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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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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北半球迎来了一年中

最寒冷的季节。但从没有人会因为寒

冷感到绝望，因为冬天来了，春天还

会远吗？是啊，希望总能给人带来融

融暖意，成为大家相互慰藉的力量。

而暖意，正是寒冬里最宝贵、最坚韧

的馈赠。

对投资者而言，金融市场的寒冬

也终于投射进一抹暖阳。这一年来，

金融市场的超预期上涨，让过去数年

疲于应对下跌的投资者普遍收获了正

回报，基金投资者获利尤其丰厚。那

种感觉，就像是一个被冻得有些麻木

的 人 ， 终 于 可 以 坐 在 阳 光 下 晒 晒 太

阳，眯起眼睛看空气中细微的尘粒，

看它们如同一个个跳跃的音符，不知

疲倦地飞扬、飞扬。这样的午后，暖

暖的，无限美好。

暖意，在这个寒冬升腾、弥漫。

市场的复苏让人们重新品尝了正收益的

甘甜，回甘之后的甜度更加浓郁，随之

心底的希望也一点点燃起。现在，我们

回顾过去这些年的投资经历，充满了无

数的情绪波动，喜悦、悲观、纠结、愤

怒……直至现在，这些小小的情绪终于

有了破茧成蝶的希翼。

回忆最初我们对于基金定投的初

念，在经历了市场长久波动低迷之后，

是否仍完好如初，不曾溃败？在无数寂

寞的市场行情中，你是选择了坚持还是

放弃？是勇敢直面还是畏首畏尾、举棋

不定？殊不知，这样的市场环境恰好赋

予基金定投成长的土壤，波动是基金定

投最好的朋友，长期坚持是我们在弱市

中坚持下去的最佳动力。

回顾过去，大摩华鑫基金公司曾经

为投资者奉献了无数的投资建议和理财

箴言，基金定投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凝结了一种细水长流的投资智慧。时光

轮转，牛熊交替，基金定投经历了市场

考验，大摩华鑫基金公司和投资者一同

成长，对于基金定投的感悟也在升华。

趁着这金羊好时节，我们重拾基金定

投，聊一聊这历久弥新的投资方式。大

摩华鑫基金公司也将在知识疏理的基础

之上，增添一些趣味性的图形化表达方

式，让大家在享受心灵按摩的同时，拥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希望是什么？

在艾青的诗歌中，

希望像“窗外的飞鸟，

像天上的流云，像河边的蝴蝶，既狡猾又美丽。

你上去，她就飞；你不理她，她撵你；

她永远陪伴你，一直到呼吸终止 ”。

在我们的投资历程中，希望又何尝不是“狡猾又美丽”？

你骄傲时她闪躲，你悲观时她出现。

如同呼吸，如同空气，好似缥缈，又无处不在。

七情六欲左右着人们的理性思维，让本就复杂的投资行为增添了左右摇摆的阻力。

而这一切在这个暖冬，确乎都奔向了一个美妙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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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生 定投护航

如何才能维系生活的幸福？充足的资金。
我们不妨简单计算一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笔充足的资金会是多少?

基金定投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

很显然，未来收入432万元 ≠  未来支出 523.52万元。

生活的乐趣在于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而幸福的人生总会有相似的经历。

生儿育女

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是家庭

的重心之一，为孩子的教育、

未来储备充足的资金必不可少

安享晚年

与爱的人携手到老，有着充

足的养老金，过着体面的晚

年生活

成家立业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爱

人，有房子，家庭资产不被通

胀吞噬

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假设夫妻双方均为30岁左右，每月的收入大致为6000元，那么，工作30年

