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虎妈猫爸遇上“遛娃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欧阳优

春暖花开，虎妈猫爸们已迫不及待地
带着宝贝走出家门踏青赏花。除了感受春
天的蓬勃朝气，这群“70后”“80后”的新锐
爸妈还格外重视教育，寓教于乐是周末遛
娃的必选动作。

遛娃是个技术活。到哪儿遛？怎么
遛？考验着年轻爸妈的脑力和体力，也吸
引了众多亲子企业的目光，成为不少商家
掘金的窗口，“遛娃经济”应运而生。

“遛娃师”带娃玩翻天
专门陪着孩子玩，就能月入近万元？

你没听错，这是真的。这个职业还有一个
好玩的名字——遛娃师。

郑炜是湖北武汉一名金牌遛娃师。3月
中旬的一个周六，他正在汉口解放公园里

“遛娃”。这个“90后”男生黝黑的脸上有着阳
光般笑容，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们亲热地叫他

“阳光哥哥”。“遛娃师可不是带着孩子傻玩，
家长们都有锻炼身体、拓展视野等具体要
求，所以每次遛娃前，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
题：到哪里遛？怎么遛？”他告诉记者。

历经数天踩点，再参考当天的天气预
报，郑炜确定汉口解放公园为遛娃地点。
他参考热播的真人秀栏目《奔跑吧兄弟》，
设计了“小小侦察兵”的游戏，将孩子们打
扮成侦察兵，30 名孩子分成 4 个侦察小
队，每人一张任务卡、一个指南针和一面队
旗，在公园里寻找事先安放好的线索纸条，
完成指定任务。在游戏过程中，郑炜和另
外 3 名遛娃师担任 4 个侦察小队队长，协
助孩子们完成任务。一个上午的游戏下
来，孩子们玩得开心不已，郑炜的“遛娃任
务”也顺利完成。

别看郑炜这么年轻，他的遛娃经验可很
丰富。学前教育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早教机
构工作，从一个孩子妈妈口中听说了遛娃
师这个行当。去年7月份，他成为玩翻天公
司武汉总部6个全职遛娃师中的一员，也是
整个武汉、甚至中国最早一批遛娃师。

玩翻天是一家武汉本土移动互联网公
司，2015 年创立就瞄准“亲子玩乐”。创始
人陈国庆是一名“80 后”奶爸，和大多数家
长一样，为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办了各种卡，
但好多卡只用了一小半，很浪费。虽然很
多企业都在进军亲子游市场，号称“击中家
长遛娃痛点”，但大多都是扮演“中介”角
色，高昂的价格和同质化的服务，反而让家
长患上了选择恐惧症。

在互联网行业经营多年的他反问自
己：“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扔掉‘中介’，线
上线下配合，带着家长与孩子玩呢？”于是，
遛娃师的新职业诞生了。

遛娃师其实就是亲子活动的带队导
师。除了少数全职外，主要以兼职为主，现
在武汉有几百名幼儿园、幼教学校的老师
或是热心妈妈，周末在玩翻天当遛娃师。
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公司都会定期进行
培训、考核，规范遛娃师的服务。

妈妈群的遛娃“神器”
俗话说“陪伴是父母最好的爱”。即使

有遛娃师来帮忙，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
伴。家住北京丰台区的蔓蔓妈妈，每个周
末最愁的就是带 6 岁女儿去哪玩？“平常工
作忙，只有周末能陪孩子。现在孩子的玩
乐需求多，北京地方又大，真不知道怎么找
那些遛娃地。幸亏小区 QQ 群、微信群里

的妈妈们经常分享信息。”蔓蔓妈妈打开手
机告诉记者。

“信息不对称”“永远在寻找下一个遛
娃地”⋯⋯蔓蔓妈妈的这些感触正是亲子
玩乐市场的“痛点”所在。

“大小爱玩”公众号的创始人严江宁对
此深有体会，“一开始创办‘大小爱玩’公众
号，其实就是 7 名爱玩、会玩的妈妈为了记
录自己陪娃玩的经历，也为了搜集更多的
亲子玩乐信息做的一个分享空间。后来发
现有此需求的家长越来越多，发展到现在，
我们已经有20多万粉丝了”。

蔓蔓妈妈是“大小爱玩”铁粉之一。她
给记者展示最近“大小爱玩”的热门文章：

《羡慕国外孩子骑行、烧烤、露营的童年？
其实你家门口公园就全搞定》。“上星期我
因为看了这篇踏青文章，带着蔓蔓去永定
河边放风筝，女儿疯玩了一下午。”

