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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么评价网红店，“不是在消费，而是在社
交”。这样的心态，让商品品质往往退居其次。

尹志烨作（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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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世界 海客游

互联网大咖秀

火热背后存隐患

最近，25 岁的小吴愁眉不展，他感觉女友对“网
红”产品着了魔——天天网购各种“网红”零食、衣
服、护肤品，外出吃饭喝水要去“网红”店，在家下厨
也要参照“网红”食谱做。虽然有点极端，不过，小吴
女友对“网红”产品依赖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流行的一
种生活方式。

何为“网红”产品？有专家认为，“网红”产品不局
限于一种物品，还可能是一个人、或事件或商品。比
如，景区、餐厅、游乐园、特色小镇等借由某一热门话
题进行炒作，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网红”产品。网络
红人和网络爆品都属于“网红”产品，它们先在社交媒
体上聚集人气，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变现。

有机构估计，2016年“网红经济”规模已经比中国
电影票房高出 15%，今年可能超过 1000 亿元。火热的

“网红经济”的另一面，却是因部分“网红”产品失信带
来的诚信危机。近日，浙江省工商局发布《上半年消费
诉求情况分析》称，在该省上半年受理的消费投诉和举
报中，有近 1/6 与“网红”产品相关，主要反映的问题
有直播内容夸大宣传、质量问题、商标侵权、成交量作
假等问题。浙江省这份分析报告所反映出的问题，在整
个“网红经济”中并不少见。

“网红”营销套路深

有媒体报道，为了打造“网红”产品，推手们真是
脑洞大开：线上花钱刷“赞”，线下雇人在门店排长队，

夸大产品的功能；虚构各种奇葩的荣誉，自抬身价；合
成加盟代理商“喜提车房”之类的照片，虚假炫富。有
些营销手段已经涉及到违反广告法。

一位自媒体人日前爆料称，生活方式类的博主如旅
游、美妆、时尚等，数据造假非常普遍。在中国时尚类
榜单50强的博主中，至少11位博主的数据存疑。

此外，“好评”造假也不新鲜。据某资深写手透露，
在一些热门社交平台上，都有职业买手、网络大V等通
过写“用后感”制造“网红”产品，但实际上写手并没
有用过这些产品。

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网红”
产品推手们所采用的营销手法，但对社交平台提出了一
些规定。如《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
法》等规定，为“网红”产品提供服务的网络平台，有
责任和义务对其采取监管措施。但是，由于“网红”产
品往往可以带来巨大的流量，很多社交平台对这种营销
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从长期看，问题“网红”产品赚一把就走、追逐
短期利益的行为，会导致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
象，不仅损害诚信经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也让普通
消费者深受其害。一些“网红”产品的抄袭仿冒行为，
尤其值得注意。

提高品质是王道

“网红”产品实际上也是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
大众消费升级的产物。从“最划算”升级到“我喜欢”
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对“我喜欢”内容的升级，这是社
交媒体用户从过激消费到理性消费的必经之路。专家也

指出，未来对产品的体验感和品质感将逐渐取代价格与
名人效应，最终成为左右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

“网红”产品也会因为市场的调控能力（例如销量、口
碑）而优胜劣汰。因此，要想长远发展，“网红”产品同样需
要抓住“品质”和“体验”这些重要因素，进行升级换代，从
专注流量到专注产品，抓住“网红”产品的“品质爆点”，做
经得起检验的爆款产品。这种思维才是“网红”产品畅销
不衰的不二法门，也符合商业市场的规律。

对于市场监管，专家则建议，要对“网红”产品的
生产者和销售者建立诚信追溯机制，一旦失信将永远被
贴上失信者的标签，让其在商业市场上寸步难行。

时间灵活受青睐

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中国
健身运动 App用户规模过亿，每用户的
日均使用时长达到 20.17 分钟，同比增
长 30.8%。每用户日均使用频次为 3.05
次，同比增长 20.08%。在过去一年，用
户对于运动 App的使用频次和时长均呈
现上升趋势。

据观察，市面上现有的运动 App 大
致可以分为 4 大类：侧重记录运动量、
侧重提供健身视频指导、专注养生减脂

餐谱、低价预约线下健身体验。其中，
记录运动量和健身视频指导应用最为火
爆。

“以前都得专门腾出时间去健身
房，现在抽空就能跟着视频做运动，所
有零碎时间都利用起来了。”在线运动
之所以受到上班族的青睐，不仅是因为
它利用了碎片化时间，而且对健身场地
门槛也要求较少。在健身视频 App 上，
从 “ 健 身 房 入 门 ” 到 “ 模 特 身 材 养
成”……各种课程视频，不仅有详尽的
动作分解指导，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制定课程表，只要对着视频，在哪都能
练。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

