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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年的名义

电子变温，体验完美
卡士触摸式电子变温烤箱
CO-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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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年纪小 / 你爱谈天我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 / 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甜蜜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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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 梦里花落知多少

3

自制甜蜜，制童年

——卢前
小时候总是盼望长大，长大后却总是怀念着从前。
人总是这么充满着矛盾，长大才发现原来眼中那么精彩的世界，

恋上烘焙
I LIKE BAKING

5

实际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现实的残酷，压力也就随即而来，所以才有
了越来越多的人对童年的怀念。小时候总是看着琳琅满目的雪糕、
冰淇淋而停下脚步，最后却因为空空的口袋而悻悻而去。长大了，

融于烘焙里的水果香

口袋不再是空空的，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属于从前的味道。或许，

果酱酸奶排包

这就是长大的代价。不过，我们同样可以享受成长后的好处，科技

柠香烤鸡翅

的发展，各种便捷的新产品层出不穷，COUSS带来的一款冰淇淋

豆乳香蕉派

机就可以让你自己动手，做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冰爽甜蜜。
南方的天气开始进入了梅雨季节，大街上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和你在一起
TOGETHER

12

时令蔬果，梅子、荔枝、芒果......这时最幸福的就是爱这些水果的吃
货们！如何将水果的味道更长久、更香甜的留于唇间呢？我想这也
是很多人困惑的问题。

热爱烘焙，享受生活

本期我们精选了三款出自CO-2701电子变温烤箱试用报告的

——专访七片叶子烘焙坊

食谱，虽然作者不同，可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水果作为搭配，
看看大家如何让水果更美味的融于烘焙中。

我爱厨房
I LOVE KITCHEN

水果皮的妙用

14

六月，从开始的第一天的就是属于孩子的，大人们也在忙着怀
念童年，其实不如让我们保持着一份童心，一份简单，一起与孩子
们过每一年的儿童节。

电子变温
体验完美

风之笛-笛子：#CO-2701集锦# 烤箱附带的烤盘做
面包卷很赞，不需要涂油垫油纸就可以完美脱模~~

Helen的烘焙小时光 : #电子变温，体验完美#卡士
CO-2701烤箱试用第三烤：椰蓉面包卷&花型热狗
包这次特地测试了烤箱自带的发酵功能。之前并不
太看好烤箱自带的此项功能，不过此款烤箱测试下

卡 士 触 摸 式 电 子 变 温 烤 箱 CO - 2 7 0 1

来，真的可以做到低温发酵，且发酵温度还是比较
恒定的，难能可贵的是发酵温度还可调节哦！

自COUSS CO-2701电子变温烤箱
上市以来，受到了广大烘焙爱好者的追
捧与喜爱。

站进行系列推广活动，第一轮试用申
请达到1139人，第二轮有奖转发活动
转发人数达9126人，在此感谢大家对
COUSS的支

我不是布欧：分享自姜小不够辣vivian 《【COUSS
南都周刊 视窗

COUSS 联合贝太厨房美食专业网

CO-2701试用】--芝麻葱香咸曲奇》 - 继续试用我
的COUSS CO-2701，每次看到这台小卡都觉得好
酷啊！刚做完一个就在想下次做点啥好呢，哈..

持和喜爱，我们也会不断创新，为大
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CO-2701烤箱以时尚的外观、精

海蓝澜 : #电子变温，完美体验#前几天收到帅气

准的温度、贴心的功能再次引领了行

的COUSS CO-2701烤箱，迫不及待的体验它的

业潮流，微博上的很多用户也晒出了

新特性，做了一款【奶油薯泥面包】，上色均匀、

CO-2701烤箱制作的各种美食，近日

美味健康。

《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等一线
南方都市报 2013.05.29 C II 12

电子式变温烤箱的报道。
1/ weibo.com/my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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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也进行了关于COUSS CO-2701

炎炎夏日，很多人又开始迷恋冰爽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即使商店里的冰淇淋
有N种口味，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味道！
COUSS推出的新品冰淇淋机，让你在这个夏天里体味自制的甜蜜！不仅能找到
最爱的冰爽滋味，还能将健康美味一同拥有！现在惊喜优惠，仅需198元就能在家
乐享甜蜜一夏哦！一起来做朗姆酒葡萄干冰淇淋吧 !