除了吸收线上信息推送，蔓蔓妈妈更喜
欢“大小爱玩”线下活动：参观消防队、揭秘牙
齿健康⋯⋯“不同于纯商家行为，公众号组织
的活动更像一群妈妈带着孩子聚会，大家通
过网上交流而成了朋友。”

眼下，像“大小爱玩”这样为妈妈们提
供遛娃信息，组织遛娃活动的公众号、微信
群、QQ 群越来越多，聚焦北京市场的“慢
鱼”“玩多多”，主攻上海的“玩童会”“爸妈
营”等都成了市场的宠儿。

遛娃经济何处去
最近，遛娃经济备受关注。国内知名

亲子活动平台“麦淘亲子”近日宣布完成
7000 万元 B 轮融资；去年8月份，聚焦亲子
玩乐主题的互动社群俱乐部——“遛娃团”
团队也完成了由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的150万元种子轮融资⋯⋯

众多资本青睐遛娃经济，正是看中其
巨大的发展空间。武汉一项调查显示，
65.12%的父母亲表示单次遛娃的开支在
100 元至 500 元之间。据易观智库研究报
告显示，2015 年亲子产业整体市场规模突
破 2 万亿元，预计 2018 年亲子行业市场规
模有望突破 3万亿元。

潜力巨大的遛娃产业正在成为投资热
门。随着亲子玩乐市场的蛋糕不断做大，
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携程短线亲子
游路线、驴妈妈门票酒店预订服务、大众点
评亲子项目团购，还有主打亲子游的麦淘
亲子游⋯⋯连传统行业大鳄也在积极涉
足：万科的学习成长中心、万达的“宝贝王”
儿童乐园等都备受市场关注。

当然，市场爆发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
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同质化严重、缺乏标
准，市场构建不成熟⋯⋯同时，消费者的要
求也在不断提高。调查显示，教育性和互
动性成为用户对亲子产品最大的期望。遛
娃已然到了发展的新境界。

敏感的企业果断转型。“麦淘亲子”正
式从亲子游转型到“场景+教育”，将开发
各种场景匹配教育内容，打造“儿童场景教
育第一平台”。

“遛娃市场会在未来 1 年至2年出现新
的井喷，有教育意义的亲子活动、高端的亲
子玩乐市场会成为未来最具潜力的领域，
很可能会重塑每个家庭的玩乐方式。”严江
宁说，“大小爱玩”近两年力推“体验式教
育”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包括揭秘系列、传
统文化体验系列、走进博物馆系列等，共打
造了上千场线下活动，仅去年一年参与的
家庭就已过万。

