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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与为期6天5夜的咖啡餐饮之旅！

PUQpress M2
自动咖啡压粉器

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咖啡制作工具品牌
已经快速占领了澳洲精品咖啡产业

两大行业领先品牌

PUQpress 和 Victoria Arduino 之间的首次合作！

将 Puqpress 与 Mythos One 的功能合二为一！

咖啡粉的精确夯压

+

“按需”研磨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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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0万+咖啡餐饮工作者紧密沟通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时

Contacts
联系方式

间如白驹过隙，从2014年7月起，

中国本土的咖啡店创业成功者，分享小店经营过

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五年的时间！在

前没有开店经验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参考。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已经

本期的咖啡文化产品中，我们也为大家特别献上

程中需要注意的主要细节，为正在打算开店或之
这一期中加入了澳洲轻食元素，来自Cafe

了《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5周年纪念物：定制

Culture International的执行董事Sean Edwards，他

物均设计别致，简洁大方，希望大家喜欢！

国小伙伴们分享了来自澳洲的咖啡厅轻食课！本

版RB新款粉锤以及特别纪念限量版徽章，两款小
咖啡烘焙仍然是本刊的重点推介内容，

James主导的咖啡烘焙课程始终与你不见不散！

首次来到中国上海和苏州，为喜爱咖啡餐饮的中
期为大家奉上其中的四个经典早午餐配方。

茶作为每一期的压轴内容，一直是我们努力

来和我一起听听他对过去这几个月全国巡回课的

追求和呈现的。

始走上烘焙之路的你，能有不同的启发，具体课

精辟的总结，选手们的心得和过去的理解有哪些

在咖啡师专访栏目，2018世界咖啡冲煮大

将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的培训课程，请关注我们的

总结和回顾吧！期待已经在烘焙路上，或准备开
程安排请参看本刊25页！

赛冠军Emi Fukahori和2019中国咖啡拉花大赛
冠军刘强，各自分享了他们的体会和感悟；继

一年一度的WTBC比赛之后，评委们有哪些

不同呢？本期也奉上这些珍贵的内容，未来WTC
微信公众号。

从坦洋工夫到锡兰红茶，中西方文化差异

Andre Eiermann在第19期中分享了速冻技术对意

对茶叶品牌究竟有哪些影响？看茶制茶，看菜做

将继续为大家继续分享他的精品咖啡之旅，以及

继续讲述中国的制茶技术是如何深受中国烹饪技

式浓缩咖啡萃取的影响之后，在本期内容中，他
他准备WBC比赛的心得和关键因素。

最近几年，云南咖啡在品质上的飞跃，不得

不让人感到“惊艳”，那么“云南味”究竟是什
么味？在本期内容中，来自云南咖果咖啡的烘焙
师杨愚女士将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女性独特的味
觉和嗅觉角度，向大家娓娓道来。

咖啡店经营栏目则为大家分享咖啡厅的工作

流，从磨豆、压粉、萃取等具体环节详细分解如
何打造出有效、高效的咖啡厅运行体系，最有效
地为顾客制作出他们想要的咖啡；另外也有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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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国家级评茶师戎新宇老师在本期内容中，将
艺的影响？中国作为茶叶的诞生地及全球高品质
茶叶第一产地，中国茶不断流通到西方，并在

当地市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看美国的
“千禧一代”在中国茶文化的熏陶下，是如何影

响了美国茶文化新趋势的？最后，WTC主评委
Michael Kinahan将带大家一起在茶的世界里寻古
问今！

感谢所有为本期内容供稿、赞助和付出心血

的朋友们和工作人员，感谢所有和我们紧密合作
的产品供应商和制造商们（详见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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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coffee good

是什么让咖啡变为精品

身

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咖啡市场，我相
信目前大多数精品咖啡馆和烘焙企业

?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关于咖啡的众多观点

世界上大多数的争议都因人们观点的不同

都会采购产自“咖啡带”最好产地的

而产生，争议对咖啡品质和口味的认同感带来

个一二线城市，参观了多家精品咖啡馆以后，

的，它是带有情感色彩的，也就是说你对咖啡

最好豆种，但最近几个月，我在走访了中国多
开始担心或许不同的人对于精品咖啡的理解有

了巨大挑战，品质并非是一种物质或固定存在
的观点和认知会在某些特定的情感背景下，通

参加咖啡杯测活动，品尝产自不同产地、由不
同公司生产的精品滴滤咖啡之后，他就产生了

“和朋友一起体验到美味咖啡，产生美好回
忆”的思维定式，这和他对精品级滴滤咖啡的
定义息息相关，便是他对品质的定义。

最近，我走访了美国和加拿大，因此想向

过反复经历得到加强。

大家阐述咖啡的口味和品质在世界不同地区的

类所感知，这也是咖啡感官体验挑战性极大的

是滴滤咖啡，那时他刚来到北京没几个月，发

况下很难找到符合自己品味的咖啡，因为那里

不同。

同，于是他将在北京喝到的滴滤咖啡和在家以

所差别。咖啡是一种复杂的物种，它由上千种

化学物质组成，其中只有40余种能够被我们人
主要原因，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咖啡品质定义的
作为一种品质优先的产品，从生产到销

售，我们对咖啡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加以
关注，咖啡是否是精品也并非单纯由其化学物
质决定，为了凸显每个环节的价值，并给予精

我有一位朋友，他刚接触咖啡时，喝的就

现北京的滴滤咖啡烘焙风格和他故乡的完全不
及办公室自己冲泡的廉价咖啡联系在了一起，

冲泡的咖啡经常要保温超过6小时，那么咖啡的

在北京，如同在中国大部分的其他一线城

找到许多新鲜冲泡的单品日晒咖啡，味道很像

啡从业者，都必须认真考虑精品咖啡究竟是什

甚至巧克力香的。一开始我的这位朋友不明白

咖啡工业发展的意义。

样的，如果你以前经常喝滴滤咖啡，比如批量
烘焙一定要酸度更低，从而凸显苦味和口感；

潮”的商业咖啡粉。

市一样，我们通常喝到的精品级滴滤烘焙咖啡

么？以及咖啡对于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和对中国

的咖啡和你已经习惯了的“咖啡味道”是不一

尤其是那些从超市购买到的属于“第二波浪

品咖啡更加精准的定义，从种植者、生产者、

烘 焙 师 、 咖 啡 师 冠 军 、 Q - G ra d e r 到 每 一 位 咖

差别究竟有多大。当你出门旅行时，在很多情

应当是带有柑橘香、可可香、坚果及樱桃香、
我们为什么能喝下“如此难喝”的咖啡，但当
他和咖啡业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去了早午餐吧，

但如果你来到悉尼、墨尔本以及北京，你总能
樱桃和巧克力，这会完全颠覆你对咖啡味道的

理解。如果没有像上面提及到的我的那位朋
友，有机会重复性的拥有与朋友们共享好咖啡
的美好回忆，很显然，换一个地方是喝不到一
杯“好喝的咖啡”的，因为你已经对“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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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浪潮”中的咖啡味道产生了思维定式。

理解不同造成的。

啡品质的期待提高了？比赛和咖啡厅是否造就

验，对咖啡品质的理解就可能会是片面的，并

轮，来辅助给咖啡进行测评打分，它同时涉及

对精品咖啡的定义应该是：精品会不断以不同

类咖啡，口味在不同文化的多样性或许是第一

啡感官图谱创作的SCA风味轮，为我们提供了

没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咖啡的多样化体

局限于周遭的环境，甚至是可获取到的单一种
个直接影响咖啡品质定义的因素。

咖啡品质的评价

目前业内用于评价咖啡品质的系统主

要有两个：超凡杯（COE）和咖啡品质协会
（CQI），即 Q-Grader Plate Stands，可以根据
咖啡在不同口味领域的表现给咖啡打分，例如
酸度、口感、平衡度等，所给出的分数将基于
品鉴咖啡的味道和香气的标准，当然也包括老
师教授的品鉴方式；在品鉴之后，当与老师比
对分数时，你可以作进一步校准，继续品尝另
一款咖啡，这样不断重复直至达到相近分数，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你的分数必须在品鉴完成

目前有一种新的标志性工具- SCA 的风味

到了咖啡工业其他的研究领域，基于 WCR 咖
一种形容个人喜欢或不喜欢咖啡口味的统一语

的方法烘焙才能保持精品吗？咖啡师是否必须

了这一有力工具，人们就可以用相同的语言来
描述咖啡的风味，从而使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
文化背景对品质定义的影响，或许某一天，正
如我们刚刚所说，生产者可以获取更加客观、
公正的反馈信息，也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品质需
求，从而帮助他们获取更高的采购价格。

行业的不断革新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是否能够给精品咖啡

冲泡咖啡，并根据SCA的标准给它打分，超过

准，精品咖啡协会（SCA）对生豆、杯测、水

影响，知道如何使用图谱来定义浓度，能做到

烘焙设定新的标准。

在开始和其他一起进行杯测的咖啡专家进

行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数字代
表什么？客观评价咖啡的品质真的很重要吗？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 许 多 对 Q - G ra d e r 比 较 熟

悉的咖啡朋友们通常会给出两个层面的答案，
首先，分数是一种品质标签，创造打分系统的
目的在于在生产者和买家之间建立一种共同语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用特定的方式

馈意见，而这是与采购价格直接相关的；如果
种植者也看中咖啡品质，并为精品咖啡市场提
供供应产品，他们想要的其实就是获得更高的
采购价格。假如你对一款咖啡进行了杯测，给

出了83分，那么你可以和种植者沟通如何做才
能让咖啡的杯测分数达到这个分数；但在精品
咖啡拍卖会上，你会发现，虽然对这款咖啡的

品”一词已经在中国如此广泛的使用！如果所

在杯测过程中，无论你是咖啡师、烘焙师

还是生豆买家，都需要注意：你追求的并非只
有分数，无论是屈光折射仪、计时器、电子秤
还是温度计的读数，都只是说明客观情况的一
连串数字，它们能够使配方可复制、可参考，
但一切都要为风味服务，因为风味才是王道！

在与同事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精品

啡也是一种责任，是一段透明可追溯的故事，
对于“可追溯”，许多大型生豆进口商都

对我们会说，“可追溯”只是企业经营的一部

求更高水平，如果你觉得已经够“精品”了，

自去走访产地，确保下一批咖啡的货源充足，

不那么特殊了，因为“精品”的含义是不断追
那其实意味着“精品”已经消亡了，行业的革
新是不会止步的，它的目标一定是朝着更高水
平而出发的。

帮助精品咖啡行业进步的主舞台之一便是

啡潮流，并为咖啡师们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

者、新技术和对咖啡品质的最新研究。ONA

Coﬀee的经营者，2015年WBC冠军Sasa Sectic

分，他们企业必须知道咖啡从哪里来，必须亲
如果想要种植者生产精品咖啡，你就必须说服
他们，确保种植者并不是像对待其它经济作物
一样对待咖啡，他们企业必须确保与种植者保
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比起一股脑将豆子撸
下来，经过严格挑选、去除杂质和瑕疵的处理
后，达到品质标准的果实虽然产量更少，但获
得的回报会更多，因为说到底，他们种植咖啡
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学。

“可追溯”对于精品咖啡的重要性还在

认为，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每当

于，可以因此找出存在问题的环节，在某些国

豆机的身影，这全都是因为Matt Perger 的那次

如果品尝到了风味非凡的咖啡，那就非常有必

你走进一家精品咖啡馆，几乎都会看到 EK43磨

比赛！Maxwell Colonna-Dashwood在舞台上展
示的对水的研究让Sasa也开始关注水质，许多

家，甚至可以追溯到生产这批咖啡的咖啡树，
要找到生产出这杯咖啡的树产地在哪儿。

Sasa曾在多个场合向公众强调过可追溯

咖啡师也开始研究水的可溶物质总量（TDS）

性对于精品咖啡的重要性，它能够让消费者的

行业革新的速度取决于工业环境和比赛的

溯性够强，你就能在对的地方追加投资，投入

和对精品咖啡的影响。

深入。在我们到访的很多烘焙工作室，80+的精

的，很可能是因为对品质和风味的文化和理念

在追求更高的85+，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对精品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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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风味，胜于只看分数

有咖啡都已经达到了精品，那么“精品”也就

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但其采购价格并不会比分
数略低的咖啡高出多少，这正如我刚刚所提到

看来这才是重中之重。

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分享激情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咖啡种植

要与种植园合作，他们需要给出相对客观的反

这一话题并未得到太多人的关注，但在我

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但现实生活中，“精

更加客观的理解，同时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
出口商层面运营良好，如果出口商或烘焙商想

使用特定的冲泡配方来维持它的品质？

咖啡不仅关乎分数、评测和判断品质，精品咖

世界咖啡师大赛（WBC），这个舞台引领了咖

咖啡的价值。目前看来，Q-Grader系统在生豆

评估师，那么问题来了：精品咖啡必须用特殊

85分便是精品咖啡。我们了解了文化背景的

言，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能够用同一标准给咖
啡打分，理论上来讲，它能够让人们对品质有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通过杯测给出的客

级浓度标识，帮助为每一种口味更好打分，有

每一种都带有详细描述和参考样品，并附带15

专业的咖啡培训老师必须定期进行感官的校

质和冲泡方法都有相应的标准，未来还将针对

革新的存在是必然的，而且将永无止境。

观分数只适用于杯测台，且仅适用于烘焙师和

下定义了呢？

准，并能够在咖啡冲泡的每个阶段保持高标

的速度、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发生变革，这种

言。图谱用110种口味组成咖啡的全部风味，

以前保密。

由于人的感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了消费者的更高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

品咖啡标准早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正

反馈直接抵达烘焙师和种植者耳中，如果可追
更多精力，来使咖啡的品质变得更好，这对于

Sasa来讲，能够让他与种植者之间的关系变得
更加密切、稳固。

很多人对于可追溯性的看法不同，尤其是

对于直接贸易合作模式而言，由于该模式能够
保证从种植者到消费者全产业链的信息透明，
即便消费者花的钱多了，同时产品也打上了精
品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资金能够公平地被
分配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而如果产品是可追
溯的，就需要把种植园的名称打在咖啡的包装
袋上，如果此时不知道劳动者们获得的回报是
否是公平的，公司的行为就是不符合商业道德
的，从这点看，在保证可追溯性同时，产品的
可信度也增加了。

如果你同意以上观点，就能理解人们到产

地去直接采购咖啡是为了了解谁为之付出了努
力，他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从而听取当地人
的建议，因为产地才是企业真正应该投资的地
方，毕竟很多时候仅是给种植者更多的钱并不
能解决问题，帮助他们修建学校或提供医疗设
备，或许是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

对于精品咖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Sasa曾

指出，与他合作的种植者所生产的咖啡中，大

约只有6-10%能够达到精品级别，而对于种植
园是否能单独依靠精品咖啡生存的问题，Sasa

他们一起分享制作咖啡的体验，分享咖啡的知

来欣赏高超的技术或根本看不懂的菜单，他们

啡的路。

来的美好感受。

识，一起品鉴咖啡，引导他们走上正确认识咖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很多顾客会在咖啡厅

认为这取决于生产的成本。在某些国家，咖啡

点美式咖啡，但你是否想过可以用相同价格或

存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气候的变化也会影

想，如果50%平时喝美式咖啡的顾客转变成为

的产量本身就很低，想要单独依靠精品咖啡生
响产量和生产成本，咖啡树需要被移植到海拔
更高、气候更加凉爽的地区，这无疑会增加生
产成本，甚至影响到每一名消费者。

精品咖啡的销售

在中国，销售85+精品咖啡的动机似乎来自

于供应链，其目的在于让每一位劳动者得到应
有的报酬，如果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咖啡，
并了解咖啡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加大精品

了喝单品滴滤咖啡的顾客，这将为你今后的盈

还有对话、服务和氛围，但只要你觉得高兴，

利创造多大的空间啊，要知道， 在西方很多成
功的咖啡馆就是这样做的！你甚至可以邀请一

要高傲自大，因为优越感并不会为提升精品咖
啡的价值带来任何帮助。

在你的日常经营中，请尽量不要将自己的

思想强加于消费者，而是要引导他们，如果他
们喜欢大杯卡布奇诺加两勺糖，请尊重他们的
选择，记住，“第五波”浪潮的关键在于顾客
服务和服务的价值，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想要了
解咖啡的顾客，请邀请他们来到吧台后面，与

享受其中，那么你的咖啡就是好的！

文章的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咖啡专业人

士，我们是否经常太过在意杯测结果，而非关注

迫自己或顾客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尤其当你的

认同我的上述观点，但好的顾客服务和咖啡厅主

的很多精品咖啡馆，我们的建议是，请不要强
咖啡馆已经是当地最好的咖啡馆时。

在悉尼，很多令人难忘的咖啡体验来自于

的全方位体验让咖啡变得更加难忘、特别。咖啡

英感”，业内专家们一致认为，咖啡师没有必

味因人而异，虽然有时你想要的不只是口味，

些常客参加VIP烘焙杯测或品鉴活动。对于中国

力得到持续。

尤其是对制作精品咖啡的咖啡师产生一种“精

这或许是最简单的问题：只要你喜欢，你

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一切在于口味，而口

超过10年前在Newtown后街Campos Roastery的

在销售过程中，很多人都会对精品咖啡，

怎样才能知道我的咖啡好不好？

略高一点的价格为他们提供单品滴滤咖啡？试

咖啡推广的力度，同时，选择特定的精品咖
啡，用特定的方式进行烘焙，也能使这种影响

想要的只是一种对美味的体验，一种由咖啡带

一杯精品咖啡，那里的咖啡师、服务及音乐带来

我们的顾客和新晋咖啡爱好者？或许很多人并不
题对于咖啡厅的长远成功确实至关重要。

如果你喜欢本文，并欲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杂志封面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
公众号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我们每天都

会推送微信文章，每周五还会推送“Reaching

师很容易沉溺于咖啡的细节，但咖啡厅必须能

Success”专栏文章；你也可查看往期《Cafe

欢迎，从而让他们愿意走进“第四波”、“第五

Success”的专栏文章，你还可以直接与我联

够给人带来美好的感受，让每一名顾客都感到被
波”咖啡馆，坐下来慢慢欣赏咖啡。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咖啡的价值所在，以

及我们与朋友、家人和爱人分享咖啡的意义所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中有关“Reaching
系，我的微信号：CCMDAVIDP。
谢谢大家阅读！

在，思考为什么人类饮用咖啡已有几个世纪的
时间……

精品咖啡的最终定义是什么？

定义精品咖啡并不难，只是给它下定义的

人经常让这个问题复杂化，毕竟顾客并不只是

CCM 网站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刊物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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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Qpress M2
咖啡师的得力好助手

PUQpress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咖啡制作工具品牌之
一，目前已经快速占领了澳洲精品咖啡产

业，PUQpress M2自动压粉器的诞生是两大行业领先品牌PUQpress和Victoria
Arduino之间的首次合作！

M2将PUQpress与Mythos One的功能合二为一，可谓实现了咖啡粉的精确填

Nitro DP-25咖啡机
创新性的氮气萃取系统

Nitro

DP-25是一套具有创新性的氮气萃取系统，内置有高端的制

压及“按需”研磨的完美结合！其精确的研磨和快捷简便的自动压粉技术，
在如今对咖啡师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代，极大程度地助解
放了咖啡师的双手！这对想为顾客提供真正优质的咖啡体
验的咖啡师来说，是一个成功和理想的产品！

冷单元，它可以直接从空气中提取氮气成分，无须使用罐装

氮气，轻松转动手感柔和的调节旋钮，即可为您带来丰富绵密的泡沫和赏
心悦目的瀑布效果！

★ Nitro DP-25具有极度纤巧的身形，只占 26 x 32 cm 的空间，是餐饮吧台
的明智之选！

★ 简洁幽雅的设计及对细节的关注，让该设备的使用过程变成一种乐趣和享
受，独特的易拆解叠管结构，让机器的清洁也变成一个令人愉悦的过程。

Furumai咖啡机
来自东京、淘宝店会“跳舞”的咖啡机

在

日语中，“Furumai”是

一个多义词，它可以既表

★ 100% 德国制造，100% 品质控制；

示“行为，主导”，又可以表示

★ 低残留液量，通过美国NSF认证；

波士顿的SCA博览会上，一部以

★ 采用医用级不锈钢，满足更严苛的食品卫生要求；
★ 符合美国FDA监管要求，行销全球。

云南 红酒日晒处理
YUNNAN REDWINE NATURAL
品种：卡蒂姆
海拔：1580m

烘焙度：中度烘焙

处理方式：红酒日晒处理

风味描述：李子干、草莓、威士忌、柑橘

“跳舞”的意思，在2019年美国
“Furumai”命名的咖啡机首次亮

相，其设计和制造商Tree Field公司

是最近在东京新成立的咖啡设备设
计和制造品牌。

“Furumai”有三个豆仓，机器下

方带有一个透明壶身，通过里面产
生的真空压力和湍流进行咖啡的自
动萃取，实现“从豆到杯”；它另
外配备一个单杯手柄，一个内置双

磨，在萃取咖啡前，咖啡豆将会经过两次研磨。

放入“Furumai”的咖啡豆首先会经过一小组锥形研磨齿轮进行初始研磨，与
此同时，内置风机会将研磨时产生的咖啡碎屑吹入一个单独的容器中进行隔
离，风力大小是可以由用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控制的，但更强的风力当然也
会顺带把比较细小的咖啡粉末吹走，最终留下的咖啡粉颗粒就会更均匀，这
也是影响咖啡风味的一个原因。

“Furumai”咖啡机是目前唯一的一台在咖啡萃取前实现咖啡纯度和均匀度的
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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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文化产品

OraSÌ 纯素系列饮食
100% 意大利纯天然原料产品

OraSì

为意大利专业人士合作开发了一系列以植物为基础的饮
料创意，以创造出完美的素食卡布奇诺！其独特的配方

创造了高品质的微泡沫，使咖啡师能够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制作拿铁咖啡。
OraSi专业冲调系列是创新及时尚植物奶产品，它迎合咖啡师最高要求：
★ 味道：与咖啡芳香味道互相平衡，特别配方带来更佳口感；

★奶泡：超细幼滑奶泡，完美奶泡外观，软滑如丝，口感丰富细腻，没有
沉淀和凝块；

★ LATTE咖啡拉花：易于拉花，效果长久及明显，色泽光亮。

产品均采用纯天然的原料制成，为百分百意大利认证的农产品供应链，产
品均通过非转基因认证，并由具备资质许可的农民进行种植及把控，品质
值得信赖！

RB新款粉锤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5周年定制款

在

众多粉锤品牌中，RB粉锤是超受咖啡师欢迎的粉锤！其品牌创立
者就是现代粉锤之父 — Reg Barber！

RB粉锤通常由多种金属打造而成，其中包括红铜、铝和黄铜等，甚至
钛材料！通常来说，粉锤的制作，需要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这个过程
本身可能需要长达四天的时间。如今大部分粉锤制造商使用的都是不锈

飞利浦Cafe Gourmet咖啡机
手制滴漏咖啡的味道，始于1988 年

飞

利浦Cafe Gourmet咖啡机主体为不锈钢材质，并带有上下两个玻璃
壶，旋转式过滤网架只需轻轻转向一侧，便可轻松注入咖啡，过滤网

架方便拆卸，易于清洁，也可使用洗碗机轻松清洗。

进行咖啡冲煮前，内置Boil and Brew的系统会先将水煮沸，并且冲煮温度可

达93°C以上，然后系统将控制水流经过滤网架内的咖啡粉进行冲煮；置于
咖啡机下方的冲煮壶内带有智能喷管，可让滴入的咖啡在冲煮壶内均匀地
循环流动，使得从第一杯到最后一杯咖啡始终保持如一的醇香。

咖啡冲煮30分钟后，咖啡机会自动关闭，既节能又安全；凭借防滴漏功能，你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要随时中断冲煮过程，冲一杯适合你的咖啡。
该款产品于2014年分别荣获德国iF设计奖及红点设计奖。
更多产品信息可登陆官网查询：philips.com.cn。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限量版徽章5周年的特别纪念

色是热情、活泼的颜色，也是啡言食语Logo的颜色，它充分表达了我们

这

愿景！

徽章可以别在你的咖啡师围裙上、背包上，也可摆放在咖啡厅里作为装

钢，而RB的粉锤使用的都是最高品质、食品级的不锈钢！

本期介绍的RB新款粉锤，是为我们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特别打造的5周

年定制款！该款粉锤为58毫米口径，不锈钢平底，红色的手柄颜色。红
5年来对咖啡的执着，也表达了我们将持续努力，将杂志越办越好的美好
目前该产品仅在Cafe Works上有售，购买前建议先测量粉碗内部尺寸。

款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限量版徽章，是专为5周年纪念打造的，考
虑到徽章的面积较小，我们最终采用了黑白两个版本的底色，以更

加凸显徽章设计的简洁与大方，并分别以红色+白色及红色+黑色的搭配，
印制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字样！

饰，此款限量版徽章目前仅在Cafe Works上有售，售价为RMB 30元/只，可

扫描文末二维码进入商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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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Story of
Coffee
Commune
“咖啡公社”
背后的故事

文_Eric Baden

Coffee Commune咖啡公社创办人&CEO

“你不能独自拯救世界，但你可以尽量去做

焙，并认识和了解了当地将近30万名咖啡种植者

和生产的每个环节：施肥、育苗、掘根、天然虫害控

忆当中。小的善事就如同水滴，当聚集的够多，

让我对这个拥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陈旧产业链和

加工厂，让环境变得更加干净，并引进了日晒床，让

所知的善事。”一首歌的歌词始终萦绕在我的回
便可突破障碍，开辟新路，让沙漠回春；小的善
事可以为已经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的火花和喜

悦，而且付出的越多，你收获的就越多。对于很
多人来说，第一次尝试做一件小的善事，也许是
辛苦的，但放弃更加困难。

对我来讲，这个机遇的到来是在我还在一家

拥有5千名员工，行业领先的企业担任化学专家
的时候，当时在上海的国际朋友圈启动了一项安
置无家可归和身患残疾之人的计划，作为计划的
一部分，志愿者会将街上的残疾人引导到安全的

的困境。近距离了解他们所面对的贫穷和无望，
商业模式有了自己的看法，我与云南咖啡种植者
共处的时间越多，就越能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些人非常勤劳，但缺少知识和设备，他们的咖
啡只能达到普通标准，同时，由于种植园的平均

们提供就业机会，我最终从咖啡烘焙中发掘到了
无限潜力，为此，我去到了云南，学习了咖啡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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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启动了“86+计划”，有30名

和Rubens Gardello。为了加入“86+计划”，种

入仅够勉强糊口，根本不可能对种植园进行维护
或投资。

因此在2016年，我成立了咖啡公社，目的是

次一个种植园，我们开始引导他们挖掘自身潜力，

很可惜，计划不久便遇到了资金问题，为

口感和甜味的基础上，发掘更加丰富的口味。

交易价的价格出售咖啡，这使得他们能获得的收

很尴尬，但是，很快就因为彼此的善良和善意，

了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为计划中的人

同的生豆处理和发酵方法，在保留云南咖啡自身优质

来自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其中，也包括

准，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中间商合作，以低于市场

为了帮助那些小型种植园的种植者，通过提供设备

转化成为了笑容和愉悦的对话。

干燥过程更加清洁、可控；我们也系统性地试验了不

面积小于3公顷，他们无法达到大型采购商的标

地方，让他们能够洗澡，换上新衣，并用家庭烹
饪的美食招待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虽然起初

