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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美貌有价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遥 美貌是一种稀缺资源袁对于貌美者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袁对于商家有助

促进商品销售袁对于社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袁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遥 然而袁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袁美貌也具有明

显的负向效应遥美貌影响貌美者个体努力程度袁具有社会负外部性袁影响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袁同时还呈现边际效应递减

特征袁美貌产业的过度发展还将侵蚀经济发展基础遥逐美是人类的本性袁追求美貌将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袁但人类社会

发展的本质决定了追求内在美是基础袁因此在社会价值评价中内在美的基础作用必定会得到增强遥 当前阶段袁我们要

尽力发挥美貌的正向效应袁规避其负向效应袁尤其要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美貌观袁合理规范美貌产业发展遥
关键词院美貌曰经济分析曰正向效应曰负向效应曰内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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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野爱美之心袁人皆有之冶袁追求美貌淤不仅是一种

社会行为袁 也是一种经济现象遥 1994 年美国学者

Hamermesh 和 Biddle 研究了美貌对劳动市场的影

响袁[1]自此美貌经济受到经济学界的持续关注袁逐渐

衍生为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袁Hamermesh 称其为

野美貌经济学冶遥 [2]美貌具有溢价效应袁即野美貌溢价冶
渊Beauty Premium冤袁 这种溢价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

表现为对应聘机会尧工资收入尧绩效考核尧职务晋

升尧商品促销等多方面的影响遥 美貌影响收入袁在同

等条件下貌美者易获得较高的收入袁这一结论得到

Hamermesh 和 Biddle尧[1]Harper尧[3]高文书尧[4]Johnston[5]

等学者证实袁 如 Hamermesh 和 Biddle 的研究显示院
貌美者较之中等相貌者收入约高 5%袁 中等相貌较

之貌丑者收入约高 5~10%曰 高文书利用中国 12 城

市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得出院身高对男性和女性劳

动者工资报酬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遥 美貌影响业绩

评估袁 如 Hamermesh 和 Parker 对德克萨斯大学 94
位教员教学效果评价研究显示院 以 5 分制为基准袁
教员平均得分 4.2 分袁貌美者得分 4.5 分袁貌丑者仅

为 3.5 分遥 [6]野美貌溢价冶的反面是野貌丑歧视冶渊Ugly
Discrimination冤袁 美貌为个体带来正向效应的同时袁
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貌丑歧视行为遥 Kuhn 和

Shen 利用中国约 105.8 万份招聘广告信息袁 研究就

业市场的相貌歧视问题袁结果显示院约 7.7%的企业

有相貌要求袁约 2.6%有身高要求袁这种现象在低学

位职位中更为突出袁 占比分别达到 15%和 9.3%曰[7]

Morris尧[8]Han 等人[9]的研究显示袁体重过重对就业机

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袁女性尤为显著曰江求川尧张克

中的研究显示院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外表特征存

在明显歧视袁身材野偏胖冶对就业和工资具有明显的

负面影响袁身高每增加 1厘米袁工资提高 1.5~2.2%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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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学者不断将视野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美

貌对个体效应影响研究的同时袁美貌有价也逐渐成

为社会的共识袁野美貌经济冶于也成为商家追逐的对象袁
各种选美大赛风起云涌袁商业促销的野美女注意力

经济冶已成为常态袁与美貌有关的产业链条不断延

伸尧市场不断膨胀袁野美貌经济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遥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袁2014 年中国

化妆品零售总额已达到 1825 亿元遥 盂据行业统计袁
2014 年中国整形美容行业产值达到 5100 亿元袁整
形人数超过 743 万遥 在美貌经济快速增长的引导

下袁不但学者呼吁打好野美丽经济冶榆牌袁如郑继江提

出要加强对野美女经济冶和美丽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袁[11]

阚如良尧孔婷提出打好野昭君文化冶大力发展美丽经

济产业集群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袁[12]同时野美丽经济冶
也吸引了地方政府的眼光袁 如山西忻州 2010 年就

提出利用美女发展经济遥 然而袁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性袁 美貌对于貌美者个体的正向效应是显而易见

