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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巧克力的误区和禁忌

巧克力传奇13

相较其他食物来说，巧克力是美
味又健康的。可吃巧克力也有误区和
禁忌，你知道么？

误区1：吃巧克力会胖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吃的是

巧克力还是巧克力糖？适量品尝真正
优质的黑巧克力是不会发胖的。

误区2：吃巧克力会蛀牙
根据瑞典大学的研究，在三餐外

的点心时间分别给予牛奶巧克力、牛
奶糖和太妃糖，结果发现吃牛奶糖和
太妃糖的蛀牙比例远超牛奶巧克力
组。而日本大学松户牙医系的福岛和
雄教授研究发现，可可豆中含有可抑
制蛀牙菌形成的黏着性葡萄聚糖物
质，有预防龋齿的效果。尽管如此，巧
克力中所含的糖和碳水化合物，还是
会带来一定的蛀牙风险，吃后刷牙或
漱口才能正确预防。

误区3：吃巧克力会长痘
青春痘的形成是由于毛孔分泌过

多皮脂。青春期荷尔蒙不平衡、身体内

部失调或皮肤没有清洁干净等因素都
会造成青春痘，与巧克力无关。

误区4：吃巧克力会上瘾
可可中的咖啡因含量，因品种和

产地不同而异，大约是普通咖啡因含
量的1/20—1/7，因此上瘾机率很低。
但女性对巧克力的偏好偶有发生，并
会随月事前后荷尔蒙变化而波动。

吃巧克力还有一些禁忌，比如：
哺乳期不可吃巧克力：会导致宝

宝无法代谢可可碱，产生不良影响。
肾脏病人不宜多吃巧克力：巧克

力的钾、磷含量高，而肾脏病人体内钾
含量原本就高，若摄取太多易造成心
律不整。

狗狗不可吃巧克力：巧克力含有
可可碱，可可碱对人而言是有效的止
咳剂，也是一种温和的利尿剂和强心
剂，但对猫狗而言则是致命因子，由于
它们缺乏必要的酵素来代谢可可碱，
食用后会使肾上腺素增加，导致心跳
加速、心律失常，伴随呕吐、腹泻、频尿
等危害，50克巧克力就足以让心爱的
宠物致命，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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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突围”尝试
占据城市中心、引入五觉营销、全新品牌组合

据业内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到
2017年底，常州将新增300余万平
米商业面积，其中超8万平米以上的
商业体新增19个。相较一线城市而
言，在人口少、消费力偏弱、同质化严
重的二三线城市中，如何打造一个异
军突起的购物中心，是商业大佬们斗
法的焦点。

百货转型，丰富业
态“一站消费”
近年来，中国大陆商业地产发展

迅猛。截至2014年底，上海已开业购
物中心超过155家，居全国之首，这
是由上海超 2000万的人口决定
的———大量的外来人口造就了其海纳
百川的气质，也使其可以容纳不同定
位购物中心共存。

与此同时，较少的人口、不成气候
的个性人群、二三线城市，综合体发展
同样势不可挡———常州目前已有商业
综合体 10余个，2014年到 2017年
底，常州将新增300余万平米商业面
积，其中超8万平米以上的商业体将新
增19个。预计届时人均商业面积将达

4.8平米，与上海、南京等城市大致相当。
“仅仅是购物的百货，已经没有未

来。”业内人士说，受制于发展迅猛的电
商，缺乏消费者日益增强的餐饮、娱乐、
体验类需求，持续下滑的业绩是所有百
货店的困局。

已有 25年历史的常州新世纪商
城，从去年开始了转型之路，目标是从一
家百货店升级为“吃喝玩乐购”的综合体
版本。与此同时，另两家传统百货“常州
市购物中心”和“泰富百货”也纷纷引进
餐饮、健身、咖啡、美容等业态。

受制于传统百货空间固化、硬件难
以完美匹配，自身调整转型之路都在艰
难探索之中。

现有“综合体”同质化
严重，“个性不足”
随着城市框架拉大，2010年以来，莱

蒙商业街、吾悦国际广场、武进购物中心、
茂业泰富城、新北万达、丰臣国际、邹区泰
富时代广场、武进吾悦广场、武进万达等
“体验式商业”矗立于中、南、西、北。目前，
10万平米以上的综合体已达4家。

