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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表现、成因及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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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青年的“精致生活”是以面膜、口红、咖啡等商品为基本语素，

以消费为语法结构建构起的向外表达高级感的生活叙事，反映了当代青年秉持

颜值至上的价值原则和对享乐主义的追随。这一现象是消费社会的转型给青

年发展带来推力和压力的结果，也是新媒介和消费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它表

征着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内藏拜物教陷阱，带来伪精致的问题，亟需我们

引导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观，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精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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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1］今天，越来越多青

年用“精致生活”的态度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用“精致生活”的实践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既给

我们美好生活的图景带来新风尚，又衍生出“伪精致”的负面现象，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
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伪精致的偏轨，面对“伪精致”于

生活意义的遮蔽，该如何引导青年去伪存真? 这些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表现及“行为—语言”分析

精致生活是形容注重品位和质量的日常生活习惯的修饰性名词，属于人们心理对生活感知

范畴，其内容可以是独特的个人爱好、事业观念和感情观念和生活品质观念和精神追求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本文选择基于网络和生活观察对当代青年的“精致生活”的表现做

出现象描绘，并在哲学视域中对其实质特征进行分析。
( 一) 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表现

当代青年主要聚集在知乎、豆瓣等网络空间，乐于通过朋友圈、小红书等进行生活记录和经

验分享，习惯通过天猫、京东等平台购物。通过观察青年在这些空间留下的文字、视频、行为数

据，结合媒体的报道采访和生活观察，可以发现青年的“精致生活”关联着这些关键词: 口红、面
膜、鲜花、咖啡、电影、旅行……他们常用以下词语来表达相关感受: 好看、时尚、奢侈、品质、格

调、高级感、梦幻感……概括起来，当代青年主要在两大方面塑造“精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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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极致追求高颜值

精致的原则首先是对自身颜值的要求。今天的青年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颜值。
第一，化妆是提升颜值的基本技能。以口红为代表的美妆产品是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

基本配备。数据显示，2018 年天猫美妆消费者已突破 3 亿，其中“90 后”是主力，占总人数的

50. 8%，“95 后”消费者超过 5000 万，“00 后”消费者有 3 倍增长［2］。在美妆品类中，口红最受

欢迎。调查显示，44. 8%受访的“95 后”每天抹口红，较其他年龄段高 11. 8%。超过 20% 的受

访“95 后”拥有 5 支或以上的口红［3］。
第二，健身是提升颜值的重要手段。好身材是高颜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青年走进

健身房、使用运动 APP。运动应用 Keep 的数据显示，瘦腿和翘臀是女生的健身诉求，而男生则

更想要腹肌和胸肌［4］。这说明当代青年健身的第一动力是变得更有吸引力。
第三，医美是提升颜值的最有效手段。调查显示，在当代青年常用的提升颜值的手段中，医

美( 45. 3% ) 和健身( 35. 3% ) 被选为提升颜值最有效手段，化妆( 11. 5% ) 、美容美发( 4. 1% ) 分

别排名第三和第四［5］。对颜值的执念推动了“整容热”的出现。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项面

向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和少量应届毕业生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911 位受访者中，6. 81% 接

受过整容手术，而没有做过整容手术的受访者中，30. 74%表示有整容意向［6］。
第四，修图是网络空间的化妆术，晒图是“精致生活”的重要环节。除了通过服饰、口红等

修饰出现实生活中精致的“主我”，当代青年还通过美颜自拍、修图、发朋友圈，在网络空间不断

生产精致的“客我”。网友称修图软件“美图秀秀”是“颜值管家”，因为它不仅能美白、瘦脸，也

能美妆，还能增高、P 腹肌。
以上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秉持颜值至上的价值逻辑，甚至颜值即正义的判断原则。2020

年一则登上微博热搜的社会新闻是典型例子。新闻的“本体”是小张的手被浴室玻璃划伤，与

物业发生了责任纠纷。网友评论道:“小张这么帅怎么可以让他受伤! ! !”“都是物业公司的错，

点开视频看了一眼小张我就决定了。”当热搜从“小张被浴室玻璃门割伤手”直接变成了“小张

这么帅怎么可以受伤”“小张这么帅没有错”，一则社会新闻就演变为一场追捧高颜值的网络狂

欢，印证了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所说的在现代媒介影响下出现了“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

