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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农场狂搬蔬菜

中秋送礼不愁了

“中秋节要见女友父母，送

什么好？”这个长假，江先生打

算到女朋友家过节， 提前半个

月， 他就开始为带什么礼物发

愁了。以前上门时，给准岳父岳

母送过各种补品、点心，可老人

家嫌又贵又浪费， 似乎并不爱

吃， 上次去送的礼品， 下次再

去， 发现仍旧原封未动地放在

储藏室里，非常尴尬。不过，当

江先生在买够网上看到 “有机

蔬菜直销行动”之后，心里就有

了主意， 立即拨打热线电话报

了名。老人都喜欢吃新鲜蔬菜，

无公害的有机蔬菜实惠又健

康，肯定能让他们满意。如果二

老感兴趣， 江先生还打算带他

们到兴义镇的生态农场， 比试

一下用同样的菜篮子， 谁能够

带走更多的蔬菜， 今年中秋有

的吃，也有的玩了。

江先生称自己 “力气足够

大”，搬动20公斤以上的有机蔬

菜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更需

要研究的是装菜的方法。 吃必

胜客沙拉时他倒是很有技巧，

黄瓜片垒“墙”，黄桃菠萝堆中

间， 玉米葡萄干填缝……一样

的道理，用同样容量的菜篮子尽

可能多地装蔬菜，必须把蔬菜堆

得更高，又足够稳当，在搬运过

程中不会掉出来，这些可都是技

术活。

实惠新鲜有机蔬菜

登录买够网轻松订购

“一个菜篮子，无限量的有

机蔬菜等你装”， 买够网联合翔

生有机生态农场推出“有机蔬菜

直销行动”以来，受到了不少市

民的好评。只需登录买够网订购

“128元自助菜篮”， 在10月31日

之前，提前一天预订，就可以与

亲友一起到新津兴义镇的生态

农场，参加刺激好玩的创意搬菜

活动。农场每日都有刚刚采摘的

多种有机蔬菜， 还挂着露珠，并

提供一个标准容量5公斤装的菜

篮子，你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有

机蔬菜，研究最经济实惠的装菜

方法， 装下尽可能多的蔬菜，并

将它们搬走。

15分钟内， 只要你能将堆

满菜的篮子顺利搬离农场划定

的区域， 这些有机蔬菜就全部

属于你。惊喜不仅限于此，每位

参与者成功搬出的有机蔬菜重

量，农场都会进行现场记录，每

月搬走重量最多的人， 将被评

为“搬菜王”，还有意外的奖励

在等着你！

同时， 你也可以通过买够

网订购3公斤装的时令有机蔬

菜礼盒，其中包括6个品种以上

的有机蔬菜， 原价120元， 买够

网超值价只需88元即可购得，

农场在收到订单之后， 会在24

小时内采摘配送， 让你的饭桌

更加丰富健康。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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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订购：

a

、红旗门店自提 ：登录买够网

mygo.chengdu.cn

，选

择“翔生大地·买够网

88

元有机菜体验卡”下单，选择红

旗连锁门店自提点 ， 支付成功后将会收到一条确认短

信 。次日起滚动配送 ，菜到后你将再次收到一条到货短

信 ，请您务必在当日内前往红旗门店领取 （凭手机号码

及验证码）。

b

、宅配到家：登录买够网

mygo.chengdu.cn

，选择“翔生

大地·买够网

108

元有机菜体验卡

(

含

20

元宅配费

)

”下单，填

写宅配地址，支付成功后将会收到确认短信，之后即可致电

400-899-5233

预约宅配时间。

c

、登录买够网

mygo.chengdu.cn

，选择“俺来搬菜·

128

元

自助菜篮”下单，下单成功后将会收到一条含券号和密码的

确认短信，凭此短信即可致电

400-899-5233

预约参加“俺

来搬菜”活动的时间。翔生大地生态有机农场地址：新津县

兴义镇三新路

388

号

2

、线下订购：

可以通过

10

家红旗门店购买（表格见下）

3

、客服热线

:

