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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40万元，网购花光“买房钱”
10 年花 40 万，多吗？
“如果一个条件好的家庭，每月网购
平均花费 3000 元也不算个啥，但他们家
就是个普通工薪家庭。
”
夫妻俩的一位亲友
说，
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张诚是个
老实节省的人，
而刘敏平时舍得花钱。
10 年难停手，
为何？
刘敏也曾数次痛定思痛，甚至喊出
“再买剁手”的誓言，但面对声势浩大的
网购狂欢，她依然抑制不住内心冲动。
为了不让丈夫知道，她还曾特意将收货
地址留为单位地址。

这本来是一个和谐的家，然而由于女方
痴迷网购，让这个家庭发生了变化。
11 月 28 日，张诚刚刚进小区，就被门卫
喊住收包裹，仔细一看，大大小小 23 个包裹，
上面全是妻子刘敏的名字。顿时，张诚心中
的怒火燃了起来。
“我每天挣钱那么辛苦，而你一天就只晓
得在网上买、买、买，这些年我交给你的工资
到底哪去了？”回到家后，张诚一追问才得知，
这 10 年间，妻子刘敏居然网购花了近 40 万
元，其中很多购物他都不知情。而夫妻俩到
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寄居在父母
家里，原本计划存点钱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最终却因此化成了泡影。面对妻子“疯狂”的
举动，张诚情绪激动，
“这日子没法过了”，坚
决要离婚。最终，在亲朋好友的苦心劝说下，
他原谅了妻子刘敏，同意暂时不离婚，但他坚
决收回了一直由妻子掌管的工资卡，并要求
妻子每月存 1000 元作为购房基金……
结婚 10 年
至今无钱买房 钱都去哪儿了？
张诚和刘敏都是 80 后，夫妻俩有一个可
爱的女儿，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
庭。10 余年前，出身农村的张诚来到西昌打
工，认识了西昌姑娘刘敏，双方一见钟情，迅
速坠入爱河。经过半年热恋，刘敏主动提出
结婚，那时张诚每月才有 1000 元工资，虽然
老家已备好婚房，但他在西昌没车没房。纵
然也很喜欢刘敏，但他还是以经济条件不允
许为由，希望再奋斗两年，从而拒绝了刘敏的
首次求婚。
“我又不图你的钱，没房、没车，今后咱们
结了婚可以慢慢攒钱买。”刘敏的这句话，让
张诚感动万分。于是，在征得双方父母同意
后，两人领了结婚证。因张诚在西昌打工期
间一直是租房住，结婚后，岳父岳母见小两口
的日子过得挺不容易，就让他们回家居住，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小夫妻能节约开支，多存
点钱，早点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
面对妻子和岳父母的毫不计较与倾其所
有，张诚无比感激。婚后，他主动将工资卡交
由妻子刘敏保管，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让家
人过上更好的生活。2010 年，张诚和刘敏迎
来女儿贝贝，
一家老小生活在一起，
其乐融融。
转眼间，张诚和刘敏结婚 10 年了。10 年
间，张诚的月收入从最初的 1000 元增加到现
在的 6000 元，但妻子刘敏每月究竟挣多少
钱，他却不得而知，更不清楚夫妻俩这些年到
底一共攒了多少存款。这些年，张诚省吃俭
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个月除了几百
元个人花费，其余工资都交到了妻子手里，
“就是希望多存点钱，早点买一套房子。
”
每次听说西昌某楼盘开售，张诚都鼓动
妻子刘敏去看房，但刘敏总是说：
“钱都没有，
去看什么房？”对此，张诚有些纳闷，每次问妻
子钱哪里去了时，刘敏老是用“一家人吃喝拉
撒不花钱啊”
来回应。张诚常常哑口无言。
一问究竟
妻子网购 10 年 消费额达 40 万元
今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
凉山放七天彝族
年大假。因平时工作表现突出，
张诚所在单位
奖励优秀员工及家属去泰国普吉岛旅游，
张诚
夫妻是其中一对。旅行结束后，
在泰国曼谷机
场免税店，
张诚想买点当地水果干之类的礼物
回来送朋友，
却被妻子告知银行卡已经被刷爆
了。而妻子的行李箱里，
仅化妆品就买了 2 万
元的，面对如此“豪气”的妻子，平时节约俭省
的张诚愤怒情绪一触即发。从泰国回西昌一
路上，
夫妻俩一直在
“冷战”
。
“张诚，
你两口子终于回来了，
你看你们家
的包裹都把我们门卫室塞满了。”11 月 28 日，

