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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桃红葡萄酒特别版

了解荣获奖项的意大利佳酿
Discover all the prize-winning 
italian wines

探索在海洋深处
陈酿的葡萄酒
The depths of the sea become
an unusual wine cellar with
absolute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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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WS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特殊陈年



CAMBIA LOGO!



疫情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得到了
控制，而且在意大利也得到了
成效，目前正朝着乐观的方向
前进
China was the fi rst one to resume the trade fairs and this has 
resulted in a strong recovery in demand for Italian products in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for wine exports

我们查看有关市场情况的数据 尤其是在外
国市场中 他们表现出了强大的反应能力 酒庄的反
应优于竞争对手
中国市场在2020年很困难 但2021年初有所复 这
也要归功于中国较早地从疫情中恢复 今天的成果也
预示着在中国市场的增长量 中国的这种趋势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必须说 我们的所有活动 即使
是今年 都标志着中国对意大利产品的需求正在强劲
复苏中 非常多的意大利葡萄酒正在显着增长

疫情带来痛苦且不可避免 当然 我要补充一点 这
是与该行业高度共识的 这是与意大利葡萄酒行业的
所有同仁进行长期工作比较的结果
展会于明年暂定四月 我们期待明年美好的春天 且
表现出最好的状态  
因此 我们将在明年四月回归 在那个对全球的葡萄
酒商业而言都无比重要的季节 届时我们将用全部
心力再次组织一次令人难忘且对意大利酒庄而言重要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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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名家专访

往 年4月举办意大利葡萄酒最重
要的展会Vinitaly，本届展会推迟到2022
年，但今年也会有一些其他活动，今天我
们请到Veronafiere的总经理乔瓦尼·曼托
瓦尼.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一话题。 欢迎
您！今天可以向我们介绍下，意大利展会
行业在今年疫情的背景下，从经济角度看
有什么影响？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年 意大利总共取消了约
255个活动 营业额损失了约80 换句话说
营业额从大约10亿下降到2亿 这种情况影响
着整个欧洲大陆 我们陷入了全球性的现象
但是我相信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遭受着损失
但我手上没有确切的数据

很难想到从这种情况中得出积极点，但这
反而可以让我们被迫改变一些事情同时对
未来有一种预见？

当然 我们被迫改变了我们的组织态度 从今
天的意义上说 变得更灵活了 我们掌握了规
划或者说重新规划的方法 做出不同的选择以

适应不同的情况 不仅从疫情期间可实施性角
度出发 而且还能适应与变化较快的市场的关
系 我当然会在网络方面找到新的方向 但是
我们目前只体验了部分内容 因为我们已经习
惯了视频会议 视频采访 所以未来可能会更
深入 并为我们提供更多工具 对于展览会来
说这将是一次巨大的支持 再次出现在展览会
上将继续作为生成数据的绝佳工具 同时也可
以扩大数字化可建立的关系 实际上 这也将
是我们2021年下半年的重要计划

我要再这个问题上停留片刻，因为数字化
对于许多意大利酒庄来说都是新挑战。 
但是，酒庄仍然希望坚持参加展会，但遗
憾不能亲自参加国外的展会。

我们查看有关市场情况的数据 尤其是在外国
市场中 他们表现出了强大的反应能力 酒庄
的反应优于竞争对手 如果我没有记错值的
话 出口额下降了2.3 但是 在所有市场
上 我们在生产方面的表现都得到了改善
中国市场在2020年很困难 但2021年初有所
复 这也要归功于中国较早地从疫情中恢复
今天的成果也预示着在中国市场的增长量 所
以恢复不仅是缓慢而且困难的 总体而言 今

年行业内GDP增长16.18 着是令人难以置
信的数字

Vinitaly是意大利葡萄酒世界的全球参考
点，但是意大利葡萄酒市场的当前状况如
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应该做什
么？

当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有必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内部市场 因为我们是一个紧跟时事并
且谨慎对待发生情况的市场 北美仍然是最基
本的市场 它是意大利葡萄酒的第一出口国
价值远超10亿欧元 我们也必须监测未来几年
内消费的变化 另外要仔细研究的另一个市场
是脱欧和疫情后的英国 因为这是英国最近几
个月发生的事 事后我们也也必须回到那个市
场 我认为亚洲也很有潜力 中国的这种趋势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必须说 我们的所
有活动 即使是今年 都标志着中国对意大利
产品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中 非常多的意大利
葡萄酒正在显着增长

澳大利亚市场给我们了一些发挥的空间，
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空间，这是意大利葡
萄酒进入中国的重要时刻，但需要对我们

Vinitaly，意大利最重要的国际葡

萄酒盛会将于2022年回归！

新的解决方案和一系列葡萄酒项

目计划正在进行中
Interview with Verona Fiere general manager 
Giovanni Mantovani: “Pandemic has forced us 
to change our organizational attitude, on the 
other hand today we’re way more fl exible”

乔凡尼·曼托瓦尼（Giovanni Mantovani）访谈
Interview to Giovanni Mantovani

维罗纳展会总经理

瓦伦蒂娜 VALENTINA TENAGLIA
WINECHANNEL 意酒频道 CEO

8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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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避免的把Vinitaly推迟到2022年是
明智的决定吗？

痛苦且不可避免 当然 我要补充一点 这是
与该行业高度共识的 这是与意大利葡萄酒行
业的所有同仁进行长期工作比较的结果 因此
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是通往2022年Vinitaly的
葡萄酒之路 并与所有的生产者和酒庄比肩前
行 6月19日 将在举办一次Opera Wine酒
会 这是一次标志性的意大利酒盛事 将在世
界范围内进行交流 今年将翻一番 因为将有
200家酒庄前来参与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大
的活动 歌剧季的开幕 因此 一方面我们有
葡萄酒节 另一方面有歌剧节 届时维罗纳
将以最美丽的形象呈现给世界 然后我们将在
6月到达深圳的Vinitaly Wine to asia  然后
我们将在10月举办Vinitaly的特别版 旨在成

为市场和生产商之间的第一个交流点 专门为

采购商准备 因此那些致力于采购商的企业都
将应邀参加会议 我们希望能在意大利占有重
要的地位 同时也希望在世界范围内 尤其
是在国际市场中重要的国家 随着与中国的旅
游关系重新开放 我希望能够发展更多的中国
业务 而这目前身体力行的去实现不太可能
但这将得到数字工具的支持 我们将能够将在

的葡萄酒、风土和酒庄有更多的了解，我
们仍然努力在这个市场上更广为人知,但
我们正在进步，不是吗?

是的 我们必须加强在这个市场上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 虽然我们的生产商并不多 但
是我已经看到6月份葡萄酒公司到深圳的Wine 

to asia预订量已经大大增加 这标志着新的机
会 意大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引起了巨大的关

常重要 而且我们从一项调查中也看到了这一
点 该调查表明90 的人怀念Vinitaly这样的

活动 因此 我们将在明年四月回归 在那个
对全球的葡萄酒商业而言都无比重要的季节 
届时我们将用全部心力再次组织一次令人难忘
且对意大利酒庄而言重要的活动

非常感谢您，我参加了17届Vinitaly，我
确实非常想念它。我们都迫不及待想要
回到Vinitaly，因为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
说，这是一个了解我们风土区，葡萄酒和
新鲜事的机会，因为意大利酒庄会源源不
断的提供新产品。

我们也期望你来参加第18次  同样在最近几个
月中 我看到了视频 新产品的发布 意大利
公司一直在寻找最能满足市场期望的产品 在
我看来  我们正在取得成功 这是一件重要的
事情

是的，总是有好消息，我们总是积极的，
这也是意大利酒庄的巨大动力。谢谢您，
我们很快在维罗纳见！

A Vinitaly!

注度 另一方面 我们还必须找到葡萄酒沟
通的关键 因为我们拥有的所有的葡萄品种
这是我们的巨大财富 与其他国家或制造商那
种简单的方式沟通相比 中国市场显然要复杂
得多 然后 中国消费者也是非常具有好奇心
和专注心的 并且拥有自己独特的技巧 能够
欣赏我们的多样性 从瓶子的外观 标签 葡
萄酒产地等角度看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微不足
道 但可能非常重要

Vinitaly特别版中面对这些问题 特别是那些
还不能到来意大利的市场

那么，2022年的Vinitaly是否会暂定4月？

暂定四月 我们期待明年美好的春天 且表现
出最好的状态 我已经看到许多公司使用社
交媒体来标记它 这表明酒庄们对vinitaly的
爱慕之情 但也有许多买家记得 那些日子他
们曾在vinitaly的体验 因此每个人都认为非

然后我们将在10月
举办Vinitaly的特别
版，旨在成为市场
和生产商之间的第
一个交流点，专门

为采购商准备

INTERVIEW

名家专访

再次出现在展览会上将继
续作为生成数据的绝佳工
具,  同时也可以扩大数字

化可建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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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名家专访

维罗纳圆形竞技场

展会室内

展会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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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SELECTION

精选酒款

在 每期 意酒邮报 杂志上 您都可
以找到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意大利葡萄酒

从意大利的北部到南部 每一段旅程都将向您
展示独特的葡萄酒 这些葡萄酒来自本地的原
生葡萄 再加上意大利酿酒师们娴熟的工作

让我们从“威尼托”开始 那是非常著名的
阿玛罗尼瓦尔波丽切拉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的故乡 它那优雅的红色令
人兴奋 继续 我们沿着亚得里亚海沿岸去
探索“马尔恺”地区 在那里我们被罗索·

康纳罗 Rosso Conero 征服了 接着我
们移步菲亚诺 Fiano 的产地——坎帕尼
亚 Campania 该款葡萄酒是这个南部
大区最具代表性的葡萄酒 最后让我们在普
利亚 Puglia 结束我们的旅程 那显然是
要选择当地引以为傲的曼督理雅普利米提沃

Primitivo di Manduria 了  

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葡萄酒生产国  跟着我
们了解酒庄和产区 让我们一起感受意大利的
葡萄酒魅力

Wines from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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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家族经营的酒庄位于布雷根泽河道
Breganze Doc 的中心 受到威尼斯山

脉冠冕的保护 劳拉 Laura 和安德里亚
Andrea 在这里生产着各种葡萄酒 以及

用维斯派欧拉 Vespaiola 葡萄酿制的葡
萄干甜酒 葡萄园位于酒厂周围 坐北朝南
的温和茂盛的山丘上 可以吸收所有的阳光
酿出令人兴奋的葡萄酒 例如这款“红土地”
梅洛 深红宝石色吸引眼球 而微妙的香气
复杂香甜 充满了烤面包 烟草 巧克力和
咖啡的味道 并带有迷人的香脂尾调

细细品味 天鹅绒般柔软与坚固之间能够和
谐相处 使味蕾焕然一新 并带来全新的体验
在法国橡木桶和酒桶中陈酿 36 个月 然后在
瓶中陈化 12 个月之后 才可以供大家品尝

颜色 深红宝石色
香气 带有皮革 烟草 巧克力和咖啡的香气
并带有迷人的香脂味
味道 柔软 浓郁的口感 令人振奋

Vantorosso 酒庄于 2015 年创建于经典瓦尔
波丽切拉地区 Valpolicella Classica 这
是意大利葡萄酒最负盛名的产地之一 肥沃
的土地 具有多变的格局 周围环绕着泉水
和连绵不绝的山丘 这保证了其独特而无与
伦比的肥沃程度 Vantorosso 酒庄的葡萄酒
经过了阳光和风的洗礼 最终酿造出来最好
的葡萄酒 也是热情 研究 关注和关怀的
结果 例如这款经典瓦尔波丽切拉阿玛罗尼

DOCG

强烈而生动的红宝石色 酒杯中散发着樱桃
果酱的甜美和诱人香气 以及刚刚红色和紫
色的干花 然后是烟草和黑胡椒的辛辣味以
及树脂的香脂味 口感醇厚 果味新鲜沁人
单宁略重 口感清爽 略带苦味

颜色 强烈生动的红宝石色
香气 樱桃果酱 红色和紫色的花香 烟草
和黑胡椒的香气 树脂的香气
味道 香甜可口 果味浓郁 单宁清爽 微
苦

“九月初晴空的曙光和木桶的气味在农家院
前排成一排 等待着迎接新酒 于是开始了
我儿时最忙碌的时光……” 这个故事是从曾
祖父安东尼奥 Antonio 那里传给马里奥
Mario 的 酒庄位于萨莫奈 Sannio 地区

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传统 那里的土壤属于黏
土 石灰岩土壤 良好的暴露条件和理想的
微气候

在这里 故事将继续 也将继续提供有价值的
葡萄酒 例如这款 "Menamè" 菲亚诺 DOP

是一种复杂的葡萄酒 由于在细酒糟中的长
时间陈化 极具结构 风味和持久感

它呈稻草黄色 带绿色发射光 强烈的干花
花香 具有出色的结构和相当的强度

颜色 稻草黄色 绿色反射光
香气 强烈的花香 带有梨和橙皮的香气
味道 干爽 具有良好的酸度和强度

Land Rosso
IGT Veneto

Menamè
Fiano DOP Sannio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DOCG Classico

