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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艺术类培训班是儿童或中小学生
的专属，而今越来越多白领晒出自己的油画、插
图、花艺等体验作品，当前不少以成年人或家庭
为对象的艺术体验工作室主打美育主题，满足人
们不断提升的精神需求。

珊妮是一位外企白领，从小就热爱舞蹈，但
工作之后就中断了。而成人舞蹈课程则让舞蹈重
新回到她的生活。类似的工作室不仅为像珊妮一
样热爱艺术且有经验的学员提供系统课程，还推
出了许多零基础体验班。比如，两三节课就可以
学会弹奏一支钢琴曲或者演唱一首歌。类似课程
成为不少青年消磨时光甚至是约会的好去处。

北京的夏女士就曾经相约和朋友一起参加油
画写生体验项目，两人都没有美术基础，但正是
体验项目“零基础”和“完成完整作品”的特点
打动了他们。“以前许多艺术领域没有涉猎过，
现在有机会就想补补课，至少体验一下。因为时
间有限，从头学起很难，不过这样的体验方式以
短期完成完整作品为目的，可以流畅感受所有环
节，既是一种体验，也能帮助自己发现真正的兴
趣所在。”夏女士说。

艺术体验、读书、观影、看展等休闲方式正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举例来说，2018年春
节期间，湖南省博物馆系列大型展览活动每天吸
引观众超过 1.5 万人次，精神文化消费领域蕴藏
着巨大需求。

“关注文化艺术的消费者远比大家想象的
多，深入进去，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众’
的市场。”2016 年创办的印客美学公众号创始人
少禾说，他们的公号现在有10万粉丝，线下的沙
龙、看展活动等参与度都非常高，对于艺术体验
类消费，大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付费意愿。

“前两年开始，创新创业的人非常多，‘体验
经济’的热潮随之一下打开。对于艺术体验来
说，就仿佛撕开一道口子，让人看到了更多可能
性。”少禾说，不仅如此，一次体验过后，许多
消费者会转入深度学习的过程，在这方面的亲子
市场、成人市场甚至艺术旅游等都有着“看得到
的可观前景”。

别说消费升级是句套话。仔
细审视自己的消费篮子，变化一
定是有的。比如看个体，单品消
费是不是品质更高了；比如看结
构，精神类的势头是不是大过物
质类，服务类的涨势是不是快过
商品类。简单来说，你愿意花钱
买更好的东西，市场上也有更好
的产品供选择，供需齐步走，这
就是消费升级。

有人把上文中提到的鲜花订
阅、智能家电和艺术体验归了
类，分别称为“悦己经济”“懒人
经济”和“体验经济”，都有几分
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多市
场需求被考虑，更多空白点被补
齐，更多痛点得到解决，消费者
更省事儿省心，这也是消费升级。

毋庸置疑，消费升级为人们创
造了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那
么，牵动消费升级的动力从何而
来？

经济发展、收入增加，这是
大前提。按照欧美市场规律，人
均 GDP 在 6000-8000 美元时，消
费市场开始从物质需求转向精神
需求。中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
6000 美元大关，当前消费市场的
新变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手里
钱更充裕了，“买买买”底气当然
更足了。

市场供给，这是必要条件。
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市场需求的
深入洞察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市
场上好产品的确越来越多了。就
拿日常鲜花来说，正是“互联
网+”和现代物流联手，激活了广大
的沉默需求。

政策支持，这是利好因素。消费升级跟政策有啥关
系？举两个例子，一个洋货，一个土货。正是扩大进
口、调降关税，以及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建厂等举措，让
更多洋产品得以进入中国。也是在乡村振兴、资本下乡
等系列政策推动下，更多土特产品得以进入商贸流通市
场。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推动消费升级的行动还在继
续。希望更多需求能够被满足，希望普罗大众离美好生
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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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这是今天中国消费领域最热的词
汇之一。仅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18万亿元，同比增长9.4%。在这一规模巨大并持
续保持增势的庞大市场中，消费升级究竟在何处？

