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够网精选
的烤海鸭蛋制作
工艺特别，选用的
都是台山海岛的
大只海鸭蛋。为了
让海鸭蛋香而不
咸、油而不腻，师
傅对海鸭蛋的腌
料比例、腌制环境
和烤制手法都有
严格要求。在腌制
时，用的是富含矿
物质的红泥沙以及盐和水，一般要经过35
天以上的腌制，这样的海鸭蛋才会出油
多、口味好。腌制好的海鸭蛋清洗干净后，
再经过光照筛选，保证品质。因为无添加，
要达到一定的保质期，海鸭蛋都要进行真
空包装，然后高温杀菌，最后经过长时间
高温烤制，才算完成所有工序。而且，这家
的烤海鸭蛋还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专业
检测，可以说是一枚有认证的烤海鸭蛋，
市民可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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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随身火锅、跷脚牛肉，真空袋装
的自贡冷吃菜在出游时，吃起来更方便，
不仅能当开胃的零食，也能佐餐下饭。

在自贡冷吃菜品中，辣度5颗星的冷
吃兔和牛肉绝对算得上经典中的经典。前
不久，买够网携手一家现做现卖的自贡私
房冷吃菜推出了冷吃兔和冷吃牛肉，一登
场就赢得满堂彩。好多小伙伴评价，“一口
辛辣、两口滑嫩，吃得人欲罢不能。”

自贡冷吃牛肉
规格：200克 买够价：38元

这款自贡冷吃牛肉在制作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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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贡冷吃兔
规格：200克 买够价：25元

自贡冷吃兔要做得好吃，好的食材
必不可少。买够网推荐的这家掌柜做冷
吃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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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兰）

85后婚礼主持人
樱桃季忙“兼职”

吕飞是土生土长的卧龙村人。生于
1987年的他，是朋友眼中的潮人。“毕业后，
我在成都教了一段时间魔术，后来回龙泉
做婚礼主持，平时有空我就改装摩托车。”
吕飞说，虽然自己兴趣爱好多，但只要到了
樱桃季，再忙他也会多做份“兼职”——送
樱桃给客户。

“我读小学时家里就种了樱桃。那时候
樱桃不值钱，村里都是烂泥巴路，没人来收，
也不好卖，基本上都是家里摘来吃了。”吕飞
说，小时候不懂事，为了吃樱桃，他还曾用刀
砍樱桃枝。毕业后，他外出闯荡，吃过很多其
他地方的樱桃后，才晓得家乡的樱桃有多
好，“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让这片山上的樱
桃个头更大，颜色更深，味道更甜，看起来有

点像车厘子，吃起来有浓郁的果香。”
吕飞家在山腰种了许多樱桃，这几年

又在山顶租了地，种樱桃、李子、枇杷，家里
的果树基本都是父母在打理，而他主要负
责网上宣传和送货。“前几天，一个亲戚帮
忙牵线，一家简阳单位买了我们100箱樱
桃。”吕飞说，这家单位要求周三送货，当天
清早四点过，家人就开始忙碌，四五个人花
了一上午才采完300斤樱桃。当天下午，吕
飞开车飞奔在龙泉山弯弯曲曲的道路上，
给客户送去了带着晨露的樱桃，“口碑出去
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这不，周五我们还
有一个100箱的订单，又要忙一天。”

一方面是销路逐渐在打开，一方面吕
飞也希望能有更多游客直接到卧龙村来摘
樱桃，“说实话，我还有一大爱好是做吃的，
大家来我家摘樱桃，再吃点我自制酱料弄
的烧烤，那才巴适！”

31岁的村支书
想让全村富起来

今年1月，卧龙村有一位新的村支书上
任，他就是31岁的谢发金。年轻人回乡打
拼，对此，谢发金表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知道家乡的地理优势和产业发展情况，再
加上这些年政府出台了很多精准扶贫政
策，他想带领当地村民共同富裕起来。