WINE SELECTION

精选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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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 Leopardi 酒庄是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
区最古老的酒庄之一 该地区的特点是丘陵
地带 粘土质和钙质土壤 气候非常适合葡
萄栽培 葡萄完全成熟时才进行收获 葡萄
的颜色非常浓烈 糖含量非常高 其葡萄园
总面积为 45 公顷 平均每公顷产量约为 8 吨
左右 种植最多的葡萄是蒙特普尔恰诺 同
时也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红酒 例如这款红康

纳罗 Rosso Conero DOC 葡萄酒

酿造于完全成熟的葡萄 在木桶中陈酿 12 个
月 装瓶后继续成熟 12 个月后才上市销售
是一款优雅而结构化的葡萄酒 从玻璃杯中
散发出令人难以忘怀的野樱桃 甘草和巧克
力的香气 口感沉醉并具征服感

颜色 强烈的红色
香气 野樱桃 甘草 巧克力的香气
味道 口感均衡 单宁柔和 结构良好

Ca'del Sette 酒庄是一家家族企业 自 1865
年拥有葡萄园以来 在 5 代酿酒师的传承下
如今在葡萄栽培领已拥有 150 多年的经验

通过这种激情 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酒庄诞
生了 酒庄融入大自然 致力于与土地和家
庭传承的传统
这一款情人黄金收藏版 Amante 

Collezione Oro 是一项研究的结果 这种
独特产品的创造结合了维罗纳红葡萄酒的两
种典型技术“风干 Appassimento ”和“返
桶  Ripasso ” 这归功于这些年所获得的经
验 此过程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些最好
的葡萄 至少要在葡萄园中先进行风干干燥
然后还至少要在不锈钢桶中精炼三年

颜色 带有紫罗兰色反射光的深宝石红色
香气 散发出浓郁的香草和红色水果香气
还带有咖啡和甘草的香气 回味悠长
樱桃 巧克力和可可
味道 味道饱满而均衡 浓烈

埃拉里奥 Erario 酒庄的所在地几乎完全
被大海的气息包围 特别适合酿酒 在将近
两个世纪的时间里 他们通过专注研究和开
发 并保持其独特的传统来传承激情 使他
们的葡萄酒在意大利和国外市场都受到赞
赏 Fuoriclasse 是纯曼杜利亚埔里米提沃

Primitivo di Manduria 酿造的 在不锈钢
罐中陈化大约一年 然后在木桶中短暂发酵
最后在瓶中再精制 8 个月
美丽明亮的石榴红色 具有特殊的质地 在
气味上 香气是决定性和强烈的 带有淡淡
的黑莓 樱桃和李子的香气 非常具有结构
化 坚固且浓烈 回味浓郁 伴随淡淡的香草
甘草和巧克力的风味 同时不失柔和的口感
19 度的酒精度

颜色 明亮的石榴红色
香气 玫瑰的花香 黑莓 樱桃和李子的香
气
味道 强烈浓烈而柔和的味道

Villa Marina Fuoriclasse
Primitivo di Manduria Rosso Verona IGT

Amante Collezione Oro

WINE SELECTION

精选酒款

Rosso Conero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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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酒架上的新面孔
“桃红色”的葡萄酒!

HEADLINE / ROSÈ SPECIAL FEATURE

意大利经典桃红葡萄酒

A special feature dedicated to sparkling and 
rosè wines: state of the art and new development 

prospects

超越“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类型的
身份挑战

朱利奥·索玛 Giulio Somma - 意大利葡萄酒邮报主编

作者: Carlo Flamini, Fabio Ciarla and Emanuele Pell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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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气泡酒是意大利的一种新兴类型，正
在征服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玫瑰色和桃红色 无论是经典方法或“意大利
方法”桃红气泡酒 以及来自本地和非本地葡
萄藤的单一品种或混合品种 “桃红色”葡

萄酒的世界在其内部隐藏了一个真正的奇妙世

界 从种植开始 到葡萄采摘 从农艺学和酿
酒学技术到导致不同“风格”的葡萄酒“哲
学”
相同类型的葡萄酒 “生物文化”作为普罗旺
斯提案的财富价值 至少在某些区域和生产集
群中隐藏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创新项目 这可能
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是行业未来的增长
动力 首先 在意大利 但随后在国外 普罗
旺斯现象无疑在外国消费者的文化和敏感性方
面造成了差异 这种差异能够促进外国消费者
代对桃红葡萄酒的新机遇

桃红葡萄酒：真正的葡
萄酒风格
得益于美国葡萄酒的蓬勃发展 桃红葡萄酒已
完全摆脱了红酒“副产品”的形象 没有特定

的身份 但却成为了真正的“葡萄酒风格”
从而创造出“桃红葡萄酒”的类别 如今 世
界上桃红葡萄酒的消费量为28亿瓶 仅占静止
酒总量的10 但是还在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 我们有起泡酒 这个类别在历史上
一直指的是顶级代表香槟和其他普通起泡酒
却没有普罗赛克的身影 但是如今销量约为30
亿瓶 占世界葡萄酒总量的8 它建立了
新的消费者群体 扩大了受众范围 并首先吸

引了女性和年轻人这类消费群体

与红酒不同 世界各地生产的红酒渐渐开放了
印度和中国等国家 桃红葡萄酒和起泡酒仍然
明显是西方国家的产品

如果将这两个类别加在一起 也就是将“起泡

酒”和“桃红色”添加在一起 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能够拥有已经接受并且对这些产品正在
开放的市场

增加桃红酒的爱好者
根据调查的最新数据 Wine Intelligence近年
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调查 自2007年以来

在多个市场中 饮用桃红葡萄酒的饮酒者百分
比已显着增加 此外 许多消费者正在从价格
低廉的桃红葡萄酒转向高档的桃红葡萄酒
即使在葡萄酒品类的困难时期 新鲜 优质桃
红酒的风格也有望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 其较
新鲜和低单宁的口感 似乎在所有方面都有所
进步 促使桃红葡萄酒被选择和购买的关键因
素是与食物的组合

桃红酒的饮用者往往比普通酒的饮用者消费更
多的意大利葡萄酒 他们还喝更多因产区而
闻名的葡萄酒 在这些产区中 意大利表现良
好

因此 意大利“桃红葡萄酒”还非常吸引年轻

的爱好者 从而帮助整个意大利葡萄酒行业降
低其常规消费者的年龄界限 并且相比技术特
征 更多地介绍“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

由于意大利是桃红葡萄酒四大原产国之一 因
此下一个挑战是制定一项共同的战略 将提案
中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旨在树立“意大利桃红
葡萄酒”的形象和品牌

桃红起泡酒

HEADLINE / ROSÈ SPECI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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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前 意大利市场上很难找到桃红葡萄
酒 尤其是高质量的桃红葡萄酒 那就更不用
说桃红起泡葡萄酒了 因此 这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不同的饮食类
型 导致消费者选择的时候倾向于更便宜的产
品
因此 很多人开始转向桃红葡萄酒 特别适合
在便餐或早午餐时喝的酒 而且随着传统气起
泡行业的不断发展 并且也逐渐区分了气泡的
类型 因此很明显 桃红和气泡的组合也将会
是一种新的趋势
今天的意大利 桃红起泡酒年产量将近5000

万瓶 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有不断增
长的趋势 其中一部分是通过经典香槟方法获

得的 一部分是通过扎马特方法Charmat获
得的 尽管法国竞争激烈 但近年来意大利起
泡酒的生产 不仅为国内市场带来了收益 也
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口碑 但是法国的普罗旺斯
地区 还是被大众被认为是桃红葡萄酒的发源
地
为 了 确 认 桃 红 起 泡 酒 是 如 何 满 足 意 大 利 消
费 者 口 味 的 我 们 参 考 了 一 些 生 产 桃 红 葡
萄 酒 的 酒 庄 我 们 发 现 意 大 利 各 个 地 区 都
有 生 产 其 中 也 包 括 非 常 成 熟 的 地 区 例
如弗朗西亚科塔 Franciacorta 特伦
托DOC Trentodoc 和奥特雷波帕韦斯

Oltrepò Pavese 甚至是意大利南部

激情四射的桃红起泡酒
今天的意大利，桃红起
泡酒年产量将近5000万
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

质量上，都有
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

一部分是通过经典香
槟方法获得的，一部
分是通过扎马特方法

Charmat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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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enosi - The Rose 
马尔凯地区的维雷诺斯Velenosi酒庄的桃红葡萄酒同样是用纯
黑比诺葡萄酿制的 这是一种经典的起泡酒 完尽的展现了自
己在阿斯科利皮切诺地区 Ascoli Piceno 的葡萄园全部风
土 在酸和糖之间达到理想比例的最佳时间进行手工采收 并
在盒子中进行分类 酿造过程中葡萄酒需要在酒糟中停留长达
60个月 (图1)

Cà del Bosco -  Franciacorta Annamaria Clementi 
Rosè Riserva
黑比诺再次纯净地融合了这款珍藏安纳玛丽亚·克莱门蒂桃红

酒 Annamaria Clementi Rosé Riserva 自2003年以来
它一直是毛里齐奥·扎内拉领导的Ca'del Bosco酒庄引以为傲
的一部分 酿造这款酒的葡萄采摘于三个历史悠久的葡萄园
经过短时间14 C低温的浸渍以后 在进行酒精发酵 苹果乳
酸发酵和桶式陈酿 整个过程共持续8个月 最后 在酒糟至少
还要再老化八年 (图2)

Castello di Querceto - Brut François 2ème Rosè
这是一家来自托斯卡纳大区历史悠久的酒庄 这里没有桑娇维
塞 但这里遍地种植着传统的霞多丽 60 和黑皮诺 40

酒庄的François 2ème桃红起泡酒自从2006年首次问世以
后 就广受好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François家族拥有超过120
年的历史 至今仍保存着1904年生产的第一瓶葡萄酒 (图3)

Donnafugata - Brut Rosè Sicilia DOC
西西里岛的唐纳古塔 Donnafugata 酒庄的桃红起泡酒 唐
纳古塔是大岛酿酒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José Rallo说
“我们决定生产Brut Rosé 因为我们在山上拥有黑比诺的

Pinot Noir 葡萄园 我们有信心可以用经典方法生产出高品
质的起泡酒 Donnafugata Brut Rosé Sicilia Doc是一款出色
的起泡葡萄酒 在酒糟中保存了36个月 喝一口这样的葡萄酒
就能概括Donnafugata的风格 (图4)

Conte Vistarino - Saignée della Rocca, Oltrepò Pavese 
metodo classico Rosé Docg
伯爵维斯塔利诺酒庄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以生产起泡酒为传
统 也是Oltrepò Pavese地区的领先企业之一 在其200公顷
的葡萄园中 有140公顷的黑比诺 其中最著名的是Saignée 
della Rocca 这是Oltrepò Pavese地区经典方法生产的一款

桃红起泡酒 酒庄采用黑皮诺酿制的起泡酒具有迷人的粉红色
和非凡的香气 (图5)

桃红气泡酒是意大利的一种新兴类型，正在征
服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一个关于“桃红色”的关键字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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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uta il Bosco (Zonin) - Cruasè Brut Oltrenero
来自Oltrepò Pavese地区的还有另一款有趣的桃红起泡酒 那
就是来自卓宁集团BOSCO酒庄生产的Cruasè Brut Oltrenero

产自纯正的黑比诺葡萄 而且采自重要的克隆体植株 经过手
工采摘后用干冰冷却 葡萄酒装瓶以后还需要持续老化3年
(图6)

Ferrari Trentodoc Maximum Rosè
Maximum 桃红起泡酒是FerrarI酒庄自2002年以来一直生产的
Trento doc中的一款 这款葡萄酒是由黑比诺 70 和霞多
丽 30 混酿而成 葡萄是在特伦蒂诺山脉海拔300-600米的
葡萄园中收获的 使用选定的酵母持续发酵约30-36个月的 但
是 应该强调的是 早在1969年 当时年轻的酿酒师毛罗·卢
内利 Mauro Lunelli 就创造了第一个FERRARI酒庄的桃红起
泡酒 因此可以说他是先驱之一 (图7)

Frescobaldi - Leonia Rosè
波米诺黑比诺 Pinot Nero di Pomino 是十九世纪中叶侯爵
维托里奥·德利·阿尔比 Marquis Vittorio degli Albizi 从法
国引进的葡萄品种 佛罗伦萨历史悠久的酒庄总裁兰伯托·弗
雷斯科巴尔第 Marquis Lamberto Frescobaldi 说 “ 莱昂

妮娅·波米诺桃红酒这是一款出乎意料的葡萄酒 代表了勇往
直前 坚定不移的渴望 像极了我曾祖母莱昂妮娅 Leonia
那样富有表现力和优雅的性格 于是激发了我在创新方面的选
择 所以我们决定以其名义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的“勇敢
奖”  (图8)