看一看你网购成瘾了吗？

张诚刚走进小区，就被门卫喊住收包裹，仔细
一看，
大大小小 23 个包裹，
上面全是妻子刘敏
的名字，旧怨未消，新的怒火又燃了起来。身
后的刘敏见丈夫满脸不高兴，赶紧上前取包
裹，
嘴里不停解释，
“这都是给女儿贝贝买的”
，
并跑了两趟才把所有包裹搬回家。
“我每天挣钱那么辛苦，而你一天就只晓
得在网上买、买、买，这些年，我交给你的工资
到底哪去了，今天你一定要当咱爸妈面说清
楚。”回到家，张诚有点冒火，一把从刘敏手里
夺过手机，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傻了眼。经过
计算，过去 10 年间，刘敏在淘宝上一共消费
了 26 万余元，在唯品会上消费了 8 万余元，在
京东消费了 4 万余元，另外在其他购物网站
也有消费，
总消费额近 40 万元。
婚姻红灯
丈夫称要离婚 亲友调解劝和夫妻俩
“你疯啦，竟然花了 40 万元去网购！”面
对妻子如此“疯狂”的举动，张诚情绪激动地
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坚决要离婚。
“40 万？会
不会弄错了……”听女婿抱怨女儿，刘敏的父
母怎么也不相信此事。
“爸妈别再算了，是我不好，确实花了那
么多钱。”面对家人的质问，刘敏低下了头。
她说，自 2008 年学会网购后，她从未计算过
在这方面消费了多少钱。总之，没事就喜欢
逛购物网站，看到喜欢的就买。对此，刘敏的
父母也指责女儿的行为，
心疼女婿。
因为如此“疯狂”的网购，张诚和刘敏的
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双方亲友纷纷给他们做
思想工作。对于自己的购物行为，刘敏说自
己缺少理智，今后再也不乱买了，希望丈夫能
原谅自己。在亲友的极力劝说下，张诚最终
原谅了妻子刘敏，但要求从刘敏处收回自己
的工资卡，由自己来管理并支配所有家庭开
支。得知刘敏现在每月有 4000 元左右的工
资，张诚要求妻子每月至少要存 1000 元作为
家里的购房基金。
经历这次网购风波后，
这对80后夫妻终于
言归于好。但刘敏的父母说，
“这网购的代价也
太大了，
40万元差不多已是一套二手房的价格
了，
但由于女儿没节制，
也不知道这对小夫妻何
年何月才能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

妻子自述
最初网购是想省钱 后来一发不可收
“如果一个条件好的家庭，每月网购平均
花费 3000 元也不算个啥，但他们家就是个普
通工薪家庭。
”
据参与调解的亲友介绍，
双方父
母的经济条件也不好，
“男方家在农村给他们
夫妻修婚房就花了几十万，
好几年才把欠账换
完，
因此已没有能力为他们在城里买房。
”
她表
示，张诚是个老实节省的人，而刘敏平时舍得
花钱，
“很多时候，
刘敏网购都没写家里的收货
地址，
因此，
张诚也不知情，
也很少过问。
”
谈起自己的第一次购物，刘敏说那是在
2008 年她和张诚结婚后，因手里有了从亲戚
朋友那里收到的 3 万多元份子钱，再加上张
诚的工资卡由自己保管，于是注册了一个淘
宝账号开始学着网购。
“开始网购，初衷也是为了省钱。”刘敏第
一次网购的商品是一件女式打底衫，当时她
在实体店试穿后，商家要价 80 元，结果她在
网上花了 40 元就买到了。之后，她抱着在实
体店买一件在网上可以买两件甚至三件的心
理，不停在网上购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让
她始料未及的是，之后的购物账单竟会让她
触目惊心。
对于近 40 万元的网购商品，刘敏说全家
老小的衣服基本都是自己在网上买的，其中，
她和女儿的衣服买得最多。自己最贵的衣服
是一件冬天的毛皮大衣，价值 4000 多元，但
多数都是 100~500 元一件的衣服，穿几次不
喜欢，就扔了。另外，近两年家里的大米、油
盐等都是网上购买的。
虽然钱包屡创“新低”，也曾数次痛定思
痛，甚至喊出“再买剁手”的誓言，但面对声势
浩大的网购狂欢，刘敏依然抑制不住内心冲
动。为了不让丈夫知道自己网购的事情，她
还特意将收货地址留为单位地址，期间由于
工作更换，收货地址也一直在变。这次是考
虑到彝族年放假期间单位没人上班，于是她
才临时将收货地址改成了家庭住址。
正是这个举动，
引起了这场家庭风波。
心理专家
别把购物变成癖好 树立理性消费观
“双十一”的包裹还没收完，
“ 双十二”又

