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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斯琴

女性撑起新春时尚“半边天”

在拉动内需的过程中， 女性的
消费力不容忽视， 因为中国正在进
入消费“她”时代。

青年
26 岁的戎佳正一本正经地坐在

电脑前， 眼神就不曾从屏幕中移开
一秒，她正“海淘”着一款心仪已久
的国外名牌冲锋衣。

“这款衣服是新品， 非常时尚，
在中国商场里售价为 4890 元（人民
币）， 赶上国外打折， 我只要花费
2300 元的价格就可以得到它了。 ”
戎佳捡到了宝贝样的兴奋。

戎佳的消费结构里， 除了逛商
场、逛淘宝，就是逛国外购物网站。
她也正是中国 1800 万“海淘族”中
的一员。

戎佳妈妈对女儿的网购十分不
解，“年轻人阅历浅，看什么都新鲜，
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 乡下人初次
进城一样， 感觉时尚的东西也就很
多，这样也时尚，那样也时尚。 ”

正值中国新年， 属于中国人传
统的购物旺季， 国外地区商家推出
了不少打折促销商品， 不仅吸引了
当地消费者， 同时也极大地吸引了
中国网民“海淘族”的眼球。

针对英文不好， 且为了扩大海
外市场的海外商户， 并开设了中文
版的购物网页， 还有不少网站针对
中国的顾客推出了运费优惠和折扣
等活动。

据淘宝网多年来发布的成交数
据分析，在淘宝网购物的类目中，女
装占据绝大部分的成交， 不管是平
时的销售，还是有活动的推广参与，
女性的产品，总是最大的消耗品。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网上与一
位淘宝网的店家交谈中得知，“女装，
减肥和美容护肤类是成交最高的类
别，同时，也是店里销售额的来源。 ”

据上述店家透露， 拿淘宝金冠
店来说， 目前淘宝网的金冠店铺也
就几百家，但是女装金冠店铺，就占
比 60%以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金冠
店铺，必须是达到 50 万件的消费评
价，能不感慨女性的消费能力吗？

中年
2 月 6 日，江西南昌某商场女性

商品的收银台前排起了曲折的“长
龙”，且消费的主体多为中年女性。

手持 5 张单据的胡青华已经排
队有一段时间了。 记者与胡青华交

谈中得知， 她今年 45 岁， 在金融行
业工作，因为赶上年关，又加上单位
刚发了一笔不菲的年终金， 所以想
为自己添置几件衣服。

胡青华介绍， 她女儿常年在国
外生活， 丈夫也有一份较为可观的
收入，所以，在购物消费方面，不太
看中价格的多少。

“这些衣服我都非常喜欢， 可以
上班时穿， 也可以在日常参加活动
中穿， 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件衣服从
手感和质量上来说， 都是非常合我

意的。 ”胡青华说。
“中年女性较其他年龄段的女性

来说，消费领域要广泛得多。 ”商场内
一家有着浓郁中国风的旗袍店里的
裁剪师顾雪对《中国企业报》记者如
是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店里的营
业额还是不错的，我们会根据顾客的
需要，制作独一无二的女性旗袍。 ”

顾雪说，“中年女性往往掌管着
家庭日常主要的经济开销， 她们不
仅要为自己设计规划， 更要为家庭
规划。 在购物时，她们一般不拘泥于

过去的条条框框， 对色彩和款式有
着独到的眼光和见解。 ”

老年
窗外的阳光射入房间客厅，而

此时， 陶淑兰正在镜子面前试穿着
一件她孙女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换算
成人民币为 12360 元的羊绒大衣，
但她脸上并没有露出喜悦的神色。

之所以没有喜悦感， 用陶淑兰
的话说是因为，“我不喜欢花里胡哨
的东西， 也不懂什么是好的‘外国
货’，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穿那么贵的
衣服，我只喜欢穿简单的衣服。 ”