义认为，健身 App促进了全民运动健康
意识提升。当今社会，人们有健康意
识，但缺乏健身的行动力，往往停留在

“说要健身”的阶段，但当各种运动App
出现，让随时随地的健身成为可能，当
健身成大家的日常话题时，一个良好的
健身氛围已逐渐形成，人们也会“不自
觉”地参与其中。

运动交友两不误

运动软件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很多城市，年轻
人见面问候不再是“吃了吗”？而是

“今天你跑了吗”？现在的健身运动不仅
可以锻炼身体，更成了一种社交方式和
生活态度。

尽管各类运动 App 的侧重点不同，
但笔者发现，它们都为健身者提供了社
区分享功能，并鼓励大家在此交流。用
户可以图文并茂地随心分享：既可以

“炫”出新运动装备，也可以“晒”出
健身心得和成果，偶尔“安利”（推
荐） 一下自己的运动食谱，还会引来大
批点赞。

小潘是一名健身爱好者，起初是为
了减肥才接触健身，因此她很早就用上
了运动 App。小潘说，“刚开始健身时，
因为苦累甚至孤独，有无数次想要放
弃，可是每次将感受发在社区后，看到
大 家 鼓 励 的 留 言 ， 我 又 继 续 坚 持 下
来。”现在的小潘，不仅健身动力十
足，还在 App上拥有了大量粉丝。与其
说是粉丝，不如说是一帮志趣相投的健
身好友。平日里，除了约健身，小潘与
粉丝好友约饭、约电影也成了常态。

有的运动 App 还别出心裁地结合了
直播模式。以跑步为例，跑者运动前可
以将直播链接分享到微信、微博等社交
媒体上，好友除了可以看到他的实时跑
步数据、轨迹外，还能与跑者随时进行

互动。不光是小潘，很多健身爱好者也
认为，这种互动、分享让运动变得不再
枯燥，还可以结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
友。在笔者看来，当运动不再局限于强
健身体，还能够抵达精神层面时，人们
将迎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用户隐私待保护

运动类软件因为其便捷性、社交性
等吸引了大量用户，但与之相伴而来的
隐忧也逐渐暴露出来。

过度获取用户敏感权限是各大 App
的“通病”，运动类 APP 也不例外。用
户在使用运动 App时，应用都会要求记
录用户的年龄、体重、手机号码等基本
信息及运动数据，甚至健康数据。去
年，北京大学开始使用 App考勤学生的
体育锻炼，当时就有不少同学对 App是
否会泄露个人信息提出了担忧。

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向来都是
App使用者关注的焦点。“App使用已经
普及化，涉及到信息搜集和个人信息保
护的问题得到消费者广泛关注。对 App
开发者来说，缺乏相应的具体规范。”
上海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认为，重视
个人信息保护是 App开发者诚信度的体
现，应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关规范
和标准。

此外，人们在享受运动 App 带来的
便 捷 时 ， 还 应 注 意 避 免 出 现 “ 健 身
伤”。有用户反映，尽管App上的健身视
频讲解很详细，但每个动作过程中应注
意的事项并未精确说明，再加上也没有
体测这一环节，即使是相同的动作，由
于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运动的过程和
效果也不同，如果项目选择的不合适，
就可能出现“健身伤”。有业内人士认
为，在未来，建立云平台集合专家，为
健身爱好者提供针对性的健身指导，是
运动App的发展方向之一。

想要体验韩国的历史感，除了景
福宫一带，邻近的北村韩屋村也会有
不错的体验。

北村韩屋村位于景福宫、昌德
宫、宗庙之间，已经有着 600 多年历
史，是传统韩屋密集的地方，也是首
尔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居住地。这里有
很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和民俗资
料，因此被称为城市中心的街道博物
馆。

