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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标签与竞争原则：
青年追求精致生活的逻辑与特征
□ 刘 燕
摘

要：精致关乎表征符号与审美秩序化活动发生关联的方式，体验和消费是其主要表
征内容。青年群体追求精致生活有其个体和结构层面的现实逻辑，特别是文化
经济时代，他们注重以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为出发点的个体性，强调树立与
众不同的形象。竞争原则支配下，青年群体被束于由消费符号编织的意义之
“笼”，忽视了个体内在精致。在追求精致生活过程中，青年群体需要保持积极
自由的心态，坚持适度原则，建立指向自我的内在精致及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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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第六季曾有这样一个辩题：“年纪轻轻

年群体，我们能看到精致在意识和行动之间进行调节

‘精致穷’，我错了吗？”当精致和穷联系起来时，精

的过程。青年群体追求精致生活的方式、原因以及精

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和物质相联系。网络上频曝的年

致如何影响那些与之互动的人是本文想要讨论的核心

轻人追求精致表象的“伪精致”现象也引起了不同群

问题。

体对精致及精致生活的讨论。
“精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是

一、体验与消费：精致的表征性内容

“精巧细致”。精致从形容物到人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
向有其社会和文化逻辑。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不仅促进

笔者于2020年6月16日至7月5日，采用深度访谈

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也形成和创造了新的消费品

方法先后共访谈14人，包括面对面访谈和微信语音访

市场和生活空间。在知识经济时代，从文化角度理解

谈，就青年人对精致和精致生活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交

精致，其可被视作一种微观层面的文化事项，这种文

谈，被访者的出生年份和职业类型详见表1。围绕访

化事项的生成与变化源于能动主体在社会-文化层面

谈提纲，具体问题涉及“你是如何理解‘精致’（生

的互动。青年群体的精致生活或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是

活）的?”“你是一个追求精致生活的人吗，表现在哪

对青年群体生活面貌的表征，并赋予其大量的象征符

些方面?”“你所追求的精致会在你的生活、工作或社

号。当我们注意那些生活中在不同层面追求精致的青

交中产生什么影响（正面的或负面的）?”等，被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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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其自由陈述。当然，访谈过程并不局限于这些问

和生活仪式感；精神质地是一种生活情趣和精神偏

题，根据每个被访者的具体陈述会延展出一些细节性

好，内含对知识的持续汲取、对生活的优质追求。从

问题。

表2中“表现形式”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体
验（或实体或文化符号）和消费与精致密切相关。为

表1：被访者基本信息

什么青年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会明显体现出与消费主

序号

被访者

出生年份

职业类型

义相关联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结合表2的“效用”

01

FX（女）

1991年

事业单位

内容可寻部分答案。从微观角度看，“产品是搭建生

02

ZJ（女）

1990年

自由职业

活方式的积木”［1］，个体总是能选择自认为与情境相

03

HK（男）

1989年

教师

04

JY（女）

1989年

教师

05

LY（男）

1991年

学生

别人知道自己买得起。产品与生活方式相互关联，产

06

LB（女）

1989年

事业单位

品的意义和符号力量通过消费实践被创造出来，个体

07

LS（男）

1991年

公务员

通过产品将自己生产为感情的、体现性的存在。从宏

08

WL（女）

1995年

私企

观角度看，市场转型中国家和政府对消费的倡导也推

09

ZY（女）

1993年

事业单位

10

HL（女）

1990年

私企

11

LY（男）

1988年

私企

费实践而创造出来的。14个被访者中有7人表示自己

12

XB（男）

1993年

学生

在生活中不是追求精致的人，其原因集中于时间和经

13

XX（女）

1990年

教师

济能力不允许、对精致的投资小于收益。当精致与消

14

ZT（女）

1991年

教师

一致的产品与其生活方式相联系，或以自己选择的方
式享受生活并表达个体偏好，或在特定情境中表达自
己的群体身份，抑或享受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同时也让

