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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挑选好的巧克力？看食品标
签是个好方法：

一看标示产品名称，如有“代”或
“类”字，就是假巧克力。

二看标示中配料内容物及添加
物：巧克力的主要原料是可可液块、可
可脂、白砂糖和奶粉（牛奶巧克力及白
巧克力中有），乳化剂（大豆卵磷脂）和
食用香精等，配料百分比多的写在前
面，最后标出可可脂或总可可固形物

含量的百分比，这是评估巧克力或巧
克力糖的依据。夹心巧克力，要看外
壳巧克力成分及其后标示的夹心成
分，再了解可可脂或总可可固形物的
百分比。

优质巧克力的可可含量至少需符
合应有的百分比，并由可可脂制成，若
含植物油，还是放手吧。巧克力碳水化
合物比例最好不超过50%，否则糖分
过高。

千垛油菜花，美到没朋友
又逢4月看花季，千岛碧水映黄花

“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
黄花”，泰州兴化的20万亩油菜花每
年的4月份开始进入盛开期。

兴化市位于长三角经济带北缘，
建城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江淮地
区的一颗水乡明珠，有着深厚的文化
积淀和独特的水乡美景。“兴化千岛菜
花”位于兴化市缸顾乡，以千岛样式形
成的垛田景观享誉全国。

据考证，750年前，缸顾乡农民
在水中取土堆田，整齐如垛，并在上
面种植农作物，才演变成现今的生
态景致。每年的清明前后，在辽阔的
水面上，千姿百态的垛田形成了上
千个湖中小岛，岛上开满金灿灿的
油菜花，在水面上形成一片金黄色
“花海”。泛舟其中，如入谜宫，那万
枝摇动的情景犹如春天里翻滚的万
千风情，把每个人的心情、思绪、梦
都染成金黄。

【兴化垛田】
兴化油菜花景区 ! 位于兴化市

缸顾乡东旺村 ! 以千岛样式形成的

垛田景观享誉全国 ! 有 "千岛油菜

花#之称$

千垛菜花自然景观形成于
!"#

年

前$垛田是兴化一种独特的农田地貌!

每当枯水季节! 百姓们就将低洼地区

水中泥土挖上来!堆积到较高的地方!

造成一块块水中小岛式的垛田$ 垛田

大小不等!形态不一!互不相连!非船

不能行$置身其中!如同走进古人摆设

的水中龙门阵$

【垛田菜花】
兴化的油菜花最让人心醉! 在于

它把油菜花和水景结合得如此到位$

在兴化田间!视野里望出去 !茫

茫的土地上阡陌纵横 ! 若干条蜿蜒

的河流从田间流过 ! 将农田分成无

数个像小岛一样的区域 $ 等到春天

油菜开花的季节 ! 这里就是名副其

实的"千岛油菜花田%$

河道中有不少农民都划着木船!

悉心照料自家的种植物$ 只要一过
$

月!油菜花就会疯长!一直长到
$

月底

开花的时候!就有差不多半人高了$到

时候!坐在景区提供的摇橹船上!伴随

着船桨"咿呀咿呀%的划动声!慢慢穿

梭在这片油菜花田的河道中! 心情别

提有多美了&

【赏花贴士】
千岛油菜花景区，有两个入口：主入

口和南入口，两个入口旁边都有码头，可
以乘游览船进入景区，景区内设有四个
码头，分别在：瞭望台、索桥、船舫、砖石
路东边的尽头，游客可以在其中任一码
头下船，步行游览，但每位游客只可乘船
一次，下船后不得再上。

可以在入口处沿着木栈道或者砖
石路步行进入景区，然后在任一个码头
坐船游览，如此可以节省入口处排队上
船时间。

今年景区门票实行一票制，门票、船
票一票通，成人100元/人。船票不单独
出售、不单独检票，门票内直接含有船票，
即不论游客乘船与否，都要购买此票。

最佳观景处：
瞭望塔

从南入口进入景区不远处，有一座
瞭望塔，三层，直径十来米，是景区的制
高点，观景拍照的好去处。一层层上，从
高处看垛田油菜花，黄色的花一块块飘
在水里，像是养在水里的盆景。从上往下
看，大地上一块块黄色，从脚下向天边伸
去，热烈、奔放、火辣辣的。小河小沟把黄
色切割成各种几何形状，特别养眼，真正
是心旷神怡。