北村韩屋村里的住宅皆是特色的
青瓦房，大大小小的韩屋鳞次栉比，
构成了一幅隽永的画卷。历史上，高
官或贵族人士多居住于此。因此，这
里也成为游客的必游景点。

我和朋友满怀兴奋，从地铁站出
来找到游客信息中心，获取官方提供
的北村八景指南。这八个点能最好地
欣赏北村的景致，也是拍照的好选
择。北村有许多山路，迂回曲折，需
要不断上坡下坡，对体力有点考验。
这里的大街道很宽，小巷子却很窄很陡，还有经常能
在韩剧里看到的买菜的小货车。蓝天、清爽的空气让
人感觉很舒服。前往北村游览的路上，我们还碰到了
为游客服务的志愿者，一组两个人，其中一个会说中
文，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北村内沿路设有导游图，
第一次游览的话，会教你走最佳游览路线，一赏北村
风光。

如今的北村，除了传统韩屋、韩食餐厅、韩服店
和传统手工作坊等游览内容外，传统韩屋内还出现了
现代风格的咖啡馆、西餐厅、服装店和画廊等。我们
不仅游览了北村，还在这里体验了如何做韩式泡菜，
品尝定食与咖啡，这是在普通酒店体验不到的韩国普
通人家的生活。

北村韩屋村既是旅游观光区，也是韩国的住宅
区。据说现在住在这里的有两种人，一是原住民，二
是有钱人。有钱人基本都是大门紧锁，因为可以算是
别墅了。对于游客来说，这
里可谓韩国传统居住生活方
式的最好诠释之地，也是感
受 首 尔 传 统 之 美 的 最 好 地
方。不经意间，你就能看见
韩国普通人的韩屋生活，感
觉到不一样的新鲜。

运动App引领健身风尚
庞 晟 朱亦祺

互联网+运动已是一种潮流，运动App （手机应用程序） 则成为备受追捧的“运动伴侣”，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借助这类App在线运动健身。运动App的火爆离不开大众健康意识提升，更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加

持，它给人们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它又存在哪些隐忧？

“网红”产品应真红
海外网 郭笑迎

随着社交媒体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社交媒体圈子关注和购买“网红”产品早
已成为潮流。不过，社交媒体并没有筛选机制，使得良莠不齐的“网红”产品一同涌现
出来。如何辨别真假“网红”产品？又该如何进行监管和引导？这考验着市场参与者和
监管部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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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驻足北村韩屋拍照。

小潘正展示自己的跑步成绩。 朱亦祺摄

安吉拉·阿伦特可谓成功跨越时尚界与科技界的典
范之一。这位将巴宝莉重新拉回世界奢侈品前列的前
首席执行官，如今是苹果公司唯一的女性高管，也是
苹果公司收入最高的人，2017年她的年薪几乎是首席
执行官蒂姆·库克的两倍。

安吉拉·阿伦特于1960年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
一个小镇，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阿伦特从
小就喜欢满是彩色照片的时尚杂志，喜欢做手工，缝
补自己的衣服。她曾说，从16岁时开始，就清楚地知
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阿伦特也一直记得父母的话：“我的父母会说，你
的天赐礼物是什么，你喜欢做什么？我爸爸总是说你
自己是真的，做真实的自我。”因此，1982年从鲍尔州
立大学市场营销系毕业后，她直奔纽约，加入时尚行
业。

阿伦特的时尚行业之路顺风顺水，29岁时已经是
一家时装公司的副总裁，后来一直是高管。她在营销
与设计等方面很出色，一大强项是“能够将新奇时髦
的创意和坚定的商业意识结合起来”。

2006 年，阿伦特出任英国传统奢侈品牌巴宝莉的
首席执行官。当时据她观察，巴宝莉的高管们都不愿
意穿公司最拿得出手的风衣。她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并极大推动地了巴宝莉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改善
公司网站上的客户体验，通过视频秀和更多社交媒体
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让门店员工使用苹果平板电脑来
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个性化的服务等。

阿伦特让巴宝莉的收入增长了两倍。2013 年在她
自己都觉得一切是如此完美的时候，蒂姆·库克向她发
出了邀请。阿伦特被说服了，不是因为高薪和对新产
品的展望，而是她自己一直以来的核心价值理念：同
理心、谦虚、抱负和直觉。

阿伦特成功的背后，还有她的丈夫乔治·寇齐的风
险。阿伦特夫妻青梅竹马，阿伦特在纽约打拼时，两
人异地恋长达17年。后来寇齐也来到纽约，但在阿伦
特到巴宝莉后，寇齐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家庭

“全职妇男”。

安吉拉·阿伦特：

苹果唯一女高管
海外网 陈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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