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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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Qpress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咖啡师工具之一!

这是一款技术精良、每一次出品都表现稳定的自动咖啡

压粉器。PUQpress能极大地提高工作速率和稳定性，它之

所以成为行业标准压粉器，是因为能在恒定压力下平整压

M2

Q1

粉这一大特点！PUQpress还可以帮助您避免“咖啡师手

制作出一杯完美的咖啡有很多决定要素，不同风味和口

感的咖啡不仅需要不同的焖蒸和冲泡时间，还需要不同的
压粉力度，如果压粉不正确，那么纠结完美的研磨和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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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PUQpress存在的价值 — 咖啡师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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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Works
公众号

所有型号

Cafe Works
咖啡工场

邮箱：sales@cafework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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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电话：18310241636（电话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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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er Coffee Press / D特压
官 网：www.deltercoffee.com
淘宝店

邮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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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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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的疼痛症状。

年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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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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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ion
Co ee
T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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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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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是重生的希望，绚烂无比，但

了5年的烘焙师将带来他的杯测故事，在与困

常，我们满怀对春的憧憬，却被突如

Timothy Sweet寄来了他《给未来咖啡师的一封

2020年的春天，似乎注定是非比寻

其来的疫情扎实的考验了一把，各种计划备受
影响，停工、停学、百业待兴。但是，在焦虑
与沉重的压抑下，我们仍需不畏艰难，勇敢前

行，大家好，《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

境做斗争的路上，其实我们并不孤独；同时，

公开信》，给予新晋咖啡师更多的鼓励与指引；

Andre Eiermann则用他珍贵的赛事经验，分享了
关于完美意式咖啡的制作心法。

咖啡器具方面，新型咖啡冲煮器具“D特

版刊物第22期，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节，和大

压”自2019年问世以来获得了一致好评，详见

来知识和力量。

顾，关于“D特压”的探索仍在继续；2020年，

家见面了！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能给你带

本期内容依旧丰富多彩，生豆和原产地栏

目将继续带大家前往云南，一起为爱伲庄园《咖

啡种子的胜利》喝彩；另外，Coffee Commune
咖啡公社的Eric Baden将会介绍他们的“Project

本期第44页“D特压”冲煮大赛广州站活动回

Cafe Works咖啡工场将引入花洒式手冲咖啡搅动
工具Melodrip，给因为疫情“宅”在家中的你，
增添一些乐趣。

在咖啡店经营中，易碧辉在《如何建立一

86+”计划喜赢2019年金豆烘焙大赛银牌的故

家复合型的咖啡酒廊》又有了新发现想与大家分

山《见证彩云之上的咖啡魅力》。

悉尼第一网红咖啡厅Speedo Cafe等一系列有趣

事；而我们的同事黄丹阳，则会带你一起前往保

咖啡界女性专栏，本期着重介绍了Genuine

Origin公司西海岸地区合伙经理Jen Hurd女士，
在精品咖啡行业闯荡超过20年的她，也是北美金
豆烘焙大奖赛分类评委，希望咖啡行业中的女性
朋友们能从她的成功经验中有不同的收获。

享；本期的咖啡馆探访栏目，我们会带大家前往
的咖啡馆看看。

不管是在中国、印度，还是“嗜茶成瘾”的

日不落帝国，茶作为其文化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探索不完的新奇。

虽然疫情将原有的很多计划都打乱了，但

烘焙栏目中，Danny Andrade将从世界杯咖

是2020年，我们长期坚持的传统项目：刊物和

成方法，从生豆处理到烘焙，他将进一步阐述为

调查等，仍旧会是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各种赛事

啡烘焙赛评审的角度，谈谈烘豆师的生豆评估养

什么《没有计划的目标只是假象》，2020年，
我们还会继续奉献更多关于烘焙的知识和培训分
享，敬请期待！

咖啡知识栏目，Ben Gleeson这位获得2019

年澳大利亚金豆杯总冠军，与第四期骨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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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咖啡烘焙和咖啡餐饮行业一年一度的市场
培训等活动也蓄势待发，届时会根据疫情实际情
况，做一些时间上的调整。

“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将陪伴大家一起，静
候春的到来，坚持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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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Trends We Expect to See
More of Coffee Industry in 2020
2020年咖啡工业值得关注的六大趋势

冰咖啡大行其道

冰咖啡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不可否

认，这种咖啡如今大行其道。

无论是浸泡8小时的冷萃咖啡、冰滴咖啡还

是最简单的“脏脏的意式浓缩”（即将一杯标准
意式浓缩直接倒入冰牛奶中）都可以算入冰咖啡

文_DAVID PARNHAM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证

而且冷萃咖啡相关的冲泡设备也发展迅猛，例如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咖啡机。

实，我们的数据也显示，冰咖啡产品在过去一年

冰咖啡在新的一年会发生怎样的
变化？

在过去，人们制作冰咖啡通常会加入大量

的范畴，而所有类型的冰咖啡均大受欢迎。冬去

的糖或风味糖浆，其目标主要是年轻消费者，很

要拥抱冰咖啡的冰爽。

冰咖啡的种类越来越多，冰咖啡逐渐成为了成年

春来，相信中国的年轻消费者们已经迫不及地想
据Allegra World Coffee Portal USA最新数据

显示，所有类型的冰咖啡年均市场份额增长率达

7.3%，几乎是传统热咖啡4.6%增长率的2倍，这

一数据也得到了2019年《中国咖啡餐饮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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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2019年的 HOST Milan 就展示了大量全自动冷萃

豆奶当道，燕麦奶值得关注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咖啡馆，你只有牛奶和

豆奶两种选择，但如今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9年，豆奶成为了植物类代奶产品中的

少顾及精品咖啡爱好者的需要。如今，随着无糖

王者，而事实上，各类代奶产品的增长都十分迅

消费者的最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冷萃咖

（包括杏仁奶）年增长率为8%，其中豆奶的增

啡，在全球各地，这种冲泡方式极为简单的咖啡
已经成为了主流，其丝滑的口感和柔和的口味以
及多样化的选择已经受到了大众消费者的认可，

速。据零售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植物类代奶产品
长速度稍显缓慢，为5.9%。

此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除豆奶和

燕麦奶以外的产品选择，例如椰奶、大米奶、夏

威夷果奶等等，而2020年最值得关注的便是燕
麦奶，其口感丝滑醇厚，与咖啡非常搭。

据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燕麦奶的销售额从

2017年10月以来猛增了425%，虽然燕麦奶在亚
洲市场仍属新品，但其实在美国和英国咖啡厅市
场，由于口味和牛奶最为相似，燕麦奶早已成为
代奶产品的主要选择。

“全部咖啡厅市场数据显示，未来5年代奶

产品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很大一份原因在
于，很多消费者如今选择代奶产品不仅是出于
减肥和健康因素考虑，更多是因为他们喜欢代
奶产品”。

黑咖啡才是黑马

消费者可以选择代奶产品，也可以选择不加

奶，同时随着消费者口味逐渐向轻度烘焙咖啡转
变，以及手冲滴滤和冷萃咖啡愈发流行，黑咖啡
必将成为未来咖啡市场的一匹黑马。

2019年，滴滤烘焙咖啡的销量增长达到

20%，这一增长幅度远超意式浓缩烘焙咖啡。当

然在中国的连锁咖啡厅，例如星巴克、COSTA、

瑞幸等，奶基咖啡仍是主流，但相信未来人们的

全自动意式浓缩咖啡机将进入咖
啡厅市场

制成本，其中最成功的便是瑞幸咖啡。如今该品

例如Mazzer E系列和Mythos One等主导了研磨市

咖啡师的工作方式，同时像面包房、加油站、

其他众多独立咖啡品牌，可谓独领风骚。

其是精品咖啡对于精准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其精

啡机正在成为主流，人们愈发习惯一键式的自

升了大众消费者对咖啡产品的消费力，你甚至可

press和Ubermilk等自动化设备在全球精品咖啡

的咖啡或茶饮，这一趋势必将在2020年继续保

口味偏好必将逐渐向黑咖啡转移。

意式浓缩研磨精准度将不断提升

过去几年，以时间为计量单位的磨豆机，

场，但这种磨豆机始终受稳定性问题的困扰，尤
度要求要达到0.1g，如果使用传统以时间为计量
单位的磨豆机，我们就需要每次手动为咖啡粉称
重，耗时耗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重量为计
量单位的磨豆机（例如 Mythos 2.0）在2019年

在上一期中，我们介绍了自动化如何转变

便利店、餐厅等消费终端，全自动意式浓缩咖
助咖啡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如PUQ
厅广泛普及。

虽然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但在2020年，我

牌在中国共拥有超三千家门店，以线上的手机 APP
下单和外卖服务为核心，并在该领域领先星巴克和

这一快速扩张、主打廉价咖啡的战略迅速提

以通过APP与同事、同学、朋友和家人分享免费

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许多人或许不同意以上观点，但请认真思

横空出世，这种全新的技术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

认为意式浓缩的全自动制作技术仍需在巩固现

考，作为咖啡专业人士，我们是否将太多的注意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新一代的磨豆机将有望

多有意思的点子，例如由La Marzocco和Perfect

的朋友们身上？出色的顾客服务和咖啡厅主题是

意，但其较慢的研磨速度仍受到了不少诟病。

解决同时解决速度与精准度的问题，例如全新的

有地位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很

Mosse Milk联手带来的AMS全自动牛奶打发器，

Mahlkonig E65S GbW即将于2020年面向市场，

不过，在未来的12个月这类技术尚不会产生颠覆

际酒店用品展上领略了它的风采。这款全新的磨

当然，另一种自动化进程便是自助咖啡技术

我们已经在2019年的HOST Milan第41届米兰国
豆机具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设备，但最令人期

的快速发展。

号，可同时查看之前几期的《Cafe Culture | 啡言

此外，最新的Anﬁm SPII同时也具有超高的精

额外的外卖费，但却依旧在全球和中国市场均实

准度（相关内容请见最新评论）而其它的厂商也

正在努力解决稳定性的问题，例如 La Marzocco
的“Swan”原型磨豆机（同样将于2020年上
市，具体日期待定）。

多详情，敬请关注我们每周五推送的“Reaching

Success”微信专栏文章；如果你喜欢本文，请

出现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技术，更是一种新
的发展趋势。

咖啡厅取得长久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欲了解更

性影响。

无论喜欢与否，都不能忽视咖啡
外卖服务

待的还是兼顾速度与精准度这一超强性能，它的

力放在咖啡上，而非我们的顾客和那些热爱咖啡

在过去几年，美食外卖服务虽然向顾客收取

现了快速发展。

扫描本刊物后面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食语》中文版相关内容，全部内容均提供网上下
载，地址：cafeculture.com.cn/pastissue.asp

你也可以通过微信与我取得联系，我的微信

号：CCMDAVIDP。

如今外卖已不仅限于正餐，例如冰淇淋、果

汁、茶饮和咖啡等都加入了手机APP外卖的行列，

甚至有一些咖啡厅完全是以外卖服务为主，以此控

CCM 网站

啡言食语微信

纸质刊物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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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压AeroPress® Go™ 新品上市
专为热爱旅行的你设计

A

eroPress Go经过精心改良和设计，在保留原AeroPress的所有咖啡冲
泡功能以外，还配置了一个可以兼做收纳盒的方便饮用杯。与原来的

AeroPress一样，AeroPress Go可以冲泡出非常美味的美式、浓缩咖啡和冷
萃咖啡，经过优化设计的AeroPress Go不管是在旅行、户外或工作场合，都

Huskee 纯天然随行杯
环保随行，一杯多用

H

uskee咖啡杯采用咖啡加

工过程中的废弃原材料

制成，能帮助回收数百吨咖啡
生产的废料，例如咖啡壳等，
它可在咖啡馆、居家、旅行途
中或外出等任何场景中使用，
非常耐用且环保。

这款在澳大利亚设计出品的纯

携带方便、使用快捷，其智能设计确保您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随时随地
来一杯美味的咖啡。它的主要特点是：
★ 专业：它能冲泡出口感顺滑、丰

富的咖啡，完全摆脱了使用法压壶
冲泡咖啡带来的苦味和高酸度；

★ 快速而简便：AeroPress Go可在

大约1分钟内冲泡出热咖啡，大约
两分钟内冲泡出冷萃咖啡；

★ 紧凑、轻巧、耐用：精良的设计

让收纳变得简单，所有配件都能装
在一个杯子内。

天然咖啡杯，杯体设计舒适可
握，且适用于大多数杯架，在

能让咖啡保温的同时，杯体表面的隔热设计，还起到了很好防烫效果。
杯盖采用与随行杯类型的设计，开口处设计为宽口，方便直接饮用，另
外你也可以购买配套的咖啡碟，居家搭配使用，美观而大方。

另外，Huskee咖啡杯还可堆叠存放，适用于洗碗机清洁，不管是在忙碌

的咖啡厅还是在家中，都是一款完美的咖啡杯。目前Huskee有三种标准
尺寸可供选择：6oz、8oz 和 12oz，以及两种颜色款式，即天然色及木

炭黑。

Origin Decanter 咖啡滤泡壶
滤杯式冲煮一体化操作

O

rigin Decanter是由澳大利亚Trinity Coﬀee公司设计一款新产品，乍一
看该产品的Logo，你可能会觉得十分眼熟，没错，Origin Decanter

同样是来自Delter Coﬀee Press“D特压”团队的出品，就连其设计理念和
产品风格都与“D特压”有相似之处 — 稳定、易用、可玩性强。

这款产品的极简化设计使其对冲煮技巧要求较低，即便如此出品却十分稳
定，让你很容易地冲煮出咖啡的原始风
味，并释放出香气。其中最特别的要数
滤杯底部的设计，可拆卸的封条便于堵
住底部出水孔，你可以通过调整封条的
数量来改变咖啡滴滤速度，这个看起来
朴实无华的设计十分有利于咖啡冲煮的
稳定，即使重复操作也能得到风味稳定
的咖啡，保持冲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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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ice环保杯
可以吃的咖啡杯

很

久以来，人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试图减少一次性咖啡杯的使用及浪
费，但你是否能想象，这个愿望也许能在空中得到实现了。

新西兰航空公司每年为乘客供应超过800万杯咖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2019年12月，该公司开始试行一项可食用咖啡杯计划，他们与一家小

型家族企业Twiice公司合作，向乘客推出由小麦粉、糖、鸡蛋和香草精制作
而成的可食用咖啡杯。

据Twiice公司介绍，这种杯子虽用可食用材料制作而成，但质量却很好，能
足够支撑到喝完一杯咖啡，甚至更久的时间，目前在新西兰已经有14家咖

啡馆开始使用这款杯子。新西兰航空公司也正在与Twiice公司及其他供应商
合作，尝试将该类型的咖啡杯作为长期使用产品。

咖啡文化产品

Home Roast热风式家用咖啡豆烘焙机
家庭烘焙就是这么简单

对

于追求极致的咖啡发烧友来说，仅是购买咖啡豆已经不能使其满
足，很多人开始对咖啡烘焙产生了兴趣。

其实，自己烘焙咖啡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一台Home Roast热风式家用
咖啡豆烘焙机，便可以满足你在家中厨房烘焙咖啡的心愿！ Home Roast

体积大小合适，不占空间，最多可以烘焙300g咖啡豆，有7种档位控制热

源，内带自动冷却系统，半自动化的设计使其操作简单，咖啡烘焙“小
白”也能轻易上手，十分适合初学者。

只需稍加练习，你就能通过在家烘焙咖啡豆，亲自把握咖啡的品质，同时
增加对咖啡烘焙原理的理解，何尝不是另一种乐趣？

Varia 多功能咖啡冲煮壶
家庭咖啡冲煮新体验

V

aria多功能咖啡冲煮壶是一个六位一体的咖啡冲煮装置，由新西兰咖啡

大师设计，别看它体积很小，却能当做多种咖啡冲煮器具使用，例如

法压壶、摩卡壶等，满足你对不同咖啡的需求，从顺口的冷萃咖啡到浓郁
的意式咖啡，可谓一机多用，给你带来家庭咖啡冲煮的全新体验。

这款咖啡壶主体采用双层不锈钢材料制成，搭配防烫硅胶手柄，使用安
全，操作方便。所使用的零部件都非常耐用，主要包括一个2号尺寸的滤
杯、不锈钢壶身、滤压器，摩卡壶上壶和下壶，同时还配备了一个盖子和
底座，方便你在不使用法压壶及摩卡壶功能时，组装成一个保温壶使用。
另外，该产品还提供壶身底部定制化图案印制，并有多种颜色可选。

作为一款颜值很高的多功能冲煮器，你不仅可以用它来冲煮美味的咖啡或
茶，在闲置不用时还可作为一个厨房摆件，十分的美观大气。
更多产品信息可登陆官网查询：variabrewing.com

Melodrip
一款花洒式手冲萃取神器

M

elodrip诞生于美国加
州，其研发设计者

Ray Murakawa很早就意识
到，除了不同的烘焙程度、
研磨度和冲煮温度，咖啡的

Paderno家用全自动平衡萃取咖啡机
9人份咖啡出品，只需轻轻一按

这

款新型家用全自动平衡萃取咖啡机，由业内领先的专业酒店设备及

用品公司Paderno出品，目前已获得了SCA专业咖啡协会认证。其特

别设计的强大锅炉最高功率可达1,350W，能稳定保持咖啡冲煮所需的最佳
水温、冲煮时间和萃取量，仅需8分钟便可制作出9杯品质稳定的咖啡，所
萃取的咖啡风味丰富、稳定，可谓始终如一实现高效、完美冲煮。

机身自带的储水槽及下身的咖啡壶采用耐高温玻璃制成，内置可拆卸滤
网，实现轻松拆装，清洁方便、环保；动态控制旋钮设计，便于萃取模
式设置及操作；一键暂停功能，让冲煮更加自由、方便；“保温”功能
可让冲煮好的咖啡长时间保持恒温，让你随时随地享用一杯热腾腾的美
味咖啡。

更多产品信息可登陆官网查询：paderno.com。

味道在萃取过程中也会发生
变化，并最终与我们期望或
实际感受到的不一样。这是
因为在咖啡冲煮过程中，搅

动是最难以控制及不可预

知的一部分，因此，Ray决定制作一款能专注于控制搅动的手冲萃取工具 —
Melodrip。

Melodrip主体为一个塑料滤水盘，搭配金属手柄使用，另附玻璃棒用于在持

续注水前将咖啡粉搅拌均匀，避免因水量不平均带来的影响，让萃取更加
充分、完整。这款工具最大的亮点要数滤水盘，它采用蜂巢式设计，让水
流像花洒般有系统性地均匀洒落在咖啡粉上，最终起到稳定控制注水力度
及水量的作用。

Melodrip让我们有机会以更可控的方式来冲煮咖啡，减少了仅

用手冲壶注水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这一全新的冲煮方式更好
地“控制”了咖啡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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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raceability

关注咖啡原产地社区和咖啡的可追溯性

巴

Coffee & Joy商务总监、合伙人

西是咖啡生产和贸易大国之一，随着

Alves和农学家João Henrique Gonçalves Neves，

查询关于咖啡冲煮的方法和建议、下载咖啡知识

日渐凸显，根据巴西咖啡行业协会

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咖啡，为巴西咖啡消费者提供

地的介绍视频、咖啡专业术语查询及阅读咖啡产

咖啡产业的不断发展，其高端市场也

（ABIC）的数据显示，今年巴西的精品咖啡市场
有望增长20%。

Coﬀee & Joy的诞生

四人共同合作成立了Coffee & Joy公司，期望能
与众不同的咖啡体验，从而改变咖啡与世界之间
的连接方式。

据创始人之一Débora介绍，成立Coffee &

消息公布后，产业内的咖啡企业主们很快开

Joy初衷其实是为了填补精品咖啡生产商和消费

者和咖农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就包括四位勇敢

通过线上进行，自2016年8月试运营以来，咖啡

始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与咖啡消费

的创新者 — 自带咖啡基因的农场主之女Débora

Azevedo Reis、计算机科学硕士 Sérgio Henrique
Miranda Junior、系统分析师 Marcos Nogu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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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电子书、查看咖啡生豆商的发展史和咖啡原产
业的新闻报道等。除了网站内容的多样化，他

们刚刚还上线了全新的IOS和Andriod系统应用程
序，希望能让咖农和消费者连接得更加紧密。

Débora解释说，“精品咖啡工业不单只是一

者之间的沟通缺口，公司所有的市场营销活动都

杯咖啡，它还涉及到人、咖啡机、有关咖啡的各类

爱好者可以通过公司网站coffeeandjoy.com.br在

让我们更加了解咖啡的本质、可持续生产链的价

线购买咖啡产品。另外，顾客们还能通过该网站

购买马克杯、T恤、磨豆机和冲泡器具等，或是

信息、咖啡文化和生活方式，深入咖啡原产地可以
值，以及咖啡种植更主要的责任人 — 咖农”。

从2017年开始，除了线上体验，Coffee &

Joy发起了一项咖啡之旅体验项目，组织订购该
公司产品的咖啡爱好者们前往巴西米纳斯吉纳斯
州南部的咖啡农场参观，实地了解咖啡的生产过

任何费用，他们因此可以了解到从咖啡种植、采
摘、采摘后的处理、干燥和加工的全部过程。

（巴伊亚州、圣埃斯皮里托州、米纳斯吉拉斯

方式，以及咖啡是如何储藏的，接着就是前往咖

种咖啡，它们全部都是以高品质水果风味和复杂

可以了解到即将出售到市面上的商业咖啡豆分级

这样做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改变咖啡消费者的整

啡烘焙工厂和咖啡店进行参观、访店，见证生豆

体体验。

在每年的咖啡采收时节，Coffee & Joy的咖

目前，Coﬀee & Joy项目供应来自巴西5个州

随后，他们将被安排前往咖啡仓库，在这里

程。Débora解释道，“我们的土地受上帝保佑，
肥沃而美丽，应当让更多人了解到它的价值”，

12座咖啡农场，15种咖啡

变成棕色美味咖啡豆的神奇过程。

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是为了将咖啡爱好者

州、圣保罗和巴拉那州）的12个农场生产的15
风味而闻名的阿拉比卡咖啡树种，为了给用户
带来多样化的感官体验，他们也提供其它咖啡

品种的选择，包括Yellow Bourbon黄波旁 、Red

啡或产品订购客户还能报名参加沉浸式咖啡生

们与咖啡产地，以及漫长精细的咖啡处理过程连

Catuaí红卡杜艾和Topaz黄玉等。

Coffee & Joy的合作咖啡庄园参观咖啡生产链，

趣。当然，在行程的最后，没有比用品尝一杯咖

作商，并积极监督咖啡处理方法及出品质量，对

产学习，并参加抽奖活动，中奖者将被邀前往

全程除了自付交通和住宿费用外，不再额外收取

接在一起，让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到咖啡带来的乐
啡更好的方式来结束一天的咖啡之旅了。

Coﬀee & Joy 严格地挑选生豆和咖啡烘焙合

此，另一位创始人Sérgio解释说，“我们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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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 Joy作为一个桥梁，将咖啡生产

者与终端消费者联系在了一起，咖农们通过视
频介绍完整地传达了有关咖啡的信息，讲述他
们如何为优质咖啡而奋斗，以及这种世界第二

大饮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历史；而通过Coﬀee &
Joy的网站平台，终端消费者也可以留言或邮件
的方式，把他们的咖啡品尝体验直接反馈给咖
啡生产者。

可持续消费终究是需要建立在咖农与消费

者的紧密联系、对消费关系的友好与尊重，以
及供消双方的共同利益之上，即咖啡生产者始
终能确保终端消费者能获得稳定品质的咖啡，
且有源可寻。

选购、烘焙、存储、配送全程把控

四位创始人将采购来的生豆储存在位于

Minas Gerais州南部Três Pontas市的微批次仓库，
Minas Gerais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产地之一。
所采购的咖啡豆都将经由咖啡质量机构CQI认证
的精品咖啡感官评级师的评估和打分。

据Sérgio介绍，他们会在咖啡烘焙过程中与

专业团队进行多次尝试，寻找最适合的咖啡烘焙
曲线，同时，为了激发咖啡消费者的感官能力，

他们提供从轻度到深度至少4种烘焙度的咖啡，
通过这种方式，顾客可以尝试不同的咖啡风味，
从巧克力风味的浓郁型咖啡，到带有水果味、花
香味、层次丰富的清爽型咖啡。

在Coffee & Joy官网上，巴西各地的咖啡爱

好者们可以选择精品咖啡送货上门，勾选适合自
己的采购及配送服务，例如自由决定咖啡配送时
间、咖啡豆品种和购买数量等，除了提供咖啡

豆，他们还有根据特定冲煮方式研磨好的咖啡粉
可供顾客选择。在顾客们收到的精美礼盒中，除

了所订购的7天内新鲜烘焙的精品咖啡外，还会

收到诸如马克杯、神秘咖啡、环保袋、别针或是
马克杯架等一些别致的小礼物。

为保证咖啡的新鲜度，Coffee & Joy每周会

根据咖啡烘焙曲线的调整，进行小批量咖啡烘

焙，所有的咖啡豆会在Minas Gerais州的首府
给人们提供精品咖啡的同时，能把咖啡的产地信

在一年一次的咖啡采摘时节， Coﬀee & Joy的

息和历史背景传播给大家，同时也希望咖啡产业

咖啡品鉴师通常会挑选出每个农场最好的批次并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João和Sérgio走遍了巴

