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红心木瓜
规格：7斤左右
买够价：29.9元
（全国大部分地
区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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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开始，买够网与曾
获得“全球十佳网商”称号的电
商达人赵海伶合作，为蓉城乃至
全国的朋友直供来自青川的土
蜂蜜。

今年，又到了青川土蜂蜜上
新的时节。这一次，我们为大家
带来的是中华蜂在青川的自然
保护区里采集各个季节野花酿
成的百花蜜。其蜜甜得自然清
新，特别润喉。上新期间，一瓶
500克的百花土蜂蜜特惠价为
49.9元。今起11天内下单可享受
七夕折上折，每瓶立减7.7元！

大山深处的资格百花蜜

青川大山深处的自然保护
区，最高处海拔3800多米。这里
植被茂盛，花种繁多。

养蜂人杨鸣一年四季深居在
此。这里没有工业污染，蜜蜂是正
宗土蜂（中华蜂），它们飞行范围
广，采集的花蜜是大山深处的各
种野花，比如野生山菊花、野生板
栗花等。土蜂采的蜜都是纯天然
的，酿成的蜜是资格百花蜜。

杨鸣家的蜂桶都是散放在附

近的山坡上，由着蜜蜂们在野外
自由翻飞。每年七八月割蜂蜜，蜂
蜜里就含有春夏两个季节的花
粉，蜂蜜的品质会更加出色。

山里收蜂蜜 一天走5小时

上个月，赵海伶和团队的同
事开着车，连续奔走在青川的大
山深处。为了收集到好的蜂蜜，
他们平均每天要走5小时左右的
山路。“我们随车有技术人员，和
养蜂农户联系后就上门收购。先
是检查质量，查看浓度、纯度等，
收完后，立即进行杀菌、灌装、密
封，确保蜂蜜品质。”

养蜂人在山里养蜂的辛苦，
赵海伶深有体会。“我是2011年
认识杨鸣大叔的，那年西阳沟发
大水，道路全都被冲毁，杨大叔
和其他养蜂人被困在深山沟里
四五天。后来，蜂蜜都是我们一
起一桶桶从深山沟里背出来、抬
出来的。”赵海伶说，从那年开
始，杨鸣和其他养蜂人每年取蜂
蜜的时候，她和团队小伙伴都会
全程参与，“只为了把更好的土
蜂蜜带给大家。” （余兰）

女性朋友对各种红糖饮品总
是偏爱，虽然买回一大块散装红糖
比较划算，但要想在办公室或出差
旅行时饮用，就不那么方便了。

这里，买够网给女性朋友推
荐一款来自“甜蜜研究所”出品的
红糖产品——每盒有7块独立包
装的红糖，大小分量刚刚够泡一
次，而且还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
原味、玫瑰、老姜……即使是用红
糖泡水，也可以喝出清甜不腻的
感觉。

90后川妹子的甜蜜新主张

“甜蜜研究所”的品牌负责
人是90后川妹子周颖。当确定
要做的第一款产品是红糖后，
她和小伙伴们从云南开始了寻
糖之旅。

“我们花了3个月走访了当地
6个县26个村59个组，为的就是找
到更合适的甘蔗。”周颖说，最后
定下来用云南高地沙土荻蔗为原
材料来制作红糖。

每18斤甘蔗只能出1斤红糖

找到了好甘蔗，还需要标准
化生产。为了保证品质，“甜蜜研
究所”要求工厂用18斤甘蔗做出1
斤红糖。根据前期的市场调查，

“甜蜜研究所”还在制作工艺上对
甜度进行了改良，让它在保持滋
补功效的同时，甜度减半，让大家
入口不再是甜腻而是清甜。而除
了原味，还创新推出了玫瑰红糖、
老姜红糖等口味。感兴趣的朋友
可在买够网下单选购。

蝴蝶酥本是一道法式点心，
后来在中国爆红，是很多朋友的
最爱之一。最近，买够网产品团队
给大家引进了一款由从业30年的
糕点大师干文华一手打造的蝴蝶
酥。干文华说，黄油是蝴蝶酥的灵
魂，她选用的是乳脂超过99%的
进口新西兰黄油，每25升牛奶只
能提取1公斤。“起酥”是制作工艺
中最考手艺的环节。为了做出层
层酥皮，需要将黄油裹紧面团里
折叠，擀平，再折叠……期间还要
不断撒上白糖，最终烘烤出漂亮
的蝴蝶形状，拥有512层酥皮。