动了消费与个体生活的关联性，并直接影响其生活态
度。精致关乎表征符号与审美秩序化活动发生关联的
方式，精致的意义和符号力量也正是通过其表征和消

费相关联时，经济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青年群体面对当前生存和发展压力，至少是现阶段还

笔者把14个被访者的访谈材料整理成独立文档

不允许将部分时间和精力分配在追求精致生活和高品

并将其导入Nvivo11中，词频查询结果显示，材料内

质生活的问题上。也有人将对精致生活的追求视为一

容中除主题词“精致”外出现频次最高的4个词依次

种投资，当这种投资效益较低时，其动机便会减低。

是：体验、消费、品质和时间。精致生活整体上被视

霍曼斯关于人类行为的价值命题表明如果某种行动带

为一种有品质的生活，体验和消费是精致生活的主要

来的结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则这个人就越有可能做

表征内容，而时间则是该生活空间和过程的一个中间

出该种行动。相反，如果对精致的投资没有得到预期

变量。进一步对访谈内容编码，创建并整合出5个主

的价值，那做出该行动的动机会随之减弱。也有人表

题节点，其原始资料详见表2。青年群体对精致及精

示尽管自己不是追求精致生活的人，但是精致生活是

致生活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物质形象和精神

让人向往的；当精致被视为一种品质时，追求精致的

质地。物质形象又涉及人和非人的内容，即个体形象

人是被尊重的。

表2：意义编码范畴
主题
节点

形象

原始访谈材料
对精致的理解

具体表现形式

效用

态度

朋友们觉得很别致，说要
重小节，像我餐具都是一个
买，赞美的同时自己心情会
牌子的整套系列
更好

+

02：从小就喜欢穿正装的人， 形象应时刻大方、整洁并井
别人看着舒服，自己有自信
觉得很有气质
然有序

+

01：形象得体大方，经济自
足，生活有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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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始访谈材料

主题
节点

对精致的理解

具体表现形式

03：有仪式感，能发现生活
的美，能生活得美

大上海的小资生活，张爱玲
那种

09：生活需要仪式感

消费刺激，需要把狗尾巴草
变成玫瑰的幻术

仪式感

态度

效用

-（让人向往和赏心悦
目的）
需要外在的仪式支撑

+

你不曾见过，我体验了我就
体验那些高大上的生活方式，
喊出来，我是一个追求仪式
10：有品质，偶尔很高级，
像我朋友圈po出来的那些漂
感的人或是虚荣。外在体验
很小资
亮的东西
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表里

04：花时间捯饬自己，每天
看看书，健健身

认真护肤，每天花两小时看
英语

05：一方面是人通过消费文
化符号，使自己看起来比较
精致；另一方面从精神上汲
取知识提高自己的审美

日常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文化 可以让自己融入同样喜好的
符号
社交圈

+

表面浓妆艳抹，内里有追求
梦想的火热的心

带来很多正能量

+

自己心情变得愉悦

-（花费时间、精力和
金钱，压力大）

13：物质和精神同时存在
品质

06：倾向美好的、品质高的、 外观上注重穿衣打扮，弄好
让人愉悦的
看的装饰，精致的美食

开学变美

+（有点费时间）

-（穷，懒。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内过好生活）

07：高品质的生活
11：付出精力和财力为实体
或非实体增加的额外特质

态度

+

带来愉悦和快感

-（没有动机，追求精
致的收益抵消不了追
求它的付出）

08：对自己高要求高标准，
有意志力

-（很尊重精致的人）

12：生活情趣和精神偏好

-（经济及精力不允
许，不拘小节型）

14：对生活有优质追求，对
自己有要求

平时穿搭舒适大方就好，如
影响个人气质，社交方面会 +（不是严格意义上追
果参加重要活动，就得精心
给别人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求精致的人）
打扮下

