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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研智库近日联合南京大学紫金
传媒研究院、 度小满金融共同发布了
《 2019年两栖青年金融需求调查研
究》。 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全国在职
青年群体中， 约有17.34%的人选择两
栖生活。 按照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 推 算 ， 当 前 青 年 就 业 群 体 约 为
46318万人 ， 其中两栖青年规模达到
8031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长约9.7%。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紫
金传媒研究院副院长赵曙光表示， 两
栖青年把握了主动权， 他们工作是因
为 “我想做”， 真正热爱的工作不是
一种生活的负担 ， 也不是能力的检
验， 而是对个人理想的追求和自我价
值的实现。

生活压力、 兴趣爱好及自
我发展是 “两栖” 的三大动因

调查显示， 主业月收入在8000元
以下的两栖青年人数最多， 占比达到
53.31%， 从主副业收入对比情况看 ，
多数副业收入仍低于主业。 但在许多
人看来， 副业不只是一份工作。 两栖
青年从不避讳对创收的渴望， 但也不
止于纯粹的经济动因。

“是小锦鲤鸭” 的本职是测试员，
兼职写小说， 还开淘宝店，“兼职收入
太低了，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还能学
到东西。”

“顺美 ” 有一次去一家小店做眉
毛，发现即使是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店里的生意也很好。 “我在心里计算了
一下，觉得这是个生意，且很有意思，
就想试着学学看。 ”就这样，“顺美”在
网上注册了一家店， 利用周末开始了

作为美容师的生涯。 因为采取预约制，
她把客人都安排在周末。 很快“顺美”
发现， 自己周末的收入超过了上班的
收入。

“莫夫 ”是位90后 ，在很多家长都
喜欢的单位工作 ，“那是当年的铁饭
碗，每天顶着烈日在现场巡查，拿着当
时的高工资”。 现在，白天，“莫夫”尽量
提高工作效率；晚上，他就是自媒体行
业的一名小编，“我知道， 如果我每天
抱着铁饭碗，早晚会被社会淘汰”。

调查显示， 生活压力、 兴趣爱好
及自我发展是成为 “两栖” 的三大动
因。 “两栖” 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主业
补充， 年轻人愿意为之付出时间和精
力。 近八成受访者表示， “主业+副
业” 12小时以上是常态。 为副业更好
发展， 他们需要不断学习丰富自己。

一位在高校从事管理研究的青年
教师表示， 两栖青年追求自己喜欢的
事， 从中得到乐趣， 本职工作只是为
了获得他们生活的必需。 他们更想做
的是精进他们的技能， 并做好自己喜
欢的事， 同时获得另一份收入。

新兴职业C位出道

调查显示， 两栖青年仍以80后至
95前人群为主。 其中， 24岁至28岁占
比达到一半。 高学历青年依然是 “两
栖” 领跑人群， 拥有大专、 本科、 硕
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据两栖青年的
主流。 超过一半的两栖青年居住在一
线城市 ， 因为一线城市市场规模庞
大， 需求变化日新月异， 为两栖青年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百度指数地
域分布也表明： 北上广深及杭州、 成

都等新一线城市 ， “两栖青年/斜杠
青年” 一词搜索异常活跃。

两栖发展理念进一步为新青年群
体所接受， 多元化、个性化、标签化的
两栖发展诱惑难挡。 各类“两栖青年培
训班”“斜杠青年培训营”的兴起，也为
这一群体的壮大准备了条件。

与去年相比 ， 以微商 、 淘宝店
主、 海外代购、 专车司机为代表的传
统副业类型热度有所降低。 愿意从事
商品销售的人群 （如淘宝、 微商） 占
比下降约10%， 为34.56%； 去年排名
第二的 “家教、 私教” 则在今年下降
到第8位， 仅有约4%的受访者选择。

互联网分享经济、 知识付费高潮
下 ， 新兴产业不断衍生 。 小红书达
人、 专业夸手、 数字化管理师、 付费
咨询师等新兴职业C位出道， 成为年
轻人发展副业的热门选择， 约13%的
受访者表示会从事此类职业。

调查预计， 伴随第三产业的飞速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市
场必将迸发出更具时代特征的新兴需
求， 如AI、 无人机驾驶、 物联网等全
新领域将催生出一系列新兴副业。

两栖青年愿意为梦想埋单

两栖青年对实现人生价值有着强
烈的渴望，乐于创业。调查结果显示，
超九成人愿意为副业投入资金， 超六
成人愿意为副业融资，近五成人有融资
经历。自我提升、副业项目的周转资金
和启动资金，分列融资目的的前三位。

