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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轻 人 花 10 倍 买 单 30 元“电 子 垃 圾”华 丽 转 身

CCD二手相机
为何成
“网红”
？
“收佳能ixus210或者ixus100、出sony tx5配置齐全。”
“家人们，问
问这个CCD卖家靠谱吗？
”…… 原本已被时代淘汰的CCD相机，似乎迎
来了春天。十几年前常见的采用CCD元件的数码卡片机，因号称可以达到
“胶片质感”
“原图直出”而被追捧为网红相机。
CCD的全称是Charge Coupled Device，即电荷耦合器件，是一
种感光元件。它能将收集到的光线，以电信号的形式储存在相机之内，然后
再通过相机内的其他元件转译为图片格式。
这种感光元件早在十几年前因为性能低、成本高、生产难度高等被主流
相机厂商淘汰。谁也没有想到，它在被淘汰十几年后，竟然重新爆火出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二手CCD相机的价格
普遍在100至400元不等，200元左右居多。在北京、长沙、成都、广州等城
市的二手市场中，卖CCD相机的实体店铺也逐渐多了起来。而一份来自京
东的消费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CCD相机销量同比增长15倍，胶片相
机的销量同比增长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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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问
有没有CCD相机

11月21日，记者来到成都的一
个旧货市场 ，市场内 ，有多家出售
CCD相机的店铺。
店主李先生告诉记者，大概在
去年9月，有探店博主来店拍摄并发
到抖音上，此后迅速走红，几乎每天
都有人来问有没有CCD相机。
小店里，
不同种类的相机很随意
地摆在桌子上、
挂在书架边缘，
偶有顾
客拿起端详、
挑选。
“CCD相机我几乎
快卖完了，
剩下的大多是胶片机。
”
李
先生说，
“原来这些都是电子垃圾，
30
块钱处理的，
现在卖到两三百，
贵的上
千。
”
李先生介绍，
现在卖得比较好的
是佳能的G系列和A系列，
还有一些稀
缺型号如奥林巴斯U2也比较抢手，
一
般的机型价格多在两百以上。
李先生说，现在CCD相机在他
们这种小店是卖一个少一个，而且
自己不会刻意去收。他了解到有一
些主营卖相机、修相机的人在社交
平台上推动 ，同时有人在德国、韩
国、日本等设立回收点 ，把国外的
CCD相机回收到国内来卖，所以现
在网上好像到处都是CCD。
“一开始大家会在网上买，但有

店铺回收出售的 CCD 相机，
时下热卖款式

的平台没有保障，花几百块买的相
机却不能用。后来很多人来线下挑
货，感受手感、亲身试拍等。”李先生
表示，很多新手先到店里先试用再
购买，他们把图片或视频传到抖音、
小红书，推动更多人来打卡。
李先生说，虽然手机拍照非常
普及，但在他看来，手机上“黄豆大
的镜头”多是平光、非广角的，颜色
不鲜艳，画质不好，一放大就模糊。
相比之下，部分胶片机和CCD相机
拍摄的照片放大了也不模糊，
“眼睫
毛都看得到”
“ 有油画感、胶片感”。
据他观察，这些特性很受女孩子追
捧，
“ 拍人像会有艺术感，对她们来
说是一种享受。
”
为什么00后喜欢CCD相机？这
一年多，李先生摸清了00后的心态。
“周末常有年轻男女来店里，通常都
是女孩子在挑选，
男孩子站在一旁。
”
谈 到 这 里 ，李 先 生 会 心 一 笑 ：
“摄影可能是最讨00后女孩子欢心
的。有的女孩子来店里，看到爷爷奶
奶辈用的相机，会拉着同伴说，我们
老了也要留下这些东西。可能人人
都有怀旧情结吧。
”

现在

的人拿着相机拍摄，更多是一种仪
式。更加现实的原因是，一些中学生
在学校里无法使用手机，一个小巧
的CCD相机恰好能满足她们“记录
成长”的需要。
“ 谁不想在学生时代
好好拍照呢，
是吧？”
店里的顾客小周和小杨是两名
大学播音系的女孩，她们在琳琅满
目的CCD相机中挑挑选选，测试机
器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我们是看网上的攻略来的，这
是我们第一次买CCD。”小周和小杨
表示，她们关注CCD相机很久了，看
到网上别人拍出的效果图一直很心
动 。小 周 还 给 记 者 展 示 了 朋 友 用
CCD拍的写真，表示很喜欢这种“氛
围感”
。
谈到对相机的了解程度，小杨
说：
“你要说多专业，其实也没有。就
是看别人发的帖子，看看不同型号
的相机拍出来的效果，选个喜欢的，
来淘一个。也不是专业玩这个的，就
是为了拍点好看的照片。”