进年度菜单，呈现给咖啡爱好者们。接着，他们会

链中的工作者们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西各地，亲自拜访当地的咖啡农，不论他们是否
是公认的优质咖啡供应商，都积极与他们建立联
系，并一起参与采摘后的生豆处理，尽力确保生
豆最终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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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名，然后选出风味和表现最出色的生豆，并放

Belo Horizonte进行包装，包装上印有产地名称、
地理位置、产地的纬度、对该咖啡的感官描述、
处理方法和咖啡豆品种，并且最终送到顾客手中
的咖啡豆烘焙时间均不会超过7天。

咖啡的新鲜度、品质和对产地的关注一直

把有关这些咖啡的信息，例如产地信息、采摘、处

是这4位创始人共同致力的目标，对此，Coffee &

者宣传这些独特的咖啡是怎么来的，以及它们从

咖农们改善生活，从而推动咖啡产业链的发展，

理方法、过程等，制作成视频或文字介绍，向消费
“豆”到“杯”的全部过程。

Joy的合作伙伴们坚信，只要持续不断，积极帮助
努力终将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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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CTORY

OF

COFFEE

咖 啡 种 子 的 胜 利

SEEDS

文_Aini Coffee爱伲庄园

《纽约时报》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著名

生物学家 Thor Hanson 在《种子的胜利》一书中
写道，“最受欢迎的种子产品仍是：咖啡和巧克

咖啡农以外，这些咖啡种子就是庄园最宝贵的财
富，饱含着庄园创始人刘明辉先生一生的心血。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明辉先生就担任

啡，而每年到了咖啡采摘季节，很多咖友也慕名
而来到这个咖啡种子基因库观光、游玩。

今天的文章，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爱伲庄园

力”。美国国家地理丛书《植物传奇》则介绍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云南咖啡项目执行官，并与国

种植的4种咖啡品种 — 卡杜拉、卡杜埃、维拉萨

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把咖啡种子带到了

士就职于国际咖啡组织ICO，在两人共事的过程

卡杜拉咖啡：莓果风味，恰似清
爽愉悦的夏天

改变世界的27种植物，咖啡便是其中之一。

云南，从此开启了云南咖啡的种植历史。如今，

在中国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 云南普洱，爱伲
庄园正悄然成为云南咖啡种植的种子基因库。爱
伲庄园占地面积三万亩，坐落于云南普洱市思茅

至江城68公里处，由一座座自然森林组成，这里
群山连绵，山间云雾缭绕，澜沧江穿流而过，风
景非常优美。

2013年，云南省政府与星巴克公司合作，

共同将30多种不同咖啡品种，一颗颗珍贵的咖
啡种子，漂洋过海运到爱伲庄园“安家”。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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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咖啡育种专家瓦亚罗博士一起工作。瓦亚罗博
中，刘明辉先生逐渐了解到了基因的重要性，从
此他开始专注于世界上不同咖啡品种的收集，中

奇、瑞吉纳与瑰夏。

卡杜拉是阿拉比卡品种Bourbon波旁咖啡的

国云南有得天独厚的植物种植环境和条件，他希

一个自然变种，由于历史的原因，阿拉比卡品

出优质的咖啡品种。

波旁是阿拉比卡的两大原生种，即所有咖啡树

望有一天能让全世界知道，其实云南也可以种植
多年后的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明辉先

生终于把爱伲庄园建成了世界性的咖啡品种博览

种在云南常被称为“小粒咖啡”种，铁皮卡和
的原型。

1937年，人们在巴西圣保罗州首次发现卡

园，世界咖啡泰斗、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前主席、

杜拉种，这个品种的主要特点是，产量大、品质

曾到访爱伲庄园，考察这里种植的不同品种的咖

摘，但是种植成本较高，和原生种波旁一样，卡

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高级顾问泰德.林格先生

高且抗叶锈病，它的树株较矮，因此较为方便采

看俏的“黑马”。

种植7年后，爱伲庄园的维拉萨奇以自带的

坚果和巧克力的醇厚风味，打破了很多咖友一直
以来对云南咖啡偏果酸味的刻板印象。

瑞吉纳：花香苹果焦糖风味，超
甜感的云南味

这支迷一样的瑞吉纳，种子来源不详，但其

丰富的花香、苹果和焦糖的风味，在爱伲庄园经

过7年时间的风吹雨打，呈现出了超甜的口感，

用它独特的方式给云南咖啡风味添色彩。

瑰夏：如天使般纯净

2011年开始，在云南省政府的协助下，爱伲

庄园开始引进瑰夏咖啡，经过近5年的种植培育，
瑰夏在爱伲庄园长出的生豆品质成熟、稳定，并

获得了国际著名咖啡大师Jeremy Wakeford的高度
好评，他形容爱伲庄园的瑰夏“如天使般纯净，
果酸清爽、醇厚度良好、略带茶香、以及蜜柚、
杏桃、柑橘、焦糖的风味”。

2017-2018产季，爱伲庄园产出了二代瑰夏，

与一代瑰夏相比，二代瑰夏对云南当地环境和气候
杜拉有两年产能的起伏周期问题。

美洲地区。卡杜埃也是波旁的变种，是卡杜拉和新

西生长，所以在当地并没有大规模栽种，而是在

灾害能力，特别是较能抗风抗雨，树种比较低矮，

虽然发现于巴西，但是卡杜拉却不适合在巴

中南美地区广为盛行，例如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尼加拉瓜等地都有大面积栽种卡杜拉咖啡。

1970年代，咖啡豆价格飞涨，咖农们纷纷

世界人工杂交的咖啡品种。它有着比较好的抗自然
相对其它咖啡树而言，卡杜埃的果实更结实，不易

道，中国是有好咖啡的，而且就在我们云南！

采摘，果实颜色丰富，既有红色也有黄色。

型，种植海拔越高，收获量也就越少，但杯测表

植，即使产量会受到限制，但既然做了就需要做

现反而越突出，风味十分丰富，呈现苹果、凤

种植产能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提高了60%，目

前，高产能、高质量的卡杜拉已成为各产国倚重
的咖啡品种。

2011年，卡杜拉种被引入爱伲庄园，经过

近7年时间的培育，卡杜拉咖啡豆多次杯测都达

到了83分以上。有着50年国际咖啡杯测经验的

星巴克前杯测大师Jeremy Wakeford对卡杜拉的

梨、黑糖的味道，爱伲庄园种植的卡杜埃果实呈
红色。

有资深咖友评价，这支豆子，厚实饱满的甜

卡杜埃培育于巴西，目前也普遍被种植于中

得到循环利用。

最后，我想用汉森在《种子的胜利》里的一

服装的棉布，到我们临睡前喝的一杯可可，种子全

维拉萨奇：坚果和巧克力风味，
“暴击”味蕾

维拉萨奇，也是波旁的变种。维拉萨奇其实

现于20世纪60年代，1974年，洪都拉斯的咖啡

卡杜埃：苹果凤梨黑糖风味，醇
厚饱满的甜感，十足的“温暖”

统，冲洗果子的山泉水在水循环系统处理之后能

感，从舌尖慢慢渗透，一股温暖从心底升起。

啡馆，圆润入喉的那一瞬间，有一种归家的温暖

是2017-2018产季的卡杜拉，经过爱伲咖啡品控
欢小清新口感的咖友们对这一支豆子特别偏爱。

到极致。2016年，爱伲庄园还建立了水循环系

段话，结束今天的文章：“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种

是哥斯达黎加的一个地名，位于哥斯达黎加咖啡

团队的多轮杯测，最终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喜

林种咖啡的发展模式，这是完全原生态的咖啡种

感，犹如刚经过外面的风雨，走到一间熟悉的咖

杯测表现进行了如实描述，“带有烤面包的香

气、果酸清爽愉悦、梅果风味、甜度好”，尤其

可持续发展是爱伲庄园一直在坚持的，在不

2011年，卡杜埃来到爱伲庄园。继承了波

然，同时这也意味着栽种技术的大变革，为了增
收益、高密度的曝晒式栽种法，这致使卡杜拉的

术都是很棒的，我们做这些事，就是想让大家知

破坏雨林原有生态系统的情况下，我们开创了雨

旁种的许多特性，卡杜埃叶片较大，边缘呈波浪

加产量和种植效率，巴西和哥伦比亚改而采用高

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可以种出和哥伦比亚

瑰夏一样品质的咖啡，说明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技

改种卡杜拉以提高产量，在巴西和哥伦比亚当

局的大力推广下，卡杜拉咖啡种植成果丰硕，当

条件的适应性更好，其品质和风味也更加稳定。

产区中部山谷Central Valley的Alajuela省，最早发

子的世界。从我们早餐的咖啡和面包圈、我们制作
天候地伴我们左右，种子为我们提供了食物和燃

料、酒类饮品和毒药、石油、染料、纤维和香料，
没有种子，就不会有面包、米、豆、玉米或坚果。
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支柱，是全世界日常饮
食、经济活动以及生活方式的基础”。

我们喝的每一杯咖啡，其实都是咖啡种子的

机构IHCAFE将维拉萨奇引进种植。

胜利。而一颗咖啡种子，从育苗、到移植，再到

簇与簇间隔小，果实耐风雨不易掉落，需要充分

无数双咖啡农的双手，以及细心呵护和照料。

维拉萨奇株型相对矮小，顶叶为绿色，果实

的肥料供给，更喜欢遮阴，在高海拔种植风味表
现良好，近年常出现在竞赛优胜榜内，可谓后势

开花结果，这中间的过程需要四年的时间，经过
致敬咖啡种子的胜利，致敬在咖啡产业链最

后面一直坚守种植、最辛苦的咖农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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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icking to Processing
Witnessing the Charm of Coffee
从咖啡采摘和处理到烘焙品鉴

见证彩云之上的咖啡魅力
文_黄丹阳Dani / 曾冰月Zoe
图_四川成都咖许咖啡学院 培训师 冉超

作为一名咖啡人，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咖啡的种植和处理的话，你不可错过的咖啡原产地其实就

崎岖波折、高耸入云的山路，蜿蜒的窄道，

在我们身边 — 云南。

咖啡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交通环境下被一次次运

在咖啡种植和咖啡风味上的表现也不俗；普洱虽以茶叶文明于世，但却是目前咖啡产业发展较成熟的

下，面对着多少未知的凶险，但他们依然朝朝夕

云南咖啡目前主要有三个产地：普洱、保山和孟连，另外西双版纳、临沧和德宏等几个区域近年

区域，也是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的地区，“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就在普洱市内。

关于中国云南咖啡树种植的历史，以及早年一些大型的咖啡企业例如星巴克和雀巢等，对于云南

咖啡的影响和推动已经不需要过多赘述，今天我们只想和大家分享一颗咖啡豆从“种子”到“杯子”
的不易，为此，我们拜访了云南保山佐园庄园。

佐园咖啡庄园，位于高黎贡山山脉之下，潞江水之上，由番啟佐先生创建于1998年，这里产出的

咖啡获得了2019年第四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的第一名。佐园庄园目前的咖啡种植总面积约2,600亩，

有瑰夏、耶加雪菲、波邦、铁皮卡、波旁、S288等纯种小粒咖啡；庄园坚持有机农作，用羊粪等培
育，引山泉水灌溉，咖啡树之间还种有花生草，既防杂草蔓生，又供肥力，相得益彰，同时针对咖啡
特性，散种苦楝果树遮阴防晒，并用苦楝果水化防虫，以生物防治取代农药喷洒，更加生态环保。

歌

手郝云在《去大理》中这样唱道，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

★参观保山佐园咖啡庄园

从大理驱车前往保山的这一路，怀揣着对

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

咖啡庄园的期待，我们跨过怒江的江河滚滚，领

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泥；路程有点波折空

歌唱，赶路的间隙乘机停驻，冲一杯热乎乎的咖

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捡起被时间碾碎
气有点稀薄，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今天我们想为你讲述的故事属于大理，虽不

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在耳边呼啸，人在车内
啡，所有的疲惫都被消解。

即将抵达位于彩云之巅的保山佐园咖啡庄园

是在洱海边等待着的爱情故事，但同样是一场精

之前，车辆攀爬上蜿蜒起伏的群山，沿途的惊险

豆到处理，从烘焙到杯测，且看我们如何经历一

生就打趣地说道，“这个路，三分靠技术，七分

心策划在大理展开的与“咖啡的艳遇” — 从生

颗咖啡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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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车上的我们每个人感慨万分，上山时领队乐先
靠胆量”。

输下来，所以你看啊，咖农们将咖啡豆从庄园运
夕、从未怠慢，而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们不会
想到平时拿到手里的那一杯咖啡是经过了多少周
折。后来我们几度向庄园主感慨山路凶险，他笑
笑这样说道，“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年，哪里有
个坑我都知道”。只言片语，却足以震撼人心，
下一次喝到一杯醇厚的咖啡，想必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为那些勇敢又勤劳、朴实又可爱的身影，心
怀感激。

抵达佐园后，少庄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带领我们参观那一片壮观的咖啡园。日光拨

开云层倾泻下来，我们脚下踩着的，是2,600亩
用汗水铸就的咖啡果树，那些饱满咖啡果更是
凝聚着世代相传的血液，佐园的咖啡豆正是得
益于这里的海拔、气候、阳光和坡度，才有这
般丰盛的长势与恰到好处的口感，这是大自然
对人类的馈赠，当然，也离不开咖农们的悉心

照料。年仅22岁的少庄主接管着父辈们传下的
产业，当他平和地望向一片片咖啡树，带给我
们的却是一份震撼。

采摘鲜果，学习三种处理方式

第二天，我们开始上山采摘，亲自经历咖农

们处理咖啡的层层工序。在梯田一般的咖啡园中
穿梭，细心的采摘每一颗果实，挑选成熟的咖啡
红果，熟稔地从树上摘下，巧妙地留下果子根部
待来年再结果儿，少庄主向我们演示了这个他已
历经多年的采摘过程，“我摘得还不够快，好的
咖农们一般一个小时能摘很多筐”，言语中洋溢
着他对自家咖农的骄傲。

学员们也都乐此不疲地采摘，体会着咖农们

的辛苦和乐趣，最后，大家将摘完的果子拉到处
理厂，开始学习咖啡的水洗、日晒、蜜处理三种
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一环节对咖啡的风味呈现起
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根据咖啡处理方式的不同，脱皮的程序也有

所差异。水洗处理法是在脱皮后保留果胶，然后
在发酵池发酵，适度发酵后再除果胶，最后进行
晾晒；而日晒处理法则会保留果皮、果胶直接晾
晒；我们这次参与的蜜处理是保留部分果皮，再
进行晾晒发酵。脱皮机轰隆隆运作，我们将咖啡
鲜果倒入机器进行脱皮，学员们紧张又期待地注
视着咖啡果的变化，在实践中学习到细致的咖啡
果处理方式。

带领我们一同学习的是佐园的处理工人 —

小张，我们笑着赋予他“首席处理师”的称号，
这位胖胖的、朴实的咖农并不懂大城市媒体们

所言的个人IP、人设树立，也未深谙贸易市场的
生存法则，只是十年如一日地默默耕耘着自己手
头的工作，平凡的坚守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
动。在短短的相处过程中，他用最纯净的笑容治

烘焙时间下咖啡口感的差别，正是由于不同因素

所憧憬也有所要求的你，这位低调又谦和的茶人

最平实的写照。

意的咖啡时，其实应该思考更多，而非只关注豆

一种诗意：

愈着我们，“我就是一个种咖啡的”，这就是他

咖啡样品烘焙与杯测学习

同佐园庄主道别后，我们回到大理张胤老师

所在的Harvest Coﬀee收获咖啡馆，进行咖啡样品

下的差别，当我们下一次喝到一杯不那么称心如
子的品质或是冲煮手法。

咖啡游学，诗意收官

有一位朋友这样感慨，“我又要多久，才

烘焙与杯测学习。

能呼吸这么干净的空气，享受这样慵懒的时光

理，品鉴了不同烘焙方式下咖啡口感的差异，当

白生活的本来面目，明白自己为那些虚浮白白付

在这里，我们学习了基本的咖啡烘焙的原

咖啡豆在烘焙机中跳跃，张胤老师慢慢说道：

“我在烘焙机面前呆了三年，直到近期才把之前

呢？”也有人说：“人都要去经历，才更容易明
出了多少”。

的确，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下是人们强撑起

所有的经验串起来，做咖啡就是需要耐心、经验

精神的表面平和，但在大理，一切都是这么散漫

如果不具备那一份耐心与细心，以及对这

一杯咖啡的帮衬下，吹着从三月街徐徐飘来的和

和思考。”

份职业的热爱，仅凭新鲜感是无法做好咖啡这
件事的，所以，我们在收获咖啡馆里，收获的
不仅是咖啡，也收获了那一份烘焙师对职业的
爱与诚。

张老师演示烘焙完毕后，大家开始学习如何

杯测，以及感受同样的咖啡豆在不同烘焙方式、

又随意，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生活做自己，在
风，躺在溢满阳光的藤椅上，面前是大片绿色的
田野和不远处的起伏山峦，一口下去，抬眼后这
里是大理，也是悉尼，这一次大理和保山咖啡之
行，我们心和人，都在路上。

最后，我们想用本次大理之行同行伙伴陈锦

的一首诗，赠予每个对咖啡、对大理、对生活有

一路上话并不太多，却细心记下每一处风景、每

一九年底，忙里偷闲
丹阳牵线，咖许学院
乐哥带队，彩云之南
一路高歌，来到保山
崎岖山路，有惊无险
彩云之巅，佐园庄园
漫山咖啡，望不到边
冠军基地，名不虚传
采摘熟豆，肉肥壳甜
蜜制发酵，水洗去黏
胤哥烘焙，火候关键
咖香味浓，回甘明显
手抓米饭，过桥米线
咖啡土鸡，生吃肉宴
实干兴邦，共同心愿
不虚此行，来年再见

17

A Goal

without a Plan
is just a Wish

没有计划的
目标只是假象
文_Danny Andrade

Three Brother首席烘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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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即纤维素，在种植过程中产生的纤维素决

尔、印度和印尼，之后又随法国殖民者来到西印

维素，即单糖会被热解成不同的风味。

的留尼汪岛种下了从荷兰人手中得到的咖啡种

定了种子的结构和密度，在烘焙过程中，这些纤

豆种

从生物学领域，分类学是为具有相同特征

的生物有机体命名、定义和分类的科学，在了解
豆种前，我们需要了解植物分类学，例如：门、
纲、目、科、属、种、变种，一一对应于咖啡分
类学，则为：植物、被子植物、菊亚纲、茜草

皮卡豆种产量多20-30%。萨尔瓦多就以生产波
旁咖啡著称。

最具特色的变种之一

瑰夏咖啡属阿拉比卡种，如今，瑰夏的名

种：阿拉比卡及罗布斯塔。

次作为抗锈叶病豆种首次种植，之后在21世纪

75%，这种咖啡最初产自埃塞俄比亚的西南部高
原山区，也被称为“阿拉比卡咖啡灌木”、“高
山咖啡”或“阿拉比卡咖啡”，阿拉比卡咖啡是
最早被人类种植培育的咖啡豆种，有关引用咖啡

风味的潜力，你必须了解生豆来自哪

西，最后在拉丁美洲广泛传播。波旁咖啡比原铁

字已无人不知，它的名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

阿拉比卡咖啡产量占全球咖啡总产量的70-

我

子，咖啡随后发生了变异，又在19世纪引入了巴

科、咖啡属、阿拉比卡及罗布斯塔等。

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咖啡最主要的两个豆

始终相信，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咖啡

度群岛。在1708年左右，法国人在印度洋中部

或咖啡树种植知识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15世纪
中期的也门摩卡。

罗布斯塔咖啡源自撒哈拉中部和西部地区，

村庄 — Gesha。瑰夏咖啡在上世纪50年代被首
初又被人再次发现，如今，瑰夏咖啡生长在巴拿

马 Chiriqui 省的 Boquete 高原，被各大拍卖上追
捧，价格超高。瑰夏咖啡还生长在洪都拉斯、哥
伦比亚等地区，咖啡树能长到非常高，树叶形状
较长，这种咖啡的果实和生豆较其它豆种也更

长，另外，只有超高海拔种植的瑰夏咖啡品质才
能达到顶级。

我谈论豆种的原因在于，每一个豆种都拥有

个产地？属于什么豆种？它们的特征

易于培育，产量比阿拉比卡咖啡更高，咖啡因含

不同的物质结构和特色，特别是结合产地和处理

了解和掌握了以上几个因素，你才能更好地制定

抗病性更强，烘焙后的罗布斯塔咖啡味道更浓，

只有在了解咖啡的潜力后，你才能更好地制定烘

是什么？以及采用哪种咖啡处理工艺？只有完全
烘焙计划，并达成最终目标。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就制定烘焙计划之前

需要考虑的几个关键因素，与大家展开讨论。

产地

咖啡拥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几年，

人们开始不断体验不同的咖啡口味，探索不同的

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更高，
口感厚重，带有独特的泥土味道，同时由于吡嗪
含量更高，味道也更苦。

最流行的变种

铁比卡及波旁咖啡都是阿拉比卡的变种。

铁皮卡源自也门，随后随荷兰殖民者来到马拉巴

冲泡方法。

作为咖啡烘焙师，你必须深刻理解来自不同

产地的咖啡味道究竟有何不同，即便是完全相同
的豆种、经过相同工艺的处理，比如我可以大胆
地说，产自萨尔瓦多的波旁豆种咖啡如果采用相

干处理

工艺综合考虑时，豆种这一关键因素非常重要，
焙计划。

生豆处理工艺

最常见的处理工艺包括两种：干处理和湿处

理，如下图所示：

生豆的处理过程会将产地和豆种等所有因

咖啡生豆处理工艺

湿处理

同的处理法，其味道和巴西的波旁咖啡几乎没什
么差别，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众多的自然因素的
影响下，两款咖啡的味道不可能完全一致。

我们知道每个产地都有文化差异，此外，不

同的风土也会影响咖啡果实成熟的过程。风土，

去除漂浮果实和杂质

土、漂浮物

其含义包含了一个特定地区的所有环境因素，例
如独特的地理条件、特殊的种植手法和作物的生
特色。至于咖啡的风土，我认为可以包括光照、
些都会直接影响咖啡的生长过程。

如果将上述因素全都考虑在内，我们便能深

入咖啡果实之内，探寻是什么构成了咖啡种子的

去浆

果浆

发酵

长习性，总的来说，每个地区的上述因素都各具
降水、微气候、纬度、海拔、土壤类型等等，这

石子、泥

去除漂浮果实和杂质

水洗
干燥

粘膜

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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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属于咖啡的专属风味“方
阵”，如果你不能预测咖啡可能拥有怎样的风
味，你就无法正确制定烘焙计划。

生豆处理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采摘：为生产高品质生豆，咖啡果实的

采摘必须经过精挑细选。果实采摘的方法非常重
要，可以是人手工挑选的，也有可能是机械无差
别采摘的，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果实的糖分含量，对此我们用白利糖度
（Brix）来衡量。

白利糖度用于测量水溶液中的糖粉含量°1

（°Bx）即100g溶液中含1g 糖， 溶液糖的总浓
度可用百分比表示，另外咖啡理想的白利糖度要

超过20，同时要避免在雨后采摘，因为白利糖度

加工工艺及相应干燥时间

日晒

黑蜜处理
红蜜处理
黄蜜处理
水洗

2.5-3.5周
2-3周
2-2.5周

1-2周

脱浆日晒 1-2周
了实验，下图展示的是可激发咖啡最大潜力的烘
焙曲线，仅供大家参考。

我们知道，咖啡烘焙有是三个主要阶段：

会因果实水分含量的上升而下降。此外，要根据

★干燥阶段：即咖啡的吸热过程，咖啡豆吸

豆种检查果实的颜色，确保含有最高糖分。由于
每个豆种特征都不一样，我们很难说颜色达到同

3-4周

入豆温度

一水平，不同豆种的糖分含量就能够得到最高。

209

通常是在水洗站进行的。

179

的，则说明果实的成熟存在问题。漂浮果实即在

148

未完全成熟的。

118

果浆，之后才能进行发酵或干燥。

88

的广泛关注，很多业内人士和生产商都在对发酵

58

蜜处理

日晒

ROR峰值

水洗

★接收：接收后咖啡便开始处理，这个过程

★去除漂浮果实和杂质：如果果实是漂浮

水缸或机器中漂浮的较轻果实，这些果实通常是

干燥阶段

成熟阶段

美拉德阶段

★去浆：通过手工或机械去除果实的果皮和

★发酵：过去几年，发酵的过程得到了行业

过程进行试验，以增强咖啡的风味。

发酵通常有两种，即有氧和无氧。有氧发酵

00:00

01:00

02:00

03:00

04:00

05:00

06:00

07:00

08:00

09:00

10:00

的过程中有葡萄糖和氧气参与，葡萄糖与氧气互相

收热量，流失水分，为进入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红酒、果酱风味，口感厚重，类似清淡版的日

