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熱點

A11

■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張景光

2020年8月6日（星期四）
2020年
2020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00 後」學生追捧華為
等國產數碼品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2020年8月6日（星期四）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今年高考推遲一個月，隨着高考結束

 

和放榜，「00 後」考生的消費「井噴」釋放。作為和互
聯網一起成長、崛起的「Z 世代」（即 1995 年至 2000 年 點需求，在推陳出新
出生者），「00 後」以「一機在手，天下我有」的 解決新競爭點上絲毫不敢鬆懈。
氣勢橫掃互聯網產業中不少的消費垂直領域。 內地三大手機品牌商，暑假前就陸續發布
可以說，他們用群體之力頂起該領域消費群 24款5G智能手機。對於要更新大學新裝備的「00
後」們而言，華為、小米還是OPPO？也不僅僅是性價比的

的「半壁江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品牌商家們也為解鎖「後浪」們的熱 問題。

束首日，平台數碼產品銷量較前一天
上漲超過 210%，其中，手機、電腦、智能
手環/手錶、遊戲機和耳機位列產品銷量排行
榜的前五位，合計約佔平台數碼產品總銷量
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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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產品消費數字飄紅背後，今年的國產
品牌更是大放異彩。據 7 月 12 日新電商平台
拼多多發布「後高考經濟」消費數據顯示，
高考前後，以華為、榮耀、小米、聯想、OPPO 等為首的中國品牌訂單量超過了蘋果、三
星、戴爾等國外品牌。
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付一夫認為，在內地，「00 後」出生成長於
中國經濟和城鎮化高速發展時期，充分享受
到了經濟增長的紅利和產業發展的優勢，大
多數沒有經歷嚴重的物質短缺，因此具有強
大的文化自信和對國產品牌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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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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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小說、漫畫等

追劇、補番等

內地
相識遍網絡
主要二次 易尋知音人
付一夫透露，內地「Z
網絡元迷
世代」群體活躍用戶規
模達到 2.75 億，從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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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璞的表姐，從 2010 年開始
喜歡虛擬偶像「初音未來」，家
裏很多「初音未來」的手辦。以
前楊璞看表姐這個行為也覺得誇
張。但表姐還購買電動縫紉機，
學習縫製小禮服，去年還去廣東

省博物
館看旗袍
展，就是為了給
「初音」畫小旗袍。
這些行為都讓她感慨：
「喜歡一個事情，就得超有態
度。」
值得一提的是，蘇寧金融研究
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就有數據顯
示，內地二次元用戶花錢比例整
體較高，其中有 56.2%的人願意
購買周邊；其次是遊戲付費和漫
畫購買，兩者比例分別為
48.55%和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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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元迷 消費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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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VD

消
費。主要
是，現在追星
不能只會花錢，要
有能為偶像做一些事情
的「技能」才夠酷。
「未來要剪一部 5 分鐘的水墨
畫版本的《陳情令》片子，這個
版本只有王一博。」楊璞說，雖
然熱愛偶像明星，喜歡談論熱門
綜藝，但自己並不是所謂的明星
「腦殘粉」。喜歡偶像，發展一
些技能成為了追星之餘更酷的談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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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興
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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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購買動漫

購買音樂

「我也決定要學習剪片，到時
候剪輯一些自己愛看版本的王一
博合輯。」楊璞說，父母對自己
追星行為感到放心，適度地充會
員，購買代言商品其實都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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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同人本

追星精明 父母安心

22.

購買漫畫

高考後的
暑假怎麼過？家
住番禺的高考生楊璞
興奮地說，線上遊。為了
備戰高考，從高二開始，楊璞
的娛樂時間被大幅壓縮。「迫不
及待想看王一博跳街舞。」楊璞
在優酷充了三個月會員。隨後為
了看綜藝《樂隊的夏天》，又成
為愛奇藝的會員。願意為自己的
興趣付費，是「00 後」們最鮮明
的消費態度之一。
在楊璞充費會員的追劇計劃
裏，王一博的成名作《陳情
令》是她的首要追補的劇集。
她透露，喜歡上王一博源於周
邊朋友不斷給她「安利」。有
一個朋友更因為喜歡王一博的
角色，而學習中國水墨畫，就
是希望能夠用自己的方式表達
對他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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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輕人都喜歡逛動漫商店。
受訪者供圖

■近年，國貨品
牌 重 造 IP、 跨
界聯名玩得風生
水起，其中大白
兔已成國產品牌
跨界大IP。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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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經濟紅利 國貨認可強

觸互聯
網科技，並
一直在擁抱高速推
陳出新的新興業態。可
以說，他們的生活、學習，尤
其是玩樂方面，對互聯網有着天然
的依賴。
在張釉的朋友圈，自己加工過的「病毒」短
片、趣味圖文以及鬥表情包等形式是她們熱衷的
交流方式。這種看似不費腦力的溝通方式，實則
能讓她迅速在相對開放的一些社交平台，找到相
似愛好和有創造力的小圈子。
「我的朋友圈，不僅限於學校同學，有三四
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來自豆瓣、B站以及打遊戲
組隊的隊員。」高考後的暑假，張釉打算用新機
「報復性」地玩遊戲、看動漫、逛視頻網站、刷
彈幕等等，一起捱最年輕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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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文化」主力軍 廠商搶攻「 00
後」