买够网客服热线：

028-86512698

；翔生有机生态农场客

服热线：

400-899-5233

4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

@

成都商报买够网、

@i鄄

Garden

官方微博

去农场搬20公斤有机蔬菜

今年中秋就送这个了

买够网联合翔生有机生态农场推出“有机蔬菜直销行动”，快来抢实惠

“去农场搬有机蔬菜，刚好中秋拿去送亲友！”中秋节在即，年年送礼都送月饼，早就没创

意了，今年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由买够网（

mygo.chengdu.cn

）联合翔生有机生态农场

(www.igarden.cn)

推出“有机蔬菜直销行动”以来，许多市民纷纷报名参加“俺来搬菜”

活动，准备到新津兴义镇的有机农场大搬一场，新鲜实惠的有机蔬菜，不仅可以自己享用，也

可以作为中秋礼品送给亲友。

目前，“有机蔬菜直销行动”继续火热进行中———只需

88

元，即可抢购

3

公斤（

6

个品种以

上）的时令有机蔬菜；只需

128

元，就可以带上家人在翔生有机生态农场搬菜，农场提供

5

公斤

标准容量的菜篮子供你随意挑选盛装，能装下多少、搬动多少，这些有机蔬菜就全部属于你。

只要有心思、有力气，你完全可以搬走

20

公斤蔬菜，算下来平均每斤有机蔬菜只要

3.2

元！

分布 红旗分场 红旗地址 联系电话

东门

052

八里小区分场 成都市八里小区新风路

1

号

028-83282959

南门

025

中华园红旗

24

武侯区桐梓林北路

6

号附

4

、

6

号

028-85193035

073

小天西路

130

号分场 武侯区小天西路

152

号

028-85534779

西门

206

大华街分场 武侯区大华街

8

号附

10

、

11

号

028-87015078

北门

027

交大路分场 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80

号

028-87616992

056

西体路分场 成都市金牛区西体路

2

号

028-87676028

中心

012

东城根中街分场 成都市东城根中街

9

号附

22

号

028-86601568

108

太升北路分场 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北路

25

号附

1

号

028-86955085

其他

芳草东街

80

号分场 高新区芳草东街

80

号

肖家河分场 高新区肖家河街

38

号

10

家红旗自提点成都区域分布

“有机菜直销”认购方式

昨日下午， 三河社区仍有住户在

讨论何隆彬和持刀男搏斗的事情。看

了视频后，有人称持刀男很壮，应该有

75

公斤左右。他们猜测这么能打、敢打

的何隆彬不是当过兵的就是练过武的。

不过，大家猜错了。戴着

450

度近

视眼镜的何隆彬，身高

1.7

米，长得不

壮 ，

65

公斤 ， 既没当过兵也没习过

武。何隆彬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尽管

头部受伤，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行

为，“我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怎么能

够给歹徒呢？” 何隆彬说，“这些不劳

而获的年轻人， 不给他们点教训，还

会乱来的。”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店老板

与歹徒搏斗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菜刀抵腰 威胁给钱

昨日下午， 记者在华兴街道三河社区9

组“通天通讯”店内见到了勇斗持刀男的35

岁老板何隆彬，他的头部缝了十几针，还缠

着纱布。“幸好有视频。”何隆彬指着柜台电

脑上的监控视频告诉记者，9月15日晚上10

点过，他关上卷帘门在店内玩游戏。晚上10

时59分，有人敲卷帘门喊买东西，他便起身

开门，两名年轻男子进来称要买充值卡。

