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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S

ADACREW
微 信：adacrew

Australia Cafe School
澳大利亚咖啡馆经营管理学校
邮 件：info@cafeschool.com.au
官 网：cafeschool.com.au

苏州顺和丰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400 - 0618 - 600
官 网：www.brewista.cc

咖啡沙龙 / Coffee Salon
官 网：coffeesalon.com
电 话：020 3637 9496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CTMA）
电 话：010 6602 6132
官 网：expo.ctma.com.cn

Golden Bean
金豆杯咖啡烘焙大赛和行业研讨会
澳大利亚赛区：
电 话：+61 2 6583 7163 / +61 419 287 608
官 网：goldenbean.com.au

轰炸机工作室
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RYDGES

新南威尔士·麦考利港
周三 21
周五 23

周四 22
周六 24

2018-11

希尔顿酒店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
周三 19
周五 21

BWT water+more Deutschland GmbH
电 话：+49 611 580 1912
电 话：sandra.kaltner@water-and-more.de
电 话：www.bwt-wam.co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官 网： hotelex.cn

周四 20
周六 22

2018-09

NETWORK & DEVELOP / 行业交流&发展
SEVEN DAYS STUDY TOUR AVAILABLE
7天的澳大利亚咖啡餐饮之旅

Cafe Pulse
电 话：+61 423 200 206
邮 箱：David@pulseplus.com.au
官 网：pulseplus.com.au

Cafe Works
电 话：010 6779 7800
微 信：cafeworks
官 网：cafeworks.com.cn

诚品食品有限公司
电 话: 13828047678
热 线: 0750-6971199
官 网: www.spcoffee.com

GRUPPO CIMBALI
电 话：+86 21 6259 9982
官 网：gruppocimbali.com

拉玛瑞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400-808-3928
官 网：china.lamarzocco.com

电
邮
官

话：135 6602 4068
箱：haidong.li@marco.ie
网：www.marco.ie

北京金米兰咖啡有限公司
官 网：www.milangold.com.cn

雀巢专业餐饮（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 6418 5655
官网：nestle.com.cn

滨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139-1693-8908
邮 箱：Vincent.yi@pentair.com
官 网：www.everpure.com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三豆客咖啡科技
电 话：+86 17600809306
官 网：www.santoker.com

SIAL China 中食展
电 话：021 6217 0505
邮 箱：sialchina.com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外食餐饮事业部
电 话： 021-80188725
官 网：www.weichuan-sh.com.cn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org
（排序按照商标/公司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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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餐饮从业者市场调查

15分钟填写调查问卷
即刻登录
h t t p s : / / w w w. s u r v e y m o n k e y. c o m / r / C h i n a c a f e 2 0 1 8

由艾哲咖啡提供的 1名
Q - G ra d e r 培 训 课 程

由哈美尼咖啡Tim Heinze / 韩牧授课

由金米兰咖啡师培训学院
提供的12名基础咖啡师课程
获奖名单见《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杂志第17期

参与者，经核实后免费邮寄一年本期刊

专业调查，协助精准了解市场，杜绝推销，绝对信息保密！
2018年9月10日之前提交
电话：+86 10 8774 6620
info@cafeculture.com.cn
中国咖啡餐饮从业者市场调查进行到今年，已经
是第五个年头，该调查通过收集和整理涉及咖啡
餐馆经营的方方面面数据，包括：用料、人力、
财务、机会和威胁等，充分揭示中国咖啡餐饮行
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过去四年的数据，已经
成为市场趋势的指向标，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共同揭示咖啡餐饮行业的新动态！

Why The China Coffee market
will further boom in 2018

中国咖啡厅市场为何还能在
2018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当

提到咖啡、精品咖啡或“第三波”时，人

精品咖啡馆推出了每杯100元的天价咖啡，为了

销，剩下70%均销往海外。令人欣慰的是，目前

们并不会联想起中国，毕竟从传统意义

就是满足那些希望品尝产地直供、品质最优咖啡

国内各大产地正在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地政

上，茶是中国人的首选。但如今，中国咖啡市场

的“高端”客户。

府正在大力推进单品咖啡的生产力度，国产单品

正在快速崛起。

从“第三波”精品咖啡馆的店内装潢和设

咖啡也正在受到更多国内消费者的认可。

年轻一代消费者购买咖啡不仅仅是为了提神

备便可看出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咖啡厅选择提供

解渴，更是为了享受社交生活，促进商务谈判，

大品牌的高端咖啡豆以及产自意大利、美国、欧

除可持续发展、种植生产和烘焙等方面的挑

探索精品咖啡的感官世界。正是因此，中国的

洲、日本等地的高端设备，前期的高投入可直接

战之外，中国咖啡烘焙商还必须面对亚洲国家传

“第三波咖啡浪潮”，尤其是自家烘焙，正在成

导致了产品单价的大幅上涨。

统茶文化的挑战，他们必须加大咖啡知识和文化

咖啡在中国越发流行

为市场主流。全新的中国咖啡厅文化正在快速流

为什么精品咖啡如此昂贵？

的培训力度，从一杯杯咖啡精准的冲泡、品质的

行，在此基础之上，那些有过留学或出国旅游经

无论是对于中国新一代消费者还是咖啡爱

稳定和精美的雕琢便能看出他们付出的努力，一

验的年轻消费者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同样促使着

好者来讲，咖啡尤其是精品咖啡仍是一件新事

旦跨越了这些障碍，中国咖啡市场必将迎来更加

精品咖啡浪潮席卷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北

物。许多咖啡厅都面临着高价商品销路不畅的

广阔的发展空间。

京等各大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

难题，尤其是当与如麦咖啡和肯德基等快餐连

如何从中分一杯羹？

可以说，西方咖啡厅美食及饮品在中国市场

锁品牌相比。由于日均出杯量始终低于50杯，

巨大的发展空间、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正在

的增长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更是文化层面上的，

许多咖啡厅不得不继续抬高价格，或是像很多

吸引更多澳洲咖啡品牌进入中国一线城市市场。

新一代咖啡厅的设计和营销手段越发符合年轻消

其他品牌一样，在开业18个月之内就宣告倒

据咨询公司McKinsey给出的研究报告显示，到

费者们的需求，即便是对于和我一样的西方人来

闭，那些坚持下来的咖啡厅值得继续坚持“高

2022年，中国城市地区将有超过76%的人迈入中

讲同样新颖、时尚。

价格等于高品质”的营销理念，并努力尝试复

产阶级。

高端进口咖啡价格高昂

制如漫咖啡、Costa、Gloria Jeans等成熟连锁品

据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支持局数据显示，中

牌的商业模式。

西式咖啡厅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
举，例如，Bunny Drop、Flat White、Bruno和

国咖啡消费总量在2012-2016年间翻了三番。虽

此外，我们发现实际从业经验小于3年、富

2017年新生品牌等等，其中我想举一个Wagas

然中国人年均咖啡消费量仅有5-6杯，但以14亿

有野心与梦想的年轻经营者已经成为中国咖啡厅

Chain Cafe Group的例子，这个主打澳洲风格美

人口的技术计算，无论是连锁咖啡品牌还是精品

市场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大多经营者小型独立咖

食及音频服务的品牌早在1999年就进入了上海

独立咖啡馆在中国的发展空间都是巨大的。据行

啡馆，创业的目的是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或紧跟

市场，他们的“沙拉及鲜榨果汁”和时令菜单彻

业统计，中国咖啡市场未来将保持16-20%的高

咖啡、艺术、音乐等时尚潮流。他们不会拘泥于

底改变了当时中国咖啡厅市场的游戏规则，直到

速增长态势，精品咖啡馆以及“单品咖啡”服务

传统的茶饮服务，而是追求更新、更能体现自我

今天，该品牌仍在持续收获丰硕成果，这要感谢

将进一步满足中国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

的精品咖啡。

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和潜力无限的

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咖啡价格要比西方咖

目前，中国咖啡厅市场流通的咖啡生豆大多

啡厅高出许多，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冷饮还是热

是进口而非国产的，虽然云南和海南省出产大量

如今该品牌的经营者是来自澳洲的Jackie

饮，咖啡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必需品；但在中

国产咖啡，但其在国内流通的比例非常小，例如

Yun，由于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她刚刚在今

国，咖啡仍是少部分人可以接受的奢侈品。一些

在云南，本地种植生产的咖啡中仅有30%用于内

年获得了澳洲餐饮业Advance Australia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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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间。

Editor's

note
卷首语

中文版（第 16 期）
和30万+咖啡餐饮工作者紧密沟通

Contacts

瑞幸咖啡现象

联系方式

这个现象的确引人注目，将目标客户定位
为白领、年轻人的瑞幸咖啡真的能取得长远成
功，并最终击败星巴克吗？至少截至目前，瑞

王 迪 Christina Wang / 主编
电话/微信：+86 139 1067 0918
邮箱：christinaw@cafeculture.com.cn

幸咖啡在前期投入了巨大资金，如果促销活动
不再、配送超过30分钟，顾客们还能保持品牌
忠实度吗？或许结果并不乐观。如何能培育起
与星巴克相同水平的实体店消费体验，仍是瑞
文_王

幸等所有咖啡品牌面临的难题，且绝非一朝一
夕之事。如果瑞幸或其他网上咖啡APP选择不在
实体店层面与星巴克直接竞争，那么靠资金和
单纯的网络销售，是否能取得长远成功？只能
让时间证明一切！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大家好，这里是《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中文版总第16期，本期的重要看点如下：
★ 经过云南咖啡工业者的努力，近年来云

虽然星巴克占据了市场主导，但中国咖啡

南咖啡渐渐打开国内国际的知名度局限，无论是

工业依然空间巨大，到2025年，中国居民数量

咖啡品质还是精品咖啡的角度，都有长足进步，

超过100万的城市数量将超过200个，这将为我

这里呈现不同角度看待云南咖啡原产地的发展和

们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瑞幸咖啡如果专注网

变化；

络销售的缝隙市场，那么它仍有机会成为中国

★ 咖啡烘焙依旧是本期的重点，有参考巴

领先外卖咖啡品牌，我认为这才是它成功的必

西经验看待烘焙像云南咖啡这样低海拔咖啡的考

由之路。

虑点和中外不同烘焙师的建议和经验；

或许你对上述观点并不认同，但身为一名咖

★ 咖啡馆经营方面本期涉及话题广泛，有

啡从业者和资深专家，请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太

菜单设计、增加酸奶为底的咖啡厅食物、广告方

过关注咖啡本身，而忽略了顾客和咖啡爱好者们

式、网络销售、咖啡馆的流行饮品，还有夏天热

的需求？出色的服务和主题是咖啡厅获得长久成

门的啤酒和食物等等；

功的关键。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每周

★ 赛事方面，我们就呈现多位来自WBC、

五在微信公众账号推送的“Reaching Success专

WLAC获奖者的心得体会，和刚刚结束的WTBC

栏文章”，或阅读之前几期《Café Culture | 啡言

获奖者的反馈和思考；

食语》杂志。

★ 两篇关于日本茶和绿茶的文章，值得深

你也可以直接与我取

张瑞娟 Rachel / 发行 + 活动
电话/微信：+86 157 1118 0985
邮箱：rachelz@cafeculture.com.cn
刘娅宁 Yanii / 美术编辑
电话/微信：+86 183 0166 8928
邮箱：yanii@cafeculture.com.cn
张晗茹 Nicole / 新媒体运营
电话/微信：+86 188 0115 6061
邮箱：nicole@cafeculture.com.cn
曹柏光 Bob Cao / 美术编辑
电话：+86 136 7108 0901
邮箱：bobc@cafeculture.com.cn
季 翔 Sebastian Ji / 英文翻译
电话：+86 135 8197 6901
邮箱：Sebastianj@cafeculture.com.cn
声明
本刊物为会员专享刊物，内容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允
许，请勿转载和其它任何形式的引用。本刊物广告或文
章所表明观点，不代表本杂志观点。如您提供任何更正
信息，不需承担提供信息正确性的责任。

度阅读。

得联系，我的微信账号是：
CCMDAVIDP。

David Parnham / 特别策划 + 顾问
电话：+61 423 200 206
微信：CCMDAVIDP
邮箱：davidp@cafeculture.com.cn

我们刚刚结束了两届WTC国际评委认证的考
电子杂志

试课程，学员反馈积极，未来将会带个大家更多
WTC方面的信息。

联系信息
网址：www.cafeculture.com.cn
电话：+86 10 8774 6620
邮箱：info@cafecult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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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Cup法压壶
可以保温的法压壶

通

体不锈钢的材质设计，略显中规中
矩，但是这款法压壶的设计全部都集

中在考虑人的操作过程以及之后的清洗环

BULLET R1咖啡烘焙机
体验自家烘焙的乐趣

B

节，所以可以算是直指传统法压壶痛点的一
款改良型咖啡器具。
Perfect Cup最大的特色有两点：

ullet R1，一款专门为小型烘焙量而设计的电加热式烘焙机，烘焙容

★ 传统法压壶后续清洗工作繁琐，咖啡渣沉积造成一些清洗死角，容易结垢或

量350g-1kg，能够12分钟内轻松完成一整套咖啡豆的烘焙程序，

滋生细菌，所以法压壶的清洗是个比较头疼的事情。Perfect Cup自带一个细孔滤

30W的强力冷却风扇可以保证烘焙的质量恰到好处。

网，咖啡粉倒入其中，并且还自带一个波轮，可以充分搅动咖啡粉与水之间的

连接电脑USB连接口，即可熟练掌握烘焙技巧、控制烘焙，记录每次烘

接触，达成一种萃取平衡，从而获得一杯萃取较为充分的咖啡。

焙的数据，更稳定的复制曲线，或者灵活的掌握细节。

★ 这款法压壶底座可以加温，提供长达60分钟的恒定保温，确保让制作好的

此外，Bullet R1还可在每次烘焙过程中精确控制

咖啡在60分钟中的风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只法压壶容量比较大的，可以

滚筒速、风扇速度和加热功率，监测调试温

作为家庭使用，保温作用可以使家人的饮用习惯更为多样化，也可以实现在

度、时间、加热、风扇和上升率。最突

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支持多次饮用的需求。

出的特征是实时测量滚筒的全面温

该产品在Kickstarter上目前处于众筹阶段。

度，通过预加热功能，使得滚筒
能达到自己所预期的温度。
而且Bullet R1非常容易拆卸清
理，拥有手动和智能两种模式，
锅炉材质为铣铁。
官网：www.aillio.com/

Makita工地风随身咖啡机
让咖啡无处不在！
Newton Espresso Maker
完全不用电的意式浓缩机

这

款机器专为家庭与小型工作室设计，造型简约，还易于外出携带。它
的特点在于完全不耗电、纯粹依靠力学中的杠杆原理来制作浓缩咖

啡，这样酷炫的操作似乎也很符合工业风爱好者喜欢的调性。木质底座与杠
杆手把和金属机身完美结合，只需在机身下部装上填好咖啡粉的圆槽，在上
部倒入热水，透过机身结构中的杠杆系统，将把手往下一压，就能萃取出一
杯浓缩咖啡。该装置可置于台面或墙壁（通过背面安装），并产生8-10 Bar
的压力，整台咖啡机约重2kg，依旧是提高便携性，为外出的最佳选择。
官网：www.newtonespresso.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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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kita工地风随身咖啡机，可以与其它工具的锂电池结合，让建筑工人
可以在工地喝上一杯好咖啡的随身咖啡机。

咖啡机净重1.5kg，有640ml的冲煮量，设计初衷是针对建筑工人，要方便
他们可随时来杯热呼呼的咖啡。CM501DZ咖啡机使用的是Makita工具专用
的18伏特BL1860锂离子电池，让你走到哪随时都能来一杯。最酷的是，这
个锂电池规格，与Makita的电钻或电锯是相同的，因此当出门忘了带电池，
还可拿电钻中的电池来使用，容量最大的18V电池大约可煮5.3杯咖啡，此
外，Makita还特别设计出专用滤泡咖啡，当然，若是已经有习惯的咖啡品
牌，用自己的咖啡粉也是可以的。
官网：www.makita.co.jp/product/category/kateiyoukiki/cm501d/cm501d.html

澳为尔咖啡胶囊机及系列咖啡胶囊
可为您代加工生产
American Press
精品咖啡界的新宠

咖啡胶囊机：
★ 采用意大利原装进口水泵；★ 简约时尚，操作简单；★ 杯量可分为固定
模式或调整模式；★ 机器可循环出咖啡，机器发热体有温度保护器；★ 自

这

是一款拥有专利技术的胶囊
手动压力萃取装置。通过手

动加压和100微米超细滤网，可以
在瞬间制作出口感纯净、口味复杂
的咖啡。它的口感可以与法压咖啡相媲美，且没有任何细渣，口味甘甜到
难以置信，设备极易清洁，材料环保。这款可重复利用胶囊技术可以让你
选择任何喜欢的咖啡粉，同时确保操作的简便，尽可能降低浪费。

动关机，高效节能。
咖啡胶囊：
★ 精选阿拉比卡AA级咖啡豆进行烘焙研磨；★ 引进澳洲
30年封口包装经验有多种口味可选；★ 咖啡豆成熟期在
12-24个月，来自海拔1,200-2,400米。适用人群：酒店客
房、办公室、会所、鸡尾酒吧，中餐厅、咖啡厅备用机
等，全国招商及合作请联系陈小姐。

结合了最优雅艺术的设计，双层放热玻璃可以轻松掌握，且壶口不会漏
水，不锈钢制壶盖可以让你在瞬间冲泡出完美咖啡。该产品在中国和德国
代理商Hanover Coﬀee诚挚邀请您尝试全新的咖啡体验。
这不是法压，而是American Press！
官网：www.hanover-coﬀee.cn

《2018 咖啡年刊》和《特尚饮》
咖啡行业必读刊物
★ 《2018 咖啡年刊》全刊共518页，分为8大板块，市场调查、大事记、产
品、活动、专题、采访等，汇集了咖啡各个领域的精华文章，想充实自己的
咖啡资讯与知识，如果你想要研习咖啡制作技法、认识咖啡产地文化、了解
咖啡大咖故事、纵观咖啡大事，学习咖啡馆经营，看这里就好了。
★ 健康是《特尚饮》这本书的脊梁，物料尽量选择天然的食材；时尚是
她的风骨，使用新颖的饮品观念去设计饮品，做出更多的变化；好看是她
的傲气，饮品形态、材料颜色的搭配和装饰勾起你的食欲！本书图片中呈
现的饮品状态，你完全可以做得到，它并不是为了拍照而摆弄的，而是实
实在在地呈现真实。
以上图书，由咖啡沙龙呈现。

Worm Hole 虫洞接粉环
意式浓缩 Dosing 好帮手

虫

洞，又称爱因斯坦·罗森桥，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
的狭窄隧道，这也是这个品牌产品的主题形象。1930年代由爱因斯

坦及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程时假设黑洞与白洞透过虫洞连接，认为
透过虫洞可以做瞬时间的空间转移或者做时间旅行，意味着咖啡粉粒可以
完整的通过，装进冲煮手把的滤杯中。
在冲煮意式咖啡的时候，Dosing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
在Dosing的时候造成不可预估的影响，例如不同型号的磨豆机及配置，从
而影响杯中咖啡的风味及稳
定度。Wormhole虫洞接粉
环的设计正真考虑到这些因
素，咖啡粉通过接粉环完全
地进入到粉碗当中，减低粉
量造成的萃取差异，令咖啡
师能轻松重现杯中风味及提
升萃取稳定度。其轻巧易用
的设计，让它成为咖啡吧的
日常配置，也能有效地减少
咖啡的损耗，令咖啡吧的运
作更有效率，台湾制造。
FACEBOOK：wormhol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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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 Coffee
再谈云南咖啡的复兴之路
文_TIM HEINZE / 韩牧
云南咖啡之路与哈美尼咖啡总经理

2

018年已经过半，可以说今年是云南精品

而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

咖啡的重要一年！我们不得不感叹，在

买一杯咖啡至少要花掉35-45元，但他们并不知

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云南咖啡已经取得

道，咖啡工业内部所说的价格是指国际咖啡期货

了如此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仍有很多需要改进

价格（或者是通常所说的“C”价格），这一价

和提升的方面，但能够取得这般成就，的确令人

格决定咖啡的采购价格。例如5月30日咖啡期货

兴奋！

价格为每磅1.217美元（相当于每公斤17.22人民

如今，我们可以确定，云南正在培养更多生

币）。然而通常在产地的采购价格要比这一价格

产高品质精品咖啡的生产商，且这些咖啡不仅用于

还低4-6元，这一价格完全无法填补种植者们所

内销，更销往了全球市场。例如第一届普洱精品咖

付出的生产成本。

采购模式，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消费
者市场影响力。

啡展览会、西雅图SCA展会特邀“明星产地”等活

在今年的SCA展会上，咖啡品质监控组

动的举办，令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云南这个咖啡产

织（CQI）为来自Sustainable Harvest Coffee

消费者真的知道咖啡是如何生产的吗？他们

地。与此同时，云南咖啡之路贸易有限公司的出口

Importers的David Griswold颁发了“2018年度领

知道每天喝的咖啡来自哪里吗？烘焙商或咖啡厅采

量正在不断提升， 他们的客户遍布全球，包括英

导力奖”大奖。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现行采购

购咖啡的价格是多少？其中有多少回报到了种植者

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泰国、印度

标准给咖啡种植者们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他说30

手中？透明和可追溯的真正受众应当是消费者市

尼西亚等等，云南咖啡的品质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认

年前，当他刚开始和墨西哥的种植者合作时，

场，消费者需要经常问出这些尖锐问题，并以这些

可。这一切都离不开对消费者的影响力、干湿法加

“C”价格是每磅1.09美元，30年后，经过反复

问题为标准，决定是否购买某个品牌的咖啡。

工厂品质监控和标准化运营，以及在环境可持续发

波动，这一价格居然没有明显变化，这一现状必

展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须做出改变！

在这里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要在推行什
么认证系统，不要再鼓励人们购买贴满标签的咖

为此，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做出努力，例如

啡，其真正意义远不止这些表面现象，其影响要

如果你与世界任何产地的咖啡种植者交谈5

建立统一的品质评价标准；推行直接贸易和直接

远比这些标签更加深远。如果咖啡工业想要保证

秒钟，你都会听到关于采购价格过低的抱怨。然

合作方式，建立跳出“C”价格的独立精品咖啡

在遥远的未来人们还能每天享用到美味的咖啡，

消费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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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必须做好消费者影响力，确保咖啡产业的
盈利能力，确保种植者们得到应有的回报。
所有咖啡师、烘焙师、生豆买家、企业家、
咖啡厅经营者和其他咖啡工业链各个环节的工作者
都要敢于问出价格问题，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去坚
信我们的使命是为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
们这些咖啡专业人士是弥补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隔
阂的关键，只有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为未
来50年咖啡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干湿法加工厂品质监控和标准化
运营
当然，消费端的努力是一方面，生产者也
必须在提高生产标准和产品品质方面做出更多努
力，这一努力主要包括2个方面：湿法加工厂的
品质监控和干法加工厂的标准化运营。
湿法加工厂是果实在采摘之后的第一站。湿
法加工厂的工作有很多，具体要视果实的状态而
定（干燥羊皮纸、干燥果皮或干燥粘膜），但有
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便是做好品质监控。

分含量和水活性符合标准。

当然，这两种肥料都可以直接填埋或用于施肥，

首先我们要确保到达湿法加工厂的是品质最

在湿法加工厂以后，覆盖羊皮纸的咖啡豆

但对于如此大量的废料（每处理1,000kg 羊皮纸

好的咖啡，那就意味着只有成熟的咖啡果才能采

会在干法加工厂进行最后的加工。去年，我们在

咖啡就会产生200kg 果皮果壳），我们认为还是

摘。为了经咖啡采摘者提供实用的指导，云南咖

Coffee Commune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精品咖啡加

应当采用回收再利用的方式进行处理。

啡之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了与成熟咖啡果实颜色

工法，以确保咖啡的加工精准到位，这一过程

去年，我们与HuskeeCup（公司官网：www.

相同的手环，采摘者可以通过手环来判断果实的

的重要性绝不能被忽视。即便是最后的包装，

huskee.co）合作，并共同研发了可回收利用、以咖

成熟度，从而保证了咖啡果品质的稳定性。这些

如果你没有用正确、高质量的包装方式，例如

啡壳为主要成分的外卖咖啡杯，首批咖啡杯将与6

简单的、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可以从源头上大大保

EcoTact或GrainPro，对咖啡进行包装，即便咖啡

月底发行，所有果壳均产自我们自己的咖啡农场。

证了咖啡的品质。

原本品质再好，这批咖啡也绝不能被称为是“精

Coffee Flour（公司官网：www.coffeeflour.

品级”，整个干法加工厂的工艺必须要施行统一

com）则利用干燥果皮制作面粉，并将其当作无

的标准化运营！

麸质的面粉替代品，用于制作饼干、面条、蛋糕

咖啡豆在湿法加工过程中会发生发酵，发酵
在其他食品工业中非常常见，例如红酒和啤酒酿

环境可持续发展

等等，去年，我们公司为位于美国的Coﬀee Flour

别在于，其它食品发酵有着极高的纯度和科学化的

消费者学习了更多的咖啡知识，种植者为提

公司提供了大量干燥果皮原材料。

监控手段。试问你在酿酒厂见过的发酵检测系统，

升品质做出了更多努力，但如果没有做好环保工

此外，还有很多回收利用咖啡工业废料的方

在湿法加工厂存在吗？这说明对于咖啡的发酵，我

作，没能确保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未来咖啡

法，对此我们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云南这个地

们所投入的精力与关注度远远不够，虽然目前已经

工业的发展仍将无法得到保障。

方拥有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和吸引力，我们

造、烘焙面包等，但咖啡发酵与其它食品发酵的区

咖啡的生产过程会产生很多废料，例如脱浆

需要参与更多。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实现这个

后的水、脱落的果皮果肉、干法加工后的果壳，

目标很难，想要改变整个世界，减少咖啡工业废

我们需要更好的品质监控标准和更加严格的

这些都是主要的工业废料。此外，咖啡厅也会产

料排放，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

科学化手段，例如清洁干净的发酵池；发酵过程

生很多废料，例如澳大利亚已经对目标地区咖啡

人的共同努力。

保持恒温；更加精准的校准工具，例如pH值检测

厅的污染问题宣战，中国也将紧随其后。近些

中国无论是在咖啡消费还是在咖啡生产方面

仪和其它发酵监控器，而非简单的用手去感受，

年，政府已经明确指出要实行绿色发展理念，咖

都在茁壮成长，中国的咖啡已经在世界扬名，世

用手感受这样过于主观；调整厂区设计；经常校

啡也必须加入其中。

界也已经接受和认可了中国咖啡。中国咖啡的下

有部分湿法加工厂开始施行发酵监控标准和有关制
度，但这一工作绝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

在我们云南咖啡之路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开

一个目标是让高品质的咖啡生产成为常态，并在

始推行“零污染”咖啡生产计划。我们坚信，这

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同时，加大国产咖啡的出口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升湿法加工厂的干燥品

个世界应当是一个“咖啡生产零污染的世界”，

力度。通过消费者教育、创新和提升生产端的品

质，不得不承认，全球气候正在加速变化，极端

对于工业废水，我们建议用专业的处理池降解其

质监控标准、大力实行环境可持续发展，我坚信

天气越来越多，湿法加工厂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中的糖分（这一项必须由政府主导），再排放到

未来中国咖啡工业将获得更加长远的进步，从而

必须能够保证稳定的干燥品质，以确保生豆的水

农田。对于果皮和果壳，难度可能会稍大一些，

为种植者们创造更多价值。

准设备等。其中很多方法都非常简单，且成本低
廉，但这些方法的确能够极大提升咖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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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在云南种咖啡

New Generation Working for Yunnan Coffee

文_华润梅

林润咖啡厂长

不

的人，更不用提每天生活喝咖啡了。

让咖农喝上了他们自己种的咖啡，我在家给周边

像照顾小孩子一样每天去精心呵护他，我每次做

有一种责任感。

农户做了一次咖啡杯测的小活动，一群上海的咖

完实验杯测的时侯都会很兴奋也很紧张。在云南

知不觉认真做咖啡已经三个年头，有

云南咖农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咖啡的加工

很多人问我这么年轻，为什么回来云

我觉得我回来农场之后，最大的欣慰就是我

处理是我觉得我做咖啡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要

南种咖啡？当然是爱咖啡啦，其实还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梅子，90后，2015年

啡师们来为他们上课，一个咖农感叹说：“你们

做咖啡特殊处理特别困难，第一是在鲜果采收时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帮助父亲打理农场，说白了

比我都还了解我种的咖啡。”，“没想到咖啡栽

遇到的困难，很多人不愿意采全红果，要让咖农

就是个咖农，但是我和其他咖农不一样，我开始

种和最后的咖啡，感觉这么不同。”听到来自两

全红采摘是需要耐心和引导的；第二是咖啡的品

学习精品化管理农场和处理豆子。

个极端的回答之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变得有意

种，都说云南卡蒂姆（Catimor）品种不太好，

义多了。

但卡蒂姆在云南种植面积中占90%以上，并且它

我最开始是在一家小咖啡馆，学习如何去冲
泡咖啡，学习咖啡终端经营之后，了解了咖啡终

在这儿想聊聊今年咖啡的行情，并不是太乐

的抗病能力和产量可以达到最大化，其实如果找

端与前端(原产地大田实验、种植、加工)的紧密

观，期货价格一直在下跌，所以导致咖农的生产投

到了适合云南卡蒂姆的处理方式，它能释放出惊

联系和相互影响，决定走回咖啡的前端，通过不

入和成本都不成正比了。雀巢咖啡每一年都会在云

艳的一面；第三便是天气，云南属于亚热带季风

断的学习和实验，改善和引入一些比较特殊的处

南大量采购商业咖啡，而今年雀巢收购方式与往年

气候，时不时下雨也是常有的事情，这增加了做

理方式，慢慢提升咖啡的质量。

不太一样，今年需要电话预约成功，才能把豆子拉

特殊处理的难度，日晒的含糖量比较高，所以在

现在，我在云南普洱大开河村，经营着自家

到收购点进行现场杯测，如果通过就按照当天收购

半干状态遇到下雨天，总是要面对咖啡发霉的一

的咖啡农场，咖啡的品牌叫做普洱林润咖啡，每一

价收购，不过就会拒绝收购，只能沦为次级商业豆

些风险，不过我们一直在完善晒场，减少天气对

年为大小城市精品咖啡馆提供高品质的咖啡原料，

低价售出，由此看到了许多咖农的难处和绝望。作

我们的损失。

并通过高价收购鲜果的方式使周边的农户也能受

为咖啡种植者，偶尔看到一些对云南豆的负面评

益。咖农是整个咖啡产业链中辛苦最多而回报极低

价，内心还是会有一些愤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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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出好咖啡吧，我在农场，
你在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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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China
Coffee
out of China
将中国咖啡带向世界
文_ROCKY RHODES
图_ YCE 提供

如

国咖啡出口的最大障碍。

播，但尚未传递到咖啡种植者耳中，只有当这些

在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努力塑造精品咖啡

题，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让世界接受中国咖啡呢？

信息传递给他们时，云南的咖啡种植者才能真正

消费市场的形象，中国的品牌更多地出现在了精

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梦初醒。如今，已经有很多种植者开始组织种

品咖啡协会（SCA）活动和美国的各大咖啡展会

如果你从未了解过咖啡从豆子到杯子所经过

植者联盟，实验新豆种和生豆加工新技术，至少

上。能够与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家共同参展，令

的复杂艰辛历程，那你就无法理解中国咖啡所面

这可以说明已经有更多的种植者想要学习咖啡知

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原来中国南方也能产出高质

临的问题究竟有多难解决，其问题的复杂性甚至

识，改善咖啡品质。

量咖啡。

果你问100位美国精品咖啡专家怎样看
中国咖啡，85个人会问：“中国还种咖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虽然咖啡知识广泛传

