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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

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

的情怀，塑造了祥子、虎妞等一批令人

难忘的艺术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拥有重要地位。

这部作品，是以祥子三起三落的买

○ 文 /王增武

     《
车经历为主线，通过对不同阶层人物个

性及他们之间相关关系的描述来反映民

国时期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现状。

在财富管理视角下，刘四爷和虎妞

父女家庭算是富裕阶层的代表，不仅如

此，他们也还是家族企业车场的经营方，

而祥子和高妈等则可看成是中低阶层的

代表。阶层不同，他们有着几乎完全不

同的财富观。

其中，祥子“现金为王”的财富观

以及刘四爷的家族企业传承失败的案

例，对当下不同阶层群体的财富管理有

财富故事

《骆驼祥子》
的两极财富观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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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借鉴意义。

阶层不同下的财富差异

刘四爷父女经营一家约有六七十辆

车的车场，平均每辆车的日租金约为

0.15 元，以 65 辆车为计算基准，则车

场每天的租金为 9.75 元（=65×0.15），

每月的租金为 292.5 元（=9.75×30），

每年的租金为 3510 元（=292.5×12），

即刘四爷家庭的年收入为 3510 元，人

均年收入为 1755 元。

将刘四爷家庭归入富裕阶层的理由

在于 1920 年前后，时任北大文科学长

的陈独秀月收入为 300 元，胡适等知名

教授月收入为 280 元，图书馆主任李大

钊月收入为 120 元等。

作为一名车夫，祥子一天的收入为

六七毛，如果是租车的话，以上限 0.7

元为计算基准，日租金约为 0.15 元，

毛收入减去租金后的日收入为 0.55 元，

月收入为 16.5 元，年收入为 198 元，

相当于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水平。这表明，

刘四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祥子家庭的

人均年收入的 9倍左右。

我们再来看看祥子和刘四爷家庭净

收入情况的差异。

祥子买第一辆车攒了三年的钱，一

辆人力车的价值约在 100 元左右，也就

是说祥子三年的净收入为 100 元，三年

的总收入为 594 元（=198×3），由此

可以计算出祥子在三年内的消费性支出

约为 494 元，平均到每年的消费性支出

约为 165 元。

我们假定富裕阶层的人均年消费性

支出是中低阶层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 3

倍，那么刘四爷家庭的人均年消费性支

出为 495 元（=165×3），父女二人的

年消费支出为 990 元（=495×2）。以

三年为考察的时间跨度，刘四爷家庭三

年的总收入为 10530 元（=3510×3），

以 990 元家庭年均消费性支出为基准，

这样刘四爷家庭三年的消费性支出约为

2970 元（=990×3），由收入和消费做

差而得到的刘四爷家庭净收入为 7560

元，人均净收入 3780 元，这是祥子三

年净收入 100 元的 37.8 倍。

简言之，1920 年前后的民国，富

裕阶层家庭人均年收入为中低阶层家庭

人均年收入的 9 倍，富裕阶层家庭人均

年净收入约为中低阶层家庭人均年净收

入的 40 倍左右。

“扛把子”出身的富裕阶层代表刘

四爷，他的财富管理理念是经营企业，

自己当老板，坐享车夫们的“剩余价值”。

中低阶层的“车夫”代表祥子，则

是“现金为王”，永远只认为放在身边

的现银才是真正的钱，其他如储蓄存折

等都不算。

从财富管理的视角而言，文中祥子

的东家之一的方太太，她的财富管理理

念则以“银行储蓄”为主，受其影响，

晚辈和下人也都热衷去银行开户存钱。

与祥子在曹家共事的高妈，则是王

熙凤式的“权益投资”理念，高妈擅长“高

利贷”，且通过“穿透原则”控制风险。

刘四爷的企业经营、高妈的权益投

资、方太太的银行储蓄即固定收益投资

以及祥子的“现金为王”俨然一副民国

时期财富管理的浮世绘。

祥子：勤劳俭朴下的“现金为王”

作为一名车夫，祥子短期财富目标

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一辆车，长期目标是

建立自己的车场，并未将升官、发财或

置买产业作为财富管理目标，只是想尽

快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为实现这一目标，祥子的方式或方

法就是勤劳俭朴。

首先，我们来看祥子的收入结构。

车夫的工种主要分包月和散座两种

形式，祥子也不例外。文中提到的包

月收入主要分固定工资、绩效工资和节

赏三种类型，绩效工资是如因主人外出

饭局而另加的车饭钱或帮助主人送客人

的车费等，节赏一般都是两块左右，祥

子算过拉包月的年净收入约在“五六十

块”。如前所述，拉散座的毛收入约在

六七毛，租车的费用为一毛五，二者的

差约在五毛钱左右，如果我们以六毛五

作为散座毛收入计算基准的话。散座的

毛收入每天 0.5 元，月收入 15 元，年

收入 180 元。

为实现个人买车的财富管理目标，

祥子制定了个人的阶段性收入目标，如

每天多少钱收工、每月要存多少钱等。

有时为了实现当日的“小目标”，竟拉“一

天一夜”。这是祥子勤劳的一面。

其次，我们来分析祥子的消费性支

出。

作为一名从农村进城的孩子，祥子

没有抽烟、喝酒和“逛白房子”的恶习。

吃穿用等消费性支出也都是挑最便宜

的，体面的车夫在跑完一趟活后，一般

会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加上两包白

糖，旨在补气散火，而不是讲排场。然

而，祥子还是选择“喝那一个子儿一包

的碎末”。

穿的方面，文中提到祥子卖完骆驼

打扮一身的花费是 2.2 元，其中本色粗

布裤褂 1 元，青布鞋 0.8 元，线披儿织

的袜子 0.15 元，还有顶 0.25 元的草帽。

脱下来的破东西还换了两包火柴。这是

祥子俭朴的一面。

最后，我们来谈谈祥子三起三落的

买车之路。

第一次攒钱买上车之后被兵连人带

车抓走了，逃出之后顺走了兵们落下的

三只骆驼，卖了 35 元；第二次攒钱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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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七十块时，因受主人曹先生牵连被

