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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咖啡天下醉一杯咖啡天下醉
一种文化福山味一种文化福山味

品牌效益持续提升

据了解，福山镇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福山咖
啡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已成为国内顶尖水平的
咖啡赛事，是世界各国选手交流咖啡技艺的重要
平台。福山也先后荣获“中国咖啡第一镇”“海南
最美小镇”等称号，福山咖啡的知名度已经享誉
国内外。

福山咖啡之乡声名鹊起。如今，福山镇种植咖
啡挂果面积3780亩，年产量79.5万公斤，年产值
3180万元。福山地区现有福山咖啡馆、侯臣咖啡、森
谷咖啡、古色咖啡、敦隆山咖啡、红土地咖啡等咖啡馆
30多家，咖啡种植合作社15个，从事咖啡行业人数
有近1000人，带动本地贫困户28人就业。

福山咖啡已经走出一条稳定的咖啡种、烘、泡
之路，并成立有福山咖啡研究所和福山咖啡体验
馆。福山咖啡体验馆从巴西、日本、德国引进了一
流咖啡烘干、分拣、烘焙和打包仪器设备，为福山咖
啡的规模化、品质化生产提供技术保障。福山咖啡
馆还依托本身优质的咖啡师资源，成立了福山咖啡
职业学校，开办福山咖啡培训班，每年为澄迈县培
养100余名咖啡师和人才。

“福山咖啡豆产量目前供不应求，未来我们
需要加大福山咖啡种植面积，同时在保持福山咖
啡现有风味、技艺基础上，标准化、规范化咖啡加
工、烘焙、冲泡，进一步提升福山咖啡品质，从而
提高农户种植咖啡的积极性和收入。”海南省咖
啡行业协会会长、福山咖啡第二代传人徐世炳
说，目前正谋划在海口建设一座咖啡体验中心和
网络销售网点，更好地宣传推介福山咖啡，扩大
福山咖啡品牌知名度。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

澄迈供电局开展
首例电缆旁路作业
实现“不停电”施工作业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潘阳红）7月 15日，骄阳似火，在澄迈县金江
镇天塘村作业现场，澄迈供电局输配电中心的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铺设电缆，布置安全
措施，准备对10千伏大拉开闭线大洋支线进行
电缆旁路作业。这是澄迈供电局首次实施旁路
作业。

据了解，10千伏大拉开闭线大洋支线已运行
15年，线路老化严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2020
年海南电网公司下达基建项目对该线路进行改
造。按照传统的作业方式，这一类的线路改造工
作需要进行停电作业。10千伏大拉开闭线大洋
支线挂接用户较多，其中公变16个，专变14个，
低压用户共2301户，停电影响范围较广。

为了避免用户因电网改造无法正常用电的问
题，澄迈供电局在全省率先开展旁路供电。澄迈
供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电缆旁路作业是配网作
业中难度较大、作业流程较复杂的一项技术。该
作业法通过将旁路引流线、旁路柔性电缆、旁路中
间接头等设备进行组合，形成一个旁路通道，然后
将需要检修的线路隔离出来，保证线路后端的用
户正常用电，实现“不停电”施工作业。

大学生志愿者
进村爱心送教
免费教授舞蹈、电子琴等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于亚楠）“手臂伸直、抬高，自信一点，微笑……”7
月12日，正值周末，澄迈县瑞溪镇罗浮小学内却
响起了音乐声，伴着孩子们清脆的欢笑声，罗浮村
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会的成员们正在教村里的小
朋友们跳舞。

据了解，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罗浮
村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会筹备了“为爱发电”
项目，项目由青协的各位成员发挥自身优势，
面向村内的妇女儿童定期开展中国舞、爵士
舞、广场舞以及播音主持、电子琴、合唱等方面
的免费教学。

罗浮村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会会长黄月娥
介绍，目前报名的学生有21人，正常开班的是中
国舞班、爵士舞班、合唱班和播音主持班。罗浮
小学提供音乐室作为舞蹈教学的场地。开课前，
青协成员组织学生们对音乐教室进行改造，特意
强调了项目规章制度及安全常识，并准备自费安
装舞蹈镜和把杆等道具为孩子们营造舒适的学
习环境。

“孩子们很有趣，也很认真，会因为学会
了某个很难的动作立马喜笑颜开，看着他们
天真可爱的笑脸，大家觉得一切辛苦都值
了！”黄月娥说，目前“为爱发电”项目由罗浮
青协成员李叶蕾、李嫚、李珊等志愿者共同负
责，还将在暑期启动“伴你同行”成长小组和
英语培训班，帮助罗浮村的小学生们提升英
语水平，运用专业手法带领其主动探索周边
事物，不断成长进步。

