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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

高，很多重复性的劳动越来越

被更加专业的人来替代，衣橱

整理也是如此。”在云投汇合伙

人、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众创

空间导师王晨看来，衣橱整理

作为新兴的创业领域，有特定

的市场需求和体量，具有一定

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存在很

大的风险，容易受到人工智能

等方面的冲击。

王晨指出，任何创业都是

在创新的基础上展开的，容易

落地并且有独特竞争力的项

目，更容易成功。他提醒未来

想在衣橱整理领域创业的创业

者们，要着重思考以下四个方

面：一、找到并解决行业的痛

点；二、有细分的精准客户群

体。从一定程度来讲，大学生、

白领、老年人等都有整理方面

的需求，都是服务的客户群

体。“但从创业的角度考虑，找

到细分的特定客户群体，才更

有针对性。”三、要不断提升衣

橱整理领域的门槛和壁垒，才

不容易被复制；四、创业者要探

索出一整套成熟的商业模式和

营销渠道。“尤其，家是很私密

的场所，如何提高服务水平和

质量，让客户信任，提高客户黏

性，这是创业者需要思考和努

力的方向。”

青年报见习记者明玉君

与整理收纳起到相似作用的
是，可以将家中暂时不需要的物
品，放置在另一个空间内。“嗅觉”
敏锐的创业者早已发现了这一市
场需求。尤其是在近期换季时
节，人们开始整理家中的换季物
品，许多物品短期内使用不到，却
占据着大量空间，面对人们的存
储需求，个人仓储类创业项目应
运而生。

上海井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就打造了一站式储物项目“放东

西”，囊括了上门估价、打包运输、
仓储保存、送回或自提物品等一系
列服务。“放东西”运营经理孙永军
介绍说，这类项目在欧美发达国家
的城市，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当地人均
居住面积小，而居民存放东西是一
项硬性需求，就形成了个人仓储市
场。与此同时，内地几乎没有个人
仓储项目。

而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不断提升，大家的存储需求也

在相应提升。人们不舍得丢弃具
有纪念意义、又不会使用到的物
品。此外，越来越多年轻人租房
生活，尤其许多人选择租住单间，
受到空间局限，缺少存储空间。
孙永军告诉记者，他自己就经常
在换季时遇到存储难题，不得不
将过季的衣物寄回老家，非常不
方便。

有了个人仓储项目就能解决
用户的存储难题。目前“放东西”
的仓储费用较为低廉。公司的大
型仓库位于郊区，分布在闵行、青
浦、嘉定等地，此外他们在市区也
设置了迷你仓。

用户在线上就能完成下单，
非常便捷。项目依据物品规格和
寄存时间设定价格，会为用户提
供收纳箱子。记者注意到，用户
储存一个 40 厘米规格箱体需要
1元/天。

目前，大部分寄存品为家具，
还有部分玩具、衣服、书籍等，以及
少数个人收藏品。“现在我们每月
用户量已经超过预期”，孙永军透
露说，原本公司预计在今年12月

实现收支平衡，而今年10月就提
前完成了这一目标。

每实现一个目标都会令孙永
军备受激励。他认为创业者最重
要的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并实现项
目的商业转化。“保持解决痛点的
初衷，以服务为先。”创业团队都要
不断与用户产生连接，在更大范围
内推广项目。“仓储和整理收纳领
域都属于低频需求，要与用户建立
信任，用互动方式，留住用户，转化
为高频服务。”

谈及行业壁垒，他表示，由于
大家对整理以及仓储这样的新兴
行业不太熟悉，这类团队建立口
碑非常不容易。对此，团队要保
持初心，先把事情做好。对于未
来，孙永军表示，希望公司能够成
为行业领先，并降低用户使用成
本，为他们带来更多便利，解决仓
储难题。“由于公司刚起步，虽然报
价和存储费用已低于市场，但并不
明显，将来还会继续降价30%，让
更多人接受这种新的收纳模式。
同时进行项目的模式复制，拓展
到更多的地区去。”

“整理是人类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拿得起才能放得下，要

有舍得。”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主任、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

