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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星巴克的时候，我们想起的远远不止咖啡。

我们所想起的，是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某件事、某个人。

它或许是在面试一份梦想工作前的急切、期待和兴奋，

或许是和工作伙伴在那个溢满咖啡香的长吧台激烈讨论中的灵光一闪,

是大家协力合作时美妙的头脑碰撞。

它或许是带着爱宠、捧着咖啡度过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是和好友促膝谈心的一个温暖的下午。

或许是放学后和同学一起喝着星冰乐写作业时那个开怀大笑的角落，

又或许是高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和爸爸一人一半的那个鸡肉卷。

它是那一个绽放的笑容，那一次不经意的感动，

还有那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

于是，当我们想起星巴克的时候，

我们想起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个记忆。

星巴克所意味的，远远不止咖啡。

在星巴克成立50周年之际，

我们以“咖啡不止”为主题，

在这一期《豆子的故事》中，

收集了50个瞬间、心情、记忆、诠释、表达、逸闻趣事，还有喜怒哀乐。

他们的故事，是和星巴克的故事，是在星巴克的故事，是因为星巴克而发生的故事。

让这50个人，用他们各自的方式，

和我们分享他们心中的星巴克——咖啡不止。

The Bean Tales



喻子晨#1/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24岁 游戏策划 上海

高中的时候 我 参 加 了 学 校 的 一 个 模 拟 商 业 竞 赛 。基 本 每 次 商 业 竞 赛 的季度

结算前，我和同学都会来星巴克共同讨论战略。我记得那时都是赶个大清早来

星巴克，点 了 一 杯 拿 铁 就 上 楼 提 前 占 好 一 个 圆桌的沙发位等同学来。我们在

星巴克模拟着一次又一次的市场讨论，时而高度紧张的气氛往往会被一口咖啡

所缓和。咖啡松弛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让其中的香味流失。所以对那时的我来

说，咖啡时而是闲来无事的一种消遣，时而是犯困倦怠时的一剂提神。也自那次

竞赛胜利起，星巴克就是工作、学习环境的不二选择，而星巴克的咖啡是推动生

活节奏的每一个情节。

之前在国外，我经历过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每年万圣节的特制独角兽饮品。当时

的朋友圈基本上一打开都是它各个角度的照片，我也会赶着这个热度去喝一杯。

所以这样一杯节日限定的饮料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惊喜符号了。

星巴克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环境优质的咖啡馆，也许是盛产优质咖啡的品牌，也

许是同朋友闲暇休息的不二场所，也许是带老一辈人感受年轻人生活的一种体

验，也许是一张朋友圈的配图，也许是一个故事里提到的背景，或许，正如我前面

所说的，它更像是我生活中的一种符号——清晨故事开始的引号，中午活力衍生

的破折号，下午打散倦怠的惊叹号，晚上转换心情的逗号，回家路上的终止句号。



Terry Liu
The Bean Tales

#2/50

AT Starbucks

店经理 上海

10年前，我刚到上海。当时的第一个约会对象选择了在星巴克和我约会。在那个

轻松的氛围中，我们聊了许多。那时我在找工作，他就在星巴克帮我一起制作、修

改简历。也是在那里，他帮我取了Terry这个英文名。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现在。



阿喜#3/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VC 上海

在无锡T12（马克一下地名）的星巴克待了非常非常多次，

工作了很多次，而且谈成第一个合作时就是在那边买的

咖啡。



澈澈
The Bean Tales

#4/50

AT Starbucks

PR 上海

有一次去日本旅行，抵达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逛一个outlet，所以特别累。

去那个outlet的星巴克时，里面人很多，点单后等了好久终于才拿到饮料。拿

到手时发现杯子上写了“Welcome to Japan”，而且画了一个笑脸。想到那

家店的咖啡师那么忙，还给我们送上这样一个问候，就觉得很温暖。



麦麦#5/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深圳

有一件过去一年了我印象都很深的事。离我家比较近且方便的星巴克只有一家，

所以去得很频繁，也让那家店的咖啡师对我有了点印象。后来，遇到了新冠，在家

封锁了好几个月不能外出。过了差不多大半年后再去家附近的星巴克时，那位咖

啡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你瘦了好多啊。今天的妆也特别漂亮。” 



The Bean Tales

豆豆#6/50

AT Starbucks

27岁 石家庄

我的第一杯星巴克是在2014年的石家庄。朋友是冰美式的疯狂爱好者，我在他

的安利下第一次走进了星巴克，第一次品尝到了他的狂热。这种狂热与舌尖的

冰凉和苦味被我一同咽下喉咙。那天的阳光很烈，而我也在那天起爱上了星巴

克的冰美式。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隆冬，刚一走出期末第一门考试的考场，我就带着教室的

