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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里奥《原则》之 

人生原则 
Ray Dalio 著 

—————————————— 

Ray Dalio，“对冲基金教父”、“投资界的史蒂夫·乔布斯”，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

100 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Ray Dalio 于 2017 年 9 月出版了《原则》（Principles）

一书，该书由比尔·盖茨作序推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财富》等媒体都第

一时间给予了好评。 

本文由“远读重洋”翻译整理自《原则》（Principles），分为上下两篇：雷·达里奥《原

则》之人生原则、雷·达里奥《原则》之工作原则。 

请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远读重洋”微信公众号，回复“原则”，即可获得雷·达里奥

《原则》之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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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原则 

哪些事情影响了你的行为模式，了解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学习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的原则。   

 

1. 拥抱现实并沉着应对。 

1.1  成为一个超现实主义者。 

      1）梦想+现实+决心=成功的生活。   

1.2  真理——具体来说，就是对现实的精准理解，是取得成果的根基。 

1.3  极度开放、极度透明。   

       1）极度开放和极度透明对于快速学习和有效变革来说是无价的。   

       2）不要过分担心别人怎么想你，它会阻碍你前进的步伐。   

       3）完全地拥抱真理和极度透明能让工作和关系更有意义。   

1.4  向自然法则学习现实是如何运作的。   

         1）不要执着于你个人对事物的某种看法，否则你无法了解事物的本质。   

         2）想被冠以“好”的标签，就必须遵循现实规律、有助于整体的进化发展；那
才是最有价值的。   

         3）进化是宇宙中唯一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是唯一永恒的事情，它驱动着所有
的一切。   

         4）要么进化，要么死亡。 

1.5 进化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回报。   

         1）个人的动机必须与整体目标一致。   

         2）现实的优化，是为了整体，而非单单为了你。   

         3）通过快速的试错的方式去适应，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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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意识到你什么都不是，同时也是一切，并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5）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所拥有的观点。   

1.6  了解大自然的实践经验。   

         1）最大限度地进化自身。   

         2）记住“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3）自然的基本法则是：要想获得成就，就必须挑战极限，而挑战极限势必会
是痛苦的。   

1.7  痛苦+反思=进步。   

         1)  接受痛苦，而不是去逃避。   

          
          2)  接受严厉的爱。 （不能直接接受自己想要的，因为这样会阻止自己体验真
实；要痛定思痛后，努力反思，获得自己想要的）。 

 
1.8  除了首要目标，你也要衡量一下，决策会造成的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可能性结
果。（第一个结果可能不太满意，但是第二、第三个结果可能不错；反之亦然）。 

1.9  面对决策产生的任何结果，都要面对与接纳。   

1.10  从更高的层面看待一切事物，包括自己。   

         1)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机器内运行的机器，并且知道你有能力改变你的机器，
以产生更好的结果。   

         2）通过将你的结果与目标进行比较，可以确定如何修改你的机器。 

         3）将作为“机器设计者”的你和作为“机器使用者”的你，这两种角色进行区分。 
（很多人只把自己当做机器使用者，但是只有你是一个好的机器设计者，你才可能
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4）大多数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这导致他们
一次又一次地遭遇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弱点。   

         5）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够超越自己，客观地看待事物，管理这些事物来改变自
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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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你的弱项领域，寻求强者的帮助，这是一项伟大的技能，无论如何你都
应该发展，因为它会帮助你建立“护栏”，阻止你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7）因为一个人客观上很难看清自己，所以你需要依靠外力以及全部的证据。   

         8）如果你足够开放、足够坚定，你几乎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东西。   

 

2.   使用5步法获得您想要的生活。 

2.1  有明确的目标。   

         1)  优先级：你也许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但你无法同时拥有你想要的一
切。（选择一个目标经常意味着，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你要先拒绝一些东西）。 

          
         2)  不要目标与欲望混为一谈。（目标指的是你真的需要实现的，欲望是你想要
的，但它有可能会阻止你达到你的目标）。 

         3）通过协调你的目标和愿望来决定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4）不要把成功的表象误认为是成功本身。（开着豪车的人不一定开心，因为
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5）永远不要排除一个目标，只因为你认为它无法实现。   

