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你能讲，
我们就能听懂”

张悦是东北人， 去年 3 月
来上海工作前， 曾经是北京餐
饮业的北漂。 作为一个新上海
居民，她那一口“接地气”的东
北口音让人倍感亲切。 能说会
道的她也有些超出人们对熊爪
咖啡的认知预期———一个以聋
哑人咖啡师为主要工作者，饮
品风格“小清新”，王牌熊爪也

“萌萌哒”的咖啡品牌，究竟是
一支怎样的团队？

让张悦在分享中几次按捺
不住激动之情，差一点“喷麦”的
是熊爪咖啡杭州门店店长小林
的故事。 来汇讲坛前一晚，张悦
刚刚统计了熊爪在全国所有门
店的人员数据，聋哑人在员工中
的占比大约为 70%，但杭州店的
聋哑员工占比则有 100%，即 4 位
店员都是听障人士。

店长小林也是一位“无声店
长”。 今年 5 月 8 日，张悦前往杭
州面试新店员工。 当小林出现在

张悦面前时， 直到面试结束，张
悦也没发现小林和普通人具体
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好意思
直接问，就一直把他当作正常人
来接待。 ”4 天后小林入职，很快
熟悉起咖啡制作各个环节。

6 月 19 日，张悦再次前往杭
州店。 这一次，她的任务是要为
杭州店匹配一名店长。 当她问小
林“你觉得谁最适合当店长”时，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小林说“我
觉得我可以”。 事实上，包括熊爪
的创始人在内，公司管理层都觉
得小林很适合。 6 月 20 日，小林
成为代理店长；7 月 20 日， 小林
正式成为杭州店店长。 而今，他
带领着另外 3 名聋哑员工，将咖
啡店打理得井井有条。

小林的成长让张悦和其他
“正常”同事们都很有感触。 但让
她没想到的是，小林却说，改变
他、令他勇敢跨出这一步，积极
要求胜任店长的原因中，也有张
悦的功劳。

原来，刚进店时，小林总也
记不住黑咖啡是什么、加奶要加
多少、果咖又是什么。 一路磕磕

绊绊几天，小林有一次忍不住对
着前来巡店的张悦大哭，还问张
悦，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正常人”
都听不懂。 此时张悦却调侃了一
下自己， 当作例子来劝解小林：

“你看我们‘正常人’说话也都有
方言，我的东北话很多人听了也
会笑。 所以，只要你能讲，我们就
能听懂， 你就是正常的伙伴，是
一个正常人。 ”

在那之后，小林就像打了鸡
血，越做越好，直到“光速”荣升
店长。

“我能做什么”

熊爪咖啡武汉店位于 K11
商场，门店面积不大，因此储物
空间都设置在高处，就连冰箱也
是竖起来放置，不同于普通餐饮
商户常用的冰柜。

武汉店有一名店员小蔡 ，
1.28 米的身高较普通人稍显“迷
你”。 在来到熊爪工作前，小蔡在
当地一些娱乐场所做表演———
站在桌子上喝饮料， 让大家开
心，也让他自己有一份收入得以

生存。
面试时听了小蔡的故事，原

本担心他难以胜任武汉店工作
的面试官们立即决定录用他。 开
始上班后，小蔡先从最基本的技
术学起，冲泡咖啡、打奶、拉花，
了解咖啡豆的种类。 从学习中，
小蔡觉得自己得到了成长。 但距
离他能够真正上岗担任咖啡师，
还有一些差距。

“我能做什么”这个问题，
开始萦绕在小蔡心头。 此时，武
汉店的快闪店开业， 由于没有
上下水通道， 每天店里使用的
净水和流出的污水都需要人工
搬运。 小蔡主动要求胜任这一
工作， 并且坚决不让其他店员
过多“插手”。理由很纯粹，他觉
得这是目前自己唯一最能发挥
作用的地方， 希望自己真的能
帮到店里每一个人。

这让张悦想起了熊爪咖啡
上海人民广场店的聋人店长阿
肯。 看起来少言腼腆的他，其实
很“有梗”。 相互认识后，每一次
张悦到门店，阿肯都会做一杯自
己新研制出的咖啡请她“品鉴”，
顺带在杯子上画一只张悦的微
信名“小海狮”。 而只要店里不
忙，遇到熟悉的客人，阿肯都会
画上自己给对方的祝福。

这些日常工作中的碎片拼
贴起来后， 逐渐让张悦意识到，
虽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 这些
“特殊店员” 面对他人时会显得
腼腆、沉默，但实际上，他们每一
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团跳动的火
焰，愿意结交新朋友，会开友善
的玩笑，很有梗，也非常上进。

“太好了，咖啡店真的帮到
他们”

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永康
路首店试营业， 到如今在南京、
杭州、武汉等全国主要城市陆续
开出新店，熊爪咖啡的目标是至

少要在国内开设 100 家门店，向
“知名连锁品牌”转型，并且每家
店内的聋哑员工占比都要在
50%以上。

不出意外，今年年内熊爪还
将在上海的淮海中路、宝山等地
开设新店，哈尔滨、北京、深圳都
有相关商业载体提出合作意向。

“希望在这波疫情过去后， 新门
店尽快开业，让当地有工作需要
的残疾人士加入我们，帮助他们
实现人生价值。 ”张悦说。

“熊爪”聘用残障人士作为
咖啡师的模式是一条公益链，但
背后也有一条目前看来积极、正
向的商业逻辑：企业为残障人士
搭建舞台，提供学习、培训机会，
聋哑人咖啡师的薪资均以市面
上的咖啡师为标准制定，店长还
会有相应的股份。

