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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 21世纪

全球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究

其根源在于西方消费主义所倡导的奢侈消费。奢侈消费对

于现代社会来说还不属于大众性消费，奢侈消费品具有昂

贵性、稀缺性等特征。因此，在当今社会应如何客观界定

和公正评价奢侈性消费显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的

现实问题。

1  奢侈消费的科学界定

关于什么是奢侈消费，西方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

果。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 •贝里最早对奢侈进行了研究，他

的著作《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就以奢侈为题

而写。另一学者沃夫冈 •拉茨勒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

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

和服务而决定。”[1]46在此基础上，他将奢侈分为旧式奢侈

和新式奢侈。旧式奢侈又称非创造性奢侈，是指对稀有原

料的消费和耗用；新式奢侈又称创造性奢侈，是指通过劳

动创造出更优良、更精致的新产品的奢侈方式。维尔纳 •桑

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奢侈是任何超过

必要开支的花费”[2]。同时，维尔纳 •桑巴特也对奢侈进行

了区分，将奢侈分为“量的方面的奢侈和质的方面的奢侈”，

数量方面的奢侈与挥霍同义；比如，让 100个人去干 1个

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或者同时擦亮 3根火柴点 1支雪茄这

样一类的行为。质量方面的奢侈就是使用优质物品。

国内对奢侈的研究，《辞海》对奢侈的解释是：“不节

俭；过分，过多，如奢望、奢愿”等。《消费经济学大辞典》

对奢侈消费品的解释是：“又称奢侈消费资料，它是指同

收入相比，其需求按更大比例增加的那部分消费品”[3]。《中

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解释“消费资料”时称“消费资料分

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奢侈消费资料一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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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剥削阶级过奢侈生活的需要”[4]。由此可见，对于奢

侈消费，传统的观念对其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将其看做

是节俭消费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国

内学者多是借鉴维尔纳 •桑巴特的“奢侈是任何超过必要开

支的花费”的奢侈概念来界定奢侈消费的，如范玉吉就认

为奢侈消费“是一种超出人的生活必需的消费行为，是一

种和人的生存没有必然关联的消费活动”[ 5 ] ；尹世杰认为

“奢侈消费是指某些人在吃、穿、用、住、行以及文化娱

乐等方面，远远超过一般的水平和标准，从而出现铺张浪

费的情况”[6]。

上述国内外关于奢侈消费的概念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

奢侈的基本特征。相比较而言，笔者比较赞同沃夫冈 •拉

茨勒的观点，特别是他将奢侈区分为旧式奢侈和新式奢侈，

即非创造性奢侈和创造性奢侈，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对奢侈

进行道德的、伦理的评论。当代经济社会已由生产主导型

社会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社会，“生产”的支配性地位已为“消

费”所取代。面对着商品相对丰富的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现

代社会，仅从消费量上是很难把握奢侈消费的本质的，因

为不同的消费者的消费承受力是不同的。因此界定消费者

的消费行为是否是奢侈性的消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考量：第一，等于或接近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第二，与

个人收入、财力相适应；第三，在资源的社会供给量为既

定的条件下不过多地占用或消耗该种资源。这样当消费者

的消费远远超过个人收入水平或财力状况，或者超过社会

平均消费水平时，其消费行为接被认定为是奢侈消费；而

当消费者的消费虽然没有超过个人收入水平或社会平均消

费水平，但是其消费确是过多地占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据此也可认为这是奢侈消费的行为。相反，当消费者的消

费虽然略高于个人收入水平或财力状况，略高于社会平均

消费水平，不过多地占用或消耗该种资源，则可以称为合

理的消费支出。

2  奢侈消费的正面效应

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奢侈消费无疑是带动生

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曾指出：“消

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

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

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

而只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消费创造出新的

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

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

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7]也就

是说，消费作为社会经济系统当中的一个环节，对生产具

有决定作用。如若社会消费量较大，就能够刺激生产，就

会推动社会扩大生产，从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18世纪，伯纳德 •曼德维尔就在《蜜蜂的寓言》中阐述

