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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DIFFERENCE

“杨柳春风绿池边，燕子声声又一年”，在江南，还未来得及感受冬的寒冷，便又早早闻到春的气息。
不知不觉，枝头间有了新绿，泥土中有了草香，微曛的风里，有了阳光温暖的味道。
春天，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姿态在缤纷的色彩中跳跃成一组组欢快的旋律，谱写着只有春才有的乐章。
这样的季节，适合三五好友相约，携几味小点，田间花下，细语欢谈，晒一晒捂了一冬的心情。
阳光正好，春光正好，幸福的味道，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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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美食游--春光灿烂樱花季

美景篇

说到樱花，一定会有人的脑海里浮现“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里······”这首《樱花谣》的旋律。的确，由于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很多人都认为这美丽的花朵产自日本，对它的了解也来自日本。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故事的最初，樱花的足迹出现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而后慢慢向周边延伸。据文 献 资 料 考 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
期，樱花就已在中国宫苑内栽培。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院。至盛唐时期，从宫苑廊庑到民舍田间，随处可见绚烂绽放的樱花，烘
托出一个盛世华夏的伟岸身影。当时万国来朝，日本深慕中华文化之璀璨以及樱花盛开的绝美绚烂，于是，樱花随着建筑、服饰、茶道、剑
道等一并被日本朝拜者带回了东瀛。
虽然日本栽种樱花的历史才千余年，但举国上下对樱花的热爱却十分热烈，他们曾培育出冠绝世界的品种，并将 这 种 花 期 虽短却在有生
之日拼尽全力怒放的花朵奉为国花。所以日本的樱花在世界上是最出名的，樱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指的是日本樱花，或具有日本特色的樱花
品种。
每年的3-5月，日本的赏樱盛会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但事实上，除了日本，世界各国还有不少著名的赏樱圣地呢。有兴趣的伙伴和
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日本

