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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抒

连接年轻人
小红书正在成为洞察新消费趋势的窗口

10月 20 日，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

开幕，生活方式社区小红书作为互联网新平台

的代表，在大会亮相。小红书创始人兼 CEO 毛

文超、创始人瞿芳在发言中分享了对当代年轻

人的观察，以及对新消费趋势的思考。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促

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

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保证基本消费经

济、实惠、安全，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形成若干

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而完美日记、钟薛高、喜茶等一批新国货

崛起，这是消费领域近两年最受关注的话题，

也催生了“新消费”这一热点趋势。今天很多年

轻人喜欢在平台上用“国潮”、“国货之光”给我

们的国货品牌点赞，这些拥有高性价比的品牌正

逐渐成长为“中国制造”的新门面，成为新消费

的代表。

而以 90 后、00 后消费人群为代表的新青年，

和以小红书、B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是新消

费起势发展的两大关键词。毛文超在本次互联网

大会“企业家高峰论坛”演讲时指出，已小红书

为代表的互联网新平台，希望通过对年轻人生活

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洞察，帮助传统行业抓住新消

费的机会。

互联网新平台
洞察年轻人消费趋势

生长于互联网时代的 90后、00后，习惯于
用图文、短视频等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展示自
己的生活日常和价值取向。小红书目前有超过
3亿用户，其中 70%以上为 90后年轻人。社区
内每天笔记总曝光量超过 30亿次， 其中 70%

的曝光来自普通用户生产的内容。
海量真实的分享笔记， 给了平台一个

洞察年轻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趋势的窗口 。

以奶茶为例， 小红书上奶茶相关的分享笔
记超过 100 万篇，喜茶 、奈雪的茶 、乐乐茶
等品牌更成长为新国货里的明星品牌 。根
据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 国内现制饮品门
店数量在 2018 年超过 41 万家， 仅在 2018

年就增长达 74%， 新中式茶饮市场规模达

900 亿元。

“奶茶带来的幸福感是糖带来的心理
暗示。”在瞿芳看来，年轻人对奶茶的热衷
其实是过去十年生活方式变迁的缩影 。就
像 70 后喜欢茶、80 后喜欢咖啡， 奶茶在某
种程度上也代表了 90 后的消费理念和生
活方式。

不盲目相信大品牌、重视性价比、重视个
性化表达、追求即时满足，这些都是 90 后、00

后的消费特质。对此，瞿芳从小红书上观察得
出一个新消费品牌的公式：创新产品、独特主
张、高频互动。

比如成立仅两年，借助小红书用户口碑迅
速成长起来的国产雪糕品牌钟薛高，凭借标志
性的瓦片外观设计和创新的口味， 以无添加、

高品质为卖点，品牌推广初期迅速在小红书积
累了第一批用户口碑。

“年轻人有充分的意愿去表达 ‘我是谁’，

他们的价值主张、个性化表达甚至比产品更重
要。” 瞿芳说，“90后、00后不喜欢说教式的输

入，更倾向品牌和企业跟它们平等对话。”

小红书发布的信息显示，过去半年有超过
500万用户在平台上发表跟国货相关的笔记，

国货笔记数量同比增长 116%。

国产美妆品牌完美日记，其在小红书上的
官方号有超过 170万粉丝，通过和粉丝高频互
动，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直接接收来自消
费者的产品反馈，辅助品牌做决策。这种深互
动方式，已经成为新消费品牌的常态。

新青年的消费需求
推动传统消费行业转型升级

瞿芳将 90后、00后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
称为 “新青年”， 而小红书这样的互联网新平
台，在为年轻人提供分享渠道的同时，也在潜
移默化地推动他们对丰富美好生活的追求，并
同时向消费需求转化。

同时， 海量的年轻人在互联网平台聚集，

他们分享的生活日常和消费习惯，也给了原本
身处传统产业的品牌升级转型的源动力和契
机。比如食品、美妆、服装制造等，通过重构品
牌、产品和消费者的关系，以更契合年轻人消
费需求的姿态焕发新活力。

