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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中国青年观察④

安稳挣钱 精致花钱 多元攒钱

关于“钱”，年轻人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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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赚钱，也要自己的生活

虽然现在生活压力加大，许多年轻人都想多挣钱；
但对挣钱的方式，年轻人有明确的选择标准。

“虽然我们节假日加班有3倍工资，但我觉得非自愿
加班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萌
萌告诉记者，“我需要赚钱，但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个人
生活。”

2020 年开始工作的梅林表示，如果需要加班赚钱
或者兼职赚钱，首先必须确保自己有余力，而且绝不
能影响身体健康。“奋斗是我们这代人的底色，但如
果为了财富不断透支身体和生活乐趣，在我看来也是
不能接受的。”

不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是影响了一些年
轻人对挣钱和消费、理财的看法。“疫情教会我很重要的
两件事，一件是买保险，另一件是储蓄并理财。‘黑天
鹅’事件让人猝不及防，还是要在有一定保障的前提下
再享受当下。”王萌萌说。

与自己的父辈相比，青年对奔波劳碌式的“先积
累，再享受”不太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边赚钱边享
受”的生活态度。

对于挣钱的动机，年轻人较少设立具体的长远目
标，更多是近期被“种草”的易于实现的“小目标”。虽
然年轻人普遍对未来风险的焦虑值更高，相较于上代人
可能更加缺乏安全感，但他们却没有像上代人通过不断
攒钱来缓解焦虑，反而是在安稳挣钱的前提下充分筹
划，将明天的担忧留给明天。

“前几代人挣钱主要是‘生存性’的，比如为了买
房、子女上学或者家庭应急，也有的就是为了存钱而挣
钱。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挣钱是为了生活，并非
生活是为了挣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追求‘小确
幸’的生活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迪分析。

从“生活是为了挣钱”到“挣钱是为了生活”，虽然
只是在语序上调整了一下，但折射的是青年在金钱观上
的转变：从注重积累到学会享受、从先攒钱再享受到边
赚钱边享受。

这种转变在许多长辈们看来有点不可接受，所以经
常会听到长辈责备年轻人目光短浅、不会持家，甚至还
为此大吵一架，弄得年轻人们“有苦说不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符国群认为，金钱观在
不同代际之间肯定会有评价标准的差异，因此要在更宏
大的背景下看待年轻人的金钱观，而不是站在上一代的
立场指责下一代。

在朱迪看来，一方面要对青年进行合理健康金钱观
念的引导，既保障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做到对自己和家
庭负责任。另一方面则应注意保护青年的消费欲望，避
免出现“低欲望社会”。

对自己大方，也慷慨回馈社会

“大学的时候妥妥的‘精致穷’，有多少花多少，从
来不节省。”北京某小学教师小刘告诉记者，只要在能承
受的经济范围内，都会尽可能买更好的东西。

对小刘来说，“不委屈自己”是消费的第一原则。
“现在工作了，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目前也没什么经济
压力，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一些呢？”小
刘说。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扩大的趋
势下，像小刘这样对品质生活有追求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让他们乖乖掏钱的目标也变得丰富多元了。

麦 肯 锡 《中 国 奢 侈 品 报 告 2019》 显 示 ， 2018
年，“90 后”的奢侈品消费额在中国奢侈品总消费
中占比 23%。2018 年，“90 后”人均花费 2.5 万元购置
奢侈品，金额与他们的父辈相当。2020 年，贝恩公司
发布的数据显示，年轻群体平均第一次购买奢侈品是
在 20 岁。

朱迪分析认为，“当代青年更注重‘珍惜现在’而不
是‘未雨绸缪’，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

不同于前几代人通常关心的是‘我买得起什么’。商家和
市场营销及其建构起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青年的
消费欲望不断被激发。”

“年轻人对未来经济和个人成长更加有信心。而且，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1990年后出生的一代对未来
养老等问题暂时没有焦虑。”符国群表示。

花钱除了享受更优质的物质生活，满足个人精神需
要和实现社会价值，也是年轻人取悦自我，积极掏腰包
的重要动机。

“现在觉得买车不如打车了，自己开车要考虑停车、
养护，不如打车来得便捷舒适。”“90 后”小谢告诉记
者，“买车不仅得背负长期压力，还会附带一系列隐性成
本，如今买服务买体验反而更合适”。对于一些上辈人观
念中必备的“大件物品”，在年轻一代眼里更乐于接受让
渡所有权、强调使用权的体验式消费。

小刘从 2012年 7月开始就通过手机号话费包月的方
式为红十字会捐款，“为社会贡献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她还经常将闲置衣物捐给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除了对自己大方，年轻人对于公益事
业也更加开放慷慨。

“服务消费的上升是更加成熟的消费社会的标志，服
务消费的特点在于提供便捷、舒适的生活，以及提供有
趣和新奇的体验，符合青年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朱
迪解读道，“更加接受通过购买服务而不是强调物质的拥
有，来满足消费需求，反映了青年物质观的变迁，代表
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多元化选择，接受新的理财方式

1997年出生的李灵有自己“独创”的理财方法。“我开
通了两个支付宝账号，一个专门存钱，再拿出一部分买一
些稳健的理财产品。另一个则专门用来日常开销。”李灵每
个月从存钱的支付宝中划出定额的生活费，以此来控制消
费，并努力实现资产增值。

“上学的时候是从支付宝开始接触理财的。”李灵说，
“现在，我会根据比例把工资划分为若干部分，其中一部分
专门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是大多数年轻
人的理财启蒙课，其操作便捷、申购门槛低、随时存取消费
等特点，受到“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追捧。“不用花什么心
思的理财方式是最好的！”

