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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特征
——以广东省为例
侯永梅*，黄健斌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心理学系，广东，东莞，523808
【摘要】目的 了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分析其中的心理社会因素。方法 采用自编的消费行为调
查表，对 928 名广东省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的月均消费额度逐年上升，消费趋于多元化、高端化
和个性化。大学生的消费总体上处于理性状态，但也存在冲动消费和超前消费等非理性消费。大学生的消
费行为体现了他们渴望彰显个性、取得社会认同的成长需要，也反映了他们追求享受、规划能力和自制力
不足的缺点。结论 消费问题对大学生的生活和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是家庭教养、学校教育和社
会引导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问题；冲动消费；超前消费

The Consumption Behaviour of Undergraduates and the Psychosocial Factors：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ongmei Hou*, Jianbin Hu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y and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tes'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analyze the psychosocial factors. Method Totally 928 undergra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n consumption behavior. Results The average monthly
consumption of undergrat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consumption tends to be diversified, high-end and
personalized. On the whole, the consumption of undergrates is in a rational state, but there are also irrational
consumption such as impulse consumption and advanced consumpti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undergrates
reflects their growing need to show their personality and gain social identity. It also reflects their seeking enjoyment
and lack of planning ability and self-control. ConclusionThe consumption problem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fe and growth of undergrates. This problem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guidance.
【Keywords】Undergraduates; Consumption Problem; Impulse Consumption; Advanced Consumption
既往研究指出，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存在很多不

等不良思潮的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形式和功能发生

合理之处，而且越来越严重。其一，大学生的月均

异化，主要表现为高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

[1]

消费额度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其二，收入与支出

不良倾向[2-4]。大学生是否已经把消费视为人生最重

存在严重的差距。大学生没有自主的收入来源,消费

要的事情，把无限拥有、持续获得物质推崇为人生

额度却不低,消费的水平和质量都往往超过了经济能

目标，将物质满足视为生活幸福的象征和源泉？本

[2]

力 。其三，消费的异化。受消费主义、物质主义
*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侯永梅，女，汉族，1971 年 8 月生，广
东省湛江市人，教授，从事社会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研究旨在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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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工具