德国

中国

中国台湾

美国

谁说赏樱一定是阳春三月？冬季是“泰

美丽的「樱木花道」不是东方日本的

说 到 樱 花 ，大 家 都 会 想

台湾阿里山樱花

国外的樱花开的美丽，

到窒息的樱花。韩国的樱花于三月下旬由济州釜

北 玫 瑰 ”—清 迈 百 花 绽 放 的 时 候 。 其 中 最

专利，喜欢樱花的人一定知道德国的波恩

到去日本，其实在美国的华

季每 年 3 月 1 5 日登

咱们国内的樱花却也绝对不

引人遐想的便是那一朵朵娇艳的樱花。

这是一个全国都开满了樱花的

韩国不只有泡菜炒年糕， 啤酒炸鸡， 还有美

地方。初春，日本正逢樱花最大
期，满天的粉红樱花遍布各地，从

山从南至北次第绽开。釜山市海云台的迎月岭是

小镇，每年的4月底到5月初，是这个位于

盛顿，那里的樱花也非常值

场，阿里山森林游乐

输给它。做为樱花的发源

乡间小路、河川溪流到都会丛林，

一个著名的景点，数公里的路上沿途种满了樱

清迈的坤昌阡被称为泰国的“樱花

莱茵河畔的前西德首都最美的季节。这里

得去观赏哦！1912年日本东

区内山樱花、千岛樱

地，幅员辽阔的中国有许多

都能见到它们粉红色的身影。小编

花，每至春天樱花季节，一路姹紫嫣红，美不胜

谷”，是泰国赏樱花的最佳之地。坤昌阡

有世界上最美的樱花隧道，因为不是一个

京市长尾崎行雄访问美国时

已缤纷绽放，而花季

赏樱景点。除了大家熟知的

个人最喜欢的京都的樱花，尤其是

收！

的道路两旁以及山谷地里都栽种着大片的

景点，所以你可以尽情感受，而不用担心

赠送给美国6000株樱花，现

主角“吉野樱”20日

几个比较热门的樱花处，如

庆南的镇海还会有樱花节活动 ， 像阿里山那

粉红色樱花，每年的12月到来年2月，这里

游人的纷纷扰扰。不过由于每年花期不

在华盛顿的国家樱花节已经

左右才会陆续绽放 。

武汉的武汉大学，北京的玉

样铁道下樱花纷飞的景色，在镇海的庆和火车站

的樱花都将成片绽放。花开时节，满树烂

定，说不定一场雨就没了，所以看到这迷

是美国东部地区的一项旅游

樱花盛开，晕染开了

渊潭，青岛的中山公园、还

近日日本气象株式会社发布了

就能看到而且更有特色。这里年年吸引着大批赏

漫，如云似霞。漫山的樱花如粉面含春的

幻的樱花隧道也就更需要缘分了。

保留节目，每年的3月底

层层绯红，当你乘坐

有满城飞花的南京（尤其是

2 0 1 5年 的 樱 前 线 ， 向 国 内 外 游 客

花人潮，也是韩剧和电影喜欢选择的拍摄场景。
当然，首尔也是一个赏樱之地，是不是有点

佳人，吸引无数游人为之驻足。

夜樱，配着古色古香的建筑迷离的
灯光，简直美到窒息！

介 绍 了 今 年 日 本 樱 花 季 （ 约 从3月
中 下 旬 到5月 中 旬 ） 日 本 盛 开 樱 花
的地方。

吃惊，每年的4月初至4月中旬，正是首尔赏樱的
最佳时间。在这不到十天的日子里，首尔的各个
角落都会被白色和粉色的樱花所笼罩，渲染出一
幅幅春季里的魅力风景。尤其以汝矣岛轮中路和
庆熙大学的樱花规模最大，而且最为优雅。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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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韩国

去首尔旅游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噢。

除了最著名的樱花隧道，事实上，整

~4月初，是华盛顿樱花盛开

小火车从粉红色花海

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上海

而在泰国的安康山、坤旺农业研究中

个波恩小镇几乎都开满了樱花，变成真正

的季节，樱花很美，但花期

下穿梭而过时，就仿

的各处公园等等，云南无量

心、因他农山兜兰保育中心、湄塔曼山等

意义上的樱花小镇哦。与大家熟悉的日本

实在太短，只有两周左右，

佛成为了一阕美艳的

山樱花谷、贵州平坝的清镇

樱花的相比，这里的樱花更多出一分欧洲

所以有机会请一定不要错

诗篇！

特有的慵懒恣意。如果你更喜欢随意闲散

过。

地，也可以观赏到美丽的樱花。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去泰国冬
季看樱噢。

的赏樱，就来德国的小镇感受一下这别样
的风情吧。

簸箩农场也都是十分理想的
赏樱地。

KAKA'S GOURMET TOUR
2

KAKA'S GOURMET TOUR

卡卡美食游--春光灿烂樱花季

美食篇

虽 然 大 部 分 的 游 客 是 被 美 丽的樱花所吸
引，但还有一部分的伙伴专程一定要去日本赏
樱花，其中又别有深意了，他们可不单单满足
去眼观啊，只能说，世界再大，又怎能装下吃
货的心。日本赏樱，除了有美景可看，更重要
的是，有美食可吃，更更重要的是，这些美食
都与樱花有关噢。