CCD相机线上交易火爆

线上CCD交易市场也很热闹。
记者注意到，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
台上，存在两类卖家，一类是非职业
卖家，卖CCD多半是为了处理闲置；
另一类是职业卖家，他们通过各种
渠道搜集各式各样的CCD，在小红
书、知乎等平台上发布“种草帖”，将
顾客吸引到闲鱼上进行交易。
前不久，
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
究院发布的《2022摄影摄像消费趋势
报告》中提到，最近一股复古风潮袭
来，胶片机、CCD这些带有“复古”标
签的相机
“爆火出圈”
。
京东销售情况
显示，2022年上半年CCD相机销量
同比增长15倍，
胶片相机的销量同比
增长105%。其中，Z世代购买CCD相
机的量同比增长达到20倍。
一方面是火热的市场，
另一方面
线上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
甚至出现
用行车记录仪改装成CCD相机售卖
的现象。毕竟是十几年前的相机，很
少有外观和功能都正常的，
就形成供
不应求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是谁在买？消费人群多数是
年轻女学生
在一家摄影器材城里，
有一家约
20平方米的店铺，地上堆着几筐“配
件机”
，
货柜、
抽屉里也装满了各种型
号的CCD相机。两名顾客正在挑选、
试拍，
一名店员一直在收纳整理。
店主程先生从事相机行业已经
20多年，主营相机修理，经历了从胶
片机、CCD相机到手机、单反相机的
转变过程。程先生介绍，店里的CCD
相机来源“一半国内、一半国外”，其
中包括很多损坏的相机，他们会修
好了再卖。
“目前卖得比较好的是佳
能IXUS系列，产品的性能好，不摔坏
不进水基本能用个二三十年。”
程先生观察，来店里的多数是
年轻女孩子，大概有一半是大学生，
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几百块钱
的价格，对学生来说也不算负担。
程先生认为，CCD相机再度走
红，是当下年轻人的需求所致。
“照
相对70、80后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通
常是父母带着去照相馆。对于00后，
日常拍照并不是一个仪式。”由亲密

国务院成立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
公司
“11·21”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11月21日16时许，
河南省
长宋元明对调查工作提出
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具体要求。
厂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火灾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
事故，造成38人死亡、2人受
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李克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批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
法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
过”
的原则，
尽快查明事故原
调查组，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因，
客观精准认定责任，
实事
公安部、全国总工会、河南省
求是提出处理建议，依法严
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肃追究责任。
同时，
推动地方
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
政府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
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火
一反三深化整治，严格落实
灾事故进行调查。
责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
11月23日下午，国务院
险，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
国务院调查组全体成
限公司“11·21”特别重大火
员、专家组成员，
中央纪委国
灾事故调查组在安阳召开
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
河南省、安阳市有关负责同
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
志出席会议。
据新华社

未来

网络电商平台销售 CCD 相机
到，部分商家就收来CCD的外壳，甚
至是非常廉价的山寨外壳，
再将行车
记录仪改造一下装进去，以CCD的
价格卖出，
网上不乏
“踩雷”
的顾客。

这场复古热能持续多久？

对于CCD相机突然走红，很多
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理解。”李
先 生 虽 然 经 营 着 一 家“ 网 红 打 卡
店”，但并没有对CCD相机的热度抱
有期待。他表示，从性能来说很多
CCD 完 全 比 不 过 今 天 的 新 设 备 ，
CCD最大的优势是一种“体验”或者
“美感”。更早在市场大火的胶片机
或许就是一个例子。
“胶卷从十几块
钱炒到上百块钱，甚至有人买电影
胶卷，裁剪成合适的大小作为相机
胶卷卖。”部分CCD相机使用的XD
卡也是一样，
常常炒到上百元一张。
摄影器材城店主程先生认为，
花几百块钱买一台适手的相机和它
所带来的体验，是对“淘汰之物”赋
予新的意义。
“ 可以说它是一个玩
具，一个玩具能火多久我不知道。但
它是好事，打开了新的市场。它也是
一件正常的事情，因为它能满足年
轻人有仪式地自我记录的需要，符
合市场规律。
”