孙侦探“骗”走了，只剩下曹先生给的

5 元钱；第三次是虎妞给他买的车，因

给难产而死的虎妞安葬而卖了车，最后

只剩下 30 多元钱。

除第三次外，第一次和第二次买车

祥子都是想通过自己攒钱买车，即前述

的“现金为王”财富管理理念，不接受

高妈的建议去放高利贷，也不接受方太

太的建议去银行开户存钱。事实上，刘

四爷和高妈在祥子买车的问题上都给他

出过主意，刘四爷愿意低息借钱给他买

车，高妈建议他起会或弄个黑签会等，

他都没有采用，依然采取老太太买房的

策略——钱攒够了再买。

除前述勤劳俭朴下的“现金为王”

理念外，祥子也有“应急储备”理念。

处理完虎妞的丧事，祥子将剩下的

30 多块钱缝在衣服贴身的一面，“不想

花，也不想再买车，只是带在身旁，作

为一种预备——谁知道将来有什么灾患

呢！病，意外的祸害，都能随时的来到

自己身上。人并不是铁打的，他明白过

来。”正因为事前做了这样的应急储备，

当后来在“白房子”染上病后，才有钱

治病。“治病花去十多块，还有二十来

块打底儿，他到底比别人完全扎空枪更

有希望。”

刘四爷：家族传承失败

作为书中富裕阶层的代表，刘四爷

带领女儿虎妞经营人和车场。

从财富传承的角度而言，车场的创

始人刘四爷不大舍得女儿出嫁（怕女婿

是冲着车场来的），期望女儿能留下来

陪他，并好好经营车场。然而，从虎妞

的角度而言，作为三十七八岁的老姑娘，

不想嫁人那是不可能的，不仅想嫁人，

而且还想继承家业。所以虎妞设计了“嫁

人+继业”的连环套。

第一步是先下钩以假乱真套住了如

意郎君祥子，第二步想与祥子联手套

住老爷子获得家业。在第二步中，虎妞

授意祥子分三步实施，首先要在刘四爷

七十大寿的时候去给刘四爷磕头并好好

表现，然后虎妞再寻找机会让祥子认刘

四爷做干爹，最后环节是待虎妞身子不

方便后向刘四爷摊牌——怀了东边杠房

的二掌柜的孩子，此人已死且无亲无故，

万般无奈下“强迫”刘四爷将虎妞许给

祥子，表面上是祥子吃了哑巴亏，实则

得了里子也不太失面子。

在刘四爷七十大寿的当日，虎妞的

如意算盘就落了空，原因在于下午刘四

爷看到好多客人带着女眷孩子来给他祝

寿，想到自己身边只有一个不是男人胜

似男人的虎妞，不免有些失落。外加看

到虎妞对祥子的种种表现，他做梦也不

想把虎妞嫁给低自己很多的车夫祥子。

刘四爷心中的怒火绕来绕去，最后

还是绕到了虎妞身上，父女二人吵得不

可开交，结果是虎妞提前向刘四爷摊了

牌，说怀了祥子的孩子并要嫁给祥子，

而刘四爷的答复则是“有他没我，有我

没他”。

如此闹剧的结果则是在没有刘四爷

的祝福中虎妞“冷冷清清”地嫁给了祥

子，刘四爷将车场变现，外出上海、天

津等地游玩。

从财富传承的角度而言，这是个典

型的失败案例，主要原因在于刘四爷不

想让家族企业落入外人女婿手里，对他

而言，宁愿让女儿终身不嫁，也不想让

家族企业旁落，更不能让自己的员工祥

子讨了便宜。

两极财富观下的经验借鉴

其一，中低阶层想要致富，不仅要

勤劳俭朴，还应做好应急储备或者说保

障安排。

勤劳可以开源，俭朴可以节流，应

急储备可以预备不时之需。当今社会

里与祥子职业相同的工作就是出租车司

机，我们时常听说不少过劳死或过劳事

故的案例。在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借鉴祥

子的应急储备策略——永远留有救急或

救命的钱，以防不测；另一方面，我们

可以学习旧金山大桥总设计师施特劳斯

父亲购买人寿保险的策略，进而分散个

人乃至家庭的不测风险。

其二，中低阶层想要增值，不仅要

会理财，还要有高妈式的穿透式风险管

理理念。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的背后

肯定是高风险，时下各类“e 租宝”事

件层出不穷，因此也造成不少中低阶

层家庭血本无归甚至高额负债。如果事

前采用集资方式进行理财的话，如何识

别高收益背后的高风险？那就要像高妈

一样，对不了解的人不放贷，中低阶层

家庭也不应购买自己不了解的产品或服

务。

其三，富裕阶层想要传承，除了要

选好接班人外，还要靠制度或服务。

清末民初的“超富阶层”代表盛宣

怀家族，借助义庄制度进行分家析产，

处于同一时期的富裕阶层代表刘四爷，

则选择将家族企业变现。

当前，改革开放以来的家族企业主

正面临由一代向二代的传承阶段，在接

班人选择上，除依靠自己的子女外，还

可考虑职业经理人。在制度或服务上，

如信托制度和慈善基金法，或家族办公

室以及家族基金会等都是不错的备选方

案。■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