年群体的生活热情，使人心情愉悦。
我有吃高级餐厅的时候，也有吃剩饭或两个鸡蛋

二、个体与社会：青年追求精致
生活的现实逻辑

打发晚饭的时候，只不过我po出了高级餐厅……想体
验一下到底有哪些让人开心的地方……摆放在篮子最

1. 个体层面

外层的果子都是最好的，鸡蛋壳大家都有，没有什么

（1）生活需要仪式感

po的价值。仪式感会让你记住某些高光时刻。你一定

仪式感被视作青年精致的一个关键要素，“生活

忘了毕业前夕你吃了几个鸡蛋，但是你一定记得穿着
学位服互相拍照留念的画面。（被访者：10）

需要仪式感”也是当下青年群体所追求的。仪式在普
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象征性和富于表现性的行

去高级餐厅、吃精致饭菜，（各种节日）收精美

动，迪尔凯姆曾指出宗教仪式有“赋予人们以生命

礼物，去各地旅游，然后或许要经一番滤镜和修图之

力”和“欢娱”的功能，生活仪式感也同样能激发青

后再将照片发至朋友圈、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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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啤酒鉴赏力”普遍成为公认的中产阶级消费行为

享意义外，更重要的似乎是照片所表现出的某个具有

［5］

象征意义的场景或片段。这种场景或片段在当下能够

，“啤酒鉴赏力”既体现啤酒消费方式的变化，也

唤起在场者的心理期待，体现品位和差异，并留下深

表明文化品位的提升。某一群体通过消费表现将一种

刻印象。仪式感被视作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敬重和热

习俗和文化品味带到生活中；同时，这种消费表现也

爱生活的态度，不注重仪式感的人被认为是没有情

表征该群体身份。

趣、庸俗的人。而追求仪式感的另一种解释则是“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精致可以让自己融入同样喜

为内心不稳固，所以才格外需要外在的仪式支撑、强

好的社交圈。但是追求精致的人本来就是有区分的，

化”（被访者：09）。现代社会的“容错率”较低，同

有些人把精致看为日常的生活方式；有些人把精致看

时对青年群体“能力权重”的要求越来越高，风险和

为社会特定阶级的文化符号。对于我来说，在日常工

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容易形成心理负担。外在仪式感则

作和学习中经常在两者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挺困扰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心焦虑，转移不确定性。

的。（被访者：05）

（2）印象管理显现艺术性

“类聚”或“群分”含有依附之意，即趋同的生
活及消费方式或对某种文化品位的共同追求能够让

暂且不论是否是“看脸的社会”和“颜值时代”，
青年群体普遍对“颜值”的追求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同那些与自己有同样喜好或偏好的人建立起联

说明其重要性。一个简单但富有契合性的例子是，出

结，这种联结于群体成员而言表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门逛商场之前你通常会考虑化妆、想想该穿哪件衣

与兴趣，对非群体成员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想要融

服，以符合售货员的“心理期待”。在这一过程中，

入某一社交圈并保持互动的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一

售货员（“他人”）是凭借印象判断而采取相应态度。

是有共同的喜好且能忠于这一喜好；二是通过消费该

每个人的衣着、表情、行为都会给他人以某种印象，

社交圈所投射的文化符号使自己看起来被融入。当

每个人也都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某些技巧控制自己给他

然，这种“看起来”有时会产生“徘徊”甚或是“困

人的印象，特别是衣着打扮。“现代性所牵涉的，就

扰”。特定的文化品位和社交圈都有助于我们在社会

是时间的加速”［2］。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可

中界定自己的位置与身份，“你也会慢慢知道什么适

能普遍感觉时间匮乏，感觉很忙碌，因此会有紧迫

合自己，什么不适合，或者说每一次出乎意料的体验

感。生活步调的加速使得人们在单位时间内的行动或

都是点，那些点积累得多了，就会形成圈”（被访者：

体验事件量增加，即罗萨提出的“生活步调的加速”。

10）。“点”的积累与“圈”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被视
作社会资本的聚合过程，群体身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

