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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下午4点，在国美电器成仁
旗舰店，“国美·买够·大咖秀”第一季

“召唤神龙”第二场直播，登场亮相的
主角是霸王虾。

霸王虾老板袁烨是江苏人，从小
就爱吃小龙虾，在成都“美的”任职时，
他经常出差，尝遍了北京、上海、武汉、
长沙各地的小龙虾做法，又机缘巧合
认识了一位做虾高手，当时成都市场
的小龙虾店还不像如今这般火爆，但
以袁烨专业的市场眼光来看，这一块
必定大有可为，等到他和大师傅一起
摸索出一款融合各地口味又符合成都
人喜好的小龙虾做法时，袁烨毅然辞
去了前途看好的市场部部长职位，让
做房产节目主持人的老婆也辞了职，
两口子一块儿下海创业。

2013年，霸王虾的第一家店正式
开在了成都的清水河公园里面。“最

开始我们就想好了，要做就做个头夯
实、虾肉肥美的极品虾，让食客随便
一拽都是肉！”袁烨说，在他看来，小
龙虾并非要辣得让人哭天喊地，和大
师傅商量后，他们决定以酱汁配方的
麻辣鲜美为原则，于是霸王虾第一道
被粉丝捧为经典的“极品汉皇虾”就
这样诞生了。而就是凭着这道口味独
特的菜品，霸王虾打开了名气。据说，
首家店开业一周，排队者就络绎不
绝。短短一个月时间，霸王虾就成为
了“清水河一霸”，也带火了那条街。

继“极品汉皇虾”之后，霸王虾又
推出了“妙蒜神仙虾”、“至尊霸王虾”
等。袁烨说，霸王虾的独特在于取众
家之长，将十三香、油焖、麻辣等味道
相融合，再加上自己对地道成都人饮
食习惯的一次又一次改良，最终形成
了霸王虾的秘制口味。

霸王虾令粉丝们疯狂的不仅于
此，他们还研发了很多令人叫绝的菜
品，比如将小龙虾与西餐的披萨搭
配，将小龙虾与生蚝、鲍鱼、基围虾等
11款海鲜一起做成噱头十足的“海鲜
总动员”。这款看起来非常奢华的菜
品在霸王虾几家分店都很热销。

吃虾是特色餐饮的一类，特色化
的口味就是经营核心。如今，霸王虾
的分店已经冲出四川，走向全国，在
长沙、重庆、深圳等地都有。这对于外
地粉丝来说简直是大大的福利，因为

“虾瘾”犯了的时候，就不用打飞的来
成都吃虾了。

以吃为名，成都国美与本地最大
的生鲜类媒体电商平台成都商报买
够网开启了首次跨界场景营销——
自此，成都国美的多家电器卖场都变
身为生鲜场景直播体验馆！

上周六，双方合作推出的美食互
动直播“国美·买够·大咖秀”在国美
电器万年场店热辣开播。第一季活动
主题是“召唤神龙”。首先登场的是小
红袍龙虾馆的夫妻档老板——阚煜
超、李欣宸。同为80后的他们看起来
相当文艺，做起餐饮来却相当有一
套。与别家小龙虾店不一样，老板娘
李欣宸从不外请厨师，她就是小红袍
的当家主厨。

直播开始后，线上线下互动不
断，活动热度直线飙升。在与美女主
播宇航敞聊一阵后，“宸小厨”现场展
示了她的厨艺，当家招牌虾在锅中翻
炒时，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在线
观看的网友则只能隔着屏幕吞口水。
短短45分钟的直播，在活动开始仅15

分钟，在线观看人数就已经超过一
万，而现场的观众也是越聚越多，可
谓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在免费
品尝了小龙虾后，“宸小厨”还亲自给
大家制作了自己拿手的几道甜品，这
可是小朋友的最爱哦。

本场活动除了可以免费吃，还有
好多实惠福利送出：在直播过程中，
线上线下各抽取了10名幸运儿送出
价值100元的小红袍龙虾馆美食抵扣
券，同时，在参与买够网微信“品虾”
活动的朋友中，也有3名幸运儿获得
了500元小红袍龙虾馆新店的敞吃
券。现场的许多热心观众也没有空手
而归，50份时令水果礼包让大家都领
得笑呵呵的。

要特别提醒的是，首场直播通过
线上抽取的10名幸运儿，目前仅有3
人与买够网取得联系，另外7名粉丝
请尽快与买够网联系领取美食抵扣
券。获得500元敞吃券的粉丝是张蓉、
谭聪、贺成斐。

召唤
神龙

新骐达智能“护甲” NISSAN�i-SAFETY全解读
最近半年， 很多妹子入了一个叫

做“王者农药”的坑。涉“游”未深的妹子
总在作战时喊，“哥，快说快说，这局我
要出什么装备，反甲还是魔女”，迷茫的
眼神跟看车的配置是一样一样滴。这个
联想让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游戏装备和