樱花寿司
在樱花季节最常食用的当然是

樱花茶

樱花寿司，通常有樱卷、烧樱鱼立

樱花泡水喝对於宿醉有极佳的

寿司和樱金枪鱼寿司。樱卷夹有带

樱饼

子、海胆及炸樱虾，入口香脆；至

樱花和果子
和果子，是非常受欢迎的点
心。将小豆煮沸后制成豆馅，混

腌渍樱花

的茶水对恶性肿瘤有抑制的疗效；

後，油脂味更香，而樱金枪鱼寿司 外皮，包上豆馅，最外层围上一枚
除了拖罗碎、亦加入樱虾刺身及三 樱叶子的小点心；外观可爱，与粉

通常用年糕包住，制成各式各样

的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是染井吉

的精美的小点心。糯米的外皮，

产：樱花青花鱼寿司。作为最美赏 爽。

野、杨贵妃等，但最适合腌制的是

豆沙的内瓤，中间夹着浸泡过的

樱地之一，樱花青花鱼手卷充满了

八重樱。八重樱有多重花瓣，适合

樱花花瓣，就是樱花和果子了。

腌渍樱花的要求很严格。樱花

成份可以镇咳，饮用樱花树皮熬过

樱饼，就是用粉红色的糯米类

於烧樱鱼立寿司，刺身经过火炙

文鱼子，另有一番风味。其中最推 红色樱花很接近，外面的樱花叶子
荐的应该是冈山县津山市的著名特 还 具 有 樱 花 特 有 的 香 气 ， 口 感 清

入甜砂糖，味道极其甜美。豆馅

效用。取自樱花树皮的“Prochin”

樱花布丁
樱花布丁，好看又好吃，布丁
中加入樱花，味道更多了几分甜
美。香香的，让人欲罢不能。

甚至於连河豚肉中毒，都可以用来
当解药呢！

当地的特色。不仅米饭的颜色是樱

腌渍，特别是泡茶时在水中开得最

花的粉红色，还散发着淡淡的樱花

漂亮，所以是最佳食用品种之一。
被誉为食用樱花之乡的日本神

香气。

樱花酒

奈川县秦野市的千村从江户时代起

；
樱花祭期间还要喝“樱花 酒”

就是腌渍制樱花的重要产地，目前
产量占日本全国的80%。在秦野市
还有樱花饭团出售，也只有在这个
地区才可以买到樱花饭团。现如
今，发达的电子商务让吃货们从网

樱花零食

“ 樱花酒 ”是由八重樱的花瓣泡酒

即使身在东京，也能感受到游

而成，内含丰富的维他命 A 、C ，

玩于日本各地的气氛，这就是位于

美 容 养 颜 之外，还 有强 化 黏膜 、

三越百货店内的出售全国各地知名

促进醣份代谢的效果。

零食的精品屋“果游庵”。特别是
日本桥本店的卖场占地面积大，商

上就可以购买到正宗的日本腌渍樱
花，但是各种时令樱花食品却只有

品齐全，不论什么时候前往，都能

春季樱花盛开时节才能吃到了。

找到令您中意的零食。这些零食大
都保鲜期限长，外形小巧轻便，很
适合作礼品送人。
除了大受好评的全国知名零食
之外，还有每月更换的商品特辑，

樱花冰淇淋

比如每年春天的“ 樱花”甜点，依

日本人喜欢吃冰淇淋，在口味

照不同季节推出各种限定商品的做

上也勇于创新。每到春季樱花盛开
前后，一些咖啡店、甜品店会推出

法令消费者大为满足。比如，石川

樱叶

县金泽的“中田屋”一到春天就会

樱花冰淇淋。那是用樱花作为天然

和日餐中多见的桑叶一样，樱

推出“樱 花金锷”。富山县“五郎

色素制成的奶油冰淇淋，具有樱花

叶也很常用，特别是春季的料理。

丸屋”的零食“ 薄冰”在春天限定

最地道的做法是将紫苏粉、樱

独特的香气。为了突出樱之特色，

相对花瓣的甜，樱叶的香气更足。

花粉一起和面，做出的面条透着淡

店家还要在冰淇淋上面点缀一朵腌

樱花虽只有一季，可樱叶四季都能

淡的红晕晶莹透亮。那些面条就在

制的樱花。樱花一朵，画龙点睛地

使用。不过经验告诉了大厨，樱花

盘中卷着，就等一双筷子激活出生

突出主题，让吃的人感受到浓浓春

季的樱叶最香。为了方便取用，樱

面看起来非常漂亮。是不是舍不得

气，在口里跳跃出花的芳香来。

意。

叶也常常作腌渍处理。

吃了？

樱花冷面

的樱花瓣造型更是深得人心。去东

樱花果冻
樱花果冻，有一整朵樱花在里

京的话，果游庵这边的“樱花金锷”
记得一定要去品尝下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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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美食制作

