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口品种贝贝南瓜
农家种植 口感粉糯
有栗子香味

■规格：5斤

■买够价：3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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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无水果无水果
不夏天不夏天

无水果
不夏天

每逢夏天，轮番
登场的各色水果总是叫人

倍感快乐。虽然最近成都雨水
有点水，但这并不影响好嘴们对
时令水果的向往。本周，买够网产
品团队继续给大家精选夏日当红
水果：民勤蜜瓜、屏山茵红李、广
西百香果、金堂魅梨、泰国榴莲
……都是叫好又叫座的口碑
产品哦。习惯的朋友可以
扫码下单哈。

甜得纯粹

吃过民勤蜜瓜的朋友都会这样形
容，“它比西瓜甜太多了”，是的，正因
为民勤蜜瓜的甜度高，当地人都叫它

“沙漠蜜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甜，
甜得纯粹自然，但是却不让人觉得腻
歪。它的果肉红似玛瑙，完全能成熟
后，比新疆哈密瓜的甜度还要高一些。

民勤蜜瓜的籽非常好剔除，瓜对
半切开后，用小勺沿着边缘一挖，就
能将籽籽清理干净。然后，图方便的
朋友便可以抱着它用勺子挖着吃，每
一口的果肉都很紧实，汁水也多，不
用边吃边吐籽，非常爽口。

一藤一瓜

要说民勤蜜瓜的由来，不得不提
民勤的地理位置。民勤，地处河西走廊

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
吉林两大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占有
94.6%。幸好，民勤有地，因为独特的地
理环境，温厚的沙土，尤其适合瓜果的
生长。这才给留守在这里的农户们赖
以生存的方式。无论条件如何恶劣，民
勤人依然坚守土地，种植梭梭树、种植
蜜瓜，一来增收，二来能阻止土地的沙
漠化，民勤蜜瓜也因此而生。

每年4月下旬，瓜农开始平地、开
沟，面朝黄沙背朝天，把瓜种放进土
里，然后浇水。等待发芽。等瓜秧长出
来之后，每一株只留一个主条，其他全
部掐掉，结瓜后，开始疏瓜，一个藤只
留一个瓜，其他都要剪掉，把所有营养
供给一个瓜。90天后自然成熟。这样出
来的瓜，才会甜如蜜，才是上品。

绿色种植

为了保护和防止土壤沙漠化，当
地政府已发文禁止瓜农使用化肥、农
药、地膜等。所以，在这里，瓜农们都
是采用纯天然的种植方式，保证每一
颗蜜瓜都是真正的绿色无污染。

民勤蜜瓜不仅甜如蜜，水分足，
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纤
维素、尼克酸等营养成分。为了保证
口感，瓜农都是挑选8-9成熟的瓜进
行发货。沙漠里的高温天如火烤一
般，民勤人在瓜地里摘瓜、筛选、装
瓜，把一颗颗荒漠中的蜜瓜送到大家
手中！

百香果，其貌不扬，切开后果肉
看着也有点重口，但吃起来却酸酸
甜甜很是可口，还混合着石榴、柠
檬、香蕉、芒果等多种水果的奇特香
味，籽籽可以直接吃，咬起来咯吱咯
吱的，可以说是很多好吃嘴的心头
好，尤其是用来泡水喝，那简直太让
人爱不释口了。

今年，买够网特意给大家挑选
了产自广西优质果园的优质品种
——富硒百香果紫香一号。它果皮
呈紫色偏红，果径很大，果囊浅黄
色，比一般的百香果果味更甜，果肉
更饱满。所有的果子都是果园直供，
现采现发，非常新鲜。

优选果园

百香果原产安的列斯群岛，如
今广泛种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广西是百香果的主要产区
之一。这里冬短夏长，雨水充足，气
候温和，土壤肥沃，富含营养物，地
理条件非常适合百香果的生产。

买够网优选的果园位于当地
核心产区，这里环境优美，生态良
好，是发展无公害农作物的理想区
域。果园 2800 亩，除了种植百香
果，还种植有 300 亩红心火龙果和
秋葵，树下还养了许多百香鸡。朴
实的果农自建荷花池灌溉果园，采
用农家肥料和有机肥料，物理防
虫，不催熟，让果子在这里敬请享
受阳光雨露。