提示大学生对社会现象、社会思潮这些影响深远但

1.1 对象

又抽象难懂的术语和理论关注不足，从而限制了他

采用分层随机的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 7 所大

们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也限制了他们的分析和鉴别

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能力，使他们面对新鲜事物时，难以作出深刻的分

广东医科大学、广州第一师范学院、广州体育学院、

析，而容易被事物表面的、眼前的优点，例如方便

星海音乐学院）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发放 1000 份

性、易得性所吸引，而疏于从本质、远期的角度去

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928 份，有效率为 92.8%。

理解事物。

其中男生 482 人，女生 446 人；年龄 17～25 岁，

2.1.2 如何看待消费目的

平均(20.77 ±3.87)岁；大一 211 份，大二 184 份，大

对于“您是如何看待消费的目的”这一问题，

三 186 份，大四 177 份，大五 170 份。理工科 247

44.1%的大学生将消费看作一种满足个人生活需要

人、文科 146 人、农学专业 86 人、医学专业 174 人、

的行为，35.7%的大学生将消费看作一种人际交往的

金融专业 93 人、管理学专业 97 人、艺术专业 54 人、

途径，19.3%的大学生将消费看作一种自我心理满

体育专业 31 人。城镇生源 582 人，农村生源 346 人。

足、获取幸福感的途径，0.9%的大学生认为消费具

1.2 工具

有其它的用途（例如了解市场行情，增长见识等）。

1.2.1 自编的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表

与白洁[3]的研究结果相比，生活需要的作用明显下

本调查表是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1-24]，结合大学

降，而人际交往需要的作用明显上升，提示大学生

生的消费现状编制而成。共 17 个条目，分为以下三

的需要层次有所提升。更多的大学生将主导需要从

个维度：一是消费观念，包括是否了解消费主义思

“温饱（生理）需要”提升到“爱与归属需要”。这是 由

潮、如何看待消费目的、月均消费的额度、心目中

于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丰富，

合理的消费状态、日常消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等 5

我国人民的“温饱”需要已经基本得到解决[5]的缘故。

项；二是消费行为，包括主要的消费项目、购物的

上述结果也提示，多数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消费，

方式（更多地采取网购还是实体店购物）、购物网

也有一些大学生存在认识偏差。消费的原本作用是

站的使用频率排序、实体店购物的主要场所、是否

获取生活资源，出于其他需要而去消费，是消费目

有过冲动消费、是否存在超前消费等 6 项；三是理

的异化的体现。例如，将消费看作交际的途径，是

财能力（偏指消费），包括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财能

将物质等同于人情和情感，将消费看作自我心理满

力、培养理财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否接受过相对

足、获取幸福感的途径，是将物质等同于精神。上

系统的理财教育、生活费的问题（生活费的来源、

述两种观点都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映[3-4, 6]。

生活费能否满足日常消费、怎样安排生活费）等 6

正是因为这些大学生不能正确理解消费的目的，他

项。

们不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源而消费，而是将商品作为
1.2.2 自编的大学生一般个人情况调查表

一种符号，消费只是其符号的象征意义，他们是在

包括就读学校、专业类别、性别、年龄、年级、

通过消费来追求一种心理满足和生活乐趣。

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等 8 项。

2.1.3 关于月均消费的额度

1.3 统计分析

本组大学生每人每月的平均消费额度为

使用 spss20.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的

1736.63 元；11.3%的大学生月均消费额度为 501～

2

1000，27.3%的大学生月均消费额度为 1000 ～1500

统计方法有描述性统计、χ 检验等。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元，41.3%的大学生月均消费额度为 1500 ～2000

2.1 大学生的消费观念

元，20.1%的大学生月均消费额度超过 2000 元，个

2.1.1 对消费主义思潮的了解

别学生的月均消费额度超过 3500 元，与王翔[7]的研

本组大学生对消费主义思潮“非常了解”的占

究结果一致。高于麦可斯[1]的历年数据，提示大学

4.4%，“听说过，但不太了解”的比例为 61.3%，“从

生的月均消费额度还在进一步增长。这个增长的速

未听说过”的有 34.3%。可见当前大学生普遍对“消

度高于物价上升的速度，说明大学生的实际消费的

[3]

费主义思潮”不甚了解，与白洁的研究结果一致 。

商品的价值是在增长。也就是说，与以往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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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1],当前的大学生对物质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

