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池上每周菜单（12元）
一大荤一小荤（可选）二素菜，汤，饭

每日除白饭外，另供应炒饭或炒面

附餐为水果或酸奶，每日更换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中
餐

大
荤

A 口水鸡 剁椒蒸腿肉 红烧大排 香酥鸡腿 杭椒牛柳 雪菜蒸黄鱼 辣子鸡

B 梅菜大肉 糖醋小排 咸肉蒸白菜 泡椒鱼 本帮酱鸭 鹌鹑蛋烧肉 红烧狮子头

小
荤

长豆肉丝 莴笋肉片 虾皮冬瓜 木耳花菜肉片 肉沫豆腐 青椒千张肉丝 韭菜豆芽肉丝

番茄炒蛋 香菇蒸蛋 肉沫粉丝 香芹鸡片 蒜薹肝片 黄瓜炒蛋 肉沫茄子

素
菜

油丁黄豆芽 青椒藕片 蒜香油麦菜 蒜香杭白菜 蒜香青菜 蒜香大白菜 红油海带丝

青菜 糖醋包菜 香辣豆腐 清炒西葫芦 麻辣三丝 烫干丝 炝炒生菜

汤 萝卜骨头汤 平菇肉丝汤 鱼头豆腐汤 番茄蛋汤 紫菜虾皮蛋汤 老鸭汤 罗宋汤

晚
餐

大
荤

A 清炖排骨 香酥鸭 红烧白菇鱼 红烧秋刀鱼 香辣虾 红油鸭块 红烧带鱼

B 香辣鸡翅 黄豆炖猪手 干锅兔 孜然酥肉 麻油鸡 椒盐排条 扣肉

小
荤

肉末茄子 雪菜毛豆肉丁 青椒土豆肉丝 木耳黄瓜肉片 蘑菇青椒肉片 莴笋肉丝 青南瓜肉片

青椒鸭心 火腿地卜 皮蛋豆腐 洋葱炒蛋 茭白鸡丝 番茄炒蛋 肉沫蒸蛋

素
菜

辣味卷心菜 清炒黄心菜 油泡白菜 蒜香毛菜 雪菜冬瓜 青椒土豆丝 炒青菜

酸辣土豆丝 酸菜粉丝 红烧南瓜 青椒炒豆皮 尖椒炒茄子 油麦菜 酸辣藕丁

汤 香菇鸡汤 黄花蛋汤 榨菜肉丝汤 咸肉冬瓜汤 三鲜汤 白菜油泡汤 丝瓜蛋汤

本菜单仅提供参考，如遇菜价波动，我司会适当调整



浙江池上每周菜单（10元）   一大荤一小荤二素菜，汤，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中
餐

大
荤

A 口水鸡 青椒腊肉 雪花大排 香酥鸡腿 川香回锅肉 椒盐鸡排 白切鸡

B 爆椒鱼 糖醋里肌 啤酒鸭 小炒肉 本帮酱鸭 扣肉 盐煎肉

小
荤

芹菜炒肉丝 花菜炒肉片 黄瓜炒蛋 鱼香茄子 开洋冬瓜 黄瓜炒蛋 西葫芦炒肉片

素
菜

蒜香大白菜 葱油杭白菜 红烧冬瓜 木耳花菜 红烧豆腐 青椒炒芸丝 青椒豆腐皮

油丁黄豆芽 青椒藕片 蒜油青菜 蒜香杭白菜 蒜香青菜 蒜香大白菜 韭菜银芽

汤 萝卜骨头汤 平菇肉丝汤 鱼头豆腐汤 番茄蛋汤 紫菜虾皮蛋汤 老鸭汤 罗宋汤

晚
餐

大
荤

A 玉米炖排骨 香辣虾 红烧带鱼 酸菜鱼 油泡塞肉 尖椒炒腊肉 干煎带鱼

B 盐水鸭 香干烧咸肉 毛豆烧猪脚 椒盐排骨 干锅鸡 香辣腿排 梅菜大肉

小
荤

肉米粉丝 肉米海带丝 西葫芦炒肉片 莴笋肉片 芹菜干丝肉丝 佛手瓜炒香肠 花菜炒肉片

素
菜

蒜油青菜 青椒银芽 青椒土豆丝 油丁黄豆芽 辣味卷心菜 蒜香杭白菜 红烧冬瓜

辣味卷心菜 清炒黄心菜 卤白菜 蒜香黄心菜 辣味海带丝 青椒土豆丝 炒青菜

汤 香菇鸡汤 黄花蛋汤 榨菜肉丝汤 咸肉冬瓜汤 三鲜汤 白菜油泡汤 丝瓜蛋汤

本菜单仅提供参考，如遇菜价波动，我司会适当调整



浙江池上每周菜单（8元）   一大荤二素菜，汤，饭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中
餐

大
荤

A 红烧狮子头 红烧鸡腿 糖醋鱼 面筋烧肉 川香回锅肉 青椒鱼丁 辣子鸡

B 豆腐鱼 鱼香肉丝 孜然肉片 剁椒蛋饺 黄豆烧鸭 海带节炖肉 香酥汉堡肉

素
菜

芹菜炒香干 花菜 麻辣三丝 鱼香茄子 姜丝冬瓜 蒜泥黄瓜 西葫芦

蒜香大白菜 葱油杭白菜 红烧冬瓜 木耳花菜 红烧豆腐 青椒炒芸丝 青椒豆腐皮

油丁黄豆芽 青椒藕片 蒜油青菜 蒜香杭白菜 蒜香青菜 蒜香大白菜 韭菜银芽

汤 榨菜肉丝汤 雪菜蛋汤 鱼头豆腐汤 番茄蛋汤 紫菜蛋汤 冬瓜火腿汤 雪菜蛋汤

晚
餐

大
荤

A 青椒炒腊肉 蒜薹炒肉片 京酱肉丝 剁椒罗非鱼 蚝油肉片 萝卜烧排骨 蘑菇炒肉

B 山城辣子鸡 香酥鸡排 青豆蒸腊鸡腿 大蒜炒猪心 土豆烧鸡块 浇汁肉排 卤鸭

素
菜

酸菜粉丝 红油海带丝 醋溜西葫芦 清炒莴笋丝 芹菜面筋 豆瓣佛手瓜 大蒜炒花菜

蒜油青菜 青椒银芽 青椒土豆丝 油丁黄豆芽 辣味卷心菜 蒜香杭白菜 红烧冬瓜

辣味卷心菜 清炒黄心菜 卤白菜 蒜香黄心菜 辣味海带丝 青椒土豆丝 炒青菜

汤 罗宋汤 丝瓜蛋汤 榨菜蛋汤 雪菜粉丝汤 白菜油泡汤 榨菜蛋汤 黄瓜蛋汤

本菜单仅提供参考，如遇菜价波动，我司会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