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咖啡里!龚季弘品味人生"

法国文艺理论家罗兰!巴特说"茶有茶
道"咖啡无道# 茶永远是愉悦精神的
形而上之道" 而咖啡是消食的形而

下器物#

茶叶之禅意韵味"几百年来品之不尽$而
咖啡"似乎就单调许多# 一把咖啡豆"能煮出
多少风情呢%

但龚季弘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咖啡有
!""

多种不同的味道"任何
一种饮料都找不出这样丰富的内涵# 咖啡一
点都不单调"它可以接纳很多的东西#它不仅
是一种饮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

咖啡同样有道"同样风情万种#

龚季弘的独特感受" 来自对咖啡十多年
的研究和沉醉#

对咖啡的全心投入" 使龚季弘发现了咖
啡世界的妙不可言#

初识咖啡有些伤感

龚季弘是湖北人"在海口从事餐饮业#他
第一次知道咖啡"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

年"还在大学读书的龚季弘"看了部
国产电影 &给咖啡加点糖'# 电影里" 男主角
带女主角到咖啡店" 细心地给女主角的咖啡
加糖" 但女主角却要分手# 咖啡店里的伤感"

令龚季弘难忘# 对咖啡的初步印象" 便这样
带着浓浓的情感#

#!!&

年" 在朋友的盛情邀请下" 时为
政府职员的龚季弘" 辞职来海南" 和朋友一
起商海拼搏# 这一年" 在海南" 他第一次见
到了咖啡豆" 立即就有了亲切感# 当年回家
探亲时" 有着咖啡情结的龚季弘" 买了很多
咖啡豆和咖啡粉" 作为海南特产送人#

虽然十多年过去" 但龚季弘记得" 当时
买的是 (太阳河) 牌咖啡# 独特的咖啡礼
物" 让亲朋好友们很是惊喜# 可是" 问题很
快出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冲煮咖啡# 当
时龚季弘也不知道应该拿咖啡怎么办# 他们
胡乱冲煮出来的咖啡没一点儿味道# 后来"

这些咖啡礼包基本都被丢弃了#

龚季弘与咖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有点
儿尴尬#

用心注入煮出醇香

然而"正是这段尴尬往事"成为龚季弘深
入咖啡世界的契机#

从湖北探亲回到海南后" 龚季弘更加关
注而且开始用心研究咖啡来# 而他愈琢磨"

愈是觉得咖啡奇妙" 深陷其中" 如痴如醉#

他到处找寻有关咖啡的书籍" 全面了解咖啡
知识" &咖啡之旅'+ &品味咖啡'+ &意式
咖啡' 等等" 放在案头翻看了无数遍# 他甚
至托人到台湾帮忙寻找咖啡书籍#

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龚季弘" 早已不
是对着咖啡豆无从下手的门外汉" 他对咖啡
的知识+ 典故了如指掌" 而且还能煮出一壶
好咖啡#

一个微雨的午后" 我们慕名前往龚季弘
的工作室# 他拿出了珍藏的蓝山咖啡" 开始
研磨成粉" 为我们煮咖啡#

他把研磨好的咖啡粉倒入冲煮咖啡用的
虹吸式咖啡壶" 随着蒸汽升腾" 一股迷人的
醇香" 渐渐地弥漫# 当煮好的咖啡端上来"

如梦似幻的琥珀色" 在精致的咖啡杯里轻轻
晃动" 已让人微醺了# 轻啜一口" 先是微
酸" 有一点点苦" 接着" 唇齿皆香" 泌入心
肺#

龚季弘自己并没有喝" 一直笑眯眯地看
着我们品尝# 当我们由衷感叹这咖啡的不同
一般"他说"一样的咖啡"不一样的人煮"是会
有不一样的味道的#

(要把心注进去"要很享受"才能煮出好喝
的咖啡# 心情好"煮的咖啡就特别好# )龚季弘
说#

看得出来" 龚季弘很享受冲煮咖啡的过
程# 他说"每当自己煮咖啡"心情都很放松"

很愉快"(脑袋是在休息的# )

