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也大受欢迎

我也要！

日本的点心真不错！

瞧，厉害
吧！

摄影／大崎 聪 采访·撰文／大津恭子
模特／ Reini·Peugeot、Michael·Osagai、Akutsu Kamino（以上 3 名从属 JUNES 公司）、
Moa、Haruki、Natsuki、Yuna

好吃、趣味、种类繁多、并且安全卫生！
从包装到口感，打造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休闲点心。
也许大家平时吃的时候并不会太留意，
但这小小的点心中却蕴含了日本食品特有的执著和创意。

好吃！

我还要，
行吗?

最喜
欢这个了！

好玩！

真棒！

What amazing Japanese swee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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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得让人
舍不得下口

就像真的一样！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样子真有趣！

POINT

真是不可
思议啊

左侧介绍的商品

打开
『OTOTO』，寻找
“幸
运河豚”！

幸运河豚

非常罕有，寻获者必有
好运相伴。

据 说『Kinoko no Yama』
的前身是『阿波罗』
。这么
说起来的话，好像是有点
似曾相识。

在从法国驶往荷兰的列车中，发生了

是推出了对自然与时令的重视和传统日

这么一件趣事。当我吃着『Kinoko no

式点心相当的，以纯天然材料为主题的

Yama（小蘑菇）
』的时候，突然感到好

糖果并广受欢迎。
『Kinoko no Yama』

像有人在看我。我抬起头，看着注视着

『Takenoko no Sato（小竹笋）
』
（明治）

我的孩子说“请不用客气”时，从旁边

『Koeda（小树枝）
』
『OTOTO』
（森永制

探出手来伸向『Kinoko no Yama』并向
我说“谢谢”的竟然是一旁坐着的母亲。

克服重重难关。以『Kinoko no Yama』

精致”
，孩子和母亲一边讨论着一边竟

为例，前后总共花费了 5 年左右的时间，

然还唱起歌来。小小的点心所缔造的幸

经过了不下数百次的实验才最终成功。

福场景让我心生感慨……。这件趣事让

而且，在其上市之初的 1975 年，块状

我感受到了日式点心的伟大。

或条状的巧克力还处在全盛时期，富有
新意的品名让『Kinoko no Yama』被视

但现代日式点心在这方面也丝毫不输前

为“异类”
。然而，
『Kinoko no Yama』

者。即使是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孩童

却在不知不觉间开创出了“趣味休闲巧

专享”的糖果，其精致程度都足以令人

克力食品”这样一个全新领域。

惊艳。

● OTOTO ●森永制果
http://www.morinaga.co.jp/
ototo/

今天，在厂商网站上甚至还出现了

像『Kinoko no Yama』这样以模拟实物

“Kinoko no Yama 小 子 ”
“Takenoko

形状来增加品尝时的乐趣便是日式点心

no Sato 兄弟”的形象。从点心中诞生

的特征之一。尽管薄饼或巧克力等难以

出卡通形象，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日

像日式点心的原料那样在颜色、形状上

本才会发生。

产生丰富的变化，但是日本食品企业还

● Takenoko no Sato ●明治
http://www.meiji.co.jp/sweets/
chocolate/kinotake/

但是，要制作如此精致的糖果，必须

“哇，是蘑菇诶！”
“这么小，竟然这么

传统日式糕点以其精美和精致而闻名，

07

果）都是其中的代表。

● Kinoko no Yama ●明治
http://www.meiji.co.jp/sweets/
chocolate/kinotake/

● Koeda ●森永制果
http://www.morinaga.co.jp/
ko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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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eets of Japan is terrible!!!!!
打开后竟然还有漂亮的包装纸

