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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消费者时代”与“湿营销”
文/古

怡
进入 21 世纪的时尚迈向一个“消费者时代”
。互联时代的消费者不再是主
伴随着互联网络的勃兴，

要受大众媒体主导的消费者，
而是互联网互利交换式经济影响下的消费者。消费者的变项主要表现在，为
逃避大众营销的信息轰炸，
转而依赖网络社区而变得互动化、参与化以及圈子化。“湿营销”正是基于这种
时代与消费者的变化的营销理论，它更多地强调了营销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信任信誉与群体社区的圈子
性，以区别于过去过于机械化、
单向度的大众营销。
湿营销
消费者时代；
网络社群；

1 时尚的消费者时代
作为衣着系统的服装时尚被认为是自文
艺复兴以来对西方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

现代意义的时尚。[1]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持续
“新”
的追求。
的式样变化，
就在于对无止境的
在西方古典时尚的时代，这种持续变化呈

发展到今天，它已经突破地理的界限成为影响

现出风格化的风貌，
它主要由于社会整体出现

并主导全球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形态。今

了某种主导性的风貌而成为流行与风尚。这实

天，即使是号称与时尚绝缘的人，实际上都已

时尚沿
际上可被称为时尚发展的风格化时代：

是时尚世界的子民，这是因为没有任何时代的

着不断更迭的风格而持续变化。诸如有 17 世

人们象如今的我们一样害怕落伍于时尚。当

纪的巴洛克风格，
18 世纪的洛克克风格，
19 世

然，衣着与时尚的意义从来都是历史的结果。

纪的摄政风格等等。

人类穿衣的历史可谓悠久漫长，文明社会

20 世纪的时尚发展不断提速，其内涵也发

形成之后，主要是传统等级制度社会，服装要

生了某种变化。这是一个被称为
“时装”
发展的

么作为社会阶层的标志，要么成为族群习俗的

世纪、
也是一个开始区别服装设计与服装制造

象征。整个服饰的变迁发展是相对缓慢、稳定

的世纪，
也是设计师倍出的时代。时装设计师

与封闭的；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等级必然阻碍

被认为是时尚的主宰，
时装与时尚甚至被认为

时尚的变迁。现代意义上的时尚只可能发生在

就是关于设计师个人喜好、才能和智慧的创

等级制度动摇的社会里。而西方文艺复兴后

造。整个 20 世纪的前期就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期，正是封建等级制度式微的社会，伴随着城

的时代。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时装成为真正

市生活的成熟和新兴富商阶层的发展诞生了

国际化的大产业，
设计师需要通过商业上的成

（12YJAZH100）；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当代服装时尚的身体问题研究》
（2006Y216）
派服装品牌感性价值体系模型研究》
古怡，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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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来体现自我的创造。在批量生产、大规模消