制、引进新豆种、筛选采摘；我们帮他们升级了湿法

和投资，采用直接贸易模式，为他们带来希望。一
生产高品质咖啡，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他们
种植的咖啡已达到烘焙商和消费者的预期，并且，

在国际农业团队、CQI生豆处理认证师、阿拉比卡

Q-Grader和来自加拿大、美国、德国和中国本土烘焙
商的合作下，我们与种植者一起不断改进咖啡种植

前烘焙大赛冠军James Craig、Alexandru Nicolae

植者必须尊崇规范化的采摘和处理流程，我们会
系统性记录每一批微量生产咖啡的各种变量，国
际合作伙伴则会对每一批样品进行烘焙和杯测，
并给出建设性反馈意见，最后，我们依据这一意
见设计生豆加工的参数，以此保证烘焙商能够更
好地销售每一批咖啡。该计划的中期目标是稳定
产出高产量的，不仅达到精品级，更具备与众不
同特质的咖啡。

这个计划实施至今，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

了参与其中的种植者们的生活条件，例如，王先
生和他的妻子在普洱的一处小型种植园工作，没

有雇佣其他帮手，他的水洗咖啡如今的销售价格

的运营成本，但我们相信通过“86+计划”，许多

如，普文的杨先生，目前已经开始习惯性地将咖

咖啡产地，也会愿意尝试通过直接贸易的方式从

已经是两年前的3倍；还有其他一些种植者，例

啡果实卖给我们，根据我们的采摘标准，现在他

生产的果实超过98%都是完美成熟的，而我们的

采购价格是人民币4元/公斤，远远超过市场价格

的1.5元/公斤！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并想要扩大试验

烘焙商会意识到云南是一个新的、具有独特魅力的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评论

我们的手中采购咖啡，并逐渐将此提上日程；而

述了他的故事，如今他已经开始向烘焙商们提

我们也会将10%的税后利润投入到为种植者的就

语团队在6月刚结束的上海Hotelex展会上，与

现如今由于我们的采购价格远高于市场平均值，
业，以及为他们带来重获新生希望的计划当中！

范围，于是继续投资建设了微批量干法加工厂，

关于作者

植者生产处蜜处理和日晒咖啡，并从我们的杯测

人。他从一名咖啡烘焙师做起，如今已经成为

这在云南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建设能够让当地种
结果中获取反馈信息，目前，我们已经能处理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的德国

Grader认证师，并在过去六年成功帮助咖啡公社

1,000吨优质商品级和精品级咖啡，而且截止下

成长为一家全产业链咖啡企业，通过从“豆子到

计划。为了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正将重点

验。Eric希望通过咖啡公社，让人们享受生活，

个产季，已经有超过100名种植者想要加入86+
放在计划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直接贸易模式

上，这样一来，纯净、香甜的咖啡可以被直接销
售给与我们志同道合的烘焙商，能帮助更多的种
植者突破传统产业链束缚，最终实现获得美好生
活的愿望，这是我们计划的最终目标！

虽然我们目前的销售额仍无法覆盖咖啡公社

杯子”的全过程把控，创造独一无二的咖啡体

同时改变世界。通过与云南小微型种植园建立直
接贸易关系，帮助他们生产高品质精品咖啡，
同时通过向世人展示精品咖啡的魅力，对种植

者、从业者、员工和消费者们给予公平与尊重。

邮箱：eric@coffee-commune.com，微信账号：
strongoak，Instagram账号：@coﬀee.commune。

Eric Baden在2018年金豆烘焙大奖赛上讲

供稀有的云南咖啡样品，Cafe Culture | 啡言食

Eric和他的咖啡公社团队进行了交流分享。Eric

对“86+计划”注入的激情让我们耳目一新，我
们喜欢他那种积极的态度，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那些背景破碎、饱受生活折磨的咖啡公社员工
在看到他们未来在咖啡行业的职业发展希望之
后，有多么的开心！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一个
真正的、由所有人参与其中、目标远大的慈善

事业！Eric和他的团队计划宏远，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希望能够帮助咖啡公社宣传和推广他
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生产的优质咖啡，在很
多有关咖啡的慈善组织都放弃了品质的时候，
在Eric的“86+计划”当中，品质正是永远要坚
持的！

如果你想品尝来自咖啡公社“86+计划”的

咖啡样品，请直接与Eric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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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杨 愚

Cago Coffee

“红酒日晒”这一支咖啡，来自中国云南孟

风味描述：红李子、草莓、威士忌、柑橘

连县，这是一个近几年频频获得云南生豆大赛前

杯测分数：83.75
香气：7.75

3名的咖啡产区。这一支咖啡的种植庄园，海拔

口味：7.75

1580米，年温差小，昼夜温差大，终年无霜，
日照实数为2,100—2,600小时；空气湿润，气候

余味：7.5

多样，雨量充沛，平均年降雨量约1800mm。

酸度：7.75

地理环境的优越，是一支咖啡生长的最基本

口感：7.5

的要素，但是要得到真正的好咖啡，最重要的，
还是人。

人与土地的关系，在这一片土地上，是

掠取财富的姿态，还是尊重与相处，这是不一
样的。这几年，我们为咖农测试不同的咖啡样
品，有时候，实验批次多达几十个，对于咖农
来说，诚实的种豆子，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
诚实的测豆子，并反馈我们对于豆子的想法，
和下一年的调整。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2019年的红酒日

晒，已经是我心里想要的咖啡的样子，是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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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感：7.75
的、平衡的、发酵到刚刚好的状态，从高温到中
温低温都很优雅。我们期待，每一年进步一点
点，因为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深爱云南咖啡。

咖啡信息：

产区：中国云南 普洱 孟连
海拔：1580米
水分：11.6%

密度：716g/L

处理方式：红酒日晒

总分：7.75

关于作者

杨愚，生在在云南大山，奔跑在山林间的快乐

咖啡孩子。SCA Roasting Professional 美国精品

咖啡协会高级烘焙师；2017世界咖啡烘焙大赛
中国赛区总决赛前十名选手，2018优秀选手；
2016、2017、2018 CCL中国冲煮大赛多赛区评
委、总决赛评委；美国Roast杂志云南咖啡撰稿
人、专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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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by Day
Selecting Portable
Coffee Brewing Devices

选择便携的
咖啡冲煮器具
文_栗子

重度咖啡爱好者

当

咖啡成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作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出门在外的旅途中还
能喝上一杯靠谱的咖啡，就真是一个

我这些年探寻能制作便携咖啡器具之路，可

友开了“露天咖啡馆”！

2008年，Handpresso一上市，我就托海外

响，也曾在里面加威士忌萃取Espresso等，这些

到1.5kg，还支持E.S.E POD ，但过小的丝网粉

长，在户外运动条件下，高压、高温、高冷等

谓困难重重。

令人头疼的问题,尤其像我这样常年被出差和户

的朋友帮忙下单拿到手，其尺寸小巧，重量不

成了我关注的重点。

碗加上瞬间失压，如果不上5,000米以上的高

外运动占据了大量时间的人，便携式咖啡器具就

探寻便携咖啡器具的坎坷之路

十多年来，我曾经尝试过不少可以作为日

常携带的咖啡器具，比如早期的摩卡壶 + 户外

炉头的配置，让我在户外骑行奔袭百公里后，

山，我还真不会考虑使用这个“打气筒”玩具
呢，于是只携带着骑车上山用了一次就将其束
之高阁了。

2010年，一代神器MyPressi出现了，虽然

我用MyPressi测试过不同水对咖啡口味的影

都是大型半自动机做不到的事情，只不过好景不
因素导致设备故障频出，我咨询了厂家，对方

也仅是给出了修补方案之后就再无回复了，不久

MyPressi就关门大吉，从此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式
的传说。

我在购买MyPressi时候，还买了另一款便携

倒上山中打来的泉水，烧水、冲煮，总算是感

不能带上飞机，且耗材成本也不低，但它2kg内

咖啡器具 — AeroPress，当时我也算是最早的内

在旅行或户外能随时随地来上一杯意式浓缩，

中，轻松背上山是不成问题，加上18g粉量，就

以至于后来“爱乐压”成为国内通用名好久了，

受了“完美一天”。对咖啡痴迷者来说，要是
恐怕没有比这个更舒服了，但随之等待冷却及
难以清洗等特点，却让我望而却步，这样折腾
了一两次之后也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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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全套包括磨都可以被放进一个洗漱包

能有一杯真正的Espresso出品，所以它立刻成了
我的便携必备之选，出差、旅行，随时随地一杯

Espresso充能，我甚至给喜欢户外运动的山地车

地用户了，还给这东西起了个名字“大针筒”，
我还在叫“大针筒”。当时“爱乐压”的主打

市场宣传据说是：Espresso Maker — 制作真正

的Espresso，与同期拿到手的MyPressi一起用，

只能说，在跟我开玩笑吗？两者的对比使用，导
致我对“爱乐压”的印象非常不好，后来随着美
式精品手冲咖啡的兴起，其宣传就很少见到主打
Espresso这一项了。

后来我对便携式Espresso器具不再奢望，并

逐渐侧重于选择滴滤手冲类的咖啡及器具，出

行常携带的咖啡器具也是用V60-01滤杯或者是
Rivers杯及滤网，当然，我也使用过其它器具比

如：Presse、Nomad……形形色色的都有，不过
对于随身携带的咖啡装备，我最终还是放弃了使
用，因为外带的各种麻烦问题实在太多了。

“D特压”初体验

最近，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新上市的便携咖啡

小神器 — Delter Coﬀee Press，简称“D特压”，

初识“D特压”的朋友经常会把它和“爱乐压”
联系起来，因为二者看上去很相似，但实际使用
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便携咖啡器
具，设计者并不是闭门造车空想出这款产品的。

首先说说我自己对便携咖啡用具的一些理

解，这得要感谢陆羽茶仙祖师爷所著的《茶经》
一书，陆仙人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

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

论著，从成书后至今1,200年以来，依然是茶的
百科全书，其理论完全可以被借鉴到咖啡制作中
来，其中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

六之饮……涉及几十种工具、工序、器具详细描
述，不过话说回来，难道没有这些条件，外出途
中就不能饮茶了吗？当然不是！在九之略中，讲
述了在外出条件下，可以省略的工具及工序，在

旅行箱分格中，不论是我的日常背包、户外背

经》中的理念，结合自己多年来旅行户外途中饮

定又不占空间的方式放置“D特压”，在低调隐

山林野外之中一样可以享用茶之雅兴。借鉴《茶
用咖啡的场景经验，我个人认为，评判一款便携
咖啡器具是否可用，大致有这样4点：

★ 轻量化、外形设计便于携带（30%）；

★ 萃取方式保证口味情况下，简单、快捷

包，还是Osprey10升骑行包，我都很容易找到稳

丽的玩具盒子。

象中更好，口感很干净；六边圆形呈蜂窝状橡胶

过于粗壮，方正不方便存取，或是看上去像个艳
在“D特压”的透明外壳上，有明确的数字

（30%）；

事先分装好豆子或粉，完全可以不使用到电子

自此入手“D特压”之后，我每天都会使用

量，萃取时实现比较精确的水粉比配置，如果是
秤，节省户外出行时宝贵的空间和重量。

的外侧口袋，或与磨或豆子存放在小收纳包或是

流，污染注水区，这个设计非常棒！

天马行空，玩转“D特压”

使用过“D特压”几次以后，我动起了各种

磨豆，这款磨的加工精度非常高，经过调整研磨

是粉碗的部分是类似于意大利半自动咖啡机的粉

“D特压”外形瘦长，可以很容易放到背包

充分流出，而不会因为抽拉压管造成咖啡粉反

特压”另一个外形设计上非常有趣的小细节，就

纸，“爱乐压”是224g)，204g的重量对于骑行
而喻！

滤网可以隔开咖啡粉，十字开口让水流可以向下

好玩的念头，比如模拟手冲滤杯方式萃取咖啡，

到的杯子形状也是形形色色，这让我发现了“D

或者户外爱好者来说是怎样的黄金概念，不言

骤），几次使用下来，我发现其萃取的效果比想

总在不同地域游走，自带的或者途中偶然用

它制作咖啡，因为“D特压”可以满足我随身咖
啡设备的这4条原则：全套204g的重量(不含滤

“D特压”的萃取方式，可以说上手非常

简单（可参考本期刊第19期P22的详细图例步

刻度，经过量杯和秤的测试，能准确地显示水

★ 价格亲民不奢华（10%）。

的萃取率，非常安全实用！

藏同时还能很迅速地取出使用，不会像有些器具

（30%）；

★ 易清洁、易维护、卫生（非常重要）

可以更集中水流，均匀增加萃取压力，提高咖啡

碗造型，底部有锥形角度收缩设计，这样的设计
使得在使用大口的杯子时，也不会因为底部尺寸

原因让“D特压”架在杯子边缘，出现滑动危险

或者遗洒咖啡液体，另外锥形角度收缩设计也许

此时我先选用了来自澳洲的Portaspress手摇磨先
度，其研磨的咖啡粉可以用在商业半自动咖啡机

上萃取完美的Espresso。咖啡粉准备好并放入器
皿后，开始注水，我在注水初期少量注水30ml左
右，轻压压管，让水均匀浸入下方的咖啡粉，但

又不至让水从咖啡粉中释出，随后进行30秒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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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V60、“D特压”、爱乐压分别打光进行通透度观察

蒸，整个过程的效果控制得非常好，可以做到即

可调，研磨出的咖啡粉整体偏细，其实不太适合

次根据水粉比进行注水，缓压压管，轻松控制流

豆子，我用了来自丹麦Collective清新北欧风的新

使出微量液体也可以完全不让液体滴出；然后再
速，完全模拟滤杯手冲状态；压管的密封部分只
有不宽的双层橡胶圈，密封很严，但压的过程很
轻松，我用一只手指就可以办到，对于力量不大
的女生也不会太有压力。

我还试过在用“D特压”萃取咖啡时，在上

面压上有份量的全铜Portaspresso手摇磨，瞬间
变成自动萃取模式！由此可见，“D特压”的可

玩性非常高，比如威士忌萃取，加入橙皮萃取,

或者你可以将咖啡粉放入注水区（由于第一层滤

网密封很好，水不容易流），进行搅拌萃取……
估计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咖啡狂人研究出更好玩的
萃取方式，只要你敢想！

做手冲单品咖啡，但是研磨稳定性比较好；至于

已经发酵变质，我想，你估计会瞬间彻底没了心
情，下一次也一定不想再带它出门了吧！

于是，在第一次用“D特压”制作咖啡之

鲜耶加雪菲，分装在三个小盒，每个12g。我每

后，我马上检测其清洁效果如何。我发现，在

下壶、然后再用下一种器皿继续萃取，瓶中的咖

外并没有残留的咖啡液，因此不会被遗洒得到处

用一种器具萃取完毕，就品尝、罐装小瓶、清洗
啡液体都经过静置之后打光观察，最终结果与我

的想象十分不同，原本认为V60萃取液更透彻，
实际上最透彻的是“D特压”，“爱乐压”最浑
浊，这点也是我当年放弃“爱乐压”作为便携咖
啡器具的原因之一。

虽然这个实验有些山寨，不能作为严谨的科

学结果证明，但是“D特压”对咖啡萃取的口感
还是让人满意的。

我还对“D特压”进行了非常规的暴力测

用“D特压”萃取完咖啡之后，最下面黑色滤网
都是，也不会被热水烫到，很安全，这点非常实
用；拧下黑色滤网部分，里面很干净，能看到滤
纸和咖啡粉都压缩在了一起，因此很轻松就可以
磕出大部分咖啡渣，最后残留的少量咖啡渣则用
一点点水就能很容易冲洗干净，哪怕在不方便用
水的地方，用干净的纸或布也可以快速清理，并
很快收纳起来，不用担心弄脏背包或者发霉造

成污染。另外，“D特压”拆解之后只有6个部

件，很容易拆卸清理，可以方便地彻底清理各部

这些年来，我积累了很多便携咖啡器具的

试，就是把细研磨咖啡粉放置到注水区，高水温

存在的，就是细粉释出，尤其是像法压形式的

胶孔和滤纸双层压力，这确实需要花点力气；萃

主观性比较强，就不在本文展开讨论，但我相信

的很厉害，但是细粉依然没有什么释出，一部分

经过半个月以上每天使用“D特压”，现在

使用经验，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器具都会

Presse、为冲茶设计的滤网Rivers，或是一些金
属滤网以及“爱乐压”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我在多次使用“D特压”后，发现用它萃取咖
啡口感很干净，杯底也很干净，于是我决定做

一个试验，看看“D特压”是不是会有细粉释出
的情况。

进行搅拌后高压萃取，由于咖啡液需经过十字橡
取完成后，十字孔橡胶滤片已经鼓胀了，被拉伸
留在了萃取完成的粉饼处，另一部分则留在了滤
纸上，萃取出来的咖啡喝起来口感仍然很干净。

易清洁、易维护，物美价优

作为便携式咖啡设备，易清洁、易维护、卫

除了“D特压”，我另外选的两种萃取工具

生，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这是因为，在

并准备分别用三者进行萃取比较。我本想选用干

机场的途中等等各种各样出行的场景中，碰到少

是“爱乐压”和平时最喜欢用的V60-01滤杯，
净的玻璃杯做容器，但考虑到玻璃对光的折射影
响，就用了几个带刻度的塑料瓶作为替代，塑料
瓶很透亮，对光的折射也很小；在磨的选择上，

我用了压箱底的老古董GIGGA磨豆机，在手边各

种咖啡磨中选用这款是因为GIGGA磨豆机是设计

专门用来制作Espresso咖啡用的，GIGGA有34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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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单位、机房、登山骑行的间歇、火车上、
水缺水或者没有那么方便清洁器具的环境是常有
的事情，试想，当你刚刚享用完一杯美好的咖

啡，解除了旅途的疲惫后，却发现手中的咖啡器
具难以快速被清洁，甚至还残留了许多咖啡液或
者渣滓油脂；或者，当你想再次享用你的咖啡时
候，却发现背包被污染，器具上残留的咖啡渣液

分，各个部件的替换维护也是非常简单便捷。

最后，我想说说价格的部分，这个问题的

“D特压”不会比同类产品售价过高。

它已经常驻我的背包里了，Day by Day随时随地
陪伴我享用咖啡的美好！

MAKING AN APPOINTMENT
AT EVALUATE ROASTER TRAINING COURSE

相约2019 Evaluate烘焙师培训课！
文_James Craig

大

澳大利亚两届烘焙冠军

家好，我是James Craig！过去的几个月

的方式来教授他们，我们一定能为中国的烘焙文化

程！6个月前，David Parnham问我，是

快，效果将会很好！

对于我来说，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旅

否愿意像专为澳洲咖啡市场设计的烘焙课程一样，

的整体改变贡献一份力量，而且其成长速度将会很

对此我勇于承认，就像我刚刚在上文中提到的，

对于某项事物了解的越深，你就越能用简

让加热变得均匀，风味变得纯净，我们对参数了

在中国举办一次这样的课程，一开始我有些迟疑，

单的方式将信息传递出来，给予初学者清晰的引

易，尤其是当学员没有太多烘焙经验的时候，难度

法，鼓励他们不断进步和提升。

因为我知道要将这些复杂的概念翻译过来并不容
就更大了。精品咖啡所涉及的技术层面非常广泛，

导，同时给予有一定基础的学员新的理念和想

业发展和变革的速度之快而感到惊讶，当地的咖啡
种植和处理如今已经领先全亚洲，所有人对知识和
美好生活的渴望都体现在了一杯咖啡当中。如今，
云南已经能够生产品质非常好的生豆，中国也拥有
了许多非常棒的咖啡师，甚至诞生了世界咖啡冲煮
大赛冠军，但在我所到之处，人们对烘焙艺术理解

仍旧不多，对此，我真的很想尽己之力，给予帮
助。中国学员的能力和素养早已名声在外，他们拥
有着对知识和学习最纯粹的渴望，因此我认为如果
我能将烘焙的理论进一步分解，并用更加简单易懂

看到学员们在了解理论、付诸实践，并看到

员数量的增加，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课程的质量和

之内。烘焙所涉及到的各种变量因素数不胜数，

立起了联系，每次回到云南，我都因为当地咖啡工

分就越符合我们的预期。

的参数控制在一个以“纯净”为核心搭建的框架

常烘焙当中，但当了解了David在中国建立的关系
其实在过去4年里，我已经和中国咖啡工业建

解得越深刻、控制得越精准，最终得到的化学成

差异后，脸上豁然开朗的表情，我认为我们的理论

神奇的方程式或者配方，我们能做的是，将相关

网络之后，我决定尝试一把！

我们只能通过将参数设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

对于每一次实现完美烘焙，我并没有什么

如果你不是科学家，需要花很多年来真正悟透这些
理论，甚至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将理论真正应用于日

在从事烘焙工作20年之后，我仍会犯错，

很难一言以概之，对于烘焙的敏感度是需要时间
来培养的，没有任何捷径，因为你需要训练感官
与不同风味和香气化学成分之间的互动，这是需

框架真正实现了适用于全层次的烘焙师，同时，学
优势，学员之间会互相帮助，尽量避免课程内容在
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遗漏，能和不同层次、却拥有相
同目标的人对话，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我们最年轻的学员只有14岁，年龄最大的已

要长时间练习的，例如，即便是同一台烘焙炉，

经65岁了！虽然年龄差距超过了50岁，但我们仍

结束的培训课中，我们租用了一台500gm的小型

的学员上课，我感到非常荣幸！随着课程结构和

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也会有所差别。在我们刚刚
Santoker（三豆客）烘焙炉，第一堂课程是在楼

层的3楼举办的，通风管道很短，而第二堂课则

是在25楼举办的，通风管道很长，这种环境差异
会影响燃灶的工作方式和炉内的气流，所以我们
需要因地制宜对同一台烘焙炉进行不同的调试和
参数设定，才能保证咖啡烘焙的成熟过程在每堂
课保持一致，当然这一过程非常有趣。

能鼓励和满足所有学员的需要，能够为如此出色
内容的不断进步，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能更好
地将“纯净咖啡”的理念传播
出去，因为我相信中国市场值
得拥有更好的咖啡！

让我们相约2019Evaluate

烘焙师培训课！

不见不散！

全国巡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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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Roaster:
YUNNAN COFFEE AND
THE EXPRESSION OF ROASTING

女性咖啡烘焙师：
云南咖啡与烘焙的表达
文_杨愚

Cago Coffee 咖果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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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一趟云南咖啡产区有多难？我从小生
活在云南，没觉得这是一件太难的事
情，印象中在冬季，只要昆明冷了，

就看看哪个产区的机票便宜，200块钱，1个小
时就到咖啡产区了，直到有朋友从上海来普洱，
我才发现，大家来一趟云南，和我们去一趟日本

也差不多啊，至少是1整天的转机，早上出发，

晚上才能到达。

也许是因为远，云南咖啡产区一直给人一种

神秘感。

云南味，是什么味？

云南咖啡产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进入了

大家的视野，一个大规模种植咖啡几十年，作物

种植历史100多年的产区突然成为关注焦点，和
国内的咖啡消费突增是有密切关系的。

最近一两年总是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具备一

定识别度的云南精品咖啡，风味有特点的，不是
传统“云南味”的？

等，咖农因而得益于项目，并从中学会了：杯测

什么样风味的咖啡，我们会将市场需要的咖啡处

云南的咖啡绝大部分都被大型的商业巨头买断，

正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作

农来说，为了保证咖啡能销售出去，最为保险的

我在想，“云南味”是什么味？传统上，

用于制作速溶咖啡和商业咖啡，所以刻板印象里
的云南咖啡，是带有些许苦、杂味尾韵、高酸

咖啡、种植管理、后置处理的精细化……咖啡真
物，而是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

有了热爱，才会有感情的注入，对于咖农来

的咖啡；然而我在梳理行业逻辑的时候，才发

说，当咖啡不仅仅是一个生计来源，而是真正为

的豆子、收购标准是什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收

然优厚条件的土地上，将会越来越好。

现，是买家定位决定了咖农的种植，种什么等级
益……所以很多年前，大家想要喝到一杯“云南
精品咖啡”，确实是不容易。

直到“精品咖啡”的概念在国内兴起，买方

市场出现，一部分的种植者开始尝试新的，更为
精品的种植加工方式，云南的精品咖啡种植也才
开始逐渐的兴起。

这几年的云南咖啡，已经和之前供应的商业

等级咖啡的“云南味”完全不同了，云南咖啡种

之骄傲的事情的时候，云南咖啡，在这一片有天

女性咖啡烘焙者

这是Cae Culture | 啡言食言给出的一个标签，

那么，在咖啡行业中工作的女性是否真的会多一份
的辛苦？

我自己的感受是：并没有。

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辛苦，但是咖啡这个行

业却多了一份美好在其中。

我是一名咖啡烘焙师，烘焙的时候需要敏锐

理方法反馈给咖农，并且购买这些咖啡。对于咖
方式是用水洗法处理咖啡，而对于蜜处理、日晒

咖啡，由于其价格是水洗咖啡的2倍还多，这会
造成收入的溢价，因此咖农不敢轻易投产去制作
特殊处理法的咖啡，这样的话，就需要有确定的
方向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判断特殊处理法的咖啡
怎样做，做多少。

★ 我们在为谁而烘焙

作为烘焙师和寻豆师的角色，我常常想的

是：我们为谁而烘焙？对于类似“云南咖啡怎样
可以烘焙出最佳曲线”等这样的讨论，在我看

来，云南咖啡的烘焙和其他产区一样，和豆子的
水分、密度、粒径大小关系密切，并没有什么不
同，只需要掌握烘焙最基本的规律，都可以烘焙

植集高海拔、物种多样性、昼夜温差大、高素质

地寻找到合适的生豆，因为生在云南，我多了一份

条件为一身，开始展现出越来越多的精品咖啡的

这几年，我们也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为谁而烘焙？为大众客户烘焙的时候，一定会烘

我们辅助咖农杯测他们种植出来的咖啡，

的，而在做样品烘焙的时候，就要按照样品烘焙

劳动种植者、方便的交通、便利的网络等各方面
风味：

★ 处理法的多样性：最近几年，从传统的

幸运：可以接触到很多优秀的云南精品生豆资源。
★ 辅助咖农选出其庄园内最好的咖啡

得好。

作为烘焙师，最关键的还是要知道：你在

焙得深一些，意式烘焙和单品烘焙自然也是不同

水洗咖啡，发展到日晒、蜜处理、到近两年兴起

协助烘焙和打样豆子，从杯测的角度告诉他

云南开始发展；

到答案，自己逐渐建立起分级的思维和处理模

这一点咖啡烘焙的品控非常有益，多一分的想象

生产力，这样咖啡的种植质量就会进入良性循

得烘焙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吧!

