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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荚皂角米
规格：200g

买够价：89.9元

云南金边玫瑰是当地非常名贵
的玫瑰花品种。最早它长期处于野生
状态，1997年在香格里拉被发现后，
经过专家鉴定，为可食用玫瑰。后来，
云南的一些农户将金边玫瑰进行了
移栽，与杂草为伴，有机种植。金边玫
瑰产量较少，不过其品质却不比法国
玫瑰差。它花
型精制，泡在
水中色彩绚
丽 ，香 气 扑
鼻 ，回 味 无
穷。可依据个
人口味加入
蜂蜜等。

莲子是云南洱源的
特产之一，农家自产的磨
皮白莲子都是手工去皮
的，煮过之后，闻起来有
清香，而且莲子膨胀很
大，非常适合用来做美味
香甜的银耳莲子羹。

买 够 优 选
皂角米俗称雪莲子、皂角精，是皂荚的果实。

属于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其富含植物性膳食纤
维，富含胶原蛋白。皂角米分为单荚和双荚。此次
我们推出的是来自云南农家的双荚皂角米。总来
的说，双荚皂角米颗粒更为饱满，植物胶原蛋白
含量更高，颜色呈天然淡黄色，煮后口感更软糯，
有嚼劲、汤也更黏稠。泡发率可达5~6倍。皂角米
可以与银耳、桃胶等一
起炖，胶质半透明，香
糯可口。

小贴士：皂荚米炖
煮前需要泡发8~12小
时，桃胶需要泡发12~
16小时，银耳需要泡发
1~4小时。

云南金边玫瑰
规格：100g
买够价：21元

云南农家磨皮白莲子
规格：250g 买够价：21元

在成都，但凡爱去酒吧的
人，十有八九都晓得玉林生活
广场的“空瓶子”。这家酒吧
2002年8月28日开张，2012年8
月28日歇业，又在2016年的时
候重新开张。十多年的时间里，

“空瓶子”点燃了太多成都人血
液里爱玩爱闹的因子，而“空瓶
子”本身，也有多到说不完的故
事。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
我们大咖秀决定携手“空瓶
子”，给喜欢热闹的朋友策划一
场高颜值的鸡尾酒派对——让
我们一起和夏天告别！

“空瓶子”的创始股东叫赵
鲁，1987年，19岁的他开始在成
都各个歌舞厅赶场演出。台上的
他会唱当时流行的童安格、罗大
佑……年纪尚小的他诠释不出
那些歌曲中的所有韵味，但所幸
仍旧拿着数额不等的出场费。

后来，他从一个赶场歌手
变成帮人管理“啤酒罐”的角
色，再到“空瓶子”的创始股东，
中间的很多故事都随着时光一
起老去，但未曾改变的，依旧是
当年那个喜欢唱歌的赵鲁。

和其他酒吧不同，“空瓶
子”的吧台很长，有环形的沟
槽。每晚的点火表演，是现场最
嗨的时候。把酒倒进沟槽里，一
点火，冲天而起的火光中迎接
而来的，是潮水一般的欢呼。

在“空瓶子”喝酒有种不一
样的气氛，但这种气氛却是文
字很难描述的。如果你也喜欢，
那么本周六晚上你不应该错过

大咖秀携手“空瓶子”在国美电
器成仁路旗舰店举行的鸡尾酒
派对——老板会带着他们特调
的鸡尾酒免费请大家品尝，有
如诗如画的“特级拉日出”、清
爽怡人的“蓝色夏威夷”……现
场还会准备几款精酿啤酒供大
家畅饮。为了照顾老人和小朋
友，“空瓶子”的调酒师还会在
现场制作两款不含酒精的饮
料，分别是“百香果气泡”和“天
空蓝”，两款饮料都是消暑解暑
的不错选择。 （余兰 曾伟）

这个夏天，以吃为名，成都国美与本地最大的生活类媒体电商平台
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推出的国美×买够·大咖秀直播节目，搅动了众
多好吃嘴的神经。继第一季“召唤神龙”请市民朋友大吃美味小龙虾之
后，第二季“卤王争霸”也用层出不穷的卤味征服了市民朋友的味蕾。8
月4日起，第三季“清凉一夏”开播，又给市民朋友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上周国美×买够·大咖秀直播现场可谓是“冰火交融”，知名火锅
店锦城印象的店长带队，制作了许多手工红糖冰粉，帮大家还原了小
时候记忆中的那份味道。香浓的红糖水淋在细腻Q弹的冰粉上，光是
看着就让人口水滴答。当然，除了古早味红糖冰粉，店长还教大家制作
几款特别的创意冰粉，比如添加了各种水果和滋补品的养颜冰粉，还
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童趣冰粉。现场围观的朋友不仅吃得开心，而且
还用买够网提供的成都特色时令水果自己DIY了水果冰粉。

本周，“清凉一夏”继续给大家送福利，一场精心策划的高颜值鸡
尾酒派对即将亮相，想参与的朋友记得来大咖秀直播现场哦。

国美×买够·大咖秀第三季“清凉一夏”

明晚7：30继续直播
现场免费派送40份水果大礼包

用一场鸡尾酒派对
和夏天告别

空瓶子酒吧

叁叁
清凉一夏

买够姐花椒直播：扫描二维码
直达链接
敏一嘴淘宝直播：使用淘宝
APP，进入淘宝直播，搜索“敏
一嘴”即可观看直播
“清凉一夏”第三场直播：国美电
器成仁路旗舰店（成都市锦江区
锦华路8号万达广场内一楼）

