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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中国会让我们非常满意的。
中国消费者有去意大利的愿望
我们会在那里愉快地微笑着等待他们。
I believe China will give us great satisfaction and that Chinese 
consumer has the desire to visit Italy. We will be there waiting for 
them with pleasure and a smile.

我 相信中国会让我们非常满意的 例如 与
法国相比我们进入这个市场较晚 然而我认为意大利
生产商今天使用的方式非常有趣 因为与葡萄酒一起
我们也带来了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我敢说中国消费者
非常细心 要求也很高 所以意大利葡萄酒必须能够
满足这种好奇心和需求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
的生产商告诉我们的中国朋友它有多美 除了宝贵
的葡萄园遗产 我相信意大利葡萄酒从未像近年来那
样达到很高的质量 质量当然有高峰 但也没有低水
平 平均质量往往会越来越高 在所有这些方面 我
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非常高的价格竞争 我们以前
谈价格质量 我喜欢谈价值和价格 因为酒的背后不
仅有价格 还有那些每天生活在酒里的人的价值 有

家庭 有地区 有故事 我相信最好的目标是将葡萄
酒与美食 时尚 设计 环境和景观相结合 在这方
面意大利生产者一直做得很好 我相信意大利在中国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中国消费者有去意大利的
愿望 我们会在那里愉快地微笑着等待他们 很高兴
陪他们在我们的葡萄园里参观

AIS课程的一个基本方面与葡萄酒/食物组合有关 这
与中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习俗总是有冲突 中国有许
多不同种类的午餐或晚餐和许多菜肴 向我们的中国
朋友提议在餐桌上品尝更多的葡萄酒并品鉴不同的葡
萄酒 这是在试图克服这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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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名家专访

亲爱的意大利葡萄酒粉丝们 ，大
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AIS意
大利侍酒师协会主席安东内洛•马耶塔先
生  ，欢迎主席。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大家好

我们正处在意大利葡萄酒新一年的开始。
在我们身后的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我们可
否简要地回顾下过去并对未来进行下预测
呢？

对未来进行预测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 过去的
一年并不如意 但在所有情况下 有时消极的
方面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并倾向于对我们以前没
有想到的方面进行改善 采纳有用的建议总是
好的 我们已经采纳了许多建议 这些建议可
能会伴随我们 但在2021年的第一阶段这些建
议已经陪伴我们 谁知道还会陪伴我们多久
另外  我是意大利侍酒师协会的主席 也是一
个侍酒师 酒杯在我看来永远是半满的 从来
都不是半空的 所以总是需要抱有乐观的态
度 这是一个很好的积极信息 与葡萄酒的元
素很搭

您提到了AIS意大利侍酒师协会，这个协
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协会
之一。那么1965年7月7日AIS诞生的原因
是什么？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们正处于一个
全面的经济繁荣时期 意大利在经历了二十年
的改革发展之后才从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了出
来 那时餐饮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优质葡萄
酒也在不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一位专业人士来提供建议
推荐葡萄酒 我们的四位创始人意识到在培训
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机会 当时他们是先行者
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从葡萄酒服务的角度来
培训葡萄酒专家 有酿酒学家 也就是那些酿
酒的人 而不是那些推荐葡萄酒的人
此外 在意大利即使是在餐馆里 葡萄酒的清
单或某些参考资料也没有那么多 大量的散装
葡萄酒仍在销售 瓶装葡萄酒仍需加以描述和
推广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协会走过了许多的
路。AIS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组织结构如
何？与此同时它是否也有跨界元素呢？

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国家机构 意大利有20个
地区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当地机构 每个地
区内都有或多或少与一个省相对应的地方办事
处 这样的地区办事处大约有150个 这使我
们能够以毛细管方式出现在国家领土上 也因
为我们有大约4万名同事
因此 其目的不是为了与国外同行竞争而是为
了塑造一种培训风格 Ais有一条非常特殊的教
育道路 我们从欧洲来到了美国 两年后也来
到了中国 这些在国外的属地组织被称为AIS
俱乐部 可以看做是朋友和同事的聚会点 在
那里开放给每个人参加 不仅是葡萄酒专业人
士 即不仅是那些致力于服务 交流葡萄酒的
人而且是简单的葡萄酒爱好者

Ais的支柱是培训，它是如何演变的？如
果它改变了，将如何改变 AIS协会的构成
呢？
考虑到许多人正在接近和已经接近葡萄酒
世界，不仅是为了职业侍酒师而且是为了
激情，以便更好地了解葡萄酒的人们。

我们的培训课程同样适用于那些想从业余角度
接触葡萄酒世界的人作为一个爱好者的人以及

意大利起泡酒多种多样
且产量巨大，
和各式菜肴搭配得相得益彰

In Italy today we hold the palm of the bubbles 
that have the highest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with Prosecco, able to accompany many types of 
dishes.

安东内洛·马耶塔
Interview to Antonello Maietta

意大利侍酒师协会主席 

瓦伦蒂娜 VALENTINA TENAGLIA
WINECHANNEL 意酒频道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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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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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决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 培训课程完全一
样 你学习同样的科目 你在教室度过同样的
时间 同样的参观酒窖 同样的品鉴台 同样
的考试 所以完全一样 自然地 它改变了每
个人都想为所获得的培训提供的方法 形式当
然变了 因为语言变了 酒也变了

意大利葡萄酒直到几十年前才有了这个特点
这个风格 这个知名度 它需要专业人士更有
效地讲述 语言也发生了变化 今天它必须更
易于使用 有时人们会把侍酒师看作是那种说
话有点难理解 晦涩难懂 难以接近的人 然
而 今天我们能够拉近年轻人的距离 所以并
非是想象中的一个年老 思想陈旧 难以沟通
的人物形象
如今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对今
天代表我们成长最快的团队年轻人们 所以这
意味着一种可用的 即时的 有效的语言

主席之前提到了中国，这是我们意大利葡
萄酒交流的参照国。您如何看待我们的葡

需求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的生产商告
诉我们的中国朋友它有多美 除了宝贵的葡萄
园遗产 我相信意大利葡萄酒从未像近年来那
样达到很高的质量 质量当然有高峰 但也没
有低水平 平均质量往往会越来越高 在所有
这些方面 我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非常高的
价格竞争 我们以前谈价格质量 我喜欢谈价
值和价格 因为酒的背后不仅有价格 还有那
些每天生活在酒里的人的价值 有家庭 有地
区 有故事

我相信最好的目标是将葡萄酒与美食 时尚
设计 环境和景观相结合 在这方面意大利生
产者一直做得很好 我相信意大利在中国是一
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中国消费者有去意大利
的愿望 我们会在那里愉快地微笑着等待他
们 很高兴陪他们在我们的葡萄园里参观

AIS课程的一个基本方面与葡萄酒/食物组合有
关 这与中国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习俗总是有冲
突 中国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午餐或晚餐和许多
菜肴 向我们的中国朋友提议在餐桌上品尝更

萄酒、我们的产品在如此复杂但迷人的市
场的表现呢？

我相信中国会让我们非常满意的 例如 与法
国相比我们进入这个市场较晚 然而我认为意
大利生产商今天使用的方式非常有趣 因为与
葡萄酒一起我们也带来了意大利的生活方式
我敢说中国消费者非常细心 要求也很高
所以意大利葡萄酒必须能够满足这种好奇心和

我相信葡萄酒专业
人士  侍酒师的角色

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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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访

多的葡萄酒并品鉴不同的葡萄酒 这是在试图
克服这个障碍

为了克服文化差异，您有什么建议？

不巧的是我从来没有亲自到过中国 但中餐是
一种我非常喜欢的菜肴 米兰提供了很多品尝
的机会 当我去的时候 我看到事实上是这样
的 但让我们告诉自己 事实上 在意大利我
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与大多数菜肴相适应的
葡萄酒 我相信葡萄酒专业人士 侍酒师的角
色是最基本的 这种组合方法的好处在于它没
有提供一个僵硬的概念 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
白肉 但是它与菜肴的特点 结构 辛辣 苦
味 甜味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要研究菜肴的独特特性并将葡萄酒与
之结合起来 因此 这是一个有效的概念 在
地球上的每一个美食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和意大利葡萄酒搭配起来

这一期的《意酒邮报》我们给中国带来了

意大利起泡酒的知识。这些年来我们是如
何成长的  甚至和香槟相比？
我们要说的是并记住香槟酒仍然是一个里程
碑 对于 那 些想 消 费起 泡 酒 的人 来 说 这
是一个国际参照点 尤其是在瓶中陈酿的方
法 今天在意大利我们有世界上生产量最大
的Prosecco普洛赛克起泡酒 显然 这是另
一种生产方法 另一个地理区域 另一种葡
萄 因此很难进行比较 但今天它的产量约
为5亿瓶 是一个上升趋势 但我们也有许
多其他起泡酒 我很自豪地记得早在培里侬

Perignon 发明香槟配方的50年前 在马
尔凯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里一位名叫斯卡其
的 Scacchi 就起草了一份条约 讨论了使
葡萄酒产生气泡的方法 在意大利我们知道很
多.......
除了帕维亚波河流域 Oltrepò Pavese 馥
奇达 Franciacorta  特伦托 Trento 上
朗格 Altalanga 这些经典地区外 如今在
意大利的每个地区都有致力于酿造起泡酒的公
司 他们在当地的葡萄资源中发现了适合酿造

起泡的葡萄 因此 在我国起泡酒呈指数级增
长 同时也伴随着一种简单 随意 即时的饮
料 在这方面起泡酒有点像护照 一个阅读键
有时和不同类型的菜肴产生呼应 可搭配多种
菜肴

如果可以的话您准备带什么酒来中国和他
们一起庆祝中国新年？

我会带一个能让很多人满意的酒款 我会带上
prosecco普洛赛克 它可能更适合不同类型
的菜肴 也有香料或辛辣作为参考元素 普洛
赛克有这种天鹅绒般质感 不仅有非常微妙和
丰富的泡沫 而且入口很柔软 清洁味蕾 满
足味觉曲线 特别是在超干型 它有一个温和
的糖残留 可能伴随着味觉接近这些美味的类
型 在东方接近起泡酒有点困难 但这可能是
一种进入这类市场的工具
想象一下用长笛杯向我们的中国朋友敬酒 为
了他们的健康 请记住意大利和中国有着悠久的
友谊 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友谊

意大利侍酒师协会成立于1965年7月7日，
并得到州政府的法令1973年4月6日第539号。

主席：Antonello Maietta
成立日期：1965年7月7日，米兰

创始人：Jean Valenti，Gianfranco 
Botti，Ernesto Rossi，Leonardo Guerra

意大利会员：40,000
外国Ais俱乐部：32

指南：Vitae 2021
葡萄酒比赛：Tastev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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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project about wine aging

“阿尔图拉葡萄酒”项目: 

2000米海拔雪下陈酿, 

使葡萄酒恢复活力

“阿尔图拉葡萄酒”项目: 

2000米海拔雪下陈酿, 

使葡萄酒恢复活力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PH: Andrea Tomass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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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厚厚一层的洁白雪下 藏着一个意
想不到的酒窖 葡萄酒在漫长的几个严冬月份
里 都存放在其中 并经历着不同寻常的陈酿
过程
在 海 拔 两 千 米 的 意 大 利 大 萨 索 峰 G r a n 
Sasso 上 在阿布鲁佐的
亚平宁山脉上 进行着一项
名为“Vini d'Altura 阿尔
图拉葡萄酒 ”的项目 这
是一个由Pendeche公司领
导的高海拔陈酿葡萄酒的活
动

暂时忘了经典酒窖的形象
吧 忘掉酒窖里那些大小不
一的木桶 忘掉这些木桶里
承装的美酒 忘掉因为它的
陈酿 将自己的一部分传递给了曼妙的酒液
这个项目讲述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它讲述
的是山 海拔 岩石矿物和极端温度
“ 阿 尔 图 拉 葡 萄 酒 ” 是 布 鲁 诺 · 卡 皮 泰 拉

Bruno Carpitella 的一个想法 每年 在
第一场使意大利大萨索峰变白的雪来临前几
个小时 他都会和洛伦娜·卢西迪 Lorena 
Lucidi 一起 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数百
瓶葡萄酒运送到高山上 这些酒瓶被放在一

个秘密的地方 只有布鲁诺 洛伦娜 阿奎拉
Aquila 登山协会和赞助本项实验的阿布

鲁佐国家公园经营者知道 持续大约六到七个
月 直到解冻 这些酒瓶一直存放在移动式

源自琥珀或石榴石色调的葡萄

酒，这些典型的老年份葡萄酒，

开始回归年轻色调
马塞拉·佩斯 

MARCELLA PACE
AIS侍酒师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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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酒窖里 这些酒窖专门设计用来存放葡萄
酒 并保护它们免受外部环境的过度影响

“我18岁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主意 ”山地
专家布鲁诺·卡皮泰拉 Bruno Carpitella
说 “我过去常常把葡萄酒带到山上取乐

然后把它们放在那里 这样我就有借口在第

二年回去 长大后 我开始了解葡萄酒 以

及酿酒过程中的演变 我开始意识到冬天我

留在山里的葡萄酒发生了什么 所以 五年

前的一个游戏 一个仪式 变成了一个创业

的想法 ”

在这个2000米高的特殊容器里 在格兰萨索
和蒙蒂德拉加国家公园的中心 温度保持在
零度以下 持续至少6个月 湿度为100%
压力在700赫帕斯卡尔左右 “多年来 我
们一直在研究实现葡萄酒最佳转化的理想特
性 我们在山上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也找到
了最适合存放葡萄酒的容器 ”卡皮泰拉继
续解释道 “我们建造的移动酒庄具有保护

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葡萄酒免受阳光照射的功能 但同时允许酒瓶
与周围环境完全互换 与传统工艺相比 陈酿
发展的条件完全打破了模式 产生了一种对葡
萄酒有益的工艺 ”
第一个过程是从葡萄酒开始 回到山谷 在高
地上经过陈酿之后 是葡萄酒本身的复兴 “
高海拔地区的陈酿 ”卡皮泰拉阐述到 “诱
导葡萄酒中生活节奏的减缓 使葡萄酒保持更
长时间的年轻状态 品鉴在移动酒窖中度过岁
月的葡萄酒 会感受到其活力 这种年轻化从
颜色上便可以看出来了 源自琥珀或石榴石色
调的葡萄酒 这些典型的老年份葡萄酒 开始
回归年轻色调 ”

从感官的角度来看 这些差异也很明显 白葡
萄酒散发出美丽的柑橘清香 带有葡萄柚 柠
檬和柑橘的味道 红葡萄酒有强烈的香脂味和
浓郁的灌木丛气息 在起泡酒上 二氧化碳的
影响是可以感觉到的 甚至可以从视觉上缩小
气泡的大小 在这里 在高海拔的雪下停留之

后 查马法 metodo Charmat 几乎演绎
出了经典法 metodo Classico 的效果
还有环境方面 “由于与岩石的相互作用 葡
萄酒所依附的基底 ”布鲁诺解释说 “发生
陈酿的格兰萨索地区 存在石灰石 富含铁和
镁 它们在感官水平上干预了转化 我们的工
艺不会扭曲葡萄酒 但会放大其最初的特征
赋予其广度和优雅 ”
在2017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验中 大约两千
瓶葡萄酒被运送到雪地里 整个冬天都呆在雪
地里 如今 实验继续进行 从意大利北部到
南部挑选了80种葡萄酒

在阿尔图拉葡萄酒项目帮助下 葡萄酒成为了
迁移者 借用了意大利中部的田园传统 可以
对比联想到羊群季节性迁移的形象 在葡萄酒
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存在 “如
果羊在夏天去寻找最新鲜的草 ”卡皮泰拉
总结道 “我们就在冬天开始了葡萄酒的迁
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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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有和没有鹅管理的葡萄园生产的葡萄串

的形状和大小。

VITICOLTURE & ENOLOGY

葡萄种植与酿造

Here are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year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vineyard of an organic winery

在 农田中杂草的控制和每年的生产施肥操作中 如果操作不
当 可能不但经济方面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环境方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是
十分恶劣的 经典技术的替代解决方案是在葡萄园中养殖草食动物 这
些草食动物具有去除杂草和释放粪肥的作用 有助于控制杂草和葡萄园
土地的肥沃程度 此外 还可以从动物产品中获得额外的收入 鉴于全
球人口的增长 从目前的70亿人口到2050年有望达到约90-100亿 以及
对包括肉类在内的食物需求以及对土壤和环境的保护需求 大量的增加
耕地极为困难; 因此 世界上目前有的近1.5亿公顷的农田可以提供为放
牧的理想之地 避免了新土地的使用

鹅是一种草食性动物 也是一种需要放牧的动物 在许多农田中都被用
作“天然除草剂” 包括草莓 棉花 苗圃 果园和葡萄园 特别是在
美国 然而 在意大利 将动物用于“除草/施肥”的用途仍鲜为人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一方面存在许多潜在的优势 那么也可能会出现一
些问题 例如 对葡萄园的直接伤害 幼芽 幼叶和初形成的果实造成
营养过剩 和间接伤害 如果草食性动物过量或分布不均 可能不但无
法有效除草 反之过度放牧会压实土壤