的双重日晒、红酒处理、酵母处理等方式，也在
★ 咖农知识的提升：生产者是咖啡种植环

节里的重要的一环，没有好的生产者，对于种植
的本质提升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些年，云南

咖啡交易中心联合CQI等机构在云南做了多个项
目：示范庄园项目、叶片营养分析、田间管理、
多种加工方式实验、水质分析、基本烘焙和杯测

们，庄园的咖啡哪一个批次最好，从生产中得
式，让好的咖啡卖出更高的价钱，逐级反馈到
环，一年比一年好。

★ 将市场需求反馈给咖农

我们在每一年的烘焙市场反应中，能敏锐地

感受到这一年的咖啡豆生产是什么样子的，流行

的标准来进行烘焙。

女性在味觉和嗅觉方面会有敏锐的洞察力，

力，在烘焙的变化中也会多一分创造力，最后使
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一些的可

能性，让咖啡成为味觉、嗅觉的表达画布，带给

人更多的快乐，“Love is a Flavor” — 这就是我
想在咖啡烘焙里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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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est Espresso Tamper
Barista’s Guide
2019 年咖啡师粉锤指南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粉锤就好比是咖啡师的手指，好用的粉锤可以成为你手臂的一部分，使用

起来非常舒适。

很多人都迷恋收集和研究粉锤，不同品牌粉锤的价格也是千差万别，好的

粉锤应当是价格合理的，虽然其工作原理非常简单，但对于提升咖啡萃取效果
非常重要，要记住，粉锤重在实用性，通过压粉并对咖啡粉施加均衡稳定的压

最好用的咖啡粉锤：前四位
品牌

评分

购买渠道

Motta Espresso

4/5

Amazon 亚马逊

Reg Barber

5/5

Café Works China

Rattleware Steel

4/5

Amazon 亚马逊

Espro Calibrated

5/5

Amazon 亚马逊

力，才能保证咖啡的萃取更加均匀，而压粉是每一次萃取咖啡时必须重复的步
骤，它能够帮你消除咖啡萃取过程中一个重要变量。

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在挑选粉锤时应当注意些什么，但如果你希望我给

一些简单的推荐，你可以参考以右面表格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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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继续阅读以下文章的内容，了解在购买粉

锤时的几个注意事项，以及如何确保粉锤与咖啡机
相匹配。

如何挑选好用的粉锤？
★ 好粉锤的特质很明显：

★ 底部直径必须与滤碗匹配，例如51mm、

58mm；

★ 必须够重，咖啡师喜欢重量大于200g的

某一边或粉饼的裂缝流过去，这会完全毁掉一杯咖
啡，但是稳定的压粉能够保证水流的均匀，从而避
免分流的出现。喜欢凸头粉锤的人认为，这种粉锤
能够将咖啡粉向滤碗的四周挤压，从而避免水流向
滤碗的边缘；平头粉锤的爱好者则表示，只要你的
技术够好，锤头的形状并不重要，平头还更能保证
咖啡的均匀萃取。

粉锤；

★ 使用食品级不锈钢；

★ 手柄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手握必须

牢固；

其它特质则视个人喜好而定，有些人喜欢木

质手柄，有些人喜欢不锈钢的，还有人则喜欢刻度
粉锤，但总的来讲要避开铝制粉锤，因为它的重量
太轻，而且用久了容易生锈。你也要注意材质是不
是镀不锈钢的，因为这种粉锤用过几周之后就会掉
皮，至于塑料粉锤，那肯定不行！

我的建议是，最好别用质量不好的粉锤，其

价格最好不低于200元人民币，因为一般只有200

（图中凸头粉锤的中央略微凸起。）

对我来讲，我最喜爱的是Reg Barber品牌意式

好，其实凸头粉锤的使用效果也一样好。

元以上的粉锤才是不锈钢材质且手柄牢固的。

浓缩粉锤，Reg Barber绝对称得上是全球咖啡师最
喜爱的粉锤之一，它只选用品质好的材质，每一款

我个人更喜欢平头粉锤，这纯粹是个人喜

粉锤重量的重要性

我记得购买第一把粉锤的时候，当我拿起一把专

都采用了木质手柄和不锈钢锤头，并且刻上了经典

业粉锤感受它的重量时，我惊叹道：“天啊，我居然

咖啡厅和咖啡机品牌个性化定制粉锤吗？最小订货

切，更重的粉锤不仅能对咖啡粉施加更多压力，还能

的 “RB”标志。你知道Reg Barber还为很多的知名
量不能低于50个……

不知道粉锤原来这么重！”我个人认为，重量决定一
帮助咖啡师规范和稳定压粉动作，因此，一定要买重
一些的粉锤，用过你就会知道有何不同。

刻度粉锤更好吗？

刻度粉锤利用的是手柄和锤头间的弹簧原

理，理论上这种粉锤能够保证每次压粉力道完全相
同，但它真的比传统粉锤好吗？并不尽然，因为好
的粉锤搭配上好的咖啡师，每次压粉的力道也能保

持一致，你在WCE举办的各种比赛中也没见过专
业选手使用刻度粉锤吧！

但有些情况下，刻度粉锤的确比传统粉锤的

我目前在家使用的平头粉锤是经典的红木RB

58mm粉锤，它和我的手形非常搭，用起来十分上
手，正如其名，这款粉锤的锤头是平的，这意味着
锤头能够充分与滤碗中的咖啡粉接触；相对于平头
粉锤，凸头粉锤的锤头中央则会稍稍凸起。

这两款有何区别？关键点在于哪种粉锤的效

果更好、更稳定，更能避免分流。

咖啡师小贴士：什么是分流？

分流是指在咖啡萃取过程中，水会从滤碗的

表现好。例如，你经营的咖啡厅需要不同的咖啡师
操作同一台咖啡机，刻度粉锤能够确保每个人都用
相同的力道压粉，这意味着咖啡师无需更多调整研
磨参数，从而能提升出杯量，减少咖啡师轮岗时因
调试设备浪费的时间。

结论

以上便是我的最佳粉锤指

南，如果你还有与粉锤有关的
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我的
微信账号是：CCMDAV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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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TRAORDINARY SPECIALITY COFFEE JOURNEY
我的精品咖啡之旅
文_ANDRE EIERMANN

UCC COFFEE品牌代言人

我

进入咖啡行业纯属意外，原我本在瑞

业之旅。虽然我根本不喜欢人生中的第一杯咖

咖啡行业越陷越深，咖啡圈中的人际关系和环境

业接近尾声时，猎头向我介绍了一系

定，咖啡是我的宿命。

宿命。

士巴塞尔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学

列快消品公司，不幸的是，我并不喜欢他们中的

啡，但它绝对不是最后一杯，如今，我非常确
最初，不单我的咖啡知识非常有限，我还

任何一家，以至于我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不会品尝咖啡。头两个月里，咖啡对我来说都是

到咖啡生豆贸易行业，但你知道吗，在此之前我

所以，请不要在一开始放弃，感官这件事本身

专业。后来，在机缘巧合下，一个猎头把我介绍
从来没有喝过一杯咖啡！

VOLCAFE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豆贸易商之

一，为了参加位于Winterthur的VOLCAFE面试，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唯独咖啡知识非常有限。第

一次面试中，我见到了副总裁Reto Gilardi，他为
我做了人生中第一杯咖啡，但老实讲，因为其异
常的焦苦味，我根本没法爱上它，不过，有多少

我一直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热爱

什么？我为什么热爱它？我的目标是什么？为什

就不容易；9个月以后，当我调任到肯尼亚和坦

我发现自己质疑当下咖啡行业现状，希望

么把它作为我的目标？

桑尼亚，情况仿佛瞬间改变了，我的导师Sami

能为推动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一方面，我希

每一杯咖啡的信息，我就紧跟着他，将这些风味

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我的三项创新，和全世界最

Kimani每天陪我品尝800杯咖啡，他会给我描述
封存在我自己的感官库中，2个月后，我摇身一
变，成了技术丰富的杯测师。

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曾有几次放弃咖啡的

尝试，我试过平面设计、时尚摄影甚至彩妆，但

后作为瑞士初级交易员，我开始了自己的咖啡职

最终没有放弃成功，也因此，一次又一次，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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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经理到WBC咖啡师

一个味，我花了很久才培养出现在的感官水平，

人会享受人生中的第一杯咖啡呢？经过第二轮和
公司总裁面试后，我最终得到了工作机会，几周

让我深深着迷，时至今日，我认为咖啡就是我的

发现自己始终最擅长的还是咖啡，庆幸的是，我

望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好奇，另一方面我想
优秀的人见面、较量和交流，挑战自己的个人极
限，我的最终目标是鼓舞激励自己的境遇，为日
后的事业带来更多可能性。

最终，我决定备战WBC咖啡大师比赛。

WBC舞台还被看做是展示新咖啡（种植或

采收后的处理方法）、新烘焙、新萃取方法、创

意奶基饮品、创意饮品新方法、吸引消费者创新

方法的舞台，人们常常拿WBC来和一级方程式
赛车比较，新思路、观念和技术会在这里首次展

氮气-冲入-萃取

现，待其成熟后推广上市；同时，参赛的咖啡师

更加均匀的萃取
TDS增加 6.4%
萃取率增 加 8.6%

也因此构建自己新的职业社交网络，伴随咖啡价
值链，共同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

冲入

WBC备赛开始之前，我首先为每一步设定

了清晰的目标，在之后的旅程中，我不断设想这
些目标，并努力达成它。

正常

5个月，7天，每天24小时：23,000份浓

缩，减重14kg，行走1,500km

备战的过程没有一天是顺利的，但再大的挑

战也没能阻止我，甚至一些小事花费比预期更长

萃取率

的时间，例如，有一天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买一
把螺丝刀；语言障碍也无处不在，难以想象，假
如没有朋友或者家人的帮助，我甚至无法使用浴
室、厨房或者马桶，国为我看不懂韩文。
氮气 - 冲洗 - 萃取法

我的努力和自律得到了回报：经过无数个日

夜，我终于在WBC前一个月完成了我的浓缩咖啡
创新，我将它称之为“氮气 - 冲洗 - 萃取法”。

这个方法的处理方式是，先将磨好的咖啡粉

用氮气冲刷一下，将氮气灌入气瓶，氮气冲出时
将咖啡中的二氧化碳排掉。这个处理法的制作灵
感是因为我接触了胶囊咖啡产品，咖啡粉装入胶

囊之前会过一遍氮气，这种做法可以提高TDS的
稳定性和萃取结果；咖啡粉经过氮气冲刷后，用

更高TDS（高达6.4%）的水，就可以获得更平稳
和更高的萃取结果（高达8.6%）。由于咖啡粉中
的二氧化碳被排除掉了，最后你可以感受到更绵
密的质地和更长的回味，品尝到与众不同的花香
和水果风味。

我战胜了所有困难和挑战，在首尔的舞台上

展现了最好的自己，因为我有清晰的目标，足够
的能动力和专注力，还有高度的自律和对细节的
无限热情，最终让我成为世界咖啡师大赛上第一
位在评审面前现场烘焙的咖啡师。

现场进行咖啡豆烘焙后，需要花点力气才能

找到合适的粒径分布，此时必须将豆温降低到室
温，否则粒径分布不适合萃取浓缩，咖啡豆温度

过那段痛苦时期的？我为自己的任务明确动机，独

公里耐力赛，所以，面对世界咖啡师大赛，我已

★能动力：我知道我的行为动机，为自己明

准备比赛的13个心得和关键因素

立做所有的决定，并找到让自己精进的动力。
确参赛的原因；

★自制力：我完全独立地做所有决定；

自制力、把控力和和能动力（来源：Daniel

条理地解释方案和每一个步骤，不要留给感官裁

后可以得到更多细粉，那么萃取时间需要更长，

H. Pink）这种方法已经帮助我多次在极端环境下

自制力、把控力和和能动力

不管是备战还是参赛的过程，一路走来，我

深感不易，那么，我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熬

大量练习是不够的，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练

习，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应该先关注浓

争，并且展示开拓性的创新。

口感会更佳厚重、风味更强烈，甜度也更高。

合理有效的时间管理

★把控力：我希望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竞

降低到室温后，不需要调解研磨度就可以得到较
细的研磨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豆温降到室温

经充分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深入接触咖啡之前，我曾

是一名长跑和耐力跑选手，完成过法国140公里
24小时拉力赛，德国祖格峰72公里耐力赛，日
本富士山82公里耐力赛，还有瑞士艾尔格峰101

缩和浓缩方案，最后再考虑流程和演说，清晰有
判任何疑问，尽可能解释所有的问题。
设定一个目标

设定明确的目标至关重要，请在你备赛开始

之前就找好目标，因为在备赛过程中会有无数挫
折和动摇放弃的瞬间，我自己就是这样，遇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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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提高工作流程效率，就像你在比赛中那

样，先用预磨咖啡粉洗几次冲煮头，记得始终保
持一样的冲洗次数，调整粉量，用心领悟研磨度

的调整，利用准备时间的最后30秒到一分钟，放
松一下，深呼吸。
享受过程

咖啡师竞技的备赛过程会充满紧张、疲惫、

挫败和焦虑，学会享受这个过程，寻找乐趣，尽
可能放声大笑，和队友们一起工作，不断分享经
验，让它成为重要的人生经历。你们有可能共同
成长，这一点是我当时所忽略的，我至今为此感
到遗憾，所以，务必享受你的备赛和比赛过程。
相信你自己

参赛者是最终做决定和承担责任的人，可

以向你的队友请教有价值的意见，但请自己做决
定，并且相信自己。

不断构思，持续思考

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围着机器工作，你可以

也有必要构思动作流程和演讲内容，在脑海中想
象如何工作。
几次痛苦的瞬间，但即使在舞台上从第一轮通关
到最后决赛，我的目标让我保持专注，面对困境
的挑战，依然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组建一支强大的团队

作为一名咖啡师，你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办法

独立做所有的事情，备赛过程中，务必和团队讨
论你的进展，尤其是自己的想法，听取他们的意
见和反馈，并融入到自己的训练中，拜托你的团
队对自己尽可能严苛！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团队中最好有一位知道如何赢得比赛的队员。
保持好奇心并大胆尝试

不要假装你知道一切，千万不要停止探索的

脚步：疯狂地尝试萃取，你可以从基础传统的方
式开始，逐渐大胆突破，例如尝试最少量的粉，
也要试试最大量的粉；实验不同的萃取时间，
从短于正常时间到长于正常时间；品尝每一次

出品，寻找每一次萃取的可取之处。备赛过程中

准确，所以必须要不断练习，持续提高咖啡师技
能，以实现稳定和有效的工作。
工作流程的严谨和规范

工作流程和台面管理是咖啡师比赛中职业素

养考量的一部分，在团队中找一位技术评审，或
者请一位国家技术评审根据规则检查你的流程和
技巧。

演说不要长篇大论

吸引感官评审，但不要长篇大论。参加咖啡

师大赛不是让你在舞台上自吹自擂，而是为你的
感官评委尽可能制作好喝的咖啡，要知道，感官
评委那时也会很紧张，你需要留给他们足够的时
间记录、品尝和评分，让他们感到平和，观察他
们非语言性的反应，在合适的时间讲合适的话，
不要偏离脚本。

训练时间的设定

给1小时30分钟的训练时间设定清晰的战

不要急于做出完美的浓缩，要记得，你只需要把

略，整合工作流程，给每一位团队成员明确的任

那一刻做准备。大胆探索，勇敢尝试，甚至为之

试做所有3种饮品，确保有人为你的浓缩计时，

完美的一杯留在舞台上，而所有的实验都是为了
疯狂，不断创新，切勿抄袭，这样才能找到提高
你自己咖啡风味的方法，你可以尝试其他人的做
法，但是一定要寻找自己的方式。
提高基本咖啡师技能

即使在我赢得全国咖啡师冠军之后的一段

时间，我的粉量、布粉和压粉技术还不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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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真正比赛之前，保持训练时间内不断练习，
有人为你的配方、摆放和描述做笔记。
特色饮品的设计

寻求平衡，而非简单地增强已存在的风味。
进行赛前准备的演练

清晰明确的15分钟准备流程非常重要，

一些咖啡师将准备时间称之为“比赛的头15分

咖啡对我来说是奇妙的，我的世界咖啡师大

赛之旅也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它让我可以激
励别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激励。

我也希望热爱咖啡的你，最终找到你的目

标，做你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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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访谈：Emi Fukahori

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INTERVIEW WITH WORLD BREWERS CUP CHAMPION 2018
你好，Emi，你来自哪里？曾在哪里生活过？

我出生并成长在日本的福冈，18岁那年我

俄比亚咖啡。

当时的我并不专业，仍旧搞不清为什么咖

去了英国伦敦学习英语，2008年我来到了瑞士

啡能是草莓味的，后来她建议我深入学习咖啡知

了瑞士的苏黎世。

工作室不断地练习、练习、练习，一切从零开

洛桑学习酒店和旅游管理，2010年最终定居在
你今年多大？如何进入咖啡行业的？
我今年31岁，10月份就满32岁了。

我妈妈非常擅长烹饪，这让我开始喜欢品尝

不同的味道，每逢周末，我们全家人会进城下馆
子，而我每次都非常兴奋。

自从在苏黎世从事旅游行业之后，我一直喜

欢和朋友们一起探索新的味觉体验，他们中很多人

都是专家，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邂逅了咖啡，并
陆续结识到了很多咖啡爱好者包括我的人生伴侣

始，这样一直持续了六个月，那是我这辈子最美

位给我带来动力和灵感的伙伴。

好的时光之一。

2015年，我开始参加比赛，并先后参加了

2015和2016年的咖啡师大赛，以及2017和2018
年的咖啡冲煮大赛，每场比赛都让我学习到了更
多的知识，让我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咖啡。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职责是什么？

2016年开始，我与Mathieu一起经营位于

和理论方面给予我很多指导，我非常敬仰他。

Miki Suzuki — 2届WBC总决赛选手，我非常

敬佩她对于咖啡和比赛那种真诚的坦度，很棒的
一个人！

在多年参赛之后，赢得WBrC世界冠军头

MAME的工作职责包括咖啡师、咖啡培训师，以

衔，我有些受宠若惊。

现代精品咖啡冲泡的关键在于练习，你多久

烘焙工作室，并观看了2014年瑞士咖啡师大赛

练习一次？一天练习多少小时？

完全颠覆了我对咖啡的认识，她告诉我，咖啡喝

喜欢为客人冲泡咖啡，但咖啡的萃取和冲泡需要不

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那是一款日晒埃塞

因此只能不断地练习；在我为比赛做准备时，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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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su Kasuya — 2016年WBrC冠军，他在我

参加WBrC比赛时担任教练，尤其是在咖啡冲泡

衔，你感觉怎样？

及文件处理等一些其他工作。

起来是草莓味的，我尝试以后，发现的确有草莓

Mathieu Thies — 我很高兴能够找到这样一

苏黎世的MAME，我们目前已经拥有2家咖啡

好的社交方式，同时带给人美好的感官体验。

冠军Nina Rimpl的赛前彩排。她出品的卡布奇诺

Nina Rimpl — 没有她我是不会进入咖啡行

业的。

厅了，并且很快会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豆。我在

2014年，我和几位咖啡朋友参观了当地的

你的导师/偶像是谁？

识，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每天下班后都跑到烘焙

和商业伙伴，以及曾于2018和2019年连续2年进入

WBC总决赛的Mathieu Theis，咖啡的确是一种非常

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在练习，每天5-8小时。

工作时间，在咖啡厅担任咖啡师工作，我很

断练习和分析，要去观察萃取咖啡时发生的变化，

首先我想表示感谢，对于赢得世界冠军头
非常感谢咖啡能给我带来如此多美妙的邂

逅，让我有机会认识到全世界如此多的人，希望
能将这份动力和灵感传递给更多咖啡师。
你遇到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也是最有趣的一个，就是经营

我们的咖啡厅MAME。咖啡厅开业是我经历过最
激动人心的时刻，而咖啡厅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我

程，有些时候你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你将收获快
乐，对新鲜事物不要抱有偏见，要勇于尝试。

在赛前你都做了哪些心理准备？比赛前的最

后一小时一定很紧张吧？

行业信息，努力寻找从他人那里学习的机会，我
非常期待与中国从业者更多地交换知识、品尝高
品质咖啡！

是的，感觉紧张很正常，我已经习惯了那种

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选手必须经过严格训练，
才不会在赛前慌张，训练会让你变得强大！

你经常去海外出差或旅行吗？你最喜欢的国

目前遇到过的最大挑战！

你现在有何打算？会继续参加咖啡冲煮比赛吗？

我们的MAME即将开始自家烘焙，这让我非

常兴奋，而且我们计划从认识的咖啡生产者手中
购买咖啡，例如来自巴西的Daterra种植园，这让

我们尽可能多地进行杯测，并能亲自设计MAME

家或城市是哪座？

每次出门我都非常兴奋，最喜欢的旅行城市

之一是中国的古都西安，我很喜欢那里的历史和
充满活力的咖啡爱好者，当然还有上海，在那里
能见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咖啡专家和爱好者。
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从业经历是什么？

我认为是人，咖啡将来自不同地区、拥有

的服务和产品，这将非常有趣。

不同责任和兴趣的人联系在一起，每次与他人相

舞台上，但我仍会以一名选手的心态去学习，

益；从豆子到杯子，咖啡正在不断创新，我每天

我不认为自己会再次站在咖啡冲煮大赛的

因此我可能会以其他方式，例如以培训师或辅
助者的角色，参与到比赛中，对此我将保持开
放的心态。

对于其他咖啡师有何建议？

要有一颗开放的胸怀，去享受学习咖啡的过

遇，交换有关咖啡的兴趣和想法，我都能从中获
都非常期待了解行业的最新动向。

对于中国新入行的从业者，你有什么想说的？

中国正在成为最令人兴奋的咖啡国度之一，

从豆子到杯子，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有趣。我想
对中国的咖啡人说，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全球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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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hina Latte Art Champion

Interview: Liu Qiang
2019中国咖啡拉花大赛
冠军专访：刘强
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你来自哪里？都在哪里居住过？

我是黑龙江人，目前在北京工作，居住在

北京。

你今年多大了，是如何进入咖啡行业的？请

向我们作一个简单介绍。

我生于1993年的，今年26岁，2008年为了

买一部手机而出来工作，很幸运地接触了咖啡，
一做就是10年！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你的职务是？

2014年，我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创办叁拾而

立烘焙学院，主营咖啡和西点蛋糕培训，目前也
在线上开了淘宝店。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确切地感觉是最大挑战

的事情，对我来讲，坚持每天进步就是最大的
挑战。

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于未来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不管是生活还

是工作，未来我还会再比世界拉花艺术大赛，我
也会尝试去比拉花以外的赛事，我也会拥有属于
自己理想中的咖啡店。我觉得保持一个积极向上
谦虚学习的心态就好，随心而行！

对于其他咖啡师，你有何建议？

喜欢当下你做的事情，多参加相关的活动，

你认为WLAC关键在练习，那么你多久练习

去认识更多优秀的人，圈子很重要！

练习必不可少，但是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才

最后时刻一定很紧张。

一次？每天练习多长时间？

可以更有效果，我每天都会练习，而且会把练习

在比赛前你都做了哪些心理准备？比赛前的
比赛期间的身体状态很重要，所以比赛前7

分为两个部分：流程和单图练习，每天走6次流

- 15天可以加大训练量，距离比赛7天的时候就

然后找不同之处，第二天继续改进；我每天练习

调整的时间；至于紧张，我想谁站在那里都会紧

程，单图每个5双，也就是10杯放在一起拍照，
3 - 6个小时。

你有没有导师或偶像？

在2019 CLAC这一次比赛中，Irvine（郭修

乐）和程昱嘉（小艾）他们两位帮助我很多，身
边的朋友们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很感谢
他们，在咖啡行业里太多偶像值得我去学习。

在参加过多届比赛后，赢得2019年CLAC中

国咖啡拉花大赛冠军，你感觉如何？

这是我第三年参加CLAC，这次能夺冠，我

感到很开心，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开心的

要减小训练，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给身体一个
张，所以我不去理它，当你专注于你的咖啡制作
时，紧张就会消失了！

你经常去海外吗？你最喜欢的地方是？

我去过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和马来

西亚，这些地方我都很喜欢。

从业经历中，哪些方面给你的激励越大？

应该还是比赛赢得冠军吧，我算是一个对自

己没自信的人，所以夺冠可以让我对自己自信一
点，对自己的激励和鼓励也很大！

对于那些刚刚进入中国咖啡行业的新手，你

是，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荣誉！幸运的是，身

想说些什么？

我的身上。

去探索，去发现！谢谢！

边那么多像我一样努力的人，而这个冠军落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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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加油，咖啡有很多有趣的地方等着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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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刮起的奶盖风到内地，大约在2007

年，“舞茶道”、“快乐柠檬”等品牌以此推出

200g植脂奶油；

饮品；随着“贡茶”进驻内地，带来了一系列奶

在表面；

盖茶，2013年以后，奶盖开始大受追捧。

随着市场的升温，内地品牌喜茶、满记甜

品、黑泷堂、古茗等相继“翻新”奶盖饮品，引
来众多顾客排队打卡，更使得奶盖爆火。

2017年，Jenny Zheng将奶盖茶带回美国，

这种茶口感前所未有，所以喝过的外国人也会叫
它Fluﬀy Tea绵密奶茶。不少人觉得芝士和茶的搭

一篇文章读懂

奶
“盖茶
”

Creamy Top Milk Tea

Cafe Culture 新媒体运营

配难以想象，非常奇怪，也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
冲进店里，拿起奶盖茶合照。

“来自中国的芝士茶潮流席卷纽约”

多品牌选择奶盖粉来制作奶盖，成本更低、操作
简单、味道更足，且有原味奶盖粉、芝士味奶盖
粉等多种风味的选择。

影响和启发，有一些店家尝试在奶茶顶部加入奶
沫，名称不一，比如：奶沫、奶泡、奶花等，饮
品多称为某茶拿铁、某茶卡布奇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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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垂直搅拌30秒；