生活步调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第一印象的

渐呈现。

作用，除谈吐外，形象或穿着常常又是形成第一印
象的关键。“形象得体大方、整洁；平时穿搭舒适大

2. 社会层面

方……如果参加重要活动，就得精心打扮”（被访

（1）市场塑造的青年形象

者：01，02，14）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前台”和

这里的市场不等同于经济领域所讲的市场，它指

“后台”的区分更突显，“我配得上精致，配得上

的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网络空间。青年人对美好或

美，但也可以很朴素，朴素到土里，都是我”（被访

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持有信心和热情，“未来是年轻人

者：10）。“个体在前台区域的表演可以看成是一种努

的”。“年轻”一词在市场上总是与朝气、活力，更多

［3］

力” ，这种努力以使他人产生我们自己希望他产生

可能和更多选择的自由，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等这样的

的印象。个人“前台”的形象及外表部分对得体甚或

词或句相联，当下的年轻人也倍感压力和焦虑。美好

体面而言是重要的，而得体或体面的要求可能首先是

的和高品质的生活内容与方式当然涉及种种，或强调

由给别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期望所促动的。有关面

物质和外表，或强调精神和内在，但多数青年群体开

部印象的研究表明，人们从面部表情会迅速形成第一

始追求二者的结合，以“避免靠运气赚来的钱靠实力

［4］

败光”（被访者：10）。因此，青年群体在享受物质消

（3）身份象征包含表象性符号

费和体验的同时也会给自己“充电”。央视财经发布

一项关于“啤酒消费方式改变”的研究指出，啤

的《2019—2020中国青年消费报告》显示，“2020年

印象

。印象管理愈发具有艺术性。

青年人花钱排行榜首是教育培训（32.44%），26～35

酒消费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致，真正的“啤酒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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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青年人有强烈的教育培训需求”［6］。

的符号意义。这通常与营销者的营销刺激不可分。多

对美好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也使得青年群体愈发

数营销者借助符号学在广告信息中对具体货品做出解

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个性、树立独特的自我形

释，其中包含“目标客体（产品）、标志（产品意义

象和审美，不断体验与尝试，对于物质的消费被视作

延伸的感性形象）和诠释（引申含义）”三个基本要

一种自我投资，进而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提升生

素 ［8］。如市面上推出的各种有机品，体现与自然共

活品质。当然青年群体的压力和焦虑也正源于此，一

生或崇尚自然健康的生活理念。同时，广告致力于创

方面忠于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强大

造一种真实的情境，这种真实是体验和情感层面上

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张力背景下，加上市场推手，消

的。现在的影视剧，特别是连续剧，播放中间没有专

费就成为一种刺激下的应激反应。

门的广告时间，但是营销者会在剧情中植入真实的货

（2）文化经济时代强调独特性

品，于是有了某某同款；抑或是在剧集的开头和中间

莱克维茨认为晚现代的知识和文化经济越来越不

突然弹出由剧情主角推荐的某货品，这都为消费群体

单纯强调货品（物品、服务、事件或媒体形式）的功

提供了一种真实的印象。时下人气主播也是利用这种

能，而是要兼有或独具文化内涵，且能够在情感上

真实情境使消费者能把某货品当作屏幕外可触产品甚

吸引人。文化化和感性化是晚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至是其制作过程都加以体验和感受。

［7］

“文化实践中始终存在两个维度：意义与感官”

