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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咖啡”能从上海走向世界吗
中式炖咖、桂花拿铁、茅台咖啡……上海精品咖啡店数量全国第一，更掀起咖啡“国潮”

与国际咖啡连锁品牌巨头星巴克

门店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米， 但精品

咖啡店 “follow嘿 ”在上海人民广场开

张营业了四年， 生意从来没有受到前

者的影响，芙蓉炖咖、酸奶咖啡、弄堂

奶咖……菜单上上百种咖啡带着独特

的“中式味道”。如今在上海，咖啡不仅

飞入寻常百姓家，还与海派文化、中国

文化深度融合，焕发出新的意蕴。上海

市食品行业协会咖啡专业委员会联合

大众点评近日发布的 《上海2021精品

咖啡消费观察》报告显示，上海精品咖

啡店门店数达3244家，位列全国第一，

三年累计增幅达124%，不仅如此，中式

炖咖、桂花拿铁、茅台咖啡等充满国潮

特色的“中式咖啡”，也在大街小巷的精

品咖啡店里蹿红。 不仅“拿来”，更有融

合与创新， 这也折射出上海这座国际

大都市独有的生活气质与人文魅力。

上海精品咖啡正进
入发展黄金期

上海深厚的咖啡文化为咖啡店经

营提供了丰沃的商业土壤， 兼容并蓄

的海派文化也推动了精品咖啡的发

展。 2018年以来上海精品咖啡店迎来

开店热潮，三年增幅达124%。 今年新

开门店数达951家， 同比增长41.5%，

存量精品咖啡店的占比也从2019年的

25.2%上升到如今的41.5%。 市食品行

业协会咖啡专业委员会会长章学强表

示，上海精品咖啡正进入发展黄金期。

根据报告， 上海精品咖啡店的选址

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从商圈看， 淮海

路/陕西南路商圈是精品咖啡最聚集的

区域，其他还有南京西路商圈、虹桥古北

商圈、徐家汇商圈等。瑞金二路是拥有精

品咖啡店数量最多的道路，83家精品咖

啡店沿街分布，平均每20米就有一家。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徐剑认为，上海的咖啡馆从跟跑、

到并跑、再到逐渐领跑的过程，正如一面

镜子，映照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

质生活的密码。

“中式咖啡”渐成消费
新风尚

上海的精品咖啡店不仅数量递增，

也带动很多独特的口味创新。融入桂花、

陈皮、 酒酿等多种中国传统饮食元素的

咖啡， 正在上海精品咖啡消费市场形成

一股“国潮风”。

“follow嘿”店内，就供应一整套 “上

海”系列咖啡，包括上海清咖、黑糖清咖、

上海奶咖等。 店主刘厚军上世纪90年代

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学专业毕业， 年过

半百“下海”钻研“中式咖啡”，要用“工业

化的思维做‘中式咖啡’”，比如：“上海”

系列里的弄堂奶咖，被他当作一种“中式

咖啡”的基础平台，分别加入酒酿、红豆

沙、茶、米浆等，就能形成不同的风味。

刘厚军一直思考什么才能代表“中式

咖啡”，他总结了四点：要在传承的基础

上有所创新，要有独创的技术或者机器，

要有本土化的创新产品， 要做到中西合

璧并且有利于普及。 “follow嘿”门店里，

放在“C位”的“芙蓉”和“无极”，是让刘厚

军觉得符合要求的产品， 这两款咖啡采

用高温隔水炖的技艺替代咖啡机来萃取原

液，保持咖啡风味的同时能让口感更丝滑。

在 茂 名 南 路 的 咖 啡 店 “NINE O

NINE” 里，90后店主杜先生则研发出一款

茅台咖啡，一杯咖啡融入多层次口感，最初

会喝到大量奶盖，随后是微酸的荔枝果汁，

最底部则是酱香型白酒的味道。 店主告诉

记者，他最早在酒类行业工作，后来加入星

巴克并晋级到店长，离职创业后突发奇想，

希望用国酒与咖啡调味，打出差异化特色。

报告显示，对比2019年，今年“中式咖

啡”的关键词搜索量超过28万次，上涨近10

倍，其中，桂花拿铁、乌龙拿铁、茅台咖啡、

酒酿拿铁、 陈皮拿铁成为上海消费者

搜索最多的5种咖啡口味。

年轻人是最好的
“传播者”

