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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升温

七夕节美食攻略

第一道：提拉米苏

永恒的提拉米苏，永恒的浪
漫。爱情的味道就是在第一口咬
到的提拉米苏。

饼底材料： 手指饼或者蛋
糕、牛油。

材料：忌廉、软芝士、咖啡
酒、蛋黄、鱼胶粉、砂糖、青柠檬
汁。

做法：
1、 先在蛋糕模上用牛油纸

封好底部，均匀铺好饼底。
2、 将咖啡酒均匀地洒在饼

底上，充分入味约 30分钟。
3、在忌廉里加入蛋黄，然后

加糖、青柠檬汁、盐打匀。
4、用水将鱼胶粉打稀，再以

热水溶开，倒进芝士里。
5、 混合后在芝士浆里加入

打起的忌廉，打均匀。
6、 将已经混合的芝士馅料

加进预先做好的饼底上，再放入
雪柜约六小时。

7、 加上可可粉及糖粉作装
饰就大功告成。

第二道：青梅酒

爱情就象梅子酒，第一口是
甜的，于是我使劲喝，于是我用
力爱……

材料：新鲜青梅 1kg
冰糖 200g—500g(甜味可根

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
广东米酒 1.8 升(度数不要

太高，10—20 度以内的大曲比
较好)

容器(消毒杀菌，可密封的)
做法：
1、将新鲜青梅泡上 6—8小

时。
2、擦干水分，将青梅的蒂摘

掉，清除蒂上面不干净的东西。
3、 把青梅和冰糖交叉放进

杀过菌的瓶子里。不时摇晃一下
瓶子，让其分布均匀。

4、 等装满以后注入广东米
酒。

5、耐心等待 3个月以后，你
就可以喝到淡淡的青梅酒了。如
果你有耐心等待的话，泡上 1年
以上的青梅酒就更是绝品。

第三道：澳洲牛扒

西式牛扒主打， 精美的刀
叉，细细地品味，切切地谈情。

主料：牛排 200克
调料：食盐适量、黑胡椒适

量、橄榄油适量。
做法：
1、 整块澳洲牛肉用快刀割

去表面筋膜，切成厚片(以 2cm
为最宜)。

2、 用锋利的刀尖在牛排表
面一下下刺下去，注意不要穿透
底部。

3、撒一点点盐、黑胡椒碎，
再倒入一些橄榄油抓匀腌制一
会儿。

4、厚的平底锅(如果有专门
用来煎牛排的那种锅子更好)大
火空锅预热。

5、烧到锅底温度很高时，放
入牛排(锅中不需要放油)。 保持
中火，大约一两分钟左右，看到
牛排朝上的那面开始有血水冒
出，翻面。

6、 继续煎半分钟左右即可
出锅。是非常原汁原味的牛排味
道，可以直接切块食用，也可以
搭配些蔬菜水果一起食用。这样

煎出来的牛排大约是五分熟。

第四道：辣味大虾

MM 的最爱， 既营养美味，
又可以减肥瘦身，呵呵，再不用
担心长胖而不能够好好地吃一
顿了。

主料：大虾
做法：
1、虾去头去皮后，用少许姜

蓉、干白葡萄酒，白胡椒粉和盐
腌大约 15分钟。

2、腌好的虾擦干水分，薄薄
沾上一层干淀粉;蒜拍碎切成蒜
米。

3、锅内倒适量油，油温后，
将虾放入。

4、炸变色捞出，沥去油。
5、白葡萄酒、生抽、盐、糖调

成味汁备用;同时准备好水淀粉
勾芡用。

6、锅内倒少许油，油温后下
蒜米炒香。

7、 然后倒入事先调好的味
汁煮沸。

8、倒入水淀粉。
9、然后迅速倒入虾翻炒，均

匀地包裹上汤汁即可。

第五道：紫色慕斯蛋糕

浪漫的紫色搭配甜美的慕
思，小编建议这一款最好亲手制
作，有神奇的效果哦!