何隆彬正在腰包里给对方找充值卡

时，紧挨他的一名“胖子”突然从背后拿出

一把菜刀，抵在他的腰间叫他拿钱，另一名

“叼烟男” 则在旁边煽风点火，“识相点，

想活命就快给钱。”很快，“叼烟男”走出

卷帘门，关上门在外望风。

贴身搏斗 3分钟夺刀

“还想抢钱？”何隆彬大喝一声，趁持

刀男不备时绕到对方背后，从后面抱住他，

而对方也不甘示弱，手臂伸得长长的，菜刀

握得很紧，刀刃向上，还不时将菜刀举起朝

后方的何隆彬砍去。

搏斗中，何隆彬头部被砍伤，眼镜掉到

地上，但他依然和持刀男进行贴身肉搏。这

时，持刀男有些心虚了，口中喊着“我不要

钱了，你松手我就出去”。何隆彬担心这只

是对方随便说说，没有松手。随后，两人以

各种方式抱成一团， 从店铺的这个角落到

那个角落。在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持刀男

进店时穿的拖鞋不见了， 打着光脚丫慢慢

往卷帘门移去， 他最终用脚提起卷帘门的

拉手，门开了。晚上11时2分许，经过3分钟

的搏斗， 何隆彬趁对方分散注意力时夺掉

菜刀，持刀男和“叼烟男”慌忙朝机场路方

向逃跑。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杀人啦……”昨日上午，华阳四

河路28号四河小区内，一名男子的左腿

全是血，一瘸一拐往小区门口跑，见人

就说他被住在6楼的小罗用刀捅伤，而

他的女友还在楼上。随即，华阳派出所

民警、通济桥派出所民警、成都特警及

高新政府消防队、 消防16中队等赶到

现场， 邻居还通知了小罗在外面上班

的父母。然而，任凭警方和父母敲门，

小罗就是不开门。 民警曾找到一名开

锁匠，然而防盗门反锁，开锁匠也无能

为力。 警方在和屋内的女孩沟通后确

定其并无危险，暂时没有强行进入，只

是反复劝说。就这样，小罗和警方从上

午9时许僵持到下午5时30分。

担心晚上小罗的情绪再次出现

问题伤害女孩，警方决定采取强制措

施。消防员铺设了气垫，特警穿好防

护装备，随着强烈的“咚咚咚”几声，

门被撞开，特警冲进屋内将小罗控制

住。 被困女孩称小罗没有伤害她，两

人一直在房间内吵架。随后，两人被

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昨晚，记者在医院见到了被小罗

捅伤的小伙曹鹏， 他的伤势不严重。

曹鹏称，他的女友小巫曾是小罗的女

友，但两人一年前就分手了。昨天，他

和小巫到小罗家拿衣服，等收拾完走

到门口时， 小罗突然开始打骂小巫，

他上前拉，小罗拿出一把刀捅向他的

大腿。目前，警方正对此事展开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店内持刀要钱

老板3分钟打跑歹徒

男子捅伤一人，并将前女友反锁屋内

特警撞门 救出被困女孩

没当过兵没习过武 老板凭啥这么敢打？

“要教训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深夜， 一名持刀男进入一通

讯店内威胁老板给钱， 另一

名男子在外望风

老板与持刀男贴身肉搏3分

钟后，趁其不备夺掉菜刀，持

刀男吓得夺路而逃

夺

刀

老板与持刀男贴身搏斗 视频截图

亮

刀

见证团湖区探蟹

蟹都汇

好蟹标准亲身验

每年九月，肥美的大闸

蟹“横行”全国。此时正值

雌蟹膏香肉嫩之时，优质好

蟹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

甜的蟹肉，让人忍不住食指

大动。此次，由成都主流媒

体、消费者组成的“探蟹见

证团”，奔赴“蟹都汇”旗下

的原产湖区养蟹基地，与全

国几百家权威媒体和消费

者一起，亲眼见证了“蟹都

汇”优质大闸蟹的养殖和捕

捞全过程。

探蟹第 站：

唯亭蟹都汇门店 见证选蟹环节

15日凌晨5时，14名成都探蟹见证团成员终

于到达苏州唯亭镇。此刻的阳澄湖，显得异常安

静。透过微微的月光，隐约可以看见湖边的芦苇、

采莲捕蟹的小船以及湖畔的村庄、田野，构成了

江南水乡的生活场景。天亮之后，探蟹旅程将正

式开始。

早上7点过，见证团一行人来到“蟹都汇”阳

澄湖门店，店内一派热闹的场面。“刚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他们是在摆起板凳开会呢，原来这是选蟹