啡？”这就是中国咖啡所面临的最大问

人们眼中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只能产出大量低品
质的商业咖啡。

需要整整一代人来创造一个新的市场。每一个问

同时，对生豆进行脱壳，根据大小、重量和

此外，中国国内也正在举办更多如 Hotelex

题都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只有分析问题的

颜色进行分拣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生豆水

等大型咖啡展会，并邀请外国人共同参展，促进

根源，问题才能真正加以解决。

分的监控必须精准到位，生豆的仓储必须符合标

中国咖啡的出口。

总的来看，中国咖啡主要面临着三个方面的

准，才能确保生豆不会变质。

几个月前，首届普洱国际咖啡展览会成功能

问题：咖啡品质、市场培育和出口运输，首先来

市场培育

够举办，许多来此全球各地的咖啡人士首次接触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问题本身。

提高咖啡品质是一回事，让世界了解中国

和了解到了这个全新的咖啡产地。展会成功邀请

咖啡品质

咖啡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至今，中国从未在培育

了业内专家和当地种植者上台演讲，进而让更多

咖啡是在100多年前被一位法国传教士带入

咖啡国际市场方面采取过行动，因为咖啡种植在

的人有机会了解中国咖啡。许多外国代表还有幸

中国的，中国最早的咖啡种植出现在1997年，

中国仍是一个新概念，当前，在咖啡品质协会

参观了云南的水洗站、加工厂和种植园，所有人

至今中国的第一片种植园仍在产出咖啡，其豆种

（CQI）等国际咖啡组织的帮助下，全世界在逐

都认识到，中国对于咖啡种植的重视程度已经越

为波旁和铁皮卡。100年间，中国的咖啡种植业

渐开始了解中国咖啡。

来越高。

发展缓慢，虽然国内也有一定需求，但由于需求

其中之一便是让更多咖啡采购商知道中国也

2018年4月，中国首次作为“代表国”参加

量不高，咖啡种植尚未形成规模，而正是由于尚

产咖啡。由于大部分咖啡用于内销，许多外界人

于美国西雅图举办的SCA展会，这对于中国来讲

未形成规模，咖啡种植在中国始终未受到足够的

士并不知道中国原来也是咖啡原产国，其中大部

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和商

重视。此外，由于咖啡种植地区多位于偏远的山

分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对于一个国家的了解程度

机。CQI也在帮助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咖啡的风

区，直到10年前当地人才真正刚接触到现代咖啡

直接影响了对其产品的认知。

采。此前，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云南最佳生

种植技术和知识。

还有很多西方人仍认为中国是个美丽的古

豆”大赛杯测活动，其中的部分获奖产品将有幸

想要产出能够达到出口要求的高品质咖啡，

老东方国度，人们还生活在长城之内，这种认

参加此次展会，相信在此次展会之后，没有人会

人们必须对咖啡的豆种、育苗、采摘、生豆加

知上的偏差或许是中国咖啡鲜为人知的最根本

再质疑中国是否也是咖啡原产国！

工、分拣和仓储严格把控。长期以来，云南和周

的原因。如果你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工业强国，

如今的采购商们会更加挑剔，他们会要求在

边省份所产的咖啡一直用于内销，品质成为了中

也会很难相信中国也能产出高质量咖啡，因为

采购之前对咖啡进行品尝，因此在展会上，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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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都会设置单独的杯测台，采购商和进口商们

合作方便是中国政府，因为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和

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中国的潜在客户，而找

会根据烘焙商的实际需要，对生豆进行品尝，挑

政策两方面的重要支持。

到起点和目标市场才是问题的关键。CQI聘请了

选出他们看中的微批量和单品咖啡。

资金

Tom和Patty Mitchell帮助他们打造中国咖啡品牌形

采购商之所以会如此挑剔，是因为烘焙商比

对于世界来讲，咖啡是中国全新的出口商

象。过去几年间，两位专家帮助YCE成功举办了

他们更加挑剔。烘焙商在销售产品时，经常会被

品。为了提高出口量，首先必须解决咖啡的产量

多届咖啡展会，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在

问道：“我该如何在咖啡厅里应用这款产品？”

和质量问题。对于质量，正如我们刚刚所说，需

今年首次成为 SCA 展会“代表国”，只有提高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回答，可以为他

要出资完善基础设施，加大培训和咨询力度，同

在世界舞台上的曝光度，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咖啡

们讲述咖啡背后的故事，正如中国咖啡丰富的发

时要借助国外专家的力量。

的品牌影响力。

展历程；也可以推荐他们用得分超过85分的超高

同时，中国还需要大量资金来培育市场，

同时，他们还协助举办了云南普洱国际咖啡

品质咖啡为顾客提供手冲品鉴服务；还有些客户

因为任何市场营销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例如成为

展览会，并邀请业内专家到会演讲，组织国外专

只是想要找到一款合适的咖啡，用于制作拼配咖

SCA展会“代表国”需要10万美金的经费，促进

家参观种植园，邀请媒体提高曝光度。

啡，则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做出推荐。

出口更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即便是最基础的社

政策

目前，云南咖啡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在人们

交媒体和传统媒体营销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中国

政策或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而政策的唯一

眼中，云南咖啡只是一支有好故事的咖啡，但随

政府需要为培育咖啡产业付出更多。然而申请政

解决途径就是中国政府，由于目前咖啡的出口量

着种植和加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希望云南咖啡的

府资金的难点在于，需要将申请的原因、资金用

不大，中国还未对咖啡出口制定相应物流和金融

品质更上一层楼。

途和预期结果进行完整汇报，且资金的拨付周期

两个关键方面的政策。

出口运输

较长，时效性难有保障。

物流方面，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政

即便人们想要从中国采购咖啡，他们仍面临

申请个人或企业投资的难度更高，因为他们

府正在着力提高产品信息的可追溯性，但由于微

着如何将咖啡运出中国的问题。对于如中国等新

非常在乎投资的回报率，目前YCE正在加大对基

批量咖啡一次性出口量小，且需要运往不同国家

兴咖啡原产国来讲，出口运输可能是短时间内无

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必须等到产业完全运转之

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采购商，这一问题就会变得

法彻底改善的问题之一。

后，才能产出回报，且当前的交易量远不能为未

更加复杂，对于进口商来讲，当货物到达他们手

来回报提供保障。

中后，非统一标准化的信息会给他们带来较大困

咖啡出口需要获得政府批准，而目前中国尚
未对咖啡商品出口给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和管控措

YCE和CQI合作聘请了Ted Lingle（美国精品

施，此外，中国咖啡的出口还面临着关税和检疫

咖啡协会SCA首任执行总监）作为资深顾问安排

金融政策则更加复杂，中国想要成为咖啡出

等问题，例如在美国，由于中国咖啡是一种新商

和处理与 CQI 的合作关系。CQI为推进该项目，

口国，但当前国内银行政策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

品，美国对于商品信息、食品安全和关税的要求

引入了大量业内专家，这也正是Q-Grader认证系

支持，这导致金融和资金方面的障碍成为了中国

会格外严格。

统存在的意义，即让产业链中的每一个人都认知

咖啡，尤其是微批量精品咖啡发展的最大瓶颈。

扰，好在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解决。

此外，从中国发起国际汇款的复杂度也非常

和了解咖啡的品质。YCE在几年间培育出了十几

只有当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政策大力支持，才能回

高，且手续费、税率等十分繁重，这也是制约中

位Q-Grader认证师，并学习汲取了全世界 100 多

到初衷，扩大咖啡出口。

国咖啡出口的主要障碍之一。

个生豆加工的成功案例，所有这些都是整个云南

YCE也希望通过交易所的认证系统，帮助微

解决方案

产地的共有财富，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品质问

批量生豆更容易的在国际市场上交易和出口。在

在中国，正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正在努力将中

题。

政府和CQI在帮助下，期待真正解决品质、市场

国咖啡带向世界，想要解决当前中国咖啡所面临

CQI同时也是解决市场培育问题的有效途

的问题，需要多方的支持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

径，这一问题的复杂程度远比品质问题更高。

培育和出口运输方面的问题，获取资金和政策支
持，实现中国咖啡走向世界舞台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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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我的名字是Paul Stack，marco

大

Beverage Systems Ltd的运营总监，我
的职责是统筹高层管理团队的工作，

包括技术和产品研发、产品和设备运营，marco
的产品主要产自爱尔兰都柏林和中国浙江宁波。
同时我还是精品咖啡协会（SCA）主席、前欧洲
精品咖啡协会（SCAE）主席。
文_PAUL STACK
Marco Beverage Systems Ltd的运营总监

marco产品的设计理念和灵感？
marco是一家爱尔兰公司，总部位于爱尔
兰。从公司成立之初，我们便发现了市场对于全
自动茶叶冲泡设备的庞大需求，爱尔兰的人均茶
消费量甚至超过了中国！从1980年开始，marco
始终致力于研发精准冲泡系统。在1986年，我
们首次设计并生产了咖啡滴滤设备。
在marco工作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瞬间？
我从2004年起便开始在marco工作，至今已
经有15年的时光。我在这里度过了很多令人难
忘的时光，曾带领团队设计出了Uber Boiler，设
计的过程充满挑战，但最终我们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当看到产品在精品咖啡圈备受追捧，各大社
交媒体争先报道时，我倍感欣慰，这也令我更加
坚信marco在精品咖啡行业所占有的领军地位。
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茶和咖啡市场，并不
断努力创新，希望无论是精品茶或精品咖啡市场
都能够继续成长，产品质量能够不断提高，工作
效率和流程能够不断完善。marco SP9正是应这
一需求而生的终极产品，对此我们倍感骄傲。
在marco，我们始终积极志愿参与精品咖啡
协会的相关事宜，例如我个人就参与了Coffee
Diploma System的组织和发起工作，该项工作取
得了巨大成功。同时，我还参与编写了《Coffee
Brewing Module》，并作为教育委员会的参考教
材，应用在了该系统当中，对此我深感自豪。
最近，我们的marco MIX在美国咖啡展览会
和欧洲世界咖啡博览会上获得了“最佳商用设
备”大奖，该奖项对我们在热水冲泡技术方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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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咖啡单杯冲泡系统对于品质稳定性和高效率

一切只为完美的咖
啡享受
随时，随地

的需求。
我们的最新设计marco MIX则可以为使用者
提供3种温度选择和3种出水量选择，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进行调整，从而节约宝贵的能源。
公司在全球市场取得的成功，将如何帮助公
得的成就给出了充分肯定。
你是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咖啡工业发展的？

司在2018年塑造中国本地咖啡市场？
咖啡在中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中国正在快

中国咖啡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对于

速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咖啡市场，中国消费者对于

marco来讲，我们看到了巨大商机，marco可以为

品质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我认为中国的咖啡市场

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带来更好的热水冲泡技术。

正在加速分化，一方面是低成本、低品质的咖啡

marco是如何适应全球热饮文化的？

市场，另一方面是高品质、高价值的咖啡市场。

marco在中国已经成功经营了10年之久，从

中国正在培育自己的精品咖啡市场，在汲取他国

一开始的采购和设计领域的合作，到2015年公

经验的同时，精品咖啡文化正在不断本土化，以

司在浙江宁波成功建立了生产加工中心。

适应当地消费者的品味和需求。

虽然公司始终活跃在当地的设备供应市场，

我认为中国咖啡市场所取得的成功要感谢每

售，我们在中国的加工基地够为中国以及整个亚

一家精品咖啡厅，中国的品牌正在崛起，我们则

太地区提供服务。

需要机遇他们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这将会对中国咖啡工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marco是否计划在2018年推出新产品？
我们正打算扩充marco MIX产品系列，推出

marco是首个应用冲泡设备吧台内嵌式技术

3L和8L的内嵌式冲泡设备，且自带可调节温度和

的公司，使用该技术，咖啡师可以面对面与顾

出水量功能，让精品茶和咖啡的冲泡更加精准。

客交流互动，从而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提
升顾客的整体消费体验，最好的例子便是Uber

联系方式： 李海东（销售总监）

Boiler。

邮箱：haidong.li@marco.ie

最新设计生产的SP9则能够更好地满足精

其采用独有的 BWT 镁离子专利技术，在
水中添加人体健康所需镁离子。同时可防止
咖啡机钙化，为咖啡烹煮提供最佳的感官效
果，是过滤系统的睿智之选。

marco在中国有怎样的发展计划？

但今年是本地生产设备首次在当地市场进行销

marco的创新成功重塑了西方咖啡市场，

BWT bestmax PREMIUM 水过滤器独一无
二、卓越非凡。

始终确保完美水质的过滤解决方案，适
用于：
咖啡、自动售货机、清洗技术、烘
焙、烹饪及饮水机
www.watertops.de

www.bwt-wam.com

手机：135 6602 4058

For You and Planet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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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erie Kansas City,

堪萨
于美国

斯烘焙咖啡馆

US A

的故

事

文_ZACH MAZRIM

T

he Roasterie的理念起源于1978年，创始人

咖啡一旦成型，其他任何买家都不能购买。来

Danny O' Neill，人送外号“咖啡伯爵”，

自全国各地的公司、早餐咖啡厅、焦糖、甜甜圈

曾在哥斯达黎加留过学，还亲手采摘过咖

店、图书馆都梦想着与The Roasterie合作创造一

啡果实，那段经历在他看来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

款用他们的名字署名的专属定制拼配咖啡。如

咖啡文化令他着迷，无论是产地的旖旎风光，还是

今，The Roasterie用来自全球28个国家的咖啡创

咖啡厅里热情的咖啡师，还是咖啡本身。

造了超过2,000款专属定制拼配咖啡。

然而美国人所熟知的The Roasterie，其实是

O' Neill始终追求为顾客提供品质最高、品

在15年之后才出现的，O' Neill 无法抗拒咖啡的

种最丰富的咖啡，他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那就

诱惑，在堪萨斯的一处地下室开始尝试烘焙咖

是从全球各地采购咖啡，并将咖啡烘焙至最佳品

啡。他认为这是一种走亲会友的绝佳方式，一切

质，对他来讲，这才是咖啡烘焙的真谛。咖啡厅

都以咖啡为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精品咖啡尚

用来储藏生豆的仓库与咖啡厅以一道玻璃墙相互

未盛行，所有人都在劝他这个行当没有前途，赚

隔开，顾客可在非工作时间参观整个烘焙设施。

不到钱，但 O' Neill 从未放弃。直到今天，位于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台Loring烘焙炉。之后你还

W. 27th Street的The Roasterie依旧为顾客提供着

会看到另外3台烘焙炉，分别为1台35kg Kestrel

品质最好的咖啡。

和2台70kg Peregrine，显然与最初在地下室使用

来自全国各地的咖啡爱好者们每当来到堪

的Sivetz相比，O' Neill的设备得到了全面升级。

萨斯，都会到此品尝一杯，或购买一包咖啡豆。

由于供货量非常大，烘焙炉从早上5:30便

对于洲际自家旅行者来讲，在此欣赏飞机从房

开始工作，当地订单全部保证当天送货。烘焙之

顶上划过是一种经典、不可复制的享受。The

后，O' Neill会最大程度上保证咖啡的新鲜度，在

Roasterie如此知名，其背后必有门道，她从全球

包装袋内充入氮气，排除氧气，避免咖啡变质。

28个国家选取优质咖啡，因此每一位顾客都能在
此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咖啡。

The Roasterie始终致力于推广咖啡知识，推
进咖啡教育，为此，他们组织了咖啡工厂之旅，

但其实The Roasterie最出名的是他们的专属

为人们讲述咖啡种植、生豆加工和烘焙的整个生

定制拼配咖啡，咖啡厅专属定制拼配咖啡在美

产过程。游览之后，顾客还能欣赏到不同冲泡设

国愈发流行。任何公司都可以和The Roasterie联

备的冲泡过程，学习基础冲泡技巧，对于要求更

系，安排时间与生豆买家、陪测试和烘焙师见

高的咖啡爱好者，The Roasterie还组织了高级杯

面，创造一款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拼配咖啡。这款

测和烘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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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是智能烘焙，2017年中起，所有烘
豆机一律搭载12寸1280x800像素显示触控屏及
升级版PID处理系统。这次的V2.0系统有非常大
的突破，经过PID的运算，在不同大小的烘焙批
次量之间提供更大的一致性，举例来说：烘焙师
能够使用最小烘焙量做最初的曲线设计，后期量
产时只需在荧幕上改变投豆量，计算机将会运算
出适合的火力并自动追踪设定的曲线，进而达到
最有效率的生产流程。
公司在全球市场取得的成功将如何帮助公司
在2018年塑造中国本地烘焙市场？
Loring的团队有着与一流咖啡烘焙公司合
作多年的经验，并不断从客户那里获得反馈，
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客户的
需求，并结合研发团队的智慧，设计更好的产
品。Loring S7 Nighthawk便是Loring技术的最新
研发成果。在中国本地烘焙的微型烘焙者不在

LORING CEO
访谈录

少数，S7尤其适合创业者和小微型烘焙企业，
国市场取得成功是公司发展的既定战略。我们刚

这款产品最低可烘焙1.4kg，最高可烘焙7kg，投

刚在Hotelex展会上展示了最新的S7 Nighthawk，

豆量的区间很广，从样品烘焙到小批量生产一

这款产品是专为提升公司在中国品牌知名度而设

机搞定。使用Loring全热风烘焙机烘焙出来的咖

计生产的。

啡豆的风味表现在全世界非常流行，例如美国

在美国研发设计的Loring是如何适应中国
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你作为Loring

乃至全球愈发流行的“新鲜烘焙文化”的？

Blue Bottle、日本丸山咖啡、北欧烘焙冠军Tim
Wendelboe、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BERG WU都使

新鲜烘焙的关键在于提供质量稳定的咖啡

用Loring Smart Roast，虽然目前在中国市场并不

我是从去年9月开始加入Loring团队的，作为

豆，而质量稳定的咖啡豆来自烘焙机的稳定性！

常见，但相信随着Loring进入中国烘焙市场一定

公司的新任CEO，我负责与客户、合作伙伴进行

Loring烘焙机如今已成功销往全球超过30个国家

能带来不同的烘焙思维。

谈判会面，并从中学习和了解更多有关精品咖啡

地区，我们的客户之所以购买我们的产品，就

Loring在中国本土有怎样的发展计划？

工业知识。

是要解决传统烘焙机无稳定性的问题。LORING

我们很高兴能够与上海美怡在2018年展开

Loring的设计理念和灵感从何而来？

SMART ROAST独家专利Flavor-Lock Roast

合作，我们将共同为烘焙师、消费者提供全过程

Mark Loring Ludwig是Loring Smart Roast的创

Process™技术完全能达到这个需求，简单来说

的销售服务，并为他们提供技术和维修支持，随

始人。在经营小型咖啡包装生意期间，他发现当

它创造了一个“闭锁”烘焙环境、烘焙不会受天

着合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中国的经营规模将不

时的烘焙机非常不可靠，旧型式烘焙机的设计，

气变化带来的环境因素（温度、湿度）影响，无

断扩大。

是透过烘焙过程中不断有新鲜空气进入到仓炉内

论春夏秋冬，其烘焙仓内的烘焙环境都不受影

来改变炉内温度，所以经常因为周遭环境湿度、

响，保证烘焙出口感一致的咖啡。

CEO的工作职责？

温度的变化而需不断的做调整，使得咖啡熟豆的
质量很不稳定，且在烘焙时做的所有调整都只能

Loring的创新在近些年成功重塑了西方咖啡
市场，这将会对中国咖啡工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全新的Loring Model已经上线，请详细和
我们说说?
是的，我们的Loring S7 Nighthawk能够实现
对烘焙过程的精准

用手，效率很低。他本人在食品设备安装和修理

第一项是环保节能，目前中国对生产的环保

控制，提高烘焙效

领域的经验告诉他，一定有更好的咖啡烘焙方

评估日益看重，我们的烘豆机在这方面取得全球

率，同时这款产品的

法，只是未被人们所发现，为此Mark开始设计一

专利，利用单一火源结合后燃处理技术，不仅免

容量可调节度很高，

款真正可靠、质量稳定、效率超高的烘焙系统，

去安装后燃器的麻烦，更达到烘焙时的排烟无色

最低可烘焙1.4kg，

且无需外部后燃器的辅助，最终，他发明了全球

无味只是高温的水蒸气，而且经过严密的计算使

最高可烘焙7kg，且

首款无烟咖啡烘焙机。

热能不断的循环利用减少煤气的使用量，不只节

烘焙机大小仅有22

约能源，同时保护环境。除此之外，所有烘焙时

平方英寸（2.1平方

产生的废气都经过后燃处理的高温净化，使得排

米），这将会使更多

烟管道无需经常清洁维护更不需更换！这对中国

人有机会享受咖啡烘

咖啡工业绝对是一项很大的突破。

焙的乐趣！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咖啡工业发展？中国的咖
啡烘焙市场对于Loring来讲意味着什么？
中国咖啡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尤其是精品咖
啡市场，这对于Loring是巨大的市场机遇，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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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ffee Roasting Experience
我的咖啡烘焙故事

文_RICHER / 苏睿晨
牧栖鸟 创始人

我的烘培经历与旅程

多朋友一起进行品尝，当时的我对咖啡一点认知

着咖啡烘培，也是这个时候我喝到了人生中的

大概是6年前，我的父亲开始研究并喜欢上

都没有，喝了之后也感觉除了苦涩没有任何其它

第一杯精品咖啡，我还记得那是一只尼加拉瓜

的风味。

的当季豆，在咖啡师的介绍与带领下我第一次

了咖啡，我还记得在他的公司里第一次见到了小
型烘焙机，他教会我了如何烘培咖啡，如何控制

第一次接触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咖啡要

感受到了这支咖啡里丰富多样的香气，太妃糖

温度，以及如何观察咖啡的颜色变化，当时觉得

回到3年前，那时候独自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

的风味，非常顺滑以及甜感，这杯咖啡推翻了

咖啡烘焙很新奇，“原来咖啡是这样经过烘培烤

与生活，对咖啡也是一知半解，一个偶然的机

我以前对咖啡的所有认知。

出来的，像爆米花一样会产生强烈反应”，特别

会朋友与我相约在一家叫Seven Seed的咖啡馆

我认识了咖啡里居然有那么多风味，就开始

神奇，从那个时候我对烘焙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

见面，这家店坐落在很不起眼的巷子里，还没

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它怎么从种子到杯子的这整个

趣。我记得父亲会在业余的时间寻找各个产地、

走进去就在巷口闻到了咖啡强烈的香气，闻香

过程。之后我利用空闲的时间在墨尔本当地报名

产区的咖啡豆，他自己研究烘培，然后会邀请很

寻味进入了这家咖啡馆，发现这家店正在进行

了各种各样的咖啡课程，经过这些培训与课程之

20

后我才了解到咖啡原来是一种水果，咖啡便是这

是怎么进入咖啡这个市场的?

种果实的果核，每一颗小小的红果里面会包裹着

2017年毕业回国，虽然我主修的是互动媒

对云南生豆的烘培有什么特殊的
方法以及诀窍?

两颗果核，用各种处理方式处理完后，才到烘焙

体与设计，可是我对咖啡的热情依旧不减，有着

云南咖啡无论是从种植到处理，都有着突飞猛

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烘焙师就需要经过数次烘

各种新兴的想法，在父亲的帮助下创立了牧栖鸟

进的成绩，那烘焙就成了我们必需要一起前行的目

焙、调式，才能把最想要表达的风味带给咖啡品

咖啡这个品牌，并且与父亲的设计公司融为一

标，在跟很多的烘焙师讨论分享云南咖啡烘焙的过

鉴师，再由品鉴师来完成咖啡风味的评测，这一

体，组成了一个新商业综合体，集办公空间、精

程中，我们发现，烘焙师们会比较注意前期脱水阶

系列的过程完成后，最后才能到我们的杯子里。

品咖啡、餐吧、酒吧为一体，我们一直坚持精品

段，后期会特别留意发展的阶段，无数次的烘焙实

在回国之后不久我继续了咖啡进修之旅，

咖啡理念，让每一个人品尝到一杯新鲜、健康、

验下来，能最好的呈现云南咖啡风味的是到中度烘

在2017年的5月份成功考上了国际精品咖啡品鉴

好喝的精品咖啡，并且在咖啡品鉴师的带领下把

焙，它能把云南咖啡的风味特点诠释的较为完整。

师，虽然过程很辛苦，可结果令自己感到十分的

咖啡里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给大家，作为咖啡传

对未来咖啡市场的看法

骄傲，在成为品鉴师的那一刻我也知道在咖啡这

播者，让好的咖啡与大家分享。

未来咖啡市场的路还很长，主要还是因为

2017年的5月29号，我们也正式成为“云南国

大部分人对精品咖啡的不了解，随着第三波咖啡

在成为品鉴师之后，自己的嗅觉以及味觉

际咖啡交易中心昆明品鉴中心”大力推广云南精

浪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80、90后对咖啡的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采购了样品烘培机进行了

品咖啡。迄今为止，全世界经历了三波咖啡浪潮，

求，开始不再仅仅局限于一杯即饮式饮品，他们

自主烘培，记得第一次烘焙咖啡的时候心情是千

第一波是速溶咖啡的兴起，第二波是意式咖啡的流

开始想要去体验更有仪式感的、高品质健康的咖

变万化的，紧张、兴奋、害怕、期待。各种情绪

行，第三波则是精品咖啡。精品咖啡选取优质的品

啡，也更加愿意在一个精品咖啡馆里轻松的完成

全都汇聚在豆子投进烘焙机的那一刻，自那一刻

种，栽植于最有助于咖啡风味物质形成的海拔、气

工作、学习、社交区，也是未来我们向往的的一

起眼睛、神经都再也没有离开过，感觉这十二分

候和水土环境，通过水洗日晒及蜜处理等加工方式

个生活态度。我们在积极的培养，通过味觉引导

钟长的像一辈子一样，出豆后还是出现了很严重

精选无瑕疵的高级精品豆，经过烘焙师高超手艺的

每一位到店饮用精品咖啡的客人，让每一个人都

的失误，那一刻失落也伴随而来，还好我有一个

烘培与咖啡师细致出品的，让每一位顾客都能有独

能感受到精品咖啡独特的风味变化，同时我们也

好老师，安慰了我很长的时间。在多次尝试，失

特的咖啡体验，昆明品鉴中心的目的就是加强在全

在店内设有专业的咖啡冲煮体验区以及咖啡烘培

败、从来反反复复的过程中，也随着对机器的熟

国和全球开展云南咖啡品牌推广，让更多、更好的

体验区，让更多的人亲身体验从咖啡生豆到咖啡

知度，对咖啡的了解度不断加深，在看到老师点

精品咖啡分享至每个消费者。

熟豆，然后再到一杯好咖啡的一系列过程。虽然

条道路上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太多太多。

头微笑的那一瞬间，成就感满满，现在不仅可以

我们离成功还有段距离，可是我们会坚持着

未来咖啡市场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信心满满，

熟练掌握烘焙机的操作，也能烘焙出一只风味不

自己对精品咖啡的信念一直走下去，成功的路还

本着分享交流的态度以及这份执着与热情，把精

错的豆子了。

需努力，坚持。

品咖啡共同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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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zil & China:

A story about roasting

lower altitude coffees
巴西 & 中国：
关于低海拔种植咖啡烘焙的故事

2

文_JONATHAN HUTCHINS / 何剑
William & Sons Coffee Co. and Farmer2city 创始人、烘焙师

017年4月，一场春雨悄然而至，为全球

一个小女孩把我拉到了一旁，并将我引荐给了

研究当中，我意识到微批量烘焙成功的秘诀之

最大规模咖啡专业盛会的开幕营造了良

YCE的创始人之一陈德新教授。在简单相互介绍

一，便是建立起直接贸易模式。如果你一直找不

好气氛。我的巴西合作伙伴Gustavo和我

之后，他将自己撰写的《中国咖啡史》一书赠给

到好的生豆，将永远无法取得成功。想要成功，

一起也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咖啡展览会。此次

了我，并在书上签名，同时邀请我参观YCE。直

就必须找到好的种植者，因此我立即前往巴西产

参会，我的心情十分向往，听说云南咖啡交易

到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咖啡种植历史悠

区，寻找最好的微批量种植者，我足足花了2年

中心(YCE)将首次向世界展示产自中国的精品咖

久，甚至在我出生之前就早已存在。

时间才说服第一位直接贸易合作伙伴将他的获

啡，此前，我从未见过中国的咖啡种植者，也从

此后，我有幸品尝到了云南产的日晒、蜜处

奖微批量咖啡卖给我，这令我无比兴奋，那是

没品尝过中国的单品咖啡，我无法想象在短短一

理和水洗咖啡。作为一名杯测师和烘焙师，在品

一款90+日晒黄波旁。当时，我还在攻读MBA学

年之内我会来到中国，并定居在这里。

尝新品种咖啡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将它与记忆

位，在毕业论文中，我将未来公司的商业企划

来到展厅，我们很快便找到了YCE的展台，

中其他产地咖啡的味道进行比较，在品尝完第一

写了进去，名为之起名“William & Sons Coffee

展台极具传统中国风格，门口还挂着几个红色的

口之后，我立刻就想到了巴西咖啡。对于那些对

Company”。2014年，我的公司正式成立，我

灯笼，吧台上悬挂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好咖啡应

巴西风土和咖啡并不了解的人来讲，这一评价或

的产品通过网上遍销整个巴西，3年内，我的公

该与世界分享”，让人一目了然。在和几位中国

许有些令人失望；但对我来讲，这为我打开了一

司成长为了一家业务范围涵盖零售烘焙、咖啡厅

咖啡朋友闲聊几句之后，我发现自己被这个展台

扇通往全新咖啡世界的大门。

和区域咖啡批发业务的咖啡企业，William & Sons

一个原产国精品咖啡运动的开始

Coffee Co.也成为了我所在城市的第一家“第三

漏了什么，在我还没把照片推送到Instagram上

在我于2017年移居中国之前，我曾在巴西

波浪潮”烘焙商。

之前，一位种植者热情地邀请我品尝几款样品生

南部工作生活过15年，过去10年中，我始终与

豆，并向我讲述了中国不同的咖啡产区。

精品咖啡相伴。早在2013年，我便开始在家里

巴西不仅仅是全球最大的咖啡原产国和出口

无论来自哪个产地，种植者都是一帮有趣的

的起居室用一台小型家用烘焙炉烘焙咖啡，但苦

国，同时也是低品质商品咖啡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家伙，此次来到这里的大部分种植者都带上了自

于找不到真正高品质的生豆。但几周之后，我的

之一。巴西不允许烘焙商从其他产地进口咖啡，

己能够说英语的孩子以方便交流，并分享自家种

邻居和朋友都争相向我订购咖啡，我意识到是时

因此为了推动巴西的精品咖啡运动，我们只能依

植园的故事。在与那位种植者交谈几分钟之后，

候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变为自己的事业。从此前的

赖当地所产的微批量咖啡。为了提升国家荣誉

所深深吸引。我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生怕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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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植者为核心的烘焙策略

温度

感，促进巴西人对精品咖啡的消费需求，我们制
定了一套以种植者为核心的营销计划。
如果你去过种植园，与种植者共同工作过，
你就会很快发现在咖啡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中，有
非常多可能出错的地方。品质是从种植园开始
的，也很可能在未出种植园大门之前就早早终
结，毫不夸张的说，精品咖啡的未来和发展的稳
定性全部取决于种植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工作，
无论是烘焙商还是消费者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Dabiel Webster曾说过：“请不要忘记对土地的
耕种是人力完成的。只有开始耕种，其他的艺
术才有可能存在，因此，农耕这是文明的奠基
人。”在巴西，我们必须要改变种植者在消费者
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很快发现，种植者在我们公

时间

司运营中的地位越核心，消费者所能体会到的价
值就越高，同时公司也能吸引更多的种植者合作

关于中国低海拔咖啡烘焙的建议

焙，我建议你先阅读一些有关咖啡烘焙的书籍，

以种植者为核心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任何国

当我发现中国咖啡与巴西咖啡的相似之处

烘焙过程中，咖啡会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从

家的精品咖啡工业发展都至关重要。无论是技术

时，我立即决定对中国咖啡进行深入研究。和

而形成咖啡的颜色和香气。如果你没有和Cropster

再新颖的咖啡机或咖啡设备，还是最酷的咖啡师

巴西一样，中国咖啡的种植海拔较低（种植海

一样的精准烘焙软件，你可以自己绘制一张Excel

和烘焙师，都无法胜任精品咖啡核心的这一重要

拔900-1,600m）。虽然海拔对于咖啡口味的形

表格，将每一分钟的烘焙数据录入进去，以便以

地位。我们始终坚持的经营理念是：产品没有做

成十分重要，但我在巴西咖啡烘焙领域的丰富经

后重复使用。成功烘焙的关键就在于可复制性，

产品的人伟大！因为我们知道，是种植者和他们

验，让我坚信即便是低海拔种植咖啡也能达到

因此记录数据对于烘焙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做好

所生产出的咖啡的伟大，才成就了公司今日的发

90+的水平，而事实证明，目前越来越多的云南

烘焙数据的收集与记录，你将无法准确完成杯

展。当客户赞扬我们的产品时，我们会说：“谢

咖啡进入精品咖啡领域。

测，也将无法保证每一季咖啡品质的稳定。

伙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谢，但这些咖啡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是把种

