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天下

香港南港岛线港铁开通前后，黄
竹坑区已急速的活化起来， 从前的工
厂区现在开了好多特色餐厅食肆，漫
步工厂区中 ，会发现好多艺术创作者
的涂鸦杰作，从香叶道起步，最先见到
就是一大片大型街头壁画。

香港黄竹坑工厦区
涂鸦艺术吸引游客

近日，武警湖北省总队孝感支队
特战中队跨区域来到鄂西南某地域
开展为期一周的“魔鬼周”极限训练，
进一步锤炼特战队员的全方位作战
本领。 训练期间，特战队员要在背负
不少于30公斤装备，每天训练不少于
18小时的情况下， 完成紧急集合、武
装奔袭、楼房反劫持战斗 、掏黑窝行
动 、山林地搜剿 、武装渗透 、记忆射
击、极限营救等科目训练。

湖北孝感武警“魔鬼周”
跨区域锤炼特战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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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是谁？
“她” 是市场概念中的女性消费

者。 人们早在2007年就意识到了她们
在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 这一年 ，
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 “她经
济” 就是其中之一。 近日， 多个研究
显示 ， 这个群体的购买力显著上升 ，
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有售房平台调研了北京 、 深圳 、
上海、 杭州等12个城市的二手交易数
据之后发现， 单身女性购房者比例逐
年增加。 2018年， 女性购房者比例整
体达到近7年来的最高值46.7%， 即将
追平男性。

波士顿咨询于2018年发布的 《中
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者数字行为报告 》
显示 ， 新一代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 ，
有71%是女性。

今年20岁的华妮安 （化名） 就是
其中之一 。 她喜欢买包 ， 热爱旅行 ，
钟爱贵妇护肤品 。 最贵的包超过 4
万元， 和她去欧洲自由行一趟的花费
相近。

华妮安上学早， 同龄人还在读大
学， 她已经名校毕业进入职场。 现在，
她每个月大概花七八千元 。 尽管消
费不低， 但她自信不是会被消费裹挟
的人。

事实上 ， 女性就业不仅给自己
“买买买” 提供支撑， 也对其他产业的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一项波士顿咨
询对世界上三分之一国家进行的分析
中发现， 决定一个国家电商规模的八
大变量中排名第二的， 就是职业女性
的数量。 职业女性数量增加会导致对
便利性需求的增加， 并加强了网购的
价值主张。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河南省妇联
主席郜秀菊代表在谈到促消费、 扩内
需时也强调， 女性消费者在消费升级、
拉动内需的过程中将成为一支重要力
量。 “女性消费者平均网购总花费从
2013年的3830元增加到2017年的13254
元。 2017年 ‘她经济’ 市场规模达到

了3.6万亿元 ， 比2014年增长了12%，
预计今年将达到4.5万亿元。”

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 赚钱能力
和消费能力不仅能让自己过上想要的
生活， 更能让自己获得应有的尊重。

施鸿彬今年读大三。 最近， 她刚
在长沙租了一间50平方米的房子， 交
了12000元的租金。 这些钱都是她自己
攒下的。 事实上， 施鸿彬家庭条件不
错。 比她大12岁的哥哥工作多年， 有
了一定的积蓄 。 这让从小就被教育
“钱决定言语的分量” 的她， 早早就通
过不同的兼职， 试着养活自己。

在她看来， 化妆品、 包、 衣服是
必要的消费， 也占据了她日常支出的
大部分； 作为一个饕客， 她的饮食也
不能将就； 她喜欢去不同的地方看看，
但接受不了穷游 ， “旅游就是放松 ，
放松就是要自己舒服”。

而对于平日里和朋友的一些娱乐，
比如看电影、 泡吧、 唱K等 ， 她认为
是不必要的支出， 能省就省。 她平时
去做兼职也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
“哪怕起得再晚 ， 地铁再挤也不会
打车去”。

这样的消费观念让她和家人产生
过分歧。 父母节约惯了， 觉得她花钱
大手大脚。 而接触到职场中经济独立
的女性后， 她觉得， 能花钱没什么错，
只要是自己赚的， 开心就好。

“刚上大一时向妈妈要生活费 ，
妈妈说 ‘你现在用的， 以后都要还’。”
施鸿彬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 印象
中 ， 父母没有和哥哥说过类似的话 。
这让她更加意识到女性消费能力与地
位的直接关系。 施鸿彬计划， 毕业后
就从家里彻底搬出去。 她也正在自己
攒钱买房买车， 不要家里一分钱。

由 中 国 妇 女 杂 志 社 等 开 展 的
《2017年中国城市女性及家庭消费状况
调查年度报告》 显示， 97.6%的被调查
女性及家庭有文化娱乐方面的支出 。
同时， 女性出游度假常态化， 89.4%的
女性外出旅游， 旅游度假首次成为女

性个人最大开支之一， 平均支出约为
19500元； 女性个人最大开支是旅游度
假， 首次和连续12次调查位居第一的
服装服饰并列第一。

胡航敏是一位爱旅行的70后妈妈。
只要孩子和家人有假期， 她就会安排
出行。 有条件的话， 在不同的地方待
个十天半个月， 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习俗文化。 这是她钟爱的精神消费。

这样的消费观念和上一代人有过
不少分歧。 从参加工作以来， 长辈就
常常觉得她是在乱花钱。 这让她早早
地感受到金钱的重要性。

胡航敏注意到了女性购买力上升
的有关消息。 她认为， 女性独立消费
能力的上升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她身
边的女性朋友往往在买房上起决策作
用， 出大头甚至付全部首付也十分常
见。 她说， 由于她陪伴孩子时间更多，
在孩子教育培训、 买玩具等方面也承
担了更多的支出 。 这对于她们来说 ，
是平常的事。

胡航敏很少购买奢侈品， 也对豪
车没有兴趣。 她直言， 女性消费者有
时候容易冲动消费， 在能力范围内就
买， 买了之后常常后悔。

但她对被认为 “能花钱” 的行为
也表达了理解。 “我觉得能花钱也无
可厚非， 因为能赚才能花， 在自己能
力范围内追求极致、 享受生活是值得
的。” “有时候钱只是一方面。 精神方
面的消费 ， 说玄乎点 ， 是有说 ‘不 ’
的权利。” 胡航敏说。

华妮安听过女性应该被人照顾的
理论， 这也是女性被同 “买买买” 等
划上等号的褒义说法。 但伸手找男朋
友、 老公要钱， 并非她认为最好的生
活方式。

“谁都有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分
性别， 但是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毕竟是
短期， 我不想因为这一点点的便利牺
牲长久的快乐 。 自由 ， 安全 ， 舒适 ，
三者最多选其二。” 华妮安说。

摘自 《中国青年报》

近日， 位于成都城西的优品道广
场前摆放的 “共享盒子” 吸引了一些
年轻人尝鲜体验。 这个 “共享盒子”
仅有5平方米左右 ， 空间里有沙发 、
空调、 WiFi、 电视机、 游戏机， 运营
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 30分钟
18元。 运营以来， 体验者大多为一些
赶时髦的年轻人， 用户只需要用手机
扫描二维码完成支付便可进入体验。

5平方米“共享盒子”
亮相成都 30分钟18元

近日， 厦门一家 “高颜值” 书店
吸引市民前来购书。 该书店是集实体
书店、 咖啡文化、 文创产品等为一体
的新生活方式体验空间。

厦门“高颜值”书店
吸引市民体验

拥拥有有说说““不不””的的权权利利
“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