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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掉渣”的鸡鸭鹅 现在能预订了
壹家农场散养土禽第二只半价，还可免费配送到家
隔记者 吴双

生活日报1月10日讯 城里
人吃到散养鸡鸭鹅肉再不是梦，
新年来临之际，壹家农场开始接
受散养鸡鸭鹅预订。近日，本报
报道了张德玉的壹家农场及其
推出的新年特惠鸡蛋活动，吸引
了众多读者前去订购。但多位读
者反映，身在城市里，想吃到正
宗的散养鸡鸭鹅很不容易。

鉴于此，记者与张德玉进行
了沟通，现得知一好消息：为了
满足大家的需求，壹家农场原本
定于下周开始的售卖活动，现在
提前，顾客们能提前享用土禽
啦。

土鸡受追捧 城里却难购

新年来临之际，家家户户都
准备了不少年货，可仍然有市民
感到烦闷，原因是买不到家人喜
欢吃的散养禽肉。48岁的赵大叔
是本报的忠实读者，多次购买壹
家农场的土鸡蛋，甚是喜欢。他
告诉记者：“唉！快过年了，想备
点年货，可是牛羊肉都买到了，
唯独散养的鸡鸭鹅肉买不到。城
市里没有地方饲养，所以很难买
到。”

市民王女士今年63岁，虽然
年纪大了，却依然年轻有活力，
她最爱喝些鸡汤、老鸭汤补养身
体。她通过电话询问工作人员，
现在壹家农场有买鸡蛋送母鸡
活动，那么可不可以单独购买禽

肉啊？
刚刚喜得贵子的韩女士一

家，对于鸡肉的需求更为迫切。
元旦后，韩女士刚诞下了7 . 2斤
重的男婴，全家人很是欢喜。为
了韩女士的身体健康，也为了
婴儿的成长，韩女士婆婆每天
要熬一锅鸡汤。但是，这锅鸡汤
却经常受到家里人嫌弃，原因

竟是鸡肉不纯。“我婆婆天天
说，不知道去哪买鸡，超市买来
的鸡熬出来的鸡汤，味道不对，
颜色也不对，喝起来没营养，要
是济南能买到纯正土鸡就好
了。”

壹家农场土禽 天然高营养

土鸡、土鸭、土鹅，是在远
离城市污染的养殖基地内生长
的，在农村纯天然的生态环境
下进行林间散养。在食物选择
上，基地主要喂食玉米粒、麦
糠、谷物等。每天的清晨，土鸡
等散养家禽开始一天的林间生
活，山林的虫草、野菜能成它
们的小零食。充足的运动量与
清新自由的生长环境，让这些
散养家禽的肉质精干、嫩滑鲜
美。

每只土鸡的重量一般不超
过3斤。这种重量的土鸡全身羽
毛密布，体型紧凑均匀，价格一
般都在160元左右。

散养鸭比土鸡的营养价值
更高，生长周期更长，要养100多
天才能长成。鸭肉质量高，味道
鲜美，深受人们喜爱。散养鸭肉
可以卖到30元一斤，一整只就要
180多元。

鹅也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
的食草水禽，适应性强，生长快。
鹅蛋含蛋白质、油脂、卵磷脂、维
生素、钙、镁、铁等营养物质。鹅
肉则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维生素B、糖等营养成分。散
养鹅一只重量7斤左右，价格270
元左右。

散养禽肉营养价格高，深受
城市居民的喜爱，不过即便出价
再高，想在城市里买到纯正的散
养禽肉，还是难上加难。如今，壹
家农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您无
需出城，即可享用正宗的散养家
禽。

壹家农场特向市民出售散养鸡、
鸭、鹅肉。

事实上，壹家农场宰杀散养家
禽，为会员提供禽肉，已经一年多时
间了。农场原打算下周开始出售禽
肉，现在为满足大家需求，特接受非
会员预订散养鸡鸭鹅宰杀。拨打下方
电话，当日订购，晚上宰杀，次日免费
配送到家。

为了杜绝个别农户盲目追求利
润，避免土鸡肉失去营养价值，壹家
农场所售卖的公鸡、母鸡、麻鸭、大鹅
等全部根据饲养时长来计价，不根据
重量。

为满足大家春节期间聚餐食用
和走亲访友的需要，生活日报读者购
买鸡鸭鹅，均可享受第二只半价优
惠。

零售价格如下：
家养母鸡(600天以上，毛重约

3 . 5斤)：128元/只；
家养公鸡(180天以上，毛重约

3 . 5斤)：138元/只；
散养乌鸡(180天以上，毛重约3

斤)：138元/只；
散养麻鸭(180天以上，毛重约

2 . 5斤)：128元/只；
家养大鹅(200天以上，毛重约7

斤)：179元/只。
订货电话 : 0 5 3 1 - 5 8 1 9 1 8 2 8，

15953153271。
活动地址：经十路纬十二路交叉

口向东200米路北(粉条一哥店)