在Nordic Barsitas School学到的知识，帮我

从试验中我们得知，想要确保咖啡口味的复

植者的劳动成果原原本本地呈现了出来。”虽然

形成了一套烘焙巴西微批量咖啡的独特理论。从

杂度，必须在“一爆”之后利用炉内的余温保证

总会遇到挑战，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坚持我们的

失败和错误中我们发现，低海拔种植咖啡，无论

持续快速的ROR（升温速度），尽量缩短口味成

品牌理念，那便是将作为公司核心的种植者们的

水洗或日晒，其烘焙手法要更加温柔。

熟的时间，有时在8-9分钟的烘焙总时长中，成

我们同时发现，与过往对所有冲泡方法使用

熟时间仅占5%。最新的烘焙理论普遍认为咖啡

我们的商业流程是：发现产地、取样商

相同烘焙曲线的做法不同，手冲咖啡需要更快的

的成熟时间不能低于烘焙总时长的20%，以避免

品、设计产品、运输、服务、体验、引导、转

口味成熟度，从经验中我们总结出，对于轻度烘

成熟不充分。我们发现这一理论的确适用于高海

化、再次发现、产地。总的来讲，我会去某个

焙咖啡来讲，咖啡烘焙的时间越长，口味的复杂

拔种植咖啡和意式浓缩烘焙，但并不适用于低密

产地，去与种植者见面，并尝试发现品质优

度就越差。关键在于，要通过平衡温度、时间和

度咖啡，我们对4、5、6、7、8、9、10%等一

越的咖啡。商品（生豆）是种植者生产的原材

火候，让每一种化学物质充分反应，同时又不破

系列成熟时间进行了反复试验，最后我们的杯测

料，产品（熟豆）是公司服务的物理载体，服

坏易挥发的酸味和甜味，这些正是巴西低密度咖

团队和客户一致认为，成熟时间以5-8%为宜。

务（包装和咖啡饮品）是为创造消费体验所必

啡的魅力所在。

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希望你也能给低密度度咖啡一个机会，用更

需的无形载体，体验（精品咖啡的感官体验、

在本文中，我想通过举例的方式，向大家更

加温柔的方式对它进行烘焙，你会被隐藏在咖啡

品牌设计、咖啡厅选址等）是引导客户进行转

好地阐述低密度微批量咖啡的烘焙方法，我希望

背后的超高品质所吓倒，你的客户也会爱上这种

化的重要记忆。转化是个短暂的过程，例如客

它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巴西和中国咖啡的兴趣。

味道。如果你想在低密度微批量咖啡烘焙方面获

户被咖啡的桃子或蓝莓香所折服，是指咖啡给

我们选择的是1,300m 种植的Red Catuai 144日晒

取帮助，或想要和我们谈一谈商业模式的创新与

客户的生活带来别样光彩。整个策略的实施都

咖啡，杯测得分88分，咖啡味道复杂，带有浓郁

完善，请随时通过微信或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离不开产地，商品、产品、服务、体验和转化

的甜覆盆子香气。

作者联系信息

都很重要，但其目的一定是在发现和再发现不

首先，对烘焙炉进行预热，确保热能的最高

同产地、不同产季的优质咖啡，凭借这一策

效传导。咖啡出炉时的温度要比平常更低一些，

邮箱：jonathan@williamsonscoﬀee.com

略，我们会引导客户极性转化，让他们每一年

因为加热后的烘焙炉具备足够的热量，在“一

微信：135 0081 0763

都能近距离与产地的种植者们接触。

爆”后促使咖啡的成熟。如果你刚刚接触咖啡烘

Facebook / Instagram：williamsonscoﬀ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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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咖啡烘焙

的秘密

The Secrets of a
Successful Coffee
Roasting
文_DANNY ANDRADE
Di Bella 首席烘焙师

前言
咖啡烘焙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想要成功完成咖啡烘焙，你必须深
入了解原材料（咖啡生豆）和设备（烘焙炉）背后的科学，以及烘焙涉及
的热力学和各类化学反应。
在本文中，我将与大家分享成功烘焙的秘诀。此外，我还建议大家与
你的生豆供应商或生豆生产商深入交流，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生豆加工处
理的过程和目的，也需要和烘焙炉制造商加强沟通，全面了解咖啡烘焙炉
的设计原理和功能，这将更好地帮助你烘焙出更加美味的咖啡。
为了更好地为大家提供参考，我以水洗哥伦比亚卡杜拉/卡斯蒂罗生
豆，和10kg的Proaster举例，请注意，所有咖啡烘焙炉的特点都不尽相同，
因此如果按照我的方法，用别的烘焙炉进行烘焙，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别。

秘诀一：了解你的生豆
了解豆种和产地
我喜欢把咖啡比作苹果，咖啡生豆可以产自不同的种植园、不同的原
产地，每一款咖啡都有自己的特点，就和苹果一样。每一种咖啡都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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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形状、颜色、香气和口味特征，因此对

提供足够的能量。

啡生豆会开始释放热量，水分会从豆体中释放，

每一种咖啡使用的烘焙方法也应当是不同的。为

秘诀三：做好烘焙设计

热会导致氨基酸之间相互反应，从而使咖啡豆逐

了做好烘焙，首先你要研究和了解生豆产地的特

如果不设计，你必将失败。烘焙设计是预测

渐成熟。该阶段的持续时间至少要2分钟，以确

性，例如种植海拔、土壤结构等。为此，要加强

烘焙过程及结果、记录烘焙数据的关键，它将帮

保熟豆的品质，在该阶段，咖啡豆的颜色会从金

与生豆供应商或生产商的沟通，他们能够详细地

你更好地执行和掌控烘焙过程，对任何可能出现

黄转为深黄，再变为浅棕，直至“一爆”发生。

为你讲述生豆背后的故事，例如最近几个产季，

的调整作出预警。

阶段三：焦糖化及成熟阶段

产地的气候和环境是否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影响

首先，你需要了解，烘焙曲线通常可分为三

焦糖化阶段极为重要，虽然听起来只是糖分

了咖啡产量或品质；又例如当地是否使用了新的

个主阶段：（1）干燥阶段；（2）美拉德反应阶

发生了焦糖化，但其实该阶段非常复杂，很容易

生豆处理技术，以及其背后的理论等。

段；（3）焦糖化及成熟阶段，每个阶段发生的

出错。在该阶段中，咖啡豆的很多有机酸会逐渐

化学反应各不相同，下面请让我一一讲述：

产生或分解，因此控制好该阶段的火候对于熟豆

你将如何使用烘焙好的咖啡熟豆？
根据样品杯测的结果和咖啡体现出的口味特

阶段一：干燥阶段

的品质极为重要。

秘诀四：每次调整一个变量

征，提前决定好熟豆的使用方法。去思考哪些口味

在该阶段，咖啡生豆会经历吸热反应，吸

是值得提升的，例如酸度、口感、甜度、醇厚感，

热反应是指生豆从炉内吸收温度的过程，简单来

我始终坚信，杯测才是王道。杯测是你评判

哪些是想要突出的，例如复杂感、鲜活度、甜味，

讲，生豆会失去大量水分，颜色也会发生从绿到

和调整烘焙计划的重要依据，因此在此前的烘焙

无论是用于单品还是拼配，烘焙都要能够体现出产

黄的改变。

过程中，一定要记录下尽可能多的数据，数据可

地特征和你想赋予咖啡的风味。说到底，是你决定

该阶段的关键，在于预热时的速度要慢，

以帮助你分析和找出哪些地方值得改进和提升。

了某批样品是适合单独饮用，还是适合拼配饮用。

火候要小，以确保炉内温度稳定。“转折点”是

只有收集数据和品尝咖啡的味道，才能真正令你

拼配应当能够令每一款生豆互补，呈现出最圆润、

指炉内温度或环境温度与豆体温度达到相同的时

了解和掌握烘焙的奥秘。我的最后一个秘诀是每

平衡的风味。我个人更倾向于烘焙后进行拼配，因

刻。“转折点”的温度在每一次烘焙时都有所不

次只调整一个可能影响熟豆品质的变量。

为这样能使每一种咖啡烘焙得更加均匀，成品的品

同，在“转折点”之后，炉内温度和豆体温度都

结论

质更好控制。同样的，你还需要考虑熟豆是用于制

会开始上升。

本文为大家介绍了成功烘焙的几大秘诀，

阶段二：美拉德反应阶段

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先了解你的生豆、了解你的

举例来讲：我所选用的这款水洗哥伦比亚卡

美拉德反应阶段是形成咖啡口味、甜度和颜

烘焙炉、做好烘焙设计，并坚持每次调整一个变

杜拉/卡斯蒂罗生豆产自Huila地区的El Jardin种植

色的重要阶段，此阶段发生的化学反应，以及稍

量。每个产地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而作为烘焙

园。这座种植园位于安第斯山脉海拔超过1,900m

后在焦糖化阶段发生的反应，均为放热反应，咖

师，我们的职责和目的就是讲好这些故事。

作意式浓缩还是滴滤咖啡。

的高原地区，生豆密度很大，水分含量为11%，
了解密度和水分含量有助于你决定使用多大的火

传递热的方式
一共有三种

候。这款咖啡多汁，且带有热带水果的酸度、蜂
蜜般的甜度和杏仁香味，余味纯净、持久，由于
此前使用过这款豆子，我决定将这款咖啡烘焙成
为单品滴滤咖啡，以突显其优秀的酸度和甜味。

秘诀二：了解你的烘焙炉
正如我刚刚所说，要加强与烘焙炉制造商
或经销商的沟通，去充分了解烘焙炉的功能及特
点。我建议大家在咖啡烘焙炉实际投入使用前，

传导
电或热能从接触的
两个表面直接传递
对流
由于分子的运动，
热能通过液体或气
体传递

先用新的烘焙炉进行练习，烘焙“练习豆”（或
“废豆”），这部分豆子的成本应当计算在你的
日常经营中。去熟悉烘焙炉的型号、容量、炉子
转速、对流参数、加热方式、燃气控制方式等，
这会让你能够更好地掌控烘焙过程中的热力学和
化学反应。
举个例子：我在烘焙这批豆子时，用量是烘
焙炉容量10kg的Proaster的80%（8kg）。80%是

辐射
能量通过辐射或转
换成射线、波或微
粒的形式

烘焙炉制造商推荐的最大烘焙量，从而保证生豆
在炉中有足够的空间翻滚、膨胀。我刚刚说了，
这款豆子密度大，水分含量为11%，因此我决定
将起始温度设定在210°，确保烘焙过程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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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tories
of Coffee
for Five Years

入行五年，

我与咖啡的那些事
文_朱思迪
咖啡狗烘焙工作室 烘焙师

2

013年进入咖啡行业，今年正好第五年，

情，有电梯的还好，没有电梯的需要爬楼，着实是

随着时间的积累，自己的烘焙技术得到了提

从咖啡爱好者到咖啡师，再到两年前成立

辛苦，三个多月后，青岛进入冬天，海边经常5-6

高，在网络上写文章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度，咖啡

自己的烘焙工作室成为一名烘焙师，这一

级的海风，气温很低，咖啡最好是在热的时候开始

的订单也慢慢有了相对稳定的增长，这台两年前

路走过来并非一帆风顺，创业过程更像一部血泪

饮用，温度对口感影响很大，这次外卖也算是一次

购买的三豆客R500E已经满足不了我现在的烘焙

史，充满了挑战和艰辛，还好自己对咖啡足够热

实验性的经营，做了三个月就停了下来。

量，于是在17年9月购买了第二台三豆客2.5公斤

爱才让我坚持走到今天。

其实我们还是想把重心放在烘焙上，研究

烘焙机。

2013年来到青岛，受到第三波咖啡浪潮

烘焙也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所以刚开始的那半

我的第一台烘焙机就是三豆客，所以对这

影响，青岛的咖啡馆遍地开花，一不小心入了

年，烘焙订单很少，合作伙伴坚持了一年最后选

个大家伙性格也算是比较了解，试烘焙了几锅就

咖啡行业，到一家精品咖啡店工作，开始接触

择了去北京继续在咖啡行业学习。当时我也想过

找到了适合这款机器的火力分配和风门的控制节

到精品咖啡包括手冲和烘焙。16年和朋友一

要继续在咖啡店工作和学习，因为实在很难找到

奏。大机器的稳定性会更好，不太容易受到外界

起投入了四、五万，创建了一家烘焙工作室，

盈利的突破口，17年上半年开始自己独立运营烘

因素的影响。今年三月底参加上海展会，在三豆

咖啡行业工资普遍偏低，这些钱是我们的全部

焙工作室进行烘焙，单品的烘焙还是不太稳定，

客的展位和周总聊了许久，更多的是了解刚上市

积蓄。当时我们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烘焙机三

于是咬咬牙决定带着问题去上了一个SCA的咖啡

的R200烘焙机的设计理念，自己也小试牛刀了

豆客R500E，最开始是被外观吸引，使用后才

烘焙课程，7,000元的费用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笔

几把，R200是针对咖啡爱好者和样品烘焙的一

发现在创新和配置上三豆客也表现出足够的诚

巨款，最后也是通过支付宝借呗才顺利完成了

台烘焙机，适合小容量50-200克的咖啡豆烘焙，

意，无轴内锅和红外内锅的设计提供给咖啡豆

SCA咖啡烘焙初中级的学习课程，上完烘焙课程

也有一些新科技的融入，比如电子风门和风压的

更多的热辐射，让热能更好的穿透到咖啡的豆

不会让你的咖啡烘焙技术马上有一个质的飞跃，

检测功能，这些功能对烘焙师来说更有利于烘焙

芯，保证了每一颗咖啡豆烘焙的一致性，而且

需要后期花更多的时间去实践、总结和纠正，我

的稳定性。

还可以连接电脑记录烘焙曲线。

的感官训练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总结和实践中得到

对于烘焙当时的我还是新手，所以我们从小

了提升。

2017年10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家社区咖
啡工作室，因为之前的烘焙工作室是不对外开放

区送咖啡外卖入手，一杯咖啡的均价在15元，而

每个周末在植物园工作两天，让我有更多的

的，而这家新的工作室对朋友还有咖啡从业者是

且都是我们免费送上门，一天的时间更多都是花

时间去思考，半年期间几乎把市面上所有热门的

免费开放的，期间认识了很多咖啡爱好者和咖啡

在路程了，居住的小区主要都是年轻人，白天都

咖啡书籍看了一遍，于是开始尝试着在网上写咖

从业者，这些朋友都是因为热爱咖啡而走到了一

上班，喝咖啡的人并不是太多，周末一天也只达

啡书籍的推荐，写咖啡方面的专栏和咖啡爱好者

起。感谢咖啡带给我的这份缘分，谢谢有你们的

到200元的销售额。大夏天送外卖是一件辛苦的事

分享关于咖啡的一切。

陪伴，让我在咖啡这条路上不会显得那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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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优质浓缩咖啡的10个小窍门
Tips for Perfect Espresso

文_RAY YICK / 易碧辉
广州百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2

018年是Cafe Culture进入中国市场的第

引他们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个触发点，就是咖啡

制作量大，制作选用的咖啡豆相对固定，烘焙度

四个年头，Cafe Culture一直致力于整个

拉花的吸引力，加上入行的都是非常年轻的新晋

也绝大多数采用中度或者中深烘焙的咖啡豆（少

行业发展的推动与资讯分享，今年除了

咖啡师，对于整个行业环节的理解或真实感受还

数主打浅烘焙风格的咖啡店出品不在此讨论范

继续举办雀巢杯LAS咖啡拉花对抗赛的全国8站

是有很多缺失，需要我们通过持续培训、引导、

围），因此我们希望呈现出更浑圆厚实以及更甜

的城市赛（青岛、上海、台湾、厦门、香港、

体验以及赛事来形成可持续的交流氛围，让分布

香的浓缩咖啡，此时水的pH值不能偏低，pH值

广州、成都、北京），以及WTC系列精品茶赛

在全国各地的新咖啡师们更快速成长！

偏低意味着水本身的酸性更突出，以避免豆子的

事（WTBC精品茶冲煮赛、WTTC精品茶品鉴

接到这次的课题，关于制作优质浓缩咖啡的

甜味被削弱，加上目前精品咖啡馆萃取更偏向于

赛），还新增了金米兰咖啡师之夜Barista Skills赛

10个TIPS，已经有很多前辈、咖啡发烧友写过大

减少后段木质味道的萃出，如果水质偏酸性，那

事，每一个活动，背后除了印证着台前幕后全体

量的总结，但我还是希望透过Cafe Culture的杂志

萃取出甜味的容错率会更低。

工作人员的付出，还从不同角度为行业带来更多

平台，让所有读者都清晰了解到日常制作优质咖

的竞技机会，让咖啡师们掌握更全面的技能！

啡的必要注意事项：

市面上备受认可的超滤净水器处理水量快速
巨大，不会改变自来水的pH值，数据接近6.5-8

TIP 01：水质和温杯

之间，不属于偏酸性水质，因此安装一台稳定可

拉花赛注重的是图案的呈现（干净度、对比度、

一杯咖啡里面98%是水，水的味道对于咖啡

靠的超滤净水器即可获得符合制作浓缩咖啡pH

对称性、难度、创意性），而咖啡师之夜注重的

的味道影响最大，其中酸碱度pH值对于最终的咖

是咖啡师的基本功（称粉准确程度、奶温掌握、

啡味道呈现主要发挥调和的作用，如果采用pH值

根据SCA（精品咖啡协会）研究，水中可溶

Espresso的优质萃取），在赛事中，两大赛事的

偏高的水来煮咖啡，会抵消酸质风格的咖啡豆呈

解物质（TDS）ppm值在125-175之间，用来萃

选手各有侧重，利用比赛策略取得晋级，但赛后

现的风味，反之，则会让呈现的咖啡酸度表现偏

取咖啡最为理想，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浓度和萃取

回归到工作岗位，面对需要服务的客人，则需要

高而影响甜味带来的愉悦感，应用在单品咖啡豆

率的理想值。而ppm值低于75，则较容易萃取过

将以上两个环节取得平衡，呈现出既完整的拉花

的冲煮时，我们可以选用不同酸碱值的水来最大

度；ppm值高于225，则较容易出现萃取不足。

图案，又优质的咖啡味道。

化表现烘焙师对于豆子的风味理解。

不同地区的自来水TDS值是不同的，北方地区偏

有趣的是，拉花赛与咖啡师之夜相辅相成，

值的干净的水。

实际上，行业内很多咖啡师拉花技能突出，

但在浓缩咖啡的萃取上，首先受制于店内统

高。一般自来水厂的水TDS值在180—260左右，

而且可以说国内选手拉花功力一流，很大程度吸

一滤水装置的统一过滤，另外由于浓缩咖啡重复

纯净水和蒸馏水读数接近0，矿泉水和山泉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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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介于20-50之间，超滤处理的水在150左右，

机也可以实现落粉垂直，遗憾的是，很多门店选

预浸泡的效果，结束预浸泡即可重新启动出水按

同样符合最佳咖啡萃取范围，但有趣的是，水加

购磨豆机时考虑的只是品牌的从众程度，而忽略

钮或拨杆，以获得更饱满的浓缩咖啡。

热后ppm会升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TDS笔测

了实际出品的影响。

一下自家水的ppm值。

TIP 04：单份双份布粉技巧

TIP 08：萃取
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段落，前段咸味及高酸

采用软水器，可以让萃取出的浓缩咖啡更加

为了提升门店出品效率，常用的咖啡手柄是

表现单一，并不能体现Espresso的平衡感，而且

圆润柔和，由于浓缩咖啡口感浓烈，建议各位不要

双份粉碗的手柄，当偶尔需要使用单份手柄时，

高酸质地在制作奶咖与牛奶融合后容易出现出品

过度追求浓缩咖啡清晰的风味表现了，毕竟，大家

在不改变研磨度的条件下，减少单份粉碗的接粉

液面破损及油脂皱折，无法让人接受；中段在糖

用的都是中度烘焙以上的豆子做浓缩，浓缩的概念

量，在粉层堆叠到粉碗外圈时，进行布粉铺平，

分得到充分冲刷溶解后平衡了酸感，余韵表现得

里顺滑才是王道（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然后使用食指指腹下弯刮粉形成粉饼中部内陷的

更耐喝，也能与打发后的牛奶完美结合，突出甜

状态，再进行压粉即可进行萃取，试试看，多试

味；后段略带木质与微苦（仅以最常用的中深烘

几次，就会找到感觉了！

咖啡豆萃取案例为此文讨论方向），更适合呈现

最后，温杯的细节不能缺失，是为了让顾客
饮用咖啡时，嘴唇和舌头感受到温暖，而不是触
碰到冷冰冰的杯壁后流入口腔的热咖啡。

TIP 02：调整研磨度
每天开店前，咖啡师都会习惯性地对咖啡
豆进行研磨测试，虽然是非常负责任的行为，

TIP 05：填压
随着稳定出品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咖啡周
边工具可以辅助咖啡师，布粉器就是一大利器，
选用简单的一字型布粉器旋转布平即可。

经典咖啡风味。

TIP 09：流速鉴定
前段流速四个字：欲断难断，可视浆状质
感；以上状态结束后咖啡液流速加快，进入中段

但是我看到过太多因为每天研磨测试而浪费大

压粉时注意手柄与整个手臂形成垂直角，使

萃取；中段糖分物质被冲刷无几后，流速再次变

量咖啡豆的例子，因此，日常调整研磨度，应以

用手肘末端发力下压，以确保压粉器一步到位下

大，直至过量水冲刷导致的泛白出现，即为后

手指的触感配合微调的方式进行，而非盲目地直

压，浓缩咖啡粉较细，无需用力重压，当然地，

段，应立即停止萃取，避免过量的水加入而导致

接进行萃取测试。适当的研磨度指咖啡粉的手指

假如以上步骤都做好了，而流速快了一点点，可

Espresso浓缩液的质感降低和水感增加。

触感是略带面粉状，但又能明显感觉到咖啡粉球

以加大压粉力度做微调。

状，当研磨度达到此状态时，咖啡师应根据日常

TIP 06：放水上手柄

TIP 10：味道鉴定
团队盲测，是对优质浓缩咖啡的最佳鉴定，

粉重（一般介于17.5g-19g）进行第一组萃取测

对于出品频繁的门店，萃取前放水只是为

切忌盲目追求所谓的风味细致表现，在浓缩咖啡

试的结果进行粉量的调整（无论萃取流速快还是

了简单清洁冲煮头残留的上一次冲煮残渣，对于

的世界里，浓郁、浑圆、顺滑、平衡才是最大价

慢），而非不停改变磨豆机的研磨度。假如流速

每次冲煮结束都清洁冲煮头的门店，可省略放水

值，新晋咖啡师们也要避免从拼配咖啡豆里疯狂

偏快，增加0.3g或以上的咖啡粉萃取测试继续微

步骤，另外，具备恒温稳定系统性能的高端咖啡

研磨萃取寻求不可能出现的风味，尊重烘焙师对

调；假如流速过慢，减少0.3g咖啡粉萃取测试继

机，也可省略放水步骤。但对于出品间隔时间长

他拼配配方里熟豆的呈现，才能获得优质的浓缩

续微调，直至粉量超出粉碗的上限或者下限，才

的门店，每次上手柄前务必放水，将储藏在冲煮

咖啡（Espresso）!

转向调整磨豆机研磨度。

头锅炉的热水放出少量，以免粉饼接触热水初期

TIP 03：接粉

（粉饼总体吸水量吸热量最大）破坏掉咖啡优质

接粉影响的是粉层的分布密度，当你使用的

酸味的呈现。

磨豆机落粉是偏粉的，就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出品

TIP 07：预浸泡

统一，因为物理角度，每一次偏粉都印证着粉饼

高端咖啡机都预设预浸泡功能，对于入门级

的粉层密度不均，水流是无法均匀往下流动的，

设备，咖啡机加压泵都是渐进式加压，不会一下

建议选用落粉垂直的磨豆机，少数品牌的手拨磨

子提升到9 Bar的萃取压力，咖啡师可以通过手

豆机可以完美实现落粉垂直，大部分的电控磨豆

动控制出水一两秒后停止出水静候3-5秒以达到

期待以后的日子里，我可以有机会到你的咖
啡店里喝到你们亲手做的优质Espresso！
文章仅供行业探讨，如有更深入讨论，欢迎
联系我的微信18028561089，感谢阅读！

公司小程序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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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e Drink Coffee

我们为什么喝咖啡

？

文_ERIC BADEN / 林德恩
咖啡公社 / Coffee Commune

咖啡的感官罗曼史：从提神剂
到一种生活方式

了附近修道院的一位修士，这位修士此后不小心

人们听说了他的发现，并将他迎接回来，作为圣

将这些果子扔进了火堆当中，顿时，一股浓郁的

人敬仰。

艰苦、洞察、精神、想象、化学……这一切

芳香扑面而来，其他修士也被吸引了过来，他们

无论历史究竟怎样，令咖啡一举成名的无疑

都是咖啡故事的一部分。如今已经成长为数10亿

一起将烧焦的果子拿了出来，研磨成粉并用水冲

是它的提神功效，如今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我

规模的咖啡工业，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

泡，就这样人类冲泡出了历史上的第一杯咖啡。

们已经知道令咖啡如此提神的物质是咖啡因，但

埃塞俄比亚森林，在那里，一位牧羊人凭借着自

另外一种说法是，一名叫作Ghothu的苏菲

直到咖啡被首次发现的几百年后，人们才开始懂

己的山羊，发现了一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教信徒来到埃塞俄比亚观察鸟类，他亲自品尝了

神奇饮品。

一种鸟儿们常吃的红色果实，顿时精神矍铄，当

在阿拉伯世界，咖啡被叫做“Qahwah”，

然，这一传说并没有说明人们是如何发现烘焙和

“Qahwah”一词源自“Qahā”（译为“不

冲泡咖啡的方法的。

饥饿”）、“Quwwa”（译为“能量”）以及

关于咖啡的起源有着许多传说，我们或许已
经无法查证那段历史，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咖
啡始终伴随在人类的身边。

得欣赏它的芳香。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中，一名名

“Kaffa”，也就是埃塞俄比亚首个将咖啡出口

关于传说

叫Omar的信徒经常为其他信徒治病，但后来他

到也门和阿拉伯其他地区的港口。当咖啡来到奥

关于咖啡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或许

被流放至一处沙漠洞穴，在无比饥饿之际，他从

斯曼帝国（现在的土耳其），它被当地人称为

是一位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名叫Kaldi（或 Khalid）

附近灌木上摘取了几颗苦味的红色果实，由于饥

“Kahve”；此后它又来到了荷兰，名字变为了

的牧羊人，在公元850年，发现他的山羊在吃完

饿难耐，他尝试用火烘烤这些果实，但果实却变

“Koffie”，最后，“Koffie”一词被收录到英语

一种灌木上的红果子之后变得非常兴奋。Kaldi

得无比坚硬。为此，他又用水煮这些果实，果实

当中，在1582年正式变为了“Coﬀee”。

自己也尝了几颗，发现浑身充满了能量，精神

顿时散发出迷人的香味。他将这杯神奇的饮料喝

关于神话

警觉，且不再饥饿。于是他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

下，并重新恢复了体力，最后，居住在摩卡港的

在咖啡的提神功效被发现之后，商人们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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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了也门的摩卡港，从这个在当时最繁忙的港

生豆种的杂交与进化，不仅仅是埃塞俄比亚，如

带有的魅力，以及高于阿拉比卡咖啡两倍的咖啡

口，咖啡很快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在那时，

果你有机会去探索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中南美

因含量。

摩卡当地烘焙并冲泡的咖啡带有浓郁的巧克力

洲，你一定会被那里咖啡浓郁的柠檬香和黑巧克

味，这也让阿拉伯咖啡以巧克力味在全球范围内

力香味所迷倒。

一举成名，到了今天，这种咖啡已经变味成了我

之于红酒，之于咖啡
用精心挑选的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咖啡制

或许我们对阿拉比卡咖啡如此着迷，是因为

作意式浓缩拼配，就像是用不同的葡萄种酿造红

这种咖啡味道平衡、酸味明亮、甜味细腻、口味

酒。其实，咖啡与红酒的相似之处不止这些，两

咖啡厅的首次出现是在阿拉伯，特别是在

层次丰富，令一切其它低品质的咖啡黯然失色。

种饮料都芳香四溢，口味复杂多变，与财富和精

埃及的开罗、叙利亚的阿勒波和大马士革、巴格

这段感官的罗曼史，其起源是百年前阿拉伯王国

致生活密切相关。

达、君士坦丁堡。1554年，首家咖啡厅出现在了

和欧洲皇室所追求和习惯的一种精致生活方式。

们熟知的摩卡拿铁。

和红酒一样，咖啡的产地、种植方法、年份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到了17世纪，威尼斯

被误解的“姐妹”

和气候、采摘和加工的方法都极为重要，这需要

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富饶的国家，国家经济的命

阿拉比卡咖啡固然以高品质著称，但它的

人们运用十足的专注、知识、经验和努力去展示

脉全部掌握在商人手中。当

出每一杯咖啡或红酒的真正

这些商人在摩卡和开罗品尝

魅力。品种、风土、种植和

过咖啡之后，他们将这种神

加工技术正是无数经验丰富

奇的饮料引进了富饶的威尼

的烘焙师和咖啡师们想要通

斯，并在当地以非常高的价

过烘焙和拼配所展示的，怪

格出售，咖啡也一举从一种

不得咖啡能够像红酒一样，

简单的提神药物变为了社会

得到如此多作家、诗人和哲

阶层的象征。在抵达欧洲之

学家的认同。

后，咖啡已不再是一种生长

世界上的许多红酒都

在埃塞俄比亚森林的普通果

是单一葡萄种、种植在小型

实，它变为了一种昂贵的奢

种植园、经过手工采摘和加

侈品，被欧洲皇室所青睐，

工的，酿酒的技艺会代代相

咖啡成为了财富和对精致生

传。咖啡也是如此，有些咖

活追求的象征，追求奢华生

啡能够在拍卖会上卖出每磅

活的上层阶级争相恐后地在

上百美元的价格，这些咖啡

咖啡厅享用这种产自中东、

也是产自一些单品微批量种
植园。

为贵族独享的美味饮品。

咖啡社会

“姐妹”罗布斯塔却总是被人误会，虽然全世界

在咖啡公社，我们致力于帮助和支持云南

很快，咖啡厅在17-18世纪遍布整个欧洲和

40%的咖啡产量均为罗布斯塔咖啡，但关于它的

小微型种植园发展，生产可追溯的精品微批量咖

英格兰，并成为了作家、音乐家、画家和哲学家

讨论与关注少之又少。人们对于阿拉比卡咖啡趋

啡，挖掘当地咖啡的惊人品质和口味特征。

的聚集之地，著名的德国音乐家巴赫就曾为咖啡

之若鹜，即便是含有罗布斯塔的拼配咖啡也被称

专门撰写过“咖啡清唱剧”，巴赫、贝多芬、梵

为“阿拉比卡拼配”。

高、伏尔泰和其他文学界及艺术界巨头都是咖啡
的重度粉丝。

作者简介

这对于罗布斯塔咖啡是不公平，的确若比谁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的德

的味道更精致、复杂，罗布斯塔的确很难与阿拉

国人，他从一名烘焙师做起，获得了Q-Arabica

创意与精致成为了咖啡厅的代言词，在文

比卡咖啡匹敌；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一些超高品

Grader认证，并在过去6年将咖啡公社打造成为

艺复兴时期，人们都想要在咖啡厅一品咖啡的芳

质的罗布斯塔咖啡，同样能够给人们带来非凡的

了一个全产业链、注重“从豆子到杯子”完整高

香，去感受古老东方国家的神秘与浪漫，从而暂

感官享受。来自咖啡公社的朋友和 来自Yunnan

品质体验的咖啡企业。Eric对于建立人们彼此间

时逃离现实生活的残酷。

Coﬀee Traders的Tim Heinze、Joshua Jagleman，以

联系、共同享受生活、共同改变世界拥有无比热

一段感官的罗曼史

及来自Torch Coffee Company的Marty Pollack正在

情。通过与云南小微型种植园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阿拉比卡咖啡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咖啡豆种，

与当地的小型种植园合作，去发掘这种神奇豆种

并给予大力支持，他们生产出了最高品质的精品

的独特魅力。

咖啡，并将这些咖啡展示给了全世界的精品咖啡

在全球，每10杯咖啡中就有6杯是阿拉比卡咖
啡，这是因为阿拉比卡咖啡芳香浓郁、复杂，且

我所指的超高品质，是令人惊艳的甘甜与

烘焙师和咖啡爱好者们。Eric和咖啡公社的工作

会根据品种、地域和加工方法带有不同的独特口

醇厚口感，以及经过高压萃取出来的浓郁油脂，

目标是打造高品质咖啡，与种植者建立公平合作

味。产自咖啡故乡的阿拉比卡咖啡花香和水果香

这些品质若能以合理比例应用于阿拉比卡拼配当

关系，同时为种植者、员工、社会和消费者给予

浓郁，若冲泡准确，将会给你的味觉带来一次独

中，能够造就全世界品质最好、价格最公道的意

最大尊重。邮箱：eric@coffee-commune.com，

一无二的享受。如此复杂的风味是源于上万种野

式浓缩拼配咖啡，这要感谢罗比斯塔咖啡自身所

微信：strongaok，Instagram：coﬀee.commune。

31

From a Barista to a Head Barista, Trainer and Champion

拉花赛桌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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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程昱嘉
ALFEE COFFEE 艾咖啡

咖

啡拉花是一项非常直观的比赛，不管

到专属于他们的咖啡世界，有的时候不是消费者不

你懂不懂品尝一杯咖啡，都可以用自

懂喝，而是咖啡师自已没有试着引导他们如何欣赏

大部份快节奏的拉花比赛都是依照这样的赛

已对美的事物的理解来看，也因为如

自已的作品。关注自已的世界久了，有的时候要学

制在进行，因为是快节奏的关系，所以在评分上

些，所以这项比赛变的十分火热，每年在全世界

着移开自已的目光，也许会感受到更多想法。

所看的点就会不太一样。

一对一对抗赛制

的每个有咖啡比赛的角落都会有咖啡拉花的出

关于这件事情，我除了在帮自已店的小伙伴

有一些拉花赛里也常常开始加入了“风味”

