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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文章换巧克力
收集本专栏文章任意

!"

期! 可至吉丽嘉多常州旗舰店

兑换比利时进口巧克力随身瓶

!

件!限前
#"

名"收集专栏文章

$"

期! 可兑换比利时进口无糖

巧克力 #

%

片装$

!

盒! 限前
$"

名"收集专栏文章
#"

期!可兑

换比利时进口手工巧克力%

%

粒

装&

!

盒!限前
!"

名'

巧克力传奇31

邮小 看编

“小魔盒童话梦工坊”全国巡演
———常州站

9月26日即将欢乐开演

9月26日，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
剧院全国巡演即将登陆常州。经典童
话剧《小蝌蚪找妈妈》、《老鼠嫁女儿》、
《三个和尚》，将为常州的小观众们送
上一场精彩的艺术文化盛宴。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由宋
庆龄女士于1947年4月10日亲手创
办的。长久以来，剧院创作出《马兰花》
等近300个题材各异的优秀剧目，并
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近年来儿艺又推
出了一系列的新剧目，《夜莺》、《丑公
主》、《皇帝的新衣》、《兔子和枪》、《挑战
3VS3》等，着重关注现代少年儿童的审
美情趣，深受小观众的喜爱。

出品方表示，这部儿童剧是中国
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今年倾力打造的
大戏之一，以经典儿童故事为主题，配
合强大的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以舞
台剧的形式向孩子们传达“相信伙伴，
齐心协力，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的正能
量和教育理念。

票务总代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
分公司的函件局局长陈进对这场演出来
到常州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我们非常兴
奋，能将这场国家级水准的精彩演出呈

现给常州孩子们。现在家长越来越注重
儿童眼界的开阔和文化素养的培养，周
末来场精彩的儿童剧是非常好的形式，
而且亲子相伴，更是一种爱的教育。”

有兴趣的家长们，可到市各邮
政网点或拨打电话 68882425了解
演出详情，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
入常州邮政淘宝店、微店快速通道
便捷选购。

演出时间：
2015年9月26日 14:00
演出地点：
凤凰谷大剧院
演出票价：
180/120/100/60元
票务总代：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龙城金币”启动第3期微信圈友活动
我市专营钱币收藏精品的“龙城

金币”举办的第3期公众微信圈友特
惠活动将于2015年8月29日开始。
具体办法如下：

1、参与对象：2015年8月25日
前已添加关注龙城金币公众微信、无
不良记录的公众微信圈友。

2、期限时间：2015年8月29日
至9月4日（10:00-17:00）。

3、特惠品种：2015年1/4盎司福
临门贺岁银币。

4、数量价格：2箱共120枚，每枚
388元。

5、活动规则：①凭龙城金币公众
微信界面每人限购2枚；②活动期内
售完为止，期满恢复市场零售价；③恕
只柜面现金交易。鉴定证书抽签取号。

1/4盎司福临门贺岁银币是央行
今年发行的第一枚银质贺岁币，这个
“第一”以及金银币中比较少见的3元
面值和1/4盎司规格都是收藏升值的
潜力点，因而颇为大众收藏者看好。也
正因为如此，这枚银币期货就热炒，虽
春节前夕曾滑落到每枚355元低点，
但节后又连炒三轮到950元高点，使

这个有60万量的银币难以消化。目前，
这枚银币虽已回落到800元一线，但收

藏者依然不买单，币商也都不敢接货，依
然是僵局。“龙城金币”此时给出每枚

388元的特惠，自然深得收藏者心意。
“龙城金币”专营央行发行的金银铜

镍纪念币和古近代老金币、老银元、铜元、
常州地方币，创办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求专
做精，龙城金币公众微信更发布真实可靠
的钱币收藏信息和内参分析、举办公众微
信圈友特惠活动，特惠品种都是市场关注
度特别高的精选品，价格优惠更令人惊
喜，因而都不足2天就完成了。没有赶上
本期活动的市民赶快添加关注龙城金币
公众微信吧。 #龙城闲人&

敬请认准：常州大酒店大堂内“龙城
金币”精品店 电话：88126158公众微
信号：龙城金币

“开学经济”逐渐升温

随着暑假进入尾声，“开学经济”
逐渐升温，新一轮的学生装备大采购
开始火热起来。文具、书包、手机、电脑
……凡是与学生相关的消费品的销量
都在大幅增长，各商家也抓住时机促
销产品。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从小学到
大学，入学装备不断升级，价格也是
“水涨船高”。

