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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货室

土鸡蛋洋鸡蛋，真假难辨。靠着经

验去分辨，不如加入买够网的一年鸡蛋

计划， 天天一枚来自青城山的土鸡蛋，

还你送一只青城山跑山鸡。 这只跑山

鸡，你任何时间想吃，就给你送上门。

买够网的一年鸡蛋计划推出三

周， 受到成都市民大力追捧。“春节

前我在买够网买了青城山跑山鸡，当

时送了8个土鸡蛋， 鸡和蛋的品质都

没话说。这次我一口气订了3套‘一

年鸡蛋计划’，全家每人一套。上个

星期收到了第一个月的鸡蛋，已经吃

了一个星期了。 确实是真正的土鸡

蛋， 我们天天早上都用白水煮来

吃。”市民张女士说。

买够网一年鸡蛋计划正

在热销中，套餐包含365枚土鸡

蛋和一只青城山跑山鸡，

鸡蛋分为3个品种： 虫草

鸡蛋、有机健康蛋、青城

山土鸡蛋，每月配送

30枚， 每种鸡蛋

各10枚。 这些高

品 质 鸡

蛋 每 个

平均1.8元左右，青城山老母鸡完全是

友情赠送。如果你购买两套，第二只赠

送的鸡可以选择公鸡，以此类推。

■

虫草鸡蛋

产自优质伊莎雪弗黑康鸡， 它们

以有机粗粮、活性蝇蛆蛋白、紫花

苜蓿草为食。“虫”即无菌蝇蛆，是

高蛋白质饲料。“草”， 即紫花苜

蓿， 其茎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

物质、 多种维生素及胡萝卜素。单

个鸡蛋净重55g左右，可以生吃。市

场价约4元/枚。

■

有机健康蛋

产自优质白壳蛋鸡， 以有机粗粮、

胡萝卜等进行散养饲喂。鸡蛋无农药残

留、无兽药残留、无抗生素、无重金属残

留，绿色生态。单个鸡蛋净重55g左右，

可以生吃。市场价约2.6元/枚。

■

青城山土鸡蛋

由祥侬公司提供土鸡种苗，祥侬合

作社成员分散饲养， 母鸡啄食昆虫、青

草和泥土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摄

入较多，因此风味独特，营养均衡。单个

鸡蛋净重40至60g，市场价约2元/枚。

每天一枚青城山土鸡蛋

送你一只青城山跑山鸡

土鸡蛋个稍小、色浅，较

新鲜的有一层薄薄的白色

膜；它的蛋壳坚韧厚实，含钙

量高， 不像洋鸡蛋壳那么脆

薄。而洋鸡蛋壳色深。

1

蛋壳

土鸡蛋虽然

个头小，但是蛋黄

并不比洋鸡蛋小。

洋鸡蛋个头大，蛋

清水分多，煎鸡蛋

时就看出来了，一

下油锅就“哧哧”