余热和同学们一头扎进了星巴克。在那里，我们从下午三点开始埋头复习，耳边

是同学写字的簌簌声，让我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那天在星巴克复习直

到深夜，寝室长提议大家回寝室再继续复习。当我们推开星巴克的大门准备离

开时，只见到夜空下白茫茫的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抬头仰望，只有满天飞

舞的雪花，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仿佛就在我们复习的这几个小时里，世界已经跨

越了一整个冬季 。后来，只要晚上从星巴克走出门，便会想起那一场大雪。

那个疯狂喜欢冰美式的朋友，同样也喜欢收藏星巴克的杯子。每次出新款，他几

乎都会去买。临到毕业，他收集的杯子已经摆满了他的储物柜。搬离寝室的前一

天，他决定要将这些杯子全部送给学弟学妹。这个决定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以

为他会统统带回家，可他却说，他要把自己的青春留在校园。也许这一个个杯子

承载了他太多的青春回忆。最后，他也送了我一个，送的时候眼噙泪水，饱含着对

校园的不舍。这个杯子一直留到现在，每次取出来，便会想起分别的滋味。



童女士#7/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PR 上海

追求的男生

第一次答应见面的地方

是在星巴克。



阿许#8/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19年夏天放假早，邻居小师妹高考完还没录志愿，犟驴一般想学临床。她来敲我家门，想问一波专业相关以及有的

没的。她从她家四楼下来，爬上我家四楼，我俩又一块下楼，出大院，顶着晚高峰浓郁的尾气，眼观鼻鼻观口地顺着

大街往东去，一路聊一路走，来到两个街区外某国企的一个综合体。两年前那栋建筑里有当地唯一的一家星巴克，

门脸面朝十字路口，里边全是年轻人。小师妹告诉我她没在星巴克喝过东西，说她还是喜欢甜食。我跟师妹说请她

喝饮料，她瞄了几眼饮品单说她不喝咖啡。我说他家有不苦的饮料。

师妹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高中成绩比我好且稳定，性格也比我好太多。她告诉我自己数学物理学起来吃力但是

生物好。当时我大学才念了一年，这些听上去就已经非常遥远了。她一门心思想学医，想听我聊我的专业，聊些她

觉得新鲜的东西。她话多也问很多，我把当时自己懂的、听人讲过但是还不太懂的东西都跟她说，我能感觉出来她

对种种未知都无比渴望。

在柜台排队点单之前我等她挑饮料，她抬头看饮品单的时候我抬头看她，她盯着一串串奇怪的饮料名字研究得专

注又认真，太专注，活像阅读有机化学题。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她数理能力和生存环境都不好但是整个人的状

