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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支付宝年度账单即将出炉。
这一年你用支付宝花了多少钱？估计会有
不少“90后”被自己的账单吓到：我哪来的这
么多钱？

说起“90后”的消费，“精致穷”“月光族”
“啃老买奢侈品”“超前消费”“1000可以花，10
块钱必须省”……种种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
被贴上了“畸形”的标签。

但是很多报告用实实在在的数据，为“90
后”的消费方式做出生动解读。他们的某些
消费行为在外人看来并不理智，却有自己独
特的追求。当他们在消费上精明起来时，又
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也超越了他们的父辈。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已经到来，中国“90
后”们正在用属于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标
记这一代人的独特性格。

挣钱不多，生活品质不能低

“能手机打车干嘛要挤公交地铁？时间
最重要。”“生鲜APP能把蔬菜水果送到家，顶
多再多花点运费，干嘛自己跑出去买菜？”“工
作这么累，周末还加班，再不吃好喝好也太惨
了。”“29岁，2开头的最后一个生日，得给自己
买个礼物。”懒人式消费、奖励式消费、治愈式
消费，许多“90后”秉持精致生活的理念，收入
不高，花销却不小。

此外，还有很多消费行为让人迷惑不解。
小高是一个“猫奴”，她养的猫叫大庆。

买猫粮、猫砂、罐头、玩具，带它洗澡，每月都
有五六百元的固定支出。除了经济负担之

外，还要花时间伺候它吃喝拉撒。
“有时真的会被它气死，但能从它这里寻

求安慰，这是我们这些‘猫奴’自我表达的途
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跟父母说，因为
他们很难理解。”小高说。

“90后”成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消费选
择，商品种类极大丰富，营销工具、“种草神
器”深入人心，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小红书、
各种形式的直播，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他们。

时代赋予这代人一个更丰富多彩的物质
世界，也给他们肩头施加越来越繁重的生活
压力和工作负荷。压力催生了“90后”这些不
被理解的“迷惑”消费行为和种种冲动消费，
也让许多“90后”在消费中更加注重教育和自
我提升。

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发布的
《“90后”攒钱报告》显示，年轻人用花呗购买
教育类产品和服务的金额同比上涨了87%。

2019年被称作付费自习“元年”。付费自
习室迅速赢得职场年轻人的青睐。工作之
余，很多年轻人逃离逼仄的居住环境，来到付
费自习室找一方安静的书桌，如饥似渴地寻
求自我提升。为了更体面的生活和更光明的
未来，进入职场的“90后”丝毫不敢懈怠。

分期虽好，警惕掉进“无底洞”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一边是羞
涩的口袋。借助消费金融、信贷工具超前消
费或分期付款，是很多“90后”的消费习惯。

据统计，平均每4个“90后”就有1个人在

用花呗进行信用消费，近四成“90后”把花呗
设为支付宝首选的支付方式，比“85前”高出
11.9个百分点，超七成“90后”未来还将继续
超前消费。

这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来分析一下。
最开始，也许只是想买一部手机，可是还

要交房租，直接买压力有点大，就用了分期。
一部价值四五千元的手机，分12个月还清，每
月只需还款三四百元，很有可能还是免息的。

手机到手后，觉得电脑用了好多年，反应
越来越慢，没开几个程序就很卡，也该换了，
于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台电脑，分期
账单又增加了几百块钱。

在家听音乐，手机外放效果终归不能让
人满意，要达到“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的
通透感，得买一个高品质的音箱。面对价格
动辄上千的音箱，还是靠分期“大法”……

想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支付宝花呗上的
额度逐渐累积。为了将额度分散，索性再开
个京东白条，以降低内心焦虑和负罪感。就
这样，微信里的微粒贷、去哪儿网的拿去花、
百度的有钱花、银行信用卡甚至是某些不靠
谱的网贷账户……种种信贷工具陆续开通，
以满足不同场景下超前消费的需求，债务额
度不断增长。

