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方岩 编辑：陈英 2017 年 11 月 11日 星期六

A8

Hot Spot

热点 Tel

：(0755)83509456

一场新消费主义下的身份焦虑症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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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串的财富传奇故事， 折射的是

商业变迁史，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社会

的变迁史。因为“双十一”，阿里巴巴从一

家电商类的公司， 变成了一家巨无霸的

互联网公司。

这场全民狂欢的购物季， 首先改变

的是商业的生态。如今，新零售成为耳熟

能详的热门词汇。 在

A

股市场，三江购

物、红旗连锁、苏宁云商等新一批新零售

概念股，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在线上购

物极大地满足客户体验之后， 传统零售

模式遇到了极大挑战。 如今， 又出现了

“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 传

统零售模式与新兴零售模式互相融合，

商业生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新零

售既吸取了传统零售的优点， 又融入了

互联网技术等新科技。展望未来，新零售

的空间不可限量。

其次，“双十一” 为代表的新零售的

飞速发展， 使得互联网技术和实体经济

紧密结合， 互联网的发展不再仅仅只是

凭空想象和一厢情愿， 而是有了实实在

在的商业支撑。 这也是为什么本轮科技

股行情在美股市场“长盛不衰”的根本原

因，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在商业发展的基

础之上，不再如

2000

年的科技网络股泡

沫奠基在想象的基础之上。

“双十一”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

来的是人类社会认知的极大飞跃。 人们

对商业的认知、对社群交往、对互联网科

技， 都有了全新的认知。 可以说，“双十

一”不仅开创了一个商业的新时代，也开

创了人类认知的一个新时代。

如今， 不仅阿里巴巴引领着新零售

的风潮，还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以

及无数传统企业， 会加入到新零售的赛

道上去。新零售的小伙伴越来越多，这个

市场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新零售已

经形成了一个丰富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

链的上中下游， 都会诞生一批优秀的企

业。 而在

A

股市场，新零售板块将占据

越来越大的比重。

从商业的逻辑而言，“双十一” 确实

创造了奇迹，而且还将继续创造奇迹。不

过，商业的背后，这场全民的狂欢，折射

的是转型期国民的身份焦虑。 为什么那

么多人，在这么短的时间，蜂拥加入购物

大潮？ 而且，很多物品，压根儿不是他们

急需的？这场商业狂潮的背后，是一种隐

喻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这么多人加入到“双十一”的

购物大潮中去？首先，在这个互联网飞速

发展的时代， 每个人都面临着知识更新

的严峻使命，如果你赶不上互联网的趟，

你很可能就成为

Loser

一族。 而在这场

“双十一” 构筑的互联网经济大潮中，冲

进去，至少表明了你和互联网的距离，不

再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冲进去，哪

怕只是象征性地到网上下下单， 你至少

明白了新零售的基本流程， 体验了一把

新零售的游戏规则，在饭桌上，你不再是

对互联网经济和新零售一无所知的 “被

新时代抛弃了的人”，或者说，你是紧追

着时代脚步，不是“自甘落伍、不思进取”

之人。这种身份的标识，对于一个人的自

我价值认同，兹事体大。

第二，剁手党们在“双十一”这天毫

无顾忌、毫不吝啬地买买买，你看“双十

一”不断上升的交易额，感觉大家买东西

跟玩儿似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富裕了。 似

乎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到这场物质狂欢中

去，买买买的前提，是我有这个经济实力

任性，我赚钱证明我有魅力，我消费证明

我有能力，钱不是省下来的。 这些消费观

念，和我们的父辈比起来，已经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年轻一代更加注重自己的消

费感受和生存质量， 物质消费能力是实现自

我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不是什么羞羞答

答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我买买买证明我有

实力和魅力。

人们迫不及待地加入到“双十一”的购

物大军中去，不管理性与否，其实隐喻着这

么一个身份认同的需要： 我不再是穷得只

知道省钱的人！我要好好享受生活！赚钱的

目的， 不再只是财富的积累和账户上数字

的增加，消费，本身就是人的存在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我消费、故我在。

由是观之，这场“双十一”的买买买大潮，

表面上是一场促销大战和购物大战，实质上，

那些疯狂在网络上下单的网民们， 他们所追

求的，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消费。从精神层次

来说， 他们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到新经济时

代。在新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

落伍者。而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每个人

都希望自己跟得上最新的时代风尚， 以及各

种新的时代符号。 我们不希望自己被残忍地

打上“古董”、“老旧”的标签，在无纸化交易的

今天，一场“双十一”带来的网上疯狂下单和

鼠标点击， 其实是一场我们内心亟不可待的

身份认同需求。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症候，是

当下中国人精神面相的一个极有趣味的现

象，值得好好把玩。

“双十一”