现，就算没有正规的比赛，也会有很多年轻咖啡

去训练时常提到之外，在外接到的一些活动时，

这个评分项目，另一些比赛也加入了团体战、俄

师的加入与参与，不管是在自已店里练习，还是

我通常会先跟雇主透过聊天的方式，找到他为什

罗斯轮盘等元素，来让比赛更有张力，但目前所

揪团团练，因为咖啡拉花有一种魔力，吸引着年

么会想开店、跟着呈现的风格后，着手去计划在

举办的比赛里规章还是分别针对以下七项来判定

轻咖啡师目光，这就是LATTE ART.。

短时间内，期待能将雇主的想法，转换成方法，

拉花的标准的：对称度、干净度、黄金圈、难

来让员工们的训练可以更贴近雇主的想法。

度、创意、奶泡表面、速度。

这几年参与了很多拉花比赛也担任过评委，
从我的角度来看，选手们一年比一年的实力都来
的更好，素质与观念也一样飞快的进步，但我还
是想透过这样的文章来告诉每一位想参与比赛的
选手：其实准备一项比赛，跟准备开一间店的困
难度是一样的。

这边可以举个简单的方式，其实照上述所说
的就可以规画出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应对。

WLAC世界咖啡拉花大赛

因为这是WCE所举办的咖啡拉花相关比

步骤一

赛，所以它在里面加入了更多以咖啡师为主轴的

在每一天上工前，设定好所有的环节，尽可

元素，让比赛结构相对更加完整。这项比赛考验

能的从咖啡豆到咖啡杯，中间所有动作流程都安

着咖啡师不单只是拉花技术，也要适当的投入情
感，来让消费者产生一定的共鸣。

想要获得高分与想得到消费者的信任与认同

排一次，让消费状况整个氛围是处于一个轻松自

是相同的难，如果只是一昧的把自已的喜好端了

然的情况下所发生，这样一来才能让客户的体验

出去，那结果不是大好就是大坏，最后可能也会

符合在自已的预期内。

LAC的规章里加了两个重点：稳定度和技术评
分项目。这两个重点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部份，一

步骤二

个好的咖啡师，除了勇于创新，跟维持自已能力之

味道的好坏，一直以来都是件主观的事，我们无

为了避免口头说明的内容过多或过于繁锁，

外，重要的是煮出一杯自已可预测的咖啡，然后再

法去控制别人的喜好，当然也就无法百分百让消

而让人无法很快的反应过来造成误会，咖啡师适

稳定的实现。要达成可预测又要稳定，所以冲煮流

费者喜欢自己的咖啡。

演变成咖啡师认为是消费者的素质不够高。但，

时的帮自已的咖啡内容准备些图片跟小卡，再加

程的各种方方面面，都必须要努力的去被执行，这

一种咖啡有两种面向：消费者与咖啡师。这

上表情跟肢体动作，这样一来会让人更有深入其

也是很多咖啡师要去比这比赛前都会好好的思考一

是一般咖啡师日常会遇到的情景，但如何将这两种

境的感觉，因为只要是品尝或欣赏，就需要有人

下的主要原因了，毕竟这不是一项你带着几个图就

面向正确的导入比赛中，才是选手真正该思考的问

来作这一些引领。

可以去拿冠军回来的思考方式了。

题，不管是拉花的美丑还是咖啡风味的好坏。

步骤三

最后除了刚刚说的拉花注意事项外，最重要

比赛就像平时的出杯一样，一次机会，只有

最后在品饮的过程中，咖啡风味的形容会

的还是整体流程，是不是能让人感到兴趣，才是

喜欢或不喜欢，所以每次的出品，都应该在意消

希望以日常生活用语来达成两边交谈的主要形容

咖啡师最重要的事，也是咖啡店老板们最在乎的

费者的感受。

词，比如是每个人常吃的料理、吃到的水果、见

事了，因为，有更多消费者回流，才能确保一间

到的任何一种需要运用到五感能体验到的事物，

店能好好的运作下去。

唯独开始用这种心态去面对比赛，才能在不
管是成功或失败的结果中，真正的学习到。
即然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出品，当然就不外乎
要再加上：说明、引导、带领。
一个好的咖啡师，不只是在咖啡本质上去着

来作聊天互动的内容，这样更可以拉进距离，也
能让消费者在饮用的过程，产生自信心，这些小
地方是会让消费者发现你与其他咖啡馆的不同与
差异性。

作者简介
程昱嘉是台南Alfee Coffee的主理人，杭州
Alfee Home的创始人，担任奇美咖啡股份有限公

重自身的能力，更应该要透过自已对于咖啡的了

而如果是运用在咖啡比赛中，其实已经有一

司、高青集团、马可先生健康烘焙的咖啡项目顾

解，去消化转化成另一种更容易懂的言语，来让喝

个好的开始了，因为你已经如实的去把你想表现

问，除了本身的咖啡门市，贩卖咖啡、甜食、

你咖啡的人可以更容易的去认识咖啡众多美好的方

的画面，好好的计划了一次，接下来的就是认真

汉堡外，目前都有在承接店家咖啡培训、开店

面，而不是搬出过多的专业名词来张显自已的专

的去了解你想开店地点旁的人群与需求，换到比

顾问、员工训练辅导、展场演出，学校指导老

业，却让消费者更觉得咖啡很难接近。所以我总是

赛中的说法是，好好的去研读规章规则。

师、业师、及商业演出。他曾获得SCAE欧洲精

对我店内员工说，如果客人觉得你的咖啡不好喝，

如果不了解或不去研读，那很有可能是你

品咖啡协会Green Coffee认证、Sensory认证、

是因为你没有去引导他们去欣赏你的咖啡世界，那

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最后却是不符合评委或消

Brewing认证、Barista认证、Roasting认证、CDS

本质上是咖啡师本身的错，因为如同上述说的，味

费者的喜爱。这也是我很喜欢跟想开店的朋友说

文凭、训练讲师(AST)、专任考官。

道是种主观，唯有去引导客人，才能让他们可以在

的，你其实可以认真准备一次比赛试试，如果在

自2010年起，程昱嘉多次参加各类世界咖

短时间，认识你所看到的咖啡画面。

准备的过程中，得到些经验或感想，这些收获才

啡师大赛选拔赛和拉花比赛，也曾多次在国内和

能真的让你往开店之路努力的走下去。

国际的重要咖啡或拉花赛事中担任评审。

多去看看厉害的咖啡师怎么去带领消费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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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n Thittiprasert

2017 WLAC
世界冠军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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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我的名字是Arnon Thittiprasert，

我只需要走上台前，去表现自己的实力，便能赢

我来自泰国，现在我居住在泰国清

得冠军。

大

迈，我曾是2015-2017年泰国拉花大

你经常出差吗？

2个月在泰国。
你认为咖啡工业的哪个方面最为重要？
咖啡被世界人民所热爱，因此每到一处总会

赛冠军、2011-2015年世界拉花大赛（WLAC）

我非常喜欢出差，这能够让你跳出思维定

有人认出我，有些时候我还会和他们一起旅行并

决赛选手、2017年WLAC冠军、2017年世界拉花

式，即便在成为冠军之前，我也会每年出差3个

成为朋友。咖啡圈很小，圈里的人都互相认识，

对抗赛冠军。

月时间去学习新鲜事物。我已经走过了将近40个

但同时咖啡也是一个世界工业，每到一处你都能

我是在澳洲与咖啡结缘的，我曾和2007年

国家，如今成为世界冠军后，我在泰国的时间更

结实到新的朋友，我热爱咖啡工业，是因为它能

WLAC冠军一起工作过，能够亲眼见证他制作拉

短了，在过去10个月里我有8个月在出差，只有

将不同国家的人联系在一起。

花咖啡的过程和手法，体验澳洲咖啡文化，令我
深深地爱上了咖啡。
我现在是Ristr8to和Ristr8to Lab创始人，清
迈Doppio Ristr8to合伙创始人。
拉花训练
我一般是在工作的同时进行拉花训练的，
我会把每一杯咖啡当作比赛作品，每天要工作8
小时，每周5天，每天工作完之后我会训练1-4个
小时，具体视比赛而定。在参加2017年WLAC之
前，我曾在6个月时间里每天训练3-4个小时，这
还不包括8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你的导师或偶像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我的导师，我经常去
世界各地出差，每次都能遇到许多很棒的咖啡专
家，我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每个人都能给予
我启发。
获得2017年WLAC冠军的感想如何？
此次获得冠军无疑是对我过去10年所付出
的时间、激情和努力的肯定，这证明直到今天，
我将每杯咖啡都做到最好的坚持是正确的。对于
我的咖啡生涯来讲，这证明了我对自己的工作有
多么热爱，我曾为此进行过多少努力，同时我的
技术得分达到了最高，这证明我对吧台的设置、
卫生和所有细节都做到了极致。
还会继续参加拉花比赛吗？
我希望参加世界咖啡鸡尾酒大赛，并成为世
界咖啡师大赛（WBC）的评委，同时我计划在
泰国开办自己的咖啡烘焙品牌，我希望这3个目
标能够在3年内全部实现。
对于其他咖啡师都有哪些建议？
热爱你的工作，保持耐心，坚持练习，同时
保持思想开放，不要重复昨天的错误，要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时刻保持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
学习进取。此外，一定要享受其中，同时要保证
工作的专业和严谨，不要狂妄自大，要时刻准备
好学习新鲜事物。
参加世界级比赛前，如何做好心理准备？
我仔细观看了Conor Mcgregor的比赛，并想
象自己捧杯的过程，我告诉自己，我就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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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saku Fukayama 的专访

我

测、手冲、拉花等。

有4年半的时间。年轻时我曾是一名

日本棒球运动员Ichiro Suzuku，他在美国非

之后我会参加纽约的Coffee Masters。我不会再

专业滑雪运动员，但由于膝盖受重伤，我不得不

常有名，我非常敬仰他，我试图去模仿他的生活

参加今年的澳洲拉花大赛，但我会继续参加其他

退役，之后我当过厨师，因为我父亲是一名成功

和训练意志力的方式，同时我还很喜欢苹果公司

不同形式的比赛以提升自我。

的厨师，他交给了我如何烹饪，并将所有知识

的Steve Jobs。

来自日本，目前我生活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今年34岁，从事咖啡行业已经

传授于我，但我真正的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咖啡
厅，成为一名优秀咖啡师，因此我来到了墨尔

你的导师或偶像？

在多年参赛之后终于获得澳洲拉花大赛冠
军，你感想如何？

本，学习这里的咖啡文化。起初我对咖啡制作一

在我刚刚开始训练6个月之后，我便开始参

无所知，英语也说不好，但很幸运，我遇到了St

赛。比赛非常艰难，当时我的经验严重不足，但

Ali团队，我在那里学会了如何制作咖啡，并每天

如果我没有挑战自我，迈出参赛的第一步，我将

进行练习，如今我仍在为实现自己的咖啡梦想不

永远无法获得冠军。第一次参加拉花比赛的经历

断努力。

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失利之后，我没有放弃，我

在St.Ali精品咖啡大家庭工作是什么感觉？
你主要负责什么？
我是一名武士咖啡师，在咖啡厅是一名咖啡
选手和培训师。
你曾说过好的拉花需要不断的训练，你是怎
样训练的？

不断努力，并在4年之后成功问鼎，对于今年的
世界咖啡拉花大赛（WLAC），我将创造新的创
意拉花图案，并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意志力。

我会专注于今年在巴西举办的2018 WLAC，

对于其他咖啡师的建议
热爱咖啡、不断进取、时刻保持冷静，保持一
颗谦逊的心，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要被其他事
情所打扰，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在参加世界级比赛前，你是如何做好心理准
备的？
我会集中精神进行冥想，并相信自己，奋勇
拼搏。
经常出差吗？
是的，我去过很多国家，并在不同国家的
咖啡展会上展示过自己的风采，例如在2018年

迄今为止面临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月于北京举办的首届Woodstock Coffee Indie

我在不同的比赛中都遇到了很多挑战，最近

Festival，在那里我和St.Ali 团队遇到了很多优秀

一次是在Coﬀee Masters大赛上，在2018年WLAC

从一开始我就从未停止过练习，我不知道

前夕举办，地点是在伦敦和纽约咖啡节上，我认

总共练习了多久，我只知道我始终专注于练习制

为来自新晋咖啡师和海外选手的挑战能让我不断

作咖啡，学习新的咖啡知识，例如意式浓缩、杯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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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继续参加拉花比赛吗？

的中国咖啡师。
咖啡工业的哪个方面最为重要？
是人，我遇到过许许多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咖
啡专家，这是我体验过最难忘的经历。

Seri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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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了更多学习了解咖啡的机会，我从未停止过学习

我叫Miki，出生在日本，目前居住在东京，

的脚步，并非常高兴能够结实来自世界各地的新

今年33岁，是在2006年进入咖啡行业的。我曾
在蛋糕店工作过，当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糕点

你的导师或偶像是？

师，但3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蛋糕烘焙领域并没有

来自Maruyama Coffee的Kentaro Maruyama

太多天赋，也缺乏热情，我认为自己很难再坚持
下去，于是决定换个职业。

WOMEN IN COFFEE

Miki Suzuki

专访

伙伴、新朋友。

和2014年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 Hidenori Izaki。
未来有什么计划？还想参加比赛吗？

刚开始我从一名兼职咖啡师做起，我非常热

我对此次的结果非常满意，或许将来我不会

爱咖啡，热爱咖啡味道，更爱与人们之间的交流

再参加咖啡师比赛了。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

与互动。我很幸运作为观众参加了2007年在日

教育下一代上面，帮助他们走上世界舞台，我参

本举办的世界咖啡师大赛，赛后我下定决心，将

加过多次世界级比赛，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我

来自己也要参加咖啡师比赛。

想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他们。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迄今为止面临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现在是Maruyama Coffee负责销售企划，

咖啡教育，我想要成为下一代咖啡师们的榜样。

制定咖啡豆销售和相关产品的销售计划，同时我

对于其他咖啡师有什么建议，尤其是对女性

也是店里的咖啡师。
你为WBC都做了哪些准备？比赛之后你的
生活发生哪些变化？
比赛前的14个月是我比赛生涯中最重要的

从业者们？
我认为女性工作者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因为
我们需要平衡职业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但请不要停
止努力的脚步，同时要保持一颗进取和谦卑的心。

一段时光，我从中重新发现了制作咖啡的乐趣。

此次来到中国有怎样的感受？

很幸运我在之前维也纳的比赛中获得了第四名，

我每年都会来上海几次，每次都能感受到这

但我并不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我在决赛中犯

座城市无限的活力，每一年这座城市都在变得更

了致命错误，因此我知道自己还将回到WBC的

加清洁、美丽，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我非常

决赛中来。但在之后的5年里，我都没能获得国

喜欢中国。

内冠军，每年我都非常接近目标，却总是失之交

你认为咖啡工业的哪个方面最为重要？

臂，每一次我都想过要放弃，但我不能，因为我

与人的联系，咖啡将不同国家、不同背景、

的哥哥Kentaro、教练Hide、同事Mie都给予了我

不同责任、不同文化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感谢

巨大的鼓励。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重

咖啡，我的视野得到了开拓。

新回到了WBC的决赛中，这一次我对自己的表
现非常满意。

你希望对中国刚刚进入咖啡行业的人们说些
什么？

年复一年，每一次参加比赛都会给我带来

我认为中国是最不可思议的咖啡市场之一，

巨大的挑战。我和公司所面临的处境发生了很大

这里有很多非常棒的专家和咖啡厅，你不仅仅是

变化，公司在发展，许多新人加入了我们，我的

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现在或许是选择进入咖啡

工作责任和负担变多了，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

行业的最佳时机，我希望中国能够孕育更好的咖

高。这意味着我需要花更多的资金和时间去准备

啡文化。

比赛，这对我来讲，一年比一年困难。但我从未
放弃过我的梦想，因为我坚信每一名咖啡师都肩

作者简介

负着提升咖啡价值的责任，而比赛是将咖啡的价

Miki Suzuki 从2006年开始从事咖啡师职业，从业时

值展示出来最有效的方式。我很幸运拥有一支始

间已超过10年。目前，Miki Suzuki是日本Maruyama

终支持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团队，正是因为他

Coﬀee咖啡师兼销售企划负责人。她获得2017年世

们，我才敢于直面挑战。

界咖啡师大赛（WBC）亚军，并分别于2010年、

比赛之后我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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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和2017年三度晋级WBC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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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 Eiermann

专访

购公司的精品咖啡系列产品走访各大咖啡原产地。
参加世界咖啡师大赛（WBC）需要选手进行密集、高水平的训练，你
平时每天都会训练几个小时？
比赛前我在日本的UCC咖啡学院参加了5个月的训练，每周7天不间
断，头4个月里，我主要对新的意式浓缩萃取方法进行了实验和研究，同时
我每天要制作上百份意式浓缩咖啡，以不断提高我的萃取技术。5个月中，
我总共制作了11,500杯双倍意式浓缩。在练习冲泡技巧之后，我还花了大
量时间上网查找相关资料，阅读意式浓缩萃取、美食与咖啡搭配和创意咖
啡调制等有关书籍，比赛前1个月，我开始练习比赛流程。
这5个月的训练非常辛苦，但从中我学到了很多，如果没有精心锤炼，
你来自哪里？

我将永远无法在韩国首尔的比赛舞台上展示那三种创新性技术。训练期

我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并在那里长大。我的家庭一个多元文化家庭，

间，我每天早晨都要走1小时前往学院，每天深夜才回到住处。后来我才发

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罗马尼亚人。我喜欢周游世界，喜欢瑞士的山和

现5个月时间里我总共徒步了1,500km，穿坏了3双跑步鞋，在路上，我会收

湖，喜欢那里的自然风光，瑞士绝对是休息、充电的理想去处。除了瑞

听咖啡广播，进一步扩充咖啡知识。5个月时间里，我瘦了14kg，整个东京

士，我还在非洲、伦敦、巴黎和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我只去过学院和公寓，此外哪里都没去过。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和自己的咖啡生涯？

你的导师或偶像是谁？

我43岁了，对于咖啡师来讲已经很老了，但其实我是在40岁时才正式成

整个训练期间，我的教练Hidenori Izaki和烘焙师Jake Hu始终陪伴在我身

为一名咖啡师的。在大学期间，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投身咖啡行业，我在

边，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不可能获得比赛第四名佳绩的。Hidenori从我抵达

巴塞尔大学攻读的是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并向往着有一天能够在一家跨国快

东京的第一天便开始为我提供指导。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要求无论发

消品公司从事市场营销，但没想到一次在Volcafe参加会议期间，一位猎头看

生什么，我都要给予他100%的信任，这一点我的确做到了。他帮助我设计

中了我，并邀请我加入了瑞士Junior Coffee Trader的团队，进入公司9个月之

了比赛流程，他的每一讲述都非常详尽，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才能够进

后，我便受公司委托，来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步飞速。同时Hidenori也是一位非常严厉、要求很高的教练，他是一名真正

在内罗毕，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咖啡实验室，每天都要和实验室团队

的冠军和咖啡专家。虽然一开始我并没有弄懂他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做，但

杯测400-800杯咖啡，在剩余的时间里，我需要走访咖啡种植园和干湿加

慢慢的，我便开始明白他始终是正确的，正是他的指导令我能够充分利用

工厂。

宝贵的时间，提高训练效率。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渡过一段美好时光之后，我决定离开咖啡工业，

他告诉我要注意每一处细节，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他一直对我

并来到伦敦，在伦敦时装学院学习时装摄影。但不久之后，我又回到了咖

说，我的速度太慢了，我的技术远比其他选手差很多，我的打发技巧是他

啡工业，开始在Kraft Foods的咖啡市场营销部任职，在5年的学习锻炼之

见过最烂的。我一直不断努力，想要达到他的预期，每一次在他面前彩排

后，我再次离开了咖啡工业；4年之后，我又再次杀了个回马枪，加入了瑞

比赛流程都非常痛苦，他甚至会在一天之内反复对流程修改5次。他这样做

士UCC Coﬀee。

完全是为了让我能在WBC舞台上能有好的表现。对此我非常感恩，他并没

2012年开始，我成为了瑞士UCC Coffee公司的市场营销部经理，负责
为本土5个咖啡品牌制定商业策略和营销计划。同时，我还负责管理公司的

有因为我是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而对我区别对待，他帮我在比赛前做足了
所有准备。

对外商务沟通和社交媒体策略等。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负责管理UCC咖

身为世界最好的咖啡师之一，你作何感想？

啡学校，以及新精品咖啡产品的研发工作。你可以看出，我的工作范围不

即便是在比赛结束几个月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觉得一切不可思议，在

仅限于市场营销。我同时还有幸通过了 Q-Grader 认证，并且经常为研发采

Hidenori、Jake和所有UCC团队的帮助下，我当然对自己有很高的预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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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赛之后，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 Hugh Kelly 之后、Ben Putt 之前时，我

的步幅，要为比赛保留足够的精神和体力。同时要记住，你不可能孤军奋

意识到所有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不幸的是在半决赛中我并没能继续良好表

战，你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在训练和比赛期间为你提供强有力的支

现，但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我尽可能将我的全部展示在了

撑，此外，一定要准备备选计划。最后，一定要享受其中，要超越自己的

舞台上，虽然没能做到更好，但比赛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极限，那种感觉真的很好。记住，比赛的主题是咖啡，而非生死，要享受

我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是学习、成长和带给选手们更多灵感。我非常

与队员们渡过的每一天。

荣幸能有如此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师与我取得联系，了解“氮气萃取”

赛前是如何做好思想准备的？

技术。我同时非常欣慰地看到，许多选手已经在使用IKAWA烘焙比赛用豆，

其实对我来讲，最难熬的并非赛前的最后一个小时，而是过去5个月

看到他人在用你的创意进行探索，或许这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的艰苦训练。在漫长的训练期间，你很难始终保持精神专注，动力满满，

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为此，我会向自己提问：你为什么要比赛？你的动力是什么？目标又是什

参加2017年WBC比赛绝对是我人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在日常工作

么？我会将这些问题写下来，并在疲惫时反复扪心自问，重新找回动力，

中，我是一名市场营销部经理，冲泡意式浓缩、制作拉花和创意咖啡同我

其他选手也应该这样做。

的工作毫无关系，我必须从零学起。在日本的那5个月非常辛苦，我遇到了

你经常出差吗？

很大的语言障碍。此外，WBC的比赛形式与咖啡师的日常工作没有太大关

在2015-2017年期间，我参加了欧洲、亚洲各地的13个咖啡展会和咖

联性，同时，我的妻子还正好处于怀孕期间，我们是在我抵达日本几周之

啡节，其中参加东京SCAJ展会和韩国Cafe Show的经历令我难忘，因此我

后发现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每天我都要花大量时间进行训练，为此我没

希望在来年参加更多在亚洲举办的咖啡活动。

能陪伴在我的妻子身边，同时没能多陪陪我们的大女儿。
你会继续参加咖啡师比赛吗？

在你的从业生涯中，哪段经历最能令你获得启发？
当我回顾我的咖啡生涯时，我发现自始至终，从非洲到市场营销部经

在和家人讨论之后，我决定不再参加比赛，我认为我现在要做的是与

理，再到现在的咖啡师，始终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边是对进步和完善自

整个咖啡圈分享我的经验和所知所感，因此我会花更多时间参加讲座和培

我的渴望。只是设定目标是不够的，因为一旦达成，你便失去了继续奋斗

训。我已经在首个瑞士SCA培训日上作了题目为“冠军咖啡师的意式浓缩

的理由，因此我始终保持着一颗进取之心。我对任何事都保持着好奇心，

咖啡萃取技术”的演讲。此外，我还打算写一本咖啡书籍，希望这本书能

并且渴望学习新的事物，我会经常问身边的人很多问题。

够帮助他人追求他们的冠军梦，探索全新的咖啡萃取技术，了解更多咖啡

你想对中国咖啡从业者说些什么？

行业知识。

很不巧我对中国咖啡市场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有一件事对我很重要，

对其他想要参加 WBC水平比赛的咖啡师有何建议？

咖啡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商品，作为消费者，我们很难看到种植者、采摘者

大部分决定参加WBC水平比赛的咖啡师都拥有丰富的从业和比赛经

等咖啡从业者所付出的努力。我个人有幸走访过很多咖啡原产地，每一次

验，至少比我要多。我只在瑞士参加了一次比赛，就直接报名了WBC。在

来到咖啡种植园，我都会学到更多咖啡知识，因此我建议中国的咖啡从业

我看来，细节真的非常重要，此外，你必须尽全力为4位评委制作最美味的

者们，大家应该花更多时间亲自去咖啡产地看一看，去了解当地的咖啡从

咖啡，你必须努力训练，头脑保持清醒，不要忽略任何细节，要去测量你

业者们，因为缺少了他们，整个咖啡工业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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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然的接触咖啡，是两年前在一家西餐
厅用餐时，被吧台内的拿铁拉花所深
深吸引，看着咖啡师随心所欲的用牛

奶在咖啡液上像画画一样，呈现出各种图案，
真是太神奇了！一幅幅牛奶与咖啡液结合的艺
术作品，想必女孩子们都无法抗拒这美美的拿
铁拉花。
那时我的工作是在一个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公
司作办公室文员，一份家人认为的朝九晚五的安
稳工作，每天重复着传输文件、接听来电、接待
访客的枯燥乏味的生活。某一天的节假日前夕，
工作量的加倍迫使大家不得不加班完成工作，会
计忙着打电话给家人说明情况，不能去接小孩下
课，财务闷着头做完一笔账目，便急忙通知家人
不用等他回家吃饭，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感到迷

WOMEN IN COFFEE

茫，幻想着十年后的我，也会是这个样子吗？我
开始审视自己，这份工作我并不喜欢。
自见识过咖啡拉花的奇妙之后，便喜爱上
了咖啡，想要制作出美丽的拉花，与别人分享我
的快乐，这个念头一旦有了，就在脑海中挥之不
去。在网络上搜查了各种学习渠道，了解到上海
是一个咖啡文化非常浓厚的城市，于是毅然辞职
来到上海开始学习咖啡之路。

Loving

Latte A
rt is a
Way of
喜欢拉花
Enjoyin
艺术，
g

其实是享

受生活

文_周子

前两年的咖啡馆，大多是餐厅的附属品。
网络是个好东西，关于论坛上贴吧里的很多文
章和咖啡前辈的经验，让我在起初学习咖啡的

Life

莹

鹰集咖啡

咖啡师

路上明确了很多。辞职的我来到上海一家小精
品咖啡店做学徒，店内有一位知识丰富的老师
傅，经常邀请许多热爱咖啡的人一起交流，每
个人对咖啡的不同认知，在一片欢声笑语里碰
撞出绚丽的火花。大家很热情带着喜欢拉花的
我，不吝赐教，那时候就想着，以后的我也要
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
好景不长，在当时大多消费者对咖啡品质
并不在意，热衷于星巴克的时间里，小众精品
咖啡馆的寥寥收入，根本无法承担每日高额的
支出，在被告知门店没有收益将停业后，那时
的我不再把心思全部放在学习精品咖啡上，转
为把所有能想到的，提高门店营业额的办法都
做了一遍，来挽救这家门店。结果虽然不尽人
意，门店停业后的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在当时
的咖啡市场环境里，只专心做咖啡的门店是很
难生存下去的，也由此警示了我自己，开始接
触了门店运营和管理。
半年的咖啡学习时间结束后，经好友推荐和
一群热爱咖啡的人组建了一个团队，为一家小型
初创公司，打造一个“新鲜咖啡烘焙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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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坚持劝我回家～

咖啡品牌。万事开头难，市场变换莫测让我们不
敢松懈，公司规模不大只有几个人，每个人都身
兼数职，在短短两个月后由大Boss老夏的带领
下，开业了第一家门店，目前几家门店运营情况
都很稳定，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甚
是欣慰。
更让我感到开心的是，当初独自来到上海学
习咖啡遭遇到的家人强烈反对，也因此开始愿意
聆听我的解释，只是依然担心我的安全，每次打

结束。有趣的是我发现在赛场上的心情和平时

学习咖啡一年多以后我加入了鹰集这个大

在吧台里制作咖啡完全不一样，紧张和兴奋对

家庭。鹰集咖啡不同于其他的是，它是注重美学

无法预料的结果充满好奇心。在比赛中遇到同

的一个品牌，连接咖啡空间和人的一个介质。

样喜爱拉花艺术的朋友们，大家相互鼓励，分

Engine代表年轻、有动力和创新力，正如我们的

析指导我的不足，那一瞬间让我想起刚入行时

团队，富有朝气、充满正能量～

的场景，熟悉又温暖。

在鹰集的工作很快乐，也很轻松，每日

不得不说，回到吧台思考着关于咖啡拉花

早上来消费的顾客，你可以和他像朋友一样分

的小细节，并加以改正，惊奇的发现自己在比

享故事、分享生活。休息室里，永远有小伙伴

赛过后的进步。接着又在小伙伴的怂恿下，参

们带来的好喝的咖啡豆、好玩的咖啡设备、好

加了雀巢杯LAS拉花大赛。这次赛制和上一次不

吃小零食，上面小纸条写着随便吃随便喝随便

同的是加入流程分制，在规定时间完成拉花图

用，哈哈哈～

案的同时，更考验到选手在日常工作的吧台操

在晚班很晚下班后，总有那么几个小伙伴坚

作习惯。在报名的前一周我开始准备比赛的图

持等你到家报平安后才肯睡去。刚加入的小伙伴

形，面对赛场的竞争激烈，我并没有很大的压

曾经问过我，小伙伴们上下班都会互相打招呼，

力，参加比赛的我，只因为喜欢大家在一起分

是否是我们这里的规定，其实是大家在这个环境

享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享受这个氛围。刚

里发自内心的一种关照，可爱的是第二天他也不

入行时和店内老师傅定期邀请大家一起讨论咖

自觉的关心着鹰集的每个人。鹰集咖啡定期会有

啡时，清楚的明白举办活动的琐碎和辛苦，在

关于咖啡知识分享会和团建活动，在这里的工

此，真诚感谢主办方给予大家相聚的机会。

作，让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积极，充满活力的把我
制作的咖啡分享给每一个人。

鹰集咖啡不仅是专注于精品咖啡的连锁品
牌，更加注重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分享，当

喜欢拉花艺术的我，时隔半年多不在研究拉

公司得知我参加比赛的想法之后，给予我的全

花，在大家的怂恿下再次捡起这项丢失的技能，

力支持，就像家人一样让我感到亲切。从鹰集

17年11月报名参加了Cafe Culture举办的外带杯

咖啡开业到现在，它让我看见了精品咖啡的发

拉花大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因为前期的

展迅速，让我更加坚定选择咖啡这个行业，选

准备不足在第三杯的创意图案的演绎中失利匆匆

择鹰集的决定。

43

图片提供：咖啡沙龙

弘扬咖啡文化
提高咖啡师技艺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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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观后感

盛

夏6月，受福山咖啡的邀请，我参加

烘焙方法，是有趣而又新奇的探访，估计对绝大多

奇的表现方式和制作手法，这次比如澳大利亚的

了由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福山咖啡

数国外的朋友，甚至很多国内咖啡工业者来讲，也

Matthew Lewin，采用来自巴拿马和埃塞俄比亚

文化风情镇管理委员会和澄迈县福山

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不能不印象深刻，在这项活动

的咖啡豆，在创意咖啡上用杏桃和茉莉花，也是

咖啡联合公司共同承办，海南省咖啡行业协会与

中，我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让人耳目一新的制作，他还运用了Dosing Cup，

中国咖啡联盟协办的第七届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

在活动中，感谢主办方给我一个机会跟大

完全和冲煮头吻合，在盛咖啡时，没有咖啡遗

师冠军赛，七次盛会，这是我第四次参加，非常

家分享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2017年对中国咖

漏，还有也是他在比赛中使用的，在电子秤上的

荣幸。

啡餐饮市场所做的市场调查，和众多的行业人士

小型升降装置，让意式浓缩杯和冲煮头的更加贴

我每年来海南，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来正好

交流，是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的一大主旨之

近，没有任何咖啡的飞溅和遗撒，这些都是了不

赶上海南下大雨，领略了海岛的风暴和雨后天晴，

一，在这里交流中外的观点，通过到访嘉宾和参

起的尝试。

和活动中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印象深刻。

赛选手，把中国的咖啡资讯和现状传播给更多的

今年咖啡杯也做了一些改变，比如邀请国内

在这次活动，我见到了很多我的老朋友，来

人知道，这是件对内对外都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的人士观战，这一举措能更好的扩大比赛在国内

自澳洲的Tony Macri，Danilo Humberto，巴西的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对中国的咖啡市场