此外 为了生产健康优质的肉类 必须注意使用植物保护产品 因为鹅
会摄取掉落在地面和农田上的化学物质 然而 也许最大的问题是要求

葡萄种植者同时也要兼备动物饲育者 也就是说 要接受一项新的职业
技能 不仅要学会如何育种 还要知道如何改造和销售新产品 当然
这是一个挑战 葡萄园的“天然除草剂”——鹅 可否成为今天人们逐
渐尊重的质量环境市场上的新产品 以下是一项为期多年的调查结果
旨在观察在意大利中部的葡萄园中养殖鹅的影响和问题

材料和方法
这项研究来自意大利坎纳拉市 佩鲁贾省境内 的有机农场的葡萄园
中 该葡萄园海拔约为250米属于大陆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13.8 C
年平均降雨量为864 毫米 研究地点的土壤来自河流和湖泊沉积物 具
有粘土质质地

葡萄园
使用的葡萄是由嫁接在Kober 5BB砧木上的特莱比亚诺·斯泊莱迪诺

Trebbiano Spoletino 葡萄品种 居由式 Guyot 的培育方式
种植距离为2.80×0.80 m 4.460株葡萄/公顷 位于意大利中部佩
鲁贾的坎纳拉市 Cannara 市 农田归属飞利浦酒庄 Cantina Di 

葡萄园里的杂草？  
由鹅来处理！

阿尔贝托·帕利奥蒂

ALBERTO PALLIOTTI
农业、食品与环境科学系

佩鲁贾大学（意大利）

切萨雷·卡斯特利尼

CESARE CASTELLINI

农业、食品与环境科学系

佩鲁贾大学（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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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 给鹅群提供额外的饲料 玉米40 大麦30 大豆30
其数量受控 约占自愿食用量的80 以避免过多食用而影响放牧

葡萄园附近的水箱随意提供水源

最后将葡萄园中饲养的鹅与以传统饲养方式的鹅的生产性能进行了比
较 在周期结束时 放牧鹅的日龄为160天 强化鹅的日龄为130天 被
屠宰 用来分析其肉质与肝脏中的铜元素含量 这些元素主要来自用于
葡萄抗孢子干预所使用的化学药剂

Filippo 在2020年的收成中 即已经连续5年在农田养殖鹅之后 评
估了其单位产量 葡萄的成分和活力 以及土壤和鹅肉的特征

培育
在葡萄园中放牧的鹅均属于Romagnola品种 负荷程度适中 每公
顷120只 白天 鹅被允许进入葡萄园 每行用金属网隔开 以方便放
牧 而晚上则需要安置在防掠食者的庇护棚中

VITICOLTURE & ENOLOGY

葡萄种植与酿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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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与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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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ICOLTURE & ENOLOGY

葡萄种植与酿造

实验数据

土壤
放牧的鹅平均每年提供53公斤/公顷的粪便 因此分别提供约69

82和44公斤/公顷的氮 磷和钾 除了略微缺钾外 基本与农
作物需要的土壤特性相吻合 关于鹅对土壤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
比 结果并没有显示有鹅放牧的葡萄园中总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
碳 CO 的富集

可用的总氮和磷含量也没有差异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草坪上存在
的草的生长力增强 另一方面是葡萄本身表现出了更大的活力和
生产力

关于微生物量 与对照组相比 在放牧的葡萄园的第一厘米土壤
中检测到了微生物C量的增加和微生物呼吸活性有一定程度的降
低
每公顷鹅的负载是合适的 不会对牧场和植被造成破坏

葡萄园
由于每株葡萄藤具有相同的葡萄数量 约9-10簇 在有鹅干预的
情况下葡萄产量明显增加 + 23 这是因为葡萄的平均重量
增加了 +0.21 g /葡萄 一簇 +45 g /束 表1 图1 每
串葡萄的参数数量不受影响 因此假定该设置是具有规律的过程
葡萄的技术成熟并未立刻发生重大变化 以至于糖 可滴定的酸度
和葡萄汁的pH值相当相似 而易被酵母吸收的氮 APA 在存在
氮的情况下显示出更高的价值 有鹅干预的葡萄田增加了+ 33

关于葡萄树的生长力 鹅的存在会导致总叶片面积 +0.55 
m2/株 和剪枝1年的木量 +90 g /株 略有增加 而营养和生产
都达到平衡 指数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变化 因为在关于有鹅的研究
中 两个活力参数的增加都伴随着葡萄单产的充分增加 在这两个
方面 这些指数表示良好的营养生产平衡和/或在相邻植物之间以
及在葡萄藤本身的各个器官之间建立了不太过度的营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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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食物选择的影响 EU FAIR CT98-3678 强调了如何将动物福利
视为动物来源产品安全性 质量和健康性的指标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欧盟指令已将农业企业的多功能性概念转向增强生物多样性 使动物能
够通过短供应链适应环境条件 生产和销售质量 在广泛的动物生产
有机和自由放养 中 其主要特征是对草的利用性 因为会对产品质量
和动物的健康有积极影响
葡萄树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对集约化耕作条件的改善 而且对牧场草质也
有改善 因为葡萄树会产生阴影 这一点对鹅也特别有用 特别是在夏
季 因为放牧时遭受高温会减缓生长

这项调查的结果表明 如果在轮作的牧场上管理得当 并带有适当的负
荷 鹅的养殖可以对杂草进行良好的控制 而不会对葡萄园和土壤造成
损害 消除了对额外肥料的需求并提高了产量以及葡萄品质的一些参
数 例如发酵过程中酵母的可利用氮 后者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因为它
能够控制发酵速度并对葡萄酒的芳香成分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 有必要
长期评估是否可能形成替代植物群 特别是不对鹅的胃口的植物 因此
有必偶尔通过机械干预 另外就是不应低估由鹅的产品 肉 蛋 肝
销售所带来的额外商业收入的可能性

因此 葡萄园中养殖鹅可以代表经济-生态和解的一个例子 这可以把
每公顷的更高的生产率与更低的环境影响相结合 近年来 消费者在购
买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上表现出来的日益增长的意愿 和由于不可持
续的做法而导致成本上升的两方面趋势 为开发替代生产系统提供了机
会 最后 在餐桌上 鹅和葡萄酒都是绝佳的搭配

鹅的生产性能和肉质

正如预期的那样 与笼中的鹅相比 放牧的鹅生长缓慢 这是由于放牧
行为引起的 因为有了一定的锻炼和活动 消耗了部分食物能量 另外
不随意提供食物 所以促进了放牧的行为

比较体重相似的鹅 在田野里放牧160天的鹅和养殖130天的对照组的鹅
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比较 放牧鹅的饲料转化指数为6千克饲料 产生
1千克活重 略高于笼内养殖的5.3千克 胸部肉质重量和贮藏脂肪分部
相似 而放牧鹅的大腿肉与骨骼比例更好 这可能是由于放牧而增加了
运动所致的 从胸肉和腿肉相比 两组肉的化学特性 湿度 蛋白质
灰分和脂质过氧化作用 没有检验出明显的不同 唯一的显着差异是葡
萄园中鹅肉的脂肪含量较低 这也是由于放牧运动所致 另外葡萄园饲
养的鹅 抗氧化剂 -生育三烯酚 - - -生育酚和视黄醇 的含量较
高 而在肉的酸性方面 放牧导致含有较多不饱和酸的存在 特别是亚
麻酸 和较低的单不饱和度 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 这很重要 因为它
可以改善人类营养中被认为是与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关的n-3脂肪酸 唯
一的缺点是在葡萄园饲养的鹅肝中铜的含量增加 151 vs 92 ppm
但该含量仍明显低于毒性阈值 但必须仔细监控

结论和应用注意事项
在动物类产品生产过程中 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 动物福利和环境可持
续性是引起政府和舆论高度关注的话题 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对广泛关注
动物福利和环境影响耕作系统的兴趣 在欧盟的报告 消费者对动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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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mbol of stability and longevity, it represents the
union between earth and sky.

“壳”：乌龟形的地窖
Lunelli家族
的艺术杰作

“壳”：乌龟形的地窖
Lunelli家族
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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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宏 伟 的 铜 制 圆 顶 建 筑 令 人
联 想 起 海 龟 的 壳 我 们 面 对 的 建 筑 名 为
Carapace 壳 这是一件宏伟的艺术品
位于翁布里亚大区 Umbria 的贝瓦格纳

Bevagna 是世界上
第一座宜居雕塑 也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酒庄之一 这
便是百隆堡酒庄 Tenuta 
Castelbuono
这是一件艺术杰作 具有惊
人的象征性和标志性的力
量 完全融入环境 与周围
的青山和谐对话

“这里的风景让我想起了
我 出 生 的 蒙 特 费 尔 特 罗

Montefeltro 就像皮耶罗·德拉·弗朗
西斯卡 Piero della Francesca 在许多画作
中告诉我的那样 因此 我的干预不应扰乱葡

萄园遍布的山峦的甜美 而应使其与环境完美
融合 我想到了一个让人想起海龟的形状 海
龟象征着稳定和长寿 它的甲壳代表着地球和
天空的结合 ”这段评价出自阿纳尔多·波莫

多罗 Arnaldo Pomodoro 他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雕塑家之一
在 2 0 0 0 年 前 后 已 经 拥 有 特 伦 托 地 区

Trento 法拉利酒庄  Cantine Ferrari

“ 我想到了一个让人想起海龟的
形状，海龟象征着稳定和长寿，
它的甲壳代表着地球和天空的结
合。”

亚历山德拉·皮贝洛 
ALESSANDRA PIUBELLO

侍酒师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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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卢内利 Lunelli 家族 要求他设计百隆
堡酒庄的总部 卢内利家族于2001年在翁布
里亚的贝瓦格纳 Bevagna 和蒙特法尔科

Montefalco 村镇之间购买了30公顷的土
地 用于生产当地最重要的本土葡萄酒萨格
兰蒂诺 Sagrantino
2005年 雕塑与建筑的边界出现了一个挑
战 事实上 百隆堡酒庄的“壳”是世界上
第一个可居住的雕塑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装
饰性和自我参照性的审美对象 而是一个颇
具功能性的结构雕塑建筑 这是一座可投入
生产工作的建筑 它完成了葡萄转化为葡萄
酒的整个周期 以及下一阶段瓶中陈酿的过
程
完成这项工程花了六年的时间 是一项以阿
纳尔多·波莫多罗 Arnaldo Pomodoro
的敏感性为指导的真正文艺复兴研讨会的工
作 在技术方面由建筑师乔治·佩德罗蒂

Giorgio Pedrotti 的专业精神为指导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之故事

情感在这里永远不会结束 “壳”的美丽和宏
伟令人赞不绝口 我们仍然对这件艺术作品着
迷 一眼望去 它呈现出一个覆盖着铜的半球
状外观 上面刻着深深的裂缝 这让人想起了
大地的凹槽 海龟似乎是从大地的中心出现
的 它的外壳是按照阿纳尔多·波莫多罗的灵
感设计的 椭圆穹顶由一个大的中央拱门和两
组六个半边拱门组成 就像它们是海龟的腿一
样 把海龟从地上托起
从外面是看不到这个庞然大物的肚皮的 两千
一千八百平方米 其中有六百平米的区域用于
酿酒 陈酿和葡萄酒储藏 这是一个完全封闭
的空间 为葡萄酒生产过程提供理想的光线和
温度条件

当你走进这个独特的地方 你就会体验到奇
妙 走下楼梯 看到巨大海龟肚子里的橡木桶
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美的热情引起着人们的共
鸣
如果你认为你找不到百隆堡酒庄 在群山之中
迷失了方向 那就沿着另一座雕塑走 这座雕
塑离“壳”只有几米远 这是一个卡在地上
的“红色飞镖” 它的任务是从远处发出工作
信号 18米高 正是因为它的大小和颜色 它
花了很长时间才获得负责保护景观的当局的授
权
一个红色的箭头 在远处清晰可见 以突出这
件艺术品的美丽 绝对值得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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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re the data that emerged from the study by the 
Wine Observatory of the Unione Italiana Vini with 
Ismea.

朱利奥·索玛 Giulio Somma - 意大利葡萄酒邮报主编

作者: Carlo Flamini and Fabio Ciarla

意大利仍是起泡酒
世界的主角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意大利仍是起泡酒
世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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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意大利起泡酒的多样性和横向沟通能力 能够吸引大批消
费者 继续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角 以下是意大利葡萄酒联盟与Ismea
联合会葡萄酒观察站的研究得出的数据

假期期间的起泡酒消费量数据与去年同期一致 全球售出约2.73亿瓶意
大利起泡酒 比2019年增长1.3
国内气泡酒情况

起泡酒的偏爱得到了更新和增强 意大利境内有350万瓶为进口起泡
酒 加上7400万意大利本土产品 消费量刚好超过7700万 总体而
言 节假日期间消费量少于2019年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进口起泡酒

-12.5
国际起泡酒情况
从年度总量来看 意大利葡萄酒联盟与Ismea联合会的分析大致确认了
2019年的数量 2020年意大利起泡酒的总产量约为7.76亿瓶 出口率超
过73 而今年 意大利起泡酒在外国市场上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 所
以期望甚高

与起泡酒产区的主要协会的管理人员迅速取得了意见 从中期来看 这
种情况似乎仍然在控制内 尤其是 最近才提出的重要创新用途 即广
泛 横向的命名方式 因为为数不多 所以它不记录预计的损失内

这些创新是普洛赛克Doc的桃红起泡酒和阿斯蒂Docg的Brut Extra 
Brut和PasDosé 第一个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第二个刚
刚推出但已经引起了消费者极大的兴趣 然而 对于2020年另一个值
得一提的是 各个销售渠道分配量也有了新的数据 然而 仍需要不断
前行 消费者也仍在继续寻找其他类型的起泡酒和非软木塞封瓶的起泡
酒
各起泡酒保护协会总结

意大利葡萄酒联盟秘书长Paolo Castelletti表示：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意大利境内和
国外的销售数据归因于意大利起泡酒
种类繁多，并能够应对更大的市场弹
性”。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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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CO DOC 普洛赛克

普洛赛克Prosecco Doc这一年取得了积极
的成绩 新颖的桃红起泡酒也得到了空前的
成功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 正如普洛赛克Doc起泡酒保护协会的总
监Luca Giavi解释的那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一年 就总体而言 与2019年同期相比
我们的销售额获得了+ 1.6 的增益 再到
产品类型 几乎已经全部售出 所以对我们
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 去年下半年开
始 这种趋势也得到了显著的扩大 这要归
功于普洛赛克桃红起泡酒Prosecco Rosé
在不到两个月内就达到了1300万瓶 事实证
明 普洛赛克桃红起泡酒包含了极为重要的
信心和创新 这也增强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开拓新市场的信心 我们希望在短期内可以
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桃红起泡酒

ASTI DOCG 阿斯蒂

阿斯蒂葡萄酒保护协会和莫斯卡托阿斯蒂
Docg葡萄酒保护协会的总监Giacomo 
Pondini解释了意大利具有历史意义的起泡
酒 即阿斯蒂起泡酒Asti “从市场的角度
来看 我们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产品 我们收
到的数据告诉我们 与2019年相比 销售额
甚至增长了10 出口量无疑推动了莫斯卡
托阿斯蒂起泡酒的销售量 尤其是在美国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自
去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认真地管理产量 同
时我们也在市场上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我
们赋予了莫斯卡托葡萄完美的表现 我想没
有比阿斯蒂起泡酒更知名的芳香起泡酒了
当然 我们将必须建立起将来的知识产权
保护 传播和营销活动 让它进一步广为人
知 然后 从长远来看 每个消费者都会选
择他们更喜欢的产品 但在甜酒方面 我们
阿斯蒂的起泡酒独一无二

FRANCIACORTA DOCG 
弗朗奇亚科达

弗朗奇亚科达起泡酒保护协会的执行董事
Giuseppe Salvioni说 2020年像是一个过
山车之年 在国外方面 我们在瑞士 奥地
利 比利时的增长良好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
市场 增长是以往的两倍 但我们相信如今
的销量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这一年虽然
困难 但是结果却非常好 成功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 第一个是对质量和创新的关注 第
二个是对环境的尊重 我们是最尊崇有机生
产的代表 截止目前已经超过60 均为有机
生产 我还坚信持续不断的坚持 我们的生
产环境会更大有所为 在接下来的10年中
我们将专注于国外市场的开发 现在我们的
出口率为12 但是某些市场对我们弗朗奇
亚科达Franciacorta的质量和定位非常敏
感 这些将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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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CO DOCG 普罗赛克

普洛赛克科内利亚诺瓦尔多比亚德内普洛赛
克Conegliano Valdobbiadene Prosecco 
Docg保护协会的总裁Innocente Nardi对
此表示 由于我们旗下的酒庄和生产企业能
够对特定情况做出灵活的反应 因此我们已
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感谢所有消费者 这
另一方面巩固了我们命名保护产区的存在意
义 总体而言 我们共生产了大约9000万
瓶 达到了我们生产量的峰值 当然了 受
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19年对
我们的产区的认可 如今我们更致力于宣传
产区风土 旨在通过巩固对该协会作为文化
感知来促进长波效应 最后 除了研究环境
可持续性的概念外 我们还有责任和目标
从绿色经济向绿色社会转变 将土地和风土
统一起来