“还记得小时候村里好多都是土墙草
盖房，出个门全部是泥巴路，再加上村子里
公路很远，所以那时候的樱桃基本都是自
产自销。”谢发金说，卧龙村地广人稀，当
地种植樱桃历史悠久，不过以前因为交通
不便以及没有宣传推广，所以无人知晓。如
今卧龙村路修好了，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果商、企业到当地考察，打造“农户种植+企
业宣传销售”的产销模式，以带动当地樱桃

产业的更好发展。
谢发金说，目前卧龙村有3000多亩樱

桃树，基本是本地土樱桃和一些改良品种。
由于海拔比樱桃沟那一片更高，每年樱桃
季，卧龙村的樱桃都红得晚些。就拿今年来
说，龙泉山坳那片樱桃沟的樱桃基本已经
采完了，而这几天卧龙村的樱桃才开始大
片成熟，估计到五一期间味道最巴适。

说起卧龙村樱桃的品质，谢发金很是
自豪，“我们的樱桃都是施农家肥，无公害
杀虫，喝山泉水，所以吃起来更有小时候那
种甜美的味道。”谢发金说，每年的樱桃季
都非常短暂，虽然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也开
始利用社交平台对樱桃做一些宣传，但是
范围有限，因此，他代表卧龙村的所有农户
发出邀请，邀请游客五一期间前往卧龙村
采摘新鲜樱桃，欣赏田园风光，品尝地道农
家菜。 （余兰）

龙泉山上樱桃红
31岁村支书发邀请：
欢迎五一上山摘樱桃

每年进入4月，都是简阳老君井乡
卧龙村最为热闹的季节，因为村里的几
千亩樱桃红了，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都
会赶回来帮家里采摘、销售。

前些年，这个位于龙泉山脉海拔较
高地区的村庄因为交通条件所限，村里
的樱桃基本是“藏在山上无人知”。

如今，当地提升了硬件设施，改造
了村级主干道，修通了许多小路，交通
便利了，回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
们通过朋友圈、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图片
宣传，邀请八方游客到村里去采樱桃、
品樱桃。

■想去龙泉山上的卧龙村采摘樱桃
的朋友，可以提前电话联系谢发金
18227621762、吕飞13541016703；自驾
路线：成都绕城高速-成遵高速-沿成
遵高速向南行驶8.5公里，靠右-向南
行驶757米，右转进入麓山大道二段，
调头向柏合镇方向-双碑村（有路牌
指向卧龙村）

小贴士

把经典川味打包进行囊
买够网精选多款方便携带的川味美食
让您旅游度假更加有滋有味

成都麻辣火锅、乐山跷脚牛肉、自贡冷吃兔……

旅游度假
好多有过出国留学或者长途旅行经

历的四川小伙伴，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
那就是国外的饭菜头两天吃，好吃、美
味，然而一旦连续吃上七八顿之后，我们
这些被火锅、串串、冒菜、烧烤、卤菜、回
锅肉、香辣兔等众多家乡美味惯坏了的
胃口和味觉，就再也受不了了。于是，开
始无比想念家乡那些麻辣鲜香的味道。
而回到川内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找
家垂涎已久的馆子大快朵颐一番。

眼看着五一假期又要到了，买够网
产品团队特意为喜欢旅游的吃货朋友
们精选了多款方便携带的川味美食，不
仅有近段时间刷屏朋友圈的大龙燚随
身火锅，还有新品问世的跷脚牛肉随身
锅，当然，好吃到爆的自贡冷吃兔丁、冷
吃牛肉、锤子牛肉，以及佐餐下饭的麻
辣萝卜干，也是必不可少！感兴趣的朋
友，算好出游时间，扫码下单即可。

除了红红火火的随身火锅，还有哪
些可以打包进行李箱的川味美食呢？极
具创新精神的成都大龙燚餐饮再次令
好吃嘴们尖叫不已——这次，鲜香美味
的乐山跷脚牛肉被做成了随身锅。