自制饮料

百香果是以汁用为主的水果。
成熟后，果实含汁 30%以上。在家
自制百香果水非常简单，把果肉放
入杯中，加入蜂蜜，倒入苏打水，最
后加上薄荷叶点缀即可。天气热时，
可以将苏打水换成冰镇后的绿茶。
此外，还可以用百香果来做果酱、雪
糕等等，都是清凉又解暑的健康美
味。

作为生长在热带的水果，榴莲素
有“水果之王”的称号。目前正是泰国
金枕榴莲成熟的旺季，买够网特意为
大家精选了这款水果，原产地新鲜采
摘，顺丰包邮到家。

上周刚刚上新金枕榴莲，就吸引
了众多粉丝来下单。大家的反馈也都
很不错，“价格很划算，果肉很大很厚，
入口是软糯绵密的感觉，回味清凉甜
蜜”。为回馈粉丝，买够网特别推出限
时优惠，最低只要 15.9 元就能买到 10
斤金枕榴莲，喜欢的朋友赶紧下手。

在泰国，大部分金枕榴莲树有 20
多米高，可生长五六十年。与一般热带
水果生长期短的特点不同，金枕榴莲
树要生长15年后才开始结果。每年结
果一到两次，果实长到3个月时进入成

熟期。算下来，一个金枕榴莲从开花到
成熟采摘，至少要经历180天以上的时
间。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泰国
金枕榴莲的种植业很传统。泰国气温
偏高，很多榴莲在生长过程中会让对
其产生危害的害虫难以生存，在加上
泰国东部、南部土壤肥沃，当地果农在
榴莲生长过程中几乎不会打药和施用
化肥，保证了金枕榴莲处于一个安全
健康的生长环境，结出的果子品质自
然就好。

我们为您直供的金枕榴莲，果农
采摘时是 7.5-8 成熟，这样可以避免
榴莲在运输过程中因为过度成熟而出
现开裂，而您收到榴莲时，成熟度应
该是刚刚好的。

夏季，人总觉得困乏，很多时候连口
舌也觉得索然无味，于是就会不知不觉
想念起那挂满枝头、清脆爽口的李子。本
季，电商平台助力屏山脱贫奔康，买够网
开启屏山特产茵红李销售，所有的果子
都是果农们现摘现发的，限时特惠 5 斤
包邮29.9元！

宜宾市屏山县，种植李子历史悠久。
当地人从原产李资源中优选培育了一个
优良品种，因其果实向阳的一侧呈现或
深或浅的紫红色，因此得名茵红李。而它

还有一个形象生动的别名——半边红。
茵红李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甜脆，夏
天吃起来生津又解渴。

屏山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金沙江下
游北岸，大部分地区海拔为 300-1400
米，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湿润型季风季
候，很适宜种植茵红李。近年来，屏山县
农业林业局组织技术专家加强对全县茵
红李基地的技术指导、统一管理、统一标
准、统一销售等规范运行，成功申报“半
边红”李子全国绿色食品认证，打造了屏

山茵红李自己的品牌。目前，屏山已有锦
屏镇、富荣镇、书楼镇、新市镇等11个乡
村茵红李种植基地12万亩，今年预计产
量达10万吨。

茵红李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含有微
量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1、B2、C
等。新鲜李肉中还含有多种氨基酸。香脆
可口的茵红李，除了洗净直接吃，还有多
种用途。比如，做李子糖水，将洗净的李子
放入水中大火煮，将李子煮裂，然后放入
两勺红糖，搅拌均匀，等李子汁变粘稠就
可以出锅了，放到冰箱冰镇一下，味道清
爽甜美；还可以做李子酒，选两斤成熟的
李子，洗净，等表皮的水分自然风干，然后
将李子的果肉取下，加4两白糖，搅拌均
匀，装入备好的玻璃瓶，加入高度白酒，密
封一两周就可以了。

甘肃民勤蜜瓜
长于大漠 一藤一瓜 口口如蜜

■规格：
2个装（6-7斤）
■买够价：

26.8元

甘肃民勤，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
经之地。根据当地特有的环境，村民
们大面积种植蜜瓜和梭梭树，十多年
时间，种植几万亩梭梭树，近1400万
平方米荒滩沙丘恢复成了绿洲。

