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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烦恼

人生的烦恼可以通俗地归为两类，一是
“为钱所困”；二是“为情所困”。“为钱所
困”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挣钱；二是花钱。其
中，花钱的烦恼，就是消费的烦恼。

关于人性的研究，这些年有两个学科十分活
跃，一个是经济学，另一个是心理学。这两门学科
虽有古老的过去，却只有年轻的历史。亚当·斯密
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
诞生；冯特于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
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经济学
强调理性，研究“为钱所困”的问题；心理学强调
感性，研究“为情所困”的问题。而实际上，“为钱
所困”的问题，也离不开心理学。

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把这
两门学科融合在一起，开启了非理性行为的研
究。其中一位是赫伯特·西蒙，因为其在有限理
性决策方面的研究，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另一位是丹尼尔·卡尼曼，因为发现人们对
损失和收益的不同感受，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消费者行为学正好处于经济学和心理
学的交叉点，而对非理性消费的研究，又是这
个学科最前沿的课题。

中国市场是全球瞩目的巨大消费市场，在
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中国消费者的
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备受关注。我们曾经担心崇
尚节约的中国人消费不足，今天，很多人却在
过度消费，甚至出现消费失控的现象。我们曾
经担心中国人跟不上科技生活的步伐，今天，
网络让人们工作、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
也让一些人沉溺于网络游戏带来的“虚拟现
实”，在成瘾行为中不能自拔。我们曾经担心
中国人在决策时过于谨慎，今天，一个很小的

理由就会引发消费者冲动购买。虽然我们在99%
的情况下依然是理性的，但剩下的1%的冲动已
让那99%的谨慎毁于一旦。

网络购物和移动支付的发展迅速缩短了冲
动到行动的距离。一旦产生购买冲动，就可以
立刻实现购买。移动支付工具可以实现即时付
款，电商平台可以把商品快速送到客户身边。
人们开始及时行乐，随时随地进行购买，然
而，得到的不是满足，而是焦虑。不管人们花
了多少钱，不管人们的购买行为多么自由，总
是有更高的目标需要实现，这种永不停歇的追
求让人们深感不安。

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体现出前所未有的
非理性。那么，非理性消费行为遵循怎样的运
行轨迹？如何触发非理性消费行为？

非理性消费决策

冲动消费的诱发，与消费者对自我失去控
制有关。人类的大脑是两种同时存在的自我联
合体，一个是“短视的冲动者”，另一个是
“长远的计划者”。在购买决策中，两个自我
总是发生冲突，理性的“自我控制”总是敌不
过冲动的“野性呼唤”。

冲动消费的诱发，还与打折、促销密切相
关。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便宜的商品，但是所有
人都喜欢占便宜。消费者购物的理由可以不是
获得产品的价值，而是得到优惠。当便宜成为
购买的理由，假冒伪劣就会变得理所当然。

对未来的担忧、对过去的后悔，都会让人们
举棋不定。购买决策时有两种心理纠结，一种叫

“选择困难症”，另一种叫“购后失落症”。因为难
以做到绝对理性，人们只能采取有限理性决策。

金钱与消费者的生活密切相关，在即将支
付金钱的关键时刻，消费者总是算不清楚“经济

账”，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心理账”。消费者对“损
失”的敏感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损失和收益的感受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
语言的表述发生变化。钱和钱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钱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些钱消费者
花得很轻松，有些钱消费者花得很痛苦。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不能偏离价
值，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对于价格心
理的感受与产品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消费者
对价格的反应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理性计算，而
是取决于他们的心理感受。购物时，消费者会
“货比三家”，但有时候，这种比较反而让他
们迷失方向，支付更多不必要的成本。

非理性消费的内在动力

消费行为的动力源于需求，马斯洛的需要
层次理论可以解释绝大部分行为的动机。但
是，有时消费者会莫名其妙地购买一些没用的
东西。消费者的行为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
使，就是想要。那么这种无形的力量是什么？是源
于内心的焦虑，还是因为心理平衡被打破？