面又洋溢着好友圈带来的亲密和舒适。这显然

费的背景下，时装界认识到无需每件衣服的独

是对现实组织群体的重要冲击。互联网实际上

一无二的创造（就如高级时装那样的专门定制

已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群体的构成方式。新的网

变成
设计那样），品牌的作用就可以推动流行，

络群体可大可小，
世界一方面正迅速破碎成无

时髦，就可批量生产，其利润比苦心经营的设

数小群体，
另方面又逐渐汇聚成巨大混乱的整

计创造要更好。由此现代时装业的中心已不再

体。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不再像工业时代里那

是服装设计本身，而是品牌的推动。[2]因此，
品

样，
公司和政府机构等往往靠刚性制度连接在

牌成为整个商业运作的核心。反而要求设计师

一起，而是可以轻易地在网上组建各种群体，

按照品牌要求来与市场、广告及媒体配合创造

发现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流行。这是一个商业化品牌运作的时代，
主要

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在此，群体的组织不再是

通过大众营销活动来制造时髦。

制度，
而是信任和喜欢，
相互吸引和相互组合。

但随着互联时代的到来，消费者在别有用

就消费者而言，互联网上自发聚合的群体

心地商业炒作，在丰盛的大众营销信息面前已

正在发展壮大。这些聚合起来的力量已经从线

显疲惫，那些过去被迫接受，无从选择的情况

上甚至跨越到现实世界，人人都可以成为时尚

在互联时代得以改善。时尚迈向的是一个消费

一方面消
领袖，
可以发起一场时尚潮流。在此，

者时代。尽管自丰盛时代以来品牌运作就是为

另一方面又要钻
费者要逃避现实的刚性社区；

了赢得更多消费者，也主要是以消费者为中心

进新的虚拟社区。原因在于，网络社区提供了

的品牌运作；但是，是商业运作本身成为时尚

一种特殊性的群体身份，
它就归属于不断出现

的主宰。这主要是指消费者被动接受商业炒作

的各种各样参与化情感化和圈子化的消费群

的结果。然而，互联时代的到来则使得消费者

体。选择加入网络社区和虚拟群体，就在于它

成为时尚的真正主宰，因为他们处在具有更多

为消费者提供帮助归属感以及用以逃避嘈杂

选择的环境，过去的大众营销不再是影响消费

现实的心灵港湾。这又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

者的唯一因素。为此，我们必须思考新时代的

消费者，尽管有可能逃避现实的社会机构，而

消费者及其营销策略。

作为数字化用户可以拥有无穷的选择与控制

2 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者

自己生活的权力。但随之出现的巨大心理真空

互联时代的网络技术带来新的文化与世

反而推动他们争相组建新的群体机构，
更喜欢

界观，与整个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效率、流水线

钻进那个让人满足的信任度高的小圈子 ---

和消费主义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文化魅力在于

网络社区。

其交互与透明度、个人权利的提升以及信息的

互联网市场日益表现为大量网络群体、自

民主化。互联网的本质特点就在于其合作性；

由组织的新特征，
我们正逐渐摆脱呆板僵化的

其规则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些文化与

制度约束，
投身到更有人情味更符合个人兴趣

规则也正悄悄地改善着人类的互动方式和行

爱好的网络圈子中。这些网络群体往往小型

为方式。

化、集聚化和封闭化都没有教条与规定，而只

互联网的独特功能把用户的自由、个性及

有亲密与自然。工业社会的媒体充斥着各种商

好友熟人身份无限放大。作为用户，一方面充

业信息，
让消费者不得不接受。但在互联网经

满了由数字化革命带来的独立与自由；另一方

济中，每个用户都有绝对自主权；倍受传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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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体压迫的人们在此完全可以按照不同的

变成一种服务、
互动、互通性和持续性关系，而

兴趣组成数以万计的小圈子，不仅可以彼此交

这种新的营销模式正是由网络媒体中无数紧

规
流也可以抵制疯狂的大众营销风暴。可见，

密团结的社交圈子所决定的。

模宏大高度统一的网络市场正在表现出一种

在互联网互利交换式经济中，互利是自由

加速分裂的趋势，即全球化网络世界的碎片

市场经济中众多交易出现时形成的自然秩序。

化，消费者的网络群体化。

这种互利的自然秩序和全球每分钟都在诞生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让位于互

“网络社群”正在深刻改变着工业时代的商业

联媒体，实体市场转化为虚拟市场，现实的制

与营销模式。大众营销和广播时代已式微，新

度约束演变为高度人性化的网际关系。消费者

时代要求营销不仅是和消费者的对话，
更多体

出现诸多变项：面对无限选择，更愿意转向网

现为一种合作。特别是媒体无处不在、
信息铺

络圈子，转向好友和社交网络的帮助。与传统

天盖地的今天，
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了稀缺资

媒体长期垄断信息消费不同，互联时代的消费

源，
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难上加难。营销者的

者已不再被动，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其中，他们

对策不再是技术问题，
而是社会问题。正如，大

与生产者的界限在模糊。由此，
对营销来说，
应

众媒体传递给我们的时尚信息可谓多矣，
但有

该要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丰裕性来创造稀缺

聊天
效的营销信息可能实际出现在诸如博客、

性，因为稀缺性才是营销的核心。但如何来实

室、
好友录等网络社交圈中。正如电子商务实

现呢？

践表明，
网购者称寻找打折商品的最佳方式是

3 湿营销

使用推荐链接、
消费者评语和社交网络。[3]如今

面对消费者时代的到来，市场模式和消费

再加上飞快地生活节
注意力已成为稀缺资源，

者出现新的变项，那种过于机械化、经验教条

奏，人们很难大范围地去关注他人，而只能保

式的产品营销已经过时。互联时代的到来，直

持和重要好友的互动。小型群体的运行方式不

接冲击着传统的大众媒体营销的思维方式。实

同于大众社会，更强调融入和被接纳感，成员

际上，在大众营销时代之后是一个湿营销时

间希望实现社交利益和获得友情，不想看到无

代。所谓
“湿营销”是指区别于传统的所谓“干

尽的争执与冲突。[4]