资料显示，常州的商业总量虽大大

增加，但个性仍然不足。业内人士分析，
“快时尚、量贩超市、传统百货的组合是
目前常州市场的主流”，消费者从新北到
市区再到武进，在各个商业综合体中见
到的品牌组合几乎“千篇一律”。目前，某
些商业综合体业绩不佳、掉铺率增高的
问题，恰恰是业态组合及品牌高度重合
结出的果。

新北万达在2011年底开业时盛况
一时无两，其ZARA、H&M、沃尔玛、万
千百货的组合创新了当时的常州市场，
业绩更是一枝独秀。此后，如何破局这个
“遍地快时尚、全员大超市”的新常态，成
为全体商业人的共同课题。

数量增加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创新
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作为一个三线城市，打造城市
级的综合体既要全业态又要差异化，这
才能吸引到市民反复消费。真要吸引到
周边城市客流，谈何容易？更何况周边城
市的商业成熟度、商业氛围可能还在常
州之上。

所以，首要因素必须是地段———只
有在城市中心附近，交通动线汇集之处，
才有可能打造有影响力、号召力的地标项
目。区域型购物中心受限于地段、交通、周
边人口及传统消费观念，一般都是满足于
周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求。而城市级购
物中心的目标群体来源对全市消费者都
有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能来自品
牌组合，也可能来自独特的项目气质。

商业地产蓬勃发展十数年来，无数
鲜活的案例表明，前期缺乏科学定位，中
期以回笼为目的，后期缺乏系统运营体
系的商业项目都无法获得成功。这就对
开发商、运营商的实力和经验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综合体数量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创新。”吾悦国际广场相关负责人
说，从房地产转向商业，吾悦算是摸着石
头过河。同质化和创新是我们意识到并
且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餐饮业
态组合已经比较成功。

九洲新世界广场，主
打轻奢侈品牌组合
符合当地消费水平的精准定位必不

可少。在普遍以快时尚为主打的常州市
场上，目前在一线城市方兴未艾的轻奢
品牌无疑是下一个市场热点，“高贵不
贵”将成为富庶且精致的常州白领出手
的理由，在当地市场首次出现的品牌无
疑会成为焦点。

据了解，即将在今年9月亮相的九
洲新世界广场项目，45%的品牌都是首
次在常州亮相，不仅有引入 love
moschino、Juicy Couture、Vivienne
Westwood等轻奢品牌，也一举拿下了
大润发精品超市、绿茶、GAP、韩寒的“很
高兴遇见你”、江苏省首家带人工降雪的
“冰雪世界”儿童主题乐园、香港老饭店、
小辉哥火锅、好牛、幸福蓝海影院等多个
“大陆首家、常州首家、常州最大”品
牌———此项目引发了常州人的集体期待。

五觉营销，“情感维系
才有忠诚可言”
区别于第一代沿街商铺，第二代步

行街，第三代街区购物中心和第四代室
内步行街购物中心，一位资深商业人士
说，“嗅、味、触、视、听的五觉商业将是决
定一个现代综合体项目、也是最能吸引
消费者到达的DNA。”

五星酒店领域已经成熟的香氛系
统，在一线城市里逐渐成为了各高品
质购物中心提升消费者愉悦感的法
宝，现在，正逐步被二三线城市效仿。
以上海 K11、北京芳草地项目为蓝本，
内外场艺术景观的打造，带来了不一
样的感受。

商业布局、愉悦体验、人文关怀将成
为三线城市商业新的出路和大势。“创新
才是商业的永恒”，唯有不断的突破与自
我否定、自我创新，才能脱颖而出。

奇妙的虚拟试衣、气幕投影、WII体
感游戏，种种体验化智能设备让消费者
在逛游的同时，体会到更多的趣味性，增
强乐趣和记忆；方便消费者的在线查询
系统、餐厅排位系统，反向寻车、电子导
视屏、智能手机等线上线下互通，种种
O2O科技提供比往日更为便捷，更符合
现代消费者行为习惯的信息通路。引入
“五觉营销”、“占据城市中心”、“全新品
牌组合”的九洲新世界广场，是否能成为
二三线城市综合体的领军项目、教科书
版的经典案例，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盛栖 范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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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重现街头
常州邮政推出怀旧经典

