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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暑期将至， 很多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托
管班、 亲子游等儿童消费市场竞争早早地就拉开了序幕。 有调查显示，
“亲子经济” 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爆点， 奔涌而来。 一大波
“亲子经济” 消费项目充斥在人们的视野里， 搅得人眼花缭乱。

高规格 “童宴” 个性化消费
传统亲子消费仍是热点

“都说消费市场里， 女人和
孩子的钱最好赚。” 就在刚刚过
去的 “六一” 儿童节， 很多商场
均打出了 “亲子节” 的促销牌，
这助推了 “亲子经济” 项目的升
温。 就拿玩具、 童装等最传统的
亲子消费项目来说 ， 儿童节前
后， 几乎所有商家都拿出了相应
的营销计划。

除了简单的打折促销外， 还
有很多商家提出了 “全家总动
员” 的概念， 不少广告语中提到
“一个孩子影响六个大人”， 动员
孩子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姥
姥姥爷加入到亲子消费当中来。

在一系列营销手段的助力
下， 儿童节前后的亲子消费市场
无不火爆。 据统计， 在传统儿童
消费项目中， 童装、 玩具、 糖果
等产品已经连续多年受到追捧。

“连续几年的儿童节， 我们
都会满足孩子的小心愿， 几乎所
有长辈都会送礼物给孩子。” 张
岩是一个5岁男孩的母亲， 她告
诉记者 ， 就拿今年的儿童节来
说， 孩子烁烁收到了包括爸爸妈
妈、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以及其
他长辈的六七份礼物， 且每一个
都价格不菲。 其中， 最贵重的一
份礼物是爷爷送的价值3000多元
的智能玩具汽车。

当然， 除了儿童消费外， 很
多家长也不忘借此机会为自己选
购一份礼物。 “今年儿童节， 我
送孩子的礼物是一套亲子装， 一
家三口穿着可爱俏皮的亲子装，
还特意拍了一组照片留念。 我觉
得特别有意义。” 张岩说， 随着
家庭消费能力的提升， 大家难免
对家中唯一的孩子更加宠爱， 各
种玩具和衣服， 甚至孩子生活所
需的各种日用品， 毫不含糊。

其实 ， 不只是在儿童节前
后， 近年来， 亲子经济已然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爆点
之一。 各种童装、 玩具、 儿童娱
乐场所、 儿童食品等消费项目的
年消费总额仍在不断增长。 一家
网络销售某童装品牌的电商负责
人告诉记者， 连续3年时间， 他
所负责的网店销售总额每年都能
实现业绩翻番， 而今年更有突破
利润上百万的势头。

“高规格”儿童消费
冒尖市场

除了传统消费项目 ， 近年
来， 市场上又涌现出了很多 “高
端 ” “高规格 ” 的儿童消费项
目。 比如： “童宴”。

前不久， 北京朝阳的李先生
为6岁的儿子壮壮办了一次生日
宴会 ， 除了邀请了家人 、 亲戚
外， 还邀请了孩子在幼儿园里的
好伙伴。 为了让宴会办得有趣新
颖， 他特别委托了一家 “童宴”
策划公司来全程操办。

据了解， 该策划公司不仅提
供宴会主题和风格的设计方案，
还提供场地 、 舞台 、 灯光 、 服
装 、 司仪 、 摄影等全套服务 。
“该公司比较成熟的设计方案包
括糖果乐园、 森林Party、 梦幻公
主等主题， 通过观看以往客户的
活动照片， 我最终选择了糖果乐
园主题。” 李先生告诉记者， 设
计方案中的场地设计和活动流程
都是双方提前沟通的， 宴会上的
餐饮服务也交给了专门的合作餐
饮公司共同完成。

李先生说， 两个多小时的宴
会大概筹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
最终15名小朋友和26名成人共同

参加了宴会。 “会场氛围很受小
朋友的欢迎，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
都非常开心。” 李先生回忆起当
天的场景， 脸上推满了欣慰和自
豪的表情。

但这样的 “童宴” 服务自然
是价格不菲的， 李先生为儿子举
办的 “糖果乐园” 主题宴会共花
费了3.2万元 。 而在策划公司所
提供的不同主题的预算清单中，

记者看到， 举办一次童宴的花费
少则数千元， 多则数万不等。

采访中， 对于这样的 “高规
格” 儿童消费项目， 家长们的意
见褒贬不一。 “如果消费能力达
到一定水平， 举办一些高端童宴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家长想给
孩 子 留 下 一 个 美 好 童 年 的 出
发 点 是好的 。 对孩子的宠爱也
是 真 实 的 。 ” 一 位 支 持 举 办

“ 高 规格童宴 ” 的家长告诉记
者， 她曾参加朋友女儿的一次高
中毕业宴会， 活动还邀请了女儿
喜欢的明星现场助兴。

但对此， 大多数家长表示 ，
“高端童宴” 应适可而止， 不可
盲目跟风和炒作。 可事实上， 在
当下 “亲子经济” 异常火爆的情
况下， 这种消费业态也在慢慢渗
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 “亲
子经济” 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个性化亲子消费日
益盛行