罗浮村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协会成立于
2019 年，聚集了一群朝气蓬勃有活力的大学
生。协会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助开展
禁毒宣传、脱贫攻坚等工作，还共同参与罗
浮村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力量。

省妇联禁毒宣传巡回活动
走进澄迈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记者余小艳）7月16
日晚，省妇联组织志愿者和省精英青年琼剧团走
进澄迈县瑞溪镇罗浮村委会开展禁毒宣传巡回活
动和现代禁毒琼剧宣传演出。

为贯彻落实省禁毒委禁毒宣传月、国际禁毒
日的工作部署，推动全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深入开展，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普及毒品
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及其家庭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实现禁毒宣传全域覆盖，省妇联紧紧围绕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禁毒家庭行”主题，以
家庭教育为重点发动全省妇联系统上下联动，发
挥巾帼禁毒独特作用，组织妇女工作者、“妈妈
训教团”、巾帼禁毒志愿者“进家庭、进乡村、进
社区、进学校、进监所”，开展家庭禁毒宣传帮教
活动。

爱心企业为澄迈合福小学
捐赠办公用品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日前，两辆满载物资的中型货车开进澄
迈县长安中心学校合福小学，为该校送来一批急
需的办公用品。这批办公用品包括打印复印机、
台式电脑、办公桌椅、铁皮文件柜、书籍等，总价
值2万余元。

今年6月，海南华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
一次户外团建活动中了解到，合福小学办公条
件简陋，教师急需办公用品。不久后，海南华
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海南松之光酒业有
限公司、海口松旗酒业有限公司组织爱心助学
活动，筹集 2万多元，为学校购买了一批办公
用品，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如今，学校10名教师有了单独的桌椅，打
印复印机和办公电脑。给日常教学带来了诸
多便利。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阿文，来两杯咖啡！”7月15日下午，
福山咖啡风情镇的游客多了起来，“守艺人
咖啡”店迎来好几波客人。陈文和妻子忙
着磨咖啡豆、过滤、冲泡，招呼前来喝咖啡
的客人。

今年36岁的澄迈福山人陈文，是这家
“守艺人咖啡”店的老板。陈文的咖啡馆与
风情镇上别家咖啡屋不同。在他的咖啡
馆，一边是咖啡厅，一边是陶艺馆。馆内外
都摆满了陶器。

“以前开陶艺馆，后来自己爱上喝咖
啡，干脆做起了咖啡店。”陈文边给客人端
上香浓的咖啡，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开
咖啡店之前，他是一名陶艺师，喜欢做一些
千奇百怪的陶器。

2011年，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建成
后，陈文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了一间陶
艺馆。受益于福山咖啡带来的效应，陈文

的陶艺馆生意十分火爆。他发现，不少玩
陶艺的顾客，也爱喝咖啡。2014年，陈文在
福山咖啡培训学校报名，参加了为期一个
月的咖啡技能培训，系统学习了手冲咖啡、
虹吸壶、摩卡壶咖啡等各种咖啡冲泡方
法。他也从一名陶艺师向咖啡师转变。

“美好的东西是经时间打磨出来的，一件
陶艺如此，一杯好咖啡更是如此，希望自己能
用专业精神、纯粹之心，让美好更持久。”陈文
说，技艺学成后，他自己给咖啡馆取了名字，
又动手改造店内装饰，在咖啡店内外种上奇
花异草，摆上陶器，营造古色古香的氛围。

陈文还主动走进社区、学校，做公益活
动，通过组织免费陶艺体验活动，宣传福山
咖啡和自己的咖啡馆；与旅行社合作，每月
带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游客来店内品
尝咖啡。寻找机会向大家讲解咖啡知识，
让更多人了解福山咖啡及福山咖啡文化。

陈文的咖啡馆吸引了不少新老顾
客。以往一到春节期间，营业额能达到十

多万元。
2016年，陈文尝试创新，探索多元化消

费需求。于是，购买时下流行的各类咖啡
冲泡器具，引进印度尼西亚和非洲一些国
家的20余种咖啡豆。没想到的是，不同于
福山咖啡的醇厚苦涩，外来咖啡豆味道偏
酸，大多数顾客不喜欢。

“那次事件让我思考，还是应该回归本
地咖啡，回归初心，专注做好福山咖啡。”陈
文说，一杯味道醇厚的福山咖啡来之不
易。咖啡豆研磨刻度、烘焙程度、粉水比例
等会因影响咖啡味道。同一批咖啡豆，在
烘焙过程中，会因为受热面积不同，会产生
不同的酸甜度。为了让顾客尽量喝到味道
纯粹的咖啡，他坚持将烘焙好的咖啡豆分
级，区分开不同口味的咖啡豆。

