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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开年，各类年度账

单纷至沓来。其中，支付宝

等支付机构出具的年度账

单令不少用户大吃一惊

——“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钱都花在哪了？”

事实上，账单数据增长

的背后是移动支付的便利

化、支付场景的拓宽、支付

群体的拓展，同时也折射出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和消费市场规模的不断扩

大。

微信支付增速最快

2019年，北京市民李先

生在交通出行上的支出高

达3万余元。“一开始看到这

个数字我很惊讶，后来浏览

了自己的账单，发现除了出

差、旅游、回家探亲等出行

支出，打车花的钱最多。”他

说。

李先生的工作不需要

一早到单位“打卡”，上午10

时，当道路交通的拥挤程度

有所缓解后，他拼车去单

位。9公里的路程，花费不到

15元。他说，移动支付给他

的出行带来了更多舒适和

便利。

来自浙江杭州的万女

士去年将4.8万元花在“吃

吃喝喝”这一项目上，她说，

自己不愧为一名幸福的“吃

货”。

如今，移动支付为消费

需求提供的便利已经渗透

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网

购、点外卖、扫码支付、刷码

乘车……无一不是高度依

赖移动支付。移动支付与居

民日常生活消费深度融合，

购买生活品、缴纳公共事业

费和公共出行支付的占比

最高。

微信支付数据显示，政

务是2019年微信支付增速

最快的项目之一，全国有3

亿用户可通过公众号、小程

序、城市服务等多种缴费渠

道缴纳社保费；公共出行方

面，全国已有431个城市的

市民能享受智慧出行体验，

每分钟超过10万人出行使

用微信支付，早高峰时期超

过600万人同时使用微信支

付刷码乘车。

为什么花得越来越多？

“15万？我什么时候花

了这么多钱？”看完2019支

付宝年账单，北京市民马女

士“懵”了，像她一样对账单

感到困惑的用户不在少数。

支出数据超出预期，一

方面是由于今年支付宝将

总消费的概念调整为总支

出。支付宝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支付宝账单比去年

增加了投资理财、金融保

险、人情往来、公益慈善、转

账充值几个板块，因此大家

看到的年度总支出金额较

往年高。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给

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消费体

验，加速了消费者的决策行

为。

“付款越来越便利，钱

变成了一串数字，有时候花

完钱自己都没有感觉。”马

女士说，几年前她还在用现

金或银行卡付款，现在不论

是网购还是线下付款都离

不开移动支付了。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报

告显示，与 2018 年相比，

2019年移动支付中单笔支

付金额500到1000元的用

户占比提升了近22个百分

点。用户对移动支付的信任

有所提升，愿意使用移动支

付作为更大金额的支付工

具。

支付逐渐“无感化”的

同时，支付群体也在不断拓

展。虽然中青年群体仍然是

移动支付的“主力军”，但与

其他年龄段用户占比的差

距正在缩小。2019年，41-50

岁及51岁以上用户占比分

别达到22.6%和11.3%。

此外，“小镇青年”这一

群体也在凭借旺盛的购买

力逐渐成为消费的新主力。

18-38岁、生活在三至六线

城市、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生

活品质的人群成为新兴购

买群体。2019 年“双 11”期

间，京东奢侈品在这一新兴

市 场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230.12%。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意

