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克力，
还是巧克力糖？

巧克力传奇10

你吃的是巧克力，还是巧克力糖？
这要从巧克力的主要原料———可可液
块、可可脂、非脂可可固形物和可可粉
的区分说起：

可可液块：以可可豆为原料，经
清理、筛选、烤焙、脱壳，经碱化及精细
研磨后的酱料，颜色接近黑色的茶褐
色，苦味强烈，在温热状态下具有流体
特性，冷却后凝固成块，故称液块。

可可脂：是由可可液块加压后榨
取出的油脂，融点约 35℃，液态时呈
琥珀色，27℃以下常温时为固体状，
呈淡黄色。可可脂是调节巧克力流动
性及制作调温巧克力的油份，本身几
无香味，但能使巧克力具有浓香醇厚
的味道和深邃诱人的光泽，并赋予巧
克力独特的平滑感和美妙的感觉。

非脂可可固形物：可可液块经压
榨、除脂后剩下的团块。

可可粉：将非脂可可固形物研磨
成的粉状物，颜色和风味因可可豆烤
焙的时间及碱化处理时的水量、时间
和温度等不同因素而异，颜色由红色

到深棕褐色。
巧克力与巧克力糖的区别，在于

可可脂和可可固形物总含量多寡及是
否经过调温处理。总可可固形物含量
是可可脂和非脂可可固形物的总和，
或巧克力制造过程中可可液块和添加
可可脂含量的总和。依据国际通用标
准，黑巧克力的总可可固形物含量要
高于50%；牛奶巧克力要高于30%，
白巧克力可可脂含量要高于25%，同
时由于其高可可脂含量，在制作过程
中需经过调温处理，使其巧克力的结
晶重组，呈现光亮细致的表面，又称为
调温巧克力，是真正的巧克力。而中
国国家标准规定，黑巧克力的总可可
固形物含量要高于30%，牛奶巧克力
高于25%，白巧克力可可脂含量需高
于20%，且非可可植物油的添加量不
得超过5%，才能称为巧克力。依据上
述标准，市面上大部分巧克力，因添
加过多白糖和植物油来替代可可以
降低成本，成分并不达标，称为巧克力
糖更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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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专属纪念
———邮票上的私人定制

你的结婚纪念品是什么？
那些古板的婚纱照，结婚后就成

了压箱底的珍品。想不想有一个更具
收藏意义、突出个性与众不同的纪念
品？浪漫婚纱照的甜美时光，生活中的
甜蜜回忆，想要独特个性，想要不一样
的新婚纪念，想要一辈子的永恒见证，
选择个性化邮票，留住人生最珍贵美
好的时光。

常州邮政，为市民提供婚庆情
侣系列个性化邮票的“私人定制”服
务。新人可提供结婚照，做成个性邮
票，发给参加婚礼的嘉宾，还可在请
柬贴上自己的新婚纪念邮票，送给
亲朋好友。

婚庆情侣个性化邮票分《永恒
的爱》和《爱你一世》两个主题，既
有喜庆红火的中式风格，也有优雅
甜美的西式格调，将婚庆元素与个
性邮票相结合，推出的婚庆个性化
邮票，不仅带给人们全新的理念，
也丰富了人们邮票欣赏和集邮收
藏的内容。

制作婚庆情侣邮票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这些邮票是很好的纪念
品，制作过程也很简单，只要在邮政
窗口或集邮公司提前预约，大约经过
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制作完毕，价
格也不贵。
爱你一世，徜徉时光的涟漪。高调

地张扬你们的爱情吧！让绢秀的邮票
镌刻不变的爱恋，在岁月里穿行，见证
新绿托起一树的绯红；相陪相衬，走过
一个个春夏，哪怕绿意褪尽，枯黄依旧
挂在枝头，哪怕花红谢了，桃李依旧招
摇；一种情思，勾起一片回忆，相互缠
绕，便是一生一世。

买卖靠情面 维权没人管
微信给朋友圈上规矩

代购信息刷屏、营销段子骚扰
……微信朋友圈中，这样的情况并不
鲜见。日前腾讯官方发布了一份“朋
友圈说明书”，以此规范朋友圈乱象。
新“规矩”的出台无疑有利于微信这
一社交平台健康持续发展，而现实
中，朋友圈交易正成为网购安全新短
板，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维权更无从
谈起。

谁的朋友圈没有代购？

“人生就像微信朋友圈，你永远不
知道哪一个好友，会成为下一个代
购。”这个段子调侃的正是当下流行的
“朋友圈”代购现象。移动互联网蓬勃
发展的今天，微信“群众基础”也在逐
步扩大，各种代购也随之而来，侵袭朋
友圈。

进口零食、韩国面膜、香港保健品
……微信代购产品总是被加上地域标
签。“突然有一天，朋友圈里就多了个
做代购的，往往还是平时相处得比较
好的朋友。”“80后”市民小黄说，她的
朋友圈曾经一个星期内多出来 5个
搞代购的，令她很是烦恼。这些代购的
朋友中，有的说是姐姐在美国旅游，有
的说闺蜜在韩国留学，代购的产品也
是各有不同。起初刚有代购的时候，还
觉得挺新鲜，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东
西，时间一长就令人厌烦了。“比如说
时尚品牌，最多一个季度买一两件单
品，实在忍受不了天天刷屏，最后只能
拉黑。”小黄说。

