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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一次冲动的消费之旅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今年， 双十一购物
节迈入了第十个年头。
在这十年期间， 无论是
传播力还是影响力都远
远超出其他节假日。 双
十一究竟催生了哪些变
化？ 而下一个十年，双十
一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眼
瞅着一波网上购物狂潮又要来临，
此刻，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的内心
是极度平静的。 对于我来说，随着
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把电商购物作
为我理性消费选择的一部分，不会
凭冲动去下单。 任何一样东西，即
便双十一打再优惠的折扣，如果不
需要，那么，这件商品就没有什么
意义。 再热闹的电商节，我只会静
静地看着这场喧嚣与繁华，但喧嚣
与繁华毕竟是他人的，与我并无多
大干系。

一场符合人性的狂欢

影响？
双十一之所以这么火热， 在我
看来， 从本质上说还是契合了人性
的需求。购物是居民的刚性需求，衣
食住行，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双十一
以购物节的形式， 将原本稀松平常
的购物充满了仪式感，陡然间“
高大
上”起来，满足了消费者“
过节”的需
求。同时，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
代，电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双十一

既满足了消费者的生活刚需，还
通过互联网支付等便捷的形式，
让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购物， 这都
是对人性深处对方便、 快捷等需
求的极大满足。
当然，双十一火热的背后，是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
展，迎来了消费升级的好时代。老
百姓收入提高了， 消费品质和消
费习惯改变了， 除了满足温饱的
消费需求之外， 又在物质财富大
大增加的前提下， 衍生了诸如舒
适、美观、档次高、功能全等更高
功能的消费需求。 没有消费升级
的历史进程， 就不可能有双十一
的火爆。而移动支付的发展，使得
这种需求的满足变得唾手可得。
可以说， 双十一既是经济不断发
展、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产物，又
是技术进步， 尤其是移动支付技
术进步的产物。 双十一的背后既
是经济现象， 也是技术革命的折
射， 以及老百姓观念、 思想的革
命。一句话，双十一是物质和精神
领域的双重现象。
双十一将购物以节日的形式
集团化、组织化起来，实际上，满

足了人性“
从众”的需求。 在这个飞
速发展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担心被
时代的洪流落下，“
新时代把你抛弃
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一声再见”这
句话说的是知识更迭的速度有多
快！而在行为方式上，人性中天然具
有的从众心理，也会使得老百姓，尤
其是年轻人不甘心在双十一这样一
场全民购物的狂欢中被落下。 双十
一过后，在办公室、在茶楼酒肆间，
你要是说你没在双十一 “
剁过手”，
可能都觉得不好意思。
与其说我们担心被双十一落
下， 毋宁说我们担心被双十一背后
这个时代落下， 这是双十一背后消
费者内在的心理动因。
其次，双十一里，各种折扣和优
惠满天飞，人们在购物时，天性是贪
图便宜的， 只要是足够便宜， 感觉
“
物超所值”， 哪怕对自己的生活没
有什么用处，消费者也会果断买单。
便宜， 让电脑和手机屏幕上多少消
费者抢着点击下单。
任何生意， 本质上都是满足人
性中最本质的需求。 这种对人性需
求的满足能力越强， 生意就做得越
大。双十一的火爆，就是这种最大化

满足人性需求带来的财富盛宴。

从趋之若鹜到审美疲劳
任何事物都有个临界点，也称
之为边际效应递减，当双十一年复
一年这么下来，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突然发现，家里的日常用品越来越
多，前年双十一买的榨汁机还没开
封， 去年买的皮鞋只穿了一次，我
们会突然明白： 无论再优惠的折
扣，当在群体性情绪驱使下购买之
后，如果并非我们的刚需，其实对
我们是没什么价值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感性的冲动之下，自以为捡
了个大便宜，其实是做了一次冲动
的消费决定。
当双十一迈开铿锵有力的脚步
朝我们走来时， 我们起初会觉得新
鲜、有趣，甚至亢奋，一场全民购物
狂欢节， 让老百姓平常的生活中注
入了欢乐的元素，而一年复一年，消
费者也会从趋之若鹜， 变得审美疲
劳起来， 这是任何新鲜事物发展到
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只有
当双十一重新赋予一种新的意义或
者标识之后， 消费者也许会重拾对

