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上好的新鲜雅江松茸200g，用布擦去泥土，用陶
瓷刀刮去表层褐色皮，用清水冲洗干净后切成薄片。选取
土鸡1000g左右，切成鸡块，焯水，直接捞入烧开水的锅中，
加少许姜片炖至鸡肉8成熟时加入松茸片，用小火煲煮至鸡
肉熟软，松茸的香味溢出，加入少许盐起锅，放入少许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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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个月，买够网携手
具备资质的正规厂家开
展了章丘铁锅直销换购
活动，优惠的价格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参与。大家
都说，看了《舌尖上的中国
3》之后才知道一口好锅有
多重要，章丘铁锅不粘锅、
不生锈、无涂层，不仅能炒
出美味可口的食物，而且
还能越吃越健康。

买够网生活馆店长
高伟说，“全民换锅大行
动”买够网策划已久，敲
定合作的章丘铁锅厂家
在当地属于比较大规模
的，企业订单一直很多，
买够网也是苦等了几个
月才拿到200口现货，“第
一批现货在几天之内就
全部换购完了，随后一直
有市民来电或到店表示
还想买章丘铁锅，为此我
们又和厂家协调沟通，终
于，第二批 200 口章丘铁
锅现货运抵生活馆，感兴
趣的市民可以直接来换
购。”

高伟说，第二批章丘
铁锅的换购和第一批活
动政策一样，每口锅 398
元，商报读者和买够网粉
丝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旧
锅不分材质、无论新旧、

无论大小，一律可以当
100元花。所以，家里不用
的旧锅千万别扔了，拿来
以旧换新，章丘铁锅换购
价只要 298 元。要提醒的
是，每天前30名到生活馆
门店参与换购的朋友，我
们将额外赠送价值198元
的杉木锅盖。

章丘铁锅好在哪？

章丘铁锅制作工艺复
杂苛刻，七次热锻，五次冷
锻，12道工序，36000锤锻
打，这样才能将厚厚的铁板
一点点变薄，直至厚度达
标，锅如明镜。当地打铁师
傅在锻打铁锅时，有着不同
规格的锤子。据说，锻打一
口铁锅需要24种不同规格
的锤子。铁锅表面手触光
滑，可见锻打的痕迹，锅体
铁质的薄厚分布使铁锅整
体受热均匀，炒出来的菜品
因此更加美味。

换购地点：成都市金
牛区花牌坊街 185 号（省
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
4、7、37、62、340路公交车
抵达附近。自驾前往，有
停 车 位 。咨 询 热 线 ：
028-86626666、
028-87533742

买够网开启2018雅江松茸直供行动，
最低只要299元就能尝鲜2斤

规格：贡级新鲜松茸
1斤装（5-7CM）
●买够价：259元

规格：贡级新鲜松茸
1斤装（7-9CM）
●买够价：289元

规格：贡级新鲜松茸
2斤装（3-5CM）
●买够价：299元

规格：贡级新鲜松茸
2斤装（5-7CM）
●买够价：449元

规格：贡级新鲜松茸
2斤装（7-9CM）
●买够价：489元

雅江，中国松茸之乡

雅江地处神秘的北纬30°，山
高地远，阳光充足，大江大河，野性
十足。在50年松林和10年青冈木混
交地带，孕育出大量优质松茸。它们
形若伞状，色泽鲜明，菌盖呈褐色，
菌柄为白色，菌肉白嫩肥厚，质地细
密，有浓郁的特殊香气。

雅江松茸被称为松茸贵族，雅
江也因为生产优质松茸而闻名于
世。2013年4月，中国食用菌协会授
予甘孜州雅江县“中国松茸之乡”称
号，由此可见雅江松茸的出众品质。

珍贵，无法人工培育

松茸被誉为“菌中之王”，不
仅仅是因为其营养价值高，更重
要的是它至今仍无法人工培育，
这也是松茸一直被认为“高高在
上”的原因。

“雅江平均海拔 3500 余米，植
被覆盖率高，特别适合松茸的生
长。”供货商负责人说，松茸对生长
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它只生长在无
污染无人工干预的原始森林中，是
不可多得的天然滋补品。

采摘，一里路找一朵

“松茸的采摘季主要集中在七
八月，这是吃松茸的黄金季节。”长
期在雅江驻点收购松茸的供货商
说，松茸从孢子发育到菌丝，再到长
成实体需要五六年的时间。但从实
体到完全长成却只需要七天，“每到
雨季，松茸就长得很快，有时候1天
可以长两三厘米。”供货商说，出土
的松茸若不及时采摘，等开出伞以
后就损失了部分营养价值。