葡萄干 冰淇淋

自制甜蜜，

材料：
蛋黄2个，细砂糖50克，
牛奶150克，动物性淡
奶油200克，朗姆酒40
克，葡萄干50克；

六月的第一天就是孩子们的节日，其实 ,大人们也会特别怀念自己童年时的无忧无
虑。所以这应该是属于大小朋友们共同的节日！我们放下不快，寻找欢乐；我们放下
繁琐，寻找简单；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可以像多年前的6.1一样快乐！就让我们一起放下
所有的烦恼，寻找欢乐！

准备工作：
1、先将蓄冷桶放进冰箱冷冻室内冷冻12小时充分蓄冷。
2、将葡萄干放进朗姆酒中浸泡。

制作过程：
1、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2、将牛奶倒进锅中，用小火加热至快要沸腾的状态。
3、将蛋黄和细砂糖放在盆内，用打蛋器打发至变白。
4、将煮好的牛奶慢慢的淋入做法3里，一边淋一边搅拌。
5、将搅拌好的牛奶蛋黄糊倒回锅内，开小火加热，要一边加热一边搅拌，以防底部粘锅。
6、加热至牛奶蛋黄糊变得越来越浓稠，当提起刮刀，刮刀上挂上一层糊即可。（或是可以用温度计来测量
温度，达到82-85度左右即可）。
7、将加热好的牛奶蛋黄糊过筛。
8、将过筛后的牛奶蛋黄糊隔冰水冷却至凉。
9、将动物性淡奶油倒进牛奶蛋黄糊里混合均匀即成冰淇淋液。
10、将蓄冷桶放进冰淇淋机装好，开启冰淇淋机，将冰淇淋液缓缓的倒入冰淇淋机内搅拌。
11、搅拌15分钟左右，将浸泡好的葡萄干倒入冰淇淋机内一起搅拌（朗姆酒也一起倒入）。
12、再继续搅拌10-15分钟左右，朗姆酒葡萄干冰淇淋就做好了。
TIPS:

小时左右再享用。

3/ weibo.com/my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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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刚做好的冰淇淋会较软，如果喜欢吃较硬口感的可将冰淇淋盛出装在容器内，放冰箱的冷冻室冷冻4个

甜蜜一夏

1、加热牛奶蛋黄糊时要用小火，最好用厚底锅来加热，或是隔水加热，以防火太大蛋黄糊会变成蛋花。

加油小雯

COUSS CO-2701电子变温烤箱试用之

果酱酸奶排包

COUSS CO-2701变温烤箱试用

融 于 烘 焙 里 的 水果香

已经是第二次了，今天看下它的发酵

很安心，很放心。集屑盘发挥了大作用，

功能。

烘烤时果酱的溢出，滴落在集屑盘上，

说到发酵功能，就一定要做面包

烘烤结束后，因为集屑盘设计了手取凹

来测试了。CO-2701变温烤箱的默认

槽，所以可以轻松取出，很轻松就能冲

发酵温度是36°，时间是1H。36°恰好

洗干净。

是吐司发酵的最优温度，再就是湿度

草莓、柠檬、香蕉 这三种水果应该是我们生活中

现局部颜色过深或过浅的情况。这令我

完全没想到35g小面团能发酵的那

保持在85%。也就是说， CO-2701变 么高，配着草莓果酱，烘烤的时候特别
温烤箱的默认发酵时间是要求极高的
香！甜甜的果酱味道与面粉的香气从烤
吐司所需要的正确时间，至于湿度，