重新封锁在咖啡豆中，有氧发酵会增强咖啡的酸度

发生的反应，这会让咖啡豆变棕，产生独特风味。

★日晒：干燥、美拉德反应及成熟阶段时间

糖会形成乳酸，该过程中被重新封锁的能量较少，

始放热，随后咖啡爆裂，另外，成熟阶段的具体

关于发酵其实很有很多内容，未来我会为大

根据生豆处理工艺的不同，咖啡烘焙在上述

作用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这一过程会有大量能量被
和纯净度。无氧发酵的过程中没有氧气参与，葡萄
无氧发酵会增强咖啡的口感和水果风味。
家再做详细阐述。

★水洗：这一过程可分为水洗或半水洗两

种，用于清除生豆表面的残留物，然后进行干燥。

★美拉德反应阶段：即氨基酸和还原糖之间

★成熟阶段：在成熟阶段的初期，咖啡会开

三个阶段中的表现也不同：

理工艺的咖啡进行了5种不同烘焙曲线测试，并最

★水洗：干燥、美拉德反应及成熟阶段均更长。
★蜜处理：干燥、美拉德反应及成熟阶段

条件或可控环境而定，理想的生豆水分含量应在

中，黄蜜处理、红蜜处理和黑蜜处理是最常见

应的干燥时间：

我将干燥时间考虑在内，对相同产地、相同

种植园的相同咖啡豆种，按照不同处理工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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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烘焙曲线是根据相同产

地、种植园、豆种、产季咖啡但不同处理工艺的

长度适中。蜜处理分不同种类、颜色和风味，

9-12%之间。下图展示了最常见的处理工艺及相

长度更短。

安排要视烘焙风格和方法而定。

★干燥：根据工艺的不同，干燥的时间可

从1周直至8周甚至更长，这要根据产地的期后

晒咖啡。

咖啡而设定的，在我的实验中，分别对5种不同处
终实现了每一种咖啡的最佳烘焙效果，同时咖啡
杯测全部由12名咖啡专家通过盲品方式完成。

总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生豆处理方

具体要视干燥管理、发酵和其它变量而定。其

法，没有计划的目标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任何因

的蜜处理方法，每一种都会使咖啡带有稍显不

不同的影响。

同的风味特征；黄蜜处理咖啡通常带有温和的
水果风味，类似水洗咖啡；红蜜处理咖啡水果
味和甜味更足，口感丝滑；黑蜜处理咖啡带有

素的改变，对于后面的咖啡豆的烘焙，都会带来
说到烘焙，那还真是有说不完的内容，

2020年，我将为中国的学员开设咖啡烘焙大师
级课程，还是让我们课堂上再见吧！

在

咖啡烘焙课堂上，我不断谈论着如何寻找“干
净”的烘焙，这其实是对不同饮品的准备和出品
所使用咖啡豆的评判标准最直接的描述，也因此

总有学员问我，“干净”的烘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通
过本文用一种更为具体及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它，因为当谈
到咖啡时，我们必须能理解“干净”在咖啡行业不同领域
中的重要性。

所谓“干净”的烘焙，是指通过烘焙相对完整地保

留了基于咖啡豆的产地、品种和加工方式特征所应体现的
咖啡风味和香气，众所众知，不同程度的烘焙会产生不同
的化学物质，进而让同批次的咖啡豆表现出不同的风味；
不同阶段的化学元素在不同的温度区间产生，这也就意味
着，如果我们对生豆内部结构及其化学物质组成了解得越
深入，我们就越能控制风味的形成。

通常来说，如果温度不足，用于转化风味和香气的有

机化学物质就无法得到充分地分解，那么绿原酸就会保持
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即咖啡的涩感、青草味或谷物的味道
以及酸味较重；同时，如果烘焙机过热，则形成干蒸馏化
学味的风险会被提高，即橡胶味、烟熏味、苦味、辛辣和
炭烧味更突出。有时候，高温快速烘焙会造成豆子的外表
面被烤焦但中心部分烘焙不足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前
述两种问题则会同时产生。

假如你能保证严格执行生豆样品烘焙标准，并且已经

掌握了成熟的杯测技术，为“干净”烘焙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那么你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平衡或控制所有烘
焙工具的变量：转速、火力、风速、重量，并根据不同生
豆品种和处理方式，在正确的时间使用合适的温度。

我希望上述的解释能让“干净”烘焙的概念更加清

晰，烘焙不停，杯测不止！
感谢阅读！

＂Clean ＂
Roast

“干净”的烘焙
文_James Craig

澳大利亚两届烘焙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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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世界杯咖啡烘焙赛评审谈咖啡生豆的栽培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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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波旁

黄卡图伊

红铁皮卡

埃塞俄比亚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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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RE评审工作。

瑰夏

Danny Andrade是澳洲新起的WCE新锐感官评审，他打破WCE对评审的

审核惯例，以不到2年的评审经历就被推举为WBrC澳洲感官主审，并参与

帕卡马拉

前言：

咖啡公社

2019年11月，WCRC世界杯咖啡烘焙比赛在台湾举办，Danny Andrade

在这次比赛中担任感官评审，我们借此机会举办了一个针对烘豆师的赛后

分享会，并特邀Danny分享他宝贵的评审经验，以帮助中国烘豆师能理解世
界赛的评分方式并赛制设计的目的。

正确烘培从评估生豆开始

Green Evaluation Time即生豆评估时间，这是WCRC烘培赛的第一步，

比赛手册对这一阶段的比赛目的作了特别说明，“参赛者应展现出良好的

单位：厘米

Santa Felisa 种植园咖啡

咖啡生豆知识，包含对生豆缺陷的鉴别，并有能力使用所提供设备来评价

出该款咖啡的最佳风，无论指定豆的等级为何，谁就是烘豆工艺中的赢家。

来的缺陷豆，由大会提供的包装分别装起来，且由主审或者认证Q Grader确

定豆的各种生豆特性，进而拟定出烘培方案，就站稳赢家的第一步，换句话

咖啡的特性。当参赛人员完成生豆分级，他们必须提交生豆评鉴表与挑出
认。参赛人员将有30分钟的生豆评估时间来完成大会提供的单品咖啡生豆
报告”。

烘培一锅咖啡豆可能使用12-15分钟，但烘培前的生豆评估可能就花了

相同或更多的时间，生豆评估能力优良与否，左右着咖啡烘培的结果，任
何有经验的烘豆师，应该都是优良的生豆品质管理师。

Danny强调，在比赛中这一环应该是基本题，不可失分，因为这是评估

烘豆师到比赛前的无说明会才能见到指定豆，因此，谁能第一时间掌握该指
说，对生豆特性的掌握，特别是豆种与生豆加工法的掌握很重要。

咖啡的风味绝大多数受到品种、加工法、产区微型气候的影响，不同

品种的咖啡，单从豆子体积来看，豆径大小就有差别，但品种的差异不仅
仅表现在个头上，还包括物理性的豆子结构，以及豆子的天然风味差异，
特别是不同加工法对同一品种的咖啡，也会带来风味上的差异变化。

在台湾的座谈会上，Danny使用苹果作为例子，介绍烘豆师对品种认

每一个专业烘豆师的从业基本功。可惜，在2019年的世界烘豆赛竞技场，

识的重要性，他现场预备了三到四种不同品种的苹果让大家品尝，邀请大

仍不少人在这个本该是送分题的项目中，失去了宝贵的分数。

调不同品种咖啡间的风味差异，正如苹果一般，千变万化，一位好的烘豆

尽管来参赛的烘豆师都已经是在自己国家过五关斩六将的“优胜代表”，

生豆品种与加工

依据WCRC的赛制规范，所有选手均使用：“指定豆”进行烘培竞技，指

家尝试记录不同品种苹果在口中的口感、酸值、甜感与香气的差异，他强
师，应该要熟习咖啡各别品种间的不同差异关系。

当前世上流行的精品咖啡，多指阿拉比卡咖啡下的各种品种，其中

定豆可能来自不同的产区，使用不同的处理法，指定豆的目的，在于去除自选

最重要四个分类是波旁种(Bourbon)、铁皮卡(Typica)、杂交种(包含Catimor,

当所有烘豆师都拿到同等生豆条件的指定豆时，谁的烘培手法最能表现

Types），烘豆师应该至少要累积对豆种与不同加工法的烘培经验，训练自

豆会有的等级差异问题，所以避免了用高价豆竞逐低价豆的贫富不公问题。

22

Catuai, Mundo Novo, SL28, Maragogipe)与埃赛俄比亚原生种(Ethiopian

哥伦比亚卡图拉

危地马拉象豆
墨西哥象豆

萨尔瓦多波旁

秘鲁铁皮卡

埃塞俄比亚
水洗西达摩

阶段的方案制定，我们建议，咖啡师平日应建立烘豆日志，记录不同含水
量咖啡豆与烘培各种变因的关系，发展出自己的咖啡烘焙与干燥策略。

网目尺寸

咖啡豆的尺寸大

玻利维亚
铁皮卡

萨尔瓦多蜜处
理帕卡马拉

也门摩卡

巴西摩卡

水洗帕卡马拉

萨尔瓦多蜜
处理帕卡斯

小，会在烘豆时影响咖
啡豆受热的速度。在

某些产地，将咖啡豆依
据尺寸大小分级是区别
咖啡生豆等级的方式，

巴拿马瑰夏

哥伦比亚瑰夏

印度巴巴布
丹种植园

巴西卡图伊

肯尼亚 SL28

印度尼西
亚曼特宁

不过因为各生产国咖啡
生豆的分级方式并不统
一，使用名称所对应的
网目尺寸也不相同。尽

管豆商都会提供分级尺寸信息，但对烘豆师来说，把不同的咖啡豆等级，还
原为同一粒径度量标准，有便于之后烘培方案的设定，因此在世界级的比赛
己在拿到咖啡生豆时，就能根据生豆的外观、香气、颜色、体积大小及形
状，辨识豆子的基本特性。

密度

所谓密度，是指特定体积内质量的度量，密度的公式为质量除以体

积，在WCRC赛中，使用250升容器可装满的生豆重量来计算密度。

不同海拔或加工方式的咖啡，会导致咖啡生豆不同的密度，同时，破

碎或未成熟的咖啡豆、贝壳豆等都可能拉低咖啡样品的密度，事实上，在
咖啡采摘后，如果是精品咖啡的加工过程，可能会利用水的浮力先去除密

中，关于生豆的网目的测量，也列为一个烘豆师的功力指标。

在2019年世界杯咖啡烘焙比赛中，许多烘豆师在这一项失去了宝贵分

数，WCRC针对这一项目的比赛规则是，“只记录占样本总量10%的粒径数
值，基本取排名比前三的数值，若有三项超过数值10%，可以记录”。

因此，我们建议咖啡烘豆师，在您日常的烘豆练习中，加入以下的思

考：我有针对不同粒径设计不同烘培计划吗，如果面对粒径差异化极大的
生豆样本，我有怎样的对应的烘培方案？

挑除瑕疵

如果说，建立对品种与加工法的知识，是为了帮助在烘豆时，极大化

度低的生豆，或者先对咖啡进行密度分级，筛选出优良的精品豆，再来进

“因材施教”，考虑生豆的特性而给予适合的烘培方案，极大化表现出咖

因为海拔等生长条件差异导致天然上就有不同的密度区别。

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碗粥”。

行差异化的定价与销售，但是即便品项完整的咖啡即全熟红樱桃，仍可能
咖啡生豆的密度，会影响咖啡烘培时所需的时间和热量，因此咖啡师

在烘培豆子之前，应该要先掌握咖啡样本的生豆密度，才能拟定正确合宜
的加工计划。

含水量

国际咖啡组织指出，咖啡生豆的水分含量应介于8-12.5％，当然有些

传统上水分含量较高的咖啡是例外，例如印度季风咖啡。水分含量适中的
咖啡，可以获得较高的杯测分数，保留咖啡豆均衡的酸度和浓郁的香气，
而水分含量过低的咖
啡，可能会影响咖啡
的香气，水分对咖啡
的影响力不单单在风
味表现，水分含量信
息对烘焙也很重要，
因为水是烘培初期热
量传导的媒介，也是

啡豆的风味，那么挑选瑕疵豆，就是极小化减少怪味，俗话说的好，“莫
在WCRC的生豆瑕疵评量表中，瑕疵分为二个等级，等级一是重大缺

陷，即每350克的生豆样本中只要被发现一颗瑕疵豆，就足以毁了辛辛苦苦
的烘培成果，等级二是一般缺陷，但容忍值也只有三颗。

形成瑕疵的原因很多，但为何烘豆赛要测试瑕疵豆的鉴别能力？这是

因为，烘豆的指标是“干净的豆子”，咖啡在种植、采摘、加工、储藏各
种环节，非常有可能因为气候、病虫害、采摘方式、加工污染及储藏污染
等问题，从而让有异味的咖啡豆，混入预备烘培的生豆样品中。

烘豆师是咖啡风味质量的守门员，烘豆师除了要用个人的技艺增添咖

啡的好风味，还要用个人的眼力，剔除不合宜烘培的生豆。

不断练习是进步的动力

在整个咖啡产业的人才培育中，对烘豆师的素质要求无疑是比较高

的，好的烘豆师必须是同时是一个杯测家与生豆品管家，他/她必须综合咖

啡产业各项知识，十八般武艺俱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各种豆都上手游刃
有余的专业烘培师。

2019年WCRC赛选手之夜，咖啡经营者以及烘豆师丁瑀在致词时说，

热量传递到豆子中心

“业余烘豆师勤奋练习，直到做对为止，专业烘豆师也勤奋练习，直到不

烘培的咖啡生豆

咖啡烘焙师十年寒窗苦读的成果，就是你手中这一杯咖啡的感动，下

的途径。

因含水量不同，会影
响咖啡烘焙后在干燥

再出错”。

回当你饮用到一杯充满香气的咖啡时，除了感谢种植者的辛劳，也请不忘
对咖啡烘焙师献上一份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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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Silver Medal at Golden Bean 2019
Yunnan has Finally Arrived on the Global Specialty Coffee Stage

喜赢2019年金豆烘焙大赛银牌
云南咖啡勇登世界精品咖啡舞台

文_Eric Baden / 林德恩
Coffee Commune咖啡公社创办人&CEO

云南咖啡长期被雀巢、星巴克等大型商业烘焙商用于制作低成本拼配咖啡，而来自咖啡公
社的Eric Baden（林德恩）则将在本文中，与大家分享云南咖啡赢得了精品咖啡大奖的故事。

或

许没有任何语言能像中文的“危机”

当中，即便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云南咖啡

险与机会并存的含义，咖啡也是一

和知识方面给予云南咖啡种植很大的支持，正如我

二字一样，能直观而贴切地形容出危

样，面对价格波动极大的商品级咖啡市场，中国
云南的咖啡种植者需要在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同
时，不断寻求潜在于其中的机遇。

2017年以来，我们就致力于帮助云南小型

咖啡种植园摆脱价格束缚，向精品咖啡转型，

们所看到的，他们为鼓励当地农民从种植茶叶或蔬
菜转向种植和加工咖啡，的确作出了很多努力，当
地很多咖啡种植者至今仍保留着雀巢公司多年前提
供的中文版咖啡种植和处理说明手册。

老话讲的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上

为达到这一目标，除了种植者们自身的辛勤与付

世纪80-90年代，精品咖啡运动仍未起步，云南

接贸易。

国消费者接触咖啡的唯一渠道；而精品级生豆的

出，他们还需要做三件事：采购设备、投资和直
云南的商品咖啡种植起步较晚，起步时期

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主导者是雀巢公司。过
去，尽管很多种植者在不断努力着，却一直没能

将云南带到全球10大阿拉比卡咖啡原产地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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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而在雀巢公司参与之后，雀巢咖啡专家在投资

咖啡主要用于生产速溶咖啡，速溶咖啡是当时中
种植标准和用于制作速溶咖啡的生豆完全不同，
想要生产精品咖啡，种植者首先必须了解相应的
技术和标准流程。

为了让云南咖啡与世界精品咖啡接轨，咖啡

至关重要，这让我明年就能够直接看到优化生豆加
工方法后的结果，从而决定是增产还是减产。

为保障与国际合作伙伴的长期合作，以及

生豆采购商咖啡供应品质的稳定，在采摘到货运

更多云南咖啡种植园坚定信念，生产更高品质的

他们展示投入额外精力的好处，并告诉他们如何

人。他从一名咖啡烘焙师做起，如今已经成为

为了达到86+杯测得分标准，咖啡必须风味

纯净、口感俱佳、口味平衡、特征明显。有些杯
测师并不看好卡蒂莫的潜力，认为只有卡图拉、
黄波旁、铁皮卡甚至只有瑰夏才能做到，虽然我
们承认如果使用更好的豆种，云南咖啡的品质会
进一步提升，但Project 86+的初衷便是聚焦卡蒂

莫，因为卡蒂莫占据了云南种植咖啡豆种的90%

以上，小型种植园没办法承受再等5年重新种植
咖啡树的巨大变化。此外，云南精品咖啡的机遇
在于挖掘自身独特品质，而非单纯效仿其他产地
所谓完美咖啡的特色。

经过系统性的实验和数据分析，我们证明

话永远是最有帮助的，至少我们需要沟通其中的一
个关键点：选择购买或放弃一批咖啡豆的原因是为
何？弄清楚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生产者很大帮助，

甚至带来巨大的改变”，Threadbare Coffee合伙创
始人Michael Ryan表示。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烘焙商和采购商共同发起

“Project 86+”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帮助云南咖

啡种植者打造能带来市场需求的咖啡。我们从30
名全球合作伙伴得到的建设性意见和高质量反馈，
对于增强当地种植者的自信、推动当地咖啡业转型

从“豆子到杯子”的全过程把控，创造独一无

二的咖啡体验。Eric希望通过咖啡公社，让人们
享受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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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eric@coffee-commune.com，微信
号：strongoak，Instagram：@coﬀee.commune，
Facebook：@yunnancoﬀee。

的精品咖啡。

全球最大的咖啡烘焙比赛 — 金豆杯咖啡烘

利港（Port Macquarie ）举行，有超过，1700支

咖啡从业经历中，我认为采购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对

咖啡公社成长为一家全产业链咖啡企业，通过

能将云南的卡蒂莫打造成为高分、甚至能够获奖

“Project 86+计划让生产者和烘焙商共同分

居民生活条件带来怎样的影响，而在我近10年的

Q-Grader认证师，并在过去6年时间里成功帮助

创新性的加工技术，例如低温无氧发酵等，确实

焙大赛每年会在北美（GBNA）和澳大利亚及新

咖啡吗？采购商需要了解，他们的决定会对当地的

Eric Baden是一名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的德国

了，在生产加工每个环节的精细准确操作，加之

会制定的86分及以上标准迈进，向不仅是“精

享、讨论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我会买这款

精品咖啡！

关于作者

又好又快地挑选成熟果实。

品”，更向“有特色”的境界迈进。

更多产自“Project 86+ ”计划的美味咖啡，鼓励

有最高的风味复杂度，为了鼓励采摘者在采摘时

精挑细选，确保成熟率达98%以上，我们必须向

计划，该项目旨在推动云南咖啡向精品咖啡协

我希望荣获国际大奖能够给中国的烘焙商和

单、可行，同时还要持续提供现场帮助和监督。

咖啡果实的品质是生产精品级咖啡的关键，

和采购商进行合作，共同发起了“Project 86+”

这对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来讲意义重大。

咖啡厅带来更多自信，让他们能够烘焙和冲泡出

尤其是当豆种是卡蒂莫时，这种咖啡天生便不具

Consultants公司，以及全球30名精品咖啡烘焙商

质和咖啡背后的故事直接得到了烘焙商的肯定，

的每个环节，标准化操作流程（SOPs）的制定
和实施都至关重要，除了保障每个环节的操作简

公社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Threadbare Coffee

植者来讲无疑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他们的咖啡品

西兰（GBANZ）举办。2019年的GBANZ在麦考

咖啡竞相角逐，超过100名评委会在3天时间里

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评审。新西兰Coﬀee Tech的
Alan Zuo作为 “Project 86+ ”计划的国际合作伙
伴，已经拥有多年成功参赛经验，此次他使用的

是来自 “Project 86+ ”计划的云南咖啡，参加
了“奶基咖啡”比赛，并以日晒无氧发酵的卡蒂

莫咖啡豆赢得了银牌大奖！感谢Alan的努力，以
及对这款咖啡的信念，他成功将云南咖啡烘焙到
了极致，如今全球各地的精品烘焙商都了解了来
自云南的精品咖啡，云南咖啡正式登上了世界精
品咖啡的舞台！

比赛刚刚结束，我们就收到了来自澳洲、欧

洲和美国对2020年产季“Project 86+”计划的咖
啡订单，这对于参与到 “Project 86+”计划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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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sting Coffee is No More Difficult than Baking Peanuts
Yet Not Easier than Crafting a Masterpiece

咖啡豆不比花生难烘
也不比打磨艺术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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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安吉

“悦咖啡” 产品经理

在

一周前的某个夜里，我收到了来自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David的

邀稿，他说很喜欢我烘焙的咖啡，所

以想让我分享一些与咖啡烘焙相关的经验给读者
们，我很高兴自己烘焙的豆子能受人喜欢，并很
乐意和大家分享，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大家好，我是悦咖啡的安吉，从2007年在

马耳他Vittoriosa自家开的咖啡馆，到回国经营
连锁咖啡馆，再到现在开设自己的咖啡烘焙工

厂，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三年前才开始
进入咖啡烘焙领域的我，其实可以拿出来分享
的内容并不多，但我更愿意将这些用自身经历
摸索出来的有限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
助到那些刚刚进入咖啡烘焙行业的新人，也希
望借此让对咖啡烘焙感兴趣的爱好者们更多的
去了解咖啡烘焙行业。

做咖啡10年，为何会转去咖啡烘焙

在“悦咖啡”经营过程中，初期都是在和咖

啡烘焙商合作，回想刚刚只有两家门店的时候，
想要找到一家可以为我们提供新鲜烘焙咖啡的小

方案，或许正是因为每一个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中去了解每一款咖啡不同的特性，找到其香气与

难度可比单身找对象还要难！

烘焙技能，不断积累经验，现在想一想，咖啡烘

淬炼出来，我想，咖啡烘焙的魅力也正是于此。

额订单烘焙商（下文简称“小单烘焙商”），其
幸运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位有咖啡烘

焙资质的前辈，愿意接我们这样的小客户，还为
我们设计了理想且稳定的店用咖啡。就这样，他
从两家门店开始给我们做小单烘焙，后来我们门
店数量越来越多，他始终如一、保时保质地在后

才使得自己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自己的
焙师其实也跟咖啡生豆在某个层面上有着惊人的

多，每天的烘焙任务也跟着越来越大，不仅要保

“咖啡炼金师”的光环与现实

联系，定期做库房盘点，根据客户每月订单去计

收获。

咖啡烘焙师是一个善于用火的职业，这听

上去多少有点像故事中的“炼金师”，对于不同

定回到家乡台湾，临走前他告诉我，其实你也可

力，将一颗颗朴实无华的咖啡生豆点石成金，淬

以自己开一个咖啡烘焙工厂，他带着我们参观了
自己的工厂，并耐心地为我讲解、答疑和解惑。

产地不同处理法的不同咖啡豆种，用最匹配的火
炼出咖啡炸裂的香气与舒服的口感。

能够通过咖啡烘焙去帮助更多的咖啡馆，减少他
们频繁选豆商换豆的烦恼，从而把精力更好的投

米”炒得不焦不糊、香脆可口。将咖啡豆烘焙熟
不难，但是需要在了解不同豆子的个性之后，善
于用与之相匹配的火候，如此说来，一切又回归
到了本质。

优秀的咖啡烘焙师大多数都不是天赋异禀

入在门店运营上。

的，或许跟年轻人玩手游有些相似，级别高的咖

己的客户，同时老客户也会推荐新的客户进来，

“打怪”来提升经验。在做咖啡烘焙的第一年，

三年下来，我逐渐收获和积累了很多信任自

这期间许多客户也从单店逐渐做到了几家门店，
客户的成长，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见证了自己咖
啡烘焙工作的成就。

认真倾听客户的需求，帮客户设计咖啡烘焙

户也都是同样经营咖啡馆的馆主们，客户的生意
不能被用豆耽误。

虽然至今每个月仍旧会有一些客户订豆不

忽所导致的损失，与其说是咖啡烘焙师，还不

就行，只不过难点在于需要懂得如何将“花生

吧，让我觉得咖啡馆经营已经很不容易了，希望

以保证客户下一次订货的时效性，毕竟大多数客

试着把咖啡豆想象成花生米，丢进热锅里弄熟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立志要像这位前辈一样，
或许也正是自己过往那段找寻烘焙商的不易经历