接踵而至。如今，网上购物已成年青一代的
首选购物方式，但“买买买”的快乐背后却存
在一定隐患。西昌学院心理学教授张永华表
示，如果是“网购成瘾”，已经偏离原有正常目
的，把购物变成了个人癖好和满足心理需求
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种理性消费，而是沉溺于
购物本身所带来的兴奋感和满足感。
“对网购感到愉快，
又有经济能力，
也没影
响家庭生活，
只是喜欢网络购物，
并不构成
‘网
购成瘾’
。
”
张永华说，
心理学上，
“成瘾”
要符合
以下特征：患者对自己行为的危害有认识，但
却无法控制，内心非常痛苦；患者的社会功能
明显受损，
如造成了家庭冲突、
妨碍了工作等。
“当然，
网购成瘾有很多原因，
比如工作压
力大、
人际关系紧张、
情感缺失等等。每个人的
网购需求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因此带来愉悦感，
有的人可能把购物作为一种缓解、
疏泄压力的
手段……”
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王月莉表示，
像刘
敏这种情况比较严重，
毕竟还影响到了家庭，
建
议她做一些心理咨询，
找出具体原因。
“如果购物瘾不至于影响生活应该问题
不大，但如果影响到了正常生活，那就应该想
着改变一下。如果不重视，可能会导致严重
的心理问题。”张永华表示，现在很多年轻人
痴迷网购，缺乏理性消费的正确观念，他建
议：首先应该及时调整心态，分散注意力，减
少网购时间；其次是增强自制力，不要盲目攀
比；第三，可学习理财，让亲朋对自己进行财
务监管，
从而缓解自己的“网购瘾”
。
网购成瘾是种什么病??
网购成瘾是种什么病
极端案例屡发生,实际是“强迫性购物”
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网购造成的极端案例
近几年不断发生——
2014 年 6 月，重庆女子李某因网购难以
控制而选择自杀，李某几乎每年都要网购数
万元衣物和化妆品。但她收入不高，经常透
支信用卡，因难以向丈夫交代，最后选择自
杀；2013 年，苏州张女士因网购与丈夫发生口
角，一气之下剁了自己的左手大拇指，仅是
“双十一”
，她就网购近万元……
以上案例的当事人都被媒体归为
“网购成
瘾”，但令人意外的是，主动把自己归为“网购
成瘾”的人不在少数。在 2011 年《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在线调查中，
71.1%的被
调查者认为自己
“网购成瘾”
。实际上，
认为自
己“网购成瘾”的人，绝大多数只是喜欢网购。
而真正的
“网购成瘾”
——医学意义上的
“网购
成瘾”是一种精神疾病，其实就是购物成瘾的
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购物成瘾又被称为
“强迫
性购物”，美国学者 Faber 和 Guinn 较早关注
“强迫性购物”，将其定义为一种慢性的、难以
阻止的、反复性购买行为，表现为对负性事件
或负性情感的反应，并最终会导致不良后果。
“强迫性购物”
在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被
归为未分类的冲动控制障碍。
网络环境也在推波助澜？
网络环境也在推波助澜
？
据“腾讯新闻今日话题”报道，去商场购
物还需一个过程，网络的便利性却让购物过
程极度缩减，足不出户、快捷支付，让过量的
购物行为更容易完成。此外，电商网站往往
比现实更能扰乱人的自我控制力，精美的商
品图片、轻松舒缓的背景音乐，都会让购物者
降低自我控制能力。研究指出，
“ 幻想”和
“想象”是强迫性购物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
象，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强迫性购买者明
显有更高程度的幻想。具有“强迫性购买”
倾向的人，还常会因为消费而感到内疚和悔
恨。但网购中大量的折扣和促销活动，有助
于购买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减轻内
疚情绪，增加兴奋和愉悦感，从而降低自我约
束能力。
另外，随着电商发展壮大以及互联网普
及率不断提高，我国已成为“网购大国”。普
华永道 2013 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消
费者在网购方面领跑全球，
14%的受访中国网
上消费者表示每天都在网购，
称每周网购一次
者占比超 60%，大大高于全球受访者 5%每天
网购、
21%每周网购的比例。中国网购环境还
有一个趋势：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移动终端来进
行网上购物，
即使用手机进行网购。中国人手
机网购的比例有多高？
《全球消费者网购行为
及偏好调查报告》显示，在通过移动设备进行
在线支付方面，
中国消费者的应用程度遥遥领
先。有不少学者指出，
网络的便捷性是造成对
网购成瘾的关键因素。从这一角度来看，
中国
众多消费者用手机网购，网购成瘾的发生概
率可能因此更高。
据《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