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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贷款平台的发展给大学生消费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

题。过往研究通常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金融监管的不严，其实，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容易导

致青年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消费欲望的日益膨胀才是导致贷款消费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而

网络贷款平台的出现只不过为大学生实现自己的消费主义幻想提供了手段。因此，必须改变过于注

重对青年进行合格“生产者”教育的传统模式，强化合格“消费者”教育，引导青年一代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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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网络贷款现象的兴起

近年来，大学生网络贷款（又称校园贷）发展迅猛。全国首个 P2P 网贷平台出现于 2007 年，当年及

次年也仅有这一个平台，随后其数量在 2013 年开始迅速增加至 523 个，2014 年则为上一年的 3 倍，达到

了 1575 个，2015 年的网贷平台数量为 2824 个，超过了 2007 年至 2014 年的总和。 [1] 网贷平台依照其功

能定位的不同，通常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其一为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分期购物平台，比如趣分期、任

分期等 ；其二为 P2P 贷款平台，往往用于大学生助学和创业，较为知名的有投投贷、名校贷等 ；其三则

是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提供的信贷服务，依照其规模大小的差异，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即以“蚂

蚁花呗”“校园白条”等为代表的大型电商平台，以及小型分期购物平台和纯贷款平台。与规模较大的贷

款平台相比，在大学生金融市场上充斥着更多的小型贷款公司，他们从很早之前就盯上了校园贷这块蛋糕。

网络贷款平台的发展给大学生消费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一

些大学生屡屡进行网络贷款却又无力偿还。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全国校园网

贷诈骗案件被骗人数已有上千人，涉案金额则高达两千多万元。 [2] 其中不乏“大学生因欠债百万跳楼”“千

元借款滚至 26 万”“女大学生裸条贷款，逾期未还裸照被公布”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为大

学生网贷行为敲响了警钟，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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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社会关切，2016 年 4 月 15 日，教育部与银监会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

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从监管力度、培养消费观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建立校

园不良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和实时预警机制，建立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对处置机制，并敦促各地各高

校分层对接、具体落实，这也是“校园网贷”这一概念在官方文件中的首次亮相。 [3] 同年 8 月 24 日，银

监会、工信部、公安部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共同制定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提出要用“停、移、整、教、引”五字方针，整改校园贷问题。2017 年 4 月 19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

频道“新闻 1+1”栏目对校园贷黑幕问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在披露各种“血淋淋”的事实之余，栏目中

的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核心的要点是 ：“金融业是复杂

的民事业务，政府监管方面需要加强力度。” [4] 银监会同年 4 月 10 日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6 号），意见中指出，要“稳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促进合规

稳健发展”，其中细则专门指出，要“重点做好校园贷的清理整顿，禁止向未满十八岁的在校大学生提供

网贷服务”。 [5] 显而易见，媒体与政府部门对于大学生网贷问题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既注意在宣传方

面发挥引导作用，又及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予以支撑。但是，仔细研读媒体报道以及政策文件便会发

现，媒体与政府部门的主要着眼点是一致的，即从网络贷款平台的角度切入大学生网贷问题，以加大金

融监管力度为主要调控手段与解决方案。这种手段的背后反映出相关主体对问题本身的认知，即大学生

网贷这一行为之所以会带来许多问题乃至引发恶性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当前的金融平台监管不力；换言之，

如果能够完善对现有金融平台监管机制的构建，似乎就可以妥善地解决大学生网贷问题。

二、大学生网络贷款的研究综述

近两年的研究，主要集中网络平台监管、信用消费行为引导、金融素养教育、网贷消费心理等方面。

初期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网贷平台，并从法治监管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如谢留枝试图从网贷行

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角度来剖析大学生网贷现象，他指出了我国当前互联网金融立法和监管缺失、贷

款制度混乱缺乏标准等问题，并提出了诸如加强互联网金融立法、加强社会对网贷业务的监管、严控贷

款审核程序和条件、建立统一完善的征信体系等对策建议。 [6] 张淼直接指出要从法律上对网贷公司的市

场准入条件进行监督。[7] 梁鹏认为，既要进行源头控制，完善网贷公司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制 ；又要进行出

借方控制，对网贷公司市场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同时还要进行借入方控制，形成对借贷对象行为的法律

限制。[8] 在关注平台的过程中，有学者尤其关注大学生网贷所面临的风险，这其中包括网贷平台自身风险、

逾期还款风险、人身安全风险、信息泄漏风险、信用风险这五大类，并期望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为解决网

贷问题提供对策。[9] 这个风险分类体现了对网贷中各角色作用的初步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网贷关

系群体中，各个角色都应起到各自的作用，其中网贷学生作为行为主体，首当其冲地要注重了解陌生领

域和自身需求及偿还能力，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其次才是网贷平台需要明确职责、建立良心体系，然后

学校、家长、同学也应该承担起教育、监督的职责。[10]

在深入探讨规避网贷风险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应该既开展大学生信用消费行为引导，又对网贷

