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巧克力的
“最佳伴侣”？

巧克力传奇12

品尝巧克力，若有杯能衬托巧克
力特色的饮料，无疑是个意外惊喜，但
有两种饮料尽量别选：
一是冰冻饮料，加冰烈酒除外。因

为低温会造成巧克力不易融化，不能
均匀分布在舌面，影响对巧克力的品
尝；同时低温会暂时麻痹味蕾的敏感
度，让你错失巧克力最细致的味道。

二是碳酸饮料，如气泡矿泉水、啤
酒和汽水，它们会过度刺激味蕾，不适
合搭配巧克力。

巧克力与饮料的搭配并无一定模
式，基本以口味相近或对比性强为依
据。
水：以平淡衬托巧克力独有的可

可香、奶香、略苦、微酸及其复杂的甜
味。最好在品尝两种不同的巧克力之
间，以水过口，让味觉恢复敏感。

茶：茶的种类繁多，以其发酵程度
的不同，作为选择搭配的依据，发酵愈
重者选择可可含量愈高者较适当。例
如：绿茶是无发酵茶，大多是新芽嫩叶
制成且略带甘苦的清香，配合口感醇
腻的牛奶巧克力或淡果味的水果内馅
巧克力，能彼此衬出特色而不影响原
味；清香的铁观音、木香的乌龙是半发
酵以上茶，搭配可可含量较高的黑巧
克力，茶香甘润，黑巧浓醇苦甜，带来

味觉与嗅觉的加倍满足；浓醇的云南
普洱是熟茶，和超苦的70%-85%黑
巧克力是绝配；红茶是全发酵茶，因单
宁涩味柔顺而不突显，能搭配大部分
巧克力，更适合牛奶含量高的牛奶巧
克力或加味的白巧克力或杏仁焦糖巧
克力。
咖啡：咖啡是公认的巧克力绝配，

两者结合，曼妙难言，变幻莫测，滋味
无穷。单纯的拿铁或卡布奇诺，搭配牛
奶巧克力，相得益彰，奶香沫细，口感
轻软；意式浓缩咖啡Espresso或美
式咖啡口感浓烈强悍，和可可含量
55%以上的黑巧克力搭配，撼力十足，
余味悠长。

葡萄酒：巧克力很难找到可搭配
的葡萄酒，唯有波特酒等甜酒型葡萄
酒或法国自然甜味葡萄酒适合，这类
甜酒属酒精度较高的加烈酒，加上酒
中含有涩味单宁，有扎实质感，足以和
浓重又略带苦味的巧克力匹配，酒中
的酒精有强化巧克力香味的作用，不
仅激发香气，也让巧克力余味更绵长，
酒中的酸味更能为巧克力增添清新的
口感，多吃也不腻口。至于各式烈酒如
白兰地、威士忌、樱桃酒等，则经常被
包入巧克力中当原料，尤其是黑巧克
力，但两者皆太浓烈，只能浅尝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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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盐湖城公开征集文化展品
又到可以翻出家里压箱底宝贝的时间了

本报讯 今年，备受关注的东方盐
湖城一期“道天下”盐泉山镇就将迎客，
届时国内最大的旅游文化博物展馆群也
将坐落在此。其中，包括了道文化、盐文
化和性文化等在内的20多座文展馆。

记者了解到，东方盐湖城是龙城旅
游控股集团在成功开发国家5A级景区
环球恐龙城后，全力打造的一个集“宗教
文化展示”、“江南神奇山镇”、“创意互动
体验”于一体的新一代山水文化旅游度
假产品，会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中国道文

化体验之旅。一大批带有鲜明旅游特色
的文化博物展馆也正在筹备当中。

目前，“道天下”景区的文展馆已进
入装饰设计和展品落实阶段。展馆已通
过捐赠和提供的方式征集到了2000多
件文化含量高、品相佳、稀缺性强的展
品。现在，东方盐湖城就部分类别展品，
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文化展品，

征集范围包含道文化类，如法器法
物、神仙造像、文人画水陆画、奇趣符箓、
宗教服饰、典籍善本等实物和文献资料；

盐文化类，如矿晶体、盐衍生实物和政治、
经济、艺术等展品；刻纸类，如各类名家刻
纸、地方刻纸、各国刻纸等；其他展品则包
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石碑、墓志、拓片、
墨迹、手稿、照片等实物和文献资料。

大家可踊跃捐赠、借用、提供复制或
提供讯息，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今年9月
前。拟征集展品将由文博专家进行鉴定。

联系人为徐先生和倪小姐，预约电
话82669122，手机13961199180。

!蒋健 秦雯"