TRENTO DOC 特兰托

该协会的Trentodoc Enrico Zanoni总裁
说 “我们的销售额保持着持续的增长趋
势 在收尾工作期间 Horeca渠道的销售急
剧下降 Horeca渠道是一个选择性的销售渠
道 特别是针对中小型酒庄 着眼于未来
我们绝对相信 从中长期来看 我们的增长
趋势将继续 这种信念基于两个因素 一方
面 我们保护协会在海外的声誉不断提高
这一点可以从饮酒指南和竞赛中获得了无数
的奖项来证明 另一方面 在意大利和海外
市场分销的增长空间 另外就是我们的酿酒
质量日益得到认可 信誉卓著 并且拥有真
正与众不同的生产空间 因为我们的产区在
高山上 这同时有助于我们应对全球变暖的
影响 从这一点上看也能保持绝对卓越的质
量 最后再加上有针对性的投资 我们会继
续努力使这些品质在最终消费者中得到更好
的认可

OLTREPÒ PAVESE
 奥尔特莱博帕维赛

葡萄酒保护协会的负责人Carlo Veronese
对外界公布道 “每个消费者都认可了我们
起泡酒的绝对质量 但是许多公司缺乏的是
直接与市场打交道的能力 简而言之 我们
相信 鉴于历史悠久的市场影响 把品牌与
他人的加工以及对市场的开放结合起来也很
重要 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了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同样在2020
年 我们旗下的酒庄都表现出来了良好适应
能力 例如许多酒庄都开启了自己的网购通
道 同时利用了靠近米兰市场的地理优势
从根本上解决了送货上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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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全球共出口900万
公升起泡酒 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8 与十年
前相比增长了近90

在2015年出现小幅震荡之后 该细分市场实现了
持续增长 平均每年增加50万升 而2019年则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超过670,000升

世界起泡酒市场表现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两个特征 目标市场的增长
和集中 如果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 能够在疫情后正常的经济时期
继续发挥作用 那足以证明起泡酒将不受其他行业的影响

2019年出口的起泡酒量共计为900万百升 每年+ 8 其
中 2014年至2019年间以Cagr 复合年增长率 衡量的增长率为
5 其中约60 在欧洲大陆 欧盟+欧洲其他地区 总共43个国
家  

起泡酒比较
在全球竞争的今天 普罗塞克起泡酒名列第一 全球起泡酒总流通量12亿瓶

2019年 普罗赛克占其中的30 而西班牙的卡瓦13% 法国的香槟占
12
阿斯蒂的差不多为4 另外1.43亿是普罗赛克和阿斯蒂以外的意大利起泡
酒特别是受命名产区保护的产品 减少约两千万件 其余的则分散在所有
其他国家/地区 包括其他西班牙起泡酒和法国 311万瓶  意大利超过10
亿瓶葡萄酒 占总数的46

2019年起泡酒出口量（按大陆划分） 2019年全球起泡酒进口量占比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资料来源：意大利葡萄酒联盟
（Unione Italiana Vini）葡萄酒观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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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三大起泡葡萄酒在国外的价值为45亿欧元（相

比2018年增加3亿欧元），总计6.67亿瓶（2018年为6.13

亿瓶）：一半为普罗塞克葡萄酒，其余均分于卡瓦酒和

香槟。

这些价值是如何在国外创造的？ 首先，受众群体截然不

同：最广泛的是产量最低的香槟（184个销售国家，较为

稳定），而产量最高的普罗塞克Prosecco位于中间，有

153个出口国家（相对稳定）。卡瓦Cava是目的地较少的

国家（仅出口144个国家），这表明出口到每个国家的平

均毛细作用更高

普罗塞克有10个二线市场（排名从第4到第13的国家中包

括德国，瑞士，瑞典，加拿大）表现出色，在二线市场

其他剩余国家中（荷兰，波罗的海地区，芬兰，日本）

表现同样优秀：2019年的年交易量和交易额增长超过20

％，而在主要市场中交易量则是20 以上 交易价值达
到16

世界起泡酒三巨头: 
普洛赛克PROSECCO, 卡瓦CAVA,  和香槟 CHAMPAGNE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Focus Asia 关注亚洲市场

我们来看看亚洲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市场 我们已经将其划分
为同质的区块 在进口的100万百升起泡酒中 其中一部分从新加坡再
出口 但主要是香槟 大约一半再出口到日本和韩国 尽管增速有所
放缓 但在2014-2019年度仍保持积极态势 增长了6 这要归功于与
欧盟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另有20 的出口目标是中东地区 在最近的五年中有所减少 这里的
主要涉及的国家是阿联酋 处于增长阶段 和卡塔尔 而卡塔尔却在减
少 排名第三的是以色列 占11 在最近有所下降 其余中东国家
完全没有进口葡萄酒
中国市场的部分-总共进口于6个国家-进口量不到18万百升 占17 的
份额 其中76 直接去向了北京 从长远来看 这是非常消极 而
2013-2018年度则增长了39
在东南亚出口总计13万公升 占亚洲总量的13 由于新加坡垄断了该
行业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负增长动力很大 从+ 9 到+ 1 而在
泰国也处于正在下降的趋势 但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却处于强势上升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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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受到2020年疫情的影响 但意大
利起泡酒的产量及销售却创了新高 其实如果
有关注中国进口葡萄酒市场 也不难看出意大
利起泡酒进口量每年都在递增 正在成为该国
一个非常重要出口产品
纵使2020年中国进口葡萄酒市场呈现出一个双
掉幅-量价齐掉 但值得庆幸的是 在电商平
台及直播带货销售模式的推动下 葡萄酒在电
商渠道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最值得庆幸的是有
更多的年轻九零后 零零后消费者开始进入市
场 这个信号也让意大利起泡酒的前景在中国

有一个更好的推手 如果能把握以下这几点
说不定意大利起泡酒可以在中国占有一个非常
好的地位

1借着‘小甜水’的破局打开市场
随着终端消费者的增加 会发现他们在选择葡
萄酒时 会更倾向于甜一些的酒 特别是在年
轻的消费者 女性的消费者身上非常明显 在
她们刚刚接触葡萄酒的这段时间内 微甜的葡
萄酒是她们最喜欢 最能接受的 而今年小甜
水在国内大卖 也证明了这一点 捉着“小
甜水”市场可能是打开意大利起泡酒未来的钥
匙

2酒协应加大在中国的推广力度
一直以来 意大利酒庄品牌在国内虽然有所推
广 但是 相对于啤酒烈酒的大品牌来说 宣
传的力度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九牛一毛 这和

意大利起泡酒在中国

市场的前景

萧俊文

IVAN SHIU
WINE+

Three strategies to make Italian sparkling wines popular

意大利酒协应该带头组
织协助这些酒庄加大推
广的力度，增加在国内
的影响力

意大利起泡酒在中国

市场的前景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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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酒庄以精品 小规模为准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 所以意大利酒协应该带头组织协助
这些酒庄加大推广的力度 增加在国内的影响
力 比如 可以在国内多举行一些酒会 同
时开启线上销售渠道 天猫 京东等 并且找
KOL直播 从而增加其知名度提高销售额

3结合网红民宿及餐厅 打造意大利气泡酒热
潮
一直以来 我都坚持认为不论是意大利酒协或
是酒庄要进入中国市场时 首先要找到进口商

2B 然后才能打开市场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
化 人们的消费理念也随之转变 网红店 网
红带货渐渐成为了被人们所接受的主流消费理
念 所以 2B 的传统经营方式可能已经不再
适用如今的市场 先从终端着手将成为主流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KOL网红推广 找到一个

合适的网红 就意味着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有
效曝光率 对品牌的影响力有着绝对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 我还建议意大利起泡酒协会可以
帮助酒庄与国内的网红民宿 餐厅合作 把“
带上一瓶意大利酒去旅行”的概念打出去 在
不同的民宿及饭店陈列 增加产品的曝光度
在终端客户面前进一步加深影响 提升影响
力 继而给进口商压力 加大进货量 这样才
能行之有效的扎根国内市场

总体而言 中国葡萄酒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
更多年轻人愿意消费葡萄酒的阶段 这将会让
我们从全球第五大的葡萄酒消费国 一跃而至
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葡萄酒消费国家 这段时间
内我们要尽快抢占市场 让终端消费者喜欢上
我们的葡萄酒 从而进口商 经销商才会入手
更多的这款葡萄酒 毕竟好卖才是最重要的

MARKET ANALYSIS

市场分析

意大利起泡酒协会可以
帮助酒庄与国内的网红

民宿、餐厅合作，
把“带上一瓶意大利酒
去旅行”的概念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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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泡葡萄酒是一种非凡的现象 它能
给世界上最著名的酒精饮料带来新的生命 并
使它比以前更加迷人 这要归功于其别致的外
观和迷人的色泽

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 起泡酒可以看做是一
种葡萄酒 甚至是不同年份的葡萄酒的混合

cuvée 这要归功于二次发酵技术 从中
可以得到“泡泡” 也就是二氧化碳气泡 它
能产生我们提到的神奇的视觉效果 以及这种
葡萄酒特有的清新 爽口和起泡的口感

关于起泡酒的历史其实很难追溯 我们可以做
出甚至非常接近可能现实的一个假设 谈到起
泡酒的存在时 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 古
希腊 埃及艳后时期 虽然得到此结论的缘由
只不过是三千多年前 圣经 中的一些段落
在任何情况下 最可靠的关于起泡酒诞生的假
设 仍然是因为葡萄酒存放地的温度达到了较
高的温度 适宜于葡萄酒中的酵母和残糖自然
地进行再发酵
目前 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一个酒窖僧侣的故
事 也就是唐•皮埃尔•培里侬 dom Pierre 
Pérignon 他是马恩省 Marne 圣皮埃
尔·德豪特维尔本笃会修道院 Saint-Pierre 
d'Hautvillers 的院长 也是当时葡萄酒种植
的伟大鉴赏家 他在16世纪70年代不经意间发
现 在同一瓶酒中自然而然地进行二次发酵
一种静态葡萄酒便会产生气泡
虽然这是一种举世公认的说法 但被许多人谨

深入了解起泡酒的历

史和酿造方法
Bubbles, what a long story: from Cleopatra to Dom Perignon, 
a journey into the genesis of sparkling wine

找到谁有意识地发明了
起泡酒很困难，可以做
出假设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侍酒师

深入了解起泡酒的历

史和酿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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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认为是一种传说 因为从未找到僧侣关于
这个过程的著作或笔记 而他的同胞则理所当
然地认为这是聪明直觉的产物 自然地声称是
法国人发明了起泡酒
然而 一位来自法布里亚诺 Fabriano 的名
为弗朗西斯科•斯卡其 Francisci Scacchi
的医生 他的经历可能会令你我改变起泡酒历
史的看法 法布里亚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
镇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早期的安科纳
省 Ancona 坐落在意大利中部的马尔凯

Marche 大区

事实上 在僧侣培里侬的实验前半个世纪
斯卡其写了一本书 DE SALVBRI POTV 
DISSERTATIO 关于健康饮酒的述作 在
其中一章中 他详细描述了如何使静态葡萄
酒变“辛辣 piccante ”的过程 “辛辣

piccante ”是当时用来定义起泡酒的术
语 因此 如果僧侣唐•皮埃尔•培里侬确实有

能力 首先生产出连续生产的瓶中二次发酵起
泡酒 如果我们还想借助机会和一撮运气 而
且这也是事实 那么我们可以说 斯卡其医生
是第一个制定和书面提出瓶中二次发酵酿造起
泡酒方法的人
当然 这一过程肯定不能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相比 从糖蜜和葡萄开始 当时酿造的起泡酒
都是甜型的 而且因为不同于其他葡萄酒的
内部压力 当时的酒瓶非常脆弱 经常会碎
裂 这个问题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没有解
决 后来要归功于霍尔顿 Holden 和科伦

Colen 他们申请了更为坚固的酒瓶生产
技术 对于起泡酒瓶塞来说 肯定也没有机会
利用今天的技术 没有金属笼来固定 只是拴
了根绳子在瓶颈上

最 基 本 的 发 现 也 是 由 化 学 家 拉 瓦 锡
Lavoisier 发现的 他在1776年意识到起

泡酒不过是碳酸的产物 但最重要的是微生物

马尔凯的医生是第一
个写起泡酒在瓶中第
二次发酵的酿造方法

的人

关于红酒
ABOUT WINE

1 2

35



学家路易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 他在
1859年意识到葡萄酒中的糖转化为酒精和二氧
化碳的过程是由酵母引起的
在意大利 起泡酒的诞生与一位著名企业家卡
洛·甘西亚 Carlo Gancia 的名字有关 他
于1850年决定在皮埃蒙特开始生产起泡酒 采
用当时的香槟法 méthode champenoise

现在称为古典法 metodo classico
事实上 酿造起泡酒有很多种方法 但最著名
和最常用的方法 基本上有三种 准确地说
是

经典法 metodo classico 在法国被称为
香槟法 méthode champenoise 这是
一种用于生产香槟和最好的干型起泡酒的酿酒
技术 这是一种瓶中再发酵技术 通常使用静
态白葡萄酒基酒 chardonnay霞多丽 pinot 
bianco白比诺 pinot grigio灰比诺 pinot 
nero黑比诺 这种酒通常已经度过了一个成
熟期 有时是由一系列基酒 cuvée 混合调
配而成的 这些基酒都是以前是经过仔细挑选
的精华

终产品 但更高品质的起泡酒也需要更长的时
间 最长可达九到十个月
这 一 酿 造 方 法 特 别 适 用 于 芳 香 型 起 泡
酒 莫 斯 卡 托 马 尔 瓦 西 亚 布 拉 凯
托 gewürztraminer琼瑶浆 因为它增强
了果香的特性 也适用于prosecco普洛赛
克 以及干型起泡酒 因为如果技艺娴熟
用这种方法可以产生极好的起泡酒 brut极干
型 extra-brut绝干型或dry干型

最后 古法 METODO ANCESTRALE 肯定
是今天使用的最古老的发酵方法 肯定是所有
起泡酒的前身 与任何其他方法相比 它是基
于绝对自然的方法
在过去的日子里 由于葡萄果皮中含有天然酵
母和酿造后残留的糖分 起泡酒是在瓶子里自
然而然创造出来的
人们认为这是在香槟和利穆克斯 Limoux
地区酿酒的方法 这得益于15世纪31年代奥
德省圣希莱尔修道院的一些本笃会僧侣的直
觉 使得利穆克斯起泡酒 La Blanquette de 
Limoux 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起泡酒

与经典法不同的是 查马法 Martinott i -

Charmat 不会在瓶中进行再发酵 基酒
moscato莫斯卡托 malvasia马尔瓦西

亚 brachetto布拉凯托 glera格雷拉等
被转入一个大的不锈钢发酵罐 高压灭菌釜
与酵母 糖和氮物质一同开始发酵过程 这项
技术大约需要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最

最著名的起泡酒的
生产方法有三种：

“经典法”，也叫
香槟法，是用于生产

香槟的酿酒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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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被轻轻压榨以保存果皮上的酵母 并在控
制的温度下放入不锈钢罐中
接下来 温度降低 直到打断发酵 当发酵停
止时 葡萄酒被装瓶 仍然存在的糖将足以在
不添加额外糖和酵母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发酵
一旦温度自然升高或人为升高 发酵将再次恢
复 产生酒精和二氧化碳  这种方法不能进行
除渣操作 所以在瓶子里总是有沉淀物 使它
有点浑浊 带有细腻和愉快的泡沫 果香和明

显的面包皮气味 这是因为酵母的存在

这种起泡酒的侍酒方式有两种

-慢慢地倒酒 尽量不要把它“弄晕”

-翻转瓶子 使尽可能多的悬浮液 酵母菌 循
环 只需将葡萄酒与“底部”混合 就可以最
大限度地增强葡萄酒的特性

图1 - Dom Perignon：在瓶中第二次
发酵的发明者

图 2 - 法兰西斯科卡奇（Francisco 
Scacchi）是第一个描述瓶装起泡酒
的酿造方法的人

图 3 - 卡洛·甘西亚（Carlo Gancia）
意大利第一个生产起泡酒的人

图 4 - 法国的pupitre的第二次发酵

图5 -查马法的高压灭菌器

关于红酒
ABOUT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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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大利是世界上原生葡萄品种最多的
国家 同时也是产量最大的国家

所以自然而然的当我们谈论起意大利葡萄酒的
时候 相信很多了解和熟悉的酒友们都会直
呼ABBC A: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B: Barolo; B: Brunello di Montalcino; C: 
Chianti 当然 一方面我们在肯定这些优质
葡萄酒的同时 另一方面也会思索意大利是否
有像法国香槟一样闻名于世的起泡酒呢 答案
是肯定的
意大利的起泡酒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梳理过

但 是 一 旦 被 问 及 总 还 是 能 细 数 出 来 几 个
的 诸如普洛赛克Prosecco 弗朗奇亚科达
Franciacorta之类 那么关于其产地分布等方
面的知识可能就了解甚少了

所以本文就来着重介绍一下意大利知名起泡酒
的产区分部及其气候特点 由于大多数葡萄品
种都可以生产出起泡酒的形式 严格意义上意
大利除卡拉布里亚大区Calabria外各个大区都
有自己的起泡酒 但这里主要针对意大利几个
知名起泡酒