美化”［7］。
2. 醉心追求高品质生活

精致不仅是对外貌的要求，也是对生活的态度: 从父辈的不讲究到我辈的不将就。当代青

年肯花钱和时间从以下两大方面升级生活品质。
第一，装饰生活环境，打造有格调的生活氛围，追求舒适感和情趣感。调查显示，对比“70

后”“80 后”，“90 后”在桌布、杯碟、花瓶这一类能够装饰家庭环境和增加生活情趣的物件上的

消费增长迅速［8］。女青年杨慈( 化名) 是“精致生活”的诠释者:“可能我租的房子不贵，但我还

是要把它装饰得特别好。比如抱枕一个就 100 多块，我要买 4 个; 地毯 300 多块，明明有凳子，

但我要扔掉丑的，重新买一个好看的; 烧水壶几十块也能用，可我要买那种好看的 200 多的。好

看排第一位。”［9］可见在青年心目中，家居环境美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高颜值的要求也针对

商品，他们愿意为商品的颜值溢价买单。与父辈看重商品的实用性、耐用性不同，当代青年的关

注点转向商品的设计感、情趣感，注重生活的舒适度。
第二，体验有品位的休闲方式，追求高级感。喝咖啡、看电影等是当代青年的主要休闲方

式，他们是近几年星巴克门店在中国迅速扩张、电影市场异常火爆的主要支撑力量。此外，当代

青年信奉“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从打卡游转向去沙巴潜水、北海道滑雪等体验游。与追求颜值要自拍一样，这类“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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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催生了旅拍的流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年轻人对生活必需品的理解与父辈存在着明显不同。比如深陷负债

旋涡的杨慈坚持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说，说这种东西( 指鲜花等———引者注) 又不是实用性的，

不买就不买了，电影不看就不看了，但有时觉得这才是对我来说实用的东西，这才是生活必需

品。”之所以这样理解生活必需品和青年秉持的如下价值观有关: 第一，对享受型人格的正解，

坚持不能亏待自己的人生观。杨慈认可如下观念:“享受型人格有什么不好的? 为什么要把自

己弄得苦兮兮的。”知乎上一位网友的观点也是如此:“我记得从探讨‘80 后是什么样的人’开

始就不断地使用‘享乐主义’，每一届年轻人都被这么定义。很多人用享乐主义来表达贬义，仿

佛年轻人都苦哈哈的才是人间正道，我就纳闷了，年轻人不享乐，我们老人家好意思说自己创造

了幸福生活吗?”［10］第二，对消费人格的认同。当代青年愿意为自己的喜好、兴趣买单，来塑造

消费人格、表达消费个性、立起高级人设。今天的青年从量的炫耀转向追求高雅出众，通过消费

方式的选择进行风格表达，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因为在今天，“个体从他者的角度获

得自己的身份，其首要来源并不是他们的工作类型，而是他们所展示和消费的符号和意义”［11］。
概言之，当代青年追求美和生活品质，通过美妆、健身、鲜花、咖啡、旅行等进行着从身体到

行为到心灵的全方位的时尚化、个性化，并向外展现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精致生活”潮流在

青年群体内部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从年龄分布来看，越年轻的青年对“精致生活”的理

念接受得越早，比如数据显示越年轻的人群使用化妆品品类越多且越高端［12］。第二，从性别分

布来看，“精致生活”的主要人群是一线城市的女青年，但越来越不局限于女性，网络流行语“精

致的猪猪男孩”( 指注重精致妆容的男孩) 的产生反映了精致态度的“破圈”，年轻人对男生追求

精致日益接受。比如，当红男明星王源通过微博晒敷面膜自拍照，配文:“敷着面膜走在萧瑟的

寒风中，我真是个精致男孩”，网友纷纷点赞。实际上，越来越多男青年不仅经常使用面膜、鼻
贴、防晒霜等以前专属于女性的护肤品，而且开始尝试粉底液和口红等入门级美容单品［13］。第

三，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一线城市青年是“精致生活”的前浪，但随着青年流行文化涟漪式扩