授、博士生导师孙时进看来，收

纳整理是在物质富有之后，人

们开始追求更雅致生活的一种

表现形式。

在具体收纳整理的过程

中，人的心理也会产生一定的

变化，尤其当之前的杂乱无章，

变得井井有条时，人的心情会

变得好起来，从而提高生活效

率、工作效率和幸福感。

孙时进指出，当整理师从专

业角度指导人们进行收纳整理

时，可以对客户起到陪伴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的摆设

是人们内心对外界的投射。反

过来，外界的改变也会影响人的

内心，起到治疗作用。”

但同时，他强调，从杂乱到

有序，需要一个过程，整理师要

为有整理需求的客户提供服务，

并遵循客户的意愿进行归纳整

理，在这个意义上整理师和咨询

师一样要学会倾听、共感和耐心

等陪伴，做到“不丢不顶”。

在孙时进看来，整理师如

果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从

心理角度出发，为客户提供收

纳整理服务，就会进一步提高

整理的质量和效果。尤其，当

客户表现得比较怀旧，舍不得

丢弃物品时，整理师可以通过

对话和交谈的方式，倾听和引

导客户，舒缓其情绪。“比如，这

本书你上次是什么时候看的？

下次打算什么时候看？这件衣

服，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穿

的？有多久没有穿过了？将来

还会打算穿吗？通过这样的问

答，能够引发客户的思考，他们

在心理上会更容易接纳。”孙时

进说。

“其实，环境和物品的收纳

整理是表象，本质上是人的整

理，人内心世界的澄清以及不

断对自己的觉察”。孙时进表

示，整理师在帮助客户整理收

纳时，还可以指导客户掌握一

些基本的收纳方法和技巧。当

客户的生活变得有条不紊时，

心情也会有很大改变。

·专题创

与线下整理不同，“衣橱大爆
炸”的创始人戴文婷，就开创了线
上的衣柜整理渠道。“线下衣橱具
有很多弊端，虽然衣橱满满，但每
次打开，依然不知道自己有哪些
衣服，对于穿搭更是‘一抹黑’的
状态，由此陷入无限买买买的循
环中。”戴文婷指出，正是基于自
己在这方面的深刻感受与实际需
求，她于半年前开发了“衣橱大爆
炸”APP，开始了创业之路。

据戴文婷介绍，这是一款集
衣橱管理工具+穿搭社区+闲置
处理于一身的生活实用APP。与
线下空间的有限性不同，在“衣橱
大爆炸”，每个用户都可以拥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无限空间的衣橱。

“通过拍照的方式，将线下衣橱挪
到线上，起到记录穿搭的作用。”

同时，在穿搭社区，用户可以

通过共享的方式，参观他人的线
上衣橱，互相学习与交流，提高穿
搭技巧与衣物整理能力。

“我们近期还开通了闲置处
理功能，即随着记录穿搭的深入，
用户可以知晓哪些衣服被闲置，
穿着次数最少，可以在线赠与他
人；同样，用户也可以通过积分，
购买他人的闲置衣物，实现资源
共享。”戴文婷说。

据了解，APP运营半年来，95%
的用户群是 20-45 岁之间的女
性。很多用户反馈，“衣橱大爆
炸”让她们的衣柜变得可视化起
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衣橱整理
作用。

“现在，我的线下衣橱也变得
整洁和有序，空间大了很多。”戴
文婷笑言，这是“衣橱2.0”时代，
通过线上衣橱的管理及闲置处

理，线下衣橱也进行相应的分门
别类，及时更新与整理，线上与
线下的结合让衣橱空间变得无
限大。

据戴文婷透露，目前，“衣橱
大爆炸”已有5万线上用户。未
来，她表示，将在融资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用户群，不断提升用户
在细节方面的体验，增强产品稳
定性，加大推广力度。

“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
行业。”在戴文婷看来，衣橱行业
是大势所趋，人人都需要一款有
无限空间的线上衣橱。但她也提
醒创业者，任何一个行业的开端，
都充满了困难与挑战。“需要在做
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并不断壮
大，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坚持
和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是
创业者需要注意的。”

个人仓储连接客户 低频需求转化为高频服务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青年职业指导部主办的

“职场新干线”系列公益项目之“青
年就业创业指导服务计划——青
年就业咨询指导”活动走进上海立
达职业技术学院准毕业生招聘会
现场，为广大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
与求职咨询服务。本次活动由上
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邀请到

