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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够网甄选的蓝莓产自龙泉山
脉的农家生态果园。从最初开始种植
蓝莓，今年已是第五年丰收了，口感
更佳稳定。果园主人介绍说，他家的
蓝莓吃的是农家肥、山泉水，果子有
着天然的果香味。

果实呈梦幻般的紫蓝色，色泽娇
艳。外表被白色果霜覆盖。果肉细腻，
酸甜多汁，清香宜人。蓝莓厚润的果

霜是新鲜的身份。蓝莓的白色果霜越
多，说明蓝莓越新鲜。为保证新鲜，下
单后果园现摘现发。

龙泉山脉蓝莓特色：

1.色泽娇艳，果肉细腻，酸甜多
汁，清香宜人。

2.农家果园直供，精挑细选，现
摘现发，新鲜到家。

海南金都一号红心火龙果

产地：海南
规格：5斤装
价格：78元（包邮）
发货：精选大果，保鲜再辅以泡
沫箱恒温保鲜，海南产地直供。

源自世界牛油果之乡

牛油果，又叫鳄梨、油
梨，因为果实含油量高，热
带地区的人们爱把它当做
粮食使用。牛油果果肉营养
丰富，含有丰富的微量元
素，高能低糖。而墨西哥是
牛油果最多产的国家，两面
环海，境内多为高原地形，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
长青。买够网为您甄选的牛
油果就是产自世界牛油果
之乡——墨西哥。

很多人刚开始接触牛
油果会抱怨它很硬很难
吃，其实，绿色硬的牛油果
是没有熟的，放上一段时
间，外壳变成黑色，里面才
是黄油状可以吃的果肉。

口味独特的牛油果美食

现如今，越来越多人
爱上了牛油果的独特口味
和营养价值。在许多美食
达人都热衷于制作牛油果
美食，心灵手巧的妈妈们

也用牛油果给宝宝制作了
各款牛油果辅食，都来看
看，哪种做法吃法更深得
你心呢。
吃法1：牛油果鸡蛋三明治

做法：将白煮蛋去壳
用小勺子尽可能弄碎，取
一个比较熟的牛油果，挖
出果肉加入鸡蛋捣碎，可
以根据口味添加蛋黄酱或
者沙拉酱混合均匀，夹在
面包中间即可。
吃法2：牛油果意面

做法：将牛油果切块，
和柠檬汁、罗勒叶、大蒜一
起放进搅拌机打成泥状，
依口味加入海盐和黑胡椒
调味，加入适量橄榄油。做
好的牛油果泥和煮熟的意
面拌匀，加一些小番茄和
玉米粒就可以了。
吃法3：牛油果奶昔

做法：牛油果切块，和
牛奶、蜂蜜或者白糖一起
放进搅拌机，打匀即可。如
果想吃冰的，加点冰块一
起打。

正宗汶川车厘子

由于今年天气回暖晚，汶川车厘
子成熟期也延后了，一些商贩就用外
地大棚货冒充汶川车厘子进行销售，
所以前段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的假汶川
车厘子。市民朋友对买够的汶川车厘
子那是有口皆碑，即便市场上已有许
多外地车厘子上市，很多回头客宁愿
等待也要认准买够网下单，“在买够网
下单，每颗车厘子都是正宗汶川车厘
子，果品、口感、甜度都有保证！”

今年买够网选定的直供基地是汶川
当地种植户小王家的果园。别看小王是
个90后，在当地却很有名，甚至有人喊

他“汶川车厘子王健林”，为啥？据说在当
地，种植户能够拥有10多棵车厘子树就
是很了不得的事了，而小王家的车厘子
树足足有上百棵，虽然现在实际结果的
只有40多棵，但是到了明年，其余的60
多棵也会结果，真资格的车厘子大户哦！

自然成熟，基地直供

小王家的果园天然拥有地理优
势，果子都是自然成熟的。这片果园在
海拔1700 米以上的半山腰，尽管今年
温度偏低，但果子依然享受了充足的
日光浴，积累了更多的糖分。而且果园
的土壤是沙质土，沙质土的一大优点

就是砂粒含量高，组成的粒间大孔隙
数量多，所以土壤通气透水性好。要知
道车厘子对土壤的要求极高，只有肥
沃疏松、土层深厚的沙质土，才能让车
厘子在生长过程中汲取更多养分。

果园车厘子树上挂着塑料瓶子，用
来驱蚊，瓶子里是黄糖加白酒；车厘子树
的灌溉用水则是通过挖沟开渠引来的雪
山融水。如此自然生长、自然成熟、原生
态种植的车厘子，难怪品质不同啦！