味着什么？

来自辽宁的“60后”张

先生上个月购置了扫地机

器人，解放了双手。“上世纪

80年代家家购买洗衣机、冰

箱、电视‘三大件’，如今反

而是这种小电器能带来很

大满足感。”他说。

移动支付水平提升的

背后是我国消费者消费观

的改变。“一分钱一分货”不

再是人们消费的唯一衡量，

对物质层面的追求正逐渐

向追求精神满足、增添幸福

感转化。

《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报

告（2019）》显示，智能家居产

品成为流行趋势，美妆护肤

品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此

外，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

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消费

品质也呈现出颇为明显的升

级优化态势。

除了消费观的转变，我

国消费者的消费空间也在

变得更加广阔。随着我国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更多消

费品变得触手可及。在进博

会上展出的优质食品正进

入千家万户，被端上老百姓

的餐桌。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

董希淼认为，移动支付促进

消费增长，主要体现在增强

消费意愿、扩大消费范围和

提高消费能力等三个方面。

移动支付打破了线下支付

的时空约束，消费习惯和消

费范围大大改变。部分移动

支付工具还有消费信贷功

能，提前释放消费需求，增

强提前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

季度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5%，比上半年提高0.4个

百分点，且明显高于资本形

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

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

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越来越多孩子慕名来

到新疆阿勒泰市，叩响衣拉

木江·木拉吉的家门。在孩

子眼中，这位51岁大叔，头

上顶着闪亮的光环——中

国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

尔·衣拉木江的父亲兼启蒙

教练。

1个多月前，18岁的迪

妮格尔在挪威赢得一项青

年组越野滑雪赛事冠军，震

惊海外。一些国外主流媒体

直言，迪妮格尔这样的新星

出现，显示中国正致力于打

破挪威在滑雪项目上的统

治地位。

大叔也曾是传奇

利落的短发，精壮的身

板，爱戴一顶棒球帽，四季

都穿运动装，走在小城的衣

拉木江，是个识别度很高的

大叔。

1969 年，衣拉木江出

生在阿勒泰市一个多子女

的矿工家庭。

20 世纪 80 年代，阿勒

泰地区曾为国家输送过多

名优秀的高山滑雪、越野滑

雪运动员。

“体力好，被地区体委

选去滑冰，练了几年，又跑

去滑雪。”1988 年，衣拉木

江第一次穿上细长的越野

滑雪板。

对这项在山丘雪原滑

行的运动，衣拉木江很快展

露出天赋。1993年，他在长

白山举办的一项全国性越

野滑雪比赛中斩获季军。

运动生涯正值巅峰，衣

拉木江对未来有了更多憧

憬，但一个重要的转折很快

出现。

“1994年前后，阿勒泰

滑雪队解散了，我也退役

了。”衣拉木江说。

此后，他进入当地体委

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坐进了办公室。他把跟随多

年的雪板，像古董般收藏起

来。

坎坷越野滑雪路

2009 年，当地政府决

心重振滑雪运动。对 40 岁

的衣拉木江来说，已无望重

启职业生涯，但他还有机会

帮助别人圆梦。

2010 年初，衣拉木江

受命执教一支20名青少年

组成的越野滑雪队伍。“全

部是零基础。全队 3 个女

孩，其中就有迪妮格尔。”衣

拉木江说。

在此之前，衣拉木江从

未计划让女儿从事职业运

动。

“迪妮格尔喜欢小提

琴，我们工资加起来不到

2000 元时，就给她报了小

提琴班。那时她才4岁，一

学就是10年。”当教师的母

亲茹仙·哈提巴吉说。

“一开始，迪妮格尔只

是寒暑假参加训练，更像一

种业余爱好。2012 年，‘十

二冬’举办，她代表阿勒泰

地区参赛了。”衣拉木江说，

“那次比赛改变了她，她希

望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去赢

下比赛，站上领奖台。我说

‘孩子，咱们努力吧’。”

衣拉木江和孩子们的

训练场地在城郊荒无人烟

的山间。他开着一辆小排量

轿车，来来回回三四趟，才

能把所有队员拉进山里。

练习越野滑雪的场地

有特殊要求：每次滑行之

前，必须要压雪，雪道还要

有沟槽供雪板通过。衣拉木

江和孩子们穿上雪板，排成

一列横队，像“压雪机”一

样，在布满积雪的山谷，横

向移动、一步一挪，借助自

身重力，压出一条3公里长

的练习雪道。

压雪完成后，他们再组

成一列纵队，所有人都把脚

上的雪板高高抬起，重重落

下，一个挨着一个地向前行

进，等从雪道一端移动到另

一端，两条沟槽就形成了。

衣拉木江说：“雪大的

时候，足有1米多深，压雪

就要七八个小时。经过一夜

低温，雪道硬化，第二天才

可以练习。”

三亿人上冰雪

“20个孩子里有8个最

终成为职业运动员，有的正

上大学，有的进入地方队，

有的在国家队。”衣拉木江

不无骄傲地说。

但他也有困扰。这几

年，衣拉木江陪着迪妮格

尔，到过许多滑雪强国参赛

和训练，“一比较，咱们差距

还很大。”

越野滑雪是冬奥会上

金牌大项，也是一项老少咸

宜的雪上运动。

在挪威时，衣拉木江真

实感受到全民滑雪的震撼，

“一到冬季，出了家门就能滑

雪。一个业余赛事，就有上万

人参加，上至七八十岁的老

人，下到四五岁的孩子。”

在申办冬奥会时，中国

提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目标。

“这太重要了，只有鼓

励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才

会有更多人才出现。”衣拉

木江说，仅仅在阿勒泰地

区，比迪妮格尔有天赋的孩

子就很多，但许多孩子没机

会或不愿意走上雪场。

在衣拉木江的家乡阿

勒泰市，积极的变化正在发

生。

随着当地雪场数量、规

模明显增加，设施、管理日

益健全，政府组织全市中小

学生，把冬季体育课开进了

滑雪场。在阿勒泰市内公交

车上，甚至有专门放置雪板

的区域。2019年，阿勒泰市

还成为全国滑轮试点推广

城市之一。

“短短几年，条件好了

太多。”衣拉木江说，“但想

要赢，咱们还要努力！”

滑雪吧！爸爸
文·摄影/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张啸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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