小黄的不少朋友、同事也都面临
同样的烦恼。同事小吕纳闷地说道：
“好像一夜之间，朋友圈里齐刷刷的都
开始做代购了，韩国护肤品、香家原单
包什么的一刷刷一天，你又不在海外
又不在原单厂商聚集地，卖这些谁信
啊？”

记者在微信查找公众号一栏输入
“代购”两字，随机出现一连串账号，从
服装、奶粉、化妆品到奢侈品珠宝首
饰，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朋友圈买到假货默默作罢

随着朋友圈代购的蓬勃发展，鱼
龙混杂也让不少真正有代购需求的市
民不知从何下手。朋友圈成了假货重
灾区，不少人也在此吃了“闷亏”。

市民钱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
况，她的同事是一名兼职代购，从去年
9月开始陆续在朋友圈晒韩国护肤
品。钱女士本来就有敷面膜的习惯，看
到后立即叫她帮忙购回了一批韩国某
品牌的蜗牛原液面膜。虽然包装都是
韩国乐天商场的，可使用后总觉得有
点不太对劲，但她也没有深究。一次偶
然的机会，钱女士的表姐去韩国旅游，
带回了同款面膜，比较过后发现之前
使用的居然是假货。碍于同事情面，这
件事情钱女士一直没有说，暗自作罢。
后来发现，原来她的同事也并不知情，
她的代购还有上家，她本人并不负责
货品的采购。

对于交情一般的朋友，就没有这么
好说话了。以奢侈品皮包为例，多数以低
廉的价格博取眼球，然而却是假货横行，
发生纠纷后往往以拉黑收场。

微信代购暗存猫腻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不光是被“代购
党”一波又一波的产品刷屏，还会时不时
地出现买家秀或者卖家与买家的聊天记
录以及支付宝打款记录。最近有网友在
网上揭秘，看似火爆的微信生意，其中有
不少是卖家在“自娱自乐”。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种微信对话
生成器，可以随意生成微信内容，还有支
付宝付款页面生成器，可以制作出任意
金额的支付页面。我难道被骗了？”近日，
市民许女士向记者反映，原来微信营销
商们是利用工具制作虚假页面，形成销
售火爆的假象。

记者随后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并分
别下载安装了“微信对话生成器”和“支
付宝页面生成器”，安装好“微信对话生
成器”之后，用户可以自由设置与“顾客”
!

包括头像和微信名称
" 的微信聊天记

录，甚至可以设置“顾客”向自己转账的
截图，完全可以以假乱真。而安装“支付
宝转账截图生成器”则可以设置对方支
付宝头像、对方姓名、付款金额等支付宝
转账基本信息，同时还可以设置手机时
间、手机电量等。

个人交易投诉消协不受理

在微信交易中，消费者如果遇到
维权问题，可以拨打 12315投诉吗？
记者就此咨询了市消协。工作人员表
示，12315平台主要处理的是商家和
消费者之间的消费纠纷，“微信朋友
圈中的交易，大多属于个人与个人之
间的私下交易，其纠纷不在消协的受
理范围之内。消费者如果想要挽回损
失，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对于
日益增加的微信购物投诉，腾讯官方
适时出台了“朋友圈说明书”，但由于
不具有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不少市民
对此并不看好。

电商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的微信朋
友圈开店交易行为，尚无有效监管手段。
除了通过微信认证、具有明确账号主体
的公共账号外，存在于微信朋友圈的海
量卖家甚至没有开店考核的流程，只需
注册一个账号即可。这种交易方式，完全
依赖于买家对卖家的信任。而这种缺乏
门槛与监管的售卖行为，很大程度上造
成了朋友圈假货的泛滥。

当然，并非所有微信朋友圈的交易
都带有欺诈性质，对朋友圈代购，不应该
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依靠更严格的“规
矩”，微信朋友圈能够带来更多让人放心
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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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郁金香节开幕
本报讯 2015郁金香节3月21日

在西太湖中国花卉博览园开幕，为期约
2个月。

郁金香是百合科郁金香属草本植
物，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荷兰的国花，
花期一般为4月至5月。郁金香原产于
中国古代西域及西藏新疆一带，早在
1300多年前，李白就留下了“兰陵美酒
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名句。后经
丝绸之路传至中亚，又经中亚流入欧洲
及世界各地。目前世界各地均有种植，是
荷兰、新西兰、伊朗、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等国的国花，被称为世界花后，成为代表

时尚和国际化的符号。
此次郁金香节将让游客欣赏到 2

万平方米郁金香，颜色有 30多种，从
红、黄、浅橙、粉红、洋红、深紫等单色，到
红黄、红白、紫白边、白粉边、红白边、黄
红边、红白条纹等复色……五彩缤纷；品
种超过 50个，车模、海盗、背叛、黑鹦
鹉、黄绣球、紫王子、阿玛尼、害羞的美、
强烈的爱、结婚礼物、圣诞颂歌、荷兰皇
后、快乐一代、火红鹦鹉、美丽爱情……
不一而足，植株更多达100万株。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郁金香节特点鲜
明：选择了更优质、最适合常州气候、土壤

环境的品种；双色花占比更大，花期更长；
引进了黑鹦鹉、火红鹦鹉等罕见品种。此
外，这次郁金香节还增添了神秘新品种：
虞美人，花期可持续到6月中旬。

对于市民关心的门票问题，主办
方表示，2015郁金香节门票价格为 30
元/人，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身高
1.2米以下儿童、残疾人、现役军人免
票：对普通高等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
段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身高在1.2
米-1.5米的儿童、60-69周岁老年人实
行优惠票价，价格为15元/人/次。

!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