         6）志存高远才能调动巨大的潜能。   

         7）如果你同时具备灵活性和自我问责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你成功。   

         8）知道如何面对挫折与知道如何前进一样重要。   

2.2  认识问题，不要容忍问题。   

       1）把棘手的问题看作亟待改进的成果。（尽管你刚开始不会这么感觉，但是每
一个你遭遇的问题都是一个机会）。 

       2）不要因为这些问题是长久以来困扰着你的残酷现实，你就回避这些问题。   

       3）明确你的问题。（你要明确你的问题，因为不同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4）不要混淆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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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区分大问题和小问题。（你每天的时间和能量就那么多，选择好问题再去投
资时间，会给你很大的回报）。   

       6）一旦发现了问题，不要容忍问题。   

2.3  诊断问题，找出根本原因。   

         1）在决定“如何处理问题”之前，先关注“问题是什么”。   

         2）区分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3)   正确认识他人（包括自己)，才能帮你厘清能从他们（自己）身上获取什么。   

2.4  做一份计划。   

       1）在你向前走之前，先向后退。   

       2）把你的问题看作是机器产生的一系列结果。   

3）记住，实现目标通常有很多种途径。  （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你的那条）。   

 
       4）把你的计划想象成一个电影剧本，你可以想象谁在什么时候会做什么。 （这
样会精炼你现实中的设计）。 

       5）写下你的计划，让每个人都看到并衡量你的进步。   

       6）认识到设计一个好的计划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2.5  推进完成计划。   

       1）一个伟大的计划者不去执行这份计划，终会一事无成。   

       2）良好的工作习惯常常被过度低估。  (成功的人会将自己的工作清单按轻重缓
急来排列）。 

       3）建立明确的指标，确保你遵循自己的计划。   

2.6  如果你找到了解决方法，那么你的缺点就不再重要了。   

      1）看看你所犯错误的模式，找出你通常会在目标实现五步法的哪一步犯错。   

      2）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大问题阻碍了成功之路；找到并处理你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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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梳理自己和他人的心智地图（思路），以及谦逊的程度。  （谦逊其实比心智地
图更重要，因为它能让你去向别人寻求自己得不出来的答案）。 

 

3.  极度开放。   

3.1  认识到你的两个障碍：自我意识与盲点。 

      1）你的自我意识会成为障碍。（它无法让你看清楚自己）。 

      2）有两个“你”（高层面的你和低层面的你）在战斗，他们都试图控制你。   

      3）你的盲点会成为障碍。   

3.2  实践极度开放。   

      1）深刻意识到也许你并不知道最好的答案。并且认识到处理好“不知道”的状况
比处理好你知道的状况，要重要得多。   

      2）认识到决策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吸收所有相关信息；然后做决定。   

3）何必虚荣，实现目标才是重点。（人们尽管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他们仍然
会向别人证明他们知道答案，不想让人发现他们有弱点）。 

 
      4）在收到信息之前，不能出手。（多数人经常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先学
习）。 

      5）要想获得别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你就必须停止评判，只有同理心才能帮你正
确评估另一种观点。   

      6）记住，你在寻找最好的答案，而不是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   

      7）明确你是在争论，还是在寻求理解，并根据你和他人的可信度来思考哪个答
案是最合适的。   

3.3  有思想的分歧是门艺术，要懂得欣赏。（在有想法的分歧中，目标不是让对方
认可你的观点，而是找出哪个观点是真实的并且找到解决方法）。 

 
3.4  多多征询那些值得信赖的持反对意见的人。 

      1）做最坏的打算，尽可能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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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晰地识别出封闭思想和开放思想。 

      1）封闭的人不喜欢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开放的人会好奇为什么会存在观点的
不一致。 

      2）封闭的人更爱用陈述句而非疑问句；开放的人知道自己可能犯错，因而会真
诚地提问。 

      3）封闭的人比较在意别人是否懂得自己的观点，而不去理解别人的观点；开放
的人通常特别希望能站在对方的视角看问题。 

      4）封闭的人常说：“我可能错了，但是我认为……”；开放的人知道何时陈述，何
时提问。 

      5）封闭的人时常打断别人的发言；开放的人则善于倾听和引导对方发言。 

      6）封闭的人通常无法同时持有多种观点；  开放的人则相反，他们不仅能同时保
持多个不同观点，还能在这些观点中游刃有余地进行判断，取其精髓。 

      7）封闭的人缺乏谦逊的态度；开放的人则时刻保有着自己可能犯错的恭谦态度。 

3.6  成为一个极度开放的人。 

      1）如果在他人挑战你的观点时，你感受到了精神上的不适，说明你可能犯错了。
你需要开放地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2）养成开放的习惯。（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你养成的什么习惯）。 
 