陶淑兰是 40 后，70 岁的她在年
轻时是一个缝纫机能手， 家里几个
子女的衣服均来自于她的巧手。 因
为在她那个年代， 能在中国的百货
商场买衣服就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
事 件 ， 更 不 要 谈 说 能 穿 上 标 有
MADE IN USA 的衣服。

事实上， 从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的角度看， 老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
消费群体。

“目前，在中国，有消费就有经
济发展的动力， 认真研究这一群体
的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 针对老龄
人的产业 ， 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 ” 从事血压仪销售的邹旋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据公开数据显示， 现在中国养
老产业规模已超过 1 万亿元， 老年
人口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就业
潜力。

李显生一家：收入 80%用在住房、教育和旅游上

窗外日光弹指过，春节假期已近
尾声，刚从珠三角一带和家人度假完
的李显生回到了工作和生活的二线
城市。

“我家亲戚分布在北京、长沙、深
圳三地。 春节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春
节这几天我们三家人在深圳逗留一
天之后去了珠海中山而后又去了香
港。 ” 李显生一家年收入 30 万元左
右，夫妻两人均为国企员工。

2012 年， 孩子去国外做了交换
生， 小两口在市郊买了套复式叠层，
装修后搬进了新家。“现在孩子大了，
每年除了一部分钱定期存在银行，投

资形势也不见好转，家庭消费的比例
就越来越大， 我们买房花了不少积
蓄，今年的收入 80%用在了住房家居
消费、孩子教育和家庭旅游的消费上
了。 ”李显生说道。

去年，李显生一家人搬进了新
家， 为新家购置家具和家饰的过
程中， 太太发现网购几乎让她不
出门便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家居产
品。

走进他们的房间，从富有艺术气
息的花色壁纸，到个性化十足的镜面
墙壁， 再到风格统一的欧式整体家
具， 从客厅的沙发到餐厅的餐桌吊
灯，无不展现出时尚家庭带来的视觉
感受。

“这个房间里的沙发家饰都是网
购的。 沙发整套下来才一万多，纯欧
式风格。” 随即，李太太带着记者参观
了房间。“这些欧式床和床柜都是网
购，一张床两千左右，都是在网店打
五折的时候买的。 ”

“网购的优点之一是价格比实体
店的要优惠，但缺点就是售后服务跟
不上。 我买了一个柜子，搬运过来的
时候有条腿坏了， 我跟网店沟通，最
后又退货回去，真是麻烦。 ”李太太说
道。

李显生告诉记者，他们家去年最
大的花费还是在孩子的教育上，几乎
把家庭收入的一半投入到孩子的教
育上。“大三的儿子由于成绩优秀，要

去国外做一年交换生。 ”
“他出国的学费是学校承担，但

国外一年签证不能打工，我们得给孩
子定期汇食宿费用。 那边消费水平
高， 住宿加伙食一个月 8000多。 ”李
太太笑称，“不过我觉得这点花销是
值得的， 孩子出国长长见识总是好
的。 ”

“2012年对于我们家而言， 收入
用于消费的比例增加。 我们去了趟台
湾，自驾游去了趟西藏。 春节又和亲
戚齐聚深港。 2013年，我们计划去趟
欧洲。 现在孩子大了，我们只能夫妻
俩自个儿找乐子了。 ”李显生说道，但
我们夫妻俩的感情因为旅行变得越
来越好了。

本报记者 王莹

打工者，一个庞大且备受关注的群体。 或许在生活中，
他们因现实的压力，令时尚看起来很“昂贵”，可望而不可
即。 但就像追求美一样，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心中并
不贫瘠，压力之下，依然对生活抱有难以名状的热爱。

一朵希望之花，在这个春天里，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
芽。

“去年每天至少卖四五台苹果，
今年有时一天都未必能卖一台”

和平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相比，春节前，中关村几
个数码商城的气氛明显清冷了许多，顾客寥寥，不少店铺
已经提前关门。