阳光玫瑰，又名Shine-Mus-
cat，阳光下的贵族玫瑰，典型的高
端精品葡萄。由日本引进，经大邑
向阳花农场精心培育荣誉出品。成
熟时果粒呈现出清凉的绿色，犹如
一颗颗晶莹的绿宝石，口感脆甜多
汁，超高甜度，入口的玫瑰香气沁
人心脾，让你一颗一颗停不下来。

买够网精选的阳光玫瑰葡
萄，产地直供，清晨采摘，新鲜发
货；食用前用清水洗净，可连皮进
食，冷藏后口感更佳。

采得百花酿成蜜
为谁辛苦为谁甜
买够网携手“电商达人”赵海伶为您直供青川百花土蜂蜜

今起11天内下单可享七夕折上折

产地：广元青川
规格：500克/瓶
买够价：
49.9元/瓶
七夕特惠：（2017
年8月18日0点至
8月28日24点期
间，下单百花土
蜂蜜，每瓶立减
7.7元，活动结束
即恢复原价）

百花土蜂蜜特点
1、蜜源：百花蜜的蜜源并不

是单一的花种，酿蜜的过程横跨
多个花期。

2、味道：每瓶百花蜜的色泽、
味道都可能有所差别。这些天然
蜂蜜，除了甜味，有可能会伴有一
点酸、苦等味道，是很正常的。

3、结晶：你购买的百花蜜可
能会有结晶，这是正常现象，不会
影响口感和营养。

（广告）

甜蜜研究所
固体红糖
规格：140克（20克*7
袋）
买够价：45元
特惠活动：买三盒送
一盒，有玫瑰、老姜、
原味、混合等几种口
味可选。

百花土蜂蜜

给女性朋友的温暖饮品
甜心红糖 清甜不腻

原味、玫瑰、老姜等多种口味可选，买三盒送一盒

精选新西兰黄油 纯手工制作
这道点心拥有512层酥皮

手工蝴蝶酥
规格：98克
买够价：48元
七夕特惠价：40.3元
可选原味、椰蓉、海
苔三种味道

不用吐籽
红宝石般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
开始预售啦！

软若无籽，纯甜爆浆，和果肉
一起吃也不影响口感。

软籽石榴原产突尼斯，1986年
引入我国，历经10多年精心培育、
改良优选，成为中国石榴更受欢迎
的品种。而会理得天独厚的气候和
土壤，使突尼斯软籽石榴的品质有
了更大提升，口感更佳。

每年8月中下旬，就是软籽石
榴成熟的时候。饱满圆润的石榴挂
满枝头，宛如一颗颗红宝石，煞是
可爱。好吃嘴们，是不是早就等不
及了啊？

但由于会理软籽石榴的下果
标准极其严苛，目前虽然果子基本
成熟，但甜度还没达到标准，暂时

还不能下果。
不过呢，也不用心急，买够网

现在已开通预售通道，现在下单，
月底发货，到时您就可以在第一时
间吃到新鲜美味啦！

生长环境优越

突尼斯软籽石榴对土壤环境
要求是相当苛刻的，必须是高原丘
陵地带，如海拔过低，果面颜色不
佳。如海拔过高，果子成熟期会较
晚。还必须四面通风，如处于低洼
环境，种植出来的果面会很不好。

会理是中国著名的石榴之乡。日
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蓄水能
力强，果实生长环境极佳。会理软籽

石榴生长在富矿红土地，土壤主要为
叶岩土，土壤营养丰富，富含多种矿
物质。平均海拔1700米以上，精选向
阳山坡进行集中种植，远离污染。

品控标准严苛

会理软籽石榴获得了SGS产品
品质认证，从枝头到舌尖，严格把
控，层层筛选。原生态种植，套袋生
长，不打农药，物理防虫。高于市场
通用下果标准，果子成熟度、甜度等
必须满足更高的标准才可下果。这
几天石榴的甜度和成熟度还不够，
预计一周后才能达到最佳，那时下
果发货才是最好。而这样做的目的，
只为给带来一颗颗优质的石榴。