了奢侈消费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以至“有评论者把曼徳维

尔视为第一个从经济理论的立场为奢侈行为进行辩护者”。

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曼徳维尔把人类社会比喻为是一

个巨大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这些昆虫

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

个蜜蜂的国度”里，蜜蜂们——商人、律师、医生、牧师、

法官等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嫉妒、享乐、

奢侈之风甚行。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

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

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

诚实、节俭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

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

蜜蜂的王国中，“随着傲慢与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与技

巧都相继丧失”！不仅是挥金如土的富豪绝迹，劳工大众

也无处求生。“手工业者——不再有人订货；艺术家、木

工、雕石工——全都没有工作而身无分文。”[8]整个社会

一片萧条。由此，曼徳维尔得出结论：私恶即公利。可以

说，曼徳维尔对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奢侈行为是持鼓励态度

的。他并不认为奢侈行为是邪恶的，反而，人们的节俭行

为却带来了邪恶，因为实行节俭就意味着社会消费的萎缩、

生产规模的缩减。社会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的基础

上，国家的利益才能够真正实现。尽管国内外不少人都对

“私恶即公利”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是曼徳维尔所表明的奢

侈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是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维

尔纳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就大胆地肯定了奢侈

的作用，指出奢侈之风是导致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基

础与精神因素。沃夫冈 •拉茨勒更是大加赞扬奢侈对拉动

现代经济进步的作用。沃夫冈 •拉茨勒认为只有奢侈才能

带来更多的财富，“奢侈品对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

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得效益和成果。奢侈对于各种

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促进作用。现代奢侈品会给予全

球社会更多发展动力”[1]48～ 49。在沃夫冈 •拉茨勒看来，在

全球化经济中，今天的奢侈品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普通产品。

这就需要不断转变思维方式，不断对奢侈品及其品牌进行

升级、创新，从而鼓励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凯恩斯认为，

20世纪 20～ 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罪魁祸首就是节

俭导致的。因此，凯恩斯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当代情形

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像普通所想象的

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9]

在中国古代虽然崇尚节俭，但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奢侈

消费的。如先秦的荀子在反对墨子的“节用、节葬”观点时，

指出“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故墨术诚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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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俭而弥贫”（《荀子 •富国篇》）。管子更是明确地指出：“不

侈，本事不得立”(《管子 •侈靡》)，并且认为只有奢侈消

费才会有利于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清代

的魏世傚也为奢侈行为进行辩护，充分肯定了部分民众提

高消费对繁荣经济的作用，他说：“奢者之靡其财也，害

在身；吝者之积其财也，害在财。害在身者无损于天下之

财，害在财，则财尽而民穷矣。今夫奢者割文绣以衣壁柱，

琢珠玉而饰其用器，倡优饮酒，日费百万，然必有得之

者，其财未始不流于民间也。”（《奢吝说》，《清经世文编》

卷 53）这就是说，富人进行奢侈消费，其所花费的大量钱

财纷纷流入民间市场，自然会刺激市场发展。

由此可见，在一定历史时期适度的奢侈消费对经济发

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今后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

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

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中央之所以这样高度

重视消费，正是因为消费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反之，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时，就会严重削弱其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造成投资增长得不到最终消费需求

的支持，这样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使社会再生

产顺畅进行失去了保障，这势必严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协

调发展。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况下，作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

口这两大“经济马车”均已放缓，国家把目光转向了消费这

驾“经济马车”。为刺激经济的增长，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投资 4万亿元人民币，进一

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结果保障国民经

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比例。据有关专家对消费增长和经济

增长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979～ 2006年间，我国消费

增长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经济增长１个百分点就促进

消费增长 1.72个百分点，消费增长 1个百分点就拉动经济

增长 0.21个百分点 [10]。

3  奢侈消费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在对资本家的挥霍和奢侈时，曾指出：“在一

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

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

用⋯⋯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算

盘。”[11]的确，奢侈容易引发“贪欲”，浪费资源，败坏社

会风气。奢侈消费会腐蚀人的精神，会导致社会攀比的风

气，会造成严重的浪费与挥霍，会使人们陷于物质享受局，

最终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风气败坏，人文

精神迷失。“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

“拜金女”和“网上晒富”等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卢梭曾

指出：“奢侈或则是财富的结果，或则是使财富成为必需，

它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的，对于前者是以占有欲来腐

蚀，对于后者是以贪婪心来腐蚀；它会把国家出卖给软弱，

出卖给虚荣，它会剥夺掉国家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这一

些人成为那一些人的奴隶，并使他们全体都成为舆论的奴

隶。”[12]