消费是一种身份认同，消费者希望购买与
自我价值匹配的商品，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
通过消费来进行自我提升。由于理想自我与现
实自我存在差距，消费者总是对自己不满意，
这正是消费升级的动力源泉。

消费者会在消费中突出自己的优点，隐藏
自己的缺点。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消费者的
尊严，维护消费尊严往往比消费本身更重要。
自卑感与消费尊严密切相关，自卑可以摧毁—
个人，也能够让人发愤图强。超越自卑的原始
力量，正是非理性消费的动力。

消费行为的动力，还来自于人们的亲社会
行为，尽管消费者每个人都十分强调自我，但

是在茫茫的人海中，通常会以两种方式失去自
我。第一种是“看别人如何生活”，这会导致
攀比消费，对攀比中的消费者，产品的使用价
值不重要，重要的是产品带来的地位竞争效
应。第二种是“生活给别人看”，这会导致炫
耀消费，消费者购买昂贵的商品只是希望显示
自己的财富地位。

中国是礼仪之邦，人情消费是维护人际关系
所必需的感情投资。人情消费带来巨大的心理负
担，不少消费者为人情所累。为了躲过人情消费
带来的焦虑，许多人宁可逃到市场经济之中，遵
循“亲兄弟明算账”的公平交易原则。

非理性消费的外部引导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广告信息围绕着消费
者，试图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改变消费者的态
度、塑造消费者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消费
者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会有哪些变化？

西方有句谚语：“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意思是说，一百个观众看完莎士
比亚的戏剧后会有一百种感受。消费者对信息
的认知，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自上而下地主
动加工，这也使认知与事实存在距离。

认知偏离了事实，行为就会失去理性。那
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认知偏见，哪些因素在影
响人们的认知？

态度是主观的心理倾向，正是这些主观倾
向引导着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人们不喜欢“口
是心非”，自己也会尽量避免“言行不一”。
行为和态度保持一致是人们的本能。态度的变
化会引起行为的变化，所以，改变消费态度就
成为广告传播的重点。

在广告传播中，通常需要考虑：谁来做广
告代言人？怎样设计广告信息？选择什么样的

传播媒介？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来说，采取不
同的表达方式，选择不同的传播媒介，传播效
果会有显著差异。

创意策略是广告成败的关键。有些广告创
意，可以产生强烈的感觉冲击，却并不能产生
理想的说服效果；有些广告创意，看起来平淡
无奇，却能产生良好的说服效果。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看来，人的行为
根本谈不上理性，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意识的作
用。消费行为无非是对刺激的反应，只要调整
外界的刺激，就能引发人们的消费行为，而这
些操控技术，营销人员已经驾轻就熟。

人性的秘密已被充分解读，营销人员对消费
行为的影响比想象的还要深入。游戏和虚拟世界
的成瘾性消费，正在困扰着许多年轻人。消费者
为什么会上瘾？成瘾行为中隐藏着怎样的机制？

本书是理论和实践碰撞的产物。在理论方
面，聚合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梳理
了这个领域过去100多年的经典理论和近10年的
前沿研究成果，用通俗的语言解读那些深奥的
理论，揭示非理性消费的秘密。

《触发非理性消费》
佘贤君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无锡灵山胜境是中国唯一集中展示释迦牟尼
成就的佛教文化主题园区。从一棵古树、一口枯
井、一段残垣开始，吴国平与国内外知名学者、
艺术家、建筑师一起，因美的召唤，投身灵山，
坚持二十多年，共同完成了一场因美而生的珍贵
相遇。吴国平永远都会记得，当灵山梵宫建好的
那一天，四面搭满的脚手架被拆除后，梵宫第一
次完整又辉煌地呈现在眼前时，那震撼的力量，
那大美的境界，让人感动。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
的今天，我们需要精神的润泽，信仰的光辉，艺
术的陶冶，也需要审美的雨露。