的袁但就社会角度观察其负向效应也很明显袁过度

关注美貌的正向作用而忽略它的负面作用将使野美
貌经济冶走向歧途遥

已有研究对美貌正负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的文

献并不多见袁基于此袁本文拟以经济分析虞为基础袁
从个人和社会两重角度系统梳理美貌的正负效应袁
从而为更好地促进野美貌经济冶发展提供借鉴遥 文章

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院第二部分为美貌的正向效

应袁第三部分为美貌的负向效应袁第四部分为野逐
美冶演化分析袁第五部分为总结与启示遥

二尧美貌的正向效应

美貌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袁这些效应反映在微

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袁同时对个人尧商家及社会产生

影响遥
渊一冤美貌为个人带来福利袁为社会带来正外部性

美貌对个人的正向影响反映在直接和间接两

个方面院其一袁美貌直接影响社会对个人的评价袁产
生野美貌溢价冶遥 野爱美之心尧人皆有之冶袁人类社会具

有趋美心理袁欣赏美是人类的基本诉求遥 貌美者易

使人产生野赏心悦目冶的感觉袁这种情感会潜移默化

影响社会评价袁对貌美者的就业机会尧工资收入尧业
绩考核等产生正向作用袁从而使个人野因貌美而受

益冶曰其二袁美貌影响个人效应满足程度袁产生野因貌

美而自信冶的先天优势遥 美貌是一种稀缺资源袁貌美

者拥有这种资源可以大大满足自身对美貌的追求袁

获得较高的效应满足程度遥 同时袁因貌美而产生的

自信将进一步影响工作效率袁有助于提升个人工作

业绩遥 美貌在为貌美者个人带来直接和间接正向效

应的同时袁也会为社会带来正向效应袁产生野社会溢

出效应冶遥 外部性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袁但具有外部

性特征的产品往往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袁美貌之于

社会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遥 如果将美貌看做一种资

源或产品袁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遥 也就是说袁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免费欣赏貌

美者的美貌袁获得野赏美冶满足感遥
渊二冤美貌不但有助于商品促销袁且能带来野溢

价冶销售效果

当今社会已进入野注意力经济冶时代袁美貌是良

好的注意力资源袁可以产生注意力效应袁这也是车

展中总少不了美女造势的重要原因遥 据统计袁车展

中因美女造势而观众在车前观望的时间平均能达

到 9 分钟左右袁反之则只有 2 分钟遥 据美国马萨诸

塞州中心医院所做的一项研究袁在试验中袁年轻男

士看到漂亮女人照片时袁其大脑的某些区域异常活

跃袁犹如服用了可卡因或拿到钞票的反应遥 对美貌

的注意力效应不但会吸引消费者在商品区逗留袁还
会产生野爱屋及乌冶的偏好效应袁促进商品销售遥

我们通过定义美貌吸引度来进一步分析这一

问题遥 美貌吸引度即在商业销售行为中袁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袁销售员的美貌特征对顾客购买商

品的影响程度遥 美貌吸引度取值范围为[0袁1]袁其值

越大表示美貌对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正面影响越大遥
0 与 1 是两个极端值袁值为 0 时袁表示外表特征不会

对产品销售起到丝毫作用曰值为 1 时袁表示销售员

美貌特征完全左右了顾客的购买行为遥 现实中袁取
值为 0 与 1 的情况均能见到袁 更多则是界于 0 与 1
之间遥 但是袁必须注意几个问题遥 第一袁不同商品销

售中美貌的影响作用并不一样遥 美貌对商品销售的

正向效应之于与野美冶有关的商品尧价值高凸显高贵

的商品尤为显著袁前者如化妆品尧服装等袁这类产品

不但与野美冶有关袁在貌美销售员身上展示更能凸显

协同效果袁后者如高级轿车尧钻戒等袁对这类高价值

产品的追求与对美的追求具有一致性特征遥 因此袁
在以上品类的商品促销中袁貌美往往成为商家选聘

员工的重要标准遥 第二袁商品销售受到众多因素的

影响袁包括产品品质尧顾客需求尧推销技巧尧销售员

外表特征等袁美貌只是因素之一袁这些因素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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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影响中所占分量千差万别袁有时美貌发挥作用

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袁如产品品质基本符合顾客

需求等遥 我们对于美貌吸引度的定义是假定其他条

件最起码要满足顾客对产品的基本需求遥 第三袁美
貌吸引度袁理论上也会出现负值袁即销售员较差的

外表特征会对产品销售形成负面影响袁在此我们主

要分析美貌的正向效应袁 忽略取值为负的情况袁且
在现实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家会最大程度地避

