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像沈曼宁和韩大发这样的“抠抠

族”夫妻，每个人身边总有那么一两对。
旁人看他们像是抠门，可事实上，他
们过得并不比别人差，幸福感不比别
人少。毕竟，生活质量不是靠钱堆出来
的。

“抠抠族”夫妻的
生活宗旨

“抠抠族”夫
妻并不是贫困族，
也不是守财奴。
精打细算只是为
了通过转移消费
重点，更好地配
置有限的金钱。
宗旨是展示一种
精明与节俭的生活

理念，追求的是足
金足量的生活品位。

“抠抠族”夫妻的
自述

“我们是‘抠抠族’，更是‘酷抠族’，
我们的特征是想拼就拼，能省则省，富
日子当穷日子过。至少目前我觉得我和
我老公的生活挺幸福的。”沈曼宁很自
豪自己是“抠抠族”夫妻中的一员。

“单身的时候都是‘月光族’，结婚
后就变‘抠抠族’了。现在物价涨得太
厉害了，成家了就得想尽办法省钱，不
然怎么养家养小孩？”现在正打算买车
的王先生说，他结婚一年多了，生孩子
已在计划之列，省钱对于他来说，“那
是必须的”。

“涨价不息，‘抠抠’不止，我们要
做到的是，物价上涨，仍然可以吃喝玩
乐。”作为一名“抠抠族”妻子，35 岁
才生孩子的网友“红楼一梦”就很乐意
自己现在的生活，“而且我已成功把老
公也带入‘抠抠族’，有个人陪我一起‘抠’，
那还是相当幸福的。”

“抠抠族”夫妻的
生活秘籍

爱“ 折 ”：很多消费场所都打出
一些促销信息，比如超市里每到晚上
8 点以后，很多食品类的东西都开始
打折销售；电影院也会推出一些时间
段，例如周二全天看电影只需要半价；
KTV 也固定一些时段不收或者少收包
房费等等，这都需要“抠抠族”夫

幸福生活“抠”出来
沈曼宁和老公韩大发均是“80 后”，两人的工资

加起来 14000 元左右，年底各有约 20000 的年终奖。
这对于一对还没有生孩子的夫妻来说，收入算很不错
的了。可沈曼宁和韩大发两人，却是朋友眼
中不折不扣的“抠抠族”夫妻。

吃饭：早午饭都在单位吃。沈
曼宁说，虽然单位的饭菜谈不上
美味，但一想到晚上回家两夫
妻能一起做饭吃，就觉得倍
加幸福。“每天我都有了回
家的期待，因为可以和老公
一起去菜场买菜，再回家
一起做饭吃。如果我也和
其他同事一样，白天就在
外大吃大喝，那晚饭的幸
福感就不会这么强烈。”这
样，早午餐夫妻两人每月可
以省下约 2000 元。省下的这
些钱，可以供他们每周都去吃
一次浪漫法餐。

锻炼：韩大发以前花 2400 元办
过健身卡，可每月难得去几次；沈曼宁报
的 2000 元一年的瑜珈班也没去过几次，因为没有
人陪伴，夫妻俩都不想单独活动。后来这对夫妻就
自个利用小区下面的篮球场和跑道健身。沈曼宁原
本不喜欢运动的，但被韩大发拉着早起跑了几回之后，
觉得两人在跑步的过程中你追我赶，像回到初恋一样，

“那感觉太好了！”省下健身卡的钱可以让他们各添
一件没舍得买的小物件。

拼车：从去年开始，韩氏夫妇就热衷于拼车。韩
大发和谁都能混熟，小区里大部分人的上班线路，
他通过平时打球、散步和搓麻将等活动，都摸得门
清。这样他就给自己和沈曼宁制了一个拼车表。沈曼
宁说：“这个方法可好了，不仅省钱，还能让我和邻
居们搞好关系，也等于是给自己扩大人际圈子。上个
月，我老家有事找人帮忙，也是找的一个在医院工作
的邻居给解决的。”这样的事多了，让夫妻二人在老
家人那里倍有面子，增添了婚姻幸福感。

衣服：沈曼宁有一点好，她会自己改制衣服，经
常把不穿了的衣服拿出来 DIY。“而且她搭配功底好，
旧衣新穿对她来说不是难事。”韩大发觉得妻子这个
功能很强大，而他作为男人，衣服添置得本就不多，
自打有了沈曼宁这个“搭配女王”的老婆，他倒是过
起了“花花少爷”的生活，天天都有新面貌，虽然衣
服全是旧的。沈曼宁还接了不少同事亲戚小孩子的衣
服，以备明年生小孩用。夫妻二人每年省下的服装费，
都用来给沈曼宁买一两件大品牌衣服，所以沈曼宁是
她亲戚中拥有香奈尔衣服最多的，受人羡慕。

旅游：都说女人会持家，那这个家就穷不了。沈
曼宁就是韩大发眼中会持家的女人，以前他一个人过
的时候，一年到头也没去几个地方游玩，钱就花光了，
而跟了沈曼宁之后，沈曼宁总有办法找到旅游的优惠
券甚至免费券，总能订到折上再折的机票。沈曼宁一
直强调旅游要精质减量，想方设法套免费游或优惠
游。韩大发现在明
白了：“要旅游，跟
老婆走！”前不久，
沈曼宁守夜抢了一
套去西欧的旅游套
票。夫妻俩正合计
着什么时候一起休
年假去兑现。

韩大发和沈曼
宁现在的语录是：
既要金山银山，也
要碧水蓝天。穿得
起地摊货，也穿得
起香奈尔。吃得了
单位食堂，去得了
法国餐厅。能共同
节省，也能共同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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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不多，
只是“4分 20 秒”