★倒入4L量杯中，加盖冷藏。

奶盖的演变

消费者不会忠于某个品牌或口味，新鲜味

变、奶盖也善变。芝士奶盖是奶盖中最经典的一
等品牌带领下，有着一层厚实绵密的奶盖茶成为
众人追捧的饮品。
低脂奶盖

然而，芝士奶盖热量较高、喝起来容易

第三种分类，按原料：植物淡奶油和动物淡

奶盖，“低脂奶盖”中牛奶、淡奶油的脂肪含量

茶基本上都是咸奶盖，一点点基本上是甜奶盖。

奶油，植物淡奶油比动物淡奶油更好吃，动物淡
奶油口感更自然。

奶盖的制作方式

原味奶盖（咸奶盖）/ 甜奶盖

★ 鲜奶机中加入400ml味全冷藏牛乳、

350ml淡奶油和200g炼乳（甜奶盖使用）；

的奶盖适时出现了，浓郁的牛奶、芝士和甜甜的

时在台湾拉花咖啡正值盛时，受到咖啡拉花的

★将打蛋器手柄竖起垂直于液面，将搅拌

头完全浸没在液体里面；

腻，越来越多的品牌创新推出“低脂奶盖”，来

★然后用鲜奶机550转打3分钟（电动打蛋

奶盖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到2002年，当

★打至拉起3s内，成一条稳定的线。

第二种分类，按口感：甜奶盖和咸奶盖，贡

部的形式体现。年轻人并不以营养健康为饮茶的

奶盖的发展

打30s，如果还是太稀，则继续换1档打；

款，最开始流行的就是芝士奶盖，在喜茶、贡茶

第一种分类：添加奶盖粉与不加奶盖粉。很

★将300g甜味奶盖粉均匀撒在表面；

获了无数人的追捧喜爱。

★打开电动开关，先1档打4分钟，再换2档

细腻方面不及奶霜。

步骤：

糖能够中和平衡茶的苦涩。奶盖茶自上市以来收

★握住打蛋器手柄手动搅拌至均匀。

道总是轻易把人带走，所谓品牌善变、消费者善

奶盖通常厚度为2-3厘米，比较厚重，口感

原料：400ml味全冷藏牛乳、300g甜味奶盖

主要目的，茶的味道略带苦涩，因此，口感甜蜜

★称取80g芝士奶盖粉和5g玫瑰盐，均匀撒

奶盖的分类

粉、350ml淡奶油、200g炼乳（甜奶盖使用）。

对于奶盖我们并不陌生，通常以加在饮品顶

★然后倒入搅拌机料缸中，在料缸中加入

主打产品芝士抹茶等，在市场上火了一把；2010

年后，奶盖茶沉寂了两三年，很少出现新的奶盖

文_李美琪

芝士块，2档打至无颗粒状态；

★握住打蛋器手柄手动搅拌至均匀状态；
器1档打约4分钟）；

★打至拉起3秒内成一条稳定的线就算成功；

吸引更多追求较低热量奶盖的消费者。相比芝士
较低，口感较为清淡，做法是将淡奶油200g、

味全冷藏牛乳200ml搅打成绵密状态即可，或在
芝士奶盖的基础上将芝士省去。
水果奶盖

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加入新鲜水果或果酱，推出榴莲奶盖、草莓奶
盖、芒果奶盖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奶盖，即在原味
奶盖、芝士奶盖的基础上添加草莓、菠萝、火龙
果等想要的风味果酱一起搅打。

除了添加新鲜水果或果酱，坚果谷物也成

了奶盖的搭档，黑泷堂推出了芝
麻奶盖，或者是加入西点元素，
天御皇茶推出了提拉米苏奶盖。

或者是做出有创意的饮品

★倒入容器里，加盖冷藏即可。

呈现方式，不二茶铺将奶盖涂抹

原料：400ml味全冷藏牛乳、180g芝士块、

列”、以在奶盖上显示占卜答案

芝士奶盖

200g植物奶油、80g芝士奶盖粉、5g玫瑰盐
步骤：

★沙冰机中加入400ml味全冷藏牛乳和180g

杯壁形成云朵状态的“朵朵系
而风靡的答案茶，无论是哪一个
当红品牌，背后必然有特色产品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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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Best Milk For Latte Frothing

什么牛奶适合出品拿铁奶泡

当

你研究专业咖啡冲煮的时候，你一定

质和乳糖等多种营养成分，它既不是植物基也不

来那么简单。

和益生菌组成的，同时它也是钙、钾和维生素D

会发现制作一杯好咖啡绝对没有看起

咖啡师在你点的卡布奇诺或拿铁上拉的那些

可爱的艺术图案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需要大
量的练习、超高的技巧和巨大的耐心。

为提高咖啡冲煮技术，你或许已经开始探索

更深层次的技术问题了，例如，什么牛奶更适合
打奶泡？

你可能认为牛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

而，牛奶的种类不仅对咖啡的味道，而且还对你
的身材都有很大的影响！

牛奶是什么？

你可能每天都会往咖啡里加一些牛奶，但你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牛奶到底是什么？

牛奶是哺乳动物为喂养婴儿而产生的液体，

牛奶含有可以降低患病风险的初乳，还富含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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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造的，基本上，牛奶是由蛋白质、脂肪、糖
的重要来源。

奶泡是怎么来的

帮助形成奶泡的牛奶重要成分之一是脂肪，

使用什么牛奶取决于你希望产生什么类型的奶泡。

如果你喜欢绵密的奶泡，你需要选择接近全

脂类的牛奶，而低脂或脱脂牛奶制作出的奶泡更加
单薄；脂肪含量和温度相互作用下生成了奶泡。

想要打发出完美的奶泡，你需要把牛奶加热

到65℃，这样牛奶中的空气就可以托住气泡，在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你的咖啡鉴赏家朋友谈

论起“奶泡”这个时髦说法时，你应当知道，他
们描述的其实是被困在牛奶中的空气。

气体均匀分散到液体后被称为气泡或泡沫，

气泡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丝滑口感的气泡直径

小于30微米，更大的气泡会更有颗粒感；寻找
适合打奶泡的牛奶，你需要了解牛奶的黏度或厚
度，这决定了固体穿透液体需要的力量！

打奶泡的技巧是不要过度搅动，尽量让奶泡

的均匀度恰到好处，气泡尽量小。

牛奶和蒸汽

当水蒸气和空气挤进牛奶中时，蒸汽就形成

这个过程中，测试温度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加热牛

了，这通常是由意式咖啡机上的蒸汽棒完成的，

度过低时，说明低于你的体温；如果你已经无法

如果仅注入空气而没有足够加热，奶泡只会持续

奶时握住奶缸！目标温度应是接近你的体温，温
握住奶缸了，这意味着牛奶已经被过度加热了，
这样产生的奶泡不会持续很久。

它通过加热牛奶并向其注入空气而形成奶泡，但
几秒钟，且很快就消失了。

加热和蒸汽的实际作用是让牛奶的蛋白质展

开，蛋白质刚开始是一个个小球体，随着温度升

使用冷牛奶

意味着一端吸水，而另外一端排斥水。

在牛奶中注入空气并加热之前，低温可以让

高不断增加，牛奶中的蛋白质链是两极性的，这
牛奶主要是由水组成的，当其中的蛋白质展

开过程开始时，蛋白质链两端露出来，一端附着
在水上，另一端隐藏在气泡中远离水，这就是气
泡保持完整的方式。

时间是把控奶泡细腻程度的关键。

微泡沫

你的咖啡鉴赏家朋友可能会用到的另外一个

高级词汇是“微泡沫”。

这是咖啡师在卡布奇诺或者拿铁上制作美丽

图案所需要的高质量的泡沫，这种奶泡充满了非常
小的气泡，小到你根本看不见，但当你喝一口的时
候，你的味蕾会感到一种天鹅绒般的光滑质感。

如果你找到了制作天鹅绒般质感奶泡的牛

奶，那么你就能更好的融合浓缩咖啡和奶沫，继
而不会出现粗硬的奶泡浮在表面，而清淡的牛奶
沉在下面的分层现象。

奶泡打发练习

奶泡打发练习并熟练到一定程度后，你可以

使用任何一种牛奶制作奶泡，只要掌握好所需的
时间即可；想要获得好的打发效果，我们建议使
用高温杀菌脱脂或全脂牛奶。
★奶泡打发前的清洁工作

如果你使用的是全自动浓缩咖啡机，请确保

在奶泡打发开始前，务必使用它的自动清洗功能，
如果你不这样做，最后制作出来的咖啡味道很可能
会有点怪怪的。当蒸汽通过机器各个部件时，需要

奶泡制作的终极秘密是 使用温度较低的牛奶。

牛奶原子结合的更加紧密，而蒸汽作用下产生的
漩涡让原子之间产生足够的摩擦力，从而形成神
奇的微泡沫。

★使用适量的牛奶

你可以使用最好的牛奶打奶泡，但是如果在

奶缸里放了太多的量，你会破坏牛奶产生气泡的
能力；半缸是比较理想的奶量，比较容易产生一
致的奶泡。

★不要过度加热牛奶

个人喜好虽然很重要，但牛奶加热不要超过

70℃，牛奶越热，产生的气泡就越少，如果你
没有使用温度计，当你手握奶缸已经感到不舒服
时，请停止加热。

挑选适合奶泡打发的牛奶：牛奶
类型对比

当你挑选适合打发奶泡的牛奶时，你需要观

察打发过程中产生的气泡，才能得出相关结论；
你还需要比较每种牛奶所产生奶泡的持续时间，
以及奶泡的顺滑度和柔软度，也叫微泡沫稠度。

牛奶的类型由脂肪含量决定，脂肪被祛除的

过程就是脱脂的过程，牛奶类型的名字跟脂肪含

量祛除的百分比相关，比如1%或2%。高温消毒

全职牛奶的脂肪含量通常超过3%，为了达到更
好的拉花效果，我们推荐雀巢专业奶。
★全脂高温杀毒牛奶

如果你喜欢绵密的奶泡，全脂高温消毒奶就

确保之前打发奶泡后产生的蒸汽或牛奶残渣都被清

是打发奶泡比较好的选择，而且打发出来的奶泡

前，务必清洁你的浓缩咖啡机打奶棒。

更好的掌控打发过程，产生更有质感的奶泡，特

除掉了，作为咖啡专业人士，请保证每做一杯拿铁

会更加持久。全脂牛奶很容易产生气泡，能让你

别当你刚开始学习在家煮咖啡时，这类型的牛奶
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脱脂牛奶

如果你喜欢好的泡沫，同时想要更少的脂肪

含量，脱脂牛奶就是不二选择。

脱脂牛奶的奶泡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质

地相对粗糙，颜色有少许暗淡，但对于制作奶咖
来说，仍然是不错的搭配。

★豆奶、燕麦奶和其它植物奶替代品

牛奶替代品也能产生气泡，但泡沫体积更

大，且很快便会消失；植物奶虽然也可以达到一
定目的，但效果并不理想，气泡越小，奶泡成形
时间越长，牛奶倒在浓缩咖啡上时，小奶泡使得
流速相对较快，植物奶制作冷饮尚可，制作热饮
则需要咖啡师专门的训练。
★适合打发的牛奶

什么牛奶适合打发咖啡拿铁奶泡？答案取决

于顾客的个人口味！

通常推荐的牛奶包括高温加热全脂或脱脂牛

奶，但是，归根到底几乎所有的类型都可以产生
气泡，只是质感不同罢了。

在过去四年的LAS拉花大赛中，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一如既往地信任雀巢专业系列高温灭
菌牛奶，在品质和拿铁艺术牛奶打发方面，它
都有卓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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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的工作流
文_Shae Macnamara

Expat. Roasters 创始人、首席咖啡师

34

在

思考咖啡厅的“工作流”这个话题

自动水粉比例技术的La Marzocco PB咖啡机）。

的角色将更加类似品酒师，他们不必再将注意力

化以及工作流在我入行19年以来发生

★ 将牛奶从冰箱中取出，打开盒盖，倒入

对设备进行校准，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顾客身

时，我不由地想到咖啡厅的场景、文

打发牛奶

的巨大变化，工作流与消费体验关系紧密，这一

奶缸，目测牛奶的用量，开始牛奶打发前，先释

咖啡厅工作流的设计应当以顾客为核心，

丝滑，细微气泡平均分布，温度合适，打发完成

点不容置疑。

因为说到底，为顾客制作咖啡是咖啡厅服务的核
心，咖啡师通过一杯咖啡，就能够帮助顾客改善
一天的心情。

工作流管理的目的是打造有效、高效的运行

体系，最高效地为顾客制作出他们想要的咖啡，
但达成这一目标并不仅仅关乎咖啡制作的速度，
更关乎高标准的体系维护和品质的稳定，这让我

放蒸汽棒中残留的水，然后将牛奶打发至细腻、
后，清洁蒸汽棒，用抹布擦净，最后将奶缸轻磕

重复性手工工作而操劳。

同时，我也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

按下按钮，牛奶可保持温度恒定，奶泡量精准

咖啡师与顾客之间的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并达

（例如Uber Milk），咖啡萃取及牛奶打发完成
后，你便可以展示艺术感十足的拉花技巧了。

们就可以打造更好的工作流，新的技术已经能为
成手工无法达到的高效和稳定？

不管怎样，我个人相信行业正在不断革新，

总的来讲，自动化不仅提高了精准度和稳定

我们也正在不断学习市场和行业的新潮流，只有

定，有了自动化磨豆机、压粉器、牛奶打发器，

长，并与员工一起为顾客打造更好的产品和服

从顾客走进咖啡厅，点餐到咖啡师制作的这

我敢说工作流的时间大幅缩短了，咖啡师可以将

上App点餐和支付，咖啡的制作过程也随着技术

间来对咖啡进行学习和钻研，而非每天为沉重的

忘记制作咖啡的艺术？亦或利用自动化设备，我

★ 用自动牛奶分装器，将奶缸放在下面后

性，还能节省大量的时间，让咖啡的出品保持稳

一过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你不仅可以通过线

上，这样一来，专业的咖啡师们还能有更多的时

几下，去除表面的大泡。

想到咖啡厅的自动化问题，咖啡设备技术的革新
是否会打造出不一样的消费体验呢？

放在咖啡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面，只需每天定时

更多精力放在顾客服务上。或许在未来，咖啡师

这样，作为一名咖啡厅经营者的我才能不断成

务，无论运用的自动化技术的程度多少，我们都
将为咖啡厅设计和打造最优的工作流！

和工艺的不断创新逐渐实现了自动化。从磨豆机
到牛奶打发，自动化无处不在，虽然全自动咖啡
机和“从豆子到杯子”的理念如今已在大多数精
品咖啡厅广泛传播，但许多人仍是割舍不了吧台
上的那台意式浓缩咖啡机，而即便是意式浓缩咖
啡机，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也正在普及。

下面我针对咖啡制作流程中的各个环节，为

大家提供了两种选择，前一种是我们大多数人使
用的传统方法，后一种则可以运用高科技来提高
工作流效率。

磨豆

★ 用电子秤来为每一杯咖啡的分量称重，

不断调整手柄中的粉重直至达到理想值；

★ 用内置电子秤的磨豆机，每次定量出粉

（例如Mythos2）。

压粉（在拨粉之后）

★ 用符合滤碗口径的粉锤，用垂直向下、

稳定的压力压粉；

★ 将手柄直接放入自动压粉器（例如

PUQpress）。

萃取

★ 杯子下面放上电子秤，先清零，将手柄

扣入咖啡机，按下出水按钮，为咖啡出杯量计
重，直至达到理想值；

★ 用内置电子秤的咖啡机，只需扣入手

柄，按下已经提前预设好的出水按钮（例如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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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Cafe’s Operation
is Not a Small Thing
小店经营，小事不小
文_李德伟

发现生活咖啡馆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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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担当，我们店里甚至会有顾客在喝完咖啡后，

后，我陆续通过微信结识了许多新朋

咖啡，可见吧台对于一间咖啡店有多么的重要！

版第18期上发表了自己开店的感想

友，有的是已经开店的，也有打算开店的，大家
对于开咖啡店，彼此交流了很多各自的经验和体
会，收获颇丰。

做好咖啡和开好咖啡店并不是一回事儿，

直接买走吧台上的咖啡器具，回家自己学着冲泡
千万不要把精力放在画蛇添足的装修或盲目增加
台位数量，而忽视吧台的重要性。

出品比新品重要

开店后还会遇到哪些难题呢？想必很多咖啡

开店说到底还是一门生意，有些正在打算开店的

店主都有如何推“新品”的困惑。似乎大家形成

店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关于这一点，大概是因为

引顾客消费。定期或不定期更新菜单上的饮品是

朋友，因为之前没有开店经验，所以也会问到开
自己曾经走过不少的弯路吧，还真有一些心得体
会希望能和读者们分享。对于计划开咖啡店的朋
友，我个人最主要的建议就是，不主张单店面积
过大，初创咖啡店适宜从小店开始做，关于这一

点，我在第18期的文章中已有详尽的描述，在此
不再赘述，下面我另挑选了三个问题，进一步谈
谈个人观点：

吧台比台位重要

开小店的优势是投入少、成本低，容易存

活，但劣势是面积小，需要在装修方面精心设
计。小店的空间规划难以游刃有余，究竟是把

吧台做大一些？还是多增加台位数量？这两个问
题是小店最容易遇到的两难选择。我的个人观点

了这样一种认识：咖啡店要经常推出新品才能吸
必要的，问题在于更新的频率和更新方法，对于
一间小店，太过于频繁的更新品种，不仅不会带

饮品店。新人开店往往会觉得台位少会影响生

意，害怕顾客来了没地方坐，其实一般咖啡店的
上座率并不会太高，况且小店引客不是靠空间取
胜，在吧台区和堂食区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点并不困难。

我们的新店实用面积大概只有四十多平方

米，吧台区就占了三分之一多，加上操作间基本
占了整个店的一半面积，即便如此，使用起来仍
然会感觉到吧台区的操作空间并不宽裕，即便如
此，比起我们的老店，新店的吧台已经宽敞太多
了。对于顾客来说，他们还是很喜欢坐在吧台旁
边的高凳上，一边亲眼看着咖啡制作，一边提出

明，除了香草、焦糖等两三种糖浆使用率比较高
的以外，其它风味拿铁点单率并不高，很多糖浆
最后都白白浪费掉。现在还有一种趋势，所谓的
“推新品”，不仅要好喝，还要有高颜值，甚至
有的店把一杯咖啡装饰得像节日蛋糕，实际上这
种“新品”的消费诉求，更多的是满足顾客拍照
晒图的需求。

我们在开店早期，咖啡点单率很低，所以我

持久，后来我们将精力放在提升咖啡品质上，开始

焙，中间可以做的文章太多了，对于初涉自家烘焙
的小店，究竟如何做才是正确选择呢？

就我们这个城市，以及我们这个店的具

味的咖啡，所以我们店里的浅烘焙的咖啡都卖
了咖啡豆的产地、品种、风味等要素上，烘焙
师通过降低烘焙度来寻找一支咖啡豆的花果调
性，捕捉雅致的果酸和余韵，然而，普通顾客
判断咖啡好坏的标准却和专业人士不一样，尤
其是那些每天都要喝上一杯咖啡的顾客，咖啡
因可能才是他们的刚需。相比起拥有花果调性
的咖啡，我们的顾客更喜欢醇厚、均衡、干净
的咖啡，简言之，顾客更在乎的可能是咖啡的
“口感”，其次才是“风味”，我们烘焙咖啡
时也会重视顾客的这些偏好。

当然，每家咖啡店的客户群偏好都是不一

案，要根据自己咖啡店的客群特点来选择不同的

增加了咖啡的点单率，由于咖啡豆都在赏味期，研
磨咖啡时的香气也成为最好的宣传手段，顾客常常
闻着咖啡香气不由自主的进店消费。虽然增加了萃
取咖啡时的粉量，但由于是自己烘焙咖啡豆，实际
上咖啡品质提升的同时，成本反而比过去采购别人
的咖啡豆要低。通过不断的琢磨配方，咖啡豆本身

的甜度和回甘都很好，现在很多顾客喝奶咖时都

因店而异，不同的咖啡店都应该去寻找自己的答
咖啡烘焙风格，而不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主观偏
好来替顾客做出决定。我们曾卖过国外烘焙大赛
冠军的咖啡豆，但事实上，卖得并不好，因为烘
焙度太浅，多数顾客都不能接受，甚至有些顾客
误以为我们卖的是变质咖啡，在我看来，能够被
绝大多数顾客喜欢的咖啡才是一杯好咖啡。

创办一间咖啡店，以及在日后的经营中，

不再要求放糖，店里用的风味糖浆目前只保留了两

其实会遇到许多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是

用量，由于咖啡豆的品质提升，糖包和糖浆的消耗

人的体会和观点。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家咖啡店

种，就连过去消耗量比较大的白糖包现在也减少了
反而下降了。

对于面积比较大的综合性咖啡店，菜单上自

不大的小店，既然开的是咖啡店，顾客进店最主

毫不夸张地说，吧台是一间咖啡店的灵魂所

到新鲜烘焙。然而，一支咖啡豆从浅烘焙到深烘

与牛奶的配比。事实证明，通过提升咖啡品质确实

碗，增加了单份意式浓缩的粉量，不断的调整咖啡

浓厚兴趣，经常会有顾客说：“你们店好像科学

在，很多小店里，漂亮的吧台才是整个店面的颜

识，大家都在将咖啡的卖点从过去的现磨咖啡提升

样的，不同地区也会有很大差异性，这个问题要

然需要有丰富的品项提供给顾客，除了咖啡，还

实验室。”

咖啡，驱动力来自于，提升咖啡品质成为了行业共

常新鲜的；此外，我们放弃单份粉碗，改用双份粉

各种问题，喝咖啡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吧台
上摆放的各种设备和器具，也常常会引起顾客的

的特点，创造个性鲜明的咖啡风味。选择自家烘焙

得不好。现在咖啡业内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在

自己学习咖啡烘焙，以保障每天供应的咖啡都是非

让顾客体会不到精品咖啡店的感觉，更像一个小

近两年，很多咖啡店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豆，

自家烘焙咖啡店优势有很多，可以根据自己客户群

那个时候我们有许多风味的拿铁咖啡，但事实证

店里单是各种风味糖浆几乎就摆满了整个吧台，

动的窗口，同是也是保障高效出品不可或缺的条
么在不起眼的角落，要么非常狭小，这种小店会

口感比风味重要

体情况而言，大多数顾客并不太喜欢有“酸”

们推出了很多饮品来提高营业额，但这种状况并不

件，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小咖啡店，吧台要

质的提升。

来效益，反而会导致成本增加。开店初期，我们

是，小店应该优先满足吧台功能需要。对于一间
独立咖啡店，吧台既是展示店面形象及与顾客互

品上，不要一味地花心思推新品，而忽视饮品品

要有其它饮品，甚至轻食等等；但对于一间面积

选了三个自己觉得还比较重要的问题，聊一聊个
的经验是可以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的，开店过程
中犯一些错误、走一些弯路，有时候是在所难免
的，如果没有这些教训的积累，也很难让我们学
到更多，走得更远。

希望这篇文章对于正在筹备开店的朋友，尤

要的当然要喝咖啡，要么奶咖，要么黑咖，再搭

其是新入咖啡行业的朋友，有一些参考意义！

以满足顾客的需要。所以，小店要把精力放在出

作者联系方式：手机/微信号 18903731518

配一些其它不含咖啡因的饮品和甜点，就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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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 Everyone Who Loves Coffee be Filled with Happiness in Heart

愿每一个热爱咖啡的你，内心充满美好

文_Angel

JE T’AIME 爱德慕精品咖啡空间

I, 大家好！我叫Angel, 曾经的我是一名

H

识。我一直都觉得咖啡是有文化和内涵的，虽然

啡。不需要你很懂咖啡，也不需要冲煮的繁杂

资，每天踩着高跟，穿着体面，穿梭于

的饮品，并且喝精品咖啡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但

咖啡店消费，价格优惠很多。

受到了职场人士的不易，而每天的自己，也都是早

有一天会像精品茶一样，随着人们的认知和习惯

的放松和愉悦，我已经喜欢也离不开有咖啡的日

随着自己对精品咖啡的不断研究，同时内

现磨、现包装，除了精品咖啡、咖啡豆和挂耳咖

职场白领，日常的工作内容是帮企业融

各大CBD的公司，见证了企业的压力，也深深的感
出晚归，没有周末，没有生活。

某一天下午，我喝着咖啡，不知道为什么突

身边的大部分人群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提神醒脑
内心之中，我深深种下了一个种子：精品咖啡总
的改变，成为每日的必须品。

然顿悟了，咖啡带给我如此放松，如此美好的感

心也很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分享给身边的朋

许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份轻松和美好，于是，我提

2018年一整年，我一共成功举办了几十场咖啡

受，为什么我不可以传递给身边的人们，他们或
出了离职，并开始学习咖啡和参加各种咖啡专业
培训，一个月后，我的咖啡生意正式启动。

那时候的我，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

精品咖啡，对于经营咖啡馆也一无所知，只是纯
粹的喜欢咖啡带给我的感觉，喜欢咖啡厅的那种
调性，以及喜欢在咖啡厅喝着咖啡时，那种放松
的心情。很多时候，人都是凭着一时的心情在做
一件事，就好像很多女孩，都说自己有个开咖啡
厅的梦想，但真正去做了这件事之后，发现梦想
很美，而现实很残酷，比如你需要为每个月的经

友们，我心生了创办精品咖啡品鉴会的想法。

品鉴会，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我陆续收到
一些公司的邀请去我给她们办品鉴会，在这个过
程中我发现也有一些人们愿意去尝试单品咖啡，
所以我借机开始大力推出自家烘焙的挂耳咖啡

包，以满足那些刚刚接触单品咖啡，但还不太懂
得如何冲泡的初级粉丝们。

当你在这个领域，不断深入，不断专注地积

累下去，你会变得更加坚定，并得到一股力量继
续坚持自己加入这个行业的初心。

在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下，很多职场人

营状况担忧，需要想着今天的营业额从哪里来等

士在喝咖啡这件事上，更多的是追求高效和便

有关的一切事物，才得以不断的发展下去。

率，不论如何，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能明显感

等问题。我经常和朋友说，好在我是喜欢和咖啡
我的店开在厦门，这里的咖啡馆很多，竞

争压力十分激烈，处在了这样的环境之中，我自
然而然地开始边做边学，买了几十本关于咖啡的
书籍，开始研究精品咖啡，学习更专业的咖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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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抑或是仅仅为了提神，从而提高工作效
受到，喜欢喝单品咖啡的人群在日益增加，所
以这两年来我们也在大量地分享挂耳咖啡，其
初心就是让那些需要它的人，随身随地随刻，

只要有热水，就能即刻享受一杯现磨的好咖

程序，并且从价格层面上，挂耳咖啡包要比去
每天有精品咖啡的日子，让我的心情格外

子了。在爱德慕精品咖啡空间，我们坚持现烘、
啡，我们仍旧定期举办手冲咖啡体验沙龙。我的
初心是，让更多的职场人士，在忙碌的工作之

余，仍能亲手为自己冲一杯现磨咖啡，享受一份
惬意时光的同时，更是觉得自己是在生活，而非
生存。

咖啡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希

望自己能继续传递这份态度，让更多的朋友去体
会生活的美好！

As Summer Is Upon Us – What are the Hottest Coffee Trends?

