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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柠檬丑柑真的很好吃
哦！”作为全村第一个种植柠檬不知
火的人，蒲江果园直供基地负责人
周大妈笑着说，“不打药，不催熟，不
打蜡，都是农家肥浇出来的。”掰开
一个，吃上一瓣，清甜的汁水绽放在
舌尖，还有一丝柠檬的奇香回味。

据了解，因家庭拮据，周大妈负
债5万元开始学种丑柑，后来又成功
嫁接，试种柠檬不知火。毫无经验，

又不识字，但凭着山村农妇的吃苦
耐劳，经过几年起早贪黑辛勤培育，
这片果林还真让周大妈经营得有模
有样，活色生香。周大妈也就像她亲
手种植的不知火那样，不知怎么回
事就火了，很多外地客户都远道而
来提前预定她家的柠檬不知火。如
今村民们也对新品种跃跃欲试，跟
着乐于分享的周大妈种起柠檬不知
火来了。

今天，在成都商报买够网预订
了米易黄草村小樱桃的客户，或许
已经收到了我们发出的一条短信：

“尊敬的顾客您好，因米易黄草村连
续下雨，为保证更好的口感，原定本
周发货的订单将延至天气好转后，
非常抱歉！”

每年这个季节，“水果控”们便
心心念念等着吃从买够网下单的米
易黄草小樱桃。然而今年，天公不作
美，先是倒春寒延迟了当地小樱桃

的成熟时间，终于等到上周小樱桃
大规模成熟，米易那边又接连下起
小雨、大雨。就在今天早上，我们派
驻黄草村的产品专员反馈的消息仍
是雨一直下。

“小樱桃是非常娇气的水果，从
品控角度来说，一旦下雨，是坚决不
能采摘果子的。”买够网连续三年负
责黄草小樱桃项目的产品经理罗扬
说，果子在下雨期间，水分吸收量
大，非常容易造成腐烂，其次，下雨

后立即采摘的果子口感上要受到影
响，“所以，即便我们这边很着急，下
了单的客户很着急，还是只能抱歉
地通知大家延后发货。”

罗扬说，特派的产品专员已经
驻扎在黄草，买够网、缤果农业以及
直供果园会在天气好转后，第一时
间给买够网客户进行滚动发货，“马
上就是五一小长假了，许多市民也
有出游安排，为了不让大家在出游
时也惦记着小樱桃的收货事宜，配

送估计会延迟到五一节后，如果有
疑问可以直接打86626666咨询买够
网客服。”

虽然目前天气影响了小樱桃发
货，不过从上周收到货的客户反馈
情况来看，全部是清一色的好评，许
多客户还主动推荐自己的朋友购
买。都知道每年小樱桃的赏味期非
常短，如果你也想尝尝这颗颗精选
的黄草小樱桃，直接扫码下单就可
以啦。

请允许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连续下雨，黄草小樱桃发货延后

买够网承诺保证品质，配货预计在五一后

黄草小樱桃
规格：2斤

买够价：99元

柠檬嫁给了不知火

不知火是一种什么
水果，明明那么丑，竟火
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当柠檬嫁给了
不知火，那又是一种什么
样的让人欲罢不能的味
蕾体验？

现在，买够网就给大
家带来这样一款新品种：
柠檬不知火，又叫柠檬丑
柑。柠檬不知火，可能很
多人还不知道，它是传统
优质丑柑与精品柠檬成
功嫁接而成，两个原本毫
不相干的水果精华融为
一体，柠檬的清香与不知
火的清甜兼而有之，一种
独特的美味水果就这么
诞生了！

柠檬不知火
产地：蒲江
规格：果径90mm以上，5斤装
储存：常温阴凉处或冰箱保鲜
买够价：88元（包邮）

看到柠檬这个名儿，会不会以
为是柠檬味的？不是的！柠檬不知火
与传统不知火相比，含糖量更高，更
加清甜可口，而且附带了柠檬独特
的清香味。柠檬不知火，可以说是传
统丑柑大翻身，口感更加独特新奇，
尝过鲜的朋友都是赞不绝口哦！

柠檬不知火产自绿色蒲江，杂
柑之乡。森林覆盖率达48%，天然氧
吧，空气质量佳，土地肥沃，水质优

异，盛产柠檬丑柑。
不打药，不加膨大剂，完全在

无污染环境中长大。柠檬不知火，
看起来丑丑的，吃起来却是甜甜
的。皮更薄，果肉更丰满，果汁更
多，甜度更高，含糖量14%-18%，果
香味更浓。果实个头中大，果皮黄
色，有柠檬清香，果皮可以食用。果
肉清脆，汁水丰沛，维C丰富，清甜
化渣，不上火。

