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性定制，让你的视力做着瑜伽恢复
可穿戴的“云 智能眼镜”昨在常州举起新品发布

目前市场框架眼镜、隐形眼镜、角
膜塑形镜和治疗仪都无法彻底根治近
视，人们迫切渴望寻求一个能够彻底
治疗近视的方案。从8月起，一项有
效治疗青少年近视，并结合互联网技
术与“脑力影像像差优化技术”的高科
技产品———“云 +智能眼镜”将在全国
开始预售。

非手术、非药物，18
岁以下 600度以内可
实现裸视1.0
26日，“云 +智能眼镜全球新品

发布暨预售会议常州站”在新北区万
达喜来登大酒店举行。一个叫“云 +

智能眼镜”的产品，凭借其非手术、非
针药、非侵入性终结近视的突破性成
就，吸引了众多近视患者眼球。
“给大脑装软件、给眼睛做瑜伽”，

用基于1500万组视光驱动数据的超
大云端数据库建立信息指导，采用全球
独家专利技术结合使用者个人情况制
定实时的脑力影像纠错优化性训练，实
现云+智能眼镜个性化变焦动态屈光，
重建科学用眼模式，迅速升级大脑视觉
系统，重现自然裸眼视力1.0以上。在
这种治疗原理下，云+智能眼镜能够帮
助18岁以下、600度以内的青少年，在

每天使用3至5小时训练后，在3~6个
月内实现自然裸眼视力1.0以上的改善
效果。这一突破性创举可谓全世界视光领
域的里程碑。

适用人群广泛，适合所有非器质性
病理性的视光问题人群，包括正常视
力、低常视力。另外，作为一款新型的高
科技产品，云 +智能眼镜使用便携、多
功能、智能化，可以上网，聊 QQ、微信
等，并带有虹膜认证防伪，专人专用。并
可以通过互联网与 iPad、iWatch等媒
介对接，实现数据云端传输、远程遥控
等智能功能。

创始人刘伟中教授生
动讲解，现场儿童体验视
力提升
在近300人的会场，健视加视觉科

技创始人、董事长、云 +智能眼镜创始人
刘伟中教授，为现场嘉宾做了生动细致的
“云+智能眼镜”产品技术讲座，激起了现
场嘉宾对云+智能眼镜的浓厚兴趣。

刘伟中教授，是中国脑力影像像差优
化技术系统发明人，先后在隐形眼镜、眼
睛护理产品、新型光学镜片、儿童斜视弱
视治疗、青少年近视眼防治技术等领域从
事了大量创造性的开拓研究工作，拥有国
内外几十项专利成果。30多年来，刘教授

先后与上海眼病防治中心、卫生部近视眼
重点实验室、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北京
大学视光学研究中心、卫生部视光学研究
中心、温州医学院等著名专业机构进行了
不同项目、不同方向的深度合作。

作为一种全新的高科技智能可穿戴
装备，健视加的云 +智能眼镜为我们带
来的不仅仅是完美的个性化、数字化技
术实施过程和海量无可挑剔的视光学效
果证据，更为用户带来通讯、视频、娱乐
等现代高科技生活便利。

会议现场数位近视的儿童进行健视
加云 +智能眼镜体验试戴，并取得良好
的视力提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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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获取更详尽的产品资料介绍和体
验机会，请关注公司微信公众号或拨打
咨询热线：0519-8552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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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绿色疗法正盛行
本报讯 今年7月雨水特别多，遇

上这样的天气，市民徐伟就点燃用艾
叶制成的艾条，帮着老母亲熏烤身上
的穴位，以减轻老人的风湿病痛。因艾
灸操作简便，经济实惠，对疑难病效果
好，艾灸养病越来越被更多市民认可。

三伏天艾灸起源于秦汉，被称为
世界上最早的预防医学手段。三伏艾
灸适合阳气不足的患者,主要适应两
大类病症,一是有过敏性疾病,如支气
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老年慢性支气管
炎及小孩冬天易感冒等；二是跟虚寒
有关的疾病,如胃痛、结肠炎、关节腰
痛、宫寒不孕及产后惊风等。

位于怀德桥附近的艾香坊，开馆
5年多，每到入伏后，前来咨询和做艾

灸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了解点艾灸，
但不知道做艾灸的方法多种多样，比
如，悬灸是用艾条在穴位上熏烤，着肤
灸是把艾绒做成粒状直接放在皮肤上
烧，待到感觉烫即拿掉。

据了解，冬病夏治属传统中医疗
法，是指冬季或受凉时容易发作的疾
病，在夏季采用适当的调养的方法以
预防或减少疾病发作。“众多外治法
中，艾灸只是其中一种。夏季是最适合
进行中医艾灸疗法的季节。天气炎热，
人体阳气升到体表，艾火为纯阳之物，
两阳叠加驱寒强劲。”艾香坊相关负责
人介绍。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艾香坊
微信18961221191，转发可免费尊享
八卦一体灸1次。 （程文!