中国正慢慢
转身成为进口大国

双十一，消费升级进行时
程喻
上周末朋友聚会， 大家击掌
相庆，把酒言欢，庆祝相识十年。
其中一位留在电商圈， 时刻不忘
工作， 马上反应说：“
你们知不知
道，双十一今年也是第十年了。 ”
如果没人提醒， 还真没有细
想。 十年前，11 月 11 日还叫光棍
节，是单身狗们的节日；十年前，
上海徐家汇商场通宵折扣， 还是
人山人海，试衣间变成了火车站；
十年前， 西南人民想吃大闸蟹还
只能去高端饭馆， 刚刚学会海淘
和代购， 还沉浸在金融危机中的
余威中居安思危。更重要的是，那
个时候房价处在低点， 上海近郊
地铁沿线 120 平米的房子只售价
双十
100 万出头；十年前，一届“
一” 购物节只有 27 个品牌参加，
销售额 0.5 亿元，2017 年数据是
1682 亿元。
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
西，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对消费的
热忱，我们希望自己更好、更美、
更快乐， 这些心理感受都可以由
消费带来。 但为什么对于双十一
我们会越来越冷漠， 越来越觉得
没意思？ 不仅是消费者，很多电商
人心中也都抱着疑问，“
双十一”
这场狂欢还能坚持多久？ 到底是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
第一，是折扣。平时添加在购

物车的商品，很多都会打折，尤其是
价格昂贵，平时舍不得购买的东西，
这是双十一最开始吸引人， 也是被
称为剁手节的原因。 但是由于网购
打折”这
不断发展，各位商家对于“
一屡试不爽的武林最高秘籍， 运用
得可谓是炉火纯青。到了现在，其实
双十一商家推出的打折商品和平常
差不多，双十一也没便宜多少，所以
就没以前那么期待了。
第二，商品的质量。 越是喜欢购
物的人，越是能发现，同样的商家，甚
至是品牌旗舰店，网上的商品和实体
店的商品是有区别的。 有的商家在产
品分类里，甚至有这样一条：商场同
款，就是说，店里的其他产品都是网
络专供。 双十一里，商场同款不打折，
网络专供打折，还有买家反映，自己
在日常购买的生活用品都是感觉品
质很好的，想着双十一降价了所以一
次性屯了好多货，结果收到的商品和
平常购买的质量不一样，看上去是一
样的， 但是仔细一看质量有很大差
别，所以对于双十一商品大打折活动
真的越来越失望了。
第三，越来越复杂的规则。在一
次民意调查中，22.8%的消费者将
“
优惠规则太繁杂根本搞不明白”选
为最无法忍受的事， 比例仅次于选
择 “
双十一价格反而比平时还高”。
今年的双十一规则犹如去年一样感
到复杂，不止一次听人说：文化水平
不够，双十一的规则都看不懂，尽管

今年打出的 “
预售模式”、“
定金翻
倍”、“
跨店满减”等活动听上去丰富
多彩， 但是有多少人能完全弄清楚
双 11 合伙人计划、组队 PK、签到红
包这些优惠活动， 并持之以恒付出
行动？ 作为消费者，单纯希望天猫打
折的方式简单点、再简单点，最好是
简单粗暴“
打 5 折”，电商们做出了
各种所谓的创意活动， 反而阻碍了
一些“
懒人”的剁手之路。
尽管有上述种种原因， 导致很
多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期待双十一的
到来，但是预测一下，今年双十一还
是会再创新高，因为不期待，不代表
不购买。 对照自己，今年确实感受到
了消费降级的趋势， 主要对公司经
营业绩情况的了解， 已经提前预设
现金为王”
今年收入会同比降低，“
的价值观在不断加强： 可买可不买
的，就算了吧。 但这并没有影响今年
双十一的消费， 对于去年双十一没
有任何消费的我来说， 今年已经提
前下单了两样： 一个是号称史上颜
值最高， 使用最方便的某品牌吹风
机， 因为老吹风机在负荷工作了 8
年之后被摔坏了； 一个是越来越流
行的电子锁， 因为家里有人老是忘
记带钥匙，何不让科技改变生活？ 这
说明， 消费降级和买买买之间并没
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有需要，就
会有购买，更何况，就是因为平时消
费降级， 才会把消费升级的机会留
在双十一，因为更实惠哦。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官兵/漫画