直响。

2

个头

土鸡蛋蛋清清澈黏

稠，略带青黄；蛋黄色泽

金黄，浮在蛋清之上，不

沉底， 一根牙签插在蛋

黄中间可以直立起来。

另外， 饲料中加有色素

的鸡所产蛋的蛋黄为红

色， 往往被人冒充土鸡

蛋来卖。

3

蛋黄

4

柔韧

将熟鸡蛋剥壳放在手

中揉捏， 土鸡蛋即使被捏

得扁扁的， 蛋白也不会开

裂，还是一只完整的鸡蛋。

真正的土鸡蛋，哪怕

就是白水煮蛋，都是很好

吃的。

土鸡蛋洋鸡蛋

招可分辨

很多朋友都有每天

吃一个鸡蛋的习惯。想

要吃得健康营养， 最好

选择土鸡蛋。 市面上会

有一些洋鸡蛋冒充土鸡

蛋，怎么分辨呢？如果您

想吃正宗土鸡蛋， 不妨

试试这些方法———

4

规格：365枚

赠送：青城山跑山鸡一只

买够价：658元

青城山土鸡蛋

（大成都范

围内免费

配送，每月

配送一次，

每次

30

枚）

今天， 第一批新收割的崖蜜运抵成都，

首批下单的买够网粉丝很快就可以尝鲜了。

所谓崖蜜，蜂箱都放置在大山深处的

悬崖峭壁间。从2013年开始，买够网帮助

青川深山的蜂农销售崖蜜。买够网定制了

一批专属蜂箱，放置于海拔2000米左右的

悬崖石缝中，精细化管理，全程质量监控，

一年只取一次蜜。

买够网的合作农户、 青川寨子村村民

老杨的蜂箱就在海拔2400米左右的山上斜

坡处，有20多个。蜜蜂是他引来的野蜂，攻

击性强。3月24日深夜10点到25日凌晨3点，

在手电筒和火把的光照下，老杨的20多箱崖

蜜取完了。他的蜂箱在一个向阳坡，今年他

的崖蜜是这一带的蜂农当中最早收割的。

今天，2015年第一批收割的500瓶崖蜜

运抵成都。 成都商报记者提前打探了，那

颜色，金光灿灿，是蜜蜂们采集百花才能

酿成；那稠度，一年才收割一次，精华都在

里面，所以浓得化不开。

4月中下旬，崖蜜将会全面成熟，买够

网专属蜂箱今年大致能收获2000斤，所以

今年限量销售2000瓶。 第一批500瓶已售

罄，今天起第二批预售开始。

一年取一次

龙门山崖蜜

第一批500瓶售罄

第二批预售火热进行中，只剩1500瓶了

青川野生崖蜜

规格：500g/瓶

市场价：128元

买够价：98元

在决定做这个事情以

后，姚宗场并没有马上就做，

而是先调查。 他说：“

2012

年

底， 我坐着火车从上海一直

往西到我安徽老家， 一路跑

了十几个城市。 拿着我做的

Demo

问目标用户：愿不愿意

用这样的产品？ 哪里可以做

得更好？”

调查发现， 十几个城市

的用户都非常愿意用， 但他

们也提出了问题。 能不能洗

得比线下店好， 这是最主要

的。为什么？第一，因为传统

的线下店有一定的洗坏率；

第二， 传统的线下店与泰笛

洗涤的营销模式不同。

调查完成后， 姚宗场开

始在上海试点。 寻着用户的

痛点， 泰笛坚持

24

小时上门

收送，随叫随洗，并且是自建

物流。为什么要自建物流？这

可以保证服务品质。 如果在

泰笛下单洗鞋， 客户收到鞋

时，鞋子都是用透明袋的鞋盒

包起来的。这是考虑到用户希

望鞋子堆在家里，一眼望去就

能找到要穿的那双鞋。

虽然现在很多有技术

背景的创业者都在讲互联

网思维，但对于姚宗场这样

一个学美术出身的人来说，

就是要科学、 有据可依。要

通过不断验证，最终找到最

符合用户需求的最佳方案。

所以， 上门服务用科学、逻

辑的办法把各个点做到极

致，惊喜自然产生。未来，借

助专业配送团队的建立和

扩张，泰笛洗涤还将涉足更

多上门生活服务 ，“换句话

说，泰笛洗涤希望为客户提

供的，不只是洗衣服这么简

单一件事，而是更多元更极

致更全面的居家服务”。

蒋超 徐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全国在线洗涤领跑品牌泰笛将进成都

想洗衣服？ 对着手机喊一声就行

回想一下，以

前家里脏衣服堆

多了， 如果自己

又不想动手，你

会怎么办呢？大

多数人的选择都

是送到楼下的街

边洗衣店。

但现在，不想

洗衣服的懒人们

将有一个新选择。

全国在线洗涤领

跑品牌泰笛洗涤

（24tidy.com）

已在成都布好网

点，预计下周就将

全面进驻成都。到

时候，只需要手机

上轻松一点，洗衣

服务就能送上家

门。 除了快捷方

便， 泰笛还承诺：

只要是店家责任，

洗坏全赔！

泰笛洗涤

要做的，

不只是

帮忙洗衣服

这么简单

对于忙碌的都市一族来说， 把时间花费在

洗衣服上面，是一件越来越无法容忍的事情。那

衣服脏了怎么办？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洗衣机，但

问题是有些衣服因为面料、配饰等原因，不适合

机洗，况且，就算用洗衣机，晾晒和收取也都需

要花费时间。

当然， 很多市民可能还有另外的选择，那

就是街边的洗衣店。但假如你加班回家已经是

晚上十点，街边的洗衣店早已打烊。

如果不想在洗衣服这件事情上浪费一丁

点时间， 又希望衣服的洗涤过程让人放心，就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笔者了解到， 目前，O2O洗涤行业领先