夏日将至，哪些会成为咖啡最热流行趋势？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近

几个月，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曾走
访过众多中国一线城市，并且我们准
备与所有亲爱的杂志读者们分享我们

在走访各地咖啡厅过程中的所看、所知、所想，

柠糖浆的搭配超酷！你是否也有属于自己的咖啡
鸡尾酒呢？

自家烘焙&研磨

如今咖啡厅的经营范围是越来越广，他们

这是属于你们的中国咖啡产业，我们希望大家都

不仅要制作新鲜冲泡的咖啡，还得自己烘焙和研

下是我们总结出的六大咖啡流行趋势。

“自家烘焙”已经被视为是咖啡厅打造独特卖点

能从中获取到最重要的信息和最实用的建议，以

咖啡冷饮

从冰滴到冷萃，再到气泡、碳酸和氮气咖

啡，咖啡冷饮一定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风味体
验，今年你家附近的本地精品咖啡馆必将提供多
种多样的精品咖啡冷饮。咖啡冷饮可以是味道浓
郁的，同时还可能具有很强的健康功效，咖啡冷
饮的咖啡因含量通常比意式浓缩基底咖啡高2-3
倍，因此我们建议一天以不超过2-3杯为宜。

咖啡鸡尾酒

我们发现各地对于咖啡鸡尾酒的需求量正

在不断猛增，从经典的意式浓缩马提尼到各类最

新时尚单品，例如意式浓缩汤力水就在Instagram
上大红大紫了一番，意式浓缩咖啡、汤力水和青

磨咖啡，而非直接采购旧的或过期的咖啡，因此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自家烘焙如今愈发流行，其

植园信息、产地、海拔等“第四波”信息。
我们担心的问题是，那些没有标明任何信息的

所谓“单品（SOE）”咖啡是否真的是注重质
量的采购，抑或大多采购的还是便宜的SOE咖
啡？因太过便宜，是否有可能是拼配的或是低
级别的咖啡？

代奶产品的兴起

近些年，中国的一线城市正在广泛流行

成本更低，而且有众多非常实用的烘焙课程可供

“植物奶”，例如燕麦奶、豆奶、杏仁奶和椰

来的Roast Curves认证课程等可供选择，了解更

为更多人的健康选择，代奶产品可以很好地代

学习，例如由两届澳洲烘焙冠军James Craig带
多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符合商业道德、透明化的采购

这一点对于消费者来讲越来越重要，小规

模的烘焙企业正在与产地形成直接贸易关系，

奶等，这些“不含乳制品”的代奶产品正在成
替牛奶，用于制作拿铁、星冰乐、冰沙和其它
咖啡鸡尾酒等。

无因咖啡

曾几何时，喝咖啡只是为了提神，但如今，

“第四波”浪潮已经席卷中国精品咖啡馆，那

消费者正在改变消费观念，无因咖啡也正在快速

/杯”却不标明任何产地信息的咖啡馆早已落

需担心咖啡因副作用的完美选择！欲了解更多详

些只在菜单上写上“埃塞俄比亚咖啡，90元
后，现在有很多咖啡厅已经开始提供全套的包
括豆种、处理方式、杯测描述、烘焙风格、种

兴起，给人们带来了在享受咖啡香醇的同时，无
情，可查看参考瑞士水处理无因咖啡（Swiss Water
Process De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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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适区

我太爱吃甜品了！

2008年8月8日，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热火朝

天的开幕，我踏上了去新加坡的求学之路，带着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遐想，去更广阔的天地中丰

环境提高了咖啡爱好者的品鉴能力，推动了咖啡

因为每天喝太多咖啡了！是的，我全都喝掉了！

做一家位于写字楼大厅，面积在20平米以内的咖

据和风味变化，以至于那段时间我的睡眠很差，
在新加坡，人们每天对咖啡的需求量是非常

大的，尤其是位置在写字楼的店面，通常早上8

的身份加入了一家国际连锁咖啡企业，正式成为

续制作出品咖啡超过300杯！在这样的工作节奏

一名咖啡师。对于误打误撞的进入咖啡行业，我
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员工福利中的一条：每

天可以享受一份甜品和两杯咖啡！ 因为，我实
在是太爱吃甜品了！

可是，你知道吗，在成为一名咖啡师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拿铁和卡布奇诺的区别！还记得
刚入职第一天的咖啡基础知识培训课，我整堂课
都像听天书一样！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知道咖啡豆

点到11点是店面比较繁忙的时段，咖啡师需要连
下，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在繁忙时段独立出
品，正是这些经历巩固了我的咖啡技能，同时磨
练了我的意志力。

在店里工作的三年的时间，我系统地学习了

咖啡知识和连锁运营理念，这为后来的回国创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创业

2014年，在萌生了回国开咖啡店的想法之

的产地信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会被

后，我花了半年的时间走访各种咖啡馆，直到现

压粉萃取浓缩的动作，以形成肌肉记忆，那段时

天的胡同里冻到感冒的情形。对于走访的每家

牛奶蒸汽棒烫伤无数次，每天都不停地重复磨粉
间我的胳膊和手臂每天都非常的酸痛！要知道，

公司企业文化的第一句就是：Drink coﬀee！所以
培训期间，我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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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培训总监

几十份浓缩和各种奶咖，同时需要记录所有的数

富履历，开阔眼界,“发现不同，接受不同”。

21岁那一年，我顺利地毕业并以店长助理

文_Danielle Huang / 黄丹阳

在我还记得当时为了找一家咖啡店，在北京大冬
店，我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测算表格，尝试分析
客户结构和盈利模式。

国内独立咖啡店着实用精致的出品和温馨的

消费，但我一直对经营咖啡店有自己的设想：要
啡店。因为，当时在北京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型国
际咖啡连锁以外，专注做写字楼咖啡的本土咖啡

店可谓屈指可数。2015年，我们遇到了一拍即
合的伙伴，经过团队三年的努力，我们从一家店

开始逐步尝试，最后做到10家店，地域上从北
京扩展到天津，随后又到上海。现在看来，回国
创业的三年，也是我成长速度最快的三年，这期
间，我对中国的咖啡市场，尤其是在店面运营和
公司架构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让10家店活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每家店

活下来，没有任何捷径，唯有困知勉行，从选址

测算到设计施工，从吧台出品SOP到产品研发，
从员工培训考核再到品牌市场推广方案的制定，
站在宏观的角度去审视每个细节，每一部分的参
与都锻炼了我的商业综合评判力。

从业8年至今，我想分享给那些想要创业开

咖啡店的你们几个建议，很多事情离不开天时地
利人和以及团队的努力，如果你有更好的创业项

空间？永远不要低估客户的判断，他们可能通过

利亚、美国、英国和中国都已经深度开展业务。

很多咖啡店在很短的时间内盲目增加自己的产品

中的挑战，但是我有很强的对他人情绪和行为的

进而降低品牌的价值和顾客的忠实度。

店面运营经验，为何不把这些我拥有的能力和经

测算，这些运营数据一定牢记于心：成本、客流

起，为中国咖啡行业做一些事呢？

看你的菜单就会知道你是否对自己的产品自信，
种类，这会使得每个商品蕴含的消费价值减弱，
当你决定开店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做好详细

目，请不要轻易选择开咖啡馆，而一旦确定开咖
啡店，有些功课是必须要做的：

首先，你开店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简单来说“第一性原理”就是将事情缩减

至其根本实质。当你在考虑做一件事情甚是开一
家店的时候，需要先想清楚你的第一性原理，直
白地说就是，你开店是要干什么？赚钱？完成梦
想？甚至改变行业现状？解决社会问题？我一直

量、定位人群和客单价，一定要尽快实现正向现
金流，因为活下去是第一步！

“人”是咖啡馆最好的产品

用心对待每一位咖啡师，他们才会用心留住

每一位客人，公司再小也要有使命和愿景，作为
创始人更要不忘初心！

走出舒适区

我时常反问自己，我还能做什么？在一次与

坚信的理论就是：解决一个矛盾点是把事情做成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David和Tina的聊天中，

其次，选址和定位固然重要，但满足消费者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作为来自澳洲的国际

从一个店面运营者到媒体行业，我深知其

感知力，深知不同客户的需求，同时还有8年的

验结合起来，从提高行业实际技能的分享活动做
2019年2月，经过一番思考，我最终决定走

出舒适区，加入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陆续参与策划并实施

了雀巢杯LAS拉花对抗赛、WTBC精品茶叶冲煮
大赛、澳洲大师轻食课程、澳洲大师咖啡烘焙课
程、专业咖啡冲煮课程以及等一系列行业活动培
训和赛事，从中我看到了中国本土行业人士的优
势，同时也看到很多不足。

对于未来，我始终坚信市场教育和持续性培

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训的重要性，自己也很热衷帮助那些由于缺乏市

需求的关键，更多在于产品和服务。

专业咖啡媒体，经过15年的发展目前旗下拥有

平台，并期望能做得更好！

场，以自问自答形式审视自己，还有没有进步的

Golden Bean（世界最大的咖啡烘焙比赛）,在澳大

功的关键。

“打造客户峰值体验”就是站在顾客的立

了杂志、电子资讯、社交媒体、展会、培训、

场经验和行业信息的咖啡餐饮经营者搭建成功的
谢谢大家的阅读！期待与你们在更多的活动

中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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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David Edgar Lemi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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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海找一家好的咖啡馆并非难事，毕竟选择众多，很容易满足各
类需要和口味偏好，而且，如果你知道自己喜欢哪种咖啡，那么
对你来讲，问题应该是：你想去城市的哪个片区？

面对如此多的选择，不如跟我一起，来一场咖啡冒险吧！

自从来到上海，我去过98家不同的咖啡馆，这一数字每周都在不断增

长。或许寻找新去处是我个人的爱好，虽然新去处让人感觉时好时坏，但
如果我能在这里待更多时间，我肯定会每家咖啡馆都去一遍，可惜时间并
不允许我这样做，但每次去新的咖啡馆，我都会带上一两位咖啡专家，并

在咖啡厅品尝几种不同的咖啡。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每年在上海也在做
着同样的事情，其目的是发现这个城市中全部种类的咖啡馆，向人们讲述
上海咖啡行业的发展现状，同时令咖啡厅经营者们有机会彼此认识，从配

备咖啡机的面包房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咖啡馆，例如S. Engine、Moon、OPS
等，再到一些完全未知的咖啡厅，这是一段永不停歇的旅程。

我们的第一站会来到安福路，这条街道之所以令人兴奋，不仅仅是因

为这里优秀的咖啡厅众多，更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很多很棒的餐厅，这条街
为你提供了丰富的咖啡和美食选择，如果你正准备约会，听我的，一定要
到这条街上，因为在这里你能够找到最好的咖啡和美食，对此你一定会印
象深刻，甚至会再来一次。我们在Sunﬂour Bakery品尝到了非常棒的早餐，

然后又去了Moon Coﬀee品尝了优质咖啡，我不断光顾这里，每一次都能找
到新的去处。

我无法把我们在这个城市到访过的所有咖啡馆一一告诉你，因为数

量太多了，但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我最喜欢的。Area 31令我印象非常深

刻，咖啡厅设计现代感十足，菜单简洁明了，每一名咖啡师的态度都非

常热情，营造的氛围非常好；另一个我经常去的咖啡馆不大，名叫hidden
track，你很容易错过这里，但一旦去过，你就会发现这家咖啡馆的迷人之
处，走进咖啡馆，你就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咖啡师面带微笑，与顾客交
谈闲聊，咖啡厅面积不大，但他们用咖啡的味道弥补了这一缺陷。

如果没给你介绍OPS，我是无法为你展示上海咖啡行业全貌的，他们

为顾客服务所付出的努力是每一位顾客明眼可见的：咖啡厅里除了大门对
面摆放的沙发以外没有其它座位，整个咖啡馆估计也就能站下5个人，菜单

也很简短，和咖啡厅传统意义上的菜单有所差别，每一种饮品都是根据所
使用的咖啡种类，为打造全新的味觉体验而精心设计的，有些使用了威士
忌和牛奶，有些使用了西柚让口感更清爽，虽然价格稍贵，但每一杯都物
有所值。

随后我们来到我在上海最喜欢的咖啡街道：永康路，为什么是我最喜

欢的？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任意风格的咖啡，还能找到一些很有名的咖
啡馆，例如，Café del Volcan、In Dough We Trust、Beautiful Concept，其中
我认为最出色的还要数AWM Coffee，它虽然看似和街上的其他小咖啡馆差
别不大，但他们使用了Sanremo意式浓缩咖啡机，能够全程控制咖啡的萃取

过程，并且，我为这里意式浓缩咖啡的味道所惊讶，虽然豆子烘的比我喜
欢的更深，但味道醇厚、甘甜、巧克力味十足，这或许是我所尝过最好的
意式浓缩咖啡！

我们去了许多其他咖啡馆，一共40家，从中发现，上海的咖啡是多样化

的，我们很难说“这才是上海咖啡”，因为这样说是不公平、不客观的。这
里的咖啡工业发展迅速，每周都有新的咖啡馆开业，当然竞争也很激烈，每
家咖啡馆都在尽最大努力吸引顾客的眼球，但我们也看到每家咖啡厅的咖啡
师、经营者，甚至顾客，都为咖啡厅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兴奋。
希望你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咖啡馆，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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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e Hidden Inside a Coffee Pod

藏在咖啡里的小宇宙
文_小栗

hidden track馆主，Q-Grader

“hidden track”是一家刚开业四个月，坐

落于上海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的精品咖啡馆。

们尝试过音乐分享会，电影分享会、读书会、也

常被朋友们问到的问题，如同去年的WBRC冠

碰撞等等，分享的主题仍然在扩大。把自己的兴

为什么叫“hidden track”呢？这是开业以后最

军Emily的店名一样，有隐喻的店名是与客人打
破陌生壁垒的第一件事，好奇的人们常会问你
为什么，这也就是大家互相熟悉的开始。

尝试过国外的咖啡豆分享会，咖啡风味与水果的
趣爱好拿出来，结交更多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这也许是开咖啡馆的一个附加值吧！

“hidden track”的释义是隐藏音轨，取这

在进入咖啡行业之前，我已经尝试过不同

个名字首先是想到，有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乐队

学习和进步的，仍是咖啡。如果你问我，喜欢

的一段隐藏音轨），一旦听到就会觉得惊喜，

性质的工作，但是最能让自己提起兴趣去不断
即可，为什么会想到把它作为一份事业来经营
呢？因为，这是一个能围绕咖啡把自己的各方
面想法实现出来的职业，通过意式和手冲咖啡
的选择，以及各种制作细节，实现自己对精品
咖啡的理解。

在“hidden track”，我们选用了有别于很

多咖啡馆的拼配豆 — 中烘偏深的基础拼配，和

会发行一首无名隐藏曲（歌曲结束以后紧接着
但在这之前可能已经无数次地错过了。对于精
品咖啡，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经历，精品咖啡的
风味非常丰富多变，而很多人可能在最终发现
这点之前已无数次地错过，就好比，纵使喝过

一千杯的商业咖啡，但是提到咖啡，仍只有
“苦”与“提神”这样的印象。

如果有兴趣来玩，你可以搭乘1号线或者7

中烘偏浅的埃塞俄比亚拼配，这两款拼配豆不

号线到常熟路站，我们就在乌鲁木齐中路上，

让深烘焙的苦味淹没你的味蕾；手冲的豆子大

高大的梧桐树，闲散接地气的市场，最普通的

但口感均衡，同时又能突出豆子的风味，不会
多选用北欧的浅烘焙和各地的中烘焙单品豆，
酸甜均衡，带给你更多轻盈的感觉。

店里的整体装修风格更贴近北欧色调的冰

洋绿和灰蓝色，木质的家具触感，充满北欧民

靠近五原路。乌鲁木齐路是个有趣的街区，有
小吃店，和理念前卫的网红店。选择在这个接
地气街区，是因为精品咖啡是所有人都可以喜
欢的饮品，并不只属于某个特定人群。

“hidden track”，一个藏在咖啡里的小宇

谣的歌单，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坐在“hidden

宙，等着你来发现！

能感到更多的清凉和放松。

hidden track 咖啡

个店天马行空的基调；前两个月来你会喝到彩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

岛、栗子星球、椰子水大叔……我们的取名都

营业时间：08:00 - 20:00

track”二楼的大窗户旁看着街道上的梧桐树，
我们还会不定期推出的特调，以配合这

蛋、肉桂苹果拿铁，这个月来，你会喝到小青
不按常规，希望你也觉得有趣。

44

店里每周五晚上会推出的各种主题活动，我

中路243 - 8号

微信公众号: hidden track

Cafe
Inspo
Food

PHOTO SOURCE: HTTPS://WWW.SPEEDOSCAF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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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评测

Area 31 Coffee
文_David Edgar Lemieux
Coffee Commune

46

我

很荣幸能够和Area 31的经营者兼烘

点个赞的年代，Jason并不喜欢这种做法，他想

有机会和Jason聊天，我想你很快

闹的上海，让顾客能够暂时逃离尘世；另外，

焙师Jason坐下来聊聊天，如果你也

就会发现他对于咖啡工业执着的态度和热情，
这在很多咖啡师身上是较少见的。在工作中，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咖啡上，把每一杯咖啡

要打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尤其是在繁杂喧
这里的每一位咖啡师都非常和蔼友善，无时不
让你感受到自己是最特殊的那一个。

除了菜单设计简约，Area 31也提供超高品

做到极致，仿佛是用爱和激情制作咖啡，这一

质的茶饮；如果你不喜欢咖啡，或想喝点不含咖

Jason接触咖啡行业的途径可能和我们很

力。Jason是一名曾多次获奖的烘焙师，他曾在

点，你可以从他的咖啡味道中品味出来。

多人一样，他是从一名星巴克咖啡师开始做起
的，此后，他对咖啡的热爱不断加深。在星巴
克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尽可能吸收了全部有
关咖啡的知识，但很快他便发现，那里对咖啡
的要求，并不能满足他自己的要求，因为他想

要知道更多，并成长为一名更为出色的咖啡
师。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变得更好，
并在家里购买了自己的咖啡设备，方便在工作

啡因的饮料，请别担心，这里还提供精选热巧克
Stronghold烘焙比赛中赢得第二名，还曾在台湾
咖啡冲煮大赛中获得第五名的佳绩，这里的每一
名咖啡师都曾从他那里学到过很多知识和技巧；
他很喜欢创作自己的意式浓缩拼配咖啡，因此你
每次喝到的拿铁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但都非常美

味，我每次到这里都能有新的体验，Area 31这
家咖啡馆，只来一次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使用的咖啡机或许也是令许多咖啡师

之余进行练习，他还购买了自己的咖啡烘焙

和咖啡厅经营者羡慕的：La Marzocco Leva X，

的咖啡，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星巴克工

色，带有木质装饰，咖啡机特别的设计使得进

炉，开始练习烘焙技巧，他只是想要做出更好

作3年后，Jason决定要追求自己的目标，让自
己在行业内站稳脚跟，于是他带着自己购买的

这是一款精美的个性化定制咖啡机，通体白
店的客人们都忍不住驻足欣赏。

这台咖啡机将咖啡厅带回了意大利过去的

烘焙炉，开始了创建属于自己的流行咖啡烘焙

美好时光，但同时又不失现代感。“使用者可

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说过Area 31，那么有可

压力，相较其它传统压杆式咖啡机，Leva同时

工作室之路。

能是因为你来自中国内陆，因为Jason的烘焙工
作室刚创立时，是位于台湾。Jason和他的家人

一开始是从事茶叶生意的，主要销售高品质茶
叶，在此期间，Jason逐渐开始为他们在台湾本

地的客户提供咖啡。由于在台湾咖啡市场取得

以调节每个组头的预冲泡压力、出水量和萃取

具有超强的恒温性能，这要感谢创新性的PID温
控技术；同时，咖啡机自带的电子显示屏能够
实时显示萃取压力、预冲泡和萃取时间，以及
整个萃取过程的压力曲线。”

Leva X的恒温性能极佳，每个组头都连接

了成功，Jason想要去到新的城市试试拳脚，在

着独立锅炉，便于咖啡师用不同组头制作不同

国际化咖啡氛围让他深深着迷。在开业仅仅4个

如果你想让咖啡机替你掌控咖啡的整个萃取过

游历中国大陆之后，他决定定居上海，这里的
月之后，Jason的工作室就已经名声在外，我想

说的是，如果你有机会路过这里，请一定要来
尝尝这里的咖啡！

在Area 31，一切都以高品质咖啡的出品为

的咖啡，同时咖啡机还能调节蒸汽锅炉温度，
程，你可以完全放手不管，因为电子显示屏的
显示数据能够显示和说明每一杯咖啡的出品稳
定性。

如果你还在思考周末想去哪里，请一定要

优先，咖啡厅装修以及菜单的简约化设计，其

去 Area 31看看，在那里，咖啡师的专注、高质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上海的S. Engine、OPS和日

全上海最喜欢的咖啡厅之一！

目的也都在于打造最极致的咖啡体验。Jason

本的Arabica，他想要让顾客在走进咖啡厅的

量的设备、完美的咖啡，绝对会让它成为你在

那一刻，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的氛围，将所

Area 31 咖啡

咖啡厅的的巧妙设计，能让你身心都能得到平

电话：+86 135 8591 2731

有的嘈杂抛之脑后，专心致志享受一杯咖啡；
静。Area 31不提供任何面包甜点，这是Jason
有意而为之的，因为这家咖啡馆只为咖啡爱好
者和咖啡专家设计，在这个什么都要发到网上

地址：上海徐汇区五原路88 B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 — 7:00
周末：9:30 — 7:00

微信号：Area31_coﬀ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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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Sailing in Late Autumn,
the Independent KongGuan

起始于寒秋 , 独立之空馆

文_Edward.L Choker
图_Edwar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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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移民城市，高楼林立的钢筋水泥森

风格非常简约，这缘于主理人想要给客人更多的

越来越快速的生活节奏……与传统的大型城市相

馆是一个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空白空间，在这里专

的城市生态带来了居民从心理上和城市的断层。

的白色主调相得益彰，透露出温柔安静的气质。

得深圳在广府文化的基础上更加多元化，具有很

一丝鲜活的生气，透过吊顶装饰木梁可以看到二

很多人眼里，深圳是一个飞速发展的
林、不断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比，1,300多万人口却只有30多年城市套路发展
史的深圳，缺乏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底蕴，恢弘

但正因为是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外来移民，使

强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也让咖啡这一外来事物，
在极快的城市生活节奏下供求呈垂直增长，在

“皇帝新衣”式的从众消费氛围中，不仅连锁餐
饮企业纷纷圈城划地，独立咖啡馆也如雨后春笋
般纷纷涌现。

空馆咖啡位于深圳中心城区濒临地铁站的街

空馆咖啡是40平米左右的小Loft结构，装修

式”，这一款清爽的创意咖啡，非常适合深圳

空间，避免被太多店内的元素干扰。小双：“空

比较自由，除了国内的优秀烘焙商，也会有国外

注做自己的事情，专注想自己的东西。”

店面一层明亮简单，木质吧台的设计与整体

布满各个角落的可爱小绿植，为简单的空间添了
层阁楼一边，一定程度缓解了阁楼无自然窗景的

品牌的咖啡豆出现在菜单上。每一次更新菜单，
都会出现新的选择，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云南
咖啡越来越多成为了各个咖啡馆的常规品项；当
然，店内也为不喜欢喝咖啡的客人提供特调苏打
和茶饮。自制的柠檬芝士和莓果芝士蛋糕虽然卖
相简约，但口味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这种组织方式是

压抑感。吧台墙架上摆满了各式进口咖啡器具和

伟大的，但我们又时刻感受到它带给现代人的压

空间中有序陈列，在白色墙面衬托下，感受到器

势市场竞争下，在坚持特立独行的自我和追随大

形状各异的杯子，东西虽多，但依旧能在有限的
物融入生活的日常之美。

木制门框与入门处的木头条凳相互映衬，玻

道边，是周边小区居民来往的必经之路。虽然地

璃门和落地玻璃墙的设计，增加了自然光线的进

的社区型咖啡馆，主理人小双是个文静的年轻咖

景，都通透得一览无遗，安静的空间与热闹的街

处中心地段，但却远离办公楼及商业区，是典型

炎热的天气；手冲咖啡用的单品咖啡豆的采购则

入，无论是从室外看向室内，或是从店内望向街

迫，就如同独立咖啡馆在快销连锁咖啡品牌的强
众市场需求之间抗争着。“独立咖啡馆”可以看
成是现代人精神表述的一个映像，孤立的个体，
面对着这极端巨大的社会系统，从某种程度上维
系着城市与居民之间的联结。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写道：“他还没找

道在玻璃相隔之下，有恍若隔世般的感觉。

到可以独自生存的意义和最后的怀疑主义，他仍

“空”字，进门就能看到白色La Marzocco line

静地工作学习，也可以坐在进门处，透过落地玻

你焦头烂额时，至少还有独立咖啡馆陪伴。

MP版的line咖啡机在深圳相对比较少见，纯手动

份手冲，与咖啡师交流一切与咖啡有关的内容。

空馆咖啡

菜单上除了常规的意式咖啡之外，还有极具广

交通：地铁3号线益田站C出口

啡师，开业不到半年便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户群。

店铺的门面白色显眼干净，Logo是简单的

MP咖啡机以及同样白色的Mythos One磨豆机，
的操作对咖啡师经验和技能要求更高；在手冲
区域，还放了一台近年来几乎为咖啡馆标配的
EK43磨豆机。

客人既可以选择一层靠内和阁楼的座位，安

璃看着街景放空；当然更推荐在吧台座位点上一
店内意式咖啡主打是酸质明朗的中烘拼配，

式风格和老中医气质的创意饮品“陈皮气泡美

然在卑微生活的间隙占据一席。”当城市生活令

地址：深圳福田区石厦一街17号
营业时间：10: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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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色私家手冲咖啡馆”MIKE 访谈笔记

初

文_Seay Edwavds
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夏午后，暖风熏人醉，姑苏城内，十

很开心了，会有满足感。也曾经有很好的朋友劝

另外一种是朋友，还有一种是路人。路人只占到

级别的特别的咖啡 — 原色私家手冲

我的内心是感激的，但是由于心思都花在豆子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希望能去传播鉴赏咖啡

全街凤凰街口，我准备去找一杯大师

咖啡馆，这就是我今天慕名前往的目的地。

早早约了老板Mike — 朋友圈里叫他老徐，

我们一见如故，坐定，在氤氲的咖啡香气中，慢
慢聊起来……

您做手冲咖啡有多久了，是一直在苏州做么？

从学习开始有17年了，从日本回国过后一直

在苏州做。

您通常去哪购买生豆？买回来后如何保存？

从日本购买，有两个供应商，一家是顶级

的，玩家性质的，另一家是普通的。他们的品质
都比国内的供应商的要好，都是拍卖级，甚至拍

我不要排斥商业化，我们甚至会有争执，对此，
上，没有时间去做营销，做的更多，说得更少。
您最喜欢哪种烘焙方式？为什么？

主要风格有两种，以北欧浅焙为主，不是

超浅或极浅，是浅焙，因为从日本购买的生豆品
质很高，如果深焙会是一种糟蹋，是浪费；另外

一种是日式的炭烧或者是中深，占5%-8%，炭烧
主要用印度尼西亚林东产区的黄金曼特宁和危地
马拉。我的理念是，不同人的品尝会有不同的感
受，我要尽可能把真正好的单品呈现给客人。

您的店是否有常客？请您为常客描绘个画像？

这是个猝不及防的问题（笑），当然有常

5%，我会很在意这类客人的感受，为他们服务
的理念。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中有句话让人
特别感动，“理想主义者如果不妥协，他就会悲
伤地牺牲，如果他为了所谓的成功，那么他就会
让理想妥协而苟且”。当没有客人光顾，我一个
人的时候，我会读书，听音乐，听日本的后摇，
虽然有点孤独，但我自己内心很充实，要不忘初
心，很多人走着走着初心就散了。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种咖啡调制方式，但是你