的影响力，历届参赛的选手也逐步取得很好的成

Wilson Domingues，也有机会让我和中国国内的

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借助海南福山咖啡杯的机

绩，像是潘玮，我在四川、上海和海南，多次观

老朋友有个机会欢聚一堂，如糖哥、老吴，同时

会，让这个活动成为宣传海南咖啡的窗口。

察他的比赛，这是一个很有潜能的选手，我希望

我也看到很多品牌都派出重量级人物来支持这个

选手们来自世界五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

活动，比前几届都多，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共和国

不同的发展经历，两个有趣的现象是我观察已久

驻华大使馆大使奥斯卡•鲁埃达。

的。和WBC赛制略有不同的是，每位选手只有

福山咖啡杯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越来越

他在各种国际赛事中得到锻炼，将来取得更好的
成绩。

海南在咖啡产量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海南

一次比赛机会（我称之为“One Shot”），所以

多的咖啡工业者认识到她的价值，很多评委跟我

的咖啡文化独树一帜，连我这个日常嗜饮咖啡的人

每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在比赛中运用最强技巧和

说，他们认为福山咖啡杯可以评比到世界前10位

都对海南咖啡的饮用方式连连称赞，一杯下肚，就

争取最好表现，这也带给选手很大压力，但很多

的关于咖啡师的比赛，无论从选手水平和规格上

好像已经喝足了两杯浓缩，开始有点醉咖啡了，因

选手也很喜欢这种方式，一次性的全力以赴。第

来讲。

此，主办方给每位到访者和参赛者一次探访海南咖

二就是，由于选手来自不同文化，对于所有选手

从福山咖啡杯，我看到了中国咖啡从业人士

啡风情园的机会，很多没有见识过海南咖啡的人，

来讲，这个比赛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向不同的

的热情、努力和进步，期待明年的福山咖啡杯，

了解海南咖啡历史，领略了传统海南咖啡的制作和

咖啡师学习取经的方式，每年我都会看到很多新

可以看到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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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ISTA CONNECT
2018 MELBOURNE

2018年 墨尔本 Barista Connect 大会

WOMEN IN COFFEE

文_CHRISTINE COTTRELL
Coffee Education Network

在

MICE前夕的周一和周二，超过30名

Rowell分享了有关烘焙咖啡厅品质监控模式的心

女性咖啡工作者参加了以“All things

得与经验。午餐之后则进行了专题讲座，主讲

啡职业生涯和文化差异。Jenni Bryant和Milla

coffee”为主题的Barista Connect大

人有来自Coffee Science Lab的Monika Fekete、

Aainikainen以Market Lan为主题作了有关员工

会，这是一项国际会议，曾在丹麦的阿尔胡思、

来自 La Marzocco的Amy Schubert、 来自 Dalla

管理的案例分析。最后演讲的是来自Toby’s

维也纳和伦敦成功举办，大会还将计划在纽约举

Corte的Gordon Howell，以及来自 Acaia Precision

Estate的Charlotte Malaval，她的演讲风格一向难

办。大会的组织者全部为女性，主题是女性，演

Scales的Chris Cheng和Lisa Chen。

以捉摸，这次她带来的主题是女性咖啡竞赛者。

讲者也均是女性。

讲主题是社交媒体，Lieke Kersten则讲述了咖

专题讲座刚开始，Monika 3个月大的儿子

之后，Lucy Ward再次组织了杯测活动，此

大会的发起者是2014和2015年两届奥地

Daniel便哭闹了半个小时，着实让这位母亲手忙

次的主题是生豆杯测和品质监控，这是对味觉和

利咖啡师大赛冠军的Sonja Zweidick。Sonja目

脚乱了一段时间，这同时也极好展示了女性工

决断力的双重考验。

前 居 住 在 丹 麦 ， 经 营 着 阿 尔 胡 思 的 L a Ca b ra

作者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超强能力。在玩具的帮

经过2天的时间，参会者之间成功建立起了

Coffee，并刚刚获得了2017年丹麦国家咖啡师

助下，Monika最终平复了小Daniel的心情，并从

彼此的信任，会上人们相互交谈和讨论着各种有

大赛冠军。此次在墨尔本的大会，Sonja邀请到

容不迫地完成了专题演讲，现在看来，或许让

关女性咖啡工作者的话题，其中一些较为敏感的

了她的圈内好友，其中包括2015和2016年芬兰

Daniel上场有可能是Monika的刻意安排，她向我

性别歧视问题被理所当然地抵触，很多女性都

咖啡冲煮大赛冠军、2016年世界咖啡冲煮大赛

们完美诠释了，生孩子并不意味着女性职业生涯

表示很高兴自己能在没人打扰或指指点点的情况

亚军，来自丹麦哥本哈根The Coffee Collective

的结束！

下，尽情畅所欲言，在参会之后，她们都表示自

的 M i k a e l a G e r v a rd 和 来 自 阿 尔 胡 思 8 K i l o 的

之后，来自 Sensory Lab的Lucy Ward举办了

Camilla Bargholz，以及很多当地的知名女性咖

一场北欧杯测活动，并向没有接触过杯测的人教

啡工作者。

授了基础杯测技巧，最后在晚餐前，我们有幸品

或许我们都注意到了，世界咖啡师大赛鲜有

尝了各式精美红酒，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己受到了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她们的心声得到了
聆听。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彼此间建立起了深厚的
友谊，并将在会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际

女性选手出场，且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女性专题的

第一天的活动以ASCA Eleonora Genovese

咖啡论坛和会议，你肯定会认为此次大会的主题

大奖的颁奖典礼结束，最终来自Seven Miles

当然，此次会议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展示

一定有关咖啡行业内的性别歧视问题。但出乎意

的Sharon Jan获得了“2017年澳洲咖啡女性”

出了极大的宽容与包容，无论是迟到的讲师，还

料的是，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咖啡供应链，针对这

大奖，来自Veneziano的Jade Jennings获得了

是在会场上痛哭的婴儿，亦或是任何人发表的任

一主题，女性工作者们可以更好地展示她们的知

“2017年希望之星”大奖。

何言论，我们都能接受、关怀与尊重。这种从容

工作当中。

识和技巧，以及对咖啡工业发展的理解与期望。

第二天，会议来到了La Marzocco展示厅，

不迫与轻松的氛围，更加促使女性工作者们相互

第一天的会议上，来自Maillard Atelier and

La Marzocco公司的Anita Langlands为大家带来

学习。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享受这种来去自

First Crop的Celina Lazarus与大家分享了生豆采购

了有关市场营销的专题讲座，来自Chocolate

由的会议，我想在今后自己举办会议或发表演讲

的故事，来自Square One Coﬀee Roasters的Elika

Barista和Barista Hustle的Michelle Johnson的演

时，也能像这次会议一样从容不迫，相互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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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increasing

Categories of your menu
Cera chiu

增加菜单上品类的

重要性？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Nathan dumlao

菜

Charisse kenion

单虽是件小事，却是餐饮服务业，尤其是咖啡厅成功的关键，

虽然复制其他咖啡厅的成功做法非常容易，但只有创造属于自己的

不仅是菜单的内容、形式和设计，以及菜单的摆放位置都十分

产品才能真正帮你获得成功，花些时间去实验新想法，去思考如何通过饮

重要。

品传达出你对咖啡和茶的理解和热爱。需要仔细考虑各类因素，例如杯子

菜单是商家与顾客互动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能够让顾客第一时间了解

的大小、咖啡和茶的选择、雀巢牛奶等奶制品的选择以及其它原材料的使

产品价格，同时感受咖啡厅的整体风格和经营理念，并推测出咖啡厅的整

用，以及给创意饮品起什么样的名字等等，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加自信地

体服务环境和水平。菜单决定了咖啡厅的产品结构、需要采购的原材料，

将产品展示给顾客，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甚至是如何培训员工，如果不能明确咖啡厅的定位和经营理念，将很难制

考虑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定出完美的菜单。

在制定菜单的同时，一定要让员工参与其中，不仅仅是咖啡师，服务

因此，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留意附近餐厅和咖啡馆橱窗上贴出的菜单
和产品价格，从而了解该区域整体的价格水平、装修环境、产品结构和经
营风格。并花些时间去仔细琢磨你的咖啡厅的经营目标、经营理念、附近
的目标客户，这些都对菜单的制定意义重大。

给咖啡厅正确定位

人员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也都必须深刻了解菜单的构成和设计理念，从而更
好地为顾客提供服务。
同时，要谨慎考虑产品范围的大小，凡事必有利弊，菜单品类选择太
多，对员工培训的难度就越大，质量稳定性就越难保证，顾客的需求就无
法得到满足。

首先，你需要认清自己经营的是怎样的咖啡馆，要扪心自问：我的经

只要是菜单上出现的产品，一定要严格按照配方进行制作，不要随意

营理念和宗旨是什么？我想经营的是一家怎样的咖啡厅？咖啡是我的核心

发挥，否则会极大影响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只有经过推敲、反复试验的饮

产品吗？

品，才是最有自信、最有把握的饮品。

要从顾客的角度去思考，透过他们的视角去思考，咖啡厅的菜单应该为
谁服务。手冲咖啡需要的时间较长，但品质更高，教育意义更大；意式浓缩

经过培训的咖啡师能够帮助顾客提升消费体验，适时为顾客做出推荐，
同时积极从顾客那里收集反馈意见，从而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咖啡则更适合来去匆匆的顾客。因此在闹市街区、主打奶基咖啡和奶昔的街

菜单设计和形式

角咖啡馆、和以单品精品咖啡为主的烘焙咖啡馆，其菜单的制定是完全不一

在做好员工培训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菜单的设计和形式。

样的。去思考你为谁服务、你想为顾客提供怎样的产品、产品是否需要有教
育意义、顾客流动的速度以及单个顾客在店内消费的时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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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菜单上品类选择太多、信息太复杂，会给顾客带来困扰。并不是
将电子文稿里的内容一股脑都打印出来就是好的，菜单设计的第一原则便

合 作 咖 啡 馆 征 集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咖啡爱好者对《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喜
爱，和部分未及时成为我们会员的朋友享受阅读的快乐，现从全国范围
内征集《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免费阅读点”，任何符合如下条
件的咖啡馆、甜品店、茶饮店和其它休闲场所，欢迎迅速联系我们。
★ 热爱咖啡、甜品和茶，非常喜欢和支持《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 为当地特色馆，馆主钟情于和客户交流，愿意分享
作为回报，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将为这些咖啡馆，通过微信公众号
作出如下努力：
★ 在微信底部导航栏建立这些咖啡馆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
★ 定期更新咖啡馆信息和活动；
★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各项活动和推广项目的优先参与；
★ 分享每年市场调查报告中关于咖啡馆经营部分的调查结果；
★ 潜在的其他为咖啡馆设计的合作方式（不断更新中）。
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每周一发出的征集信息。
未明事项，请联系010-6779 7800 或157 1118 0985。
Tyler nix

是一切从简，从视觉上给人以一目了然的感觉，一款产品就对应一种价格
和大小，其它的附加信息和选择可以附在后面。
菜单的设计就如同报纸一样，人们的阅读习惯总是从左上开始，到右下

免费阅读处征集

结束。因此，要把最显眼的左上角位置留给明星产品，剩余的附加信息，例

获取纸质杂志

如配料、糖浆、牛奶等放在底部。菜单的设计必须简单易读、易懂，建议每

独立或连锁咖啡馆、企业和其他专业机构，请通过网站 www.

款饮品设计2种型号大小，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稳定性。
设计菜单的过程同样是重新审视品牌形象的过程。如何将菜单的设计
和形式与咖啡厅整体风格相契合？需要将品牌和装修设计全部映射到你的

cafeculture.com.cn 或微信公众号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
航栏），注册成为 Cafe Culture “企业会员”获取。

菜单当中。许多咖啡厅会选择雇佣专业的设计师来帮助进行设计，让菜单

个人爱好者，请通过微信公众号 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航栏“纸

也成为咖啡厅的设计元素之一。

质杂志”，注册会员、分享往期杂志合订本和一年4期或两年8期杂志。

留些“彩蛋”
只是将菜单设计好是不够的，因为你会轻易忽视掉常客的需求。如
何解决？考虑设计一套特殊菜单，不时给经常来店里消费的人带来新的惊

免费电子杂志

喜，例如每月轮换的新品等等，亦或者每月重新制定“特殊推荐”菜单。

推荐您登陆“网易云阅读”、Issuu、Calameo和Cafe Culture网站，寻找到

我们鼓励咖啡厅制定特殊菜单，你还可以通过二维码，让顾客扫描后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各期电子杂志，并下载到您的私人空间里。

在手机上查阅特殊菜单和与产品有关的更多信息，这可以让菜单的内容更
加丰富，同时增加故事感。
特殊菜单应当放在显眼的位置，限时或应季新品可以在试运行一定时
间之后，如果效果良好，加入日常菜单当中。
最后，请仔细观察你所在城市其他成功咖啡馆的菜单设计，至少要参考
5家咖啡厅在品牌营销、培训和顾客互动方面的成功做法，只有这样，你才
能知道如何通过菜单设计展示你自己的风格，从而推动咖啡厅取得成功。

网易云阅读

Calameo

Issuu

CCM网站

更多合作事项洽谈，请联系：
David Parnham，手机：+61 423 200 206，微信：CCMDAVIDP,
Christina 王迪，手机/微信：139 1067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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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Stories
are We Selling

?

我们卖的是究竟谁的故事
文_SERGIO ORTIZ
Coffee Man Co. 化学咖啡师

图_来源于网络

对于咖啡广告、产业链和消费行
为的反思

低利润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咖啡品牌营销的早期阶段，咖啡企业通

作为咖啡消费者，如今所接收和处理的

过一系列的宣传手段，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

信息量前所未有。十几年前，人们还根本不知

品，并在他们心中建立品牌形象，创造品牌价

道什么是“单品”、“萃取率”、“公平贸

值。有些影响手段至今仍未改变，但其他大部分

易”、“咖啡带”，他们喝咖啡纯粹是为了追

已经根据市场变化和社会需求做出了改变，特别

求咖啡的提神效果。而今天，人们选择喝咖啡

是对咖啡生产者和种植者的宣传，为消费者讲述

是为了咖啡的口味、产地和新鲜度。为了适应

产地故事。

消费行为的变化，咖啡企业的广告也发生了巨

在统一梳理后，我们总结出了传
统咖啡广告所包含的几大元素：

大变革，更加注重对生产者和种植者故事的讲
述。本文将探索咖啡广告的变革，并与大家探

第一大元素是将咖啡宣传成为“异乡”、

讨这种改变会对整个咖啡工业和产业链上游从

“蛮荒之地”的产品，由说着异国语言的原住民

业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种植生产，其主要目的是区分“我们”（即生活

咖啡生产者位于咖啡供应链的最上游。从经
济学的角度看，处于供应链源头的生产者所面临

在城市里的消费者）和“他们”（生活在原产地
的种植者）；

的风险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全

第二大元素是强调将咖啡从异乡运输到消费

依赖于咖啡的销售价格、产品的评级得分和咖啡

者手中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其中包括咖啡种植、

的产量。这里所说的价格是指咖啡作为一种商品

物流、烘焙、设备和冲泡；

在全球各大期货交易所的交易价格，而期货市场

第三大元素是突出种植者与企业产品之间的

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生产者们还

关系，使种植者成为被动营销者。在这一理念的

受到病虫害的侵扰，气候也是隐藏的风险隐患之

影响下，虽然终端消费者拥有一定的产地知识，

一，咖啡的生长依赖于干湿季节的交替，而全球

关心种植者们的生存条件，但他们依旧理所应当

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会给产

的认为种植者们的工作充满激情，产品必定是高

地气候带来严重扰乱。社会因素同样会影响到每

品质的；

一位生产者，例如随着年轻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
移，留在产地的采摘工人人数越来越少，这会直
接影响到咖啡的产量。总而言之，处于咖啡供应
链源头的从业者每一天都要应对贫困、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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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大元素是对企业员工、服务人员、咖
啡师等形象的应用。
以上几大因素组成了传统咖啡广告的主要策
略，如右图：

广告对于生产者、批发和零售商，以及消费者的意
义。让我们先来看看此类广告对于生产者的意义：
★对于生产者和种植者来讲，打广告并非他

“

们的本意，很多种植者并不知道公司会用他们的

消费者认为如今的广告策略必须将种植者、生产者等产

形象打广告；

业链各环节从业者联系在一起，且必须能够为他们带来
积极影响，例如改善他们和当地儿童的生存条件。

★如上文所述，生产者与咖啡产业链的联

”

系是最薄弱的，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与努
力才能将咖啡交到中间商或贸易商手中，但长
期以来他们的地位是被人忽视的，缺少必要的
尊重；
★即便种植者得知自己的形象被用来宣传，
他们也无力做出改变，因为他们关注的只是保证

我们很难说这类广告没有涉及到种植者，

性和社会地位、与咖啡工作者的联系、咖啡的

但很明显，这些广告并没有给予种植者足够的

功能性、咖啡杯、咖啡壶、包装袋、咖啡机的

尊重。除了上述广告，还有另一种广告，主要

设计等，如图：

突出的元素有：女性服务人员、现代感、权威

除图片所传达的信息外，我们还需关注这些述

最低收入以维持生计；
★一旦生产者将咖啡销售给加工厂或联盟，
他们就失去了对产品的控制，无从获取关于咖啡
的任何信息，他们不知道咖啡师用来拼配还是用
来做单品咖啡。生产者完全不知道咖啡的最终用
途，只有消费者会认为他们了解产品的去向；
★生产者缺乏自主经营的意识，虽然他们需
要承受经济、物流等各方面的压力，但他们仍把
自己当作是服务者或单纯的农民；
★营销、品牌建设、产品研发、市场开
拓、设备和包装技术研发等增值环节与生产者
毫无关系，生产者能做的只是提高产品品质，
并等待有买家来进行采购，这种产品价值上的
差异是巨大的；
★想要扩大产量，生产者必须吸引外部投
资，他们必须恳求外部资本购买或投资建设自己
的种植园，这进一步贬低了他们的地位。
想要知道上述广告是否只存在于过去，我们
首先要对当前的“第三波浪潮”进行分析。在当
今市场中，消费者对于咖啡口味、品质、健康功
效、环境影响、种植技术、生产和交易行为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对于“第三波”消费者来讲，上
述因素都是他们判断咖啡品质的依据。
随着“第三波浪潮”的兴起，如今企业的营
销更加注重社会效应，他们会考虑某个广告是否
会对某个特定群体造成直接影响；他们对生产者
形象的使用是否会对他们的利益、地位等产生积
极或不良作用。一些广告正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
点，在社交媒体上遭受了强烈讽刺和反对，这意
味着如今企业必须对他们的广告内容负责。消费
者认为如今的广告策略必须将种植者、生产者等
产业链各环节从业者联系在一起，且必须能够为
他们带来积极影响，例如改善他们和当地儿童的
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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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下几个现代咖
啡广告案例：

旧没有改变。
“第三波浪潮”咖啡企业营销的另一大方法

包装袋上展示种植者和产地图片，单纯是为了赚
取更多利润，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纯粹的伪君

总的来讲，现代咖啡广告对于种植者的尊

是，无论是产自中南美、非洲还是亚洲的咖啡，

重度有所提高，但虽然多数企业想要传达正确信

都经过了一支专业品鉴师团队的检测。这些品鉴

★通过突出种植者和消费者在生活条件等

息，但产品的价值差异依然存在。从上图中我们

师会和当地生产者进行合作，并从产地直接采购

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咖啡被进一步“异域

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种植园、土地和种植者的图

咖啡。公司会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下这一旅程

化”，这会让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

片，图片旁边还附加上了公司对于社会责任、商

中的艰辛和产地风光。同时影片还记录了公司团

大，而讽刺的是，距离越远，对于公司来讲咖啡

业道德和产品品质的承诺，这些现代咖啡广告大

队是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我们通常能够看到公

就越好卖；

多将种植者作为公司的一员，将其宣传为公司团

司的员工与当地的儿童交谈，品尝当地美食，浏

★或许当前咖啡市场的利益分配结构的确得

队的一份子。

子主义；

览种植园风光，并为该地区风土人情所感叹。制

到了改善，但种植者能够获的应得报酬依旧取决

与传统广告相比，与产地无关的人员形象出

作此类纪录片的目的是展示公司是如何经过严格

于咖啡企业；

现的更少，此前的公司员工、服务人员几乎全部

的挑选程序，对生豆进行采购的，以及公司是如

★使用上述宣传手段的公司，其市场竞争力

被种植者的形象代替。这种营销手段的确为消费

何关心当地居民生活状况的。但事实上，此类纪

必定得到了增强，而最终获益的还是企业本身；

者传递了全新的信息，且效果好于以往，但从本

录片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以

★虽 然 纪 录 片 向 公 众 展 示 了 原 产 地 居 民

质上讲与传统广告并无两样。

及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差距，人们在看完之后总有

的生存环境，但事实上，尤其是那些利用名

一种苦涩之情，因为他们能够深深感受到公司只

人打广告的企业，是在利用这些故事来赚取

是单纯在这些种植者身上获取利益。

更多钱财；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广告中种植者站在种植
园里，旁边配上一句“为你精心挑选的优质咖
啡”，其目的在于突出种植者的劳动成果，以

另外一种“第三波浪潮”的宣传方式是利

★种植者们依旧在为生计疲于奔命，他们唯

及他们为高品质咖啡付出的努力。但事实上，这

用名人或咖啡界知名人士的形象进行宣传。抓

一能做的仍是种植和生产咖啡，他们仍会将咖啡

些广告还是用来宣传公司产品的，并非种植者本

住“第三波浪潮”的契机，许多好莱坞演员、

卖给“好心的”加工厂和种植者联盟，他们自认

身，因此产品的价值差异、产业链的环环剥削依

音乐家、政治家都参与到了咖啡广告的拍摄，其

为得到了“应有的报酬”，种植者依旧处于被动

中许多人还推出了自己的拼配或单品咖啡品牌。

地位，只能等待买家开出的条件；

制作此类广告的方法和刚刚所描述的纪录片方

★在有些社会极为不稳定的国家，例如洪都

法类似：名人不远万里乘飞机来到产地，与所

拉斯，公司的确为产地投了资，但并没有为解决

谓的“当地合作者”见面，并在咖啡专家的帮

社会动乱问题作出任何贡献，公司在乎的只是他

助下，品尝当地特产咖啡。如Hugh Jackman、

们的行为是否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而非真正

Ozzy Osbourn、Leonardo DiCaprio、Jason Mraz

解决实际问题。

和 David Lynch 等都参与过类似广告的拍摄，其
中很多人更是拥有自己的咖啡品牌。
此类宣传手段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公司赚取

品的运输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咖啡的新鲜度，

更多利益，虽然它们的确展示了咖啡工业现阶段

产品的产地信息也可追溯，消费者理所应当地认

存在的问题，试图解决种植者面临的困难，但广

为他们的购买行为能够帮助到产地的种植者们，

告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

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不可否认，的确有很少一

相对传统咖啡广告，现代咖啡广告并没有取得太

部分种植者从中获益；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

大进步。

全球仅有非常少的咖啡能够被评为精品级（少于

以下是现代咖啡广告对种植者、咖啡企业和
终端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虽然国际上存在一些贸易认证体系，例如
UTZ、Rainforest Alliance、Fairtrade、4C 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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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浪潮”最引以为豪的就是精品咖
啡，这种咖啡特征明显，口味丰富、明亮，产

10%），且并不是所有种植者都愿意改变传统的
种植方式，转而生产精品咖啡，这就意味着，精
品咖啡并不是解决利益剥削和咖啡工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根本途径。

实际上现代咖啡贸易模式相比以前并没有发生太

种植者、贸易商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决

大变化，依旧是买家提出条件，控制市场，赚取

定了咖啡工业的整体发展，同时决定了面对持续

高额利润，种植者作为卖家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

高涨的市场需求，咖啡工业是否能够从容应对。

压力；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

★广告中种植者的形象只是单纯用来促进销

径，而是提醒大家现代和传统咖啡贸易模式都存

售，和传统咖啡广告一样，种植者依旧是被动营

在着价值差异问题，仅凭打广告并不能解决咖啡

销者，他们并不是公司的一份子。公司在网页和

工业当前所面临的复杂处境和困难。

大型烘焙炉则位于Redmond的Overlake Christian
Church。

与尊重种植者的进口商合作
我们的烘焙团队只与那些与种植者联盟、水
洗站和种植者有密切联系的进口商合作，这些进
口商必须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高价值换回高
品质，为每一位种植者支付他们应有的回报。
事实上，你在我们店中每喝一杯咖啡、买一杯
咖啡豆或捐款，你都能为提升种植者的生活水平，
以及改善咖啡师们和学员们的生活条件做出贡献。

我们用最先进的“第三波”方法
冲泡咖啡
不要被我们的“非盈利”性质骗到：我们是
不折不扣的咖啡疯子！你绝不会在我们店里找到
低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手冲滴滤咖啡每过半小时
就会重新冲泡一次，我们的意式浓缩是用微批量
烘焙炉新鲜烘焙的咖啡豆制作的。我们的手冲滴
滤和意式浓缩咖啡均使用了本店特选、新鲜烘焙
和调制的拼配以及单品精品咖啡。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Chemex手冲咖啡、
Kalita Wave滴滤咖啡、用La Marzocco咖啡机制
作的意式浓缩咖啡。
如果你不喜欢牛奶制品？别担心，我们这里还

文_刘强

有豆奶、杏仁奶、椰奶，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叁拾而立

S

treet Bean为每一位街头少年用一杯杯咖

这里喝一杯美式咖啡。像他这样的顾客不止一

啡冲泡出了机遇与希望，年轻人需要的不

人，他们每天光顾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咖

仅仅是一份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全新的自

啡好喝，更是因为通过一杯小小的咖啡，他们能

如果你很少喝咖啡？我们这里也提供奶茶和
各类应季茶饮。
我们希望你在这里喝的每一杯咖啡或饮品，

够为当地年轻人提供更多帮助。

都能让你的每一天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正是有
你，我们才能帮助改变街头年轻人的生存条件。

开始为美国西雅图街头的年轻人们提供帮助。

我们烘焙单品咖啡，同时为顾客
定制拼配咖啡

New Horizons是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一家非营利组

我们认为季节性是采购生豆的关键，我们会

量是如此之大。从创新性的冲泡方式，到谨慎负

我，是挖掘自我潜力、找到自我定位的机会。
从1978年开始，New Horizons的成员们便

织，旨在改变街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作为成员

定期更换菜单，确保每一种咖啡的新鲜度。

来我们的店里坐坐，你会感受到咖啡的力

责的采购工作，都能为街头年轻人的生活做出改

之一，Linda Ruthruff梦想着自己开办一家帮助街

我们会通过轻度烘焙体现出咖啡的独特口

变。之于他们也好，之于我自身也好，咖啡都是

头年轻人就业的机构，仅仅在King County，就有

味，但很多顾客仍钟爱经典的咖啡口味，因此我

一种力量与灵感之源，可以说，咖啡可以改变我

超过800名年龄在12-26岁的年轻人每天居无定

们会在给予种植者尊重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每一

们每个人的生活。

所，其中很多人都因为各种不可控因素导致自己

位顾客的需求。

“我在Street Bean学习咖啡的过程中，最感

如果你经常来店里，你会看到店里的员工

兴趣的就是手冲咖啡！Chemex对于冲泡精准的

Linda坚信，咖啡厅能够为这些年轻人带来

时不时就会聚在桌旁进行杯测，那是我们在校对

的要求极高，是我主攻的方向之一，我希望自己

更多成功的机遇，因为咖啡厅拥有稳定的客源与

烘焙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我们的咖啡厅欢迎所

也能买一把，回家进行练习！在店中，我非常幸

需求，同时能为年轻人传授各类职业技巧。

有人，因此不要害怕提出问题，请加入我们的行

运能够用味道如此完美的咖啡进行训练。我认为

列！

Street Bean不只是一个工作场所，因为我从不觉

失去的教育或者就业的机会。

Street Bean因此成为了街头年轻人重新找回

除了通过La Marzocco咖啡机学习咖啡师技

得在这里有任何工作的压力。我非常感谢Street

巧以外，我们的员工还能学习到烘焙知识，因

Bean为我提供参加餐饮服务和咖啡师培训的机

从表面上看，Street Bean和其他西雅图咖啡

为对于烘焙的了解有利于加深学员对咖啡的理

会，虽然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但所有这一切都

馆并无两样，但这里卖的不仅仅是咖啡。每个工

解。当然，如果你想专攻烘焙，我们也会为你

是值得的！这里的人不会对你指指点点，即便犯

作日早晨，一位来自Belltown，路过这里的建筑

提供相应课程。我们的旗舰店位于Belltown第三

错也会被鼓励，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发掘自己的最

工人都会放弃工作地点提供的免费咖啡，专程来

大街的2711号，拥有一台小型烘焙炉；我们的

大潜力！”Street Bean学员Chai如此说。

自我，重拾信心，重新学习、成长和失败，重拾
自我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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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Buying Needs
to be End to End
网络咖啡销售
必须做到终端对终端
文_MICHAEL COLLESS
goodfoodwarehouse.com 经营者

作

为澳洲第一咖啡厅食品批发网站
GoodFoodWarehouse.com.au 的经营
者，同时也是Sean的老朋友，不久前

Sean曾让我写一篇网络销售和网络平台对于小型
咖啡厅及咖啡企业优劣势的文章。
但在开始之前，我首先要说明，Sean的公
司名称是KISS Marketing，而KISS的含义也正是
我们公司所始终坚持的经营宗旨！
如今，网络销售平台发展迅猛，如Uber、
Airbnb、Amazon的网络巨头不断涌现。网络销售发
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的便捷
性，这对于提高企业对顾客的服务效率至关重要。
想象利用网络平台做生意，所有的交易在一瞬间就

赢，才能令一种商业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回到

过价格，因为我相信所有网络销售的商品价格都

能完成，顾客瞬间便可以得到满意的服务，钱会直

咖啡业，我们的目的是让咖啡厅、进口商、物流

是有竞争优势的，而且大多数网站都拥有比价系

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不可思议对吗！

商、烘焙商、顾客，以及种植者全部受益！

统，只要小心一些可能存在的商品造假和信用卡
安全风险，我个人认为网上购物还是比较安全可

现在让我们更近距离观察网络销售，在这

或许对于网络销售，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

里我想举一个航空工业的例子，并不是在卖弄资

便是顾客服务，一旦出现了问题，究竟谁该来负

历，但试想在过去，每次出行之前，你需要提前

责？又该由谁负责解决问题？不幸的是，顾客通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网络销售策略的问题，

3-4天与旅游中介联系，购买并确认机票，然后

常是网络销售的受害者，你必须自己安排快递进

这也是影响网络销售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不

再去指定的地点取票……现如今，你可以随时

行退货，通常要等好几天才能完成退款。

做，你的销售就会陷入混乱。要不断学习，坚持

在网上买机票，而且还能用手机APP办理网络登
机，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交易变得更加简单、快
捷，但我想问的是：这种销售模式真的更好吗？

靠的。

因此，在我看来，成功的网络销售必须包含

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思考网络营销策略，制定

两大元素：便捷的交易和稳定的顾客服务。无论

策略永远在路上，你永远不可能找到最佳答案，

出现任何问题，都必须有人第一时间与顾客取得

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尤其是餐饮服务业。

联系，帮助解决问题，提供售后服务。

如今，超过80%的消费者会上网购物，也就是说

我对“好”的定义是指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能实

例如Amazon和eBay，交易非常便捷，但售

大部分消费者都会受到网络和其他用户评价的影

现共赢，其中包括顾客、销售人员、快递人员和

后服务几乎不存在，顾客必须主动联系商家，恳

响。如果不做到销售策略，你将如何应对瞬息万

供应商等所有人。

求他们帮助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种模

变的网络市场呢？

以Uber为例，顾客无疑是受益者，但至少
在我看来，公司赚不赚钱真的不好说，司机们是
否在赔本卖吆喝也不确定。我想说的是，只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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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于商家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但这种现象在各
大网络平台非常普遍！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通篇文章中我没提到

对此，你可以自己来做，也可以咨询专家
来帮你制定，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绝非一朝一夕之
事，但没有策略你将寸步难行。