汶川车厘子特点

1.个头大，味道甜。
2.原生态种植，自然成熟。
3.基地精选直供，新鲜直达。

“我们的荔枝都是产地直供，现
摘现发，吃起来口感恰到好处。”陈阿
姨说，荔枝是不能早收的，必须等到
真正熟了才能采摘。荔枝不同于其他
水果，收早了，不仅果皮颜色变差，更
主要的是影响口感，酸味增加，失去
了荔枝应有的甘甜清爽。而熟了才

摘，对果农的挑战极大，因稍有人工
疏忽或遭遇天气变化，就会造成熟果
自然脱落、毁坏，多年的辛劳就会付
之东流。所以每到妃子笑成熟的季
节，陈阿姨全家都会投入果园的忙
碌，确保将新鲜成熟的荔枝尽快送到
每一个荔枝爱好者手中。

端午节、儿童节说到就到，众所期盼的小长假又来啦！小长假亲友团聚、出外游玩少不了，而作为休闲点缀的美味水果自然
也是少不了的。本周，买够网特别给大家精选奉上5款水果，有海南妃子笑荔枝、汶川车厘子、龙泉蓝莓、海南红心火龙果、墨西
哥牛油果，都是当季的新鲜水果，扫码可下单哈！

而且，对正在热销的妃子笑荔枝，买够网还给出了节日惊喜拼团价，大家抓住机会哦！

个头大，味道甜
不用再翘首以盼
汶川车厘子现货直供

“第一口就惊艳了，非常脆甜，果汁果味浓郁。”
“个头大，味道甜。”
“水汪汪、红艳艳，每一口都鲜嫩多汁……”
上周，市民朋友牵挂了一年的美味——汶川车厘子，终于到货了，不少朋

友在朋友圈晒图点赞，有位客户一次就下单了7份车厘子送朋友。
当然，要提醒还没下单的朋友，每年汶川车厘子供应季都很短，想吃正宗

的，快上买够网吧，下单晚了就要过季了哦！

汶川车厘子家庭装

规格：3斤
果径26mm以上
买够价：178元

汶川车厘子精品装

规格：2斤
果径28mm以上
买够价：138元
发货：顺丰包邮（部分地
区不发货）

妃子笑荔枝
拼团立减20元！
海南产地直供，现摘现发，新鲜到家；
扫码下单，3人即可参与拼团，原价99元/5斤，拼团价79元

荔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深受女性
朋友喜爱。但是市面上荔枝的种类繁多，
怎样从中挑选出优质产品，还需要一定
的方法。

1.看：新鲜荔枝外皮红色偏暗，有的
带有些许的绿色。

2.查：带柄的部位，无虫洞，外壳龟裂
片平坦，无发霉发黑。

3.捏：手感紧硬，且有弹性，过软无弹
性的已经熟透或坏掉。

4.闻：新鲜荔枝气味清香，若有酒味
或是酸味，已经不再新鲜。

美人如玉

“滋润，清甜，多汁，好吃！”“很饱满，很新鲜，晶莹剔透，真如甘露！”
上周，买够网向广大市民推出了海南产的妃子笑荔枝，下单尝鲜的

朋友们好评不断，本周继续隆重推出，而且享拼团特惠！
现在正是妃子笑新鲜成熟的好时候，味美无需等待！双节促销，3人

拼团每单立减20元，趁早抢“鲜”下单哦！
妃子笑，是荔枝的一个改良精品，别名落塘蒲、玉荷包。晚唐诗人杜牧

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妃子笑这个品种因此得名。
妃子笑荔枝果大饱满、颜色艳丽、肉质晶莹、肉厚核小、滋润清甜、爽

脆多汁。新鲜成熟的妃子笑荔枝，外皮红中带翠，斑斓夺目，煞是好看。皮
薄，轻剥即开，果肉莹润，果汁滴滴甘甜，吃上一颗，真如甘露琼饮。

妃子笑荔枝

产地：海南三亚
规格：5斤装
原价：99元（包邮）
促销：3 人拼团价
79元（包邮）
储存：密封冷藏，最
多一周。

荔枝是喜光暖的热带植物。想要
种出鲜甜的荔枝，第一个不可缺的条
件就是充足的日照，提高光合作用效
能，促进根系枝叶生长，开花散粉，果
实成长。海南三亚森林覆盖率64%，

地下储水量1.42亿立方米，地热资源
丰富，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年平均气温25.7，日照2534小时，光
热充足，降水丰沛，素有“天然温室”
之称，正是荔枝生长的天然乐土。