态比我稳定那么多。专注的人太难得了。她看饮品单的时候和整间咖啡铺子格格不入。最后我俩端着一杯冰美式

跟一杯抹茶星冰乐出了那家堆满年轻人的星巴克，进了隔壁公园，混迹于接孙子放学的大爷大妈之间。

师妹报了我的学校，但是录取结果出来之后被调剂去了药学专业，她铁了心要复读。复读到一半冠状病毒再度

作祟，停工停课高考延期，一圈人都在讲她头一年就直接去报到多好。但是,这一次师妹考得比头一年好，比她

同学更好，很丝滑地录取进了临床专业。我心甚慰，又约她去星巴克故地重游一下，她说好。和她蹲在一块的时

候,她能让我真切地察觉到年轻——年轻人原来可以这么年轻，专注又坚毅，这些都是我听说过没见过，一直向

往尊敬但保持怀疑的东西。其实书里也不全是骗人的,像话本里的角色住进了我隔壁,这种体验非常奇妙真实。感

谢星巴克的饮品单。

21岁 学生 青岛



Blueblue
The Bean Tales

#9/50

AT Starbucks

20岁 学生 中国香港

感觉星巴克已经成为我的校外自习室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在星巴

克写论文的日子。19年下半年和朋友们在欧洲走走逛逛，以至于到了期末，面临

着时间与金钱的双重紧张。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既适合一起写一整天作业，而

咖啡也并不贵的地方，就是星巴克。当时里尔（Lille）老城有两家星巴克，一家在

火车站外的商场一层，一家在戴高乐广场的小巷中。我和雪梨更爱去的是街中

那家。二层装修舒适且敞亮，还常常能看到一起赶作业的同学。幸运时我们就两

个人坐一张大桌子，店中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坐排成一列的单独小桌子, 面向人

群写作业。我记得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有天我们各自的事情都进行得顺利，就

约好了第二天中午一起去吃上海阿姨开的自助餐奖励自己一下。待到了快闭店

的时间，收拾了东西出门在街上东逛西逛，走到美术宫时惊讶地发现里尔正在

办马拉松节。当时年轻的我们在冷风中路过快乐的人群，感觉到处都是一种自

由的气氛，轻松极了，今天想起来会有种莫名的感动。感谢里尔星巴克对我们拮

据青春的收容。

星巴克大概有点像你的行李箱，让你无论到了什么陌生的地方，见到什么陌生

的人，总有熟悉安心的感觉。就像我们在陌生的路上走，在一个疲惫时分，你说

不如我们去星巴克喝点什么，我懂这大概是一个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的暗示，

证明我们现在需要一点老朋友的安慰了。在星巴克，我甚至也喜欢精心寻找角

度拍到满意的照片，因为有生活感。无论是怎样的方式，我们都在经营着自己的

生活吧。

对我来说，星巴克就像是安全屋，中转站，城市生活的锚。我想到星巴克就会想

到城市或是人群，我喜欢这种通过咖啡店带来的包围感。明明我们都如此陌生，

却也都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你可以随便看到一个人，想象这个人的故事，然后

心里又再次意识到“对，这就是星巴克呀。”



Hank
The Bean Tales

#10/50

AT Starbucks

上海

星巴克是属于

我和亲朋好友

的那家Central Perk。



Lizzy#11/50

AT Starbucks

The Bean Tales

29岁 教育 成都

一次去星巴克买豆子，一名店员很主动地过来想要帮忙。看到他手里拿着一

块写字板，我才意识到原来是进了一家手语店，而他是一名天使伙伴。突然之

间，我变得很紧张，但又在假装镇定。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但在手语

店里感受到的那位店员的努力和阳光，让我觉得这与我自己的状态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觉得很感动。



Phoebe
The Bean Tales

#12/50

AT Starbucks

21岁 学生 宜昌

上大学之后我开始追星，每次放假回家要和朋友见面一起拆新买的专辑时，就觉

得最好的地方正是星巴克！记得在星巴克和朋友拆到了最喜欢的明星的小卡，我

们还带了一堆娃娃饰品围着拍照，当时的状态仿若置身无人境界。 



The Bean Tales

#13/50 阿戴

AT Starbucks

一心只想看世界的高级搬运工

我第一次喝星巴克是在香港，那时候上海还没开星巴克。 喝了什么已经不记得

了，只记得那是一种从没体验过的服务方式，但也因此让我有点手足无措，因为

点单的时候要做太多选择。

 

后来，星巴克在力宝广场开出了上海的第一家店，就在我当时上班的公司对面。

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我立马跑去买了杯拿铁。能够在星巴克熟练点单的

感觉给了我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感觉那是星巴克所创造的一种“lifestyle”的

概念， 并不仅仅只是买了一杯咖啡而已。

 

有一年，我去爱丁堡穷游。碰巧遇到了八月的音乐节，酒店极其难订。我们用星

级酒店的价格都只抢到了一间青年旅舍的四人间。到了房间之后，我们发现旅

舍不提供任何酒店用品，也没有杯子，甚至连刷牙的杯子也没有。那个时候时间

已经较晚，商店都打烊了。于是我们灵机一动去了旅舍隔壁唯一开着的一家星

巴克，要了两个纸杯。当时我们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店员却很爽气、热情地给

了我们。那种人在异乡的温暖感让我一直记忆犹新。在举目无亲的时候，看到了

星巴克就像见到了亲人的感觉。也正因如此，一直以来，星巴克从未带给我任何

戏剧性的情绪和感受，而是一种稳定的安全感，那是一种需要时间才建立起来

的品牌印象和信任感。



Bing Bing#14/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39岁 大学教授 上海

读研的时候，

在星巴克写完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参与导师的书）。

连续去了3周星巴克，

每天坐一个下午，

发现可以点一杯“今日咖啡”加牛奶。

坐标徐家汇美罗城店。



#15/50 小Q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30岁 销售助理

emmmm，在星巴克里相了一次亲？



Brioche
The Bean Tales

#16/50

AT Starbucks

青岛

去年寒假和弟弟们在星巴克点了三杯饮品，坐着等查他俩的期末成绩。我用手

机下载好了软件，刷新再刷新，等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发现他们俩人都比上次

月考进步了好多好多。他俩开心得把饮品都不小心碰翻了，我也很为他们开心，

但同时护住了我的饮品。



The Bean Tales

#17/50 Diana

AT Starbucks

30岁 外贸SOHO 成都

家门口有一家带小花园的星巴克。

2018年，在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会一个人出门散步，

每每都会来到这家星巴克。

在那里，点一杯喝的或者不点都行。

坐在小花园里，乌漆麻黑的，

也没有人会来管你是不是真的在哭。

那种安安静静的感觉挺好的。



#18/50 Foam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上海

去年冬天我去北京找好朋友，我们在星巴克聊天聊了一上午。因为好久不见，大

家都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聊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还是暖暖的。在特定的