小包装非常漂亮！

POINT

以前从来
不知道！
！

在小包装上也下足了工夫
正面

糖果的包装精致程度无与伦比。漂亮

反面

小包装正反面的印刷也极
为精致。

美观的外包装自不待言，而且很多时候，

其大敌。为了防止由于光或氧化作用造

外包装里面的小包装同样精致非常。小

成的变色、变质等问题，采用遮光性高

包装正反两面的精美印刷正是日本风格

且具有高度抗氧化功能的包装材料进行

的体现。

包装是常规的做法。因此，脂肪含量高

采用小包装不仅可以防止剩余食品变

的甜饼『COUNTRY MA'AM』采用了镀

质，而且还便于少量随身携带，与他人

铝包装材料、
『Milky』采用了镀铝外包

分享也非常方便。虽然最近出现了对
“过

装 + 纸质小包装、而『Pop Candy』则

度包装”的批评之声，但这也充分体现

同时使用了透明包装材料。

了日本人的卫生观以及强烈的食品安全
意识。

在不经意间打开的『Milky』
中发现了四叶草！

三叶

草图案上面印有“Milky”

09

当然，上述包装材料所使用的印刷和
加工技术也比较特殊。为了更好地做好

比如『COUNTRY MA'AM』的小包装

品质管理，除了食品相关信息外，还要

即使用力捏也不会简单地破裂或开口。

随时收集包装材料及印刷技术等的相关

因为『COUNTRY MA'AM』的包装本身

信息，做到精益求精。另一方面，
“包装

就具有一定的厚度，而且采用了结实的

还有很多玩法”
（前述不二家的宣传资

材质。根据不二家的宣传资料，
“严格

料）
。

的品质管理确保其即使落入水中也绝对

每 10 袋『Milky』中有一个印有“幸运四

不会漏气”
。如此牢不可破的包装，打

叶草”
的标志。这是因为在印刷包装纸时，

开却又非常轻松方便，不得不说是个奇

在上千个的包装中有一个是印有四叶草

迹。

标志的。发现四叶草的孩子肯定会感到

右 侧 照 片 上 所 介 绍 的『COUNTRY

字样，而四叶草图案上印

MA'AM』
『Pop Candy』
『Milky』 都 是

的却是“Happy”字样。…

不二家的人气商品。三种商品的共同之

感觉一定会很有好运。

对于脂肪含量较高的食品，光和氧是

自己非常的幸运，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
点子。

处是都采用了小包装，但包装材料的组

■右侧所介绍的都是不二家的产品

成又各不相同，而这是有原因的。

http://www.fujiya-peko.co.jp/

不仅精美，
包装技术也
非常高超
©FUJIYA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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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打开包
装就是一件
赏心乐事！