原料： 低粉 90 克 蛋 4 个
粟粉 10 克 可可粉 15 克 糖
75 克 泡打粉 2 克 牛奶 60
克 油 50克。

紫薯慕司馅料： 明胶 15 克
紫薯泥 60 克 (搅拌的时候加入
了水，所以很湿的) 牛奶 60 克
淡奶油 250ml 糖 30克。

做法：
1、紫薯切片蒸熟，趁热压成

泥或用搅拌机搅成泥，但是一定
要加点水。

2、取 30克牛奶加入紫薯泥
拌匀。

3、 另外的牛奶加入明胶粉
加水融化。

4、淡奶油用打蛋器打至 6-
7 分发，就是有点稠，但还会流
动的样子。

5、 紫薯泥和融化好的明胶
先拌匀，凉后再拌入打发好的淡
奶油。

6、小心搅拌均匀即可。
7、 倒入铺好蛋糕片的模具

中。
8、放入冰箱鲜层冷藏 24 小

时即可。

第六道：红桑葚鸡尾酒

美容养颜，酸酸甜甜，美眉
们的最爱。

材料：红桑葚 1 盒，鲜桃 1
个，青柠 1/2 个，梳打水 1 罐，橙
酒 50毫升。

做法：
1、先将生果洗净、雪冻，桃

去皮去核，切粒，与红桑葚一同
放入手提搅拌机的大瓶内。

2、加入青柠汁、梳打水及橙
酒，用手提搅拌器以中至高速将
鲜果打茸，成鸡尾酒享用。

烹调心得：
1、将生果先雪冻，可不用加

冰，保持原汁原味。 加青柠更有
助提升生果鲜味。

2、 可随个人喜好增减橙酒
及梳打水份量;或加适量砂糖一
同搅拌作调味。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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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大红色连衣裙
穿着大红色连衣裙

去约会的话， 你绝对能
成为焦点， 路人的目光
将会不经意地被美艳的

你所吸引， 让你的男伴
倍儿有面子。收腰款式，
风琴褶皱裙摆， 细节上
也都是强调优雅淑女气

质。

七夕马上就到了，中国式的情人节更具古典的浪漫气息，小情侣们都已经
开始计划那天的美好约会了吧。 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女孩子们也要穿得甜美
一些，轻盈飘逸的雪纺连衣裙最能体现女性柔情似水的特质，温柔是女人最有
力的武器。

▲白色连衣裙搭配
纯美的白色连衣裙， 露肩款式带

来小小的性感， 胸前层叠的荷叶边设
计更显柔美， 裙摆长度恰到好处地露
出纤细小腿和脚踝，搭配白色平底鞋，
让人回到了最纯真的学生时代。

▲裸色连衣裙搭配
裸色连衣裙轻盈高贵，带来名媛

淑女气质， 小 V 领露出一点黑色抹
胸，凭添了性感魅惑的气息，腰带在
侧边随意地系个蝴蝶结。 把自己装扮
得光彩照人，才不枉费这一年一度的
佳节。

茛A字剪裁连衣裙搭配
A 字剪裁的连衣裙，使整件衣服更

加飘逸，七夕约会一件就轻松搞定，浅
浅的玫粉色妩媚又有女人味， 显得气
色特别好。

▲修身连衣裙搭配
最能衬托女性浪漫及优雅气质

的一款连衣裙，简洁圆领，肩部抽褶，
修身设计，甜美印花不管你是文艺型
还是成熟型还是甜美可爱型，都能完
美体现。

茛浅黄色连衣裙搭配
浅黄色连衣裙柔柔的色调把心

慢慢地融化，上身是双层雪纺，色系
清爽简洁， 松紧腰设计舒适好穿不
挑人，也遮住了腿上多余的肉肉，不
拘一格的燕尾式不规则裙摆， 尾部
立体漂亮的收边装饰， 立体百褶自
然垂坠一泻而下， 走路翩翩显出轻
盈飘逸感。

茛一字领碎花裙
一字领碎花裙带来田园浪漫风情，

胸前的荷叶边设计增添优雅灵动美，还
能遮住手臂上多余肉肉， 露出优雅的肩
颈曲线，性感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