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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上热搜，
你后悔“剁手”了吗？

■ 何珂

“6·18”大型网络促销活动已经火热打响，许多消费者热
衷“买买买”，商家也使出全身力气吆喝求销量。 然而 6 月 1
日一大早，“退款”二字就冲上了热搜。

每当“6·18”“双 11”等购物促销节点来临，“剁手族”的
疯狂都会如期上演，电商扎堆推出的折扣、让利促销，总让人
难以抵挡诱惑。 但热潮过后更不乏后悔者：既因头脑发热买
了不必买的商品，更因为某些标榜所谓“腰斩”之类的大优
惠，实际上不过是“大忽悠”。今年“6·18”，买完又急着退款的
人不在少数，他们到底图个啥？有网友认为，消费后盲目退款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影响店铺的退款率、信誉评级等，增加
了商家的工作量，也可能影响自身账号的信用度。 也有网友
认为，“七天无理由退货”是电商平台给予用户的权利，为消
费者的退款行为提供了合理前提，“凑单”后退款只是在合理
利用平台规则。

其实，退款上热搜，并不能只归咎于哪一方，而需要从买
卖双方以及电商平台等多方面来考虑。 “满减”规则的弊端、
商品优惠规则的复杂设定、消费者的盲目冲动消费等，都是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近几年来，电商平台的促销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
“简单粗暴的直接打折活动已经很难见到了”“没有奥数功底
已不敢应战”……网友们的吐槽也从侧面印证商家为备战网
购促销费了不少心机，问题在于那些纷繁复杂、花里胡哨的
促销攻略，看似给“剁手族”提供了更多选项，实际上所谓优
惠、实惠却可能是浮云。 消费者可能不小心就跌入了商家设
计的“套路”之中，“千算万算”之后下单，却发现这种算法并
不划算，不如第二天重新计算再下单，甚至可能不如直接买，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难免会选择退款了事。“满减”等促销规
则旨在拉高用户的购买欲，而这也易导致盲目凑单的现象发
生，进而出现退款上热搜的情况。因此，电商平台和商家不妨
多些诚意，制定更简明易懂的优惠方式，采用更真诚的方式
来刺激消费。

同时 ，消费者也需理性消费 ，在选购商品时不要一时
冲动 ，付款前要想清楚自己是否需要 ，不要因为 “主播说
东西挺好又巨便宜 ”，忍不住就买了 。 “东西我不缺 ，热闹
必须凑”，这样的仪式感真没必要有。 因需消费，把自己的
欲望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才是理性消费的正确打开
方式。

从“6·18”电商购物看消费新动向

随着各大平台 6 月 1 日起陆续开启尾款
支付通道，今年“6·18”首日的实时销售战报
开始出炉 ， 数千个品牌 1 小时成交额超过
2020 年同期全天，国潮、新品备受热捧。

据统计，今年京东 “6·18”首日迎来爆发
式增长 ，39 个品牌下单金额过亿元 ，4800 个
品牌的成交额同比增超 5 倍， 超 60%核心开
放平台店铺下单金额同比增超 100%。 在天猫

平台 ，6 月 1 日支付尾款通道开启的 1 小时
内 ，1700 多家品牌成交额超 2020 年同期全
天，美妆、消费电子、家装备受消费者青睐，其
中包含知名国货品牌以及健康服务类产品。
另外，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市公司是否参与
“6·18”，销售情况如何，已成投资者追问的热
门话题，部分企业还纷纷表态参与“6·18”。

今年“6·18”，潮品国货与国际名牌同台竞

技，在消费电子、美妆、服饰等品类均有不俗
销售表现。 更懂得中国消费者、与电商平台通
过大数据共研新品， 成为潮品国货销售高增
长的秘诀。 除了美妆，消费者对于品质国货的
青睐还带动了家装、服饰等品类的增长。 在京
东、天猫平台上，服饰国潮全面崛起。 超 100
个服饰品牌成交额同比增超 2 倍，超 20 个设
计师品牌成交金额同比增超 10 倍， 其中，运

动国潮品牌表现突出，整体成交额增超 4 倍。
直播带货进入常态化 。 今年 “6·18”，直

播带货已成各大平台标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6.17 亿 ，其中
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3.88 亿 。 并且 ， 随着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试行 ）》5 月 25 日
起正式实施，电商直播带货有望形成更加良
性的竞争态势。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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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树琛

疫情之下，很多人的健身观念被唤醒，开始重新审视健身的重要性。而随着
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身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专业的健身指导和健身
服务成为不少人的刚需。 在新技术的赋能下，“智能化+科学健身”日益成为健
身人士的不二选择。 智慧健身正流行，为人们的健康生活提质增趣。

把“AI教练”请进家门
站在一面镜子前做瑜伽， 智能健身镜里

的“AI 教练”立刻就能识别出你的动作有没
有做到位、问题出在哪儿。将一个小小的黑盒
子装在普通跑步机上， 智能跑步盒子就能自
动识别跑步速度、距离、卡路里消耗等跑步数
据，并为你个性化定制训练计划。 把 AI 健身
房搬进家的智能健身时代正加速到来。

近日，一款被业内人士称为“魔镜”的健
身新产品“健身镜”受到广泛关注。 这种智能
健身镜外表跟普通的穿衣镜并无太大区别，
但镜面本身却同时是一块高清屏幕。 使用者
站在镜子前 ，打开手机 App，输入个人基本
信息 、健身偏好以及预期效果 ，比如增肌瘦

