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穿老干妈卫衣、脚踏李宁运动鞋、嘴涂故宫红唇膏……新一代年轻人正以

穿国货、用国货、吃国货定义着时尚，追逐着新潮，推动着“国潮”热滚滚而来。这

是一场“一时而红”的潮流盛宴，还是国货能够乘势而上的发展契机？经济日报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当下，国货正在中国消费升级的助力下，向着“世界精品”迎

头赶上，不仅成为我国消费者眼中的热销产品，也让世界看到了国货新力量。

身穿老干妈卫衣、脚踏李宁运动鞋、嘴涂故

宫红唇膏……新一代年轻人正以穿国货、用国

货、吃国货定义着时尚，追逐着新潮，推动着“国

潮”热滚滚而来。

借着这波“国潮”热，在消费市场中几经沉浮

的国货火了一把。老字号推陈出新、焕发第二

春，新品牌标新立异、后来者居上，一个个国产品

牌强势崛起，迎来空前爆发期。

然而，潮流总是一波波更替，时尚总是一代

代变迁，很多潮极一时的品牌也有被拍在沙滩上

的前例。如何抓住“国潮”机遇，顺势而上，在下

一波消费潮流涌来时依然乘风破浪、“永”立潮

头？这正是当下新老国产品牌不断追寻的答案。

不能被一个“老”字困住了

闻名遐迩的苏州园林形象被刻画进糕团点

心，红楼梦、乾隆探店等江南文化系列主题故事

均可寻见——走进苏州观前街稻香村首家体验

店，“前店后厂”式的现烤裸卖区、手作区、茶饮休

闲区与文化体验区内，人来人往，姑苏糕点吃局

琳琅满目，仿佛置身古今交融的苏州精致生活现

代秀场，吸引众多消费者争相“打卡”，体验品尝。

“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宝玉饼’礼盒，每个都

是独立包装，美味又精致。”店铺二楼，工作人员

正忙着直播带货。去年以来，历经与头部主播合

作到自建直播团队、开发微信小程序商城、尝试

社群营销等一系列尝试，苏州稻香村凭着灵敏的

市场嗅觉，紧抓电商直播风口，打出线上营销组

合拳——2020 年，电商销售额增长 30%，成功弥

补了疫情期间线下销售的不足。

同时，他们还开发出体现糕点制作技艺传承

寓意的自有IP——“六代把作”，并与王者荣耀、功

夫熊猫等知名品牌进行 IP 跨界联名……作为一

家走过 248年历史，于 2006年被商务部首批认定

为中华老字号的企业，稻香村为何这么“拼”？

在稻香村集团总裁周广军看来，“‘老字号’

并非指老的传统或观念，而是一种责任，倒逼着

我们走出舒适区，始终保持创新基因”。

“一提到国外品牌，人们会想起宝马、奔驰等

百年品牌。然而，市场并非把它们看作‘老’品

牌，恰恰相反，会觉得是时尚、潮流的代表。它们

擅长用贴近时代的语言、包装和产品与消费者沟

通。”周广军坦言，进入 21世纪后，国内的老字号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了各种新兴经济体的冲

击，给消费者留下了思想保守、产品单一、不贴合

潮流风尚等固有印象，“老字号是时代品牌，我们

应该屹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时代，而不是倚老卖

老，怀念从前”。

另一家选择对“倚老卖老”说不的老字号，是

全聚德。2017 年至 2019 年，全聚德的营业收入

不断下降。全聚德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周延龙

还向记者分享了两组数据：全聚德的主力消费者

年龄段比主要竞争对手大 8至 10岁；运营团队的

年龄也普遍比对手大 10岁左右。“全聚德不能被

一个‘老’字困住了！中华老字号具备文化积淀、

产品和服务传统技艺的天然优势，在如今‘国潮’