“升级”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它如何改变人们的生
活？

为此，本报以当下正热的鲜花订阅、智能家电
和艺术体验为例，说说消费升级那些事儿。

在母亲节献上一束康乃馨，在情人节送上一束
玫瑰花……鲜花总是与节日、庆典和重要仪式相伴
的。但是在中国，长久以来也仅限于此，这种保质
期并不长的消费品属于人们在特殊时刻的馈赠。

不过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突然多了
一种“日常鲜花订购”的选择。目前市面上最常见
的当属手机 APP 或微信公众号订购，有“花加”“花点
时间”“鲜花说”“爱尚鲜花”“野兽派”等品牌供选择。
鲜花以包月为主，定价多在100-200元，商家每周搭配
花束，同时还有不同系列和主题供选，快递送花上
门，消费者在家便可迎接新一周的鲜花到来。

“鲜花摆放在家里看着就开心，而且每周收到的
花是随机的，非常惊喜！”北京的张瑞佳说，网上订
购鲜花的方式简单，费用也不高，省去了去花店挑
花的麻烦，还提升了生活的品质，真是非常好的创
意。

说创意并不为过。这种“电商+鲜花+日常”的
服务供给，的确是近两年才由一批互联网品牌带火
起来的。“2015年国内的鲜花市场还是停留在礼品花
阶段，而在外国，鲜花日常消费早已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发达国家日常鲜花的消费占到70%，国内的鲜
花日常消费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只占市场的3%。”互
联网鲜花品牌“花加”公关负责人对笔者说，正是
这种市场空白让“花加”看到了机会，如今主打日
常鲜花产品的“花加”累计用户数已经突破千万。

愿意为日常鲜花买单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市场
机构艾瑞咨询报告显示，虽然节日礼品鲜花需求仍
然以71.7%的比例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家居日常用花
和办公场合日常用花的常规需求的比例渐渐与之持
平，分别达到了 68.9%和 53.8%。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中国鲜花电商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百亿元。

“日常鲜花开辟全新增量市场，反向促进产业整
体发展完善。鲜花电商的出现， 共同促成了一个全
面繁荣的鲜花消费现状，激发了日常用花，给传统
交易市场做了最大的补充。”艾瑞咨询评价称。对中
国消费者而言，则可以更便利地享受到日常鲜花带
来的体验。“每周等鲜花成了值得期待的一件事
情。”南京的吴女士说，日常鲜花成为品质生活的不
二之选。

如果观察近几年哪些商品突然火爆了起来，
智能家电一定是其中之一。在各大电商购物节、
传统节庆日中，智能家电牢牢占据着销量增速榜
单。例如，2018年春节期间，智能高清电视、烘
干一体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净水器、洗碗机等
家电受到青睐，江西、青海、辽宁重点监测企业
家电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8.4%、15.2%和11.2%。

扫地机器人是其中的“网红”。当前，扫地
机器人品牌种类繁多，价格以 1000-2000元区间
居多，外观和功能设计也各有特色。

深圳的王女士两年前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
虽然偶尔出现绕不开障碍物、需要人为协助的情
况，但她坚定地认为，家庭必备一台扫地机器
人。“我家里养了宠物狗，毛发每天至少要打扫
两次。但扫地机器人快速清洁，比起自己弯腰扫
地省事太多了。”她说。深圳的黄先生今年搬入
新家，也买了扫地机器人，试图用机器来换闲
暇。“大家都在买，一用，的确挺方便的，省时
省力。”他说。

正是拥有将人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
的优势，扫地机器人大受市场欢迎。市场机构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扫地机器人年销售量 406
万台，同比增长 32%；销售额 56 亿元，同比增
长30%。

业内分析，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大
家对休闲生活追求的提高，类似的智能家电产品
将受到越来越多青睐。未来，扫地机器人的业务
能力还将拓展到擦窗、打扫屋檐等事项，随着人
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其与家庭成员的智能交互能
力也会得到提升。在中国，随着老龄化趋势发
展，扫地机器人的普及率还有望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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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体验：成长性极佳的美育市场

