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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炖鸡是都江堰传统名菜，
青城四绝之一，也是祥侬生态有机
农场的特色之一。鸡肉及其他食材
装入砂锅里，经过细火慢熬，炖出
来的鸡汤融合了白果的清香。

但是呢，很多市民朋友来电反
映，由于时间匆忙而无暇亲自炖制，
为无法吃到如此鲜美的白果炖鸡而
非常遗憾。为此，买够网特别推出白
果炖鸡懒人即食版，一上架就受到
很多人欢迎，纷纷下单尝鲜。

白果炖鸡懒人版：每天根据订
单，当天下午宰杀，由祥侬基地从
业18年的特级厨师亲手炖制，细火
慢熬6小时左右，鸡汤面上漂浮着

土鸡特有的金黄色的油珠儿。成品
晾好后，零下30度冻库直接冻好，
第二天早上即可配送到家。加热享
用，直如刚炖好一般鲜香可口。

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海南特
别温暖。坐专列去贵州、海南追寻
暖冬，无论是镇远古镇的古朴，还
是分界洲岛的热情，或是西江千
户苗寨的原生态，还是“被上帝宠
坏了的地方”三亚，都会让你不虚
此行！

行程路线
成都—凯里—朗德苗寨—西

江—镇远古城—凯里-湛江—海
口-三亚—海口-湛江-成都

主要景点
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镇、分

界洲岛、永庆寺、三亚亚龙湾国际
玫瑰谷、亚龙湾爱立方滨海乐园、
南天热带植物园

行程亮点：
1、深度游览，行程顺路，不赶

时间；每节车厢配备全程陪同导
游一名；

2、走进西江千户苗寨，参与
当地的“雷山苗年节”；

3、特别赠送豪华礼包：西江
最具特色的长桌宴、苗族特色歌
舞表演、游艇夜游三亚湾、每人每
天一瓶矿泉水等。

精美景点：
西江千户苗寨：由十余个依山

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目前
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
村寨。它是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
长历史与发展的必游之地。

镇远古城：位于舞阳河畔，四
周皆山。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
卫城，远观颇似太极图。两城池皆
为明代所建，现尚存部分城墙和
城门。城内外古建筑、传统民居、
历史码头数量颇多。素有“滇楚锁
钥、黔东门户”之称。

分界洲岛：位于海南陵水县东
北部海面上，岛上有众多珍稀植物
和动物。此岛海水清澈，可见度达
5~10米。岸上观看可将海水的颜
色分为3层分别为碧蓝、碧绿、深
蓝，因此这还是潜水的好去处。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上铺1680元/人，中铺

1880元/人，下铺2080元/人；
软卧上铺2680元/人，下铺

2880元/人

原价：298元

优惠价：218元
规格：454克/罐（2件包邮）

红原牦牛奶粉是天然有机奶粉。该品牌
奶粉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是国内奶粉市场
中更畅销、更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后来多销
往国外，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都很难买到。
据介绍，由于牦牛无法圈养，只有散养，完全
靠自然泌乳，每头牦牛每天平均产奶1.5公
斤，产奶量仅为普通奶牛的1/35。同时，受自
然环境制约，牦牛每年只在6月-10月受孕
和产奶，产奶期不到普通奶牛的一半，每一
滴牦牛奶都是上天的恩赐。

红原牦牛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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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78元

优惠价：59.9元
规格：500克/瓶（包邮）

正在买够网热销的
青川百花土蜂蜜，是由
养蜂人放养的中华蜂在青川的自然保护区
里采集野花酿成的百花蜜。其蜜凝聚了山间

的清风和雨露，甜得自然清新，特别
润喉。

青川百花土蜂蜜

优惠价：148元
规格：750克（包邮）

套装内的坚果按
照 25 克一袋配装好，
早餐时搭配牛奶吃，或
是下午在办公室加个
餐，都相当方便。精选坚果的产地包括美国、
越南、中国等，品类包括腰果、核桃仁、蔓越
莓干、蓝莓干等，非常丰富。

每日坚果

优惠价：120元
规格：60g/盒（包邮）

“明前茶，贵如金”。产
于四川雅安芦山，原料为
明前一芽一叶高山老川
茶。老川茶是四川特有树
种，存世量少。高山的寒
冷，赋予它极为独特而美
妙 的 高 山 香 。2015-2017
连续3年通过国家绿色有
机认证，而且每一盒茶叶
都经过欧盟SGS质量检测
认证。该茶茶黄素含量高
于2%，是普通红茶中茶黄

素含量的6倍多。
而茶黄素被称为
茶叶中的“软黄
金”，迄今尚不能
人工合成。

青衣美人明前小种红茶

关于冬天的记忆关于冬天的记忆
属于一碗浓浓的属于一碗浓浓的

白果炖鸡

一只资格的跑山鸡、一锅清水、一把剥好的白果，几片姜、几
颗花椒、一小撮盐，一口砂锅；细火慢熬，慢慢炖一个下午，太阳快
要落山，夕阳余晖徐徐照进厨房，满屋都是鸡汤的香味。