免这种负作用的出现遥
同时袁美貌对于商品销售的协同效应袁不但能

够产生商品促销的良好效果袁且能带来商品的野溢
价冶销售效果遥 就社会角度而言袁如果说在大街上美

貌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袁但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这

种正外部性完美地实现了野内部化冶袁即在与貌美销

售员打交道过程中袁我们会支付更高的价格袁实施

较低理性的购买行为袁如在与貌美销售员打交道过

程中袁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出大方的购买行为遥
渊三冤美貌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袁经济将

逐渐迈入新常态袁美貌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为经济新

常态的确立贡献重要力量遥 追求美是人类的本能行

为袁按照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袁对美的追

求应归属高层次需求遥 对美貌的追求具有较大的收

入弹性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尧人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袁消费者对野美冶的消费诉求也越来越强遥 与美有

关的整容业尧化妆品业均具有奢侈品特性袁然而历

史告诉我们袁对奢侈品的依赖往往因惯性会成为必

需品袁 当国人越来越热衷追求美时袁野美貌消费冶会
演变成大众必需品袁成为一种依赖遥 [13]

对美的追求不断延伸和拓宽了与野美貌冶有关

的产业链条袁使美貌经济成为继房地产尧汽车尧电子

通讯尧旅游之后的第五大消费热点遥 化妆品业和整

容业两大行业数据可说明这一点遥 其一袁化妆品零

售总额持续快速增长袁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

力遥 近年来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长袁但在基

数扩大的同时其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袁2010要2014
年平均增长率为 14.65%渊见图 1冤遥 而纵观化妆品零

售总额统计情况袁中国化妆品零售总额持续快速增

长袁增长率维持在 20%以上袁远超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率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持续上

升渊见图 2冤遥 其二袁整容群体不断扩大袁整容业高速

增长遥 尽管近年来整形美容行业负面新闻不断袁中
国整形美容市场仍然保持 30%以上的增速遥 表 1 展

示了中国整容人数统计数据袁数据显示中国整容群

体不断扩大袁且保持高增速遥 据 2014 年数据袁中国

整容人数仅次于美国和巴西袁 位居世界第三位袁整
形美容行业产值达到 5100 亿元袁整形人次超过 743
万袁据叶2013要2018 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投资前景

分析报告曳 预测袁2018 年整形美容市场规模将超过

8500 亿元遥不仅如此袁在整容群体不断扩大的同时袁
其整容人均消费连年大幅度增加渊见表 2冤遥 整容群

体的扩大与人均消费的增加共同促生整容产值的

不断增加遥 总之袁美貌产业处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

期袁为推动 GDP 增长贡献着重要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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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数据来源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为

亿元遥
图 1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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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发布数据袁化妆品零售总额单位为亿

元袁其中 2014-2017 年为预测数据遥
图 2 中国化妆品零售总额统计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3 2015 2018
整容人数 100 198 239.58 285.1 322.16 373.71 537 743 1110

表 1 中国整容人数统计表渊万人冤

注院2005-2010 年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与魔丽网合作调查曰2013尧2015尧2018 年数据来源于美丽神器 APP 全国调研数据袁 数据包含预测数

据遥 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别袁如艾瑞咨询与魔丽网 2010 年数据为 373.71 万袁而美丽神奇 APP2010 年数据为 340 万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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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整容产值统计表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整容产值渊亿元冤
平均消费渊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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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数据来源于美丽神器APP全国调研数据袁数据包含预测数据遥
三尧美貌的负向效应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袁美貌也不例外袁它既

具有正向效应也具有负向效应袁有时是一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袁即对个人是正向效应袁对社会则是负向

效应袁或者是对同一考察对象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

时又派生出负面效应遥 我们就个人尧社会及经济增

长三个方面来考察美貌的负向效应遥
渊一冤美貌不但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袁还可能

降低个人努力程度

第一袁美貌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袁随着时间

的推移袁美貌的价值不断降低遥 这主要反映在两个

方面遥 一方面袁人类的生理化特征使得天生野颜值冶
处于不断衰退之中遥 野岁月像一把杀猪刀冶袁再貌美

的人也掩盖不了岁月的痕迹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貌
美者的野美貌冶资源是不断递减的袁具有不可逆转

性遥 岁月不断侵蚀天生野颜值冶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增加及保持野美貌冶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效应

也不断递减遥 另一方面袁野审美疲劳冶隐形侵蚀着美

貌的价值袁导致美貌趋于贬值遥 美貌所带来的价值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人的欣赏和肯定袁而人类具有

