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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消费新体验

“电竞+”为商场业态加码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的积极推动
下，电竞产业呈现高速增长趋势，社会认
知度与用户基础也在不断扩大。从以往
“不务正业”的刻板印象，到如今成为时尚
潮流运动的华丽转身，电竞也从线上走到
线下，成为实体商业关注的消费焦点。
近期，记者走访我市多家实体商场发
现，电竞馆及相关电竞业态正逐步进入商
业综合体，
“ 电竞+”业态的商业化发展进
程正不断加速。

真人 CS 从户外转移进商场

7 月初，在江南环球港 4 楼
进驻了我市商业综合体内第一
家真人CS游戏馆。这里的场景
布置像是一个军事模型的展示
场，
玩家云集之时就会瞬间变成
惊心动魄的战场，
最近也成为了
年轻人青睐的网红打卡地。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从
2000 年左右风靡的线上游戏
《反恐精英》
（简称 CS），到前几
年火爆的户外真人 CS，再到进
驻商场的真人 CS，这项竞技游
戏参与的模式也在不断迭代升
级，更具真实度、体验感与舒适

性的体验式消费在逐渐升温。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群 00
后玩家来到游戏馆，见到仿真
水弹 M4A1、防弹衣、战术头盔
等装备，立马跃跃欲试。待他
们换好装备，教官开始教玩家
如何挑选适合自身需求的枪
械，如何更换发射器弹夹以及
掌握扣动扳机的最佳时机。伴
随着队友的呼喊声、敌人的脚
步声、默契的手势……玩家们
在低矮的箱子、沙袋、轮胎等掩
体的场景里玩得不亦乐乎。
玩家张宇在两个小时的火

拼过程中赢得了比赛，他高兴
地告诉记者：
“没想到能在商场
里玩真人 CS 游戏，这里的场景
设置避免了在户外玩野战 CS
时因天气、场地等不可控因素
影响游戏体验感。
”
对于场馆经营者来说，
真人
CS 从户外进入室内，从厂房仓
库转移进驻豪华商场，
看重的是
商场带来的稳定人流，
而这类体
验式消费的火爆，
也同样给予商
场良好的反馈，
为实体商业带来
更年轻的消费群体、
更多的人流
与更多的销售额。

“电竞+”
体验社交场景不断升级
从 2018 年开始，常州吾悦
广场就逐步聚集了电竞、
二次元
文化、
新文创以及跨界零售等消
费体验，结合动漫、影视、VR 等
体验式玩法，
吸引 Z 世代年轻人
及青年社群到该线下能量场社
交聚会、休闲娱乐、互动分享。
此外，在品牌业态上，也紧紧围
绕潮流时尚集聚地的主题进行
布局。各类主题活动的举办更
为喜爱二次元文化及其周边的
年轻人，
提供了一个参观选购心
仪产品和线下打卡的去处。

江南环球港的环球大厅除
了定期举办《王者荣耀》现场电
竞比赛直播外，近期引进了国
际知名的宜博电竞。店内充满
科幻气息的竞技空间装饰、全
新的视觉冲击感官，更多元的
商业形式，奠定了行业高端电
竞娱乐场馆的品牌形象；全景
沉浸式的科幻电竞场馆，以绚
烂的 RGB 灯光与金属装饰件
奠定电竞的基调；超专业的设
备和前沿的设计都为电竞爱好
者带来了极致的游戏体验。在

餐饮配套上，商场还引入了多
家融合饮食文化和电竞文化的
餐饮店，如猫咖主题店“超级玛
丽”，该店有各类动漫主题的手
伴，
游戏元素更是随处可见。
为更好地吸引年轻消费群
体，新北万达广场也配置了专
门 的 大 屏 ，用 以 播 放 游 戏 赛
事。从场景营造到品牌布局，
都力图通过体验性与互动性，
为电竞爱好者、Z 世代人群输出
更丰富的游戏娱乐主题活动、
更时尚尖端的购物消费体验。

“电竞+”
仍有更多挖掘空间
从我市各商业综合体近年
来着重调整的业态来看，电竞
相关业态早已在实体商场占据
一席之地，这些门店可以满足
年轻消费群体休闲、娱乐、社交
体验需求。
常州吾悦广场营销负责人
告诉记者，据项目工作调研显
示，2021 年，中国电竞用户预
计达到 4.25 亿，25 岁以下的年