Use y
og
ur

ss
cce
Su

酸奶

u

t

ate Summer
cre
Me
o
t
n

夏日成功菜单的标配

绝佳的视觉享受。
夏季到来，添加了谷物和水果的酸奶杯不
仅清凉，也满足了消费者在饱腹感和健康度上
的需求。对于追求身材、健康、口感、颜值的

专属夏日创意饮品的美食。要注意，酸度较高的

女性消费者来说，夏天里的一杯酸奶，是再好

果汁会导致酸奶或牛奶凝固，因此最好选择低酸

不过的选择。

度的水果或果汁，例如浆果、草莓、芒果、桃子

酸奶，可能只是许多咖啡馆、甚至许多餐厅

和其它干果都非常适合与酸奶搭配，另外，实践

产品矩阵里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与其它产品饮品

证明，水果搭配上水果浓缩液或糖浆与牛奶搭配

和餐品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脂

的效果更佳。

肪摄入越来越多的如今，消费者更倾向于清爽口

下面我们将介绍几款来自bruno caffe的饮品
和她在酸奶饮品上的考虑和思路，是非常好的应

味的饮品。在这方面，酸奶以独特的口感和具有
吸引力的外观俘获了许多人的心。

用酸奶饮品实例。这些创意饮品外观新颖诱人，

同时，在咖啡馆中，酸奶能带给消费者更

你可以用水果片或水果块、薄荷叶或打发奶油、

加舒适的体验和空间感，放一杯好看的酸奶在桌

干香料粉等增加饮品的色彩，让产品的照片能够

上，涤去一身燥热与疲惫，让消费者在咖啡馆里

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吸引更多潜在顾客。请抓紧

感到更加悠闲，这也是酸奶在咖啡馆的产品结构

时间与味全酸奶一起，利用夏日时光，创造属于

中的重要意义。

你的酸奶饮品！

未来，在以咖啡馆为代表的空间中，消费者

bruno caffe的饮食建议

不仅仅在享受餐饮和空间功能，更会需求咖啡馆

在刚刚过去的5月，我们第一次将三款酸奶

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寻找

杯加入到了咖啡馆的菜单里，这是一次很简单

文化共鸣和精神认同，从而达成

的、但是也没有那么简单的菜单调整。往小了

深度的品牌认可，这一切，都建

说，消费者能在bruno caffe品尝到三款独特的酸

立在空间、产品和服务的细节之

奶产品；往大了说，这是一次面向咖啡馆未来体

上，而一小杯酸奶，也是其中的

验的长远变化。

一环。

在新鲜、自然、健康的产品理念基础上，

配方：

我们一直进行各种尝试，通过门店活动、品牌合

火龙果酸奶杯：红心火龙

作、自身的产品开发等等方式，与消费者一起探

果、北海道水果麦片、酸奶、蔓

酸

奶，正在给咖啡馆所倡导的未来都市

索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并且使得消费者与那

越莓干；蓝莓酸奶杯：蓝莓果酱、北海道水果麦

生活方式注入新的元素。夏日临近，

些从未想象过的人和事物产生连接。

片、酸奶、蔓越莓干；牛油果酸奶杯：牛油果、

始凭借酸奶产品推广健康的生活理念，许多西式

方式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咖啡厅和茶馆开

酸奶，正在给咖啡馆所倡导的未来都市生活

黄桃、酸奶、蔓越莓干
制作方法超级简单，加入搅拌均匀的新鲜酸

饮品和菜单都会将酸奶涵盖在内，以增加产品的

火龙果酸奶杯、蓝莓酸奶杯、牛油果酸奶

奶，在酸奶表面放入健康清新水果和增加饱腹感

口感，同时迎合消费者对于健康生活以及美食和

杯，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三款酸奶杯希望在

的麦片，再加入带来色彩和咀嚼感的干果作为装

饮品搭配的追求。

炎炎夏日里带给消费者清新、凉爽和健康的感

饰点缀，混合之后，即可尽情享用。

每年的5-10月非常适合推出酸奶产品，最重

觉。在增加菜单多样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饮食

要的是，你需要通过尝试，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

选择的同时，酸奶杯美观简洁的造型更是提供了

此文章图片和配方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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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r Drinks

I Recently Enjoyed in Cafe

？

最近，我在咖啡馆里的喝到的流行饮品
文_SEAN EDWARDS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执行董事

7

年 前 在 Ca f e C u l t u re 我 撰 写 了 一 篇 有 关
Piccolo拿铁的文章，后来，Piccolo逐渐流
行成了全澳洲咖啡厅的标配饮品，同时也

印发了全球范围高品质咖啡厅对Piccolo拿铁的热
烈追捧。Piccolo拿铁的名字在世界各地都有所不
同，在意大利它叫“Long Macchiato”，在西班牙
叫“Cortado”，在旧金山叫“Gibraltar”，在葡
萄牙又叫“Galos”，悉尼是这款澳洲咖啡的发源
地。我始终认为，好的Piccolo拿铁应当是用4oz的
玻璃杯、单杯意式超浓咖啡和20ml 丝滑打发牛奶
制作而成的。很多人会用双倍意式超浓咖啡，但
其实这种咖啡的秘密就在于咖啡的用量，20ml的
打发牛奶能够赋予咖啡丝滑无比的口感和精致口
味。如果想要用Piccolo拿铁拉花，你需要使用小
一些的奶缸，最好是制作郁金香，并挑战自己最
多能够绘制出几朵花瓣。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
拉花冠军的Con Harranbopious就曾用4oz的小杯子
绘制出了12朵花瓣！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众多媒体争相报道有关
Piccolo拿铁的文章，并试图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
的Piccolo拿铁。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Piccolo
拿铁是咖啡烘焙师们的最爱，它能够令奶基咖啡
凸显出拼配或单品咖啡本身的味道”。要知道，
澳洲超过90%的咖啡均为奶基咖啡，对于我个人
来讲，由于年龄的增大，我没法一次性喝太多牛
奶，Piccolo拿铁便成为了每天早晨我的最佳饮
品，非常适合用来开启美好的一天。如果你像我
一样，来到其他国家的另一座城市，在那里的咖
啡厅点一杯Piccolo拿铁，很多咖啡师会婉言拒
Nathan duml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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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这多少会让人有些失望，因为其实Piccolo拿
铁真的很适合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的建议是，

两家家咖啡馆会为顾客提供免费自助纯净水和气
泡水服务，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种免费的福
利能够让顾客进一步感受到咖啡厅对他们的重视
与关怀。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做法令咖啡厅的服务
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顾客们对此心存感
激，从而更加愿意在咖啡厅进行消费。

Flat White
从Dubbo到悉尼，旅途漫长，路程坎坷，
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Blue Mountains的都将
长久地停留在你的脑海当中。在漫长的7个小时
的旅途后，人们肯定想要找到一处绿洲小憩一
下，而长久以来，行业内一致认为，城市地区
通常更加文明、咖啡品质更好，而郊区的优质
咖啡寥寥无几，这一评价是完全过时，也是完
全错误的。
Press 的风格与品质和墨尔本街角的任何咖
咖啡师们一定要敢于开拓眼界，去尝试制作不同

取过量而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啡厅都十分相似，但又独具特色，服务水平超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将Piccolo拿铁

高，饮品质量极佳，Alister Dyson-Holland 作为咖

和它的表亲Macchiato和Cartado搞混。Macchiato

啡厅团队的领导者，与团队中的每一位分享着咖

（玛琪雅朵咖啡）是一种来自意大利的传统咖啡

啡与服务的价值。它的前身是一处报刊杂志社，

Piccolo拿铁到底是什么？

饮品，制作时只需在单倍的意大利特浓咖啡上加

它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咖啡厅室内装修洋溢着维

有些人曾说，Piccolo拿铁是介于Macchiato

一勺奶泡。而Cortado咖啡则在拉美国家十分流

多利亚风格，温暖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照射在

和Cortado之间的一种咖啡，其使用的咖啡豆烘

行，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介于Piccolo拿铁和普通

花园内，一切都是那般和谐、舒适。

焙程度更轻，口味独特且风味十足。还有些人说

拿铁咖啡之间的一个咖啡品种，制作的方法与拿

种类的咖啡，从而抓住顾客们的心。
如果你的菜单上还没有Piccolo拿铁，请你一
定要尝试一下这种经典的澳洲咖啡！

过Piccolo拿铁鲜为人知，只有真正的咖啡专家才

铁类似，但其体积仅为普通拿铁的3/4。

懂得品味这种咖啡，但其实，Piccolo拿铁的身世

Piccolo拿铁在美国北部城市非常常见，在

并不是那么神秘，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品尝Piccolo

那里人们并不认为喝Piccolo拿铁是件高大上的事

拿铁的权力。

情。如今，Piccolo拿铁正在被更多的咖啡爱好

Piccolo拿铁外观精致小巧，再搭配上名贵

者所接受，于此同时，在美国南部的三藩市，著

的器皿，它看起来就像是小孩饮用的、经过无限

名的Blue Bottle咖啡馆又发明了一种叫做Gibraltar

缩小的拿铁咖啡。由于其发音绕口、意大利口音

的咖啡，这个名字来自于制作咖啡所使用的玻璃

浓重，Piccolo拿铁在众人眼里俨然成为了“高

杯制造商Libbey Inc.。它的容积为4.5oz，也就是

端”、“洋气”的代言词，但其实，Piccolo咖啡

130ml，要比Piccolo拿铁大出不少，但仍要比普

不仅听起来精致，它的内涵也非常值得人们细细

通拿铁小很多，因此，我认为Gibraltar咖啡应该

品味。

被称为“大杯Piccolo拿铁”。

关于Piccolo拿铁的定义，存在着一些争

最佳品质都得以完美体现，搭配上小火慢煎的猪
肉三明治，给我带来了最极致的享受。

Sparkling Water 气泡水

论。有些人认为Piccolo拿铁是由单倍的意大利特

气泡水是否应该作为顾客的免费福利？几年

浓咖啡30ml和奶泡50ml制成，而有些人则认为

前，我来到了旧金山，发现这里的很多精品咖啡

Piccolo拿铁是由20ml Ristretto意大利超浓缩咖啡

厅都会在提供意式浓缩咖啡的同时，为顾客提供

和60ml奶泡制成。但无论是用那种方法制作，

一杯免费的气泡水。气泡水不仅能够帮你清洁口

Piccolo拿铁的口味始终令人难忘，由于使用的咖

腔里的异味，让你能更好地享受意式浓缩咖啡的

啡豆烘焙程度较浅，咖啡的酸味在牛奶的衬托下

美味，同时在我看来，免费的气泡水也是咖啡厅

优雅而不尖涩。

或餐馆服务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我一直坚信花钱

传说中，是来自悉尼的咖啡师创造了这种咖

在咖啡厅或餐馆喝水是错误的做法；但同时，即

啡，当地的烘焙商和咖啡师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检

便是最普通的气泡水也是咖啡厅或餐馆消费体验

测咖啡的品质，由于拿铁咖啡体量太大，人们发

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了这种缩小版的拿铁咖啡，从而避免因咖啡摄

我在这里享受到了一杯美味的Flat White，咖
啡选用的是洪都拉斯和埃塞俄比亚拼配，二者的

最近我又去了澳大利亚北部，我发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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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Water for Brewing
Coffee and Tea
冲泡咖啡和茶的完美用水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水

是生命之源，从人类到植物，水都是

以及设备的清洁耐用，我们必须检测水的整体硬

氯气含量

营养物质的最佳载体。负价的阳离子

度、碳酸盐含量、氯气含量，以及pH值。

氯气会与水中的镁、钙和钠结合，形成盐。

什么是整体硬度？

氯对于金属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尤其是当水pH

融合力，正是由于这种极性，水成为了一种溶解

整体硬度是指水中钙、镁、钠、铜、铁等物

值偏酸时，如果水中的氯气含量很高，你的咖啡

力极强的溶液，也正是因此，我们很难在自然条

质的含量，水质较硬的水，其中的矿物质含量较

机便会遭到侵蚀。通过过滤系统，我们可以降

件下找到最纯的水，只有通过化学的方法进行合

高，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钙和镁。这两种

低水中的钙和碳酸氢盐含量，从而降低水的pH

成。从天空中掉落的雨滴，再到家中的自来水，

正价离子会影响水溶解有机分子的能力，也就是

值，让水质偏酸，这会进一步加剧对金属的侵

在此过程中，水会接触到许多物质，溶解其中的

说钙和镁有助于水从咖啡中萃取出精华口味。

蚀作用，因此，我们不推荐使用pH值低于6.5的

和正价的氢离子令水分子具有超强的

矿物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对自来水进行

什么是碳酸盐含量？

直接饮用；但在商业环境下，水必须经过严格检

碳酸盐是水平衡和稳定pH值的关键，尤其是

测，才能保证水的运用效率，同时避免设备遭到

当水中加入酸或碱时，水中最主要的碳酸盐是碳酸

水的侵蚀。

氢盐，该物质是由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成的。

水，而且这种水不利于萃取咖啡的精华风味。

pH值

pH值是指水中氢离子的含量，pH值是检测
水质最重要的指标，7为中性，酸或碱性发生变

在中国，大部分城市或乡村地区的自来水并

碳酸氢盐是两性的，这意味着它既可以和酸

化，数值也会随之改变，数值大于7，说明水偏

不能直接用来冲泡咖啡和茶，尤其是在咖啡厅、

反应，也可以和碱反应。当二氧化碳溶解到水中

碱性；数值小于7，说明水偏酸性。数值偏差1，

酒吧或餐馆，因为大部分自来水都是没有经过专

时，会形成碳酸，之后会再次失去离子，形成碳

说明氢离子含量相差10倍，pH值的较大波动会

业过滤的，其中仍带有很多杂质。

酸氢盐；如果失去一个以上离子，则会形成碳酸

极大影响水与其它物质的反应能力。

我们通常会使用高压高温的设备来产生热
水和蒸汽，这些设备通常会利用过滤和极细的水

盐，如果碳酸盐和钙的含量较高，则会形成碳酸
钙，也就是常说的水垢。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碳酸氢盐会中和部分反
应，但同时它也会中和掉咖啡中的优质酸味，让

管，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和温度，从而萃取出咖

刚刚我们说过，咖啡机管道是非常细的，非

咖啡变得口味平淡。

啡和茶中的精华物质，因此对于咖啡和茶，水的

常容易滋生水垢，尤其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水

最后请记住

品质非常重要。

垢会加速形成。这些水垢会减慢水流速度，降低

找到完美平衡

加热效率，影响咖啡机的整体使用。

水是保证咖啡和茶品质的关键，但咖啡和茶
本身的新鲜度也很重要。烘焙会让咖啡产生大量二

为找到水质的完美平衡，以萃取出咖啡和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入酸来去除水

氧化碳和其它易挥发物质，这些物质会被锁在豆体

茶的最佳品质，同时保证设备不会受到损害，我

垢，尤其是柠檬酸溶液可以轻易去除咖啡机系统

结构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质会慢慢释

们使用的水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和专业的过滤，

内的碳酸钙。但如果我们可以从源头控制水质，

放，咖啡的美味就会慢慢消失。大部分咖啡厅都会

Pentair Everpure水过滤系统就是非常适合商用环

由过滤系统来改变水的硬度，去除其中的碳酸盐

保证在烘焙日期四周以内将咖啡用光，以确保咖啡

境的过滤设备，要知道，每个地区的水质都是不

和钙，我们就可以避免咖啡机中水垢的滋生。矿

的新鲜度，茶的保质期会更长，但要定期检查茶的

一样的，具体水质要视处理方法和水源而定。

物质过高的水会导致咖啡口味偏淡，萃取率降

新鲜程度，确保为顾客带来最理想的感官享受。

水中的很多物质都会对设备以及精品茶和
咖啡的味道造成损害，为了确保咖啡和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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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同时还会滋生水垢，因此找到水质的完美平
衡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使用精准的过滤水，以
确保精品茶和咖啡的最佳品质！

六

园咖
花
啡
月

觉，店内的每一处的细节，从装修到出品，无一

用，以及两台在国内市场还很少见的Trinity，更是

不透露着主人的用心与满满的诚意。走过吧台，

让我惊（喜）掉了下巴！

沿着摆放着永生花的楼梯拾级而下，便是客人的

文_刘洋 整理

图_Zach

   Cafe Culture| 啡言食语

精品咖啡诚待客人

休闲娱乐区域。看似无意摆放的各种手工艺品，

“关于经营精品咖啡，别说五年前的北京，

巧妙的将桌位隔离开来，没有刻意的屏风，但是

就是在现如今在咖啡文化成熟很多的上海，也没

却为客人留下一个可以随意交谈的私密空间！而

有办法做到单纯依靠咖啡存活，而我们这里，又

时不时的小甜点或者好咖啡分享活动，更是拉近

是如何做到和客人一起欢度5周岁生日呢？开业

了客户对店内的亲切感。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

的第二年，意识到我们以为客人懂咖啡的程度和

句，老板的自夸名言“我是咖啡圈里甜品做的最

客人实际上对咖啡的了解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所

好的，也是甜品圈内咖啡做的最好的。而且并不

以整整一年时间，我们的咖啡师都会在客人点单

是说每样做的都一般般，而是每样都尽力精益求

后，邀请客人观摩制作过程，以及向其讲解咖啡

精。”亲鉴，属实。

的基本知识，甚至会邀请顾客饮用后，和我们主

酷炫设备

动分享舌尖的感动！这个过程，虽然比较耗时，

推开咖啡馆的大门，首先被一台超炫酷的La

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却也为我们带来

Marzocco Leva 3头咖啡机抓住眼球，听老板讲，本

一批忠诚的顾客（家人）。

来店内原来的那台La Marzocco FB80保养的很好，

六月花园于我而言，除了是我对太太爱的一

去“六月花园咖啡”的时候，正好是六月。

完全不影响使用和美观，但当得知Leva上市后，还

种表达，更是助我实现梦想的阿拉丁神灯，同时

六月花园开在一条人流量有限的小巷内，

是决定换成Leva，只为了更好的为客人服务。不同

也可以说是我最精彩的人生作品。精品咖啡行业

外观设计从建筑材料、颜色和整体风格，与

于国内很多咖啡馆吧台的位置比较紧凑，六月花

在国内刚刚起步，但是我始信会有更多人热爱咖

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一不小心就容易错过，

园是一个开放式吧台，当咖啡师或甜点师在制作

啡，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恒定标准。六月花园已经

但咖啡馆内部却是别有洞天，艺术家出身的老

一款作品的时候，如果客人愿意，完全可以坐在吧

走过了5年，我们耐住了寂寞，沉淀了浮沉，抗

板，好像《指环王》的忠实粉，被霍比特人的

台欣赏整个制作过程。而吧台上其台内嵌式的装

住了压力，同时也收获了客人的好评和认同”。

小屋给打动，也和平日里“焦躁、繁忙和快节

饰，让人感觉，下一个老板将要入手的器具即是

六月，北京酒店用品展期间，不妨找个空，

奏”的北京开了一个小玩笑，错过他，你就错

La Marzocco旗下的Modbar，尽可能的加强顾客的

过一个童话世界！

参与感，拉近与咖啡师的距离！此外，4台各司其

来“六月花园”逛逛吧，毕竟离得也很近。

爱

职的磨豆机：一台研磨制作Espresso的咖啡豆、一

六月花园地址：中关村东路16号院龙湖唐宁ONE

如果说，要一个词来讲清楚“六月花园咖

台研磨适合做奶基咖啡的咖啡豆、两台供单品豆使

2号A123号商铺

啡”的诞生，那便是“爱”！
爱家人，想让热爱生活，但是却为了孩子、
家庭放弃自己事业的妻子有一个地方去施展才
华，无忧无虑的做自己，于是可以开一家咖啡
馆，用整个咖啡馆，去延续爱人的童真。
爱收藏，“我喜欢游历世界各地，对古老的
有时间沉淀的旧物情有独钟，随着时间的积累，收
藏了很多有意思的古老物件。六月花园其实也算是
我的一个小博物馆，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花了很多心
思去设计这个店，这个店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众
多故事和回忆，沉淀和岁月的堆积。”
爱咖啡，5年前的北京，精品咖啡文化还没
有那么盛行的时候，店内使用的豆子已然90%是
来自COE竞标或各国知名庄园的精品咖啡豆，
每年在世界各地寻找最特别、最优秀品质的咖啡
豆，是店主人的终极目标。店内咖啡烘焙机旁的
椅子，也成为店主的专属老板椅，兢兢业业的烘
焙着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款不同的咖啡生豆，发
现不同的惊喜！
爱客人，希望到店的客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

图片提供：六月花园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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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a Coffee

咖啡之旅
漫崖咖啡文化博物馆体验
文_张苪
漫崖咖啡

青

山幽幽，绿水荡漾，“漫崖”咖啡就

摩卡传说和基督教的牧羊人的故事，还有富有神

从这青山绿水中蹁跹而来。

秘色彩的美人鱼的传说和国王的故事等等；

也许您感受过浩浩荡荡、奔流不

第二部分：咖啡的传播，起源于非洲埃塞

息的长江，也许您领略过景仰千年、源远流长的

俄比亚，最早传入欧洲，遗憾的是欧洲种不出咖

黄河，也许您感叹过沧海桑田、历史变迁，而在

啡，不断侵略扩张来到美洲，伴随殖民文化来到

这儿，您可以感受到的却是远山深处生命与生存

我们亚洲；

的缔造和嬗变，感受到漫崖人从“刀耕火种”中
一路走来，在且歌中昂首崛起。
漫崖人用一颗颗质朴的心，让漫崖咖啡缕缕
幽香，萦绕中国人的唇间齿畔，从最初1997年

喝咖啡的礼仪与好处，全系统化展现了咖啡如何
从种子到杯子的过程。

开始种植，我们一心希望能把优秀的中国咖啡文

第四部分：咖啡的场景，再现和产品展示，

化传播到世界，第一家漫崖咖啡馆成立到之后每

有牧羊人放牧场景，漫崖原始焙炒咖啡场景，包

一家漫崖咖啡馆的发展，我们都会认真地打造一

括最早漫崖咖啡开垦基地用过的古老农用工具，

条咖啡文化长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普及咖啡知

第一台从哥伦比亚引入我国的脱皮机，自己中国

识、宣传咖啡文化。

制造的烘焙机等等，民族特色展示，更收集了全

当我们在2013年建一二三产融合的漫崖咖
啡庄园时候，就开始着手打造咖啡文化博物馆，

世界大大小小300多件不同藏品，全部为真品，
没有一件仿制品。

本博物馆是以咖啡为主的、集咖啡历史、文化、

第五部分：漫崖的企业文化，博物馆以真

礼仪、种植、加工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博

实照片记载了1995年开垦，建立漫崖咖啡场，

物馆，占地500余平方米。通过发现咖啡、咖啡

从早期单一种植，原料加工，发展成为一个占地

的传播、咖啡种植分布、认识咖啡及场景再现

2,500亩的漫崖咖啡小镇的过程，漫崖企业作为

等内容展示，实现咖啡历史文化的传承、收藏、

咖啡业省龙头企业，一直在为中国民族咖啡品牌

研究、保护、教育及文化交流传播、种植技术推

努力着，不仅产业升级，更重视创新科研能力，

广、促进产业发展、带动产区百姓致富发展的目

获得国家13项发明专利，双有机认证，更培育全

的和作用。博物馆是首家通过云南省民政厅、文

世界108种咖啡品种。

化厅核准的咖啡文化博物馆，也是中国云南小粒
咖啡主产区的专业展览馆。

今后，漫崖咖啡博物馆将成为中国云南小粒
咖啡主产区的专业展览馆，为“中国咖啡之都”

一进博物馆，企业就还原了一个热带雨林

增加一个亮点，填补一个空白，展览将从咖啡历

的场景，体现了我们云南小粒咖啡的自然种植环

史、文化、礼仪、功效、种植、生产加工等全方

境，接着博物馆就围绕五大部分布展的。

位展示、宣传咖啡知识，传承咖啡制作工艺，弘

第一部分：发现咖啡，关于咖啡的起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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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咖啡的科普，从咖啡的原生品
种，到咖啡的种植、加工，后续咖啡饮品制作，

扬中国咖啡文化。

众说纷纭，至今都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各色各样

漫崖咖啡文化博物馆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

的传说就诞生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伊斯兰教的

漫崖咖啡庄园，欢迎世界各地的咖啡友人莅临参观。

“体验升级”
文_乔治/JOE
青岛乔安咖啡有限公司创办人

与

“ 20英里 ”
08年开始国内咖啡市场一路高走，仅

从

市场并不缺大公司，也并不缺的高薪职位，

★可拖动的手冲台与杯测桌，培训形式更加

用了10年时间，就走入了拥抱资本的

剩下的只是你的价值和能力是否值得的问题。

灵活；

井喷时代，过去5年时间，市场复合

椅混搭，集中注意力，打破交际约束；

场，产业配套变得尤为重要。2017年，我们将重

“体验升级”- 从运营角度来
看，好的口碑传播远胜于粗暴的走
红捷径

点放到了烘焙工厂的建造，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

在学院项目启动之前，曾做过几期试点课

壶、爱乐压、土耳其壶、摩卡壶、虹吸壶到小型

咖啡培训学院也在青岛崂山区开启运营，这里分

程，感谢大家的肯定，毕业的学员们将我们推荐

烘焙机等等，在课余时间完全开放，并由助教操

享一些项目落地时细碎的市场思考。

给了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们。

作指导，算是针对兴趣的外部激励。

“20英里”- 从大环境来看，好
的咖啡培训依然是行业刚需

当然，我们还做了更为透彻的实验，我和公

在选址方面，去年跟几位做培训的前辈聊

司内的伙伴一起试课，寻找可以改进的细节。也

天时，曾对培训场地应该选在郊区还是市区做过

增长率达到了13.5%，面对即将到来的2百亿级市

★放弃传统课桌椅，会议椅加上高低阶梯座

★散放在置物架上的齐全咖啡设备，从手冲

著有《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曾提出

许自己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出身，更在意用户体验

一次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能力还是

过“20英里法则”，这个法则是说，在美国西部

的整体环节，甚至会偷偷得翻看学员的朋友圈，

选在市区吧。这依然是一个体验升级的问题，选

大开发的时候，有两种前进办法。第一种走法，

看大家是否觉得我们的课程值得推荐，或者是培

址在郊区虽然成本相对较低，但也无法满足一些

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多走一点，刮风下雨就找个地

训中的哪些细节打动了他。

学员“游学”的需求：利用晚上的时间踩店、逛

方躲起来不走了；第二种走法是不管风和日丽还
是刮风下雨，每天走20英里。

除了课程内容设计之外，这里分享两个细
节：教学环境设计和最后的落址。

也许你已经猜到，按照第一种走法，多半半

主培训场在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大体是一个

途就放弃了，每天走20英里，日拱一卒的走法，

四方的毛坯空间，在设计方案初稿，有提议过做

看似缓慢却能最快到达目的地。

成独立的两个空间，分别划分为理论教室和实操

我们将此对标到行业，不难得到一个心法：

教室，不过，最后思量再三否定了。

街、夜宵，这些事情既然是刚性需求，就值得实
现。我们将培训学院落址在崂山区商圈写字楼22
楼顶层，尽收远山城景和落日余晖，陪伴咖啡，
陪伴美好，也是一份对热爱的尊重与回馈。
以上便是我们所信奉的，我们尊重并践行每
日“20英里”的努力，并带给每个选择我们的人

行业发展带来的巨大职位缺口，不用翻查大数

换位思考，我们在规规矩矩的教室里上课的

据，仅从我们烘焙工厂服务的门店客户就可以获

日子真的过够了，市场的缺乏感在于更加轻松和

知。不论是“20英里法则”还是一万小时理论，

互动的培训环境，这就像中西方在技能教育的差

作者简介

作为普通人，我们哪怕每天花上8个小时在同一

异一样，国内往往更注重最后的考试和成绩，而

JOE/乔治，青岛乔安咖啡有限

件事情中，达到一万小时也需要三年半的时间，

国外更注重在整个培训过程中，那些核心的关键

公司创办人、乔安咖啡烘焙工

所以一位专业的咖啡师、一名独当一面的店经

点你是否完全理解，我们从注重结果转至更加注

厂主理人、乔安咖啡培训学院

理、一位稳重的烘焙师、一名具备专业素养的销

重过程的设计：

主理人、“精品咖啡美学”公

售人员的养成绝非朝夕，平心而论，成长两字的
背后，无非是需要“专注”和“时间”。

★完全开放的培训环境，学员可以在实操时
继续观看PPT和视频内容；

以舒适的回报。

众平台创办人、多家媒体咖啡
专栏撰稿人，邮箱：joe@morningj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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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搭配食物：
如何才能让1+1>2

文_沙涛和郝帅

最

近笔者认识了几个特别的“酒吧”老

寻答案的，一个是“什么是精酿啤酒”，另一

板，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他们的

个是“啤酒应该怎样配餐”。第一个问题丢给

个不同的“1”，他们各自含有哪些特质，交融

“酒吧”，其实都曾经或现在依然是

“哲学家们”，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第二

起来又会有哪些反应和变化。

咖啡馆。为了增收，很多聪明的、有条件的经

个问题，关于啤酒配餐的细节，我们会尽量用

食物的“1”比较好理解，虽然它内容广泛

营者已经早早的把食物引入了自己的店面，很多

生活中方便找到的例子去讲述如何创造出让人

因菜而异，但因为大家每天都在进食所以对食物

时候并不局限于三明治、华夫饼这样的简餐。同

惊艳的啤酒配餐。

更加熟悉和了解。

时，越来越多的酒精饮料被引入咖啡馆，无非是
两大原因：人们对酒精的渴求，以及咖啡馆的生

以一个问题开头：我们要在啤酒
与食物的搭配中找寻到什么？

是随处可见的各种工业厂牌的大酒，那些绿色玻

存问题。如果你是正打算或已经同时在经营食品

是一个啤酒极客在追寻对酒的另类升华？

璃瓶中的酒液在配餐中并不会比矿泉水、可乐和

和精酿啤酒的一个“咖啡馆老板”，或者是一个

还是一个资深吃货在探求更深刻的吃的体验？

雪碧好多少，不是说它们的品质或工艺不够，只

在经营含餐的精酿酒吧老板，那么这篇“干货”

又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为自己挖掘生命中

是太平淡太无趣了，当然，如果你能买到一瓶出

将对你的经营有些许帮助。

的乐趣？

厂三天之内的、保质期又不超过两周且冷藏避光

与啤酒相关的问题中，一直有两个是最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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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答案是什么，相信都可以理解为：希

望酒+餐是1+1>2的。那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这两

啤酒相对更陌生一些，这里说的啤酒，并不

储存良好的某某鲜啤，用它来搭配个鱼生或者沙

我们所说的啤酒，有的严格秉承传统，有的

香，至今最惊艳的两次体验，第一次是在呼和浩

在了解过啤酒的上述特质后，如
何搭配食物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极富创新意识，个性鲜明并味道独特，都能给人

特用刚从发酵罐打出来的新鲜云湃IPA搭配手把

无非就是考虑啤酒与食物的各自特征，然后

美好的经历与回忆。

拉也确实是极好的。

酒花的水果风味特别适合突显各种肉类的鲜

肉，新西兰和美式酒花带来的芒果、百香果、番

在“平衡”、“互相促进”、“互相抵消”中寻

我们需要弄清楚啤酒在品尝起来有哪些特

石榴和松脂香气与羊肉的鲜美互相映衬，一个人

找合适的搭配，再美妙一点就是两者结合后的产

质，这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啤酒实在

一口啤酒一口羊肉地可以吃下了一斤手把肉；第

生的某些味道像极了另一种你喜欢的食物或者只

是风格多样又各有特色。有的啤酒酸的像果醋，

二次是在美国的树屋酒厂，当家浑浊IPA朱丽叶

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美好风味。

有的酸的像酸奶，有的啤酒苦的像咖啡，有的苦

斯的生啤版，温柔炸裂的水果香，极其顺滑的酒

再说几句关于“侧重”的看法，因为大家对

的像双黄连，有的啤酒甜的像果汁，有的甜的像

体，令我们在喝完后开车奔赴纽约的两小时中一

酒或食物的侧重不同，那所采取的搭配方式也应

止咳糖浆，如果你不是一个啤酒爱好者，一定看

直在脑中搜寻与之搭配的食物，在否决了各种和

该有所不同。比如一个啤酒极客，他终于找到了

着就头大，我们需要简化整理。

牛、羊尾油和无数内脏后，目标锁定在蓬莱的海

两瓶心心念的罕见好酒，希望用合适的食物来做

因为餐与酒的搭配更多体现在味道和口感

胆，确切的说是长岛紫海胆，清蒸，不加任何调

一个好的配搭，那么他需要考虑更多关于突显酒

上，所以我们尽量将啤酒在这两方面的特质概括

料，一定能跟树屋的浑浊IPA完美搭配，尤其是

特质的细节，一道相对清淡的菜式就可能会更加

如下，以下特质只是各种啤酒特征的总和，任意

该IPA特有的低苦度和超顺滑，不会与海胆微苦

合适，最好没有特别重的味道出现，如果有，也

一款酒并不一定会全部具有：

的汁产生苦涩感，同时又跟海胆黄的柔软质感相

最好是以能突显酒款特质的方式而不是抵消或者

匹配。

平衡的方式出现。当然，最极客的方式，是只喝

基础麦芽味道：香甜，类似面包或者饼干，
有时会像坚果或烤面包。啤酒中真实甜味的主要

香料风味：可以是酵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酚

贡献者，能跟食物中谷物类和肉类的甜味产生很

类物质，也可以是某些品种的酒花或添加物带来

好的呼应，还可以缓解辣和酸。

的辛香，这种风味其实跟我们很多中餐甚至是亚

例如，德式浅色博克（Helles Bock），拥有

洲料理都非常搭配。

酒，不配任何餐，但配餐没错，配餐是为了更多
乐趣。
而如果食物是重点，则选酒也是类似的方
式，不要太重口味的酒，尽量轻松易饮一些。这

纯净的麦芽香甜，与简单烹饪的鸡肉和猪肉非常

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凉菜，尤其是加了香菜

个方向非常符合国人的口味，一款沙口感饱满绵

搭配，比如白斩鸡和清蒸狮子头，或者不带酱料

和胡椒做调味的，都非常适合搭配比利时小麦或

密，并且味道不是那么重的德式小麦或者比利时

的炸鸡翅和炸猪排；而如果用这种酒来搭配泰式

比利时的赛松。像夫妻肺片，香菜或者芹菜段加

小麦，是你在不知道该选什么酒款时的最保险选

火锅，也是非常适用，麦芽香甜能比较好的平衡

上芝麻和花生碎，与比利时小麦中的香菜籽的香

择。

适度的酸与辣。

气既呼应又协调，搭配比利时赛松则能突显出赛

烘烤味道：主要来自一些特种麦芽，这些不
同烘烤程度的麦芽会给啤酒带来从焦糖到咖啡的
不同范围的烘烤风味。

松的酚类辛香。
酒精：酒精既有味道上的体现，更有口感上
的影响，温热，热辣。

最后还有一个建议：请一定根据你当下喝到
的啤酒进行判断，比如我们说德式小麦，常见的
教士白和施耐德1号都属于这个风格，但喝起来
完全是一种风格范围内的两种不同的风味取向，

烘烤风味范围广泛，作用也非常显著，你可

酒精既是很好的风味溶液也能起到增强收口

也就是说，同一风格会被不同厂牌以不同的产品

以用一款英式棕艾中的类似焦糖的中低烘烤风味

辛辣感的作用，可以比较好的平衡油腻感和抵消

和形式展现出来；另外在现实中，运输、仓储、

去呼应一个汉堡中煎烤牛肉的焦香，也可以用一

甜味，一般不单独起作用，所以不做举例说明。

温度、日晒等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同样一个牌子

款干型帝国世涛中的类似黑巧克力与深烘咖啡的

沙口感：啤酒的关键口感，溶解在酒体中

的一款酒也有可能两瓶之间的差别都很明显。其

高度烘烤风味去化解煎鹅肝或红烧肉的油腻，另

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氮气）在口腔中释放的过

实食物也是一样，同一个饭馆的同一道菜也不是

外，后者的这种高度烘烤风味还可以搭配巧克力

程，生活中最常见的强力沙口感饮料就是可口

每一盘都一样。原则与方法只是框架，菜里多的

蛋糕，彼此的巧克力味道会搭起一座桥梁，连接

可乐。

一勺盐和侍酒时高的三度温度才是真正影响你现

起各自的其它风味。
苦味：主要是熬煮酒花带来的苦味，新鲜的
时候很清晰明快。

沙口感最棒的特质是可以刷新口腔，能刮开

实感受的临场因素。珍惜眼前，灵活应变，真正

油腻和比较厚重的酱料，适用于各种带厚酱汁的

的啤酒配餐应该完全是一对一的，就是你手中的

食物或者油腻的食物。沙口感是啤酒区别于葡萄

这杯酒跟这道菜，他们独一无二。

苦味用法多样，在一杯美式IPA与芝士蛋糕

酒的最大特色，当然，还有烘烤类味道，这使得

的搭配中，你可以发现苦味与甜味和脂肪的互

很多啤酒相较于葡萄酒更适合搭配奶酪、鸡蛋、

相抵消，而在同一杯美式IPA与重庆火锅的搭配

辣椒、熏肉、西红柿、巧克力等食物。

Beer here now. Enjoy!