散，以万达广场为代表的商业地产和众电商的市场下沉等，小镇青年在“精致生活”方面正在迎

头赶上。
( 二) 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行为—语言”分析

分析哲学认为，声音、图片和行为都属于语言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可以把青年的“精致生

活”实践看作是一种“行为—语言”。如是观之，“精致生活”就是青年以商品为语素，以消费为

语法结构建构起的向外表达美与高级感的生活叙事，既是一种“私人语言”( 满足个人美好生活

需要，追求生活舒适) ，又是一种“公共语言”( 满足个人社会交往的需要，追求身份认同) 。
第一，商品是构造“精致生活”的基本语素。但进入“精致生活”语境的商品不是单独的

“物”，而是相互指涉的“物的体系”。一位学生曾告诉笔者: “我有两支口红，一支春天的口红，

一支冬天的口红。”这印证了鲍德里亚的洞见: 今天我们消费的不是单个的商品，而是商品群

( 商品链) 。商品之间存在着有序性的相互关涉，我们则“逻辑性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

品”［14］。进入“精致生活”语境的商品也不是单纯的“物”，而是“符号—物”，在它们身上有符

号、文化意义，这些商品“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

品，而是一串意义”［15］。即商品群共同构成特定的意象体系，营造“精致生活”的氛围和感觉

空间。
第二，消费是建构“精致生活”的语法结构。从青年对“精致生活”的主呈现来看，它不是

DIY 的生活，而是消费的生活。借用马克思的比喻，消费似一道普照光，给青年的生活打上玫瑰

色。当购买力不足时，就衍生出“精致穷”的理念。根据百度百科解释，精致穷指的是虽然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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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并没有因此放弃追求精致，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向往的生活变穷，穷得明明白白，但

活得开心快乐。青年偶像杨超越未红之前就是精致穷的代表。她曾经在只有 800 元工资的情

况下拿出 700 元买了一件心仪的裙子。
第三，高级感是“精致生活”这一“语句”想要表达的主要意谓。一位学生描述知名主播李

佳琦打动她的是用“贵妇感”来形容使用某种口红的效果。“涂上你就是贵妇”“雾面的质感那

叫一个高级”“绝对的洋气”等是李佳琦常用的介绍词。高级感这个词内含区分、比较的逻辑，

实际上精致的出现就是与粗糙相区分，粗糙的是不讲究、不注重细节、平凡的生活，精致的是讲

究、不放过细节、高雅的生活，精致比粗糙高级。鲍德里亚等学者早已指出，商品身上的符号意

义组成的意指体系内含差异逻辑，使一物只有置于与他物的差异结构中才具备独有的文化价

值，从而使消费此物的人与消费他物的人，在差异比较中实现社会身份的区分，比如手工咖啡在

与速溶咖啡的区分中彰显文化意义、身份隐喻。鲍德里亚揭露，消费社会中人购买商品不只是

当作工具来使用，也是当作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
第四，语句都有时态，“晒”标志着“精致生活”的进行时态，并且让它从私人语言变为公共

语言。“精致生活”本来是一种私人语言，是青年享受生活的个体实践，通过“晒”变为一种公共

语言，行使着对外表达和交流的功能，满足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身份认同的需要。一位受访

者说:“最近，我花了两三个月工资，找代购入手了一个名牌包包。找个最好看的角度，再动用

各种滤镜修图，最后假装随意地配上一段实际精心编撰的文字，发了朋友圈。果然，点赞评论如

潮水般涌来，朋友们纷纷冠以‘贵妇’‘有眼光’，我心里那叫一个爽。”［16］很多青年求美也好，求

品位也罢，内心深处都是渴求被认同，享受被人称赞和羡慕。如德波顿的形容，现代人的“自

我”或自我形象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称赞和羡慕才能保持形状。从这个意

义上说，青年的“精致生活”是通过消费获取商品特有的符码意义，同时通过晒展开符码之间的

交流。
第五，语句不仅有意谓( 内容) ，而且有意义( 真假两种值) ，“精致生活”这个“语句”的意义

为假时就是“伪精致”的产生。常见的伪精致是青年为“晒”制作的各种摆拍，精致只在取景框

之内、在朋友圈里。前述受访者坦承:“每天，我一边在朋友圈享受赞美，过着看上去精致的生

活，一边又和不断增长的透支数字做斗争。”［17］极端的伪精致是 2020 年下半年爆出的上海假

名媛事件［18］。伪精致的出现意味着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出现了价值偏轨，它不是在赋予生活