“今年我打算租100亩地，种植福山咖
啡，专供自己的咖啡店，从源头上做好品
控。”陈文说。

（本报金江7月16日电）

澄迈福山人陈文创新探索“陶艺+咖啡”之路

陶艺师“捏塑”咖啡梦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周末，澄迈县
福山镇福山咖啡老
馆宾客盈门，游人
如织，一位难求。
据说，节日期间这
里一天能卖出咖啡
近7000杯，日营业
额近20万元。

“一杯咖啡天
下醉。”在澄迈，热
闹的不只有福山咖
啡馆，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每逢节
假日，澄迈福山咖
啡文化风情小镇的
停车场里，停满了
各地车牌的车辆，
他们有的是路过福
山歇歇脚，有的是
专程到这里来，就
为喝一杯福山咖
啡。“到福山喝咖
啡”已成为琼岛旅
游打卡项目之一。

咖啡文化根植澄迈

斑驳青苍的火山石墙上，翠绿的鸟巢蕨盎然
挺立，浓香四溢的咖啡院落里，氤氲着热带兰花
的芬芳。坐在福山咖啡馆，品着咖啡，偷得浮生
半日闲，对许多人来说是最幸福不过的事。然
而，从淡雅的白色小花，到成熟后的咖啡果实，
再经历去皮、发酵、晾晒、脱壳、烘焙、研磨、冲
煮，最终等得一杯醇香的咖啡，这是一个漫长的
蜕变过程。

福山咖啡品牌的打造不也就是如此吗？
1935年，印尼华侨陈显彰实地考察后，认为

福山一带“泉甘土肥”，于是在此创办福民农场，
种植罗伯斯塔中粒种咖啡并进行产业化生产，由
此开启了福山咖啡种植的历史。

遗憾的是，日军侵琼期间，福民农场惨遭日
军破坏。海南岛解放后，陈显彰重新经营福民
农场，种植咖啡 800多亩。直到 20世纪 80年
代，在改革春风沐浴下，福山咖啡迎来发展契
机。福山镇的徐秀义率先恢复咖啡种植加工，
使福山咖啡再度为人所知。1982年，徐秀义还
申请注册“福山”商标，次年成立澄迈县福山咖
啡联合公司，之后在福山水库旁办起了澄迈县
第一家咖啡加工厂。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福山咖啡引客来的背后，是政府、社会资本
的共同努力。

2000年，澄迈人谭运寿借鉴西欧一些国家的
咖啡驿站理念，把户外观光游与咖啡文化相结
合，在位于西线高速公路福山出口处建设福山第
一家咖啡休闲主题庄园。后经不断扩充，发展成
集咖啡厅、大自然教育基地、康养中心、酒店客房
为一体的侯臣咖啡文化村，由此成为集“咖啡文
化+休闲观光农业+旅游+山柚油体验馆”为一体
的5椰级乡村旅游点。

“改革开放后，人们追求时尚，如何把时尚与
咖啡搭配，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事情。”谭运寿说，
侯臣咖啡文化村日均接待游客达到1000人次，
且顾客数量每年呈现20%至30%增长，是名副其
实的福山咖啡消费热点打卡地。

延伸咖啡文化的还有澄迈人潘少丹。2006
年，潘少丹结束在上海、杭州的打拼，回到家乡后
发现，这里缺乏专注文化且有一定规模的咖啡
厅。于是她看准商机，开办了澄迈金江镇第一家
商务咖啡馆。

新型业态蓬勃，依赖一定的消费群体。为了
精准定位，培养消费群体，潘少丹依托澄迈独特
的咖啡文化，在装潢和菜单上下功夫。2013年，
潘少丹在澄迈县城建起一家小资情调的咖啡屋，
取名“陶咖啡”（Tao Cafe），引进歌手驻唱。这间
咖啡店装修风格独特，常常举办女性主题沙龙和
分享会。潘少丹还筹资拿下离“陶咖啡”不远的
一块空地，建成集乒乓球、羽毛球场和健身房、咖
啡馆、餐厅等于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所。

“消费者在打球完后，如果能找到一个咖啡
馆喝咖啡、吃饭，那么就能形成有效的二次消
费。同时，如果消费者在品尝咖啡时，能够就地
解决健身需求，那就不必舍近求远，去选择其他
活动方式。”潘少丹将咖啡产业与文体融合，发挥
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带动效应，培养消费者多元化
需求。

澄迈人借助福山咖啡品牌的影响力，从卖饮品
走向卖文化、卖格调、卖生活方式，打造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的咖啡文化标签。

澄迈延伸咖啡产业链澄迈延伸咖啡产业链，，提升品牌效应提升品牌效应

几位游客在澄迈县福山镇福山咖啡馆品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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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游客们在福山咖啡馆悠闲品咖啡。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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