作者简介
沙涛，2级Cicerone认证侍酒师和BJCP认证啤酒

中，你会发现苦与辣在不停的纠缠中不断提高。

虽然苦味、深度烘烤味道、酸味等都能平衡

水果香：可以是酵母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酯类

或者抵消食物中的甜味和油腻等风味，但沙口感

物质，但在与食物的搭配中更多体现的是一些特

完全是另一种方式在工作，就像是纯物理模式，

郝帅，1级Cicerone认证侍酒员、CQI咖啡质量鉴

殊品质的酒花带来的水果类香味，鉴于以水果类

沙口感强烈的酒款，真的是油炸食物和肥腻食物

定师、咖啡女神冲煮比赛感官评委，关于精酿啤

酒花香为核心的IPA类是目前最受欢迎的风格，

的最佳拍档，例如德式小麦、比利时小麦、比利

酒的各种问题，欢迎您联系作者之一郝帅进行探

所以重点说明一下。

时三料等。

讨，微信号： ShuaiHowe。

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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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姜黄拿铁
文_MICHAEL KINAHAN

想

要来一款不仅味道好、还有益健康的

★控制胆固醇；

这款姜黄的配方里包括：

饮品吗？

★改善消化系统健康，预防IBS、IBD、慢性

★丁香味道温和，味道香甜，是一种天然

姜黄茶存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千

肠胃炎、溃疡性结肠炎、烧心感等；

的止疼剂，能够消炎消肿，同时它还是一种天然

年前，人类食用姜黄已有数千年之久，如今，被

★缓解抑郁或焦虑；

抗菌剂，能够让身体摆脱细菌或病菌侵害，事实

称为“黄金牛奶”的姜黄拿铁在给你到来终极味

★提升身体能量，减少疲惫感；

上，很多人都用丁香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例如

觉享受的同时，还能为你的身体带来诸多好处。

此外，姜黄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它既是一

感冒或流感。

什么是姜黄？
姜黄原产自南亚，是姜的一种，放入食物中
会给食物带来深橘色，人们通常用它来调味或调
色，但其实姜黄也是一种重要的草药，有些人甚
至相信，姜黄是世界上功效最强的草药，富含各
种营养物质，能够治愈各类疾病。

剂强效处方药，又能长期改善人体健康。

丁香还有益消化系统健康，能够清除胃里的

为什么要喝姜黄拿铁？

毒素，此外，丁香还能调节两性生活，提高性生

姜黄是一种全球常见的健康食物，但由于姜

活质量。

黄茶味道过于刺激，很多人都不敢尝试。

★小豆蔻味道浓郁，带有类似烟熏柠檬和胡

因此，人们创造了姜黄拿铁，这种质感丝

椒的香味，人们通常会在蒸米饭时加入几颗小豆

滑、与其它草药混合的特殊拿铁味道非常美妙，

蔻，以增香提味，小豆蔻能够预防抑郁，抗菌消
炎，消除体内毒素。

科学界对于姜黄有着深入研究，据统计，有

且具有各类健康功效。既想让味蕾得到满足，又

关姜黄的研究实验超过6千项，其中大部分都将

想享受健康生活？姜黄拿铁是你不二的选择，它

同时，小豆蔻还有利于心血管健康，改善

其归纳于草药或香料，一些研究显示，姜黄中的

能够让你精神倍增，还能消炎止痛，控制血糖，

血液循环，此外，小豆蔻还能有效保护肠胃道健

姜黄素能够为人体补充多类营养物质，同时还能

让你活力四射。

康，缓解烧心、胀气等肠胃不适，据说还能抑制

预防多种疾病。

姜黄有什么好处？

打嗝！

姜黄拿铁的配方里包括各类有利于消炎和

★肉桂是一种神奇的香料，它富含各类矿

消化道健康的原材料，俗话说胃口好才能身体

物质、维他命、氨基酸和抗氧化元素，可以说是

好，只有保证消化系统的健康，让身体充分吸

世界上最健康的香料之一，肉桂的抗氧化酚类物

★抑制全身炎症；

收各类营养物质，才能保证新陈代谢系统的正

质、酚酸和类黄酮等能够起到抗衰老的神奇功

★治疗关节炎、关节痛、肌肉肿胀或酸疼；

常运转，从而控制体重，避免各类毒性物质和

效，缓解氧化应激反应，抵抗自由基侵害。

★治疗皮肤敏感、发炎或红肿；

细菌感染。此外，身体内的任何炎症都会导致

肉桂还具有超强的笑颜功效，能够有效预防

★预防血管斑块、血栓，从而预防中风或

你精神不振，身体疲惫，解决了消化系统的问

心脏病和癌症，帮助抑制疼痛，改善心脏健康，

题，同时还抑制了身体内的炎症，你的身体必

同时，肉桂还能控制血脂，增强大脑功能，预防

将更加健康、有活力。

感染，改善皮肤健康，刺激胶原蛋白分泌，缓解

姜黄是所有人家中必备的调料，其味道独
特，且含有诸多健康功效，其中包括：

栓塞；
★平衡血糖，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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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拿铁里有什么？

SPECIALTY TEA

过敏症状。
此外，肉桂还带自带甜味，且不含任何热
量，从而抑制饥饿感，帮助减肥。
★博士茶，这是另一种消炎、抗氧化成分，
博士茶以其降血压、改善消化系统健康的神奇功
效，和它独特的香味著称，博士茶中的酚类物质
能够加速腹部脂肪的燃烧（类似肉桂），同时还
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癌症和高血压等疾病，此
外，博士茶还能让肌肤保持年轻，保持皮肤水
分，还能消除皱纹。
★生姜能够有效治疗胃部痉挛、恶心、消
化不良、GERD（胃食管返流疾病）、烧胃、胀
气、溃疡等，能够改善整体消化系统和新陈代谢
系统健康，还能提升减肥效果，生姜同时能够调
节胃部有益菌群，让人体能够更好地吸收营养物
质，从而增强人体免疫力。
此外，生姜是一种强效抗氧化物质，能够
预防感染，它还能预防血管斑块，从而预防心脏
病、中风等疾病。
★肉豆蔻，同肉桂、丁香一样，肉豆蔻也具
有宜人的香味。同时，肉豆蔻同样具有众多健康
功效，能够缓解烧心感、增强记忆力、排解体内
毒素、提升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改善血液循
环。肉豆蔻富含锰、硫胺、维生素B6、叶酸、
镁、铜等，营养物质丰富，因此我们也将它加入
到了我们的姜黄拿铁配方当中。
★黑胡椒的应用非常广泛，同时它还能预防
和治疗呼吸系统问题。黑胡椒具有很强的笑颜功
效，能够缓解感冒或流感时咽喉疼痛、肺部不适
等症状，同时，黑胡椒还能改善消化系统健康，
避免肠胃道产生多余气体，从而预防胀气、反酸
水等问题，黑胡椒还能排除体内毒素，从而提升
减肥效果。
★八角在中国和印度非常常见，含有大量维
生素A和C，以及其它抗氧化元素，能够起到预

有原始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原糖能够增强

★加入200ml椰奶、豆奶或杏仁奶；

防癌症、抗衰老的功效，同时，八角还有超强的

免疫力，同时富含钙，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原糖

★加热并搅拌，直至70°C；

消炎抗菌功效，能够预防各类感染，此外，八角

还具有平衡心率、缓解焦虑、镇静放松的功效。

★过滤之后便可直接享用；

能够改善消化系统健康，预防消化不良、便秘、

如何制作姜黄拿铁？

痉挛、胀气、恶心等症状。

在了解了姜黄拿铁的各类神奇功效之后，现

★原糖能够为拿铁到来天然的香甜口味，与

在让我们来看看具体做法！

这款拿铁制作方便、健康美味，能够为你带
来味觉和身心上的双重满足！
你品尝过姜黄拿铁吗？你觉得怎么样？请

其它糖不同，原糖本身也具有诸多健康功效，原

★在锅中加入4勺混合香料；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篇文章，并与我们分享你

糖纯天然、未经加工处理、未经漂白，保留了所

★倒入50ml热水；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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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Tea Trend
绿茶趋势

文_RACHEL / 金庭景
茶叶专家 中国国家公认茶叶审评员

由

于最近有益健康的“有机农产品”得

机农产品和无农药的农产品，有机农产品是在3

韩国大部分的茶田是有机农田，其中尤为

到了广泛关注，绿茶不仅用于制造饮

年内完全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土壤上栽培，并

受人瞩目的茶田是济州岛的茶田。济州岛是记载

料，还被用于化妆品和各种生活用

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无农药产品是不使用农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文化遗产中的韩国最南

品，特别是包含绿茶所有营养成分并可以将其全

药，但使用化学肥料，用量是推荐用量的三分之

端的岛屿，在清净济州的自然环境下，运用有机

部饮用的抹茶正在掀起热潮。在世界潮流中心的

一以下。

农法和遮光栽培，生产着优秀的绿茶，特别是因

纽约，也正在流行抹茶专卖店。很多好莱坞的明

有机农作物是用植物或鱼类等制成的天然肥

为济州岛的茶田主要在平原地带，所以生产效率

星们也特别热爱抹茶，正由于这个抹茶热风，世

料，用有机农法把农作物栽培起来的话，有机物

高，质量管理也很好，因此济州绿茶最近在全世

界上的饮料业也在推出不同的抹茶产品。随着人

会恢复土壤的还原力和地力，使生产效率增加；

界都受到好评并不断被出口。

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趋势，绿茶的人气正在不断

在环境保护方面会保持土壤生物、作物、家畜、

在韩国，济州岛的春天来得最早，也是在韩

上升，特别是抹茶的人气将会持续上涨。

人类之间存在的生态物质循环系统的均衡而使所

国唯一可以品尝到明前茶的地方。济州岛年平均

让我们以四个关键点来了解世界茶叶爱好者

有生物共存，并且使农业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环

气温15-16摄氏度，降水量为1,800mm以上, 土

们对绿茶的喜爱趋势，同时也了解下，如何在家

保性。简单来说，清净地区的阳光和干净的空气

壤呈弱酸酸性(pH4.5-5.5)，所以拥有茶树生长的

里简单制造抹茶饮品。

和水，供应初级生产者植物生长，以植物为食生

最佳条件。另外，济州岛还具备了对生长环境极

自然环境和有机种植对茶叶的影
响以及遮光栽培的优点

长的幼虫、草食动物、杂食动物们作为消费者留

为苛刻的茶树生长所需要的土、水、风、光、雾

下排泄物，它们的排泄物等会作为养料提供给分

等五种要素。

有机种植又分三种

解者的微生物，分解者进而使土壤变得肥沃，使

土：整个岛都是由火山岩形成，拥有所谓

★ 有机农，不使用有机合成农药和化学肥

初级生产者植物受益。因此，形成了生态系统的

“水流倾斜度最好的斜坡石田”，拥有可以生产

均衡和循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会享受

上品茶叶的最佳条件。

料，使用有机肥料；
★ 无农药，不使用有机合成农药，化学肥
料使用量为建议用量的三分之一以内；
★ 低农药，化学肥料使用推荐用量的二分
之一以内，不应使用除草剂。
有益健康的环保农产品大致分为两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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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的益处。

水：济州岛所有的水是地下水和火山岩含

有机农茶栽培

水，水中包含大量的矿物质和营养成分。作为栽

使用完全有机农栽培的绿茶茶田不是很多，最

培用的水，沏茶用的水，都是上等水。

近，自称有机农栽培的大部分茶田是无农药栽培，
主要区分的重点在于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与否。

风：一年四季不断吹来新鲜海风，不会让热
空气或者冷空气长时间停留，并且含有丰富的矿

物质，能使绿茶的香味和味道更加深厚。

分磨成粉末而造，制造法虽然很苛刻，但是味道

啡因的所有药效，但没有任何副作用，因此，喝茶
可以消除疲劳，提神醒脑，强身健体。

光：日量多的话，茶叶的纤维也会发达，

更浓郁，跟一般绿茶比起来会涩味变少而鲜味丰

会让茶叶有苦涩味，但济州地区的年均日照量为

富，并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E和乙醇类、胡

1,854小时，日照低所以茶味会变得甘美，氨基

萝卜素等，最重要的是，抹茶是绿茶的粉末，粉

★ 抗癌效果：绿茶中富含能抑制致癌物质

酸丰富。

末直接泡在水里喝，可以摄取茶叶的100%营养

的多酚成分，有预防癌症，抑制癌细胞的增殖的

素，而且纤维质也不会错过，所以对健康的功效

作用。不仅如此，叶绿素、纤维素等有着抑制突

很强。

变的抑制效果，茶作为癌症预防剂的功效也得到

雾气：绿茶栽培适合阴森浓雾的地方，济州
岛（西归浦-北纬33℃）与世界上最有名的绿茶
生产区中国江苏省（西湖周边）有相似的纬度，

排毒功效（Detox to Teatox）

受海洋气候的影响，有很多雾气。

全球正席卷Detox热风，Detox是指将人体无

遮光栽培

法自解的毒素和废物，人为地排出体外，使身体

遮光栽培是指在茶芽生长中的一段时间内，

器官的功能和免疫系统正常化的方法。

绿茶的生理效能

了证明；
★ 抗衰老功效：绿茶中的聚酯成分可以促
进脂肪的代谢，抗衰老的效果卓越；
★ 预防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绿茶叶含有丰

将光遮住培养的方法。遮光能使茶叶更绿，减少

由于现代人摄取各种含有食品添加物的加工

富的儿茶素成分能大大降低血清中的胆固醇含

儿茶酚含量，增加氨基酸和茶氨酸含量，生产制

食品和快餐食品，水果蔬菜中残留农药、过度的

量，使饮用者有效率地排泄，茶叶中的维生素

造高级茶，比如抹茶、玉露。

肉食、生活中雾霾和微尘的影响，体内堆积着各

C，叶绿素等色素成分能降低胆固醇和血压，能

遮光栽培可以增加影响茶叶口感的氨基酸

种毒素和废物，容易导致各种炎症疾病的免疫力

有效预防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等；

含量，氨基酸和蛋白质是茶叶中主要含氮的物

缺乏，同时也会成为增加体重的原因。绿茶拥有

质，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虽然茶叶中蛋白

卓越的排毒功效。

★ 抑制糖尿病的效果，绿茶中含有的多糖

类降低血糖的效果很强，所以常饮绿茶对糖尿病

质的含量较高，但其中溶于水中的蛋白质含量只

绿茶的成分

不过是蛋白质总量的1-2%，大多数是不会被水

绿茶的成分受茶树生长环境的影响：土

★ 重金属等的解毒作用：绿茶中的儿茶素

溶解。所以叶片中的蛋白质只有少量会被人体吸

壤、阳光、湿度等自然条件及摘茶叶的时期、

成分和重金属或尼古丁的结合性很强，所以能使

收。因为氨基酸结构类型互不相似，所以味道也

采摘法、保管状态等，会令茶有不同的差异。

重金属不被肠或肺吸收，排出体外；

有所不同，其中，有利氨基酸具有微甜的鲜味，

越是早些采摘的茶叶，氮的总含量、咖啡因

★ 防止肥胖：绿茶能分解体内因过度摄取

茶氨酸的味道则具有鲜甜味。根据氨基酸和其它

（Caffeine）、维生素C、有益氨基酸含量多，

食物而堆积的糖原，促进新陈代谢，有减少体重

的氮化物的含量，茶的商品价值也变得不同，所

越晚丹宁酸含量越多。丹宁酸和多酚是由6种儿

的效果；

以氨基酸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日照减少的话，茶

茶素构成的，可以大大左右茶的颜色，香气和味

★ 杀菌消炎：茶叶中的芳香类物质有强烈

叶中的氨基酸会增加，并减少多酚，进而成为美

道。儿茶素和维生素一起饮用的话，吸收率会提

的杀菌、消炎作用，另外，绿茶的抗炎和抑制细

味的高级茶。

高3倍。

菌发育作用也会抑制病原性大肠杆菌O-157菌、

的预防有卓越的效果；

有机农茶在一般栽培的情况下，氨基酸的含

茶与咖啡不同，不会引起咖啡因的副作用，

异质菌、伤寒菌、葡萄球菌等细菌的成长，预防

量是3%左右，但在遮光栽培的情况下，氨基酸

茶叶中含有的咖啡因和维生素类等成分与咖啡因结

食物中毒和感冒，饭后饮茶也会抑制口腔内细菌

的含量会成为4%以上，在遮光栽培时氨基酸含

合，在低温不会很好地融化，因此在身体中的同化

的繁殖；

量会更高。

速度很低。实验表明，喝5杯红茶或7杯绿茶，等

除了以上这些，绿茶还有预防蛀牙、防治口

以遮光栽培为特征的的抹茶在新芽上升时遮

同于摄取了0.5g的咖啡因，这会使基础代谢率提高

臭、皮肤美容、缓解疲劳、治疗便秘、预防哮喘

光约15-20天，长大后茶叶除去叶脉，剩下的部

10%。茶中含有的咖啡因和多酚类结合，能发挥咖

等功效，茶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及功效，被科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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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粉食用，不仅能排宿便，还对减肥有帮助；
★ 绿茶拿铁，冷热均可，在没有茶刷和茶
碗的情况下，利用搅拌器或者雪克杯，把茶粉溶
好后，倒在冷或热的牛奶上享用；
★ 绿色卡布奇诺，用15ml的热水和3g抹茶
粉搅拌直到出泡沫，然后将拿铁用牛奶泡沫放在
上面暖暖地享用，可以根据喜好增加甜度；
★ 绿茶香槟，1升的水里放入10-14g茶叶，
在冰箱冷藏12小时以上后，滤除茶叶，将茶水倒
入酒瓶中，在派对或用餐时代替香槟饮用；
★ 抹茶冰花，将抹茶粉泡在水中，加入喜
欢的水果，可以享受抹茶水果冰花，特别是与
酸味少的水果比如青葡萄、芒果和桃子搭配起
来更好；
★ 绿茶Affogato，在家享受绿茶冰淇淋吧，
如果将用茶刷制造出的很浓的抹茶，倒在香草冰
淇淋上，就可以在家里享受抹茶Aﬀogato；
★ 绿茶面膜，将抹茶和蜂蜜一比一混合在
一起，洗脸后涂在脸上，静待15分钟后用温水洗
认证为天然食品。另外，茶的觉醒作用和兴奋作

能愉快地享受茶叶的味道和香气，如果用咖啡作

脸，绿茶的美白镇静效果和蜂蜜的保湿效果会让

用，能刺激大脑的中枢神经，使提神醒脑，恢复

比喻的话，就可以说是和将咖啡浓缩液倒在冰上

你成为美人；

疲劳，提高记忆力、判断力、耐力，给人一种精

制成的冰美式一样。

★ 排毒柠檬绿茶，柠檬和绿茶是具有代表

★ 冷泡绿茶，冷泡就是指在冰冷的水里，

性的排毒食品，因为柠檬含有排毒主要元素：维

茶排毒（Teatox）

将茶叶长时间浸泡而喝的方法。不同的茶叶浸泡

生素C和钾，半杯柠檬汁中含有125毫克的钾，

与外国人想象的不同，比起大体上油腻的

时间也不同，但是最少要10小时以上才能使茶叶

有助于调节血压，同时也能缓解浮肿，提高免疫

中国食物，中国没有多少肥胖的人，可能爱喝茶

的香气细腻地体现出来。在玻璃瓶里放入茶叶或

力，绿茶中含有的儿茶素成分的作用是降低体

的习惯是最大的理由，因为茶是几乎没有卡路里

茶袋，倒入冰冷的水，闭上盖子，冷藏保管12

内脂肪，减少胆固醇含量。绿茶和柠檬是搭配食

的无糖饮料，不管怎么喝，身体里的卡路里都不

个小时后即可饮用。标准量是：500ml水+茶叶

用的话，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可以提高绿

高。儿茶素的成分可以把中性脂肪和胆固醇排出

5-7g。如果用咖啡来比喻的话，可以比作长时间

茶中含有的儿茶素成分的吸收率。准备1.5L矿泉

体外，同时和维他命、矿物质一同抑制食欲，

冷泡而制的冷泡咖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

水，将柠檬切成薄片，两片挤出汁，2片直接放

将有害成分排出体外，打造健康苗条的身材，另

泡时建议直接使用茶叶，而不是茶包。

入水里，茶饼泡好之后，将浓缩液与柠檬水混匀

神上的活力，能使心情保持舒畅。

外，绿茶还能促进肠胃运动。

★ 利用紫砂壶的氨基酸Up Up，绿茶味道

后即可饮用。

独特、多元化、简单 - 打破传统
冲煮方案

和成分的最大的特点是氨基酸含量多（比起其它
茶种），尤其是遮光栽培的绿茶中氨基酸含量在

不要过度饮用绿茶，特别是有像胃溃疡等胃

★ 为忙碌的现代人设计，15秒茶包热沏，

4%以上。虽说清淡的绿茶味道和香味也不错，

病的人，茶中的丹宁酸会影响胃的收缩作用。而

为了简单地享受绿茶，将茶包在200-250毫升的

但是用紫砂壶的活，能更好地感受绿茶中氨基酸

乌龙茶和红茶中，丹宁酸会变成不溶性，所以对

热水中快速浸泡10-15秒，然后直接饮用；

的味道。在低温下沏茶，会减少苦涩味，而放大

胃的刺激要比绿茶少。另外，如果摄取过多绿茶

★ 抹茶摇摇绿，使用小瓶矿泉水（500ml）

甘甜味道。在高度低，茶壶宽的紫砂壶里加入3g

中的咖啡因的话，矿物质会从尿液流失。

加入约2g抹茶，摇晃饮用，特别是夏季运动前后

的茶，倒常温的水，刚好浸泡茶叶的水量，进行

对于便秘，茶粉比茶叶更有效果。茶叶或

喝的话，会抑制脂肪的积累，并燃烧脂肪，提供

5-6分钟的冲泡。如果是中国功夫茶的话，氨基

者茶包的营养素只有一小部分会溶解到水里，而

活力，可以期待更好的减重效果；

酸含量多于其它绿茶的安吉白茶更适用一些，把

“膳食纤维”留在叶子本身，不会被人体摄取，

★ 送走炎炎夏日的冰茶，冰茶的商品化是

少量的茶汤放在舌头上，认真感受丰富的氨基酸

所以比起茶包或者茶叶，能将绿茶中的膳食纤维

从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上，一位英

的味道。根据茶的不同，第二次冲泡时，只倒入

和营养素都吸收进人体的绿茶粉更有效果。

国商人在冰上倒入红茶来销售开始。当时正是炎

一点点水到刚好浸湿茶叶的程度，2-3分钟后，

热的夏天，在博览会场内解渴的冰茶，成为了博

即可倒出茶水饮用。

绿茶饮用注意事项

以上我们了解了绿茶各种各样的好处和简
单制作抹茶饮品的方法，但是，即使是再好的绿

览会中最好的热门商品，从此有了“冰茶”的名

日常生活中怎样轻松的享用绿茶

茶，也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健康状况搭配，

字。冰茶就是将用热水沏的浓茶倒入冰中饮用，

★ 绿色酸奶，使用低脂的酸奶加上约2g的

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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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国 际 咖 啡 与 茶 博 览 会
同期举办：第 二 十 八 届 上 海 国 际 酒 店 及 餐 饮 业 博 览 会
2019上海高端食品与饮料展
2019 年 4 月 1 日 - 4 月 4 日 │ 上 海 新 国 际 博 览 中 心

同期活动：

关注我们:

Hotelex

Hotelex

上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

主办方 : 上 海 博 华 国 际 展 览 有 限 公 司
电 话 : 021 3339 2243/2244
邮 箱 : hotelex@ubmsino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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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了解展会详细信息

2018 WTBC

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

评委寄语

举办WTBC的首要目的便是传播茶叶知识，
推动茶叶工业繁荣发展。今年，我们在赛前举办
了2天的评委培训和校准课程。在上海的Coffee
Commune咖啡公社咖啡馆，学员们学习到了各
类冲泡参数（水温、口味和冲泡时间）对于茶品
质和味道的影响，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茶叶加工
过程对茶叶品质的影响，学习了WTBC关于茶叶
品鉴和服务的规则与标准。
此次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举办分区赛事的向
往，赛事规模的扩张令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因为
这能够令我们距离提高全球茶叶冲煮水平和服务
标准的总目标又近了一步。我们还收到了其他国

Nathan Wakeford 主评委

2018年中国WTBC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
一届比赛，选手、观众们蜂拥而至，有力彰显了
WTBC在SIAL China展会上的知名度。全新的赛
场布置和大师讲堂设置，为每一位观众创造了理
想的学习空间，他们可以从茶叶大师那里学习新
理念，也能现场观看比赛，为选手们的激情和创
意所感染。感谢每一名选手、讲师和赛事组织团
队，是你们的努力造就了这次无比成功的比赛！
从个人角度讲，我对于选手们在比赛中的成
长和转型印象深刻，每一轮比赛都会带来更高品
质的茶饮、更加坚定的自信和更高标准的服务展
示。对我来说，选手们通过参加比赛获得成长，
受到启发，并探索和推动全新的茶饮领域，这是
最为令人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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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SIAL展会想要举办WTBC比赛的邀请，其中就
包括今年10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SIAL展。我非常
感谢SIAL对于推动全球茶叶工业融合所做出的努
力与支持，并感谢WTBC对于追求茶叶最高品质
所做出的贡献。
在此我要再次真诚地感谢SIAL、我们的主赞
助商们，感谢对比赛做出的贡献，是你们的努力
营造了一个全球茶叶创新的平台。同时我还想感
谢Fellow Kettles和Brita Water Filters，他们的赞助
和对水质、温度的精准控制，才确保了我们能够
萃取出茶最精美的口味，从而推动全球精品茶工
业共同发展。
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谢你们为创造茶
叶的新纪元所做出的贡献！

Mike Kinahan 主评委

很高兴能够回到上海参加第四届WTBC中国精

一路走来，比赛获得了很大进步，也吸引了更多

都禁止使用，增添了比赛的难度。我们可以看到

品茶叶冲煮大赛，大师讲堂也内容丰富，学员们享

人的关注。在今年的WTBC中，许多选手都表现

选手集思广益，独具匠心，有些选手借用了咖啡

受其中，并品尝到了各式美味的茶叶样品。参赛选

出众。作为一名评委，我建议参赛者不要在创意

调饮的概念，采用冷萃冰泡热煮等各种手法调制

手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茶饮大师，甚至星巴克也派

饮品中混合太多原料，否则将无法创造出创新性

出以茶为基调的梦幻般的茶饮。

出了一名参赛选手，向世人展示着公司向精品茶工

的口味，选手绝不能忘记主料和辅料之间的融合

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里，传统的标准冲泡

业进军的决心。每位选手都带来了从茶园直接采购

与平衡，以及通过融合，才能创造和改变茶的口

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意冲泡将会代表茶饮的两大文

而来的高品质茶叶，向观众们展示着种植者辛勤努

感，此外，创意饮品不能失去基底茶本身的口味

化概念，在不同的轨道针对不同的客户群迅速发

力的成果，每一年比赛的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推动

和特质。最后，我想要感谢所有选手所付出的努

展。中国的人口红利给茶饮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

精品茶工业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

力，每一名评委都收获颇多，我非常期待明年的

前景，我们拭目以待并翘首期盼着下一个赛季的

比赛中，茶友们将创作出怎样的创意茶饮。

到来。

我非常期待2019年的WTBC比赛！

Mark Thirlwall 感官评委

作为中国传统和创新茶叶流行趋势的引导

汤锦卿 感官评委

今年WTBC的规模和效果都得到了超出想象

者，WTBC在中国茶文化和茶工业中扮演着极为

犹记得去年受到中国精品茶冲煮大赛邀请我

的提升，观众们在比赛过程中始终簇拥在舞台周

重要的角色，我已经等不及要参加明年的WTBC

去上海担任赛事评委时感到的兴奋！因为想到，

围，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明显增多了，同

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加油！

茶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由澳洲世界茶协会来主

时，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际评委数量也得到
了明显提升。
作为比赛的主持人和评委，令我印象最深刻

贺来优明KAKU YUMIN感官评委

2018年5月16-18号在上海中食展上举办了
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 （WTBC）。

办，会是怎们样的世界观呢？抱着参与世界茶文
化赛事的想法，带上了我们的选手（区永翔）一
起去参加了这个比赛！

的一点在于，所有评委和比赛选手都严格遵守比

第一轮比赛，由主办方提供茶叶（贵州湄潭

令我惊讶的是，没想到这个赛事和我们参与

赛规则，确保每一款茶和创意饮品的制作、品尝

春季头采苔茶），需要选手拥有丰富的茶叶知识

的精品咖啡冲煮赛事的模式十分相似，同样是设

都符合规则规定。

和冲煮经验以及高超的临场发挥能力，任何一个

有指定环节。在指定茶冲煮的环节里，选手需要

评委的判决有效保证了公平客观，展示出了

小失误都会导致茶汤失去平衡感，明显能够感觉

在10分钟时间内找到最佳的冲煮方案以及通过

极高的专业性，希望明年在分区赛事的协助举办

到大部分被淘汰的选手属于冲泡不足，茶汤颜色

盲品的方式品尝出指定茶的相关信息（例如：品

下，上海SIAL总决赛的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可以

香气和滋味都没有被冲泡出来。

种、工艺、产地、国家、采摘时间等），然后组

很确定的说，茶在餐饮界的影响力将得到进一步

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在15分钟时间内，

织语言在舞台上向评委进行展演。

的提升，对此我倍感兴奋！

由选手自行准备一款茶叶的标准冲泡，以及一款

这绝对是对选手底蕴和能力的考验！同样非

戎新宇 感官评委

自由设计的创意冲煮调和茶饮。这一轮比赛时间

常幸运，区永翔最终不单止能进入决赛，还在舞

WTBC是一场革命性的赛事，是对传统茶艺

非常紧张,需要选手有序合理地安排好两款茶的

台上展演我们的小青柑，并获得了季军。

比赛的一种颠覆，它是完全区别于传统茶艺表演

冲泡。

今年，再去参与到评委工作的时候，发现

的国际性赛事，与传统赛事相比对选手们冲煮技

茶叶冲煮大赛终归考验的是茶汤色香味的极

无论是从场地的布局，选手的专业水平、创意茶

术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考评更为看重。比赛规则

致发挥与平衡感的统一，因此无论是标准冲泡还

环节和评委团的专业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茶的冲煮温度、萃取时间、投茶比例等给出了