以高级意义，而是在破坏生活的真实意义。

二、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成因及问题

“精致生活”表征着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含着青年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确证等合理的

发展需求，但在现实实践中日益演变为一种追逐高级人设符号的消费生活，表现出消费主义文

化的特点，所以需要从消费社会的理论语境中分析其成因，辨析其问题。
( 一) 当代青年“精致生活”的成因

当代青年选择以商品为布料，以消费为梭子，以颜值和品质为经纬编织“精致生活”是我国

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的结构化结果。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 “精致生活”的出现是消费社会给青年发展带来推力与压力的结果

消费社会是商品丰盛的社会。“先前的奢侈品，逐渐变成了上档次的东西，而原先上档次

的产品逐渐变成了生活必需品”［19］，降低了人们购买、体验的门槛，从相对方面提供了青年的消

费能力。商品丰盛也意味着社会富裕程度得到整体提升，于是带来丹尼尔·贝尔指出的发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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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人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会从经济和物质安全转向生活质量、自我实现、个人幸福感等，相应地

强调勤俭节欲的传统伦理观念会逐步被消费享乐主义所取代。此外，支付宝花呗、京东白条等

网络消费信贷的兴起提高了青年的即时消费能力，促成青年养成了提前消费的习惯，助推青年

的生活观念从先劳后享变为提前享乐。
其次，各种商品在诱惑青年升级消费的同时，各种竞争也在挤迫青年将消费当作压力释放

阀。不可否认，青年求美心切因为他们面临拼颜值的新型竞争，承受着“看脸”的压力。知乎上

网友们曾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是颜值为王的时代吗?”网友“一只”回答道: “还用问，想想什么

都不会的杨超越，想想老戏骨跟杨颖的待遇差别。”［20］该回答直指如下社会现象: 专业能力差的

流量明星的涌现，让越来越多的青年陷入颜值迷信，从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到信奉整容改变命运。
实际上，今天的青年面临的不光是看脸压力，而是全方位的生活压力，因而把消费变成一种减压

的手段。
2. 追求颜值至上的“精致生活”是新媒介的发展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结果

在媒介技术发达的消费社会，“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21］。韦尔施、鲍德里亚、波兹

曼等深刻指出媒介改变认识论，“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22］。韦尔施指出，日常

生活审美化是媒介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在都市环境中，审美化意味美、漂亮和时

尚的风行; 在广告和自我设计中，它意味筹划和生活时尚化的进展”［23］。鲍德里亚等认为，电视

这种媒介对图像的偏好和大量生产导致社会出现认识论的审美化。当媒介进化到新媒体、自媒

体阶段，我们更是进入了图像巨量生产、视觉饕餮时代，受视觉文化的影响和“图像—审美”逻

辑的支配更深重，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人要接受“图像—审美”逻辑的审视。在视觉文化

时代，人们不再是把身体当作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后工业逻辑中自恋式崇拜对象或社会

礼仪要素，所以美丽是主导主题［24］。当代青年看重身体作为消费对象的观赏价值，而非作为劳

动力的生产价值。其次，物( 商品) 也要接受“图像—审美”逻辑的支配。小红书上一位消费者

这样评价网红全色系口红机械键盘:“奢侈品彩妆色调! 简直美炸了! 使用时会有浅蓝色背光

LED 亮起，炒鸡( ‘超级’一词的网络写法———引者注) 梦幻的感觉”，“纯粹盲入，入手之后才做

攻略，发现很多人反映圆键不好按，容易按错”，“不足: 价格偏贵丢丢，键盘比较重，不适合配

iPad 外带，而且太容易划花是个心病”［25］。即使重且贵、容易按错和划花，但美、梦幻可以让这

些不足忽略不计。恰如韦尔施所说，今天的消费者不在乎获得商品，在乎的是“通过购买使自

己进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26］。
3. 追求高级感的“精致生活”是消费社会的强大机器广告提供的生活指南