使用者的品味、经济能力和社会阶层。大学生越来

投入也就更大。

越乐于购买品牌商品，是希望通过使用品牌商品，

2.1.4 适度的消费状态

彰显自己的品位，美化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的社

对于“您心目中适度的消费状态”，认为“花的越

会影响力。这种做法体现了大学生积极向上的进取

多越好”、“只要够花就行”、“让每个月略有盈余”、“看

心，他们正在努力寻求自己心仪的阶层或群体的认

情况而定”的大学生的占比分别为 2.8%、20.3%、

同，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刻板印象[9]”对大学生消费的

71.1%和 5.8%。“够花”和“盈余”都是消费额度不超

影响。

过生活费的额度。可见，大学生心目中消费的适度

2.2 消费行为

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超过生活费的额度。显然，这

2.2.1 主要的消费项目

种判断带有一定的表面性。实质上，适度与否，是

大学生日常最主要(用钱最多)的消费项目依次

相对于自己的必需和收入水平来说的，超出自己的

为基本生活所需(43.2%)、时尚（25.5%）、娱乐

必需和收入水平的消费是过度消费。对于大学生来

（13.1%）、交际（9.7%）、学习（8.5%）,与麦可

说，总的收入水平（包括亲友资助和自己兼职的收

思研究院的研究结果一致[1]。 可见，将生活费主要

入）不高，月均收入 2000 元左右。但作为一名学生，

用于学习的大学生不到 1/10，而近三成的大学生将

他们必需的物资不太多也不需追求高端。按照当前

生活费主要用于时尚和娱乐这些过度消费和超前消

高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月平均费用为 900～1100 元）

费上，结合上述对品牌商品的追求，进一步反映了

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及服务费用标准（通讯费 70 元、

“消费主义[4]”、“享乐主义[6]”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

交通费 200 元，杂费 280 元），2000 元的生活费应

使得大学生乐于营造外表，疏于提升内在素质。我

该是略有盈余的。但是 20.1%的大学生的月均消费

们正处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阶段，社会思潮趋于多

额度超过 2000 元，其中只有 2.8%的学生没有意识

元化。个人的价值观容易受到诸如“享乐主义”等不

到自己是“过度消费”，因为他们认为“花的越多越

良思潮的影响，大学生受到的影响尤其突出。这是

好”。可见，这一部分大学生客观上存在过度消费，

由于大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没有确立，还

又对自己的消费行为缺乏正确的认识。另外的 17.3%

不能准确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消费主义”、

的大学生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过度消费”，因为他

“享乐主义”容易使大学生滋生“拜金主义”思想，
疏于

们花钱不少（多于 2000 元），却又不认为“花的越

学业、道德下滑，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8-9]。

多越好”。他们无法遏制自己的过度消费，可能有以

2.2.2 购物方式

下三方面原因：一是自制力不足，明知不该花的钱

100%的被访者有过网购经验，88.7%的大学生

[4,6]

”的影响，拥有的

表示平时的消费以网络购物为主，11.3%的大学生以

物品越多越有成功感和幸福感；三是出于“面子效

实体店购物为主。与既往研究的结果[10-11]相比，网

应”而采取了“攀比消费[8]”。

购为主的学生占比明显提高，提示网购的使用人数

还是花掉了；二是受“物质主义

2.1.5 日常消费的影响因素

越来越多，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网购正逐渐成为大

大学生日常消费的影响因素依次为质量

学生购物的主导方式。在所浏览和使用的购物平台

（58.4%）、价格（24.1%）、品牌（10.9%）、其他

之中，淘宝(87.6%)和天猫( 80.4%)是大学生最喜爱的

[3]

（6.7%）。与白洁的研究结果 相比，本组大学生

两大网购平台，属于第一梯队；京东、亚马逊和拼

对质量的要求依然很高，对价格的要求明显下降，

多多属于第二梯队，其使用率在 23.3%～28.1%；唯

而对品牌的要求明显提高。提示商品的质量依然是

品会和苏宁易购属于第三梯队，其支持率为 12.2%

大学生消费的决定因素，但是与价格相比，商品的

和 18.7%，与傅顺等的研究结果[12]一致。提示大学

社会功能越来越能影响大学生的消费欲望。商品的

生对购物网站的使用呈现多元化、多梯队分布的特

质量反映了商品的可用性，讲究商品的质量是消费

征。这种层级分布的网购特点反映了大学生便捷实

的原始要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人们的

惠的购物心理。关于选择网购的主要原因，91.2%的

购买力大大提高，价格对消费的作用日益下降。品

大学生认为是便捷性，4.7%的大学生认为是实惠性，

牌反映着商品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也反映着

2.6%的大学生认为是“与时俱进，得到同学们的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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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5%的大学生认为“可以更好地保密（同学们

