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购之瘾 瘾在缺乏安全感 瘾在压力太大
专家建议：要想“ 断根”请先学会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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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延伸

“ 淘牢记”第4天，我们将进入尾声。面对无休无止的欲望，
有不少白领、大学生纷纷提出了自己控制网瘾的怪招，有人试图
从一开始就断了下单的念想，有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转移注意
力来减轻网购瘾，网络上的怪招戏谑而有趣，绝大多数普通人都
能做到。然而事实上，很少有人能正视自己的网购瘾。专家表示，
想要减低网购欲望，关键在于握着鼠标的人愿不愿意离开屏幕、
走出房间。

本版撰文 见习记者 吴嘉川（ 除署名外）

足不出户，买遍全球。如果你信
得过全球代购，这句话并不难实现。
无论你是否认可网购这件事，你都
无法否认，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曾经我们热衷于拉几个小姐
妹、约上个小饭局，在百货公司里逛
一逛，然后甜品小点吃起来。不过现
在，我们更愿意蓬头垢面地坐在屏
幕前，一遍一遍刷着自己的收藏店
铺，一遍一遍搜索着那件“ 想买的东

西”，却不知道想买的究竟是什么。
电商时代，新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
连锁反应超出当代人的预料，身处
局中，谁也不知道它要将我们引向
何处。

有人享受着网购的便捷，在比
价的满足中收获快感；有人却被

“ 廉价”击败，在满目琳琅中丧失
了控制的能力。这个时代给予个人
极大的自由，买什么、买多少是个
人的选择 ，旁 人 毋 庸 置 评 。然 而 ，

每一张巨额账单都与相应的“ 失
去” 相对应———也许失去的是沐
浴阳光的机缘，也许是与友人聊天
小憩的惬意，也许是人与人之间面
对面的交流，也许是与家人共度的
时光。

电商时代，我们探究“ 淘牢”的
真相，探访走在“ 淘牢”前沿的那些
人。但愿冰冷的电商时代带给我们
的是更多积极的思考，让我们更自
制、更冷静，更懂得如何生活。 丁烨

●从付费方式开始“ 断”
大学生小吴说，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将把网银关了，“ 这个方法最靠
谱了，想买都不行。”另外，她表示自
己还使用过一个办法，就是每次看
到减价的货品就在心里默念都是骗
人的，“ 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都
是提价了再降价的，我买了我就是
傻瓜。我每次这么念，就真的不想买
了。”复议的还有大学生小小，她觉
得，除去那些把手机淘宝软件卸载
掉、电脑里旺旺卸载掉，“ 我觉得把
网银关了效果挺好，根本不会再让
我反复了！”

像她这样想要总付费方式断了
自己念想的还有不少人，网友梅梅
提出，“ 把网银的U盾给别人，自己
卡不开设网银。”更有人给网购一族
支招，只要把网断了就好。

不过最奇的是，有人提到了一
个折中的方式，“ 对于那些网上买习
惯的人来说，不要网购实在很难，卡
上设置下购买上限金额

●功用购物车“ 断念”
网友们的奇思妙想并没有结

束，“ 我觉得你只要想买一个东西，

就放进购物车，放三天。过了那个冲
动期，如果还想买就买。一般有的放
了几天就不想买了。”已经网购五年
的白领Lisa这样告诉记者，像这种依
靠自然因素切断网购的方式还有许
多，遥遥这样表示：“ 我以前如果想
买护肤品和化妆品的话，就逼自己
等到还剩三分之一了再买新的。”

●转移注意力
已经有三年网购经验的网友

dxp88688就曾给那些过去的同伴们
“ 上课”，分享起了自己戒网购的经

验，“ 我开始写博客了，因为工作的
关系，我每天上班接触电脑上网的

时间很多，这也是我去年为啥网购
那么多的有利条件之一，这下决心
不上旺旺一来，心里空空的，总觉得
不是那么个事，有时忍不住又想上
一下。”她提到，为了控制自己面对
电脑不自觉又想上淘宝的愿望，就
强迫自己一有空就静下心来写博
客，“ 内容就是自己旅游去过的一些
地方的游记，这样分散了自己的注
意力，不再那么想着淘宝了。”

●记账：
记账也是不少人选择的方式，

“ 我坚持记账用了3年了，只是网购
的东西根本没有记上，可能是因为
太多麻烦，可能是觉得反正支付宝
上有详细记录随时查得到，于是决
定戒网购的时候，我就认真记录了
每笔开支包括网购的在内。每当看
到超支一点预算的提醒，就觉得不
应该再花钱了。”网友dxp88688这样
写道。