打开后可重新盖紧的神奇包装盒

POINT

可非常轻松地打开包装！

03

旁边有斜向的内折线，可
以缩小开口。可更方便地
盖上盖子。

巧克力源
源不断地从小鸟
嘴中滚出

“开了要关”
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

盖上盖子
后外形也
很可爱

开口整洁，
取用方便

设有钩子以防
止合上的盖子
重新翘起。

相信大家早已发现，大多数日本生产

也着实让人瞠目结舌，数不胜数。作为

『Galbo』开封前后的包装形状会有所

的糖果的包装盒上都刻有齿孔线。可以

举例，
以上列举了 4 种长期热销的商品。

变化。通过缩小盒体的上部，可以方便

非常方便地沿着齿孔线将包装盒撕开。

11

左起第一个是『Pocky』的最新包装，

变形。
就这样，在高端包装技术的支持下，

■本页所介绍的商品

地盖上盖子，而且盖上盖子后的矮胖造

日本点心的品质管理更加轻松悠闲。这

● Pocky ／江崎格力高

小小的包装盒实在不能小看。

http://www.glico.co.jp/

非常方便，而且还不会撕破包装盒的其

只需一个动作就可瞬间打开盖子，而且

型也非常令人喜爱。
『Kinoko no Yama』

他面，即使小孩子也可以轻松地将包装

其切口呈现为优美的弧形，便于取出其

在沿着齿孔线从前向后撕开后，其本身

盒打开。而人们所不容易察觉到的是，

中的商品。

就成了盖子，简直是划时代的包装典

● ChocoBall ／森永制果

几乎所有的包装盒在撕开之后还可以重

『ChocoBall』的包装则会从 Kyoro（包

范。而且，通过将盖子边缘的形状与齿

http://www.morinaga.co.jp/

新合上。即使是点心盒，也不是一打开

装上印制的小鸟）的嘴中源源不断的滚

孔对齐，可以避免包装盒自然打开的情

就没用了的东西。在区区不足 100 日元

出巧克力球。开口只需一按即可合上。

况发生，实在是非常注重细节。

的小小包装盒上具备开、关两种不同体

孩子们打开 Kyoro 的嘴巴，将巧克力球

此外，单颗的巧克力整齐地排列在纸

验的，恐怕也只有日本的包装盒能够做

倒进嘴里，然后合上开口，然后再打开

盘上，既不会出现巧克力粘在纸盘上的

到。而且，开启方法的趣味性、多样性

……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情况，也不会因相互挤压而导致巧克力

巧克力的包装内大都有纸盘。可以保持每 1 粒
巧克力的形状完好。

● Galbo ／明治
● Kinoko no Yama ／明治
http://www.meiji.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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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KITTY
“Nakayoshi Bakery”总共８类
● re-ment
http://www.re-ment.co.jp/

吃完点心还有乐趣等着你

POINT

附赠有玩具哦！

梦寐以
求的面包屋
等着你！

04

即使大人也
会着迷的精
致玩具

下页中所示玩具的精美让人难以相信
这 只 是 点 心 的 附 赠 品。 照 片 上 的
『Nakayoshi Bakery』
单价每个 399 日元，
共有 8 种包装盒，全部集齐后可以完成

＊展示柜另售。
© '76,'79,'85,'88,'96,'01,'10
© 2010 RE-MENT

SANRIO CO.,LTD.

APPROVAL No.G510593

如 图 所 示 的 面 包 屋。 因 为 是“Hello
Kitty”系列玩具，因此对于 Kitty 迷来
说魅力无法抵挡。

共有“套圈蛇”
、
“积木游戏”
、
“小老鼠响板”等 10 种木制玩具，可以尽
享收集之乐。

● Asobi Glico
●江崎格力高
http://www.ezakiglico.net/asobiglico/

包装盒内装满了质感几可乱真的面包
和蛋糕等玩具。其中甚至还附有“30 分
钟后出炉”等还在烘烤的面包和收银机
及收银机内的仿真钱币，
“过家家”的游
戏因此而变得更加生动而真实，让无数