开张迎客四年来，“follow嘿”积累

了一批忠实粉丝，其中不乏外企高管。

福特中国电动车事业部一位高管两年

前来上海做项目开发， 在店里喝到一

款“陈皮卡布基诺”，念念不忘。今年11

月，这位高管再次来沪，按要求隔离一

结束就来打卡，坦言“这个味道想了两

年，世界其他地方都喝不到”。

在徐剑看来，“中式咖啡” 能否从

上海走向世界， 本质上就是要让生活

在上海的本地人、外地人、外国人，觉

得离不开上海的咖啡馆和独特的咖啡

口味， 心悦诚服地享受上海的生活方

式，并成为“传播者”。

刘厚军认为，“中式咖啡” 要走出

国门，更需要抓住年轻人，当这一代年

轻人打卡并且喜欢上“中式咖啡”后，

他们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喜好标

准，将“中式咖啡”的口味和理念带出

去，和世界做交流。报告也显示出可喜

的趋势，20至40岁的青年群体成为上

海精品咖啡的消费主力， 其中女性占

六成，学生群体同比去年增加17%，相

比2019年增长138%。 “上海咖啡馆的

数量已是全球第一， 在这一轮本土化

创新中， 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咖啡文

化和产品风味，未来‘中式咖啡’一定

能走向世界。 ”刘厚军对此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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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凌晨有13名国际船员将抵

达你们酒店，请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和

医疗巡查。”“下周你们公司有国际航

船靠泊上海港？ 你把人数、靠泊时间

报给我，我们调度房间。 ”

虹口区卫生健康委社区卫生和

健康促进科科长汤显的电话响个不

停。 年底正是国际船员轮换高峰，上

海国际船员定点隔离酒店常常满房。

作为市级定点隔离点外的补充，虹口

区承接了部分国际船员的闭环管理

任务。 如今，汤显每天都会接到数档

国际船员防疫隔离申请，档期已排到

一周后。

“截至目前，无一例确诊病例、无

一例外泄病例。 ”在创新全流程闭环

式管理和联防联控机制下，虹口区以

“腾房候船”等前置措施、每日医疗巡

查等精细化管理手段，按期完成国际

船员换班工作， 保障他们的健康安

全，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筑起一

道安全防线。

让船员感受“隔离不隔
心”的城市温度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相关规定，国

际船员在海上工作最长为11个月，需

要登陆下地轮换，否则将对船员的心

理、生理带来严峻考验。 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以来，在海外下地风险加

大，上海则率先破局为国际船员提供

入境支持。

汤显的电脑里有一张排片表，实

时更新近期将转运至虹口的国际海

员到达日期、人数、来源地与虹口区4

家定点隔离酒店的空房数。面对众多

入境船员批量换班隔离的需求，虹口

区统筹调拨辖区内4个集中隔离点用

房， 在完成入境居民隔离任务之余，

想方设法“腾房候船”，支持国际船员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年11

月、12月是换岗高峰期， 在上海市指

定隔离酒店满房情况下，为让船员及

时落地，中远公司多次将船员闭环转

运至企业注册地虹口区落实防疫隔

离。让他感动的是，尽管航船停泊地、

企业办公地都不在虹口区，但面对航运企业的急难愁盼，虹

口区一次次伸出援手，不仅保障船员健康安全，也保障了公

司平稳运营。

当前，中远公司13名国际船员抵达上海洋山港后，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于当日凌晨闭环转运至虹口区指定酒店。汤

显说，不管多晚，隔离点都会准备热菜热饭，让在海上工作

多时的船员们感受到“隔离不隔心”的城市温度。

开展医疗巡诊，积极救治患病船员

考虑到国际船员在海上作业强度大， 可能存在健康隐

患。 进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后，根据防疫要求，医务人员

在全面落实隔离医学观察和定期核酸检测的同时， 还积极

开展医疗巡诊，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前不久，一名下船时体检情况健康的船员，在隔离期间

