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廖敏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4
2017年1月24日
星期二

鸡肉市场
青脚麻鸡是食用最多的品种

“成都养鸡发展成产业，是从上世纪80年
代开始的。”成都市家禽产业协会秘书长邹平
说道，此前，成都养鸡以散养为主，上世纪80年
代出现国营养殖单位——华蓉公司，开始规模
化养蛋鸡，品种主要是产蛋的罗曼蛋鸡。

上世纪90年代，一种叫艾维因的速成鸡进
军成都市场，这种鸡一般40天左右就能长到五
六斤，也是不少快餐店常用的鸡。同时，具药用
价值的泰和乌鸡也开始在成都市场出现。此
外，成都市场开始引进广州三黄鸡、青脚鸡，主
要以笼养为主。

到2005年左右，出于大众市场对健康、营
养的需求，成都开始出现“放养鸡”，“笼养三四
十天，经过疫苗注射等工序后，放到大山，再养
五六个月。”邹平说，“这也就是俗称的跑山鸡、
生态鸡，很受市场欢迎。”

邹平解释，实质上，跑山鸡并不是一类鸡

种，而是由养殖方式而命名的，“除了艾维因这
种品种由于腿短跑不动，不适宜作跑山鸡以
外，三黄鸡、青脚鸡等大部分品种都适合。”

“青脚麻鸡是成都市场上食用最多的品
种，占到鸡肉市场的七成左右。”邹平介绍，青
脚麻鸡就是四川本土品种，产地除了成都周边
郊县，更多的来自德阳、广元、乐山等地。

“成都市场一年食用的鸡大概有1亿8000
万只，平均一天食用50万~60万只鸡。”邹平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鸡肉市场也随之扩
大：上世纪80年代，一天食用几千只；上世纪90
年代，一天食用几万只。到了2000年以后，一天
食用十几万只，直至目前水平。

鸡肉营养
并非养得越久越有营养

“决定鸡肉品质的因素有三方面：一是养
殖周期，是养殖30天还是6个月；二是饲养方
式，是笼养还是放养；三是投入品，是高能饲料
还是谷物、玉米等生态料养殖。”邹平说，“和鸡

的品种关联并不大。”
邹平表示，一般来说，口感、营养好的鸡养

殖周期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很多人误认为
鸡的养殖周期越长，营养越好，实质上并非如
此，比如青脚鸡，8个月时肉质最佳，这是它的
成年时期。如果时间更长，不仅肉质易纤维化，
体内毒素也将慢慢聚集，口感、营养并不好。

邹平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养殖专业角度
来说，市面上的鸡主要分肉用鸡、蛋用鸡两种。
肉用鸡主要分黄脚鸡、黑脚鸡，黄脚鸡粗纤维
含量略低，肉质偏嫩，黑脚鸡适合炖汤，吃起来
更“绵”一点。蛋用鸡分黄毛鸡、白毛鸡，黄毛鸡
产黄壳蛋，白毛鸡产白壳蛋。另外，快餐店常用
的分割鸡为艾维因品种，另当别论。

“什么样的菜品适合什么种类的鸡？”不少
市民有此疑问，邹平给大家支招，比如炖鸡，适
宜用青脚鸡，喂养时间略长，炖出来的汤鲜美，
肉质口感也好；干煸鸡适合用黄脚鸡，喂养5个
月左右的，吃起来肉嫩、不塞牙。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苏宁最强春节红包攻略
春节，红包是个永恒的话题。不过，

今年的红包大战似乎比往年冷清不少。
支付宝五福容易集齐了，微信退出了，
今年春节，还有什么红包值得抢？

日前，苏宁易购上线了“饭局红
包”和“烟花红包”两款春节红包玩
法，豪掷2亿现金，带着温情与诚意，
给全国人民发红包。

1亿“饭局红包”：
打亲友团聚温情牌

今年，苏宁拿出1亿元现金，在1
月23日推出了春节“饭局红包”。通过
发红包的形式，鼓励年轻人走出家
门，多与家人朋友团聚，不虚度假期。

消费者需要在苏宁易购APP首
页，点击“面对面抢红包”进入页面。然
后和身边的朋友输入同样的6位数字，
进入同一个“饭局”内。当“饭局”内人
数达到4人以上，就能领到苏宁随机分
配的现金红包。“饭局”内的成员越多，
随机分配的“饭局”红包金额越大。