时间和地点，因为某个人，星巴克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



佚名
The Bean Tales

#19/50

AT Starbucks

我在康奈尔上夏校，夏校快要接近尾声时，我跟在夏校认识的朋友在campus

随便逛，然后就刚好逛到campus附近的一家星巴克。我那次什么也没点，就望

着窗外，看着每天去上课都会路过的风景，想着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坐在星

巴克，以Cornellian的身份欣赏眼前的这般风景。因为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会

在campus准备SAT到快curfew才回宿舍，就真的很希望自己的准备和努力能

让我有资格被这所大学录取。我觉得在星巴克看着那个风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

些，虽然我也没多大，但我觉得那一刻也是我青春重要的一刻吧，也是我与星巴

克的故事之一吧。

20岁 学生



包娜娜#20/50
The Bean Tales

AT Starbucks

31岁 设计师 北京

跟男朋友在星巴克讨论创业

和一些天马行空的idea，

俩人说的嘴都干了。



Wyw
The Bean Tales

#21/50

AT Starbucks

金融 杭州

星巴克的圣诞氛围是比较浓郁的，不仅会推出圣诞相关的饮品，杯身也会换成

红绿风格的设计，很适合冬天。我记得有一次临近圣诞，在杭州工联的星巴克二

楼和朋友们一人一杯咖啡取暖，看着延安路上的人聊天，很有圣诞那种大家聚

在一起取暖过节的氛围。



Mian
The Bean Tales

#22/50

AT Starbucks

上海

在有最美星巴克之称的

日本富山星巴克里

看了烟火祭。



沈林琍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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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 商务咨询 上海

第一次到星巴克是2005年，也是我来上海的第一年。 作为一个小镇姑娘，我从

小喝茶，对咖啡店的认知也只是简单的旧港式咖吧。那时工作和租房都在新天

地附近，所以去星巴克便成了我开洋荤的不二之选。第一次走进星巴克时，那令

人愉悦的咖啡香味、室内装饰的风格、背景音乐，都给了我对咖啡店一个全新的

认知。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静静地靠窗坐下，享受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初春暖

阳。心里也生出了对往后奋斗岁月的一丝笃定。

 

由于从小受爷爷的熏陶，我喜欢喝茶。我没想到的是，2017年，星巴克的餐牌上

出现了一款金萱乌龙。这让我这个茶友眼前一亮，点了一杯。尝了一口，茶叶子

那么大，味道霸气，又九转回肠来一个甘口，就好像一个铁汉沙场归来，洗手为

老母亲做了一碗毋米粥一样。在那以后，我在星巴克常常会点金萱乌龙。后来，

金萱乌龙不再出现在牌子了。但每当我尝试地询问店员，总会收到一个“懂” 的

目光，然后我就乐呵呵地捧着星巴克咖啡杯里的金萱乌龙走了。

 

从第一次喝星巴克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那咖啡香味和店里的氛围，都一如往

昔。星巴克是一个行业标杆，是我的商业启蒙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Adam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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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造型师 上海

第一次喝星巴克，大概是小时候，在国贸附近，喝的是拿铁。当时我耳机里放的是

一首关于拉着旅行箱独自旅行、遍游世界的歌。感觉好轻盈，是一次对成人生活

的袖珍模拟。

大学时期我曾去一个地方求职，面试前的半小时非常紧张，坐在附近的店里喝抹

茶拿铁。后来在等待消息的一周里，我也路过了这家星巴克数次，每一次都会照

点一杯抹茶拿铁。对我来说这个动作就是稀释焦灼和期待。



以琳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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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了两包朋友送的星巴克咖啡豆，让店员帮忙磨粉。店员很热情，问我使用

什么咖啡机，以便确定粉的粗细度，还和我聊这两款咖啡豆的烘焙程度，且提

醒我咖啡豆存放时间有点长了。全程很认真耐心地对待这一免费服务，我觉

得很感动。

50岁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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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
The Bean Tales

WITH Starbucks

山东 

星巴克对我来说，意味着不可替代。咖啡在当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精

神符号，星巴克的很多品类和大多数可客制化的选择让我觉得可以根据自

己的口味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 。这点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对口味

又挑剔但懒的个人特点。



Ejoe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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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China Marketing 上海

我和星巴克的故事，要从在张江华佗路的一家外企实习说起。

这家公司坐拥一大片区，园区内拥有一家专属的星巴克，里面满是各个事业部的

人们，或坐或站或走着，空间里充斥着只属于他们那方天地的话题和打趣。 

时间拨回到2011年，当时的我是一个十几人团队的实习生。周围，满满都是“他

们”——他们专业、成熟、笃定、自信,与时不时略显稚嫩，动不动便感局促的我，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每每有团队活动，或是老板因各种原因请团队喝星巴克时，那即是我的星星数要