四月踏青田园间
2015常州乡村旅游节本周启幕

告别了寒冷的日子，龙城迎来了
和煦的春风。人间四月天，正是出游好
时节。春暖花开，莺飞草长，坐落在青
山绿水间的乡村旅游点，进入了一年
中最美的季节。登山徒步、踏青赏花、
垂钓品茗……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活
动让人目不暇接。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乡村旅
游的独特魅力，2015常州乡村旅游节将
于4月登场亮相。4月18日，乡村旅游
节启动仪式将在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上
阮农业公园举行。自4月1日至30日，
各乡村旅游点将推出赏花游、亲子游、农
事体验、露营、采摘等一系列活动。

开幕活动早知道
村跑：
村跑活动，全程7公里，以“村跑

花丛中”为主题，体现“为快乐而跑”的
理念，让跑者在享受运动魅力之时，置
身大自然，欣赏沿途风景，感受自然景
观，让更多人用运动的方式体验旅游，

用更时尚的方式传递乡村之美。

花季物语：
“花落向何处，翩然雪海间”。樱花四

月，满目春色，美丽的景色让人流连忘
返，帐篷客休憩区为游客准备了精美的
“时间胶囊”，让游客凝聚美景、珍藏花季
物语。

传统婚礼、廊桥相会：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红色是吉祥

的象征，传统婚礼习俗，更以红色烘托喜
庆、热烈的气氛。春季樱花绽放，满园皆
红，更加凸显了喜气洋洋。传统婚礼，融
合各种中国元素，安排新人廊桥相会，让
人感受不一样的婚礼习俗、婚礼氛围。

赏牡丹花：
近万盆牡丹争奇斗艳，边赏国色天

香边品台湾美食，双美齐集。

特色线路抢先看

推荐线路1：
春暖花开四月天#登山祈福好运来$

“行好运到茅山！”阳光和煦，风轻云
淡的日子，不妨约三五好友，到茅山讨个
好彩头。茅山郁岗峰乾元观，是江苏最大
的坤道院。带着虔诚的心漫步山道，拾阶
而上，在仙乐缭绕中，感受天地造化，茅
山灵秀。执香膜拜，聆听道姑指点迷津，
感受坤道独特魅力。顺路而行，一定不要
错过华夏宝盛园的烂漫樱花谷。茅山风
水第一宝地———华夏宝盛园千株白樱绽
放，多姿海棠飘香，徐徐山风，清新爽气。
在华夏宝盛园吃个美味午餐，去上阮农
业公园感受“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美景，
娇艳欲滴的桃花、妩媚动人的海棠、靓艳
含香的梨花、洁白无瑕的玉兰花、风姿绰
约的牡丹……如入花的海洋。

线路：茅山乾元观%%%华夏宝盛

园%%%上阮农业公园

推荐线路2：
赏心乡村游#村跑花丛中$

莺飞草长，万物复苏，春风吹绿山川
原野。金坛上阮农业公园有几十处赏花

美景，让人心动不已。在上阮花视界———
芍药园，不仅可以开开心心赏花，还能大
大方方采上一朵最心仪的芍药带走。
美景怎么离得开美食？香草谷度假庄园
依山傍水，一边是农家美食摆满餐桌，
一边是薰衣香草铺满山坡。闲暇的午
后，驱车直往长荡湖———水城水街水八
卦，常来常往长荡湖。柔和的春风里，坐
画舫，看沿途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碧波
荡漾的湖水、自在畅游的鱼儿、欢快歌
唱的鸟儿、风中摇曳的芦花……感受水
街的无穷魅力。

线路：上阮农业公园%%%香草谷度

假庄园%%%长荡湖水城%%%长荡湖水街

茅山赏花攻略
4月上中旬：宝盛园早樱、海棠；紫

薇山庄桃花、梨花；超群果园和景美果园
梨花；上阮玉兰花、赤岗油菜花；上阮农
业公园樱花园晚樱；牡丹展示馆牡丹。

4月下旬：牡丹展示馆牡丹；上阮花
视界芍药。 张理佳 崔奕

移动上网流量双倍送
升级：买一送一

在江苏上大学的小陈是个潮人，
吃喝玩乐无潮不欢，用手机当然选最
潮的，用流量也要最high的。作为移
动“和 4G”的先锋达人，小陈说：“大
学看电视不方便，用电脑看直播也是
卡得心塞，好在移动‘和4G’给力，信
号好、速度快，随时随地畅快看视频，
特方便。宿舍晚上11点断电，想要再
用电脑查资料根本不可能，可有了移

