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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中国人最早知道外国有“啃老族”，
应该来源于日本。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房地
产泡沫破灭后，该国便出现一大批在家白吃
白喝的人。20多年过去了，这些“啃老族”不
仅没有独立，还变成了“啃老大叔”“啃老大
妈”，被戏称为“啃老先驱”。如今，超过 400
万 35 岁至 54 岁的日本人与父母生活在一
起。当人们感叹日本“啃老”问题无解时，西
方国家也正发生变化——民调显示，美国25
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与父母或祖父
母住在一起；欧洲国家35岁以下人群中，这
一比例超过40%。欧美家庭成员的生活难道
不都是相对独立的吗？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
上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同时也在告诉我们，

“啃老”已成为全球现象。
日本 子女“愿啃”，父母“愿被啃”
1997年，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

昌弘为日本“啃老族”发明了一个词——单身
寄生族。20多年过去了，最早的“啃老族”变
成了“啃老前辈”，被更多日本年轻人效仿。

记者身边便有这样一位“资深啃老族”。
今年57岁的野口在其34岁时因公司裁员丢
掉工作，接着老婆离他而去。心灰意冷的野
口返回老家埼玉县，与母亲一起生活至今。
准确地说，野口平时不是“宅在家”，而是“宅
在房间”，饭菜都是由母亲送到房间门口。野
口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基本来自网络。这样的
生活不怕被别人指指点点吗？对于记者的提
问，野口说：“外面的评论根本不重要。我们
是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的人，在社会上活动
反而会给更多人造成麻烦，不如隐居在家。”

野口的母亲洋子今年82岁，丈夫很早就
去世了。女儿结婚后搬了出去，家里只有她
和儿子。去年夏天，洋子在外不小心摔倒造
成骨折。在医院治疗期间，她还专门托人去
她家照顾儿子。出院后，行动不便的洋子照
样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

像野口这样的“啃老族”，在日本已经形
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日本内阁6月公
布的数据显示，不工作、不上学或不参加任何
培训活动的人超过 116 万，约占日本劳动年
龄人口总数的2%，其中，40岁至54岁年龄段
有45万人。35岁至54岁人群中，与父母居住
在一起的人超过400万。

如果年迈的父母不在了，这些“中年啃老
族”应该怎么办？“基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长期对“啃老族”进行辅导工作的志愿者黑田

告诉记者：“我也常常这样问50多岁的‘啃老
族，但他们往往会很奇怪地看着我说，‘国家
不是有低保吗？而且，日本是储蓄大国，很多
老人省吃俭用，去世后留下大笔资产，足够养
活子女好多年。此外，有些人甚至会隐瞒父
母死亡的消息来继续领取他们的养老金。当
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探访时，这些人便谎称父
母外出走亲戚，或者聘请其他老人来冒充。
而很多工作人员也只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认
真做调查。”

美国“我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为
将来做打算”

“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生活。我们三
代人常年生活在一起会互相影响，这样并不
好。”今年71岁的道森太太谈起他的儿子，不
禁摇了摇头。

道森夫妇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所在地安
纳波利斯的海边经营一家餐馆。在一次交谈
中，道森太太这样说。记者以为，他们会卖掉
餐馆住进老年公寓或养老中心，就像大多数
美国老人一样。但道森太太说，如果卖了，大
儿子一家就没地方住了。这个大儿子也曾出
去闯荡过，但30岁时又重新与父母生活在一
起，之后还成了家，并且生了一儿一女。如
今，大儿子夫妇负责在后堂打理餐厅事务，孙
子孙女完成高中学业之余，承担服务员的工
作。“我们去世后可以将餐馆作为遗产给大儿
子。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养老。”道森
太太不住地叹气。

道森太太的儿子是记者身边年龄较长的
美国“啃老族”。事实上，“归巢”现象在美国年
轻群体中也十分普遍。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
调查，2016年，美国2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
有33%与其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该数据
创下75年来的新高，几乎是1970年的3倍。