因此，七八月是雅江村民最为
繁忙的季节。每天凌晨两三点，村民

们就开始上山寻找松茸。“几乎是每
走一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有时候
走两三里都未必能找到。”供货商
说，村民随身都会携带一根小木棍，
发现松茸后，会用小木棍小心地连
土一起敲下来，再用树叶盖上，最后
将周围的腐殖质填入菌窝，这样来
年才会继续长出松茸。

选品，六不要原则

松茸的珍贵还在于与时间赛跑
的“鲜”，只有鲜松茸才能保持完整
的营养和鲜美的口感。买够网向来
以产地直供为宗旨，今年敲定的供
货商是甘孜州贡级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在雅江建立了完善的一
手松茸采收渠道，在成都建立了冷
库冻库。这次合作，双方派出采购人
员日夜驻守雅江，全程把控采摘、挑
选、装箱、配送等环节。

为保证品质，我们制定了“六
不要法则”：幼茸不要，老茸不要，
坏茸不要，虫茸不要，烂茸不要，
陈茸不要。每一朵贡级优选松茸
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严格挑选
的，平均每 10 朵松茸中只有 2 朵
才能成为贡级优质松茸。

人人都知道松茸的美味
人人都知道雅江是松茸之乡
但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口福

能品尝到当季新鲜美味的野生松茸
从雅江的原始森林到繁华都市的餐桌

这一路跋山涉水
买够网携手在当地建立一手采收渠道的供货商

为您搬运这世界级的美味珍馐

自雅江来“茸”7月，有

食
当
季

发货
前的
24
小时

在天还不亮
的时候，当地
的村民纷纷
出门，徒步 3
小 时 、10 公
里以上去采
新鲜松茸

出发上山
凌晨2：00

到达松茸采
摘地，树木茂
盛 ，动 物 出
没 ，异 常 艰
辛，有着“一
里路一松茸”
之说

采摘作业
凌晨5：00

每采摘一朵
松茸都会用
新鲜的树叶
盖上，防日晒
和水分流失，
大约下午四
五点钟，村民
下山交货

下山交货
下午5：00

经过初步预
选、打包后冷
藏运往成都
冷库

运输
晚上10：00

到达成都冷
库，5 度以下
打冷、严格精
选，分级配装
—— 打 包
——顺丰快
递发往全国

分选
次日凌晨5：00

好评如潮！
第二批章丘铁锅今起换购
旧锅可抵现100元，每天前30名赠送价
值198元的杉木锅盖

在传统“冰袋+泡沫隔
离箱”保护的基础上，
我们增加了一层“专用
保温袋”，实行四重保
护，延长松茸运输过程
中的低温保护。
一重保护：泡沫隔热箱
二重保护：吸水纸包裹
三重保护：加大生物冰袋
四重保护：加厚海绵隔
热保温袋

1、看伞型
未开伞，这是生长 48 小时

内的壮茸，营养价值风味均佳，
品质更好

半开伞，这是生长时间稍长
的松茸，营养成分已有所流失

全开伞，这是生长时间过长
的松茸，属于不合格品
2、看长度

松茸的长度直接体现其出
土时所吸收养分的多少

精品级 7-9cm：适用于礼
赠、家宴，性价比非常高

尝鲜级 3-5cm：适用于尝
鲜，性价比高
3、看颜色

新鲜松茸呈乳白色，绒毛呈
浅褐色；变质松茸颜色暗黄
4、看体型

优质松茸体型壮硕；劣质松
茸畸形瘦弱
5、闻气味

新鲜松茸香气浓郁；变质松
茸有严重的腐烂气味
6、摸手感

新鲜松茸手感紧实，外皮干
燥；变质松茸杆部发软，表皮严重发
黏。 本版稿件采写 余兰

雅江松茸的特点
1、营养高：高寒地带，生产周期更长，营养积累充分
2、口感佳：个头大、菌肉肥厚，肉质细腻，香气浓郁
3、产量低：生长周期长，出产周期短，产量不到香格
里拉产区的一半
4、虫害少：海拔更高，雨水更少，受虫害影响更小

盛夏季节，正是吃新鲜松茸的“黄金时节”。一直以来，新鲜松茸给人们的印象就
是“高贵冷艳”，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一世界级美味珍馐，今年，成都商报买够网再
度携手甘孜州贡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大家新鲜直供雅江松茸，最低只要299元
就能买到两斤长度为3-5cm的新鲜松茸，并且享受全国大部分地方顺丰包邮。消费
者可以扫二维码登录买够网微信店购买。您下单后，大约1~2天配送发货。

4重保护

新鲜松茸如何鉴别

松 茸 美 食

选择上好的新鲜雅江松茸 100g，用布擦去泥土，用
陶瓷刀刮去表层褐色皮，再切成片在平底锅（陶锅最好）
中放入酥油或黄油，待酥油融化将松茸一片一片放入锅
中，慢慢翻动，闻到清香，即可食用。

酥油烤
松茸

松茸
炖土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