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愿意为了提升自
我买单，且有相对良好的付费习惯。文化、娱
乐、体育、旅游等新消费形态诞生的几大产
业，都是年轻人消费需求和消费热情高的领
域。

小红书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节前一
周到国庆期间，半个月的时间里，用户对出行
类别内容的搜索频次，相比去年同期涨幅超过
100%， 而旅游产业正是孕育新消费形态和新
消费模式的一块肥沃土壤。

另一方面， 新青年不迷信大品牌。90后和
00后务实消费的理念，也为服装制造、电子信
息制造等传统产业的老牌国货带来了转型升
级的机会。

2018年， 国产运动品牌李宁首次亮相纽约
时装周， 以亮眼新潮的设计吸引了年轻消费者
的关注。此后推出的球鞋系列“悟道”，以大胆的
配色和解构设计， 准确切中年轻消费群体的需
求，迅速走红。如今，在不少 90后、00后心目中，

李宁悟道系列并不比阿迪达斯、AJ 等品牌的球
鞋差。

在产品优质的基础上，用设计感打动年轻消
费者，回力、飞跃的帆布鞋，波司登的羽绒服，包
括华为近期和眼镜潮牌 GENTLE MONSTER 跨
界合作推出的智能眼镜，都延续这一套路成功转
型，焕发新的活力

“在个性化消费的时代， 供给侧从大众层面
去寻求新机会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但新消费的机
会一定会在细分领域迎来爆发。” 毛文超认为，

“站在互联网平台的角度来说， 我们更多是为人
们搭建了一个表达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平
台，连接起人们的需求和企业的供给。只要人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生生不息，对新消费的驱动
就会源源不断。”

文/ 刘伟

文明创建助力城市更新，提升街区品质，增强百姓获得感

武夷路老街区夯实“15分钟文化服务圈”

家住武夷路 70 弄的居民王伟荣记得，

家门口这条老马路曾有十余年时间被沿街堆
放的垃圾、小饭馆里淌出的油污覆盖，脏兮兮
的表面掩盖了梧桐树下武夷路真实的 “美
貌”。近两年，不仅武夷路，连王伟荣居住的沿
街老弄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

年，长宁区迎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复评，从增
强百姓获得感考虑， 长宁启动武夷路城市更
新，结合“美丽街区”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环
境综合整治、精品小区改造，全面提升街区品
质，武夷路将更具活力、更有温度。

老建筑里注入人文血脉
复古的街角小广场，一张张小圆桌营造

出“露天会客厅”的模样，配上红砖拱墙、艺
术铁窗、市井涂鸦……去年 9 月，武夷路城
市更新首个项目在武夷路 295号亮相，这座
原先并不起眼的老建筑成为居民的公共文
化艺术空间。 阿姨爷叔们在这里练习合唱、

开展公益讲座；小年轻坐在户外空间喝着咖

啡……普通老建筑注入城市人文血脉，夯实
老街区“15分钟文化服务圈”。

武夷路成路于 1925年。两年前，长宁区
对武夷路启动环境综合整治，由华阳路街道
牵头成立武夷路美丽街区管理党建联盟，通
过党建引领街区一体化管理、推行“里弄长
制”等方式推动街区治理。去年，武夷路开启
美丽街区创建，更新涵盖十二项任务。长宁
区文明办通过实施“文明巡访 365”常态工作

制，以市民巡访团、区网格化管理中心为平台，

对全区重点道路、商圈、公园、小区等 30 类点
位展开巡查。

企业主动参与城市更新
在武夷路沿线，诸如“295空间”这样待更

新的老建筑不少。据最新统计，武夷路东段文
物保护建筑共两处， 沿线还有优秀历史建筑 7

处，一般历史建筑 230 处（户），其中包括 117

处花园住宅和 49处新式里弄。 在房管部门对
沿街“老家底”展开修缮的同时，还有不少“年
轻”的空间也需要新生。动员社会资本参与城
市更新便是一大创新举措。经排摸，仅定西路
至延安西路一段沿街约 23 万平方米区域，就
涉及市属国有企业的 10个园区及 1个央企园
区，总建筑面积约 9.3万平方米。