被细心的医务人员发现身上出现瘀斑， 很像突发性血小板

减少， 该病症严重时将危及生命。 经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协

调， 很快安排专车专人将该船员闭环运送至辖区内定点医

院实施闭环治疗。 由于发现、送医及时，这名船员经过积极

治疗，目前已恢复健康。

除做好闭环管理，虹口区卫生健康委还将“关口前移”，

从去年起主动为航运相关企业开展上门接种新冠疫苗服

务，筑起更加坚实的防疫屏障。

在古字帖几乎“断层”的年代，
她用翰墨芳华连接起中国人骨子里对书法的热爱

知名书法家周慧珺去世，享年83岁———

12月27日早晨6点，知名书法艺术家周慧

珺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83岁。周慧珺是上海

书法界的一面旗帜， 在中国古字帖几乎 “断

层”的年代，她用翰墨芳华连接起了中国人骨

子里对书法的热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第

一本字帖———《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曾创下

连印18版、销售160万册的纪录。

一帖成名，照亮许多人的艺术路

噩耗传来， 书法界悲痛不已。 就在20天

前，周慧珺刚刚度过自己的生日，也在学生李

静的主持下出版发行了《周慧珺谈艺文综》一

书。 “本以为老师能活到与我订下的百岁之

约，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李静哑着嗓子说。

唯一让她欣慰的是，老师是在睡梦中过世的，

走得非常安详。

周慧珺生前曾说：“我是幸运的， 小时候

就知道了自己喜欢做什么， 并且一生执着于

此。 那就是书法。 ”她五六岁便在父亲教导下

开始认字学字。 父亲告诉她：人生在世，书一

定要读好，字一定要写好。

她真正学习书法是在1962年， 那时上海

市青年宫开办了书法学习班， 云集了上海顶

尖的书法师资，由沈尹默亲自执教，还召集了白

蕉、拱德邻、翁闿运等一批享誉书坛的名家。

上世纪70年代， 周慧珺受邀出版了平生

第一本字帖《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独特书

风令人耳目一新。字帖匮乏的年代，出现一本

既含米字戢锐于内、振华于外之风，又有颜体

宽博和稳重气势的字帖，犹如冬日的一把火，

照亮了许多人的艺术之路。 之后周慧珺又出

版了 《周慧珺行书古代爱国诗词选》《周慧珺

行楷书千字文》等十余种字帖，均一版再版。

“40岁以上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

都是学着她的字进入书坛的。可以说，她是改

革开放后引领中国书法发展的艺术家之一。”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潘善助说。

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书法家， 周慧珺

在艺术上不断孜孜以求， 她将帖学和碑学有

机融合，在擅行草书的基础上，融颜、米于一

体，笔力遒劲，取势跌宕多姿。第五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上海市第六届

“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上海市第七

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一座座

奖杯，是其艺术成就的见证。

一生病痛缠绕，却依旧坚强乐观

“周慧珺令人感佩的不仅是她在艺术上

的成就，她的精神更加鼓舞人。 ”书法家徐庆

华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

这句诗来形容周慧珺颇为贴切。 她从小患上

类风湿关节炎，曾四处求医问药，尝尽苦头。

她多次上手术台，因左膝、右膝关节和髋关节

都是人工置换上去的， 过安检时机器会滴滴

叫。 为此，她还曾调侃自己是个机器人，要更

加努力写字，写出性情和风格。这是何等的坚

强乐观。 “各地都有周慧珺的铁粉，她用实际

行动给予了很多人生活的希望， 激励着人们

对美好的不懈追求。 ”在徐庆华眼中，周慧珺

还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书法家。

1998年起， 周慧珺担任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第四、五届主席，为重振海派书法作出了许