“我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在省房租的情
况下为将来的事业与生活做打算。”27 岁的
安妮·卡斯纳兹这样解释她为何与母亲住在
一起。为偿还学生贷款，卡斯纳兹大学毕业
后做过一系列工作：在一家快要倒闭的纸媒
卖广告，在一家超市做装袋工，在酒吧当服务
员。但她后来发现，每一份工作只不过是让
她“从一个经济窘境陷入另外一个”。后来她
回到家，想要聚焦于一些“长期目标”。然而
4 年过去了，卡斯纳兹仍旧一事无成。“所有
人都告诉我，做点什么吧，”她说，“但我不知
道要做什么”。

与卡斯纳兹不一样，30 岁的杰奎琳·布
比恩回到父母家，是为了“保住”她的工作。
梦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布比恩获得了一份音乐
视频导演工作，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问题在于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为了追
求事业，只能回家。

为何美国年轻一代“啃老族”陡然增多？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因为出生于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美国年轻人经历了

“不幸的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大学毕业时正
值房地产和金融体系遭受经济危机，导致他
们负的债比以往毕业生都多。2014 年，近
45%的25岁年轻人有未偿还的贷款，平均数
额超过 2 万美元。2014 年左右毕业的大学
生，半数以上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

德国 年轻人的“青春期”延长了
21 岁的本尼是慕尼黑大学机械工程专

业学生，每天在学校完成学习任务后，他开车
40分钟左右，回到35公里外的小城格隆，回
到他的父母家。

“两年前高中毕业后，我曾经试着找公
寓。但后来我放弃了出去住的想法，一是房
租太贵，二是合租公寓并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本尼对记者说，家里不同，这里很干净，
冰箱永远满满当当，妈妈每天都为他准备饭
菜。“我每周也都会做家务，帮忙修修草坪。
在家里我能享受生活，也能安心学习。”本尼
告诉记者，他的女友和很多朋友也都是与父
母住在一起。

本尼的母亲克劳迪娅是一名公务员。她
告诉记者，自己18岁上大学时搬出父母家，
而她丈夫在16岁时就独立了。“时代不同了，
我们会给孩子更多时间。如果硬要本尼搬出
家，我们也担心会对他的心理造成打击。”克
劳迪娅说。“以前，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就从
父母家搬出去了。但是近十多年来，德国社
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德国汉堡大学青少年研
究学者马努拉·海因茨对记者说，德国年轻人
的“青春期”延长了，他们的“自我发现”阶段
持续需要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他们更想待在
家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海因茨说，经济也是重要因素，在慕尼黑、
汉堡等大城市，一套6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租
为每月800欧元左右。对学生、刚进入职场或
根本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房租太贵了。

在德国，“啃老族”被称为“妈妈酒店”。
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显示，约62%

年龄介于 18 岁到 24 岁的年轻人选择不离
家。25岁人群中，仍然有1/3待在家中。

事实上，即便搬出家，大部分德国年轻人
也会选择距离父母家不远的住所。一项调查
显示，3/4的德国年轻人的住所距离父母家不
超过2个小时。“这是一个欧洲问题。”德新社
5月的一篇报道称，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该
地区 35 岁以下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群体的比
例达到40%以上。还有很多人是搬出去又回
家的“归巢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6岁。

巴西“经济不景气，我也没办法”
“对于罗德里戈，我真是非常非常头痛。”

一向开朗爱笑的塞尔吉奥与记者谈起他的小
儿子时止不住地叹气。这位年过 70 岁的巴
西老汉不停地用手指揉搓太阳穴，似乎是想
揉去烦恼。

塞尔吉奥年轻时在通信公司工作，收入
颇丰，现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巴哈区，是这个
国家中产阶层的缩影。大儿子供职于巴西石
油公司，二儿子是公务员，子女很少让他操
心，直到三儿子罗德里戈毕业。罗德里戈曾
在里约热内卢一所私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十分不巧的是，毕业那年正赶上了巴西严重
的经济危机。自2015年以来，罗德里戈一直
在家“啃老”。他将目前的窘境归结于社会背
景：“现在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都在裁员，我
所知道的‘啃老族不在少数，真是没有办法。
我准备继续读书，充实自己的简历。”