爆表之时。

记录下每个人的饮品喜好，去往楼下的这家星巴克点饮料的这段路，似乎一直是

美好的，带着雀跃的小碎步的。 

分发着或冰或热的饮料，大家会闲闲地轻聊几句。递出去的是饮料，接收到的是一

种浅浅的、温和的、友善的眼神与问候。那时候，觉得他们，都挺好的，觉得成为“他

们”，也挺好的。 

星巴克，之于当时的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似乎手握一杯星巴克，就像拿

到了一张真正步入职场的入场券。拿着票进场了，也能从我和“他们”，变成“我们”。 

是的，当时就是这样。 



Hocci#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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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 上海

第一次喝星巴克是在墨尔本的Swanston街，大概是10多年前，在上Year 

12时候。一天放学后和闺蜜一起去city逛街，走累了就去星巴克买了一杯抹

茶拿铁。墨尔本的冬天挺冷的，热热的一杯喝下去很舒服。

 

在 墨 尔 本，我 们 华 人 圈 都 喜 欢 管 星 巴 克 叫 星 爸 爸，每 次 要 去 蹦 迪 之 前 都

说，“我们去 星 爸 爸 集 合 。”我 们 在 那 里 抽 个 小 烟 、喝 杯 小 咖 啡 、聊 个 小 天，

杀时间到晚上11点多，才准备去clubbing。

 

我对星巴克的执念是每年圣诞季的太妃榛果拿铁。我最爱在寒冷的天气里，

手捧一杯热热的咖啡。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只要到了圣诞季，我都一

定会去星巴克买榛果拿铁 。总觉得手里捧着它，就是到了假期，心情也放松

下来，可以像个游客一样慢悠悠地走着平时匆匆的路。



澔婷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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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的午后，我坐在窗边，黑围裙小哥哥在做手冲咖啡。看着热气缓缓上升，咖

啡一滴滴地滴下去，闻到满满的咖啡香气，感觉整个人都安静了，特别安逸舒适。

30岁 影视后期 上海



何苗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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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 咨询顾问 杭州

网上看到大理石美式，

拿着网图到星巴克，

找咖啡师说想要这个效果，

没想到咖啡师真的给我做了一杯，

还让我拍了照片和视频。



Risa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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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 健身教练 上海

看到一个很粉的星巴克杯子以为是情人节限定，

开心的让ex送我～

没想到买回家才发现是母亲节的限定。



铜锅
油焖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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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 PR

2014年的时候去台湾玩，在台北的一家星巴克买到了一个带pvc吸管的橙色

带盖塑料杯。那时候在大陆的门店都没有这种带吸管款式的杯子，所以买到

之后就一直爱不释手，从杭州带到香港又带回上海。去年因为pvc吸管实在被

我咬的不成样子，才决定换了一个新的。但那个杯子始终是我买过的最满意

的星巴克周边产品。



野比加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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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师 宁波

星巴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家门店的装修风格都因当地的特色文化而与众不同。



Se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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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 北京

在天津遇到了一个有故事的星巴克伙伴。他给我讲了他与咖啡的故事。他还在

自己的胳膊上纹了一个咖啡豆的纹身，让我印象深刻！



朱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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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 上海

看到星巴克杯子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那个女孩想给我买杯子，而我却总是拒绝。

还有，看到星巴克的时候，会回想起那个雨天，我的周姓朋友回国，大家却冒着大

雨在星巴克和他见面；再者，看到星巴克杯子的时候，会回想起那段在国企打工的

日子，办公室的小姐姐们总是在午休的时候讨论星巴克又出了什么好看的杯子。

还有，看见星巴克，会想起微风吹拂的那个夏天，朋友们总是在闲暇的夜晚，坐在

星巴克外面的餐位，一起讨论着梦想与人生。



Sophia
Leong

She is our siren

And please do not ever call her a mermaid

She will not be too pleased to hear that

You are comparing her to a damsel in distress  

Waiting to be rescued by a blonde-haired prince.

 

She is our siren

A strange creature of incomparable beauty 

Singing arcane songs in her otherworldly voice

Luring you in, drawing you into those whirlpools

Of deep, dark , psychedelic espresso waters 

 

I was but a mere mortal 

Whom, just like a moth to a flame, moving 

Uncontrollably towards her light almost 

Like a magnetic force of nature as we cannot,

Will not, forsake that glimmer of light, at any cost. 

I was but a mere mortal 

Seeking and searching for that elusive, wondrous

Potion from which my soul is fed and 

Made whole from her wondrous and lulling call 

And so I chose to heed the siren’s call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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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China Creative Studio新加坡

I am not a mere mortal 

I choose to allow myself to immerse in the beauty 

And the magnificent mystery and faith of what  

This universe has to offer in all her darkness and light, all that 

Delights, and disgusts me in every form and shape. 