提到附赠玩具的糖果，日本人的脑中

1929 年（昭和 4 年）时，推出了在点

立刻就会浮现
『Glico（格力高）
』
的身影。

心包装外附带“玩具专用小包装”的产

不少家庭祖孙三代都是吃着『Glico』―

品。这种将点心包装与玩具专用小包装

是可以让孩子们真正体验变身乐趣的小

―不，应该说是玩着『Glico』的附赠玩

捆绑包装的罕见点心形态一直延续至

玩具。汉字形状的玩具稍作摆弄之后，

具长大的。

今。

就会变身为该汉字所代表的动物。这一

诞生于 1922 年（大正 11 年）的『Glico』

少女为之痴迷。
照片下方的『超级变身！变身文字 2』

玩具之所以如此精致，是因为销售方就

是为了帮助孩子茁壮成长，将营养素糖

有的是玩偶、有的是交通工具、有的是

原加入焦糖而开发出的便于食用的商

传统玩具、有的则是漫画角色或迷你图

品。当时的商品包装中就已经加入了精

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附赠的玩具也

万代的糖果事业部可说是日以继夜地在

美的卡片。在进入昭和年代
（1927 年～）

在不断地改变。

思索着糖果的附赠玩具方案。

后，开始在包装中加入纸工玩具或市售

目前销售中的最新商品『Asobi Glico』

是玩具制造商。
作为日本最富代表性的玩具制造商，

“希望藉由公司在合体、变形等机巧玩

●超级变身之变身
文字２
●万代
http://www.bandai.
co.jp/candy/

的小玩具加入包装，这就是附赠玩具的

附赠的是木制玩具系列。手感柔和、更

具方面的制造技术，为糖果的附赠玩具

起源。

有一丝暖意的“木材”可以唤起你我的

带来惊喜，给孩子们带来乐趣”
（万代

浓浓乡愁，连成年人也非常喜爱。而且，

宣传资料）

（昭和 22 年）年后又重新恢复生产。因

虽然尺寸小巧，但做工却非常精巧，是

有“变身狼”
、
“变身牛”
、
“变身龟”等

汉 字 玩 具 １ 个， 苏

为当时日本社会深受物资短缺之苦，因

真的可以拿来赏玩的。有许多父母和祖

共计 6 种类型，每个类型又分为四种颜

打 味 口 香 糖 1 个。

此附赠品以蜡笔、橡皮擦、粉笔等学习

父母都会为孩子们选择 Asobi Glico。其

色。售价仅仅 105 日元，其性价比之高

用品为主，同样也大受欢迎。

受众广不负老字号之名。

令人称奇。

虽然一度曾因战争而停产，但在 1947

13

玩具小包装中的玩具有的有男女之分、

汉字变身
为立体的
生物！

共 计 6 类， 更 有 金
属质感贴纸升级版，
更具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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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北海道

● Giant Pocky Yubari meron
（夕张甜瓜味）／江崎格力高

邂逅未知的美味，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POINT

更有地区限定商品
！
地方限定品がある！

日本人难以抗拒对“限量版”的痴迷，

千种限量版点心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地

在点心的世界中亦是如此。大量的糖果

区限定的点心具有一定的地区风味。北

制造商推出了许许多多的地区限定、季

海道的夕张甜瓜味和乳酪味、东北地区

节限定的糖果，以满足日本人对限量版

山形的樱桃味、信州的葡萄味 & 苹果味、

无休止的追求。

关西的人气酱汁味、九州的明太子味和

其中还融入了日本独特的“伴手礼”文

紫薯味，冲绳的热带水果味和黑糖味等

化。大部分日本人会在旅游目的地为家

等都是地区风味的代表，并且非常适合

人、同事及朋友或自己选购伴手礼。其

加工成风味点心。

中，价格适中、便于携带又受大家喜爱

当你去到机场、站台或是百货店等的

的就是点心了。而且，如果是知名点心

伴手礼柜台，你还将会发现许许多多前

的
“限量版”
的话，
那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所未知的风味点心，请尽情发掘吧。

本页中所介绍的限量版点心仅仅是数

中部地区

● Tittyana Pretz Nozawana
（雪菜味）／江崎格力高

东北地区

● Pack'n-cho Blue berry aji
（蓝莓味）（仅限长野县）／
森永制果

● Hi-Chew Sakuranbo
（樱桃味）
／森永制果
● Giant Pretz Gyuutan
（牛舌味）
／江崎格力高

九州地区

● COUNTRY MA'AM
（Kyuusyu Murasaki Imo（九州紫芋味））／
不二家
● Jyagaliko Mintaiko Aji
（明太子味）／ calbee

发现地方特
有美味

关东地区

● COUNTRY MA'AM
（Totiotome（栃木县原产草莓味））
／不二家

四国地区

● POM juice collon ／
江崎格力高

关西地区

● KAPPAEBISEN Doro Sourse Aji
（辣酱汁味）／ calbee
● Potato chips Kansai Dashi Jyouyu
（关西提味酱油味）／ calbee

冲绳地区

● Hi-SOFT 黑糖／森永制果
● Pack'n-cho Pineapple Aji（凤梨味）
／森永制果

＊截止 2011 年 3 月 1 日。
根据季节、状况的变化，商品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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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日本人也不知道的人气商品