车的配置是共通性，都非常重要，都需
要谨慎选择。 装备出得好，“上场”后才
能轻松自如，斩敌杀军。

不过， 安全系统只是辅助作用，并
不能完全取代人。 但有了这套装备，比
较像一个肉不但穿了魔女还穿了反甲，

所以不惧草丛埋伏的单个敌军，使用起
来心情还是非常赞的。 因此，对于想买
骐达的车友们，在了解车后，不妨也多
了解下 NISSAN i-SAFETY， 或者你会
爱上它。

广告

为生命争分夺秒 新骐达 /新福克斯 /高尔夫 7安全横评
不少人选车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屁股”的

两厢车不够安全，事实真的如此？ 单纯通过车子
的铁皮厚度，甚至是事故照片来断定一款车型的
安全性能，足够科学？ 对于近年来汽车厂商大肆
宣传的“智能安全系统”，只是一个噱头？

想必准备购车的年轻人，看到前三个问题
大多会一脸蒙圈状，甚至蹦出一句质疑“难道
不是”。且慢，本期我们选了三款市面上畅销的
两厢车型———新骐达、新福克斯两厢、高尔夫
7， 结合年轻消费者在行车中会遇到的安全难
题，横向对比三车的智能安全系统，看看哪款
车型更能在险境中为生命争分夺秒。

年轻动感的新骐达，在指导价为 12.29 万

的次顶配与 13.49 万的顶配车型上，均完整配
备源自英菲尼迪先进技术的 NISSAN i -
SAFETY 智能主动安全系统，集 IEB 预碰撞智
能刹车系统、BSW 变道盲区预警系统 、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CTA 倒车车侧预警系统
于一身。

霸屏上市的福克斯两厢，在智能安全上的
表现依旧中规中矩，诸如 ABS 防抱死、制动力
分配、刹车辅助等均有配置，但是，车型主打的
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DW 车道偏离提醒
（含疲劳驾驶提醒） 只在指导价为 16.58 万元
的顶配版上才有选装。

一向沉稳的高尔夫 7 在智能安全系统上

的配置也不逊色，主打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
统在本次对比的 1.6L 自动时尚级别上也有搭
载，但想要拥有更丰富的安全配置，价格也随
之攀升。

虽说 “没有不安全的车， 只有不安全的
人”， 但即便是老司机也难免会碰上 “老马失
蹄”的意外。有了“智能安全系统”的辅助，无疑
为行车安全增添了一重保障。三款两厢车在智
能安全上的表现都不赖，但主打年轻消费群体
的新骐达在配置上更贴合年轻人的购车需求。
如果近期有购车意愿的年轻朋友，不妨多留意
一下两厢小钢炮———新骐达，相信它的表现能
够满足大家的期待。

“i”不离手 新骐达智能护航
近年来，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道路行车的安全性也成为了人们热切
关注的话题。 许多消费者在购车时，都
将安全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对于智能
安全系统的追捧也日趋热烈。 这些被汽
车厂商大肆宣扬的安全辅助系统，究竟

能为行车安全做出多大贡献呢？
拿非常注重智能科技发展的东风日

产来说，其NISSAN i-SAFETY智能主动
安全系统，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虽
然，人是行车安全中的主导因素，但是，有
了安全系统的辅助，许多行车中会出现的

小危险都可以被扼杀在“摇篮”里。 新骐达
所配备的 NISSAN i-SAFETY 智能主动
安全系统，整体的表现都很不错，能从行
车到泊车全程为驾乘者保驾护航。 如果有
准备购车的朋友， 那不妨了解下新骐达，
相信它会让人爱不离手。

嗨吃小龙虾，免费领水果，抽取美食券

首场直播 超万人在线看

福利多到
停不下来

逛国美看直播

·1·
招牌龙虾免费嗨吃

霸王虾将带来
三道当家菜品，极品
汉皇虾、蒜香小龙虾
和冰镇小龙虾，现
场观众可以免费吃。

·2·
百元抵扣券免费领

大咖秀直播期
间，线上线下将送
出20份由霸王虾提
供的价值100元的
电子抵用券，线上
10份，线下10份。

关注今天买够
网微信关于本次活
动的推文，参与“品
虾”活动，有机会抢
霸王虾代金券。

·3·
水果礼包现场派送

大咖秀直播期
间，买够网将在国
美电器成仁旗舰店
现场派送 50 份水
果礼包。

直播第一季搅动全城小龙虾吃货神经
明天16：00国美电器成仁旗舰店不见不散

国美×买够·大咖秀

贰贰
霸王虾

好吃嘴们看过来
冷吃小龙虾6月上线买够网

说起小龙虾，懂行的朋友都晓
得，它在成都兴起于上世纪90年
代，从2013年开始火爆，到现在更
是当红不让。这些年，成都的小龙
虾馆子是越开越多，而小龙虾的口
味也在慢慢变化，除了最初的红
烧、卤煮，后来又多了蒜香、十三
香、清蒸、冰镇等不同做法。