而梵宫的出现，让我们的心灵找到了休憩之
地。人生之最大幸福，莫过于与美相遇。由吴国
平主编、周华诚担任访谈记录者的《向美而

生》，是对参加过大型文化建筑灵山梵宫的十六
位知名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访谈录。本书分为天、
地、人三辑，收录了《日常即修行，生活即艺
术》等16篇访谈。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大师的
学术背景、艺术历程及在灵山梵宫的贡献。这些文
化大师与名士，有着各自瑰丽而美妙、辽阔又丰富
的精神世界。一生只为美，竭尽全力追求美，不遗
余力创造美，这便是《向美而生》的境界。阅读这些
寻访录，我们仿佛与这些大师对面坐下来，畅谈艺
术与人生，享受文化带给我们的无限美好。

譬如在《我信仰艺术，信仰美》中，周华诚
记录了与油画家施本铭的访谈。施本铭曾任教中
央美术学院，现为独立艺术家，为梵宫创作了12
幅巨画《世界佛教传法图》，展示了从释迦牟尼

佛诞生到当代佛教两千多年的传播历史。而在
《禅是一种生活智慧，禅是一种生命境界》中，
佛教文化学者刘元春告诫，用戒定慧三学，可排
除贪嗔痴三毒。我们要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
禅的状态，运用到生活当中，在生活里禅修，在
禅修中生活。

可以说，艺术家成就了梵宫，梵宫也成就了
艺术家。这是一场大师与艺术之间的相遇，唯有
美才能成为永恒。而要创造美，不仅需要勤劳的
双手，渊博的知识，艺术的鉴赏，更需要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向美而生》
周华诚访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为有着120年悠久
历史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的湖光塔影，燕园的四
季分明，令多少中外精英学者心驰神往。然而这
些标志性景观也正是借助国内外各领域一流学
术大师的存在，才愈发呈现出迷人的光彩。

《我在北大当教授》一书，内容包括北大
20位知名教授学者的访谈故事。这些人中不乏
北大“土生土长”的坐地户，号称“四北”，即本
科、硕士、博士，博士后都是在北大深造完成的，
可以想见他们对北大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院长，杰出
化学家杨震的梦想是做出中国第一原创新药，
对人类的生物技术作出贡献。而在一次实验过
程中，他不幸被炸伤，全身达到30%烧伤程
度，在医院昏迷了两周，苏醒后被告知要经过
两次植皮手术，并有被截肢的危险。在治疗的
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然而
顽强的意志终于让他挺了过来，不仅保全了肢
体，身体也迅速得以恢复。他感恩于医学挽救
了他的生命，放弃了美国终身残废保险的巨额
资金，毅然选择依靠自己的双手，回国开创道
路，在北京和深圳建立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
成为国家级重点科学实验室，并逐渐发展为学
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业内人才，也促进了我
国生物化学医药学的迅速发展。

胸怀梦想，执着于信念并为之奋斗，是北
大教授的共性特征。钟情于山水岁月的吕植，
为了作熊猫保护实践的研究，与熊猫“短兵相
接”，险象环生；为了全面系统地对中国古代
农业资料进行搜集，韩茂莉甘坐几十年的“冷
板凳”。北大的教授学者，有不屈不挠的钻研
意识，黄岩谊说，从零开始没什么大不了，这
对于在一个领域已经颇有建树的人是需要多么
大的勇气；北大教授更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裴坚说，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可以去质
疑前人所作的贡献，也可以为前面的人去打补
丁，甚至否定前面的人。正是这些真知灼见，
才使北大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独成一统。

《我在北大当教授》
上海知识实验室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村上春树在《刺杀骑士团长》这本书中讲
了一个带着强烈问题意识的故事，所以这个故
事又像是一部关于悬疑侦破的作品。

还没等到七年之痒，作为主人公的“我”
与妻子柚在结合六年后便不得不分手，原因是
妻子有了外遇，后来又得知妻子怀上了别人的
宝宝。“我”就像一只落败的公鸡，开着一辆
二手旧车，载着一具垂头丧气的躯壳，躲到没
有左邻右舍的孤山野岭。苟且偷生之余，
“我”没忘了频频与“人妻”的苟合，这既是
肉体的自我麻醉，也是从行为上对柚出轨的潜
意识报复——— 尽管心底时常想起柚的点点滴
滴，但“我”与她的婚姻似乎走上了不归路。