公司开展大学生信用贷款业务进行法律约束，结合“疏与堵”的态度来对待大学生校园网贷 ；同时专门

针对大学生这一主体，要完善消费教育体系，使学生正确认识信用消费，并提升校园文化环境，内化消

费观念，结合“教与化”来对学生进行指导。[1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信用管理研究中心（CMRC）、

北京宜信致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也曾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联合发布《火种计划——全国大学生信

用认知调研报告》，该份报告是中国大陆首个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信用状况进行深入剖析的实证研究报告，

报告中显示，近六成高校学生缺乏信用知识，大学生整体的信用认知现状不容乐观，大学生的信用教育

工作迫在眉睫。 [12] 从 2016 年的状况来看，这份报告中所描述的现象显然在一直延续，大学生糟糕的信

用认知状况，在校园网贷磅礴发展的浪潮冲击下，终于酿成了后来的一系列恶性事件。

由于网贷本质上也属于金融行业，因此，有学者从金融行业特性的角度对大学生网贷进行了研究。

如张安然和陈晨通过考察大学生的金融素养，认为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水平可以调节和改善他们的金

融行为，指出大学生对网贷行业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对网络贷款的认知程度并不成正比，也未能预期网贷

风险有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并由此提出加强大学生的金融教育、提升其金融素养水平作为应对大学生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359 期

　　　　　   · 106 · 　　　　　   · 107 · 　 　　　　  

网贷问题的解决之道。 [13] 此外，网贷的消费心理也受到大家的关注。有学者提出了以超前消费心理、攀

比消费心理、追风消费心理、炫耀消费心理以及享乐消费心理来对大学生网贷心理进行分类，并由此对

大学生网贷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提出应对大学生网贷消费进行积极引导，促成其完成良好的心理发展。 [14]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网贷消费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日益深入的过程，从最初仅关注网贷平台和法律制

度监管，再到网贷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全面分析，尤其是大学生这一主体引起高度关注。因此，加强大学

生信用消费行为引导、金融素养教育、网贷消费心理引导等方面成为治理大学生网贷问题的重要途径被

提出。

三、消费主义视野下的大学生网络贷款问题

诚然，关注大学生主体确实比关注网贷平台监管更能治本。因为对于任何一项新生事物，法律的约

束和政府的监管总是具有天然的滞后性。即便政府不断织牢织密制度的笼子，依然会有人钻制度与法治

的空子，屡禁不止的高利贷即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同样，监管也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大学生网贷问题滋生

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充分肯定对大学生进行金融、信用、消费心理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教育

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究仍然未能直达大学生网贷问题的本质和最深处，即大学生为什么需要进

行网贷？他们是非贷不可吗？

2015 年一项针对上海市大学生展开的问卷调查表明，综合 2011—2015 年大学生消费结构的统计结果，

大学生消费支出比重前三的项目始终为基本伙食、其他食品和形象消费，但基本伙食消费的比例呈现减

少的趋势，形象消费的比例逐年攀升。这体现出大学生的个人消费早已超出生活的基本需求，多方面消

费渐渐成为主流，其消费水平与消费能力都在不断提升。腾讯科技《企鹅智酷》栏目也曾经做了一项《中

国大学生分期网贷真实需求报告》，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利用网络分期贷款购买数码电子产品的比

例高达 62.2%，游玩、衣物、餐饮等的比例只有 30.5%。尽管衣服餐饮等生活开支更为常见，但它们的成

本相对较低，学生们无需贷款即可支付。 [15] 另据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统计，在大学生申请校园贷的用途中，

53% 的人是用于购物，包括化妆品、衣服、电子产品等，只有 13% 的人用于学习，10% 的人用于创业，7%
的人用于交易，3% 的人用于娱乐，还有 14% 的人用于其他用途。从这些调查报告的结论可以看出，消费

是大学生网贷所得资金的最主要用途，但这种消费往往不属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范畴，更多地体现为

追赶潮流、攀比炫耀的非生存性消费。换言之，此时大学生的消费早已脱离实际需要，而是恰恰契合消

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

欲望的满足 [16]，消费主义不在于满足“需求”，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17]。

中国大学生消费观念的演变与消费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蔓延无法分割。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

发展，消费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价值观现象，甚至成为了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

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消费主义逐渐深入人心，不断异化人的经济行为，乃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治正

确”的主流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过程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

奇迹。 [18] 如果说将美国看作消费社会的发源地，将 20 世纪的欧洲视为正在“走向美国模式的不可逆转的

趋势”，那么今天的中国也有可能在同样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消费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需要”的满

足不再有任何的干系，再进一步演化，则会走到消费与我们通常所谓的“现实”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的

地步。 [19] 即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 ，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在消费主义思潮蔓

延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生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本身就具备深受其影响的潜在危险。从消费习惯的角度看，