后，他们的总收入是432万元。这笔资金算是充足的吗？我们不妨再来计算一下未来30年的总支出。

假如我们定投了上证综指。

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上证综指从2005年年初的1260.78

点，上升至了2014年年底的3234.68点，累计涨幅达到了

156.56%，年化收益率为9.88%。

同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间，CPI

的年均涨幅为3%。

以设立子女教育计划为例，如果18岁开始读大学，需

要准备20万元教育基金，那么，按年化收益率9.88%计算

（股市2005年到2014年间的年化收益率，下同）：

假定30年后我们退休，保底的养老金储备要达到

175万元，收益率依然以9.88%计算，那么：

在不考虑通胀、不考虑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各种意

外支出等情况的基础上，资金缺口依然达到了91.52万元！

那么，如何才能补足资金缺口？除了努力工作赚取更

多的钱外，剩余的途径就是投资，让钱生钱。

可是，对于大多数不具备投资能力，也没有时间去投

资的人而言，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才适合他们？

注：北京2013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793元，四舍五入为6000元。

从数值中我们可以看出，9.88%的定投收益率虽不足以让我

们变成富翁，却有可能抵御通胀对我们家庭资产的吞噬。

可见，要想满足孩子未来的费用支出，越早投资，投入越

少，收益越大。
退休金与子女的教育金一样也是长期计划，用到的时间

会比子女的教育金更晚，所以越早开始越轻松。

30年的
时间里
会有如下
开支

事实上，
在我们经历的
每一个人生阶段
中，定投都会为
我们的幸福保

驾护航

生活费

普通
住房

孩子的
费用

供养双
方父母

养老
储备金

共计
5000
180

元/月

万元

保底     万元/年

赡养25年的

总费用是           万元

1
25

养老金储备：储备退休后的资金，若按照每月5000元的生活

费标准，以及10000元/年的医疗费为基准，按照25年的养老

标准，共计需要资金                 万元（不考虑社保收入）

100万元

43.52
万元

175

年龄
（岁）

人生阶段
学杂费

（元/年）
其他

（元/年）
共计

（元）

3~5 幼儿园3年 18000 2000 56000

6~11 小学6年 18000 3600 111600

12~17 中学6年 24000 3600 147600

18~21 大学4年 20000 10000 120000

合计 435200

在约定的时间周期里扣款，能在不知不觉中积攒一笔不小的财富。

长期坚持定投可平摊投资成本，降低整体投资风险。

获利可选再投资，将每次获得的分红转换成相应的基金份额，享受投资复利，比单次投资更强。

只须办理一次性手续，今后每期的扣款、申购将自动进行。

抗通胀

为子女储
备教育金

储备
养老金

定投
年限

（年）

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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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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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53 557168.03

8531.67 1023800.38
117005.76

5
2569.79
154187.1

定投时间（年）

每月投资（元）

累计投资（元）

CPI CPI均值 上证综指年均涨幅

每月投资（元） 累计投资（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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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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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定投的那些事儿 
作为一种便捷的基金投资方式，基金定投非常适合这样四类人群

定投八大原则

定投坚持时间越长，盈利概率越高

目前流行的定投方式

最适合定投的基金：偏股型基金

工薪阶层

由于可以积少成多和轻松进

退，基金定投可谓工薪阶层

以及“懒人”的“聚宝盆”

职场新人

定投有助于培养投资习惯，特

别适合刚刚踏入社会、积累有

限的年轻人，能帮助他们改变

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

不喜欢承担过大投资风险的人

在长期投资的过程中，基金定投可以平

摊市场的震荡风险，同时，投资者也可

以逢低多买，逢高少买，降低投资成

本，让收益最大化

平时只有小钱

未来有大支出

如年轻的父母为子女积攒

未来的教育经费，中年人

为自己的养老计划存钱

四类
人群

股票基金

混合基金

债券基金

货币市场
基金

并非所有的基金都适合定投，真正适合

定投的基金种类为偏股型基金。

因为基金定投是希望能借长期投资平均

成本，降低投资风险，而债券型基金和货币

市场基金的投资收益都较为稳定，大起大落

的情况很少发生，定投产生的收益和一次性

投资产生的收益几乎没有差别。

既然定投基金主要以偏股型基金为主，那么，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惑，股市动荡起伏如此巨大，定投是否会造成亏损？

事实上，基金定投不能简单等同于银行储蓄，作为一项投资，它的收益率会跟随市场走势而波动，也会有亏损的情况出现。但

是，海通证券的一项研究表明，定投基金的时间越长，其风险将会越小，盈利的概率将会越大，而一旦定投时间超过七年，盈

利的概率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00%。

随着基金定投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基金定投的方式也在逐渐“升级换代”。除了定期定额投资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基金定投方式还有如下几种：