天生的野适应性冶特征袁这种特征会逐渐淡化野美冶或
野丑冶给人带来的愉快的或不舒服的感觉遥 总之袁容
貌带来的感觉会逐渐淡化袁即会产生野审美疲劳冶遥

第二袁美貌是一种稀缺资源袁它可能影响个人

努力程度遥 貌美者拥有美貌这种资源袁从正面来说

会为其带来先天的优越感袁如貌美者与富人做伴侣

的机会更大尧平均工资水平更高尧工作机会更多等遥
同时袁貌美者也易受到社会的追捧袁成为周边人仰

慕的对象遥 然而袁这种稀缺资源为个人带来正向效

应的同时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向效应遥 达尔文

的生物演化理论告诉我们袁野物竞天择尧适者生存冶袁
生物演化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袁不断强化适应环境

的能力遥 野美貌冶资源让貌美者获得了先天财富袁社
会对这种资源的追捧和认可使其可能无须努力袁靠
野刷脸冶也衣食无忧袁这会进一步导致貌美者因外表

优势的野膨胀冶而得意忘形袁从而降低自身努力程

度遥 这一问题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验证袁如日本

心理学家对大学生群体与非大学生群体对比研究

发现院大学生的平均样貌水平差于同龄非大学生群

体袁这种现象被称为野补偿效应冶遥 貌美者因具有天

然的美貌资源其努力程度远低于相貌平平者袁反之

相貌平平者因与貌美者对比的天然劣势使其通过

努力学习来补偿容貌的天然劣势遥 从这一视角来分

析袁 美貌虽然有助于激励相貌平平者的努力程度袁
却大大降低了貌美者的努力程度遥 同时袁美貌者貌

美的天然优势容易使其变得骄傲袁 对人际关系尧工
作协作等方面也会造成负面影响遥

渊二冤美貌不但会影响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袁还会

降低非貌美者的效应程度

第一袁美貌影响社会价值判断标准遥 对人的价

值评价包括相貌尧性格尧道德尧能力等众多因素袁长
期以来社会对人的评价都将道德尧能力等内在因素

作为关键衡量标准袁而将相貌等外在因素作为辅助

标准遥 倘若社会过度关注对相貌的追求袁势必影响

社会评价标准袁形成野以貌取人冶的肤浅价值评判标

准袁更容易造成对野貌丑者冶的歧视遥 在古代野武大

郎冶因烧饼做得好袁销售颇好袁而在当今社会野武大

郎冶只能躲在店内做烧饼袁雇佣貌美者销售袁使烧饼

的美味与貌美者的销售形成协同效应遥 近年来袁在
野逐美冶的社会潮流下袁越来越多的人将野外在美冶作
为人生追求的关键目标袁 而忽视内在修养的提高袁
由此导致的道德滑坡尧以貌取人的现象比比皆是遥

第二袁人类的社会性特征使得人们在对美貌的

比较中易产生负面效应遥 野经济学之父冶亚当窑斯密

对于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是做出了 野理性经济人冶假
设袁这一假设成为经济分析的基石袁然而在分析现

实问题时袁野理性经济人冶 往往要服从 野社会人冶假
设袁如我们在做决策时袁不但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袁也
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遥 社会存在野相貌均衡冶袁按照

一般社会判断标准袁 貌美者和貌丑者均占少数袁而
中等相貌者占多数袁社会对美貌的整体效应满足度

处于一个稳定状态遥 假若社会之人更多地把资源用

于美貌追求中袁如一部分中等相貌者通过整容或者

使用更多的美容产品等方式让自己跨入貌美者行

列袁从而提高了自我美貌满足程度袁这一群体人数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打破社会形成的 野相貌均衡冶状
态袁 对中等相貌和貌丑群体产生对比负向效应袁整
体上可能会降低社会效应遥 这种个人追求美貌的行

为无意会伤害到社会的另一群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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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对美的过度追求会侵蚀经济发展的基础袁
同时造成地球资源环境的压力

投资与消费是一对矛盾体袁过度消费势必侵占

投资的基础遥 美貌对貌美者而言兼具投资与消费的

双重效应袁但对社会而言其消费特征更为明显遥 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在野爱美之心袁人皆有之冶的心

