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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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稳挣钱安稳挣钱 精致花钱精致花钱 多元攒钱多元攒钱

关于关于““钱钱””，，年轻人这么看年轻人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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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萌萌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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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一代人可能
更加缺乏安全感，但他们却没有像
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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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多赚钱，也要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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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师小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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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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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己大方，

也慷慨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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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谢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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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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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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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选择，接受新的理财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