最常见，同时也是很受人喜欢的水果了。草莓有着酸酸甜甜的

箱中散发出来，眼巴巴的望着烤箱里鼓

烤盘内接满开水的雾气正好能满足湿

味道，柠檬有着格外的清香，香蕉绵软香甜的口感让人没办法

得高高的排包，期待出炉的那刻惊喜！

度要求。

抗拒！可是如何让它们融于烘焙当中，透过烤箱，使人难以忘

烘烤的成品没有让人失望，软绵细

COUSS CO-2701变温烤箱发酵

怀呢？本期通过三款CO-2701烤箱的试用报告，教给大家怎么

密，香甜不腻。因为自己做的酸奶没有

温度可以自己调整，同时时间也可以

加糖，草莓酱又是极甜的，所以面包整

让水果香更美味的融于烘焙当中。

自己调整，没有定数。这一点很好，

体口味刚刚好。

像普通的甜面包不需要那么高的发酵
温度来急速发酵上升，否则一不留神
就会发过头。
往常发酵普通的小面包，都是室
温发酵，时间大概为1个小时左右，
现在用COUSS CO-2701变温烤箱的
发酵功能，40分钟就发酵完毕了。发
酵完毕，依然有强劲的蜂鸣提示声，
哪怕睡着了也会被叫起。发酵过头、
烤过头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
第二次使用COUSS CO-2701
变温烤箱上色依然很均匀，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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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金像面粉 440g、风筝面粉 100g、酸奶 240g（自制酸奶比较粘稠，如果
使用比较稀的酸奶要考虑减少水的用量）、糖 60g（如果用市售带糖酸奶，
要减少此处糖的用量）、盐 6g、全蛋 2个、酵母 6g、水 100g、果酱适量

做法 :
1、 所有材料（除果酱），揉成面团至薄膜阶段为最佳；
2、 盖保鲜膜，室温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小；
3、 分割成35g为一个的小面团，并滚圆盖保鲜膜，发酵30分钟；
4、 发酵好后，将面团擀开，翻面卷起，盖保鲜膜松弛15分钟；

1

2

3

4

6、 搓好的面胚排列在烤盘中，盖保鲜膜，30°-36°的温度进行最终发酵；
7、 发酵至原来的1-1.5倍大，表面挤上果酱；
8、 烤箱预热170°，烘烤30分钟，出炉后立刻离开烤盘，放烤网上量晾，

COUSS CO-2701
电子变温烤箱试用之

柠香烤鸡翅

认真的吃

5、 用手掌轻轻的搓成长条，长度不要太长，也不要强硬的去拉扯；

否则底布会变得潮湿，内部会黏糊。
这次非常幸运的中了大奖，在这个生日月里，得到
了贝太厨房试用大队和COUSS联合举办的#电子变温完
美体验#的COUSS CO-2701电子变温烤箱的试用名额。
5

6

7

Tips：如果选择一半的量制作，烘烤时间要酌量减少，大约烘烤15-18分钟即可。

8

首先感谢公司把烤箱完美的快递到我手中，安全又迅速。
黑色的外观看起来显得更加高档豪华，而且独特的触摸
屏，让烤箱的质感有了很大的提升。烤箱的开光之作，

5/ weibo.com/myco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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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看看！

恋上烘焙

我选了一道硬菜——柠香烤鸡翅，做法也很简单，我们

青柠檬1个、白洋葱半个、鸡翅根6个、盐适量、黑胡椒粉适量、干罗勒
少许、耗油适量、橄榄油少许、青辣椒一根。

做法：
1、鸡翅根洗干净擦去表面水分，用牙签扎若干小孔以便入味，放入干净
的盆中；
2、将用专用刀子刮取的青柠檬皮，放入鸡翅盆中；
3、取青柠檬半个，切薄片，加入鸡翅中。另外半个青柠檬挤出柠檬汁，
加入鸡翅中，分别调入盐、黑胡椒粉、耗油、干罗勒、橄榄油，搅拌
均匀；

1

2

豆乳香蕉派

COUSS CO-2701电子变温烤箱试用之

材料：

3

4、洋葱切片，将一半的量加入鸡翅中，搅拌均匀，青辣椒切小丁，加入

依巴拉度

其中；
5、腌制1小时以上，然后将腌制好的鸡翅和洋葱放入烤盘，烤箱预热220
度，中下层，烘烤30分钟。在烤制20分钟左右时打开烤箱，放入剩余
的洋葱片，再撒上少许黑胡椒粉；

很多时候是不是觉得奶油太腻？那么加点豆浆怎么样？还是太单调了？
那再加点香蕉总行了吧！原来除了牛奶，豆浆跟香蕉也很搭！香酥的派皮加
上香滑的豆乳布丁馅，还添加了淡奶油让口感更显醇厚，咬一下就满口留香！