与广义上的儿童消费产品不
同，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青睐个
性化的亲子消费产品。 当下， 亲
子摄影 、 亲子游等活动日渐盛
行。

张岩是个典型的80后母亲 ，
家庭条件不错， 收入稳定， “我
每年都会带孩子外出旅游两次，
陪伴孩子成长， 另外还会拍摄一
次亲子影集， 记录孩子的成长过
程。” 张岩告诉记者， 仅此两项
亲子消费项目的预算就在3万元
左右。

“身为年轻一代的家长 ， 我
们更关注亲子关系， 而在亲子消
费方面选择的多样化， 也成就了
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条件。” 张岩
说， 她并不排斥亲子消费， 但一
定要满足个性化需求， 甚至是量
身定制的。

采访中， 记者认识一个自由
摄影人吕寅， 他虽不是摄影专业
出身， 但爱好摄影， 从业时间也
已有3年多时间。 吕寅有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 会推送他的摄影作
品。 吕寅擅长亲子摄影， 拍摄对
象从幼儿、 儿童到亲子互动， 内
容非常灵活。 他通过在朋友圈里
转发作品吸引消费者来找他拍摄
亲子影集。

“我的客户大多数是在朋友
圈里展开的， 拍摄风格中有我自
己的风格， 也有客户选定或倾向
的内容。” 吕寅告诉记者， 他的
儿童摄影工作是非常低成本的，
除了专业的拍摄器材外， 他仅仅
需要准备简单的道具即可， 因为
他所拍摄的儿童影集大多以自然
和生活为背景。 吕寅说， “儿童
摄影固然需要专业性， 但同样有
着记录生活的重要意义。”

像吕寅这样通过互联网打造
小型的亲子消费平台， 在生活中
并不少见， 看多了影楼里的 “大
片儿”， 很多小清新风格的儿童
摄影反而受到追捧。 这是消费群
体细分的结果， 亲子消费也不可
避免地走向了细化的过程。 有专
家指出， 面对庞大的亲子消费群
体， 亲子经济个性化市场也必然
是不可限量的。

当然， 亲子游也同样如此 ，
日前， 由同程旅游与品橙旅游联
合主办的2017中国研学与亲子旅

游高峰论坛在苏州举行 。 论坛
上， 同程旅游创始人、 同程国际
旅行社 (集团) 总裁吴剑宣布同
程旅游将成立 “同程好妈妈” 社
群品牌， 并同步发布了 《跟着书
本去旅行》 及暑期市场的多款研
学产品。 这意味着同程旅游正式
进军亲子游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 在移动互联
网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 同
程旅游拟将内容作为流量下一入
口， 依托平台公司的资源聚合能
力， 用 “旅游+教育” 的理念打
造创新亲子游模式。 吴剑指出，
同程旅游将依托平台优势打造资
源聚合的平台， 打通产业链上下
游 ， 将优质内容作为流量的入
口 ， 重新定义亲子旅游的新模
式。”

亲子教育培训填补
市场短板

说到同程旅游 “旅游+教
育 ” 的 理 念 ， 就 不 得 不 提 到
儿 童 教育市场 ， 这是亲子经济
“大蛋糕 ” 中很重要的一个部
分 ， 也是家长最愿意花钱消费
的领域。

“从孩子两岁开始上早教课、
托管班， 到后来的各种培训班，
兴趣小组， 每一项都是大把的支
出 。” 刘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
大女儿 “甜甜” 今年五岁， 小儿
子 “旭旭” 今年两岁。 面对儿童
教育市场简单的托管式教育， 她
并不完全认同。

“虽然很多家长都很忙 ， 但
绝不能忽视亲子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我更原则选择注重亲子教育
的培训机构 。” 刘娜告诉记者 ，
现在有一种亲子教育俱乐部， 是
通过开展亲子活动， 教会 “新爸
爸” “新妈妈” 们如何开展亲子
教育。

当然，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陪
伴， 更多的是互动性的。 比如，
什么样的年龄适合哪一种亲子互
动活动， 如何在娱乐中引导孩子
提升综合素质等等， 这些让众多
家长头疼的事情， 可以通过专业
指导实现科学化， 让亲子关系和
谐发展。

当然， 相比较传统的儿童教
育， 亲子教育培训则是市场上少
见的分类和领域。 市场短板必然
存在可观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价
值。 有专家认为， 未来， 亲子教
育市场将成为亲子经济中有一重
要爆点， 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的逐
渐显现， 亲子经济正悄无声息地
靠近人们的生活， 甚至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亲子关系
理念在经济市场里实现着或大或
小的经济价值。 当然， 作为普通
的消费者， 清楚地认清市场发展
规律， 理性地进行消费才是明智
的选择。

普通消费者应理性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