财富
本身的“ 家族史 ”。 下一章， 我们将来到

财富的顶点， 打开财富在美国的发展史， 探寻我们如何才能融入到其丰富
的演变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