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50周年纪念，MARIGOLD独具匠心，
与本报联合呈献前所未有的MARIGOLD DAWN炼
奶“咖啡强中强”活动，寻找新加坡最佳咖啡 ！

　　　　经过一个月的“咖啡鉴赏之旅”，结果终
于出炉。评审们按照气味、醇度、口感、奶香醇

度以及整体风味等标准，选出8强之最。
　　MARIGOLD炼奶是不少咖啡头手泡

出香醇南洋咖啡的秘诀之一，这也是8
强的共同选择。

文／吴睿明

　　其实最后8强各有所长，让我们在这
里一同回味这8家各具特色的咖啡店。

‘三兴茶室’
　　这间几代人传承下来的传
统咖啡店，数十年如一日的吸
引着远近的咖啡客。老板蓝耀
强（42岁）是在14年前从母
亲手中接过咖啡店，始终保留
了传统的冲泡咖啡方式。对于
跟咖啡密不可分的牛奶，他

最终锁定了MARIGOLD LADY 
GENERAL女将军全脂炼奶，
因为奶味够浓厚，而且入口顺
滑，跟自己的咖啡很配。投选
者程伟钦觉得它的咖啡味够浓
之余，还大赞在小贩中心喝咖
啡，让他有一份归属感。

★ # 0 1 - 4 3 ,  2 0 9 
Hougang Street 21

　　这里的6 8岁头手陈昭林从
13岁开始便向父亲学泡咖啡，
一 泡 超 过半 个 世 纪 。对于冲 泡
咖啡的秘诀，陈昭林表示，除了
咖啡粉要好之外，他也坚持选用
MARIGOLD DAWN炼奶。陈老
先生觉得MARIGOLD DAWN炼

奶口感顺滑。除了街坊老顾客等
死忠拥护者，就连外籍居民、游
客，也对陈老先生的传统咖啡一
喝倾心。评审之一，新明日报代表
陈娟容的评价为甜度适中，结合
香气和浓度，整体来说不失为一
杯好的咖啡。

★Blk 335 #02-152, Smith 
Street, Chinatown Complex 
Market（牛车水大厦2楼）

　　“早安南洋”在直落亚逸芳
林公园民众俱乐部旁，开业8年以
来，老板蔡广和（48岁）说，能获
得顾客认同，秘诀在于冲泡咖啡时
加入MARIGOLD DAWN炼奶，因
为其浓郁的奶香，丰富了咖啡的美
味。此外，他也加进MARIGOLD 

KING OF KINGS皇上皇全脂淡
奶，使口感更顺滑。除了口味正宗
的南洋咖啡之外，这里还售卖独特
的面包，譬如咖椰酱橘子Ciabatta
意大利面包，美食家林益民等评审
觉得在这里不仅能满足口福，还
可以感受一种属于南洋的风情。

‘早安南洋’★20 Upper Pickering 
Street, #01-01

‘咖啡快座’
　　这家有近80年历史的
咖啡摊位，现在由一对80
后的兄妹蔡逢捷（29岁）
和蔡逢惠（26岁）打理，
是第三代头手。他们冲泡咖

啡的技巧由父亲传授，使用
MARIGOLD DAWN炼奶泡
出来的咖啡是又香又浓，每
天 排 队 购 买 的 上 班 族 络 绎
不绝。

‘昇阳传统咖啡’
　　小小店铺设备齐全，少不了排列得整整齐齐的
MARIGOLD DAWN炼奶。夫妻档咖啡头手张少霖
和太太忆梅，冲泡出来的咖啡新鲜、香浓，附近的
上班族大都前来这里光顾。评审们觉得它在味道调
配方面做得不错，喝起来香中带甘，颇有风味。

‘旺咖啡’
　　1953年开业初期，只是武吉士转角处的一间店
铺。因为该地人气旺盛，所以老板把这家咖啡店命名
为“旺角”。职总富食客合作社于2010年接手。几
经易手，“旺咖啡”仍采用相同的配方泡咖啡。据业
务发展总监周俐妘介绍，集团还设研发中心，负责食
品味道的测试与控制。这里的咖啡加入MARIGOLD 
DAWN炼奶和较多淡奶，喝下去口感更滑。评审们都
称赞“旺咖啡”的南洋风味，从咖啡散发出的香气来
看，这里选用的咖啡粉应该是较上乘的。

★1 Hougang Street 91, Hougang 1 #01-22

　 　 这 家 原 址 有 百 年 历
史的咖啡店是名副其实的
老字号。现任老板云德盛
（65岁）在1992年买下
店铺后，不想让这家历史
悠久的传统海南咖啡店就
此消失，于是他留住服务
多年的咖啡头手，并翻新
店面，继续海南咖啡店的
经营文化。他坚持用上乘

咖 啡 豆 ， 用 好 的 牛 油 炒
咖啡，冲泡咖啡用的牛奶
也是优质的MARIGOLD 
LADY GENERAL女将军
全脂炼奶。评审时，福州
咖啡酒餐商公会主席洪宝
兴一试便知这里的咖啡豆
非一般，他指出：“老头
手泡咖啡较花心思，连杯
子的温度都有要求。”

　　于2007年由林荣南所创立的“南
洋老咖啡”，现已拥有9间店面，而在史
密斯街与桥南路交界处的咖啡店更是
成了新加坡咖啡大使。
　　对于咖啡有极致要求的“南洋老咖
啡”创办人林荣南，坚持非MARIGOLD 
DAWN炼奶不用。他说：“市面上其他
的牌子几乎都尝试过了，但始终还是觉
得MARIGOLD DAWN炼奶最符合我们
冲泡好咖啡的要求。”“南洋老咖啡”
有一套完整的冲泡系统，讲求真材实
料，咖啡豆现研磨现冲泡，头手也要掌
握恰当水温和时间，以及咖啡和牛奶或
糖的对比，MARIGOLD DAWN炼奶更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幕后功臣。
　　为让大家对传统咖啡有更深入的
认识，“南洋老咖啡”在店内设立新加
坡传统咖啡博物馆，并举办多项分享
与交流课程，让不同阶层的人士了解南
洋老咖啡的独特性与冲泡法，而从中爱
上它。
　　他也告诉大家一件趣事，那就是当
年咖啡店员工都穿没有口袋的裤子，目