“粉条一哥”新春年货购物节开始啦
凭本报进店消费满额，有好礼相送，同时购物满200元可免费送货上门
□记者 李明 吴双

喜迎新春，好礼送不停！值此
新年来临之际，“粉条一哥”为感
谢生活日报新老读者一年来的支
持和厚爱，特举办新春年货购物
节。本报读者凭本报进店消费，满
99元赠送价值10元五常长粒香一
袋(1斤)，消费满299元赠送价值50
元五常大米一袋(5斤)，同时购物
满200元可免费送货上门。

所有商品批发价出售

参加过“粉条一哥”中秋节和
元旦内购会的读者都知道，他的
产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全部
以市场批发价提供给大家。据了
解，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粉
条一哥”为了大家能够买放心年
货，特举办“粉条一哥”新春年货
购物节，给大家带来各种干货、水
果、五谷杂粮、坚果、调料、海产品
等方便大家一站式购齐。

据悉，此次内购会他们精挑
细选了几十种农副产品，保证所
有产品均原产地直销，以最优的
质量，最低的价格回馈新老客户。

“粉条一哥”说：“吃水不忘挖井
人，我们今天的成就，完全感谢各
位新老顾客对我们的支持。”

“一哥”进军农副产品行业

有好多读者好奇“粉条一哥”
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有什么秘

诀吗?记者带着疑问联系到了“粉
条一哥”。“粉条一哥”说：“我们的
初衷就是想让大家吃上放心的安
全的食品，因为现在在家里做饭
的大多是老人，缺乏鉴别能力，市
场上的年货质量参差不齐。谁家
都有老人，做生意不能光想着利
益，良心最重要，顾客相信我们，
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

据了解“粉条一哥”的经营范
围已经不止局限于粉条业务啦，

“ 粉 条 一 哥 ”已 注 册 自 己 的 公

司———《济南证海商贸有限公
司》，正式进军农副产品行业。“粉
条一哥”秉承“品质第一，服务至
上”的经营理念，为泉城百姓提供
安全放心的健康食品为目标，从
源头拒绝假货、次货流通市场。

年货应有尽有，礼盒多多

自从“粉条一哥”举办《中秋
内购会》与《元旦内购会》以来，
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产品质量过

硬，价格优惠“已然成为”粉条一
哥的标签。在这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应广大读者，新老客户的强
烈要求。“粉条一哥“特举办新春
答谢会，各种海鲜，水果，坚果，
调料，干货，五谷杂粮等年货应
有尽有。

春节来临之际，“粉条一哥”
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礼盒供大
家选择，方便大家走亲访友，互赠
礼品。同时为了答谢一年来各位
读者对”粉条一哥“的大力支持，

凭本报进店消费满99元赠送价值
10元五常长粒香一袋(1斤)，消费
满299元赠送价值50元五常大米
一袋(5斤)，同时购物满200元可免
费送货上门。

几十种农副产品等你来选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粉条一
哥”为解决广大市民购买年货的
烦恼，他联系了数十个厂家和原
产地的几十种农副产品，以最优
的质量，最低的价格供大家选择。

“全场所有产品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全部原产地批发价供大家
选购，同时凭本报进店消费满99元
赠送价值10元五常长粒香一袋(1
斤)，消费满299元赠送价值50元五
常大米一袋(5斤)，同时购物满200
元可免费送货上门。”粉条一哥说。

温馨提示

活动地址：经十纬十二路交
口向东200米路北 连城广场D
座，粉条一哥店

乘车路线：K2、K27、K42、K33
K56、K81、K109、K202、K117、T3
T202五里牌坊下车路北即到；K6、
K20、K29、K133、K164、K911经十
路德兴街站下车，向东300米路北
即到。

活动时间：1月11日——— —— 2月
1日

订购电话：15315115552
15315317005

超值惊喜

第二只半价
还可免费配送到家

张德玉壹家农场的散养土鸡。 受访者 供图

产品 产地 市场零售价 现场活动价

茶树菇 江西 45元/斤 35元/425g

五常大米 黑龙江五常 50元/袋5斤 35元/袋

秋木耳 黑龙江伊春 70元/斤 45元/斤

松菇 泰安 60元/斤 45元/斤

香菇 浙江 65元/斤 48元/斤

宁夏红枸杞 宁夏中宁 50元/斤 40元/斤

兰州百合 兰州 80元/斤 50元/斤

黑枸杞 青海柴达木 120元/斤 100元/斤

蒲公英茶叶 吉林长白山 60元/斤 30元/斤

蒲公英根 吉林长白山 90元/斤 60元/斤

黄花菜 甘肃 45元/斤 35元/斤

莲子 湖南湘潭 22元/斤 20元/斤

南瓜子仁 内蒙古五原 30元/斤 18元/斤

黄金小米 内蒙古翁牛特旗 10元/斤 8元/斤

杏仁粉 河北承德 40元/斤 100元3斤

注：现场还有更多海产品，干果，调料，五谷杂粮等多种产品。元旦内购会现场。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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