Montenisa - Marchesi Antinori Franciacorta
酒 庄 位 于 弗 朗 齐 亚 科 塔 生 产 中 心 的 区 域 拥 有 悠 久 的 传
统 玛格丽丝·安提诺利弗朗齐亚科塔 MarchesiAntinori 
Franciacorta 桃红起泡葡萄酒 Rosé Docg 于2006年收成
时首次投放市场 自此该公司决定生产桃红葡萄酒 因为这是
弗朗齐亚科塔的悠久传统  桃红尽管产量不高 但是干型的桃
红酒是弗朗齐亚科塔最好的生产方法  (图9)

Mosnel - Parosè
MOSNEL酒庄的桃红起泡酒弗朗齐亚科塔 Franciacorta Pas 
Dosé millesimato 被称为Parosé 是意大利最早使用经典方
法酿造起泡酒的产区之一  这款酒采用的是经过短暂浸渍的70

的黑皮诺与30 的霞多丽混合酿造 当 Parosé的发酵度达到
100 以后 再继续留在酒糟中至少36个月 然后装瓶完成以
后 再精制至少6个月才可出售 (图10)

Moser - Trentodoc
从海拔350米的马索沃特 Maso Warth 最好的丘陵葡萄园
俯瞰阿迪杰 Adige 谷地 在那里 莫瑟家族创造出了特级
的桃红起泡酒 那就是他们的特伦托DOC Trentodoc
从纯的黑比诺 Pinot Noir 葡萄酿造而成 并严格按照被称
为“Ros de Saignée”的方法进行酿造 即在压榨机中浸泡五
小时 然后在酒糟上陈化至少36个月 (图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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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产区研究所对原生品种的探索
意大利桃红葡萄酒的崛起之路

该研究所将意大利的6个地区地归为一类，在这些地区中，桃红色葡萄酒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而是

一种独立同时具有强烈识别性的葡萄酒类型，主要表现在其历史、品质和倾向上。

“ 桃红葡萄酒，事实上我们

更喜欢称之为“玫瑰色”的葡

萄酒，是葡萄酒家族的众多

风格之一”

六个保护协会在一个旨在增强和推广本地
原生桃红葡萄品种的项目中联盟，这六个
保护协会分别是Chiaretto del Bardolino, 
Valtènesi, Vini d’Abruzzo, Cirò e Melissa, 
Castel del Monte和Salice Salentino。这些
协会覆盖的区域每年生产超过2000万瓶
酒。

就像克里斯托福雷蒂总裁所说的那样：“
为了统一我们的传统，使我们的声音共同

被倾听，并向葡萄酒爱好者们传达，也就
是当我们谈论到桃红葡萄酒时，法国并不
是唯一的国家。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更丰
富：我们的力量是拥有三种截然不同且又
互补的风格，我们希望在保持和增强各自
独特性的同时，增强我们地域的生物多样
性”。

这三种风格也都很好地代表了历史，首
先，“Chiaretto”将加尔达湖的威尼斯人和

伦巴第海岸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其次阿布
鲁佐的“Cerasuolo”，以及普利亚和卡拉布
里亚传统上的“ Rosato”也都强烈的联系着
地域性。

“这个概念突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意大利桃红葡萄酒的生产不应该标准化。
我们的价值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差异。当
然，别忽略了意大利桃红葡萄酒传统地区
还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根据法语和英语的术语 2018年全球生产了
约三亿五千万瓶“桃红”葡萄酒 其中法国
占比最大 约27 其次是美国 约19
第三是自西班牙 约为17 意大利仅占第

四位 总数为9 这与意大利多年来稳步保
持的生产领导地位相冲突 根据桃红葡萄酒数
据站的报告 意大利曾是世界第二大桃红葡萄
酒生产国 在2008年占21 仅比法国低6个

百分点 稳步领先于西班牙 16 和美国
15

就消费而言 其主要市场为阿尔卑斯山脉周边
地区 占总数的34 其实海外市场的美国是
另外20 实际上 世界上生产的桃红葡萄酒
中有一半以上是被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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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巴迪 VALTÈNESI 葡萄酒保护协会

Valtènesi 协会主席亚历桑德罗·卢扎戈

Alessandro Luzzago ——在区域层面上

现在我们的产区与桃红葡萄酒有着紧密联系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 即使在当地的餐厅

我们也注意到对这种动态的关注和理解有了

很大的提高 但要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变得强

大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的地区有

如此重要的旅游流 如果你在加尔达湖喝桃

红葡萄酒 就像你在 Saint Tropez 圣特罗

佩斯喝普罗旺斯桃红酒一样 我们和我们在

Bardolino 巴多利诺的邻居可能都不需要再扩

展其他地区的市场

Alessandro Luzzago

“Castel del Monte 是意大利唯一的桃红

DOCG 它起源于一种本土的葡萄品种

Bombino nero 在 DOCG 产区中心的这些

山上 海拔在 200 到 500 米之间 找到了它独

特而理想的栖息地 ”Castel del Monte 保护

协会主席弗朗西斯科·连托尼奥 Francesco 

Liantonio 如是说道 桃红葡萄酒是一款个性

十足的葡萄酒 新消费者非常关注桃红葡萄酒

的主题 从清新到轻盈 以及它在葡萄酒 / 食

物组合方面的多功能性 因此我们有很大的责

任接触这些新的粉丝群体

Francesco Liantonio
威尼托 Chiaretto del Bardolino 葡萄酒保护

协会 “‘桃红革命 Rosé Revolution ’项

目已经开始了 ”Chiaretto del Bardolino 葡

萄酒保护协会主席弗朗哥·克里斯托弗雷蒂

Franco Cristoforetti 解释说 “它定义了

Bardolino Chiaretto 葡萄酒的精确轮廓 从

荔枝粉色到味觉嗅觉特征 创造一个风格同质

化 使其可识别和符合消费趋势 Bardolino 

Chiaretto 如今是维罗纳 Corvina 科尔维纳

葡萄酒的现代诠释者 突出了它的新鲜度

口感和典型的柑橘味道 ”

Franco Cristoforetti

Salice Salentino 葡萄酒保护协会——达米

亚诺·雷尔 Damiano Reale Salice 

Salentino 葡萄酒保护协会主席 这里的主人

公是 Negroamaro “历史为我们说话 第

一瓶 Salice Salentino 萨利斯·塞伦蒂诺葡

萄酒便是是桃红酒的 Leone de Castris 酒

庄的 Five Roses 我们从这一非常强大的遗

产开始 一种几乎是红色的葡萄酒 口感非

常丰富 很好地代表了 Negroamaro 的特点

多亏了酿酒工艺的发展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

用稍微淡一点的葡萄酒来提供相同的香气和

相同的酒体 以避免像过去可能发生的那样

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红酒混淆 ”

Damiano Reale
阿布鲁佐葡萄酒保护协会——Valentino Di 

Campli 主席 “就 Abruzzo Cerasuolo 阿布

鲁佐切拉索罗而言 我们的目标当然与生产

性扩张有关 但也与它在市场上的更好地位

有关 这种价值观可能也超出了开拓新市场

的范围 目前我们的大部分桃红葡萄酒都是

在阿布鲁佐消费的 一小部分在意大利境内

其他地区消费 在国外的销量非常小 我们

需要在我们区域之外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桃红

酒 我们也非常喜欢桃红酒 因为它在餐酒

搭配中展现了多才多艺 但我们需要考虑有

针对性和独特的提升 ”

Valentino Di Campli

卡拉布里亚 Cirò e Melissa 葡萄酒保护协

会——“我们是一个小产区 但对我们来说

逃红葡萄酒一直很重要 它紧跟在红葡萄酒

之后 甚至在白葡萄酒之前 尽管比例相似

另一方面 即使是我们的红葡萄酒 由于浸泡

时间短 传统上也几乎呈粉红色 ”拉斐尔·利

班迪 Raffaele Librandi Cirò e Melissa

葡萄酒保护协会主席

Raff aele Librandi

“桃红”产区：协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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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一样，桃红
葡萄酒只需要轻微的浸渍，比白葡萄
酒的浸渍时间还要短一些，不同于其
他的红、白葡萄酒的是桃红葡萄酒是
一种用眼睛喝的葡萄酒，作为意大利
的生产商，我们不得不寻找到我们自
己的桃红葡萄酒生产方式并保持我们
的传统和我们的文化以及风土，即使
是桃红葡萄酒也有好的前景。
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自豪感，生产者必
须更多地去相信自己的产品，我知道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也知道那些
桃红葡萄酒销售人员、市场人员，同
时市场正在增大需求这种在风土层面
上至关重要的葡萄酒及其所有生产者
都对其葡萄酒的美学和视觉感官特征
的高要求，因为在时尚变化的二十年
里，葡萄酒都是一种颜色，说不定世
界想要一个其他颜色呢。”

“首先有必要消除错误的认识，也就是
说桃红葡萄酒是女性酒、是开胃酒、
是夏季酒。
如果不消除这种观念我们也坚持不下
去，我们认为如果有人把桃红酒当作
是一种饮料，这对生产者来说是一种
风险，特别是那些在葡萄园工作和未
来想要在该地区酿造葡萄酒的人。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实际生
产桃红葡萄酒的知识问题 ：我要和很
多关注我们的中国朋友讲，桃红葡萄
酒不仅仅是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的混
合物。
桃红葡萄酒就像是其他的葡萄酒一样，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区别对待。因为如
果你想生产一瓶非凡的葡萄酒，你首
先需要有一片非凡的土地，一个超凡
的年份，当然还需要精心筛选的葡萄，
而且在准确的时候采摘，就像酿造优

菲利波·巴托洛塔

FILIPPO BARTOLOTTA

隶属这个世界上最慷慨且葡萄品种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朗格 Langhe 和罗
埃罗 Roero 在这片宏伟的土地上
生产着葡萄酒 它成立于1957年 以生
产高品质的葡萄酒为己任 曾代表该地
区获得过国际的认可
拥有250名葡萄供应会员 总面积高达
300公顷的葡萄园 同时该地区也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特殊的
微气候条件使葡萄表现出细腻而强烈的
香气 是浓郁且结构化的葡萄酒的完美
前身 朗格地区的土壤呈黏土石灰岩特
性 罗埃洛则属于沙质且柔软的土壤
于是两者赋予了葡萄酒独特而不可替代

的香气 这款出色的“ 朗格桃红葡萄
酒Langhe rosato”酿造于100 的多
尔切托 Dolcetto 葡萄 来自海拔约
300米的葡萄园 淡粉色 带有一定的红
宝石色反射光 柔和细腻的香气十分诱
人 口中展现出干爽宜人的单宁味 适
合搭配鱼类菜肴

颜色 淡粉色 红宝石色反射光
香气 柔和细腻的香气
味道 柔软 干爽宜人 单宁适中

桃红葡萄酒，让我们共同打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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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师专栏
SOMMELIER'S CORNER

今天我们将谈论一种来自意大利最美丽地区之

一的葡萄酒 这个地区有幸环绕着壮美的加尔

达湖 Lake Garda 加尔达湖是意大利最大

的湖泊 能很好地沐浴我们三个地区 伦巴第

Lombardia 维尼托 Veneto 和特伦蒂

诺阿尔托阿迪奇 Trentino-Alto Adige 这些

地区的葡萄栽培产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专注于伦巴第和布雷西亚 Brescia 省 不可能

不细想一个诞生于八十多年前的酒庄 它的创始

人乔瓦尼·阿万齐 Giovanni Avanzi 的奉献

和汗水 他成功地实现了对葡萄酒酿造和葡萄酒

的热情 他有幸将激情传递给了他的子孙后代

因为你看 这家不断成长的公司的实力 正是完

全由阿万齐家族成员管理的事实 先是创始人的

子女 现在还有孙辈和明日的后代 每个人都对

一个部门负责 从酿酒学 行政管理 意大利市

场营销 国外市场营销 包括橄榄园的管理 以

及作为集团一部分的手工酿酒厂

他们拥有50多公顷的高品质葡萄园 如卢

甘纳 Lugana 和加尔达经典 Garda 

classico 分为四个分别坐落在锡尔米奥

尼市 Sirmione 德森扎诺德尔加尔达

Desenzano del Garda 和波尔佩纳泽德尔加

尔达 Polpenàzze del Garda 酒窖已经完

全翻新 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 保持了一个良

好的质量水平得益于日益更新的技术

DOC
命名保护

60% Groppello 格罗派洛, 15% Sangiovese 桑娇维
塞, 15% Marzemino 马泽米诺, 10% Barbera 巴贝拉

葡萄品种

13% vol.
酒精度

桃红葡萄酒
类别

2020
年份

混酿葡萄酒的所有品种都是分开酿造的 果皮和
葡萄汁之间进行轻微接触 以获得所需的酒款特
性 它在不锈钢罐中进行低温发酵 然后一直在
钢罐中熟化 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葡萄的感官特性
不变 接下来 在完全缺氧的情况下 在瓶中进
行短暂的陈年