老月饼玩新花样
口味多奇葩价格接地气

离中秋还有一个多月，市场上“月
饼大战”已经悄然拉开序幕，连日来记
者走访市场发现，跟以往礼盒装“打头
阵”不同，今年率先进入市场的则是包
装简单的散装月饼，礼盒装寥寥无几。
售价方面则更加亲民，一些品牌月饼维
持与去年同样的价格，礼盒装的售价多
数在200元以内，不少前所未有的新
口味则让月饼市场显得更年轻化。

抢占先机提早上市

今年的中秋也比去年推迟了 20
多天，但商家们的“月饼大战”却并未
因此延后。记者在城区各大超市看到，
散装月饼已经开始上架。

在城区沃尔玛超市，入口处的一
个货架就铺满了各类散装月饼，销售
人员正在将小袋包装的月饼放在货柜
上。记者看到，这些小包装月饼分为广
式和苏式两种，有水果、蛋黄、芝麻、桂
花等多种口味，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据
介绍，这些月饼是前天刚刚到货的，以
散称为主，口味也多是市民喜欢的类
型，主要是给大家尝鲜。未来几天，超
市还将陆续进其他不同品牌的月饼供
市民选择。礼盒装的月饼也已经全面
上架，以广式月饼为主，有十几个品种
供市民选购。

在乐购超市公园店、欧尚超市兰
陵店，月饼早已经摆上了货架，散装月
饼在目前的月饼区占据了不小的份
额，虽然只有一两个品牌，但是口味比
较丰富。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乐购
的月饼专柜刚刚设立不久，礼盒装的
也只有一个品牌，还未来得及大面积
铺货，货架陈列也比较简陋，但是市场
先机还是要抢占的。

在一些星级酒店和糕点烘焙店，
月饼也已经高调上市。我市各大星级
酒店都已经全面推出了月饼礼盒。老
字号瑞和泰的苏式月饼、天宁寺的净
素月饼等都比较受常州市民欢迎。星
巴克、元祖等连锁品牌也推出了各类
月饼，但目前还未大量供应，提货券的
销售情况也不错。

代购市场也不容忽视，早在七月下
旬，代购党们就已经开始叫卖香港半岛
酒店的招牌—奶黄月饼，这种月饼纯手
工制作，每天制作数量有限，且配方几
十年未变，被称为“月饼中的劳斯莱斯”，
虽然价格昂贵，依然很受吃货青睐。

包装简化口味多样

口味方面，今年的月饼市场不再

是五仁、莲蓉等传统口味的天下，不少品
牌争相在月饼口味、馅料创新上下功夫，
以此吸引消费者购买，涌现了不少“奇
葩”口味。

在乐购超市公园店，某品牌月饼
将今年推出的新口味月饼作为主打。销
售人员表示：“目前卖得最火的就是这
些新口味月饼，很多顾客会买回去尝
鲜。”据了解，这些新口味包括蛋黄绿豆
沙月饼、蛋黄巧克力月饼及蛋黄香芋月
饼等。在欧尚超市，记者看到了绿豆麻
薯、红豆麻薯等麻薯月饼，月饼皮包裹
咖啡馅的咖啡月饼以及主打排毒减肥
概念的竹炭月饼。

星巴克则主打风情和格调，结合自
身特色推出了软曲奇碎粒摩卡月饼、浓
缩咖啡榛子脆月饼、抹茶玄米月饼等，馅
料丰富、口味多样。有的品牌还将中国茶
文化、佛文化与中秋文化相结合，推出了
普洱茶月饼、苦荞月饼等，给消费者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

和以往的尺寸相比，今年月饼的规
格也更为丰富，不少轻量包装的迷你月
饼出现在市场上。据了解，传统月饼的规
格多在125克一个。而今年的月饼市场
中，出现了不少迷你装。有几种品牌月饼
推出了简装月饼，每个都只有二三十克。
一些传统品牌也推出了 50g独立包装
的月饼。

礼盒装多在200元上下

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动辄四五百
元的豪华月饼礼盒相比，今年大多数月
饼礼盒在一两百元左右。如面包新语今
年月饼主打高端系列、时尚系列、订制系
列，除了“两大八小”的高端系列售价在
388元外，时尚系列和订制系列走的都是
平民风，价格从168元到288元不等。

在沃尔玛超市，礼盒装的月饼售价
也都以中低价位为主，多数在200元上
下。为了跟实体卖场争夺顾客，网店则把
月饼的价格压得很低，提前开始了促销
活动。比如某品牌广式月饼，原价168
元，现降为56.8元，月销量已经达到两
万多件。网店客服介绍，跟实体店相比，
网店月饼流通成本较低，跳过了多个批
发零售环节，所以能够降价打折。

我市各大高星级酒店也早早地推出
了礼盒月饼。不论是价格还是口味都主
打平民风，往年出现过的鲍翅、红酒等等
高档月饼礼盒已经难觅踪影。放弃高端
月饼市场的高星级酒店，把目光都集中
在平价月饼的火拼上。记者发现，几乎所
有五星级酒店的主打月饼每盒都在200
元以内。如万达喜来登酒店推出的喜月
系列经典礼盒仅售价98元，豪华礼盒
售价198元，新城希尔顿的月饼礼盒最