6、待30分钟时间到时，取出摆盘。

这次选择烤这款豆乳香蕉派，主要是测试一下CO-2701的上下火功能。因为
用的是布丁类的湿性派馅，在烘烤时就需要上火温度高于下火温度。一是可
以尽快将派馅烤熟，二是在烤熟派馅的同时派皮也不能烤过火。如果用普通
4

5

6

的统一控温烤箱烤的话，就很容易造成派馅烤熟了，但派皮上色过深甚至烤
焦的情况，反之就是派皮刚刚好但派馅又不够熟。而上下火可分开控温的CO
-2701就能根据派的实际情况调整上下的火候从而烤出最完美的状态。

通过对CO-2701的试用，感觉烤箱的温度很均衡，特别是还
有贴心的热风功能，让上色更加均匀，独特的内部照明灯开关，

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CO-2701的温度准确度，它内部空间比较扁，所以
只有两层，也就是说上下管的距离会更近，温度低的一方受温度高的一方影响
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在实际烘烤过程中烤箱温度计显示出来的温度与设定的

较迅速，这个是我非常满意的。另外烤制这种肉类时，烤盘下面

温度几乎没有偏差值，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这款烤箱太厉害啦！下面就一起

最好垫上一层锡纸或者在烤盘上涂一些橄榄油，以便更好的清洗。

看看这款豆乳香蕉派的做法吧！

March 2013 /8

I LIKE BAKING

7/ weibo.com/mycouss

恋上烘焙

让你随意掌控，可以随时观察内部的食物状况。自动预热时间比

材料(6寸)：
派皮：黄油 50g、糖粉 3g、牛奶 30g、低筋面粉 100g

10

9

11

12

豆乳布丁馅：淡奶油 50g、无糖豆浆 50g、细砂糖 40g、全蛋 25g、蛋黄 30g、
小贴士：

香蕉 1根

1、搓揉派皮时不要过度搅拌搓揉，将材料混合成团即可；
2、派皮配方由于加入了牛奶液体含量较多，会使面团产生更多的筋性，所以要有足够的时间
松弛，这样在烤的时候派皮才不会缩小；
3、豆乳液中的淡奶油可用牛奶代替，但用牛奶香气就会没那么浓郁；

做法：

4、豆乳液要过筛口感才会细腻；

1、黄油放室温下软化至用手可轻松压陷的状态，倒入面粉和盐用手揉搓直到黄

5、香蕉要用熟一点的会更香，香蕉上的纤维丝要尽量去除干净才不会影响成品口感。

油与面粉充分混合；
2、倒入牛奶继续揉搓直到面团变得光滑，这时派皮面团就做好了；
3、将派皮面团用保鲜袋装好放入冰箱冷藏松弛2小时；
4、派皮冷藏松弛好后隔着保鲜袋直接擀成0.5厘米厚的圆形；

1

2

3

更多美食分享

4

5、将擀好的派皮放入模具中用手紧压至模具边缘，用擀面杖将多余的派皮压掉；
6、派皮修好边后用叉子将底部叉出小洞；
7、将无糖豆浆倒入淡奶油中；
8、加入细砂糖搅拌至完全融化；

5

6

7

8

9、倒入全蛋和蛋黄搅拌均匀；
10 、将搅拌均匀的豆乳过筛两次；
11 、香蕉切小段摆入派盘中 , 倒入过筛好的豆乳液至9分满并将派送入烤箱；
12 、自动预热后，放烤箱上层，上火200℃，下火180℃，烤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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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七片叶子烘焙坊

享受生活
热爱 烘焙

A : 工作之余，平时自己的爱好是什么？
最喜欢做什么？
Q : 喜欢听听歌，最喜欢守在我的大烤箱
旁，给孩子们做他们喜欢吃的小
吃。闻着烤箱烘焙时散发出的甜蜜味

七片叶子烘焙坊的老板娘绝对是热爱烘焙，

道，听着自己喜爱的歌曲，看着孩子

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从2006年偶然的一次上网时

们开心的笑脸，这就是自己觉得最惬

进入了某美食网站，她发现原来真的可以自己在

意的事情了。

家做西点，这也是她儿时的梦想。于是便开始了
漫漫烘焙之路，随后就在淘宝上开了这家——七

A : 经营COUSS产品后，现在对COUSS

片叶子烘焙坊。

有什么建议或想法？
Q : 很喜欢卡士的产品，所有的产品精
雕细琢，很上档次，在使用过程中
也觉得很顺畅。目前的建议是5001
电烤箱的烤盘能否尽快出个平面的
烤盘，比较适合烤制一些特殊要求