，

青年群体越来越在意日常生活用品的颜值和品

其在意义层面上涉及某种世界观或承载某种风格与理

质，营销者不论是从货品本身质量还是其包装、标

念；在感官层面上被理解为一种审美质量。消费者通

签、广告图式都努力打造一种“品牌个性”，并赋予

过使用货品实现其功能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体验其文

一定的人类特征，或性感或知性或文艺或时尚简约

化性，特别是青年消费群体。兼有或独具文化内涵的

等。且青年同辈群体中更容易产生“蜂鸣效应”，特

货品或文化性货品是要被体验的，如一场音乐会、盛

别是某个旅游地或某系列产品如果在某几个青年受众

大婚礼、民族仪式展演、一次旅行、进高档餐厅甚至

或某个青年团体中激起极度热情，那么凭借这种吸引

是一个特殊物件。消费者在满足当下享受和情感体验

力很容易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像被访者01那样，尽

的同时还可以因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获得价值持续，正

管是日常厨房用品也能引起其他人相同的兴趣。

如被访者10所说的那样。人们不会回忆日常物品，只
会回忆某种情感体验，且正是这种回忆让吃高级餐

三、标签与竞争：青年追求精致
生活的实践特征

厅、毕业留念拍照等经历有了价值。
个体在文化经济时代也越来越强调树立与众不同
的“形象”，注重以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为出发点的

1. 消费符号编织的意义之“笼”

个体性，在体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希望展示在他人面

毋庸置疑，精致、高品质的生活需以一定的经

前。最直接的体现即是生活方式，故而朋友圈经常出

济基础做保障，基于此形成两种青年群体现象：一

现晒美食、晒旅行、晒孩子、晒健身的照片，以照片

是年纪轻轻“精致穷”；一是崇尚物质和光鲜外表的

形式出现在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在体现自己独有且

“伪精致”。“精致穷”体现一种消费观，
“伪精致”则

丰富阅历的同时获得别人对这种有趣经历或自己个性

体现一种消费心态。“伪精致”被视为对既有生活进

的羡慕与认可。朋友圈照片中所呈现的外出就餐或在

行“视觉包装、伪饰和扮靓”［9］。然而事实上，不论

家烹饪的精美食物，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特别的酒

是“精致穷”还是“伪精致”同样反映的是青年群体

店、书店，都会给他人带来与众不同的气氛，体现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尽管‘伪精致’是一种
错位的反映”［10］。“伪精致”当然与虚荣心产生的不

一种特有的审美和态度。
（3）营销产生的消费刺激

正确的消费心态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认

所谓的“过精致的生活，做有态度的消费者”，

同出了状况，即出现跳跃式认同”［11］。“消费标签”

是他们对各种货品都能做出不同的品赏并赋予其象征

是构成身份认同或身份归属的表征符号，甚至当前的

意义，进而影响或重塑个体的生活世界。货品并不一

许多视觉文本，如影视剧、广告等也在渗透着这种消

定是价格昂贵的，但一定是有阐释意义的，也即货品

费主义文化，如近期播出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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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不少关于消费主义内容的推文。