看秀
花椒淘宝 同步直播

·1·缤纷饮品免费喝

直播期间，“空瓶子”酒吧的
师傅将现场制作极具特色的特
调鸡尾酒以及不含酒精的清新
饮料，现场还备有多款精酿啤
酒，围观的朋友可以免费敞喝。

·2·百元代金券免费送

直播进行中，线上线下还将
送出15份由空瓶子酒吧提供的
100元代金券（线上5份，线下10
份）。粉丝朋友今天在买够网微信
公众号关于本次活动的推文后留
言，点赞数最多的三人将获得空
瓶子酒吧提供的200元代金券。

·3·40份水果礼包现场送

大咖秀直播结束后，买够网
将派送40份水果大礼包。

惊喜福利等着您

行程线路

成都-敦煌-吐鲁番-乌鲁木
齐-北屯-伊宁-霍尔果斯-赛里
木湖-嘉峪关-成都

行程亮点

1、不赶时间，不走回头路，全
程导游陪同；

2、特别赠送价值300元/人的
雅丹戈壁落日烤全羊盛宴等。

精美景点

鸣沙山、月牙泉：以“山泉共
处，沙水共生”之奇妙景观著称于
世，上演着美丽的星月童话，被誉
为“塞外风光之一绝”。

雅丹魔鬼城：东西长约25公
里，南北宽约1-2公里，遇有风吹，

夜行转而不出，人们俗称魔鬼城。
这座特殊的“城堡”，有城墙，有街
道，有大楼、有广场、有教堂、有雕
塑，维妙维肖，令人瞠目。

吐鲁番：有“火洲”“风库”之
称，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可参观

“火洲”中的绿洲葡萄沟、人类伟大
工程坎儿井。

天山天池：古称“瑶池”，以高
山湖泊为中心，雪峰倒映，云杉环
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有“天山
明珠”盛誉。

喀纳斯湖：面积45平方公里，
呈月牙形，景观主要有驼颈湾、变
色湖、卧龙湾等，是第四纪冰川作
用形成的高山湖泊，2009年被《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
湖泊”。

那拉提大草原：自古以来就是

著名的牧场，有“天山绿岛”之美
誉。优美的草原风光与当地民俗风
情融合在一起，是古丝绸之路上一
颗璀璨的明珠。

赛里木湖：湖面海拔2071米，
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
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风
光秀丽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
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
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 上铺3680元/人
中铺3980元/人
下铺4280元/人

软卧 上铺4580元/人
下铺4880元/人

发团时间：2017年9月15日（具体
发团日期以铁路总局批复为准）

深度新疆游
报名送大礼
99月月1515日新疆品质空调专列日新疆品质空调专列1414日游日游，，报名就报名就
送价值送价值699699元行李拉杆箱元行李拉杆箱++紫砂茶具一紫砂茶具一套套

专列出游，经济实惠，舒适又省心！有空调，有导游，线路经典，景点众多，深度游览，不赶
时间，不走回头路，一次可游览很多地方！

本周继续给大家推荐今年大热的线路——深度新疆游。线路有色彩缤纷的花田草甸、风
光秀美的高山湖泊、辽阔无垠的沙漠荒野，还有戈壁落日烤全羊盛宴！全程品质空调专列14
日游，一次游完新疆天山南北，舒适度极高！

而且，还有重磅优惠等着您：买够网为回馈新老客户，报名就送价值699元行李拉杆箱+紫
砂茶具一套；1.2米以下儿童免费！

额济纳
醉美胡杨林

额济纳胡杨林空调专列10日游，
蓝天、白云、金色胡杨，在光影交错中
汇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茫茫戈壁中
的童话世界！

10月是额济纳最美的季节，一年
就这一次，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行程线路

成都-临汾-壶口-太原-大寨-
大同-额济纳-银川-成都

精美景点

黄河壶口瀑布、大寨、云冈石
窟、额济纳胡杨林、沙坡头等

行程亮点

1.全程0自费0购物，配全程陪同
导游；

2.赠送夜游大同古城、矿泉水、
旅行包等。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上铺2980元/人，中铺3280
元/人，下铺3580元/人；软卧上铺
3880元/人，下铺4180元/人

发团时间：10月9日（以铁道部
最终批复为准）

俄罗斯
双城深度游

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让人
魂牵梦萦。9天的莫斯科、圣彼得堡
双城深度游，带您深度探秘俄罗斯
风情。

行程线路

成都-莫斯科-谢尔盖耶夫-莫
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成都

精美景点

艺术圣殿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避暑胜地夏宫、莫斯科红场

行程亮点

1、川航直飞，一价全含，0自费0
购物；2、全程安排国际四星酒店；3、
特别安排在著名的金环小镇享用特
色俄式大餐等。

行程价格：15000/人
发团时间：9月21日（10人即可成团）

够旅游
好福利

买够网各款旅游产品
正在接受咨询、报名，线路
火爆，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优惠多多：

1、报名成功，每人送价
值36.8元的自煮火锅“熊猫
锅”1份。2、只要购买“熊猫
锅”荤菜锅1份，可抵用100
元的旅游现金券”。3、首次
旅游后即成为买够网旅游
尊贵会员，第二次旅游可享
受现金券优惠和生日礼品
赠送福利。

咨询、报名地址：1、成
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
（省档案馆隔壁）。2、成都市
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
厦7楼。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87533742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