漫步花间：
木栈道、砖石路

景区在田间搭出了特制的木栈道和
砖石路，供游客近距离地观赏油菜花（不
过不要轻易走下栈道，田间土很松）；漫
步花间，春色沉浸，不时还会看见古老的
水车，可以上去亲自踩踏体验田间之趣。
木板索桥将木栈道与砖石路连接起来。
漫步砖石路，你可以一直走到垛田景区
东边的尽头，一路且行且停，同赏同乐，

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日。

喝茶赏民俗：
船 舫

在油菜花景区的东北角，筑有船舫，
三层的仿古建筑，船舫内可供游客喝茶
休息，油菜花节期间，船舫内还会不时上
演兴化当地的地方戏。人在舫间，一面是
水乡清流，一面是花开遍野，还可品茶赏
民俗，悠哉游哉。

周 洁

约伴，一起去追千垛菜花吧
“惠生活”携手兴化旅游局，成本价推出“追花游”

去看醉人的花田，去拍清新的照片

从本周开始，兴化的油菜花将迎来
一年中的最佳赏花季。如果这两周你有
踏青赏花的打算，就赶紧看一下吧！

这次，“惠生活”携手兴化旅游局和
常报旅游，为你带来兴化千垛菜花一日
游活动。每周都组团出发，全部行程成
本价组团。本次活动由常报旅游承接。

行程安排! 早晨7:30在清潭中天
钢铁体育馆正大门集合出发，乘车赴
兴化（车程约3小时），抵达后用午餐，
随后游览千岛菜花风景区。

日期安排!4月6日、11日、18日，
每班限额50人，先报先得。

服务标准!全程空调旅游巴士，全
程优秀导游服务，旅行社责任险，旅游
人身意外险，午餐自理（可代订农家午
餐，30元/人）。

收费标准!含餐全包价成人：150
元/人，儿童（1.2米以下）：78元/人

报 名 电 话 !0519-88066557、
88066559；劳动西路209-1号常报旅
游（状元楼隔壁）

补充一句! 懒人没未来& 这个周

末!约上好友'带上爸妈!赏花去吧&成

功报名者! 每人另赠常报旅游现金券

一张(价值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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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柑橘抢占市场
长得虽丑口感却惊喜

本报讯 虽然样子长得很丑，但是吃
进嘴里却是脆嫩清新、酸甜可口，一种名
为“不知火”的柑橘近日上市，虽然长得
丑萌，但是身价不低，不少市民争先购买
尝鲜。
“丑八怪”、“丑柑”、“不知火”等等,

说的都是这种水果。记者昨天在不少社
区水果店内看到，这一新品已大量上市。
这种水果外表跟柑橘差不多，只是个头
和分量都大过一般柑橘，外形没有柑橘那
么规整，表皮褶皱也比较粗糙，而最明显
的区别在于果梗部位的一块凸起，有点像
烧麦，这也是造成他“丑”的主要原因，正

因这种不让人待见的长相，在水果摊位上
被叫做“丑八怪”。目前每斤售价在12元
左右，以平均个头计算的话，每只丑柑的
售价在六七元左右，比它的同类柑橘、橙
子等都要贵不少。市民刘女士说：“从来没
有吃过，试吃了一瓣感觉还可以，打算买
点回去尝尝。”跟刘女士一样，不少市民都
没有尝试过丑柑，多数则是被它丑萌的外
表吸引。不过对于丑柑的口感，市民也评
价不一，有人觉得确实很甜、水分很足，也
有人认为口味一般、有点偏酸。

据杰记水果总经理周振峰介绍，这
种“不知火”丑柑在日本、韩国等地很流

行，去年才在本地市场出现。这种柑橘虽
然外形独具个性，但是吃口却很惊喜，果
肉脆嫩无渣，果粒饱满多汁，最重要的是
多吃了还不会上火。周振峰说，由于气温
转暖，这个季节的柑橘水分略显不足，价
格也较便宜，而此时上市的丑柑则填补
了这个缺陷。

