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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成本”有哪些关键词
在普通网民眼里
什么是幸福？ 幸福的
关键是什么？ 为了幸
福要付出哪些成本？
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
在耳边萦绕， 但结论
却一直朦胧不清。
11 月 20 日，新浪
网发布了 《幸福的成
本微博调研白皮书》，
共吸引了近千万网友
参与。 调查中，网友们
普遍认为幸福的成本
包括财富基础、 社会
保障、情感归属等，其
中住房、医疗、教育和
养老更成为网友心目
中与幸福感最直接相
关的“关键词”。

“
幸福成本”
就是
“民生指南”

本版据新华网

关键词：住房
住房成幸福最重要物质基础
15%网友认为结婚必买房
什么是幸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网友们给出
的答案是“
房子”。 据白皮书统计，在微博网友提到
幸福的物质基础时，提及最多的就是“住房”，在讨
论幸福的物质标准时 10%的网友都提到了住房。
在这些微博中，只有 7%的网友表示自己的幸福与
房子无关。
“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是根本，才能算是立业，
没房子对于我们这些小白领哪里有什么家庭幸福
可言！ ”网友“向日葵”的感叹代表了多数网友的心
声， 白皮书显示有房才有家的观点依旧在多数网
友的心中根深蒂固。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房子本身与幸福的关系
外，买房结婚也成了一个网友们反复提及的话题，
有 15%网友的微博话题与买房结婚有关， 微博网
友们普遍认为买房是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就要
结婚了，买房是第一要务，也是女友对我的第一要
求。 ”“买房结婚、没房怎么结婚、不结婚哪来的幸
福家庭”……白皮书显示，在调查中，房屋、买房不
但与婚姻、家庭等词汇密切相关，还与爱情、子女
等词汇捆绑在一起， 成为了关系幸福成本的最关
键物质。
“房子确实关系到普通人的幸福，但并不是没
房就没幸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
示，自己并不赞成“房奴”这个称谓，任何国家消费
者买房都需向银行借贷，是正常现象，我国“房奴”
现象是人们自身选择的结果，30 岁买房
的人理应支付更多成本， 这是因为他们
对未来的自身收入有较高预期， 有些不
幸福感是不合理的预期造成的。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
则表示，现在国家所做的房地产调控
正是努力让所有老百姓买得起房。

关键词：教育
教育投入成幸福最长久投资
幼儿园“
点名率”最高
除了住房，在网友们的“幸福投资”中教育
投入也是重中之重。 白皮书显示，在网友们讨论
幸福相关话题时，“教育”、“学校”、“幼儿园”、
“小学”等字眼的出现频率也居高不下，幼儿园
更是成为了“点名率”最高的教育机构，相关话
题中有 31%的网友表示“入托难”是现在自己家
庭面临的最大困难，25%的网友表示正在攒钱
给子女上幼儿园用。
白皮书显示， 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的观念深入家长心中的同时，幼儿教育已经
成为家庭幸福的最重要课题， 超过 8 成的网友
将教育支出列为长期投资的对象， 大大降低了
年轻家长的幸福指数。
同时，除了教育费用，网友们还对企业提供
员工子女教育支持、 政府的一些教育优惠政策
高度关注， 其中阿里巴巴投入 5 亿元给员工子
女解决入学问题的优惠措施， 在网络上更是引
起了网友们一致的“
羡慕嫉妒恨”。
“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
验成正比，因而教育对幸福的意义至关重要。 ”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子
女的教育问题确实直接影响居民的
幸福指数，但从长远看，国家对教育
的投入逐年增加， 尤其是幼儿教育、
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所以年轻夫妇
适当储存教育资金确有必要，但
“忧心”。
不必过度

关键词：养老医疗

政府在制定大政方针、出台政策措施的时候,应该
积极回应百姓期待，为百姓谋幸福之道。
网站发起的一个微博调查，竟然吸引了近千万的网
友参与，说明大家对幸福这个话题非常关注。 其实这也
不奇怪，“幸福”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诱惑力的字眼，我
们辛勤工作，我们努力奋斗，最终不就是为了过上幸福
的生活吗？ 可是当网友轻点鼠标，做出关于“幸福成本”
的选择，并且让自己的答案逐渐聚集到住房、医疗、教育
和养老等等这些和幸福有关的关键词上时，其背后透露
出的，却是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厚重的渴盼。
通过网友选择的答案我们可以知道， 不管是住房、医
疗、教育还是养老，说到底都是民生问题,都是和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话题。 当千万
网友几乎
“
不约而同”地选择把自己的幸福和这些关键词
联系起来，并且把其看作是一种
“
幸福成本”，那么对于政府
而言,这个
“
幸福成本”，就是一份
“
民生指南”。 政府在制定
大政方针、出台政策措施的时候，就应该以这份
“
民生指南”
为基础和方向，来为百姓谋幸福之道。
“幸福成本”无疑是一个多选题，可供选择的答案有
很多吗，为什么网友会不约而同地把最终的选择集中在
了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几个方面？ 这说明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这些领域的问题往往比较突出，或者是这些
方面的问题是百姓最迫切希望得到解决或改善的。 仔细
想想,年轻人买不起房，多数人都面临看病贵、看病难，
以及公众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和焦虑，哪一个不是最近几
年百姓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百姓的“幸福成本”，是政府的“民生指南”。 它明白
无误地告诉政府，今后应该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今后的
用力方向又在哪里,百姓希望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 如
果脱离了这份“民生指南”,政府也许确实付出了很多努
力,做了很多工作,但最终却未必会得到百姓的肯定和
理解。 比如说在一个城市广场,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一个
解决内急的厕所, 但是政府却花钱修了一个漂亮的花
坛,你说,政府的工作能得到百姓的肯定和认可吗?
当然,要获得幸福，离不开每个个体的努力，而对于
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也愿意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
活而付出汗水，付出智慧，付出劳动，但仅有个体的努
力， 而没有政府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没有政府在公民权利保障，法治环境养成以及对民生领
域政策上的重视和倾斜， 则个体的努力要么事倍功半，
要么徒劳无功。