 

She is our siren

And she sings songs of love and joy and pain 

And hope and loss and confusion and sadness

and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i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beat of your pulsating heart

 

She is our siren

Listen. 

Can you hear her calling?

Listen. 

Be quiet, be still, you will hear her.



Zuk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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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 教师 上海

星巴克的歌很多都不错，

我常常会用识歌软件去识别歌曲。



鹿小琪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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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 国企员工 中山

星巴克对我来说意味着“Hea”—— 漫无目的地放松及消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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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 制片 上海

星巴克对我来说是无所不在的存在。

之前在外滩看景的间隙、要歇脚的时候，躲雨的时候，和客户要找个地方过

内容的时候，工作中需要wifi、要充电的时候都会想到星巴克 。尤其是在片

场、外景拍摄时，星巴克的“露出”特别多，星巴克的出现，对所有人来说，都

是“续命神器”。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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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品牌视觉设计师，从事活动空间和橱窗设计，以及空间艺术品设计，

包括装置和雕塑 。在日常工作以外，我是一名独立创作人，创作内容涉及较

广，但以插画为主。

由于工作中参与较多的空间设计，我开始对建筑和空间产生兴趣，所以我创

作的系列都和时间、空间相关。在插画创作到了一定阶段时，我就想让脑剧场

里的这些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故事动起来，让创作的角色不仅仅是在平面里

定格，也可以在空间里穿梭，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简单的动态。

我自己的创作像是日记，很少会打草稿，而且大部分的画面创作都是从文字

开始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我的画面，有时候是一场梦，有时候是一些日常遇

见。平日我也会拍很多画面，有趣的建筑、空间、路上遇到的陌生人等日常的

碎片，然后会用拼贴的方式把搜集到的画面碎片组合在一起，再继续构思和

创作最终的画面。

我觉得设计和艺术是有很多相通性的，尽管设计和艺术的针对性有很大的不

同。我也试图让设计更艺术，而艺术更设计。

艺术家 上海



我一直都喜欢在通勤路上观察人类，在地铁里、马路上（最近在看的书也是赤濑川平原和

藤森照信合编的《路上观察学入门》）采集生活里能够感动自己的细节。在星巴克店内等

餐或是堂食的时候，我也喜欢观察陌生人，经常无意间听到邻桌人的对话。有时候背对一

桌人，就会通过他们的对话去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物画像，然后找机会看看他们的长

相是否和我猜想的一样，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但有一次，我遇到了一桌特别安静的

客人。他们像是情侣，很有默契，安安静静地做着一些不说话的互动，和嘈杂的周围环境

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存在于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泡泡里一样。我看得入迷，大概沉默

了将近十分钟之后，才发现他们是聋哑人。

星巴克不仅仅售卖咖啡，它也提供了一个聚集人群的空间，让不同的人对这个品牌的需

求延展到“咖啡”之外。比如，人们在这个空间里建立合作关系、感受当地的文化浓缩，在

购买品牌周边的同时，还会了解到不同国家星巴克的文化特点。

星巴克的品牌文化中，有很浓的一部分是和“人”密不可分的。所以，我在这次为星巴克创

作的画面中沿用了去年为星巴克广州天一广场门店创作的一个系列的主题。这个主题里

总会出现一群人，他们会在不同的空间里游走、互动。这个画面想表达的是人和人串联，

产生联结，进而发生故事的这样一个点。

The Bean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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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Finn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伙伴 上海

我平时就喜欢做菜，自己在家也常搭配不同元素去做

一些鸡尾酒特调，并且会把灵感和配方记录下来。自从

成为工坊的伙伴之后，我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灵感。

 

今年，我参加了工坊的创意饮品比赛并且从中胜出 。

原 本，我 只 想 着 可 以 把 自 己 平 时 积 累 的 灵 感 和 配 方

和 大 家 一 起 分 享，但 没 想 到 自 己 创 作 的 两 款 饮 品 将

正式上市，在工坊售卖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创意可以

被更多的人知道，被更多的顾客品尝到，甚至一些顾

客 还 会 因 为 我 的 这 两 款 创 意 饮 品 而 来 到 这 里，这 对

我 而 言 是 一 件 很 棒 的 事 情 。自 己 的 创 意 和 作 品 能 够

获 得 更 多 人 的 认 可，是 激 励 我 继 续 创 造 的 一 个 很 大

的动力。

 

我觉得在星巴克，咖啡不只是咖啡，它可以萌生出很多

不同的东西，它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概念，不断给大家带

来更多不同的体验。星巴克融合了很多不同元素，就像

一个专门为我打造的大舞台。

作为工坊Bar Mixato的伙伴，我在认知上觉得自己是一

名调酒师。调酒师之所以叫“bartender”，顾名思义

是因为”bar”是木板，而“tender”是温柔的意思。有

了“bartender”，这块摆放饮品的木板才多了一份情感。

 