理作用下袁追求外在美的潮流愈演愈烈袁美貌行业

如野雨后春笋冶发展起来遥 美貌行业过度发展袁超越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承受力袁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遥 同时袁美貌产业的过度发展袁会进一步加重地

球资源环境的压力袁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遥 美

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袁 赫尔曼窑E窑戴利渊Herman
E.Daly冤指出袁人类社会已经从野空的世界冶转变为

野满的世界冶袁人类发展正遭受巨大挑战曰热力学定

律告诉我们袁地球遵从低熵到高熵转化过程袁这是

不可逆的袁地球上有用的东西会越来越少袁而无用

的东西会越来越多遥 [14]美貌产业的过度发展将耗费

大量的物质资源袁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袁加重地球的

负担袁为了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袁人类应在生态

系统整体框架下追求宏观经济的最优规模袁美貌产

业也责无旁贷遥
综上所述袁美貌之于个人尧商家尧社会既具正向

效应又具负向效应渊见表 3冤遥其一袁对于貌美者个人

而言袁正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工作机会尧业绩考核尧
工资收入等劳动力市场的正向影响以及更易找到

合意伴侣等生活影响曰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美貌会

降低个人努力程度袁且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袁 同时美貌具有时间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袁以
及为野制造美貌冶个体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等遥 但总

体而言袁美貌之于貌美者个体袁其正向效应远超过

负向效应遥 其二袁对于商家而言袁利用貌美者进行商

品促销主要为其带来正向效应遥 其三袁对于社会而

言袁 主要反映在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双重影响上袁
即既能使人免费欣赏美貌袁又可能导致美貌比较的

负面效应遥 其四袁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而言袁美貌产业

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袁但产业的过度超前发展也会

侵蚀经济发展的基础袁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遥
四尧野逐美冶演化分析

追求美是人类的天性袁自古至今对美的追求从

未停止过袁古代不但有野东施效颦冶驱动女人追求美

的故事袁也有吴三桂野冲冠一怒为红颜冶展现男人为

得到美的东西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袁如今追求美尧

表 3 美貌的正向与负向效应

表现 解释说明

提升个人评价 影响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评价袁对就业尧业绩

考核尧工资等产生正面影响遥
产生正外部性 满足社会野赏美冶诉求袁派生正外部性遥
促进商品销售 在野注意力经济冶时代袁美貌对商品促销的正

向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遥

负
向
效
应

产生负外部性 影响社会野美貌均衡冶袁在对比中降低非貌美

者的效应遥
边际效应递减 随着时间的增长袁野美貌资产冶 不断衰减袁同

时对赏美者也会产生野审美疲劳冶遥
影响价值判断 过度追求外在美影响社会价值评判标准袁会

产生社会评价的负面效应遥
降低个人努力 貌美者的天然貌美资源优势会降低个人努

力程度遥
侵蚀经济基础 对美的过度追求会侵蚀经济发展基础袁同时

加重资源环境压力遥

促进经济发展 野逐美冶而派生的美貌产业的快速发展袁为经

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遥

正
向
效
应

仰慕美更成为社会的潮流遥 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段袁人类对美的定义也有所区别袁评价标准也千差

万别袁对美貌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遥 纵观历史发展过

程及发展趋势袁对美貌的追求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

阶段院
自然美阶段遥 诗仙李白当年留下的诗句野清水

出芙蓉袁天然去雕饰冶袁展示出追寻自然美的清新文

化遥 受限于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发展袁人们无暇过

度关注美貌袁更缺乏美容的设施和条件袁美更多地

以天生特征展示出来遥 同时袁把赏美尧赞扬美也基本

成为皇室尧王侯将相尧文人富人的专利袁如皇帝后宫

佳丽三千袁而选妃的基本标准是长得标致遥
人工美阶段遥 工业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

速发展袁为追求人工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遥 一方面袁
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类的物质财富袁使人

类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袁对美的追求不但具备了一

定的经济基础袁还产生强烈的欲望曰另一方面袁科技

的发展不断解决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冶的问题袁更多

的美容方法尧美容产品尧美容设施被提供出来袁大大

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遥
内在美阶段遥 对美的理解包含内在美与外在

美袁就美貌而言主要指外在美遥 内在美把握了美的

本质袁而外在美展现了人类的本性袁前者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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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需求袁是保障人类社会和谐和睦发展的重要基

础袁后者是人类的感性需求袁是满足人类动物性本

能的重要条件遥 过度强调外在美而忽视内在美会丧

失人类合作的基础袁导致人类演化进入误区遥 因此袁
对内在美的肯定是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袁也是社会