和谁吃、吃什么、用哪样餐具，抑或自己亲手做的
精美食物都会给人一种体验感。

身份认同是群体中个体的特有心理和行为的综
合表现与过程，它包含着个体对特定群体对象的认

但是，这种体验感现在在多数青年群体中还只是

知、情感和行为，行为是它的最终结果。它既是一种

显现在物化层面，尽管这种体验是指向实现自我。换

心理活动，同时也表现为人们的种种外显性行为。当

句话说，青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多的是集中于

个体根据自己的身份把自己定位在某一阶层或定位在

易感知或被感知的物质生活，较少涉及精神生活或

比自己身份高出很多的阶层，他首先表现出的外显性

精神层面的内容。如被访者提及的“从精神上汲取

行为很可能就是模仿，而消费标签的符号象征又是这

知识”（被访者：05），“读书，修身养性”（被访者：

种模仿性外显行为最直接的呈现，且成为一种单一式

13），“意志力”（被访者：08）等。也有被访者表示

呈现。消费符号指代的身份和阶层象征受经济和消费

“外在或物质体验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我身体舒服

环境的影响与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社会和国家制度

了，精神就舒服了。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充实，更有

的影响。国家对消费的倡导与推动，以及个体越来越

内涵……”（被访者：10），“物质生活是基础”
（被访

强调树立与众不同的“形象”、注重实现自我，作为

者：12）。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是递进关系，而

“局内人”的青年群体自觉与不自觉地跳进由消费符

是一种平行关系。当提及精神层面的内容时，我们似

号编织的意义之“笼”中。当然，也不能全然将那些

乎很容易就将其拔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然而精致

用超出自己实际购买能力的消费方式满足精致需求的

的精神生活可以是拥有某一优秀的品质，如意志力、

“精致穷”们，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为满足虚荣心和

自制力、认真且不懈地对待学习和工作等；一种阅读

寻求身份认同而对既有生活包装的“伪精致”们认为

习惯，坚持读书，汲取精神食粮；甚至可以是每天坚

是完全非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种行为属于

持学习英语、跑步；等等。这也是一种体验，同样能

主观理性行为，即他们是根据自我设定的目标对事物

给人带来满足感和正能量，并成为一种实现自我的生

做出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但是，这种目标和判断却

活方式。因此，追求精致的、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也指

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因此，要挣脱符号

向“美好的生活”。

意义之“笼”，青年群体首先要做的就是有一个正确、

3. 竞争逻辑为核心的分配原则

合理的自我认知。

帕森斯认为竞争原则是界定现代社会的核心原

2. 物质层面的体验与消费

则，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职

现代青年群体追求实现自我和发展自我，且实

业、教育、地位、收入，甚至是衣食住行，最主要的

现自我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体

分配原则都遵循竞争逻辑。对于现代青年而言，一切

验和消费成为精致生活的表征内容，这事实上也表

无不是在竞争的同时似乎又很容易失去竞争力。现代

明了青年群体关于自我与世界的一种关系。一方面，

社会的竞争形式多样且易变，如在某一社交圈抑或参

通过消费满足物质或身份需求；另一方面为了自己

加某种社交活动，若不能持续保持其圈层特征或在社

去体验和经历。青年群体对体验和经历的寻求是建

交活动中表现得不够“嵌入”，很快便会因为缺乏相

立在全球化背景中丰富多彩的体验选择之上的，并

应的特质而失去联系。在竞争原则支配下，部分青年

体现在他们自愿尝试热爱的事情中，如旅行、社交，

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但没有因此被满足，反而备

甚至是穿搭、美食等。这样的活动能给他们带来情

受挫折，表现出焦虑和压力心理。时间又直接与这一

感上的满足，带来正能量及体验感。以实现自我为

竞争逻辑相关。

理想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主体更多的是关注生活的质

时间匮乏是现代群体普遍的经验感受，特别是青

量，抑或是“美好生活”，同时尽可能多地赋予日常

年群体。因为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对现代性的“加

生活中的事、物以某种意义。追求这种意义的个体

速”特征和竞争原则有更直接的体验。无论是注重印

很容易将日常事件中的其他主体、客体、地点、事

象管理还是寻求生活仪式感，抑或追求物化层面的精

件本身审美化，再以某种方式展现给他人一种独特

致，在一定程度上均与时间匮乏有关系。生活步调的

的体验，使自己的生活显得“美好”，有质量，并获

加速增强了首印象的作用，当没有更多时间相互了解

得别人的赞赏。如去高级餐厅吃饭，去哪个餐厅、

或者是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做出判断时，恰当的印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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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包括与场合相适应的妆