■温情一刻

爱“折”，肯“拼”，会“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艳

在物价上涨把工资上涨甩了几
条街的时候，普通老百姓都在想着法

子过“性价比更高”的日子，如此便催生
了一帮“抠抠族”夫妻。你以为“抠抠族”

夫妻就是又穷又省吗？其实他们既不是守
财奴，也不是贫困族，他们大都很潮很时

尚，花着有限的钱收获无限的快乐，买什
么都有攻略。想做这样的“抠抠族”伴

侣么？现在就来听听“抠抠族”夫
妻们讲他们的幸福生活。

听“抠抠族”夫妻
讲他们的好日子

妻们慧眼识金以及非凡的洞察力
了！

肯“拼”：拼衣、拼鞋、拼车、
拼房、拼卡、拼机票，甚至拼
婚礼，只有想不到，没有“拼”
不到。“拼客”们极尽智慧，“人
多折扣大”，而这不仅仅是节省
了开支，获得了盈利，更是赢得
了一份分享的快乐，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

会“囤”：夏天囤冬装，冬天
囤夏装，晚上囤青菜水果，早上
去肯德鸡囤汉堡。超市打折时囤
各种生活用品，牙膏牙刷卫生纸
都买回来囤着，反正早晚用得着。

狂“赞”：微信朋友圈上逢优
惠必积赞，不用怀疑，大部分优
惠活动都是被这些“抠抠族”夫
妻们捞走的。

婚姻宝典》
做一对“抠抠族”夫妻，

确实是乐在其中，因为结婚成
家之后，“抠”几乎是一门艺术，
是持家之道，能增进夫妻之
间的感情。但前提是“抠”得
有方法，“抠”得有品位。那么，
如何将抠门与婚姻幸福很好
地结合呢？听听情感专家苏芩
的建议。

“我认识很多白领，他们
的金钱、富有等观念已经有了
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介意
别人的看法，而是更注重寻找
自我。‘抠抠族’夫妻的出现，
反映出现代白领逐渐成熟理
性的消费意识和家庭观念。
但是，我们做‘抠抠族’夫妻
不能是跟风型，完全照搬别
家夫妻的经验，因为每对夫妻
的相处模式和生活状况都不
一样，也不能是纯抠型，一
抠抠到底，完全没了生活品质，
好像过解放前的日子，那样只
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还有
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一方强
迫另一方必须去抠，尤其是女
人要注意，因为很多女人在用
钱上都比男人谨慎小心，如果
你为了做‘抠抠族’而过多干
预男人的消费和生活，那必定
会像个管家婆，而不像老婆。
并不是所有夫妻都适合做‘抠
抠族’，年收入几百万的，就
没必要这样抠了。‘抠抠族’
夫妻，最适合的还是上班族。
也不是所有消费都适合抠，
比如女人贴身用的护肤品和内
衣等等，不能太抠，说不定你
为了节省买八十块的护肤品，
最后却要花八千块来拯救你
的皮肤，这就得不偿失了。”

围城故事》
文 / 季兰

他们结婚 8 年，小孩 6 岁。
这 8 年来，虽然他一直精于自己
的事业，成了公司高层，可他依
然有个小小的音乐梦。某电台举
办父亲歌手大赛，他想了三天
三夜后，决定试一试，就当是
送给儿子的礼物好了。

为了体现对她的尊重，他
把这事跟她说了。她说：“别参
加了，好好做你现在的工作不
好吗？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到
处都要钱，以后还有初中高中，
还要出国留学，孩子想要的最
好的礼物是你给他衣食无忧的
生活，并不是什么歌曲……”好
了，她爱唠叨的毛病又犯了。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特别
爱唠叨了，一天到晚一点芝麻绿
豆的小事能唠叨大半天，而且
不管他在做什么，不管他有没
有回应，哪怕是自言自语，她都
要说个不停。

可他这次好不容易作的决
定，不能因为要尊重她就有任
何改变。

那天他早早下班，吃了晚
饭后就进了书房，拿出手机，打
开年轻人玩的一款手机软件，
他要唱那首歌，录下来，传到
参赛官网上去。他按下开始键，
唱了五句后，她的声音传来：“好
新鲜的水果，你来吃点吧！”他
不得不终止，应付已走进来的
她：“我等下吃，你先出去照顾
儿子吧。”她走了。他又得重头
再录一次。这回，录到1分22秒，
她又在外面喊：“老公，今天你
妈打电话来了，说老家修路，每
家每户都要捐钱，叫你打钱回
去，我就觉得……”他原本想
录完了再理，可她一说就停不
下来了，严重影响他发挥。他终
止，应付了她两句，再重新开始
录。这回，录到 2 分 31 秒，她
又进来了，问他 IPAD 怎么充不
进电了，是不是坏了，要不要去
修，去修会不会要钱。他再次
停下来，去帮她整 IPAD。再次
回到书房，他想唱歌的心情已
经没有了，可是，他不想这样放
弃，于是再次按下录制键。这次，
他提心吊胆地唱着，30秒过去了，
1分钟过去了，2 分钟过去了，3
分钟过去了，快到 4 分钟了，快
完了，4 分 2 秒了，可她……还
是进来了：“哟，老公，你在唱
歌呢？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唱
给我听听啊，我都好久没听你
唱歌了……”

罢了罢了！他彻底放弃了：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 4 分 20 秒的
安静？那首歌仅仅只有4 分 20
秒，我要的并不多，只是 4 分
20 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