的流程。每一只螃蟹都要认真看，有一丁点儿瑕

疵都会被淘汰，刚就看到师傅把几个螃蟹丢到淘

汰的筐里了，听说就是肉不紧不达标。”李先生作

为探蟹团成员， 第一次亲眼看见选蟹的过程，对

于专业选蟹人员的标准还有些不是很清楚。其实

每天，天刚微微亮，蟹农就会将头一天入网的大

闸蟹捞起，送到“蟹都汇”门店。再由“蟹都汇”

组织的十年以上专业选蟹经验的选蟹员，四人依

次排开而坐，整整齐齐每人左边一只桶右边一个

盆，带着专业选蟹工具和手套，每一只螃蟹都会

被抓起后正反两面认真翻看几次。

技术人员挑蟹时几乎把中医的“望、闻、问、

切”用上了 。第一道关，是望，看壳青不青，肚皮

白不白，肚皮白的才是清水大闸蟹；第二道关是

掂，把大闸蟹拿在手中，掂起来感到沉甸甸的，才

符合好蟹的标准；第三要试，将蟹反着放在地上，

看它能不能迅速翻过身，能马上翻身的蟹，才是

鲜活的好蟹。“每天要淘汰很大一批不合格的大

闸蟹，公司的选择标准很严格，我们也必须要真

正执行，也算是把好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了，肉松蟹黄不满这些都是要淘汰的，像断腿