只要有空闲"龚季弘就会自己煮咖啡"各
种口味的咖啡"他都乐于尝试# 不过"他最喜
欢的还是曼特宁" 他觉得这种咖啡带劲"浓
烈"苦味足"香气好#

人生密不可分的伴侣

酷爱咖啡的龚季弘" 每天都要喝几杯咖
啡"甚至是七八杯# (下班之前"一定要来杯咖
啡# 喝下去"有一种满足感# )他说#

龚季弘觉得"喝咖啡的时候"让自己静下
来"什么都不想"那才是最美妙的时候#

事实上" 龚季弘早已把咖啡当成了生活
的一部分# 如果出差在外" 也一定要找到咖
啡馆喝杯咖啡# 在机场等飞机时" 尽管机场
咖啡很贵"可龚季弘从不在此时吝惜金钱"再
贵的咖啡也要买来品尝#

在海南餐饮界打拼多年" 龚季弘已经是
个成功商人# 和一般商人不同"他不喜应酬"

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家里读书" 思考问
题# 有时候突然会有些想法"很想与人分享"

但一时又无人可找#这个时候"咖啡是他的朋
友"是最忠实的倾诉对象# 龚季弘说"袅袅香
气中"他经常会迸发出许多奇思妙想# (我喜
欢在咖啡的香味里调整心情# )

(咖啡是上帝的赐物# )喜爱读书的龚季
弘告诉我们"咖啡非常奇妙"它一直与文学+

革命和浪漫连在一起* 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咖
啡馆里酝酿出来的$ 咖啡馆是茨威格观察世
界的地方"也是他慰藉心灵的场所$康拉德则
在一杯热咖啡里"写出了&海的镜子'扬帆而
去的豪迈$ 据说弗洛伊德就在咖啡馆静坐时
猛然间领悟到了梦的意义$ 在

'""

年历史的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

勃拉姆斯等音乐家" 找到了创作灵感,,由
此可见咖啡的魅力#

龚季弘说"他虽无法与那些名人相比"但
对咖啡的感受与他们是一样的"(对我而言"

咖啡是个人内心的珍藏物# )

一个海南咖啡的梦想

实际上" 咖啡不只是龚季弘的内心珍藏
物"也是他事业的一部分#

虽然餐馆经营很成功" 已在全国各地开
了不下十几家连锁店"生意越做越大"但龚季
弘更喜欢的是有关咖啡的生意# 他到北京上
海"参加各种各样的咖啡展会"参观各地咖啡
厂" 寻觅收集咖啡精品" 研制不同的咖啡口
味"乐此不疲#

在海口"这几年流行的超爽冰咖啡"就是
龚季弘和朋友们研制出来的#(在文昌的一个
咖啡馆"一天就卖掉了一百多杯呢- )龚季弘
很为自己的杰作而骄傲#

为了做咖啡饮品的配方" 龚季弘经常喝
很多咖啡"以至晚上睡不着觉"只好在床上数
星星# 不过"他一点都不觉得难受"他乐在其
中#

制作各种咖啡饮品只是龚季弘的一个爱
好# 他还有一个梦想#

(知道吗"董桥说"走了很多地方"喝了很
多咖啡"还是海南的咖啡最好#牙买加种出的
蓝山咖啡很有名"具有咖啡的所有特质

(

而海
南与牙买加就在同一纬度#事实上"海南是世
界上最适合种咖啡的地方" 可是我们没有在
这个上帝馈赠之地" 做出一个世界知名的咖
啡品牌来# )

龚季弘的梦想"就是要在海南"在这个种
咖啡的好地方"培育出一个好的咖啡品种"打
造一个好的咖啡品牌#

他打算"在餐馆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请
职业经理人来打理" 而自己就专心着手这件
事#

龚季弘说" 他与朋友们已经有了一个计
划"但现在还不宜透露#

(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龚季弘说"他不
知是否能实现"但他一定会努力#

煮出好咖啡!心情很愉快"

本
版
图
片
由
海
南
日
报
记
者
苏
晓
杰

摄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主编
%

陈海虹 版式
%

许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周刊执行主编
%

邹永晖

封面设计
%

许 丽 封面图片
%

李英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