据了解，丑柑并不是本地水果，现在
市面上售卖的丑柑大多产自四川蒲江，
每年二三月份上市量逐渐上涨，一般到
四五月份就会下市。周振峰说，作为新品
种水果，市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包
括适应价格和口感。 (杨成武)

新版“畅游长三角”上市
90元游览30个5A、4A级景点

记者昨天从常州邮政获悉，《畅游
长三角》2015春季版将于本周面市。

新版《畅游长三角》涵盖了30个
知名景区，不仅有西塘古镇、西溪湿
地、五虎山漂流、海宁盐官等经典景
区，还新增了黄山西递、黄山凤凰源、
大纵湖、九华天池景区、阅江楼、太湖
源等15个5A、4A级新景点。按门票
价格需 2343元才能游览的 30个景
点，90元即可畅游！

购买“畅游长三角2015春季版”
的读者，还可登录“邮你邮我”兑奖专
区 http://trip.cpostcard.com 注册
参与抽取惊喜大奖。全年分 4期开
奖，每期设置一等奖1名（5000元），
二等奖10名（500元），三等奖10000
名（活动专属邮资产品）。注册时间为
3月1日至5月31日，首次开奖日期
为6月1日。

围绕《畅游长三角》2015春季版
景点，常州邮政将推出20余条体验
游线路，只收车费、餐费等成本，免费
配备专业导游全程讲解，让市民出游
更方便省心。拟推出的前10条线路
包括：中国海盐博物馆+大纵湖+悦
达影视城+金沙湖+荷兰花海二日
游、东台董永七仙女文化园+西溪古
城+永丰林生态园+黄海森林公园
二日游、南通水绘园+盐城大纵湖+
兴化李中水上森林 +淮安府署二日
游、南京中山陵+阅江楼+采石矶+
芜湖丫山花海石林二日游、安徽九华

天池+杏花村+安庆天柱大峡谷二
日游、黄山九龙瀑+凤凰源+世界文
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二日游、南京汤山
露天温泉+镇江南山+中国四大名
园之一扬州个园二日游、杭州西湖+
西溪湿地+安吉浙北大峡谷 +太湖
源+新安江漂流二日游、西塘古镇+
海宁盐官+宁波招宝山二日游、无锡
海底世界 +世界文化遗产清名桥历
史街区+木渎古镇+千灯古镇二日
游等。前100名预订者，还可额外赠
送《畅游长三角》1本。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此联票为实
名制，需在2015年9月15日之前登
录网站或拨打联票客服电话进行实名
激活注册，自激活之日起有效使用1
年。出游前按使用说明提前48小时
预约，再凭整本联票和有效身份证件
进入景区。本周起全市各邮政网点均
有销售，市民还可登录常州邮政局官
方淘宝店“驿品轩”、官方微店或搜索
微信号“邮常州”预订，任何问题均可
拨打 68882425咨询，或加入畅游
QQ群197776096。

巧克力和巧克力糖，口感、成分不同，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两者比较如下：

（下）

巧克力，
还是巧克力糖？

项目 巧克力 巧克力糖

总可可

固形物含量

黑巧克力
!"#&

低于标准牛奶巧克力
!'#&

白巧克力
!("&

矿物质 含丰富矿物质如镁'铜'钾'磷'钙'铁等 ***

维生素 维生素
)%

'

)(

'

)'

'

)"

及
*

等 ***

抗氧化剂 含高剂量抗氧化剂黄酮类及表儿茶素 ***

保护心血管 含镁丰富!保护心血管!降低中风几率 含植物油与糖!导致肥胖!不利心血管

蛀牙 可可能清口固齿'抑制蛀牙菌 在口腔中产生酸质!易蛀牙

口感 口感丰富!浓郁软稠!回甘爽口!余韵绵长 部分只有甜味!黏牙或甜腻灼口的感觉

九旬老寿星展风姿
由本报牵线!市妇联'市女摄影家交流促

进会和中天汽车集团联办的 +

+,%-

寻找最美

家庭%摄影活动!女摄影家们深入基层!创作

了许多感人的佳作$ 这是徐和平会长拍摄的

浤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月芬的

老母亲!在女摄年会上!

.'

岁高龄的江婆婆得

到她的这幅艺术框大照片!喜笑颜开&

梁菊芬 吴晓娟 刘克林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