★268 South Bridge Road

的是要阻止中饱私囊。
　　对于装盛咖啡的杯子也有讲
究，林荣南指出，咖啡一直都是用
青花厚边杯，因为保温功能较强。
　　“南洋老咖啡”保留了新加
坡咖啡的传统韵味，让评审们感
觉重现旧时咖啡好味道。当日评
审之一，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总务
程道润就认为：“这里泡的咖啡，
如同几十年前老头手泡的感觉一
样……”

‘大华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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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xwell Road #02-78
（厦门街熟食中心二楼）

南洋老咖啡最强

★50 Market St #02-33（马吉街熟食中心二楼）

‘Killiney Kopitiam’（基里尼咖啡店）

　　MARIGOLD DAWN炼奶可在
各超级市场、霸级市场与杂货店购
得，零售价$1。

评审最爱 

★67 Killiney Road

‘南洋老咖啡’

　　说起《刘三姐》，年轻一
代可能没印象，但对中年读者
来说，却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名
字。
　　当年电影《刘三姐》在本
地上映时，盛况空前。1962年
和1978两次放映，不包括半夜
场，总计276天，片期整整9个
月长。
　　本报副刊《日月明》专栏
作家周维介，在最新一期刊物
《怡和世纪》中就如此形容：

《刘三姐》有何吸睛魅力？对
今日的年轻一代，一则民间传
说，以山歌对斗为轴，演示乡
民与地主抗争的古老故事，竟
能在人们的情感海洋里掀起滔
天巨浪，是不可思议的事……
　　为何《刘三姐》在本地能
造成如此大的轰动？是谁让
《刘三姐》南来唱山歌？
　　本报从明日起分7期连载周
维介的这一篇专题报道，为读
者找回当年的美好回忆。

明 起 连 载
《新明》

《刘三姐》在狮城

陈莹纮 报道
yinghon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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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隆 摄影
　　女设计师结婚7年，膝下犹虚，一年内两
度接受人工受孕，其中一次还怀了双胞胎，
无奈两次都早产夭折。
　　今年35岁的陈芳凌，是一名绘图设计
师。她和工程师老公婚后一直想要生儿育
女，组织家庭，但试了7年都不果后，决定尝
试人工受孕，而两次共花了万元。
　　她告诉记者，2011年5月左右受孕成功，
怀了大儿子，她还开心地为胎儿取了“家
铭”这个名字。无奈，在怀孕第23周时，一
天吃晚餐吃到一半，羊水忽然破了。
　　她紧急送院后，医生说她的子宫颈开了3
公分，宝宝的脚已经滑了出来，水袋无法合
起来。
　　陈芳凌忆述，医生说婴儿第24周后出
生，生存几率比较高，但宝宝当时刚满23
周。
　　“宝宝出生后还有心跳，医生和护士赶
紧抢救。他的心跳从60多下降到40多，最后
只好放弃。我把他抱在怀里，看着他张口呼
吸。5到10分钟后，宝宝在我怀中过世。”
　　陈芳凌伤心欲绝，积极进补身子，夫妻
决定在去年6月份，再尝试人工受孕。
　　“我又成功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
　　鉴于之前曾流产，陈芳凌表示，有人认
为她是因为子宫颈太弱，为了防止悲剧再次
发生，她决定缝合子宫颈。
　　无奈，她怀双胞胎到21周时，羊水再次
破，这次两胎儿又是早产。
　　“他们大约长20公分，重500克，出世后
有呼吸的，可是因早产，生存几率非常低，
最终还是保不住。”

　　三亡儿的骨灰，同放一个骨灰位。
　　陈芳凌说，先后痛失三胎，每当思念
宝宝时，就会从手机看着他们出生时的照
片。
　　三胎儿保不住，先后火化，他们的骨
灰，安置在同一个骨灰位。

三亡儿同放
一个骨灰位

出书分享
边写边哭

要再孕
先检查

　　女设计师伤心之余，决定出书分享
经历，边写边哭，鼓励其他妈妈不要放
弃。
　　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的陈芳凌说，
她不想自己停留在消极点上，因此决定
出书，与他人分享经历。
　　她先后在今年2月和上个月，将两次
怀胎经历结集成两本书籍。
　“书籍出版后，很多朋友与陌生人都
联络我，有些甚至分享自己流产的经历
或介绍医生给我。”
　　陈芳凌将在下星期六下午3时，在旧
国会大厦艺术之家举办新书发表会。

女设计师心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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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早产夭折

鼓励人别放弃

医
生
：

　　妇产科医生建议，若要再怀孕应先做好
检查。
　　陈芳凌说，虽然两次怀孕宝宝都夭折，
但她和丈夫依然要再尝试，没有放弃。
　　鹰阁医药中心妇产专科兼妇女泌尿专科
顾问医生钟耀伦受访时说，陈芳凌的情况属
罕见，不过流产或羊水早破的原因有很多，
她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情况也有可能不同。
　　医生建议，再尝试受孕前，应照X光检
查子宫是否有异样，怀孕期间除了可服食安
胎药，怀孕6至8周时也应再检查子宫。

　　陈芳凌两次早产宝宝夭折，出书分享经历，鼓励其他妈
妈不要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