基金定投除了要坚持
以外，这样八大原则

能让你的定投
更具效率。

定投时间 

年化简单收益率 年化内部收益率 

年收益均值 年收益最高值 年收益最低值 盈利概率 年收益均值 年收益最高值 年收益最低值 盈利概率 

定投任意一年 10.01% 153.31% -51.36% 50.36% 24.57% 365.78% -77.66% 50.36%

定投任意三年 9.20% 67.94% -10.70% 63.48% 17.92% 132.59% -20.81% 63.48%

定投任意五年 10.53% 39.17% -4.81% 75.82% 19.61% 71.26% -9.62% 75.82%

定投任意七年 12.94% 26.58% 3.73% 100.00% 23.74% 46.97% 7.21% 100.00%

投资标的：深证成指指数基金   时间区间：2000年1月到2012年6月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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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高时买进的份额数少，净值低时

买进的份额数多，分散进场时间。适

合筹措退休基金或子女教育基金

长期投资是定期定额积累财富最重要

的原则，这种方式最好要持续3年以

上，才能得到好的效果

已经投资了2年，市场上升到了非常

高的点位，并且分析之后行情可能

将进入另一个空头循环，那么最好

先行解约获利了结。如果即将面临

资金需求时，例如退休年龄将至，

就更要开始关注市场状况，决定解

约时点

时间复利效果分散了股市多空、基

金净值起伏的短期风险，选择波动

幅度较大的基金更能提高收益。理

财目标5年以上，可选择波动较大的

基金；5年内的目标，则选择绩效较

平稳的基金为宜

开始定期定额投资后，若

临时必须解约赎回或者市

场处在高点位置，而自己

对后市情况不是很确定，

也不必完全解约，可赎回

部分份额取得资金。若市

场趋势改变，可转换到另

一轮上升趋势的市场中，

继续进行定期定额投资

定期定额投资一定要做得轻松、没负

担，事先分析一下自己每月收支状

况，才能有备无患

开始定期定额投资时不必

过分在意短期涨跌和份额

数累积状况，在必要的时

候可以咨询专家的意见

超跌但基本面不错的市场最适合开始定期定

额投资，即便目前市场处于低位，只要看好

未来长期发展，就可以考虑开始投资

定投方式名称 操作方式

定期不定额 投资的时间固定，但是可根据市况选择不固定金额的定投方式

定额不定期 投资金额固定，但是投资周期可以是每月、双周或每周的定投方式

组合定投 定投的基金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只，可选择多只基金搭建一个组合进行定期投资的定投方式

智能定投
可跟随市场趋势的变化灵活调整定投的基金品种或投资额度的定投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不同的基金公司

有着不同的设计风格

转换定投
平时将资金存入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上，等到了扣款日期时则将货币基金转换为所定投基金的定投方式，而

多余的资金仍旧留在货币基金上，既保证了资金的流动性，又保证了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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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心灵诊疗室
了解投资中的七情六欲必不可少，而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投资过程中遇到的情

绪问题，少一点情绪因素对投资的干扰，也是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摩鑫医生就是专治情绪疑难杂症的。作为投资大学心理学院毕业的基金主治医

生，摩鑫医生对投资情绪的研究自有一套方法，总能对症下药。

基金业绩的参考点应该与同类产品/行业基准指数收益率做比较。例如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可以与同类标的做参考，如

同类型的股票型基金、基金行业的基准指数（中证股票基金指数）、沪深两市代表性指数（上证综指、沪深300）等。

应该理性看待投资品。收益越高的产品，其承担的风险也越高。如果一直与市场中收益率最高的产品比

较，即便赚钱了，也会感觉亏损和悔恨。摩鑫医生向李冲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

创业板的收益率较高，但其亏损的风险也较大。要么具有较强的选股能力，要么运气较好，才有可能成为那10%的极少数人。

而大多数不具备投资能力的人，很有可能会成为42.86%中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基金投资则要更轻松一点，虽然涨幅超高的