那么问题来了，“我”与柚的婚姻危机，
与那副《刺杀骑士团长》的画作之间到底有什
么化学反应呢？

《刺杀骑士团长》是房东、著名日本画画
家雨田具彦创作的一幅经典画作，这幅画最为
独特之处在于画家融入了自己和弟弟的“反
战”信仰。雨田具彦曾因在奥地利参加刺杀希
特勒的活动失败而被遣返，女友则丢掉了生

命；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并亲手砍掉了中国人
头颅的弟弟雨田继彦始终无法走出自我谴责的
阴影，退役后躲在阁楼阴暗的角落里自杀。村
上以这种巧妙的方式，既表明了自己对“二
战”特别是日军侵华的反对，同时借故事的
“男二号”免色涉之口，厉声质问那些南京大
屠杀的质疑者：“有人说中国死亡数字是四十
万，有人说是十万，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
在哪里呢？”

当然，这不是一部关于历史钩沉的著作。
村上搬出这样的大是非，目的还是为了铺垫。
“我”之所以会与画里的主角“骑士团长”产
生那么多的联系，主要因为“我”本来也是一
位画家，在艺术层面存在“心心相通”的可
能。更何况，越是知名的画作，越是带有强烈
的隐喻内涵。

村上将“我”的生活安置在虚实两条线索
之中：一条是属于虚幻的暗线。即“我”频频
与走出画外的骑士团长对话，于是有了夜半的
铃声和难以言状的黑洞，并先后邂逅了长面
人、无面人等画中角色；一条是属于可以感知

的明线。“我”先后与免色涉、秋川笙子、秋
川真理惠等人交往。两条线索相互隐喻，相互
补充，相互衬托。

骑士团长真正能给人震撼的，除了艺术本
身的因素外，更因为画家雨田具彦和弟弟二人
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不惜因此而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在村上看来，世界本来是隐喻
的，一切未知其实早就蕴含于过往的已知之
中。也所以，后面村上干脆让玄幻升级，不惜
笔墨打造了一段魔幻的穿越之旅。在画作的强
烈隐喻下，经过画中骑士团长、长面人、无面
人、唐娜·安娜等人物的步步引导，“我”终于
挣脱私心杂念，抛弃顾虑，一路穿行，回到了
那个“熄掉光亮，且听风声”的漆黑深洞，最
终实现心身的祛魅。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穿越，
名义上是为了寻找那位十三岁的秋川真理惠，
实际也是“我”从心灵认知回归理性本真的一
次蜕变。

“我”与柚得以重归于好，不是因为白色
斯巴鲁男子，而是因为放下了私心杂念，回归
于“爱”的本真。过去看来横亘在婚姻里那些

无法逾越的障碍，在“爱”的面前根本不值一
提。

隐喻是村上这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元素。
在村上看来，隐喻与生俱来，几乎每一个人都
有。许多时候，我们本就有自己的直觉，许多
判断还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因为我们过于瞻前
顾后，委曲求全，最后反倒迷失了本真，于是
蜕变成免色涉那样空有外在浮华生活的一具躯
壳。

记得断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曾指出，“断
舍离非常简单，只需要以自己而不是物品为主
角，去思考什么东西最适合现在的自己”。山
下英子谈的是生活收纳整理常识，但这个常识
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哲理，即我们的思想与精神
也需要断舍离，否则不堪重负。从这层意义上
讲，村上在本书中编织的那个隐喻世界，本质上
也是一种断舍离。在频繁的隐喻下，主人公不断
抛却私心杂念，最终才抵达“爱”的本真。

《刺杀骑士团长》
[日] 村上春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国工程》分别介绍了中国大飞机、中
国高铁、特高压输电和港珠澳大桥这些大工程
的建设初衷、建设难题、建设过程和建设意
义，视角独特，解读深刻，真实感人。