算客户的采购周期与采购量，及时备货做好排期

及时，但我已学会根据客户过往的订货频次及

咖啡烘焙，我常跟对咖啡烘焙感兴趣的客人说，

更多地帮助那些刚起步的咖啡品牌做咖啡烘焙，

证每天的日常烘豆量，还要与生豆商保持紧密的

咖啡烘焙其实很容易，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做

就在这样机缘巧合之下，我被前辈带上了

路，创建咖啡烘焙工厂做自己的咖啡烘焙，也是

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大，客户的订单越来越

相似：历炼催生惊艳，只要不嫌麻烦，未来都是

端为我们提供战斗用的“弹药”。很可惜的是，
三年前这位前辈由于其团队内部的一些调整，决

口感最佳的呈现状态，再用火将其最惊艳的状态

啡烘焙师真的是需要大量烘焙豆子，通过不断

同事说我仅仅为自家门店烘焙用豆就消耗了3吨

左右，烘焙 — 品尝 — 复盘 — 调试 — 再烘焙 —

再品尝……直到现在，这样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
着，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机会在一次次的烘焙

时提醒客户查看剩余豆量，从而挽救他们因疏
如说更像是一个咖啡管家：扛麻袋包、挑拣豆

子、烘焙豆子、包装封口、装箱发货……每天
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对于咖啡烘焙师来说很少
有周末和节假日之说，经常有忙了一天忘记吃
饭的事情发生，但其实每次都只有把当日的烘
焙单全部完结也才有愉快的心情吃饭。在这里
也建议其他咖啡烘焙师，常备一些即食的口粮
在身旁，近期的我比较喜欢在烘焙咖啡的时候
随身带一块司康饼在身旁。

烘焙行当该怎样去做

许多对咖啡烘焙感兴趣的朋友问过我类似这

样一些问题：“如果我选择做咖啡领域的烘焙端
口，会不会比经营咖啡馆更好做？”，“咖啡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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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生意，你说要
不要多参加一些比赛，这样生意才有可能好，明
明自己用的都是精品豆，烘焙技艺也不比别人家

差，为什么自己的生意却不如人家好？”……我
个人认为，其实这些问题的最核心，是要解决任
何行业都会存在的一个通性问题：客户资源。

咖啡烘焙其实并不比经营咖啡馆容易，对

于许多人来说，咖啡烘焙甚至比经营咖啡馆更加
枯燥单调，尤其在客户资源很差的情况下，生意
甚至还不如经营咖啡馆每日进店的陌生散客所带
来的流水好。以我自己为例，在最初开始接手咖
啡烘焙任务的时候，有一位客户我已经前后接触
了两个月，然后根据客户的需求发了十几包咖啡
样品过去，但当询问客户收到后的反馈，客户却
再无回复了，只是发了朋友圈说新豆到店欢迎品
鉴……

所以我想说的是，起步太顺利的毕竟还是在

少数，大多数人的开头都比较难，这个阶段重要
的是积累与客户对接的经验，了解客户经营所需
的真正诉求，或许正是因为之前有经营咖啡馆的
经历，所以在与咖啡馆主对接业务的时候，总是
能够感同身受的理解咖啡馆主们身上的痛点，这
或许就是我最终获得客户的优势吧！

那么怎样去积累客户资源呢？参加比赛当然

也是一个方法，若是获得名次更是可以为自己的
咖啡烘焙事业增加一份良好的背书，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参加各种行业类的活动让大家知道你
在做咖啡烘焙的事情，众所周知，个人魅力也是
让大家愿意与你尝试接触、给你订单的至关重要
的因素。

三年的烘焙生涯，让我有幸接触了诸多国内

外的冠军，也结识了许多长期从事咖啡烘焙的前
辈、老师及朋友，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每
一位咖啡烘焙师都有自己的一套咖啡烘焙哲学，同
一款豆子也能在不同的咖啡烘焙师手下催生出不同
的作品，对我而言，这些咖啡都有着烘焙师身上特
有的记号，值得像艺术品一般去鉴赏。

总结来说，每位优秀的咖啡烘焙师共有的

咖啡行业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领域，当下许

特点，那就是烘焙出的咖啡干净无痕迹感。我不

多与咖啡相关的知识及理论也都在不停的与时俱

咖啡店信息

意的好坏到了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做人，起步的日

己的咖啡烘焙技能之外，更多地还要关注咖啡馆

地址：北京东城前门大街2号B1-116、117

禁感慨咖啡烘焙技艺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生
子大家都是从零客户做起的，要有一个良好的平
常心，一点一滴地去经营，真诚地去拜访客户、
服务客户；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积累是需要时间
的，最后你会发现在简单重复的工作下，客户不
知不觉就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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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咖啡烘焙师除了需要在烘焙领域不断精进自
经营领域及咖啡消费的流行趋势，保持海绵一般
的好奇心及求知欲，这样才不会在若干年之后成
为咖啡烘焙圈的“老古董”，我相信这也是长久
经营咖啡烘焙所需的一项基本特质。
祝大家成功！

悦咖啡（天安门店）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2:00
门店电话：010-6332 9880

作者联系方式：微信38928108，
邮箱 389281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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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PUQpress

PUQpress的故事

文_Tjeerd Schravendeel

故事的缘起

在荷兰Delft的一家咖啡馆里，曾经有这么一

夯压的办法”。

为了给女孩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Laurens

啡粉夯压自动化仍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和命

置，它能精准、稳定地完成咖啡粉的夯压，虽

粉锤曾是咖啡师手工艺的核心，是咖啡师的象

位咖啡师，她非常喜欢制作咖啡，并一直努力思

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组装好了一个固定装

严谨、细致，希望通过不断尝试能挖掘到更多的

说体积不小，但其工作效率及工作质量却很

考着如何能把咖啡做的更好。她制作咖啡时非常
咖啡风味。

她喜欢一边听着咖啡厅里的音乐，一边

和顾客们聊着天，为他们提供服务，喜欢这种
自由轻松的感觉，总之，她喜欢关于咖啡的一

高，就这样，PUQpress诞生了！女咖啡师试用

通过技术改进轮船的工作效率一样，为了让整体

加稳定了，甚至还有了新的突破！大家都非常

这家咖啡馆是Laurens Pluimers的兄弟开的，

臂因为做咖啡感到酸痛的问题，他心想，也许能
为她做点什么，试试看能否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Laurens是一名工程师，从事吊装钻机的相关工

快、更高效以外，所制作出的咖啡口感比过去更
喜欢使用PUQpress，这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

自由时间，用来专注于拿铁拉花的练习，或是研
究、尝试新的咖啡，抑或与客人们聊天、互动，
这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

奉献者的胜利

其实，真正让Laurens着迷的并非这位女

作，基于工程师的专业知识，他想，“既然我有

咖啡师，而是如何把PUQpress改进得更好，

啡夯压时，让咖啡滤碗更加稳定，更轻松地完成

PUQpress才是他工作的真正激情所在。

办法把海浪中的船稳定住，那我一定能找到在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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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精品咖啡工业正在兴起，且摆脱

咖啡馆里的其他咖啡师在使用了PUQpress

了，她感到高兴极了。

咖啡，手臂因此时常感到很酸痛，这让她感到

Laurens在店里闲聊时听这位女咖啡师说起过手

征，是手工艺的标杆。

了一切企业、预包装和自动化的束缚，劳伦斯决

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它除了让日常工作更

心烦极了。

题，自动化和手工艺、匠人精神完全相悖，毕竟

了PUQpress后，发现手臂的疼痛居然逐渐消失

切。不过，有一件事情却让她感到很苦恼，由
于每天需要不断地夯压咖啡粉，给客人们制作

然而那毕竟是在2011年，在当时看来，咖

虽说设计升降钻机才是他日常分内之事，但

定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坚信，这就好比可以
工作更有效，对于咖啡师来说，只有把更多的精
力用来进行咖啡练习、研究菜单，或是释放他们
的好奇心去钻研咖啡，才能让咖啡的出品、服务
的质量等得到很好的提高，而自动化技术可以帮
助实现这一点。

PUQpress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部工具，

应该说它第一次证明了技术的运用确实能促使咖
啡师手工艺的改进，PUQpress诞生以来经历了

快速发展，如今已经研发出了多款新版本，对此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
和咖啡馆，创造出了一个值得行业信赖，深受咖
啡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喜爱的产品！

THE 12 MONTH ROAD TEST OF
DELTER COFFEE PRESS

12 个月实测
D 特压

文_Alternative Brewing
D特压澳洲经销商

我

们非常幸运能够于2018年末首批购

入“D特压”，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

出杯量

我们还想强调，这种400ml出杯或者说比单

里，我们在澳洲布里斯班繁忙的咖啡

杯咖啡更多的出杯量对于批量冲泡来说，是多么

可以说，“D特压”的问世引起了广泛关

结，这也是新款“爱乐压Go” 问世之后人们所

厅展开了对该设备的评测。

注，在2019年，全球咖啡爱好者都对这款设备产

生了浓厚兴趣。基于我们收到的大量反馈，大部
分信息都是关于这款设备是如何通过独特的压滤
技术提升咖啡纯净度和明亮度的，最重要的是，

的便捷。较少的出杯量一直是“爱乐压”的症

诟病最多的地方，如果你想出杯更多的纯净滴滤
咖啡，“D特压”绝对更胜一筹。

清理

在12个月的使用之后，我们发现这款设备的

顾客反馈均表示用“D特压”出品的滴滤咖啡的

清理只需一周一次就好，每次只需要用少量洗涤灵

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净出杯”已经

脂被清理干净，随时保持100%的工作状态，除此

纯净度和丰富的口味，在每一次冲泡时都可实

成为了去年我们的论坛上关于该款产品专栏评论
最多的词汇！

很多人都会问到，“D特压”与“爱乐压”

冲洗每个零部件，让零部件自然干燥，确保咖啡油
之外，每次在用完之后的清洗已经不能再简单了。

技术支持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发现“D特压”的团

究竟有何区别，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

队对任何建议和问题的反馈都非常迅速，客户服

的技术原理完全不同。“爱乐压”发明于2005

扫描文末的二维码在淘宝上查看详细说明。

这两款设备根本没有可比之处，因为两款设备

年，而“D特压”发明于2019年，后者采用了最
新技术，这款新设备给我们呈现出的特质是全新

务水平极佳，任何零部件都可以单独购置，你可

滴滤

无分流滴滤能够为你带来最高的纯净度，这

的、前所未见的，也是令人兴奋的。

种纯净度通常只在手冲咖啡中才能见到，但我们

何？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此这种便捷设备绝对称得上是市场的变革者。

那么，在12个月的测试之后，它的表现如

注射冲泡

在尝试过全新的注射冲泡技术后，我们就

很难再回头了。更好的控制、更好的出杯以及简
单的操作，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如果你还没试

过，一定要去附近的咖啡厅尝一尝“D特压”咖

啡，让味道来说明一切。

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制作手冲咖啡，因
可以说，这款设备在使用这一年中的实际表

现简直令我们着迷，非常期

待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继续
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让我们一起“D特压”

起来！

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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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Your

Customers Fall
in Love with
Your Espresso?

?

如何让顾客爱上你的

意式浓缩咖啡
文_Andre Eiermann
UCC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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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式浓缩咖啡源自意大利，如今受到全球

但一旦开始试验，你会发现意式浓缩咖啡的制作远

它浓郁的口味、醇厚的口感、丝滑的质

的参考，但并非是你试验的终点。

咖啡爱好者的喜爱。人们喜欢它是因为

感和持久的余香，此外，它还能与牛奶完美结合，
创作出卡布奇诺，Flat White、玛奇朵等奶基咖啡。

不幸的是，想要做出完美意式浓缩咖啡是非

常具有挑战性的，其中关系到很多变量，有些是在
制作之前，有些是在之后，而且你必须具有很强的
咖啡师技巧，才能呈现出一次难忘的感官体验。

练好基本功，不断尝试
根据最新世界咖啡

不止于推荐的1:2萃取比例，当然这一比例是很好

寻找完美意式浓缩咖啡配方

当我拿到一款新咖啡时，我会谨遵两个基本

步骤：首先，探索风味潜力；其次，寻找感官最高
分值（根据 WBC 感官分析打分表）。

在实验新咖啡的过程中，我们并非是要一下

子找到完美配方，而是去探索咖啡的全部潜力，因
此你可以采用不同的萃取参数，有时甚至可以超出

是你是否能得到高分、赢得比赛，或赢得顾客喜爱
的关键！

一旦你对咖啡逐渐熟悉，你便可以开始制定

能够得到高分的冲泡配方。在我赛前训练时，我会

根据官方的WBC感官打分表来设置配方，打分表
共包括三大组成部分：
★ 口味平衡度
★ 风味
★ 口感

口味平衡度得分乘以2之后的得分，包含了对

甜味、酸味和苦味的评

师大赛（WBC）比赛规

价；风味得分乘3之后

则，一名经验丰富的咖

的得分，则包含对风味

啡师应当：

特征的描述、风味浓度

★ 拥有大师级的

和风味随时间变化的评

技巧、工艺、沟通和服

价；最后是口感，这或

务技能，对咖啡师职业

许是最重要的，得分乘

抱有足够热情；

4，包含重量、质感和

★ 拥有丰富的、

余味。

不限于比赛中制作咖啡

在这一过程中，

饮品的知识；

还有一件事是你应当

平的咖啡饮品；

新鲜度。根据苏黎世大

★ 能够制作高水

重点关注的，即咖啡的

★ 能够被当作榜

学应用科学院Chahan

样，起到激励作用；

Yeretzian教授的理论，

为了成为这样一

精品咖啡具有三大关键

名咖啡师，为了参加

品质：新鲜度、稳定性

韩国世界咖啡师大赛

和顾客导向，近些年我

（WBC），我于2017年

经历了5个月的密集训

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审
视其中的第一点：咖啡

练，每周工作7天，有时每天工作24小时，累计萃

常规，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一些出奇的或新的品

新鲜度。咖啡生豆不含有任何二氧化碳，二氧化碳

身潜力，尽可能让品质保持稳定，在头两个月时间

它比例。

的二氧化碳含量视咖啡的烘焙程度（轻度、中度、

取了两万杯意式浓缩咖啡。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自

里，我花了超过80%的时间磨练基础咖啡师技巧，并
将注意力放在稳定出粉、拨粉、压粉和高效工作流
上；只有在练习完以上技巧之后，我才开始咖啡萃
取实验，尝试在意式浓缩咖啡创新上取得突破。在

2017年的WBC比赛中，我选择的是氮浸萃取，这让
我能在舞台上完成咖啡的烘焙，也让我坚信一名咖

质。我建议首先用固定的萃取比例，然后再实验其
★ 固定比例萃取实验

在开始萃取实验时，先用固定的萃取比例，

粉量从15-25g，以0.5g为单位递增，这一实验可以
让你了解咖啡在粉量变化时的反应。
★ 用“疯狂的”比例大胆试验

第二次试验目的是用不同的比例来探索咖

是在咖啡豆的烘焙过程中形成的，烘焙咖啡时产生
深度）和烘焙曲线而定，虽然二氧化碳是咖啡新鲜
度的象征，也是咖啡油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
的二氧化碳会影响对咖啡萃取过程的操控，也就是
说，一款足够新鲜但二氧化碳含量太多的咖啡很难
保持萃取的稳定，因此你需要等待咖啡放气，但不
幸的是，咖啡在放气过程中同样会流失易挥发的风

啡师必须首先将基础的咖啡师技巧练好。

啡在平衡感、风味和口感等方面的潜力，粉量从

让咖啡变得更加美味。

4次不同萃取，采用4种不同萃取比例。

“新鲜度测试”，测试的目的是找出咖啡的品质在

潜力，以及在比例变化、冲泡时间变化和研磨参数

后的第8天我就打开第一包咖啡并开始测试，之后

一旦你掌握了基础技巧，便可以开始试验，
WBC赛事规则关于意式浓缩咖啡的定义为：
★ 出杯量：30 ml（+/-5 ml）

★ 萃取时间：20-30秒（建议并非强制）
★ 杯子大小：60-90 ml

虽然以上定义为制定行业标准提供了范本，

15g-25g，以0.5g 为单位递增，每种粉量我会进行
通过不同的配方，我可以了解到咖啡的全部

变化时的反应。

在比赛和日常服务中，有一件事你必须牢

记：比赛和日常服务并非是你个人喜好的体现，而

味物质。

在备赛过程中，所有选手都会进行所谓的

烘焙后多久达到最佳。就我个人而言，咖啡豆烘焙
的每天我都会打开一包，直到烘焙后的第23天，
每天我都会用相同的比例进行萃取，这能让我更好
了解新鲜度与萃取比例之间的关系。我很惊讶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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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咖啡会随时间推移逐步达到风味巅峰，随后迅

那之前我从没喝过单杯意式浓缩制作的卡布奇诺，

分析不同配方，与此同时，我还非常关注咖啡在

此相同的感受。

奶、牛奶的温度以及咖啡与牛奶的比例竟然会对最

2%的浓度最感兴趣，这也正是我的奶基咖啡诞生

速变质，我想，只有进行过类似测试的人才会有与
另一点是所谓的咖啡“第二保质期”，即你

在打开咖啡包装并将咖啡豆倒入磨豆机豆仓之后的
保鲜期限。你可能已经做过测试，一旦将咖啡豆倒

入豆仓，例如在烘焙后的第10天，在咖啡萃取的

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意式浓缩咖啡的配方、牛
终感官体验影响如此之大！这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

力，随后我在为WBC备赛期间花了大量时间来进
行奶基咖啡训练。

同时令我惊讶的是，超过60%被消费的咖啡都

奶基咖啡中的浓度，经过试验我发现人们通常对
的缘由。最后，我将所有实验结论导入表格，加

入意式浓缩TDS进行计算，再计算出奶基咖啡的
总TDS。

很多人认为奶基咖啡是对意式浓缩咖啡的稀

头几个小时，一切似乎是完美的，但萃取会突然加

是奶基咖啡，它或许是全球最流行的咖啡饮品，正

释，因此，许多咖啡师会用更精细的研磨搭配稍

需要调整研磨参数。在许多精品咖啡厅，很多咖啡

的极佳机会。最近SCA的杂志中有文章显示，拿铁

同，我将牛奶视为酸度平衡器，将粉量从19.5g降

速，这是因为咖啡放出了更多的气体，此时你可能
师每次只会按需放入少量咖啡豆，但问题是，一旦
放得太多，咖啡豆在豆仓里待的时间太长，“第二
保质期”便会成为问题。

为了研究包装对新鲜度的影响，我还在备赛

是因此，奶基咖啡给了我们将精品咖啡向大众推广
咖啡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的最爱，此外，
澳洲的Flat White和西班牙的Cortado也受到了美国
和加拿大咖啡馆的极大欢迎。

奶基咖啡的比赛规则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

短的萃取时间来制作奶基咖啡，但我的方法则不
至 17.5g。实验结果告诉我，低粉量会带出咖啡明

亮的柠檬酸，让咖啡拥有更高的纯净度和复杂度，
我不会用这么低的粉量制作意式浓缩咖啡，但牛奶
会中和咖啡的酸度，因此我会用低粉量来激发奶基

期间对不同的包装材质进行了测试，我将咖啡豆放

这也给了我带来对咖啡与牛奶比例进行试验的绝

量，然后将第一个包装密封好，将其放入另一个装

啡，有些牛奶是脱脂牛奶，有些是全脂的，我甚至

甚至可以用最新的后采摘处理技术和牛奶创新来制

两款不同配方，并制作4杯份量不同的卡布奇诺，

尝到了一款叫“肉桂女孩”的奶基咖啡，其中使用

入第一个包装，加入除氧剂帮助去除或降低氧气含
有除氧剂的包装，在飞往韩国之前，我再用胶条把
出气口粘上，避免二氧化碳在飞行过程中溢出包装
袋，因为机舱里的压力要比正常环境更低。

寻找完美奶基咖啡配方

一旦你掌握了意式浓缩咖啡萃取技巧，你便

可以开始尝试奶基咖啡。我是在2017年，为瑞士

咖啡师大赛备赛期间才第一次品尝卡布奇诺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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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机遇。在第一周，我测试了12款不同的奶基咖
还尝试了富含铁元素的牛奶，每种牛奶我都会试验

这给我带来了总计48种不同的组合可能，因此我
可以从三款不同牛奶中找出哪一款和我的咖啡最

配，以及最佳出杯量，为此我还准备了8种不同形

状的咖啡杯。

然后我将所有实验结果导入Excel表格，对比

咖啡更多的风味。

在过去两年里，奶基咖啡发展迅猛，如今你

作惊艳的奶基咖啡。在上次去中国的旅途中，我品
到了哥斯达黎加咖啡和炼乳，它给我带来的感官体
验令我至今难忘，更重要的是，制作这杯咖啡时，
咖啡师是与我面对面完成拉花的。

文章的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请记住，完

美的饮品不仅关于味道，更关乎整体的咖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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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 Me

咖啡与我
文_卢道强

Manner Coffee 培训主管

大

家好！我是Simon卢道强，这是我

踏入咖啡行业的第5个年头啦，感谢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让我借

区华南区冠军、总决赛季军，以及2020 WLAC中

训标准，又在尊重每个人优点的同时，鼓励大家

比赛结束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你

去参加比赛，当参赛的伙伴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

国赛区华西区冠军的成绩。

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也希望能

怎么定义输赢？对我来说，每个阶段对赢的定义

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的咖啡，

时候，不逃避、勇敢地站在赛场上去比拼，对我

帮助到对咖啡行业感兴趣的朋友们。

当时单纯地觉得，做咖啡很酷、很帅，看似非常
地悠闲，却又特别赚钱，于是带着年轻人的一股
热血及好奇，我选择了从事咖啡行业的工作。

从业后，我很快发现咖啡好像并不是一个赚

都会有不同的认知，例如，我刚开始参加比赛的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每天都会去练习，曾经试

随着比赛的进行，以及自身不断的努力，我

今，我可以把积累的比赛经验，抑或成功的经验、

在入行一年多以后，我开始参加各种咖啡比

中取得好成绩，并分别获得了2018WLAC中国赛
区华南区季军、总决赛季军，2019WLAC中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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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日常的对客服务，还是参加比赛，我

着不断尝试的心态去参加比赛。

始拼命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同时也逐渐受到身

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逐渐在大大小小的赛事

师培训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始终觉得只有持续不断的练习、学习提高，才是

不真的知道自己是否能最终取得好成绩，仅是抱

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我来说，这也是赢，因

边同行朋友们的影响，关注起了咖啡比赛。

绩，我着实为他们感到高兴，也说明比赛是咖啡

来说就是赢了，因为那时的我性格十分内向，并

钱的“好职业”，但此时的我已经深爱上了咖啡
不可自拔了，既然如此，为了养活自己我只好开

创新，同时我还鼓励和帮助身边的小伙伴们尽量

为通过比赛，我开始证明了自己，获得了自信；如
技巧分享给大家，培训、帮助其他人获得成功，并

一切的关键，对于手艺人来说，练习是根本。在
过从上午10点练到凌晨3点，但那主要是为了比
赛的准备，不得不争分夺秒，在不参加比赛的平
日练习中，我每天大约练习十几杯，未来，我想
还是会持续参加比赛，磨练技艺。

2020年，我会全力备赛2020CLAC世界咖啡

且最终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赢。

拉花艺术大赛总决赛，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希望

任培训主管一职，主要负责门店伙伴们的培训。

可以做得更好，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公司的发展尽

目前的我就职于上海Manner Coffee，并担

我的培训风格就是“求同存异”，既有严格的培

借此帮助到更多的咖啡师，也希望自己在岗位上
一份力，共同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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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I Cup

我为什么要杯测
文_Ben Gleeson

Glee Coffee，2019年澳大利亚金豆杯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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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至今仍依稀记得第一次杯测的经历，

那是在2004年，当时诺基亚手机还非
常流行，小甜甜布莱尼还是巨星，我

家分享为什么我和我的团队会如此痴迷于杯测。

为品质杯测

每周，我们都会对自己烘焙的所有种类咖

还在澳洲领先的烘焙公司为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咖

啡进行杯测，这包括每一种拼配、单品和应季轮

记得当时刚到工作岗位两周的时间，那天我

烘焙曲线进行杯测，唯一的目标就是保证我们销

啡师工作而努力着。

第一次参加了员工会议，在走入会议室的那一刻，
我感到彻底震惊了！会议室里摆放着一个大桌子，
上面放满了一个个装有咖啡的小碗、几把水壶和一
些超级大的勺子，我当时想“我的天，这里发生了

什么？”，随后我立刻告诉自己，“兄弟，要冷
静”，但我真的被吓住了，但同时也被现场深深吸
引，毕竟我已经爱上咖啡很多年，眼前的一切似乎
在告诉自己，我可能会爱上它更多……