最坏的是严重超过负债能力，容易被网
贷平台“低息”宣传诱惑入坑，由此导致背上高
利贷者大有人在，不仅搭上自己的前途，也拖
累整个家庭，更有甚着为此付出年轻的生命。

不过，虽有悲剧发生，整体而言，绝大多
数“90后”使用信贷工具都保持着冷静和克
制。87%的年轻人近一年内从未出现过逾期

现象，仅 3.6%的人产生经常逾期和以贷还贷
现象。使用 3个及以上互联网小额借贷平台
的用户占比为 3%左右。绝大多数年轻人没
有被负债拖垮，反而还存下了不少钱。

据《“90后”攒钱报告》统计：92%的年轻
人每个月都会有结余，“90后”每月在余额宝
攒的钱，是其花呗账单的 4.5倍。受访的“90
后”表示，买生活必需品外想买的东西，会充
分考虑经济状况。

精打细算，“90后”更会理财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霓虹闪烁，
车水马龙，人流熙攘。笔者采访了一位肩挎
路易·威登“麻将包”的“90后”女生，她说：“差
不多花掉了一个月工资吧，托朋友从法国带
回来的。平时会研究奢侈品在哪里买便宜，
然后找靠谱的代购，能省不少钱。而且这些
价格也处于波动状态，需要随时跟进。”

很多收入不高的“90后”舍得买大牌、买
奢侈品，但是也对价格敏感，他们会想尽办法
找到最便宜的方式选购奢侈品。

在日用品上更斤斤计较。快递不包邮？
不买。网上看视频充会员？不存在的。

“90后”的另一个精明之处在于，比父辈
更早接触到分期付款和理财产品的他们，也
更容易接受和更有利地使用。对于“90后”的
父辈来说，贷款买房不是件新鲜事，但是要让
他们把信贷工具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可就难
了，而“90后”精打细算薅起羊毛可毫不含糊。

小到用花呗打一个时间差赚点利息：在

免息期内还款，现金拿去投资理财。
大到买车分期付款：“90后”小史夫妇住

在天津，结婚没多久，摇号中签，打算买辆车，
家里给出钱，但是自己想分期付款，省下的现
金用于投资。父母却说：“分期太麻烦，还有
好多陷阱和强制消费，最后一点也不便宜。”

小两口则认真研究了其中的门道，对笔
者说，根据 4S店的报价，如果使用分期，汽车
价款会比全款便宜五六千块钱。不过必须按
照 4S店的要求上“全险”，而全款则可以自己
选择险种，摒弃一些不实用的项目。另外还
有GPS安装费、手续费等几项费用，七七八八
加起来也是五六千元钱。分期付款总价没什
么优势，但是手里的现金多了，还能用来做些
投资，想要规避风险，买点收益稳定的基金债
券就行。

“90后”的理财意识的确更明显。数据显
示，32%的“90后”表示有明确的存款计划，且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每月新增存款比例
也有明显提升，六成学生和近八成上班族每
月能存下10%以上的收入。

北京大学研究员靳戈表示，“90后”是互
联网的原住民，也是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时
期的一代，他们对消费和理财的接触都比父
辈要超前。再加上这代年轻人有强烈的独立
意识和自我保障意识，精打细算、早早理财都
是在为未来过好生活做足准备。 □康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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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月 9日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2020年春运今日正式启动，铁
路部门围绕“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
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的工作目标，创新
丰富便民利民服务举措，助力广大旅客温暖
回家，进一步提升旅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今年春运自 1月 10日起至 2月 18日止，
共计 40天。

客流高峰集中 加开列车数量为历
年春运之最

今年春节较早，节前学生流、探亲流、务
工流三流叠加，客流相对集中。节前第一个
客流高峰期预计出现在 1月 20日-23日，为
务工客流运输高峰期；第二个客流高峰期预
计出现在 2月 1日-3日，探亲流和返乡务工
客流叠加。