中国大飞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历史性突
破。2017年5月5日，C919在众人的见证下试飞成
功。中国圆梦大飞机，展现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的航空业正在积极创造，并
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C919成功研制是中国高
端制造业又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标志着
中国工业发展从低端开始奋起向高端爬升。

中国高铁：走向世界。2008年8月1日，中
国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水平的
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正式通车运营。随
后，京广高铁武广段、郑西高铁、沪宁高铁、
沪杭高铁、京沪高铁等高速铁路先后建成通车。
近年来，中国高铁已成为中国最新科技成果大
幅进军海外的标杆；中国高铁在海外高歌猛
进，凭借高性价比和成功的运营经验，在全球
市场接连斩获订单。有数据显示，中国中车的
业务量在铁路装备行业和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位

居全球第一，中国高铁占全球约30%的市场份
额。

特高压输电：中国挑战美国创新领导地位
的重大工程。2011年3月，中国将特高压输电工
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计划建设“三横
三纵一环网”特高压骨干网架和13项直流输电
工程（其中特高压直流10项）。在建设过程
中，中国的特高压输电在电压等级、输送电
量、输电距离等方面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截至
2017年9月，中国已经建成投运的就有“八交九
直”17个特高压工程，初步形成了“西电东
送”“北电南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使中东
部近9亿人用上了西部的清洁能源。

在国际上，中国跨越3000多公里送电的特
高压技术的成熟，让跨国跨洲电力联网成为可
能。目前，中国正在加速推进全球能源互联互
通，特高压项目在国外不断落地。

目前，我国的特高压境外资产主要分布在
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菲律宾。国家电网
现在是世界500强的第七位，受到国际同行的积
极评价和高度称赞。书中的纪实专访详细专业

地介绍了特高压输电线路发展的曲折之路、历
史性飞跃和跨国投资等。

港珠澳大桥：中国成为桥梁建设强国。
1983年，香港的建筑师胡应湘提出了建造港珠
澳大桥的构想，大桥的建成将大大提升珠江三
角洲和香港、澳门之间的交通便利，也会在其
他很多方面对三地产生影响。书中详细介绍了
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关键工程，用生动的事实和
心理描写塑造了新时代的英雄形象。

大国工程，从历史角度来讲，就是经得住
时间的洗礼，可持续和可验证的人类实践活
动；从现实角度来讲，是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
重大问题的实践活动；从未来角度讲，是涉及
人群最广，并将泽被后世的实践活动，是“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代际工程。

本书真实记录了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企
业管理者、技术员和工人如何创造大国工程的
奇迹。

《大国工程》
赵忆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速读

人生一半的时间都在“为钱所困”
□ 思杨 整理

村上春树的“断舍离”
□ 禾刀

精神明亮之人
□ 朱延嵩

大国工程彰显大国担当
□ 赵云秋

人生有幸与美相遇
□ 彭忠富

■ 新书导读

《心向美好 慢慢修行》
马德 著
九州出版社

在现代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
许会处于心中不安的状态里。比如城市的
快节奏、职场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难处，
以及感情生活的不如意。其实人生最高的
境界就是：看清事情的本质，把剪不断理
还乱的烦恼放下，然后就会自由自在。

一个很小的理由就会引发冲动购
买，虽然消费者在99%的情况下都是理性
的，但剩下1%的冲动已让那99%的谨慎
毁于一旦。这一切的消费行为都体现出
前所未有的非理性。

《红楼飨宴》
闻佳 等著
中信出版社

一茶一饭，一粥一器，琳琅满目的“红
楼”佳肴，一段具有中国韵味的生活盛景，
新手可复制的“红楼”食单，感受中华传统
美学的摩登呈现。舌尖上的中国味道，在缭
绕的人间烟火气中继续传承。

《坎尼的幽灵》
[美] 罗伯特·L.欧康奈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将故纸堆中的残篇断简进行梳理整
合，描绘出重要人物的伟岸雄姿，展现了传
奇的坎尼会战如何激励并纠缠着其后的军事
将领，并且给我们现今的战争带来了何种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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