据悉，“饭局红包”将一直持续到2
月3日。活动期间，每个用户有3次领取
苏宁发放红包的机会。机会用完后，用
户还可以自己在“饭局”里发红包。

“组局时需要用户打开定位，与亲
友的距离必须在500米内，才能组局成
功。”苏宁易购相关活动负责人表示，赴
饭局与发红包，是春节最常见的两个场
景，苏宁易购通过LBS将两个场景巧妙
结合，红包就是苏宁易购给大家的“饭
局补贴”，希望能鼓励大家趁着假期多
聚聚，也为春节增加一点“年味”。

距离必须500米内，参与人数必
须4人以上，人数越多红包金额越多，
苏宁“饭局红包”这三个特别设置的
小心思，让人感受到苏宁鼓励用户珍
惜亲友团聚时刻的那份温情。

1亿“烟花红包”：
比五福红包更有诚意

相比玩法新颖的“饭局红包”，苏
宁易购APP在小年夜上线的“烟花红
包”则简单直接。

要领到烟花红包，用户只需在每
天的10：00到22：00之间的任何一个
整点（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时间延
长，为每天10：00到24：00），通过苏宁
易购APP首页的活动入口进入活动
页，点击“点烟花”。

当参与点烟花的人数达到8888
人，即可引爆烟花。届时，由苏宁易购
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18888元现金红
包，将随机发放到参与者账户。用户
抢到的所有红包都是现金红包，红包
可翻倍兑换购物券或者直接提现。真
可谓是“小手一抖，红包到手”。

据了解，“烟花红包”游戏将一直
持续到2月3日。在活动的15天里，每
个账户每天都有一次抢红包机会。记
者粗略算了一笔账，如果8888人平分
18888元，每个用户每天能拿到2.1元
的红包。据悉，过年期间，苏宁还将加
大“烟花红包”发放力度，发放红包总
金额将达1亿元。 （郭晶晶）

市卫计委春节假期健康提示，春节期
间要注意平衡膳食，戒烟限酒，谨防呼吸道
传染病，同时注意雨雪天气和重污染天气健
康防护，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的春节。
■春节“吃好”要平衡膳食

“吃好”不是大鱼大肉，“吃好”是指科学
合理的饮食，健康饮食，讲究的是平衡膳食。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为平衡膳
食提供了权威指导。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每
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
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春节期间是
休息放松的时候，但也要注意作息规律、坚
持运动。多吃蔬果、奶类、大豆。春节期间，要
注意多补充蔬菜和水果。另外要适量吃鱼、
禽、蛋、瘦肉。饮食要清淡，少盐少油少糖。
■戒烟限酒过健康年

春节期间戒烟限酒。吸烟可致肺癌、
口腔癌、鼻咽癌、喉癌等多种癌症，还会引
发冠心病等多种疾病。建议吸烟者尽早戒
烟，春节期间不送烟，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过一个健康、文明的无烟春节。春节期间，
少饮酒，不醉酒。不喝最好，饮酒适量，不
要劝酒，过一个健康、安全、文明的春节。
■春节谨防呼吸道传染病

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触病死禽
类，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活禽类、鸟类或其粪
便，若接触须尽快洗手；应购买有检疫证明
的鲜、活、冻禽畜及其产品；生禽、畜肉和鸡
蛋等一定要烧熟煮透，加工处理生禽肉和
蛋类后要彻底洗手；注意饮食卫生，食品加
工过程中要做到生熟分开；若有发热及呼
吸道症状，应戴上口罩尽快就诊。

做好雨雪天气健康防护。防止冻伤、
防止寒冷带来的疾病和伤害。同时雾霾天
气要做好健康防护。

春节期间注意
平衡膳食戒烟限酒

温温//馨馨//提提//示示

成都人一年吃掉1.8亿只鸡
青脚麻鸡是成都市场上食用最多的品种，占鸡肉市场七成

她的孤独：
病床里的世界有些空荡

透明的帘子将寒寒的病床罩住，里面是一
床被子、一张小桌、一个平板电脑。对于6岁的
寒寒来说，里面的世界还是有些空空荡荡。

坐起来，伸出小手在本子上涂画着；躺下
去，盯着电脑反复看动画片《蚂蚁工作》。昨日
上午10点，王昕站在床边看着女儿，拧开杯子，
这是他上午喝的第二杯水，“爸爸，快点给我一

张纸”。王昕赶紧放下杯子，通过帘子的缝隙递
去一张。自从上次女儿发烧，王昕不敢轻易打
开这道帘子。

半个月来，寒寒只出来过两次，坐在病房
椅子上等着紫外线给床位消毒杀菌，而这也只
能坐两个小时。

空气交换机“呼呼”响着，玩累了，寒寒睡
去，王昕准备回家做饭，他们在医院隔壁小区与
别人合租了一间房子，600元一个月，寒寒吃的
饭菜必须是新鲜的。夫妇俩都辞了工作，除了一
日三餐，剩下的时间都在病房里陪着孩子。