家美国最大零售商不是首次正面遭
遇群体性枪击事件。2019年8月，一名
枪手在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
索一家沃尔玛超市发动袭击，导致22
人死亡、24人受伤，受害者多为拉美
裔，
凶手动机被归为种族仇恨。
代表弗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
“看到又一起
群体性枪击事件的报道，
感到厌恶”
。
联邦众议员伊莱恩·卢里亚说：
“受够了。
”
代表切萨皮克选区的州参议员
路易丝·卢卡斯说，她为美国最新一
起群体性枪击事件发生在她的选区
感到“心碎”，呼吁寻找解决方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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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3日从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
日印发《关于提高中央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
能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实施意见》，推动提高国有资
产配置处置、日常运行、服务
保障等方面的管理效能，坚
持勤俭办一切事业。
意见以全流程、全要素、
全方位提升中央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效能为主线，
从严格资产配置处置、
严控资
产运行耗费、
提升资产保障能
力、强化计划预算控制、推动
管理方式转型、
涵养勤俭节约
风尚6个方面，提出从严控制
新增资产配置、
提高资产处置
利用收益等12项具体措施。
意见强调，严把资产配
置“入口关”和资产处置“出
口关”
。新增的各类资产配置
需求，首先应当通过单位内
部调剂存量资产予以保障；

内部无法调剂的，可通过中
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进行
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调
剂予以保障；调剂无法解决
的，综合分析租用、购置、建
设等方式后，在符合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选择最优方式
配置。
严格资产处置审核，
规
范处置程序，未达报废期限
的资产原则上不得处置，已
达报废期限但尚能使用的资
产要继续使用，切实做到物
尽其用，
避免形成浪费。
意见还指出，
推动管理方
式转型，
通过升级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管理服务平台、
完
善机关运行成本统计信息系
统等方法，
准确核算和动态反
映资产存量、
配置处置和运行
成本等情况，
提升数字化履职
能力。
同时，
通过培育勤俭节
约的意识和习惯、
打造勤俭持
家的专业队伍，
提升勤俭节约
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据新华社

三部门组织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

至于“CCD相机可以拍出胶片
机的效果”的说法，摄影师李阳是不
认可的。
他说：
“这两种相机的介质都
完全不一样，
肯定不会达到一样的效
果。
如果因为网上的炒作就去盲目崇
拜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毫无必要的。
”
他建议，如果想要选购这种相机，最
好先去了解胶片和CCD的概念，避
免跟风购入，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不过，谈及CCD相机的价值，他
认为，图片的价值在于图片的内容，
而不在于相机的型号。
“以前用CCD
拍出来的好照片，即便过了很多年，
它依然还是一张有价值的好照片。
对于一个影像创作者来说，其实不
管是CCD或者CMOS，或者是胶片、
拍立得等，它只是一种工具。我们想
要创作什么样的题材，就会去选择
一个相应的工具，就像我们吃中餐
选择用筷子，吃西餐选择用刀和叉，
是一样的道理。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江波
实习生 高瑶 吴亦阳 摄影报道

美国弗州一沃尔玛卖场发生枪击 多人死亡
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州切萨皮
暂未提及具体伤亡人数，只说遇害者
克市一家沃尔玛卖场22日晚发生一 “目前少于10人”
。
起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亡、数人受
警方认为枪手只有一人，已经死
伤。警方初步判断，系单人作案，袭击
亡，暂不清楚是否死于自杀。
者已死亡。
“令人哀伤，”科辛斯基说，
“离感
据福克斯新闻台23日报道，当地
恩节没几天了。
”
警方发言人利奥·科辛斯基向媒体记
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卖场外停
者通报，警方22日晚大约22时12分接
车场出现多辆急救车和警车。警方敦
到关于战场大街沃尔玛卖场有人持
促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枪袭击的报警电话，抵达现场后，在
切萨皮克市政府也确认“多人遇
特警战术小组掩护下进入店内，发现
害”
及枪手身亡事实，
但称事发才过几
多具尸体，其中一具在卖场入口处。
小时，
更多细节有待调查。
切萨皮克位
警方说，枪击发生在店内，事发
于首都华盛顿东南方向约240公里处。
时 卖 场 还 未 结 束 营 业 。半 个 多 小 时
沃尔玛公司在23日凌晨发表声
后，警方将店内受困人员解救出来， 明，
“ 对这起悲剧事件感到震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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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到
“复古网红”