看起来丑丑的
吃起来甜甜的

丑柑大翻身
周大妈的不知火火了

1.农家果园优选直供。
2.现摘现发，新鲜到家。
3.丑柑清甜与柠檬芳香，一口尝尽，清

甜不上火。
4.与传统不知火相比：果肉更丰满，果

汁更多，甜度更高，果香味更浓。
5.一果多吃：剥开直接吃，果皮泡茶，果

肉榨汁，全果做甜品。

柠檬不知火5大卖点

泰国小菠萝
规格：2斤*2袋
（每袋9~16个）
买够价：118元

黄桃罐头
规格：8罐
买够价：56元

吃菠萝你最怕什么？是不是觉得
中间那硬邦邦的菠萝杆很影响口感？
是不是觉得菠萝吃进嘴里有点塞牙？
如果是，你不妨看看来自泰国的超人
气水果明星：迷你小菠萝。它的特点
是，肉质柔软纤维少，连中间的菠萝
杆都非常脆甜，可以直接将菠萝杆吃
掉，一点都不塞牙。

泰国小菠萝叫做“布兰”，是世界
上最小的菠萝，只在普吉岛、清迈、清
莱三个地方出产。相对普通大菠萝，
泰国小菠萝浓郁脆甜，毫不酸涩。它
看起来比较圆润，一般只有拳头大
小，三四岁的小朋友也能轻松拿起一
个。别看它如此娇小，但是可食用的
部分却不少，削掉黄灿灿的薄薄外
皮，取掉菠萝眼，不需要泡盐水就可
以食用。

为了给好吃嘴们省事，买够网甄
选的泰国小菠萝全部是在泰国当地
新鲜去皮的，然后用食品袋进行包

装，每袋9~16个，在冰鲜条件下空运
到成都。你收到的泰国小菠萝清甜、
浓香，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吃，加冰
后口感更佳！

泰国去皮小菠萝
开袋就能吃
脆甜不塞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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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也有接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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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这两年水仙芒在市场上也
是越来越火爆。

砀山黄桃罐头
好吃无添加
8罐56元

市场上的各种黄桃罐头一直很
多，很多小作坊为降低成本，加工的
黄桃罐头品质参差不齐。为了帮大家
找回当年的美食记忆，买够网产品团
队考察试吃了多款同类产品，最终寻
得的这款罐头，产自安徽砀山——黄
桃之乡。

砀山是黄河流经地，上百年黄河
水冲刷，形成了独特的沙质偏碱性土
壤，适宜黄桃生长。黄桃含有天然抗
氧化剂类胡萝卜素，所以它呈现出暖
色黄。其含量越高，说明黄桃品质越
好。为了保证黄桃罐头的品质，从采
摘到加工都必须在6小时内完成。再
加上出口品质保证，先进的保鲜加工
技术，有效将果实的营养成分锁定在
离开枝头的状态。这是大家一致公认
超好吃的黄桃罐头，而且价格还特别
便宜，8罐只要56元，包邮到家。

“有段时间，人们说起吃黄桃罐

头总是摇摇头，害怕里面有各种添加
剂。”买够网产品经理罗扬说，其实，
一罐纯粹的黄桃罐头只用白沙糖+砀
山精品黄桃+水散养原料制作，无防
腐剂、无催熟剂、无香精、无甜蜜素、
无色素。黄桃罐头经过封口、杀菌、保
温室保温一系列标准工序，是完全符
合检测标准的，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余兰）

作为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人气
水果，水果控们选择红心火龙果的理
由很简单，鲜爽清甜、营养丰富，关键
还吃不胖。然而，路边边的水果店，要
不是没有卖的，要不是价格贵得起
跳，这可难为了喜爱红心火龙果的粉
丝们。买够网产品团队此次便为大家
寻来了超高性价比的越南红心火龙
果，5斤只要69元，扫码即可下单。

红心更营养

饱满甜美，果肉鲜嫩，汁水丰富，
皮薄肉厚，味道清甜不腻人，成熟后的
越南红心火龙果，口感远胜一般的白
心火龙果。买够网美女产品经理张喜
说，红心火龙果不仅口感好，而且还富
含花青素，常吃能为人体带来抗氧化、
抗自由基等益处。此外，对女性朋友来
说，火龙果热量低、纤维高，果实中芝
麻状的种子还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助消
化，是春夏保持身材的好选择。

新鲜送到家

近年来，红心火龙果备受果粉们
喜欢，然而在一些水果店里，进口的红
心火龙果往往价格很贵，不少果粉只能
偶尔尝鲜。此次买够网甄选的越南红心
火龙果，产地采摘，新鲜直达，相对市场
上各种品质果子混卖的情况，买够网只
挑选品质高的优质果出售，而且一箱5
斤包邮到家只要69元，非常划算哦。

悄悄透露一下，越南红心火龙果
上架微信店后，买够网的一群妈妈粉
已经率先下单了，据说一次吃两个不
在话下。

越南红心火龙果
鲜爽清甜直达舌尖

越南红心
火龙果
规格：5斤
买够价：69元

水仙芒
规格：3斤
（约2~4个）
买够价：76元

香气醉人的水仙芒
果大肉厚
吃起过瘾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