特征，而且杯测得越多，你就越能分辨细微的味

之前，这些咖啡都已经过了检测，烘焙配方也都
经过了修订，几乎已经确定咖啡是符合标准的，
但我们还是会在杯测桌上再问自己：“这款咖啡
真的和我们相信的一样好吗”？但愿结果是肯定
的，怀着这种期待，我们继续埋头杯测。

为比较杯测

在Glee Coﬀee，我们尽量避免的便是只品尝

啡行业的最新流行趋势，为此，我们会经常从行

咖啡给你留下的印象。说实话，那次我只记录了

如果你没法准确辨识风味和咖啡的细微差

售的每一种咖啡口味都符合既定标准。虽然在此

是“杯测”。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法想起他说的所
结果不分对错，简单的“吸入”然后记录下每支

要，没有例外！

别，那么我鼓励你继续尝试，杯测会越来越简

自己的咖啡。当你陷入了“风味真空区”，你就

有话，但却依稀记得他说，杯测应当是愉悦的，

的表现，这一技能对于任何咖啡从业者都非常重

换的咖啡，期间我们还会针对10种不同咖啡和

接着，咖啡厅经理（如今的他仍是一名活

跃的咖啡品鉴师）开始讲话，并为我们讲解什么

能说出他们品尝到了什么，并在杯测中保持稳定

会错过其他烘焙商所呈现出的特点，甚至错过咖
业整体的角度品鉴不同烘焙商的咖啡，并与自己
的咖啡进行比较。

让我澄清一点，我们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比别

单，你需要相信自己的味蕾能够品鉴关键的品质
道差别，因此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寻宝”杯测

这或许是我最爱杯测的原因，杯测真的令人

兴奋，而且无法预测，每一款咖啡都可能带有改
变你一生的潜质。与我们有生豆合作的伙伴会定
期寄来新一季的咖啡样品，以及那些他们认为我
们可能感兴趣的咖啡，虽然有时“寻宝”最终一
无所获，但其过程却极其鼓舞人心，因为你并没
有失去一切，还有继续品鉴新咖啡、继续成长，
以及不断理解咖啡的机会，这永远是值得的。我
也相信总有那么一刻，会有一种咖啡来到杯测桌
上，完全颠覆你的认知，作为咖啡烘焙师，我们
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刻，这也是促使我们继续探

几个词，但当进行小组分享时，我得到了很多鼓

人好，而是想避免故步自封，我个人认为，每种

会成为自己今后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虽然

最公平的方式，这会最大程度地避免个人或团队

咖啡、烧水壶、杯子和勺子，便可以开始杯测，

价，而是要有尊重的评价。

不分对错”。当然，这是一项正经的工作，但当

励，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看似奇怪的仪式，
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但已经能够摸清杯测的一
点门道。

16年之后的今天，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

我们每周都要对不下20种咖啡进行杯测，这已经
成为了日常，而我仍旧坚信，杯测是我们取得成
功的重要一环，因此，今天的文章中，我将和大

咖啡都必须得到尊重和品尝，而进行盲测或许是
偏见。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对咖啡进行评

为扩充知识品鉴

只有练习才会进步。我敢说，我们团队的

每一名成员都从过去两年的不断杯测中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因为每一次杯测，我都希望我的团队

索的原因之一。

杯测的魅力在于所有人都能参与，只要你有

同时请记住我经理的话，“杯测本该是有趣的，
我杯测时，我会和团队伙伴们大笑、相拥，有时
甚至会争吵，有时也会互相攀比。

咖啡创造了一个圈子，在下次杯测时，也一

定要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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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溢、口感醇厚，能为你带来非常独特的感官感受。
亚洲

亚洲咖啡口味焦浓，味道强烈，有时带有浓

烈的泥土味，口感厚重。对亚洲咖啡的看法因人
而异，有些人喜爱，有些人则不太能接受。

拼配豆还是单品豆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但不论是拼配抑或单

品的选择，最终还是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大多数
烘焙商都认为拼配咖啡豆具备更加复杂的风味特
征，适合制作任意类型的咖啡，从意式浓缩到拿
铁等奶基咖啡均可。

在我看来，目前很多中国的烘焙商都能将特

征反差较大的各类咖啡豆进行很好地拼配，生产
出种类丰富、风味精致且口感柔和的拼配咖啡；
同时，大部分精品咖啡厅和烘焙商也在销售各类
单品咖啡，你因此可以品尝到所有特殊产地或来
自“第四波浪潮”的咖啡种植园的咖啡豆。

找到自己最喜爱的咖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

断尝试新的拼配和单品咖啡，直到找出自己最喜爱
的一款；同时，你也可以向本地的烘焙商寻求帮

助，只需要告诉他们你喜欢怎样的风味，他们一般
都会非常乐意帮助你找到最适合那款咖啡豆。

咖啡豆烘焙风格

咖啡豆烘焙对于风味的形成至关重要，烘焙

的深浅通常有三种：轻度、中度和深度。

咖啡豆烘焙得越深，酸度就越低，口感也就

越厚重，这是因为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逐渐失去
了豆子本来的味道，但这并非是坏事，深度烘焙
的咖啡豆带有独特、宜人的巧克力或焦糖香气；
相反的，轻度烘焙的咖啡豆保留的酸度更高，只
带有轻微烘焙的味道，这样的咖啡豆适用于虹吸

咖啡、手冲滴滤咖啡、D特压及冷萃咖啡，用这

些器具制作咖啡能更加完整地保留豆子原有的味

无

道；至于中度烘焙的咖啡豆则介于深度和轻度之
间，适合使用摩卡壶、法压壶来制作咖啡，或用

论你喜欢怎样的烘焙风格和冲泡方

几个在选购咖啡豆时的关键点：

得且必要的。

气候、海拔、生长条件和处理方式都会影响

式，参考一些购买咖啡的小窍门是值

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从

烘焙商直接购买咖啡豆，这能够保证咖啡足够新

鲜，品质最优，我们建议大家购买烘焙日期在1

个月以内的咖啡豆，因为咖啡是非常容易变质

的，很容易受到光照、热和湿度的影响，受其中
任意因素的影响时间越长，越易导致咖啡风味的
流失，甚至产生变质；此外，要根据自己对风味
的喜好选择咖啡豆。

产地

咖啡的风味，且视产地不同千差万别，每个产地
的咖啡都拥有其独特的风味特征。
中南美

产自这一地区的咖啡通常味道更甜，带有糖

和焦糖的味道，口感中等，常有不同等级的宜人
酸味。

非洲

非洲咖啡大多水果味浓、风味复杂、芳香四

于制作意式浓缩咖啡。

我们建议，首先考虑自己平时喝哪种咖啡

更多一些，再来决定最适合自己的咖啡豆烘焙风
格；其中，中度烘焙的咖啡豆适用范围更广，轻
度烘焙味道更加完整，深度烘焙则巧克力味更

浓，可以分别去尝试各种烘焙风格的咖啡，最终
找出适合的一款。

如果你还不知道哪款咖啡适合自己，请赶

快与我们联系，抑或拜访附近精品咖啡厅或烘焙
商，让有经验的烘焙师与你分享更多的咖啡知
识，确保你能够买到适合自己的咖啡！
感谢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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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est:

The Melodrip Alters
Pour Over Control
As An Agitation
Investigation
Melodrip 实测：

用花洒式手冲方式
控制咖啡“搅拌”
文_ Ray Murakawa

MeloDrip 创始人及发明者

42

“Melodtrip手冲咖啡萃取工具，旨在手冲

流注入Melodtrip时，你需要尽量把它压低，靠近

均匀萃取”。许多咖啡专业人士，例如James

直接倒入咖啡粉中即可，目前针对Melodtrip的使

咖啡制作过程中，通过控制咖啡的搅拌，实现

Hoﬀmann、Scott Rao、Matt Perger都一致认为，
在制作手冲咖啡时，为了实现最佳的冲泡效果，
我们需要适度地对咖啡进行搅拌，但问题是，在

咖啡粉，在注水即将结束时，剩余较少的水量则
用实测仍在继续，希望未来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体
验和建议。

Murakawa还提到，“使用Melodrip萃取咖啡

繁忙的咖啡馆，要让咖啡师们在制作手冲咖啡时

的特别之处在于，该方法并不完全侧重于咖啡的

此时，有一部分专业人士则认为，其实只需通过

数，它同时还兼顾到了咖啡的物理特性，例如咖

还要慢慢进行搅拌，似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灵巧地将水浇注到咖啡中，就可以实现充分的搅
拌，这也就是Melodtrip的主要设计理念。

在咖啡冲煮过程中，“搅拌”是一个很难单

独分离出来的变量，它是一个在向咖啡注水过程

中持续进行的过程，Melodtrip 这一种新型手冲咖
啡萃取工具的诞生，让大家针对“咖啡搅拌”的

化学萃取，例如TDS值或是萃取百分比等化学参
啡粉颗粒大小，以及它们是如何随着冲煮时间的
推移，最终影响咖啡冲煮的效率”，有时候为了
更有效地萃取你想要的咖啡，你只需要了解一些
简单的理论，正确地应用或调整某些变量，至于
使用什么工具则是次要的。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塑料分散盘以及金属手

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柄外， Melodrip产品套装中还附带一个硼硅酸盐

主体由两部分组成：一个由透明Tritan塑料制成

便于存放。此外， 在之前Melodrip公司发布的一

Melodtrip 本质上就像一个淋浴用的花洒，

的分散盘以及一个金属手柄，其工作原理相当
于降低咖啡注水时的冲量，把水流均匀散布在

Melodtrip的分散盘中，让注水更加温和。使用者
需要将Melodtrip尽可能地靠近咖啡粉，并在注水
的同时，使其在咖啡粉上方绕圈式移动，实现均
匀“搅拌”及萃取。

Melodtrip的设计目标并不是破坏“搅拌”的

过程，而是对其进行控制，设计者Ray Murakawa
解释说，注水时很容易产生“颗粒排放”的问

材质的玻璃搅拌棒，以及一个盘子，以在不用时
段在线视频介绍中，我们看到这款工具也可用来
平整咖啡粉，不过具体的使用效果有待进一步

评测。“我们目前只是针对粗研磨度的咖啡粉进
行测试，粗研磨的咖啡粉能与水有更大的接触面

积，萃取时间相对长一些”，Murakawa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粗研磨的咖啡粉也无法避免“颗
粒排放”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主要取决于磨豆
机的性能、烘焙曲线抑或其它的变量。

Murakawa并不期望Melodrip能被所有人接

题，也就是说，一些微小的咖啡颗粒会随着水

纳，在他看来，除了一些被定义为“慢吧”概

取的咖啡就变得不是那么“干净”了，正如

是不太可能使用Melodrip来制作咖啡的，但它也

流被冲下滤泡器，包括滤纸，如此一来，所萃

Murakawa所提到的，在喝到这样的咖啡时，我
们的味蕾将无法感受到完整的咖啡风味，或者说
品尝不到咖啡本来应该呈现的所有味道。

念的咖啡馆，那些快节奏、高客流量的咖啡馆
很可能受到一些咖啡烘焙实验室或是家庭用户
的青睐。

咖啡专业人士告诉我，除了杯测中品尝到

Murakawa虽然不是一位专业的咖啡师，但

的咖啡风味，他们也在不断尝试，期望能发掘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 说，“最初让我对

说，这为冲煮设备的使用和玩法带来了更多的

却长期专注于研究和分析咖啡的风味，他告诉
滤泡式咖啡冲煮深感兴趣的，是因为它能够较为

细腻地呈现咖啡的风味，在Melodtrip出现之前，
我其实已经尝试通过较小幅度的搅拌冲煮，来优
化注水的过程，以便较大程度地呈现咖啡的风
味，这是我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

出咖啡中更加细微的味道，对于咖啡爱好者来
可能性，我们还在不断探索不同的咖啡冲煮方
式，并持续地从世界各地的咖啡专业人士那儿

收集、了解他们对于Melodrip的评测意见，寻求
更多的可能性。

在此，我们想公布一个好消息，Melodrip已

当我们把水集中倒入Melodtrip时，水被若干

经面向中国市场发行及销售，各

中，从而实现了对咖啡的“搅拌”，这有助于将

以通过Cafe Works的淘宝店进行购

圆孔分流，最终如花洒一般缓和地滴落到咖啡粉
结块的咖啡粉冲泡开以便充分萃取，但是在将水

位咖啡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现在可
买，期待你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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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D特压”冲煮大赛之广州站比赛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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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Café Works咖啡工场

菲，采用厌氧日晒处理法。

★ 冲煮方案：使用25g咖啡粉，96℃热水，

第一次注水40g，下压活塞30秒后继续注加水到

160g，计时闷蒸约1分钟后继续下压，到2分钟
结束，最后调整浓度到1.6。

★ 萃取心得：希望呈现菠萝、草莓、蜂蜜

及红茶的风味。

季军：文艺

★ 咖啡豆：哥伦比亚玫瑰谷，采用厌氧双

层酵素水洗处理法，咖啡粉用量19g，用水量
200g，水温89℃。

★ 研磨：使用 kona 电动磨豆机，研磨度为4.5。

★ 冲煮方案：首先闷蒸40秒一段萃，40秒

过后慢慢下压活塞，全过程合计用时2分30秒。

★ 萃取心得：“D特压”可以干净准确地萃

取出想要的风味，同时也是咖啡本身的风味 —
草莓酱、蜜桃及蜜瓜。

从

在这次广州站的“D特压”冲煮比赛中，由

“D特压”的首届比赛至今，不知不

大家都争先恐后去尝尝选手们的出品。

于参赛和观看的人数远超预期，赛场所在地“浅

来，Cafe Work咖啡工场和大家一起见

练”，尤其是最后荣获冠军的选手在决赛过程中

在音乐节或上班通勤途中的现场既视感，不少选

点留下的足迹。回头看来，赛事举办从北京站一

特压”冲煮大赛自从举办以来，同众多国际知名

觉已经进行到第三站了，这一路走

证着D特压冲者大赛的一点一滴，以及在每个站
路南下至广州站，虽然中间只相隔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但参赛选手人数的翻倍，也意味着大家对
“D特压”比赛关注度的倍增。

每次在报名满额截止后，赛事组依旧收到

不少选手的参赛申请，作为主办方，我们为选手

们对“D特压”冲煮比赛的热情感到既高兴又感
激，我们也希望没有报名成功的选手不要气馁，
因为2020年“D特压”比赛将陆续开展！

自2019年4月在中国开售以来，“D特压”

作为一款新的咖啡冲煮器具，已经在国内一些咖

这次比赛，参赛选手们可以说都十分“老

临时调整了冲煮方案，真正是凭实力夺冠。“D
比赛一样，一直沿袭着选手使用自选咖啡豆参赛
的比赛规则，因为对豆子的挑选不仅可以体现出
一名咖啡师的能力，更能增加比赛的趣味性，带

来参加广州站比赛的，由于场地合作方的密切配
合，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悉心安排，比赛得以井
然有序地进行并顺利完成！

在评委阵容方面，除了有我们的常驻评委

— 2018世界爱乐压大赛中国总冠军张晓博先

手的冲煮方案分享出来，供各位读者参考：

对抗赛全国总冠军黄凯先生、云南杯中国冲煮大

下面，我们将广州站比赛中，荣获前三名选

冠军

★ 咖啡豆：艾力达庄园的绿顶瑰夏

★ 研磨：用Kinu的m47研磨机，水温95℃

★ 冲煮方案：水量270g，其中第一次注水

60g，然后缓慢持续注水，闷蒸35秒继续注入

辉使用“D特压”冲煮指定的云南咖啡豆，一举

取完毕，总时间控制在2分15秒，共萃取咖啡液

获得了指定组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2020世界

手是从另外一场刚刚结束的冲煮或烘焙比赛中赶

来更多未知的惊喜与乐趣！

啡冲煮大赛中崭露头角，例如，在2019年云南
咖啡杯中国冲煮大赛大湾区深圳赛场，选手全日

原咖啡厅”的二层挤满了观众，简直让人有一种

210g，再均匀缓慢下压活塞，最后一道压滤萃

生，我们还很荣幸地邀请到2018年雀巢杯拉花
赛多赛区评委邱琳女士加入到评委阵容中来。特
别感谢刚完成澳洲金豆杯评审工作回国的易碧辉

Ray作为热场主持人，他用一口“流利的”广东
普通话来为大家解说，非常接地气。我们也同时

感谢MHW-3BOMBER和CAFEDE KONA分别为我
们提供了比赛奖品和冲煮设备。

总结来说，我们发现在三场比赛中颇为值得

205g，尾液全部放弃。

关注的是，哥伦比亚咖啡豆厌氧发酵处理系列连

获季军的选手罗丽婷同样在比赛中选用了“D特

这种萃取方式无疑减少了浸泡的时间，因此可以

年的确赢得不少口碑和关注；在每场比赛中当然

这次广州站的比赛，可以明显看出，各选手

析出；另外，第一轮比赛时用此法萃取的咖啡液

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选拔赛 — 上海分赛区，荣
压”来进行冲煮。

们的准备可谓相当充分，除了认真练习和精挑细
选好豆子之外，不少选手自带设备参赛，也有选

手直接把自己的EK43磨豆机带过来了，他们中
还有不少带着亲友团前来观赛助威，场面可谓十
分地热闹。无论是选手或者观众，大家都表现出
积极的交流意愿，每次评委结束品尝和打分后，

★ 萃取心得：“D特压”的萃取很均匀，但

用相对较小的研磨颗粒，让可溶物质较大程度地
香味十分丰富醇厚，但苦涩味很明显，所以第二
轮比赛的时候，尝试去掉了尾段，只是最后萃取
的咖啡显然没有了第一轮的醇厚感，但平衡更重
要，所以对这个表现是很满意的。

亚军：吴文辉

★ 咖啡豆：埃塞俄比亚沃卡产区耶加雪

续三次都榜上有名，可见这一系列豆子在2019
也少不了瑰夏的身影，但也需搭配上熟练的冲煮
技巧，才能最好地呈现豆子的风味。不少人可能
会有误区，以为要用很贵的咖啡豆才能取胜，甚
至以为只要用价格贵的咖啡豆就能赢得比赛，但
实际上，一些像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这类型较为
常见的“口粮豆”，只要被处理和冲煮得当，同
样可以在比赛中大放异彩！

2020年，我们赛场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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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pen Letter to Baristas to Come

给未来咖啡师的一封公开信

大

文_Timothy Sweet

Sanremo Coffee Machines 业务拓展经理

家好，我的名字叫做Timothy Sweet，在过去多年从事咖啡师职

客的交流应当是愉悦的，而非教条的，你面对的挑战越大，获得的机遇就

作，咖啡师和职业经理的从业经历增进了我的知识和技能，同时

记得上一次为顾客提供报纸是什么时候吗？帮助顾客挪椅子是何时？或是

业的过程中，我和不同的烘焙商、咖啡厅在不同领域都有过合

我也在不断学习和更新有关咖啡的知识，能够拥有现在的工作，我感到非
常幸运。

基于多年教授咖啡萃取技术的经验，我在往期的《Cafe Culture | 啡言

越多，就越有可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服务业的本质就是服务他人，你还
给带着孩子的母亲搭把手？有时仅仅是记住顾客的名字，问问他们今天过
得好不好，就能让顾客的一天变得更加美好；

5 仅品尝自己作品的咖啡师和烘焙师会故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这

食语》中文版内容中，撰写了一些关于咖啡萃取的文章（可参考19期第30

会让你的味觉长时间处于“舒适区”，任何超出这一舒适区的品质，你将

话题通常容易带来分歧，但同时又创造了统一。

见显得尤为重要；

页《 咖啡冲泡指南》），咖啡是最为神秘且复杂的话题之一，讨论类似的

给未来咖啡师的10点建议

难以分辨，因此，经常品尝其它咖啡厅或烘焙商的咖啡，摆脱你的口味偏
6 不要骄傲，骄傲会让你无知，让你拒绝接受新事物、新知识。自社

咖啡工业曾给予我不断前行的目标和机遇，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感谢，

交媒体发明以来，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咖啡科学家”，这些“专家”时常

我想，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写一些最简单易懂的文章，以帮助其他人更

务知识，例如如何清理咖啡机和磨豆机，他们却缺乏最基本的训练。扎

如今，我开始反思并自问，如何才能将自己过去所学，回馈给咖啡工业，
好地理解咖啡，并在未来达到更高水平。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想为各位新晋咖啡师列出10件必须关注的事，这些

都是我经过反复思考和推敲得出的总结，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咖啡师即服务者，你需要尊重咖啡本身和咖啡的风味，注重每一处

细节，认真投入每一分精力;

2 在测试及让信息得到证实之前，不要过分相信某些概念或理念，你

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时候其他的方法或许会更
好，不要让你的自满蒙蔽了双眼，阻止你进步;

3 通常来说，越年轻、越是新手，话就说得就越多、越大声，这其实
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如果你花费大量时间去倾诉，却用很少的
时间去聆听，那么你进步的速度就会很慢;

4 咖啡天生具有服务属性，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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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和理论，因此受到大众追捧；但至于最基础的日常服
实的基本功永远比技术理论重要，你可以是一名咖啡师，但这并不意味
着你是咖啡烘焙师、机械师、生豆专家或企业咨询师，因为这些都是独

立的领域，有其独有的一套知识体系，需要经过培训和学习才能领略其中
的奥秘，在此之前你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评头论足的；同样的，如果你是
Q-Grader，咖啡烘焙师或是生豆采购专家，这也并不意味着你是咖啡师，

只不过这些人通常对咖啡师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有一定的掌握，或是已经
具备一定经验。

7 咖啡校对针对的是口味而不是数字，关于校对你需要掌握的最宝贵

的技能是懂得如何品尝，并指导你所工作的咖啡厅如何根据口味进行调
整，在拿到校对结果后，你还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与其它配
方进行比较，同时与其他咖啡师的记录进行比
对，从中总结出每天、每周及每

月的变化趋势，以帮助你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决定。不要仅根据数字来推测味
道，如果你尚不具备相应的技能，就应当多花些时间及精力去接受培训和教
育；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有些咖啡师逐渐放弃了对基本技能的掌握，这是
不对的，因为只有具备了基本技能，你才能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

8 职业道德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名咖啡师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如

果你的雇主让你帮助团队完成例如洗盘子或翻台等工作时，这并不是你愿
不愿做的问题，而是雇主在告诉你需要做什么，好的咖啡师不需要雇主提
醒就会自觉把事情做好；另外，准时到岗是一项基本素质，毕竟你是这里
的员工，并不是所有事都是围着你转的；

9 咖啡厅设备的购置是根据实际需求而非用来炫耀奢华的，很多情况

下，这一需求源自咖啡厅的商业模式和目标客户及市场的定位，因此，并

样品

萃取时间

A

20 秒

B
C
（图1）

意式浓缩咖
啡味道

牛奶味道

喜好排序

25 秒
30 秒

确定合适的温度

确定了出杯量和比例，下面需要确定合适的温度，保证咖啡口味平衡。

甜

非所有咖啡厅都有必要使用较为高端的设备，并把钱大量花费在专业磨豆
机、全自动压粉器和全自动牛奶打发装置上面。同时，作为咖啡师还需要
记住的是，咖啡厅为你的日常工作提供了相应设备，一定要爱护它们，定
期清理，做好保养，让它们时刻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

平衡

10 新晋咖啡师通常会对金融机构或投资公司抱有一定的偏见，甚至讽

刺他们是傻子，但要记住，正是这些公司的投资才让咖啡市场拥有现在的地
位，让你的公司能在市场中立足，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你的所有偏
见都是不成立的，并且你很快就会发现，公司的规模和未来发展前景与这些

酸

金融机构息息相关，这些公司对于社会的进步极为重要，对于我们所处的咖
啡世界也是一样，有了他们的推动，才有了精品咖啡市场的今天。

从零开始制定意式浓缩咖啡配方

作为新晋咖啡师，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了解如何能够让咖啡达到最佳状态，

发挥出最大潜力，对此，咖啡烘焙商对咖啡的品尝次数要比所有咖啡厅和咖啡
师更多，因此你可以多向他们咨询或学习；同时你还需要对咖啡厅的顾客起到

苦

如果温度过高，咖啡的味道会太干或滑涩，如果温度不够，则会过酸

且带有矿物质的味道。
正确的萃取时间

最后是选择正确的萃取时间。应当用3套不同的时间标准来分别测试

引导作用。

意式浓缩和奶基咖啡，时间的调整主要是通过研磨参数的调整来进行的，

开始学习如何制定意式浓缩咖啡配方。

鉴，当然也可以让你的咖啡烘焙商、咖啡总监、咖啡厅经营者或主厨参与

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公开信的第二部分，下文的指南能够帮你从零
确定粉量

首先，我们需要将从最基本的，即选择正确的粉量开始，这里考虑3个

变量：咖啡浓度 * 牛奶浓度 * 杯子大小 = 粉量（g）
选择合适的滤碗

一旦决定了粉量，下一步我们需要决定滤碗大小，选择正确大小的滤

碗能够提升咖啡萃取品质的稳定性，避免分流，下图从左到右分别对粉量
太少、太多及完美进行举例说明：

出杯量的设定

出杯量的设定不同，会相应造成咖啡太浓或太淡、太涩或太苦，我们

先从1-1.8的比例开始试验，逐步调高或调低出杯量，直至得出理想的口
感，并确定用来制作奶基咖啡的合适浓度。这一过程中，你可能需要对测
试中的其它变量进行不断调整、尝试及对比，才能最终确定适合的比例，
如图1中的表，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帮肋你。