赖于个体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逻辑思维的发展。由

不知道我买了什么）”。

于大学生尚且欠缺完善的辩证逻辑思维能力，无法

实体店购物的场所排序为一般小店（93.6%）、
专卖店（23.6%）、各种特色店（17. 2%）、大型百

全面地评估自己的购买行为的恰当性，所以容易产
生冲动消费等非理性消费。

货商场（6.7%）。可见，便捷性也是大学生到实体

2.2.4 如何看待超前消费

店购物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一般是在购买急需的小

46.5%的大学生拥有信用卡，34.9%的大学生拥
有两张以上信用卡。同学们认为信用卡主要是用于

商品，或者明确的品牌商品才去实体店。
综合网购和实体店购物的特点，可以看到便捷

网购，生活费基本可以偿还信用卡的支出。但是一

性是大学生购物的最重要的心理需求，其次是实惠

些大学生承认常常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也

性。

有不少大学生表示每月只能还清最低的还款额。还
2.2.3 是否有过冲动消费

有一些大学生表明，办理信用卡是因为开卡有优惠，

“从来没有”、“偶尔”、“常常”、“多数情况”都是

但是用卡后却出现了过度开支，每月都陷于着急还

冲动消费的大学生分别占比 8.2%、61.3%、27.5%和

款的窘境。

3.0%。也就是说，91.8%的大学生曾经冲动消费。关

大学生的收入有限，往往不足以购买大宗或高

于冲动消费的原因，“一时好奇，没想清楚”、“ 别

档商品（例如 iphone、ipad 等），如果采用小额存

人拥有，自己也想要”、“ 经济宽裕，随意购买”、“宣

款的方式去购买，多半耗时太久，耽误了使用目的。

泄情绪，减轻无聊”分别占比 57.4%、21.7%、5.7%

这时，采用透支、分期付款等网贷方式进行超前消

和 15.2%。可见，超过 3 成的大学生以冲动消费为

费，是及时有效的，也是合理的。但是相当一部分

主，其原因多是受非理性情绪（好奇、郁闷、无聊），

大学生的超前消费是受物质主义、虚荣心驱使而产

其次是非理性认知（受商家的鼓动或旁人的影响、

生的冲动消费[3,

[2]

[3]

6,7,12]

，所购买的物品并非自己真正

[12]

需要的，至少不是急需的，这是对钱财和物品的双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冲动消费是大学生的常见消

重浪费。还有一些同学因为过度的超前消费而走上

费行为。

犯罪的道路[20]。如何判断是否自己需要的、是否自

看看谁拥有的更多），与邹婷 、白洁 、傅顺

冲动性购买是一种普遍的购物方式，有助于消
［13］

费者心境的维护

和自我认同的实现

［14］

往往造成钱财的浪费，增加月均消费支出

己急需的，从而做出买与不买、立刻购买还是延后
购买，关键在于“规范性评估”。在面对并非急需的

，但是也

[12]

“宝贝”，能否延后购买，取决于“延迟满足”能力[21]。

。冲动

消费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⑴客观

我们可以将延迟购买当作一次增强意志力的心理素

因素，例如购物环境、购物的便利程度、购物时间

质训练。

的充裕程度、营销策略、商品特性

[15-16]

2.3 关于理财

等；⑵ 消

2.3.1 关于生活费

费者的人口学因素，例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经济状况等

[15-16]

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家庭或亲友资助”、“兼职”、

；⑶ 消费者的心理社会因素，例如

冲动消费特质、自我控制、价值观
态度等人格特征

[17]

[15]

，还有情感状态与心境

照群体的决策和建议

[18]

[19]

，规范性评估

“贷款”和“各种奖励（如奖学金）”者分别占比 69.4%、

、对待物质的
[4, 17]

13.5%、9.2%和 7.9%。关于生活费能否满足日常消

，参

等。其中，

费，认为“绰绰有余”、“基本能满足”，“不太够用”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消费者的规范性评估能力。也

和“远远不够用”者分别占比 6.6%、74.1%、11.7%和

就是在特定情境之下, 消费者评估其购买行为是否

7.6%。关于 “怎样统筹生活费”，“先存起其中一部分，

适当的能力。这个评估过程涵盖了消费者的实际需

剩下的作生活费”、“全部用于消费，但做好消费计

要、情绪好坏、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等

划”、“尽量买下渴望的宝贝，余额酌情使用”、“没有

因素。规范性评估在消费者冲动性特质和冲动性购

计划，随意消费”者分别占比 5.5%、58.7%、21.6 和

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使冲动性购买意图与冲动

14.2%，与既往研究[12,22-24]的结果一致。可见，大学

性购买行为之间产生减弱或加强的作用[19]。规范性

生的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家庭或亲友资助，月均额度

评估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能力，它的形成和发展有

偏高。80.7%的大学生的生活费基本能满足日常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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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64.2%的大学生对生活费有所统筹安排。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方面都有难以胜任之处。首

2.3.2 自己的理财能力（偏指消费）

先，当前大学生的父母大部分是“70 后”、“ 80 后”，

认为自己的理财能力“较差，花钱没计划”、“一

在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我国的理财市场还刚刚起

般，略有计划”、“有较强的阶段性消费理财能力”和

步，理财工具和理财方式都比较单一。因此，他们

“有较强的远期消费理财能力”者分别占比 6.9%、

大多对理财不了解，很少自行理财，许多人甚至认

[22-24]