新势力带动下，老字号企业也迎来品牌新生的发

展机遇，有望重获年轻人追捧。”周延龙说。

推出全新“萌宝鸭”IP形象、打造北京餐饮老

字号首家光影主题餐厅、用短视频方式通过众多

平台推介全聚德二十四节气菜品……通过多路

径精心布局，全聚德也“潮”了起来。不过，周延

龙认为，对老字号而言，赶上“国潮”不仅是改变

一款产品外包装，或是简单地搭上传统文化元素

营销，而是企业对产品历史与品牌文化价值的传

递。未来，全聚德将重点打造产品+服务+场景

新格局，聚焦老字号精品门店升级，拥抱新零售、

新媒体，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以文化

赋能品牌可持续发展。

大街小巷吹起“国潮”风，越来越多年轻人向

传统文化投以好奇又炙热的目光。然而，他们的

关注点绝不在于陈旧古老的图案或物件，而是经

过时代审美改良创新之后的“中国元素”。这也

是特步电商总经理沈华东眼中的国货制胜法宝。

“国外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理解、投入与关注

度均不及本土品牌。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就是找

出自身独特之处，基于中国文化打造出来的

‘潮’。”沈华东向记者举例道，特步所用色卡均为

基于国人审美、源于传统文化的“中国风色卡”；针

对国人脚型普遍偏宽、偏扁等特点，特步坚持根据

亚洲人体型设计产品，让消费者穿着更舒适。

“去年以来，特步的年轻消费群体占比明显

加大，他们并不盲目追求大牌，而是真的热爱中

华文化。在研发投入上，我们还得不断加强对中

华文化、传统审美的深入理解与融合。”沈华东告

诉记者，特步将持续专注年轻化的潮流时尚，加

强与年轻人联系紧密的赛事、活动及组织合作，

并对中国文化研究与元素设计进行深度挖掘，努

力与全社会一起做大做强中国品牌文化，讲好特

步独有的“国潮”故事。

从一时之红变“长红”

站在“国潮”风口，老字号推陈出新，新品牌

也顺势起飞、百花竞放。

新品牌新在哪里？新在个性化的设计、多元化

的产品、洞悉人心的营销。与早年间把“国潮”LO-

GO简单粗暴地印在产品上相比，如今，国潮新品

牌更加巧妙地寻找产品与中国元素的契合点，祥

云、仙鹤、雕刻……这些从前与时尚完全搭不上边

的元素，出现在各类商品中，引领潮流风气之先。

这在国产美妆品牌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粉

黛高原”“赤彤丹霞”的国家地理系列眼影，活灵活

现的动物系列眼影……近年来，“完美日记”每推

出一款产品，几乎都能成为当时美妆市场的爆款。

爆款的出现看似不经意，其实并非偶然。完

美日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敏锐洞察当下消费

者的审美趣味，围绕需求创新供给，是完美日记

变“潮”变“火”的关键一点。

“每位消费者都可能是我们的产品设计师。”