A : 您的烘焙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了店铺后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A : 您本身就是很热爱美食的人吗？

Q : 我从2007年12月2日开始经营店铺，开店后最开心的就是结识了很多

会经常下厨做饭吗？最拿手的是

和我一样爱好烘焙的好朋友。

的美食。

什么菜式？
Q : 是的，我非常热爱美食，同样也

A : 在开店铺前您就很喜欢烘焙吗？是什么原因让您有了自己开店的想法？

喜欢做饭，最拿手的菜就是红烧

Q : 我一直喜欢烘焙，开店也是因为那时候购买烘焙原料很不方便,于是激

肉了。

从中得到快乐，便是这样一位快乐

发了自己做烘焙店铺的想法。

的老板娘。连自己开店的原因也是
A : 会自己经常做些烘焙美食来吃吗？

A : 您是哪里人？开店前或现在您做什么工作的？
Q : 我是山西太原人，之前在国美电器做部门经理。

家人、朋友的评价怎么样？
Q : 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做，自己和家
人、朋友都觉得比外面买的好吃

A : 觉得有了店铺后最忙的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多了，而且也很安全卫生。

“购买烘焙原料很不方便”，话语
间能够想像出老板娘每天忙碌的身
影，也能看到她对烘焙的热爱，休
息时最喜欢的事情都是给孩子做健
康美味的西点。真心祝愿这位资深

Q : 去年一年都在忙，目前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在筹备
开设实体店铺，各种事情都需要解决……

只有真正热爱这份工作，才能

A : 对于经营的店铺，您的目标是什么？
Q : 我的目标是打造山西地区最专业的

的烘焙爱好者的店铺生意能够越来
越好！

家庭烘焙用品超市，让更多喜欢甜
TOGETHER

和你在一起

点的朋友吃到无添加剂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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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皮
苹果应该是家庭里最常吃的一种水果了，苹果皮也同样有它的作
用，用它来煎汤或泡茶，可治胃酸过多，将它晒干研末，空腹调服(每
日2-3次)对慢性腹泻和神经性结肠炎、高血压等病症也会有一定的疗
效。另外，拿一把鲜苹果皮捣烂成泥，蘸在抹布上擦拭浴缸、面盆等，
还能使它们光亮如初。

妙用

水果皮的

夏天 ，家里总是少不了各式各样的水果，

柚子皮

每一种水果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功效，那么你知道
其实水果皮也有很多妙用吗？本期我爱厨房就带
你看看水果皮的神奇作用！以后吃过水果，水果
皮也不要乱扔哦！

清香的柚子皮可以理气化痰、止咳、平喘。将一个柚子皮切碎，
加适量蜂蜜或饴糖蒸烂，再加少量热黄酒，早晚各一匙内服，可以
治疗老年人的咳嗽和气喘，另外用柚子皮煎汤服用，还能消食、定
喘。把柚子皮放在厨房的碗柜、冰箱里还可以清除异味。

香蕉皮
香蕉皮中含有蕉皮素，可医治由真菌和细菌感染所引起的皮肤瘙
痒症。香蕉皮还有润肺肠、通血脉等功效。将香蕉皮捣烂加上姜汁能
消炎止痛。用香蕉皮搓手足，可防治皲裂、冻疮。另外，用香蕉皮反
复擦拭皮鞋，还能除掉鞋面上的污迹，然后再打上鞋油，可以让皮鞋
变得崭新如初。

西瓜皮
夏天里当然离不开西瓜的陪伴了，西瓜皮也有自己妙用呢！它可
以用于消暑解渴、清热解毒，可以说西瓜皮功效要优于西瓜瓤哦！中
医用西瓜皮和瓜汁入药配成“西瓜翠衣”，具有清热解暑、泻火除烦、
降低血压等功效，对贫血、咽喉干燥均有一定疗效。另外，因为西瓜

生可千万别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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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KITCHEN

约10-15分钟后用水洗净，更有养肤、嫩肤、美肤的作用。爱美的女

我爱厨房

皮富含维生素C、E，用它擦肌肤，或将它捣成泥桨状涂在皮肤上，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