的基本模式遥
人类的动物本性决定了人类对美貌的追求永

远不会停歇袁同时袁人类的社会特征又会进一步助

力对美貌的追求袁 总之逐美趋势会贯穿人类始终遥
当然不可否认社会对美貌的评价标准不会一成不

变袁如时装潮流年年会变袁大眼睛小眼睛尧高鼻梁矮

鼻梁尧苗条丰满尧单眼皮双眼皮哪个更美也不绝对遥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袁如今这种野外在美冶被过度重

视袁几乎野一统天下冶的局势肯定会被终结袁而在社

会价值评价中内在美的基础作用将得到增强遥
五尧总结与启示

通过美貌正负效应分析袁我们可以看出院美貌

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袁对美貌的追求不但

符合社会的野趋美冶心理袁还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袁
与此同时袁对美貌追求认识不当及对美貌的过度追

求也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遥 因此袁在美貌追逐的

社会现实中袁我们要倡导理性追求美袁极力发挥美

貌的正向作用袁抑制它的负向作用袁尤其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院
第一袁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美貌观遥 野趋美冶是

人类的本质袁对美貌的追求不但能够满足个人的美

貌效应袁还能派生出野美貌溢价冶袁产生正外部性袁但
过度重视外在美影响社会价值评价袁会对社会产生

极大的危害作用遥 社会价值评价中始终要坚持以内

在美为基础袁更多重视道德尧能力等因素的作用袁不
可让外表掩盖实质遥

第二袁商家要将信誉与消费者野趋美冶心理摆在

同等重要的地位遥 消费者因野趋美冶心理而带来的商

品促销效果已被反复证实遥 因此袁在同等条件下袁商
家采用貌美者促销不但能增加商品销售额袁还会提

高貌美者的收入水平袁达到双赢效果遥 但必须注意

的是袁商家不可利用消费者的野趋美冶心理为自己的

劣质或者不合理价格商品做掩护袁 否则将失去信

誉袁侵蚀长期发展的基础遥
第三袁消费者要提高购买理性袁避免野因逐美而

产生障眼冶遥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袁要将商品对自身

的满足程度作为选购的基本标准袁如消费者在购买

手机时要将手机的质量尧功能尧价格尧外观等因素做

综合比较袁以此为基准作为选购基础袁避免因野趋
美冶心理而选购不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遥

第四袁规范美貌行业袁使其适度合理尧规范有序

发展遥 美貌行业的过快发展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袁
侵蚀经济发展基础遥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支撑

不起美貌行业的过度发展袁需要对美貌产业发展制

定好规划遥 同时袁当前中国美貌行业发展存在无序

特征袁如各种整容医疗事件丛生尧化妆品制假造假

现象严重袁为此袁在加强行业监管尧规范行业发展方

面袁有关部门责无旁贷遥
注 释院
淤 文中的美貌并非狭义上相貌姣好袁而是包含相貌尧身材尧

气质尧穿着打扮等一个人整体外表特征评价良好遥从这种

意义上来讲袁美貌不但是天生资源袁且与后天持续不断的

追求有重要关系遥
于 美貌经济主要指与美貌有关的人类行为所带来的经济影

响袁如美貌对个人就业尧工资尧晋升等影响袁美貌对商品销

售的影响袁美貌产业发展等遥
盂 国家统计局野化妆品冶统计口径主要包括护肤尧彩妆尧面膜

等品类袁范围较窄袁而据艾瑞咨询统计袁2014 年中国化妆

品零售交易规模达到 4052.3 亿元遥
榆 美貌经济与美丽经济绝非同一概念袁 美丽经济范畴要超

过美貌经济袁美貌经济是美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如旅

游业的发展可算作美丽经济的范畴袁但却不是美貌经济遥
虞 加里窑S窑贝克尔认为院 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袁这

是因为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做出统一的解释遥 参

见加里窑S窑贝克尔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袁 上海三联书

店尧上海人民出版社袁1995 年版第 5-19 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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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ut the nature of development of a human society decides that the foundation is the pursuit
of inner beauty, so the role of inner beauty will be enhanced on social value evaluation. We need try to encourage positive
effects and avoid negative effects. We especially build the right concept of beauty and reasonably correct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y industry.

Key words: beauty; economic analysis; positive effects; negative effects曰inner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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