丁瀚棋
LORENZO DING

葡萄酒学者

意大利起泡酒产区介绍
A journey through Northern Italy and its famous sparkling wines

意大利起泡酒产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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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TERRITORIES

首先阿斯蒂Asti DOCG原产地名称仅接受由100%的白色
莫斯卡托Moscato葡萄制成的起泡酒所使用 其生产区域
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大区皮埃蒙特的东部 且主要集中阿斯
蒂省 亚历山德里亚省与库尼奥省之间的区域 其中还包

括三个子区域分别是卡奈利Canelli 圣维托利亚·阿勒巴
Santa Vittoria d’Alba 斯特维Strevi

皮埃蒙特是意大利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其丘陵占30
平原占26 山占44 不同的种植区域 其气候也是

不同的 即使这些区域主要是大陆气候 但在白天和夜晚
之间具有相当明显的温度差 冬天往往很冷 而且很长

夏天在平原上则相当的炎热

皮埃蒙特拥有超过50,000公顷的葡萄园和超过300万升的葡
萄酒生产量

先说普洛赛克Prosecco DOC 它的生产区域位于意大利
的东北部 大致上是一些平坦地区和一些丘陵地区

横跨威尼托Veneto和弗留利威尼斯茱莉亚Friuli Venezia 
Giulia两个大区 生产区域包括以下省份和地区 贝卢诺
Belluno 戈里齐亚Gorizia 帕多瓦Padova 波代诺内

Pordenone 特雷维索Treviso 的里雅斯特Trieste 乌迪
内Udine 威尼斯Venezia和维琴察Vicenza 这些区域均

为温带气候 这归功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屏障作用 抵挡住
了寒冷的北方寒流 同时也受到亚得里亚海的影响 有着
充足的降雨 尤其是在夏季 从而降低炎炎夏季的温度

并为生长期提供了必要的水分

普罗塞克Prosecco的主要葡萄品种是格莱拉Glera 属
于半芳香型葡萄 另外可以混入本地的一些葡萄品种诸

如 比安切塔Bianchetta 佩雷拉Perera 韦尔迪索
Verdiso 长型格莱拉Glera lunga作为混酿 甚至包括一

些国际葡萄品种比如霞多丽Chardonnay 白比诺Pinot 
bianco 灰比诺Pinot grigio和黑比诺Pinot nero等 但作

为混酿葡萄品种的最大可添加量为15

第二个普洛赛克DOCG特别产区则是同样来自威尼托大
区特雷维索省Treviso的阿索洛Asolo地区 所以也就是阿
索洛普洛赛克Asolo-Prosecco DOCG 该地区位于多洛

米蒂山脉Dolomiti脚下 蒙特洛山Montello和阿索拉尼
Asolani丘陵中间 葡萄园位于海拔100至450米的高度位

置 该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春秋两季温和 夏季不是特别的
炎热 这归因于葡萄园斜坡向南 良好的暴露条件以及高

地的生长环境

阿斯蒂起泡酒Asti

普洛赛克Prosecco

发现产区

都灵
阿斯蒂

亚历山德里亚库尼奥

威尼斯

波尔德诺内

乌迪内

戈里齐亚

 的里雅斯特

39



特伦托DOC葡萄酒划定的生产区域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最
北部的特伦帝诺-上阿迪杰大区Trentino-Alto adige的特
伦托省Trento地区 这些地区包括瓦莱戴尔阿迪杰Valle 
dell’Adige 瓦莱迪辛布拉Valle di Cembra 瓦拉加里
纳Vallagarina 瓦莱萨尔卡山谷Valle del Sarca 瓦尔
苏加纳Valsugana和朱迪卡里山谷Valli Giudicarie
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地区共同形成了今天的特伦托起泡酒
DOC生产特区
该领土内约有800公顷的葡萄园 而且基本都种植在斜坡
上 最高处可延伸到海拔800米的地方

特伦托Trento DOC选用当地最适合酿制起泡酒的葡萄品
种 霞多丽Chardonnay 白比诺Pinot bianco 黑比诺
Pinot nero和莫耶尼比诺Pinot Meunier 用于生产特伦托
DOC起泡酒的葡萄收获通常比传统收获时间要早 目的是
确保糖和酸度之间的平衡 以获得优质的气泡酒

特伦蒂诺-上阿迪杰是意大利最北边的大区 与奥地利接
壤 整个大区几乎完全被山脉覆盖 只有两个自治省: 特伦
托和博尔扎诺 但由于它们之间有语言和行政的差别 所
以特伦蒂诺与上阿迪杰通常被视为两个不同的地区
地理位置和有利的天气状况使得该大区具有优秀的葡萄
酒 阿尔卑斯山保护着该产区免受来自北边的冷风的袭
击 并让来自南边的炎热潮湿的风进来
温暖气候 适量雨水 凉爽夜晚使上阿迪杰的葡萄酒有丰
富的果香和新鲜感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Lombardia境内 有一片非常小的地
区 在伊塞奥湖Iseo lake的南边靠近布雷西亚Brescia省的
地方 多年以来一直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珍贵的高
品质起泡酒 也被誉为意大利“香槟”的产区 那就是著
名的弗朗奇亚科达Franciacorta 这片产区历史悠久 拥
有古老的品种霞多丽chardonnay葡萄 其品质闻名于世
直至今日
由于坚韧和严肃的生产环境 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然而事实上 由于Franciacorta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
短命的法国” 所以对于弗朗奇亚科达的名字来源 有很
多种解释 其中最有趣的就是当时查理一世领地上的暴民
一直不满而高呼“法国人离开这里 这里的法国将是短命
的 ”所以后来查理曼大帝就起了一个“短命法国”这样
的名字 也就是今天的弗朗奇亚科达Franciacorta

该地区土壤本质上是由火山岩衍生而来的 但实际上它大
部分是由古代冰川在过去七十万年逐渐沉积形成的 这是

特伦托Trento DOC

弗朗奇亚科达
Franciaco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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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形 富含沙子和淤泥 其中还带有各种
形状 性质和颜色的石头 而且钙含量极其的高

另外从宏观上看 弗朗奇亚科达Franciacorta位于波河
谷Po river的最北端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中 并靠近伊塞

奥湖 因此产区属于为地中海气候 此外阿尔卑斯山在北
边构成了大西洋的屏障 而附近的伊塞奥湖还起到缓冲作
用 所以这款酒富有浓郁而干净的果香 令人心旷神怡

花香味也很显著 尤其是白色的花朵 并带有酵母的味
道 此外还带有干果的香气 比如榛子和杏仁 极为优

雅 在国际上的声誉也相当的高

因为这款起泡酒分为两个不同的评级 一个是普遍的奥尔
特雷波帕维斯Oltrepò Pavese DOC评级 其中包含各

种各样的起泡酒 品种繁多 既有白色起泡酒 也有红色
起泡酒 口味不一 另一个是经典传统方法酿制的起泡酒

Oltrepò Pavese Metodo Classico DOCG 为DOCG评
级 其主要使用黑比诺作为葡萄原料 但是这些都来自同

一产区 所以我们合并来讲解
奥尔特雷波帕维斯Oltrepò Pavese地区属于意大利亚平

宁带的一部分 该区域处于意大利西北部四个大区的交汇
点 伦巴第大区Lombardia 皮埃蒙特大区Piemonte

利古里亚大区Liguria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
Romagna 但实际上还是归属于伦巴第大区的帕维亚省
Pavia管辖 因此这里富含不同的文化 语言 传统和美

食 彼此之间却又融为一体
位于该产区的蒙特卡沃韦西格贾市Montecalvo Versiggia

和圣玛丽亚德拉韦尔萨Santa Maria della Versa市之间
丘陵地带 以及位于福图纳哥市Fortunago和罗卡苏塞拉

Rocca Susella市之间的区域是两片生产白色起泡酒的绝佳
产地 其土壤质地细密 多雨 温度较温和 昼夜温差较

大 属于200至550 米的中高海拔地区 这里酿造出来的起
泡酒丰富而复杂 其特征是带有花香 成熟水果的香气和

草本的香气 口感清爽 酸味宜人 结构良好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有关经典传统方法酿制的起泡酒

Oltrepò Pavese Metodo Classico DOCG在葡萄的配比
和用量上 有着严格的规定 首先 白色或者桃红色起泡
酒至少需要有70%的黑比诺葡萄 其他用来混酿的葡萄仅
为30% 其次 红色起泡酒的黑比诺葡萄占比至少需要达

到85%

以上就是意大利起泡酒产区介绍的所有内容 通过了解了
这些产区以后 可以对意大利各个起泡酒产区有一个基本
的认识 根据不同的地质 气候以及风土特点对起泡酒做
一个简单的划分 对未来无论是庆典 派对 还是品酒或

者配餐都会有不小的助益

奥尔特雷波帕维斯起泡
酒Oltrepò Pavese

DISCOVER TERRITORIES

发现产区

米兰

41



让我们从皮埃蒙特 Piemonte 这片
土地开始 正式开启对古老的意大利本土起泡
酒的探索之旅
170年前 就在阿斯蒂 Asti 卡洛•甘西亚

Carlo Gancia 在这里酿造
出了第一款意大利起泡酒 也就
是颇具历史的阿斯蒂•莫斯卡托

Moscato d'Asti DOCG 起
泡酒 酿造这种酒的特色品种是
芳香的莫斯卡托 Moscato

这种葡萄产自阿斯蒂丘陵 人
们推迟果实的采收时间 之后采
用马丁诺蒂-查马法 Martinotti-
Charmat 酿制而成
离开阿斯蒂市 我们去探索皮埃蒙特大区另外
两个别具特色的本土起泡酒产区 向西我们可
以探寻到佳维 Gavi 的领地  Gavi DOCG

是由古老的白葡萄品种柯蒂斯 Cortese 酿
造的酒款 在皮埃蒙特方言中 这种葡萄也被
称为“Corteis” 它在上世纪初因为根瘤蚜
而濒临灭绝的危险 但后来又被著名作家马里

奥·索尔达蒂 Mario Soldati 挽救 他在20
世纪50年代初为这种葡萄带回了光明 这是一
种长势非常有活力的葡萄藤 需要干燥的海拔
气候 因为它的果皮结构非常细腻

马克·西蒙内
MARCO SIMONI

AIS侍酒师

From Priè Blanc to Bombino bianco, passing through Erbamat and 
Lambrusco. All Italian regions have a classic sparlking wine to tell

纵览意大利本土起泡酒

白普里（Priè Blanc），
事实上它被认为是欧洲生
产地最高的白葡萄品种

纵览意大利本土起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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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地区的东部 在都灵省 Provincia di 
Torino 的卡鲁索市 Comune di Caluso

我们发现了一种具有独特名称的葡萄 即卡
鲁索•艾巴露切 Erbaluce di Caluso 它
构成了同名的DOCG 这种葡萄也有一个非常
微妙的结构 因此需要一个相当平衡的气候
以便能够充分展现其特色

柯蒂斯 Cortese 和艾巴露切 Erbaluce
主要采用“经典法 metodo classico ”进
行酿造 其酒款非常优雅和精致 从土壤中提
取的矿物感官特征更使其魅力值提升

离 开 皮 埃 蒙 特 但 仍 然 保 持 在 同 一 垂 直 地
理线往北走 在别致的奥斯塔山谷 Valle 
d’Aosta 我们发现另一个百年历史的意
大利白葡萄品种 白普里 Priè Blanc 它

是一种只在900至1200米海拔高度之间种植的
葡萄 生长在雄伟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多雪
的拉萨尔市 Comuni di La Salle 和莫盖克
斯市 Mogex 之间 事实上它被认为是欧洲
最高的白葡萄品种

在奥斯塔山谷DOC 内 白普里采用“经典
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使起泡葡萄酒的产量
非常有限 并且具有独特的特色 这种起泡酒
的特点是非常细腻的气泡和从花香到柑橘香的
非常广泛的芳香复杂性
我们现在来到伦巴第 Lombardia 这里出
产着一种超高品质的馥奇达 Franciacorta
起泡酒 和众多闪耀的法国起泡酒一样 它也
使用的是“古典法 metodo classico ”
但除了黑比诺 Pinot nero 白比诺 Pinot 
Bianco 和霞多丽 Chardonnay 之外

它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酿造品种 那便是
布雷西亚 Brescia 当地品种 即埃尔巴马特

Erbamat 这是一种最近才出现在大众视
野中并再次闪耀的品种 而且它只存在于25公
顷的区域耕地 但仍然符合馥奇达DOCG产区
规范
它的名字来源于葡萄果皮上特有的绿色光泽
由此可以在视觉上预测葡萄酒的感官特色 如
明显的酸度和“生长抗性” 因为即使在较温
暖和较长的收获期 它也能保持很强的酸度
这与通常在该地区用来酿造起泡酒的国际葡萄
不同

让 我 们 来 到 意 大 利 半 岛 的 东 北 部 在 威 尼
托 Veneto 在维罗纳省 Province di 
Verona 和维琴察省 Vicenza 之间的莱
西尼山脉 monti Lessini 仍然荒凉和未受污

AUTOCHTH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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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地区之间 我们发现了杜莱拉 Durella
这是另外一种本土且古老的传统意大利起

泡酒的酿造品种 这种葡萄酿造了被称为莱
西尼•杜莱罗 Lessini Durello DOC 的起泡
酒 它早在18世纪就已被种植 直到20世纪上
半叶 它被称为杜拉塞纳 Durasena 同
样 它和埃尔巴马特一样 主要是利用其特有
的高酸度 使它很快适应了“经典法”这样的
起泡酒酿造方法

顺着意大利半岛向南走 还可以相遇到其他的
意大利起泡酒瑰宝 艾米莉亚•罗马涅 Emilia 
Romagna 的土地 一直被认为是由本土
葡萄品种酿造的 乡村古老微起泡酒和查马
法 charmat 起泡酒的主要故乡之一 在
博洛尼亚的亚平宁山脉上 种植着的DOCG
经典的白葡萄品种皮诺莱托 Pignoletto

然 而 在 帕 尔 马 省 P a r m a 摩 德
纳 省 M o d e n a 和 雷 吉 奥 埃 米 利 亚 省

Reggio-Emilia 至少有六种兰布鲁斯科
Lambrusco 葡萄 这是一种历史非常久远

的品种 这种野生葡萄大家族主要是由红色品

种构成 但有时也会采用白葡萄品种
然 而 说 到 这种 葡 萄酒 我 们还 得 回 到和
伦巴第大区接壤的曼图亚省 Mantova

那里出产着同名的兰布鲁斯科·曼托瓦诺
Lambrusco Mantovano DOC起泡酒

款 甚至在古老的 神曲 著作中也曾提到过
这种酒

Pignoletto和Lambrusco这两个品种 都经常
使用被称为“古法 Metodo Ancestrale ”
的起泡酒酿造技术 这种方法只使用其本土酵
母和自身的糖 在瓶中进行再发酵工作

回到艾米莉亚 沿着海岸移动 特别是在费拉
拉省 Ferrara 在波河三角洲山谷 Valli 
del Delta del Po 的盐碱地之间 我们发现
了福塔纳 Fortana 这是一个诞生自伊特
鲁里亚时期的红葡萄品种 但在16世纪也受到
了跨阿尔卑斯山脉的影响

这种葡萄的感官特征与兰布鲁斯科葡萄非常
相似 但其独特的口味特征和从种植地土壤

它还有一种“独一
无二”的酿造品种,
那便是布雷西亚
(Brescia）当地品
种，即埃尔巴马特
(Erbamat）。这是
一种最近才出现在
大众视野中并再次
闪耀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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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二氧化碳气泡
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结束这趟旅程 也就是
说 在普利亚 Puglia 在靠北部的地区达
乌尼亚 Daunia 这个产区在最近几年甚
至被认为是意大利南部的小馥奇达地区 这里
使用本土品种白波比诺 Bombino Bianco
来酿造的起泡酒 这是一种沿海岸而生的葡萄
品种 虽然同属一个品种 但有很多不同的本
地名字

对于普利亚的当地品种来说 得益于一些当地
种植者的勇气 它已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适
合酿造起泡酒的特性 不论是查马法 还是
传统法 都可以酿造出优良品质的圣塞维罗

San Severo DOC 起泡酒 所有这一切使
我们能够开始给予该地区在起泡酒创新领域的
生产自主权

祝读者们生活愉快 生活中充满起泡酒 大家
可以和你们的马可·西蒙尼一起 前往古老的
意大利产区 进行下一次迷人的意大利美酒之
旅

中提取的咸味使其与众不同 因此它也一直被
称为“沙酒” 就像所有在费拉雷斯省唯一指
定产地的葡萄酒一样 这便是博斯科·埃利塞

DOC Bosco Eliceo 起泡酒
所有这些艾米莉亚起泡酒都与当地典型的油
腻菜肴完美结合 例如许多品种的风味肉食
和著名的科马乔菲拉雷斯海鳗 Ferrarese di 
Comacchio

沿着亚平宁山脉南面的山脊 正好在马尔凯
Marche 在海拔400-600米之间 我们发

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本土葡萄藤 它酿造了意大
利中部经典的起泡酒 即Vernaccia Nera di 
Serrapetrona 整个地区只有21公顷的土地种
植着这种红葡萄品种 而且几乎完全都位于塞
拉佩特罗纳市 Serrapetrona