长宁区相关部门在走访中发现，这些位于
市中心腹地的园区或多或少存在租金偏低、业
态不理想、经济附加值不高的情况。如仪电集团
的世星大楼园区建筑面积近 1.2万平方米，虽
容积率已用足，但租金偏低。在获悉长宁区对武
夷路整体业态提升的构想后， 仪电主动表达参
与意愿，目前已启动园区更新的设计工作。与此
同时， 香港鹏里集团投资 1亿元自主更新打造
武夷路 105弄 1号高端长租公寓业态； 香港嘉
华集团取得原飞乐音响厂地块， 着手新项目合
作； 上汽集团提出与新长宁集团合作运营旗下

园区，预计总占地面积将达 1.5万平方米。

垃圾分类助老弄堂变样
王伟荣居住的武夷路 70弄由三排老式洋

房组成，多年来居民习惯把垃圾打包扔到弄堂
口，由环卫工人路过时清理，一到夏日，蚊虫肆
虐、臭气熏天。去年，华阳路街道受定西路沿街
商户定时上门分类收取生活垃圾的启发，飞乐
居民区书记李超毅带着小区骨干挨家挨户上
门发放征询意见单，对每家每户的用餐、作息
时间进行梳理，最终决定在每天 12时和 19时
两个时段上门收取干湿垃圾，这一征询获得居
民 100%通过。

如今，武夷路 70弄每户居民家门口都放着
一个干湿分类的小垃圾桶，一到 12时和 19时，

一辆标着“生活垃圾上门收集”字样的电动车就
驶入弄堂， 逐一带走居民早已分类摆放好的垃
圾。养成定时投放的好习惯后，老弄堂环境彻底
变样。

去年以来，长宁深入推进“零堆物楼道和美
丽楼道建设”“公益广告提升”“非机动道路规范
停放”“巡访 365”“中小道路（背街小巷）综合环
境品质提升”五大专项行动。截至今年 8月，全
区累计清运收缴共享单车 9.3 万余辆，“僵尸
车”整治成效显著；集中开展公益广告清理和提
升 1100余处，结合美丽街区建设，打造 5个公
益广告示范街区和 20余处公益广告特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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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晨薇

国庆长假刚过， 上海伟星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员工秦齐就拎包
入住奉贤区南桥镇华严村五组的
“星公寓”。20多平方米的独立空
间内，冰箱、彩电、独立厨卫，一应
俱全，每月房租只要 500元。

这得益于奉贤南桥镇“乡村
版人才公寓”的试水。通过将乡
村振兴思路和营商环境优化需
求结合，南桥将一些闲置的农民
房打造成“星公寓”这样的乡村
版人才公寓，不仅解决了附近园
区企业职工的租房需求，还增加
了农民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

星公寓门槛低受益面广
走进华严村五组 “星公寓”，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白色墙面的联
排“别墅”。公寓里原本3户两上两
下的老屋，通过整体空间设计、功
能分割， 形成大大小小数个独立
房间。“我原来住在公司宿舍，虽
然每月只要支付水电煤，但4个人
住一间，感觉不太方便。”秦齐尝
试过自己租房， 可设施齐全的30

平方米小屋，租金都要1000多元。

在“星公寓”，除公司的租房补贴、

园区的试点奖励补贴， 秦齐每月
只要支付500元左右。而且公寓离
公司不到1公里，上下班方便。

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300多名员工， 绝大部分是来沪
务工人员。 目前除少数几个高端
人才符合政策， 住进区人才公寓
外，更多“夹心层”中坚力量都被
挡在政策大门外。“‘星公寓’启用
后，员工报名非常踊跃。经筛选，

计划安排 50名在岗位上表现优
异者，争取年底前入住。”公司顾
问章卡兵说， 这样的人才公寓门
槛低，受益面广，可为企业留住更多中坚力量。

每年投资回报率可达 15%

作为“星公寓”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华严村党支
部书记曾耀说，华严村三面都是工业园区，村里又
有大量可供出租的农民房。“完全有条件组建一个
实体，把农民的房子收储后，经统一改造出租给企
业职工。既满足园区职工租房需求，又壮大集体经
济，还增加农民收入。”为此，镇、园区、村三方出资
组建了上海南桥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在华严村开展
试点。五组的 152号、153号、154号经改造，在国庆
期间迎来首批入住的企业职工。