营销”
，
这也意味着两个世界观的差异。在“干”

所谓的“湿营销”就是在互联经济形成和

的世界里，机械论地看待事物，营销是机械、
病

圈子化人际关系崛起的基础上诞生的。在网络

毒式无目的的传递过程。在“湿”的世界，则看

社区，
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其实体性或基础

到事物间的有机与复杂联系，特别是认为营销

设施，而是成员之间的感情和心理纽带，是群

中存在着关系、信任这样一些情感因素；营销

体的使命感，
甚至是共同命运。这就必须注意

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干”的世界，
是

到消费者的群体身份，
而非单纯的产品使用者

指原子论的看待事物，从而否定个体差异。工

身份。这也决定了营销手段从过去的
“模因”
到

方式的转变。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
“湿” “湿件控制”
业化时代的同质化生产就是其典型。而在
往往把人类思想和语言的传播单位定义为模
的世界，则看到了异质性、个性化与多样化。在
某种意义上，
“干”与“湿”的区别也就在于“摩

因。按理查德 - 道金斯的观点，
模因是一种可

这是一个逐渐形成
擦”与
“润滑”的差异。当然，

自我复制的信息体，
可以使任何能够学习和记

的过程。现代营销正从简单的商品交换逐渐演

习语和信仰。 [5]在“干的世
忆的东西，如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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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模因是指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

市场已破裂
模化营销活动的魅力已逐渐减退，

方式，特别是模仿的方式来传递。模因很好地

为无数的利基群体。这些利基群体往往只是关

即通过
描述了观点在大众媒体中的传播方式，

注值得信赖的信息源。

简单、朗朗上口的广告语和生动画面，使广大

由此，互联网时代，传统营销很难使得商

受众自愿地去认知和宣传。然而互联时代，人

业信息成功传递给受众，
也难以吸引他们的注

们不再生活在大众媒体影响的主宰下，
传达模

意力。在策略上的
“湿件控制”
可能成为未来的

因变得困难起来。[6]过去认为的所谓网络营销

方向，
通过有目的制造和传播定向式模因以达

中的病毒感染理论也被质疑，这是因为信息可

到专门针对某群体的传播。当然，这种湿件控

能并不像病毒毫无目的的蔓延，不是真如链式

制往往通过博客聊天室社交圈好友录等方式

邮件那样把信息传达给众多下线。而是被用户

来完成信息传播，
从而使互联时代信息的传递

有选择性地发送给社交圈里的其他人。网络信

成为人与人的交流，
而不是人与公司的对话。

而不是
息的传递往往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

总之，针对新型网络群体，营销方式将区

，不
被认为的毫无目的的发送。在“湿的世界”

别于传统那样去研究个体、去分类个体；而是

再如大众营销中毫无目的性，而是具有明确地

去理解这些，具备自主选择能力的，具备群体

目的性，要求直接考虑到并针对目的对象的直

身份的消费群体是如何思维和行动的。针对大

接回应与互动。这是一种定向式的具有互利作

众市场，
信息传递需要完成从模因到湿件控制

用的模式，又被命名为“湿件控制”。

的转变。针对大众化市场以外的局部市场，诸

流行于 20 世纪的单向广播式大众媒体意

如无数小型消费群体和利基市场，营销成为了

识正在迅速衰落，它将被互联式网络信息空间

信誉营销。营销要考虑的是过去的作为产品的

所代替。在新信息空间里有着无数由相互信任

消费者已转换为群体身份的消费者。因此，营

组成的小型群体，彼此信息交流。要想成功渗

销就是要了解群体并直接融入群体。最后，在

透其中，只能回溯到人类早期的信誉营销时

具体交流方式上，
全球化大众市场营销采用简

代，信誉营销重视兴趣和亲密感为基础的交往

洁非语言式的营销信息。对利基市场，营销者

背景，强调信任和许可等高度个人化行为。作

要使用更复杂高度语言化的信息和群体成员

为企业和营销者，必须做到成员化才能打入各

互动。

个兴趣各异，高度封闭的网络社区。诸如博克
聊天室社交圈好友录。
在传统的大众营销中，营销策略中首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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