动‘和4G’，全天24小时随时用！”
“我课余时间习惯用手机看视频，但

手机流量居然没有超，因为办理的移动
‘和4G’飞享套餐包含500MB流量。这
次江苏移动推出流量‘买一送一’活动，
开 通 之 后 能 获 赠 同 等 价 位 省 内
2G/3G/4G通用流量，根本不用担心流
量不够用的问题。”

据常州移动工作人员介绍，即日起至
6月30日，江苏移动用户在各移动营业
厅、网上营业厅、掌上营业厅等渠道即可

参与流量“买一送一”活动，从最低的30
元包500MB到70元包2GB不等，最高
一个月能享受4GB超大流量，还连送两
个月，发送200030到10086就能轻松
开通办理30元流量套餐，省心又省钱。

满意：一心一“亿”
随着4G的普及，手机看视频、手机

玩秒杀，每时每刻移动互联生活都变得丰
富多彩，手机控们越玩越high，对流量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每个月稍不留神流量就

超标了。江苏移动“和4G”发展一年多，深
知消费者需求，推出流量“安心包”等多项
贴心服务，让大家放心快乐享4G。

2015年伊始，移动“和4G”用户突
破一亿，江苏移动“和4G”用户突破
1000万。江苏移动将不断提升服务水
准，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主流的4G
网络体验。不仅有亲民化资费，移动“和
4G”更有超快上网速度，秒速浏览网
页，分分钟下大片，带给大家极致的上
网体验；超广的网络覆盖，全面覆盖至
城乡，连高铁高速也都通了4G，实现随
时随地享畅连；千余款移动 4G终端，
高中低档热销4G手机随心选，千元机
型占比超过一半，开启人人“和4G”的移
动互联时代。

《常州饭票》
4月20日上市

春天来了，吃货们迫不及待开
启了春季美食搜索模式：常州最新
最火的饭店在哪里？朋友聚餐哪里
好吃又实惠？请客吃饭哪家饭店高
大上？常州邮政局将于4月20日推
出春季惠民餐饮大礼包———《常州饭
票》，精选 63家餐饮企业，市民只要
花 78元，就能享受优惠价值高达
2606元的美食。
《常州饭票》以明信片为载体，

在富有文化品位的传统邮资明信片
册上增加时尚消费功能，将收藏文
化与美食有机结合。荟萃经典美食
特辑的《常州饭票》现金抵用券，印
刷精美，附带邮资，全国流通，集收
藏、观赏、消费于一体，给消费者带
来真正的实惠。

据悉，《常州饭票》汇集全城 63
家特色餐饮，包括精品火锅、渔家美
食、地道川菜、韩式烧烤、精致日料等
各种美食，众多美味目不暇接。其中，
全聚德的老北京烤鸭是美食中的国
粹，鸭子皮质酥脆，肉质鲜嫩，带着果
木清香；玺辣九宫格火锅是正宗老重
庆火锅，在《舌尖上的中国》引来各路
“吃货”垂涎；滨江渔村是一家专业制
作地道江鲜菜肴和江边渔家土菜的特
色酒店，出游踏青、放放风筝、品品江
鲜，乐趣十足；品河豚的季节，御锦天
的河豚宴让人回味无穷；还有“80后”
“90后”不能错过的便所欢乐主题餐

厅，风靡日本，足够刺激……《常州饭
票》不仅搜罗了市区的特色美食，周边
的乡镇也有覆盖，精品小龙虾、地道农
家菜、特色土菜馆，应有尽有，堪称
“2015春季吃货必备利器”。

与各种美食团购不同的是，《常州
饭票》无需预约、不设限制、没有最低
消费，优惠直接折现。市民持邮资明信
片册《常州饭票》在商家消费时，只需
出示明信片，并将副券撕下即可抵扣
现金，没有协议之外的其他消费门槛
和附加限制。册中单张抵用券可在结
账时直接使用，撕掉副券后留存的明
信片还有纪念意义。

据了解，常州饭票首批印刷3000
册，目前已在市内各邮政网点、主题邮
局、淘宝网店布货，4月20日上市销
售，售价78元/册，使用截止日期为
2015年8月30日。市民只需前往邮
政营业网点或登录淘宝网站，搜索常
州函件局“驿品轩”网店!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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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桥老功臣
话别同济桥

服役了
5,

年的同济桥#随着轨道交

通建设而正在拆除重建# 新一代建设者

将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日前#当年市政公

司该桥项目经理'省劳模王海林(坐轮椅
者)与 67

余名参建同济桥的设计人员'

工程师们再次相聚同济桥#与老桥话别#

讲述他当年的拼搏经历# 勉励年轻人爱

岗敬业'忘我奉献$ 魏伟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