这种葡萄主要使用“经典法”来酿造 遵循非
常特殊的生产工艺 也包括使用一部分风干葡
萄 然后将酒液与选定的酵母接触数月 形成
一种结构非常规整的起泡酒 带有浓烈的草本
和空灵的气息 并且充满了非常强烈 持久和

兰布鲁斯科
（Lambrusco）葡

萄，这是一种历史
非常久远的品种,

这种野生葡萄大家
族主要是由红色品
种构成，但有时也
会采用白葡萄品种

AUTOCHTH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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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莱拉葡萄品种 白普里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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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喜欢起泡酒的人 意大利现在渴
望被发现 并不再只是在特伦蒂诺 弗朗奇
亚科达和奥尔特莱博帕维赛 起泡酒的生产
已经成功地越过了红葡萄酒 这可以说是意
大利又一项巨大的成功 这些产区直到最近
几年才因其起泡酒的流行而闻名于世 200多
种起泡酒是70多个意大利酿酒师的热情和创
造的结果 其中在阿布鲁佐 Abruzzo
普利亚 Puglia 和西西里岛

Sicilia 三个地区的起泡酒脱
颖而出并获得认可 这些也并不
逊色那些知名的意大利起泡酒

现在就开启今天的旅程 我们将
穿越意大利 发现那些不寻常且
令人惊讶的起泡酒
旅程从特伦蒂诺 Trentino 开
始 特伦托霞多丽从没有让人
们失望过 这种酒甚至可以陈年10年以上 比
如Giulio Ferrari Riserva del Fondatore Extra 
Brut 2008就是一瓶代表的杰作 此外还有矿物
感无比和谐的Trento Riserva Madame Martis 
Brut 2009 di Maso Martis 经过了9年的陈

化 它可以完美融合黑皮诺的优雅 霞多丽的
芳香还有皮诺莫尼耶的柔软
现 在 离 开 特 伦 蒂 诺 经 过 伦 巴 第 大 区

Lombardia 就来到了弗朗奇亚科达的生
产区域   

总会兴奋地被一杯来自Ca’ del Bosco酒庄
的Franciacorta Riserva Cuvée Annamaria 

Clementi Dosage Zéro 2009所吸引 在味
蕾上 微妙的霞多丽 白皮诺和黑皮诺混合陈
酿达7年之久 弥漫着浓烈的香气 此外还有
已经收获5次葡萄且仅收获霞多丽这个品种的
Uberti酒庄 该酒庄的Franciacorta Quinque 

莫妮卡·迪·皮罗 
MONICA DI PILLO

侍酒师 & 记者

Tasting to discover the bubbling charm of Italy: from north to south

意大利的起泡酒：
从特伦蒂诺到西西里岛

200多种起泡酒是70多个意
大利酿酒师的热情和创造
的结果

意大利的起泡酒：
从特伦蒂诺到西西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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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TASTING

红酒品鉴

Extra Bru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简单一口小
酌 就能表达所有的记忆和独特性
让我们留在伦巴第这个美丽的大区 来到位
于奥尔特莱博帕维赛的Casteggio酒庄 去
年刚刚完成了他们丰收的第十个年头 他们
把黑皮诺誉为他们的缪斯女神 所酿造的起
泡酒也是“经典的传统方法” 每

瓶Te Blanc de Noir基本都保留酵母36个月
以上 于是造就了细腻而持久的香气 并带
有白色果肉的香气 例如桃子 以及淡淡的
花香 回味中还可以感受到干果和新鲜出炉
的面包香

到达威尼托大区 Veneto 后 不得不让我
们对杜雷洛 Durello 酒庄着迷 杜雷洛盛
产白色起泡酒 原产于维罗纳和维琴察之间
的石灰土质地区 其特点是精致鲜美 在品
尝的众多起泡酒中 杜雷洛经典方法Durello 
Metodo Classico Doc 36 Extra Brut Riserva 
Sacramundi脱颖而出 它的葡萄来自海拔
380米的葡萄园 在那里 微气候和热冲击
使葡萄得以最佳成熟 酵母经过36个月的发
酵 复杂和强烈的香气主宰着我们的味蕾

红色水果 草莓 樱桃 覆盆子的混合香气
口感柔滑 优雅 平衡
在普利亚大区 Puglia 的圣塞韦罗 有一
款使用蒙特普尔恰诺和黑皮诺来混酿的起泡
酒 使用的是白葡萄酒的酿造方法 这就是La 
Dama Forestiera 2013 di d’Araprì 酒庄真
正意义上的赋予了它生命 是因为酒庄采用“
自然”生产的方法 并在普利亚当地特制的大
酒桶中精酿五年
还是同样在普利亚大区 但在更南端 是一款
黑曼罗的经典之作Nel Noitre 2014 优雅的口
感 集中表达了当地上一年的风土和气候 与
2013年的Noitre有所不同 然而2003年和2007
年是近些年来气温较高的年份 所以这两个年
份的葡萄酒色彩和风味比其他的更加饱满

我们旅程的最后来到了无与伦比的西西里岛
当地的卡里坎特和霞多丽在那里创造了西西
里岛的白色起泡酒 传统方法酿造的Terre 
Siciliane Gaudensius Blanc de Blancs Brut 
di Firriato毫无疑问是埃特纳火山葡萄园中最经
典的一款酒 代表着意大利南部最热情好客的
特质

给人以全面的感官体验
现在沿着美丽的国家开始继续往南走 我们
的品尝之旅也会越来越有趣 在美丽的阿布
鲁佐大区 你一定会被那里优雅和持久的酒
香所吸引 那就是Marramiero Brut metodo 
Classico 一款霞多丽和黑比诺的巧妙结合
余味悠长 令人难以忘怀 精选的葡萄 以不
同的成熟阶段为特点 在同一个瓶子里熟化和
陈酿36个月 散发出浓烈的水果香味 带有明
显的面包香味

品尝过罗萨露拉Rosarubra酒庄的Khaos 
Ancestrale 用古法酿造 果粒浸渍于未过滤
的酒中 这是非凡的杰作 精致持久的香气
其特点是面包的酵母香 另外山楂花和柑橘类
水果的香气协调一致 在口感上 平衡 酸度
强劲 口感新鲜 是开胃酒 贝类以及奶酪和
白肉的理想起泡酒

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830 Cuveé Prestige 
Rosè Spumante Brut di Agriverde 这是一
瓶完全是有机的起泡酒 由阿布鲁佐的蒙特普
尔恰诺葡萄制成 并用意大利方法酿造 酒体
柔软 色泽明亮 漂亮的玫瑰色 香气中带有

图1 - Terre Siciliane 
Gaudensius Blanc de Blancs 
Brut di Firriato

图 2 - Giulio Ferrari Riserva 
del Fondatore Extra Brut 
2008

图 3 - Franciacorta Riserva 
Cuvée Annamaria Clementi 
Dosage Zéro 2009

图 4 - 罗萨露拉Rosarubra酒庄的
Khaos Ancestral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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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颇具争议
距离最终的结论还很遥远
无论如何 如果在葡萄酒中 除了葡萄酒的眼
泪 挂杯度以及芳香感的细微差别外 想要寻
找到与健康可能的联系 那么这种想法就不可
避免地让我们联想到红色葡萄酒 与精致的白
葡萄酒相比 红葡萄酒更具“
肌肉感” 因为它所含有的生
物活性物质种类更丰富 这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关联
性
另一方面 所谓酒神巴克斯带
来的多重有益特性归因于大多
数多酚化合物 其中许多已经
在细胞和动物模型中得到验
证 在红酒中尤为突出
但是近年来 至少从潜在的角
度讲 在健康领域 已经积累了许多强大的科
学证据 这些证据证明白葡萄酒和起泡酒同样
有所崛起
在常规的静止葡萄酒方面 多项研究表明 饮

用一定量的葡萄酒 一定要适度 这是必须的
前提 对身体 心灵和许多其他方面都有好
处
它们的好处有很多
这里我明确指出 除了科学家的观点和证据
外 有一些是完全被爱好者所支持的 因为他

们是亲身实验的 还有一些是由集体想象力倡
导的 但无论如何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慰藉作
用 不会造成伤害
古希腊医生盖伦 大约是帕加马129 - 罗马201

古希腊医生盖伦（129年生于
帕加马，201年死于罗马）是第
一个提出了起泡酒是含有有益特
性的人 米歇尔·斯科格纳米奥

MICHELE SCOGNAMIGLIO
营养学教授、葡萄酒专家

起泡酒爱好者的好消息
Benefits, therapeutic and aphrodisiac properties of sparkling wines

起泡酒爱好者的好消息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48



是第一个提出了起泡酒是含有有益特性的
人 其原理和教义已经渗透到西医中 至少直
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
马库斯·奥雷里奥在他的私人医疗典籍 De 
Rimediis 中写了很长的一章 讲述以酒为基
础的食疗方法 书中有关起泡酒的内容这样写
道
 “ ...温和且缓解痛感 尤其是头部的疼痛
并且有助于消化肠道内未加工过的食物 同样
可用柔软的羊毛布沾湿后清洗伤口……”
在酿酒领域 纵观所有起泡酒行业 其中最著
名的当属香槟了 其声名远扬于世界各地 庆
祝时打开一瓶香槟 就会浮现出欢乐和奢华这
些强大的象征价值
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 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法国
葡萄酒的热销 许多葡萄酒的预防和治疗特性
都归因于法国葡萄酒 但事实上其中大多不具
备科学性
早在公元7世纪末 法国医生克劳德·纳维尔
就断言香槟具有治疗作用 基本上将其有益效
果归因于二氧化碳的存在
1817年 由于德国医生爱德华洛宾洛贝尔的
科学研究 起泡酒尤其是香槟酒被公认为消
化 补药的作用 同时对焦虑症 肾功能不
全 痛风和睡眠困难的人群具有特殊功效
关于这最后一项功效 使得英国诗人和政治家
拜伦勋爵在每天晚上在入睡前都会喝一口香槟

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解释是因为香槟中含有
高级酒精 锂和锌元素的存在  
自此 治疗性能变得如此令人信服并广为流
传 以至同世纪末 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添加
了诸如奎宁和胃蛋白酶等活性成分的起泡酒并
在药店出售
香槟还具有抗微生物特性 这是由于酵母在长
时间陈化过程中释放出特定的抑菌化合物
在当时 许多医生向患有肺部疾病的人推荐喝
香槟 因为这样会抑制原细菌的活性更有可能
减轻病人的伤患
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在
那不勒斯逗留期间也采取了相同的处方
所以 在香槟酒的历史背后 仍有许多故事和
轶事 这些年来 香槟酒的魅力 受欢迎程度
都不止局限于餐桌上
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 香槟杯似乎是为珍
爱安纳瓦妮特·泊松设计的 以适应乳房的大
小和形状
路易十五是众所周知的香槟爱好者 他曾很自
豪地向宫廷中的女眷透露 他美丽的秘密和他
始终光彩亮丽的外表 这些都只是因为葡萄酒
的存在 “即使在一夜狂野的派对之后 次日
清晨也可以使他看起来最好”

很久以前 人们就开始谈论催情药或能够让人
充满激情的食品

很少有人知道，由
于几个世纪以来法

国葡萄酒的热销,
许多葡萄酒的预防
和治疗特性都归因

于法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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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具有促进或简单能与性伴侣产生快乐的食
物 当然不是全部 那么在许多食物中 有些
让我们满意 有些则不那么满意 它们都拥有
其特殊的能力
在这些清单中 除了通常认为最有希望的香槟
和起泡酒意外 还包括辣椒 草莓 牡蛎 芦
笋 巧克力 西瓜 芹菜或生姜和藏红花等香
料
从神圣的假设出发 即最强大和必不可少的存
在于我们的大脑中的性器官 我们必须明确两
个方面 一个是生物化方面 另一个是食品科
学方面
第一个方面
随着与食品成分有关的知识的不断提高 在上
面列出的食物中有许多成分 以及许多其他成
分 已经确定了其能够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有效
与复合物的特定成分发生反应 从而解释了性
的机制
第二个方面

适度且多样化和均衡饮食生活习惯 它们总体
上都对健康有益
保持健康永远都是性感的 而且无论如何 我
都会加油……
奥古斯·奥维德·纳索尼 公元前43年-公元
18年 是古代爱情史上最伟大的专家之一 以
至于将其提升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形式 并为当
时的恋人们提供了参考 就一般而言 喝酒的
帮助是不能被忽略的

在最近一段时间 葡萄酒也被认为可以促进爱
情的产物 并为夜晚增添浪漫和性感的氛围
这归功于酒精 酒精与其他精神药物一样 能
够影响心理 其依赖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服用量
适度的饮酒可以使两性都增加性欲 唤醒本
能 甚至与伴侣精神合一 减轻紧张感 并在
身体相遇时增强愉悦感
相反 过度饮酒会导致所谓的酒精性近视 这

“葡萄酒使灵魂做好
准备，使它们奔放
狂热。葡萄酒中爱
神维纳斯让爱干柴
烈火”。
——阿玛托里亚（Ars 
Ama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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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使我们不会注意到那些有吸引力的人 还
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危险和不当行为
当感情方面受伤时喝酒 我们更多地讨论的是
男孩子 但我建议女性更是要适度的饮酒 以
免最终使难以形容的夜晚永远被人们诟病和羞
辱 奥维德本人提醒我们
“因此 当将酒神送给你礼物时 女人也将会

拥有您自己的一席之地 并向神圣的夜神祈
祷 防止葡萄酒损害头部 和聚会 ”
最近 甚至 科学 杂志也支持优质香槟和更
实惠的起泡酒其诱人特性
法 国 研 究 人 员 进 行 的 一 项 研 究 并 在 美 国
PNAS 美国科学院的著名期刊 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 研究表明 起泡酒中含有两种特殊的

芳香成分 更确切地说是萜烯 即 月桂烯
和百里酚
月桂烯产生令人
愉悦且非常强烈的香气 可以让人联想到麝香
和丁香的香气 这种香气的特点是主要来自一
些花卉 比如大麻花 马鞭草 柠檬草 啤酒
花和迷迭香等药用花朵 尽管目前对于人类的

临床研究还非常局限 但是
对动物和细胞模型进行的各
种测试表明 月桂烯可以作
用于多种生物效应 尤其是
镇静 抗炎 抗氧化和镇痛
等功效
百里酚是一种百里香单萜
酚 在百里香属的植物中大
量存在 因此而得名 同样
的大量研究表明 它具有抗
菌 抗氧化以及兴奋作用

特别是其抗肿瘤作用极为显著
为了证明这两种分子的催情作用是合理的 提
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假设 有必要从化学
角度出发考虑它们具有亲水和疏水的特殊性
这种独特的性质意味着 为了避免与作为葡萄
酒主要成分的水不相溶 它们必须被限制在气
泡中 然而当这些起泡在玻璃杯中升起并破

裂 它们就会释放出两种具有高分子量的萜烯
分子 一旦脱离了气态包膜 月桂烯和百里酚
就可以在神经系统特定区域 下丘脑 的水平
上充当色情主义者 从而触发针对性器官的刺
激并随之释放激素

这会是真的吗
要得出明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们说昂贵的法国起泡酒是“性感”的 因为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好莱坞女星玛丽莲·梦露就
是它的狂热支持者和仰慕者 最后 我要传达
一个希望
如果您负担不起香槟 那请不要绝望 因为有
更便宜 和同样有效的替代品
无论是使用查玛特方法还是经典传统方法酿制
起泡酒 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益处都可以在二
次发酵的葡萄酒中获得 只不过只有法国的起
泡酒才能称为“香槟”罢了

在我们意大利享有盛名的普罗塞克 弗朗西亚
科塔 特伦托 阿尔塔朗格 奥尔特里帕维斯
都能够成为大家的选择 所以在选择上没有必
要如此狭隘
老实说 这样的生活一点也不赖

“香槟对心情有好处，好心情
对一切都有好处”

—— Marilyn Monr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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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质 的 起 泡 酒 无 论 是 由 查 马 法
metodo Charmat 还是经典法 metodo 

classico 酿造 都是庆祝 欢乐 分享和愉
悦的同义词 它那细腻的气泡可以全方面 多
角度地调动你的感官体验 这些气泡接连在一
起 从杯底缓缓上升 使我们对起泡酒的特性
有了初步的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 紧致性
颜色和形状是起泡酒不应被忽视的要素 然后
是扑鼻香气在不断转化中的演变

取决于起泡酒的类型 味觉在风味和质感的双
重影响下给人以直观的反馈 听觉也很重要
细心聆听 便可以感受到气泡破碎时的喃喃细
语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将起泡酒与菜肴结合

起来需要细心 多才多艺和不断品味 以寻求
新的创意和美食理念
如上所述 人们通常将起泡酒视为是节日和特
殊场合的伴侣 这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但新的
潮流告诉我们 它们其实可以和我们许多种美
食搭配得相得益彰