快来申请参观工厂吧

远涉重洋、人气变样！

可以参观工厂！

POINT

在你的国家，
什么口味最
具人气呢？

真有趣。

森永美国人气王『Hi-Chew
Strawberry Aji（草莓味）
』
和 上 海 人 气 王『Hi-Chew
Grape Aji（葡萄味）
』
。

经常去印度尼西亚出差的朋友告诉我，
作 为 伴 手 礼，Bourbon『LU·MAND』

颇受香港人欢迎的
『Potato
chips Esunikan』
。在香港，
重口味的土豆片较受欢迎。

品龙头厂家 Calbee 针对国外休闲食品

脆的口味是非常少有的，甚至会有人会

的人气口味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这一

拜托下次再带些回来。

分析，美国的人气口味是烧烤味、酸奶

还有，在中国的高级百货商场等中销

油味、洋葱味及切德干酪味。新加坡人

售的不二家的『Home Pie』是 82 片金

喜欢辣味，热辣的口味最受欢迎。令人

色罐装商品，容量与日本国内的不同。

意外的是，在韩国，辣味商品的销量反

“不二家”
在中国有着
“独一无二”
的含意，

而不是很高，与日本一样，咸味商品最

因而受到欢迎，经常会用作结婚典礼的

具人气，其次是甜味和甜辣味。在泰国，

纪念品。

人气最高的不是辣味，而是淡盐味。

同样在中国，UHA 味觉糖推出了精品

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广东省虽然不

店战略，店中所销售的巧克力作为高级

喜太重的咸味，但一般还是喜欢较重口

商品而大受欢迎。

味的商品。

世界上最具人气的糖果当属森永制果

地区不同，商品变样。如果在国外发

的『Hi-Chew』
。森永制果认为不仅在亚

现了当地版的日本点心的话，请一定要

洲，即使在西式糕点主场的欧洲，森永

尝试一下，也许你会为意外的口味所倾

制果的商品在味道、品质、柔软度方面

倒。

市场的核心战略商品。以酸奶味为基调
的水果软糖，柔软、逐渐溶化的口感确
实非常独特。味道方面也精心研制了可

的不二家的『Home Pie』
。
82 片、金色罐装。是馈赠
佳品。

进军海外市场已有一段时间的休闲食

最受欢迎。味道自不待言，据说那种爽

也有着很大的市场，并据此确定了海外

中国高级百货店等所经销

那么，国外的人气口味又有哪些呢？

乐味、布丁味等日本所未曾出现过的商
品。
如上所述，面向海外日本的点心有的
直接采用了日本国内商品，有的则是针

不知道您现在是否了解了日本点心的
人气秘密。

作工序的参观过程中，或许你会有意想
不到的发现，
会让您更加钟爱这些点心。

本次特辑所介绍的点心售价都在 100

需要提前进行申请。参观日期一般仅

日元左右，最贵的也不过 300 多日元。

限周六和周日、以及春假、暑假期间。

随时都能品尝到这样美味、有趣、安全

根据不同的时间段，申请人数可能会很

的点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多，请提前确认。
利用周末和家人一同来参观吧，这一

大部分点心厂家都会接受普通民众参
观这些点心的制作工序。包装及点心制

定会成为孩子们心中的甜蜜记忆。

接受参观的工厂（一例）
明治

●关东工厂（牛奶巧克力、Curl）
●东海工厂（牛奶巧克力、Curl）
●大阪工厂（Kinoko no Yama·Curl）
详细内容参见主页。
http://www.meiji.co.jp/corp/group/ja_office/

江崎格力高

● Glicopia 神户
http://www.glico.co.jp/glicopia_kobe/guide.htm

Calbee

●千岁工厂（Potato chips 制造工序）
＊因某些原因，暂时不接受
● Oishia 清原工厂（Cereal、休闲食品的包装工序）参观申请
●广岛工厂（Kappaebisen、休闲食品的制造工序）
http://www.calbee.co.jp/soudanshitsu/factory/
＊不同制造商及工厂的申请方法也各不相同。
＊请务必事先进行确认，如有必要，请事先提交申请。

对海外市场专门开发了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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