还是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去做，为什么？
两个字，纯粹。

能做到纯粹不易，什么是一杯所谓的好的

卖级以上的品质。

客，要不然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来这里的常客

咖啡？我师傅传导给我的理念，也是当他在完全

量不大，一般一磅到三磅，喝完再购买，业内保

识，一个是物质基础，所以客人相对层次较高；

于好的基因，30%在于好的烘培，30%在于好的

至于保存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我每次购买的

存时间一般是一年，国内会更长，我这里最多七
个月，七个月过后就不再出售了。

您用什么牌子的烘焙机来烘焙生豆？哪个型

号才能完美满足您的菜单上所有单品咖啡的需求？

我现在用的是土耳其的TOPER ，和日本的

小富士，专用于烘焙250g或者200g精品豆。

没有品质，再天花乱坠也是空中楼阁，目前

所谓的网红模式，用幕后团队炒作是相当短视的
做法，我的店不是网红，也不想做网红，我只想
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去做好每一杯咖啡，这样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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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三个要素：一个是平等身份，一个是人文学
光有物质基础，缺少其他两点，则无法去品鉴，
如果只有平等身份，而没有人文学识，那互相聊
的话题会有很大局限，会无法共鸣。同样的，开

认可我的时候才回答我的 — 好的咖啡，30%在
研磨和萃取，10%也是最重要的，是有一种敬畏
心，去热爱这杯咖啡。

日本民间的高手非常厉害，他们会坚守他

这样的店，主人也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的修养，

们的道，比如，好的物件一定要用好的器皿去承

识，互相迸发出共鸣的火花，会更有粘性。这么

外带，如果客人坚持的话，我会告诉他们一小时

而且从客人身上，也能学到各种不同角度的学

多年来，对我自身也很受益，而不只是整天不断
低着头一杯一杯出品咖啡，没有沟通交流，那不
是我想要的。

光顾这里的客人有三种，一种是慕名而来，

载，这样才是尊重客人的道。我基本不用打包杯
之内必须喝完，要不然纸杯胶水会渗出影响咖啡
的口感，所以这里用的全是骨瓷，可以很自豪的
说，在苏州，乃至长三角，能这样用骨瓷的，只
有我这一家，能用古董杯的，只有我这一家。

还有，对咖啡豆的理解，对咖啡豆的产区

当年所有情况的理解，包括日夜温差、日照、湿

东西还有太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至于分享，其实我每天制作每杯咖啡的过程

度、雨水和管理等等，我用“侍”这个词去概

都在做分享，对于每道程序、每个环节，我都会

贴合我内心的表达，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的咖啡，他们可能是从来没接触过咖啡的朋友，

括，对于咖啡豆，要既有敬畏又有服侍，这也更
您对未来有什么设想？对这家店有什么设想？

我愿意一辈子认真做一家店，能做到我

“走”的时候，希望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还能

可能是刚刚接触的朋友，也可能是接触了一点但

拿到的，星巴克咖啡最初就是授权台湾统一在大

那天跟David一起来的同事对我说，他从每

表现在于氛围，日本从业者不会完全为了名利，

还没完全入坑的朋友。

为利，就认认真真做好这家店，不会去扩张，我

样的分享。能得到客人的认可是非常幸福的事

备支持保障。如果我儿子愿意，我会让他回归家
族，去传承这家店，但假如他有自己的理想，那
这份事业到我这里就为止了。

日本有百年老店，那才是真正有味道的店，

中国人也能做到传承，但如果你我不去做，那谁

过的所有店都没有这么做过，以后他也会去做这
情，路还很长，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慢慢走，能
走到哪个境界，是未知数，有可能会遇到瓶颈，
而突破了后就会像蛹化蝶一样，又能拔高了，这
就是我内心想走的路，一个慢慢磨的过程，也是
一种修行的过程。

惜，商业化气氛太浓，市面上有的培训课程，几
天学三个拉花，一万多块的学费，这完全是急功
近利的做法。

有时候对于当前社会上的这些事情，我会觉

得很心痛，这种痛苦感和孤独感也许是旁人不能
理解的，毕竟孤独寂寞者才会听后摇啊！

后记：咖啡见底，续上新茶，我们俩聊了很

的印象，他的执着、坚持、谦和、博学和分享，

年，仅仅在近代这200年里，中国落后了。

我不是个大师，在日本，咖啡大师才是比比

而是会更在意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国内则很可

在整个东北亚文化圈，中国曾经领先了2,000

师，能否跟我们的忠实读者来分享下，如何获取
首先要感谢David，把我拔得太高了。

陆开起连锁店的。我们现在跟日本的差距，明显

多，两个小时仍意犹未尽。我相信，来这的每个

区别？

咖啡知识，以及怎样鉴赏咖啡？

在中国，关于咖啡的第一桶金，就是台湾人

我们东北亚文化圈里各国的咖啡文化有什么

去呢？

您的咖啡非常赞，作为一个真正的咖啡大

台湾是学习日本的风格来的，但是没学完，

又加了自己的东西，带到大陆进行商业化。

道我分享给他的步骤里，学到了很多，他以前去

一定不会为了扩张而扩张，那一定会缺乏技术储

次的会喜欢危地马拉。

很认真、很负责地的讲解，教朋友们如何品鉴好

过来尝一杯咖啡，也许那时我的手会抖（笑）。

这家店会像日本很多的店一样，不为名不

来咖啡开始的，普通的韩国人喜欢美式，有点层

在日本，咖啡文化的盛行从明治维新就开始

了，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直在发展，60

客人都会对老徐的高超手艺和人格魅力留下深刻
他的关于纯粹和传承的信念，都是对这家咖啡店
的最好的诠释。

也许他今天自谦不是大师，但我相信，未来

- 70年代人喜欢炭烧曼特宁，次生代35 - 50岁的

有一天他一定会成为大师，成为苏州乃至中华咖

人”都谈不上，要成为“职人”，内心需要更强

第二是危地马拉，第三是巴西，第四是哥斯达黎

多年以后，我一定会再次遇上80岁的老

更高，人性的闪光点更高，并非自谦，我要学的

咖啡在南韩的流行，是从韩战时期美国人带

皆是，我最多称得上是一个做咖啡的人，连“职
大，技艺要更高，要更懂得包容，专业知识储备

人更喜欢北欧的浅焙，90年代人首先喜欢埃塞，

加，最后是哥伦比亚。

啡文化的布道者。

徐，还是用他那行云流水的手法，为我做那杯手
冲咖啡，就在原色私家手冲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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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Gourmet Cafe Chef
– The Top
Brunch Recipes
澳洲大师轻食分享：
个经典早午餐配方！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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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_Danielle Huang / 黄丹阳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培训总监

Cafe Culture 始终鼓励团队成员游历各地，去体验成千上万家咖啡厅的不同

特色，我个人就曾到访过其中的很多咖啡馆，也从中总结出了咖啡厅创意的
秘诀所在，其实咖啡厅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咖啡厅的主题和风格，更在乎商
业模式及其发展的长远性。 我经常对咖啡厅创业者讲：“你所创造的商业模
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只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才能保证咖啡厅的长远发展。”

Sean Edwards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执行董事

”

今

年4月，我们有幸邀请澳洲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执行董事Sean

Edwards首次来到中国上海和苏州，为大家带来地球另一端的澳洲
轻食。

Brunch是把早餐和午餐合二为一，英文是Breakfast和Lunch的合体，也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早午餐”。

Brunch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惬意的慢生活方式，它的出现为生活在

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健康又便捷的饮食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在工作日或者周末
享受一顿美味的Brunch。

Sean不仅现场分享和制作了澳洲经典的早午餐配方，同时也对每份餐食

的成本进行了统计，以专业的商业运营角度给与合理售价的建议，在菜单设

计、配方调整、季节食材的成本把控等细节上还分享了一些小技巧，这些宝贵
的经验显然比配方更加受用！

在本期文章中，我们先为大家分享Sean的4个经典早午餐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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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班尼迪克蛋配火腿或三文鱼（4人份）

★ 8个水滴蛋★ 8个烤好的麦芬饼★ 1/2杯荷兰酱

★ 用小葱或欧芹点缀。

将两个英式麦芬饼烤好，在饼上涂上黄油，将一片

火腿或三文鱼放在麦芬饼上，两个水滴蛋放在麦芬饼上，
在上面加一勺荷兰酱，用小葱或欧芹点缀，最后加入盐和
胡椒调味即可。

2

松露油、炒蛋配烤面包片（4人份）

★ 6个鸡蛋 ★ 1/4杯重奶油 ★ 100g 黄油 ★ 4滴松露

油 ★ 小葱做点缀 ★ 烤酸面包片 ★ 盐和胡椒调味。

将鸡蛋和奶油搅拌均匀，在不沾锅里化一点黄油，

倒入搅好的鸡蛋，同时倒入4滴松露油，用小火慢慢炒

制；当鸡蛋质感稠密时，将鸡蛋对折，继续炒制，注意不

要炒过头，鸡蛋必须保持软糯、丝滑，最后放在面包片
上，用小葱点缀即可，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肉，也可以加枫
糖培根或者火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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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牛油果酱、菲达奶酪和辣椒 Duka 面包

★ 1个牛油果 ★ Duka羊奶奶酪 ★ 橄榄油 ★ 2片蒜

面包 ★ 50g 硬菲达奶酪 ★ 盐和胡椒 ★ 辣椒粉 ★ 柠檬

片 ★ 小茴香 ★ 巴萨米克醋。

将牛油果切半去核，将其碾碎，加入小茴香粉、盐和

胡椒和柠檬汁，碾成泥；将面包烤熟，抹上黄油，再将牛油
果酱涂在上面，加入菲达奶酪、辣椒粉、少许橄榄油和巴萨
米克醋，你也可以在上边加个煎鸡蛋，会更有营养哦！

4

炸鸡肉玉米粉饼配红沙士

★ 1大片玉米粉饼 ★ 100g红莎士 ★ 100g切碎的车

达奶酪 ★ 50g酸奶油 ★ 一杯煮好的鸡胸肉 ★ 小葱头。

用不粘锅加热玉米粉饼，在上面加入车达奶酪，当奶

酪融化时，加入煮好的鸡肉和沙士，然后将其一切为三，
放在盘中，加入沙士和酸奶油，用小葱头碎点缀即可。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希望你喜欢！

Café Culture 啡言食语在2019年将为更多的中国城市带

来早午餐课程，请密切关注相关日程信息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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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SERT

DECORATION
TIPS
甜点装饰技巧
文_《亚洲咖啡西点》杂志
图_刘力畅

[

]

甜点装饰主要有点、线、面、体这几种表现手法。点包括有规则点
和无规则点，多用粉、膏、果泥、水果、坚果、饼干、奶油（霜）来
表现。线包括面上线和立体线，多用粉、膏、巧克力、糖浆/霜、奶油
（霜）、拉糖等来表现。面包括蛋糕表面（顶面和侧面），多用粉、淋
面、奶油（霜）、巧克力涂层来表现点的面化、线的面化等。体是指蛋
糕的空间立体，多用巧克力件、拉糖、翻糖等来创造立体，增大空间，
精巧且富有想象。

2. 喷砂

工具：喷砂枪/喷枪

首先解释一下喷砂喷的不是粉，而是液

体。先将巧克力和可可脂按1∶1的比例混

合溶解，温度保持在40℃左右，再进行喷
洒，可加入可溶性色素进行调色。

1

喷洒前，要让蛋糕急冻，使其表面温度下
降，当巧克力和可可脂混合物喷上去之

后，蛋糕表面会迅速凝结出细小的颗粒，

1. 粉类

不停喷洒至覆盖整个蛋糕表面后，会呈现
一层绒面的效果，层次感鲜明，整体效果

工具：网筛、尺子、Logo牌。

比筛粉更具梦幻效果。

主要使用抹茶粉、可可粉、糖粉等进行装饰。

粉类能增加色彩上的梦幻和愉悦感，有一种动感的美。白色糖粉属于百
搭款，在颜色鲜艳的表面稍稍撒上糖粉，可以平衡过于绚烂的色彩；绿

2

色的抹茶，清新怡人；可可粉能增加质感和厚重感，几种粉类也可以互
相结合，比如在可可粉上筛糖粉，令甜点在沉稳厚重中多了点可爱俏皮
的感觉。

部分撒粉：与无糖粉的地方形成对比，增强视觉冲击感。
边缘撒粉：突出边缘，使蛋糕形状更加显眼。

全面撒粉：与更多方式的点、线、面手法相结合，增加层次和梦幻感。

3. 淋面装饰
工具：抹刀

淋面有部分覆盖和完全覆盖两种方式，吉利丁和巧克力都是常用的镜面凝结材料，可根据

需求，加入其它原料。镜面果胶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原材料，若颜色不够鲜艳，可加入色素调制

使用。使用其它类型的凝结材料时，大都需要溶解后使用。怎样寻找一个最适合的温度和状
态，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用勺子背蘸取淋面酱，观察覆盖状态，如果覆盖效果能达到
看不到勺子背面，并且厚度适宜，则表示此时正是淋面的最佳状态，并记录此状态下的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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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次使用时隔水加热至此温度即可直接使用；如果质地过稀，勺子背面只蘸有薄薄的
一层，则表示温度偏高，需要继续降温，如果过于浓稠则表示温度太低了。

4. 涂面

6. 水果

涂面类装饰包括甘纳许（Ganache）、果酱、

多数水果可以用雕刻、折叠、累加的方式达到不同

工具：抹刀/刮片

水果本身的多样性给蛋糕装饰提供了很多可能性，

果泥等。甘纳许（Ganache）作为顶面装饰涂

的效果。在水果上刷镜面果胶，既可以防止水果脱

层，它具有纯巧克力的味道，光泽不明显，但
在口感上很柔软，入口即化。果酱、果泥具有
各种各样的颜色，带有香味，但它们在色泽和
质感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6
7. 焦糖、方顿糖 / 方顿
糖霜、巧克力装饰件、
糖装饰件

水、干燥、变色，又能使水果富有光泽。

7

焦糖：褐色，将砂糖和水熬制成浆，温度一般在

165℃以上，超过180℃就会出现苦味，不同温

4

度的香味、颜色、稠稀度都有不同，自己要把握
好。焦糖在装饰中有不同的形态，可以是糖片、
糖丝等。

方顿糖：乳白色，将砂糖、葡萄糖浆和少量的

5

水煮到140℃后，倒在大理石上，用铲刀来回地
铲，直到形成结晶的白砂糖，葡萄糖浆是方顿糖
霜的一个重要材料，它的加入增大了方顿糖的松
软度、黏度和稠度。

方顿糖霜：用方顿糖加糖水来调节稠稀度，以达

方顿糖/霜

到想要的状态。

5. 奶油（霜）

奶油在法式甜点装饰中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

前，但是由于奶油的高度可塑性，使它依然活
跃在烘焙市场中，表现手法却不再只局限于单
纯的色素调色、裱花或抹面。

巧克力装饰件：巧克力经过调温后，在大理石上
用铲刀做出的各种花纹或形状的制品。

糖装饰件：将糖放在不沾烤盘里，开火枪对着它
烤，直至化开，自然形成不同的形状，冷却后可

以直接放在蛋糕上装饰。或者熬煮艾素糖至一定
的温度，可拉出各种造型，如拉丝、彩带等其它造
型都可以作为甜点的装饰。

奶油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奶油的些许
缺点，它多是基于奶酪或者黄油的打发，软硬
度适中，可塑性；它比奶油更细腻，且储存期
更长，口感上也更加丰富厚重，但热量也相对
很高，在很多展览装饰性的蛋糕上，奶油霜的
身影出现得越来越多。

8. 综合型装饰

很少有蛋糕装饰可以直接使用单一的点、线

或者面直接完成，想要更多的层次和视觉美感，
就需要多种技巧的综合使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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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亚洲咖啡西点》杂志
图_ 张蝉玺

Pairing Coffee Roasting and Dessert
咖啡烘焙
与甜品的搭配

咖

啡与甜品是绝佳的搭档，咖啡的个性
与众不同，它与甜品的搭配也是一门
深奥的学问，就如料理和酒类的搭配

淋漓尽致。

浅度烘焙

浅度烘焙是刚刚进入一爆至一爆尾期的烘

一样，不同烘焙程度的咖啡也会与甜品迸发出别

焙阶段。一爆是烘焙中最重要的时期，咖啡豆在

众所周知，咖啡生豆不能直接食用或饮用，

随一阵清脆而散乱的爆裂声，此时咖啡豆呈现的

样的火花。

经过高温烘焙后，咖啡豆发生了一系列物理和化
学变化，从而获得色、香、味，形成风味油脂，
烘焙使咖啡豆宛若新生，它也是咖啡与人们变得

持续的高温吸热作用下，集聚了大量能量，并伴

浅烘推荐搭配：柠檬塔

浅度烘焙的耶加雪菲口感清新明亮，有着独

咖啡搭配，多重的口味让人仿佛漫步在山林间，

的塔类，吃起来口感清爽，不会觉得油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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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腻之感。

浅度烘焙的咖啡具有北欧般简约的风味，常

满，口感清新怡人。

甜蜜的味道，拥有更广的受众人群，醇厚浓郁的
携手，才能这般相得益彰，将甜蜜在口中演绎得

肉桂的芬芳，两者相搭配口味清爽，完全没有

特的柠檬、花香和蜂蜜般的香气，而柠檬塔口味

用来制作美式咖啡，比较适合与具有北欧酥软特

咖啡与偏甜腻的甜点具有与生俱来的默契，两者

混合着糖霜的味道，入口绵软，唇齿间充盈着

是最原始、最本真的风味，香气与果酸都十分饱

亲密的神奇历程。

甜品也是烘焙后的产物，与咖啡不同，因其

中，味道浓厚甘甜，而肉桂卷口感浓郁丰富，

点的甜品搭配，比如巧克力可颂、肉桂卷和酥软
浅烘推荐搭配：肉桂卷

肯尼亚咖啡具有鲜明的水果香气，醇度适

酸甜，具有浓郁的水果风味，与同样带有果酸的
清新自然。

中度烘焙

中度烘焙是从一爆结束到进入二爆的烘焙

阶段，随着一爆的结束，咖啡豆进入二次吸热过
程，这一阶段形成了大量新的化合物，也造就了

咖啡豆独特的口感和风味，此时咖啡豆的风味不
仅保留了较丰富和较本真的特性，香气丰富，果
酸更加均衡，甚至有些中度烘焙的咖啡豆能够显

香里提升水果慕斯的香气。

深度烘焙咖啡

深度烘焙咖啡是从二爆密集至二爆结束的阶

露出坚果、巧克力的风味，并呈现水果或者花香

段，此时烘焙温度已经达到了225℃，由于咖啡

中度烘焙咖啡适用于新西兰风味的奶咖，出

烘焙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其蕴含的果酸已经非常

的调性。

品的咖啡层次感分明，口感顺滑，它既能和清新
的水果风味甜品搭配，也能与坚果、巧克力口味
甜品一起，激发更多元的风味。

中烘推荐搭配：水果慕斯蛋糕

澳式白咖啡是一款介于拿铁和卡布之间的饮

品，其奶泡比例较拿铁更低，又不若卡布那般厚

与酸味也会相应的柔和起来。

深烘推荐搭配：提拉米苏

咖啡是提拉米苏中不可或缺的食材，如果在

豆内部能量的聚集，就会开始第二次爆裂；随着

享用提拉米苏的同时还能喝到浓郁的黑咖啡，就

羸弱了，苦味慢慢浮现出来，风味也愈加沉稳起

存的搭配中，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探索甜味来源，

来，此时咖啡豆表面呈现出油光，苦味与醇度代
替了荡然无存的果酸，其中还夹杂着焦糖、可可

能更好地强化咖啡的风味，在这种甜味与苦味并
恰恰苦味也能更好地衬托出甜品的清甜。

咖啡与甜品的搭配多种多样，不同的生活

和坚果的风味，口味浓郁，咖体丰沛圆润，回甘

习惯也会带来口味偏好的差异，多以口味的互

深度烘焙的咖啡是意大利北部意式浓缩咖

次和细腻的口感，与咖啡的融合能够使其呈现

持久，适用于制作冰滴咖啡。

实，口感丝滑顺畅，而水果慕斯口味清新，层次

啡的首选烘焙程度，口感浓烈的深度烘焙咖啡能

慕斯不仅降低了甜腻的感觉，还能在热咖啡的醇

点，例如巧克力布朗尼、提拉米苏、黑森林蛋糕

丰富，两者搭配能享受到多元的风味，冷藏后的

等，不仅能缓解甜品的甜腻，同时咖啡中的苦味

在口中释放得淋漓尽致，搭配同样口味较重的甜

补或增强为基本原则，法式甜品讲究丰富的层
出最本真的风味，在了解自己对色、香、味、
口感的偏好之后，就能慢慢探索出最适合自己
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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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选手感言
F E E D B A C K F R O M 2 0 1 9 C H I N A W T B C C A N D I D AT E S
水，来获得我最想表现的风味和口感。

厚，其韵味独特，口感如贵妇般的优雅，正符

却的单枞茶汤和2片橙皮放入加湿器中，加湿器

名，直接冲泡清饮或调制成茶饮都能令人满口

最后，我用氮气将他们完美融合，同时将冷

的水汽带着充满橙皮香气和茶香的气体均匀地分
布在杯里，并慢慢向赛场空间散发和蔓延，营造
出一个烟雾缭绕茶香扑鼻的感觉。
Danny Andrade

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我想带给大家一个视觉、嗅觉和味觉全方位的

享受，这是茶本该有的魅力！我很享受这次比赛！

冠军 Danny Andrade

合春季牡丹花开的气质，所以以“牡丹红”命
留香、回味无穷。

这款茶的标准冲泡为：茶水比例是1:50，水

温90℃，快速温润泡，醒茶10秒，焖泡时间在1
分40秒，投茶量8g。

我这次使用的工具是一款塔式泡茶器，称

之为“懒人泡茶器”，它操作简单、快捷、易上
手，透明的玻璃器皿可以近距离观看茶叶在壶中

我对茶的热爱起源于2017年，当时我认识

慢慢舒展，同时可以准确掌握最佳的冲泡参数。

了Kim Cooper，是她带领我进入了茶的世界，我

调饮冲泡标准为，茶:水:冰比例1:40:10，水

们一起品尝来自不同产区、不同品类、不同制作

温100℃，冲泡时间5分钟。

趣和迷人。

调饮，为了增加茶汤的浓度，我把焖泡时间加长

工艺的茶叶，我发现茶文化和茶传统是如此的有

在原料主茶汤“牡丹红”制作上，因为是做

到5分钟，冲泡结束后再加入冰块。

2018年，我决定参加澳大利亚WTBC的比

赛，通过比赛，我学习到了更多的茶叶知识，认
识了更多的专家。

今年，我有幸来到中国上海参加 WTBC ，

我为这次比赛选择了三款中国茶，凤凰单枞鸭屎

马永旺

亚军 马永旺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的马永旺。我在决

香是我的主出品用茶，在创意调饮里，我加入

赛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2019年春季采摘制作

萃的凤凰单枞蜜兰香，因为我深知水对萃取的

这款茶是采用新品种与新工艺制作而成，具有

了另外一种单枞茶和2g有机蜂蜜，以及6小时冷

影响，所以选择了自己调制的TDS为100pp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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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茶 — 牡丹红，产自中国福建省漳州市。
天然的水蜜桃香，汤色棕红透亮，入口鲜爽醇

红茶的包容性强，为了展现出这款茶汤的优

势，我制作的调饮有3款原料：第一款是我手工熬

制的蜜桃酱，茶自带的蜜桃香属于熟蜜桃香，所
以我熬制的桃酱所采用的是青涩偏酸的桃子，让
两者结合形成完美的蜜桃香；第二款鲜榨蔓越莓
汁，主要为了提升产品的酸度、鲜度、色泽；第
三款，帝王妃子笑荔枝酱，为了找寻与这款红茶
搭配的水果，我找到了应季的水果妃子笑荔枝，

搭配砂糖熬制1小时，无论从鲜爽度、甜度，还是
荔枝本身的故事都完全匹配牡丹红这款茶。

在品尝这杯饮品的时候，茶汤与三款原料完

美融合在一起，入口前段体现了浓郁的荔枝的甜
香和蜜桃香，中段有果香和花香，尾韵则体现了
牡丹红茶汤熟透的蜜桃香。

我为这款调饮取的名字叫做“桃醉”，喝下

的瞬间感觉犹如一位优雅端庄的贵妃向你走来，
又渐渐远离，使你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阳光

黄盼

又能暖心，这就是我的茶之炼金术。

品鉴赛开始，就一直期待参加本次WTBC冲煮大

提神的生姜、花椒、桂花、果脯、陈皮、松子为

茶，与茶友切磋，使我对六大茶类的了解与日俱

馥郁的武夷山慧苑坑肉桂为君，理气去湿、香甜
臣，口感绵柔的七年陈老挝岩蜜为佐，小火炖煮
出的安神温中的沉香木水为使，并以此作为调饮
方子，前调蜜香花香，中调辣味鲜味茶味火味，

尾调木质松脂，水温95℃，水量280ml，壶闷2
廖庭欣

分30秒后加入配料，不断搅拌然后出汤。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湾的廖庭欣，我在

基础沖泡：茶叶量6克，水量110毫升，温

润20秒后，88℃沖泡2分钟。

调饮冲泡：采用中国台湾坪林東方美人茶4

克，加入产自中国云南的東方美人茶6克，共同

拼配沖泡，水量150ml，温润10秒后，85℃沖泡
6分30秒出汤。

加入花果饮配方：红龙果干片、玫瑰花

干、蝶豆花干、洛神花汁、蜂蜜、柠檬汁，提供
酸甜平衡感官风味。

当采摘自山场高1,500尺的云南東方美人

茶，与来自山场高800尺的台湾东方美人茶幸福
相遇，融合酸甜的花果风味，有如相爱中的情
人，故以“东方爱神”为此款调饮茶命名。

第四名 阳光
大家好！

坚持做一杯有温度的茶，让饮者可以暖身

在复赛的调饮环节，原本赛前准备好的作品

被我替换了，临时换茶选茶，不断调试、构想，
最终我能进入决赛，真是激动不已，因为其他选

别感谢他们！

我准备的决赛调饮，取名“粉黛仙女”，用

乌龙品种，用七分发酵度制成，水色澄黄、橙红

放。

信，所以冲泡时并不觉得紧张。

友给了我很多帮助，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意见，特

约在800公尺，一心二叶或心芽叶采制，属青心

黄、红、褐，五色相间，泡开后宛如花朵绽

泡的是武夷岩茶，因为它是我喜欢的茶，我很自

破。在我决定最终配方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茶

坪林乡的东方美人茶，此茶的种植山场海拔高度

此款茶会呈现比较细致的花果香、香槟

增，特别在参加WTBC的初赛的时候，我现场冲

力也很大，想着虽然调饮不熟悉，但是也要突

决赛中为大家带来的基础沖煮茶饮是：产自台湾

蜜韻风味，浓郁的熟果香，茶叶呈现白、绿、

赛，希望借此机会不断突破自我，因为日日饮

手都太优秀了，从创意到茶器都很棒，所以我压

季军 廖庭欣

透亮。

从2018年在北京举办的WTTC国际茶叶精品

我这次决赛的作品，是以沉稳大气、花果香

第五名 施璐莹

施璐莹

大家好，我是施璐莹，这次决赛中我呈现的

茶饮名为“霸王别姬”，我的两杯茶饮都是根据
人物性格特征制作的。

标准冲煮名为“项羽”，选用的茶品是

2018年的牛栏坑肉桂，茶水比1:22，水温

料：2019年高级白牡丹8克、干玫瑰花3朵、干

野生黑枸杞3克、蜂蜜一茶匙、西柚两片。

先用83℃热水300ml冲泡3克黑枸杞，用容积

250ml的茶壶冲泡白牡丹，水温83℃与玫瑰花同泡2
分10秒，然后将黑枸杞加入冰块过滤，加入200ml
之前冲泡好的白牡丹茶汤，当蓝紫色茶汤呈现出粉
紫色时，放入蜂蜜，不摇杯，最后放入西柚！