上述负责人介绍，他们坚持从用户出发，采用数

据驱动的直面消费者模式，通过各种社交渠道直

接与消费者沟通，努力将每位用户的需求、习惯、

喜好转换成产品。仅一款羽毛粉饼，前后就经过

300 多名消费者参与测试，历经多次会议和上百

个日夜才得以推出。这种量身定制式的生产模

式，受到众多年轻消费者青睐。天猫一项调查显

示，完美日记已跻身最受“00 后”喜爱的国货品

牌第二名。在今年的 618大促中，完美日记销量

位居京东自营国货彩妆与唯品会彩妆首位。

国产美妆强势崛起，推动国产化妆品行业生

产研发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品牌打造力不断

完善提升，一些“国潮”也得以从“网红”真正走向

“品牌”，开始了形象探索与品牌构建。

“有人说花西子是网红品牌，但我们不太喜欢

这样的标签。”花西子联合创始人飞慢坦言，花西

子并不简单地把自己定义为“国潮品牌”，而是以

打造东方彩妆体系为终极理想，“国产彩妆品牌曾

经被碾压，是大家普遍认为其单一没特色，廉价

不高端，伤肤不健康”。为解决国人化妆痛点，花

西子决定从设计、生产着手，深度挖掘中国传统

文化和东方美学，赋传统以时尚，赋时尚以古典。

产品打磨的过程是艰难的。“难在需要推动

供应链的工艺创新。”飞慢向记者举例，把陶瓷工

艺应用于口红，花西子是第一家，最初没有现成

的工艺。花西子历时 2年研发，终于推动相关技

术的诞生和发展。去年，这款陶瓷口红成功上

市，膏体采用微浮雕工艺，白釉外观纯净莹润，面

市即受到消费者追捧。

“今天我们的研发实力、产品原料配方以及

所采用的质量检验标准不仅在国内领先，甚至比

大多数国际品牌水平更高。”飞慢坚信，在“90

后”“00 后”愈发倾向于以产品论品牌的当下，国

产品牌发展正当其时。

当然，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自我推荐。与传统

品牌“填鸭式”传播不同，新品牌更注重社交营销，

以口碑传播、体验式消费等方式走进消费者视线。

有的企业选择从源头做起。只要你是乳业

品牌“认养一头牛”的会员，每月 26 日就可到公

司参观，与产品经理、研发人员一起探讨对产品

的看法和需求，或者受邀前往牧场溯源，近距离

考察这家企业是如何养牛的。

2016年成立的“认养一头牛”，立志于为国人

生产“一杯好牛奶”，并走出一条“先建牧场，后建

品牌”的发展之路。该公司 CEO 孙仕军告诉记

者，他们将抖音、小红书作为营销主阵地，定期组

织牧场直播，推出“云牧场”小游戏等。凭借与消费

者深度联结，“认养一头牛”迅速成长为乳企新贵。

今年5月，其天猫旗舰店粉丝数突破1000万，成为

天猫大食品类目中第四家粉丝破千万的品牌。

新的设计、新的营销渠道、新的消费形态带

来蓬勃的流量红利，让诸多新品牌短短几年间就

完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价值增长。但在互联网

时代，朝飞冲天、夕则亡矣的网红品牌屡见不

鲜。新品牌如何乘着这股“国潮风”，顺势而上，

从一时之红变“长红”？

一些品牌在摸索着自己的答案。“新国货品牌

如果要长远发展，品质与口碑是关键，因此需要有

长期主义的眼光。”孙仕军说，“认养一头牛”将始终

把好品质这条生命线，持续在产业链布局与数智

化升级方面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品质管理，

力争凭借过硬的产品打造核心竞争

力，以质量与口碑赢得长远。

中国品牌越来越兴盛

李宁登上纽约时装周、故宫文创横空出世、

天猫联合众多传统国货品牌走红……从“国货”

到“国潮”，“Made In China”正在撕掉“劣质”“廉

价”等固有标签，逐步树立起中国品牌的影响

力。根据《百度 2021 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报

告，近 5 年，中国品牌搜索热度占品牌总热度比

例从45%提升至75%，是海外品牌的3倍。

国民消费能力提高是“国潮”兴起的重要原因。

联合国世界品牌发展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亚洲工

作委员会主席王善合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

不断跨越新的关口，2018年越过90万亿元，2021年

超越100万亿元，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等收入群体

的持续扩大，让“国潮”迎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国潮’兴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自信