比例不如创业板，但是因为有基金公司的团队做专业支持，盈利概率也更高。所以，盲目与市场上的最高收益率相比只会蒙蔽

了你的眼睛，徒增烦恼。

很多投资者投资基金并不快乐，总感觉

自己似乎持续处于亏损中。这是因为大

家对参照点的选择出现了问题，而并非

是真的亏损了。就像你频繁盯着短期业

绩一样，感觉亏损似乎无止境，但实际

上你2014年全年的收益率颇为不错。

其实，你选择的基金能为你赚到钱，就意味着基金投资是适合你的。你的问题在于比较的对象飘忽不

定，以至于你感受增长的日子远少于感受损失的日子，挫败感就总也摆脱不了。

你应该选择一个固定的参考标准来评估你的基金，比如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基金业绩的稳定性等，

这样才能客观看待手中持有的基金产品。

李冲
40岁

病症：参照点选择亚健康
症状：总与收益最高的投资
品做对比，导致心理失衡。

为什么我的基金的收益率无法超过100%？我有好几个投资创业板股票的朋

友的收益率都超过100%，最高的甚至有150%的收益率。

摩鑫
医生

摩鑫
医生

留心一下，你能发现，如果你只是关注某一年的收益率，你会发现收益率低得可怜，甚至还会出现亏

损。如果将时间缩得更短，以天为单位，这种波动或许还会加剧。可是，若从长期来看的话，你会发

现，2005年到2014年这十年，各类型基金平均累计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股票型基金的平均累计收益

率甚至超过了300%！你还觉得基金的收益率不行吗？

摩鑫
医生

创业板
股票

406 232

786

57.14%

97.64%

42.86%

2.36%

只上涨

只上涨

涨幅超过50%的有97只 占比23.89%

上证综指 深证综指 股票基金 混合基金 债券基金

跌幅超过50%的有25只  占比6.16%

跌幅超过50%的有0只

涨幅超过100%的有43只 占比10.59%

涨幅超过50%的有42只  占比5.22%

174 只下跌

19 只下跌

只

偏股型
基金

805只

解决
之道

赵宇
30岁

病症：以短期赌长期症候群
症状：以短期收益为参考衡
量基金的长期业绩，为短期
业绩焦躁。

基金投资到底靠不靠谱？为什么每天的涨幅有时连1%都不到？而且，这几天

市场大跌，2014年赚取的30%的收益率近期又跌回去了一点，28%都不到了。

这可怎么办？

350%

250%

150%

50%

-50%
2013 2014 2005-2014

基金不是爆发力最强的短跑选手，因为基金追求的是长期收益，而非短期。长期来看，市场是波动上行的，从上

图银河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来看，2005-2014年上证综指、深证成指、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的总收益充

分证明，基金的长期表现是良好的。跨越更长的时间段后，基金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才能显现。

同时，基金的业绩参考周期需放长。参照的时间周期最好是长期的，比如5年或者更长。同时，还可以细化以半

年、季度为单位的子周期做参考，而每天、每周的业绩比较意义并不大。

解决
之道

解决
之道

如果投资者始终将基金表现与极值比、与收益更高的基金比，即便投资基金已获得收益，投资者也将永远感受

不到赚钱的快乐，反而会陷入类似亏损的情绪中而难以自拔。而且，对于同样的基金表现，如参照点有差别，

每个人的感受会截然不同。所以一个客观、稳定的参照点的选择在投资的过程中很重要。

王磊
35岁

病症：参考点始终漂移症
症状：不断以期初、极值，或
者表现最好的基金产品作为衡
量基金业绩好坏的标准。

为什么我的基金收益率总拼不过周围的朋友们？而且总不能在净值较低的点

位买入基金，例如我原本应该在净值1.034元时买入，但拖了一段时间后，再

买入时就是买在了1.136元附近，这不就相当于在变相降低我的收益吗？是不

是我不太适合投资基金？

1.2

1

0.954 1.092

1.235
1.311.034

1.136 1.14

2014-09 2014-10 2014-11 2014-12 2015-012014-08

基金3 策划 金羊好时节  财智双响炮Special

数据来源：WIND 数据统计时间：2014年全年

数据来源：银河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截至日期：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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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盘最近走势仍然不太理想，虽然涨