者泰笛洗涤已在成都布好网点，不日将全面

在成都市场上线。与传统洗衣店相比，泰笛

洗涤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 “24小时随洗随

叫”，全程上门服务。换句话说，你不但不用

亲自动手，甚至，连送件和收件的时间都直

接省掉了。

如何呼叫洗衣服务？过程非常简单。市民

只需要在手机下载安装“泰笛”APP，在完成注

册信息后，对着手机语音呼叫即可，整个过程

就跟你用微信发送一条语音信息那么轻松。接

下来，你就只需等待泰笛的小哥们上门即可。

新

鲜

24小时上门服务

洗衣服喊一声就行

对于洗衣服这件事， 除了

洗得干净， 洗涤过程如何让人

放心， 也是很多市民最为关心

的问题。那么，衣服从被泰笛小

哥们收走，再到送回客户手上，

中间都经历了怎样的流程呢？

泰笛创始人姚宗场告诉

笔者，泰笛小哥在接到订单后

上门取衣，当场告诉客户将如

何洗、 如何保养之类的小贴

士。之后，配送员会将衣服送

至洗涤工厂。

泰笛并未自行组建中央洗

涤厂， 而是直接整合传统一线

洗衣品牌的加盟商， 将其作为

自己的洗涤供应商， 用姚宗场

的话来说，“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情”。

这个环节也是最受关注

的关键环节， 衣服是怎么洗

的？对此，姚宗场告诉笔者，在

供应商方面，泰笛有严苛的标

准。首先，泰笛排除了所有二

线品牌，只选择与一线洗衣品

牌合作；其次，能够遵循泰笛

方面提出的服务标准。姚宗场

制定了严格的洗护标准流程，

要求洗涤工厂在处理泰笛订

单时，务必按照此标准进行洗

护，并进行验收，不遵循标准

操作的工厂将被淘汰。

目前，在客户回访调查中，

泰笛的用户满意度高达95%；

坏件率控制在万分之一， 远低

于行业10%以上的平均水平。

当然， 很多市民还会关注

一个问题， 万一衣服洗坏了怎

么办？对此，姚宗场表示，只要

经过认定是洗涤过程中造成的

损害，客户将会得到全额赔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不要

以为泰笛洗涤只是洗衣服，包

括家里的鞋子、包包、窗帘、奢

侈品、 床上用品甚至孩子们的

毛绒玩具， 泰笛洗涤都可以一

手搞定。

揭

秘

一件衣服的“泰笛”之旅

只和一线供应商合作，洗坏全赔

笔者了解到， 作为全国

最大的在线洗涤品牌， 泰笛

洗涤创立于2012年底。2013年

泰笛洗涤在上海运行一年

后，于2014年12月19日进入北

京，2015年1月进入苏州，3月

进入南京。 作为第五个进驻

城市，目前，泰笛洗涤已在成

都布好网点， 预计最快下周

市民就可以尝鲜体验全新的

洗衣服务。

为何会选择成都？ 姚宗场

表示， 一是看中成都在整个西

部乃至全国的区位优势，“布

点成都， 是泰笛在全国扩张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其次，成都

市民对新生事物的快速接纳，

也让姚宗场信心满满。

当然， 泰笛此前的业绩也

是姚宗场最足的底气。 他告诉

笔者， 泰笛洗涤在北京上线的

第一天，就出现了爆单的现象；

泰笛洗涤在南京上线两周，日

单量峰值达2000单；目前，泰笛

活跃用户达到几十万家庭户，

日下单量已接近1万单，月下单

量剑指30万单，“泰笛洗涤在

用户中广泛受到欢迎， 证明了

这种模式的成功，因此，我相信

在成都也不例外。”

尝

鲜

预计下周入驻成都

泰笛公司创始人姚宗

场是一位连续创业者。泰笛

洗涤是他的第三次创业。

创业之前， 姚宗场将

衣、食、住、行一字排开，逐

一调查、 思考其中的机会。

通过多番调查，姚宗场发现

了洗衣行业蕴藏的巨大机

会。首先，市场巨大，且够分

散，大型加盟连锁品牌市场

占有率不到2%；其次，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

者需求也在快速上升。

对/话/创/始/人/姚/宗/场

泰笛小哥在收取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