如此出品的茶汤，既能品尝到白茶的清秀、

95℃，冲泡时间65秒。

枸杞的甜，还带有西柚的一点酸与甜，清色香

2019年乌岽山的蜜兰香单纵，搭配武夷山高山

都被自己的作品感动了，出品比赛前的准备方案

创意冲煮名为“虞姬”，选用的茶品是

野茶花调制的糖浆，以及草莓、荔枝、柠檬、基
底茶的茶水比1:22。

去年我听说了 WTBC 这项比赛，未知事物

永远都是神秘的，如果我想了解如何以国外的标
准来泡茶，那么参加比赛无疑是最好方式！

第六名 黄盼

大家好！我是黄盼，来自河北保定。我从

2012年开始品鉴普洱生茶，后来学习六大茶

甜，好似见到一位略施粉黛的清秀仙女，最后我
还要完美！其他选手也品鉴了我的茶汤，并给予
了他们建议与赞赏！

这次比赛，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切磋、交流！

我第一天就喝到杭州选手李萍专门带来的虎跑泉
所冲泡的龙井，还有梁骏德老师的红茶，能喝到
好茶真的感到很幸福！茶器带的不够，大家就互
相借用，彼此友爱包容，互相学习、鼓励！

赛事进行的过程当中，各国评委带来的大师

类，我喜欢喝不同年份、不同品牌的茶，去了解

课也让我们学到了日韩澳美不同的茶文化，国际

绽放，体会到茶亦人生。

和大家在上海相遇，很感恩！

茶汤的多样性，在茶中，我学会了包容、收敛、

化、多元化、友善、欢乐、刺激的 WTBC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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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_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所有使这次活动取得巨大成功的人！

起聚集的场地，感谢Brewista提供限量的WTBC

2018年WTBC冠军Danny Andrade赢得了比赛,对

啡言食语，以及每位评委的参与和他们精美的

这次比赛令我惊讶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我来说，这反映了WTBC在支持竞争对手专业技
能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培训和指导。第一天比赛结

束，Danny在听取评委大师讲堂的分享后，及时
调整决赛的冲泡曲线，最终赢得了比赛。他的创

温控水壶，感谢WTBC组织者和Cafe Culture |
礼物！

感谢所有参赛选手，谢谢你们的努力，你们

正在推动一个茶的新时代！

意冲煮也反映了WTBC竞赛可以激发选手对茶饮
的无限创造力，他在比赛中使用了一个定制的设
备，将煮好的茶汤蒸发成细雾，然后将其分配到
每位评委的杯子里，这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创
意啊！

增进茶叶知识，促进茶叶

主评委：Nathan Wakeford

这几年，WTBC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我们的活动

伙伴CHINA SILA中食展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为这
个比赛设计出如此精美的展台，也使得这个活动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的国际评审和选手，同时这也反映
出大家对WTBC的活动形式越来越感兴趣。

伴随着比赛区域的扩大，我们的大师讲堂也

在不断地扩大规模，每位国际评审都会在比赛间

隙为参加CHINA SILA中食展和参赛选手提供向国
际顶尖茶叶专业人士学习的机会，我要再次感谢

62

产业发展一直是WTBC的初衷，
今年的第4届WTC国际评委课程

再次在咖啡公社举办，课程会

向学员介绍比赛的形式，并引导他们发现茶叶冲
煮的变量，如水温、投茶量和冲煮时间对茶汤质
量和口感的影响；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上
海和广州也正在陆续举办国际评委的培训课程，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通过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微信渠道报名参加在你所在城市举办的培训。

我真的非常感谢活动所有的赞助商，感谢

CHINA SILA中食展创造了一个全球爱茶人士一

主评委： Michael Kinahan

今年是我们第二年在上海CHINA SILA中食展

开展之际组织国际茶评委资格认证课程，我很荣

幸被邀请成为这期国际评委认证课的讲师。通过

很严格的规定，任何具有化学性质的添加物都禁

开展WTC的赛事活动，我对此非常期待！在我看

我们也可以看到选手集思广益，独具匠心，

举办WTC评委资格认证课程，我们将在更多地区

止使用，这增添了比赛的难度。

来，今年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的竞争，其中包

有些选手甚至借用了咖啡调饮的方法，采用冷萃

们非常特殊的茶饮体验。

梦幻般的茶饮！特别是今年大赛的冠军 — 2018

括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茶叶冲煮大师，带给了我
我要感谢所有参加今年的比赛的选手，同时

也期待着 WTBC 在未来能有机会走向斯里兰卡
和美国，甚至更多国家！

冰泡和氮气加工等各种手法调制出以茶为基调的

感官评委：贺来优明 Kaku Yumi

2019年5月14-16日，在上海中食展(亚洲最

大的食品博览会)上举办的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
赛WTBC中，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各地的
选手通过三轮激烈的角逐，终于尘埃落定，选出
了前6名优秀选手！

在第一轮比赛中，选手们需要在10分钟内

对主办方提供的茶样评判出种类、产地、采摘时

的热情和技能每年都在增加。

有一些往届的参赛者在经过更多的训练后

重新参加了比赛，还有一些选手在比赛中采用了

味：品质特征以及独特的创意。

饮中也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明年能看到6大类茶

的变化。尽管每年都有评委提到，需要注意在调
饮中的各种平衡，但我认为对选手来说，最难的
部分是平衡酸味，尤其是在使用草莓或热带水果
时，很难用甜味来平衡酸味。

希望大家借此机会，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茶叶

调饮过程中水果酸味的平衡方法，不过话说回来，
即使我们评委们参加这场比赛，可想而知也会非常
紧张，但我很欣喜地看到所有的选手都能做到紧张
中保持冷静，总体来说大家的表现都很好。对于这

文化概念在不同的轨道针对不同的客户群迅速发
巨大的前景，我们拭目以待并翘首期盼着下一个
赛季的到来！

表演艺术。

我作为感官评委已经连续两次参加中国精品

是一场难度极高的比赛，对参赛选手的综合素质的
一些评判标准，使得本次茶叶冲煮大赛的评分内容

详细，并从茶汤的风味、汤色香气滋味、冲煮质
量、平衡度以及选手的冲煮技艺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感官评委：Ravi Kroesen

我在过去的19年中一直从事茶叶行业，来

判，同时对于冲煮过程的所有细节，包括台面卫生

到中国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茶园里度过的，这

特别是对于要求选手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判断茶叶的

委，本次比赛真的让我耳目一新！

和参赛选手的个人表现都有非常具体的得分标准；
冲泡参数，这需要选手平时积累大量的冲泡经验，

次在上海担任CHINA SILA中食展WTBC的感官评

作为感官评委，我坐在选手的正对面，直

在较短时间内能把两款不同种类的茶，用不同方式

观地感受到中国现代茶文化的呈现，这可以说

参赛选手具备非常熟练的冲泡技艺以及较强的现场

岁的年轻一代，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古老传统

有条不紊地冲泡完成，并加以详尽地解释，这要求
掌控能力，因此WTBC比赛对参赛选手的综合要求
是极高的。

比赛要求茶汤色香味的最高发挥与平衡感的

统一，因此无论是清饮冲泡还是创意调饮，都是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所有人对茶知识的追

去了茶的风味，即使再好喝都不能胜出。为了传

求、热情和创造力，并期待2020年的WTBC。

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里，传统的标准冲泡

有各种大赛，茶艺比赛主要注重的是参赛选手的

次比赛中留有遗憾的选手，我希望你们明年能重返
赛场，向评委们展示出你们最佳的表现！

赛！

王，也会评选制茶炒茶能手，在茶艺方面同样会

评判非常有水准，比赛参考了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

基础茶的香味和其它食材的味道之间的平衡在调

让精品茶叶冲煮大赛成为一个充满梦幻与魅力的比

各大产地每年在产茶季节都会紧锣密鼓地评选茶

时候，更喜欢深沉的“单枞”和“东方美人”，
它食材混合后依然可以保留茶汤的风味；然而，

新出现，希望会有更多的理念冲撞着我们的认知，

国内有很多有关茶叶主题的大赛，特别是

茶叶冲煮大赛的比赛评分工作，我认为此次WTBC

这可能是因为两者都更容易在制作调饮时，与其

非常期待明年的比赛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创

展，同时中国的人口红利给茶饮的发展也带来了

他们的新方法，看到大家全力以赴参加比赛，我
很高兴，同时发现很多参赛者在选择参赛茶叶的

人耳目一新，赞不绝口！

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则由选手们用自己准备的
冲泡（调饮）两种冲泡方式，呈现茶饮的最佳风

我非常感谢2019年 WTBC 在众多优秀竞争

发雾化，这个使得茶汤香气弥漫的手法实在是令

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意冲泡，将会代表茶饮的两大

茶叶在15分钟内进行标准冲泡（清饮）和创意

对手的参与下圆满结束！我能感觉得到参赛者们

Danny Andrade 运用了加湿器将部分茶汤进行蒸

间、品种特征等，并用最恰当的投茶量、冲泡温
度和冲泡时间把此款茶叶的最佳风味呈现出来；

感官评委：金庭景 Rachel Kim

年澳洲咖啡冲煮大赛和茶叶冲煮大赛的双项冠军

以茶为本，在茶的基础上进行调和，因为假如失
播天然健康的理念，大赛对调和所使用的原料有

是中国茶的黄金时代，所有的参赛者都是20多
茶文化与21世纪饮茶方式的完美结合！每位参
赛者对中国茶文化的尊重和理解都是显而易见
的，他们都通过现代消费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一
点，同时表现出对世界更广阔的国际茶饮有着
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

我很荣幸地作为感官评委，对所他们提供的

茶饮进行了评判，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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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评委：季明

促进中国茶叶的国际化使近年来许多人都

在尝试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刚刚结束的

WTBC 比赛，就是一个推进国际化比较好的途
径。茶叶是中国人的国饮，至今有5,000多年的
历史，然而，中国茶叶走向世界，却只有200 -

300年的历史：英国妇女因为受到咖啡馆的歧
视，才涌向销售中国茶叶的茶馆；狡猾的英国商
人把茶籽藏在手杖里，才将茶叶推广和种植在印
度，就和印度僧人将咖啡籽藏于肚脐眼中一样，
咖啡也是用相似的方式，被引种到印度。

咖啡的饮用历史比茶叶要短，接近800 -

1,000年（据历史记载），但咖啡已经是世界第
一大天然饮品，茶叶和可可则分别排列在第二和
第三位。

茶叶在中国是第一大饮料，其品种在中国也

是非常丰富，有红绿花乌白，再加上普洱，一共
六大品种，冲泡的方式也非常复杂，地域因素很
明显，然而，据我多年的观察与理解，国人对于
茶叶的冲泡方式目前还停留在较为传统层面上，
就是凭着经验去理解与制作茶汤，对于茶叶在冲
泡过程中的数据研究，理解和普及尚肤浅。

这次通过WTBC比赛，我看到了国际裁判对

茶的理解方式，从水温、时间、茶叶品种、闻香
气等方面去评判冲泡的最佳效果，为我们国人打
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我是抱着一个非常宽容的心
态去看待这个比赛的，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参

与其中的，因为我曾经做了10多年的茶叶，也将

中国的名贵茶叶出口到了美国（1995年），只
不过，我当时看到普通美国人对于茶叶的饮用知
识还停留在袋泡茶的基础上，就像目前教育喝速
溶的中国人去喝现磨咖啡是一个概念。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参与茶叶的比赛与评判，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采用新颖的冲泡方式来理解茶
叶，WTBC 比赛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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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Tea Application in Sydney Tea Festival

在悉尼茶叶节上看到的茶的应用
文_王

迪

Cafe Culture l 啡言食语 主编

今

年8月，回到悉尼做短暂休整，正值悉尼茶叶节开展，早就听说这个茶叶节的有趣之

处，一直时间上没办法成行，这次也正好要为WTC培训寻找一些国际其他产区的茶
样，终于有机会仔细游历一番。

非常喜欢国外小型展会的形式，每个展台的布置都绝不会铺张浪费，不喧嚣、不高调，但

又有各具特色，有点像大型的市集，给人以亲切感，无论行业人员还是单纯的消费者，很快就
能融入其中。

也是第一次到国外的茶叶节，最大的感受是茶叶商业化应用的多样性。

第一是拼配茶，无论是和我们所讲的散叶的茶，还是其它的茶草，多种食材搭配的拼配茶在整

个茶叶节上占据半壁江山，风格百出，有一家公司
甚至提供了几十种原物料，喜爱拼配的人可以亲自
挑选食材制作自己的拼配茶。拼配茶在国内方兴未
艾，但很多对商业机会嗅觉灵敏的同行早已开始深
入研究，在精品茶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拼配茶
意味的新的增长内容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茶叶节上另一个让我耳目一新的，是使用茶

为基本原料制作的各式饮料，从茶叶节上，我就
能看到如下几种形式：

★氮气茶饮料，已经开始小批量投产，和氮

气咖啡一样，氮气茶有芳香特征明显、口感清冽。

★康普茶（Kombncha）在这几年是所谓当

红的功能性饮料，追崇健康的人们用茶、糖、
水，使用酵母菌发酵而成，是天然饮品，含微

量的酒精，又有碳酸饮料的气泡口感，酸酸甜甜
的，卡路里还不高，护肤功效高。

★茶制作的鸡尾酒，和水果搭配，呈现出非

常漂亮的颜色，口感也很不错。

★茶基烈酒，使用茶制作的伏特加，估计我

们还没有太多机会品尝，但不失为很好的尝试。

再有就是将茶制作成各类烘焙制品，这已经

是很成熟的思路，不过我几乎在这茶叶节上没有
看到任何的抹茶产品，而是更多的茶被运用到人
们的日常食物当中。

虽然这次茶叶节上茶的应用并没有让人眼花

缭乱的繁多，但是也已经拓宽了我看待茶除了清
饮以外的很多实用的使用途径，也希望这些方式
能够带给国内茶人一些启示。

另外，在展会上，我也看到了几家传统中

国茶的公司，他们的员工也基本上是中国人，还
用着我们传统的方式在吸引顾客，这对于一个非
中国地区的人们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是非常重要
的。但也有很多其他国家也在积极的研发和生产
精品茶，比如尼泊尔的精品白茶，品质也是相当
高，近年来斯里兰卡和印度也开始使用精品茶的
制作工艺生产精品茶，整个茶行业开始更多的变
化和不断探索的潜在能量。虽然我们的国家仍然
是世界第一产茶大国，从产茶、制茶和茶文化方
面毋庸置疑仍然是世界不可替代的重要和主要部
分，但世界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我们也应当积
极拥抱这些变化，将我们第一茶叶大国的称呼稳
固的拥有下去。

我们正在积极倡导的关于茶的感官校准、

风味鉴定，精品茶的品鉴方式和可以在全球范
围内统一评价的煮茶考虑变量，
也希望和世界整个茶文化的发展
早日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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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anyang Kongfu Tea to Ceylon Tea: The Influenc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 on Tea Brand

从坦洋工夫到锡兰红茶

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茶叶品牌的影响

文_尚晓东

平遥旧爱咖啡馆主理人

中国红茶的出口背景与锡兰红茶
的兴起

世界红茶发源于福建，早在1368-1375年明

代初期，刘基的《多能鄙事》就有红茶加工“兰
膏茶”、“酥签茶”的记载。

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将福建小种红

茶运往荷兰，继而传至英国；1886年，中国茶叶

2018年1-5月，中国茶叶出口数量为14.51

万吨，仅在世界茶叶的进出口贸易中位列第三，

地域、气候条件、海拔高度以及土壤结构所决定

单位规模小，影响力最大的也就几家，且年销售

同一产地，比如，同一块土地出产的茶叶，在雨

虽然全国已有茶叶企业实体七万多家，但大部分
额不过十几亿，年销售额过亿的不超过100家，
而全球最大的茶业企业年销售额是200多亿！

虽说中国不乏制茶大师，仅国家级、省市级

出口量约占当时世界茶叶贸易量的82%，此后，

都数百人之多，若加上县级和各种斗茶比赛的金

技工生产红茶，而中国国内政局历经多变，加之

虽互相熟识，互有交流，却各自为战，很少共同

由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开始从中国引进茶种和
经济衰退等原因，最终导致中国茶叶在国际的地
位越来越低，茶叶出口所占世界茶叶贸易量比重
也从1896年的42.1%下降到1920年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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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一样，茶叶的质量、风味是由其生产的

奖获得者，更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制茶团队！他们
研发产品。东方文明讲究师承，尤其对秘技视若
珍宝，从不轻易示人，授徒需要口传心受，领悟
时间相当长，这对师徒都是一种考验。

的，没有两种茶叶是完全相同的，即便它们来自
天采摘、加工，与在晴天采摘、加工，其质量、
风味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同一座茶园在一
个季节中生产出不同质量的茶叶是很正常的。中
国标准化的数据记录时间还不长，制茶往往依据
天气、气候、茶青的生产情况综合决定何时采青
制茶，老的茶人凭的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并不是
每一个从业者都具备的，所以新茶人往往较易错
过最佳采摘时间，要么就是因发酵不足或过深，
最终难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我国目前的茶叶贸易仍以“一对一”的传统交易方

风险，与此同时，仅一级的代理商制度也减少了

面，相对而已，斯里兰卡锡兰红茶采取的拍卖方

本，资金得到快速回收。

式为主，出口的茶叶呈现无序竞争、低价竞销的局
式，为未来我国茶叶在国际上竞争力和出口量的提

崇，并为茶商们所接受，除拍卖本身所具有的

方式之一，世界茶叶交易中心主要集中在南亚和

外茶叶市场、明确交易标准、保护茶商利益等

东非，每年约有70%的茶叶贸易是通过拍卖成交
的，全球最著名的三大茶叶拍卖中心分别是：斯
里兰卡的科伦坡茶叶拍卖市场、印度的加尔各答
拍卖市场和肯尼亚的蒙巴萨茶叶拍卖市场。

中国红茶与锡兰红茶的生产区别

中国茶场规模小，从业人数多，人工成本较

高；茶农数量虽然众多，但作为整个产业链中最

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是世界

机构，它与那些私人茶叶种植园和谐共处，致力于
成本利润指标，极大地影响着茶叶种植。

斯里兰卡茶叶局旨在发展斯里兰卡的茶产

恢复旧茶园、茶叶工厂的建立和运行等；茶叶局

规定的加工模式加工茶叶，把做好的新茶叶样本
送到茶叶局，等收到茶叶局检验报告和合格证书之
后，再把茶叶拿到指定的茶叶拍卖处进行拍卖。

建立于1883年的科隆坡茶叶交易所（科隆

坡茶叶拍卖市场），几乎垄断了斯里兰卡的茶叶

贸易，95%以上的茶叶通过这里出口，而出口的
价格则是通过参与竞拍的出口商和品牌商代表们
拍卖而定。

各项活动，包括茶叶生产、培育新茶园、移植、
负责管理茶叶拍卖、茶叶品质监控、规范茶叶销
售、茶出口中介业务、仓储和运输等，此外，还
负责对茶企业提供管理服务的所有研究机构进行
控制和引导；全面负责茶行业的管理，尤其是茶
叶质量管理、出口和国内销售管理，以及海外茶
叶推广活动的规范性的推广，并在海外办公室的
协助下，定期提供市场报告及产业需求等。

中国红茶与锡兰红茶的销售区别

由于茶产品本身的特点，以及消费习惯、

渠道门槛，当前中国茶叶销售的主渠道依然是

据资料显示，斯里兰卡境内大约有600余家

茶叶厂商和8家代理商，茶厂在拍卖前会将该时

却是世界上第三大茶叶生产国，年产量约32万

间段内的2kg茶样送交代理商，由代理商机构进

出口，每年出口量超过31.5万吨，在全球茶叶出

品以“厂家、茶号、等级、规格、批号、数量、

行分级（参见前文解析）和估值，并将茶厂商样
重量”等信息汇总，分发给下游买家采购，当买
家的评茶师经过审评后，按需求决定购买的目标
价格和数量。

与传统交易模式不同，茶叶的拍卖机制是把

界第一大茶生产国，也是当前世界优质红茶的重

买卖双方通过交易所集合起来，以大量稳定的货

亚之后。

完善整个斯里兰卡锡兰红茶的市场交易，这样的

就茶叶出口竞争力而言，中国与印度、斯里

太多，也难免各自为战。

程，分别是茶农、茶叶加工厂、茶叶拍卖、出口

嫩芽送到茶叶工厂，工厂根据茶叶局和茶叶研究所

兰卡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样的差距是因为

的研究所，这对于行业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机构

业，并在全球推广锡兰茶，它负责规范茶产业的

工非常明确的茶农来负责生产茶叶，并负责把新鲜

要消费国，其茶叶出口额却排在斯里兰卡、肯尼

局、茶业协会等机构，各茶叶公司也会成立自己

润，最终难免影响到产品的品质。

商，不同阶段有不同人员来完成工作，同时还有分

吨，占中国进口茶叶总量的35%，而中国作为世

中国有省级的茶叶研究所四所，县市有茶叶

研究高产量的茶叶品种，实现生产力最大化，满足

而斯里兰卡茶行业具有高标准、高要求的流

斯里兰卡每年向中国出口锡兰红茶近8,000

小知识：关于两国的茶叶研究所和茶叶局

言，收购的茶青品质并不能完全保证一致，也不
到茶厂、茶商，中间环节层层都要保留自己的利

出口国。

具有重要作用。

上最古老和最大的茶叶研究机构，作为一个公立的

能保证每年茶青价格的稳定，从茶农到茶贩，再

口市场上拥有21%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

公正、公平和公开之外，还在于它对统一国内

基础的环节，也是最没有定价权的环节，种植的
茶树品种最终取决于茶商的收购价；对于茶商而

吨，占世界茶叶总产量的11%，其茶叶主要用于

茶叶拍卖之所以被国际上的产茶国所推

高，及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参考意义。

在国际茶叶市场，拍卖是目前最流行的交易

相比中国的地大物博，斯里兰卡国土不大，

交易出口过程中不必要的盘剥、议价和时间成

源（600家本土茶叶厂商）和透明的拍价体系来
做法不仅保障了买卖双方信息对称和公平竞价，
茶样估值的处理方式也能避免库存过剩或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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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茶出口劣势

从宏观上来讲，中国红茶出口有以下几点劣势：

★生产成本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如孟加拉国、肯尼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单产
低，集约化、机械化水平低、茶场生产规模小，
出口中间环节多，中间成本高。

★出口价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21世

纪后，中国红茶出口平均价进一步下跌，差距继
续扩大。

★我国茶叶主要出口到亚非两地，占国家总

出口量的80%，由于这些市场太过集中于经济水
平相对比较低的地区，市场风险较大，市场扩张
空间也受到限制。因地理环境等影响，我国红茶
的品质始终得不到提高，质量相对于印度、斯里
兰卡等国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企业综合能力不足，影响整体发展。我国

茶叶企业组织化程度低，对组织化的企业文化基
础领悟不够，导致茶叶企业资金的投入及技术创
新能力的短缺，对企业的规模及发展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质量也达不到国际市场的要求。。

★茶叶质量标准低。虽然目前我国对茶叶

的质量有了明确规定，也有470多项质量检测项
目，但相对于欧洲、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标
准来说还比较低，茶叶质量的提高速度方面相对
于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较为缓慢，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优势不强。

结束语

中国的茶叶品牌要想做大做强，对于原材料

供应、运输链、加工厂、零售端服务质量各环节都
有严格的要求，从茶树种植到采摘制作，各项环节
都需要人们更多的精力投入和参与，中国红茶的崛
起非一人一企之力所能达到，而是各个环节的配合
才能完成，我们也希望有一天可以集采众家之长，
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出响亮的品牌与名片！
茶叶专卖店以及茶叶批发市场。中国的茶叶还

样，进入现代零售渠道体系，而这一点恰恰是中

和环境的氛围营造，虽然国内不乏好茶，我们

我们曾试制一款新工艺的坦洋工夫红茶，

不属于快速消费品，饮茶依旧需要借助于茶器

国茶叶企业当前无法做到的。

也可以不加以任何的香料和添加剂，制出具有

历时一年，尝试不同品种、不同山场、不同茶人

的香气和品质，甚至不能保证每次使用相同的

气、汤色、叶底均无可挑剔，因蜜桃香显，取名

花果香味的茶，但难以保证每一批次都是如此
原材料。

斯里兰卡锡兰红茶则采用拼配茶的做法借

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突破了
传统茶叶对口感、产地等方面的诸多要求，独特
的包装形式使得茶包可以像普通的快速消费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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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其中饮茶的水也有吨余，从茶的外形、香

关于作者

尚晓东，平遥旧爱咖啡馆主理人，多年来寻访饮
品本真味道，将一杯美味呈现给懂它的人。微信
号：joei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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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手工摇青

茶

Tea Leaves Spinning Around

the Dinning-table

（上篇）

文_戎新宇

国家级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戎茗轩”创办人

叶围着餐桌转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从宋代至今便广为流

再加之各种配菜、浇头、汤底及调味料，便形成

茶、紫芽茶，亦有铁罗汉、白鸡冠、大红袍等名

件事”之一，从茶在中国人“开门七件事”的排

四川的担担面、北京的炸酱面、兰州拉面、

摇、浪、揉、焙等不同制作工艺、不同手法差异

传的一句谚语，茶，被归类为中国人的“开门七

了不同地域风味的特色面条。

名中不难看出，茶与饮食相伴相随的紧密关系，

常德米粉、云南米线、新疆拉条子、山西刀削

部分。

葱油面，无不融入地域文化特色和劳动人民的勤

它始终被视为中国人每日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
食在于调，在于烹，而烹饪这门艺术，从中

国最为普遍的面条，这家家户户日常都可制作的

食物上，就可见一斑，中国有1,200余种面食，
堪称面条王国，而追溯面条的历史，至今为止最

早的考古证物是公元3,900年前青海拉家遗址出
土的长面条。

千年来中国人使用小麦、稻米、玉米、青

稞、荞麦、高粱等不同地区的不同农作物，用
磨、揉、擀、捶、压、切、拉、揪、挤、抖、

措、削等手法，制作成条状、线状、片状、丁状

面、武汉热干面、河南烩面、广州竹升面、上海
劳智慧，是当地人所津津乐道的美食。面条的

博大精深不但影响了中国的各个地区，也影响了
周边国家的饮食文化，日本乌冬面、韩国荞麦

面、越南米粉、泰式炒面、马来米粉，乃至风靡

西湖龙井、苏州碧螺春、黄山毛峰、太平猴魁、
浮梁红茶、武夷大红袍、日照雪青、凤凰单丛、

都匀毛尖、安化黑茶、云南普洱……每一款茶都
独具当地特色，茶与饮食一样最好地映射了地区
的民间文化和传统习俗。

中国的饮食称得上为文化，中国的制茶技

法堪称艺术！在许多西方美食家、星级大厨的眼

花，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口颊生香，这一再寻

借直觉操作的“模糊逻辑”令人难以琢磨；与西

发扬。面条在中国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激起的浪
常不过的食物，足以体现出中华美食的魅力和博
大精深！