了一些，但相比过去的高点位来说，这

一点点的上涨又有什么意义呢？

投资的七情六欲 

人有七情六欲，投资亦然。我们总是让情绪过多阻隔了对投资最理智的判断，在自怨自艾中乱了阵脚，苦不堪言。以下的

小情绪在投资过程中屡见不鲜，它可能正发生或曾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如同解不开的魔咒，挥之不去。

喜悦是放肆，投资却要克制

在投资过程中，我们最难以掩饰的就是赚到钱的喜悦之情。相比于亏损的沮丧、持续低迷的悲观、震荡

的忐忑，喜悦确乎是最难以克制的情绪。正是这种最直接、最放肆的直抒胸臆，也最容易令人身陷囹圄。

情绪1、2：

成功总是让人飘飘然而不自禁，如同一味

沉浸在赚钱的喜悦中，免不了对现实雾里看花，

不甚明了。而投资的风险就是缭绕在收益之间的

迷雾，拨不开散不了。唯有冷静观察方可将风险

排查，可过于自信的大脑早已在风险面前不堪一

击，失败便见缝插针、肆虐开来。

情绪3：

在我们的资产配置中，不同的投资品种肩

负了不同的责任和理财目标，无关乎谁更好，

而是谁更适合。“货币宝宝”的价值在于现金

管理，定投则是长期理财规划，更注重长期收

益，所以两者本无优劣之分，我们也不用一味

以收益率论英雄。

那些因为喜悦而触发的情绪“ ”

每一种情绪都暗藏了一个小小的危机，关键在于如何化解。

情绪1、2：

投资的痛苦不只有亏损，还有“你以为的

亏损”，比如“没有以前赚得多”，比如忽涨

忽跌的失落……上面的小情绪1、2是在赚钱情

境下的哀伤，也是自己虚拟的亏损。它之所以

让人产生真实的亏损感，只是因为参照点的飘

忽不定，它让我们的高兴转瞬即逝。

情绪3、4、5：

定投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动作，它的收益也是经历时间考验

才能真正凸显出来。而此过程中的等待、震荡、焦虑会很自然

地动摇我们的信念，你会不自觉地和自己不同时期比，和别人

比，和别的理财产品比，任何一种暂时性的落后都会让你患得

患失，对坚持产生动摇。所以，摒弃四面八方的市场噪音会让

我们的投资行为变得简单、单纯，也更容易坚持。

情绪4，5，6：

如何克制投资中的患得患失？你以为只有亏损才会让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赚钱同样让人备受煎熬，你

要担心什么时候会赚得更多、担心不能一直赚钱怎么办、赚得没有上次多怎么办……这些情绪都在消耗我们对

于定投的正确认知：定投，始终需要关注的是长期收益，我们为何不能在持续的收益中享受持续的快乐呢？

哀伤，是一杯自斟自饮的苦酒

你确定你的哀伤真的是因为亏损，还是因为过高的心理预期，摇摆不定的理财目标，患得患失的

情绪困扰？

“
”

你会被这些小情绪困扰吗？
你会赚了钱却还是痛苦吗？

你明明可以不用庸人自扰的，也许你只是选错了参照点，或者意志不坚定？

1.最近定投屡创新高，不

亦乐乎！看来明年的旅游

基金可以搞定啦！

2.旅游算什么，我可指望

我的定投再创新高，把我

的换车计划提上日程。

3.“宝宝”神马都是浮

云，那点小恩小惠咱都

看不上，要是定投一

直这么好，我就彻底弃

“宝”定投了！

4.自从涨起来后，我这晚

上总睡不踏实，一天看好

几回大盘走势、基金净

值。人也变冲动了，总想

着往里多投钱。

5.天哪，我不是看瞎眼

了吧，我的定投账户上

不是一直在赚吗，为什

么会跌呢，为什么！

6.为什么我却开心

不起来？什么时

候才能像上次那

样大赚一笔？

4.我的运气真是太差了，凭什么

我赎回了之后定投又涨起来了，

要是我当时也坚持，现在肯定也

能像隔壁老王那样嘚瑟了！

2.我的申购价是1块，没过几天就跌到0.95，

难过了一阵子；后来涨到1.2，又没有1.4时那

么高；后来涨到1.6吧，没老张1.7的多；等涨

到1.65，还担心以后会不会跌！为什么买个

基金会这么操心？

3.同事和我一起买的定

投，都是1块钱买的，可

他的都涨到1.4了，我的才

1.1，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

都充满了炫耀，我整个人

都不好了！
5.赚到钱还痛苦，原来投资如此折

磨人。我到底还要不要定投了？

外需回暖难强劲 基金3 策划 金羊好时节  财智双响炮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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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3、4：