“Cocktail”这个词，最初有激发人的情绪，令人振奋的含

义。我也希望自己做的饮品能够让人心情振奋起来，能够

治愈顾客。当我创作的饮品真的可以上市的时候，我觉得

可以用自己原创的东西去和顾客建立更深的连结，给他

们提供治愈的感受。很多鸡尾酒背后都有故事，但很多

故事却都只是传说。我所创作的鸡尾酒的故事将不再是

传说，而是我的故事，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咖啡是星巴克的灵魂，而星巴克也和咖啡一样，可以跟

无限多的元素、模式，以及新时代的事物结合在一起，

不断发展，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对我个人来说，在星巴

克不断接触、学习到新的东西，使我不停进步，这就是

我的“咖啡不止”。

Sun: F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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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20岁 学生 广州

高中闺蜜在我18岁生日时送了我一个限量版的人鱼吸管杯，之后一直是我

每天使用的水杯。高考完那天，从宿舍里回家，什么都没拿。晚上谢师宴结束

11点，已经上了妈妈来接我的车，突然想起没有带上那个杯子 。我不顾妈妈

劝阻，径直冲回空无一人的七楼课室，把它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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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Hu
85后 自由策展人 深圳

第一次去星巴克是它刚进驻南京的时候，依稀记得我喝了卡布奇诺，因为那时候萧亚轩有首歌唱到卡布奇诺。相

比拿铁或美式，这个复杂的名字一说出口仿佛自己很了解咖啡似的，在当时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2017年，父母从深圳来上海探望我。太古汇开了全球瞩目的烘焙工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带他们来上海这个新

地标打卡。我的父母是寻常的60后一代父母，他们节俭、内敛，小心稳健。我从小在外求学，与父母聚少离多，在许

多事情上与他们存在着无尽的年代隔阂和不同看法。但他们对咖啡的接受度却令我惊讶。从几年前我第一次介绍

咖啡给他们开始，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喜欢上咖啡的口味，而咖啡也成为了我们之间的连结。当我们一起坐在烘焙

工坊，在熙来攘往的年轻人中，喝着咖啡时，我感觉是和自己的父母出来hang out的。那天，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

照，这仿佛是一张我的父母与我所处的年代和世界在一起的合照。那是我们终于真正在一起的感觉，那个时候

我很快乐。

 

年少时候赴英留学前夕，通过QQ结识了一群一同要在那年夏天前往的朋友，我们相约在杭州相见。白天一群人的

喧闹结束后，我与其中更为要好的Babian相约傍晚在柳浪闻莺附近散步，并且去了西湖边的那家星巴克。那时天

色近晚，店内人很少，可以尽情挑选自己喜欢而平时又抢不到的位子。我们坐在阳台，她要喝抹茶拿铁，所以我也

试了一杯。那是我第一次喝抹茶拿铁，对我来说有点甜。我记得我们就一直坐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夜景，聊着去英

国的事，聊着女孩儿之间的小八卦，聊着不可知的未来。店里员工慢慢收拾着打烊，还给我们送了一块蛋糕。

 

这是我对青春的记忆，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每当我路过西湖边的这家星巴克，都会回忆起这个场景。后来，我与

Babian先后回国，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是她婚礼唯一的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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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老师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Lindi Patel

2000年代初期，我生活在杭州。那时我常常在给学生上完一整天的音乐课之

后来到星巴克休息、放松。有一天，我正在星巴克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听到有人

在吧台前大声在讲英文。我一抬头，看到一个中年女子和她身后的一群孩子，正

在吧台前用礼貌却明显带着美国口音的英文试着要点咖啡。看到她需要帮助，

我就放下了手里的书，走到吧台做起了她的翻译。虽然那时我的中文并不流利，

但因为我常去星巴克，所以点杯咖啡还是没问题的。我记得帮她翻译完之后，还

和她聊了会儿天。出于感激，那个女子送了两张《音乐之声》的门票给我。那时我

才知道，原来那些美国孩子是来杭州参加这出音乐剧演出的演员，而那个女子

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作为一名音乐老师，我尤其热爱音乐剧，但却从未看过

《音乐之声》的现场演出。所以，那次在星巴克的偶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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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
学生 中国香港

我第一次去星巴克是中学的一年暑假，在潍坊，喝了一杯黑咖啡。当时店里的咖

啡文化、咖啡氛围将我团团环抱，一进门就有一种深陷其中的沉浸感。

我曾经历过一个迷茫时期。后来，因为喜欢上了咖啡，于是开始主动汲取咖啡的

相关知识，并且体验到了许久不曾体验的对未知事物的渴求，也逐渐找回了生

活的状态。

星巴克既是当我疲惫的时候用熟悉感包围我的慰藉，又是不时带来惊喜和闪光

的不期而遇和撞个满怀的新意。它是我的“咖啡拐点”，让咖啡从单单一杯饮品，

变成咖啡背后的喜怒哀乐和故事。它出品的是咖啡和食物，但却意味着每一个

度过的日与夜，遇到的人和事，走过的路和沿途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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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tarbucks