了上海市职业指导师、上海中侨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处程瑶副处长为
活动现场的准毕业生们提供职业
指导及就业服务工作。本次招聘
会吸引了上海电气、东方国际物
流、屈臣氏等近200家用人单位，共
计为准毕业生提供岗位数 600 余
个，招聘近2400余人。现场还专
设指导服务，与学生们探讨就业心
态和就业意向，帮助他们走好职业
生涯的第一步。

就业创业导师助力学子求职

王晨（云投汇合伙人）：

衣橱整理机遇与风险并存

手机APP 让衣橱变得无限大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青年职业指导部主办的“职
场新干线”系列公益项目之“青年就
业创业指导服务计划——大学生职
业导航讲座”活动在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浦东校区信息管理学院热
烈开展。本次活动由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主办，邀请到两位老师：国

际生涯发展讲师CDI、高级职业咨询
师、“关魂”生涯发展教育工作室主
持人、上海海关学院学生处王杨和
国际生涯发展讲师CDI、国际生涯教
练BCC、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GCDF、

“思涯”生涯工作室主持人、上海思
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学院陆静担任
主讲嘉宾，做题为“生涯启蒙”的导
航讲座，让学生们了解大学阶段职
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大学生职业导航讲座成功举行

传递最新育儿理念
美赞臣双11收获不一样的精彩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双11期间，各大品牌
间的比拼已上升到了消费服务极
致体验的层面。作为全球领先的
婴幼儿营养专家美赞臣的多名高
管，在双11当日组团为消费者送
关爱，以打造极致的消费体验，传
递最新的育儿理念。

在双11当日，美赞臣大中华
区总裁睿恩达、美赞臣大中华区电
子商务总经理王月欢，以及利洁时
中国市场部副总裁及电子商务总
经理宇文本杰在北上广三地纷纷

“变身”快递员为消费者送快递，还
通过育儿知识大挑战等游戏环节，
与线下消费者互动，为他们带来极
致的消费体验。

据了解，这是双11期间，美赞
臣为消费者准备的特别节目。该活
动以“老板来敲门”的形式，通过高
管上门送货，直接拉近美赞臣与新
生代妈妈们的距离，在带来别开生
面的消费体验的同时，更多地送出

了关爱。在上海消费者的家中，既
是美赞臣大中华区掌门人又是资深
奶爸的睿恩达就与80后奶爸王先
生一起挑战育儿知识，相互交流科
学的育儿心得。一同前往的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沈理笑
副教授还现场解答了王先生提出的
育儿问题，给予宝宝专业营养指导，
传递最新的科学育儿理念。

为了更好地与新生代妈妈们
互动，以更有效的方式支持、教育
和服务她们，是美赞臣未来的业务
战略重点之一。随着中国消费升
级，消费需求趋向多元化，消费者
除了对高品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有迫切需求外，还希望能获得定制
式的、极致的、独特的消费体验。

据了解，美赞臣不仅要成为可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的企业，
还希望在婴幼儿产品上附加可感知
的理念、价值与服务，更加关注“人”
的需求。遵循这样的思考，智能母
婴快闪店、“萌娃大挑赞”等一系列
大众参与的新颖活动正在上演。

声音 孙时进（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收纳整理起到心理陪伴作用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从0到100再回归到1的修行历程，那么，整理收纳术的兴起，正让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触发觉醒。整理，可以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这
是一种理念，一种态度，更是N种生活形态。

如何让房子的空间不再“狭小”，如何让空间的压力不再令人感到“窒息”，如何让我们的
生活不再杂乱无章？整理收纳师，作为创业领域中的一匹“黑马”，正以奔跑般的速度进入人
们的视野。给空间减负，给心灵降压，各式整理收纳方案正席卷而来，并俨然成为一种提升
自我生活品质，为个性生活加分的新生活理念。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见习记者 明玉君 陆安怡

给空间减负 为心灵降压

整理收纳能否成为下一个创业风口？

1989 年出生的韩艺恩，就
是整理师创业浪潮中的一员。
受到上海妈妈精致生活方式影
响，她从小对整洁有着严格的标
准。相比于其他孩子，她不仅很
早就能独立整理内务，还对买东
西、选东西有着自己的主见。韩
艺恩从来没有想过，整理收纳可
以为自己打开创业的一扇门。
这一切的想法和改变源自于她
第一次在网络上读到了近藤麻
理惠的心动整理法，那一刻，她
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点亮了。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韩
艺恩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搜索