贪婪和恐惧并不是来自人性，而是源

于情绪对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没

有办法避免它的产生，但是却能学会较为

理性地面对它。投资心理学上做过这样的

研究，同样的市场条件，在不同的天气情

况下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雾霾天气本来

就会让人变得消极易怒，进而影响到我们

对于投资决策的判断也就不足为怪。

交易的快感是定投最大的敌人

你以为频繁交易是在最大限度享受市场收益？是在避免风险？是在彰显自己对于风险的识别？还是要证

明自己对于市场的操纵？这些在定投面前，都是弄巧成拙的玩笑。

你的恐惧因何而生？

恐惧在侵蚀投资者摇摆不定的内心，你能战胜它吗？

4.最近真是糟透了，天

天雾霾没个盼头，偏偏

定投也温温吞吞不见起

色。这样的日子真是受

够了！我要移民，我要

卖掉定投！

情绪1、2、4：

有人爱上了投资中交易的乐趣，有人爱上了甄选基金产品

的成就感，每个人都会在投资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乐此不疲。

但既然赚钱的宗旨没变，我们就应分清楚是真赚钱还是假赚钱。

定投的大忌就是频繁交易，因此损失的手续费和错过的时间节点

恰恰是长期投资的瑰宝；而交易的快感不过是自己给的成功“假

象”，除了愉悦自己，并不能在收益上带来实质飞跃。

情绪3：

所有人都讨厌市场低迷，唯恐避之不

及。唯有定投让低迷的市场蕴藏了满满的机

遇。因为只有市场较长时间徘徊于底部，每

月的投入才能得到较多的低价筹码，为以后

的上涨积累足够的份额。所以波动越大的产

品往往能带来越多的收益。

“追杀涨跌”是很容易陷入的投资误区，尤其在定投面前，它是更加忌讳的错误方法。

恐惧是因为认知的空缺

我们会因为什么而恐惧？无知、不确定性、难以把控、遥遥无期的转机……定投的时间周期漫长

而寂寞，即便时间稀释了风险的凶猛，却仍不乏因为无知和不确定带来的深深恐惧。它似乎在向我们

宣战，在时间面前，你什么都不是！

1.市场走势真是太诡异了，除了

每天看着自己的资金增多或减

少，一点办法都没有，让我对

资本市场几乎产生了敬畏的心

理——它轻轻一跌就随意地带走

我的钱，太可怕了！

“ ”

2.跌跌跌，什么时候才是

头啊！说好的定投可以帮

我攒首付都是骗人的吗？

我对投资、对市场都越来

越没信心了……

3.本来要给儿子攒学费的，可一

直在跌，学费还有没有指望啊？

我都几天没出门了，狗也不遛，

牌也不打，棋也不下，天天盯着

屏幕看，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

措，完全失了主心骨了。

情绪1、2：

大部分投资者的恐惧情绪都来源于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

难以把控。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却不能占得先机。这样的无

力感很容易让人懊恼。尤其当亏损降临，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被判了死刑的恐惧一股脑涌上心头，手足无措。这样的恐惧

本可以避免，着实是因为大家对于定投的认知，短期内的收

益波动不能代表定投的真正价值，拉长时间周期方可还原它

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都这般自信和笃定，便断然不会在短

期震荡中恐惧、绝望。

1.唉，我日思夜琢磨，就

想着买涨杀跌多赚钱，没

想到末了跟别人收益差不

多！还费心劳力，忧思不

断，身体都差了！真是费

力不讨好！ 

2.大盘也没涨多少啊，我的

基金居然又重新获利了！看

来“长期持有”是必要的。

还好没像小李，他的基金换

来换去，虽然有的涨了40%，

但也有表现不好的！总体看

来，不见得多赚，手续费是

没少损失吧？

3.我买定投一定会及时止损，我

可受不了天天看着它们跌，亏了

就卖！市场好了再买回来，低迷

市场一定要迈过！来来回回好多

次，我都习惯了这种方法，甚至

觉得乐趣丛生。

4.投资是一场博弈，要的就

是心跳的感觉，我一定要在

市场跌之前退场，在市场涨

之前捷足先登，这样才能充

分体验博弈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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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小白的投资之路