节后，学生、探亲、务工客流“三流合
一”，重叠交错，高峰持续、运能紧张。节后
第一轮高峰自 1月 28日至 2月 3日，主要以
探亲流为主，卧铺需求较大；第二轮高峰自 2
月 15日至 2月 22日，以学生返校和务工客流
为主。节后客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
州、重庆、成都、太原、济南、兰州、银川、西
宁、乌鲁木齐等方向。

今年春运，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图定
361.5 对列车的基础上，新增加开春运列车
125对，列车总数达到 486.5对。配属动车组

112列137标准组，均为历年春运之最。同时，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还通过采用车底套用、动
车重联、扩编加挂、硬卧代硬座等措施，灵活增
加运能，最大限度增加客运能力供给，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

电子客票迎来首个春运 多项服务
举措助旅客出行顺畅

今年春运是电子客票在陕西省全面推
广实施后迎来的首个春运，为进一步方便旅
客购买电子客票，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电
子客票业务扩大到33个车站、202个人工售票
窗口、133台自助售取票机，实现了陕西省内
高铁覆盖区域车站（代售点）均具有发售电子
客票功能。

春运期间，共增开售票窗口79个，售票窗
口总数达到 816 个，延长售票时间窗口 33
个。西安、西安北、宝鸡、安康等较大车站增
设售票业务“全功能”窗口，实现售、退、改签
一体化办理服务；普速客流较大的西安、宝
鸡、榆林、安康等车站设置取票专区，高峰时
段实行售取分离。

为保障学生、务工等重点旅客集中出行
需求，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高校放寒假前
提前走访院校，了解学生用票需求，集中统一
办理学生票。为方便务工旅客返乡需求，汉
中、安康、宣汉、万源、渭南等务工旅客较为集
中的车站专门开设务工人员团体票专窗和购

票专窗，方便务工团体购票。

“5G+预约+旅游”路地联动机制
让归家的路越走越顺

今年春运，西安北站首次与中国移动合
作开展“移动5G，情暖归途”活动，让旅客在车
站内试用5G网络，体验5G生活。

西安、西安北、宝鸡、汉中、安康、延安等
车站，分别与当地交通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及
时通报列车开行信息，确保风雪天气或其他
非正常情况时，路地联动，携手疏通旅客出行
大通道。西安北站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共建
旅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实时铁路、航空换
乘信息，行李转运、重点旅客预约等服务。西
安、宝鸡、岐山、杨凌、咸阳、渭南等高铁、普速
同城车站，在出站口建立集交通接驳、铁路接
续列车信息发布及旅客引导等内容的服务站
点，方便旅客在高铁、普速间换乘出行。

为了给春节期间来西安旅游的旅客们提
供旅游信息，西安北站在中心服务台设置西
安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由西安市旅游局安排

专业人员提供问询服务。西安车站开通“综
合业务服务岛”，旅客在服务台即可办理平价
改签、行李托运、订餐及快递服务，服务台由
单一的咨询服务拓展为一站式服务综合体，
提升服务旅客效率。

多趟列车实行票价优惠 加开11
对夜间高铁满足出行需求

为提高春运回空方向加开列车的利用
率，春运期间部分列车实行票价优惠政策，具
体情况如下：

节前1月10日至1月24日期间。西安北
至上海虹桥G4054/1次、G4710/07次各席别
票价实行 8 折优惠；西安北至上海虹桥
G4324/1次、G4340/37次各席别票价实行 8.8
折优惠；西安至上海K4026/7次各席别票价
实行 8折优惠；宝鸡至广州K4606/3次各席
别票价实行8.5折优惠。

节后1月25日至2月18日期间。上海虹
桥至西安北G4056/7次、G4052/3次、G4708/9
次各席别票价实行8折优惠；上海虹桥至西安

北G4338/次各席别票价实行8.8折优惠；上海
至西安 K4190/1次各席别票价实行 6.5折优
惠；上海至西安K4028/5次各席别票价实行 8
折优惠；上海至安康K4256/7次各席别票价实
行6.5折优惠。