“整理师”这三个字，而在经过一
番探索之后，韩艺恩惊讶地发
现，原来她之前认为人人都该具
备的生活技能并非如此普及，

“说起整理收纳，我遇见的90%的
人都不会，所以我想自创一套中
华整理术，应该会成为我创业生

涯中的一个契机”。
与许多创业者一样，韩艺恩

也是从陌拜开始，挨家挨户地逐
个敲门来打开业务的局面。当
时，韩艺恩有一户邻居，由于楼
宇布局的关系，两户人家挨得特
别近，可以说每天只要韩艺恩一
推开窗，就能够清晰地看到邻居
家里的场景。她回忆说，邻居家
里的东西摆放得十分杂乱，因此
她萌生了一个念头：她想从窗户
跳过去，帮邻居整理房间，“我当
时想，我甚至可以不收她一分
钱。”

在创业初期，她每次都要
给客户打 2、3小时的电话。“我
必须要跟客户做深度的沟通，让
客户了解我想做的事，让她知道
我没有任何恶意。”韩艺恩说，她
有很多客户，都是在朋友圈观察
了她半年以上，才找她进行整理
咨询。

抉择的困难，对物品的留
恋——韩艺恩在为客户进行整
理的过程中，遇到过形形色色
的人。而令她印象最为深刻
的，是在一间仅有 12.5 平方米
大小的住宅房，为两位有囤积
症的独居老人进行了整理改
造。韩艺恩和她的小伙伴花了
22天的时间，21位整理师轮番
上阵，最终，他们处理了 58 袋
垃圾，为这间房间腾出了 7 平
方米的空间。

如今，韩艺恩不仅开办了
“艺恩整理”，其艺恩零分学院也
为有志于从事这份职业的学员
提供系统的培训。说到整理师
的薪资水平，据了解，目前行业

中每小时的收费价格最高约为
500元人民币。“当然，收费标准
和整理师个人的经验、素质、特
长有关，做得好又有名气的，收
费自然就高，而大多数人的平均
日薪大概能维持在1000元人民
币。”韩艺恩表示。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新兴行
业来说，最初的野蛮生长都是避
免不了的现实，韩艺恩也坦言，
目前行业中的确出现了一些乱
象，比如有些人没有任何经验，
就以职业整理师自居，或者有些
人只粗浅读过一两本书，就照搬
过来用。她认为，所谓的实践出
真知，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行业
中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
师行业就诞生于美国，经过了几
十年的发展，由日韩整理收纳文
化推向了一个时代巅峰。日本
收纳达人近藤麻理惠，将她的整
理术写成了书籍《怦然心动的人
生整理法则》。这本书被翻译成
日、英、中、韩等多种语言，在不
同的国家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
书，让近藤麻理惠在 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网站上受到巨
大追捧，拥有许多粉丝，并成功
入选《时代周刊》“2015 年世界
最有影响力100人”。杂物咨询
师山下英子首创的“断舍离”一
说，意思是“断绝不需要的东
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

品的迷恋。如今，“断舍离”已
经成为一个时尚新词，一种新
的生活理念。

那么，为何说国内正在掀起
一股“整理收纳”的风潮？其实
道理很简单。有着十余年创业
指导经验地方维康表示，人们的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购买力也在
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惊人的交易额无不彰显着这个
时代人们的消费购买力。尤其
是在一线城市，寸土寸金之地，
人们辛辛苦苦工作攒钱买来的
房子，如果被各类杂物堆满，舒
适度肯定大受影响。”所以，渐渐
地，在不知不觉中，整理收纳便
成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刚需。

21名整理师轮番上阵
22天为囤积屋“换装”

断舍离成为新生活理念
整理收纳成为这个时代的刚需

自创中华整理术
上海姑娘开启创业人生

韩艺恩和她的小伙伴花了22天的时间，21位整理师轮番上阵，最终，他们处理了58袋垃圾，为这间房间腾出了7平方米的空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