在奢侈消费的过程中，必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平衡，危害生态安全，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

系。就以礼品奢侈包装而言，有记者在报道中指出：我

国每年生产 8亿件盒装衬衫，需要用纸 24万吨，如果以

直径 10厘米的大树为标准计算，就相当于要砍伐 168万

株大树。据北京市一项统计 :该市每年产生垃圾近 300万

吨，其中有 60万吨为过度包装物，而每年为处理这些垃

圾所投入的费用就有 10亿元之巨 [13]。奢侈包装的浪费尚

且如此，其他奢侈消费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就更是难以想象

了。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会导致人类社会难以可持续性

发展。现实生活中的奢侈消费可能过多地消耗、占有社会

中有限的生态资源，结果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生态风险，以

至最终酿成生态灾悲剧。

奢侈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还会造成极大的消费不公，

引起“仇富心理”，引发社会对立与冲突，导致社会不稳定。

奢侈消费是通过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进行的，必然带来

弱势群体应占有资源的减少，使其产生被剥夺感。从这个

意义上说，奢侈消费实质上代表着社会的消费的不平等。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中还有一些人的收入水平很低，截至

2009年，我国的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785元，农村居

民贫困人口数是 3 597万人。这些农村的贫困居民的消费

水平与那些富豪的奢侈消费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有调查显

示：“在中国内地的专卖店中，一件专为宠物狗制作的狗

夹克售价 2 995元，一只名犬一个冬天至少需要 4件这样

的狗夹克，4件是 11 980元，相当于 400个失学儿童一年

的学费，相当一个中国农民一生的穿着。”[14]这样的贫富

两极分化必然产生仇富的心态。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

在消费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同等的机会均等地获得某

种商品，“商品面前人人平等”，通过商品的平等买卖和自

由交换实现了社会的平等与自由。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波德里亚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明确指出：“消费并没有

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人们获得一

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人们的分化。”因为“消

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

在不平等（购买、选择和使用被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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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出生所决定）——简而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

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15]。在社

会的一般性消费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公正、不平等，更不

用说奢侈消费的过程了。奢侈性消费的存在，社会的不平

等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正如罗伯特 •弗兰克所说，奢侈消

费是“个体的骄傲，群体的悲剧”[16]。

奢侈往往是和浪费、傲慢、骄纵、邪恶、贪婪、耻

辱等具有明显道德判断色彩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它成

为了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的一杆标尺。奢侈消费，造成

资源浪费，引起生态危机；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

不公。其后果必然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风行，人欲横流，

物欲横流，个人主义膨胀，人性被吞噬，社会道德陷入

危机。奢侈消费带给社会的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人的道德

和精神上的危机。

总起来看，奢侈品及其带来的奢侈消费现象的蔓延滋

长，会对社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破坏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追求名牌，追求物质享

受，互相攀比，难免为浪费、奢侈、腐败提供温床，助长

享乐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不良风气。其次，增加对生态环境

和资源能源的压力。例如，豪宅名车往往会占用或消耗更

多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第三，削弱社会凝聚力。一部

分社会成员一掷千金；而另一些人却生活清贫，甚至苦苦

挣扎在贫困线上。巨大的消费反差，会导致人们心态失衡，

消解社会和谐与凝聚。

从上述正反两方面对奢侈消费的反思中可以清楚地看

出，奢侈消费既能带动经济的发展，也会引起社会道德的

滑坡。那么，应当如何抉择呢？

4  限制奢侈消费，倡导适度消费

奢侈消费问题也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如何界

定奢侈品？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

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

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然而，在具体判断时人们会遇到

困惑。因为在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奢侈品往往是不确

定的。十几年前，大哥大手机被认为是奢侈品，是财富的

象征，但是，现在手机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消费品。

又如，根据消费者主权理论，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消费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细分为高档市场、