几乎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的小
人书 )连环画 *近日在街头重现，
这是由中国邮政最近推出的中国
连环画经典系列，目前推出的是
以当年经典畅销的古典故事题材
为主。

在岁月的长河里，关于童年，关于
快乐，有许多许多的记忆，无关乎物质
的丰富，无关乎游戏的繁杂，就简简单
单的一本小人书，那勾勒的线条，那通
俗的文字，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入了
眼，入了心，在漫漫光阴里发酵，成就
了独特的童年回忆。近日，常州邮政
“邮常州”与“一站地”联合征文“我与
小人书的故事”，就这样触动了一辈人
内心的柔软。当那些承载着记忆的小
人书，以崭新的面孔出现，你会否穿越
在从前与现在，将散落的记忆碎片一
一拾起，慢慢品味？越来越繁复的工
作，越来越浮躁的生活，什么时候能静
下心来，在城市的一寓，在街头的拐
角，在高楼的一室，静静地回味属于那
一辈人的童年，并将属于童年的记忆
传承。

老版翻印、精美的印刷、简洁的包
装以及5本一套20元左右的价格吸
引了读者的目光。常州邮政推出的一
系列小人书，精选中国美术出版社、上

海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
浒传》《狄仁杰》《封神演义》以及红色
经典故事的名家绘本。特别是挂带式
小人书由邮政专供，一套5-6本，售
价 22元，目前有《八仙》、《杨家将》、
《红色经典》1、2，《水浒》1、2、3，《岳
飞》1、2、3，《铁道游击队》1、2，《古代
故事》1、2，后面还将陆续上架。

这些小人书给那年、那月的人
带来了温暖的回忆，也能品味那一
种乐趣，没有喧闹的音响，没有敲击
的键盘，没有鲜艳的游戏，或看，或
讲，或听，让悠远的回忆与现实重
叠，让《岳飞》《小兵张嘎》等远近的历
史故事重现。

杨成武

常州首场韩式婚礼全城甄选
众多婚礼界精英和品牌免费为你打造

本报讯 今年5月，常州报业集团
商业工作室“花嫁记”将集结众多常州
婚礼界的精英和品牌，为一对新人免费
打造常州首场纯正韩式婚礼。从现在
起，这对幸运儿将从全城的准新人中公
开甄选产生。

纯正的韩式婚礼由仪式和婚宴两
部分组成。仪式在专门的婚礼礼堂举
行，结束后宾客们到酒店用婚宴套餐，
新人会向宾客一一敬酒。既有神圣仪式
又有温馨婚宴，这种“中西合璧”的优势
使得韩式婚礼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

城市逐渐流行。
常州首场韩式婚礼将在常州大酒

店的韩式婚礼堂韩艺堂举行，幕后阵容
可谓强大：佳能中国区9位签约婚礼摄
影师之一、知名纪实婚礼摄影师壶图将
全程记录每个瞬间；常州首届婚礼设计
大赛冠军星之路婚礼会馆提供婚庆服
务；金伯利钻石提供钻石珠宝一件；韩
国蒂爱慕婚纱摄影提供韩式结婚证件
照及韩式主题风婚纱照一套；吉丽嘉多
提供比利时顶级巧克力作为喜糖；婚纱
西服品牌均为韩国进口知名品牌。另有

20位宾客可以获得在西餐厅免费用自助
婚宴的机会。

如果想要这份韩剧般的浪漫降临到
自己身上，可以关注“常州晚报 -花嫁
记”微信公众号，发送“韩式婚礼+双方
新人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学历+
职业+爱好+婚礼感言”，并附上情侣
生活照来报名参加。报名截止日期为4
月26日。我们将邀请30对新人于5月
5日参加壶图主讲的婚礼沙龙活动，并
送上精美礼品。

)谈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