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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成都，乍暖还寒，这样的季节，您的舌尖是否开始怀念那些看起
来娇艳欲滴、吃起来香甜可口的时令鲜果啦？虽然本地当季鲜果还未大量
上市，但是在阳光和煦、暖风习习的沿海地区，许多色香味俱全的鲜果早已
压满枝头。而其中，备受买够网产品团队推荐的鲜果，当属产自海南的贵妃
芒和产自台湾的水仙芒。
“贵妃芒外表美艳，果皮青里透红，核小水分足，香甜爽口，富含膳食纤
维；水仙芒个头稍大，果皮超薄，果肉可食率达到90%以上，吃起来非常过
瘾。
”买够网美女产品经理张喜表示，这两种芒果都是近年来极为热销的品
种，外观上虽说是各有千秋，
可是口感上都是深得粉丝们喜欢。
为了满足市民朋友的不同需求，这次买够网微信店和PC端商城同时
上新这两种芒果，海南贵妃芒5斤装，买够价59元，台湾水仙芒3斤装，买够
价76元。想尝鲜的朋友可直接扫描本版产品二维码下单购买。买够网承
诺，下单直发，保证新鲜。

鲜果上市
舌尖好

芒

买够网精选两大产区的当季芒果
价格适中，下单直发，保证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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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芒
水仙芒

不食贵妃芒
不知
“贵妃”美

您更偏爱哪一种

提起海南，除了阳光、沙滩、海岸等
热带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众多热带水果
也是人心心念念。
现在好了，
果粉们有口
福了，
不用去到海南，
在买够网下单就能
买到正宗新鲜的珍品鲜果贵妃芒了。

味道佳
贵妃芒不但有着美丽的外表，更有
着让人爱不释口的口感。与市面上一些
常见的芒果相比，贵妃芒的外皮不但
薄，而且非常易剥，咬上一口，果肉厚实
且细腻绵软。果肉中的纤维较少，果核
很薄。难怪前两年在买够网买过贵妃芒
的果粉称赞说，
“ 吃过一次正宗海南贵
妃芒，每年都等着它上市”。

自然熟
“对于芒果来说，
从成熟到衰败有时
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因此市场上的很
多芒果仍在生长中就被摘下来，再通过

贵妃芒果皮黄中带红还
有些许青色，看起来如彩虹般
绚丽，个头较小，单果重260克
~320克
水仙芒果皮呈鲜艳的柠
檬黄色，个头较大，单果重量
在一斤左右
后期催熟。”产品经理张喜说，买够网秉
承一贯品质至上的原则，只卖自然熟的
芒果，
这是因为，
无论是细腻度、
鲜甜度，
还是芒果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树上
自然熟的芒果所拥有的，都是催熟果子
无法比拟的。
当然，要做到自然成熟后采摘，对
于采摘和装箱的速度要求非常高，相应
地，损耗也会增加不少，运输成本自然
也就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熟的芒
果价格会偏高的原因。

贵妃芒
产地：海南
规 格 ：5 斤 装
（单果重量260
克~320克）
买够价：59元

果核
两种芒果的果核都较薄
较小，相比之下，水仙芒的果
皮更薄一些

果肉
贵妃芒果肉厚实，细腻绵
软，吃起来香甜可口，纤维较
少；水仙芒果肉丰盈，可食率
达到90%以上，果肉纤维很少，
细滑化渣，大口享用口感非常
好，且甜而不腻，汁水比贵妃
芒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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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芒
产地：
台湾
规格：3斤（约
2~4个）
买够价：
76元

芒果食谱推荐

小贴士

芒果西米露
原料：
芒果、
西米、
牛奶
做法：把芒果肉切成小块
备用；西米煮至透明过水中凉，
放入小碗中。再放入芒果肉、冰
牛奶、
蜂蜜，
搅拌均匀即可。

芒果属于后熟水果，
不建议放进冰箱储存。将
其和苹果或香蕉放入一
个袋子中，袋口扎紧，常
温放置一段时间，即可起
到催熟作用。

“周末游·四川2017版”景区联票目前仅剩少量可供销售，欲购从速
2-3月 这些景点免费玩

买够网开年送福利
毕昌煜丝巾手机壳

惠
特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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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身上一披，或是系在背包上，就能
处处展现不一样的风情。