你不必等到庄严的时刻才用起泡酒相互碰杯
以下是一些不太常见的组合 它们增强和协调
了起泡酒和食物的风味特点
说起杰出的开胃酒 几乎总是看到干型 brut 

或绝干型 extra brut 起泡酒和生蚝搭配
的身影 以及面包皮配奶酪慕斯和梨 再配上
凤尾鱼做点缀的小食 或者 天妇罗属植物的

詹妮·维安特·戈梅斯
JENNY VIANT GOMEZ

葡萄酒专家

They range from fish to cheese, even ice cream: the creative 
pairing ideas are endless

将起泡酒与菜肴结
合起来需要细心、
多才多艺和不断品
味，以寻求新的创

意和美食理念

“起泡”的搭配，起泡酒真
的适合各种各样的菜肴
“起泡”的搭配，起泡酒真
的适合各种各样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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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 也和绝干型起泡酒有着很好的化学反
应 非常有趣的是 它与未来的超级食品——
昆虫——结合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
奶酪一直是我们饮食中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通
常建议搭配那些草本或调味奶酪 而最新的餐
酒搭配建议 则推出了与新鲜乳制品如马苏里
拉 mozzarella 的结合 而与经过特殊精制
的奶酪的组合 也可以给你带来别样的感受
不妨尝试一下

零加糖 pas dosé 起泡酒 所谓“取悦行
家”的起泡酒 可以用一种很好的意大利调味
饭来加强感官表现 这种意大利调味饭使用了
非常独特的香料 藏红花 同样有趣的组合是
红扁豆和山火腿之间的搭配 更不要忘记了和

奶酪一直是我们饮食中举足轻重的一份子
通常建议搭配那些草本或调味奶酪 而最新
的餐酒搭配建议 则推出了与新鲜乳制品如
马苏里拉 mozzarella 的结合

奶酪 藏红花 鳗鱼

经典的“阿罗斯蒂奇尼” 阿布鲁佐烤羊肉
串 相结合的美味享受
我们把目光转向鱼 贝壳 寿司和鱼子酱 因
为它们着实是伟大的经典搭配 它们和桃红起
泡酒搭配起来的效果难以言喻 然而 我们往
往也会忽略一个惊人的组合 那就是各式鳗鱼
菜肴和起泡酒的相互碰撞

每顿大餐都以甜点和水果结束 由于两种元素
的酸度和对比度 干型起泡酒和水果 几乎总
是草莓 的结合在技术上讲是不正确的 取而
代之的是 从感觉到的含糖量开始 从超干型
起泡酒开始 它们与各种甜点宇宙所能提供的
一切 包括一些特殊设计的冰淇淋 都能够碰
撞出美妙的火花 不妨试试吧

由于两种元素的酸
度和对比度，干型
起泡酒和水果（几
乎总是草莓）的结
合在技术上讲是不
正确的

WINE PAIRING

红酒配菜

零加糖 pas dosé 起泡酒 所谓“
取悦行家”的起泡酒 可以用一种很好
的意大利调味饭来加强感官表现 这种
意大利调味饭使用了非常独特的香料
藏红花

我们把目光转向鱼 贝壳 寿司和鱼
子酱 因为它们着实是伟大的经典搭
配 它们和桃红起泡酒搭配起来的效
果难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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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你想到意大利的节日气氛时 你会
情不自禁地想到一瓶起泡酒 意大利的生活方
式要求你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 只要有机会庆
祝 无论是运动 商业还是家庭 尤其是在传
统节日的同一时节 都要用起泡酒来庆祝 比
如我们不久前为迎接2021年的到来所做的事
情

这些风俗习惯和葡萄酒本身
一样被交换和出口到中国
伴随着我们饮用起泡酒的习
俗 也随着每年运到中国的
意大利起泡酒一同离开

在中国 起泡酒的消费量仍
然较低 其表现便是静态葡萄酒和起泡酒的消
费量比例为100:1 然而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

葡萄酒世界的了解和幸福感的增长 情况正在
迅速发生变化  在中国 伴随庆祝活动的最
受欢迎的酒精饮料是白酒 或者最多是红葡萄
酒
红葡萄酒有一种很好的颜色 更适合中国人的
饮食习惯 他们不喜欢喝冷饮 而是在温暖或

最高环境温度下饮用  起泡酒的饮用温度很难
让一些中国消费者接受 加上气泡和强酸性

Bringing Italian Lifestyle in China through a flut: culture, 
imagery and branding 

起泡酒：文化交融，
从意大利走向中国

在意大利文化中，有宴会的地
方总是有起泡酒，这是意大利
庆典中最大的好运魅力

李威 
LIVIO DI SALVATORE

意酒频道主持人

起泡酒：文化交融，
从意大利走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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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们更喜欢中性的甜饮料
但是 起泡酒与中国文化也有很强的联系 在
意大利 起泡酒开瓶发出的巨响会引起人们的
共鸣 赶走负面的想法 几乎可以印证着欢乐
时刻的到来 而在中国文化中 节日期间的巨
响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可以驱
走邪恶的灵魂和不好的愿望——中国人发明了
用于烟花的火药

香槟和其他起泡酒虽然低于静态红葡萄酒的消
费水平 但已经打入许多中国消费者的心 特
别是在主要的国际大都市 那里所有与起泡酒
有关的想象和神话开始在脑海中烙印 一级方
程式赛车的领奖台上 赛车选手们互相喷洒着
起泡酒以庆祝胜利 这一形象将起泡酒与庆祝
胜利或喜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007电影中詹姆
斯·邦德的笛型杯给你留下了精致感的深刻印

象 很多人在意大利旅行后 爱上了开胃酒的
享受 从那以后对于他们来说 起泡酒也意味
着欢乐

意大利人喜欢聚会 这是他们天性的一部分
聚会是他们的血液 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参加
在意大利文化中 有宴会的地方总是有起泡
酒 这是意大利庆典中最大的好运魅力 开启
酒瓶和祝酒的声音驱散了厄运 金色是发财的
愿望 当葡萄酒从长笛杯中溢出时 习惯上用
手指沾几滴 在耳后打湿 因为“它携带得好

运” 葡萄酒也是文化 而 意酒邮报 的任
务正是尽可能地传递意大利葡萄酒的文化 对
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 很高兴能和中国粉丝们
分享 在我们享受起泡酒的同时 哪些元素最
令我们开心 这些小小的细节对我们来说可能
很重要 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所以我向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提议开一瓶美妙的
意大利起泡酒 希望今年有很多理由用唇边的
微笑 身边的亲人和手中的一杯美酒来庆祝

LIFESTYLE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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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人已经将油腻度划分好了，
《礼记·内则》记载：“脂膏以膏
之。” 疏：“凝者为脂,释者为膏。”

1）甜度

甜酒配餐的基本原则是甜配甜 酒最好比食物
略甜一分 以至于不会显得寡淡 同时酒中的
甜味也可以冲淡食物中的咸 酸 苦感

2）芳香度和回味持久度

和甜度一样 要和菜并驾齐驱 重口味的菜必
须配香气馥郁且回味悠长的酒才有相辅相成
琴瑟和鸣之感 否则和嚼蜡或喝白水没差别

3）酸度

酸能生津 适合搭配粘腻肥美的菜 蛋黄酱里
要加柠檬汁就是这么来的

4）单宁

桃红起泡酒里多多少少会带一些单宁 更不用
说红起泡酒了 单宁带来的涩感能瞬间收掉口
腔中的液体 尤其适合搭配多汁或油重的菜
肴

5）气压（气泡）

气泡带来的酥麻感如同给口腔做了一个马杀
鸡 好让我们神清气爽地迎接下一口食物 酒
里的气泡越多 越密就越有这种清爽感 在意
大利酒中 Frizzante为低泡 Spumante为高
泡

结合最后三项可以发现 起泡酒最大的特色其
实就是能综合掉食物中的油腻感 从而让我们
一口接一口地享受各种肥美 那么难题来了
我们要如何掌握这个度 从而找到起泡酒和油
腻感之间地平衡呢

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把“脂”想象为固态的油
腻感 例如熟蛋黄 “膏”为半固态 例如东
坡肉炖得酥烂的那层肥肉 而“油”为液态
例如重庆火锅表面的那层红油 而相应的化解
办法是 酸度生津 能化脂 单宁收紧 能解
油

如此分析下来 意大利起泡酒配中餐就一点也
不难了 我来用几款最经典的酒举几个例子

WINE PAIRING

红酒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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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
酸度
甜度
单宁  -

首先我来说说小甜水 很多人因它而入的葡萄酒坑 它是一款用芳
香型葡萄 麝香葡萄 酿造的低醇低泡甜酒 它的完美搭配是裹着
红糖的炸糯米团子 外加豆沙或芝麻馅 无论你称之为“红糖麻
糍”还是“驴打滚 “炸汤圆” “炸麻球”…… 香甜乘以香甜
人生顿时到达巅峰
除此之外 我的一个侍酒师朋友悄悄告诉过我一个“杀手锏” 说
会上瘾 那就是小甜水配长沙臭豆腐 又黑又辣的那种 我没试
过 你们可以试试  当然 另外一个魔幻食物“五仁月饼”也可以
列入候选名单

如果你喜欢小甜水类型的酒 可以尝试意大利另外一款小众的
DOCG  Fior d’Arancio Colli Euganei 相较于 Moscato 
d’Asti 的果香 这款酒的花香更加浓郁

小甜水 (Moscato D'Asti)

气压
酸度
甜度
单宁   - 

一瓶好的Prosecco最重要的是它的“新鲜” 饮入口中要像咬一口
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梨子一样 汁水丰满 清香沁人心脾 不用去纠
结它的复杂度或者回味是否长久 喝就是了 如果你不知道用它来
搭什么 就把它当啤酒好了 炸鸡 烤串 小海鲜 统统没问题

普罗赛克 (Prosecco)

气压
酸度
甜度
单宁   -

相较于其他传统法酿造的起泡酒 来自阿尔卑斯山上的Trento DOC
标榜其酸度和矿物气息 可以说是化脂神器 从“油鳝糊” “干
锅肥肠”到“烧鹅” 怎么油腻怎么搭 助你享尽人间肥美
同样是高山产区 西西里岛Etna火山上出的起泡酒也值得尝试

Trento DOC

HEADLINE

意大利起泡酒

58



气压
酸度
甜度

-              单宁

如果说Prosecco是大众饮品的话 那么Franciacorta一定是意大
利起泡酒中的贵族 而Satèn版的Franciacorta就是那个端庄又叛

逆的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有这款酒之前 意大利语里并没Satèn这个词
它的来历有好多说法 但含义是专属于女性那种柔中带刚的性感
如同它绵密的气泡丝绸般滑过舌尖 挺拔的酸度加上层层绽放的香

气 优雅中带着诱惑 用细腻精致的粤菜来搭配再合适不过

吃一口香酥的烤乳鸽 啜一口Satèn 你就是坐在蒂凡尼店里的奥
黛丽赫本  

总而言之 餐配酒是主观的 并没有对错 每个人有自己的口味
唯有跳出那些刻板印象 不断尝试才知道什么最合适

我说了我的想法 你对于意大利起泡酒配中餐又有什么见解呢
 

Franciacorta Satèn

/

气压
酸度
甜度
单宁  

之所以跨度这么大 是因为Lambrusco不是一款酒 而是一系列
的酒 在不同的子产区有不同的酿造规定 但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
都是带单宁的红起泡酒 那么与之搭配的非蘸满香油的涮肉莫属
如果是麻辣火锅 最好选一款微甜口的酒 一口涮肉一口酒 畅快

淋漓

除此之外 伦巴第大区有一款叫“犹大之血” Sangue di 
Giuda 的低泡甜红也是不错的选择 无论是它浓重的颜色还是满

满的浆果香气都能惊艳到你

蓝布鲁斯科 (Lambrusco)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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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喝起泡酒应该用什么样的杯子？
碟型杯 - 婚礼上 派对上 碟型杯不可或缺 这种杯型好像就是狂欢
的代言人 碟型杯的来历也是非常有趣 坊间就有传言说这种杯型是按
照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酥胸形状所设计 而正是因为
这种杯型特殊的漂亮形状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 一直独领风骚
然而这种杯型也有明显缺点 酒容易洒出来 气泡和香味散得太快 杯
子握在手里会使得起泡酒升温太快 因此对于想要好好品鉴的爱好者来
说有点不太合适

笛型杯 - 随着更多人愿意品鉴干型起泡酒 笛型杯开始逐渐风靡起
来 高高窄窄的杯身能更好地聚集气泡 给人的口腔带来“酸度清爽”
的感觉 有时通过长长的杯身细细聆听起泡的声音也是非常有趣的体验
呢 同时 笛型杯杯脚较长 可供饮用者手握 因此不会影响到酒液的
温度 然而由于杯身细长 笛型杯往往没法让起泡酒的香气很好展开

郁金香杯 - 郁金香杯的型状和笛型杯相似 但杯身更宽 杯口略微收
紧 因其相似郁金香的型状而得名 和笛型杯一样 这种杯型能有效地

防止气泡快速四散 确保饮用者可以在舌头后侧也能感觉到气泡 而较
大的酒杯容量能让酒液体在酒杯中更多接触空气 散发更多香气和风
味 因此也被认为是较为专业的一种喝起泡酒的杯型

2. 起泡酒的酒塞为什么是蘑菇型的？
任何一种带气泡的饮料 比如香槟 苹果酒汽水和部分啤酒 都需要使
用特定的塞子来封瓶 以防瓶中的气泡“跑掉” 软木塞正是一种理想
的封瓶材料 每一个香槟软木塞的主体部分通常都由多种不同类型的天
然软木制作而成 然后使用经过食品安全局批准的胶水进行粘合 而与
主体相叠连的“帽子”部分由两三个天然软木盘组成 这个部分的延展
性最好 香槟塞的直径一般为31毫米 为了把它塞进瓶口 还需要把它
的直径压缩至18毫米 而一旦把它塞进瓶子之后 它会继续膨胀 从而
对瓶颈处产生一股持续的压力 防止瓶中的二氧化碳逸出
在把软木塞挤进香槟的瓶口之前 它们都是圆柱状的 主体部分塞进
瓶子之后 “帽子”部分会吸收瓶子中逸出来的二氧化碳 开始缓慢
膨胀 而由于“帽子”部分的延伸性最佳 所以最后它就变成了迷人的
蘑菇状 把香槟塞从瓶中取出来之后 由于塞子的主体部分也会自然伸

酒杯、酒瓶、酒塞，
关于起泡酒的那些事儿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parkling wines

金色的外观 细腻的气泡 高挑的酒杯 华贵的场所 优雅的人群......起泡酒在我们的印象
中 一直扮演着“高大上”的角色 但其实 起泡酒是一种非常适合无拘无束 开怀畅饮的酒款
是喜悦和分享的代言词 并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掀开它的面纱 一窥其背后的
奥妙

孔祥鑫
LEO KONG 
意酒频道中国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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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膨胀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再塞回去 香槟塞的膨胀程度越高 就说
明其质量越好 不过 如果用圆柱状的香槟塞来密封静止葡萄酒 由于
没有二氧化碳的刺激作用 它并不会膨胀成蘑菇的形状

3. 起泡酒瓶会比一般酒瓶更厚一些吗？
起泡酒瓶的确是要比一般的葡萄酒瓶更厚一些 其实当我们将一瓶起泡
酒和一瓶普通的静止葡萄酒放在一起时 答案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起
泡酒出现的早期 由于当时的酿酒者尚不能完全掌握产生气泡的过程
因此地下酒窖中偶尔会出现酒瓶爆裂的现象
事实上 当酒液被装瓶并送至酒窖后 为期大概两个月左右的起泡过程
即瓶中二次发酵便将随之产生 在这一过程中 酵母会消耗酒液中的糖
分 并释放出酒精 二氧化碳和其它构成葡萄酒感官特征的分子 产
生出的二氧化碳由于无法逸出 而只能被封闭在酒瓶之中 酒液便会从
静止转为带有气泡的状态  一瓶起泡酒中约有6个左右的大气压 因此
用来盛装的起泡酒的瓶子 自然要具备一定的厚度才能够承受瓶中的压
力

4. 起泡酒如何开瓶？
作为初入门者 大抵都是害怕给起泡酒开瓶的 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让
酒塞或酒液飞溅出来 因此起泡酒开瓶时要格外小心 值得一提的是
冰镇后的起泡酒比常温下更容易开瓶 具体操作如下

1 将起泡酒置于桌面上 一只手握住瓶颈下方 另一只手将瓶口的
锡纸去除

2 一只手按住木塞 拿一块毛巾或布按住木塞会更加安全 另一
只手将铁丝网套锁口处的铁丝缓缓扭开

3 将酒瓶倾斜30 记得对准没有人的地方 以免误伤 当然还是
要确保一手按紧木塞 另一只手托住底部 并缓慢旋转瓶底 而不是软
木塞 当感觉到软木塞快要推挤至瓶口时 稍微斜推一下瓶塞 腾出
一点缝隙 这样一来酒瓶中的气体就会一点点释放 之后就可以直接将
瓶塞拔出了

4 用毛巾擦拭一下瓶口后 就可以倒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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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萨露拉Rosarubra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酿酒厂 还可以定义为一个真正的利基项
目 它是基于高山与海洋之间的出色有机生产
和生物动力产业
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 海拔约500米 几乎在
童话般的环境中延伸了超过20公顷 同时被数
个百年历史的橡树包围和保护  