CHERRY BLOSSM GOURMET'S MANFACTURE

看了各种樱花美食，小伙伴们流口水了有木有？可惜小日本还是有点遥远，这么多的美食如果只能看看，吃不到也是很纠结
的呀。为了吃不择手段，奋不顾身的小编千寻万寻，找到几款实操性比较强的樱花食谱，爱吃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呀。

樱花蛋糕卷
材料：
蛋黄部分：蛋黄4个，细糖20克，牛奶50ml，油30克，，低筋面粉70克
蛋白部分：蛋白4个，细糖40克
馅料：盐渍樱花、樱花粉、淡奶油适量
制作过程：

01. 准备好材料，盐渍樱花提前用清水浸泡去盐份沥干；
02. 将蛋黄部分的牛奶、油、细糖放入打蛋盆里，用手动打蛋器顺时针 搅拌至糖完全融化；
03. 将蛋黄加入，顺时针搅拌；
04. 将低筋面粉过筛后加入搅拌均匀；

05. 将蛋白用电动打蛋器打至起粗泡后分次加入细糖，将蛋白打发至中性发泡；
06.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加入到面糊中搅拌均匀；
07. 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到剩下的蛋白中，快速搅拌均匀；
08. 在烤盘中放入油纸，摆上樱花，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烤盘中，抺 平，震出气泡；

09. COUSS E3烤箱，选择上下火165度，时间设定为15分钟，预热完成 提示音响后放入；
10. 蛋糕烘烤至表面微黄即可，将烤盘取出倒扣在一张油布上，并趁热 撕去油纸；
11. 将淡奶油稍微打发，并加入适量的樱花粉搅拌均匀；
12. 将晾凉的蛋糕片翻面，抹上打发好的奶油馅；

13. 从一边轻轻卷起，完全卷好后，用油纸固定放在烤盘上；
14. 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至稍硬后切片即可。
小贴士：
1. 蛋糕卷的厚度要适中，不然油纸不容易撕下，且要注意烘烤时间，不能烤太久，以免开裂不易卷制。
2. COUSS E3的烤盘是平整的，不用担心蛋糕烤出来不平整不好卷。
3. 因樱花粉含盐，如不喜欢咸的内馅，可根据自己喜好添加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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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美食制作

CHERRY BLOSSM GOURMET'S MANFACTURE

樱花面包
材料：
高筋面粉270g，糖40g，盐1g，鸡蛋1个，黄油50g，酵母4g，水120g，樱花粉适量，盐渍樱花适量
制作过程：

1. 将除黄油及樱花外的所有材料按先湿后干的顺序放入厨师机中搅拌；
2. 面团揉至表面光滑后加入软化的黄油及樱花粉，揉至面团能拉出薄膜；
3. 揉好的面团拿出整理光滑后放入盆中，放入COUSS E3烤箱中，选择发酵档28度，进行第一次发酵至2倍大；

4. 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排气，分成9份，滚圆静置在烤盘中醒发10分钟后，放入COUSS E3烤箱，选择发酵档38度，进行第二
次发酵；
5. 发酵好的面团取出后，在表面刷上蛋液并放置樱花点缀；
6. COUSS E3烤箱，选择上下火170 度，时间设定15分钟，预热提示音响后放入烘烤；