身或放松舒缓，跟随屏幕上的健身教练完成
体能测评 ，系统会结合其体能与需求 ，定制
相应课程 ，包括瑜伽 、搏击操 、有氧运动等 。
在进入相应的健身课程后，可以跟着镜子中
的 AI 教练同步做动作，通过比照掌握标准、
正确的姿势，甚至是私人定制适合自己的健
身方案。

除了智能健身镜， 一些智能电视也配备
了健身相关功能。 比如某知名智能电视品牌
就为用户提供了专业的“AI 健身私教”，包括
减脂塑型、热舞团操、AI跟练、保养调理等，常
见的健身运动课程都能在里面找到。 它甚至
还有儿童健康的课程， 可以通过一起锻炼身

体促进亲子关系。 系统也会结合每个人的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体重、运动频率等进行智
能分析，为用户打造出专属的定制健身课程。

除了这些健身 “大件儿 ”，包括跳绳 、呼
啦圈等在内的小型健身装备也通过智能
化 ，实现了计数 、生成运动记录 ，甚至云竞
技等功能。

比如智能呼啦圈， 圆环体有可以拆卸的
“关节”，采用简易插拔设计，拆卸简便，随意
调节周长，适用于一家人的腰围，同时，内侧
有按摩头， 在塑形瘦身的同时也起到按摩放
松的作用。而其附带的表盘可以智能计数，并
且计算卡路里，掌握体能消耗。智能跳绳则配
备了高精度传感器，依靠多点监测精准计数，
并且可将数据传至云端，计算速度曲线，生成
运动简报。

智慧体育公园加速落地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的 《2021 年
大众健身行为和消费研究报告》显示，大众对
体育健身智能化需求强烈，并愿意为其买单。
89%的受访者认为体育健身智能化是必要
的， 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购买过智能运动设
备。而在健身器材购买或升级决策中，智能类
功能已上升为主要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是，全
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正成为数字化新基建的
重要领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科技化、智能
化也正在全面加速。

作为安徽首家县级 “全龄智能运动体育
公园”，肥东县体育公园建成对外开放，吸引
了众多健身爱好者前往打卡。 公园由 “互联

网+智慧体育系统+智慧硬件”共同构成，通过
智慧硬件采集运动数据， 通过互联网传输至
云端数据处理系统， 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收
集、分析、处理，可对场地及器材设施进行监
测，为全民健身工程提供大数据服务。

一些公园还安装了智能健身器材， 包括
智能太空漫步机、智能双位划船训练器、智能
双位推举训练器、智能双位钟摆训练器、智能
双位蹬力训练器等。令人惊喜的是，这些健身
器材不仅有遮阳挡雨的顶篷、充电接口，还能
实时播放运动数据，提供可视化教学。

同样变得更智能化的，还有不少体育场
馆 。 想去体育中心运动 ， 也比过去方便多

了 ：订场地微信小程序一键搞定 ，健身可以
直接刷脸进门 ， 游泳前自助领取手环不用
排队……

2019 年国务院发布的 《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指出，要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运用
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推进智慧健身路径、智
慧健身步道、智慧体育公园建设。 而让 14 亿
人“动起来”，不仅需要引导全人群健康生活
的方式， 更需要运动场地的配备到位和科学
运动观念的普及。

智慧体育公园采用“体育+科技”概念，将
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等新兴的
信息技术集成起来构建智慧网络，增强感知、
控制和管理的能力， 实现以更加精细和动态
的方式管理健身运动， 为全民健身带来个性
化、科学化、智慧化的运动体验。

让健身变得科学和有趣

专业的功能配置、智能化的健身体验，给
人们的锻炼增添了新鲜感， 有利于让更多人
爱上体育运动并学会科学健身。在此背景下，
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全民健身， 让大众更科学
健康地参与体育锻炼， 并通过健身行为对自
己身体状况有更精准的了解， 成为体育用品
制造行业发力的方向。

日前举办的 2021年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
览会上，多家展商展示的智慧健身器材、智慧体
育公园案例吸引了业内人士的目光。 比如武汉
某体育产业发展公司展示的智慧体育公园解决
方案，除了通过大数据收集运动信息、实现智慧

管理，还能通过智能检测设备，检测人们不正确
的运动习惯，并结合检测报告，针对性提供专业
运动指导矫正，帮助人们科学健身。

另外一家体育公司推出的室外健身房也
成为博览会上的明星产品。 相比传统的公园
健身器材和健身房， 这款智能健身房不但有
健身房一样弹性的地面和竞技模式的动感单
车、支持记录各种运动数据的椭圆机、漫步机
等运动设备， 还有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连接到
健身者手机端的智能体测设备。 智能运动设
备搭载运动 App， 显示屏可直接呈现运动时
长、频率速度和能量消耗结果，互动式健身体
验更加直观。

随着国家新基建工程实施和 5G 物联网

时代到来，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科技化、智能
化正在全面加速，“智慧健身” 也上升至国家
战略的高度。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
见》，提出了加强健身设施建设方面的新政策
举措，其中包括“十四五”期间将在全国新建
或改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推进“互联
网+健身”建设。2021 年 3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
发的 《2021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 又一次提
到，“建设一批智慧健身中心、 配置智能室外
健身器材的体育公园”。

专家指出，政策引导为更好满足人们的健
身需求指明了智能化发展方向。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智能化探索的不断进步，会有更多更聪明、
更时尚的健身器材、 健身场所投入健身行业当
中，让体育健身变得更加科学、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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