丝巾

充满艺术气息的手机壳
毕昌煜画作手机壳采用硅胶材
质，安全环保。喷绘的画作包括毕昌
煜的《指向天空》
《奏笛少女》等十幅
画，每款手机壳都非常独特，或清新
文艺，或绚烂多彩，套上这样的手机
壳，仿佛赋予现代感强烈的手机以
艺术的气息。

买够福利 9折特惠
为了回馈喜欢毕昌煜画作艺术
衍生品的市民朋友，今日起，买够网
推出特惠活动，三种规格的丝巾以
及适合iPhone6/6s Plus的手机壳，全
部 9 折 特 惠 。眼 看 着 马 上 就 要 春 天
了，这样的季节，选购两三条美丽的
丝巾，或披在身上，货系在手袋上，
都非常能突显气质和魅力。而换上
一款颜色亮丽的手机壳，心情也会
随之而变得更加明媚哦。 （余兰）

手机壳

2015年底，成都商报买够网与
毕昌煜家人取得联系，并在网络上
开辟了毕昌煜艺术衍生品销售专
区，推出的多款艺术丝巾和手机壳
都是大获好评。
“儿子的画作得到社会认可，但
依然有很多自闭症孩子无法得到关
注，因此，我们把儿子的画作印上真
丝围巾，销售收入用于帮助有需要
的人。”毕昌煜的妈妈赵灵芳坦言，
家人希望购买丝巾的朋友在献出爱
心的同时，也能收获一条高品质丝
巾 ，为 此 ，丝 巾 的 面 料 选 择 极 其 考
究，
“和某国际一线大品牌的丝巾面
料是同品质的，110cm×110cm规格
的丝巾全部手工包边。
”
“毕昌煜画作丝巾我一看就爱
上了，戴上完全不输大牌丝巾。”市
民徐女士去年在买够网买了一条
《美丽人生》长巾，前不久又来买了
一条《蓝色心海》方巾。她说这丝巾
轻盈有光泽，面料非常棒，再加上毕
昌煜画作独特的风格，就这么随便

宝岛台湾的高温、
高湿度热带气候特别
适合芒果生长。在台湾，不仅芒果种植园很
多，
许多当地百姓自家的前后院子也种着芒
果。台湾产的芒果品种也很多，常见的接近
20种。
其中，
更受欢迎的当属水仙芒。
从外表来看，水仙芒呈鲜艳的柠檬黄
色，大小托在手掌心刚刚好，握在手里盈润
饱满。切开一个水仙芒，可以看见它的果皮
非常薄，果核很薄，果肉非常饱满，一个水
仙芒的果肉可食率超过90%，用很多粉丝的
话来说，
“只要一个就能吃得非常过瘾”。口
感方面，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香甜、润滑、

富有弹性。也许您不太喜欢吃纤维粗大的
芒果，那么有着细腻质感的水仙芒肯定会
给您留下好印象。
除此外，
很多芒果给人的感觉都是甜味
浓郁，水仙芒本身也是足够甜，但是它的甜
和风味都给人一种
“甜而不腻”
的感觉，
一切
刚刚好，甚至还能尝到淡淡水仙花的清香。
营养方面，水仙芒中的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含量都更高，
非常适合儿童和女士食用。
（余兰 摄影 高一然）

春天来了 快乐周末现在出发

谁说披在身上的不能拿在手
里、抱在怀里、穿在脚上呢？如果是
自闭症天才少年毕昌煜的画作衍
生品，您完全可以几者兼得——为
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以
及他们的家庭，毕昌煜的父母将儿
子的一系列油画作品与时尚产业
进行碰撞，二次创作推出了包括面
料、服装、鞋子、丝巾、包、抱枕、手
机壳等在内的艺术衍生品。