文具教辅销售火

记者走访城区沃尔玛、欧尚、乐购
等超市发现，书包、中性笔、笔袋、软抄
等学习用品都被摆放在醒目位置，以
“开学季”为主题的新一轮促销活动拉
开帷幕。带着孩子前来选购的家长络
绎不绝。

每次开学前，市民刘先生都会带
着小孩采购一些新文具。女儿还在上
小学，需要买各种各样的文具。尤其像
笔记本、铅笔、橡皮等“易耗品”都会趁
着这个机会多买点。虽然现在超市在
搞活动，但是一套文具用品下来，没有
200块钱花不下来。
“一到新学期开始，孩子们都很热

衷购买新文具。”南大街一文具店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开学临近，学习
用品的销量上升很明显。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大多数家长对孩子购买文具持赞
成态度，都舍得为孩子购买。一些家长
表示，虽然平时在吃穿上教育孩子节
俭，但是在学习用品上孩子有需要都尽

量满足，基本不打折扣。
各大书店也迎来了一年中的销售高

峰。记者在新华书店看到，很多家长和学生
来这里看书、买书。“每个科目的教辅书都要
买一些，这些都是老师推荐的。”一名初中生
告诉记者。而家长们对书籍也很乐意掏腰
包，每天教辅书的销量都很可观。此外，新华
字典、成语词典等工具书也因实用性强，成
为畅销品。其中，文教类图书卖得比较火。作
文精选、文史类图书也很受家长欢迎。

数码产品受青睐

与小学生和中学生不同，今年完成
高考准备进入大学校门的准大学生们则
对数码产品更为热衷。手机和笔记本基
本上成了入学标配，各大数码产品卖场
也密集展开了促销活动。

现如今，准大学生对开学装备的要
求越来越高，提出“数码三件套”不在少
数，即手机、电脑、单反相机一样不能少。
小陈今年考上了江苏警官学校，早在录
取通知书下来前，家里就已经将 i-
Phone6手机、iPad平板电脑、笔记本电
脑等准备好，一方面作为考上理想学校
的奖励，另一方面也想赶一下时髦。

“每年暑假期间销量都比平时增加
不少，尤其是暑假快结束时，数码类产品
卖得非常好，来选购的大都是学生。”邮
电路一家数码产品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以前也就手机、电脑这两样，如今平
板电脑、单反相机等也加入了学生开学

购买的物品清单中，即使选择华为、小米
等价格较为平民的产品，林林总总加起
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入学开销“水涨船高”

不少新生要去外地求学，所以要准备
的东西不少，从洗漱、衣物等生活用品，到
教材、纸笔等学习用品，再到手机、电脑等
电子产品，一套买下来已经花费了近万
元。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种消费程度
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不少新生仅在手机、
电脑这个两项花费上就已过万元。

相比大学生，中小学生的消费水平较
低一些，购买的物品也多是跟学习相关，
选择上也较为理性。当然，近年来兴起的
点读机等产品，不仅加大了中小学生的开
学花费金额，也让数码电子产品的消费群
体越来越低龄化。对于开学前夕学生的集
中置办“装备”，尤其是数码电子产品的高
消费，让不少普通工薪阶层的家长感觉有
些“压力山大”。购置笔记本的平均花费为
4000-6000元、手机为1000-5000元、相
机为3000-6000元。电子产品的价格虽
然逐年降低，但是必选的品种也越来越
多，导致整体价格的上涨。
“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五六千，孩子一

部苹果手机就花差不多了。”采访中部分
家长表示，现在家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
女，宁可自己节约一些，孩子的要求都会
尽量满足。此外，服饰鞋包等产品也是准
大学生们开学的必备产品，两双鞋子、两

件衣服再加上背包或者拉杆箱，这一套
装备下来也有三五千了。

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在开学之前准
备一些必要的学习以及生活用品是应该
的，但需要理性消费，尤其是对于中小学
生来说，不利于他们提升节约意识，往往
养成了他们浪费的习惯。很多文具、书包
等都可以重复使用，完全没必要每个学
期都采购新的。

消费心理催热“开学经济”