超低价购物，节约还是浪费？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又到双十一， 你的购物车准备
好了么？
每年双十一，再不是所谓的“
光
大日
棍节”，早已成了各大电商的“
子”。 从马爸爸创造出“
双十一”，到
如今参与双十一的电商平台越来越
多，各种优惠策略也是逐年升级，可
以说已经完全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理，变着法儿地让大家花银子。要问
为啥都在双十一购物？ 回答肯定是
异口同声：因为省钱啊！
省钱不省钱暂且不提，笔者这
次要说的反而是“
浪费”的问题。 我
们列举几种常见的现象，说说这些
浪费从何而来。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
的经历：收拾衣柜时，发现了几年
前买的衣服，标签还没拆。 一个夏
天过完了，发现还有好多衣服压根
就没穿过，换季时又不得不都收起

来。 大堆九成新的衣服都不想要
了，又没办法处理，穿不想穿，扔又
舍不得。 有的衣服买的时候挺喜
欢，收到后就不想要了，于是一直
搁置。 这样的情形相信很多人都
有，尤其女生，在感叹衣柜里总是
少一件衣服的同时，大堆的衣服都
在闲置。 衣服一天换一件，要穿好
几年才能穿一遍。
再来说说囤货。试问，有多少孩
子妈，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家里还有
之前囤的纸尿裤没用完？有多少人，
化妆品、保健品都过期了，还有好多
没用完？或者眼看用不完了，开始送
亲戚，送朋友，也不管亲戚朋友是不
是用得到。 试问，打着“
反正早晚都
要用，买得越多越便宜”的口号囤的
货，有多少是“
自己囤的货，含着泪
也要用完”？
再说说凑单，“
满多少，减多少”
的促销形式最为常见。 于是， 购物

凑
时， 多数时间是在寻找所谓的 “
单”商品，这种现象女生里面更为常
见。那我们要回想一下，因为凑单而
买回来的商品， 多少是自己真正需
要的？多少发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
又有多少自打买回来， 你就没正眼
瞧过它，因为价格不高，因为买了这
件比不买这件花的钱还少， 所以就
买了，而事实上根本不需要。
盲目消费的后果就是消费后的
退货。很多人都关注双十一，又有多
少人关注双十一过后的退货大潮？
双十一零点抢购，终于抢到了，收到
东西发现不喜欢，于是退货。要买的
东西卖光了， 不甘心又买了类似的
代替，后来发现不喜欢，于是退货。
有些商家也趁着双十一之际， 以次
充好，试图蒙骗消费者，引发消费者
退货。等等情况，都造成了双十一过
后大量商品的退货。
试问以上种种，哪一样不是浪费？

双十一的狂热，然后再经历一个从
趋之若鹜到审美疲劳的循环。
而从消费的升级过程来说，以
一个家庭为例， 几年的双十一下
来，一般的耐用品消费者可能都购
买得差不多了，那么，老百姓的购
买冲动就会减弱，也就是说，消费
者在双十一的消费冲动，随着消费
品的日益丰富，会呈现出边际递减
效应。
另外，从消费习惯来说，随着
消费品的越来越丰富， 老百姓度
过了初级极端的 “
饥渴型消费”
后， 对消费品更多具有美学意义
上的需求增加， 对商品的价格敏
感性会降低。 也就是说，便宜不再
是消费者购物时的首选考量标
准，用起来 好 看 、 用 起 来 舒 服 ， 也
许成为消费升级时代老百姓更加
追求的消费体验，那么，双十一里
的“
优 惠 ”， 便 不 再 成 为 消 费 者 的
首选诉求。
说不完道不尽的双十一，是
一种经济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现
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演进的一
个标本。

有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赚
钱自己花，爱买啥买啥。 此言不假，笔
者也不想说“
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的
人没有衣服穿” 这样的话来感化人。
买衣服的时候网上逛半天浪费时间，
买回来又不穿浪费金钱，这些有人说
是自愿的，可以接受，可以满足一时
的购物欲，调节心情。 也有人因为职
业需要，不得不如此。 然而，我们不得
不承认， 这样的现象的确是一种浪
费。 囤货也是同样，囤可以，但不能因
为便宜而无节制地囤，买回来发现根
本用不完，送给他人也是“
逼迫”他人
用，别人要是也不用，最终还是浪费。
凑单更是商家发明的一种消灭库存
的好办法，把那些常年卖不出去的东
西转移给消费者，最终还是在消费者
家里积压。
我们不得不承认， 诸如此类的现
象的确是浪费。 其浪费的不仅仅是选
购时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还可能有退