葡萄酒酿造

颜色 淡玫瑰色 具有别致的亮度和足够的浓郁
度 闻香 香味浓郁 有樱桃 覆盆子和柑橘的
味道 口感 品尝时 新鲜感强烈 由有趣的盐
分支撑 并通过微妙的温暖 柔软和圆润的平衡
来软化 在口中可以感受的香气包括草莓 康乃
馨花香 这是一款年轻的葡萄酒 在酒杯中展现
出它的活力 并以持久的矿物回味向我们致敬  
侍酒温度 8-10度
餐酒搭配 桃红葡萄酒有着非凡的特点 几乎可
以与所有食物搭配 而且可以随时啜饮 与开胃
酒 开胃菜 海鲜 素食 白肉和红肉 新鲜或
中等风干奶酪完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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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avera Chiaretto 
Valtènesi Doc

WATCH VIDEO
TASTING

观看品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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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汁之间进行轻微接触 以获得所需的酒款特
性 它在不锈钢罐中进行低温发酵 然后一直在
钢罐中熟化 目的是尽可能保持葡萄的感官特性
不变 接下来 在完全缺氧的情况下 在瓶中进

颜色 淡玫瑰色 具有别致的亮度和足够的浓郁
度 闻香 香味浓郁 有樱桃 覆盆子和柑橘的
味道 口感 品尝时 新鲜感强烈 由有趣的盐
分支撑 并通过微妙的温暖 柔软和圆润的平衡
来软化 在口中可以感受的香气包括草莓 康乃
馨花香 这是一款年轻的葡萄酒 在酒杯中展现
出它的活力 并以持久的矿物回味向我们致敬  

餐酒搭配 桃红葡萄酒有着非凡的特点 几乎可
以与所有食物搭配 而且可以随时啜饮 与开胃
酒 开胃菜 海鲜 素食 白肉和红肉 新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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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雷·帕维斯 Cesare Pavese 的诗中
曾提到过 朗格 Langhe 地区的的中心就
是 Bosio 酒庄的所在之处 在这个世界上 技
术总是伴随着农民的传统而逐步创建 1967
年 埃吉迪奥 Egidio 和安吉拉 Angela
决定走上这条既为工作同时也是生活的道路
这将给他们今后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如今 由第三代领导的酒庄已成为朗格地区
葡萄酒的标杆 包括 500 公顷的葡萄园 今
天这款“ 莫斯卡托桃红起泡酒”也来自于此

混酿 5 的布拉凯多葡萄 经过低温在钢罐中
发酵八天后 之后加入选定的酵母继续成熟
三个月 这是一款甜美 柔和的葡萄酒 带
有美丽的樱桃粉红色 水果和花卉的柔和香
气
颜色 美丽的樱桃粉色
香气 拥有细腻的花香和果香
味道 是一款甜美 柔和的葡萄酒

Bortolomiol 位于瓦尔多比亚得内
Valdobbiadene 的 Prosecco DOCG 生

产区域的中心地带 由朱利亚诺·波托洛米
欧 Giuliano Bortolomiol 于 1949 年成立
如今 该公司是一家女性家族企业 也就是
朱利亚诺的妻子奥塔维亚 Ottavia 和他们
的四个女儿共同管理着酒庄 她们品牌的理
念是 质量 地域性和可持续性
她们推荐的 Filanda 桃红葡萄酒 是一种享
有声望的老式香槟桃红起泡葡萄酒 向该地
区的纺纱厂的女性致敬的一种起泡酒 因为
纺织女工们的辛勤工作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 这款酒由奥特莱泊·怕维斯 Oltrepò 
pavese 的黑皮诺葡萄酿制而成 并在软压
之前经过浸渍处理 它的特点是拥有美丽的
粉红色 但同时又强烈而果断 具有精致的
花香和持久的香气
颜色 美丽的浅粉色 令人愉悦而持久
香气 花香和果香
味道 黑莓 树果 红色浆果 覆盆子 胡
椒和肉桂

藤蔓开花的地方 收获了果实 这代表着“ 
Vie d’Alt 酒庄”葡萄酒的芳香 纯正 慷
慨 优雅 该酒庄的名字来自于他们第一片
葡萄园的名字“ Via Alta” 由创始人安东尼
奥·韦尼卡 Antonio Venica 于 1915 年
购买 酒庄位于是弗留利东部山骊 DOC 产区
的普雷波托 Prepotto 丘陵 葡萄园总面
积 18 公顷 由于其微气候和土壤的独特特性
非常适合优质葡萄栽培

Frutis 是通过手工收获的梅洛葡萄酿制的桃红
起泡酒 香气细腻持久 果香浓郁 果香和
花香浓郁 让人联想到红色的树果和红色的
花卉 口感柔软平衡 具有良好的新鲜度和
咸度 并具有干爽持久的回味

颜色 浅粉色 泡沫细腻持久
香气 强烈的果香和花香 让人联想到红色
的树果和红色的花卉
味道 良好的新鲜度和咸度 回味持久

Filanda RosèFrutis
Pinot Nero BrutSpumante Millesimato

Moscato
Spumante Rosè

经典桃红酒款
ROSÈ W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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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toria Italiana Martelli 酒庄位于意大利中
部阿布鲁佐 Abruzzo 大区的边界 该地
区得益于昼夜之间强烈的温度变化 再加上
良好的通风环境 于是成就了理想的微气候
生产出品质卓越的葡萄酒

阿布鲁佐切拉索罗 DOC 仅由阿布鲁佐蒙特普
尔恰诺葡萄酿造 经过 12 小时的去皮酿造发
酵 然后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酵以获得包
括颜色 香气和结构的某些特性

它的特征是鲜艳的樱桃红色 果香馥郁 红
色水果的香气突出 例如黑莓和醋栗
口感浓郁 和谐 新鲜 具有出色的持久性
令人愉悦

颜色 鲜樱桃红色
香气 花香 果香 淡淡的樱桃 黑莓和醋
栗香气
味道 强烈 和谐 新鲜 具有出色的持久
性

通过保护景观 使用可再生能源 有机农业
来尊重环境是 Nicodemi 酒庄的出发点
该酒庄于 1970 年由布鲁诺·尼科迪米 Bruno 
Nicodemi 创立 之后转给了自己的孩子艾
伦娜 Elena 和亚历山大 Alessandro
使他们重新激发了热情

庄园延伸到海拔 300 米的丘陵地区 靠近海
边 那是一片鲜有人知的狂野却又真实的地
区 真正的“纯净无污染” 葡萄经过非常仔
细的筛选 使葡萄酒具有良好的结构和清新
宜人的香气

这款酒具有美丽的文艺复兴红色 并有草莓
和石榴的香气 在口中 柔软度与酸和矿物
质成分之间达到了很好的平衡 良好适中的
咸味 回味带有覆盆子的尾调
颜色 深粉色
香气 花香 果香 草莓与石榴的香气
味道 柔软度和酸达到了很好的平衡 清晰
的覆盆子余味

Cerasuolo d'AbruzzoLe Murate
DOCCerasuolo d'Abruzzo DOC

Tenuta Secolo IX 酒庄欢迎您来到我们这里
这里是一片随着时间流传下来的历史和传统
气息的地区 并且迄今为止一直伴随着葡萄
栽培 以确保其品质和真实性

过去葡萄酒生产的精湛技艺和智慧也一直流
传到今天 而正是这些赋予了其附加价值 也
正是这些价值 研究和奉献精神才得以传承
至今 微气候条件增强了石灰质粘土的特性
使我们的葡萄酒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认可

这款葡萄酒明亮动人 来自于不锈钢罐的发
酵 然后老化了六个月之久 带有浓郁的樱
桃和玫瑰的味道 略带香草味 新鲜并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

颜色 明亮的樱桃粉
香气 樱桃和玫瑰的气味 略带香草味
味道 鲜甜可口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Cerasuolo d'Abruzzo
DOC

经典桃红酒款
ROSÈ W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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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酿造的桃红酒在国际市场上的吸
引力不断增强 被确认为是最百搭的葡萄酒之
一 能够搭配从肉类到鱼类的各种菜肴
探索意大利桃红酒之旅从伦巴第开始 值得探
索的酒款是 Rosagreen 
Valtanenesi Chiaretto 
Biologio和Valtanenesi 
Chiaretto 这是地处加
尔 达 河 岸 帕 西 尼 圣 乔
瓦尼酒庄 Pasini San 
Giovanni 的两种顶级桃
红酒

Rosagreen 是本土葡萄
品种Groppello的单酿桃
红酒款 充分体现了对Valtènesi DOC产区的
尊重
不到一公顷的Groppel lo葡萄园位于靠近

Soiano的海湾地带 属于有机农业种植
而Valtènesi Chiaretto酒款则单生子阿玛莉
亚·布鲁纳蒂公爵夫人 Amalia Brunati
和威尼斯参议员庞贝·莫尔门蒂 Pompeo 

Molmenti 之间的爱情长河中 酒液必须与
当地红葡萄的果皮接触几个小时 然后进行

夜间倒罐和轻柔的压榨 赋予葡萄风味和芳

莫妮卡·迪·皮罗 
MONICA DI PILLO

侍酒师 & 记者

A journey to discover rosè wine, indeed a precious companion for 
summer dinners

夏日晚宴，何不用“桃红色
调”来增添一抹新意？

意大利酿造的桃红酒在国际
市场上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被确认
为是最百搭的葡萄酒之一

WINE TASTING

葡萄酒品鉴

夏日晚宴，何不用“桃红色
调”来增添一抹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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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TASTING

葡萄酒品鉴

香 1885年 两位杰出的恋人的婚姻将参议
员莫尔门蒂带到了Valtènesi的Brunati庄园
在法国旅行期间 他对尖端葡萄栽培和桃红
葡萄酒酿造的热情 促使他在1896年 于
Valtènesi的Moniga发明了Chiaretto葡萄酒
的生产方法

正 是 在 这 个 时 刻 在 酒 窖 天 才 的 指 引
下 Chiaretto使Groppello葡萄的新鲜度和
气质成为了它品质的决定因素

年轻时味道鲜美 果味清新 几年后 这种

酒变得和谐 优雅和复杂

Valtènesi 桃红酒的诞生得益于俯瞰加尔达
湖的独特小气候 得益于在拉法 Raffa 种
植的Groppello Marzemino Barbera和
Sangiovese优质葡萄 你会得到这种美妙的

Cipressi酒庄酿造的Molise Doc Rosato Colle 
Quinto del 2019
这家酒庄位于Campobasso坎波巴索省的San 
Felice del Molise圣费利斯德尔莫利塞 位于
一个以农业景观和丰富的自然遗产为特征的地
区

这是一种独特的桃红酒 极其精致优雅 此酒
由Tintilia丁蒂利亚葡萄酿制而成 呈现出清澈
明亮的粉红色 柔和的珊瑚色光泽

此款酒散发出浓郁的花香和果香 芳香四溢
可感受到成熟的小水果和红色浆果气息

口感清新宜人 芳香 平衡 持久性好
它很适合搭配味道清淡 结构合理的海鲜原料
制作的菜肴 但它也是开胃酒的理想选择 在
晚餐期间 它将是许多菜肴的理想伙伴

桃红分葡萄酒 给人最深的印象是那浓郁的鲜
花香味 突出且持久的闲爽度
继续向东行驶 我们将到达威尼托 那里有
一种新的葡萄酒 名字也很吸引人 Y 由
Pasqua 葡萄园和葡萄酒厂生产 它为这个桃
红酒家族的新生儿洗礼

在 为 这 款 葡 萄 酒 选 择 的 名 称 中 代 表 了 起
源 及 其 品 质 的 综 合 象 征 着 三 种 葡 萄 藤 之

间 达 到 了 平 衡 其 中 两 种 是 本 地 葡 萄 藤
来自Bardolino 巴多利诺地区的红葡萄品种
Corvina 以及产于Sirmione锡尔米翁地区的
白葡萄品种Trebbiano di Lugana 加上一种
国际葡萄 在意大利这一地区很难找到的佳美
娜 Carmenère

南下 来到莫里斯 Molise 在那里Tintilia 
是桃红酒地区全景的主角 来试试Claudio 

图1 - Il Chiaretto,
Valtanenesi Chiaretto

图 2 - Collequinto,
Molise DOC Rosato

图 3 - Rosagreen,
Valtanenesi Chiaretto 
Biologio 

图 4 - Y, Pasqua Vini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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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瓶葡萄酒的背后 无论是高贵还是普
通 优雅还是平淡 这项工作都需要数十人参

与的 所有人投入大量的努力 酿酒师为了在
自己的田野和酒庄里面创造出奇迹 那么就需
要在达到生产目标的同时不能犯丝毫的错误

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极其微妙的 涉及操作员
日常的观测以及越来越多的技术化和计算机化

的酿酒过程 而其中最重要和微妙的阶段恰恰
是与酿酒有关的 那就是将葡萄汁转变为葡萄
酒的实质性过程

在葡萄园结束了它长达十一年的生命周期恢复
之后 就会赋予葡萄鲜艳的颜色以及丰盈的果
实 特别是经过熟练的种植人员手工经修剪以
后的枝条 它们会以最佳的收获方式为酿酒做
好准备 最后送入酒庄等待酿造

