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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景点
壶口瀑布：中国第二大瀑布，

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黄河最蔚为壮观
的地方。

平遥古城：是中国仅有的以整
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
功的两座古城市之一。2009年，平
遥古城被世界纪录协会评为中国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

乔家大院：一座雄伟壮观的建
筑群体，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
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北方民居建
筑的一颗明珠”，素有“皇家有故
宫，民宅看乔家”之说，名扬三晋。

五台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
首，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
川峨眉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
山”。与尼泊尔蓝毗尼花园、印度鹿
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并称为

“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

延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
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
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
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
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
大石窟艺术宝库。

银肯塔拉沙漠：有著名的“响
沙”奇观，是世界拥有响沙带最多
的景区，共有27处响沙，响声源检
测值平均为56分贝；还有世界最长
的沙漠索道，长达2495米。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上铺：2480元/人 中

铺：2680元/人 下铺：2880元/人
软卧：上铺：3480元/人 下

铺：3680元/人
预计发团时间：7月20日左右
（以具体通知出发时间为准）

6月22日团爆满 新增7月20日团
贯穿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

空调专列十日游
报名从速

今年以来，买够网各款旅游产
品非常火爆，多条线路名额早早售
罄。贯穿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的
空调双卧10日游，上周本已增加推
出6月22日出发团期，可一经推出不
到一周即告爆满。不得已，应广大游
客要求，现再增加一期7月20日左右
出发旅游专列。

由于这个季节此条线路已经
到了旅感高峰期，特别提醒感兴趣
的市民朋友可到买够网咨询、报
名，不要错过团期哦！

此线路一路可观赏壶口瀑布、平
遥古城、乔家大院、五台山、云冈石窟、
希拉穆仁草原、银肯响沙湾、关山大
草原等精美景点，从中原到塞外，从
草原到沙漠，饱览祖国中原大地和塞
外无限风光！最低只有2180元/人哦！

行程线路
成都-临汾-壶口-平遥-太

原-五台山-大同-呼和浩特-包
头-希拉穆仁草原-银肯塔拉沙
漠-包头-银川-中卫-陇县-关山
大草原-陇县-宝鸡-成都

线路特色
1.全程尽享黄河、古刹、石窟、

草原、沙漠、民族风情等全方位不
同特色景点。

2.火车贯穿山西、内蒙古、宁
夏、陕西四省，饱览祖国中原大地
和塞外无限风光。

3.特别安排全程空调旅游专列，
不走回头路，无强制消费，经济实惠。

4.特别赠送草原烟花篝火晚
会（价值180元/人）、五台山特色素
斋（价值50元/人）。

行程线路
成都-广安-恩施-坪坝营-鸡

公山-四洞峡-恩施博物馆-土家
女儿城-云阳龙缸-张飞庙-成都

线路特色：
1.精选景点：广安小平故居+

湖北恩施+云阳龙缸。
2.全程空调专列硬卧，3晚入

住空调酒店。
3.真正体验旅游地的人文风

情、特色饮食。

4.全程专业领队、全程导游、
随队医生保驾护航。

精美景点
邓小平故居：位于广安，占地

800余平米，有大小房屋17间，穿抖
木质结构，青瓦粉壁，古朴典雅，庭
院绿树成荫，翠竹掩映，已被命名
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鸡公山景区：行走在中国最美
的森林游步道，欣赏原始森林无边
美景，仿佛在“画中行，梦中游”。

四洞峡景区：因2800米长的峡
谷穿过四个山洞而取名，是一处举
世罕见的冰川纪遗存天坑穿洞群
落地质构造奇观，传递着造化的神
奇、原始的野趣、神秘的幽静。

龙缸风景区：位于重庆市云阳
县，集天坑、峡谷、溶洞、高山草场、
森林、土家风情于一体，主要景点
有龙缸天坑、云端廊桥、龙洞风光、
龙窟峡、岐山草场、蔈草古长城、岐
阳关古道遗址、盖下坝湖泊等。其
中龙缸天坑深335米，居全国第三、
世界第五。建在海拔1010米高悬崖
上的“云端廊桥”，其悬挑长度
26.68米，距离地面高度718米，比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玻璃廊桥悬
挑长度还长，是世界最长悬挑玻璃
廊桥。

清凉
一夏

夏天的早上
一碗白粥
一枚海鸭蛋
一碟萝卜干

全是小时候的味道

打开夏天味蕾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选择火爆爆的小
龙虾配啤酒，有些人喜欢简单朴素的清粥就小菜。

前些天，网友“糯米团子”给买够网微信店小二发来一段
文字和几张图片，她说，上周看了买够网优选的几款夏日开
胃美食，一下子就勾起了她舌尖的欲望，一一买回家，在一个
早起的清晨，她用小火熬了白粥，配上翻沙流油的烤海鸭蛋，
还有麻辣Q弹的手工萝卜干，让全家人都吃得大满足，纷纷
感慨说，这才是小时候夏天的味道。