Kiki
23岁 HR

星巴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在星爸爸兼职时，一天下午和晚上碰到了两位

同名同姓的顾客。他们俩的口味都一样，喜欢五个浓度的美式，一个喜欢全冰，

一个喜欢热，感觉很奇妙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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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tarbucks

Jenny Shen

2003年，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暑假，第一次独自离家的我只身前往北京参加新东方托福班的补习。 在王府井八月

的炙热艳阳下走得口干舌燥的时候，我被眼前一家绿色招牌的店铺吸引。虚起眼睛望进这间全透明玻璃框架，不

论是奇特的圆形商标还是穿着围裙的帅气男店员，都让门外满头大汗的我感到莫名的平静与清凉。

 

推门而入后迎来了男店员干干净净的笑脸，一番了解之后我点了一杯名叫“法布奇诺”的带冰冷饮，并且模仿着他

把惯常见过的卡布奇诺里的“卡”换成了“法”来念。我拿着“法布奇诺”往里走，发现藏在店铺略显昏暗的另一半

空间坐着一个衬衫发白的削瘦男孩子。他留着过眉的长头发，手指捏住一个小小的白色陶瓷杯，斯文地品尝着杯

中的热咖啡。而我，手中捧着生平第一次遇见的冰冻法布奇诺，贪婪地吮吸着巨大的吸管，嘴里充满着巧克力的香

味，眼睛却不自觉地瞟着对面的人——他在喝什么？为什么杯子那么小又那么精致？跟我喝的怎么这么不一样？他

怎么做到如此优雅？整个过程都如同欣赏一幅画作，看着似乎与我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心里冒出许多稀奇古

怪的问题。那一次偶然的闯入让当时稚嫩无比的我获得了第一次独自旅行的勇气。

 

后来，我到格拉斯哥念书，学校附近有一家小小的星巴克。初到异国的留学生胆怯地抬着头望了菜单许久，却依然

无法开口询问那些不同名字的饮品，只是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在深秋的十月点一杯属于夏日的法布奇诺。最后，我

在菜单的角落发现一款价格只有其他咖啡一半的英文，便指着那个连怎么念都不知道的字，努了努嘴示意店员我

要一杯。当店员将一个装着一点点浓缩咖啡的小小纸杯递给我时，我瞪大了眼睛双手接过，内心全是疑问号，反复

跟他确认，这是我点的吗？多年之后，我才把这一幕与北京那个小小的陶瓷杯联系在了一起——啊，这样一杯香气

扑鼻的espresso勾起了我多少美好的记忆。

80后 大学讲师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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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帅
搬砖 北京

搬家发现一个很早很早别人送的星巴克金属咖啡杯，已经落了厚厚的灰，想到送

杯子的人也已经在很久前断了联系，有些感伤，就像日语里说的“一期一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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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tarbucks

Suge
21岁 学生 山东

高三那年经常在北京的星巴克喝红茶拿铁，

所以北京对我来说是红茶拿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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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tarbucks

深圳Marcela

我的家在珠海，爸爸在深圳上班，几乎每周都要来回两地照顾我、妈妈和姥姥。

初中放长假时，妈妈会带着我去深圳看爸爸。每次在珠海九州港码头等待去深

圳蛇口的船时，妈妈都会陪我在星巴克买一杯焦糖玛奇朵，然后一起等船。那时

候的我总是开心的，有妈妈陪着，有温暖的咖啡，还有期盼着见到爸爸的兴奋与

快乐！对我来讲，星巴克代表着这些童年的回忆和美好的记忆。

我很喜欢星巴克的杯子和店里的氛围，每次排队买咖啡时都会看看旁边陈列的

杯子，特别是每个城市自己的纪念杯。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更别说陪爸爸妈

妈过节日。我的爸爸是个教授，父亲节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星巴克的杯子送给他

当作礼物，他十分喜欢，还到处跟别人炫耀。我想，每当他喝水喝茶的时候，看到

这个杯子，就能想起远方的我时刻都在想着他、惦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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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0个记忆的瞬间，

仅仅是星巴克之于无数个你和我的一小部分。

然而，它们像是棱镜中的50个点，

共同折射着星巴克的品牌使命——

激发并孕育人文精神，

每人，每杯，每个社区。

我们正是因为这个使命，

所以才成为这样的我们。

而这个使命亦不断激励着我们前进的每一天。

在这个属于你的奇妙而漫长的旅程中，

我们有幸相伴，

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愿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你共创更多美好，

继续咖啡不止——创造更多人与人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