酿造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都由酿酒师根据特定
目标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 取决于酿酒师打算

生产什么样的葡萄酒 因此 根据不同的需求
每年的方法和时间都可能有所不同

葡萄酒的分类根据酿造过程而不同 比如静止
葡萄酒 则是根据酿造获得的颜色来区分类
别

在生产红葡萄酒时 我们必须使用红色的葡
萄 因为红葡萄酒的颜色深浅是由浸渍过程中
葡萄皮与葡萄汁接触时间长短所决定的

葡萄收获后 将葡萄运送到酒庄 并进行去梗
处理 以将葡萄与茎分离 以防止过多的单宁
酸转移到葡萄酒中 从而增加其涩味 

然后 将葡萄轻压以获得分离的葡萄果肉 同
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提取过多的单宁

脱粒和粉碎这两个操作也可以使用脱粒机同时
进行

如何酿造一瓶桃红葡萄酒？
Rosè wine is not a sum of red + white, but a well-defi ned 
winemaking process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侍酒师

如何酿造一瓶桃红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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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红葡萄酒酿造的特点是浸渍 即葡萄汁
与果皮的接触的过程 使果皮中所含的着色物
质和葡萄籽中的单宁酸向葡萄原汁迁移 从而
使其充分活得颜色和香气 这个过程的最高温
度可达到30 C

一般情况下 浸渍在25-28 C的发酵桶中进
行 持续时间对于年轻葡萄酒为5-8天 对于适
合陈酿的葡萄酒则为15-20天 最高甚至可达
40天

红葡萄酒的生产过程要比白葡萄酒的更为复

杂  实际上 由于二氧化碳的作用 浸渍过程
中的果皮会被气体带上表面 最终完全漂浮在
葡萄汁表面 形成所谓的“顶盖” 但是这时
一旦与空气接触 这些果皮就有变干的危险
甚至可能引起其他腐败变化甚至腐烂 因此
将果皮始终完全浸入葡萄原汁中至关重要

所以每天需要进行两到三次这个操作 并且在
整个发酵过程中定期进行 这就是所谓的混
合 即将葡萄皮混合在葡萄汁中
或者 还可以使用顶灌机 也就是用从发酵桶
底部抽取葡萄汁然后在桶盖处“浇灌”  这
些操作可以使葡萄汁更好的提取着色物质和多
酚 也有利于酵母的氧化 使其更具活性

之后 将对葡萄酒进行过滤以分离并去除葡萄
渣 杂质 进行过滤后的就可以称之为“酒
花”或者“新酒” 当然还可以随时转移到其
他酒桶中进行成熟和陈化 这就是浸渍型葡萄
酒酿造工艺的大致流程 当然不止红葡萄酒
还包括桃红葡萄酒

当整个过程全部结束时 将在完全没有氧气的
情况下对葡萄酒进行装瓶 从此刻起 可以开
始进一步的陈化 或将其投放市场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红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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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葡萄酒的酿造与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不同
因为葡萄的果皮与葡萄汁没有必须一定要接
触 也就是浸渍不是一定要进行的

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 色素位于葡萄皮中 因
此 如果在与葡萄汁接触之前将其去除 那么
从理论上讲 即使是红葡萄 我们也可以得到
白葡萄酒

葡萄原汁始终是通过压榨获得的 榨汁的主要
目的就是将葡萄浆果压碎以榨汁

这个过程通常在不超过20 C的低温下轻柔地
进行压榨 获得葡萄原汁 并尽量减少与空气
的接触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氧化变质

压榨后 我们需要进行去茎 这是必要的 可
将葡萄茎与葡萄分离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手动

摘除或机械完成 之后 将进行排干 这个操
作的目的是将葡萄原汁和葡萄的实心部分

茎 皮和种子 分开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
步

通常 这几个步骤都有压榨机独立完成 将所
有固体部分留在压榨机内 而压榨后的葡萄原
汁则是通过侧面的排出口排出

将压榨葡萄汁进行清除杂质 然后将其澄清
再将其进行酿造 此外 排除下来的酒渣 之
后可以送到烈酒厂进行蒸馏

最终的葡萄原汁还需要经过必要的处理和纠正

才可以进行发酵 发酵需要在低于红葡萄酒酿
造的温度下进行 温度约为18-22 C 这样以
便获得最大的白葡萄酒香气和风味 因为白葡
萄香气通常很容易收到高温和氧化的影响

白葡萄酒的酿造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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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要说明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介绍桃红葡萄酒是如何酿
造的了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

首先绝对不可以的就是将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
混合
除此之外 最知名和最常用的方法如下
-使用色素少 单宁少的红色葡萄品种 以获得
桃红葡萄酒
-将红葡萄与白葡萄混合酿造来获得相同的结
果
-或者 采用红葡萄品种 但是在酿造时尽量的
少获取葡萄皮中的色素 亦可达到酿造桃红葡
萄酒的效果

上述的最后一种方法即通过短时间的浸渍 一
般在24-36小时后 便立刻进行过滤处理 这
种酒通常都是新酒 即在第一次发酵后或发酵
结束后立即从发酵桶中取出并装瓶 其发酵

过程像白葡萄酒的酿造工艺 需要在低温下发
酵
事实上 当葡萄采摘收获后 将红葡萄从茎上
分离出来 并压榨以获得葡萄汁 将葡萄果肉
与果皮一起放入钢桶 木桶或者水泥罐或其他
任何材料的桶中进行发酵 具体什么材质的酒
桶由酿酒师更具需要选择
计算好着色物质和单宁酸的所需量 在换桶之
前 一次性将其与果皮和种子共同浸渍 直到
获得所需的桃红色为止
值得一提的是 与红葡萄酒酿造不同 桃红葡
萄酒是通过将葡萄汁与葡萄皮接触的时间变短
而获得的 所以颜色的申请均由负责酿造它酿
酒师决定
一旦获得所需的颜色和特性 酿酒师再决定使
用什么样材质的酒桶来存储 以便完成后续的
成熟和陈化 此后将在完全无氧情况下将其装
瓶 之后便可以流入市场 或开始进一步的精
制阶段

桃红葡萄酒的酿造工艺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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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葡萄酒 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 当然还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 在这个问题上 我会有点离题 因为我
不会谈论狭义的沟通 但我会告诉你一些不同的东西
但不要担心 它实际上与我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几年前 在我踏入葡萄酒世界的初始阶段 桃红葡萄酒
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我记得 它好像总是处在品鉴会
的边缘位置 也许是排在最后品鉴的酒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看到对这种类型酒款的生产和关注
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纵观最近的过去 我总是想起
著名的 非常优秀的美国进口商的年度品酒会 它在那
次品酒会上展示了自己美丽的一面 专门展示了我从未
见过的桃红葡萄酒 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我们的饮酒方式
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像所有其他葡萄酒一样 每一种都表达了产地的方方面
面和复杂性 我非常怀疑在生产中是否遵循时尚 所以
我认为在每一个玻璃杯中 你都应该感受到我们的地理
位置和它的制造者的存在 诚然 这些葡萄酒的生产能
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品鉴着让我们

在香气和口感方面都感到满意的酒款

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增长 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 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它们是粉红色
的 不仅可以是静态酒款 还可以是起泡酒款 可以搭

配不同的食物 而且在一整天的每一个时刻都适宜饮用

这是沟通的游戏 知道如何用正确的组合来提升你的葡萄酒
及其特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 然而 我们必须小心地突
出个别酒款和饮食的关系 你也可以看看不同的饮食文化

我总是建议尝试一些菜肴 研究它们如何与葡萄酒“混合”
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你尝试将一些葡萄酒与你最喜欢的

菜肴进行搭配 我想说的是 在这篇文章的这一点上 给出
一些关于哪些葡萄酒和哪些地区值得关注的想法可能也很有
趣 然而 意大利有着美丽的桃红酒传统

那么 近几年来 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产品 我非常喜欢用
Sangiovese 桑娇维塞酿造的桃红葡萄酒 来自于托斯卡纳
的佳酿 无论是静态的还是起泡的 而两个版本中不同类
型的Nebbiolo内比奥罗 静态或起泡 也能给人愉悦的感
觉 即使在像Valtellina瓦泰利纳这样的难以耕种的产区
我也尝到了很多美味的酒款 在那些严格意义上讲 并不能
称为是“桃红酒”的桃红酒中 因为它们是粉红色的 但是
却由传统的白葡萄酿造 有一种叫Ramati friulani弗留利
安拉马蒂的酒款也很不错 口味悠长宜人
一如既往地乐于接受您的反馈和建议 写信给rg@pr-vino.it

WINE MARKETING

桃红混搭：饮食文化，
生活方式和享乐主义的完美融合
A "fusion" of gastronomic cultures, styles and 
pleasing experimentation

葡萄酒市场

里卡多·加布里埃 
RICCARDO GABRIELE

记者&商业顾问

ROSARUBRA.CN

罗萨露拉
意大利葡萄酒卓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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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il pesce colà dove impaluda 

ne i seni di Comacchio il nostro mare, 

fugge da l’onda impetuosa e cruda 

cercando in placide acque ove riparare, 

e vien che da se stesso ei si rinchiuda 

in palustre prigion né può 

tornare, che quel serraglio 

è con merabil uso sempre 

a l’entrare aperto, a l’uscir 

chiuso".

上面这段文字是著名的诗人托尔
夸托·塔索 Torquato Tasso
在他神奇的现实主义作品 耶路
撒冷的解放 中的一段描述 文
中提及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在意
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 Emil ia 
R o m a g n a 大 区 费 拉 拉 省

Ferrara 境内的科马基奥山谷  Valli di 
Comacchio 那里是一片深沉且盐度较高
的土地 并带有浓烈的酸湿沼泽味 这里首次

记载了一种“粉红色”的葡萄品种 鲁西奥拉
La Russiola 也称作罗西拉 Rossiola

这种半知名的葡萄品种是费拉拉地区最古老的
葡萄品种 它生长在科马基奥地区 从酿酒学
角度来讲 它属于沙地葡萄藤 因为它们是

Delta del Po三角洲中部的一片沙质土壤中生
长的葡萄藤 距离亚得里亚海仅一步之遥 而
且是目前世界上极少数未被嫁接过的

马克·西蒙内
MARCO SIMONI

AIS侍酒师

Endangered, almost unknown still today, it was saved thanks 
to some local farmers

鲁西奥拉（La Russiola），
古老的葡萄品种与桃红葡萄

之所以称为“桃红葡萄
（Bacca Rosa）”，是因为
它的葡萄具有非常低的色
度特征，因此可以酿造桃
红葡萄酒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鲁西奥拉（La Russiola），
古老的葡萄品种与桃红葡萄

36



鲁西奥拉 La Russiola 或罗西拉
Rossiola 目前是受Bosco Eliceo葡萄酒协

会所保护的 也是直到最近才刚刚被纳入艾米
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本地原生生物多样性名单
中
这种特殊的葡萄品种被定义为“粉红色”葡
萄 因为该葡萄品种的红色并不浓烈 从而适
合生产桃红葡萄酒 其酸度和风味非常丰富
因此 这款桃红葡萄酒不是用红葡萄白酿方式
获得的 而就是通过本身花青素含量低的葡萄
获得的
从历史上讲 它不是高产的葡萄树 而且种植
难度大 植物形态方面它属于中等大小的簇
趋于圆锥形且非常紧凑 极易受潮且对真菌
敏感 此外它生长于埃斯特海岸这样潮湿的地
区 所以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
此外 其果皮极薄且脆弱容易撕裂 总而言
之 以上种种特点均说明该葡萄品种在种植方
面极为困难 鲁西奥拉葡萄诞生于15世纪左
右 被认为是比当地最著名的葡萄品种弗尔塔
那 Fortana 还要古老的一株藤蔓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 这种葡萄的种植程度极为
广泛 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的 但并没有所谓
固定的培育形态和方式 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
种植 因为在那个时期可能一是对培育方式的
概念并不强烈 其次是对其产量没有利益最大
化的需求
来自拉文纳 Ravenna 的酿酒师和研究人员
玛丽莎·丰塔纳 Marisa Fontana 博士一直
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葡萄 她查阅了很多相关
的历史参考资料
关于鲁西奥拉葡萄最早的记载来自于考古学家
恩里科·塞里利 Enrico Cirelli 在1913年的
手稿中 在有关费拉拉 Ferrara 葡萄栽培
的问题时 他提到了鲁西奥拉葡萄 另外
在1927年出版的 艾米利亚 Emilia 葡萄栽
培 一书中也着重介绍了鲁西奥拉这个葡萄品
种
1950年 学者德拉·巴尔巴 Della Barba
整理了有关费拉拉 Ferrara 葡萄栽培的一些
文献 提出了改革和优化当地葡萄栽培的某些
方案 强调了弗尔塔那 Fortana 葡萄出色
的植物形态和酿酒潜力 与此同时 她还特别