她的购物车里有哲学课

程喻

今天就是“双十一”，我的购

物车里空空如也。 据说今年规则

复杂，“懒癌症”发作不想去跟风。

老公委婉地提醒了一句， 作为家

中大总管要有持家意识，牙刷、卫

生纸、洗发水可以适当囤积一点，

瞬间把“买买买”的少女心拉回了

职业妇女的日常。

话说回来， 女人在购物方面

的确是有与生具来的天赋和源源

不断的战斗力， 年轻的时候逛街

可以早九晚六， 如今体能有所下

降，但是购物条件好了啊，各大电

商平台提供了足不出户，随时“买

买买”的机会，为什么反而没有激

情呢？ 明明看到好看的衣服还是

会两眼放光， 出国旅行还是会囤

积护肤品， 健身房的年卡还在冲

动消费，可怎么就对“双十一”的

兴趣削减了呢？ 智慧的女友总结

相当到位， 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变

了，现阶段“双十一”的主要矛盾

是电商日益增加的业绩压力和广

大人民群众日益减少的购物冲动

的矛盾。

从

2009

年开始的“双十一”，

起初只是淘宝的线上活动， 到现

在是第

9

个年头。

8

年，抗日战争

都胜利了， 放在日新月异的互联

网行业是什么概念？ 以前只有淘

宝，现在有京东、有海淘、有云集、有

网易严选、有永辉超市送货上门，每

一类平台都是一种不同的零售业

态。 以前只有 “双十一”， 现在有

“

6.18

店庆”，有“双十二”，消费者

早就被接踵而来的促销活动熏染

到麻木，其实网购久了，你会发现

月月搞活动，周周有特惠，天天都

过节，比大姨妈还有规律，所以完

全不必为没出手而感到惋惜，你会

发现一个道理：只要有钱，天天都是

“双十一”。

那“双十一”还有人抢购吗？ 当

然有，而且还很多。 第一，比起平时

来，“双十一”的优惠是客观存在的，

不管力度大小，苍蝇腿也是肉啊。第

二， 我们是一个

13

亿的人口大国。

所谓促销，万变不离其中，“双十一”

