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香梨地理标志产品，库
尔勒香梨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
优越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库尔勒香
梨地域性极强，地处同一纬度或气候
相似的日本、美
国 和 国 内 的 甘
肃、内蒙古等地
也曾引种，虽成
活但品质大大下
降。提到香梨，人
们总是会第一时
间想到库尔勒的
香梨。库尔勒香
梨因具有色泽悦
目、香气浓郁、皮
薄肉细、汁多渣
少、耐久贮藏、入
口即化等特点，
被誉为“梨中珍
品”，驰名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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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龙眼那金黄外壳，颇为耀眼地挂在
树上，犹如挂在树上的宝石。泰国龙眼的美
味，源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泰国龙眼有着黄金肉核比例，果实硕
大，果核球形，小而有光泽。果皮呈黄褐色，
薄，不开裂。果肉呈白色半透明状，莹润如
玉。果肉丰富，汁多味甜。一口咬下去，咬破
的一瞬间，汁水炸开，甜蜜从舌尖涌上心头，
让你回味无穷，口感十分过瘾。

前几周周末，我们的大咖秀分别
在国美锦华万达店和营门口店启动
了“大富翁”擂台赛，市民朋友们热情
十分高涨，不仅参与了“大富翁”擂台
赛活动，更是把买够网和成都国美准
备的众多精美奖品带回了家。

本周六，我们摆擂地点设在国美
电器万年场店。没有复杂的游戏规
则，只有丰富精致的各种礼包。只要
来参与，我们就送送送！

玩法升级 不拼颜值拼运气

11月18日（本周六），时值国美17
周年庆。11月18日下午3点—4点，我
们的大咖秀“大富翁”擂台赛将会配
合国美17周年庆活动，在国美万年场
店启动。而且较之于以往的活动，这
次直播活动的玩法可是又升级了，不
仅参与性和趣味性更高，而且不拼颜
值、不看才艺，只考验运气。

没错，我们将把儿时的游戏“大
富翁”复制到直播活动中，让大家来
体验下儿时玩游戏的乐趣。活动当
天，在国美万年场店活动现场，会有
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棋盘，棋盘除了
起点之外，一共有18个格子。参赛者
会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前
进的步数，进而触发各种不同类型的
特殊事件。每一次掷骰子都是一次惊
心动魄的挑战。

每位参赛者都有三次掷骰子的
机会（走到“再丢一次”格子的除外），
如遇退回起点，若还有剩余掷骰子次
数则继续游戏，若已经用完次数则结
束游戏。若不小心走到“出局”，就只
能领一个安慰奖结束游戏了。

明下午直播 奖品更丰富

既然是“大富翁”游戏，当然大
家最关心的就是奖品设置了。偷偷
给大家透露下，这次“大富翁”的奖
品非常丰富：有买够网精心准备的
各种当季新鲜水果，其中包括汁水

丰富、清甜可口的爱媛橙；有口感香
甜的库尔勒香梨和馥郁多汁的盐源
糖心苹果；有热销不断的网红川派
香菇酱“菇姑酱”；有国美100元代金
券；还有现金红包，内含10元—100
元不等的现金哟！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参赛者运气
足够好，三次掷骰子都掷出了“6”，
很幸运地走到游戏的终点，那么上面
提到的所有礼品，参赛者都能全部带
回家！

关注买够网 1分钱秒杀爱媛橙

当然，时值国美17周年庆典，福
利自然是少不了的：关注买够网微信
公众号，在今晚8点整，会出现5个一
分钱秒杀爱媛橙的名额。如果你手够
快的话，就来抢吧。

不过要提一点的是，在线上以1
分钱成功抢购了爱媛橙的市民朋友，
本人须于11月18日当天，在活动时间
（15点—16点）内到国美万年场店领
取。不能代领，不能快递哟。

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玩法和精
美的奖品，心动的朋友们不要犹豫
了，明天下午3点，赶紧来参加我们
的活动，一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周
末吧。