而当人们了解到，“咖啡店
的工作真的有帮到聋哑人”，一
种最朴质、真诚的情感也会在此
迸发，吸引人们去关注、去支持
咖啡店，当然也会更积极地展开
监督，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份由公
益之心和商业创意构建起的“城
市温暖”， 能始终照亮这个稍显
浮躁和匆忙的社会，守护好人们
心中的那片柔软。

让张悦最难忘的是刚来上
海，在永康路门店担任外场志愿
者时经历的一些片段：有的顾客

“握爪”后，会递上一支自己准备
的玫瑰花；有人会送上自己写的
卡片，或是一个小礼物；有的人
写了一封长信塞在熊爪里，诉说
自己在失恋后如何被熊爪“治
愈”走出低谷；也有人带着自己
的宠物狗，前来跟熊爪组成“狗
熊”组合拍照……

包容、温暖、平视、幽默，这
些都是“熊爪”出现后，折射在上
海市民游客身上的高光时刻，也
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的上海所拥有的最
宝贵的软实力。 （据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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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咖啡 折射城市的温暖与包容

“我在这里收获很多，我喜
欢在这里做咖啡，让我从完全不
会的新手，到掌握了一些制作饮
品的技能。 ”在上海宝山路街道
邻里家的吾家咖啡，来自上海市
聋哑青年技术学校中职一年级
的秦雪飘比划着手语，分享着她
的欣喜之情。

这个暑期，在主打“静默咖
啡师”“残障公益” 的吾家咖啡，
陆续迎来了秦雪飘在内前来实
践学习的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
学生。 街道方面表示，希望通过
这一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
有所收获，也让社区更有温度。

给柠檬切片、 倒入气泡饮
料、放上冰块……上午 10 点多，
在宝山路街道邻里家的吾家咖
啡，秦雪飘正在和带教的静默咖
啡师 Sunny 学习制作着当季新

品柠檬气泡水，不多时，一杯“颜
值”颇高的饮品就亮相了。

提到三天以来的学习收获，
秦雪飘高兴地“如数家珍”———
从刚开始的“手感陌生”，到如今
可以独自制作冰拿铁、玫瑰花茶
等热卖饮品。 一开始由于听不见
店长说什么，她连简单的沟通都
很紧张。“但学姐总是会很细心
地帮我翻译，让我打消顾虑和紧
张，遇到听不懂的地方，都会很
热心帮助我们。 ”

尽管实践时间不长，但提到
在吾家咖啡的学习感受，秦雪飘
非常兴奋。 她表示，通过学习，让
就读工艺美术专业的她，对未来
也有了些规划，“这些制作饮品
的技能和当中所获得的灵感，也
可以用到我将来的设计作品当
中，今后可以做一些类似的融合

设计。 ”
说起带教学生，“静默咖啡

师”Sunny 也感受颇深。 她表示，
从去年 11 月份起， 她来到吾家
咖啡后，就陆续迎来了前来实训
的学生，这些与学生们交流的经
历，也常会给她灵感和启发。“教
同学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他们学得很快， 很有热情和活
力，我们也能一起进步。 ”

记者了解到，宝山路街道邻
里家的吾家咖啡自去年 8 月正
式运营以来，就始终传递着公益
和爱的理念。

在这里，手语点单指导牌放
在了醒目位置。 按照指导牌上的
图片引导，市民可以以手语形式

“告诉”咖啡师，然后下单，这样
特别温馨的方式，让顾客也被温
暖所感染。“他们很励志，能给人

很温暖的感觉。 ”前来点单的市
民李先生表示。

吾家咖啡的店长宾湘玉告
诉记者， 暑假期间截至 8 月 8
日，已经有四批次的学生来这里
学习，而这样的交流和学习过程
让店员和学生都有收获。

“聋青技（上海市聋哑青年
技术学校） 的学生特别好学，会
及时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疑惑和
收获，沟通是基本没有障碍的。 ”
同时，她表示，其实咖啡师不是
吾家咖啡提供给学生的唯一岗
位， 作为残障人士实训基地，会
根据学生特点设置合适岗位，让
更多人来吾家咖啡实训实习。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团委书记郁丽倩介绍，在静安区
团区委的牵头和宝山路街道的
支持帮助下，今年暑期，她带队

学生们来到了这一社会实践平
台，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 60 人
次前来。“希望这些十五六岁的
学生们能够丰富社会实践，多些
交流学习机会，学以致用。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跟着静默咖啡师学习，是很受学
生欢迎的实训项目。 我们也想给
这些特殊的孩子搭建好平台，通
过静默咖啡师的教授，他们与更
多人的交流，让学生们能够更好
地融入社会。 ”宝山路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沈柳介绍说，邻里家于
去年运行伊始，就设置了残障人
士实训基地， 包括了咖啡师、图
书管理员等多个岗位，目的就是
让更多残障人士来这里能掌握
到一技之长。 目前，已有多所学
校学生参与到各项实践当中。

（据微信公众号“上海静安”）

喝杯咖啡，学点手语 “静默咖啡师”的梦想正在起飞

上月， 北外滩来福士开业，人
们惊喜地发现此前引起诸

多关注的 “熊爪咖啡 HINICHIJOU”，
也进驻了这家上海滩的新 “网红商
场”。 1 个月后，熊爪咖啡在南京新百
中心再次开设新店。 此时， 距离 2020
年 11 月， 熊爪在上海永康路 68 号第
一次试运营，仅过去不到 9 个月。

8 月 14 日下午，徐汇区新一期“汇
讲坛”上，熊爪咖啡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张悦在这场主题为“遇见美好”的论坛
上， 一口气讲述了多个与熊爪咖啡有
关的人和事。在她的讲述中，人们对这
家去年冬天横空出世的“网红店”背后
的商业逻辑、公益抱负，或许会有不同
的认识。

上海永康路熊爪咖啡，市民带着宠物来与熊爪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