7. 烘烤完成后，将面包放凉密封保存。
小贴士：
1. 因樱花粉中含盐份，所以面团中要减少盐的量；
2. 面团发酵时，烤箱里面可放入一碗温水，制作湿度较大的温暖空间；
3. 烘烤时间及烘烤温度可根据面包大小及上色情况适当调节。

COUSS小助手

腌渍樱花的制作：
首先要选择开到七分左右的花朵，并且要带少许枝干。将其清洗干净之后，去水。洒上适当的盐，放置一个晚上。此后
将盐水挤干，再倒入适量的白梅醋，浸泡三天左右。然后全部摊开再晾晒三天，色泽鲜艳的腌渍樱花就成了，可装入瓶中保
存。在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下一般可以保存2个月。放在冰箱中随时可以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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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精致的态度享受生活

COUSS新风向

--我的E3“准”不相同

COUSS NEW FASHION

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可以把平凡的日子玩味成高雅的艺术。沉浸于烘焙，
已经不仅仅是追求美味的食物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品味，一种格调。连一块餐
巾、一只咖啡勺、一个点心托都要精挑细选，力求完美。所以，当E3带着一种极致
的美来到大家的面前，他们会在惊叹之后随之惊喜：这就是我想要的。
E3是一款有创新且设计很接地气的烤箱，37L的容量也能满足大部分中国家庭的
日常烘焙需要，不论是新手还是达人，都可以尝试进行选择。

38

细节工艺也是毫不含糊。几近完美贴合的面板、把手接缝，E3的做工绝对称
的上是同类中的翘楚，就算和一些国外知名品牌相比，也可以说毫不逊色。

程序上，CO-3703延续了E系列的十二大程序，并对其中的发酵
功能做了改进。
C O - 3 7 0 3发 酵 功 能 可 以 选 择2 8和3 8摄 氏 度两档 （温度 上下可
调），恰好就是面包基础发酵和二次发酵分别需要的温度，操作起来
上置式的把手设计与大屏玻璃面板相结合，打造了180度无遮

更加方便，对于没有发酵箱的家庭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不但

挡的视觉效果，第一观感上就给人带来了充满时尚感与科技感的冲

可以用做面团发酵 ，还可以用来软化黄 油，迅 速又 方便。而28度的

击力。

低温发酵特别适合各种酵母菌，非常的赞。

技术上CO-3703在行业内首次配置了最新升级的医疗级感温探
头，精细的探头端对烤箱温度的感知更加敏锐。在230度、180度、
150度这三个温度段，进行了烤箱测温，上、中火温度都非常精准，
没有丝 毫偏差，而底火均比上、中火的烤箱温度计低10度。精准的
温度保证了使用者只要设定好你所需要的温度，调整好你所需要的
时间，一键按下，可以去干你爱干的任何事情，再也不用痴痴地守
在烤箱旁边随时调节温度按扭了。

9

CO-3703控制面板上的功能键一目了然， 按钮图标很简洁， 不
用看说明书，也能进行操作。轻触电源开关进入开机状态，面板上柔
和的背景灯让功能键清晰可见，即便是在比较暗的地方，操作也完全
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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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S新风向
COUSS NEW FASHION

E3烤箱上市一个多月了，已经有不少小伙伴用它做出精致可口的美食，不论是外观还是使用体验，E3带给大家的，都是完全
不一样的感觉。快和卡卡一起来欣赏几件E3的作品吧！

百香果酸奶 --让幸福在温暖中慢慢发酵
材料：
纯牛奶500ml、酸奶发酵剂0.5克、百香果一个
制作过程：

1. 所有接触奶源的器具都用开水烫洗消毒一遍；
2. 鲜奶注入一个大容器里；
3. 加入酸奶发酵剂；

4. 用一把大勺将两者搅拌均匀，静止10分钟；
5. 将混合奶液分装到小容器中；
6. 用锡纸将小奶瓶瓶嘴包紧，瓶子放在烤盘上；

7. 烤盘放进烤箱的中层；
8. 选择烤箱自带的发酵功能，选38度档，4小时后再加4小时；
9. 吃的时候拌上百香果。
小贴士：
烤箱自带的发酵功预设最长时间是4小时，此烤箱做酸奶最佳时间是选择在晚上开箱，从吃晚饭开始，睡觉前再按
一次4小时，早餐就有酸奶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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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SS新风向
COUSS NEW FASHION