软籽石榴特点
1.大：果实硕大，饱满圆润。
2.红：颜色鲜红，晶莹剔透，
宛若红宝石。籽粒色泽深红，
颗粒均匀整齐，表面光滑透
亮。而普通石榴色泽泛白，颗
粒大小不一。
3.软：籽小且软，可食用。果
肉细嫩，纯甜爆浆。不用吐
籽，也不会影响口感。而普通
石榴有较大的硬籽。
4.薄：果皮薄，可轻松剥开。
而普通石榴外壳泛青，不易
剥食。
5.富含有机酸、叶酸、花青
素、维C、维生素B族。

突尼斯软籽石榴
产地：会理
规格：4斤装（6颗）/5斤装（9颗）
买够价：98元/108元
保质期：冷藏存储，3到5天，
请尽快食用。
发货时间：8月底（全国大部
分地方包邮）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属于它的
标识。说起攀枝花，阳光美味的芒
果必是代表之一。地处“攀西大裂
谷”，赋予了攀枝花昼夜温差大、阳
光辐射强的高原气候。这座沿江而
建的城市中，半山腰蜿蜒的公路，
串起了集中在海拔900米~1500米
处的果园，这里是全国种植芒果的

“最高点”。
最高的芒果，最晚熟。这让攀

枝花的芒果具有天然的错季优势。
这个季节，经过甄选，买够网为你
带来的是攀枝花的晚熟芒果——
凯特芒果。

原生态种植

果农会精心呵护其成长，在芒
果像鸡蛋大小时，就会进行套袋。
全程施用农家肥，不添加催熟剂，

保证果子的天然新鲜。另外，由于
地势气候原因，这里出品的芒果积
累糖分都很足，所以吃起来口感
好，品质上乘。

攀枝花凯特芒特点

1、芒果界中的“巨无霸”：个头
大，平均单果重量超过一斤，拿在
手中比手掌还要大，更有甚者比成
年人的脸庞还大。

2、芒果界中的“薄核达人”：别
看它这么大，它的核却非常薄，果
肉的可食率非常高，吃起来细嫩爽
滑，成熟后可食率达75%以上。

3、果香浓郁、清甜润滑、皮薄
饱满，金黄色果肉细腻无渣。

4、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矿物
质，尤其是维生素A含量很高，还
含有大量纤维，可清理肠胃。

果农不使用任何催熟手段，任
由木瓜在树上自然生长，待八分熟
后进行采摘。因为只有在高成熟度
下采摘，木瓜体内才能生成更多有
营养的物质，比如木瓜多糖、木瓜
黄酮和木瓜酶等，同时产生很多芳
香物质，诱惑人们去品味。

目前市场上最热销的国产木
瓜产自海南。这里有充足的日照，
较大的日夜温差，全年无霜冻，非

常适宜木瓜生长。与其他地方不
同，海南木瓜并非只有夏天结果，
而是全年盛产。买够网给大家带来
的是海南红心木瓜，品质更优，价
格更实惠。

木瓜的果肉呈现近乎南瓜肉
的橙黄色，果皮也比一般木瓜更
薄。凑近能够闻到一股淡淡的热带
果香。吃一口，肉厚多汁，肉质细
腻，清甜软糯，口感顺滑。

芒果“巨无霸”
攀枝花凯特芒

攀枝花凯特芒
规格：5斤左右
买够价：29.9元（全
国大部分地方包邮）
存储：不要放冰箱，
常温保存即可。

清甜软糯
海南红心木瓜

云南雪莲果
规格：9斤
买够价：23.9元

产自云南，雪莲果属于低热
量食品，含有丰富的低聚果糖以
及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维生
素和矿物质，可以炖汤或炒来吃。

透着阳光
的美味
阳光玫瑰葡萄

阳光玫瑰葡萄
规 格 ：1150g
（ 约 2 串 ）/
2750g（约4串）
买够价：99元/
199元（顺风包
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