她的疼痛：
“我快被坏细胞咬死了”

家住都江堰幸福镇，寒寒喜欢跟着爸爸妈
妈去爬玉垒山。她性格开朗，是个自来熟，见谁
都喜欢打招呼，自报姓名不说，还要把妈妈的
电话都背出来。

4岁那年，寒寒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走路也
没有力气，2015年5月，她从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转往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被诊断为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她的童年开始转移到病房，王
昕也辞去了工地安全员的工作。后来，她又转
到四川省人民医院治疗。

经过两次化疗，寒寒赢得了一线生机，出
院后到幼儿园念中班。在幼儿园里，她喜欢画
画，结果谁也没想到，这只是和病魔搏斗中一
次短暂的“中场休息”——她的病情又复发
了。“我快被坏细胞咬死了。”和第一次住院时
的坚强不同，现在寒寒连打针都要开始哭了。

“她现在也怕了。”王昕看着女儿，一脸茫然。

她的心愿：
“想去雪山堆雪娃娃”

最近几天，寒寒老是对王昕说，自己想去
雪山上堆雪娃娃。王昕和妻子都难置可否，“可
能是动画片里看到的吧，也不知道她怎么有这
个想法”。王昕回忆，两岁时，他们带着寒寒去
过一次西岭雪山。看到父母的为难样子，懂事
的寒寒也知道自己在治病出不了门，但她还是
继续坚持：“那等病好了就去嘛。”寒寒央求着，
她并不知道父母的顾虑。都不敢让孩子走出帘
子，又岂敢让孩子去外面的世界，甚至走到冰
天雪地中去？

王昕拿不定主意，但又不忍心拒绝孩子。
夫妇俩也不想放弃，准备带着孩子再拼一把。

27日起乐山大佛景区
北门售票点暂停售票

昨日，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票务管理
中心发出告示，因建设乐山大佛世界文化
遗产监测预警体系（智慧景区）的需要，乐
山大佛景区北门售票点将从1月27日起暂
停售票。届时，购买游山门票需到景区嘉
定坊游客中心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即将到来的鸡年春节，你最不想听到的祝
福语一定是——“我心中你最重。”推杯换盏、
胡吃海喝之后，看到“衣紧还乡”的自己，是不
是有“一胖毁所有”的感慨？今年春节，成都商
报推出新春新玩法——即日起，“每逢佳节胖
三斤”自拍小游戏上线。每天只需上传一张自
拍照，平台会给出你的“肥胖指数”和全国排
名，帮你“算算”春节长了多少膘。需要提醒的
是，此游戏仅供娱乐，数据没有参考性。

如今的新春佳节，“每逢佳节胖三斤”已经
成为许多人“节日综合征”的喟叹。当聚会、应
酬、熬夜成春节常态，再加上饮食上的吃喝
无度、暴饮暴食，身体会慢慢发出“衣紧还
乡”的信号，用体重来报复你。有人戏称这是

“新春综合征”，更多的人称这是“节后肥”。
看看体重秤上的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妈妈的

“贴心小棉袄”吗？绝对是“棉大衣”啊！

到底如何玩？

现在，“一览众衫小”的你不用再枉自嗟
叹。即日起，成都商报推出“每逢佳节胖三斤”
自拍小游戏。让你开心一笑之时，提醒你注意
饮食，通过随机数据得出春节长了多少膘。

即日起，你只需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点击菜单栏中的“胖三斤”即可参与游戏。也可
以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客户端，选择“活动广场”，
即可看到“胖三斤”游戏入口。

打开游戏页面点击“开启日记”，再上传当

天的自拍照片，就可以生成属于你的记录过程。
每次上传的照片，程序会随机给出“肥胖

指数”和全国排名，同时给出“提醒”：“不要去
游泳啦，你下水了，水就没了。”通过右上角，还
可以分享给微信朋友、QQ朋友、朋友圈，让更
多人来见证你的体型变化过程。

特别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此款游戏仅供春节娱乐，
不会对使用者个人隐私进行收集，数据也不具
有参考性。游戏开发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设
计初衷只是希望提醒网友在春节期间注意饮
食节制，切勿过于油腻、暴饮暴食，避免给身体
带来负担。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彭婕

快来玩“每逢佳节胖三斤”自拍小游戏

上传自拍照
和全国人民比拼“肥胖指数”

参与方式
即日起，关注“成都商

报”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
中的“胖三斤”即可参与游
戏；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客
户端，选择“活动广场”，也
可以看到游戏入口。