州高考生張釉日前獲復旦大學材料科學
系錄取，長輩們紛紛用紅包表達祝福。
在父母的許可下，張釉打算將近 2 萬元（人民
幣，下同）的祝福禮金用於採購自己上大學
的數碼裝備。而出乎意料的是，華為的手提
電腦和手機是她的首選。
單單 2020 年 3 月和 6 月，內地三大手機品牌
商總共推出24款5G智能手機，其中不少就是
專門針對「00 後」群體的需求喜好而定
製。張釉高中三年已用過一部小米
和一部 OPPO 手機。如今
買一台華為 P40 手機嘉獎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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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7 月 9
日高考
69.
結
1%

準
大
學
首
生
選
治
放
國
榜
裝
拼 後「
多
產
多 報
0%

「00 後」們的小背包裏，錢
包是被他們稱作為「老古董」
的物件。出門在外，一部手機
就能搞定的，絕不再背負其他
的麻煩。
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
究中心數據顯示，在「懶經
濟」和「宅文化」兩大人群
中，「00 後」們以佔據半壁江
山的氣勢成為最主要的群體。
這類群體，更是 5G 手機品牌
商爭先鎖定的用戶群。艾媒諮
詢（iiMedia Research）有數據
顯示，以「95 後」、「00 後」
為主的年輕新世代逐漸成為中
國移動社交市場的主力軍。
為了滿足「00 後」的消費需
求，加上疫情期間需要線上學
習，使手機品牌商們要挖空心
思推陳出新，搶奪市場份額。
2020 年 3 月和 6 月，內地三大
手機品牌商陸續上市新機型，
多達 24 款。此前，不少品牌商
憑借當下最紅流量明星為「00

後」學生族推出定製機
型。比如楊冪的「小冪
phone」 ， 楊 洋 的 「 咩 咩
phone」。而今年，手機品牌
商們放緩了對「拍照能力」的
競爭，把新的主競爭點聚焦在
屏幕上下功夫。

手機帶旺外賣兼職
同時，借助手機成為「服務
端 」 的 職 業 也 開 始 成 為 「00
後」的新選擇。近日，餓了麼
聯合新華網發布的《2020 年 00
後藍騎士報告》顯示，疫情以
來，有 1.2 萬名「00 後」大學
生兼職送外賣，以解決生活費
用。
除了能滿足物質上的需要
外，調研也顯示，相比其他年
齡段的年輕人，「00 後」整體
更偏向於平視「送外賣」這份
工作，對這份職業認可度和偏
好度較高，並認為騎手工作帶
給自己心智上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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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一件大白兔奶糖 T、腳踩一
雙飛躍或回力，新入手一支「周黑鴨×瑪
麗黛佳」聯名款鴨脖味口紅，烤串時再手持一
瓶六神×RIO 定製花露水味雞尾酒。「00 後」的

購物車裏，一波又一波的國潮跨界好物，便宜又好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85後」，在成長的過程中，「中國製造」一度是
工藝粗糙、品質低劣、款式抄襲的代名詞，朋友之間談起購物，似乎只有甩
出海淘的鏈接才可以彰顯自己的審美和品味。但在「00 後」的買買買過程
中，「國貨當自強」早已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滲入到他們日常消費的方
方面面。
說起國潮在「00後」消費中的崛起，繞不開2018年天貓國潮攜手
中國品牌商們以及「Z世代」三方共同創造的一場國風大賞。此後，
以年輕人喜愛的方式重新發掘出中國文化、中國品牌的魅力，通過
玩轉各種類型的IP跨界，打造新東方美學、新中國智造等潮流。
近年，國貨品牌重造 IP、跨界聯名玩得風生水起，這些行為也讓
「00 後」們心甘情願為之買單。阿里研究院有報告顯示，在購買新銳國
貨品牌的消費者中，超過半數是「Z世代」。
此外，對於「我是誰」、「我想成為誰」的思考，「00 後」們更是
敢於自問和探索。穿搭風格，消費不同品牌產品，自己當「KOL」，
「00 後」們更廣泛的體驗需求都能在淘寶天貓、拼多多、抖音、快手
等平台得到釋放和海量滿足。
作為和互聯網一起成長的一代，香港文匯報記者詢問不少「00 後」
高考生，他們為何如此偏愛國潮品牌？「我好像有一種看着華為、大疆
這些國產數碼產品成長起來的感覺，也聽一些東南亞朋友說，抖音海外
版不時被禁讓她們難過。這讓我覺得我們的國潮是可以靠實力變成新的
國際潮流。」這是「00後」當中的最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