作为一种“理智—效用模式”，消费这一行为关涉到“交易效用”的概念以及心理账户的问题，身处经济

行为中的个体人，本身就倾向于短期进行大笔消费而并没有办法评估其长期状态。这种习惯本身或许难

以改变，但是生成习惯的土壤却是可以改变的，消费主义思潮即是当前改变这一土壤的重要力量之一。

大学生的人格在大学有着突破性发展，面对极大的自由扩展，往往会出现焦虑与建构偏差。处于这

个时期的青少年，人格情况往往不够稳定，对于自信、焦虑的处理容易失当。自信的来源是过去的成功经验，

但是在大学生生活中，尤其是早期的成功经验几乎为零，这导致在进入大学时来源于生活能力的自信难

以建立基础。与此同时，面对更多的选择，大学生会出现潜意识的焦虑，这种时候短期的快乐、攀比甚

至乱性等“潮流”概念可以克服这种焦虑。短期的消费与短期的快乐相关联，但短期的得到感与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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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受、幻想与遗忘却往往不相匹配，一如诸多网贷事件中产生的严重后果。大学生这一在社会心理中处

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在面对由消费主义构建的以“时尚”“品味”等符号标识的世界时，几乎毫无抵抗能力。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不断经受着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大学生作为将入未入

社会、将离未离校园这一特殊时期的特定群体，在消费主义蔓延的社会中、在网络贷款野蛮生长的环境中，

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与传统的贷款方式相比，网络贷款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更方便、更新颖的形式与平台，使大学生得

以完成贷款行为，网络贷款平台本身，并不能扩大大学生对于贷款的需求。换言之，尽管在网贷行业存

在着监管不力、规范不足等问题，但网贷平台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本身并不具备价值观方面的导

向性，并不是网络贷款平台造成了大学生需要从而进行网络贷款并最终酿成了恶性事件，大学生深陷西

方消费主义话语陷阱才是根本原因。

四、消费主义的反思与合格“消费者”的培养

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几乎与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同步的。早在 14 世纪时，消费一

词最早的用法就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是一个深具贬义的词汇，对于这种作为浪费、过度使用与

花费的消费，与生产主义天然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学者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 [20]

在一个良好运行的共同体与社会中，人的基本需求是可以随着生产力发展而逐渐被满足的，一如新中国

成立以后逐步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衣食住行问题，乃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问题，但是人的欲望是不

可能被满足的，欲望生来即具有毫无顾忌、毫不节制的特性，一如被失控的欲望淹没的古罗马，亦如在

一次次网贷中沉沦而最终无可挽回的大学生网贷受害者们。

如今，世界各国的发展不可逆转地向前，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西方诸国，经受消费主义思潮洗礼的

时间较早，对其进行反思从而扼制、引导的时间也较早，受到的不良影响已经开始消散。消费主义与资

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密不可分，而全球化时代下资本流动极为频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要

接受消费主义的流入与壮大发展。在消费主义彻底地侵蚀我国的大学生、青少年之前，我们的立法者、

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仍然有机会而且也必须抓住最后的时间基于窗口培养我们的青年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念，坚持正确的消费行为。

社会形态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化在短时期内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绝不意味着

从消费社会中演化出的消费主义思潮必定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学生、青少年

所进行的教育通常主要将重点放在如何把他们培育为合格的“生产者”之上，如教育他们要勤奋刻苦、

学好知识技能，这是许多年来坚持的传统教育模式，因为生产与发展的联系最为直接。但随着社会发展

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社会的存在已成既定事实。在抵御消费主义侵蚀的过程中，必须强化对我们的大

学生、青少年进行合格“消费者”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着眼于让他们重新认识到消费不应成为人类生

活的目的，而是且仅是一种人类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让他们深刻地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

会发展进步的终极价值目标，一切消费行为必须凸显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而不能本末倒置，被异化的消

费控制人、扭曲人。

人应当如何生存、人何以为人，全然存乎一心。我们的大学生、青少年，究竟是应该在消费主义思

潮影响下屈服于欲望、放任其野蛮生长，并借助网络贷款这一平台最终走向欲望的深渊，还是应该在面

对消费主义思潮时，亦能培养起良好的心智，充分保有理性，更好地运用网络贷款这一平台充实自己、

学习理财，最终管理好自己的财富与人生？完成这道选择题的答题者不仅应该是大学生们，还应该是他

们的家长与师长，应该是这个社会中其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应该是这个共同体的立法者与阐释者，更

应该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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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Loan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ism
Wan Hao Deng Zhipi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s,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Modernizational 
Strategy,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loans platforms has not only provided college students with 
convenience, but also given rise to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Previous studies have attributed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o the loose financial supervision. Via the analysis of the spread of consumerism in China,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getting into the trap of consumerism with growing consuming desires, which 
leads to the social issues mentioned above. The internet loans platforms have offered a new approach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consumerism fantasy.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which places emphasis on qualified 

“producer” education toward young people must be modified. Instead, qualified “consumer”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nsified, in order to guid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establish reasonable consum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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