每次测试结束后，你需要让咖啡至少静置5分钟，然后和其他同事一起来品
品鉴，并收集大家的反馈意见。

之所以需要静置5分钟，是因为当咖啡浓缩液冷却到室温时，如果是好

的萃取，那么咖啡的风味和口感此时得到更好的展现。下面的样表可以用
来帮助你记录、收集感官评测意见：

粉量
（g）

18

19

20

21

22

23

24

出杯量
（g）

32.4

34.2

36

37.8

39.6

41.4

43.2

一旦找到了完美配方，你应当把它记录在日记里，即便如此，你仍需

要不断努力、拓宽视野，因为肯定有更好的配方，你需要不断地问自己，
如何才能让咖啡的味道变得更好。

好了，以上就是这篇公开信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祝你

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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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Your

WHOLESALE
PROGRAM
打造咖啡批发系统
文_Jen Hurd

Genuine Origin 西海岸地区合伙经理

咖

啡工业变革不止，这也是我爱上咖啡
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咖啡总有新知

公司愿景和核心价值观

人们很容易忽视创业初始最需要明确的事

识等待我去学习，总有新的路要去探

情，即公司愿景和核心价值观。你的愿景表达了

激烈的市场竞争，并需要不断努力让自己的产品

仅是“我们要做好咖啡”是远远不够的，你的竞

索，在咖啡烘焙批发领域，咖啡烘焙师总会面临
更加高效地销往终端市场。

那么，咖啡烘焙师该如何打造自己的批发体

系呢？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
探讨一下关于咖啡烘焙这门生意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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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目标，这对于公司整体架构非常重要，仅

区、教育、职业发展、可持续性？抑或透明度？
这些都是可能对你有价值的点，愿景应当阐述清
楚为什么要创业，以及能给顾客、员工和社区带
来什么。

你需要有创意、够坦诚，还要花大量时间去

争对手也会这么说，每一名咖啡烘焙师都希望咖

研究公司愿景的阐述方式，例如，如果最在乎可

深一些。

透明的采购渠道、可降解的材料、为保护环境捐

啡和服务的品质达到最好，你因此需要挖掘得更
作为经营者，什么是对你最重要的？是社

持续性，这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这也许意味着
款，或是其它，同时，你需要思考为什么创业，

到很多烘焙商从开始的租赁设备逐步转型为提
供销售、安装和维护一条龙服务的设备公司，

哪里，以及你应该如何帮助他们，以下的几个问

是否盈利？如果给顾客免费使用，你该如何调

★ 顾客需求量有多大，是否符合产量设计？

整咖啡产品的价格以保证盈利？如果你不想分

并让这个理由来引导你清晰地描述公司的愿景。

一旦有了愿景，下一步要研究的便是核心价

精力在设备和关联产品上，则应该为顾客提供

相关服务的资源，让其有处可寻，毕竟说到
底，你的工作目标是为他们提供问题解决方
案，同时提供美味的咖啡。

组建销售团队

下面，让我们来谈一谈销售团队。销售员工

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你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遵

必须清楚地了解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你

让公司与员工、顾客间建立起联系，如果你没有

世界观，换句话说，如果你雇佣了与公司核心价

循的基本原则，它会帮助形成公司的企业文化，
核心价值观，那么请思考一下价值观对人生的影
响，无论是人的一生还是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
个明确的价值观的引导。

研究核心价值观是你审视公司优劣势的绝

可以教会一个人做咖啡，但却很难改变其性格和
值观相符的员工，那么这名员工在工作中肯定会

别是什么？

★ 我们希望给咖啡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 公司的员工应当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

具备怎样的特质？

在得出答案后，请认真思考，核心价值观是

否能够凸显公司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践
行公司愿景。

明确产品线

在确定完公司愿景和核心价值观之后，下一

步需要思考的是产品线。你提供的产品必须要符
合核心价值观和目标市场需求，如果你致力于透
明度和可持续性，那么你的咖啡应当能够反映出

的中介，也可以从那里优先挑选拥有从事咖啡或
也很重要，但一定要严格审核，不能盲目听从他
人的意见。

咖啡协会或组织是另一个加强与社区互动的

建立系统性的培训体系

招聘的下一步便是培训。你需要系统性的培

训体系，要为全体员工全面讲解公司愿景、价值
观和产品线，员工的职责之一是帮助顾客找到符
合自身需要的产品，因此销售员工也必须懂得品
尝咖啡，熟悉每一款产品，并能精准地传递产品
信息。

在组建销售团队时，你需要建立一套有底

工的经验和水平动态调整，如果你设置较低的底
动力。

同时，底薪和激励机制需要动态跟踪，你

茶、糖浆、咖啡杯等，也非常值得你去关注，这

需要实时了解你的员工打了多少电话，下了多

是否符合公司盈利需要而定。

这些信息对于公司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

设备的来源和使用

设备是另一个关键点。在波特兰，我们看

★ 你有哪些知识和技术可以提供给顾

客？例如菜单设计、成本计算、室内装修及反
馈等。

选择接触顾客的过程必须是谨慎考虑的，

下，可以事先从网上搜索一些信息，或采访他们
设备负责人进行沟通。通常来说，我在见到业务
负责人之前是不会随意留下样品的，因为你不知
道公司的负责人最终是否会见到这些样品，我个
人更喜欢与管理层面对面进行交流，邀请他们一
起进行冲泡和品鉴。

此外，你还可以花些时间审视自己的营销和

体平台，而且所有营销渠道的对外信息都必须符

工，还能增强公司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薪，并设置很高的销售提成，你的员工就会更有

些要根据可提供给顾客的资源以及整体物流方案

服务？

工作岗位则显得相对容易，这不仅能帮你找到员

检视产品线时还需要考虑你的竞争对手都

如果市场有需要，那些与咖啡相关联的产品，如

★ 你能提供怎样的设备技术支持或租赁

商务沟通策略。销售团队需要相应的资源来展示

等相关组织，那么你寻找员工或让他们帮忙推介

薪且与绩效挂钩的工资机制，公司机制可根据员

拥有怎样的产品，以及当地市场缺少什么，例如

★ 你能给顾客提供怎样的引导培训？

绝佳渠道，公司所在地区如果有“咖啡俱乐部”

种植园和生产者的背景信息，以及贯穿于全供应
链的细心与努力。

★ 需要覆盖多大的地域面积？

的顾客，准备充分后你再与该公司的咖啡和冲泡

销售经验的应聘者；此外，业内人士的人脉网络

★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长期和短期目标分

★ 订单执行情况如何？

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员工呢？你可以去查看

性也更强。

错，例如你们可以一起讨论：

★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家咖啡烘焙公司？

★ 最流行的咖啡种类和烘焙风格是哪些？

哪些咖啡不受欢迎？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在不太了解对方公司的情况

公司附近的招聘中介，如果有专门从事餐饮方向

★ 你对公司的描述是怎样的？

题有助于精准定位目标客户：

更积极，为公司奉献的积极性更强，工作的稳定

佳机会，如果想要从他人那里寻求帮助，请同时
告诉他们，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并不分好坏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潜在客户群体究竟在

这些服务可以让顾客免费试用咖啡机，但在这
里，我还是提醒一点：不论商业模式如何，它

WOMEN IN COFFEE

定位目标客户

少订单，以及公司该如何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是你制定商业计划、采购计划及设置销售目标
的基本依据。

产品线和公司信息，这就需要搭建自己的社交媒
合公司的价值观和愿景；当然，这也是公司与当
地咖啡社区互动的好机会，如果你的店里有空间
举办活动，考虑组织几场咖啡培训、比赛或社交
活动，让社区内的人有机会了解你，同时为其它
咖啡企业创造共赢的发展空间。

我知道，虽然过程很复杂，但建立咖啡批

发系统是帮助企业发展、个人进步的绝佳机会，
在每天的运营中贯彻既定的愿景和价值观，我相
信，你总会获得成功！
祝你好运！

关于作者

Jen Hurd是Volcafe Specialty Coffee分支机构
Genuine Origin的西海岸地区合伙经理，在精品咖

啡行业闯荡超过20年，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
和学习咖啡工业；除生豆销售和技术支持以外，

她还是Oregon Coﬀee Board副主席，以及北美金

豆烘焙大奖赛分类评委。Jen目前与丈夫和两只
猫生活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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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品牌。这就是所谓的
“品牌效应”，也是决定咖啡企业成败的关键，
你的品牌将会成为顾客认识你最直接的渠道，例
如星巴克，起初它只是西雅图Pike Place的一家

小咖啡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家
喻户晓的品牌。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关键就在于品牌。双

尾美人鱼和绿色的标识令每一个看过它的人都印
象深刻，但这是否因为他们的咖啡比你的更具革
命性？其实并不尽然，星巴克实行的是大批量生
产模式，是他们所塑造的品牌帮助公司取得了巨
大成功。

那么，你应该如何塑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名

称、Logo和主题色调呢？

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对包装的选择。你可能从

未考虑过这一点，但其实包装是令你的品牌脱颖
而出的关键武器，包括材质、颜色等，都会影响

世

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一

量更大，相比小包装的咖啡，他们更想要1kg左

在午后放松身心，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中国消费者都喜欢

天的工作生活开个好头，或是让自己

右包装的咖啡，同时希望能有更优惠的价格。

未来的销量；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你自己必须
喜欢所创造的品牌，它将是你今后每一天工作的
核心，如果你对自己的品牌有信心，那么顾客自
然而然也会慢慢喜欢上它。

★ 做好物流配送策略

一杯好喝的咖啡，我们需要做的，正是找到一款

深度烘焙的咖啡，有些人喜欢深度烘焙，有些人

佳的咖啡。

想要知道有关咖啡的所有信息，包括产地、采购

提供物流配送服务，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说

对咖啡要求的一样。

快递费，而其它同平台网店不收，那么顾客肯定

适合自己，最好同时能够传递咖啡知识、品质上
你知道将近64%的美国人在工作日每天都至

少喝1杯咖啡吗？这一比例在欧洲和北欧国家更
高，但在中国仍保持较低水平，中国人平均每年

则喜欢中度或轻度烘焙，另外还有一些客户甚至
渠道、包装方式等，这正如对“第四波”浪潮中
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首先要确定你最适

只喝不到10杯咖啡，而中国拥有约14亿人口，

合的精品咖啡客户市场，找到你最擅长的烘焙风

中国消费者的兴趣，你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在

慢增加产品种类。

这意味着中国咖啡市场的潜力巨大。但想要吸引
中国的咖啡厅喝咖啡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贵，
其次，中国消费者对于线上购物的热情远比西方

格和供货渠道，然后随着生意的不断发展，再慢

★ 选择销售相关技术支持

对于线上销售来讲，首先最重要的是配套自

人更高。

动化支付系统。

其商业化，在我看来这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

东、淘宝和其他平台，操作都非常简单，但不

那么，如何在线上销售烘焙好的咖啡，并将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 找准目标市场

在中国中大型城市，虽然人们对于咖啡的热

情正逐渐高涨，但在线上销售时，仍要注意找准
目标客户，这是你需要一套高度精准、目标清晰
的线上零售策略。

你会发现对咖啡感兴趣的不仅是个人，还有

在中国你可以找到很多电商平台，例如京

要找到一个就盲目使用，你需要确保自己已全
面掌握和了解顾客对平台的评价，另外你最好

最后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便是，如何为顾客

服顾客在线上购买而不是去店里买。如果你收取
会选择其它网店，为此，你需要找到一家本地物
流公司为你提供配送服务，并与之共同成长。

和选择电商平台一样，做决定不要操之过

急，它可能会成为决定你线上销售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先收集尽可能多的选择，然后对比
价格、服务范围，再考虑是否符合你的实际需
要；同时，你必须将物流成本计算到销售成本
中，只有这样你才能决定是否为某些客户提供
免运费服务。

★ 让梦想照进现实

相信你已经了解了线上销售咖啡的几个关键

能对比类似产品的价格，找到符合你实际要求

因素，现在就开始付诸实践吧！虽然起步阶段有

咖啡烘焙产品的服务模式，并从中学习成功经

项攻克难关，这些都将为你未来的成功打下良好

的服务功能，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其它线上
验和销售技巧。

好的电商平台能够为你提供外观更吸引人

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但一定要理清思路，一项一
基础。

另外，我个人还建议，请记得让其他烘焙师

咖啡馆、餐厅、面包房、办公室和家庭咖啡厅市

的店铺网页，辅助你做成第一笔生意，总而言

和尽可能多的业内专家，例如Q-Grader认证师、

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例如，个人客户更倾向

的很重要！

啡，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反馈，并且一定要阅

场等等，可想而知，针对每一类客户，我们都需
于购买小包装的咖啡豆，份量最多250g一袋，
这足够他们几周使用了；但商店或咖啡馆想要的

之，找到正确的电商平台和自动化支付系统真

★ 建立自己的烘焙品牌

在线销售与经营成功与否，能否在竞争中胜

冠军咖啡师，以及你的常客参与评测你烘焙的咖
读《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中文版以前各期中
有关咖啡烘焙以及相关的文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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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奶和咖啡永远都是好朋友，二者结合
最受人欢迎的产物之一便是 — 拿铁

咖啡。从发明至今开始，拿铁咖啡已

经火遍全球，并在近些年征服了中国各地的咖

啡厅，充满能量且暖暖的咖啡和丝滑的牛奶相结
合，那种美味令人享受。

如今，你可以在任意街角或CBD商圈的购物

商场买到拿铁咖啡，可以说咖啡馆每天点单率最
高的也正是拿铁，而每家咖啡馆制作的拿铁咖啡
份量和味道也各不相同，制作材料也不限于咖啡
和牛奶。

和大部分事情一样，咖啡师在制作拿铁咖啡

时也会犯错，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
口味，但根据行业标准，制作一杯合格的拿铁咖
啡不仅需要运用到咖啡师的纯熟技巧，还需要品
质稳定的原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回头客。

打发和制作拿铁咖啡需要用到好的牛奶，但

并不是所有牛奶都是一样的，在本文中，我们将
探讨哪种牛奶最适合制作标准的拿铁咖啡。过去

5年，经过对中国市场牛奶产品的测试，我们已
经确定雀巢全脂牛奶是制作拿铁咖啡和拉花的良
好选择。

在雀巢杯LAS系列赛事中，经超过5,000名

专业咖啡师选手确认，雀巢全脂牛奶牛奶是制作

拉花拿铁咖啡的最佳比赛用奶，该赛事从2016
年开始举办，现已成功举办了4年，同时，雀巢

全脂牛奶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LAS评委们的一致
认同。

牛奶打发技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打发牛奶的过程中究竟会

发生什么，牛奶的打发需要将热的水蒸气（121124℃）打入冷牛奶（4℃），直到牛奶达到理

想温度（60-65℃），这一过程听起来简单，但
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最主要的，不同的牛奶需要不同的打发时

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温度太高，且只
要超过理想温度，牛奶的质地就会变化，高温会
杀死牛奶中的微生物和活性酶，导致牛奶结块，
即蛋白质凝结；同时由于牛奶的分子结构不同，
不仅是打发的时间，连打发的温度也很有讲究。

什么是牛奶的脂肪含量？

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在3.2%左右，它能给

拿铁咖啡带来丝滑的口感，虽然叫“全脂”，但
实际脂肪含量仍远低于刚刚生产的鲜牛奶，作为
消费者，这一脂肪含量已经是你能找到最好的，
而且也足够好了。

脱脂或低脂牛奶在提供丝滑口感的同时，还

适合制作卡布奇诺等其它需要泡沫很多、甜味更
足一点的咖啡。

为什么有些牛奶不一样？

牛奶的三大成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蛋白质占牛奶总物质的3.3%左右，脱脂和

半脱脂牛奶中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比例
更好一些。一般来说，蛋白质会分解成为两种物
质：酪蛋白和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是9种氨基酸的主要来源，它们会

因加热凝结变质，从而让过度加热的牛奶产生异

雀巢全脂牛奶营养成分表

项目
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钠

维生素 D
钙

每 100 毫升 营养素参考值 %
268 千焦

3%

3.6 克

6%

3.2 克

5%

4.7 克

65 毫克

1.2 微克

100 毫克

不要过度加热牛奶

2%
3%
24%
13%

乳糖是牛奶中的主要碳水化合物，其成分主

味；酪蛋白则会形成“胶团”，在牛奶加热过程

要为D-葡萄糖和D-半乳糖，这两种乳糖会因变旋

气泡，避免爆裂，因此产生泡沫。不同的蛋白质

更加稳定，味道也更甜。

如全脂牛奶打发后口感更加厚重、顺滑，脱脂牛

生焦化即美拉德反应，牛奶中的乳糖和蛋白质

拿铁咖啡的口感。

续，重排产物会引发脱水和氧化反应，这导致

中，被注入的空气会破坏这些胶团，分子会包住
含量意味着牛奶打发后能产生的奶泡也不同，例
奶打发后的奶泡则更多更大，奶泡的品质影响了

牛奶主要成分
脂肪
3.7%

蛋白质
3.3%

酪蛋白
2.8%

碳水
化合物
4.8%

乳清蛋白
0.9%

达到混合平衡，即α-乳糖和β-乳糖，其中β-乳糖
如果将牛奶加热至75-100℃，此时会发

（多为酪蛋白）会形成重排产物。随着反应继
营养价值的流失，让牛奶带有异味，因此一定
要避免过度加热牛奶，保证牛奶打发温度符合
标准，即60-65℃。

结论

基于中国雀巢杯LAS拉花大赛已经成功举办

了4年，且自2016年以来，已经有众多的咖啡师

运用他们的技巧和创想制作了无数杯美丽的拿铁
拉花咖啡，我们相信，上述提到的关于牛奶选择
的各项因素也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

我们尝试通过本文内容来让你了解制作拿铁

咖啡时最应看重牛奶的哪些特质，希望能给你带
来参考，并因此找到最适合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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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一家复合型的咖啡酒廊

文 易
_碧辉 /Ray Yick
广州百诺品牌策划有限公司品牌负责人、咖啡培训策划师

How to Build up a Functional
Cafe Lounge
我

从事咖啡行业和相关工作已经8年多

馆，更是不出10家，倒是某些已成名的咖啡连锁

客们对消费环境的真实需求，同时在店址的选择

对于广州就好比北京四环区域相对于整

是美食遍布的顺德区，咖啡文化却越来越有了自己

300平米的面积，虽然需要自己把房子建起来然

了，目前生活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相

个北京城区的关系，这里有着丰富的“南番顺”菜
系，是广东地区重要的美食文化发源地之一。

粤式饮食文化伴随着每一代广东人的成长和

品牌从广州市区开到番禺来了，而反观邻近的同样
的风格，因此我一直思考通过什么形式才能让番禺
的咖啡馆更长久地活下去。

2019年6月，思考良久之后，结合自己过往

生活，咖啡文化在这里显得不太突出，但是论地域

的工作经历和目前市场需求，开一家复合型咖啡

雅型城区，可惜近年来由于经营环境的关系，很多

运营模式上，我们准备采取白天为咖啡馆，晚上

环境，番禺区是属于极度适合咖啡馆密集生长的清
咖啡馆停止营业了，而且再也没有开起来。很多同
行朋友来到番禺，我们能推荐出的本地咖啡馆品牌
可谓屈指可数，要是算上专业咖啡人来主理的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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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 “無念咖啡酒廊”的想法应运而生了，在

上，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块隐秘的小地方，大约
后再装修，乍一看成本花费不少，但是相对于写

字楼商圈或是创意园所属的商业区，加之有8年
的使用合约，综合来说还是可行的，如若不是这
几个条件，我还是很有可能会放弃选择这里作为
店址的。

在装修风格方面，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采用目

为小型驻唱歌手清吧的模式。

前流行的所谓“INS风”，房屋高度我们设计为

们虚心取经，并仔细了解目前番禺本地消费的顾

流行的工作坊很像，室内色调采用墨绿色VI与黑

正式筹备之前，我向餐饮业不同资历的前辈

5米的高度，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货仓，跟外国

色框架结合，总体呈现出比较硬朗的感觉，桌椅

面。另外，我们在产品划分上特意把茶餐厅饮品和

客的喜好；空气氛围的打造方面，我们特别安装

上靠近南沙及港澳地区，常年在此生活的港澳同胞

陈设则采用浅色系搭配，主要是为了迎合女性顾
了室内香薰机，并选用清淡优质的酒店香薰，这
是因为人的记忆点最重要的是嗅觉记忆，如果仅
靠咖啡的香味，顾客们会只记得这是喝咖啡的地
方，而香薰的气味让人们感到有别于其它咖啡馆
和清吧，客人进店也会感觉特别干净舒适，这一
点很重要！

快饮店产品剔除出去，这是因为考虑到番禺因地域

标，就是让咖啡馆长期运营下去并实现盈利，只

非常多，因此本地的茶餐厅文化非常久远，人们也

的一个多元化品牌。

喜欢坐在里面边聊天边慢慢享用着美食，茶餐厅俨

门制作与之雷同的产品线了。

听现场驻唱，咖啡或酒在合适的氛围衬托下，都

为了资源配置及利用的最大化，我们根据

★ 简餐用餐客人必须的匹配日常餐桌高度

训项目，虽然说培训活动的频率不是太高，但是

★ 清吧客人最喜欢的沙发卡座。

这样的考虑让所有客人来到店里都能选到自

己喜欢的座位类型，后来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的
确验证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無念咖啡酒廊”的产品结构打破单一产品

属性的时段限制，除了有咖啡馆常规的饮品外，全
天供应简餐、创意特调、鸡尾酒、威士忌和精酿啤
酒，让晚上喝咖啡的客人无论多晚都能喝到咖啡，
而喜欢精酿啤酒和无酒精鸡尾酒的客人则能在白天

也能享受一杯喜欢的饮品，从而扩大了产品销售

在晚间的营业时间，我们通过宽敞的空间和

低密度的桌椅设置，逐渐吸引到了一群比较稳定

势头强劲，门店发展及数量惊人，因此没有必要专

营业时间的忙闲时段，错峰利用运营场地，分别

的餐椅；

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下来，才能逐渐发展成为本地

然是另一种形态的“咖啡馆”；同时，快饮店近年

选购家具时，我们综合了三种不
同需求：
★ 咖啡馆客人青睐的吧台高脚凳子；

总而言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

发挥咖啡设备销售场地、培训场地及客户体验馆
等功能，比如把白天店面客流少的时间用来做培
多少也能帮助提高轻闲时段的门店收入。当然，
大多数咖啡馆都提供出租场地给客人举办活动、

的顾客，他们喜欢在晚上来到店里放松一下，听
是可以让人微醺的。2020年的跨年倒数夜，有

110多位客人在“無念咖啡酒廊”里跨年，这让
不同时段光顾的顾客很好地了解了门店所能提供
的服务，我想，只要有人流，总会有机会把喜欢
晚间光顾门店的客人，慢慢转化成白天光顾的消
费群体的。

过去人们总觉得咖啡馆和酒吧无法兼营，

生日会、求婚Party等服务，我们在此基础上，还

我个人认为，那是因为在项目设计的初期，大家

联系，提供场地给他们举办员工聚会以及手工制

实际装修风格，最终让消费者给门店的定位造成

主动开发新客户，比如与企事业单位工会负责人
作活动，或是根据客户需求，更换不同的活动主
题，例如皮具产品制作、插花课堂、永生花制作

课堂、香薰蜡烛制作等，每次活动以15-40人的
规模而不是散客报名的形式，收费形式则按内容
打包对公司进行收费，这个营销模式对咖啡馆白
天营业额的提升也带来很大的帮助。

都把关注的核心偏向了其中某一项，从而影响到
了刻板印象，无法平衡，但运营的实际结果告诉
我，咖啡馆和酒吧是可以兼营的，加上今年吹起
了“创意咖啡”风，也是某程度上对两者可以结
合运营的一种暗示。

最后，我想简要总结咖啡馆和酒
吧兼营需要注意的7个要点：

★ 桌椅的高低大小需要全面兼顾不同顾客

的需求；

★ 装修灯光要按时段分开两套，以营造不

同的氛围；

★ 搭配小型不嘈杂的舞台演出；

★ 产品菜单设计需要涵盖咖啡与酒类；

★ 门店的广告宣传内容侧重于咖啡馆属性；

★ 场地租用对象主要面向公司、社会单位

等，以团体活动为主；

★ 利用优质香薰设备及香料，营造不同的

空气氛围，增加顾客的记忆点。

“無念咖啡酒廊”自去年9月试运营至今已

有一段时间了，在宣传方面我们其实是零成本
的，并没有在各平台上特意进行推送，即便如

此，我们仍然实现了晚间时段的营收稳定，目前
看来反倒是白天的咖啡馆运营时段比较薄弱一
些，尤其是简餐的营收。

2020年，我想，我们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去

推广，让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型咖啡馆，毕
竟，咖啡终究是我心底的最爱！

谢谢本期读者们的阅读，如有任何疑

问，欢迎随时与我联系交流，我的微信号是：
Rayy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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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

to See
the Gypsy

探馆之旅

“Went to See the Gypsy”
咖啡馆
文_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Went to See the Gypsy”咖啡馆位于亚历山大区，是一家新开