媲美大牌质感的丝巾

香气醉人的水仙芒
果大肉厚吃起过瘾

外观

颜值高
海南是我国芒果的主要种植基地
之一，这里出产的芒果汁水甜美、肉质
细腻。海南芒果的品种有很多，比如金
煌芒、红玉芒、贵妃芒、青芒等。其中，市
场上最热销的当属色味双绝的贵妃芒。
种植户说，贵妃芒可谓是大自然的
“宠儿”，成熟后的贵妃芒外表看起来如
彩虹般绚烂，果皮黄中带红还有些许青
色，基本上没有黑色的斑点，芒果的香
味十分馥郁好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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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90cm×90cm
买够价：
228元
尺寸：
110cm×110cm
买够价：
328元
尺寸：
195cm×110cm
买够价：
338元
适合手机：
iPhone6/6s Plus
买够价：
39元
优惠活动：即日起丝巾和
手机壳9折特惠

咨询热线：86626666

扫码，购买
毕昌煜丝巾

主编 李天啸 编辑 余兰 冯石龙 美编 陈亦乐

进入二月，春光萌动，草长
莺飞，周末出游正是好时候。买
了2017年景区联票的朋友，可
以好好规划一下，莫辜负了周
末宝贵的时光。
大家都知道，有了景区联
票，去哪儿都不愁！门票总价值
3634元的“周末游·四川2017
版”，只需花25元就可拿到手，
然后就可以畅耍2017年全年
52个周末景点，真的是超级划
算哦！还没有下手的朋友抓紧
了哈！全家人的开心周末，就看
你了！

扫码，
购买毕昌煜
画作手机壳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2017年2月，还有这些周
末 景 点 可 以 玩 ：中 国 观 音 故
里·灵泉景区、七曲山。
2017 年 3 月 可 玩 周 末 景
点：道源晟城、老峨山、嘻哈游
乐园、中国死海。
老峨山是峨眉山的姊妹
山，山形酷似峨眉，雄秀奇险
幽，颇有峨眉山的架式。民间
传说先有此山，后有峨眉山，
故名“老峨山”
。
中国死海位于四川省遂
宁市大英县，总面积超过1000
亩。是一个集健康性、新颖性、
时尚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综
合旅游度假胜地。由于人在水
中可以漂浮不沉类似死海，故
名“中国死海”
。

更多景区等你耍
4月：石牌坊、中华侏罗纪
探秘旅游区、太阳湾、南湖梦

幻岛、华州皮影生态园
5月：茶溪谷·采茶体验、
黄河第一湾、国色天乡·童话
世界、九龙滑草场
6月：开心乐园、中国观音
故里·广德景区、卡龙沟、凌云
山
7月：圣灵山大溶洞、东林
大峡谷、神龙山巴人石头城、
段家大院子、光雾山·小巫峡
8月：中国翰园、天府花溪
谷、罗浮山·羌王城、欢乐奇兵
游乐园
9月：蒙顶山、紫颐香熏山
谷、国色天乡·童话世界、太极
峡
10 月 ：三 瞭 风 水 文 化 景
区、秦楚古道、僰王山、九龙滑
草场、沐川竹海
11月：阆中熊猫乐园、卧
龙中华大熊猫基地、百年好合
爱情谷、寻龙山
12月：勐远仙境、朱雀国
家森林公园、燊海井、两弹城、
终南山古楼观景区

景区联票“周末游·四川2017版”
买够特惠价：
25元
提示：扫二维码下单或前往买够网生活馆
直接购买。
买够网生活馆地址：花牌坊街185号（省档
案馆隔壁），可以乘4、7、37、56、56A、62、
340路公交抵达附近。
咨询电话：
028-86626666
（冯石龙）
广告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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