国美电器万年场店地址：
成华区二环路东3段万年场

（曾伟）

扎根天山的红富士

大约在汉唐时代，苹果在新
疆的栽培就有记载了。《大唐西
域记》上记载的阿耆尼国和屈支
国出产的“柰”，其实就是苹果。

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阿克
苏冰糖心苹果，实际上就是红
富士苹果，只不过这种红富士
苹果品种在阿克苏红旗坡农场
扎根以后，由于在天山脚下，用
天山冰川雪水灌溉，昼夜温差
大，果糖在果品内聚集，产生糖
分自然凝聚的现象，剖开果品
的糖分聚集处，如同蜂蜜的结
晶体一般。冰糖心由此而来。

下单认准“红旗坡”

“红旗坡农场是阿克苏苹
果的核心产区，该品牌的苹果
都需要被授权之后才可以销
售。”买够网90后美女产品经理
张喜介绍说，想买新鲜正宗的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一定要认
准买够网，“我们销售的每一只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都来自红旗
坡农场，销售的每一只苹果都
经得起考验”。

红旗坡农场
产出的冰糖心苹
果之所以有名，
完全是天时、地
利、人和的结果。在红旗
坡，年积温3800度，200
多天的无霜期，以及两三个小
时就能流到园里的雪融水，上
游没有一家工厂，当地的果农
都说红旗坡的苹果都是喝的

“无根水”。昼夜温差大，糖分可
很快凝结。如此反复循环，累积
的糖分就在苹果的果核周围形
成了像蜜糖一样的聚集圈——
甘甜无比的“冰糖心”！而这也
是阿克苏苹果区别于其他红富
士苹果的重要标志！

天山滋养冰糖心
人人夸的阿克苏苹果来啦！
“吐鲁番的葡

萄哈密的瓜，阿克
苏的苹果人人夸。”
亲们，去年风靡成
都的新疆“红旗坡”
牌阿克苏冰糖心苹
果又来了！

“最爱那好像
蜂蜜一样的冰糖心
了，一口咬下去，清
脆甘甜，果汁顺着
嘴角流……”去年
吃了“红旗坡”牌冰
糖心苹果的朋友，
至今都还念念不忘
那美美的味道和晶
莹的冰糖心。如今，
经过一年的期盼，
位于天山南麓阿克
苏红旗牌农场的苹
果又泛起了红晕。

更重要的是，
在口感优良的同
时，今年的价格还
更加优惠，10斤装
只要69元！想尝鲜
的朋友要搞快哦！

阿克苏红旗坡
冰糖心苹果
规格：10斤

买够尊享价：69元（顺丰包邮）

“第一次看到这种猕猴桃，确实把
我逗乐了，长得太搞笑了，真的果如其
名。长相怪异，汁多味美。确实没吃过
这么甜的绿心猕猴桃呢！”这是一款颠
覆我们认识的
绿心猕猴桃。
蜜罐绿心猕猴
桃，也叫鸭嘴
猕猴桃，果子
长得跟鸭嘴一
样，扁扁的，但
口 感 却 一 级
棒。与其他绿
心 猕 猴 桃 相
比，这货完全
没酸味，果肉
比黄心的更细
嫩。如果在多
放一两天，甜
度和口感会更
好。

暗
香迷离，
嫩 滑 爽
口，入口
化渣，福
建蜜柚带来的
总是甜蜜的诱
惑。有红心、白
肉、黄金、三红
四 色 可 供 选
择。白肉蜜柚
是比较原始的
品种，果大皮
薄，瓢肉无籽，
多汁柔软。红
心蜜柚不仅长
得好看，而且
味道也甜，果
肉细嫩。黄金
蜜柚，颗粒饱
满，色泽艳丽，
水分充足。三
红蜜柚的皮是
粉红色，棉装
瓤是红色的，
果肉也是红色
的，因此得名，
其味道更加清
甜。