其实，像李灵这样有理财头脑的年轻人比比皆是。上
海高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20 国人理财趋势报告》显
示，中国理财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90 后”正成为主力。
线上理财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CBNData 发布
的《2019线上理财人群报告》显示，“90后”与更年轻的“95
后”“00后”占据了线上理财人群数量的49%。

社会担心会“惯坏”年轻人超前消费的消费场景类信贷
产品，在一些年轻人手中反而成为精打细算的理财工具。

“苹果电脑是用免息分期的方式购入的，也是消费信
贷支出中最贵的一笔。”小谢告诉记者，“并不是因为手里
没有足够的钱，而是想着消费信贷可以免息分期，这样我
的本金可以趁这段时间差做一些理财。”

除了购买理财产品，存款也是年轻人稳健的理财选
择。“每个月会有计划地将工资的 60%存起来，”小谢说，

“金钱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
存款其实就是安全感和舒适感。”

同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进行高风险高收益投资。
对于风险问题，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2020年刚进行高
风险投资的王萌萌说：“理论上，基金产品如果持有时间足
够长，应该很难大幅亏损。至于股票这种风险较大的投资
方式，如果亏了就当交‘学费’了。”

在一些年轻人眼里，风险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不是
需要刻意规避的。“我觉得年轻人早点去证券交易市场‘上
课’比较好，毕竟早晚都要学习让自己财产增值的方法。”
王萌萌说。

除了“食补养生”“运动自律”，相较于父辈，“不敢看体
检报告”的年轻人购买保险的意识来得更早更猛烈。去年
9 月，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保险平台发布的《90
后保障报告》显示，近70%的“90后”拥有健康险，超过一半
的“90后”认为至少需要3份保障才更有安全感。

王萌萌投保癌症医疗险已经一年了，重疾险、意外险
也是她长期关注的险种，“我属于比较‘贪生怕死’的，而且
保险就是越年轻越划算”。对于年轻人来说，保险不再是上
一辈人眼中虚无缥缈的未来投资，而是对未来生活风险实
实在在的掌控。

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对金钱有着更为明确的规
划。老一辈更多选择存款、购买不动产，年轻人却有更多元
的选择，可以炒股、买基金、买保险。“现在的年轻人在理财
方面储备的知识，比上代人更为丰富，他们更善于学习并
迅速接受新的理财方式。”符国群说。

年轻人怎么看待金钱？年轻人的金钱观与父辈相
比呈现怎样的特点？年轻人理财意识如何？……作为伴
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
代人，年轻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有人总结道：从普遍节俭到品质生活、从回避
风险到积极投资、从奔波劳碌到享受当下。青年在
金钱观的转变，正是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缩
影，也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父辈眼中，年轻人
的财富观和消费行为被贴
上各种标签：“精致穷”“月
光族”“大手大脚”……这引
起不少人的担心。的确，一
部分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已
经 使 自 己 的 生 活 陷 入 困
顿，这值得反思。但从各种
调查和报道来看，大部分年
轻 人 在 花 钱 上 保 持 着 理
智。如何花钱和理财，年
轻人远比想象的成熟。

在精打细算上，年轻
人不比父辈逊色。耐用消
费品要选大品牌，毕竟要
用 很 多 年 ， 得 选 个 信 得
过、用得住的，这和父辈
没什么差别；为仨瓜俩枣
的包装袋、配送费、视频
VIP账号斤斤计较，这种省
小钱的节约似乎完美继承
了父母的传统。但年轻人
在消费上更关注自己的内
心：价值不菲的汉服、“无
底洞”似的潮流商品、旅
游度假、滑雪冲浪等体验
式消费。而这正是当下年
轻人的精明之处：在“悦
人”与“悦己”之间，年
轻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后
者。自身感受成为越来越多
年轻人消费的逻辑支撑。好
钢用在刀刃上。只不过，时
代不同，“刀刃”的含义也有
所差别：父辈把钱用于购置
不动产、教育支出，年轻人懂
得怎样来愉悦自己。

在投资理财上，年轻
人更“早熟”。现在的年
轻人比起他们的父辈，更早
拥有理财意识，更早注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里”的多元理财方式。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
轻人，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通过互联网平台，年
轻人更早接触理财产品，早早萌生了投资理财的
想法，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甚至大学时代，许多年轻
人就有了多元化理财的意识，开始用钱生钱，去
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大多数年轻人花钱是理智的。简单化标签并
不反映年轻人的全貌。时代在变，需求也在变。与
老一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成长在较为优渥
的物质环境中，花钱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如果
一味地用“老眼光”看待“新现象”，焦虑担忧
在所难免，但很多时候其实是杞人忧天。年轻
人并不傻。他们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而产品
或者服务要想赢得年轻人青睐，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毕竟他们的眼光更挑剔。促进消费升
级，更离不开年轻人引领风潮。

不过，不担心不意味着不关心。年轻人还
在成长，一部分人尚未形成完善的金钱观。近年
来，互联网金融平台给人们带来方便理财和消费
便利的同时，部分平台也存在过度营销贷款的倾
向。门槛低、额度大、关停难，给缺乏还款能
力的年轻消费群体过度放贷。而治理这个现象
还需要各方发挥作用，帮助年轻人培育理性消
费、适度消费的理念，让他们更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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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90后”女孩小巩向记者展示的2020年护肤品支出账单。 本报记者 张一琪摄

▶ 图为两位网友晒出的月度账单。
图片来自网络

▼ 2 月 6 日，身着汉服的游客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豆陂村清花湾青果乐园猜灯谜。 曹正平摄 （人民视觉）

▲ 2月 3日，游客在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界埠镇郑家村西江悦
乡村旅游点赏花自拍。 李福孙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