马尔库塞、鲍德里亚等深刻揭露了消费社会是一种通过广告不断建构欲望的社会心理机

制。现代广告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生产欲望: 其一，制造一种人们向往、模仿的镜像他者。
“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此: 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27］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提出“欲望模仿理论”，揭露人的欲望不是源自内在，而是永远指向某

个“他者”，这个“他者”暗示着某种地位归属，成为“他者”是个人深层动机中的欲望。所以聪明

的广告主要不是介绍某商品质量精良，而是告诉我们买它就是缩小与“他者”的差距，甚至成为

向往的“他者”。一个学生曾说: 买不起 DIOＲ 的包，但买得起 DIOＲ 的口红。对她而言，买这支

口红也就包含着这层意味: 离购买奢侈品过上高级生活更近一些。其二，卖的不是商品，而是某

种生活方式，用幸福生活的伪构境让对象怦然心动。京东白条的一个广告片这样说道:“毕业 3
年初吻还在，可以忍，护照办了 3 年却没盖一个章，不能忍。说分手就分手，可以忍，分手时还要

AA，不能忍。一周相亲四次，可以忍，四次都穿同一件衣服，不能忍。房价 8 个月翻一番，可以

忍，发际线高了一点点，不能忍……”它告诉青年没有服饰、旅行、美发等的生活是“不能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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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等广告语一样，为年轻受众制造了幸福生活的伪构境和自由幻

象。白条广告片里提到青年承受着婚恋压力、高房价、身体亚健康等生活“痛点”，显得友善体

谅，最后打出“白条愿所有忍耐前行的年轻人不再错过生活”，把自己的商标和意图巧妙地隐藏

在最后，显得不含私心，完成了广告的核心功能“诱劝”［28］。
( 二) “精致生活”的问题辨析

对“精致生活”理念和实践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这是当代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表现，

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人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青年

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青年追求“精致生活”的积极实践在有些方面

起着引领社会时尚的作用，他们被称为社会新人，带来后喻文化的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

视青年以消费为核心编码的“精致生活”隐藏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精致生活”成为过度消费，让青年陷入负债的泥沼。虽然大部分青年信用良好，及

时还款。但从月光族、剁手党的自我标签，到豆瓣上出现负债者联盟小组，生动地反映了不少青

年在消费狂欢后的生活狼藉。前文提到的杨慈毕业三年，月收入 4500 元，总负债十来万，分布

在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美团贷、小米贷、微博贷和一张信用卡上。她的负债不是起源于买奢侈

品、昂贵的写真等大件商品，而是日常的“精致生活”开销，她算了一下账: 工作日，早饭在公司

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或者去麦当劳吃早餐，中午基本要吃七八十，有时会更贵，吃碗蟹黄面

就得近百，间或还会光顾日料店。有时下午还要去甜品店，一块小蛋糕花去三四十，一天下来光

是吃，就要花去二三百。如果每个工作日都这样吃，实际支出是超过月收入的。像杨慈这样的

青年，一面是“精致生活”的实践者，一面是负债者联盟的成员，他们沿着这样一条轨迹: 月光

族———入不敷出———借贷———以贷养贷，陷入债务的泥沼，挣扎着上岸。这部分青年的个人财

务危机，往往波及父母的家庭危机，如果不加引导任其蔓延，则会带来社会危机。
第二，“精致生活”变为纯符号消费，让青年陷入拜物教陷阱。一种陷阱是商品拜物教。如

果“精致生活”是用消费这道普照光为生活打上精致的玫瑰色，让人的个性与商品的符号意义

同构，就会发生自我的物化。就是说，青年追求的个性自由如果是通过拜物教方式完成，那么实

质上获得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小红书上不少网友提到购买某物是“纯

粹盲入”“跟风”，暴露了一些青年用物质审美打造的独立个性实质上是精神上的随波逐流。纯

物质取向的“精致生活”将使青年成为在“物的包围”中的“官能性人”，人丰富的需要和感受形

式就会发生异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

替”［29］。负债者联盟成员何米( 化名) 叙述自己的开销主要是满足对衣服的渴望，买了两年，衣

服装满了 7 个整理箱，很多衣服吊牌都没摘掉。在何米身上，“消费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强制性