在这里 多年来 对有机生产的追求不仅局限
于操作法规 更是在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中
始终相信“这是必须的” 并且始终如一

酒庄和业务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罗萨露
拉的优势是什么呢？

罗萨露拉Rosarubra的诞生源于一个理念 即
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优质葡萄酒的生产国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进行高层次的交流 葡萄经
过完美的酿造最终带给消费者 这是我们每天

都在做的事情 再辅以优雅精致的包装 但
始终尊重我们的自然环境 充分考虑到环境及
其生命周期 我们酒庄2003年通过了意大利
CCPB的有机
认证 2016年被Demeter认证为生物动力葡萄
田
多年来 人工化学试剂在土壤和农作物上的大
量持续使用造成了土壤的贫瘠 使其失去了其
独特 所以有机与生物动力是恢复土壤肥力的
最有效的方法

得益于生物动力学提出的理论 应用于整个农
田的微观世界 土壤发生变化 生长 富集并
重新平衡 恢复其肥沃力和增加土壤腐殖质
另一方面 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保护

当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但它代表了获
取“快乐植物”的准则 于是造就了质量极高
的天然产品

追求卓越从哪里开始？

追求卓越的过程始于代表酒瓶中的葡萄原料
自然是将产品的自然性放在首位 以确保客户
在购买时获得真实的体验和最大程度的保护
也就是健康和福祉

可持续发展农业模式的应用对环境影响较低
整体融合到景观中 再加上最近被授予了“生
物多样性之友”这一自然环境认证 以上种种
都证明罗萨露拉酒庄Rosarubra一个最真实的
状态 那就是维护生产环境的完整性

技术在生产中有多重要？

每年 我们酒庄都出产数十万瓶葡萄酒 蒙特
普齐亚诺 切拉索洛 特雷比亚诺 以及几款
混酿 例如密语Intimo和三弯月Triluna 公司
员工齐心协力 技能和分工也具有多个层次

从意大利的生物动力产业到
在中国开设几家专卖店
Riccardo Iacobone访谈
The entrepreneur’s story: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Riccardo Iacobone访谈
Interview to Riccardo Iacobone

罗萨露拉酒庄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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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 每天有三位酿酒师 一位顶级和两
位高级 负责每个生产过程 技术和科学研究
是酒庄运作的前提
几乎每台酿酒机器都是高技术设备 从简单的
储罐开始 它自动报告罐内部温度 氮饱和度
和填充水平并发送到手机上 还有与印刷机连
接的压力机 通过计算机对挤压过程进行编程

为了从葡萄中获得最好的粉碎状态 从过
滤机到微生物清洗设备 再到最后的装瓶 已
经达到了很高级别的前卫性和复杂性

如今 所有事宜都在可控状态下进行 贴标
装瓶 读取标签上的数据 甚至还可以控制自
动化货盘和存储

接下来的项目是什么？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新项目 该项目是在生物动
力酒庄旁边建造一个用于自然酿酒的酒窖 设
计一定会符合我们罗萨露拉一贯的逻辑 因此
相比生产更倾向于体验
让所有人有机会了解卓越生产的真正意义 有

项 如今 已经销往全球约30多个国家中 出
口比例约为60

最早的进口国之一是中国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
的潜力并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分公司
此外 英国的罗萨露拉分公司最近也已经提上
了日程 超越传统的销售模式 将会通过在线
销售的形式直接向英国消费者提供葡萄酒 此
外我们还计划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其他国家和地
区开设新的线上葡萄酒商店

现阶段面临哪些挑战？

当谈到像葡萄酒这样的市场时 每天都面临着
挑战 就时间而言 最后一个自然是由于疫情
造成的封锁和宵禁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 迅速做出反应并知道如何
抓住机遇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我们对这种威胁做出了快速反应 并以非常坚
定的方式带领整个罗萨露拉集团和我们的分公
司们共同开展网上销售模式

机会参观它 以尽可能地传播我们工作的真实
性 我们还计划以绝对自然的方式生产一系列
高品质葡萄酒

罗萨露拉在海外怎么样？

我们的葡萄酒 我们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

追求卓越的过程
始于代表酒瓶中
的葡萄原料，自
然是将产品的自
然性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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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挑战呢？

最大的战斗是摆脱软木塞的使用 北欧的所有
国家更倾向使用Stelvin螺帽来作为上等葡萄酒
的瓶盖 这种瓶塞与软木塞对环境的影响截然
不同 并保护了消费者免受可能来自TCA真菌
的影响 造成葡萄酒TCA影响的主要来源就是
软木塞
因此 我们将考虑使用Stelvin瓶盖的所有优
势 但我们仍然会与根深蒂固的文化底蕴联系
在一起 因为很有可能这会导致消费者将螺旋
盖与劣质葡萄酒联系在一起
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这些工作了 这将是使我们
未来参与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希望整个行业
对关于使用软木塞的问题做出决定性的变化

刚刚提到了中国在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何总结罗萨鲁布拉中国分公司2020年的
表现呢？

罗萨罗拉整个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
但是我觉得在销售方面还是显得相当不错 今

年我们主要是积极的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巡展
各种展会 进一步这个推广了罗萨罗拉的品
牌 并也通过展会发展了一些新的经销商

目前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受中国制裁以后的一
些市场的空白 很多做澳大利亚酒的经销商想
转型 我们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积极的跟他们
对接 想办法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
个我觉得今年也是一个重点

还有我们获得了新的人力资源 加强了罗萨罗
拉葡萄酒专业人才的补充 引进了新的人才
有专业葡萄酒的人才来支持我们罗萨罗拉 因
为最近我们也开始对内部员工进行培训 这个
我觉得是今年的一个亮点

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努力谋划并准备启
动线上销售 总体来说 我们还在温州开了分
公司 建造一家带有国际风格的体验店 而且
准备在丽水和在上海继续开我们罗萨罗拉的展
示厅 也就是说自己的分店 也会在这两个地
方开始谋划

最大的战斗是摆脱
软木塞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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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老的意大利谚语说 “喝红酒的人
可以长寿百年” 除了有益健康之外 以今天
的观点来看 可能这仅仅说了一半
实际上 今时今日在美容领域中 葡萄酒也大
有作为  因此 不但要喝红酒 还要多喝让我
们变得更好的红酒
其秘密在于葡萄酒中富含强大
的抗氧化成分 比如能够使皮
肤更有弹性并促进细胞更新的
类黄酮物质 以及能够抵抗自
由基 衰老的主要原因 的多
酚类物质
另外 神奇的白藜芦醇也因为
诸多的科学研究而脱颖而出
这是一种在红葡萄皮中存在的
天 然 抗 氧 化 剂 具 有 保 护 心
脏 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使该葡萄酒赢得了长
寿抗老化的美誉
在90年代 研究员Serge Renaud进行的一项

研究被称为“法国悖论” 它着重指出了尽管
法国大量使用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 但其心血
管疾病的死亡率却比类似国家低很多 就是因
为饮用红酒
简而言之 白藜芦醇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健
康 它还有助于排除导致橘皮组织的毒素 重

新激活微循环 并帮助降低胆固醇
但是 其最著名的优点是能够抵御过早的老
化 它对老年的记忆 学习和情绪影响都非常

艾蕾娜·迪·巴克
ELENA DI BACCO

记者

葡萄酒可以留住你的美丽
Achieve longevity with wine therapy: 
here are all the most requested spa treatments

葡萄酒可以留住你的美丽

这是一种在红葡萄皮中存在的天然
抗氧化剂，具有保护心脏、抗炎和
抗氧化作用，使该葡萄酒赢得了长
寿抗老化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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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在美学领域也起着领导作用 具有中
和自由基并刺激胶原蛋白合成的特殊作用
而且还能够抑制引起痤疮的细菌生长

如果说葡萄皮中的白藜芦醇是一份宝藏 那
么葡萄的其他成分 例如果肉 富含糖
矿物质盐和维生素A和C 葡萄籽也同样如
此 所谓的葡萄籽 被认为是植物界中最强
大的抗氧化剂 通过压榨得到的油具有显著
的紧致 定型和抗皱效果 而且 不能忽略
的还有葡萄的藤叶 富含单宁 花青素和类
黄酮 能够改善皮肤的微循环 简而言之
葡萄是我们皮肤真正美丽和营养的集中地

另一方面 古罗马人早就将葡萄树视为青春
的源泉 而克里奥帕特拉和卢克雷齐亚·波
吉亚之类的经典美丽偶像也曾在葡萄酒中泡
澡 此外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就在脸上
撒上新鲜的葡萄汁 因为她们相信这具有抗

衰老作用
尽管使用了葡萄树的“历史性”护肤品 但是
要谈论真正的葡萄酒疗法 我们必须回到上
世纪90年代 当时在波尔多地区 法国葡萄
酒生产商Mathilde Cathiard Thomas和医生
Joseph Vercauteren专门研究多酚领域 他
们发现可以利用葡萄酒的这些有益特性来开发
美容护肤品
于是著名的药妆品牌Caudalie 欧缇丽 诞
生了 这是第一个完全基于葡萄抗衰老特性的
化妆品品牌 并且第一个实现了将藤本植物与
温泉疗法结合起来的品牌 这一项成功的策
划 很快在欧洲的许多SPA中得到了应用 特
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等致力于葡萄酒生产的国
家 今天 从意大利北部到南部 所提倡的健
康计划基本都沉浸在独特的葡萄酒度假村这样
的绿色环境中 多年来 随着360 葡萄酒体
验的发展 这种趋势不断扩大 不但能够为客
户提供来自酒庄的葡萄酒知识和品酒活动 还
配有葡萄酒疗法的水疗护理

因此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项目
酒浴
如今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经典之作 在
欧洲水疗中心及其他地区都非常受欢迎 在水

WINE&FASHION

葡萄酒与时尚

力按摩浴缸内盛满葡萄酒 必定是顶级的放松
机会 当然我们不是说瓶装和即饮葡萄酒 那
会非常浪费 而是生产过程中那些珍贵的残留
物 如葡萄汁 果皮 葡萄籽和酵母等 并用
热水稀释 那效果呢  除了完全的幸福感外
多酚还可以使身体排毒 并使组织全面恢复活
力 所有人都沉浸在令人陶醉的香气中 再品
尝一杯上好的葡萄酒那无疑是锦上添花的一种
享受

磨砂膏

主要是用干果渣 搭配葡萄籽油或红葡萄果
胶 并与其他成分 如糖 蜂蜜或精油 混合
使用 以达到深层净化皮肤的目的 然而 对
于面部而言 最流行的治疗方法是用白藜芦醇
去死皮 即上述的“青春分子”

按摩

这是一种最独特的按摩 一种是用新鲜葡萄和
葡萄籽油进行的按摩 使皮肤更光亮 更紧
致 还有一种是基于葡萄汁和葡萄茎的脸部和
颈椎按摩 具有保湿和排毒的功效
不仅如此 如果目标是对抗脂肪团 则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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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给你的肌肤做一次保养吧 一定会给我们
的身体带来诸多好处 举个例子 自制DIY磨
砂膏 我们可以用3汤匙的红酒 3汤匙的红

糖 1汤匙的蜂蜜和6-7滴精油混合在一起 慢
慢的在身体上按摩会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平顺
光滑
假如如果我们更倾向于优质的护肤品效果 那
么该方面的产品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白藜芦醇
抗衰老面霜 葡萄精油 葡萄籽磨砂膏 葡萄
指压按摩霜等等

最后 葡萄酒疗法绝对是一个值得继续去探索
的世界
我们意大利的老人家经常说 喝葡萄酒对我们
身体有好处 并且可以使我们在任何年龄段都
能保持美丽 因为 除了无可争辩的有益特性
外 一杯好酒

可以让我们脸上洋溢着微笑 这也是最真实
最有力的美的秘密 因为微笑 永远是最可靠
的抗衰老药物

果渣和红葡萄进行按压处理 这样能够有效刺
激血液循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葡萄酒在设置完美的处理方
式上都是一样的

例如 富含矿物质的兰布鲁斯科Lambrusco能
够使组织恢复活力 而巴罗洛Barolo 莫斯卡
托Moscato和巴巴莱斯科Barbaresco具有很
强的营养特性

梅洛Merlot和赤霞珠Cabernet具有净化作
用 有助于消除细胞死皮 因此更适合作为磨
砂膏来使用 另一方面 基安蒂Chianti可以
减少发红 具有镇静和放松的特性 因此特别
适合于按摩

如果我们想尝试自己在家DIY怎么办？
别担心 那就用上次庆祝派对时留下来的葡

要谈论真正的葡萄酒
疗法，我们必须回到
上世纪90年代，当时
在波尔多地区，法国

葡萄酒生产商Mathilde 
Cathiard Thomas 

(图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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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们以前的文章中 我们已经以不同的形式
探讨和交流了问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想暂时改变一下视
角 完全融入本期杂志所涉及的主要话题——起泡酒世
界
事实上 我们还是把一切以知道如何进行沟通以及正确
的沟通方式作为基础 一直以来 意大利生产的起泡葡
萄酒 既有传统经典方法 也有查马特方法 酒庄 一
直都在和法国香槟区的酒庄作比较 同样也作为竞争对
手 因为他们为历史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起泡酒产品
仅凭借这一点就很值得称赞 然而 与意大利起泡酒世
界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依然有自己的伟大之处
毫无疑问这是不能忽略的 我们国家有着许多本地原生
品种和经典的查马特起泡生产方法 这是重要的生产优
点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伟大的葡萄藤 比如托斯卡纳
我立即想到了桑娇维塞葡萄 但要以交流的态度来评
估一种元素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一点
同样重要 那就是美食与葡萄酒历史之间的结合 你知
道像博洛尼亚 帕尔马 摩德纳 雷焦艾米莉亚 皮亚
琴察这样的小镇吗 这个世界由丰富的菜肴组成 具有

历史悠久的传统 比如 意大利小馄饨 也就是面皮中加入
馅料 面团通常是带鸡蛋的 还有腌肉 香肠  好吧
试想一下什么可以更好的与这些食物结合起来呢  答案毫无
疑问是蓝布鲁斯科  一个完美的 和谐的 巧妙的搭配 因
此 有必要记住 思考和研究意大利的美食世界 以了解目
前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特点 往往这些特点是由历史 每天经
历的生活而产生的  
所以那些试图分析我们国家的人必须拥有正确的工具来理解
这条路 而我们有责任帮助那些热爱意大利文化及其产品的
人 适当的沟通 以及精确而详细的培训是关键所在 最终
目标是充分利用我们的美食和美酒传统 提供给世人珍贵的
意大利精神
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这个全世界都很困难的时期 这听
起来也像是一个希望的声音 并期待尽快可以从这场可怕的
疫情枷锁中获得自由和解放

与往常一样 您可以通过发送邮件到rg@pr-vino.it来发表你
的感想和思考

WINE MARKETING

美酒文化，源自历史底蕴
Good communication starts from studying the 
Italian world, to be understood and shared with 
those who love Italy

红酒推广

里卡多·加布里埃 
RICCARDO GABRIELE

记者&商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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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师专栏
SOMMELIER'S CORNER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葡萄酒诞生于意大利东南部

的普利亚大区 得益于地中海气候 这对葡萄

栽培有着非凡的影响 曼杜利亚的普利米提沃

Primitivo di Manduria是必不可少的葡萄酒 是

与这片土地的情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美酒

普利亚葡萄酒具有千年的传统 众所周知 腓尼

基人 希腊人 古代帝国的罗马人都很欣赏这片

土地上的葡萄和葡萄酒 如今 通过现代的酿造

方法 葡萄酒的品质广为赞赏 同时使它成为了

该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埃拉里奥酒庄 属于埃拉里奥

和布鲁奈蒂家族 很显然在该地区拥有相当深的

资历 因为自1849年就开始在萨伦托这片专属于

葡萄酒的曼杜利亚地区生产葡萄酒了

这家酒庄一直致力于开发和技术研究 却也从

未忘记尊重传统和环境 这样的理念代代相传至

今 以至于其葡萄酒在意大利乃至世界各地都受

到了极高的评价

“毫不妥协”这款葡萄酒来自具有七十多年历史

的葡萄藤 这是一款于2017年生产的曼杜利亚的

普利米蒂沃PDO 经过严格的人工育苗和严格的

人工采摘 有17度的酒精度

DOP 原产地命名保护
命名保护

100% 曼杜利亚普利米提沃
葡萄品种

17% vol.
酒精度

小树型培育模式
整型方式

生产时间2017年
年份

T
E

C
H

N
IC

A
L

D
A

T
A

颜色: 浓郁的红宝石色 带有微妙的石榴
色反射光 在玻璃杯中晃动时具有一定
的稠度
香气: 香气无比强烈 被包裹在花香 使
我想起紫罗兰 特别是盛开时的浓郁气
息 红色水果香气浓烈 李子 桑葚 樱
桃 蓝莓

葡萄酒酿造

味道: 口感符合嗅觉上的感知 但是强度
更高 果香更加明显浓重 带有黑胡椒的
味道 与嗅觉香气一致 这是一款具有令
人难以置信的葡萄酒 酒体温暖柔软 新
鲜度和单宁保持平衡 且不会过分 尽管
结构坚固 但仍具有出色的可饮用性 持
久和良好的矿物感 是爱奥尼亚海最好的
证明 这一款葡萄酒 您可以在放松的时
刻饮用  
饮用温度:  18-20
杯型: 宽边的大酒杯 