反观茶叶亦然，自商周茶叶作为贡品献与

帝王至今，中国的茶叶品种发展逾三千余种，采

等烹饪方法，制作成各种形式的面食花样百出，

茶芽：小叶种、中叶种、大叶种、黄芽茶、白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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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加工方式，制成有各区域特色的茶品：杭州

世界的意大利面，皆是对中国面条文化的传承和

等长短不一，宽窄有别，大小各异，千姿百态的
面条；由煮、炒、烩、焖、煎、炸、蒸、涮、拌

枞花名等，通过制茶师炒、蒸、晒、烘、闷、

摘中国版图上的不同山场气候孕育出的不同品种

中，中国人对食物的加工方法曼妙至极，一切凭
方烹饪技法对所有原材料的精准配比相比，“盐
少许、油适量”的模糊描述，被认为是无法标准
化的操作，也有观点认为这正是中国没有世界知
名的连锁快餐品牌的原因之一。

固执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要改变这种状态的

想法，毕竟从中国人茹毛饮血的时代起，先祖们

就一直以这样的方式烹饪食材，几千年来从未改
变，烹饪的理念以及对食物的态度受总体文化观
念的影响，对此，中国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

郑板桥对中国人的这种理念给出了高度的概括 —
难得糊涂！其实，所谓的“难得糊涂”并非是表
面看上去的毫无标准的肆意而为，模糊描述恰恰
是在驾轻就熟基础上的信手拈来，反观西方也并
非所有事物都会遵循数据、或注重精准，比如绘
画，无论是东方的水墨或是西方的油画，没有哪
位艺术家会去精确计算完成一副作品需要在距离
上边框多少毫米处绘制几笔完成，亦或是需要几
克红色颜料、几克黑色颜料。

中国各大茶叶产区所出品的顶级茶至今仍坚

持手工制作，制茶与烹饪一样讲求的是“看茶制
茶”，这就如同量体裁衣，是一个很难以数据来
标准化的操作；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茶树品
种，采得的不同等级茶叶原料，需要根据不同的
环境温度，不同的鲜叶含水量，以不同的方式进
行制作，制茶师傅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还需要根
据原料生产加工中的品质变化情况，相对应地调

时，更加注重饮食的艺术欣赏及养生功能，唐朝

序和流程均以茶叶的情况变化而变化，依茶的特

的艺术欣赏价值，令人赏心悦目。

整制作的手法、力度、速度等等，一切的制作工
性来调整工序而不是靠流程控制茶，唯有这样才

极致所替代，当时的宫廷饮食以穷奢极欲著称

唐朝大部分时期虽仍沿袭着自上古的煮茶

夜传餐，即须千数”，神宗 “一宴游之费十余

能制出顶级的绝世好茶。

方式，但对茶的制作工艺、烹煮饮用器具有着极

也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不仅是看茶制茶，看菜

茶具、茶器、制茶方式，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展示

这就是中国制茶师所谓的“看茶制茶”，这

做菜，看人治病，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在一个动态
的自然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说那些冲泡

2分钟即饮的袋泡茶是工业化的茶产品，那么由
制茶匠人们选用适合的茶鲜叶，在太阳下萎凋适
当的时间，再以恰当的方式摇青、杀青、揉捻、

到了宋朝，唐人的豪迈情怀被宋人的追求

的食物造形优美，色、香、味俱佳，且具有很高

高的要求，在《茶经》中，陆羽详细描述了各种

于世，皇帝的基本饮食是“常膳百品”、“半

万”，仁宗“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即便放置
今时，其奢华之度也无人能及。

在食物的烹饪方法上，宋代也比唐代精细很

了一个由茶而构建起的盛宴，各种制作精美、工

多，主食面点及副食佳肴都有了更深入、更细化

上，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雕花茶匙、茶盏、筛茶器

向宋代的平民化、市肆化发展：《东京梦华录》

艺精良的茶道具出现在当时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
具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茶事的绝世辉煌。

的发展，食物也从唐代的贵族阶层专享之物逐渐
中提到的百余家商铺中，酒肆餐馆占了半数；

焙火，所匠造出的一款花、果、乳香皆有的顶级
乌龙茶，那就是人类最高级别的艺术品了！

制茶是一种艺术，是制茶匠人与自然和谐交

流、以匠心慢慢打磨的艺术，是人类智慧与大自然
融合度到达“天人合一”般境界的艺术品，制茶、
泡茶、烹饪、绘画等一切手作之物，均是匠人之心
的艺术，艺术的极致没有标准，更没有国界。

制茶技术一直以来深受中国的烹饪技艺的影

响。茶叶的食用，起源于上古简单的茶羹，发展
到商周讲求五行配伍的煮茶，在唐代陆羽出现之
前，茶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简单的煮饮方式，直到
繁盛的李唐，茶开始有了一派恢弘的新气象。隋
唐时期中国凭借其繁盛之世成为世界的中心，融
百家之长，文化兼容并蓄，“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胸怀博大的唐人不再单一追
求饮食的食用功效，在保持饮食主要功能的同

唐《文会图》描绘着文人聚会饮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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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宋代都城汴京，酒肆、
茶馆、餐馆也占大半；每天清晨，临安城“买卖
细色异品菜蔬”的商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
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一片欣欣向荣之象。

饮茶吃茶也从对茶叶外形的追求上升到对

茶叶本身品质的追求。宋徽宗作为一国之君，
登基不久，便亲自为茶著写了《茶论》，书中

描述了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茶具等方面，
对点茶之技艺描写更是细致入微，茶学史上无人
能及，宋代更是在唐代的饼茶基础上开创了龙团
凤饼，在茶饼上雕龙刻凤，精美无比。茶从上古
求“效”到唐代求“奢”，到了宋代可以说是求
“精”的顶峰。

明清时期，制茶工艺得以有了质的飞跃，

明代布衣皇帝朱元璋创建了自己的王朝，草根
出生的他，放过牛，出过家，行过乞，历经民
间疾苦，所以他登基之后仍保留着极为节俭的
风气，“筵不尚华”，蔬菜、豆腐是餐桌上的
家常便饭。

宋元所遗留下来的奢华点茶之风已不再受当

朝者的推崇，“废团改散”，摒弃宋元做工繁复的

龙凤团饼，用最质朴的方式制作的散茶 — 也就是

我们今天饮用的茶叶，成为了当朝的主流，茶叶不
再压制成饼、炙烤、碾碎、击打，而是直接用沸水
瀹泡，并在冲泡后将茶叶与茶汤分离。随着散茶的
推行，制茶人从炒菜的烹饪技艺中得到灵感启发，
也开始尝试着使用炒菜的铁锅炒制茶叶，并对下锅
的温度、每锅炒制的投叶量、翻炒的时间等有了大
量的实践总结；饮茶人也由此开始了对茶汤口感的
品鉴，对茶叶色、香、味品质的追求。

在摆脱了制作工艺的束缚后，茶叶第一次以

最为自由、最为质朴的方式在制茶人手中呈现出

传统手工制作碧螺春，在高温铁锅中进行杀青工艺

万般变化，炒、烘、蒸、揉、摇等各地制茶工艺

国到了明清时期，饮食业则开始向烹饪的下一座

三者平衡的茶品成了新时代的主流。

口味偏好等等，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

市场化，“春雨贵如油”的时代逐渐远去，铁锅

烹饪的技艺决定了饮食习惯，饮食习惯又决定饮

不断创新，以适应当地的茶园气候、栽种品种、
的茶叶品种；与之相对应的，随着明代中后期各
地区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饮食业也愈显地方特
色，开始形成各自独特的派系，到了清末时期，

高峰攀登，榨油坊的普及促使价格低廉的食用油
也普及生产，炒菜已不再像宋代那样稀罕而昂

贵，这样的环境更促使了炒菜这门烹饪技艺在民

中国人的茶是围着餐桌转的，食材的选择、

茶口感，也就是说“你吃什么，就该喝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在全国

间的普及与发展。

34个省市行政区中产茶区多达21个，北到山

笺》、《易牙遗意》、《逸游事宜》、《食品

十秒的烹制过程中，就展现出与煮、蒸迥然不同

令人惊叹！但你是否想过，是什么决定了不同产

的饮食文化。

炒等等，除炒以外，还有烧、蒸、煮、煎、烤、

已形成浙、闽、鲁、徽等八大菜系，《饮食服馔
集》等食品类书籍中就详细记录了明代包罗万象
有人曾说日本人的饮食体现的是水的艺术，

而中国人的饮食体现的是火的艺术。日本烹制方
法多用煮、蒸这些延续了唐宋主流的烹制方式，
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饮茶方式也是沿袭着宋
人的点茶之法，形成了现代日本的抹茶道；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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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与火，通过油与锅这一媒介，在短短几

的风味 — 生炒、熟炒、滑炒、清炒、干炒、抓
卤、炸、爆、炙等各种不同烹饪方式，可以说，
自明代之后，中国人开始了全新的味觉体验，同

东，南到海南，西到西藏，东到台湾，跨度之大
茶区的茶叶加工工艺？为什么杭州出产西湖龙
井，而不是凤凰单丛？为什么武夷山出产大红
袍，而不出产碧螺春？

欲知为何，请继续关注《Cafe Culture | 啡食

时以炒、烘、蒸、揉、摇、焙等新工艺制成的茶

语》中文版下期杂志文章，我们将为你娓娓道来。

已被大多数饮茶爱好者所摒弃，讲求形、香、味

（本文节选自戎新宇先生著作《茶的国度》）

叶则成为制茶师的新方向，而之前的点茶、煮茶

下期再会！

制作冷萃精品茶

MAKING COLD BREW
SPECIALTY TEA
文_Michael Kinahan

WTC 主评委、Elements Tea Company 公司经营者

大
茶吗？

家好！我是Michael Kinahan，今天我

们来聊聊如何制作冷萃精品茶。你或
许听说过冷萃咖啡，但你尝试过冷萃

在炎炎夏日，不如将冷萃茶加入你的冰茶系

列吧！冷萃茶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在罐子或其
它容器中加入精品茶叶，倒入冷水，放入冰箱，
然后过滤茶叶，即可制作完成！

想要更加详细的制作方法？没问题！茶叶的

用量要比用热水沏茶更多一些，将30g散装茶叶
放入容量为2L的容器中，倒水，拧紧盖子，放入

冰箱冷藏6-10小时，具体时间视口味浓淡而定，
最后将茶叶过滤掉，倒入高脚杯，根据需要加入
适量的水，如果你更偏爱甜味，则可以加入风味
糖浆，或切点水果加入茶中。

请注意：咖啡厅可能会选择茶包或散装精

品茶叶隔夜制作，到第二天早晨再进行茶包/叶
过滤，但我们建议你可以在高脚杯中加入冰块，

或加入2/3杯冷萃茶、1/3杯冷水，或可考虑加入
2/3杯冷萃茶和1/3杯果汁增加甜度和风味。

那么，为什么要制作冷萃茶呢？那是因为用

热水沏茶会释放茶叶中的单宁，单宁大量存在于
茶叶中，特别是以红茶为主，味道苦涩，如果你
不喜欢单宁味，那么用冷萃的方法制作茶会释放
更少的单宁，让茶口味变得更加柔顺！特别在冲
泡绿茶、白茶和某些乌龙茶时，水温过高会使茶
味道过苦，难以下咽，冷萃可以彻底避免这一问
题，让你每次都能做出完美的茶！

准备好了么？将茶包或茶叶放入装有冷水的

容器中，放在冰箱里冷藏一晚，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选用的是散装茶叶，你将有机会尝试混合
不同的茶以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口味！请告诉我们
你最喜欢的冲泡配方，同时别忘了，有了冷萃精
品茶，你还能用它制作很多美味的鸡尾酒哦！

希望你在炎炎夏日从冷萃茶的实验中，能获

得更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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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茶文化新趋势

New Trends of America’s Tea Culture

文_Ravi Kroesen

Steven Smith Teamaker 副总经理

在

Teamaker，我的工作是从全世界采

他们已经成长一股新的消费主力军，同时也是市

虑现有的茶叶存货是否够用，并能够支撑到下

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更是因为他们组成了美国最

美国消费者对咖啡和茶的选择进行了调查，下

信，在当今时代成为一名茶叶采购者是最好的

关注产品本身，他们想要了解自己喝的是什么，
还想知道原材料从哪里来，与此同时，随着年轻

程度就越高，到了“千禧一代”，消费者对咖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Steven Smith
购公司全部所需茶叶。我不仅需要考

个产季，还需时刻注意客户不断变化的喜好，
虽然工作非常辛苦，总是没日没夜，但我仍坚
选择。

我们正处于茶叶的黄金年代，此前从未有

如此多的高品质茶叶可供消费者选择，茶叶不
再仅供皇家贵族或富人独享，尤其在过去，茶
叶运输到美国需要差不多半年时间，而如今，
新鲜的茶叶在几天或是几周就能被运到美国。

中国作为茶叶的诞生地及全球精品茶叶

第一产地，拥有丰富的茶叶品种，中国茶在近

“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2000年间，如今

的公司以及其他茶叶公司带来了机会和一项重

在过去15年间，美国的茶叶销售总额增

长了超过20%，如今茶叶在美国的流行程度空
前，虽然传统茶仍占据着不小的市场比重，但
茶已经不再是美国人的第二选择，这一趋势主
要是因为年轻一代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关注程
度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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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一点，市场分析专家们对目前

庞大的消费群体，与长辈们相比，这一代人更加

图清晰显示了，消费者越年轻，对茶感兴趣的
啡和茶的选择概率已经变成了50:50。

一代消费理念的改变，长辈们的消费习惯也随之

如果你正在阅读本文，并且恰好是美国的

不同年龄段对咖啡/茶的选择
42%

18-29

42 %
35%

30-44

50%

任：在美国快速发展的茶叶市场，传播和分享
中国的精品茶叶！

茶能够完美契合他们的需求。

场分析以及品牌营销的主要对象，“千禧一代”

些年也愈发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目前中国
茶叶在美国试产所占分量仍然较小，这就给我

发生了变化，也开始更加注重饮品的健康性，而

28%

45-65

65+

62 %
21 %
70%

茶

咖啡

一名茶叶销售商，如果你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目
标客户群体，我想现在你心中已经有数了。

在Steven Smith Teamaker，我们始终致

你平时在家中都喝什么？

力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市场动向，虽然很多公司

绿茶

我们也要去了解市场自身，同时为了更好地掌

香草茶

（包括我们自己）认为是企业引领了潮流，但
握市场动向，我们使用了以下工具：
★ 消费者购买分析；

★ 消费者喜好调查或研究；

★ 从社交媒体了解消费者预期。

SPINS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精品、天然和有

机茶叶市场的销售情况，其中大部分精品茶叶
是直接面向美国消费者销售的，从多个角度进
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零售商的种类、
地区和每个月份的销售情况。

各类市场研究，例如研究报告或市场调

查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例如右图所展示
的关于“你平时在家中都喝什么？”的调查结

红茶

水果茶
乌龙茶
白茶
抹茶
黄茶

博士茶

乌拉圭茶
普洱茶
不知道
0

10

20

果，我们惊讶的发现，绿茶居然排名第一，而

在我们最先推广的三款茶叶中，包括了世界上

中国特产的精品茶叶。

北部，那里同时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吴先生的

落后的几个品项，主要是乌龙、白茶、普洱等
在Smith，我们意识到了美国消费者对于

中国多样化茶叶种类的兴趣正在不断攀升，为

40

50

60

茶种的选择，则用的是台湾产的青心乌龙，

第一款红茶：正山小种，它产自中国福建省的

茶庄在制作这两款乌龙茶时，其中一款是用传统

所在地。

烘烤方式处理，两款茶的味道差别极大，很好地

第二款和第三款是均为乌龙茶，产自以普

此，我们最近推出了Reserve Line系列茶叶产

洱茶和红茶著称的云南，这两款茶能够清晰地

上，对未来的茶叶产品有更多的想象和期盼。

深远影响。

品，旨在让人们在了解茶叶历史和传统的基础

30

显示出茶叶处理方式给同一种茶叶味道带来的

的高山乌龙轻氧化方式处理，另一款是用重氧化
展示了不同种类乌龙茶的独特品质。

为了将Reserve Line系列产品在美国推广，

我们重点采用了社交媒体营销渠道，社交媒体可
以让我们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取得直接的联系，
同时能够让经验尚浅的消费者了解中国茶的特

色、外观、味道等品质。媒体不仅能让我们获取
更多受众，催生创新，也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在产
品上市前就打好市场基础，引导市场潮流，准确
把握快速变革的美国茶叶市场动向。

说到茶叶的流行趋势，很多潮流在美国

和中国其实是共通的，例如珍珠奶茶和水果
茶不仅在中国非常流行，在美国市场也变得
非常常见；虽然珍珠奶茶和水果茶并不在我
们的经营范围内，但我们还可以通过打造茶
鸡尾酒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例如左图中展
示的产品：

让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

我们关注的是未来的市场容量，正如同星巴克
一开始普及精品咖啡一样，能够让更多的人接
受高品质茶叶，终将会让所有人受益。

随着美国消费者对茶叶的关注程度日益高

涨，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将更多的高品质茶，尤
其是产自中国的茶叶带向美国消费者，或许通
过我们的努力，最终还能够推动两国文化的进
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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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Michael Kinahan
WTTC 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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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古问今

茶

Understanding Tea’s Past
to Embrace the Future of Tea

成为西南地区汉藏联系的通道。由于民间役使
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
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茶马互
市”便应运而生，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有利
地推动了茶马古道的繁荣，茶也逐渐在那个年
代传播到了韩国、日本和越南。

茶也逐渐开始催生其他新行业，例如饮茶

的普及间接带动了陶瓷业的发展，有些专家认
为陶瓷首次出现在东汉的浙江省一带，时间大

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些高档的茶具，
例如江苏宜兴的紫砂壶，非常持久耐用，能够
耐受极高的温度，紫砂壶的烧制方法至今仍是

一个谜，历史上最昂贵的紫砂壶是1948年由宜
兴紫砂壶大师顾景舟打造的，在拍卖会上的成
交价格高达200万美元。

沿着西南丝绸之路一路穿过四川、云南和

大

西藏，再到巴拉克（Balach），茶从中国和亚
家好，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茶是

前必须将水烧开。相传某一天，在神农氏正在

索亚洲的茶，并跟随古代丝绸之路，

变了水的颜色和味道，神农氏品尝之后，惊讶

如何影响现代文化的？首先我们将探

一路来到欧洲，随后横跨太平洋来到美洲，最
后探索茶对印度殖民地的影响。

过去12年间，从伦敦教授茶叶种植和处

理开始，茶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烧水时，几片干枯的树叶被风吹到了水中，改
地发现浸泡过树叶的水竟风味十足，后来经过
长时间饮用，发现这样的水居然还具有治愈疾
病的神奇疗效。

汤”，并称之为“生命的精华”。随着佛教在

似普通的茶，让我有机会遇到了如此多志同道

被僧人们借鉴，他们在寺庙附近种植茶树，以

合之人，体验了如此多启发智慧的瞬间，让我
能够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从事与茶有关的
工作。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将带大家一起探索

茶的起源，在那片神秘的、充满传说故事的国
度，据说龙就盘踞在群山之间，那里生活着智
者和拥有神秘力量的仙人。

是的，我们说的就是中国。

关于中国的茶文化，历史上的书籍、新

闻、博客记载在从古至今的1,300年间从未间

歇，可谓数不胜数。公元760年，陆羽撰写的
《茶经》一书中就记录了大量有关茶叶种植、
冲泡、饮用、用水讲究和分级的细节信息；关
于茶的记载，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和
哲学当中，并与道教、佛教和儒教紧密相连，

的历史，我们就能够知道历史对数千年精品茶
文化的影响。

请享受茶，并一同分享茶的精彩故事！

保持这种神奇饮料的持续供应，这种神奇的饮
料起初只被皇家贵族、达官显赫所享用。在隋

朝（公元581-618年或619年），茶仍然作为一
种奢侈品，并没有在平民阶层普及。

到了唐朝（公元618 - 907年），茶逐渐

在中上层阶级普及，并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命
脉，东南部地区的产茶大省通过茶叶贸易为官
府上交了大量税款，那些在亚洲其他国家做生
意的茶商成为了当时最富有的人。到了唐朝末
期，茶的普及度不断提高，茶文化也得到广泛
传播，此时各种阶级的人都可以享用到品级不
同、从廉价到天价的茶，茶的冲泡方式也开始
标准化。通过饮茶，智者们获得了更多启发，
老百姓也增强了体魄，陶冶了情操。

云南是第一个进行茶叶商业种植的省份，

也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茶马古道，

大约5,000年前，当时中国古代的帝王、中

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正式形成于唐（公元

医学的始祖神农氏，曾颁布过一则法令，喝水

热茶，交换着不同国家的货物，一旦了解了茶

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茶的药用和提神功效开始

从唐朝开始，饮茶便成为了人们修身养性的重
要途径。

之路，不同的文明相互连接，人们同饮着一杯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将茶形容为“玉

位，再到访纽约，参观了现代茶工业之后，我
决定在澳洲悉尼创办自己的茶饮企业。一杯看

洲逐渐来到了中东。我赞同丝绸之路就是文化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对外经贸商路，萌芽

618 - 907年）宋（公元960 - 1279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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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你我分别生活在南北半球，那么我
们可能正在迎来完全不同的季节，天
气一冷或者一热，人就会自然而然地

想要喝点热饮或冷饮，当然，对于饮料选择的
差异不仅是在温度上，有些人还会选择加酒或
不加酒。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多个饮料配方，

Tea Cocktail

of Five Recipts
5款茶鸡尾酒配方

可供你在家里自己制作和享用。我小时候是在
祖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依稀记得那时候我经
常问祖父“能不能喝一杯？”，当然，时至今
日“一杯”的含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茶包红茶
配牛奶了。

Suku Yaki
波本香料肉桂茶

这是一款传统的韩国茶，原材料包括肉桂、生

姜、香料、干枣、松仁，这款茶常在餐后或当作
甜品饮用，加入黑麦威士忌能够给这款茶带来不
一样的刺激感。

Suku Yaki 茶配方：

★ 10g 鲜姜，剥皮并切成1cm 薄片
★ 2根肉桂帮
★ 2颗干枣
★ 1/4杯糖

★ 1/4茶匙松仁
鸡尾酒配方：

★ 2份黑麦或波本威士忌
★ 4份 Suki Yaki 茶
★ 1份柠檬汁

文_Mark Thirlwall

★ 2滴安古斯图拉苦酒

Tea Journeys 总监

★ 橙子片作装饰（可选）
制作方法：

制茶：在茶壶中放入生姜、肉桂和干枣，加入3

杯水，煮沸，后改用小火，煮20分钟离火，加入
糖搅拌至全部融化，浸泡2小时后放入松仁，放

入冰箱备用。

制作鸡尾酒：在调酒器中加入冰块和全部原材

料，盖上盖子，摇晃20秒，过滤后倒入放有冰块
的玻璃杯中，用橙子片装饰。

Fire Ball
奶茶香料朗姆棕榈酒
首先混合一下原材料：
★ 3g 有机红茶

★1茶匙澳洲灌木蜂蜜

★以下香料各1g ：肉桂、甘草、茴香、小豆
蔻、生姜、肉豆蔻、豆蔻皮、丁香、黑胡椒、八
角、橙皮、迷迭香

将以上混合原材料放入水中煮制5分钟，制成浓
缩糖浆备用；在调酒器中加入1/2份鲜柠檬、1份

浓缩糖浆、1份朗姆酒、1根薄荷，加入冰块，摇

晃20秒，过滤后倒入鸡尾酒杯中，用橙子片、薄
荷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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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Ji
龙井威士忌

这款鸡尾酒的优势在于不需要使用最好的威士

忌，所以我们推荐用中档威士忌即可，例如

Johnny Walker等味道比较柔和的威士忌最为
合适。

将1茶匙新鲜的龙井茶放入半瓶威士忌中，加入2
颗冰糖，浸泡12小时，饮用时过滤掉茶叶，以免
味道变得过苦。

Mr Grey Will See You Now
热棕榈酒版

现在为大家带来我个人最喜欢的鸡尾酒！

将优质威士忌倒入杯中，加一点蜂蜜和柠檬汁，
然后在杯中加入浸泡得稍浓一些的伯爵红茶即
可，这杯威士忌是我在澳洲寒冷冬日的最爱。

为了让茶与酒的搭配更加完美，我们可以总结分
析出每一种茶都适合用什么样的酒，其实用最简
单的方式判断就是，你的搭配是否会改变或衬托
出茶的味道，制作鸡尾酒的第一原则是，底味，
也就是茶的味道，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的建议是，味道越淡的茶，应该配颜色越
浅的酒；反之，茶的颜色越深，酒的颜色也应该
越深，你可先做少量的鸡尾酒进行品尝，再逐步
尝试！

我非常希望10月份回到中国能在这里看到更多精
彩的茶鸡尾酒，我们中国见！

Birds of a Feather
甘菊金酒马提尼
甘菊蜂蜜糖浆配方：
★2茶匙鲜甘菊
★1/2杯蜂蜜

鸡尾酒配方：
★2份金酒

★1份甘菊蜂蜜糖浆
★1份鲜柠檬汁
制作方法：

制作甘菊蜂蜜糖浆：将甘菊放入350g 开水中煮
制5分钟后捞出，加入蜂蜜，搅拌至全部融化，

待糖浆冷却至室温，取1/2杯备用，其它可放入
冰箱保存至多两周。

制作鸡尾酒：将金酒、糖浆、柠檬汁倒入调
酒器，放入冰块，摇匀，过滤后倒入马提尼
酒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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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 Guide 合作公司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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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wis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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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公社Coffee Commune
邮箱：christine@coffee-commune.com
微信公众号：咖啡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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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
官

Precision
Co ee
Tamper

箱：orders@baristatechnology.com.au
网：www.puqpress.cn/cc

RB 粉锤
官 网：coffeetamper.co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官 网： hotelex.cn

上海技嘉咖啡有限公司
电 话：021-5404 9808/5404 3090
官 网：jjcoff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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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炸机工作室
淘宝店铺名：咖啡渣渣小易

雀巢专业餐饮
电 话：010-8434 8260(奶制品）
010-8434 7911(咖啡）
官 网：nestle.com.cn

三豆客咖啡科技
电 话： +86 176 0080 9306
官 网：santo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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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摩咖啡器具（上海）有限公司
电 话： 400-6840-200
官 网：timem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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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Tea Championship
官 网：worldteachampionships.com
（排序按照商标/公司首字母）

报名参与为期6天5夜的咖啡餐饮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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