的非理性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成了目的，而与所购、所消费的东西的使用及享用没有什么

联系”［30］。另一种陷阱是颜值拜物教。鲍德里亚提出消费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或者说

拜物教发生了回旋: 从对外在某物的膜拜转向内在的自恋。颜值至上主义把人的“自然存

在”———颜值、身材孤立出来进行维护，表面看是在消费物品( 化妆品、玻尿酸等) ，实际上却是

在物化自身; 表面上是在打造自己的个性，深层里是接受了消费社会对面容、身材的规训。鲍德

里亚说道:“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的绝对命令。”［31］近期，互联网上对中年女演员的颜

值、身材的苛评引起网友们的反思: 为什么不能让人从容地老去? 颜值拜物教的极端表现是将

身体商品化。总之，充斥于各类媒介的时尚广告提出了“要内转到自己身体中去并‘从内部’对

它进行自恋式投入的建议，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深刻地了解它，而是，根据一种完全拜物教崇拜

和耸人听闻的逻辑，为了使它向外延伸，变成更加光滑、更加完美、更具功能的物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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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青年生活价值观的引导及实施路径

青年在追求“精致生活”过程中出现的伪精致偏轨，带来很多消极问题，亟需我们用马克思

主义美好生活观进行教育引导。
( 一) 两大引导方向

第一，反对享乐主义，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劳动精神。引导青年形成“奋斗即幸福”“劳动

最美丽”的生活价值观。如前所述，受消费主义影响，不少青年信奉消费即幸福，追逐“我买我

快乐”，认为享乐主义没有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已属过时。我们必须廓清这一思想迷

雾，引导青年认识到真正的幸福感一定是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使人有所寄托，而不是使人感

到虚无。杨超越自述买了那件裙子的当时觉得拥有了全世界，其后感觉也就那么回事，说明过

分物质取向的幸福是不能持久的。青年的精致追求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因为“有人的生命表

现的完整性的人”［33］才是真正富有的人、精致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奋斗者是精神最

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福的人。”［34］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类本质

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劳动是人生命的积极表现，所以离开劳动来谈人的幸福、自由个性是虚幻

的。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35］。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36］。
第二，反对奢侈浪费，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引导青年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活价

值观。一些青年的“精致生活”表现为占有过剩的商品，把消费变成了浪费。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37］因此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

费”［38］。因此，当代青年所追求的“精致生活”应该成为引领绿色生活方式的先锋队。
( 二) 三大实施路径

为了实现上述引导目标，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大基本路径，助力

青年成长为时代新人，收获真正的生活满足感、成就感。
教育引导。首先，加强主题宣传，形成整体的社会氛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提倡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教育”［39］。其次，青年深受榜样影响，需要

加强力度宣传青年榜样，纠正部分青年目前存在的被误导的成功观。互联网流量的商业逻辑颠

倒了颜值与能力的关系，我们需要更多地宣传道德“美丽”、能力本位、为社会贡献大的正面网

红，引导青年正确认识颜值和能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让当代青年从误解颜值即财富到相信“知

识和能力是或即将是我们这个丰盛社会的两个重要的财富”［40］。
实践养成。对青年的引导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的教育原则。首先，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劳动

教育的指导意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
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41］。通过创新劳动教育的形式，引导青年从消费活动中获取

满足感转向从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同时助力青年提高劳动本领，有能力创造“精致生活”，而不

是买出“精致生活”。其次，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拓展青年参与渠道，让青年在闲暇时间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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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可选择，从“精致生活”中获得优越感转向从与他人合作中、在为社会贡献

中获得存在感。
制度保障。将价值导向制度化，以强制的约束力和激励机制为引导路径。前文提到流量明

星的超高收入造成青年的价值困惑，同时不应忽视本·阿格尔所言的这种情况: “异化消费是

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

一种现象。”［42］所以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充分体现劳动最伟大的价值原则。具体地说，对

娱乐业的限薪令与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改

革需要双管齐下，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激励青年选择奋斗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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