根据 2020年春图调整，相比 2019年，今
年春运新增了西安北至厦门、大同等 2 个
新方向的始发动车组列车。陕西省内新
增开行安康至西安（南）的直达特快列车3
对。同时，开行11对夜间动车，分别为：西安
北-上海虹桥 G4058/5次、G4056/7次；西安
北-上海虹桥 G4054/1次、G4052/3次；西安
北-上海虹桥 G4970/67 次、G4968/9 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G4340/27次、G4338/9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 G4324/1次、G4322/3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 G4710/07次、G4708/9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G4720/17次、G4718/9次；西
安北-上海虹桥G4988/5次、G4986/7次；西安
北-北京西G4856/5次、G4868/7次、G4870/69
次。此次春运开行的夜间动车数量创西安局
集团公司历年春运之最。

□本报记者 鲜康

今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约30亿人次。其中，道路客运24.3亿人次，
铁路 4.4 亿人次，民航 7900 万人次，水运
4500万人次。

不同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新变化需要知
道？不妨提前了解一下！

【乘火车】
——电子客票来了，这些使用要点需要

了解
电子客票的运用是今年春运的一大亮

点，更多旅客将不再需要换取纸质车票，直
接通过刷手机或身份证进站乘车。来自国
铁集团的数据显示获悉，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全国铁路已完成绝大多数高铁客专
和城际铁路的电子客票实施工作，有957个
车站开通了电子客票业务。

电子客票究竟该如何用？
如果旅客上车站、下车站均为电子客票

的试点车站，其购买的动车组列车车票为电
子客票。购票方式仍包括12306网站、APP，
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代售点等。进
站时，旅客可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通过自助闸机“刷脸验证”完成进出站
验票。

乘车时，旅客须按购票信息显示的车厢
号和座位号就坐，遇到列车工作人员查验车
票时，旅客应出示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购买减价优惠车票的旅客，需要随
身携带相关优惠证件（如学生证、残疾军人
证）以便查验。

旅客购买电子客票后需要报销的，可
在开车前或乘车日期之日起 30日内，凭购
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
票窗口（含自动售取票机）打印电子客票报
销凭证。

旅客购买电子客票后需要退改签的，先
要确认好报销凭证是否已经打印。未打印
的在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均可办理退改签，已
经打印的需要到窗口办理。

【乘汽车】
——487个省界收费站取消
从2020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29个联

网省份的487个省界收费站全部取消。
取消省界收费站之后，客、货车辆在省

界收费站能实现快捷通行、不停车，可以有
效解决拥堵问题。

车辆通过门架系统对车辆类型的识别
确定收费标准，车辆行驶全路径的所有门架

的费用总和，就是车辆通行该路段应交的车
辆通行费。

——儿童乘车优惠可看年龄
要带孩子回家过年的家长注意了，今年春

节，儿童乘客运班车享受的优惠政策有变化。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关于深化道

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中明确，符合条件
的儿童乘坐客运班车享受免费乘车或者客
票半价优待。在儿童身高标准基础上，增加
以年龄为依据的儿童票、免票划分标准。

具体条件为：每一成人旅客可携带1名
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1.2米（含
1.2米）以下、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
费乘车；需单独占用座位，或者超过 1名
时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
供座位；6-14 周岁或者身高为 1.2-1.5 米
的儿童乘车，执行客票半价优待，并提供
座位。 □常磊

不是乱花钱不是乱花钱，，是更会花钱是更会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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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上午8时40分，西安北站站台上，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高铁乘务
党支部建功春运誓师会，公司党委组织部向
G26次列车乘务党支部授予“高铁先锋”旗帜，

发放高铁党员乘务工作包，西安客运段、西安
动车段、西铁公安处、西铁商旅集团等单位
200余名高铁领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
参加。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春运大幕开启春运大幕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