好荔枝，出于三亚

荔枝好吃，种植却难
“荔枝吃起来是甜的，种起来是

苦的。”种植基地负责人陈阿姨说，荔
枝树在结果之前需要精心照料 3-4
年，才能长成基本的树冠。之后再辛

苦7-8年，才有一些果实产量。而真
正能带来丰产的荔枝树，树龄都在12
年以上，所以风吹日晒雨淋辛勤打理
12年，才能初具规模，初尝苦尽甘来。

产地直供，新鲜直达

“荔枝”的由来

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是西汉司马相
如的《上林赋》，文中写作“离支”，割去枝
丫之意。原来，古人已认识到，这种水果不
能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
长。对此，明代李时珍也认可。《本草纲目·
果三·荔枝》云：“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
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大
约东汉开始，“离支”写成“荔枝”。

荔枝课堂

妃子笑荔枝特点

1.青红的果皮薄且易剥，果肉晶莹剔
透，肉质脆爽。

2.肉厚核小：汁水清透甜润，入口凉滑
回甜。

3.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蔗糖、葡萄
糖、果酸、蛋白质，富含磷铁钙，还有多种
含氮物质、维生素 C 及 B 族维生素，对人
体健康十分有益。

如何挑选荔枝

梦幻紫蓝 龙泉山脉蓝莓现摘现发

蓝莓又称蓝浆果或越橘，
个头圆实小巧，却富含花青素，
营养非常丰富，被世界卫生组
织（WHO）定为“21世纪首选十
大健康食品之一”，联合国粮农
组织将蓝莓列为人类五大健康
食品之一，誉为“黄金浆果”。

龙泉山脉蓝莓

产地：龙泉山脉
规格：125克*4盒
买够价：108元
储存：常温阴凉处
或冰箱保鲜

红艳艳的甜
红心火龙果

金都一号红心火龙果
来自海南本地人、85后大
学生小陈回乡创业开建的
火龙果园。在很多人都在
拼价格卖廉价产品的时
候，小陈选择坚守品质，遵
循火龙果的自然生长规
律，严格控制温度和湿度，
不使用催熟剂、保鲜剂等
农药，只希望种出真正自
然新鲜的火龙果！

金都一号红心火龙
果，营养含量高、色泽亮丽，
源自宝岛台湾，盛产于海

南，是火龙果的最新品种。
营养丰富：果肉富含

大量果肉纤维，丰富的胡
萝卜素、维他命 B1、B2、
B3、B12、C 等，黒籽含有
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
多种酶、白蛋白、纤维质及
丰富的天然花青素。

口感甜爽：甜度超高，
一般品种只有 13、14 度，
而此品种高达23度。

喜欢的朋友请早点下
单哦，因为红心火龙果的
供应季很短暂哈！

“很甜，
很惊艳，很
水 润 ！”上
周，抢先下
单尝鲜后的
朋友们对买
够网优选直
供的海南金
都一号红心
火龙果好评
不断。

1.单果大：单果可达
1.2-1.6斤，甚至3斤多。

2.不裂果：果皮韧性
好，不易断裂，鲜果品相完
好，颗颗娇艳动人。

3.富含花青素：不仅

清香美味，还含有丰富的
花青素。

4.甜度高：肉质饱满，
黒籽细密，提升脆爽口感，
甜度可达23度，每一口都
满足。

如何挑选红心火龙果

1.越重越好：越重代
表汁水越多、果肉更丰满。

2.越红越好：越红越新
鲜，肉质越脆嫩，品质越好。

3.越冰越好：红心火
龙果是最易冷藏后食用的
鲜果，低温冷藏能增加清
凉口感。

温馨小贴士

1.火龙果的糖分以葡
萄糖为主，几乎不含果糖
和蔗糖，适合运动后食用，

但糖尿病人不宜多吃。
2.新鲜摘下的火龙果

常温阴凉处或冰箱保鲜。

高能低糖的“森林奶油”
墨西哥牛油果

它脸色青黑身上带疤，
却有着“森林奶油”的美称，
因为它富含植物蛋白，是典
型的高能量低糖水果；

它味道单纯而质地细腻，
几乎能与任何食材完美搭配；

它富含多种维生素、蛋
白质、钠、镁、钾、钙等微量
元素，是国外许多营养专家
推荐的宝宝辅食食材。

它就是全球料理界当
仁不让的明星食材之一
——牛油果。

黑西哥牛油果

产地：墨西哥
规格：6个
买够价：89元
口感：果肉偏黄，入口软糯细
滑，唇齿间尽留淡淡地油脂香。（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