罗德里戈并不十分在意自己“啃老”的现
状，这一点让他父亲十分忧虑。“为了帮儿子
找到工作我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关系，都没有
结果，我自己也很内疚。但现在罗德里戈似
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他没有那种必须
找到工作的决心，甚至放弃找工作，真的让我
很痛心，而且有时候说多了也不好。”塞尔吉
奥告诉记者，“罗德里戈曾跟我说工作也可以
找到，但是收入太低了。我心想，能找到工作
保持与外界沟通的状态也不错，何必在乎工
资高低呢。”即便如此，塞尔吉奥坦言，儿子在
家“啃老”的日子没有给家庭氛围带来太多负
面影响。

像罗德里戈这样的青年在巴西还有很
多。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巴
西 15 岁到 29 岁年龄段的青年共有 4850 万，
其中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校学习或参加技
术、职业培训的“双无”群体有1120 万，约占
该年龄段青年总数的23%。据《环球时报》

多国啃老族，从年轻啃到年老

西部假期国际旅行社
青海省十佳旅行社 青年文明号 许可证号：L-QH-CJ00018
公司总部：盐湖巷总部经济大厦9楼（新宁路小学旁）联系电话 ：6288018 6288019 更多旅游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湟中2237717多巴4320601大通2768222 东稍门7733559 万达8568838
湟源13327632696 石坡街18997484567 民和门市(0972) 8521551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1日游（9月1日） 7299元
美国墨西哥3州5城10日游（10月15） 4999元
泰国曼芭莎8日游（8月2/9/16/23/30日）3580元
柬埔寨6日游 （8月3/10/17/24日） 3680元
芽庄7日游 （7月31、8月7/14日） 3599元
普吉岛8日游 （8月2、9、16） 3399元
俄罗斯9日游（9月2日） 7999元
日本本州温泉美食6日游（8月25） 7980元

青海湖 茶卡盐湖 敦煌 拉萨 特价天天发
青海湖/金银滩草原/原子城1日游240元 茶 卡盐湖1日游30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1日游40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55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祁连/门源3日游1080元 +张掖4日游 1680元
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动车3日游1680元 +张掖4日游 19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莫高窟+张掖+祁连+门源汽车环线7日游3080元
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湖6日3680元 +林芝/大峡谷9日4680元
一日游二日咨询电话：17725268755 三日四日游电话13209788049
其他线路咨询电话 ：15597031234 5500592646 18309710296
地址：城东区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或阳光女人商场正门口

神湖国旅西宁市十
佳旅行社

0971-8215618 18797014821 18997196226
L-QH00028

▲青海湖一日游300元/人+茶卡盐湖两日游600元/人（天天发团）
▲青海+甘肃两省大环线3180元/人（团期来电详询，品质无购物）
▲沙坡头/通湖草原三日游780元/人+沙湖/影视城四日游1180元/人
▲全新西安/湖北神农架/圣水湖/武陵峡4日游（每周四） 1680元/人
▲游船三峡/武汉神农架/恩施包船8日游（8月18日） 1880元/人起
▲贵州神秘茅台/赤水/遵义红色双飞4日游（每周四发） 1980元/人
▲西安/洛阳/开封/青岛/日照/威海/烟台8日游（每周五） 2180元/人
▲2018年北京研学赶海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 2980元/人
▲2018年青岛军事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 3180元/人
▲2018年华东研学游江南夏令营8日游（团期来电详询）3580元/人
▲贵州黄果树+湖南张家界两省联动10日游（每周五发）4580元/人
另有旅游租车、包车服务、更多精彩线路详情请来电咨询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凡中高考的同学持有效证件报名均有优惠，详情来电垂询!!!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餐团3980元
2.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特色餐团3580元
3.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七日游特色餐团3580元
4.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单飞单卧八日游 特色餐团4080元
5.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单飞七日游 特色餐团3880元 +迪士尼4580元
6.乌鲁木齐/吐鲁番/天池/喀纳斯双飞8日 3580元 三亚双飞精品6日游34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 3880元 贵阳+桂林双飞9日 4280元
8.厦门/武夷山/集美/鼓浪屿/土楼双飞七日游3580元 “0”购物纯玩 3880元
9.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卧8日游 3080元 单飞单卧7日游3800元
10.北京/故宫/长城/颐和园+天津双飞6日游 3080元 +北戴河3380元；夏令营3680元
11.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8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580元 祁连/门源/张掖2日游8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西宁龙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西门(体育馆东侧):0971—8246398 总部（人民街15号）出境：0971—8243827 8810997 国内：0971—8232898