养老医疗成幸福最关键保障
17%网友自己赚钱养老
关于幸福， 养老和医疗也是不可回避的问
题。 白皮书显示，参与调查的网友中有 22%为养
老担心，19%的网友认为养老待遇不平等，尤其
对政府公务人员与普通百姓的养老金差距颇多
微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依靠自己存钱或赚钱
养老被许多网友认为是最为可靠的养老途径，
占到了所有养老话题微博数量的 17%。
同时，部分网友对养老金问题非常关注。 期
望能够顺利领取养老金， 或者适当提升养老金
金额，养老金不足、养老金提取时间有限制、延
长退休时间都是网友较为关心的话题。
与幸福息息相关的医疗也是网友们最为关
心的话题， 其中“看病排队难”、“医德败坏”与
“就医费用高”成为频频出现的字眼。 白皮书显
示，在抽样样本中 25%的网友认为就医费用高，
15%认为看病排队难、15%认为医德
败坏。公平配置医疗资源、完善的医保
及医疗环境和水平、 更多的医疗投入
是网友对目前就医环境最为期待
的改变。

为 幸 福哪些
需要支付
无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方式。
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幸
福。 幸福作为一种感受，是有限的，不能随
意抛洒，需要格外珍惜。
幸福离不开现实境遇，离不开一定的
物质基础，脱离这些说幸福，就会显得很
苍白很虚妄。 譬如，一个人不能睡在大街
上品味幸福， 就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也
是为找到暂时的栖居。 因而，谈到幸福最
重要的物质基础，众多网友们给出的答案
是“房子”，就不足为怪。 幸福是现实的可
感的，可以现实到可感到一所遮风挡雨的
居所。
有房才有家， 有房意味着安全感；有
房才算立业，有房意味着归宿感。 没有房
子，有时相爱也不能成婚。 因而，住房不但
与婚姻、家庭等词汇密切相关，还与爱情、
子女等词汇捆绑在一起，成为关系幸福成
本的最关键物质。
伊朗哲人路巴哈认为，人类幸福的障
碍是这些东西：民间风俗、生存竞争以及
相互之间非人性的事。 一些女人嫁人，是
为了嫁房子，这和深藏于潜意识的民间风
俗不无关系。 没有人自愿做“房奴”，但现
实中却有
“房奴”存在。“
房奴”不是人们自
身选择的结果，高企的房价使得不是“房
奴”的人被“房奴”。 这些事情既关涉到生
存竞争之事，还关涉到既得利益集团与大
众相互之间非人性的事。
亚里斯多德说， 幸福在于自主自足
之中。 医疗、 教育和养老是民生发展的
基础， 也是幸福最关键的保障， 这些都
需要社会和个人成本的付出。 从社会公
平公正角度讲， 公平配置医疗、 教育资

成本

源，并让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既是
网友对现实的期待， 也是人们实现自主
自足幸福的根本条件。
叔本华说，人们的视野、活动、接触范
围越窄，就感到幸福。 如果人们广泛，就会
感到烦恼，而且安全感也会大受威胁。 因
为，随之而来的担心、愿望、恐怖也会增
加、激化。 或许，人们的眼界、境界，人们对
未来的担忧，人们恐惧的情感等等，都是
为追求幸福所付出的人生成本。 可以说，
向往温情、向往幸福是人与生俱来，而只
有在这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公平公正的
制度条件，社会多数成员才会得到更多的
自由实现及更多的幸福。

：
说
者 幸福是一头
查
调 有不同层面的大象
对于网友们围绕“幸福”对不同领域展开的探讨，全
程参与《白皮书》调查、撰写的益普索公司负责人张晓兴
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微博网友们谈到幸福的时候，其实内容覆
盖得非常宽泛，有物质层面的话题，还有一些情感层面
的话题。 从网友的文字中看，有的轻松、愉悦，有的则沉
重、苦闷。 但幸福对于每个个体意义都不一样，它就像一
头大象，有不同的层面，从不同的层面看的时候，都会看
到幸福在某个层面的表现，有的不佳，但也有的表现优
异，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一个层面的问题而否认我们的幸
福，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改变不佳的一面，让“大象”
看起来更健康。

“
“幸福”本身就
是一个充满了诱惑力的字眼,
我们辛勤工作,我们努力奋斗,最终
不就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吗?”
——
—苑广阔
“
幸福是什么？ 一千个人的眼中或许有一千个
关于它的定义。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幸福从来不虚无
飘渺。 所谓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渔翁和富豪一样快乐的
故事，从来都只是遥不可及的心灵鸡汤。 ”
——
—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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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对于每个个体
意义都不一样，它就像一
头大象，有不同的层面，
从不同的层面看的时
候，都会看到幸福在
某个层面的 表
现。 ”
——
—张 晓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