在商业端的自然流露。”品牌联盟商学院院长王永

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国潮”就是一场传统文化的

“再流行”，这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需

求不断扩大的自然体现。

反过来看，“国潮”的兴起也倒逼着产业转型

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一系列新理

念、新技术、新模式正催生新产品、新潮流、新产

业链，一批批传统品牌搭上转型的顺风车，一批

批新锐品牌横空出世。

“如今‘国潮’已进入 3.0 时代，内涵再次扩

大，文化和情感附加值进一步突出。”王善合表

示，在消费端，国民对于这类“新国货”的消费习

惯逐步形成；在供给端，中国品牌正经历着集体

品类创新、产品出新和品牌革新，在市场中从“小

众”潮流变成集体潮流。

但与此同时，火爆的“国潮热”背后也有一些

隐忧：过度营销下，一些品牌营销费用居高不下，

研发投入明显不足；部分品牌运营存在“三分钟

热度”，对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售后服务难以坚

持；有的品牌仍以低价作为占领市场的主要手

段，质量和口碑却不尽如人意，甚至个别品牌把

“国潮”当噱头，实则用来投机炒作……

如何借着“国潮”的东风，将专业品牌、本土

文化、周期性潮流三者完美融合，在俘获国内消

费者的同时，也能赢得海外的赞誉，从而持续

“潮”下去？这对于老字号和新品牌来说，都是未

来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企业而言，要进一步提升品牌竞争力，一

方面要久久为功、大练内功，只有自身的产品和

服务过硬，才会赢得市场尊重；另一方面要讲好

中国故事，不仅品牌的品质、科技实力、研发实力

等硬实力要强，品牌的人文魅力等软实力也要

强。”王永说，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玩“国

潮”，外国人一样可以玩“国潮”，事实证明玩得还

很不错，比如美国好莱坞就拍出了融合中国传统

文化的《功夫熊猫》。“因此，‘国潮’应该是真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振兴。我们具备先天优势，但

也要更加努力去学习融会贯通，要有国际视野，

如此才能更全面理解喜爱我们的文化。”

在周广军看来，国潮的本质在于产品本身。

“‘国潮’不是一时追赶潮流，不能以文创的名义做

超出产品本身价值的东西，要真正做出引领审美

且性价比高的产品，最终获得消费者文化和审美

层面的双重认同，获得市场的持续青睐。”

或许，真正的“国潮”还只是刚开始。“全球流

行市场上，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中国风’。”沈华

东认为，“中国风”应该是代表了中国五千年

历史与民族性格的一种审美体系。这种

审美要渗入产品颜色、材质选择与故事

讲述等方方面面，“目前中国品牌还

在摸索、尝试阶段，相信未来有

一天，具有统一审美共识的、

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中

国风’一定会出现，中国

品 牌 会 越 来 越

兴盛”。

2021年7月29日 星期四9 调 查

国货能持续国货能持续““潮潮””下去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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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概念的丰富延展性，给品牌带来了

全新营销机遇，在热火朝天的摸索尝试中，也

难防“剑走偏锋”造成的信任危机。一些老字

号品牌想通过跨界营销“回春”，用广告语或品

牌 LOGO、传统元素简单堆砌而成的“四不

像”新品，自然引发不少争议；曾几何时，鞋类

品牌纷纷效仿国外饥饿营销方式，限量发售的

国产球鞋开始沦为资本角逐的工具，“炒鞋热”

愈演愈烈，削减了众多普通消费者的好感。

过去，苏州稻香村也经营过西洋罐头，因

为那个时代的潮流就是“洋气”，如果不嫁接西

方元素，反而会被消费者嫌弃不够“洋派”；在

运动鞋和服饰领域，设计长久以来是国货稀缺

的能力之一，曾是诸多国产品牌的困扰。但今

天，在“国潮”新势力的带动下，彰显浓厚文化

情怀的国货懂得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坚持实

体为本，沉下心来积极调整、创新求变，发展全

渠道经营，以获得市场的持续青睐。

从小圈子狂欢到红遍大江南北，国货扬帆

莫忘初心。与其在营销手段上耍花招、搞噱

头，不如讲好传承与创新、经典与潮流有力碰

撞下的中国品牌故事。当复古怀旧风潮过去，

如果无法提升自身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新老

国货的发展仍会面临困境。所幸的是，有赖于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兴科技手段、多元时尚创

意、高标准品质把控、长远产业思维的深度融

合，“国潮”涌现，让购买国货在消费升级的大

环境下不断升温，总有

一天会在国际市场劲

吹“中国风”。

国 货 扬 帆 莫 忘 初 心
郭静原

图图①① 20212021 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花花

西子携手盖娅传说共同打造西子携手盖娅传说共同打造““洛神赋洛神赋””主题联主题联

名款服装名款服装以及全新彩妆产品以及全新彩妆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小朋友在北京前门大街的国潮市小朋友在北京前门大街的国潮市

集上集上留影留影。。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苏州观前街上，稻香村首家体验店内展

示的文创主题食品。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