果如其名
蜜罐绿心猕猴桃

蒲江蜜罐
绿心猕猴桃

规格：大果，约5.2斤
买够价：59.8元
规格：中果，约4.3斤
买够价：49.8元
规格：小果，约4.5斤
买够价：39.8元

“梨中珍品”
库尔勒香梨

库尔勒香梨
产地：新疆库尔勒
规格：5斤中果
买 够 优 惠 价 ：
43.9元（包邮）
规格：10斤大果
买够优惠价：99
元（包邮）

嫩滑爽口
福建蜜柚

福建白肉蜜柚
规格：2个（约5斤）
买够价：26.9元
福建红心蜜柚
规格：2个（约5斤）
买够价：36.9元
福建黄金蜜柚
规格：2个（约5斤）
买够价：29.9元
福建三红蜜柚
规格：2个（约5斤）
买够价：36.9元
福建四色柚
规格：4个（约10斤）
买够价：59.9元

莹润如玉
泰国龙眼

国美周年庆
大咖秀送礼

明日下午3点—4点，国美X买够·大咖秀将
进行大富翁擂台赛直播，国美万年场店不见不散

由成都商报买够网优
选行业领军企业联手打造
的地道川派香菇酱，自从9
月在买够网微信店以及京
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上线销售以
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爆了许多人
的朋友圈，成为酱料产品中的新网红。

许多粉丝都对菇姑酱好评不断：“香
菇颗粒大，有嚼劲，非常香，每一口吃着
都带感！”因品质出众、好评多多，上海、
杭州、广州、深圳、沈阳等地的知名大号、
全网流量大咖平台都开始销售菇姑酱。

菇姑酱为何这么好吃？研发这款酱
的王姑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做酱达人，
而且她还有多年操盘出口菌的经验，因
此在选择原料和品控方面都有着丰富
的经验。为了研发更地道的川派香菇
酱，买够网携手王姑姑的团队一起对酱
料市场的大数据进行了分析，锁定目标
人群，挑选出消费者更喜欢的口味，然
后经过半年时间反复测试，精选好菌，
46种香料调味，16道制作工序……从口
味到包装，每个环节都力求做到更好。

网红菇姑酱
三种口味任您选

菇姑酱

规格：160g/瓶（原
味、香辣、菌香三种
口味可选）
优惠价：15.9元
规格：礼盒装（三瓶
装，包含原味、香
辣、菌香三种口味）
优惠价：39.9元

精选农家种植的高山
圆萝卜，用泉水洗净切条，
挂在屋檐下自然风干后，
加上优质调料秘制而成。
味道新鲜清脆，吃起来麻
辣弹牙。

椒盐记在经典自贡风
味冷吃牛肉的基础上推出
了新品——锤子牛肉。选
取地道优质的自贡黄牛的
里脊肉，切得更大块，加入
木槌敲打步骤，让牛肉紧
致有韧性，有嚼劲。

手工萝卜干
规格：240克/瓶*2
优惠价：35元

自贡锤子牛肉
规格：200克
（有麻辣、五香两味可选）
优惠价：38元

理 塘 牦 牛 肉 被 誉 为
“牛肉之冠”，属于半野生
天然绿色食品。选用理塘
无劳役牦牛精制而成。还
原牦牛原始的生长过程，
牦牛生长过程中摄入大量
的虫草、贝母等名贵中草
药，牦牛肉质细嫩，味道鲜
美、风味独特。

茅台镇土坛老酒来自组
建于1982年的贵州富鑫酒业
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酿造车
间位于酒都茅台镇。该酒最
大的特点是土坛在溶洞中窖
藏3~10年后再启坛，将酒运
输到生产线灌装成小坛，进
行销售。感兴趣的朋友可直接到生活馆门店品
尝土坛老酒。土坛老酒为酱香型。 （广告）

茅台镇土坛老酒
原价：240元
规格：500ml*6瓶（包邮）

理塘风干牦牛肉
规格：198g/袋、498g/袋
优惠价：90元/220元

国美大咖秀
专属福利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