遛娃很美好，遛娃经济前景也很美
好。随着终端消费的全面升级，各种亲子
业态将“百花齐放”。

新鲜有趣、寓教于乐的亲子活动，既是“80 后”爸妈们消费的热点，也是不少商家掘

金的窗口，更赢得了诸多资本的青睐——

产品标准化一直是制约亲子玩

乐产品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

是目前国内亲子玩乐产品分散、质

量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虽然亲子

产品形式百变，难以像机票、酒店

那样完全标准化，但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准标准”，对于企业快速壮

大会有促进作用。

一边是百亿产业，一边是尚未

成熟的市场构建，这无疑给遛娃企

业发挥创造力增加了无限可能。

麦淘建立起麦淘实验室，将酒

店、餐饮等传统行业连锁加盟模式

创造性地引入遛娃经济，其背后是

麦淘亲子产品标准化体系的构建，

以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来保证产品

质量。向加盟商提供麦淘实验室品

牌授权、课程研发和培训体系，并

通过线上平台的报名和评价系统，

帮助加盟商沉淀客户和口碑，以加

盟的形式扩大品牌影响力，加速市

场规模化发展。

玩翻天的遛娃学院与此异曲同

工。玩翻天尝试通过遛娃学院建立

一套遛娃师培养体系和遛娃产品智

库。创始人陈国庆说：“我们的标

准化产品就是系列化、场景化的亲

子互动线下游戏，现在已经可以批

量策划和生产亲子互动线下游戏，

这些游戏对应需要的技能全部模块

化，极大方便遛娃师的批量培养。

我们计划给武汉所有亲子机构提供

遛娃师，并通过玩翻天这个平台，

给 各 亲 子 机 构 提 供 更 多 遛 娃 产

品。”在武汉试水一年后，目前玩

翻天已在南京上线，并通过南京分

站积累经验，为走向全国做准备。

在整个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的背

景下，遛娃经济正处于需求拉动阶

段，优质产品供给尚未能跟上需

求 高 速 增 长 的 脚 步 。 产 品 整 合 、

标准化以及产业链条上每个环节

都需要精细化发展，新兴的消费

者 对 产 品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个 性化 、

体验化、品质化，这对任何企业来

说都不容易。

遛娃经济需标准先行
杨 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进
口啤酒、精酿啤酒和特色啤
酒出现在了中国消费者的餐
桌上，独特的口味、多样的品
种、购买的便捷，让它们迅速
聚拢起一批粉丝，使中国啤
酒消费市场渐呈多元化趋
势。

46 岁的青岛人李为，有
一大批喜欢喝啤酒的朋友，
隔三差五聚在一起喝一顿，
而且个个海量。从去年开
始，他们集体喜欢上了青岛
全麦白啤，只要是他们自己
聚会，都会买上个十箱八箱
的带着。“现在我们家周围哪
个 超 市 卖 白 啤 ，我 都 去 遍
了。”李为告诉记者，对白啤
情有独钟也不是心血来潮，
他是那种酷爱啤酒的主儿，
只要发现新的啤酒，就会买
来尝鲜，所以基本所有进口
的啤酒，他都尝遍了。“尝遍
天下啤酒后，我最爱青岛全
麦白啤那浓浓的果香味，从
品质上考量，一点不次于德
国进口啤酒，而且新鲜度好，
口感也更好，价格也便宜，最
终我们选择了青岛白啤作为
我们的‘最爱’。”

李为消费习惯的变化，
代表了一种啤酒消费的流行
趋势：不断尝鲜。当然也有
部分消费者在不断尝鲜后，
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啤酒，
作为“主喝”，体现出一种“我
的啤酒我做主”的消费观。

记者在超市采访，也佐
证了这一趋势的存在。海信
广场超市是青岛市最大的经营进口高端产品的超市，在
这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摆放着十多个国家的进口啤酒，
品类几十个。大多数进口啤酒价格并不高，仅比国产啤
酒稍贵一点。“进口啤酒销量近年来一直在缓慢增长，大
多数人都是尝鲜的心态，一般一开始会买几瓶试试，好
喝了才会成箱买。”海信广场超市赵硕经理告诉记者，特
别是新进的啤酒新品，购买尝鲜的人会多一点。

“现在的啤酒消费正在从‘喝饱’向‘喝好’转变，多
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使得一些消费者对啤酒创造
性的追求，胜过了对其新鲜度的要求。”中国酒业协会
常务副秘书长何勇说。

虽然特色啤酒在整个啤酒消费量中的比例并不
大，但是喜欢特色啤酒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
事实。对这种不像以前那样专注于哪个品类，而是不
断换口味尝新鲜的消费趋势，青岛啤酒董事长孙明波
认为，“这意味着啤酒业开始进入消费者主权时代”。

新的时代给啤酒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支黄啤
打天下”曾是我国不少传统啤酒企业的写照。但是，现
在这样的好事一去不复返了。市场要求啤酒企业要不
断推出新产品，以不断满足消费者对新口味的需求，这
对酿造和营销都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是酿造要小型化。特色啤酒注定不能像普通
啤酒那样大规模生产，因受众的小众化，只能是小型化
生产。近年来，国内主流啤酒企业青岛、燕京、珠江等
纷纷试水转型,投资精酿产品生产线。有的企业开始
改造传统生产线，实行小型化生产。记者在位于青岛
崂山区的啤酒五厂看到，这里的生产线已改为小型化
多频次生产模式，青啤把白啤、黑啤、果啤、皮尔森等新
品种都放在这个厂生产。因为需要经常调品种、调瓶
型、调商标，效率低了、损耗大了、成本也高了，这种改
变也是颇为痛苦的。但是，这种调整最终带来了很好
的效益。对大多数啤酒企业而言，从大规模制造转变
为个性化、小规模定制，将是适应新时代必须迈过的一
道坎。