如何将绿水青山发展成“流金产业”？
湖北省通山县充分发挥湖库孤岛多的优
势，一手抓网箱围汊拆除工作，一手抓湖
库孤岛绿化工程建设，既改变了生态环
境，又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全县406个湖库
孤岛成为百姓的“聚宝盆”。

今年，当地双管齐下，一方面投资
7000 万元，对 1024 户网箱养殖户和 537 户
围汊养殖户进行拆除，完成富水库区拆围
面积 77.58万平方米，保护水资源，使“富
水”长流。另一方面投资 6800 万元，抓好
富水库区沿湖 406 个孤岛和湖汊绿化，加
快生态旅游和产业开发，新发展油茶基地
2.8 万亩，林果基地 1.5 万亩，带动 4671 户
库区群众从事种植业，人平均年收入达
1200元。

燕厦乡地处富水大坝上游，全乡 75%
以上的群众生活在库区沿湖两岸，过去这
里的群众生产靠救助，生活靠救济。如
今，该乡充分发挥库区湖面广的优势，引

导群众利用库区湖面资源走旅游开发之
路。今年，该乡引进深圳康雅园林公司投
资8.5亿元，在富水大坝上游千亩湖面建富
水乐园，在沿湖两岸发展种植业、栽果
木。公司将集中兴建的果园承包给 35 家贫
困户管理，40 名贫困人口每年从中获得收
入达120万元。

保护生态环境、盘活山水资源、着重
推进乡村旅游、光伏发电和“互联网+”等
产业发展模式……如今，许多群众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甚至创业。到目前，通山县已
建成“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43
个，带动 8000 多家种植户、3486 家贫困户
每户均增收8000元。

好生态好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大项目
落户。今年以来，中控大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星火创建 （北京） 科技发展中心和
浙江鑫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广核
能源集团湖北分公司等单位先后来通山县
投资，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有了更多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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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库孤岛成百姓“聚宝盆”
阮班新 王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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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鲜花订阅：从节庆专属到生活日常

近年来，江
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加强对境内的
河湖生态治理和
环境保护，吸引
多种珍稀鸟类到
此繁衍生息。

图为 7 月 30
日，白鹭在江苏
省盱眙县一处湿
地栖息。

颜怀峰摄
（新华社发）

图为北京 2017年第二届中国国际互联网时代
博览会上，工作人员与机器人互动表演。

春 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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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观众在成都博物馆观展。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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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游客在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挑选鲜花。
梁志强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31日电（记者李婕） 31日，国际数据
公司 （IDC） 在网易云创大会上发布了 《2018 中国企业
数字化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近几年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逐年增加，至 2017 年已经达到 32.9%，规模达
27.2万亿元，增速将近20%。

IDC 通过对六大重点行业的 100 家大型企业调研显
示，在整体数字化水平方面，行业间呈现较大差距。靠
近消费者的行业，如零售、文娱、金融等行业数字化程
度较高，很多已经接近或成为数字化原生企业；信息化
投入较大、创新动力强的行业，如教育行业数字化程度
则有一定积累；而超过 50%的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尚处
于单点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至少50%的GDP将以数
字化的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将全面渗透各个行业，并实
现跨界融合和倍增创新。“在所有的产业里面，数字经济
能产生最大价值的就是制造业。只有制造强，中国才能
成为强国。”网易杭州研究院执行院长汪源说，在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方面，网易云等平台大有可为。

本报北京7月31日电（周琳、戴瑶） 31日，由北京
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延庆区体
育局共同主办的“走向2022 为冬奥加油”2018年第五届
延庆徒步大会在北京市延庆区妫川广场开幕。

2022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冬奥赛区延庆，从妫川广场
出发，途经夏都公园、地质公园、体育公园，最后返回
延庆体育局，完成了8公里徒步线路。徒步爱好者们沿途
欣赏妫水河两岸美景，了解延庆区近年来筹办冬奥会所
取得的重大成果，共同为北京筹办2022年冬奥会加油助
威。据了解，延庆徒步大会已连续举办5届，深受广大市
民的欢迎。

中国企业数字化报告发布

北京延庆徒步大会迎冬奥

鹭 舞 盛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