6月，民勤蜜瓜熟了。一阵清
风吹过，透着阳光和热浪，蜜瓜就
宛如矗立在沙漠中的一幅水彩画。
每天超过12小时的日照，含糖量
高达18%以上，可以说是口口如
蜜，甜到炸裂，就连挨着瓜皮的部
分都是甜丝丝的。它是一群人留在
家乡治理沙漠化的产物，也是更多
人在夏季心心念念的甜蜜。

宜宾屏山茵红李
够脆够甜 肉厚皮薄 清香爽口

海南青柠檬，以皮薄而又多汁著称。它香
气十足，口感轻盈、酸爽，出汁率高，90%的果汁
店都会选用海南青柠檬来做原料。

海南素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是柠檬的
黄金产地。每天12个小时的日照，让海南产出
的青柠檬无论是口感还是内含物都属于上佳。
青柠檬的酸味十足，更适宜的吃法是用蜂蜜渍
上一个星期然后再泡水喝甜润的蜂蜜能够将
柠檬中的维生素C激发出来，还能中和柠檬的
酸味。除了泡饮，青柠檬还可以用来做菜，凉拌
菜肴时挤上一点柠檬汁，酸爽的口感会让你胃
口大开哦。 本版稿件采写 余兰

■规格：5斤
■买够价：
39.9元
■限时特惠：

29.9元

广西富硒无公害百香果
当季采摘
酸爽多汁
营养丰富

■规格：
5斤
■买够价：

39.9元

泰国进口金枕榴莲
果肉绵密 香味浓郁 下单立减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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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堂小丑梨
皮薄核小 酥脆多汁
第二件半价
■规格：
12粒（净重5斤±2两）
■买够价：69.90元
■优惠活动：

第二件半价

金堂小丑梨，来自龙泉山脉的“6月雪”。虽
然它其貌不扬，但是味道却是一级棒。果肉雪
白晶莹，细嫩松脆饱满的雪白梨肉，轻轻一咬
即迸发甜美汁水。

金堂县龙泉山东麓，光照充足，土壤肥沃，
非常适合小丑梨生长。小丑梨系选用优质梨树
新品种翠冠梨和龙泉梨杂交培育而成，在生长
过程中，按有机方式进行种植，使用农家肥，不
套袋，不用激素膨大剂，原生态种植，无农残。
由于不套袋，外观布满果锈，样子很丑，所以也
叫小丑梨。削去皮，果实就会呈现出汁液丰富
的净白果肉，犹如冬天里纯净的雪花，所以也
叫“6月雪”，又称魅梨！

买够网精选的进口品种贝贝南瓜，截至目
前已经热销 2000 多份，粉丝们的评价都很不
错，回头客更是多。产品经理说，贝贝南瓜火了
之后，市面上太多打着它名号的产品，品质参
差不齐，价格差异很大。“只有真正日本种源的
贝贝南瓜，才能兼具南瓜的香甜和栗子的粉
糯，质地足够干，口感足够面，而不是脆。”产品
经理说，我们精选的贝贝南瓜是真正的日本进
口种子，在山东潍坊昌平县种植。这里地处鲁
中北部，属于平缓的低海拔山地丘陵，日照时
间长，保证了贝贝南瓜糖分的沉淀。农户们会
经常给南瓜翻身（疏果），藤与藤之间有明显的
间距，保证每一个南瓜藤都有足够的生长空
间。“这个瓜，急不得，成熟后也还要等上30天
才更好吃。”农户们对南瓜呵护有加，不打农
药，在附近挑井水灌溉，人工施农家肥，人工除
草，从源头上把控品质。

成熟后的贝贝南瓜，瓜身墨绿，肉厚金黄，
带皮放进锅里蒸，还没熟都能闻到浓郁的南瓜
香混着栗子香，特别软绵。用勺子轻轻一压就
变成了泥，很多妈妈都会用它给小宝宝做辅
食，瓜肉细腻好消化，不加任何调料，原汁原味
的香甜软糯。

贝贝南瓜所含的糖以木糖为主，不会被人
体吸收，还有利于新陈代谢，因此成为了低热
量代餐的首选，难怪很多女士都喜欢它呢。

9.9元/3斤包邮
海南青柠檬
现摘现发 酸爽爆汁

■规格：
3斤到10斤6种规格可选
■买够价：89元~16.9元
■限时特惠：

79元~15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