多开创性的努力，如策划举办了“海派书法晋

京展”“上海市青少年书法大展”，竭力推动上

海与兄弟省市的交流。她主编的《海派代表书

法家系列作品集》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创

办的月刊《上海书法通讯》延续至今，是书法

爱好者了解书法动态的导向刊物。卸任后，感

慨“人生一世，书法之外并无所爱”的她个人

出资2500万元成立周慧珺书法艺术基金会，

用于书法教育、普及和推广。2008年汶川地震，

上海举办义捐活动，她还低调捐出了30万元。

业界感叹，周慧珺一生病痛缠绕，却能安守

于心中的艺术家园，不为名利所动、不以巨匠大

师自居，勤勉、谦逊、平和、亲近、自律的人生态

度和处世之道堪称中国传统为人立身的典范。

如今，先生已逝，书作和精神却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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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电梯，一解千愁
市中心纯居住区“老房加梯”实现规模化量产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设立业委会事务工作站，就加装电梯相关事项随时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万航渡路661弄高荣

小区内，52号、58号、61号楼栋居民代表日前

终于收到加装电梯竣工启用的钥匙。 居民张

国宁乘坐电梯上下楼好几回， 不时走到小区

门口张望。因为93岁的老岳母回家住，老张等

不及要告诉她：可以坐电梯上楼了！当天，同

一小区内另外6个楼栋的加梯工程也正式开

工，计划明年实现小区加梯全覆盖，并结合美

丽家园建设对小区进行整体改造。

高荣小区只是一个缩影。 曹家渡街道是

上海中心城区典型的纯居住社区， 下辖92个

小区、82家小区业委会。 涉及民生的问题集

中，需求多元，也给居委会、业委会各项工作

带来了挑战。 今年以来，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曹家渡街道设

立业委会事务工作站， 就加装电梯相关事项

随时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 由此加梯规模化

量产进一步拓宽了覆盖面。

2004年， 时值壮年的殷国宪夫妇搬入延

平路一幢七层民居的顶楼，一住就是17年。上

了年纪上下楼愈发吃力， 尤其 “老伴的腰不

好，不敢轻易下楼”，家中小孙女成了她日常

生活的唯一寄托。

一部电梯，一解千愁。殷国宪手中拿着电

梯钥匙感触良久，“居民百分之百同意加梯，一

个月筹资完毕，大家真的迫切需要一部电梯”。

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桦的小本子

上，这部电梯的加梯之路也是磕磕绊绊。居民

提出种种质疑：老房子经得起折腾吗？贴着电梯

的房间会不会吵？ ……善于解决邻里矛盾的刘

桦没有贸然回答，而是整合所有问题，转而向曹

家渡街道加装电梯工作站寻求专业协助。 工作

站由一家专门提供加梯咨询服务的社会组织维

护运营， 为辖区内有意愿加装电梯的楼组提供

可行性评估和解读政策。

经过解疑释惑，居民们的疑虑消除了。潜在

矛盾得以事先化解， 加梯成为一件惠及所有人

的暖心事。

及时回应居民疑惑外，“三驾马车” 还发力

厘清法律层面权责关系、工程施工质量、后续维

保等等，“一点也不能糊弄，居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施工期间，曾从事建筑行业的张国

宁就注意到，自来水管道铺设有问题，他马上找

到业委会，“主任手机一拍，发给监理，第二天这

个管道就改过来了”。

更复杂更专业的问题， 事务站里还有律师

帮忙。以曹家渡街道睦邻安居中心为例，加装电

梯工作站和业委会事务工作站合署办公， 律师

也将坐镇接受咨询， 更有效地指导辖区业委会

加强日常运作管理、推动规范化建设，提高“三

驾马车”有效联动，共解难题。

通过进一步挖掘和整合现有资源，睦邻安居

中心一层被规划为街道加梯展厅和安馨加层加

梯咨询服务中心的接待区域， 居民可以在展厅

中了解加梯政策、本小区加梯评估结果、加梯流

程等，也可以在接待区域和安馨社会组织的工作

人员面对面沟通和咨询加梯服务内容，在家门口

就能得到便捷、专业的加梯咨询等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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