之类的就更是不可能进入‘蟹都汇’店里的。”有

十几年选蟹经验的刘师傅告诉记者，他们每天要

选几千只螃蟹。

“目前大闸蟹市场鱼目混珠，一些不法商贩

趁机扰乱市场。但是，‘蟹都汇’不管市场如何，

始终坚持以诚待客，不做违法生意，坚持“挑蟹比

例十选三”。 蟹都汇的蟹是按外贸标准， 从阳澄

湖、太湖、高淳湖等产蟹名区养殖户手中收来，并

专门请了有十几年选蟹经验的技术员精心挑选，

按‘两杠一星’的标准，平均10只里才选3只，不

是好蟹绝不放进门。”“蟹都汇”全国市场总监黄

晟昱向探蟹团成员认真讲解了“蟹都汇”入门标

准，并现场教大家，如何挑选一只好螃蟹。

探蟹第 站：探访莲花岛

岛上漫游“螃蟹坊”里“品”蟹

转眼到了中午，蟹农驾驶冲锋舟，将见证团

一行人拉到了阳澄湖莲花岛一个架在两船上的

“螃蟹坊”。湖上品蟹，把酒临风，大有入了仙境

之感。午饭时间上了一大桌子菜，什么鳗鱼、清水

虾一应俱全。 最后上场的当然是素有 “蟹中之

王”美称的阳澄湖清水大闸蟹。

红艳艳的大闸蟹端上桌，众人像见到了明星

般一阵欢呼。品蟹是有讲究的，在吃蟹之前，专业

人员为在座的所有人进行了讲解。 掰开蟹壳，只

见那橘红色的蟹黄，肥美滑腻的脂膏、洁白细嫩

的蟹肉，造色、味、香三者之极，更无一物可之上。

吃一口鲜嫩的蟹肉、品一口黄酒，那个感觉真叫

是一个美！“能品尝到如此美味的大闸蟹，简直是

人生一大乐事啊。” 见证团的一位成员边品尝边

发感慨。

品尝完了阳澄湖大闸蟹， 大家都意犹未尽。

此时，黄晟昱说道：“下午去太湖，让你们品尝一

下太湖的大闸蟹，见证一下太湖大闸蟹品质。”下

午3点探蟹团成员出发继续上路。

探蟹第 站：走进太湖

阳澄湖名气大

太湖大闸蟹口感绝不差

15时许，全国见证团成员160余人，来到了美

丽的太湖。随后，见证团成员乘坐冲锋舟前往“蟹

都汇”太湖养殖基地，快艇距离养殖水域还有一

段距离时， 记者就看到很多蟹农正在湖面上捕

蟹。记者的快艇加大马力凑近观看，只见一位当

地蟹农正将水中下好的地笼用力向上提，体态健

美的大闸蟹就被网在这个地笼中。 记者观察到，

这些肥美的大闸蟹每只最少在四两以上。当地蟹

农告诉记者，太湖的水质清澈，供上海市民饮用，

大闸蟹生活在这么优质的水域中， 保证品质好，

味美鲜嫩。看着肥美的太湖大闸蟹，见证团成员

馋得直流口水，都想快点品尝这味道鲜美的大闸

蟹。

“这些大闸蟹就是我们晚上的晚餐。”黄晟

昱看着肥美的大闸蟹高兴地说。在太湖的一家饭

店，这些诱人的大闸蟹被蟹农“五花大绑”准备

上锅蒸。“嗨，大闸蟹上桌了！”话音未落，着急的

“探蟹团”成员已经把手伸得老长。不到一分钟，

太湖大闸蟹的鲜香气息就充满了整个餐厅。“这

蟹肉太鲜嫩了，比阳澄湖大闸蟹还鲜美。”一位见

证团成员惊呼。的确，太湖大闸蟹绝不比阳澄湖

大闸蟹差，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点，记者发现，阳

澄湖大闸蟹油多，而太湖大闸蟹肉更鲜嫩。

见证团现场探访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此次， 探蟹团行程一路大家探访了 “蟹都

汇” 设在苏州各大知名湖区的大闸蟹养殖基地，

亲眼见证大闸蟹从养殖水域环境、蟹饵的科学搭

配、成蟹的质量检测到上市的各环节，见证“蟹都

汇”大闸蟹万无一失的完美品质。

“探蟹团”还在太湖见证捕捞第一网螃蟹的

盛况，并满载而归。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经营大

闸蟹的商家很多， 其中有一些不良商家 “挂羊

头、卖狗肉”以次充好。“蟹都汇”作为中国大闸

蟹文化的先行者，屡次组建探蟹团，赴“蟹都汇”

各湖区探蟹，旨在见证“蟹都汇”精品大闸蟹养

殖、捕捞、筛选和运输全过程，从而给成都消费者

最好的品质描述！

据了解，中秋前在“蟹都汇”成都各门店购买大闸蟹的

消费者，每消费1000元，就可免费获得五蕴禾大米一盒，这

种大米是产自东北五常的优质有机米，一盒4公斤，售价268

元，满1000元就送一盒，满2000元就送两盒……以此类推，

有这样的好事，你还不快快动手啊。

据了解，“蟹都汇”中秋蟹券从380元到2000元不等，中

秋大闸蟹礼包，不少都配有秘制的蟹醋或蟹用酒，有的还配

有蟹八件。

想吃“蟹都汇” 来自原产湖区的好蟹吗？想赢得前往

原产湖区探蟹的机会吗？ 想尝一尝白花花香喷喷的五蕴禾

大米吗？ 那就赶快拨打蟹都汇购蟹热线86060109吧。 据了

解，目前，蟹都汇在成都设立了三个专卖店，此外，在红旗连

锁60多家门店也可以买到蟹都汇大闸蟹券；如果不想出门，

也可以在买够网（mygo.chengdu.cn）上下单购买，最后，还

可以拨打蟹都汇订购热线，送货上门，方便快捷。

真情好蟹·蟹都汇大闸蟹礼券系列：380元礼券、600元

礼券、1000元礼券、2000元礼券

蟹都汇购蟹信息：

买蟹送大米

“蟹都汇”礼券优惠多

蟹都汇连锁店预订

蟹都汇成都一店：

金牛区蜀光路

14

号

2

栋附

16

号（

028-85050977

）

蟹都汇成都二店：

武侯区广福路

1

号附

18

号（

028-87575628

）

蟹都汇成都旗舰店：

火车南站东路

34

号附

12

号（

028-85534733

）

眉山店：（

028-38200173

）

德阳店：（

0838-2533218

）

绵阳店：（

0816-2353477

）

南充店：（

0817-2317618

）

泸州店：（

0830-3158309

）

乐山店：（

0833-5312686

）

自贡店：（

0813-5509432

）

1

2

3

品蟹

选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