作为怎么吃都好吃的食物，好
吃嘴们当然不会满足于小龙虾的
现有吃法。于是有人开始琢磨起把
小龙虾做成自贡冷吃系列。

大卷是买够网合作的自贡冷
吃私房菜馆的负责人。身为80后的
他天生有着一颗吃货的心，前几年
他潜心研发自贡冷吃系列，做出了
令粉丝朋友好评不断的冷吃牛肉、
冷吃兔、锤子牛肉等。而这些菜品
在买够网上架后也是热销不断，据
说是“出川必备，入川必吃”。有了
这么好的基础，大卷再来研发冷吃
小龙虾，那也是相当有底气。

“做冷吃小龙虾就是一个灵感
闪现。”大卷说，虽然每到夏天呼朋
引伴去馆子吃小龙虾是一件惬意
事，但是出门在外呢，突然“虾瘾”犯
了又该咋办。还有一些“宅男宅女”，
也许更喜欢在家里囤货，边看电视
边吃小龙虾。“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人

在卖小龙虾，但是买回来吃之前还
要加热一番，不太方便，而小龙虾的
香味也有所损失。于是，我就想做一
款不需要加热就能直接吃的冷吃小
龙虾，要更入味，也更美味。”

大卷的行动力很强，最近几个
月都一心扑在这件事情上。从食材
选取到炒料制作，再到抽真空包
装，大卷带着自己的团队不断尝试
摸索。拿食材来说吧，大卷最开始
选用的小龙虾个头挺大，但成品做
出来反而肉头很少，于是只能另觅
合适的小龙虾。据说，目前采用的
小龙虾是属于虾头小、屁股大、肉
很多的类型。一听就让人相当期
待。至于味道，吃过他家冷吃系列
菜品的粉丝请放心哈，肯定巴适得
很。“目前的味道是香辣的，我们邀
请了很多美食达人进行测评，评价
都相当不错。”大卷说，因为冷吃小
龙虾的加工方式不同，所以整体上
吃起来肉质会更紧实一些，但是香
味和肉本身都相当入味。

所以，喜欢小龙虾的好吃嘴们
可以开始期待了。而本周买够网微
信店更会独家送出20份大卷家做的
经典菜品锤子牛肉作为端午福利，
感兴趣的朋友关注今天买够网推文
中的相关活动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在吃这件事情上，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
继火锅、跷脚牛肉纷纷做成随身锅之后，又一样宵夜圈
的人气菜品有了新吃法——由买够网精选的自贡冷吃
私房菜馆精心研发的冷吃小龙虾，即将在火辣的6月开
启线上销售，给你的夏天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喜欢自贡冷吃系列吗？
扫扫二维码 这些可以买

自 贡 冷
吃兔要做得
好吃，好的食
材必不可少。大卷家做的冷吃兔
系列，只选用自贡本地新鲜的草
兔肉、七星椒、野生花椒、自贡本
地井盐，加猛火爆炒，才会有鲜嫩
麻辣的口感。所有兔肉均已剔骨，
爆炒之前，兔肉需洗净切丁用秘
制香料腌制2小时，再过水30秒，
将香料味道锁住。

自贡冷吃兔
规格：200克
买够价：25元

这 道 冷
吃菜的关键
工艺是将卤
过的本地新
鲜黄牛肉用木槌反复摧打，使
牛肉肉质变得更加紧致，然后
按照牛肉的自然纹理，一一撕
下，便于炒制中更加入味。然后
再用猛火配以辣椒、花椒、井盐
爆炒至牛肉变色，冷却12小时
才能装袋。

锤子牛肉
规格：200克
买够价：39元

自贡冷吃牛肉
规格：200克
买够价：38元

世上有这
样一款豪情的
牛肉，优质，新
鲜，醇香，和着
红彤彤的辣椒，夹着野花椒的香
气，给好吃嘴们带来不一样的鲜辣
滋味。在制作时，掌柜选取地道优
质的自贡黄牛的里脊肉，切得更大
块，吃起来嚼劲十足，丝丝入味。辅
料当中的七星椒和自贡井盐则是
点燃味蕾的关键。

看秀
花椒淘宝
同步直播

第二场直播地点：国
美电器成仁旗舰店
地址：成都市锦江
区锦华路8号万达
广场内一楼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