2009年—2013年连续5年荣获十佳旅行社称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服务组团社 许可证号：L-QH-CJ00019

凭准考证在我社报出境

团，本人立减400元

1.奢享零自费泰新马12日游; 8月3/10/17/24/31日 含三国签证，无自费，西宁派领队 4980元
2.曼巴莎8日游：8月2/9/16/23/30 3580元 西宁起止 柬埔寨全景自驾游：7人成团 6680元
3.澳新11日 8月15/22日 11900元 9月10/24日10月5/13/22日 西宁起止 一价全含12200元
4.俄罗斯莫圣金环三镇深度9天： 8月9/16/23/30日 西宁起止 9699元
5.荷德法意瑞奥5国15天：8月26日 9月2、16日西宁起止 一价全含 11999元
6.德法意瑞奥5国14天： 8月15、28日 西宁起止 一价全包 13999元
7.北欧四国+俄罗斯+双峡湾+双邮轮13天 : 8月11日 西宁起止 14200 元
8.芽庄半自由行8日游： 8月5/12/19日 西宁起止派领队 五星住宿 3580元

“黄金号”五星豪华游轮双卧单动6日
7月26/27/29日 特价 3680元/人

凭准考证报名所有国内线路，本人立减 200元
1.新疆双飞八日游： 7月28/30 4080元/人
2.云南四飞八日游： 8月1日 3980元/人
3.西藏双卧十日游： 8月1/-10 4580元/人
4.迪士尼夏令营八日游：7月29-8月10 3880元/人
5.张家界6日游：8月5/12/19/26 3380元/人

报名地址：南大街18号锦园大厦4楼（大十字西宁书城正对面）

青海青海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青海湖国际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L-QH-CJ00015
诚信，专业是
我们的承诺

出境旅游咨询电话：8298002 8245707 国内旅游咨询电话：8210977 6512060 另我社可代办各国签证及机票业务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11日游 5580元/人 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3680元/人
普吉岛8日游 5980 元/人 北京天津单飞单卧6日游 2880元/人
曼谷 芭提雅 普吉岛 5980元/人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游 3680元/人
日本本州9日游 8580元/人 西藏双卧8日游 4680元/人
德法意瑞四国12日游 14200元/人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双飞7日 4880元/人
风情俄罗斯9日游 8399元/人 大美新疆双飞8日游 4080元/人
美国东西岸+大瀑布+黄石公园15日游 23000元/人 江南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单飞7日游 2980元/人

青海润辉国际旅行社L-QH00115

1.宁夏高庙/沙坡头/通湖草原汽车2日游 580元(8月1日起天天发) 1180元
2.神秘贵州茅台/赤水/遵义双飞4日游 1980元
3.船奇新三峡/武汉黄鹤楼/神龙架/白帝城等夕阳红包船游（8月18日） 1880元
4北京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纪念堂/鸟巢/水立方/长城+天津双飞6日游 3380元
5厦门集美/鼓浪屿/武夷山/天游峰/永定土楼/南普陀寺双飞7日游 3680元
6无锡灵山大佛/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水乡乌镇、木渎/+上海单飞7日游 3380元
7内蒙希拉穆仁草原、库布齐沙漠、成吉思汗陵、呼和浩特双卧6日游 1680元
8青岛/大乳山/威海/烟台/蓬莱/大连/旅顺—超值双飞单船6日游 3480元
9.官鹅沟/哈达铺/遮阳山汽车三日游(每周五发) 760元
10.张家界/黄龙洞/金鞭溪/天门山玻璃栈道双飞6日游 3480元
公司地址：西宁市八一西路43号工商宾馆7楼（机场公司斜对面）
咨询热线：15297000726（24h）0971-8253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