中档市场和低档市场。当代中国人的收入也已明显拉开了

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消费者选择高档商品或服

务（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奢侈消费），这种选择是不是可以

容许呢？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应该容许奢侈消费在一定的条件

下存在和发展，但在当今时代对其必须有所限制，绝不能

提倡和鼓励。

因为，尽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物质产品较为丰富，但实质

上我国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与典型的消

费社会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力使其相应的消费方式应当适

应于生产社会，但是由于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中国

居民的消费心理与生活方式又在追随消费社会而出现明显

的消费主义倾向。因此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既有生产社会

的特点又有消费社会的特点”[17]。这也正与我国目前还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相适

应的。但这里所提倡的节俭消费，并不是要抑制消费，毕

竟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相对来说还是不足的。据国家统

计局的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 55.4%，是

1978年以来最低的水平。198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曾达

到 67.5%。到 2003年为止，我国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趋势。

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率已高达到 51%，而全球平均储蓄

率仅为 19.7%，这不但与发达国家普遍高于 75%的消费率

相差甚远，就是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率相比，也

有一定差距 [18]。在这样的消费水平下，如果继续鼓励百姓

储蓄而不是消费，那么盲目的节俭必然阻碍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的发展。

黜奢崇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中国

建国以来，崇尚节俭的观念依然支配着很多数人的消费行

为，在我国百姓的经济行为中依然处于主流地位。节俭这

种观念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和树立高尚的社会风尚是

有益的，对于在困难时间加强经济建设也是有益的；但过

于强调节俭，“节衣缩食”，“缝缝补补又三年”，既对经济

的发展不利，又不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转变消费观念，既

要反对过度的奢侈消费，又要放弃那种“节衣缩食”式的节

俭，而是提倡一种适度性消费。1986年 12月，邓小平在

谈到“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问题时，针对消费与生产的关

系，明确提出了“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

适度消费是对传统“节俭”消费观念的扬弃。适度消费

观念下的节俭并非是不要享乐的禁欲，不知消费的守财奴

式的吝啬，而是清楚地知道个人的真实需要及对财富做到

合理使用。适度消费的关键点是如何掌握“度”，居民的消

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做出明确的规定的，因为“适度消费

有相对性和动态性两大特征”[19]。适度消费就是个人消费

支出与其收入水平、财力状况相适应的、与全社会平均消

费水平相适应的消费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在资源的社会供

给量为既定的条件下不过多地占用或消耗该种资源的理性

生活态度。这就要求适度消费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下转 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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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节约融入日常工作，提高办公用品利用效率，提倡使用

再生纸；加强公务车日常管理，有效降低公务车油品消耗；

鼓励政府机构高层建筑电梯分时段运行或隔层停开；制订

发布并执行市级行政单位能耗定额标准；进一步协助中央

在京机构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完善政府采购应倾向于可再

生、可循环利用、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

5.6  改造城市实体空间，培育生态文化空间

5.6.1  绿化隔离带的保护与建设

北京的绿化隔离带不仅对于首都局地气候的调节、空

气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培养市民热爱自

然的生态文化，陶冶身心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城市

化得浪潮中，却抵制不住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遭到了严

重的破坏。这需要政府制订更严格的措施，切实保护好城

市的“绿线”。

5.6.2  发展生态建筑，提倡绿色办公

生态建筑亦称为绿色建筑、可持续建筑，是按照生态

平衡原理，使人工建筑环境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

会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从而产生一个相

对稳定的互为依存与循环的新型建筑。北京地球村与万通

房地产集团开展的“绿色办公楼”项目为北京其他建筑的生

态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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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消费的水平也要随之而发生变

化，消费的“度”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上。

否则的话，节俭就会转变成为吝啬，适度的消费也会被当

做奢侈。

消费不仅是个人的经济行为，而且还具有伦理道德的

要求，即个人消费也要承担对社会风气的道德责任。为此，

在当代中国社会必须抑制奢侈消费，贯彻适度消费的原则。

适度消费既是根据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和个人的消费能力

进行理性消费，又是一个人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换言之，

适度消费既满足了个体全面发展的需要，又对奢侈消费进

行了一定的约束，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建立。在当代中

国，对于奢侈品和奢侈消费应当允许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

一定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但一定要对其有所限制，绝不

能提倡和鼓励。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消费

领域的引导和教育作用，转变社会消费风尚，培养大众健

康的消费心态，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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