的本质就是用简单的营销手段，来

吸引大众进行集中、大额、一次性消

费的促销行为。所谓的狂欢，最大的

的受益者是卖方， 但买方也以合适

的心理价位买到了想要的商品。 如

果东西是必需品， 那这钱花得就很

值。 这里隆重推出花了几万块购买

母婴用品的同事， 婴儿推车、 婴儿

床、奶瓶、消毒柜、尿不湿、湿巾……

一边碎碎念宝宝啊， 你就是一个花

钱的篓子，一边摸着肚子说宝宝啊，

你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宝宝。这类人，

就是“双十一”的刚需客户！

人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物

质需求， 只要折扣力度是存在的，

“双十一”这样的活动就永远有生命

力， 实体商场一年都要做几次活动

呢。 我永远忘不了，

10

年前元旦，徐

家汇商场凌晨

12

点人潮涌动的样

子，站在电梯上往下看，只能看到黑

压压的一片人头，现在这样的情形，

只能在国庆的各大旅游景点见到

了。但是，作为一个热点，一个风口，

“双十一”的光环在慢慢淡去。

剥去“双十一”各种复杂的优惠

规则，其本质是“更便宜”和“参与

感”，一个万众狂欢的活动，少了你

怎么能行。但是现在有一批人，正在

成长的消费主力

90

后、

00

后，他们

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其实是在下降

的。“千金难买我高兴”，能够推动他

们消费的可能是某个场景、 某个时

刻，需要了就买，而不是等待更便宜

的时候再买。刚刚和一个

95

后的海

归实习生聊天，问她“双十一”购物

车买了多少东西， 她说：“我昨天在

喜马拉雅买了复旦老师讲哲学课的

课程，花了

199

元，这个算不算？ ”这

让我大吃一惊， 哲学课从来不是大

众消费品，明星八卦才是。网上的明

星八卦免费随便看， 只是经常会夹

杂着点软文， 就像报章杂志会有广

告一样， 哲学课却可以用来制作成

标准化商品？ 我仿佛看到了小众商

品的春天， 看到了知识经济付费的

春天。

年年“双十一” ，年年有不同。

2009 年，5200 万；

2010 年，9.36 亿；

2011 年，52 亿；

2012 年，191 亿；

2013 年，350 亿；

2014 年，571 亿；

2015 年，912 亿；

2016 年，1207 亿；

2017 年……

销售数据高速增长，毫无疑问，

“双十一” 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传奇。

线上倒逼线下 传统零售筹谋绝地反击

见习记者 王媛媛

闺蜜

11

月

9

日一大早给我发

来微信：“我后天去领证！”我问：“周

六领证？ 是因为“双十一”吗？ 对方

答：“对呀。 ”

2009

年之前，几乎没有人会给

11

月

11

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赋予意

义，时间过去了近

8

年，

11

月

11

日

有了不少名字———“光棍节”、“双十

一”、“购物节”。 就连一开始让单身

男女用以自嘲的孤独感， 都随时间

演变成了一场场在线下聚餐、 消费

的庆典。

11

月

11

日在年轻一代中

间显然成了一个由商业塑造的节

日， 在这个节日里可以制造很多有

意义、纪念性的故事。

“双十一”是一个在商业社会被

创造的节日。 商业从来都不仅限于

满足市场需求， 而是创造市场没有

的习惯。 但它不再是那个把牙膏管

口直径偷偷加大以加大销量的的孩

子，而是像时尚行业的大人一样，明

目张胆地告诉社会大众，“由我来告

诉你们，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决不

能阻止商业为社会创造需求， 因为

这样才有源源不断的维持社会创新

的动力。

商业塑造节日显然更加快速、

更富力量， 传统节日的诞生对比之

下显得实在艰难。 以二十四节气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节日， 脱胎于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劳作中对物理环