3）了解你的盲点。（找时间记录你做错误决定的时刻，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别人看到的问题）。 

      4）如果有许多不同的人都说你错了，而你是唯一一个你是正确的人，那么就假
设你可能确实抱有偏见。   

      5）冥想。（冥想帮助你成为极度开放的人）。 

      6）为你的观点找到坚实的依据，并鼓励他人也这么做。   

      7）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别人，同时保持开放的心态。   

      8）使用基于坚实依据的决策工具。（工具帮助你做出跟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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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知道什么时候最好停止争论，对你的决策过程有信心。   

 

4.  每个人的脑回路都大不相同。 

4.1  了解了你和其他人的思考方式，才能具备力量。   

      1）我们天生具有既能帮助我们又能伤害我们的属性，善用这些属性。   

4.2  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它们也是基因遗传
的结果。   

4.3  了解伟大的“大脑之战”，以及如何控制“战争”以得到“你”想要的。   

      1）意识一直在与潜意识在战斗。      

      2）最持久的“战争”发生在感受和思考之间。 

      3）调和你的感受和思考。 

      4）选择好正确的习惯。 

      5）用善良和毅力来建立正确的习惯，训练好“低层面的你”。 

      6）理解右脑和左脑的区别。（有的人经常用左脑，所以他们不理解右脑思考的
人，当你知道你经常用左脑还是右脑，你可以相应地安排工作）。 

      7）理解大脑哪些能改变，哪些不能改变。 

4.4  找出你和其他人的相似之处。 

      1)  内向  VS.  外向   

      2)  直觉  VS.  辨识   

      3）思考  VS.  感受   

      4）规划者  VS.  观察者 

      5）创造者  VS.  改进者  VS.  前进者  VS.  执行者  VS.  灵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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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专注于任务  VS.  专注于目标。 

      7）工作场合中，制定每个人的个性表。（这个表格能够预测这个人的行为表现，
预测他适不适合这个工作）。 

      8）塑造者是能够将想象付诸现实的人。 

4.5  无论你想要达成什么目的，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是成功的关键。 

1）管理好自己，协调好他人，去实现你的目标。 

 

5.  学习如何有效地做决定。 

5.1  认识到： 

      1）有害的情感会阻碍你做出好的决策。 

      2）决策分为两个步骤（先学习，再决定）。 

5.2  综合考量当前形势。 

      1）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向正确的人提问。 

      2）有选择地听取意见。 

      3）站得太近，容易过分放大；不如退后一步，看得更清晰。 

      4）要选好的，而不是专注于新的。 

      5）以小见大，兼顾全局。 

5.3  通过时间来综合考量形势。 

      1）要同时考量变化的速度和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不需要那么精确，这对概念性思维有益。 

3）记住 80  /  20 法则，知道关键的 20%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掌握了那关键的
20%，不要再深究那些不必要的细节，你需要做出决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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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要追求完美。（完美主义者花费太多时间在页边留白等小事上，这样就会
花掉放在重要事情上的时间）。 

5.4  在不同层面，采取有效的引导。 

      1）使用“线上”和“线下”的术语来确定对话的级别。“线上”对话关注的是主体；“线
下”对话关注的细枝末节。 

      2）请记住，决策需要在适当的层面进行，但它们也应该在各个层面上保持一致。 

5.5  逻辑、理性和常识是你最好的工具，它们能帮助你综合考量现实，并了解如何
应对现实。 

5.6  根据期望值的计算结果，来制定决策。 

      1）提高正确的概率是很有价值的，不管你现在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2）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下注，和知道什么时候该下注，两者一样重要。 

      3）最好的选择是优点比缺点多即可，不要去追求什么缺点都没有的决策。 

5.7  衡量考虑更多信息所带来的价值与迟迟不做决定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优先级排
序。 

      1）在做“喜欢做的事情”之前，你必须把所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完。   

      2）没有时间去处理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比没有时间处理重要的事情要好。   

3）不要把可能性误认为是概率。（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只有发生的概率才是重
点）。 

 
5.8  简化！（把繁琐的细节去掉后，重要的事情和关系就会凸显出来）。 

 
5.9  使用原则。（原则不仅能简化做决策的过程，而且帮助你提高决策能力）。 

5.10  依据可信度来制定权重，帮助你做决策。 

5.11  把你的原则转换成电脑算法，让电脑和你一起做决定。 

5.12  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要谨慎对待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