其次是拓宽营销渠道。目前，各大啤酒企业纷纷
触网，大都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线上销售平台。但是
这种新的销售模式，用传统的广告轰炸推广模式也是
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青岛啤酒创新营销事业总
部市场总监崔红告诉记者，她们在推广全麦白啤时，没
有发布任何广告，而是依靠圈层文化和口碑传播慢慢
积累。“我们建立了‘精酿社区’微信群，靠朋友间的互
相介绍，慢慢积累了数万粉丝，这些粉丝都是重视品质
口味的消费者，忠诚度很高，现在青岛全麦白啤已经在
全国 10 个城市实现了年销售千吨，总销量已经达到了
万吨。”

据悉，我国调整产品结构较早的国产啤酒企业，目
前其特色啤酒均已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比
如华润雪花的“脸谱”，青岛啤酒的“鸿运当头”“奥古
特”“经典 1903”“IPA”，燕京啤酒的原浆白啤，珠江啤
酒的雪堡精酿系列等。以青啤为例，2015 年，“奥古
特”“经典 1903”和纯生、听装、小瓶啤酒等高端产品同
比增长 4.82%；2016 年前三季度，高附加值产品共计
实现销量 136万千升。

另外，对啤酒企业来说，还有一个重大课题亟待解
决，就是研发。在大工业生产时代，单品种包打天下是
常态，啤酒的研发显得无关紧要。如今的个性化时代，
能否不断推出新产品，研发便显得极为重要。但目前
啤酒企业普遍研发力量薄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
发决定着啤酒企业的未来。

啤酒尝鲜已成趋势

刘

成

每当雾霾来袭，口罩、空气净化器
以及新风系统等防霾产品的销量就会
陡增，这些产品几乎已经成为每个家庭
的防霾标配。不过，也有人选择坐上飞
机高铁，用躲霾代替防霾，去异地享受
蓝天白云的生活。

3月 17日至 23日，北方又迎来一轮
雾霾天气。携程网推出的躲霾旅游路
线很受市场欢迎。携程提供的数据显
示，相比于 3 月 3 日至 9 日的非雾霾天
气，北京到各沿海城市或者南方旅游城
市的机票销售都出现了明显增长，其中
北京到昆明、丽江和三亚的机票销售分
别增长了 24%、30%和 40%。

多家在线出行平台提供的数据显

示，这样的销售增长并非偶然。2016年
12 月 16 日至 21 日，我国迎来当年以来
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高的
雾霾天气过程。北方多地污染物指数
相继“爆表”。在去哪儿网、携程等网
络平台上，“躲霾线路”也同时火热起
来。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周末前往西
南内陆、东南沿海地区的机票搜索量
较雾霾天气前提升 3 倍。而北京前往
三亚、大理、厦门等地的周末机票当时
也已售罄。

刘旸就是躲霾旅游“飞行大军”中
的一员。刘旸是个设计师，工作时间相
对自由，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他告诉记
者，近两年，他大部分异地出行都是为

了“躲霾”。“以前我不是一个喜欢旅行
的人，空闲时喜欢自己宅在家里，或者
约朋友玩玩桌游。但是雾霾来时，感觉
哪都待不住，云南、海南这些地方，以前
我也去过，这几个月又重新去了一遍，
去年还跑到土耳其和日本玩，都是雾霾
严重时去的。航空会员卡的积分里程
一下子提高不少。”

刘旸告诉记者，他认识的人当中，
像他一样的不在少数，“在经济条件和
时间安排上都有较大主动权，是我们的
共同特点”。

有趣的是，雾霾来袭时，“飞”的人
多了，没能“飞”起来的人也多了起来，
因为雾霾天气导致航班延误的概率大

幅提升。根据媒体报道，去年 11 月 5
日，京津冀雾霾导致多个航班取消，首
都机场有超过 500 架航班取消，天津机
场上百架航班延误，40 余航班取消。与
此同时，延误险的销量也一路走俏。携
程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1 月 1 日
至 7 日北方雾霾天气期间，航班延误取
消险预订量飙升，同比增长 75%，出险
获赔人数同比激增 130%。

因霾而飞，“飞行大军”成员的心情
如何呢？“其实起飞的时候，心情并不是
多么期待，更像是一种解脱。希望空
气质量彻底好起来，让这种旅行少一
些，每个周末都能在郊区开心地玩。”
刘旸说。

雾霾催生“飞行大军”
袁 勇

▷ 玩 翻

天公司组织圣

诞老人到幼儿

园开展送礼物

活动，吸引了众

多孩子参与。

◁ 遛娃师其实

就是亲子活动的带队

导师。金牌遛娃师郑炜

正在陪孩子做手工。

氛围温馨的亲子图书馆很受孩子欢迎。 本报记者 欧阳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