看了这样的买家秀，买够网小伙伴也觉得很美好，于是，
本周优选，我们再次把这些简单的美味食物分享给大家。

1199元/人
广安、恩施、龙缸
空调专列6日游

报名送米嬴五常大米1袋

买够网各款旅游产品正
在接受咨询、报名，产品火爆，
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报名成
功者，每人送价值45元的米嬴
五常有机大米1袋（2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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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乘坐4、7、37、62、
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驾前
往，有停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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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安、恩施、云阳龙缸空调专列6日游
全省统一特惠价：1199元
出发日期：7月3日（以具体通

知出发时间为准）
费用包含：往返专列空调硬

座火车、当地空调汽车、住宿、用
餐、门票、导游等。

优惠：儿童（2-11岁）499，只
含火车票、汽车位、半价餐、责任
险等，12岁以上和成人同价。

新推
精选线路

粥是中式早餐的“标配”之
一。炎热的夏天，人体比较容易感
到困乏，早起喝一碗热粥，让肠胃
得到滋养，感觉会很舒服。

网友“糯米团子”用的是米
嬴牌正宗五常稻花香有机大米
熬粥。她说打开包装，生米就有
很清新的米香味。她还专门按照
我们介绍的方式，拿了几粒生米

放在嘴里咀嚼，“嚼碎后有黏
劲，确实有淡淡的清香。”

将米放入锅中熬粥，她会时
不时搅动，锅里散发出来的米香
味让整个厨房都在飘香。熬好的
白粥看起来洁白如玉，喝一口，
有种特别的香甜软糯，“确实比
用一般大米熬的粥更好吃，我儿
子那天一共吃了两碗。”

““用五常有机大米熬的白粥用五常有机大米熬的白粥，，有种特别的香甜有种特别的香甜””

为将正宗五常大米带至你
的餐桌，买够网产品团队远赴五
常，经过严苛甄选，最终与五常
市志广乡志强村志强有机水稻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直供
合作协议，产地直供由该合作社

生产的“米嬴”牌有机大米。
米嬴五常有机稻花香大米

是初次进入四川市场，完全是厂
价直销。我们将根据订单新鲜直
供。定价为249/10斤（包邮），推广
期价格为225元/10斤。

食材推荐 米嬴五常稻花香有机大米
规格：10斤装
原粮品种：田永太稻花香2号
等级：优质一级
产地：五常市志强有机种植基地
原价：249元/10斤
推广期：225元/10斤
发货：根据订单生产销售，新鲜直供，包邮

买“米嬴”
送烤海鸭蛋

本周适逢
端午节，为感
谢市民朋友的
厚爱，买够网
优 惠 力 度 加
大：买一袋米
嬴五常稻花香
有机大米，即
送 一 盒 价 值
36.8元的烤海
鸭蛋（20枚）！

咸鸭蛋与白粥，都是再朴素
不过的食物，可是只要它俩搭配
在一起，总是让人念念不忘。不
过，两者要达到高度契合，咸鸭
蛋品质绝对要好。

在尝试过多种咸鸭蛋后，网
友“糯米团子”说，她终于找到全
家人都说好吃到爆的咸鸭蛋了。
嗯，就是买够网已经热销几万枚
的烤海鸭蛋。

这烤海鸭蛋是用吃鱼虾长
大的海鸭下的蛋来制作的，每个
切开都流油翻沙，鲜香诱人，油
而不腻，吃得人幸福感满溢。而
对于这么好的食材，她心里还盘
算着怎么变着花样来吃它，比如
金沙玉米、蟹黄豆花、烤海鸭蛋
焗南瓜……

这家私房菜选择的原料
是农家种植的高山圆萝卜，每
年秋天成熟后，用山泉水将圆
萝卜洗净再切条，然后挂在屋
檐下自然风干。有了上好的原
料，优质的调味品也必不可
少，芝麻油、白砂糖、食盐、辣
椒面、秘制香料……就这样，
新鲜清脆、麻辣弹牙的萝卜干
就成为了开胃可口的下饭菜。
这家私房萝卜干制作时不添
加任何色素、香精，要的就是
萝卜天然的醇香清甜。

端午
福利

““烤出来的海鸭蛋烤出来的海鸭蛋，，流油翻沙流油翻沙，，吃得我幸福感满溢吃得我幸福感满溢””

烤海鸭蛋
规格：
20枚

买够价：
36.8元

手工萝卜干
（脆香/麻辣）
规格：
240克/瓶*2
买够价：
35元

(2瓶为一份，口味任选)

手工香辣蘸碟
规格：
175克
买够价：
59元

这 款
香 辣 蘸 碟
辣而不燥，
能 让 你 吃
出“小时候
奶奶做的蘸
水味道”。

精选原料光是辣椒就有
三种：二荆条、小米辣、子弹
头。这些辣椒有的偏辣有的偏
香，他们要各取其味之所长。
除了辣得够味，还要香！这就
要靠土灶柴火大铁锅来炒制
了。此外，很多其他原料，比如
花生，也要充分炒制，这样味
道才能释放得更加充分。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