咖啡吧台是整个“秀场”的明星，通过吧台上配置的Modbar浓缩咖啡

业的精品咖啡馆和餐厅，这家新装修的咖啡乌托邦是Mario Szucs和Will

机，“Went to See the Gypsy”重新规划了客人点咖啡的方式，这可以说是

Espresso的创始人。

让客人更加近距离地体验整个精品咖啡制作过程，在等待咖啡的时间，客人

Smallbone的作品，他们两位是Potts Point社区有名的咖啡品牌Gypsy

这两位咖啡专业人士为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这家在悉尼中西部新打造的

咖啡旗舰店，“Guru项目在利用中西部原有艺术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咖啡
文化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你可以仔细感受一下裸露的木质天花板、抛光的

悉尼中西部地区使用的第一台Modbar，它摒弃了普通咖啡机的大体积屏障，
们还可以和专业咖啡师聊聊天；吧台旁边的货架上摆满了店内招牌拼配咖啡
豆，由附近的总店或者咖啡学校新鲜烘焙，供顾客随时选择、购买。

首席咖啡师Simon Gautherin是一位经验丰富的Q-Grader，在这里他被

混凝土地面、金色的木质藤条座椅，以及用白色斐波那契水磨石和黄铜装

誉为“咖啡化学家”，主要负责Gypsy浓缩拼配配方的设计及定期更换SOE

为满足与日俱增的常客，他们特别为“Went to See the Gypsy”增加了

除了咖啡，“Went to See the Gypsy”还向顾客供应新鲜的季节性食

饰打造的个性化独立冲煮吧台”。

客座区，还扩充了仓库的面积，比东悉尼门店的仓库大十倍，仅这一点就
很好地阐释了为什么悉尼咖啡圈是世界其他先进咖啡行业的有力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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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菜单。

物，所有的食物都在开放式厨房里烹饪和准备，为此，他们还请来Bryan

Loogn担任主厨，Bryan在加入之前曾任“Devon Cafe”和日式料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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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774 6620 或157 1118 0985（微信同）。

免费阅读处征集

获取纸质刊物

纸质刊物

独立或连锁咖啡馆、企业和其他专业机构，请通过网站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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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爱好者，请通过微信公众号 Cafeculturesince2014，底部导航栏“纸
“Cho Cho San”的主厨。在“Went to See the Gypsy”，早餐是全天供
应的，推荐包括让人欲罢不能的香蕉布雷面包、椰奶意式冰淇淋、咸味焦

糖、Meredith山羊奶酪羽衣甘蓝松露鸡蛋沙拉搭配LSA沙司和慢烤番茄；午
餐首选则是色彩缤纷的味增鲑鱼沙拉，搭配裙带菜、黄瓜、生菜、芥末芹
菜奶油、日式松香和溏心鸡蛋，还有用草饲牛肉、芝麻奶油面包、煎培根
和西葫芦泡菜制作的 Gypsy 汉堡。

“Went to See the Gypsy”目标客户主要为悉尼中西部的咖啡爱好者，

那么悉尼其它地方的人去哪里喝咖啡呢？我想绝对值得来一趟悉尼之旅亲
自探索一番！

Went to See the Gypsy

地址：Shop 1, 76 Mitchell Rd, Alexandria, 2015

质刊物”，注册会员、分享最新期刊、 往期刊物合订本和一年4期或两年8
期刊物。

免费电子刊物

推荐您登陆 Issuu、Calameo、Cafe Culture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寻找到
《Cafe Culture | 啡言食语》的各期电子刊物，并下载到您的私人空间里。

Calameo

Issuu

CCM网站

啡言食语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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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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o Cafe
Voted No.1

Instagrammable
Cafe in the World
INS第一网红咖啡厅
Speedo Cafe
文_李腾飞
元咖啡联合创始人

作

为一名咖啡行业者，一直想走出去看
看，希望能更多地向国外的咖啡市场
借鉴与学习，特别是咖啡文化盛行的

澳洲。2019年11月，我有幸受Cafe Culture | 啡
言食语之邀参加了澳洲咖啡之旅，在兴奋不已的
同时，这次行程令我印象最深刻、最感兴趣的还

是要数被誉为“Instagram全球票选第一的网红咖
啡厅” — Speedo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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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票选“全球第一的咖啡厅 ”
这家咖啡馆打败了来自纽约、洛杉矶、巴黎

和伦敦等众多的网红咖啡厅，不仅从悉尼更是从
世界咖啡厅排行榜上脱颖而出，成为全世界最适
合拍Instagram照片的咖啡店。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高人气关注外，

Speedo Cafe也受到了众多明星的青睐 — 休.杰
特曼、金.卡戴珊和帕丽斯.希尔顿等都会把

Speedo Cafe作为他们来悉尼邦迪海滩的必打卡
咖啡厅。

海滩边上的咖啡厅

澳洲人有着慢节奏、享受型的生活方式，

他们疯狂地热爱两件事物 — 沙滩和Brunch早午

餐，而Speedo Cafe的选址则巧妙地把澳洲人最
爱的两种生活方式完美结合，它就坐落在悉尼著
名的邦迪海滩。

超出你的期待。

养水果的一大盘松饼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眼花缭

在首位，他们会精心选用色彩丰富的新鲜食材

是由客人自己倒在松饼上面，在自行把握甜度的

另外， Speedo Cafe把食材的新鲜度也放

来创作和融合，例如选用火龙果、百香果、猕
猴桃、血橙、草莓、蓝莓、黑莓和鲜花等。不
得不说，这里的厨师确实深谙色彩之道，巧妙
地这些饱和度超高且摆盘很有层次感的食物搭

乱得不知道该先吃哪一层才好！搭配的枫糖浆则
同时，还很有参与感，看着流动着的醇香汁液划
过松饼的肌理，落在娇嫩的草莓之上，将她慢慢
包裹，像极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琥珀，美哉！

文章最后，我想为大家推荐一下Speedo

配起来，看上去既份量十足又营养丰富，难怪

Cafe的打卡必点美食 — Pancake、可颂甜甜圈、

成为社交媒体的宠儿！

众点评国际版也可以搜到该店的美食推荐信息，

会受到诸多“小仙女们”甚至大明星的青睐，
在与创始人的聊天中我了解到，咖啡厅点单

率最高的要数水果松饼了，夹杂着十几层各种营

蟹肉汉堡及牛油果三文鱼蛋白套餐，另外现在大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就直接参考网友推荐吧，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邦迪海滩是悉尼最著名的海滩之一，海滩

上的沙质柔软，蓝天碧海，风景优美，是欣赏
日出和日落的好地方。无论夏季冬季，这里都
是悉尼的精华所在，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们
来到这片一公里长的金色沙滩上步行、慢跑或
只是晒晒太阳。

当地人很喜欢享受早晨的时光，人们会一大

早驱车来到海滩附近，迅速换好泳衣，直接冲进大
海游泳或冲浪；你还会看到很多年轻小伙在海边的

露天锻炼场锻炼身体，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尽
情地享受着沙滩带来的愉悦，锻炼完后到 Speedo
Cafe来一顿健康美味的早午餐，真是无比惬意！

可以说，精准的选址和稳定的客流为这家店

的成功提供了第一关键要素。

家族运营超过25年

Speedo Cafe由家族运营已经超过25年，目

前由Suzy、Matthew Dan和Annie Karam三人负责

管理，你几乎可以每天在店内看到他们忙碌的身
影，或是在认真地制作咖啡，又或是在耐心地和
客人交谈。

由于职业习惯，我无论到哪儿都会特别留意

服务意识，当走进Speedo Cafe，我感到一种莫
名的舒适感，所有的店员都会向客人亲切问候或
热情地微笑，诚恳地询问是否对食物满意或对餐
厅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这难道不是服务行业最宝
贵的特质吗？

紧随美食流行趋势

精心制作的食物，堪称完美的色彩搭配和

摆盘设计可谓Speedo Cafe的王牌，每次当热情
的服务员将食物呈现在客人面前，一定是伴随

着所有人“Wow”的惊叹声。超高的颜值、缤
份的色彩，这哪里仅仅是食物，简直就是一份
艺术品摆在你的面前，这里的食物和饮品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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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Zero
to Eight

从0到8
文_王季惟
8 Downie Espresso 主理人

2

018年6月一天的清晨6点，天色微亮，

的精品咖啡馆并没有国内那么包容，没有经验的

可以面对面和同行们交流分享，我想正是业内咖

我正在调磨、杯测，准备迎接这天的第

品馆子里也没有“学徒”这个职位，但我一直认

神，让这个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墨尔本Flinders ST Station的咖啡馆里，

一波客人。

2016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接触了专业的精

品咖啡培训，通过Café Culture | 啡言食语认识了
很多中国咖啡界大咖，算是正式走进了这个行

业，第一次摸到半自动咖啡机、第一次杯测、第
一次绕圈手冲、第一次浪费那么多牛奶……

2019年末，北京建外SOHO，我在8Downie

咖啡师是完全没有工作机会的，这个城市的精

为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真正不懈追求的目标是很难

环节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个是择了正确的入门

间是自己可以掌握和控制的，至于其它外在的因

如今网络是获取信息最便捷的方式，但网

那么付出就是值得的，何况自己花费的金钱和时

络上的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当需要正确信息的时

就像所有“设备党”一样，我对咖啡的兴趣

所求事物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对

非常难以掌控的东西。

北京这个城市既包容又固执，这里的人有

Kalita蛋糕杯、爱乐压等等数不清的设备，每天

的矜持，我就带着这份万事不求人的态度回到墨
尔本，买了一台“辣妈”在家自己练习。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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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另一个就是在墨尔本咖啡馆的工作经历。

素，比如咖啡馆的成功、顾客的喜好等，其实是

是也是从设备开始的，拥有的第一个咖啡冲煮器

好奇心，但内心总有一份保守和一份万事不求人

从一个咖啡爱好者到自己开咖啡店，有两个

得的，所以既然认定将精品咖啡作为终身职业，

Espresso店里，可能在出品咖啡，也可能在和客
人分享任何有关咖啡，有关我的点滴。

啡人这种在同一标准下不断进步、不断探索的精

具是虹吸壶，接着有了法压壶、摩卡壶、V60、

候，就非常考验你的鉴别能力了，尤其是当你对
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或鉴别，你很可能得到错
误或无效的信息。

天使咖啡师培训计划就是在我走进精品咖啡

我都会关注各个品牌的新品动态，也会在网上看

行业之初，为我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其中最重要

今天。如今的我已真正置身在精品咖啡行业，

业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咖啡师同行，他们技艺

大神分享有趣的冲煮配方，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

的内容就包括半自动咖啡机的使用。在后来的从

熟练，但总存在着一些知识及手法上的误区，且

发现，墨尔本的精品咖啡消费者并不如国内消费

我决定把墨尔本咖啡馆这种“精品”但又不紧张

们最开始的时候建立了错误的认知和逻辑。

认为精品咖啡，没有其它诸多选择，所以也就不

咖啡的态度和精神，8 Downie Espresso也由此应

随着日积月累而很难纠正，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
工作中的我也因此不断学习并主动纠错，提

升自己对精品咖啡的认知，在墨尔本的精品馆里
工作就让我真正了解了世界最领先的精品咖啡文
化，并一直用他们严格的态度来要求自己。

墨尔本作为世界咖啡之都，精品咖啡馆的

日出杯量已可以超越星巴克，并且平均水平相当

者那么挑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咖啡就是默
存在“精品”和“商业”之分；此外，西方的人
们饮用咖啡的历史很长，所以他们也早已习惯了

作为选择性消费甚至是一种轻奢消费了。

让人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现实中抽身一刻”的

目前国内的精品咖啡产业发展迅速，在北上

年，精品咖啡馆已经不再风行浅焙意式咖啡，而

且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特色；其中上海的精品咖啡

认使用中深烘拼配豆，手冲咖啡可选5款左右的

单品豆，这种结构在较大程度地满足了普通消费
者需求的同时，又保留了专业度。不过我观察后

8 DOWNIE 其实是我在墨尔本住所的门牌

号，那天我躺在床上神游的时候，“开一家咖

非常普通的分量，而非像国内消费者一样，将其

广深一线城市和成都、杭州等这些经济相对活跃

是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多元化的结构：意式咖啡默

运而生。

将咖啡定义为刚性需求，并只在日常生活中占有

高，简单来说就是，随意走进墨尔本的一家咖啡
馆都不会遇到太难喝的咖啡。我在墨尔本的那两

的模式带入国内，让国内的消费者体验到墨尔本

的城市，咖啡馆的精品程度都已经非常高了，而
馆发展最健康，营商环境最好，北京则以胡同咖
啡为主，小型精品馆为辅，澳式咖啡馆的模式此
时尚未在北京大量出现。

在对北京精品咖啡市场做了大致调研之后，

啡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为何不提供一个
好去处，让来到我店里的客人都能喝到一杯优

质的精品咖啡，大家在一起放松地聊天；在8
DOWNIE，我们不强推精品咖啡理论，不教育消
费者，只试图在潜移默化中营造出类似墨尔本咖
啡馆的态度与环境，并把制作出一杯好咖啡和让
顾客感到一份归属感做为主要的业务重点。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咖啡续命，我在8 Downie

Espresso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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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bout Drinking
Coffee at this Cafe:
Standing and Interacting

在这家“药铺子”
喝咖啡的两个关键词：

一对一、站立式
文_啡香之旅-鸿烨

本文选自《亚洲咖啡西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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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家位于〒150-

算什么新鲜事了，但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咖啡

人们更好地去品尝咖啡本身的风味，这样的咖啡

15－3 的KOFFEE MAMEYA，它绝对

座，而这是真正连一个座位都没有的，我还是第

竟这确实也是极小众的呈现形式，然而让你在满

0001东京都涩谷区神宫前４丁目

会是我此生探店生涯当中最为特别的一家，接下
来我就和大家聊聊在这家店的感受和所遇到的惊

小店也基本上会配备几个用于等待和小憩的边
一次见这样的咖啡馆！

这样的体验反而非常特别，那种对咖啡的

消费方式可能在多数人看来还是有点不习惯，毕
足味蕾的同时，除了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咖啡的知
识，还能对豆子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是一种难得

喜吧！

专注度是我探店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唯一吸引

域，这里距离表参道只有一站地铁的路程，所

想在咖啡馆里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通常来说，

买了一包多米尼加的豆子，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优

上都是小街穿行，我很喜欢这种羊肠小路的感

KOFFEE MAMEYA ，我觉得这纯粹是通过人和咖

的Jimma地区，海拔高度在2,000米左右，这个

净，踏上去也觉得非常舒服。这家咖啡馆有着

他们的英文水平也都很棒，所以即便不会日语也

在东京，涩谷也是一个让人很喜欢的区

以也可以从表参道直接走过去；这一带的街道
觉，车辆很少，大多都是行人，街道非常干
一幢独栋的小楼，不过神奇的是，这里竟然没
有任何的标牌，不看导航绝对会错过，所幸我
探头探脑地看到里面似乎有咖啡，才试探性地
进去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走错。

过往面对太多“任性”的咖啡馆了，我选

择用“比较另类和任性的存在”类似的词藻形
容它们，可这丝毫不会阻碍客人们的到来，这
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咖啡就真的会让人如此疯
狂吗？让人哪怕在门外等上十几二十分钟，也

你的只有咖啡和与你交谈的咖啡师，人们都说很
这样的感觉是通过环境营造出来的氛围，然而在

啡的连接来建立的，这里的咖啡师非常有耐心，
不用担心交谈的尴尬。首先咖啡师会给你提供一

份菜单，不得不说，KOFFEE MAMEYA的菜单设
计很富于巧思，它通过色彩明暗深浅来表达烘焙
度，同时会标注出这支豆子的产地及对应的烘焙

的惊喜吧！

来一趟总觉得相遇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我

质咖啡豆产区，多米尼加位于埃塞俄比亚西部

地区的咖啡种植已有悠久历史，是很多烘豆师所
喜欢的产区之一，优越的天然种植条件加上不错
的技术支持，使这里出产的豆子有着很不错的品
质，带着明亮的水果甜味，花香与水果风味的平
衡感良好，口感层次丰富。

但凡在KOFFEE MAMEYA选购咖啡豆，咖啡

商或出处，并分别列明单杯和整包豆子的价格，

师都会详细地帮你标注好粉水比例、水温、研

Cabra、哥本哈根的Coffee Collective、意大利的

个区域，可以让你在自己冲煮的时候做一些数

其中，中国香港的Cupping Room、丹麦的 La
Gardelli以及日本本土的小川珈琲等都名列其中。

选豆子的过程其实有点让我找到在珠宝店里

磨度等一系列冲煮参数，纸张上还特别留出一
据记录，这就让咖啡的冲煮变成了带有一定研
究性的引导，由一包豆子带来的乐趣也因而变

绝不移步它处。

面选首饰的感觉，咖啡师会先通过简单的对话了

多，但资深咖啡爱好者和一些咖啡馆主应该对它

身对风味和豆子产区很熟悉的话，可以直接去和

他们给出的参数和我惯用的冲煮方式居然是一致

是需要咖啡师从客人比较感性的表达当中去帮助

豆子本身的烘焙品质还不错，基本没有发现瑕疵

其实国内知道KOFFEE MAMEYA的人并不算

不陌生，此前也有一些独立咖啡馆会购入他们的
单品豆子作为日常出品，算是店内的隐藏菜单。
我之所以说这家店一定会是我所到访的咖啡馆中
最特别的存在，是因为店内不大的空间与设计，
让人感觉置身于药铺一般，望着满墙的咖啡豆，

解客人平时对咖啡的喜好程度，如果客人自己本
咖啡师说出自己想要的咖啡，然而大多数情况下
定位到符合对方诉求的豆子，这个过程真的很有
问诊开药方的感觉。

我点的是菜单上F款的那支Cupping Room

吧台内的咖啡师们都身着白大褂，还真颇有几分

瑰夏村的豆子，我偏爱果香调的咖啡，所以对

有人说咖啡是药，不能停，对于“无咖不

是想要奶咖款还是手冲款，没错，这里的每支

抓药治愈来客的感觉。

欢”的我来说，这句话简直就是直击灵魂的共

鸣。在KOFFEE MAMEYA，所谓的“一对一”是
指在这里是没有设立任何客座的，你进门所看到
的就是咖啡馆的全部阵容，吧台内一共有三位咖
啡师，在同一时间内每位咖啡师只负责接待一位
客人。那么问题来了，假如多位客人同时到店

要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排队等候。我觉得这样的
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客群的筛选，所以这里

这款出品自然是非常期待。咖啡师还会询问你
豆子都可以拥有不同的冲煮和出品方式，瑰夏
村这么棒的豆子，我当然是选择手冲品尝；确

至于另一个关键词 — “站立式”，大家很

般的果香气息，很舒服，香甜的气息当中还夹带
一丝果酸，香气很足。我采用的是三段式冲煮，

先注入35克-40克的热水进行焖蒸，进入到湿香
环节后，果香的气息就变得更加突出和明显了；

第二段还是到180克左右的冲煮量，然后再进行
末段冲煮，最终达到目标值225克。

这杯咖啡风味绵长，带有桃子和柑橘的果香

一杯咖啡可以品尝到很多阶段的风味，过渡也十

人和咖啡师的距离只隔着一个吧台，双方就是
这样站着对话站着喝。

味道扎实，末段还伴随有可可和坚果的醇厚感，
分柔和，是一支值得反复品评的咖啡。

另外，如果你有任何与冲煮相关的疑问，都

这款瑰夏村入口带着让人愉悦和舒服的果香

可以在KOFFEE MAMEYA得到解答，在到店的全

用比例，咖啡液风味很干净，回味也很棒，风味

式，他们不单纯是出售一杯咖啡或者一包豆子，

表达持久，香气很足，所以冲煮的风味展现自然

容易想到的就是站立式咖啡文化，虽然这已经不

豆，豆子研磨后的干香我也很喜欢，带着甜柿一

可以静静地看着咖啡师操作了，这个过程中客

参数和豆子的一些基本信息写在纸上，然后就

也没有任何可以拍摄的内容，这里可能是我探店
纯粹到这个地步，我也是前所未见。

的，称量15克，用90℃的水，按1:15的比例，

气息，非常甜，有轻微的糖浆口感，酸度丰富，

气息，很柔和，1:15的粉水比例也是我平时的惯

以来最没有什么可拍的咖啡馆了，一家店做咖啡

我仔细看了咖啡师建议的冲煮参数，才发现

定了出品方式后，咖啡师会将他的冲煮比例、

要想人满为患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而且KOFFEE

MAMEYA除了咖啡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吧台之外

得更有意义。

深得我心。

我觉得KOFFEE MAMEYA最大的一个特点就

在于“以人为本”，在贩售这些国内外精品独立
烘焙商出品的豆子之外，更多是强调如何可以让

部时间里，咖啡师和你就是“一对一”的互动方
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的普及，也分享着关于
咖啡的快乐和乐趣……

咖啡馆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这里，如此纯

粹而又真切的体会让我颇为感动，走出KOFFEE
MAMEYA，还真有点药到病除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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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easonal
B
R
runch

ecipes

3 个当季早午餐
新餐推荐！

1
2

文_洪夫 Michael

Cafe Flatwhite 咖啡馆主理人

1

鸡肉烤蔬菜沙拉
原料：★ 烤南瓜块 ★ 红薯块 ★ 蘑菇块 ★ 土豆块 ★ 芝麻叶
★ 荷兰豆 ★ 番茄 ★ 香茅鸡肉 ★ 牛油果 ★ 南瓜籽 ★ 芝麻
★ 水萝卜 ★ 柠檬沙拉调料汁

制作：将锅预热，放入蘑菇、土豆、红薯、烤南瓜，用黄油炒制，加

入少许盐、胡椒，2分钟后出锅，摆盘，放入芝麻叶、荷兰豆和牛油果做
装饰；将炒好的蔬菜放上牛油果，荷兰豆，将香茅鸡煎制后切段，摆盘后
撒上南瓜籽、芝麻粒及水萝卜装饰。

3

2

法式奶油蘑菇配面包
原料：★ 橄榄油 ★ 蘑菇块 ★ 红洋葱丝 ★ 淡奶油 ★ 奶酪
★ 香醋汁 ★ 菠菜 ★ 面包 ★ 奶酪 ★ 辣椒面

制作：先用少量橄榄油炒制蘑菇块，再依次放入少许盐、胡椒、红洋

葱，等食材变软后放入淡奶油、香醋汁、奶酪及菠菜，中火炒熟；将烤好
的面包放盘底，再将炒制好的蘑菇放面包上，放入芝麻叶，撒上帕马森奶
酪及辣椒面点缀。

3

意式番茄斜切面
原料：★ 红洋葱丝 ★ 红番茄 ★ 新鲜芦笋 ★ 黑橄榄 ★ 番茄酱
★ 淡奶油 ★ 通心粉 ★ 帕玛森奶酪 ★ 芝麻叶

制作：用少量橄榄油先炒制红洋葱、番茄、鲜芦笋及黑橄榄，再依次

放入番茄酱、淡奶油，加入少许盐、胡椒，放入煮好的通心粉，炒熟后再
加入适量奶酪，摆盘，用芝麻叶稍作点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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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Great
Latte Art

创造精美的
拉花图案
文_DAVID PARNHAM

Cafe Culture International 市场调研董事

幸

运的是，拉花技能和对拉花图案的创

细的拉花图案。

缸，轻轻的摇动拉花缸，让牛奶在缸中旋转，这

单纯的提高拉花的技巧，本文将帮助

的味全冷藏牛奶是经过冷藏的，拉花缸也要是冷

失，可以重复几次，摇动拉花缸，让微泡沫细腻

意是项可以培养的能力，如果只是想

你了解如何一步步做出有特色的树叶或者是引人

注目的心型。 在过去一年内，味全冷藏牛乳是
我们进行三步骤牛奶盲测的12个牛奶品牌之一，
测试的结果，味全冷藏牛乳对制作精细线条的拉
花图案非常有帮助，和不同的意式浓缩咖啡的融
合也很棒！