2. 坚持适度原则

容和衣着。仪式感本身也能够在短时间引起人们的某

经济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新的消费品市场和

种心理认同，这也是追求精致过程中表现出先于物质

生活空间，生活步调的加速赋予了体验以文化和情感

层面的体验和消费的原因，因为相较于精神层面，物

意义，个体在文化经济时代强调自我价值和以发展自

质层面的内容更容易被体验和感知。当然，印象整饰

我为出发点的个体性。青年群体对精致的追求是个体

和仪式感都需要被把握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反之易被

性的体现，并在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的同时

与虚荣心相联，或被视为“伪精致”。如被访者对精

获得别人的认可。但是，青年群体在追求精致的过程

致所持的态度中提及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过好生

中应该坚持适度原则。

活”（被访者：07）、“花费时间”（被访者：06，04），

精致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无疑需要经济保障，对

也与竞争逻辑和时间相关。“消费标签”所形成的表

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或是刚走上工作岗位或是在

征符号背后的行为逻辑在本质上仍然体现的是竞争原

校生抑或刚组建核心小家庭，大多数在经济上还没

则。在竞争原则支配下，建立紧密的文化氛围有助于

有独立或完全独立、自由。不免会有一些青年人是

个体表达积极的情绪。

依靠亲代力量享受高品质生活；一些是由虚荣心驱
使，对精致生活的追求远超出自己的实际支付能力；
甚至有些人的高品质生活是心安理得地建立在亲代

四、态度与适度：青年追求精致
生活的合理性

节衣缩食基础上的。当然，也有一些青年人则是依
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过上精致的生活。因此，青年

1. 保持积极自由心态

群体追求精致的、高品质的生活及其追求程度应该

通常人们的所思所想影响他们在行动中角色的运

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坚持适度原则，避免单纯追

用和实现过程，就某一社会事实而言个体所持有的有

求外表光鲜或视觉性包装，或是被束缚在由消费符

关该事实的基本判断和自身能力及信念在很大程度上

号编织的意义之“笼”中。总之，青年群体在追求

影响个体将来行为的方式。当“主我”和“客我”意

高品质、精致生活时首先要考虑是否与自己的能力

识相近或互补，自我角色及将来行为则有可能实现；

相契合；对于正在享受精致生活的青年群体则需思

反之，“主我”和“客我”缺乏调适时就会出现消极

考眼前生活是如何可能的。
3. 享受个人内在的精致

心理，影响自我角色的实现。
精致及精致生活是指向美好的、让人向往的生

精致生活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其呈现方式

活，且每个人都有追求的权利。但是，追求的过程和

可以包含除物质层面以外的诸如生活习惯、文学艺

呈现方式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不同个体对精致及精致

术、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的内容。特别是生活习惯，

生活的基本判断和自身能力。当精致被视为一种外在

当它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于自身的时候体现的是个

包装或别人评价自己的重要依据，而不是自然现象，

人的精神状态、品味爱好和风格，并以一种稳定的

那个体很容易被精致所束缚，当然也就不能自由享受

方式影响个人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无疑属于

精致所带来的自在感，在时间积累过程中则可能出现

个人与众不同的“形象”和姿态，也是个人独有的

“伪精致”现象。对精致的追求既是一个持续性过程

精致。

也是一个阶段性过程，青年人作为独立个体，在创造

当精致总是被人们与物质性的、外在性的内容相

自己生活的过程中应该保持一种积极自由的心态。无

联时，也正说明其精神性和内在性内容的缺失。物质

论是精致的美还是泥土中的朴素，那都是“我”，既

的、包装在外面的精致常常具有不确定性且易崩塌，

享受精致的快乐又能拥抱朴素的自己，那才是一个完

人的物质欲望负有连带性，当你享受精美的衣着服饰

整的“我”。同时，在竞争原则支配下，提升自我能

给你带来的快乐和别人的赞赏时，你可能至少需要花

力，包括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才是获得竞争优势的

费同等的甚至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维持这种快乐和赞

关键。个体的行动和互动必定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赏，这也符合霍曼斯的“价值命题”，即若某种行动

和制约，我们需要在坚持共享价值和规则体系基础上

带来的结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则他就越有可能做出

积极地创造并实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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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行动。生活习惯与此不同，它是直接指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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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保持阅读、坚持运动等，它并不需要特定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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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础，且当其成为一种内化的姿态时只会越来越稳
固。因此，青年群体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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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立个人内在精致及情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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