张乐所在的店铺依然要坚持到除夕前。
“毕业两三年了， 一直在这儿卖苹果的产品”，26 岁的

张乐坐在转椅上，随着椅子摇晃着身体，偶尔吩咐店里另
一小伙拿货、添货。

“今年苹果卖的不太好， 店里添了一些三星和其他品
牌的手机”，张乐咂着舌头说，“去年每天至少可以卖四、五
台，但今年有时一天都未必能卖一台苹果。 ”

现在，张乐每月能挣三千多块钱，算上房租、吃喝等花
销，几乎是“月光族”。 张乐住的地方只有十几平方米，但离
工作地点仅三站地。“我不会做饭， 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
面”，她毫不在意地说。

说话快人快语，性格有点男孩子气，张乐喜欢的领域
也跟一般女孩子不太一样。

“我喜欢乔布斯，不喜欢库克”，张乐爱憎分明地表示。
在她看来，小店里苹果产品销量的下降跟乔布斯的去

世和其最近发布的几款没有新意的产品有关：“消费者对
苹果的兴趣和期待没有以前大了”。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自
己对苹果的热爱。

张乐并没把自己当做“果粉”（苹果粉丝），却每天都在
关注着苹果产品的动态和各种新闻。 没事上网看的是各种
苹果论坛， 而几乎每场苹果发布会她也会上网熬夜收看，
从 MP3、手机到笔记本，她都忠实地拥护着苹果产品。

2006 年，张乐还在北京上学，就利用双休日在超市做
导购员挣的钱，买了生平第一件苹果产品：一台 iPod shuf－
fle。

虽然喜欢苹果的文化和产品，但这份工作也让张乐有
些烦恼。 她指指周围和她一样的小店铺，摇摇头：“同类竞
争太激烈了，一直头疼能用什么办法和别人不一样，增加
销售额”。

“这里的辐射也很大，看看我的皮肤，差了很多”。 她
揪揪自己的脸，皱着眉说。 即便如此，张乐还是对数码产品
乐此不疲。

“如果时机合适， 我想自己开一家苹果产品店， 更自
由”，张乐摸摸自己的齐刘海，笑着说。

“希望今年攒钱，换部手机”

赵志平在一家商场做童装销售，月收入三千左右。 自
从事这个工作，她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

“只有节假日才是童装的销售旺季， 尤其是春节”，她
淡淡地表示。 对她而言，春节加班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赵志平表示有些郁闷和无奈。 这几年，便捷、价
优的网络渠道让商场的顾客流失不少，童装也面临同样问
题。

“基本上来商场购买童装的大多为送礼， 或者经济实
力比较好的顾客”，她甚至有些抱怨：“童装型号太多，导致
压货情况比较严重”，诸多原因，让赵志平萌生转换销售行
业的念头。

不过，谈起时尚，赵志平的语气开始变得缓和。
“像我们打工的，挣得不多，所以感觉时尚离我们挺远

的”， 赵志平在电话中有点羞涩地笑着说，“毕竟时尚需要
钱来实现”。 在她看来， 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时尚的代名
词。

“不过我喜欢翡翠，今年（2012 年）给自己买的最大件
礼物就是一块翡翠料，找人打磨成了翡翠戒指”，谈起珠宝
的话题，赵志平的语气变得兴奋。 只要有时间，她都会去市
场转转，比起 K 金等时尚首饰，她认为翡翠更具有升值的
潜力。

“我也比较关注黄金首饰，毕竟黄金是保值的”。
尽管她认为自己尚不具备追求时尚的实力，但赵志平

仍希望在 2013 年能攒钱换一部 iPhone5，“苹果的确有点
贵，但也算是一个希望吧”，赵志平充满希冀的语气说。

打工妹的时尚欲
本报记者 赵雪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预计，独居或已婚未育的中国年轻女性、子女已经长大离
家的“空巢”家庭的年长女性、独居的一人家庭年长女性这三类中国女性的消费
能力合计将从 2005年的 3300亿美元增长到 2015年的 5250亿美元。

本报记者 江雪 林瑞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