感官特征

美酒品鉴
Wine Tasting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 AIS侍酒师

Senza Compromessi
普里米蒂沃·曼杜里亚

WATCH VIDEO
TASTING

观看品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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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LAW

红酒法律

意 大利因其丰富的食品和葡萄酒产品
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之一 由于出现了
这些原产地保护名称 才使得意大利免受欺诈
和仿造的危害 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葡
萄酒层面有两种命名保护 DOC 法定原产
地命名产区 和DOCG 受保证法定原产地
命名产区

识别一瓶意大利的葡萄酒是否是DOC并不困
难 只要从瓶身和瓶塞之间的标签上便可以读
取信息 其中DOC标签上还附加了一串由国
家印钞机构编纂的数字 通过对数字的查询我
们可以追溯其产地与生产过程
DOC葡萄酒生产需要遵循严格的纪律 首先
必须在特定区域内生产 可以追溯到一个特定
的区域 也可以追溯到一个边陲小镇 小村庄
甚至是葡萄田 此外葡萄酒必须来自已经获得
IGT 受保护地理标志 标记认证了至少5年的
产区 并且要求酒庄内至少有35 的葡萄种植
者对DOC感兴趣 此外必须至少占该地区产
量的35 DOC评级的葡萄酒要遵循的纪律
比IGT葡萄酒所遵循的纪律要更为严格 所以
由此可见 DOCG评级的葡萄酒必须比DOC
的葡萄酒具有更高的调节性 因为它们的评级
质量更高

规范DOC葡萄酒的生产规则分为不同部分
首先是原产地名称和葡萄酒 其中包括葡萄酒
的名称和品种 葡萄形态 生产区域 葡萄栽
培规则和酿酒规则等
其次 还有其他一些独特的参数 例如产量
命名和外观的介绍 包装以及与地理环境的联
系 还可以描述一些特殊的葡萄培育方法 即
修剪 叶密度和灌溉方式等 此外 还需要标
明葡萄的酒精度潜力 随后进入酿造环节
比如葡萄酒与每公顷葡萄藤的产量比 口味特
性方面需要描述DOC产区中酿制葡萄酒的每
种化学 物理和感官特性 颜色及其特定的基

调 香气和风味 必须与规范中所报告的内容
相同 值得注意的还需要标出最低酒精体积浓
度和最低总酸度
DOCG 受保证法定原产地命名产区 标识
的葡萄酒必须符合以下特征 首先至少已经是
十年的DOC生产区域 并且必须确保在受保
护地区内的经济可持续性 即管理葡萄园的人
员中有51 的人有强烈意愿

DOCG相比DOC更具限制性 例如 DOCG
葡萄酒需要经过两次测试 其中第二次在装瓶
阶段进行 此外 葡萄酒的年份必须始终注明
在标签上 此规则不适用于起泡葡萄酒 微泡
葡萄酒和强化葡萄酒

为了识别和确认是否为DOCG葡萄酒 需要
检查瓶身和酒塞 实际上 在瓶塞处会贴有粉
红色的封条 同样的上面会印有识别葡萄酒的
一串数字 当然还有明显的DOCG标志

要获得DOCG标记认证还必须附上很多有关
葡萄酒生产细则的文字说明 这些说明必须描
述葡萄酒具备的特性以及生产所需要遵循的规
则 首先 需要标出在市场上可以找到的葡萄
酒的名称和葡萄品种 以及每种葡萄酒的特
征 例如Novello 新酒 riserva 藏酒

passito 甜酒 等类型 另外还必须要标
出葡萄的原产地 并标明葡萄的特定领区 标
明省市县区 必要时还要标明界定葡萄的道路
名称

随后 需要特别指出了葡萄酒的生产方法 且
必须是采摘自产区内的葡萄作为原料 决不允
许使用来自原产地之外的葡萄或在原产地外区
域进行葡萄酒酿造工作
最后再描述葡萄酒的一些感官特性 包括颜
色 香气及其风味等方面

为什么DOC区别于DOCG 
What’s behind the denominations of origin 
and what are the rules governing wine in 
Italy?

马克·里亚里奥·斯福尔扎
MARCO RIARIO SFORZA

律师，国家和国际商业合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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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意酒频道都会在意大利举办四场
比赛 其中的优胜者会在 意酒邮报
杂志上进行宣传 并分发给中国各省的
意大利葡萄酒进口商 购买者和爱好
者 参赛样品来自意大利所有地区 酒
庄也非常热情地参与其中 以便能够进
入著名杂志推动的评选活动 这是想在
中国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人士的参考
点

每次比赛都邀请侍酒师 行业新闻记
者 葡萄栽培与酿酒学教授 酿酒师和
中国葡萄酒专家参加 WSET三级以上

资质 目的是用金 银或铜牌奖励最
尊重评估表中提供的视觉 嗅觉和味觉
特征的葡萄酒 此奖项中获奖葡萄酒代
表了从皮埃蒙特到托斯卡纳 从阿布鲁
佐到西西里的整个意大利领土精华 通
过在每个获奖葡萄酒包装盒中找到的
QR码 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 您可以
访问深入的内容或直接与公司联系

或者 您可以联系我们在意大利和中国
的办事处 我们将为您提供与公司或对
您印象最深刻的葡萄酒的链接 在意酒
频道微信公众号或网站上关注我们

由《意酒邮报》组织的专家评审团，对第三届“意大
利精选葡萄酒大赛（BIWS）”的评选活动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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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Barbera d'Asti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5%

Barbera D'Asti 

等级: IGT Veneto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5%

Land Ross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Corvinia - Corvinone- 
Rondinella  – 科尔维纳 – 科维诺尼 
– 龙堤内啦
酒精度: 15%

Ripasso Superiore 
Classico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Corvinia - Corvinone - 
Rondinella -  科尔维纳 - 科维诺尼 - 龙
堤内啦 
酒精度: 15%

Amarone Classico

IOMAZZUCATO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Soc. Agr.
MORETTI
ADIMARI

VANTOROSSO

VANTOROSSO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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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5%

I Monovigneto - La 
Sorgente - Merlot

等级: IGT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4%

Il Paturn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Riserva 2015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1314

等级: DOCG Cerasuolo di Vittoria 
Classico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Nero d'Avola - Frappato黑达
沃拉 – 弗莱帕托
酒精度: 13,5%

Don Vicé

CANTINE
BARSENTO

CAMPERCHI
TORRI

CANTINE

GURRIERI
Vigneti&Cantina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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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1
 品种: Corvinia - Corvinone - 
Rondinella - 科尔维纳 - 科维诺尼 - 龙
堤内啦 
酒精度: 16%

Hatteso -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Montepulciano
D'Abruzz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GARBOLE ROSARUBRA

等级: Rosso Conero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Montepulciano蒙特布洽诺
酒精度: 13,5%

Villa Marina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Sangiovese桑娇维塞
酒精度: 14,5%

Brunello Di Montalcino 
DOCG 2016

LA
PALAZZETTA

CONTE
LEOPARDI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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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9%

Fuoriclasse
Primitivo di Manduria 

Cartizze Dry

等级: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Glera 歌蕾拉
酒精度: 11,5%

CANTINE
ERARIO

COLESEL
SPUMANTI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Pigato 皮佳多
酒精度: 13,5%

Pigato Superiore 
"U Baletta"

等级: DOC Sicilia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Grillo 格里洛
 酒精度: 13%

Coccio D'oro

ASAROVINI
CANTINA

ENRICO DARIO
CLARA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烤面包

酸度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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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Sicilia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oscato bianco 白麝香
酒精度: 13%

Palì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4,5%

Barbera D'Asti
DOCG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Dolcetto 多塞托
酒精度: 15%

Diano D'Alba 
Superiore

等级: Colli Tortonesi Barber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4,5%

Poggio delle
Amarene

PRODUTTORI
DI GOVONE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CASALE
DEL FRATE

ABRIGO
FRATELLI

BOVERI
LUIGI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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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5%

Monferrato DOC 
Rosso

Sant'Emiliano Barbera 
d'Asti Superiore
等级: Barbera d'Asti Superiore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5%

PRODUTTORI
DI GOVONE

MARCHESI
INCISA DELLA
ROCCHETTA

等级: Colli Tortonesi Croatin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Croatina 科罗蒂纳
酒精度: 15,5%

Sensazioni

等级: Barolo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Nebbiolo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5%

Dallalto Barolo

BOVERI
LUIGI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MARCHESI
INCISA DELLA
ROCCHETTA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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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 
Canaiolo卡纳奥罗 -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4%

Chianti Montalbano 
Cantina del Farnio 2019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
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

1818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
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Strappelli
Montepulciano d'Abruzzo 
Colline Teramane

Colle Trà
Montepulciano d'Abruzzo 
Colline Teramane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
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TORRI
CANTINE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FATTORIA
BETTI

CANTINA
STRAPPELLI

CANTINA
STRAPPELLI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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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酒精度: 15%

I Monovigneto 
Camperchi Alto
Sangiovese

Chianti Classico DOCG 
Fattoria La Ripa Gran 
Selezione 2013 (Bio)
等级: Chianti Classico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3
品种: 95% Sangiovese桑娇维塞 – 5% 
Canaiolo卡纳奥罗
酒精度: 13,5%

CAMPERCHI FATTORIA
LA RIPA

等级: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Gaglioppo 佳琉璞
酒精度: 13%

Nettare di Abramo

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Sannio Barbera 桑妞巴贝拉
酒精度: 14%

Grotta di Futa

VINI
DE LUCA

ANTICA
MASSERIA

‘A CANC’LLERA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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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Gaglioppo 佳琉璞
酒精度: 14%

Melisseo

等级: Primitivo DOC Gioia Del Colle 
Riserv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4,5%

Casaboli

等级: DOC Sici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Nero D'Avola 黑达沃拉
酒精度: 13,5%

Asaro

Senza Compromessi 
Primitivo di Manduria
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7%

CANTINE
BARSENTO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VINI
DE LUCA ASAROVINI

CANTINE
ERARIO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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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Terre Siciliane
颜色: 白色
种类: 甜葡萄酒
年份: 2016
品种: Moscato bianco 白麝香
酒精度: 13%

Gnuri Eribiano

等级: IGT Beneventano Bianco
颜色: 白色
 种类: 甜葡萄酒
年份: 2017
品种: Vitigno Storico Agostinella 阿
高斯蒂内拉
酒精度: 16%

CASALE
DEL FRATE

等级: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20
品种: Glera 歌蕾拉
酒精度: 11,5%

Fontana Vecia

COLESEL
SPUMANTI

ANTICA
MASSERIA

‘A CANC’LLERA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DOCG Chianti Classico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90% Sangiovese桑娇维塞 – 10% 
Canaiolo卡纳奥罗
酒精度: 13,5%

Chianti Classico 
Le Terre di Monna Lisa 
Riserva 2015

FATTORIA
LA RIPA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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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Valdobbiadene Prosecco 
Superiore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Glera 歌蕾拉
酒精度: 11,5%

Senior Valdobbiadene 
Prosecco Superiore 
DOCG Extra Dry Millesimato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6
品种: Nero d'Avola - Frappato黑达沃
拉 – 弗莱帕托
酒精度: 12,5%

Hic Est

等级: Valdobbiadene Prosecco 
Superiore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Glera 歌蕾拉
酒精度: 11,5%

Maior Valdobbiadene 
Prosecco Superiore 
DOCG Dry Millesimato 2019

颜色: 桃红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酒精度: 12%

Ricciante spumante 
VSQ brut

GURRIERI
Vigneti&Cantin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ORTOLOMIOL BORTOLOMIOL

LA BIÒCA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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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NE
MATTE

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3%

Merlot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3%

Merlot Rosso Colli 
Trevigiani I.G.T.

VIGNE
MATTEVIE D’ALT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Glera 歌蕾拉 Perera 佩佩拉 
Bianchetta 白卡塔
酒精度: 11%

Valdobbiadene 
Prosecco Sup. DOCG 
Spumante Dry Millesimato

MUSIKÈ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Trebb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
塔比安诺
酒精度: 12,5%

Sesto Armonico 
Trebbiano

烤面包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复杂性

草本气息

矿物余味

 细腻度

花香

酸度

9 8 7 6 5 4 3 2 1 010

和谐

复杂性

矿物

柑橘类水果

草本气息

热带水果

花香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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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Nebbiolo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5%

Barolo Ravera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3%

Sesto Armonico
Montepulciano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2
品种: Corvinia - Corvinone - 
Rondinella -  科尔维纳 - 科维诺尼 - 龙
堤内啦 
酒精度: 14,5%

Helett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Sangiovese桑娇维塞
酒精度: 14,5%

Rosso di Montalcino 
DOC 2019

MUSIKÈ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ABRIGO
FRATELLI GARBOLE

LA 
PALAZZETTA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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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3%

Montepulciano 
d'Abruzzo DOC

Antichi Poderi 
del Conte
等级: Rosso Conero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ontepulciano 蒙特布洽诺
酒精度: 13,5%

FATTORIA 
ITALIANA 
MARTELLI

CONTE
LEOPARDI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5%

Purple Leaf

等级: Riserva Chianti Ru na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Sangiovese桑娇维塞 - 
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
酒精度: 14%

A Gino

DREOLINOTORRI
CANTINE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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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95%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3% 
Canaiolo 卡纳奥罗 2% Malvasia 
Nera 黑玛尔维萨
酒精度: 13,5%

Castellinuzza Riserva 
2016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50% Nero D'Avola 黑达沃拉 – 
50% Frappato弗莱帕托
酒精度: 13,5%

aMarAnto 
Cerasuolo di Vittoria 
DOCG Biologico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95%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3% 
Canaiolo 卡纳奥罗 2% Malvasia 
Nera 黑玛尔维萨
酒精度: 13,5%

Castellinuzza
2015

TENUTA
SANTO SPIRITO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Az. Agr.
 CASTELLINUZZA

Az. Agr.
 CASTELLINUZZA

Primitivo

等级: IGP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4,5%

CANTINE 
ANTONIO
FERRARI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复杂性 9 8 7 6 5 4 3 2 1 010

香料香味

咖啡/
巧克力

酸度

收敛性

和谐

酒体

红色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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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5
NOVEMBER 2021

浙江，青田

VISIT OUR WEBSITE
WWW.QWIN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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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活动

今年意酒频道和Wine Channel
也将参加第四届侨博会！

第四届侨博会将于今年11月13至15日举行，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2 020年11月14日至16日 第三届侨博会
QWINE EXPO 在浙江省青田县隆重举行

本次国际葡萄酒展于新建的青田体育馆举办
共包括五个展馆 其中A3展馆专门用于呈现意
大利葡萄酒 A3展馆内共有70余家意大利精品
酒庄竞相亮相 这些酒庄都是在我们意酒频道
的精心组织策划下来华参展的 这也要感谢意
大利Wine Channel团队的配合 为数以万计
的观众带来了从南到北意大利各地的高品质美
酒
在 三 天 的 展 会 期 间 还 举 办 了 诸 多 葡 萄 酒
培 训 和 推 广 活 动 如 由 意 大 利 知 名 侍 酒 师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等人领衔的大师班
研讨会和品鉴会等 通过深入探究意大利各大
葡萄酒产区的多样产品 来让观众深切感受这
个世界酒业巨擎的无穷魅力 体验过大师班的
观众们好评不断 于中国消费者而言 有意
大利葡萄酒专家为大家普及意大利葡萄酒的知
识 是带领大家深入了解意大利风情并系统感
受意大利美酒的良好契机
本次展会还进行了两个最为期待的时刻:Qwine 
Top 100全球葡萄酒大赛以及名酒拍卖 本次
QWine Top 100 全球葡萄酒大赛将筛选出与中
国消费者口味完美契合的精品葡萄酒 并展示
给与会的各位买家和专业人士 从前年第一届

展会的成功举办我们也能看出 葡萄酒大赛如
今正扮演着为买家在市场中指点迷津的重要角
色 另一个众所期待的时刻是“名酒拍卖会”

诸多极具收藏价值的顶级美酒和大家一一见
面 对于渴望将稀世珍酿收入囊中的竞拍者来
说 这的确是个宝贵且难忘的时刻
秀山丽水 世界青田 青田地处浙江省东南
部 是丽水对外开放的东大门 全县总面积
2493平方公里 现有 人口55万人 其中华侨
33万人 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著
名的华侨之乡 青田潜力无限 展会经济已
经冉冉升起 2018年青田成功举办首届侨博
会 共吸引来自63个国家的367家进口日化和
食品企业 405家境外葡萄酒庄 960名参展
商 2689名专业采购商参展 展品囊括了1万
多款进口葡萄酒 5万多种进口商品 现场共
签订进口品牌授权代理686个 115家国外酒庄
签约入驻 建成运营青田世界红酒中心一期
共接待观众超过10.5万人次 实现销售额3.4亿
元 来自国内外60多家新闻媒体100多名记者
集聚青田 报道青田 引起了全国知名展览公
司 进口葡萄酒行业 零售电商企业的广泛关
注 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
幅提升 为青田侨乡特色商贸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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