指出鲁西奥拉葡萄将会是有效的替代品 其特
性可以被优化和加强 但需要解决其栽培的复
杂性
在70年代中期 有一本畅销杂志月刊 叫做

il ferrarese 也曾经报道过一篇有关鲁西
奥拉葡萄的文章 文中曾大篇幅的介绍了鲁西
奥拉葡萄的感官 它是一款美味的葡萄酒
浅色的泡沫特别适合和三五好友一起引用 更
是把这款葡萄酒比作年轻人的葡萄酒和象征爱
情的葡萄酒 “鲁西奥拉是适合年轻人的葡萄
酒 特别是当你恋爱或者做爱时 这种酒会给
人内心和精神带来的欢乐 不会背叛你 让享
受彻头彻尾的自由 因为它可以赋予男人柔和
大胆 而赋予女人被爱的微笑 这是一款真正
值得被称颂和传扬的葡萄酒 这款酒像极了年
轻的朋友们 更像是爱情的季节 这就是每个
人都热爱的鲁西奥拉葡萄酒 la Russiola "

不幸的是 在90年代末期 由于其单产低下
育种过于复杂 致使最终被D.O.C.评级排除在
行列之外 这使得鲁西奥拉葡萄接近灭绝 当
时 唯一决定继续生产鲁西奥拉葡萄酒的生产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科马基奥，也被叫做
“小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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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Corte Madonnina酒庄 这是一个家族
企业 一家人经过商讨 决定将它们重新种植
在自己的土地上 从而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生产
线 并归类为桃红葡萄酒 自此 该酒庄成为
了最后一家延续着这种葡萄品种的酒庄
2012年 这家酒庄生产过一款名为“Rosa 
Pomposiana”的甜型鲁西奥拉葡萄酒 评级
为IGT Emilia Rosato桃红葡萄酒 这种葡萄在
藤曼上过熟以后 有利于浓缩糖的浓度并降低
酸的含量 然后在酿造过程中进一步提前阻止
发酵 从而获得甜酒 并且酒精含量很低 约
10 左右 现如今 这种甜酒只剩下不到一
百瓶

然而 时至今日 费拉拉省农业食品领域的
三位杰出人物 他们分别是Lido di Spina公司
的研究员和承包商桑德罗·科隆比 Sandro 
Colombi Porto Garibaldi公司的酿酒师
马利诺·福利 Marino Fogli 和Vigarano 
Mainarda的生产商伊曼纽尔·马塔雷利

Emanuele Mattarelli 他们共同提出了

一个有远见的项目 旨在宣传扩大并邀请更多
企业家 来共同建立一个名为“ L'Ursiola”的
葡萄酒产线 以延续鲁西奥拉葡萄酒的传统
这款葡萄酒将由100 的鲁西奥拉葡萄酿制而
成 相信不远的将来 这将是市场上唯一的鲁
西奥拉葡萄酒 马利诺·福利和桑德罗·科隆
比在他们自己的庄园里就种植着一些鲁西奥拉
葡萄 均是从祖辈们那里继承的 这些葡萄藤
有的已经超过了40岁 也有最近才被嫁接的
新藤 但总面积仅只有1公顷 最后在伊曼纽
尔·马塔雷利的酒窖中转化为80公担葡萄 所
有的这些葡萄 除了一部分用来酿造700升散
装酒以外 剩下的还能够生产了800-1000瓶

第一瓶“ L'Ursiola”于2015年面世 并且已经
正式在向国家申请原产地名称的保护 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 博洛尼亚大学农业科学系目前也
正在通过科隆比他们提供的葡萄藤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 因为所有人都始终相信这是这种古老
的葡萄品种的未来

桑德罗·科隆比（Sandro 
Colombi），马里诺·福
格利（Marino Fogli）
和埃马努埃莱·马塔雷利
（Emanuele Mattarelli）
联手打造了名为“ 
L'Ursiola”的品牌，该品牌
的葡萄酒由100％的鲁西
奥拉葡萄酿成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葡萄园 一串Russiola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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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ths of the sea become an unusual wine cellar with 
absolute charm, hiding almost legendary secrets

海洋葡萄酒 Nesos
在海水中酿造的起泡酒

Abissi

波 涛的海水 水的盐度 海洋的所有
生物所生活的黑暗环境 都影响着葡萄和葡萄
酒的转化过程 因此 海洋深处变成了一个绝

对有魅力且不寻常的酒窖

在Nesos葡萄酒的背后 是葡萄酒与海渊的研
究 而且有一个相同的初衷 尽管不同于一般
的应用程序和方法 但目的是成为两个同样出
色的葡萄酒项目 且在各个方面都不同

这两个实验的共同点是两位酿酒师对过去的高
瞻远瞩 回归到传奇的传统 并渴望创造出独
特而崭新的产品

Nesos海水酒诞生于托斯卡纳的厄尔巴岛水域
Isola d'Elba 隶属于阿里吉农场 Arrighi 

Vigne e Olive 的所有者安东尼奥·阿里吉
Antonio Arrighi

新鲜采摘的葡萄浸入第勒尼安海的水域中 并
在那里停留了几天 然后返回陆地再开始进行
酿酒 另一方面 海洋下的起泡酒 阿比西

Abissi 是将一瓶瓶来自皮耶鲁吉·卢加
诺 Pierluigi Lugano 的比森 Bisson 酒庄
的经典生产方法的气泡酒 沉入塞斯特里·莱
万特 Sestri Levante 利古里亚海的沉默湾

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马塞拉·佩斯 
MARCELLA PACE

AIS侍酒师 & 记者

海洋葡萄酒 Nesos
在海水中酿造的起泡酒

Abi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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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ssi
皮耶鲁吉·卢加诺的海渊起泡酒

那些决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 培训课程
完全与皮耶鲁吉·卢加诺与葡萄酒有着内在的
联系 在他还只有五岁的时候就时常在酒庄里
玩耍 此前他还是一所高中的美术 考古学和
设计史老师 于1978年创建了他在利古里亚的
比森酿酒厂

所以他的第一职业生涯激发了他极大的好奇
他的第二职业就帮他实现了这份好奇心 在
葡萄酒的事业里 赋予了Abissi以生命 这是

意大利有史以来第一款在海底陈酿的海下起泡

酒

不仅如此 他也曾是获得过意大利品酒冠军的
侍酒师 今天仍旧在不断加深对葡萄酒品质的
认识 卢加诺说 “我一直好奇什么时候开始
逐渐形成所谓的葡萄酒行业的 也就是说哪里
是葡萄酒的起源 最初是如何评论好坏的”

这个想法在 迦拿的婚礼 里的约翰福音中得
到了解释 奇迹般的将水转化为葡萄酒之后
餐桌主人表示这是一杯更好的葡萄酒 因此在

打开这些储酒陶罐时已经没有葡萄酒在里面
了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达芬奇发明了第一
批水下呼吸器 发现了第一批罗马残骸 其中
就有保存完好的酒罐 开瓶后 那里面的酒仍
然保存完好”

今天卢加诺的研究仍在继续 酿酒师决定在海
中陈酿葡萄酒 “我认为 起泡酒最适合浸入
水中 因为它是葡萄酒中最精致 对氧气最敏
感的一种酒 将起泡酒浸入海中 可以从感官
和视觉上改善起泡酒的质量 并赋予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精致和优雅口感”

卢加诺在90年代开始了一系列长达十年的实
验 以找出最合适的温度 深度压力 以及最
合适的容器 从而酿造出优质的葡萄酒 也就
是如今的海渊起泡酒Abissi
最早的创作可追溯到2008年 卢加诺将起泡
酒沉浸在利古里亚海的海水中 使用的是来
自比森酒庄的经典方法生产的起泡酒 也是
利古里亚大区的第一个起泡酒品牌 酿自
于三种利古里亚本地葡萄品质 热那亚比昂凯

那时就已经有了对质量的诠释 另外 卢加诺
也被古老洞穴中储存葡萄酒的传统所震撼 对
此 他解释道 “它们是最早的酒窖 因为在
那个年代 人们已经开始懂得寻找避光且温度
恒定的地方了 然而 很可惜经过几个世纪

这是意大利有史以
来第一款在海底陈
酿的水下起泡酒. 第
一批入水的有6,500
瓶，但今天已上升

至30,000瓶

Abissi
皮耶鲁吉·卢加诺的海渊起泡酒

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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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bianchetta genovese 维尔蒙蒂诺
vermentino 和奇米柯西亚 cimixia

另外此款酒也有基于绮丽乔洛 ciliegiolo 和
格拉纳西 Granaccia 的桃红色 Rosé
起泡酒

阿比西Abissi沉入海洋的地方是塞特里莱万泰
Sitri Levante 的沉默湾 在第二次发酵

后 用简易的啤酒盖封闭酒瓶 将其放入由防
腐蚀合金钢制成的可以容纳550瓶的石笼中

下沉深度在45至60米之间 恒定温度为15度
氧气的存在避免了内外压力的交换和压力损
失 并延长了饮用时限 压力值为7 bar 然
后 通过水流摇动了瓶子
“酵母的自溶发生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中 并且
有助于葡萄酒后熟过程 同时更快的析出沉

淀” 再次打捞上来时 每一个酒瓶上 都会

或多或少的带有藻类 沙子 甲壳类动物 海

星等 这使它更具有魔力和魅力

索性就保留这些 并用透明薄膜包裹住 此项
包装已获得专利保护 以更好的确保它的海洋
气息 这些起泡酒在海里搁置两到三年 目前
还正在尝试长达十年的产品 第一批入水的有
6,500瓶 但今天已上升至30,000瓶 卢加诺
阐明 “正在尝试生产一种没有残留糖分的特
殊起泡酒Pas Dosé

将会是一种代表该地区矿物质盐所赋予的所有
特性的起泡酒 在口感上 可以感觉到碘 这
并不是因为与海洋接触了一段时间 而是因为
它们生长在受海洋强烈影响的地区”

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图1 - 将装有550瓶Bisson葡萄酒的石
笼浸入塞斯特里·莱万特沉默湾

图 2 - 浸入海深45至60米的位置，以
进行长时间的老化过程

图 3 - 提起瓶子后，将瓶子贴上标签
并包裹在透明薄膜中，该薄膜皮尔鲁
吉·卢加诺（Pierluigi Lugano）拥有

专利，用于保留海中带上来的物体

图 3 - 比森酒庄的地下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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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被放在柳条编织的
篮子里，然后用绳子将
它们固定在海床上抵抗

海流

安东尼奥·阿里吉 Antonio Arrighi
身为一名托斯卡纳酿酒师 同时也是厄尔巴

岛葡萄园的所有者 该庄园根源可追溯到1800
年 在2018年萌生了海上酿酒学实验的想法

于是与安吉拉·津内 Angela Zinnai 和弗
朗西斯卡·文图里 Francesca Venturi 一
起合作 在米兰大学葡萄栽培学教授阿蒂利
奥·森查 Attilio Scienza 教授的帮助下
决定追溯古代葡萄酒 即希俄斯葡萄酒 产于
爱琴海东部的一个小岛 一种甜型含酒精的葡
萄酒 是通过海上运输的

这种酒含有盐的口感 是因为当时为了去除果
皮上的果霜 所以将葡萄浸入海中 从而在阳
光下加速了干燥的过程 保留了葡萄的香气
因此 在这个令人着迷的神话的基础上 阿里

吉试图让这种葡萄酒重见天日 于是他创造出
了他个人的海渊葡萄酒Nesos

阿里吉说 “我们浸入海中的葡萄是安索尼卡
Ansonica 这是厄尔巴岛一种当地葡萄

品种 我们一般在9月中旬左右收获 先是将
安索尼卡葡萄浸入10米深处的海域

我们将葡萄放入柳条筐包裹的盆中 然后用绳
子在底部固定柳条筐 以抵抗海流的拉扯 多
年来的实验已经尝试了几种其他的葡萄 并确
定了正确的深度 目前已经测试了7至10米的
深度 不过将来可能在50至100米完全无光的
环境里尝试

我们还用过阿莱安提柯葡萄 Aleatico 浸
泡在水中 这种葡萄与海水接触形成的盐非

Nesos
安东尼奥·阿里吉的海渊葡萄酒

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Nesos
安东尼奥·阿里吉的海渊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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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AGING

葡萄酒陈年

常薄弱 只能持续七个小时 相反桑娇维塞
Snagiovese 的时间会长一点 然而安索

尼卡葡萄会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可以
持续五天

从海中把葡萄打捞出来以后 立即将葡萄放在
阳光下晾干 这段时间葡萄可以恢复在浸泡过
程中损失的糖分 这样轻度干燥约3天 不过
夜晚的时候 葡萄会被覆盖一层篷布 以防止
葡萄受潮 这之后将葡萄手工去梗 并放入25
升的陶罐中 完全遵守希俄斯葡萄酒罐的原始
尺寸 浸渍一直会持续到春季