抹茶奶油小方 --聪明的女人会利用便捷
材料：
戚风蛋糕原料（三能8寸活底方模）：
蛋黄糊：蛋黄3个、细砂糖5克、液体油35克、水55克、低粉80克、抹茶粉（若竹）10克
蛋白糊：蛋白3个、细砂糖40克、柠檬汁少许
蛋糕装饰原料：淡奶油（铁塔）300克、细砂糖15克、抹茶粉2克、草莓、蜜豆、白巧克力适量
制作过程：

1. 蛋黄加糖打至砂糖融化，依次加入液体油及水搅拌，筛入粉类，拌匀至光滑无颗粒；
2. 蛋白加柠檬汁，用电动打蛋器打至干性发泡，期间分三次加入蛋白糊中的糖量；
3. 三分之一法拌匀蛋黄与蛋白糊，将蛋糕糊倒入模具中，轻摔震走气泡；

4. 烤箱选定“蛋糕档”，系统默认170摄氏度，35分钟，恰是我想要的时间和温度（你当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要，
自行微调）；
5. 烤好的蛋糕倒扣放凉，脱模后，片出三层；
6. 淡奶油加糖打起，七分硬度，装裱花袋；

7. 组装：一层蛋糕体，挤上一层奶油，撒些蜜红豆；
8. 第二层蛋糕体，挤上一层奶油，排草莓片；
9. 盖上第三层蛋糕 体，将四周边缘稍切掉一些，顶部抹上奶油；
10. 同时，在余下的奶油中加入抹茶粉，搅打均匀，奶油八分硬度，装入有裱花嘴的裱花袋，于蛋糕表面挤上九朵
奶油花 , 最后用刮刀刮适量白巧克力，撒在表面，切开，即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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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杏仁饼--聪明的女人会利用便捷
材料：
黄油100g、卡士低筋小麦粉240g、糖粉80g、奶粉30g、法芙娜可可粉12g 、鸡蛋1个、杏仁适量
辅助材料：
白巧克力、黑巧克力、粉色色素、 装饰蝴蝶结糖珠
制作过程：

1. 黄油软化后打散，加入糖粉继续搅打均匀；
2. 鸡蛋打散后分4-5次加入到黄油糊中，拌匀，每次搅拌均匀后再加下一次；
3. 将低筋面粉和奶粉一次性倒入到第2步骤里， 用刮刀拌至无干粉状的面团；

4. 将面团分成2个大小不用的面团，一个约180g，一个约320g，小的是原色，直接把面团装入保鲜袋里，擀成薄片
状，一块饼干的厚度；
5. 大面团加入12g的可可粉，混合揉成一个可可面团，面团装进保鲜袋里，擀成薄片状；
6. 擀好的大小面片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

7. 取出面片，用模具分别按压出松鼠的身体、脸部和小手，脸部是直接放在可可面团的身体上面的，中间再放入一
颗杏仁，并用手稍微按压下去一点（这样烤好后不会杏仁不会掉下来），最后再把小圆点的手部贴在杏仁的两
侧；
8. 将卡氏E3调至一键式的曲奇键功能，温度是设定好的180度，时间20分钟，但这款饼干不需要20分钟，所以将温
度调成15分钟即可；
9. 烤好后用白、黑、粉的巧克力给松鼠画上眼睛、鼻子，腮红、尾巴等等，这里没有啥规定，自己给松鼠设计你喜
欢的款式，完全DIY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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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茶巧克力塔 --让自己变得轻松优雅
材料：
中粉200克，盐4克，无盐黄油30克，水100克，歌文片状黄油120克，淡奶油50克，牛奶巧克力及黑巧克力70克，
香蕉适量，防潮抹茶粉适量
制作过程：