境的观察和感知； 纪念性的盛大节

日，如劳动节、国庆节等，离不开普

通大众参与的一场场声势浩大的运

动、抗争和最后的胜利；流行于国内

的“洋节日”圣诞节和情人节，与宗

教和美好的祝福紧密相连。 没有一

个节日像“双十一”一样，在商业的

推动下，以燎原之势、不携带鲜血与

抗争、毫无纪念性地展开，以一种速

成的方式带来狂欢。

尽管阿里巴巴带动的线上消费

让无数线下商户叫苦不迭， 但又使

线下经营实体背负着压力寻找反击

途径。 不仅体现在“双十一”购物节

吸引各家实体商场加入促销狂欢，

也紧逼各地政府千方百计推动线下

商圈转型升级，引领新消费。早前上

海市政府发布

2017

年一季度上海

经济运行情况，在以“商品

+

服务”、

“线上

+

线下”、“零售

+

体验”为手段

进行消费探索后， 一季度上海市网

上商店零售额增长

23.1%

， 服务类

网络购物交易额增长

33.3%

； 便利

店零售额增幅居各零售业态之首，

率先转型调整的重点商圈领先增

长，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商圈零售额

保持两位数增长。

事实上，这也是淮海路商圈和南

京路商圈首次实现零售业绩转负为

正，是在多数线下商圈零售业绩连年

下滑困境中的突破。 这后面，离不开

对于城市功能区的重新规划和布局。

中国的城市伴随着它的经济快速崛

起， 在很长一段只注重经济发展，忽

视了城市功能科学规划，照搬照抄海

外商业实体是以达到快速繁华。但也

正是线上消费带来的紧迫，让城市管

理者重新思考功能规划这一命题。例

如国内某二线城市，将促销性质的商

场奥特莱斯直接搬入主城区，结果导

致经营业绩表现并不乐观，按照研究

城市规划学者的建议，市中心商圈应

当以餐饮和高端消费为主，这样的规

划显然需要改变。

紧迫感之下的重新规划已经在

行业里有所行动。上海市市中心的老

牌商场第一百货，在较长一段时间的

经营状况不乐观之后， 终于在

2017

年

6

月

19

日正式闭店整改， 重新规

划，预计于

11

月底以新面孔亮相。

根据 《上海购物中心

2017

发展

报告》数据，上海零售业态总体营收

增幅逐步下滑，健身护理等新型服务

业态和餐饮需求旺盛， 营业收入的

6

年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33.6%

和

21.2%

， 成为购物中心的主要营收增

长驱动。 第一百货新的规划，则是要

将零售业所占比例由原来的

75.7%

降

至

53.6%

，并打造糅合文化书店、各色

手作坊、创意摄影、个性健身等各类

特色业态的主题文创专区。

我们无法预测第一百货在 “改

头换面”后的经营状况，但经营者显

然在线上消费的压力下以更加积极

的姿态为传统商业赋能。 就像第一

百货大整改一样， 不仅仅随着市场

趋势调整发展策略， 也在尝试向新

兴概念靠拢， 例如要培育具备强大

人格力和传播力的 “第一百货

IP

”。

这使得我们有理由对线下零售有所

期待， 在历经数年线上消费的讨伐

后，进行一场华丽的绝地反击。

官兵/漫画

品牌助阵 科技加持

新零售祭出看家武器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从线上烧到线下，今年的“双十一”，各大电商

们可不仅仅只是通过打折促销清空你的购物车，

品牌战、物流战看得见的“战火纷飞”，新零售祭出

“看家武器”。

提到“双十一”，消费者首先想到的是降价促

销。不过，“买买买”的实践告诉我们，“先抬价再降

价”往往是商家的套路。 爽快地消费后，漫长的包

裹等待或许才刚开始。 由于“双十一”期间快递业

务量激增，很容易造成包裹滞留，“双十一”买的东

西过了

1

个月才收到也是常有的事。另外，销售量

大增也给无良商家可乘之机， 产品的质量和售后

服务方面未必能完全保证。

从单纯降价到主打品质消费，这是今年“双十

一”的明显变化。 事实上，如今的消费者对价格的

敏感度已降低，对品牌的关注度则上升，这是各大

电商平台越来越注重品牌商资源的原因。今年“双

十一”前夕，阿里举办了天猫“双十一”全球潮流盛

典，邀请了包括

LVMH

、雅诗兰黛等在内的多个国

际时尚集团和品牌，国产品牌鄂尔多斯、海澜之家

等也都参与了进来。 京东则将重点着眼于自己的

女性用户，专门为女性用户设计“女神日”，并邀请

多家知名品牌参与让利狂欢活动。同时，京东还要

重点推广全新的奢侈品服务平台

TOPLIFE

。 电商

平台看中优质品牌资源， 品牌也同样重视 “双十

一”的巨大带动力。 电商和品牌并肩作战，给消费

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线上一片火热，线下也不甘寂寞。 今年“双十

一”，线下销售是电商平台交锋的一大看点。 阿里

“双十一”海内外将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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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商家打通线上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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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核心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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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零售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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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金

牌小店、 近

10

万家智慧门店、

4000

家天猫小店。

此外，天猫还将联合百余品牌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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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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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核心商圈开出

60

家零售快闪店。 京东也将

京东便利店加入“双十一”中，还在全国线下布局

超过

160

家京东之家和京东专卖店、 近

200

家京

东母婴体验店、超过

1700

家京东帮服务店，超过

5000

家京东家电专卖店等。 苏宁方面则透露，今

年“双十一”期间，苏宁全国

30

家云店和

1000

家

易购直营店，将实现购物零时差。

今年的“双十一”还是智慧物流的比拼。 自主

分拣、取货甚至搭建仓库的物流机器人，在今年

“双十一”大规模应用。 菜鸟网络的超级机器人旗

舰仓已上线，在“双十一”期间，机器人会基于算

法预测来工作，商品会根据畅销程度由机器人优

先处理。 京东方面也宣布，截至目前，京东已经实

现从商品入库、打包、码垛、分拣、传站运输到出

库装车，配送到用户手中，首次实现包裹的全流

程无人化。

品牌助阵、科技加持，今年的“双十一”不缺话

题。“新零售元年”的“双十一”，各大电商的新玩法

不止于此，各种“黑科技”、无人店层出不穷。 很明

显，跟往年相比，今年“双十一”的战线拉长了，线

上线下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新零售的各种玩法是为消费者提供不同的购

物体验。 升级换代也好，营销出新也好，最终都是

为了让消费者买单， 只有好的商品和体验才能抓

住消费者。简单说，消费者更关心怎么以优惠的价

格买到优质商品，获得良好的服务和体验。不论新

零售如何发展，本质都离不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双十一”的狂欢很快就会过去，新零售时代的序

幕才刚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