由于浸泡期间与海水发生的渗透作用 海盐也
会渗透到葡萄内部 但不会破坏葡萄颗粒 这

样形成的盐具有抗氧化和消毒的作用 因此省
略了使用亚硫酸盐来防腐 最后在瓶中陈化一
年 就这样酿造出了极为自然的酒 与2500年
前的希俄斯葡萄酒极为相似

这项艰巨的实验 在第一年仅生产了40瓶 如
今已达到100瓶 Nesos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
语中的“岛屿”一词 但很显然 Nesos现在
是一种特殊的葡萄酒 它从色泽上来看 具有
很高的密度 像是葡萄干甜酒 香气上有醛的
味道 比如油漆 珐琅 杏仁等味道 口感更
是奇特

入口非常的咸 但是短短几秒钟后 酒的味道
又回来了 还伴随着大海的气息

图1 - 将葡萄酒沉浸在厄尔巴岛水域的
柳条篮中

图 2 - 在底部用绳索将葡萄固定几天
后，再将葡萄置于阳光下晾干

图 3 - 安东尼奥·阿里吉（Antonio 
Arrighi）将去梗的葡萄放入25升的小
壶中，直到来年春天一直与葡萄皮接
触。然后，葡萄酒在瓶中陈化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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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全新的体验店最近在温州进口商品
贸易港的豪华购物中心开业 这家旗舰店分为
两层 可以使你品尝到正宗的欧洲风味 而且
给消费者一个体验意大利葡萄酒 探索意大利
文化的机会

它由意大利知名建筑师设计 表达了意大利设

计和品味的所有精髓 采用最新一代建筑技术
和建筑理念 与节能 绿色建筑和生物气候品
质的理念的完美结合  
木材 玻璃和新型材料接近代表生命的元素

比如水——水是物种繁衍 知识和生命起源的
象征
罗 萨 露 拉 的 C E O 里 卡 多 · 亚 科 伯 内

Riccardo Iacobone 亲自参加了该项目
的完成 亲自从意大利前往施工现场 并积极

参与设计的各个阶段  如此 才可以确保旗舰
店充分尊重罗萨露拉的风格 优雅 优质 独
特

我们开设这个品酒体验店的初衷在于将意大利
的理念带到中国 即近距离培养和品牌沟通

在这里拥有一间独立的大厅 专为品酒和葡萄
酒课程而设计 在中国这样一个飞速成长的市
场 这个设计至关重要

意大利罗萨露拉酒庄营业面积420平方米坐落
于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2010号
罗萨露拉集团葡萄酒经营发展项目包括 专卖
店加盟 品牌现货区域代理 OEM集装箱直
供 葡萄酒产品丰富 品类数百款经典 佳
酿 珍藏 老藤 传统葡萄酒有机认证和德米
特国际认证

探索温州全球商贸港-
罗萨露拉旗舰店

ITALIAN WINERY

意国酒庄

A cozy and fashionable environment where to relax and sip the 
best Italian organic wines: Rosarubra Wenzhou Flagship Store

探索温州全球商贸港-
罗萨露拉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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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 WINERY

意国酒庄

罗萨露拉酒庄位于温州瓯海区中心贸易港牛
山广场 交通优势突出距S1轻轨新桥站2.1公
里 距温州牛山客运中心5.6公里 距温州动
车南站6.5公里 距高速收费站南9.4公里 西
12公里 东15公里 北16公里 距离龙湾区飞
机场23公里 温州贸易港打造浙南闽北赣东进
口商品集散中心 贸易港定位 世界商品 一
站采购 采购批零 进口贸易 仓储物流一体
化 买全球 卖全国
温州贸易港 罗萨露拉酒庄商场2010号 店内
设立吧台收银与产品展示 休闲沙发喝茶区
酒柜葡萄酒展示区 室内员工办公区 三楼设
有葡萄酒品鉴区 文化茶道区 办公室洽谈
区 酒水吧台区 酒柜展示区 葡萄园酒庄企
业文化播放区

这些体验店属于一个较为大的项目 该项目旨
在创建遵循快速有效且拥有标准形式的罗萨露
拉品牌商店的特许经营权 由著名意大利建
筑师设计出了适合不同场地的 不同规模的精

致设计模板 从而使各位想开设罗萨露拉体

验店的人免除担忧 在中国任何城市都可以开

设 专心致力于销售本集团的葡萄酒 集团拥
有众多品牌 再加上优雅 现代 而又温馨的
环境 可以使你拥有种类繁多的销售选择 能
够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 通过这种经营形式
首席执行官里卡多•亚科伯内的目标是在中国
开设200余家体验店 使罗萨露拉成为在中国
市场上广为传播的品牌 并得到中国消费者的
认可 让他们一眼就能认出优质葡萄酒的生产
者 以及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卓越代表

请你们给我一天时间 带你去意大利体验葡萄
酒的风采 感受一场轻松愉悦的意大利酒庄之
旅 酒庄代表陈青华敬业爱岗创造价值以最佳
的精神面貌服务大家

它由意大利知名建筑
师设计，表达了意大
利设计和品味的所有
精髓，采用最新一代

建筑技术和建筑理
念，与节能、绿色建
筑和生物气候品质的

理念的完美结合

温州，浙江省辖地级市，简称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连

接长三角与海西区的交汇城市优势明显。温州是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

展的先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

中国南戏的故乡，温州人被称之为东方犹太人。2018年全市

常住人口9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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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terpiece at the center of Tuscany’s 
Maremma is a real tribute to beauty

佩特拉：展现伊特鲁里亚葡萄酒的
迷人魅力，在壮美的酒庄外观中,

体验梦幻的托斯卡纳产区之美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元素

佩特拉：展现伊特鲁里亚葡萄酒的
迷人魅力，在壮美的酒庄外观中,

体验梦幻的托斯卡纳产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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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沿着伊特鲁
里亚葡萄酒的道路 我们被一种颇具魔力的存
在所吸引 这种存在从相当远的距离上散发着
阵阵引力 它看起来像是一艘从天而降的宇宙

飞船 被葡萄园所环绕着

从近距离观察这一建筑 其壮
丽令我们啧啧称奇 在这个壮
美的图腾式酒窖面前 带给我
们的震撼感受难以言表
这段往昔记忆描述的是一个天
文观测台 是一个象征 是可
以看到人在楼梯之上 悬浮在
天地之间

周围都是地中海的曼妙景色
我们驻足在托斯卡纳马莱玛 Maremma 的
中间地带 在苏韦雷托 Suvereto 在一
个自然的绿洲中 其绿色足迹延伸到蒙蒂奥尼

Montioni 的自然公园 还有Poggio Tre 

Cancelli自然保护区 一直到Sterpaia的海岸
公园 临近着蒂勒诺海 Tirreno 这是这
片“绿色海洋”中亮眼的蓝色点缀 在这400
公顷的葡萄园 森林和橄榄林之间 由建筑师

马里奥·博塔 Mario Botta 设计的作品和
谐地统治着这片土地 建筑个性鲜明 创意独
特 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 标志性的
威严 富于象征和隐喻的价值观 其创作理念

在这400公顷的葡萄园、森林和
橄榄林之间，由建筑师马里奥·
博塔(Mario Botta）.  设计的作品
和谐地统治着这片土地

亚历山德拉·皮贝洛 
ALESSANDRA PIUBELLO

侍酒师 & 记者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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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禧年文化的运动中不断回响 在因地制
宜的构思 研究和实现中 一个为这种背景
而生的建筑应运而生

佩特拉 Petra 其名来自拉丁语石头
pietra 之意 其外墙是用梅子石 来自

Valpolicella瓦尔伯里切拉 做成的 颜色
略带粉色 非常适合映衬光线 这是一种最
纯粹的表现形式 它们喜欢根据时间的流逝
展现细微差别 让我们看看这幅杰作 一个
近25米高的大圆柱体 用一个与山平行的斜
面切割而成 一个展现着勃勃生机的圆环外
观 一个展现着思想火花的花园 两侧有两
个入口 光线从入口处进入 葡萄园遍布其
周围 如海浪一般层层叠叠地浮现着

当维托里奥 Vittorio 和弗朗西斯卡莫雷
蒂 Francesca Moretti 在1997年选择这
片土地时 他们构思了一个酒窖 用于提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元素

升建筑和景观之间的关系 但也要具有功能
性精神 莫雷蒂是建筑行业的企业家 也是
馥奇达 Franciacortia 地区贝拉维斯塔

Bellavista 酒庄的创始人 他给博塔带来
了一幅素描 画中用两个矩形臂规划出了一个
圆形

博塔通过认识到这个形象来诠释这个愿景 也
许是由于被困在记忆的铁丝网中的感知而诞生
的 它具有惊人的敏感性 创新的勇气 语言
的严谨性 对当地天才的尊重 而功能性 莫
雷蒂不能违背 因为他有一个明确的生产哲
学 建筑结构被设计为向下施工 在这一过程
中 葡萄酒的生产过程将在没有机械干预的情
况下 依靠重力自然进行

在建筑的中心摆放着酿酒罐 而在上层是葡萄
的接收区 压榨区以及进行着生产和控制有关
的活动
陈酿室位于山的中心 还有一条长长的隧道

深深地贯穿着其地下深处 一条代表脐带的隧
道 与自然融为一体 使整个建筑保持着充沛
活力

2001年 建筑师马里奥博塔开始施工 创造
了8000平方米的扩建结构 于2003年落成
这是他的第一个酒窖 其他酒窖成果紧随其后
接踵而至 还有一些人将佩特拉作为榜样进行
效仿 通过建造令人印象深刻的葡萄酒大教堂
来纪念这份迷人的魅力

49



TRUFFLE ACADEMY

松露学院

意大利松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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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意大利松露世界研究院是一个

由旅游专家 年轻美食家和美食故事讲述人

品味诗人和厨师组成的非凡知识分子社区 其

任务是“将松露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并以意大利的形象问世”

它是一家文化机构 也得到了意大利农业 食

品和林业政策部的认可 其活动旨在保护 保

障和发展“松露遗产” 同时注意其可追溯性

和衍生性

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意大利风格 并且不

懈地倡导一种企业理念 将我们典型产品的供

应链置于中心位置 因为各种形式的松露 都

代表了其独特性 能够结合食物 文化和环

境

您是否曾经想过 是什么让原产地的产品 菜

式和食谱变得独一无二 除了咸 甜 苦 酸

之外 还有另一种口味 一种超越五位的口

味 只有当品尝时 才会激活这种特殊的感

觉 神奇的连接立即触发 与地区及其传统

人的经验和记忆的联系

该学院从意大利北部到南部 讲述着食品公司

及其食品供应链质量的故事 举办餐饮活动

激发并鼓励着农民 工匠 育种者和酿酒师

我们在网上创建了一个以“TRUFFLE STYLE”

品牌标识的活动 该俱乐部可选择性地确定真

正的味道冠军 并将其保留给意大利农业食品

传统的大使 例如厨师 饭店 商店 农民和

优质生产者 “TRUFFLE STYLE”不仅奖励那

些对热爱和对质量绝对忠诚的松露爱好者 而

且还支持他们成为高级美食方面的人才以及意

大利食品和饮料的顶级生产商

因此 意大利松露学院已成为意大利农业食品

最负盛名的代表之一 因为学院可以把握产品

价值 创作卓越的美食 找到了正确且平衡的

位置 引导消费者朝着道德和美学迈进

为 了 提 高 意 大 利 松 露 的 声 誉 我 们 设 计

了“TRUFFLE SENSORY SCHOOL” 松露感

官学校 这是一家围绕松露美食的培训学

校 强烈表达了我们的创办理念 “厨房的松

露常在” 对我们来说 培训是一个中心主

题 因为它是文化 经济和高级美食的载体

我们的教育格式将运作在多个维度上 从植物

学到烹饪学 从产地开始 喜欢并感受旅游胜

地与美食文化之间的关系 使松露广为人知并

受到赞赏

学院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文化 发展与身份认

同 在任何阶段都应被重视 因为优质的食物

将是未来几十年游戏的主要纽带

“Truffl  e Style”不仅
奖励那些对热爱和
对质量绝对忠诚的
松露爱好者，而且
还支持他们成为高
级美食方面的人才
以及意大利食品和
饮料的顶级生产商

 戴维·费利吉尼

DAVIDE FELIGIONI
编辑总监

TRUFFLE ACADEMY

松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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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松露学院的创立原则是从哪里
来的 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自然科学研究向我们展示了松露诞生的生物环
境是如何扩展的 在这里 数百种截然不同的
生命形式共存 但在完美的自然平衡中 就算
在失去了公认的品质之后 也绝不能扰乱这存
在了数百年的系统

传说古代森林之神——潘 他守护着松露 并
知道如何寻找和分享它们的奥秘 这种芳香而
独特的自然果实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森林的深
处 它和森林里的所有生物一起生活在传说
中 这是在一种难以理解的民间传统中发展起
来的:它代表了传统的精髓

森林是浆果的天然剧场 是奇幻动物的诞生
地 也是人与月亮共存及其身心转化的场所
它代表着通往幻想的渴望 通往未知的恐惧和
好奇的大门 是重生的地方 是向更好过渡和
蜕变的地方 是通往成长和成熟的地方 尼伯