拉花之前需要准备什么？

即使已经有了高品质的牛奶，在制作拉花之

当然，在加热打发牛奶之前，请确保你使用

的，那么再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你就能做出非
常棒的牛奶拉花。

专业建议拉花步骤

★ 首先，在拉花缸中加入足够制作一份所

需饮品的经过冷藏低温的牛奶；

★ 在打发牛奶前，打开咖啡机的蒸汽棒，将其

中多余的水分释放掉，直到有稳定的蒸汽流溢出；

★ 将蒸汽头放入牛奶表面以下，然后再打

前也还是有几件小事事需要关注的，相信你已经

开蒸汽棒；

么首先，你还需要准备一只拉花缸，拉花缸的尺

使得牛奶可以在拉花缸中转动，就好像是蒸汽正

够的打发牛奶的空间，如果拉花缸的缸嘴形状恰

★ 放低拉花缸，让蒸汽棒的蒸汽头正好位

拥有一台可以制作意式浓缩必备的的咖啡机，那
寸应该和你需要制作的咖啡的量相当的，留有足

★ 蒸汽头在拉花缸里牛奶的位置，要正好

好推动牛奶在拉花缸中旋转；

么做的目的是让拉花缸中颗粒较大的牛奶泡沫消
稳定，牛奶表面看起来就像未干的油画；

★ 接下来就是精雕细琢的拉花过程了，将

咖啡杯先注入一份意式浓缩咖啡，轻度倾斜咖啡
杯，在咖啡杯中意式浓缩咖啡表面三分之二的位
置开始慢慢的将牛奶倒入咖啡杯，这个时候让更
多的牛奶而非奶沫流入咖啡杯，轻轻将拉花缸打
圈式移动，让咖啡和牛奶很好的融合，当融合液
体超过咖啡杯一般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拉花了，这
个时候奶缸要更加倾斜，让更多的是奶沫流入咖
啡杯，轻轻将拉花缸一边向另一边前后或左右摇
摆，让奶沫在咖啡杯中划过，画出各种图形，在
结束的时候，让牛奶流向咖啡杯中图案的中心。

制作漂亮拉花的关键是动作要慢，拉花不能

当，就如虎添翼，助力你制作想要的拉花图案。

于牛奶的表面，这时你可以听到“嘶嘶”的声

急于求成，保持牛奶的流速稳定。对一些相对简

计，这点特别重要，如果将牛奶加热温度过高，

持续3-6秒，需要你在工作中自己寻找这种声响

天鹅，多练习几次就可以掌握，如果你更习惯通

另外一个建议是在加热牛奶的时候使用温度

将会损害牛奶的微泡沫，微泡沫可是制作细腻拉
花图案的关键。这里说的牛奶加热的过程，就是
打发牛奶让每份很微量的空气分批次进入牛奶
中，形成足够多的大小一致的微泡沫。

最后一个，当然是你的意式浓缩咖啡机上有

着的那个传统的蒸汽棒，太老旧的或者过于全自
动的咖啡机的蒸汽棒可能效率都不够用于制作精

响，根据你使用咖啡机的功率不同，这种声响将
持续的最佳时间长短，“嘶嘶”声响时间越长，
你将获得越多的牛奶泡沫；

★ 当你获得了足够多的牛奶泡沫，就可以

单的图形，例如经典的心形、郁金香和、树叶和
过视觉的材料学习，现在也有很多网上的教程，
可以观看到整个拉花的过程。

如果你一开始拉花并不成功，千万别灰心，

把蒸汽棒深入牛奶表面以下更深处继续加热牛

不断的练习。拉花本来就是一个通过不断练习可以

★ 接下来，你需要把拉花缸放在桌面上，

使一开始拉花的图形不够精美，有好的味全冷藏牛

奶，直到牛奶的温度达到60-65摄氏度；

然后轻轻用拉花缸轻击桌面，然后再手持拉花

掌握的技能，所以没有一下子掌握也不要伤心，即
奶，相信你杯中的咖啡味道也是会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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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茶的辛酸和崛起
文_吴丹芳

空房子茶生活研究所 创始人

中

国茶漂洋过海，曾在世界历史上引起
众多波澜，英国因不满从荷兰进口中
国茶，自己偷偷建立渠道，为此两国

大战三回，以英国取得海上霸主地位，战事才
得以告终；英国因为举国上下喝茶成风，喝掉
了大量的白银，只好用鸦片来均衡中英贸易差
价，最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另一个当时还是英
国的北美殖民地国家的美国，为了抵抗英政府
的“茶叶税”，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北
美人民就在那种高昂的抵抗情绪中成立了美利
坚合众国。

来自中国的茶叶曾经在世界茶叶贸易版图

上独占鳌头，风光无限，然而，中国茶的历史
地位遭到挑战，来自印度的茶叶在国际上的奋
起直追。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得从英国说起。英

国人对茶叶的需求之高令人惊讶，据说英国某
电视台在街头采访民众：“你觉得英国人最重
要的习惯是什么？”，相当一部分英国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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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成立了“茶叶种植委员会”，开始商
业性质的茶树栽培。印度政府对种茶制茶给予
了极大的支持，之所以如此配合英国人，是因
为英国人游说他们，“种植茶树和加工茶叶将
催生工业生产活动，还能为政府开辟一个新的
收入来源，上述所有各方面都可以带来巨大收

益”。1901年，东印度公司迎来了历史性的突
破，印度第一次出口茶叶产量超过中国。

商业领域的竞争是残酷的，印度在短短100

多年的时间里，茶叶产量达到世界第二，出口产
量达到世界第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取代了中
国茶的地位。印度为英国及欧洲国家提供了成本
更为低廉、质量更加稳定的茶叶，而当时的中国
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制茶
业，无法保证欧洲人对茶叶的大量消费。时至
回答是：“喝茶，要是一整天连杯茶都没喝上

都会种茶”，这种典型的西方对神秘的东方的

民生大计。而为了让“喝茶”这件事成为英国

夫吧！

我会感到很难捱”，可见茶对英国民众来说是
国饮，三个女人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她们

误解，就类似于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功

印度茶不光产量大，其质量在国际上也得

其余几乎都没有成活；带过去的工人有一半在

香槟”，阿萨姆地区则产出最适合做奶茶的醇

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入英国皇室时，带

途中就被解雇了，这些人并不是真的会制茶技

社会掀起了喝茶的风潮，而英国公爵夫人安娜

50%以上，占全世界产量的近20%。

到了追捧。大吉岭地区的庄园茶以小叶种优雅

度水土不服，除了在大吉岭地区尝试栽种的，

着她的几箱中国茶叶嫁妆，在当时的英国上流

小小的茶叶种植园，每年产出的茶叶约占印度的

茶树苗从香港转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

是：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英国公爵夫人安娜、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

今日，单是印度阿萨姆地区就拥有800多个大大

术，而是迫于生计应聘去海外做工，剩下的一
半则受困于印度炎热的天气和环境，处于躁郁

的香气和丰富的滋味被欧洲人誉为“红茶中的
厚香浓的茶叶，尼尔吉里的茶叶因为鲜爽香甜
被称为“拼配商之梦”。

1947年，印度独立，英国庄园主一夜之间

不安中。

把茶庄变卖给了富有的印度贵族，印度人接手

也追随上流社会形成了顿顿都要喝茶的习惯，

区发现了茶树，这种他们在中国到处搜集的稀

脆重新培养本土的年轻制茶技工。英国留给印

分”。英国每年消耗大量茶叶，而这些茶叶当

人管理的林区里。这里的野生大叶种茶树跟云

为了不在两顿饭之间“饿肚子”，发明了喝下
午茶这项优雅的社交活动，渐渐的，英国民间
“平民大众将它视为每顿饭不可缺少的一部
时全都来自中国，从1711年到1810年，英国政

而在此之前，英国人其实已经在阿萨姆地

有植物，其实原本就静静生长在阿萨姆这片无
南大叶种属于同种，但因为归属复杂及对其认

茶庄之后，继续任用原茶园制茶经理，或者干
度的不光有殖民的创伤和屈辱，还有先进的制
茶技术和茶园管理制度。

在大吉岭同印度庄园主们坐着喝茶聊天，

知不足，没有及时得到承认。

发现他们这一代人对英国并没有太多怨恨，讲

高昂的茶叶税迫使英国人跑到当时的殖民

们认为搜集来的中国小叶种茶树才是真正优质

多算是半个英国人的庄园主们热情地给各国来

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东印度公

鞭和艰难的劳作下不堪重负，“每星期都有20

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税收高达7,700万英镑，
从中可以一窥当时茶叶贸易的数额。

地印度种植茶叶，用以取代中国茶。1600年12
司皇家许可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这
个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除了做生意，就是垄
断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海上贸易，特
别是香料、织物和茶叶贸易。

1842到1848年间，被后世称为“茶叶大

盗”的罗伯特.福琼在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的派遣

英国人执着于在印度种出小叶种茶树，他

的茶树，然而种茶之路充满荆棘，印度人在皮
人死掉，尸体被抛入河中”。英国人开始反思
种植技术和劳工待遇，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
他们马不停蹄地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制茶机器，
把工业化运用到制茶业，降低茶叶生产成本，
也因而推动了现代茶业的发展。

现在我们去印度各大茶庄园参观，庄园主

下，在中国浙江、福建、安徽等地收集了一些

已经从英国人变成了印度人，但一百多年前英

国人对于在印度种植茶叶这件事相当热血，甚

仅仅是保留，有些庄园还在依赖这些最古老的

植物种子，其中就包括茶树苗和茶树种子。英
至还偷偷带走一批中国工人。当时负责相关事
务的英国官员天真地以为“每一个中国成年人

属殖民地时期的制茶机器仍然保留下来了，不
机器制作茶叶。

回到东印度公司那段历史。1834年，东

着一口流利但带印度腔的英文，言谈举止差不
客讲解庄园历史，那些过往之痛早已经化成平
淡的接受，印度茶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方向才
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重点……

参考资料：

《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艾伦·麦克法兰 艾丽
斯.麦克法兰

《大吉岭：众神之神、殖民贸易，与日不落的茶
叶帝国史》 杰夫.寇勒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 萨拉.罗斯
《19世纪印度茶业崛起的思考》黄亚辉
《印度茶产业发展现状》于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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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从WTC比赛和培训中看到的
2019 WTBC and WTC，It’s a Wrap!

近

文_Mark Thirlwall
WTC 主评委和培训导师，澳大利亚 Tea Journeys 所有者

年来，中国餐饮产业的快速发展真的

当长一段时间了。

2001年初次到北京的情形，那时候

的关注。无论我住在哪里，我总是喜欢在每天清

1毛钱，一碗豆浆2毛钱，但换个角度来看，在

跑，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慢跑着穿过早市，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还记得

街边早餐还非常廉价，一根油条或油饼可能就
那个年代不同的商品选择之间物价的差异也是
十分惊人的，当时星巴克一杯咖啡的价格就已

经在30元人民币以上了。19年后的今天，北京
街边豆浆和油条的价格也已经涨到了3-5元人民

币，基本上所有地方的基本物资价格也有相当
大的涨幅。

我并不是说想对物价的变化多加评论，不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相类似的对比是，在澳大

最近我去了广州，那里的咖啡厅引起了我

2019年对于中国的茶产业来说是很棒的一

年，我参与的WTC培训和专业赛事已经在很大程

见证一座城市的早晨，这也是我了解一座城市的

作？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去经历这样的改变？这些

最佳时间。这次的广州之行，我看到了当地很多
像澳洲咖啡厅风格的餐饮场所，里面供应的食物
也很正宗，作为顾客，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满足自
己需求的食物，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体验到和西
方餐饮品质一样的咖啡饮品，让需要每天早上都
摄入一些咖啡因的我感到非常的舒适、愉悦。

总体来说，广州当地人购买咖啡饮品的价

格大约在10-12元人民币一杯，咖啡已经某种程

3.8澳元，这样的价格水平和对比已经稳定了相

它很多城市像广州一样，让咖啡成为一种生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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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就将改变了。

晨早早起床，走出家门或者酒店，从那里开始晨

利亚加油站，全自动饮品机制作的热饮售卖价格
是1澳元，而咖啡馆制作的咖啡售卖价格是3.5-

惯，当然也包括精品茶，那么中国人的饮品饮用

度上替代了豆浆的位置，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其

度上改变着你杯中的茶饮品，什么时间？如何操
问题的答案也同样快速变化着。令我感到欣喜的
是，很多学员已经更广泛地开始品尝不同的茶种
类，而不是仅仅限于中国的茶，他们对于来自印
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精品茶叶的好奇心也很
重。这些茶来自于赤道附近的茶叶产区，学员们
问了我很多问题，例如茶的风味特色、原产区的
环境特点、精品茶的种植等等，听到学员问我那

些关于 “可持续农场”的问题，我真的是很感
动，他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些可以推动茶工业发展
的问题：作为消费者，应该如何辨识精品茶？茶

农是怎样跟进消费者反馈的问题？怎样将茶的知
识正确地传递给消费者？

在这里，我想分别向2019 WTTC中成都、

大连和北京的学员致敬，他们将会是中国茶产业
强大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将“可持续茶庄”这
个理想一路传回到茶山上的希望。我始终有个信
念，是关于如何阻止土壤的退化和化学品对地球

的污染，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持续性地对茶
叶种植产生影响，那么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茶农都不可能培育出更强壮或更受欢迎的具
有特别风味的茶叶植株，而意识到
这些，将是中国茶工业的转
折点，特别是当茶叶消费
者都开始询问茶叶的来
源和可持续性这些问
题时，如何保护茶这
一非常脆弱的自然资
源，防止土壤退化和

化学污染将变得越来
越重要。

在2019年的WTC培

训中，另一件让我非常吃惊

的事情是，培训中呈现出来的茶

饮品的创意性。我很幸运自己能作为他

们其中的一员，见识到学员们使用了这么多不同

的、我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天然食材，给创意特饮添
加了意想不到的风味，展现出不同创造性，例如，
其中一位学员使用毛峰绿茶制作的茶冰块与苦瓜、
米酒、蜂蜜及大量冰块混合，最后出品时，再使用
柠檬进行调味和装饰，说实话这款饮品确实让我心
头一震，绿茶本来就是有点苦的，而使用另一种也
具有苦味的食材搭配，让人感觉是新创造出来的一
种味道，类似这样的创意饮品，在我们的WTC课堂
上层出不穷地被演绎出来。

在2019年的WTC培训教室里，我切实体会

到，同学之间的那种相互尊重和交流的气氛是让
人一走进这个环境就可以立刻感受到的，每个人
都意识到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和经历中相互学习自
己所缺失的部分，每个人都认真聆听新的创意、
西式冲煮茶的方式、茶的不同文化和背景，能够
参与这样的培训，无论是作为学员还是导师，都
是一件我感觉充满能量的事，希望这项活动可以
一直进行下去。

感谢WTC的创办者和Tea Culture，还有所有

的参与这个活动和培训的学员和参赛选手，真心
期望能够在探索“茶马古道”或时尚茶的路上，
再次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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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Tea Addicted Empire and the Century Story of Tea
“嗜茶成瘾”的日不落帝国与茶的百年故事
文_戎新宇

国家级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戎茗轩”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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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万年前自先祖踏上中华大地，中国便
是茶叶赛场上无可匹敌且绝无仅有的
领跑者，中国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关

于茶的传奇，引领着茶的各种潮流。

茶自古而来都是中华大地繁荣的缩影。

从茶伴随上古先祖茹毛饮血开始，隋唐时期国
富兵强，物资富饶，茶业兴盛；重视文化的宋

宴会上，尽管查理二世绝代风华、风流倜

傥，然而凯瑟琳公主红酒杯中的琥珀色饮品却
引起了贵族们的关注，它不是法国的葡萄酒，
也不是德国的啤酒，更不是苏格兰的威士忌，
公主所经之处，玻璃杯轻轻晃动，神秘的木质
香和花果芬芳弥漫在整个宴会大厅。

1607年，当英国的三艘船只驶向北美洲建

朝，对茶的追求也达到极致的美轮美奂；明清

立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时，在直布罗陀海战

中国的茶不但伴随着王朝的兴盛，也塑

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商船，把中国的绿茶从澳门

更是将制茶工艺推动到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造着世界的风貌。它引领了日本的行茶仪轨，
重塑了欧洲的海上版图，加速了英国的工业革
命，推动了全球贸易，茶不只牵动中国，更改
变了世界。反观茶之于中国，国兴则茶兴，随

中大败西班牙海军的荷兰人，开始通过其刚刚
运抵爪哇，开启了第一次的茶叶贸易，第一箱
茶叶就这样从神秘的东方运抵欧洲，在欧洲的
土地上开枝散叶。

医师开始对茶叶推崇备至，称之为“无与

着鸦片战争告终，中国国门打开，五口通商，

伦比”的植物，它能带来健康、祛病消疾，甚

茶贸易，让中国的茶产业扶摇直上。但这样的

可以饮用10杯、病人饮用50杯、上限200杯；

全国上下茶叶出口大繁荣，日益增多的茶行、
好景不长，1921年，中国茶产业从昔日垄断的
出口贸易，即全球100%的占有率，萎缩至仅

9%的窘境，这短短的几十年，是谁悄悄撼动了
中国茶的千年基业？

时光回到1662年的一场订婚宴，宴会的

主角是英国的查理二世和远道而来的葡萄牙公
主凯瑟琳，宴会奢靡至极，各国的皇宫贵族都
盛装出席。不远处停靠在海港上的皇家查尔斯

至使人活到高寿，医生们鼓励全民饮茶，最初
而在英国的民众间，茶从来只有听说，却从未

茶， George Dunlop Leslie绘制

有人品尝，当时伦敦有一间咖啡馆有少量茶出
售，价格却是高得离谱。来自葡萄牙的凯瑟琳
公主也对这东方的树叶情有独钟，她的青睐使
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再一次征服了整个英国的
贵族阶层，那一天开始，英国人便心甘情愿当
上了”茶奴”。

号，正在卸载从葡萄牙带来的珍贵礼物，公主
的嫁妆史无前例的丰厚，除了金银珠宝，摩洛
哥的丹吉尔港，印度孟买的所有权，还有葡萄

牙船队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奇珍异宝 — 美洲的

蔗糖、印度的香料以及一箱来自神秘中国的神
奇树叶。

茶会， Frederic Soulacroix绘制

中国的精美瓷器和各种银质茶具也被一一摆上
桌，管家将上午新鲜烘焙的点心和水果端上，
女主人取出腰际上挂着的小钥匙，打开橱柜中
精雕细琢的象牙茶匣，取出珍贵的中国茶，亲
早期茶叶海报

贵族绅士对茶叶趋之若鹜，被咖啡馆“禁

足”的上流社会女性更是茶叶的主要追捧者，
凯瑟琳公主肖像画， 1665年Peter Lely绘制

女主人们在家中举行茶会，印度的棉制印花桌

布上，摆着花园里新鲜摘下的小雏菊，来自

自执壶，为宾客一一加水冲泡。

女主人找到了新的人生乐趣，丈夫也不再

整日待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他们共同精心准备

着家中的重要节目 — 茶会，邀请远方的贵族
亲戚和亲密挚友。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1717年，名为“金狮”的茶馆开放，成为第一
家对女性开放的茶馆，它也是英国妇女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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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重要场所。

不仅是贵族阶层，医生、药师们也极力推崇

东方的神奇树叶。“无论什么植物都不能与茶叶
相提并论，这种植物，既可以帮助抵御疾病，又
可以益寿延年，除了增强体力外，茶叶还可以防
止胆结石、头痛、发冷、眼疾、炎症、气喘、胃
滞、肠病等，并且可以提神醒脑，使得夜间的思
考与写作工作效果很好。只不过茶具都是很珍贵
的，中国人对茶具的喜爱程度就像我们喜欢珍宝
一样”，医学专家们从专业的医学角度将茶叶描
绘成珍贵的“万病之药”。

17世纪的英国餐桌上，茶杯空了又满，

反反复复；17世纪的海上版图上，木质帆船在
海岸线上乘风破浪，来来回回，运输着源自中

的银制三层点心盘是红茶的最好搭配，从三层

茶具，他们为配合自己的饮茶习惯，改进了瓷

闻，到当今每个英国人每天3至9次的饮茶习

传统的司康、培根卷等咸甜组合，到顶层的蛋

喜好。

国的神奇树叶。英国从17世纪初对茶叶闻所未
惯养成，短短几个世纪里，茶击败了金酒、咖

点心盘最底层咸点心、三明治，到中间层英国
糕、水果塔，以及各种甜品，由下至上、由咸

器的外形和大小，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优雅的
18世纪中期，英国更开始在本土研制茶

到甜、由淡到浓，丰富了一整个下午的时光。

具 ， J o s i a h We d g e w o o d 开 始 用 盐 釉 、 玛 瑙

在短短一百年时间内增加了25,000%，18世纪

每抵港的货船上除了茶叶，还有独具东方风情

鹤起。他为Charlotte皇后独家设计的一系列产

芬芳无处不在。

茶匙及茶杯碟，无不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贵族

啡、啤酒等各种饮品，独占了英国饮品消费量

的半边天下。到了18世纪，英国茶叶的进口量
末，英国仅伦敦就出现了2,000多个茶馆，茶之

“下午四点的钟声，一切因茶而停止”，除

了地震和恐怖袭击，恐怕很难再有什么事情可以
让英国人在下午四点时放下手中的茶杯了。

时光回到碎花布装点的茶桌，桌上盛放

各类瓷器、银器是下午茶的最好点缀，每

的各色茶具 — 茶壶、小深盘、牛奶壶、茶罐、
乃至平民阶层将茶叶和瓷器购置回家，放在最
隐秘的橱柜中，待到贵客聚餐时才小心翼翼地
拿出，反复擦拭后使用。

茶叶改变了曾经饮酒吃肉、野蛮好斗的民

族，餐桌上的威士忌、生肉被茶叶、面包和奶

一个瓷器的代名词。18世纪末，英皇使节将

Wedgewood设计的花瓶赠予乾隆皇帝作为寿

礼，而今Wedgewood骨瓷仍以其高品质、质地
细腻、高度的艺术性，风行全世界。

用精美的瓷器和来自东方的茶叶招待客

种优雅的社交活动所替代。

于自己的茶具和饮茶仪式。普通的女仆，每天

整个国度，再没有谁会提及那个曾经与欧陆隔
海相望的野蛮民族，拥有茶的那一刻，英国人

便拥有了文化。18世纪首部《英文字典》的
编撰者塞缪尔. 约翰逊曾写下：“我是个义无
反顾的茶瘾君子，二十年来饭桌上只与此种植
物榨取物为伴，热水壶日日难以消停，午后以
茶为消遣，夜幕降临时以茶相迎，午夜以茶做
慰藉”。《傲慢与偏见》中也描绘着茶给英国
人带来的美好时光：“茶壶送进书房来时，房
间里立即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杯茶落肚

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一套属
也必须喝两次茶以显示身份，并把此写入契约

中，“2月19日给简.道伊的9个月的工资是15

磅16先令，另外她被允诺得到一磅的茶叶，价
值16先令”。工人阶层在三餐后饮茶，苦味的
茶叶加入甜味的蔗糖，给人带来能量并缓解一

天的疲劳。到了18世纪末期，贫民饮茶的风俗
也越来越盛，英国劳动阶层愿意将食物开支的

12% 消费在肉类上，2.5% 消费在啤酒上，10%
消费在茶叶和糖上，英国人每人每天的饮茶量
超过两磅，由此步入了全民饮茶的时代。

英国的一切都因茶的到来而变得不同，从最

后，整个身心得到了极好的慰藉，绵绵细雨中

初欧洲人眼中的“蛮荒之地”，蜕变成为知茶得

形容”。

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文化，影响了英国人的消费

散步归来，一杯热茶所提供的温馨美妙得难以
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流行着各种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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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御用瓷”称号，成为自景德镇瓷器之后又

人成为了十八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增进了英国人的生活情趣，优雅了

英伦风格茶具搭配小花格桌布

品被皇后任命为“皇后陶瓷”，并获得“女

酪取代，饮食时间、用餐习惯也随之改变；原
先的醉酒闹事、街头砍杀，被茶会、茶舞等各

Fortnum and Mason 下午茶

釉、玳瑁釉等材料生产瓷器，很快在英国名声

各式的瓷砖、各种中国的手工茶具、各色中国
的绸罗锦缎，优雅的英国人不满足于中国人的

体、优雅有礼的绅士国度。一片小小东方树叶，
模式，重建了英国的社会格局，至此，来自中国
的茶叶已在欧洲西北部的不列颠群岛之上，衍生
出了一个嗜茶成瘾的日不落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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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Qpress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咖啡师工具之一!

这是一款技术精良、每一次出品都表现稳定的自动咖啡

压粉器。PUQpress能极大地提高工作速率和稳定性，它之

所以成为行业标准压粉器，是因为能在恒定压力下平整压

M2

Q1

粉这一大特点！PUQpress还可以帮助您避免“咖啡师手

制作出一杯完美的咖啡有很多决定要素，不同风味和口

感的咖啡不仅需要不同的焖蒸和冲泡时间，还需要不同的
压粉力度，如果压粉不正确，那么纠结完美的研磨和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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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PUQpress存在的价值 — 咖啡师的好帮手！

1

Q2

Cafe Works
公众号

所有型号

Cafe Works
咖啡工场

邮箱：sales@cafework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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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电话：18310241636（电话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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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er Coffee Press / D特压
官 网：www.deltercoffee.com
淘宝店

邮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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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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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的疼痛症状。

年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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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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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ision
Co ee
T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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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