突然火了

星期四

美国“泛滥成灾的枪支暴力”。
群体性枪击事件在美国数见不
鲜，收紧枪支管控法规的提案却在联
邦和州级立法机关屡屡受阻，尤其受
到枪械制造商和主张“拥枪自由”的
保守派政客抵制。
就在三天前，西部科罗拉多州科
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一家夜店发生一
起严重枪击事件，22岁的嫌疑人用步
枪扫射正在狂欢的人群，导致至少5
人死亡、18人受伤。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
今年以来全美已发生超过600起造成
4人以上死亡的群体性枪击事件。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为促进典型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和服务推广应用，推
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
政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组织
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产
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
的通知。
根据通知，智慧健康养
老产品主要包括六类产品及
多种产品集成应用的场景化
解决方案。
六类产品为：
具有
趋势分析、智能预警等功能
的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功
能代偿型等老年辅助器具类
智能产品；
具有行为监护、安
全看护等功能的养老监护类
智能产品；具有健康状态辨

识、中医诊断治疗等功能的
中医数字化智能产品；围绕
助老助残、家庭生活需求的
家庭服务机器人；实施适老
化改造的智能产品。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主要
包括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
网+健康咨询/科普等两类智
慧健康服务；
互联网+居家养
老生活照料、互助养老、老年
人能力评估、线上老年教育/
购物等四类智慧养老服务。
通知指出，申报的产品
应在功能性、易用性、可靠
性、安全性等方面具备较高
的技术水平；申报的服务应
能精准对接老年人健康和养
老服务需求，深度整合线上
线下资源。
据新华社

波兰证实总统被骗与
“冒牌马克龙”
通话
波兰总统府22日证实，
杜达还说，波方没有考
上周与总统安杰伊·杜达通
虑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五
电话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条，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尔·马克龙”其实是个冒牌
启动成员国集体防御。
货。对方发布的通话内容显
波兰边境爆炸事件发生
示，对于先前西方媒体渲染
后，乌克兰方面马上把矛头
的所谓“俄罗斯导弹袭击波
指向俄罗斯，俄罗斯则指责
兰边境”
事件真相，
波方似乎
这起事件是蓄意挑衅，目的
是使局势升级。
一开始就心知肚明。
波兰总统府在社交媒体
波兰政府和北约16日说，
推特上说明，
波兰东部靠近乌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俄罗斯蓄
克兰的赫鲁别舒夫县15日发
意攻击，
造成爆炸的导弹很可
生爆炸后，
杜达同多国元首和
能是乌克兰军队拥有的S-300
政府首脑通话讨论该事件。
其
型防空导弹，
很大可能是乌方
间，
一个自称是马克龙的人打
拦截俄方来袭巡航导弹未果，
来电话。
“杜达根据对方谈话
导致乌方导弹落入波兰境内。
的方式意识到，
这也许是一个
然而，
北约声称不管导弹来自
骗局，
便挂断了电话。
”
何方，
最终责任在于俄罗斯。
在那通时长7分半钟的
专搞这类恶作剧的俄罗
斯喜剧演员组合
“沃万和莱克 “恶搞”
电话中，
双方谈及俄罗
萨斯”事后向法新社记者证
斯指认乌克兰准备用放射性
实，
那通电话确是其所为。
他 “脏弹”
发动袭击一事，
杜达还
们还把对话内容制作成视频， 对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
发布在俄罗斯视频分享网站
电站不停遭炮击表示担忧。
RuTube上。
“沃万和莱克萨斯”
由俄
视频中，一名带有浓重
罗斯人弗拉基米尔·库兹涅佐
夫和阿列克谢·斯托利亚罗夫
俄罗斯口音的人自称马克
龙，同杜达讨论了波兰边境
组成。
两人多次上演“名人来
爆炸事件。
电”
把戏，
曾让土耳其总统埃
“你好，
埃马纽埃尔……
尔多安、
美国已故联邦参议员
谢谢你打来电话。你或许清
约翰·麦凯恩、英国音乐人埃
楚，形势非常困难。”杜达在
尔顿·约翰、时任英国外交大
电话中说，爆炸由一枚导弹
臣鲍里斯·约翰逊、英国哈里
引发，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射
王子等人
“中招”
。
据法新社报道，2020年，
的”
，正在等待调查结果。
“埃
马纽埃尔，
相信我，
我格外谨
他们也曾假冒联合国秘书长
慎 。我 没 有 责 怪 俄 罗 斯 人
古特雷斯同杜达通电话。
……我不想同俄罗斯开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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