货时花费的时间和运费。 从更大的层
面讲，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由
于大量购买， 无形中助推了工厂的过
度生产， 而其实社会中根本用不了这
么多产品， 从而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
的能力下降。 因为生产，造成环境和资
源的破坏也是巨大的， 而其实我们生
活中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产品。 一买一
退，过程中使用的快递，包装、运输环
节不仅造成了环境的污染， 还提高了
大量的人力成本。 很多人都感叹双十
一期间快递们又大赚一笔， 但谁又会
想到， 其实这些快递中很大一部分是
没有必要的， 是因为人们的盲目消费
而产生的。 盲目消费本身就是浪费，随
之而来的快递也就成了浪费。
那么，这些浪费应该如何避免呢？
方法也很简单：计划消费，理性消费。
把节省下的社会资源， 用到更好的国
家建设上去， 才是提升综合国力和生
活水平的可取之道。

今年的电商“
双十一”马上要来了，恰恰又
赶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 看似巧合
的背后蕴含了深意。 这两年，电商双十一成交金
额快速攀升， 背后正是中国内需在网络中的大
规模释放， 而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同样瞄
准了中国内需。
马云说，“
中国正从出口转向进口，中国未
来 15 年需要 30 万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将会成
为进口大国。 这是中国最大的挑战，也是世界
最大的机会。 ”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
由“
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
鼓励出口和增加进
口并重”。 这不仅是当下全球贸易战的应对，更
是国内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出口大
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原料加
工的出口大国，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 但
世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大国将极
大提升贸易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显然，在这个
过程当中，国内电商将承担重要的角色。 从淘
宝的“
双十一”成交数据来看，成交金额呈现逐
年攀升的态势，2017 年双十一全天成交额达到
了 1682 亿。
但是，到了 2018 年，市场对于互联网电商
数据普遍不乐观起来。 特别是最近一周，陆续
有不少互联网机构出了 2018 年第三季度的数
据报告，总的来看，普遍不乐观，中国互联网巨
头普遍负增长，微信使用时长下降，连野蛮崛
起的拼多多，也开始 0 增速了。 前些年，电商
“
双十一”每年都有新概念吸引大家的眼球，双
方或多方打得火热飞起的场面，在今年几乎消
失踪影。 这背后是包括电商在内的大多数互联
网企业“
红利时代”的落幕。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
总用户规模，2018 年前 9 个月才增长了 3400
万，而去年同期是 6400 万。 与此同时，智能手
机的出货量也同比大幅下降，也就是说，移动
互联网增长空间或许已经到顶，市场进入存量
时代。
不仅仅是手机流量红利消失， 在房子、车
子等更多大件商品消费红利也都渐渐远去。 根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0 月份的最新数据显
示，中国 10 月份乘用车销量 204.7 万辆，同比
下滑 13%，这是 9 月份同比大跌 12%，又一个
两位数的下滑。 2018 年将成为 30 年来中国汽
车销量首次年度下滑，下跌幅度可能比预期的
更加深。 同样在 10 月份，国内票房大盘跌至三
四年前的水平，让无数影院经理焦头烂额。 根
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 今年 10 月份全国电影
总票房为 36.45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1%。 尽
管影院使出各种招数应对市场“
极寒天气”，但
不少影院经理表示，今年恐怕难以完成全年票
房指标。
数据滑坡的背后是消费疲软。 有人将电商
双十一的火爆归结于社会零售成本太高， 推动
了消费者网上购物， 毕竟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已
经持续下滑多年。 如果今年电商双十一增速低
于预期，证实的将不仅是流量红利的触顶。 这种
情况下，对于扩大内需来说，仍然有漫长的路要
走。 中国转身成为进口大国之路，也绝非一路坦
途，居民杠杆率的进一步拉升，往往意味着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这个时候，与其走依靠投资
拉动增长的老路，不如向居民让利减税降负，才
能让中国内需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