20.6%、60.3%和 12.2%，与既往研究

为投资理财风险很大，不能尝试，储蓄才是安全稳

的结果一

致。认为提高理财能力最有效的途径是“家庭熏陶”、

赚的理财方式，不欠钱不借款才是最好的理财原则。

“学校系统讲授”、“同学之间相互切磋”和“理财实践”

这就使得他们的孩子（现在的大学生）从小缺乏理

者分别占比 34.6%、30.3%、21.4%和 13.7%。可见

财的家庭熏陶。这些为人父母的“70 后”、“ 80 后”

大学生对自己的理财能力不太满意，在培养理财能

显然不能胜任现今的家庭理财教育的重任。学校教

力时比较依赖他人的教导，自主学习不足。

育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如果从小学（甚至幼儿园）

2.3.3 是否受过理财教育

起，循序渐进地进行理财教育，理财能力就很有可

针对“您是否曾经接受过相对系统的理财教育，

能成为一项稳定的个人心理素质，但是各级学校（财

通过何种途径”这道题， 选择“接受过学校理财教

经类学校除外）都缺乏理财方面的师资和设备，由

育”、“接受过家庭理财教育”、“自己专门学习过”、“从

于教学任务的限制，这些学校也不宜补充与理财相

未接受过”者分别占比是 4.9%、24.5%、22.7%和

关的教学条件，所以也无法承担理财课程的教学。

[22-24]

因此，对于当前的大学生来说，理财课程的学习、

接近；与白洁的研究结果 相比，“从未接受过理财

理财能力的培养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同学们或者可

教育”者的占比显著降低，“接受过家庭理财教育”和

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学生研讨社团和社会实践相

“自己专门学习过”者的占比显著提高，“接受过学校

结合的形式来学习理财知识、提高理财能力。

47.9%。与何杰坤、李欣、曾媃婷的研究结果
[3]

理财教育”者的占比差异不显著。提示大学生对理财

3 结论

能力的培养更加关注，但是多数大学生还是没有接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消费活动大多是必要的、

触过系统的理财教育，学校的理财教育课程也不多。

合理的，大会也存在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和冲动消

综合大学生“关于生活费”、“ 自己的理财能力

费等非理性消费。大学生的消费既反映了社会观念

（偏指消费）”和“是否受过理财教育”这 3 道题的回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大学生彰显个性、寻

答，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第一，由于父母和亲

求社会认同的成长需要，但是也说明大学生心智发

友的资助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开销，大学生通过其他

展的某些阶段性缺点，例如辩证逻辑思维尚未完善，

途径（兼职、贷款等）去增加收入的迫切性不强，

规范性评估水平不足、自我规划和自我控制能力不

积极性也不高；获奖虽然可以增加收入、提高成绩

强，等等。
人人都需要消费，大学生也不例外。我们不能

排位和个人影响力，但是名额有限，能从这个途径
获益的同学也不多；第二，大学生的理财能力不强，

因为大学生消费而去责怪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多

大多没有远期统筹能力；第三，大学生对理财日益

花了一些钱而去惩罚他们。毕竟，他们生活在一个

关注，但是大多还没有接触过理财教育，多数大学

全新的时代。由于生活范围扩大了、生活内容丰富

生希望学校开设理财课程。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可

了，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源也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

以这么分析：大学生的收入不多，还不能象成年人

龄人都要更加高级而多元化。在此，我们应该倡导

那样通过理财赚大钱，但是可以通过理财减轻自己

他们的理性消费和适度消费，反对他们的非理性消

[12,23]

。

费和过度消费。问题在于，大学生根据什么去判断

大学生理财能力不足，主要的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缺

消费是否理性、是否适度？家庭、学校和社会在什

失、各级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对理财教育不够重

么时候、通过哪些方式和哪些途径才能有效地教会

的经济负担、提高统筹规划和自我控制能力

视、校园的理财氛围不浓

[22,24]

。作为一种生活技能，

大学生理性消费、适度消费？还有，当我们的收入

理财教育应该从小、从家庭教育抓起，循序渐进；

和需要发生冲突，我们不顾一切地即刻满足，还是

学校教育作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化。但是我们的家

延迟满足？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也许反映着某些教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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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因素，尤其是家庭教育在起作用[25]？

purchas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4，
16(3): 4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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