1. 将中粉与盐混合过筛，加入切丁的黄油用手搓成屑状，加入水揉成面团，保鲜膜包起，冰箱冷藏过夜，时间若不
充裕，至少冷藏一小时；
2. 将面团与片黄分别擀成正方形，包入，捏紧封口；完成一次四折一次三折后，冰箱冷藏一个小时，再一次四折三
折后，继续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3. 取出面团，擀至约2-3厘米厚度的酥皮片；

4. 取出蛋挞模，将塔皮铺满底部及四周，用叉子戳小洞；
5. 烤箱预热后210摄氏度烘烤15分钟(千万记得，需压重石防止塔皮在烤制中过度膨胀)；
6. 取出烤好的塔皮后，将香蕉切片后放入塔皮中；

7. 淡奶油加热后熄火，趁热拌入巧克力至融化；
8. 舀入巧克力酱覆盖至满。放入冰箱冷藏冰硬后取出；
9. 撒上防潮抹茶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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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COUSS科普堂
COUSS POPULAR SCIENCE HALL

烤箱，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几年，涉足烘焙的人越来越多，烘焙贴吧里，最多被提及的问题，除了如何烤出完美戚风，如何做出外酥里嫩的蛋挞
外，就是如何选购烤箱和工具了。那么，在现如今众多烤箱的“万花丛中”，如何才能不被“乱花迷眼”，最终选到自己的

烤箱选购标准四：看细节

心头好呢？
不要要求几百块的烤箱有几千块烤箱的材质，但高价的产品，细节总是比较精致。烤箱门的贴合度是否高，螺钉是否嵌
入，包边是否防刮手，以及配件是否齐全，包装是否安全牢固等，都能看出厂商对这台烤箱的用心程度。从一方面，也能反

烤箱选购标准一：看温控

映出烤箱的品质。借用一位达人的评价：“连细节、材质做工都如此用心的厂家，怎么会对品质敷衍了事呢？”

烤箱好坏的最大评判标准，就是温度的精准和均衡。大部分机械烤箱，都有30℃左右的温度偏差，而且受环境温度影响
严重。由于温控系统不同，电子式烤箱比机械式烤箱更能灵敏反应箱体内的温度变化，快速调控温度。而电子式烤箱里的预

烤箱选购标准五：看服务

设程序相当于相机中的“傻瓜功能”，一键式的操作设置能大大降低新手的失败率。因此，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比较建议
新手选购电子式烤箱，即容易操作，也能强化信心，享受烘焙的乐趣。
如何判别烤箱温度是否精准呢？一般来说，可以选用比较靠谱的温度计，全程测试烘焙过程中的温度变化。箱体内温度
稳定后，将温度计放在烤箱中层的位置，查看显示温度和调控的温度是否一致，即可判别。在烤箱温度稳定后通过监控温度

买烤箱，不单单买的是一台工具，更多买的是服务。每个型号的烤箱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商家配备有相应的烤箱食谱
以及烘焙咨询渠道，便能够让新手能及时沟通烘焙中的问题，更快速的了解和掌握烤箱。在与厂商沟通中，客服人员的服务
态度等也是判别产品是否靠谱的标准之一。优质的售后人员，良好的服务态度，也能让我们对产品更有信心。

计变化是否频繁，可以判断温度是否均衡。还可以烘烤一盘曲奇，通过查看烤色是否均匀来判断。大部分的烤箱，靠近烤箱
门和远离开关的一端位置温度容易偏低，上色较浅，有经验的烘焙师会根据情况调转烤盘让上色更均匀。
那么在选购烤箱之前，如何知道烤箱控温是否精准呢？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在烤箱上市之前，厂家一般都会找行业内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千万不要说，就几根发热管，一个箱体，有必要卖得这么贵吗？同样一块牛皮，为什么加工