是创意调饮都是以茶为本，在茶的基础上进行调

Master class（大师讲堂）的开展令到无论是观

极高的权重，这对许多参加过传统赛事的茶艺师

和，失去了茶的风味即使再好喝都不能胜出。为

众选手还是评委老师都感觉获益良多！

们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也让跨界参赛的咖啡师与

了传播天然健康的理念，大赛对调和所使用的原

调酒师们看到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比赛也因此变

料有很严格的规定，任何具有化学性质的添加物

WTBC真的是为推广中国茶文化带来了世界
的视觉与高度！！棒棒哒！！

得富有趣味，倍增了许多时尚的色彩。
出任本届大赛的感官评委是一次难忘的经
历，与众多国外评委共事是彼此学习和分享的良
机。以评委的视角，我也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选手
们的努力及付出，并且他们总会在关键时刻给我
惊喜！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创新永远闪耀着未
来的光芒，这也让拥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
茶，吸收了得以不断萌发的新能量，使其在时间
的长河中基业长青。

金庭景 Rachel 感官评委

作为2015年《Korean Tea Magazine》杂志
主编、2016-2018年茶叶培训课程及评委，我目
睹了精品茶叶冲煮大赛（WTBC）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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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2018 WTBC TOP SIX
2018年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6强回顾
冠军 徐黄涛 （福建）

山，看看花果兼种的碧螺春细嫩的茶树，和茶树

来自茶叶之乡武夷山，国家中级茶艺师，国

旁高高的枇杷杨梅树，茶树抽枝，果树开花；走

家中级审评师，上海闲月茶馆LTH市场负责人，

进杭州“狮、虎、云、龙、梅”，看采茶阿姨戴

闲月观茶微信公众平台策划人。

着斗笠挂着茶篓，在晨光熹微中排成一行融入绿

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喝茶是老人家做的事

色的山水中；走进四川雅安，看藏茶的工艺与历

情，我们要忙着社交、喝酒、聚餐、热热闹闹充

史，爬上蒙顶山，体验何为“琴里知闻唯渌水，

满活力才是生活每天应有的节奏。那时的我也是

茶中故旧是蒙山”。四处的寻访，拜访茶叶工

这样想的，直到遇见我的老师 - 陈微微，一位如

艺的非遗传承人，拜访茶山当地的工艺师傅，向

今已学茶十年却十分年轻的90后，丰富的知识与

茶科所的朋友了解树种的特性与科学的分析，回

阅历，专注的心境与开放的态度，严谨的教学融

到茶馆，把各地的好茶收集挑选整理，开一场茶

合风趣的形式，无一不吸引我重新去认识这一杯

会，四方茶友共同相聚闲月茶馆，分享与交流对

流转千年的中国茶。

茶汤的体会与感受，乐亦无穷。

在国庆喧闹的上海，静下心来和朋友品了一
杯家乡的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曾经对茶有如

几个月前，老师看到此次比赛的报名信息觉

此多的成见，哪怕从小喝茶，却没有认真的去感

得新颖且又在上海，于是发给了我，当时觉得这

受它本真的滋味，抛开严肃与古板的印象，发现

个比赛形式非常有趣，传达的理念也与我们对茶

这一片树叶背后的轻松与有趣。

的看法十分契合，于是一拍即合，与茶馆的小伙

常有人和我说，品茶是一个与茶对话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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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比赛是巧合，获得冠军是惊喜

伴共同报名参与了比赛。

程，亦是一次与心灵对话的过程。抛开喧闹安静独

让经验与感觉数据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处，冲一杯香茗，与自己的内心聊聊天。独自品

情。比赛评分标准的设置非常启发我。正式比赛

茗，是一段享受独处放松自己的时光。于是在学业

前，做了很多演练和尝试，以5秒为单位，用不

繁忙的日子里，喝茶变成了我开解自己的方式。

同的时间、不同的茶水比例、不同的温度，来测

好茶，是需要与人分享的，学茶需要沉下

试茶汤的滋味。对时间的要求，水温的控制，对

心专研，同样需要走出去和更多人交流与分享，

感觉的量化，都通过此次比赛更加深入的探知与

于是毕业后，开始了寻访茶山之路。走进苏州东

了解，也让自己对冲泡一款茶的体会更精细，更

所有的荣誉和平日里每一泡茶都是息息相关

科学，更系统。
赛程中遇到了来自各地的爱茶人，也遇到了

的，做为一个茶人“用心泡茶”是做人做事的态

很多知己与好友，共同交流对茶的认识，在比赛

度。这次冲煮大赛上创意茶品积聚了这么多年寻

中感受大家新颖的诠释方式。参加比赛的初心即

茶觅陶路上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与茶的故事。
比赛中的创意冲煮 - 夏花盛开

是开拓眼界，多学习，于是每一轮对我来说只在
思考如何最好的表现手中的一款茶，如果找到最

使用云南景迈山古树红茶做茶汤基底，冲

合适的平衡点将茶与创意结合然后呈现给评委，

泡出汤后摆放降温，杯底铺上云南高山野生雪莲

因此一路到决赛，心态一直很平和，相比获奖，

子，杯壁上装饰了衍生于古树群体的野生石斛

最开心的是评委告诉我，他们喜欢我冲泡的茶。

花，此款创意茶饮有清肝明目、养心通脉、解郁
消暑、滋润肌肤等功效。

站在台前的是我一个人，而在我背后，有支
持鼓励帮助我的一群小伙伴。是团队的支持与温
暖激励我走到最后，在幕前，一群闲月热爱茶的

季军 刘佳鑫 （福建）

同事、老师，大家一起陪我走进赛场，在幕后，

来自福建安溪，从小就有很浓的饮茶习

大家共同探讨，一起演练，不断精进。

惯，记得小时候家里无论大小事都会先泡一壶

比赛中的创意冲煮 - 烟火人间

好茶招待，似乎茶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必需

灵感来源于一款传统重烟熏的正山小种，

品，以茶会友成为一种与人联结的桥梁。从小

以保烟小种本身的多重香气做骨架，搭配不同果

的耳濡目染让我在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一家连锁

汁增加风味，糖浆着色。前调为淡淡烟熏与蔓越

茶企业，这家企业有售卖全球各地不同的茶

莓的香气，中调为乌梅干桂圆与菠萝，后调是小

叶，但是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家乡的铁观音，她

种微微的蜜甜与淡淡的木质香。滋味多变层次丰

有复杂的制作工艺，为了追求高质量，在做青

富，雪克杯迅速降温，低温的状态下能减少茶汤

过程中选用一定成熟度的鲜叶，为了体现铁观

带有的苦涩口感，增加适饮度与口腔感受，配以

音独特的兰花香而在摇青中次数由少到多让水

马提尼杯颜色橙红透亮，十分适合夏日的一款创

份与芳香物质两者协调，促进走水，而揉捻的

意茶冰饮。

工艺即可以巩固前几道工序形成的质量，又能

比赛已经过去，获得的认可与感受我把它们

完成最后风味的转换，独特的制作工艺造就了

都藏好在心里，而习茶的路还很长，我会带着这

铁观音独特的兰花香及观音韵，犹如小时候的

份美好的记忆，继续穿越郁郁葱葱的茶树枝叶，

味道存在你的记忆里。从茶企业离开后我加入
了一家500强的咖啡公司，在我看来茶跟咖啡、

走向更坚定的远方。
消息，在挑战自我茶技与创新意识的驱使下，迅

酒，甚至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个很好

亚军 黄晓 （上海）

速报名参加了这次大赛。用心准备着赛前的筹备

的媒介，通过它们可以跟别人建立联系，进而

从小记事起，总是蹭着喝曾祖母茶杯里的温

工作，从细节上做功课，结合着平日烹饪的创新

州黄汤，特别是放学回家如饥似渴的一边啜着温

理念，挑选茶器、不断试茶调饮……

热的茶汤一边吃着曾祖母递过来的糕点，纵然时

初赛时，面对着众多的陌生面孔和摄像头还

间飞快流逝而去，这份记忆依然犹新，不觉间竟

是蛮紧张的，但是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使我很快

与茶如影随行，难以割舍。

恢复状态，自信、从容。整个赛事紧凑而和谐，

很多事是没有缘由的，从学校出来后，家族

评委老师们认真对待每一位选手，仔细品鉴着每

企业制鞋到做外贸出口十年时间里，闲时跟着资

一款茶品，主裁判还依次和每个决赛选手交流，

深的茶友去宜兴觅陶，到云南大哥店里寻茶，这

提出宝贵的意见，同时，幕后工作人员也是付出

便是工作之余最快乐的事情，在氤氲的茶香里慢

了勤劳的汗水，每个人都是非常负责和精进，观

慢释放自己。

众们也是热情高涨，安静而有次序，多方的努力

不知不觉在寻茶觅陶中结缘了茶山做茶的

圆满了这场精彩的茶技比赛！

朋友、结识了建水紫陶的匠人们，有了这些资源

这一切使比赛结束后荣获的名次和奖品显得

后开始做自己的网店，然后诞生了拙舍茶道工作

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看到很多

室，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刻意不强求，来

茶人为了茶文化而在不断努力着，心里充满了感

的都是那么的自然。一直很明白自己要什么，坚

动，老师们也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建议，这才是最

信这便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可贵的！赛后我心里不断的呐喊，继续加油，加

偶然从朋友圈看到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的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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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朋友，这也是对我最大的意义。

这些原材料混合在一起，茶会体现出如西拉子红

这次参加比赛，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发了个链

酒般的颜色。最重要的是，这些原材料并不会掩

接给我，是关于去年WTBC的比赛介绍，当时还

盖住包种乌龙原有的美。我还能根据天气变化，

没想过来参赛，毕竟加入咖啡行业也7年了，对

在天气较冷的时候将它做成热饮，在天气较热的

茶的技艺有点生疏，身边好朋友们鼓励我应该去

时候做成冷饮！我非常热爱这款茶，因为它带有

参赛，把在咖啡中学到的跟茶结合的元素展现出

甜菜根和红酒的香气。

来，跟大家去分享，于是在三月底的时候我报名

比赛后我决定在上海多待一段时间，研究茶

了这次的WTBC。

叶之乡是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从上世纪

WTBC比赛的规则和WBC很像，也有创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巨大变革，如今中国

意饮品的赛程，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分，因

拥有最尖端的时尚设计师、最高效的交通运输系

为它可以让茶有更多的可能性，用不一样的演

统和最先进的技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人的

绎方式呈现出来，可以让更多不同类型的朋友

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个人时间愈发宝贵。传

去接触茶、喜欢茶，从而有兴趣去了解茶的历

统的茶馆更多成为了供游客参观的旅游景点；本

史、品种、种植等。

土的茶馆也逐渐被排挤到了远郊区县。现在年轻

备赛期间，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茶叶的最佳

人喝茶发生了巨大变化，选择越来越多，例如芝

冲泡参数，一天最少喝50 、60杯，经常茶醉，

士奶盖茶、珍珠奶茶等非常受人欢迎。

试完最佳的冲泡参数后，还要一遍遍的去过比赛

难道说传统茶已经被人遗忘？并不是，只是

的流程，研究规则，纪录会失分的一些细节，一

茶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在消费者们的身边。

遍遍去改正，在此也很感谢身边朋友的支持，公

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生活环境下，人们依旧坚持

司资源的支持，让我可以全心的投入到备赛工程

饮用散装茶而非茶包。现代的咖啡馆和茶馆仍然

中。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展

为顾客们提供各类茶饮选择，无论是冷饮还是热

现自己对茶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也获得

饮，无论是传统茶饮还是现代茶饮。

了蛮多的认可，比赛过程丰富有趣，享受其中，

中国的茶文化很好地融入到了现代生活当

也认识到了很多茶友，分享着各自对茶的理解，

茶饮。我参加比赛是为了学习和了解更多茶叶前

中，如今的茶叶竞赛甚至赶超了咖啡比赛。我鼓

这就是我认为的茶带来的意义，通过它去联系、

沿知识，此前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2017年澳洲

励所有人参与到此类比赛当中，我个人并不喜欢

去分享。另外这次比赛是我第一次参赛，也许很

WTBC冠军。

争强好胜，但我发现参加比赛是激发创意和灵

多人跟我一样，对比赛都有一颗蠢蠢欲动的心，

此次参赛令人兴奋，也让我无比紧张，其他

都有梦想，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去用尽全力做到

选手们非常熟悉茶叶的最佳冲泡方法，每个人都

呀，梦想不就是用来实现的嘛。

能制作出美味的茶饮，我很高兴能在如此高水平

比赛中的创意冲煮

的比赛中获得第四名。

感、结识来自中国和澳洲的新朋友、餐馆和游历
茶叶故乡的极佳方式。

第五名 邵玲 （安徽）

铁观音做为茶基底，因为它独有的兰花香

我的创意茶饮的灵感来自于一款产自台湾

是去年的某一个时间吧，从好友的朋友圈看到

及观音韵，辨识度很高，不会被食材所掩盖，

坪林、陈制40年的包种乌龙茶。这款乌龙茶是

了WTC精品茶冲煮比赛的讯息，严谨细致的比赛，

冲煮的参数是30g茶300ml水，浸泡时间2分

以普通乌龙茶的工艺进行处理，并被茶农的父亲

但是又很好玩的样子，当时便留下了深刻印象。

钟，最后加入110g冰块冷却茶汤，采用的食材

放进了一个陶罐中储藏。通常情况下，陈制的乌

今年年初，正式从工作了7余年的外企离

为樱桃果酱，比例为300的茶汤加入20g的樱桃

龙茶需要再次烘烤，控制茶叶水分含量，但这款

职，选择回到故乡徽州，加入了黄山王光熙松萝

果酱，然后倒入氮气枪，打入氮气。加入氮气

茶直到最近茶农孙子的婚礼上才被取出，未经再

茶业股份公司负责开拓名优茶出口，算是一脚

的目的可以使茶跟果酱彻底融合，为饮品带来

次烘烤、久经陈制的茶带有木头香气和微微的花

正式踏入了茶行业。回首这七年，对茶从一无所

细腻的泡沫，提升清爽度，氮气也可以突出铁

香，味道甘甜，这是对这位茶农精湛处理工艺的

知，到喜欢专研，再到以此为拼搏的事业，是无

观音的韵味及甜感。

褒奖。这款茶最多可冲泡十次。第二到第五泡，

数的偶然促成。

茶的味道都十分饱满，评委们直接品尝的是第二

第四名Tania Stacey
（澳大利亚 墨尔本）

泡，我则用第三泡制作了创意茶饮。

最终报名参加了2018年的精品茶叶冲煮大
赛，而后发现公司报名参加的中食展，是同期同

在创意茶饮中，我运用了酸甜苦辣四种味道

馆，且由我带队。这一个巧合，也让我惊叹，冥

此次参加上海 WTBC 大赛的经历帮我更好

的混合技术。我在其中加入了几克甜菜根，一点

冥之中是谁早有安排。作为茶行业新人，第一次

地建立起了对现代茶文化和茶叶工业流行趋势的

点肉桂粉和橙子皮。之后我将茶放入了不锈钢杯

报名参加这样规模的赛事，怀抱的是强烈的学习

理解。此次比赛为不同背景的选手们提供了一个

中，用冰块冷却至35℃。甜菜根为茶带来了天然

和交流愿望，对比赛获奖是没有设想的。所以只

相互竞争和交流的平台，每位选手都用最精致的

的泥土和甘甜味，让木头香为更加明显；橙子皮

带了简单的茶器，原以为可以入围跟老师同行交

茶叶和各种创新性的原材料制作出了各式现代

则为茶带来了明亮感；肉桂则带来了温热感。将

流学习就结束了，毕竟还有公司展位需要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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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茶在中国的演化。是的，比起获奖，我更愿

这次的竞赛活动，交流了好多的冲茶高手，谢谢

意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的茶，让它在更多人面前

茶友们的鼓舞与祝福！爱你们！

说话。就像在暖场时，我和主持人还有台下的观
众们介绍：这一款黄山毛峰是我的第一个试验

此次获奖茶品，采用产自武夷山桐木关海拔

品，是不完美的，而我依然以它为标准冲煮和创

1,000公尺高山的牡丹花开红茶。以金牡丹品种

意冲煮之原料，是想表达个人对茶的理解：素朴

为底，以红茶的工艺为用，它一方面具备了乌龙

节制，如茶本来。茶，得天赋，得人制，它经了

茶的岩骨花香韵，同时也展现出了红茶的花果乳

多少双农人匠人之手，又收集了多少山风雨露的

香气韵。

讯息。怎敢不珍而重之，这一片小小的叶子。
等到公布名单，入围前六，获得第五名。

不爱喝白开水、不喜欢吃寒凉水果的毛病。选配
以低温烘焙20-30小时的红心火龙果干和梨子果

成真实的人间世。连山先生曾说“茶，无论煎

干加入玫瑰酵素和蜂蜜调和。最后佐以冰块自然

炒蒸煮，无非解渴。能为道者，要在有人。当

融化，通过行云流水的冲泡手法呈现了让味蕾惊

知茶因人而贵，自古及今，人能饮茶，非茶饮

艳的完美茶汤。

时候，我们太多的关注追逐外在的技艺，而忽略
呢。不曾想，竟然顺利的进到16强、8强、入围

了人。比起获奖，更有收获的是和评委老师们和

决赛获得第五名这样一个不算太差的成绩。

同行们的交流，清楚的看见自己的不足和可以成

第六名 廖庭欣 （台湾）

的紫苏汁，这个配方是我的好友“南屏山居”网

师从台湾著名茶道老师解致璋女士的茶道弟

红民宿达人红子分享的。紫苏是乡间常见的野生

子，习茶十余载，茶艺精湛。现于上海、无锡、

植物，说来，也并不神秘，开水煮沸，放入紫苏

南京从事台湾乌龙茶道培训，以及中国茶文化主

叶继续煮一小会，然后捞出挤出汁水，再加入柠

题茶会等活动策划。

檬汁（我用了青柠+黄柠混合），还有适量的冰

奉行茶道精髓“文以济世，茶以清心”，力

糖继续煮一会，就会发现颜色变成了神秘深邃的

求达到中国传统文人“志于道，游于艺”的精神

紫粉色，酸酸甜甜很有初夏森林的清凉感。

境界，从传统文化出发，藉由创新茶饮的行为艺

在比赛现场，我选择了红松萝特茗，95°

方式。
做为一个以茶道修行的茶修，更应专注于

既有紫苏的酸甜，又有红松萝特有的顺滑甜润。

活在当下实修践行，将自古以来的东方茶文化从

也可能在比赛时，虽然我始终忙碌，并和评委老

茶席上的茶道美学延展到事茶之心，深耕到茶山

师介绍种种，但更多还像是我一个人的调饮试

的制茶工艺，再延续到生活美学当中，藉茶心提

验，充满了未知和变化的乐趣，而我享受其中。

升人文素养，藉着一杯符合当代的茶饮及冲茶技
术，提升国际观，发扬光大！

茶嘛，难道还要泡松萝？想起包里还有一罐今年

中国的好山好水好茶好景延棉不绝，深爱这

第一次试验作品黄山毛峰，我叫它“梦中的茶

片土地的茶情来自于长久的基因，期盼未来有更多

园”，是我童年那片茶园出品。想起来要做的时

的朋友关注东方茶文化及冲茶赛事，藉自身的经验

候，已经是4月15日之后了。鲜叶已经偏大，做

鼓舞更多的人们以传播茶文化为志趣、为生活。

毛峰是不太好看的。当然我还不能自己炒一锅毛

非常开心参与这次2018的冲茶赛事晋进级

峰，是请了村里的师傅代为加工的，只有摊凉、

赛，新创工艺茶和调饮茶对传统泡茶是一种挑

炒制、焙火这样基本的加工，是给茶减负的了。

战，连续三天的冲茶赛事，除了让我们开展新创

因为有我个人对茶的一些理解和坚持，算是“监

茶饮的各种可能性，更享受在喝茶品茗的路上，

制出品”吧，也因为茶园环境是真的好，原料

深受启发。

好，只是简单的加工就已足够好喝。

其名。

术，创造一个符合当代国际茶饮文化的美好生活

萝的玫瑰香，紫苏叶和柠檬的清香融合在一起，

决赛那天，连唯一一瓶紫苏汁也没有了，

滋味浓醇香厚，似盛放的牡丹花开，故取

长的空间。

没有带做创意茶饮的器具，幸好有一瓶提前煮好

水温快速出汤，以第二泡茶汤拼配紫苏汁。红松

这次做原味熟果茶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自己

若说遗憾，也会有的，这些缺憾，不完美，构

人......”，此处“要在有人”当引以自省。很多

第一天其实得知进入16强还有点懵，因为

比赛中的创意冲煮 - 牡丹花开冰果茶

连着三天的赛茶手轮番上阵，好不容易杀入

最后一天，我选择了全程用英文给评委老师

六强得奖！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强大的选手，很难

们做介绍，为什么有这一款茶，我个人的历程，

经得起评审们的严格评价，在此感谢主办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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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的介绍
文_贺来优明

国家高级茶艺师、高级茶叶审评员

日本茶历史

时代，以寺院为中心的茶园从京都开始逐渐扩大

称作《宇治制法》，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全国

奈良-平安时代（710-1192）

到伊势、伊贺、骏河、武藏等地区。镰仓时代，

的茶园开始学习此种制法，成为日本茶的主流。

茶，是在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为了学习中

随着禅宗寺院普遍流行饮茶，作为社交工具武士

另外，为了开发更高等级的煎茶，尝试用覆盖方

国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和留

阶层也开始被饮茶文化所浸透。而到了南北朝时

法栽培制作的碾茶来尝试做煎茶。终于在1835

学僧侣带回日本的。平安初期（815年）《日本

代，在茶叶的产地便开始流行斗茶的风尚了。

年，山本嘉兵衛发明了玉露的制作方法。

后记》书中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永忠高僧在近

室町-安土桃山时代（1336-1603）

江的梵釈寺煮茶并向嵯峨天皇奉茶”，这是日本

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和丰臣秀吉

了被称为茶町的流通据点，茶叶的批发商以及茶

历史上最早的有关喝茶的记录。茶在当时非常的

（1537-1598）都非常喜欢宇治茶并给其特别的

叶产地的供应商等商人在茶町进行茶叶的买卖。

珍贵，只有僧侣和贵族阶级才能有资格喝到茶，

优惠照顾，使得宇治茶的品牌初步形成并保持

1858年，江户幕府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

而那时人们所喝的茶，是按照中国唐朝茶圣陆羽

了下来，安土桃山时代，宇治茶开始了覆盖栽培

条约；1859年长崎、横滨、函馆开启港口，茶

所着的《茶经》里记载的饼茶的方法制作的。

法，并逐渐开始尝试高级的碾茶加工方法。

叶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第一次出口美国。

镰仓-南北时代（1192-1392）

15世纪下半世纪村田珠光（1423-1502）发

近代茶叶的流通机构越来越发达，渐渐形成

明治时代-昭和初期（1868-至今）

日本临济宗（禅宗的一派）的开宗高僧荣西

明了“侘茶（Wabicha）”之后，继而武野绍鸥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茶叶的出口量在政府

（1141-1215）两次东渡大宋学习禅宗，在禅院

（1502-1591）、千利休（1522-1591）完成了

的支持下以美国为中心逐渐增加，到1888年为

耳濡目染了流行一时的饮茶风尚。他回到日本之

“茶之汤”并形成了茶道体系，在富豪和武士中

止，茶叶的出口量已经占所有商品出口量的15-

后，马上着手写作并完成了日本第一本有关茶叶

间掀起了争相学习的潮流。

20%。明治初期，在平坦的牧业用地上逐渐形成

的专著《喫茶养生记》，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茶

江户时代（1603-1868）

了大型的茶园，并且因为流通的发展，茶商、批

的功效。1214年，荣西高僧向有着很深酒瘾的

茶之汤被正式列为江户幕府的礼仪，成为武

发商的形成，各种机械的发明对以茶叶为中心的

源实朝将军献上了《喫茶养生记》这本书，并劝

士社会里不可缺的一部分，同时，茶在江户时代

相关产业都给与了极大的影响。以高林谦三发明

说他以茶代酒。

作为普通老百姓的饮料也非常普及，但是老百姓

的茶叶揉捻机为首，茶叶机械化也高速发展，使

喝的不是需要用茶筅打出泡沫的高级抹茶，而是

得成本大量下降并使茶叶的质量保持了稳定。虽

用简单方法加工煮出的茶汤。

然因为受到印度斯里兰卡茶叶的影响，日本茶叶

《喫茶养生记》对宋朝的蒸青方法制作的
绿茶有着详细记载，这也被大家认为是现代碾
茶的制作原型，将此茶碾碎注入开水，用茶筅

1738年，宇治田原乡的永谷宗円改良了制

的出口慢慢停滞了，但由于国内的消费量大增，

打出泡沫饮用。华严宗的僧人明惠上人（1173-

茶方法，创造了非常优良的煎茶，被称为煎茶的

日本茶叶开始迎合国内消费者的喜好进行了变

1232），在京都栂尾高山寺种植了茶树，这片茶

鼻祖，人们都被以前从未见到过的绿色茶汤和甘

化，从昭和初期开始，茶叶逐渐地成为了日本人

园被称为日本最古的茶园。从镰仓晚期到南北朝

醇的滋味香气而惊叹。永谷宗円所发明的制法被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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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茶

玄米茶

抹茶

玉绿茶

日本茶种类

低，比煎茶等级高，茶叶采摘前一周用稻草或者

很高的焙火香的茶叶叫做烘焙茶。烘焙机加热

日本本土生产制作的茶大部分都是绿茶，到

化学薄膜覆盖茶园，隔断阳光照射加工，比玉露

到200度烘焙，然后立即冷却。咖啡因被气化，

缺少覆盖时间。

茶多酚、单宁被破坏，没有了苦涩味，只有焙

昭和40年代（1970年代）为止，日本国内虽然各
地都有生产红茶，但是质量和价格远远无法和印

碾茶

火香。

度、斯里兰卡竞争。另外，日本是在昭和54-60年

不进行揉捻工艺就直接干燥的茶叶叫做

（1979-1985年）左右流行喝乌龙茶，日本也曾经

碾茶，茶叶蒸汽杀青之后，直接干燥，除掉

荒茶（毛茶）制作过程中，省略精揉步骤，

尝试生产乌龙茶，但是和红茶结果类似，因此现在

茎梗和叶脉之后剩余的茶叶细片称为碾茶，

在转筒里直接向茶叶吹送热风进行干燥，不再揉

日本生产的茶几乎是绿茶。加工方法上，除了九州

碾茶是抹茶的原料。用玉露的原料做的碾茶

捻成针形细条，而是钩玉形状的茶叶称为玉绿

的部分地区供当地消费的锅炒绿茶（玉绿茶）之

有独特的海苔香，主要用于茶道原料。使用

茶。涩味少，滋味柔和鲜爽，九州北部到中部都

外，几乎都是蒸青绿茶，也叫煎茶。按照茶叶种类

没有遮挡过阳光的茶叶做的碾茶有适度的涩

是产地。

生产量来看，普通煎茶占了产量的三分之二。

味，颜色和滋味最适用于西洋点心或者冰激

煎茶
煎茶在日本是最普遍也是大家最经常饮用的

淋的原料。

玉绿茶

根据2010年的统计，日本本国茶消费量为
12万6千吨，这其中绿茶70%、乌龙茶14%，红

抹茶

茶16%。近年来除了自己冲泡饮用，喝瓶装茶的

茶，是把采摘的茶芽蒸汽杀青之后揉捻干燥做成

将碾茶放在石磨或者微粉碎机里碾磨成

消费习惯急剧上升。在日本的街头、车站、各个

的茶。煎茶外形像针一样细长，形状整齐，茶叶

1-20µm的茶叶粉末叫做抹茶，茶道时用茶筅搅

公共场所、医院，甚至学校里都会有自动贩卖

颜色墨绿，茶汤清澈明亮呈黄绿色，滋味清香爽

拌之后饮用，最近茶点、西洋点心、冰激淋等食

机，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茶饮料。

口稍有涩感。煎茶中也分普通煎茶和深度煎茶，

品也广泛用到抹茶。

望文思意，深度煎茶实际上就是比普通煎茶蒸汽

岁数稍长拥有空闲时间的阶层会去传统

番茶

的以修身养性修炼自我的茶道场所茶室，工薪

杀青时间多出2-3倍，使茶叶形状更加细长，干

统指采摘期、质量、地域等不属于日本绿茶

阶层年轻人在忙碌之余更喜欢去喫茶店和三两

茶颜色越黄但茶汤颜色更加深绿，滋味更加浓厚

主流的其他茶叶，粗老叶茎制作的茶叶，或者很

好友聚会。茶已经深深嵌入了日本普通人的生

柔顺有回甘，涩味消失。

晚采摘的茶叶，价格相对便宜。再加工茶将茶叶

活，利用茶叶做的各式点心果子以及冰激凌等

玉露

进行再加工，由于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高，很

各种食品也随处可见。加入金箔的茶叶作为升

玉露是在头茬新芽发芽长出2-3枚嫩叶的时

受老百姓的欢迎。

学祝寿庆祝用的祝贺礼物非常豪华，但含有素

候，采摘生叶之前20天开始将茶园用化学纤维

玄米茶

雅洁净之意的茶叶也会出现在丧礼的礼物单

或者传统的稻草遮挡阳光，没有阳光照射的茶叶

玄米茶是把水泡过的玄米蒸熟并炒制，以

中。特别是日本人非常喜欢吃的茶泡饭，用腌

经过煎茶的制作方法加工后被称为玉露茶。没有

1:1的比例将茶叶和炒过的玄米制成的茶称为玄

制的梅子肉加上紫菜，浇上热乎乎的茶汤就是

阳光照射，抑制了茶多酚的生成，使茶叶没有

米茶，玄米的炒香和煎茶或番茶清爽的香气结合

一碗美味的泡饭，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茶泡

涩味，香甜爽口，并含有独特的类似于海苔的味

成独特的香气。由于玄米茶的咖啡因含量比普通

饭，到了室町时代茶泡饭已经正式登入宴会的

道，被称为覆香。玉露是日本绿茶的最高等级，

茶叶的含量低，因此深受老人和儿童的欢迎。

菜单之中。

由于一年只采一次，产量非常少。
かぶせ茶（冠茶）
等级在玉露和普通煎茶之间，比玉露等级稍

烘焙茶
等级较低的煎茶、番茶、茎茶放在焙火的
锅里来回翻滚，强火焙炒到焦黄色，因而产生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俗语在这个一衣
带水的国度里，茶是最能显示两个国家的历史
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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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老爸”是喝汤的吗？
当然不是啦！
那为什么叫汤老爸？
文_汤锦卿

还

记得2012年左右，我老爸每次见到我就拿他精心研制的柑普茶
给我喝，然后叫我成立一家公司来做这个产品。说实话，我当时
是拒绝了他，因为我非常非常爱咖啡这领域；而且诚品咖啡在大

家的支持和厚爱下发展得还不错！要重新去做柑普茶，我认为不靠谱。所
以没答应老爸！但老爸并没有因为我的态度而有丝毫放弃，他依然每天在
诚品咖啡工厂里用心研究，不断测试！家里的早餐搭配中除了咖啡，也开
始有柑普茶。
我开始有点被老爸的态度打动了，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年后我们
一家人都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老爸几十年来的咳嗽慢慢减少，甚
至有时一天都不咳嗽了！这个结果让我开始兴奋了！我爸这老毛病，几十
年来任谁都医不好，诚品的一些老搭档都见证着这变化。
我开始动摇了我的想法，决定投身柑普茶的领域，抛开了个人及诚品
咖啡的利益，只想让这大健康产品，使更多人受益。
既然决定了做，要怎样做，正好这时候我的好友陈总夫妇也十分喜欢
这产品，我们决定一起携手推广我们这个令人骄傲大健康产品，一切一切
的源头，都是因为我老爸，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汤老爸”。
当我们决定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同行好友走得更前，而恰恰我不希
望走一样的路，我希望我们的陈皮茶、柑普茶，也可以像咖啡一样令年轻
的消费者喜欢，也可以冲出国门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决定中茶西做！又
由于在经营咖啡的过程中，发觉无论多好的咖啡都随时间而掉价！我们决
定做“可以喝的收藏品”。因为我们新会的陈皮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变得
更有药用价值，而普洱和白茶又刚刚好有这样的特性，所以我们踏遍云南
去寻找我们心中匹配的收藏茶，最终我们选用了一家可以出口的茶园！高
质量和健康永远是“汤老爸”的核心！
很幸运我们的理念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汤老爸”成功成为第一
家可以出口的陈皮和柑普茶工厂！
为了更好地向国际推广我们的汤老爸柑普茶，我们决定在国际展览核
心地段—广州琶洲中洲中心国茶荟做了我们第一家旗舰店！店里所有的产
品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而且都围绕着我们汤老爸的核心原则：大健康+可以
喝的收藏品，每一杯饮品都采用了我们的陈皮柑普茶、柑白茶等等健康元
素。哪怕您来喝一杯咖啡里面也融入了陈皮粉或陈皮丝。
在这儿极力推荐爆款的陈皮姜奶、Chaquila和陈皮精品咖啡，一定要来
试试!最后我想说：咖啡就像武功中的少林功夫，令我们瞬间清醒，茶就像
太极让我们沉下心来！无论您是哪种状态，汤老爸柑普茶旗舰店总有一款
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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