“王哥 ” 的主业是软件开发工程
师， 副业是乐器音响店主。 因为喜欢
吉他， 3年前他与朋友投资经营了一

家乐器音响店， 主要售卖吉他还有一
些其他乐器， 开启了 “上班写代码 ，
下班玩音乐” 的两栖生活。

初期为了进货， “王哥” 没少把
当程序员的工资搭进去， 也尝试过互
联网金融平台的借款途径， 进行资金
周转。 经过用心经营， 乐器店的口碑
和客源都很稳定， 收入越来越好， 目
前正扩大经营范围， 开设乐器培训课
程服务周边。 他说： “搞副业很累 ，
但将爱好变成收入， 乐在其中。”

“最嗨的人 ” 一直喜欢健身 ， 也
一直想发展一项副业 。 因为工资不
多， 他从 “有钱花” 借了一些， 空余
时间报名参加了专业培训， 2018年终
于考下了健身教练资格证。 现在就利
用周末在健身房做兼职私教， 收入不
比本职工作低， 很快就把培训的钱还
上了。 “以后的事？ 还没想好， 说不
定也会开个健身房试试”。

近年来 ， “套路贷 ” “暴力贷 ”
等负面新闻屡见不鲜， 两栖青年对借
贷商家品牌可信度更加关注。 从百度
搜索指数来看， 网贷平台热度长期不
减 ， 网贷平台 “爆雷 ” 事件层出不
穷 ， 引发大众对网贷安全的持续关
注 。 因此 ， 以 “蚂蚁借呗 ” “微粒
贷” 等为代表的网络小额信贷产品 ，
成为两栖青年从网上借钱的首选。

调查结果显示， 65.47%的两栖青
年有将副业发展为主业的计划， 副业
收入越高 ， 愿意将副业发展 成 主 业
的两栖青年就越多 。 未来 ， 两栖青
年将不再仅仅满足于兼职工作带来
的金钱报酬， 更希望通过副业实现自
我价值。 摘自 《中国青年报》

多努力一点， 生活会有光

东南亚人有多大手大脚？
■大千世界

有人说， 生活压力太大， 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 有人说， 朝
九晚五、 两点一线， 上班族已经被抹掉青春的棱角； 还有人说，
追逐名利让人忘记了年少时的梦想。

即使这样， 仍有一群人， 选择多努力一点。

菲律宾马尼拉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

相对于东南亚国家普普通通的经
济发展水平， 东南亚民众花钱的大手
大脚在全世界都能挂上号。

东南亚人民有多敢花钱呢？ 举个
记者亲身经历的事例 。 在东南亚工
作， 时常要接触一些当地的朋友， 这
些人虽不能说都是中产阶级， 但至少
也是有头有脸的 “白领 ”， 领取着不
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薪水。 但就是这
样一批朋友 ， 却总是向记者借钱救
急： “我妈住院了， 我现在拿不出3
万泰铢来 (约合人民币6500元)” “借
我2万比索 (约合人民币2600元) 出去
旅游 ， 我没存款了 ” “我老婆生孩
子 ， 借我500美金 (约合人民币3400
元) 周转一下” ……

这些原因让记者哭笑不得： 你们
这些白领工作了这么多年， 居然连几
千块人民币的存款都拿不出来？

答案可能是： 真的拿不出来。 不
光是白领阶层， 在菲律宾、 印尼、 泰
国、 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整个社会
都很少有攒钱、 存款的习惯， 相比于
努力挣钱， 人们更喜欢消费。

菲律宾的人均GDP目前仍然较
低，但同时，菲律宾社会又是一个典型
的消费驱动型社会，70%的GDP都是由
国民消费拉动。 菲律宾人敢消费，也愿
意去消费， 许多人领完工资之后第一
件事就是去商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的各大商场，无论是周末还是工作日，
最不缺的就是人流量。 当然，除了消费
欲望强烈， 炎热的天气也是民众喜欢
往商场“钻”的原因之一。

为了鼓励民众消费， 菲律宾大部
分公司是每两周发一次工资， 有的公
司甚至一周一发。 酷爱消费又没有存
款的菲律宾人一旦遇上急需用钱的情

况， 就只能去借了。 在菲律宾， 超过
80%的成年人曾经借过钱， 其中47%的
人为连续借贷者。 但绝大多数人的借
款方式还是地下钱庄， 63%的借贷者
贷款源是 “非正式途径”。

在另一个东南亚岛国———印尼 ，
国民消费同样是国家GDP的支柱 。
2017年印尼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大关。 令人咋舌的是，这1万亿美元的
GDP有90%是国内消费和投资贡献的。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民众最喜欢的休
闲方式就是去商场内购物，每到周末，
雅加达的商场内便人满为患， 无论是
有钱人还是穷人， 花钱似乎都是他们
最大的爱好。 记者第一次去雅加达时，
当地朋友带记者游玩， 想来想去觉得
雅加达最著名的景点或许就是一个又
一个的大型商场了。 雅加达， 这个东
南亚第一大城市号称有 170个商场 ，
是购物者的天堂。 摘自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