1 3

42

明确目标和时间

复利的力量

你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吗 波动是基金投资的必经之路

越早开始，越早获益 构建适合自己的核心组合 资产配置，让风险不再可怕

每个理财小白的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理财

就是让梦想落地。“时间”和“目标”是我们开

始投资之前最需要确认的两个要素。

风险偏好指的是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态度，

不同人对风险感知是不一样的，因此产生

的决策大大不同。

成功理财的关键在于尽早开始和长期规划，也许你会懂得这个道

理，但真的能做到吗？

在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请

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与之相

匹配的三至四只业绩稳定的理财产品

组成核心组合。

低于自己风险
承受力的投资，

会降低投资
效率，浪费

好机会

超过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
只会自寻烦恼

甚至颠覆原有的
财务状况

在我们购买产品之前，都会进行风险偏好测试
以确保风险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要觉得这是
例行公事，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才能构建出
完美的核心组合。

你希望达
成的目标

清晰描述你的财务目标，并用数值

衡量，比如价值300万的房子

投资工具
的回报率

投资工具有基金、股票、债券、储蓄

等等，投资回报率越高，风险越大

个人所投
的金额

可以投入的金额，一次性的或是

多次投入

投入的
时间

根据你的理财目标，确定中短长期

投资

过度
消极

过度
激进

较积极的投资组合。组合中选择投

资风险偏高的资产，如股票型基金

在投资组合中应以风险适中的混合

型基金为主

在投资组合中应以风险较低、风格

稳健的资产为主，如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型基金

积极型

稳健型

保守型

5

我们来看一对双胞胎兄弟。

哥哥Steve从20岁工作开始，

每年将2000美元存入自己账户，

存了10年后不再追加资金到该账

户中。

弟弟Bill等到30岁时才开始做

规划，但是之后每年也存入2000

美元，坚持到65岁退休为止。

假设两人的投资每年均成长

10%，65岁的时候，Steve的账户超

过100万美元，Bill的账户却只勉

强超过60万美元。

10年的投资胜过35年，这就

是复利的神奇之处，这就是越早

投资的财富增长优势。

125万

100万

75万

50万

25万

0

20

账户值

年龄25 3035 40 45 50 55 60 65

单一的投资产品，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相比于承受择

时的煎熬、纠结基金产品的选择，不如做好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是一个综合的动态过程，资本市
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资金都
会发生变化，所以资产配置也应该做好监
控，适时调整，市场好的时候加大高风险
产品比例，反之亦然。

根据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的
类型大致分为以下三种：

稳健型

保守型

积极型

高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低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中等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低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储蓄、国债、货币市场型基金、债券型
基金、人民币理财产品等

中等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信托、偏股型基金、外汇理财产品等

高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股票、个人外汇买卖、期货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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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000元定投基金为例，图中4个基金产品
涨跌幅分别为0%、10%、20%、40%，对应
基金净值1元、1.1元/0.9元、1.2元/0.8元、
1.4元/0.6元。

经历1-6这几个时点的买入，波动幅度
0%、10%、20%、40%分别持有份额为
6000、6040、6166、6762份，按照1元价
格卖出，获利6000元、6040元、6166元、
6762元。投入成本都为6000元，收益率分
别为0.0%，0.7%，2.8%，12.7%。

可见，波动较大的基金有机会在净值下跌
的阶段累计更多低成本的基金份额，待市
场反弹后获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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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0% 1 1 1 1 1 1

0.7% 1 0.9 1.1 1.1 10.9

2.8% 1 0.8 1.2 1.2 10.8

12.7% 1 0.6 1.4 1.4 10.6

数据来源：WIND

市场起起落落，感觉就像过山车；心理起伏虽大，蕴含投资机会。基金定投，波动越大收益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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