尝一口汤，鲜香、清甜、滑爽；夹起一块鸡肉，香韧、软滑、入味
……这便是青城山传统名菜白果炖鸡的味道。这种巴适得板的味
道，你多久没有尝过了？

规格：土母鸡一只（鸡肉
净重3斤以上），赠送白果
半斤
鸡龄：500天以上
市场价：148元

买够价：128元

温馨提示：每天根据
订单，当天下午现宰现
发，成都绕城内包邮，一
般第二天早上即可配送
到家。

下周三就到小雪了，天气一
冷，人体对能量与营养的需求增
多。这时候适当多喝点鸡汤滋补，
不仅可以御寒，对身体也很有好
处哦！

买够网为大家带来的是资格
的青城山土鸡，它来自享有口碑
的祥侬青城山跑山鸡敞养基地，
上线买够网4年来一直大受好
评。很多回头客之所以认准了它
买，就是因为忘不了那鲜香、醇美
的味道！

而且，那些由于时间匆忙而
无法亲自炖制美味的上班族朋友
有福了：买够网特别推出白果炖
鸡（懒人即食版），下单之后厨师
现杀现炖，急冻后第二天早上配
送到家。

呈45度陡峭的山坡上，成群结
对的跑山鸡咕咕叫个不停，它们在
树林里悠闲地觅食，或相互打斗，不
时有几只土鸡蹲在树下或草丛下
蛋。“这里的土鸡很好斗。那几个家
伙颈项上的毛都没几根了，就是打
架打的，典型的土鸡中的战斗鸡！”

这里，就是祥侬公司青城山跑

山鸡敞养基地。绿色、生态是这片
大山的特色。由于周边都是山林，
鸡先生、鸡太太们于是乎有很多机
会跟野鸡“厮混”，这也平添了这些
鸡们的与众不同。而“高强度”的运
动，原生态的散养，生机盎然的环
境，更培养出肉质鲜美、口感巴适
的青城山土鸡。

肉质鲜美/ 资格青城跑山鸡

懒人即食版/ 特级厨师亲手炖制

青城山土鸡

天冷不怕天冷不怕
这些温暖美丽的地方

等着您
冬天虽然很冷，然而对于旅游爱好者来说，那些独具特色的暖冬

旅游线路却又成了这个季节的一大享受！成都商报买够网够旅游每周
都为您精选推出几条暖冬路线，线路经典，名额有限，报名须抓紧哦！

行程线路：
成都-泉州、厦门-成都
主要景点：
曾厝垵、环岛路、南普陀

寺、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华安
土楼、闽南神韵、筼筜雅游、皓
月园、鼓浪屿

产品亮点：
1、独立成团，全程不换导

游，0自费。
2、特别赠送：（1）太阳能游

艇“筼筜雅游”+英雄郑成功纪
念馆“皓月园”+价值 180 元大
型舞台剧《闽南神韵》+199 元
华安土楼门票豪华大礼包；（2）

全程 6 次正餐+每人每天
一瓶矿泉水；（3）每人一套旅行
三件套：U 型枕+耳塞+眼罩。

此行程既有美丽震撼的
山水风光，如“天下第一奇山”
黄山、“海上花园”鼓浪屿等，
还融入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景
色，如古徽州、华安土楼等。全
程安排松紧适度，让游客轻松
自在地悠游于山水之间，享受
蓝天碧海、阳光沙滩，感受冬
日的悠闲、浪漫。

行程路线
成都-重庆-黄山-千岛

湖-漳平-华安土楼－厦门、鼓
浪屿-漳州-重庆-成都

行程亮点
1、深度游览，行程顺路，不

赶时间，不走回头路，免去舟
车劳顿之苦；

2、每节车厢配备全程陪同导
游一名，每人赠送一条徽墨、一张
特色集体照、一个砗磲挂件。

精美景点
黄山：为“三山五岳”中三

山之一，以奇松、怪石、云海、温

泉“四绝”著称。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被誉为

“天下第一奇山”。
华安土楼：世界文化遗

产，土楼群中有“神州第一楼”
“土楼之王、民居瑰宝”之称的
二宜楼；享有“福建土楼 博物
馆”之称——南阳楼；独具特
色的方形土楼——东阳楼等。

厦门：又称“鹭岛”，由厦
门岛、鼓浪屿等组成，特色是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门
全年气候宜人，风景秀丽。鼓
浪屿面积1.87平方公里，岛上
四季如春，素有“海上花园”之
誉，还有“钢琴之岛”的美誉。

全省统一特惠价：（成都
出发）

硬卧：上铺：1880 元/人
中铺：2080元/人 下铺：2280
元/人

软卧：上铺：2880 元/人
下铺：3080元/人

贵州海南专列
12日游
发团时间：11月30日

黄山、厦门空调专列12日游
发团时间：12月20日
（以铁道部最终批复时间为准）11 22

鼓浪屿、集美、土楼、闽南
双飞5日游
时间：11月28日 特惠价：1680元/人33

买够网各款旅游产品正在接受咨询、报名，线路经典，名额有
限，报满即止，而且福利多多：

1、购买“熊猫锅”荤菜锅1份，再报名旅游即可直减100元。
2、首次旅游后即成为买够网旅游尊贵会员，第二次旅游可享

受现金券优惠和生日礼品赠送福利。
咨询、报名地址：1、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省档案馆

隔壁）。2、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7楼。
咨询热线：028-86626666、87533742

够旅游送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