轻用户达到 1.27 亿。庞大的年
轻群体带来的需求和消费特征
将为电竞商业化创造更多想象
空间和创新活力。
“对于实体商
业来说，当下的电竞业态布局
还有更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电竞市场的不断推广和普
及，用户规模的逐年增长，实体
商业要想分得这块巨大的“蛋

糕”，还需要在生活化、多元化
方面下功夫，让电竞经济与商
业消费更融合。而越来越多的
商场把“体验”作为革新和提升
业绩的突破口，这种以商业中
心为载体，为商场赋予新思维
与新经营模式的尝试，也正在
为文娱、体育、旅游等多个产业
开辟融合、升级、发展之路。
周静 图文报道

广告

“大国匠星酒”
大师见面会在常举行
为了让消费者全面了解高
端大曲酱香型白酒，进一步认
识“ 大 国 匠 星 酒 ”，7 月 25 日 ，
“大国匠星酒”的七位酒体设计
师莅临常州，与常州白酒爱好
者面对面进行交流。
据了解，江苏大隆汇文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5 年
开始，先后与古井贡酒、董酒、
西凤酒等八大名酒企业合作，
邀请多位白酒大师为技术顾
问，选用名酒企业的顶级酒体，
开 发 了“ 古 井 贡 酒 正 德 窖 藏 ”
“天酿董酒”
“ 万户开鸡年纪念
董酒”
“ 国誉董酒”等高端收藏
级文化白酒。这些酒一经面
世，广受白酒爱好者们的一致
好评。
在打造多款优质名酒后，
2020 年底，大隆汇又意欲打造

一款高端酱酒，选择与贵州红
酱坊酒业有限公司合作，共同
开发了“大国匠星酒”。该款酒
由九位国家级白酒大师共同参
与酒体设计，出具了酒体鉴评
报告，为其“酱香典型”风格做
了有力的注脚。
此次活动，白酒大师们在
现场对“大国匠星酒”作了具体
点评和介绍，也让更多消费者
对该酒有了深入了解。
周静 海斌 图文报道

一枚袁大头银元现在值多少钱？
我国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老
银元，
在当前稀缺资源收藏热中
也是一大聚焦点，
其中最家喻户
晓的就是民国时期的袁大头银
元。
袁大头银元成色 89.1%，重
26.86 克，面值壹圆，是中国近代
银元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领域
最广的一枚银元，知名度极高，
在当今老银元收藏中收藏群体
也最大，其代表性不言而喻。如
今很多市民家里都有传承，经常
到我市专营钱币收藏精品的
“龙
城金币”询问值多少钱，其实这
要看它的版本和品相才能确定
的。
就版本而言，
袁大头银元除
签字样币、甘肃加字币、O 版精
制币等稀少特版外，
市面常见的
共有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
4 个年份，其中八年的较少，市
场价格也高于其它年份。
老银元的品相等级简单可分
纯原光的特级未使用品、原光的
一级未使用品、带原光的二级近
未使用品、包浆自然美观的三级
美品、
包浆一般的四级普品、
币面
已损伤的五级下品。特级品是指
原光非常饱满，
也未流通无磨损，
行价 15000- 20000 元；一级品

是指原光满币但不够饱和，未流
通但有轻微擦痕，行价 800010000 元；二级品是指参与流通
但流通不多，略有磨损但仍带部
分原光，行价 4000-5000 元；三
级品是指正常流通有自然美观的
包浆，无人为处理，行价 30003500 元；四级品是指正常流通、
自然磨损，
无硬戳、划伤、穿洞等
损伤，也无人为酸洗腐蚀，行价
1600-1800元；
五级品是指过度
磨损、或有戳损磕伤、酸洗腐蚀，
但仍属百年古董而有一定价值，
行价1000-1300元。
目前，
老银元的市场行情很
活跃，
“龙城金币”
随时跟踪并更
新行情价目
表。市民可
关注龙城金
币公众微信
或登录龙城
金币网详览。
龙城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