比较有经验的烘焙达人进行烤箱试用测评，小编建议想要购买烤箱的小伙伴们，可以先私信一下使用过该款烤箱的达人，总

之后，就卖成了上千块的皮带呢？让价钱对得起技术，让服务对得起价钱。烤箱，买的不仅是工具，更多的是服务，它是提

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升你生活品质的一大载体。按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烤箱，能让你的生活更快乐。

烤箱选购标准二：看发热管和玻璃门
烤箱发热管的材质，一般是石英管和不锈钢管。石英管加热速度较快，但容易破碎损坏，寿命较短，现在大部分厂商选
用的是不锈钢管。
现在很多烤箱已经配置了双层玻璃门，理论上，双层玻璃门能够增加烤箱的保温效果，并且让箱体内的热能被充分反
射，更节能。
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家都知道双层玻璃门比较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单层门烤箱呢？小编只想说，材质越好，意味着成

很多人玩烘焙只是一时兴起，尤其是做西点，比较繁琐，有些人玩一阵就不玩了。因此，为了增加烤箱的使用率，在中
国人的厨房中，烤箱的旋转烤鸡功能和热风功能，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烤鸡架搭配热风功能，就能发挥烤箱的烧烤功能，在

不买贵的 只买对的

烤箱选购标准三：看功能

总有一款适合你

本越高，而高价产品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能接受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可接受价格区间里选择最高性价比产品，才是最
明智。

做西点之外，还能拿来烤肉，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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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心灯 传递温暖
致选择COUSS的你

“什么要买烤箱呢？”如果我这样问你，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因为喜欢烘焙”，“因为爱吃西点。”“因为想给自己的生活
增添点乐趣”相信答案五花八门。但是，有一个答案是最多的：“因
为，我想给孩子吃健康的食品”。
对于你，烤箱不只是一个烘焙的工具，他还向孩子传递着妈妈的
爱。
是的，当这个小精灵孕育的那一刻起，他便是你的珍宝。当他呱
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你的整个世界，你想给他你所能给到的
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他聪明善良，更希望他健康快乐。于是，也许不
久之前自己还在母亲怀里撒娇的你，可以为了他，熬人生中的第一碗
米粥，烤生活中的第一块蛋糕。因为，你想做最好的妈妈，因为，看
着他笑，是你最大的幸福。
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享受这样的幸福，为了
生存，他们离家千里谋生。他们就生活在你我的身边，他们却不属于
这个城市。他们留在家乡的孩子，也有了一个群体名字：留守儿童。
小小的年纪，却早早和父母分离，早早的，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他
们只能通过长长的电话线来感受父母的爱意，一张全家福寄托着他们
的思念，有些孩子因为离别太久，甚至快要不记得爸妈的模样。他们
没见过烤箱，甚至没吃过蛋糕，看着他们时常迷茫的眼睛，你会心酸
的无力为他们描绘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
也许 你 已 经 听 过 有 关 他 们 的 故事，也许你还未开始关注这个群
体。不过现在，从你选择了COUSS烤箱的这一刻起，就代表你已成
为COUSS关 注留守儿 童 公益项目 中的一员，你 已经为这个公益项目
捐献了一份爱心。
你会看到一张随烤箱一同赠送的公益光碟。希望这部获得第三届
凤凰纪录片最佳长片奖的公益视频，带你走进留守儿童的世界，希望
你在感动之余，将这份爱心继续在身边传递。

COUSS关注留守儿童公益项目“晒单有礼”活动已经开展，
从即日起，在微博#点亮心灯#话题下晒出你产品包装上的公益标
识或箱内的公益光盘，并@ 三位以上的好友，即已参加本活动。
每个月COUSS会选取转发数最多的五位伙伴成为当月的爱心公益
大使，并送上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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