“我们的企业理念是让世界爱上成
都味，同时更要让四川的小伙伴们能随
时把家乡味道带在身边。”成都大龙燚
餐饮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除了火锅令
人垂涎，川菜更是一绝，于是，大龙燚经
过一段时间的研发，开启了“川菜随身
锅”计划，首先亮相的就是极具特色的
乐山跷脚牛肉，“它与之前的随身火锅，
一白一红，正好可以满足不同好吃嘴对
川味随身锅的需求。”

品质牛肉，片片饱满

乐山跷脚牛肉简单来说就是“烫牛
杂”，格局是当街一口大锅，老汤翻滚，
菜品有新鲜的牛肉、牛舌、毛肚等，每烫
一筷子，都让人爽到心头。大龙燚在打
造跷脚牛肉随身锅时，更注重牛肉的品
质，不仅多，而且片片饱满，一盒就能吃
过瘾。

清新自然，汤鲜味美

鲜香自然的跷脚牛肉随身锅可算
是随身锅里的小清新，菜品除了有牛
肉，还搭配了笋片、胡萝卜等蔬菜。精心
熬制的骨头汤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
的原味，很资格很地道，尝一口，就恨不
得把这汤头全部喝掉。

为了提味，每个跷脚牛肉随身锅
里，还赠送了一袋大龙燚的特色干碟，
喜欢麻辣的小伙伴可以搭配起吃哦。

盒底加厚，不再烫手

跷脚牛肉随身锅是大龙燚最近推出
的随身锅产品，在收集了大量粉丝对随
身火锅的反馈意见后，这一次，大龙燚对
跷脚牛肉随身锅采用了革新的包装，尤
其是加厚了盒子底层，这样一来，随身锅
在加热时不仅不怕烫到桌子，还可以直
接捧在手心哦，更方便、更安全！

随身火锅的菜品都是大龙燚
门店点单率最高的几类荤菜和素
菜，可以说是经典的大众口味。

作为随身火锅的升级版，“肉
多多”在保留原有菜品的基础上，
更是添加了成都人民在吃火锅时
的几样心头好——小香肠、鸡胗和
郡把。嗯，这么多的肉嘎嘎汇聚一
锅，喜欢大龙燚随身火锅的好吃嘴
们一次就能吃过瘾！

此外，考虑到大龙燚的火锅底
料本来较辣，在2.0版中还特意搭
配了香醋包和香油包，这样一来，
不太能吃辣的好吃嘴们也能吃得
痛痛快快、酣畅淋漓了。

大龙燚
跷脚牛肉
随身锅
买够价：36.8元/盒

推
荐2跷脚牛肉随身锅来了

肉多 笋香 汤鲜 干碟带劲

@醒醒睡不醒：吃了随身火锅
系列，发现跷脚牛肉更适合日常啊，
味道鲜香，配上干碟简直带劲。

@油菜花：小伙伴在办公室泡
好一盒翘脚牛肉，我闻着浓郁的味
道，马上跑去试吃了一下，真的好
香。而且越往后面吃越香，有回味，
牛肉多，资格，细嫩化渣，好吃！

@杰哥：我觉得大龙燚出这个
跷脚牛肉随身锅，简直对了的，因
为我们每次买随身锅都是家庭出
游，有老有小，不可能都吃红锅，这
个跷脚牛肉就正好，老人娃娃都适
合吃，巴巴适适的，而且味道还不
错，以后都不用专门跑那些跷脚牛
肉店去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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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火锅升级了
经典搭配肉多多

大龙燚
随身火锅
2.0版
肉多多
买够价：39.8元/盒

大龙燚随身锅
任选两盒包邮

恰逢五一，买够网推出限时促
销，大龙燚随身锅系列产品（随身火
锅1.0尝鲜版，2.0肉多多，跷脚牛肉），
任选两盒即可包邮。扫描产品二维码
即可登录买够网微信店下单。

限时促销

推
荐3 辣度5颗星的自贡冷吃牛肉

吃耍也行，佐餐亦可

萝卜干虽好，
可是要买到真正
好吃又放心的却
不太容易。买够网
产品经理在考察、
试吃了本地多家
私房小菜后，才精
选了其中一家作
为供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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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萝卜干不添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要的就是萝卜天然的醇香清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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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飞

谢发金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