白血病患儿想堆雪人
西岭雪山开辟专属通道

新春
咋玩

一 个 孩 子 的 新 春 愿 望一 个 孩 子 的 新 春 愿 望

““雪山应该已经雪山应该已经
开始下雪了吧开始下雪了吧？？上一上一
次去雪山玩耍次去雪山玩耍，，还是还是
两岁那年呢两岁那年呢，，雪山好雪山好
美啊……爸爸在雪山美啊……爸爸在雪山
上堆了一个雪人上堆了一个雪人，，还还
给我拍下了一张照给我拍下了一张照
片片。”。”这是这是66岁的寒寒岁的寒寒
的快乐记忆的快乐记忆。。

如今如今，，因患白血因患白血
病病，，她只能躺在病床她只能躺在病床
上上，，一张帘子将她与一张帘子将她与
外面的世界隔开外面的世界隔开。“。“我我
要去堆雪娃娃……要去堆雪娃娃……””
她嘟噜着嘴她嘟噜着嘴，，朝着帘朝着帘
子外的父亲王昕一次子外的父亲王昕一次
次地撒娇次地撒娇。。最近最近，，她老她老
是重复着想去堆雪人是重复着想去堆雪人
的愿望的愿望，，这也是她和这也是她和
白血病斗争两年来第白血病斗争两年来第
一次这么一次这么““执拗执拗”。”。

““去吧去吧！！或许这是或许这是
她最后一次堆雪人她最后一次堆雪人。”。”
王昕把孩子的心愿告王昕把孩子的心愿告
诉医生后诉医生后，，得到这样得到这样
的建议的建议。。昨日昨日，，夫妇俩夫妇俩
告诉告诉寒寒可以去堆寒寒可以去堆
雪人雪人，，寒寒欢快地摇寒寒欢快地摇
起了小手起了小手，，王昕却背王昕却背
过身去……过身去……

新春
愿望

鸡年
说鸡
鸡年将至鸡年将至，，关于关于

鸡的话题自然成为热鸡的话题自然成为热
门门。。成都市民的年夜成都市民的年夜
饭更少不了这些家常饭更少不了这些家常
菜菜————““凉拌鸡凉拌鸡”、“”、“青青
椒鸡椒鸡”、“”、“炖鸡炖鸡””……那……那
么么，，你知道成都养鸡你知道成都养鸡
产业是如何变迁的产业是如何变迁的
吗吗？？哪种鸡肉质最佳哪种鸡肉质最佳？？
不同的菜品又适合哪不同的菜品又适合哪
些鸡呢些鸡呢？？成都商报记成都商报记
者昨日就此采访了成者昨日就此采访了成
都市家禽产业协会秘都市家禽产业协会秘
书长邹平书长邹平。。

寒寒的主治医生周晨燕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寒寒被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目前处于早期复发高危组，目前经医院医生
诊断，“寒寒移植成功几率低，再上强化疗
（手段）的治疗几率也较小，这可能是一家人
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周晨燕透露，目前寒
寒的治愈希望不到十分之一。

对于寒寒的心愿，周晨燕得知后根据她
的病情进行了评估。周晨燕表示，“风险不
高，本身活动量不大，如果有别人帮忙那么
速度可以更快。如果行程一天，对病情没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对寒寒来说，这个心愿
至关重要。”为避免寒寒在堆雪人时发生意
外，目前医院已从22日开始提前输血，“尽量
将寒寒身体调整到相对较好的状态。”随后，
周晨燕联系上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秘书
长傅艳，希望能帮孩子完成心愿。

按计划，1月24日，寒寒及其父母，将在
家长志愿者、社会组织义工、医院义工及亲
属帮助下，一同前往西岭雪山堆雪人，完成
心愿。

昨日，成都商报联系上西岭雪山景区，
景区相关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表示愿意为
寒寒的愿望尽一分力。1月24日，将在西岭雪
山游雪区为寒寒开辟专门的堆雪人场地，为
寒寒准备好堆雪人的物品，完成她的新春愿
望。“我们希望能尽力满足寒寒的心愿，提前
让她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也希望小朋友可以
早日康复。”相关人员表示，将会对寒寒此行
程免票。

同时，针对寒寒的身体状况和医生建
议，西岭雪山将开辟专属通道，尽量减少孩
子等待索道、买票入站的时间。另外，景区一
直有专属医疗人员和救援电话，将尽全力保
障每位游客的生命安全。成都商报记者 宦
小淮 颜雪 实习生 唐婕 彭婕

医生评估风险不高
医院、志愿者、义工行动起来

为她圆梦 /

西岭雪山开辟专属通道
免票欢迎寒寒来堆雪人

病床上的寒寒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