低售价58元，此外还有98元和198元
的礼盒。香格里拉大酒店则推出了6元
一只鲜肉月饼，中秋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促销活动也都已经密集展开。

月饼回归糕点本质

月饼还没见面，月饼票已经铺天盖
地，这是往年中秋月饼销售的怪象，这两
年，曾经畸形化了的月饼市场正逐步回
归正常状态。据记者了解，不少往年活跃
在各大酒家、各大卖场门前的月饼票贩，
普遍反映今年生意惨淡，月饼这一中国
传统文化产物并没有在争议中衰落。

日前，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发布的报告称，今年广式月饼销量将会略
有下降，而京式月饼、苏式月饼、滇式月饼
等会持续上涨，以健康、时尚为特色的新
式品种月饼销量比例也会明显增加。传统
口味依然是消费主流，如五仁、百果、豆
沙、枣泥、莲蓉等口味占据主角地位。

业内人士认为，近两年来，天价月饼
基本消失，月饼正在回归普通节日食品本
质，并做到适度包装、合理定价、诚信营销，
总体趋势明显看好。消费者关注目标将从
以前的关注价格、促销转为关注品牌、健
康，由于具有承载中秋阖家团圆寓意的功
能，月饼仍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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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手机壳渐流行
本报讯 最近几年，随着大屏智能手

机的普及，手机壳几乎成了充电器、数据
线之外的标配，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手
机壳上花心思，比如说印上自己的专属
logo、打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等。传统
的批量生产的手机壳已经渐渐受到冷
落，定制个性手机壳受到年轻一族青睐。
“叔叔，我们不要新手机，有个性定

制手机壳就行。”最近，这句话在网上引
起了广泛讨论。手机壳个性定制成为目
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服务，和以往的成品
手机壳不同，个性定制的手机壳是把照
片、签名、二维码、logo等客户专属的元
素，制作成独一无二的定制手机壳。据淘

宝网一家饰品店店主介绍，今年以来定
制手机壳销售增长明显，手机壳定制业
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个性定制的手
机壳，能获得两倍以上的收益。据了解，
成品手机壳是大众货，同质化严重，卖不
上价，款式样式都一样。这样一来，只能
拼价格战，利润越来越薄。而个性定制手
机壳则不同，每个客户都有自己的要求，
价格和利润自然就高。

在南大街一家手机壳个性定制店，
这里的顾客几乎都是“90后”。据店主介
绍，同样是手机壳，消费者更青睐个性定
制的手机壳，可以把恋人、孩子、偶像照
片做成手机壳，还可以把客户微信二维

码做成手机壳，需要扫码时，直接亮出手
机壳就可以了。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以
前买手机壳是为了防摔，现在不仅要防
摔，更要个性。她有一部苹果6P手机，
朋友聚会时，大家的手机都一个面孔，经
常会搞错。但是陈小姐家中手机壳却有
很多个，不同图案的定制利于区分，一堆
手机中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每隔一段
时间就去淘点手机壳，但这种定制手机
壳价格并不便宜，比传统手机壳贵两到
三倍，好一点的要两三百元。陈女士说，
“这两年买的手机壳总价加起来都可以
再买一个同样的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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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重大 潜力无限
———抗战胜利70周年金银纪念币投藏价值浅析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
铭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国人民银
行于8月20日发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金
银纪念币”。据中国金币总公司特许零
售商———常州金店工作人员介绍，该
套币发行公告刚刚公布，便受到了老
百姓的高度关注，咨询电话一度打爆，
许多藏友甚至一些平时并不集藏的朋
友都纷纷来电咨询，想要预定购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抗战70周年金
银币将成为今年最值得关注的题材，必
将掀起一轮抗战题材纪念币的集藏热。

题材 此套币以抗战胜利为主题，
属于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同时它还兼具
国际题材的光环，且10年发行一次，这些
都增加了其内在收藏价值和纪念意义。

央行曾在 1995年和 2005年分
别发行过抗战胜利50周年和抗战胜
利60周年金银币。因题材重大，这些
纪念币无论发行之初，还是后期市场，
都表现相当出色，价格翻了数番。此次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币，与前两套呼
应，俨然形成了独特的抗战主题系列。

发行量 就发行量而言抗战胜利
70周年金银纪念币可划入到中小项

目的范畴，1/4盎司金币最大发行量
50000枚，1盎司银币最大发行量
100000枚，5盎司银币发行量仅
5000枚。发行量不大，但用于纪念抗
战胜利的定向需求又不小，加之民间
收藏需求的剧增，在供求关系上，需求
量远大于供应量，从而积蓄了该套纪
念币价格持续上涨的市场潜力，该币
后市价值大为可观。

近期，金银币市场在各方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已经有了明显的复苏和
走强迹象，在这个大环境下，加上这次
国家对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的重视程度空前，我们有理由
相信，这一题材的系列金银币将会有
不错的市场表现。在此，常州金店相关
负责人提醒消费者，市场上现在冒充
央行发行的“李鬼”产品众多，购买时
请通过正规渠道，认准中国金币特许
零售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