随后，她表示效果真的很显著，
从2012年2、3月，自己的网购金额是
0元，4月因为忍不住，购买了497.5
元，5月是279元⋯⋯如此一来，自己
的网购瘾随着这些数字的触目惊心
而减少。

在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社 会 学 教 授
沈黎的眼中，如今无论各年龄阶段
的网购热如此火，这都与中国如今
网购便捷化程度是世界第一密不
可分，“ 如今，网络购物的选择远
远要比实体选择更多，而且网购成
本是最低的，减低了屏幕前你我他
的交易成本，加上物资丰富便捷性
提升了，大家自然都不愿意出门买
东西了。”

不过，他觉得，从社会学角度而
言，网购现象如今这么普遍甚至出
现了网购成瘾的现象，其实正是由
于个体在社会中没有连接，其中包
括了自我认同和自我安全感都比较
低。

他提到，有些白领的自我安全感
比较低，于是他们选择通过囤积物资
以获得安全感，“ 比如他买了什么东
西之后，就可以告诉别人，自己有一
个这个，有一个那个，这样就仿佛在
他人眼中形成了自己是一个完整的
人。他的对自我安全的感觉，需要靠
外在方式来获得。”

其次，他提到不少白领的自我认
同度低，“ 自我认同度低的改善，不
少人不是通过交友互动，而是买东

西，在购物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是
谁，用物质来证明自己什么样子的
人。”沈教授觉得，这类人的低自我
认同度其实也是直接导致网购欲加
强的原因。

不过对于网购欲望激增，是否成
瘾，他觉得这个判断标准是以是否影
响自己平时的正常生活为标准，而不
是以购物金额高低判定。

解决途径：
对于不少网友好奇，究竟该以什

么方式去控制自己的网购欲望，沈教
授从社会学角度给出了自己的一些
建议，“ 会想要网购，其实也是与社
会连接不够多，应该要尝试多走出
去，不要蜗居。”他进一步提到，喜欢
网购的人应当寻找生活的使命，比如
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制定一些目
标，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仅仅只是眼
前网购这一点点。

另外，他觉得对于大学生而言，
必须要有社会参与度，“ 这就是要与
社会连接，需要一些社会活动，网络
只是虚拟的，需要现实中的互动，所
以社团、社会活动多积极参与，就可
以缓和自己网购欲望。”

当“ 网购成瘾”发生的频率越来
越高，很多心理学专家都将之视作一
种心理疾病，认为网购成瘾其实和
购物癖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有
强迫倾向。在心理咨询师严重，容易
出现网购成瘾的人群往往有几个特
征：女性、30岁以下、性格内向、社会
功能受损、生活空虚、爱好少，同时比
较焦虑。

不过，华师大心理学教授刘新

民却斩钉截铁地否定了“ 网购成
瘾”和“ 强迫症 ”的 关 系 ，在 他 看
来，这一类人群的特征确实与“ 购
物狂”相似，根源都是为了宣泄内
心的压力。“ 就像有人会用健身、旅
游释放内心的压力一样，女性天然
爱购物，也容易将之当做宣泄内心
的方式。”刘新民解读道，对工作压
力巨大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很可能
在网购中寻求心理安慰，比如控制
感和满足感等。

刘新民分析道，网购的便捷性助
推了“ 上瘾”，和传统购物相比，买家
甚至无需出门，轻松点击就能收获大
堆物品，“ 而且也不会有太大付钱时
的压力，直到信用卡账单来了才发
现，啊，用了那么多！”刘新民认为，
与其说“ 上瘾” 程度和消费能力有
关，不如说是“ 欲望决定一切。”

解决途径：
对于那些主动意识到“ 网购成

瘾”并且试图“ 戒瘾”的人，刘新民
建议他们从改变购物方式和约束自
我开始。“ 尽可能从线上购物转到线
下，增加购物的障碍。”刘新民建议
道，“ 可以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每
个月购买的物品不超过5件，花费金
额不超过收入的50%。”

记者 朱莹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沈黎：

“ 低自我认同度导致网购欲强”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新民：

“ 网购”成瘾是在宣泄自己的压力

四招助你从“ 淘牢”到“ 逃”牢

买到天昏地暗，买到包裹来不及
拆，买到与家人横眉冷对⋯⋯如果你
已经意识到你的“ 太能买”，是否想
过要中止这种疯狂？别急，网络上已
有“ 油菜”的神人们，为这些已经意
识到自己是“ 剁手族”的网购大户开
出了一张控制网瘾的“ 药方”，网友
们的支招是否有用，是否灵光，还要
等“ 剁手族”们实践才知道。

》编后

电商时代，愿我们更懂“ 生活”

买，还是不买，是个问题。 本报记者 马骏 摄

专家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