152号农宅主人沈团强是第一个报名的， 村里
和他签了 10年合同，每年租金 5万多元。更让他高
兴的是，原先的破旧老宅经改造焕然一新。曾耀还算
了笔账：以沈团强的房子为例，改造后，8个房间实
际租金每间每月 800元至 1400元不等，除去付给老
沈的租金及管理成本，每年投资回报率达 15%。

目前，“星公寓”乡村人才公寓供需两旺。年底
前，华严村第二批 6户农宅也将完成改造。

世博文化公园试点“坏土”经特定配方快速转化为适合绿植“好土”

上海土壤修复新技术有望推广到雄安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让绿化用土重新

焕发生机，这样的土壤修复改良技术正从上海
走向全国。日前举行的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
与绿化工程技术高峰论坛上传出消息，市园林
科学规划研究院已受邀参与编制《雄安新区街
道树种选择与种植设计导则》， 主要牵头编写
雄安新区街道绿化立地条件标准，为该区域绿
植找到合适的高品质用土等提供技术支撑。

通过人为干预调配土壤
“困难立地”一般指沙地、砾石戈壁、盐碱

地、水土流失严重等自然条件差的土地，需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改良后才能用于常规造林。

比如，上海世博文化公园范围内的大部分土地
就属于困难立地，无论是营建山体还是大面积
种植绿化，土壤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达标。

快速城市化和城市更新进程中，土地资
源越来越紧缺，加之人类活动对土壤造成的
污染，如今，要在城市中找到数量和质量都
能满足大型景观绿地营建需求的土壤， 实属
不易。

土壤修复客观上需要一定的周期，让全过
程变得又快又好，可能吗？市园林科学规划研
究院院长张浪表示，一项新技术正在世博文化
公园试点， 科研人员有能力通过人为干预，将
“不争气” 的土壤调配成满足植物健康快速生
长条件的“配生土”。目前，为世博文化公园相
关核心区域定制的“配生土”原料已确定来源，

并大量进场，配方及其相关评价标准也已基本
确定。为满足世博文化公园对“配生土”的大量
需求，还将建一座专门生产“配生土”的标准化
工厂，有望今年投产。

新技术刚起步前景广阔
“形象地说， 有点像烧菜， 加些食材和调

料，把不好吃的原料做得好吃。”张浪说，调制
配生土的“食材”和“调料”主要有四种：客土、

有机改良材料、 无机改良材料以及微生物菌
剂。视绿化场地的具体情况，每一个配方都不
同。 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反复的检测和试验，一
般需耗时三四个月才能确定最终方案。

比如，上海西部某区域的一块土壤，具有
黏度高、有机质低、偏碱性等特点，调配时就要
加入沙子等物质降低黏度，并加入枯枝落叶制
成的、偏酸性的有机介质中和酸碱度，提高有
机质含量。芽孢杆菌等功能微生物菌群也是一
味重要“调料”，芽孢杆菌生命力很强，可耐受
280℃的高温和-60?的低温，生长繁殖迅速，形

成种群后，具有防止土壤养分流失、增强土壤
活性、抑制有害微生物、除臭等功能。

目前，配生土技术在国内刚起步，但前景
广阔。 数据显示， 上海建成区范围内 80%至
90%的建设绿化都是在废弃地、城中村拆迁、旧
工厂搬迁等地块上开展的，配生土大有可为。

不过，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的绿化工程
对土壤改良的重视程度不够，绿化土壤改良仅
占整个绿化工程造价的 10%至 20%， 且一般
是建筑施工先于绿化施工。“在我国城市困难
立地领域，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相关技术标
准和规范，都处于相对空白阶段。”张浪说，希
望对城市困难立地的监管和修复可以有明确
立法，也呼吁政府部门出台激励机制，吸引更
多民间组织机构参与到城市困难立地的改造
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