最近几年，开学经济越来越热，一方
面与家长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不吝投入有
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生消费群体的消费心
理有关，尤其是对于高中毕业生，经过几
年苦读想得到犒赏的心理比较迫切。

记者从几家数码产品专卖店了解到，
根据这两年销售经验来看，在开学前，学生
是消费的主体，随着科技产品的普及，消费
群体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中学生，甚至
是小学生的份额越来越大，往往一个暑期
档的消费量就可占到全年的一半以上。

面对开学季催生的“开学经济”，不
少家长喜忧参半，喜的是孩子考上了大
学，忧的是孩子过分追求奢华。教育专家
也表示，置办必要的开学装备是必需的，
但家长不能因此而盲目消费。这样不仅
会影响到孩子今后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
方式，也会导致对名牌产品的追捧，导致
影响学业，不利于孩子成长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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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巧克力的制作
巧克力的制作———

手工巧克力是选用适合的巧克力
原料豆为材料，经过融化、调温、入模
成型、冷却等，与工业化巧克力程序相
仿，但设备与方法不尽相同。

一、融化巧克力最常使用的有两
种方法：

1、隔水加热融化：把切碎的巧克
力放在内锅，外锅装水后一起加热，水
温不超过60℃，内锅与外锅密合，避
免产生蒸汽，使巧克力受潮。

2、微波炉融化：将切碎的巧克力
放入微波炉内加热，温度不超过
50℃，每次加热时间为30秒至1分钟，
取出后搅拌，使巧克力温度均匀融化。

二、巧克力的调温：分大理石调温
和分段调温2种

1、大理石调温：将巧克力加热至
45℃至50℃，倒在大理石桌面上，用
巧克力抹刀将巧克力展开于大理石
上，再将巧克力刮集中，持续重复这两
个步骤，等温度冷却到26℃至28℃，
再将巧克力刮回锅内，加热回温到
30℃至33℃，之后操作时温度也维持
在30℃至33℃。在低温工作房中，大
理石有温度低、温度变化慢的特性，能
帮助巧克力急速降温。

2、分段调温：先融化三分之二的
巧克力，将融化的巧克力与三分之一

的碎巧克力在锅内拌匀，等温度降到
26℃至28℃，再加温到 30℃至 33℃
并维持这个温度操作。

经过适当调温的巧克力，会增加
并稳定巧克力的脆度，不易变质；而且
可可脂中各种油脂经过调温后再结晶
会比较一致，且表面细致有光泽感，是
巧克力制作的基本功。调温巧克力是
食材纯正的象征。非调温巧克力，其可
可固形物含量不够规范，甚至没有可
可固形物，而以代可可脂替代，所以没
有需要调温转换可可脂结晶形态的问
题。这种未经调温的巧克力，俗称“假
巧克力”，对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心
脏、血管的危害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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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卖食品或将要领证
本报讯 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根据这份意见稿，网络食品经营者
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这
意味着淘宝、朋友圈上卖食品的商家也
要开始办证备案了。

在我市，目前做微商卖食品的不
在少数。市民小陈今年开始在微信上
叫卖小龙虾，自己制作配方，简易包装
后在包装盒上贴上自己的微信二维
码，通过朋友间口口相传，最高一天能
够售出五十几份小龙虾，现在其个人
微信已经成了小龙虾的营销号。而家

庭主妇王女士则专门开了一个微信
号，自己买菜下厨，专门制作快餐，由
自己的女儿帮忙“运营”，用料实在、口
味家常受到很多白领欢迎。一般需要
提前一天预订，第二天王女士则会根
据预订情况采购食材，然后再由自己
的女儿负责送货。起初只有一两种口
味，目前已经可以做到每个工作日的
菜单不重样。为了消除顾客对于食品
质量以及卫生状况的忧虑，王女士的
女儿还会在微信上不定期发布食材采
购及制作过程的小视频。

意见稿出台之后，像王女士和小陈

这样的“微商”，今后要接着卖食品可能
不像以前一样“自由”了，意见稿明确规
定食药监部门为网络食品经营的监管
主体，微信上卖食品等也将遵循实体卖
场的行规，应当将自行设立的网站或者
所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网址、
IP地址，书面告知原颁发许可或者备案
凭证的食药监部门，同时应当在其网站
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
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
证，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准确，画面清
晰，容易辨识。

%杨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