意大利松露学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
力 这要归功于美食家委员会 该委员会代表
着学术的质量 并且是创新和自然生产规程的
创建者 凭借其感官判断 植物学家 真菌学
家以及实验室厨师的经验 可以处理任何新鲜
和加工过的松露 它定位全球性的质量概念
包括卫生 感官质量以及消费者所感知的质量
概念
委员会需要对松露的质量做出判断 这些判断
是一种能够在国家和国际上均被定义为美食的

龙人的传奇在这里也会找到绝对的荣耀

松露农场是不仅被视为一个元素 更是一个真
正的历史生态系统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意
大利松露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松
露 也是因为这一切 当然也证明了这里是一
个需要保护和保存的“区域”

松露因此是一个符号 一个真正的图标 更
是“一个品牌” 它代表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
系统 在其管理中 单数谈论它是一个错误
必须开发“松露”的概念 因为存在许多变
种 以至于感官变化也很多 并且根据其产地
不同而不同 季节性也是松露管理品质的基础
之一 因此 我们以引人入胜的辩证法告诉这
个世界 但为了使我们的故事有个圆满的结
局 我们会在了解和熟悉后 只选择烹饪新鲜
的松露并进行管理 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财
富 松露是其中的礼物之一 所以松露学院也
希望可以分享这份礼物并传播其全部知识

认证 某种意义上来说委员会还为消费者点亮
了一盏明灯 感受消费者的情绪 杜绝任何欺
诈行为 因为这都是与松露贸易的前景息息相
关的
该委员会打算将意大利松露的品质传播到美食
界 消除大众对松露的神秘感 并加强对加
工产品的控制 避免使用不被允许的松露合成
剂制作的松露 只交易新鲜的 因为对我们而
言 自然是重中之重

克劳迪奥·莫迪斯蒂

CLAUDIO MODESTI 
美食家委员会主任

TRUFFLE ACADEMY

松露学院

发展松露文化：
魔力和季节性

斯蒂法诺·桑德鲁奇

STEFANO SANDRUCCI
学院院长

发展松露文化：
魔力和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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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营养是一个共识的概念 诸如
群族 部落 家庭这样的人类群体 营养对于
个人的生存一直是必不可少的 即使是一个
人 也无法应付自然或生命给他带来的上千种
危险和困难 但是通过与他人团结 互帮互助
和学习成长 共同努力 才能提高自己的素
质 突显自身的存在

粮食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能够通过食物来彼此
区分开来不同的社会 比如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 有时甚至每个地方区域都存在自己的特色
食物 并且在一个地区盛行之后 然后再传播
到其他地方

反过来说 当我们谈及一些典型的食谱或某些
特定食品的名称时 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了以
这种菜肴或生产这种食品而闻名的那个国家
举个例子 当我们谈论咖喱 那么很快就会想
到印度 辣椒就会想到墨西哥 那么松露呢
我想一定就是意大利 因为在这里松露可以成

为一种身份元素 并成为其消费特征的历史
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因此 在我们国家发
现的关于各种松露的地域 季节 感官知识
以及对于正确的制作松露美食都至关重要 因
为在意式烹饪中松露必不可少 松露需要人与
自然天性互动的能力 尊重其节奏和情绪 才
能创造卓越的口味

松露知道如何改变生活 能让爆烈的菜肴变得
细腻 更是能产生新的感知 懂得如何拥抱
增强 回味和沉浸 很显然 这需要那些能够
展现其天赋的“角色” 那些能够找到其最符
合的菜色 最兼容的伴侣 最合适的组合的天
才厨师们 后者实际上是松露学院所钟爱的主
题 即培训

准备好迎接松露的香气和味道 初衷是为了厨
师表达创造力或为消费者带来愉悦体验 该
学院还提出了一项激动人心的任务 即寻找
发现 推广 定位正宗的 有道德的 有意识
地“爱护”意大利松露美食

斯蒂法诺·阿诺利蒂

STEFANO AGNOLETTI 
副院长

TRUFFLE ACADEMY

松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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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 即使只喝了一杯酒 也会出
现上头的感觉 脸上泛出红晕 这常常会使我
们产生疑惑和不安 

其实以上这些症状 是因为很多人对葡萄酒中
存在的某些化学物质表现出了不耐受的反应
或者说是超敏反应
这里通常是添加到葡萄酒中的二氧化硫或亚硫
酸盐在作祟
二氧化硫的其化学式是SO2 是一种无色的气
体 具有刺激性气味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臭
鸡蛋”气味 并极易溶于水

它可以通过在有氧的条件下燃烧硫来获得 具
有防腐 消毒 抗菌和抗氧化特性

二氧化硫可以是气态 也可以是液态形式 其
生物学特性的亚硫酸盐则是稳定的粉末形态
在水性环境中呈高反应性

从二十世纪开始 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的使用
在食品工业中以添加剂/防腐剂的形式越来越广
泛 多用于制备和储存食品和饮料 我们常常
在食物包装标签上看到的E220到E228等代码
均是这一类添加剂

通常说来 亚硫酸盐一词表示的是二氧化硫及
其一些无机盐 完整列表如下

▪ E220（二氧化硫）
▪ E221（亚硫酸钠）
▪ E222（亚硫酸氢钠）
▪ E223（焦亚硫酸钠）
▪ E224（偏亚硫酸钾）
▪ E225（亚硫酸钾）
▪ E226（亚硫酸钙）
▪ E227（亚硫酸氢钙）
▪ E228（亚硫酸钾）

 米歇尔·斯科格纳米奥
MICHELE SCOGNAMIGLIO

营养学教授、葡萄酒专家

亚硫酸盐的快乐与哀愁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so-called “hangover”, but also very precious 
because of their antibacterial and antioxidant properties 

WINE&HEALTH

葡萄酒与健康

亚硫酸盐的快乐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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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质不仅存在于食品工业产品 干果 果
汁 啤酒 葡萄酒 果酱 调味品等 中 还
存在于化妆品 香水 包括兽药 因为它可以
大大增加产品的“保质期”
简而言之 就当今社会要实现“无亚硫酸盐”
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在具体讲解葡萄酒与二氧化硫的关系之前 我
们来看看亚硫酸盐含量较高的食物清单 并按
照欧洲法规允许的最大含量排序

硫酸盐和葡萄酒

对于这方面 有人可能会问 在葡萄酒 严格
意义来说是天然产品 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
以“化学”方式来干预
总是有很多人赞美“过去”的葡萄酒的真实性
和天然性 特别是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那
个不知道化学反应的年代而对大自然提供的葡
萄酒感到满意时
然而在当今的在大规模酿酒生产活动中 出于
商业目的 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标准化过程
以保证健康的同时 还具有感官特性
再好的葡萄酒也会担心酿造过程中存在风险
尤其是被有害的微生物污染
我们都知道 自然发酵是需要厌氧环境才能发

生的 从葡萄的果糖和葡萄糖中获得乙醇 这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意大利有一句俗语 叫做“好的东西都极具
诱惑”
如果不进行任何干预 也可以获得宝贵的营养
素 主要是糖 但不排除有害微生物已经侵
染了葡萄酒和酒中的糖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不幸的是 常常是需氧的
微生物占上风 其最终产物是乙酸或者其他物
质 所以能够发出非常明显的信号
这样 葡萄酒将不可避免地被改变 从而使整
个生产周期无效 浪费了生产的经济资源
重要的是要记住 除了葡萄原汁的发酵之外
还会有一定的可能就是从容器上发生不希望的
污染 桶 盖 瓶...等

由于这些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 葡萄酒行业
已经学会了使用有效的抗菌剂 或者更多 来
防止危险微生物在整个过程的侵染

因此 这些物质在酿酒学领域代表着一种能
够首先抑制乳酸菌和醋酸菌生长的抗生素
而酵母菌 如酵母菌 对其作用的敏感性要
低得多

▪ 干果（杏，葡萄干，李子，桃
子，无花果）：2000毫克/千克

▪ 干香蕉：1000毫克/公斤
▪ 苹果和梨干：600毫克/千克

▪ 第戎芥末（浓）:500毫克/千克
▪ 鳕鱼和鳕鱼：200毫克/千克

▪ 干番茄：200毫克/公斤
▪ 醋：170毫克/升

▪ 甲壳类：150毫克/千克

WINE&HEALTH

葡萄酒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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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人和罗马人已经了解了这些物质的特
性 并巧妙地利用它们来清洁放置葡萄酒的酒
桶 以确保其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根据所使用的不同浓度 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
可以既是抑菌剂 阻碍微生物生长 也是杀菌
剂 导致微生物死亡

注意 为了确保对有害细菌菌株的有效作
用 必须向葡萄原汁中添加最少100毫克/
升的亚硫酸盐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酿酒酵母在发酵过
程中也会天然的产生了二氧化硫 这就抑
制了竞争性微生物的繁殖
这再次显示了大自然总是试图独自寻找有
效的解决方案 而不期望人类而为之
并非所有的酵母菌都具有这种能力 但是
个别类别的酵母菌能产生高达200-300mg / 
l的可观数量
这就是为什么在葡萄酒和啤酒中不可避免

的存在微量二氧化硫或亚硫酸盐的原因
因此 更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不添加亚
硫酸盐”而不是“不含亚硫酸盐”

注意 亚硫酸盐浓度高于10 mg / l的葡萄酒
必须依法在标签上标明含量

在葡萄酒行业中使用二氧化硫和亚硫酸
盐 除了抑制有害微生物的代谢活性和稳
定葡萄酒性质外 还拥有其他重要的作
用 例如避免了葡萄汁的氧化 有助于澄
清葡萄汁 并在酿酒过程中 优化了葡萄
中芳香成分的提取
因此 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能够保留住葡
萄酒的香气 颜色 保存期限和口味 因
此 完全没有必要将其使用妖魔化

最后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愿意承担所
有可能的风险 那么 你们呢

在葡萄酒和啤酒
中，由于自然的形
成过程，实际上不
可能彻底排除少量
二氧化硫或亚 硫酸
盐的存在

WIN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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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n China it is possible to choose different wines for a single 
meal, even if it includes many courses.
The secret? Let the recipe inspire you

WINE PAIRING

餐酒搭配

食 物和葡萄酒的组合是一个令人着迷
的问题 每道菜实际上都有其最理想的葡萄
酒 因为这能够增强其香气和风味

在意大利 每一道菜肴都应有适合的葡萄酒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搭配标准 不时地组
合不同的葡萄酒

在过去 口味的一致性是首选 但如今的趋势
是将食物和葡萄酒进行对比 例如 对于涩味
的食物 通常建议用口感较软的葡萄酒 以减
轻食物的酸度
相反 高脂食品需要与酸性葡萄酒搭配 以恢

复味蕾的平衡感 那么 完美搭配的秘诀是什
么 超越了经典的搭配准则 即在红肉配红
酒 白肉配白酒

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定律 特殊的菜色搭配适合
的葡萄酒即可

这意味着在中国 因为一顿饭有很多菜 所以
很有可能为一顿饭选择不同的葡萄酒 让我们
从简单的开始 逐渐过渡到“精致”的菜肴
再到多汁或者辛辣的菜肴 在这里 我们看到
了意大利品酒师协会 Onav 的Wang Lu和
她的一些意大利葡萄酒搭配方案吧

王璐
WANG LU
品鉴专家

餐酒搭配
越来越倾向于互补关系

餐酒搭配
越来越倾向于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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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酒搭配

Jentilino Terre di Cosenza DOP

Elyònd Gewürztraminer Riserva

一款清清爽爽的干白 来自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大区两款当地葡
萄品种的混酿 酒体中等 香气以果香为主 细腻优雅不复杂 酸
度适中 特别适合搭配一些清蒸贝类 螺类 鱼类 既解腥又能激
发出海鲜中的鲜甜 西餐中 用这款酒去搭配一些偏清淡的白酱 不
放番茄酱 意面 海鲜面也是极好的

上一期中的起泡酒配中餐话题引发了身边很多小伙伴的兴趣 纷纷
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也有人把自己的酒拿给我 让我给出一些配餐
建议 于是我就借意酒邮报的平台针对干型葡萄酒再给大家举一些
例子

和上次讲的起泡酒一样 当我们拿到一瓶干型静止 非起泡 葡萄
酒的时候首先要从几个维度去分析

以上几点再综合酒体 我们就可以设想以下几款酒的搭配了

甜度和油润度 残糖以及甘油类物质都会对甜度和油润度造
成影响 给酒带来柔软的感觉 这样甜美的酒我们可以用来
综合掉菜肴里的咸 酸 苦

酒精度 无法单纯地用酒精 % 来衡量 还要感受这款酒是否
会带给口腔和食道灼烧感 我们经常将其称为“热感“

单宁度 就是所谓的“涩”感 其实是触觉而非味觉 和单
宁的“粗细”有关 例如咬一口生柿子会涩到说不出话 感
觉口腔粘膜阻力大是因为分泌不出口水来 而细软的单宁就
能给舌头带来丝绒一般的触觉

酒精的灼烧感和单宁带来的涩都可以综合掉菜肴中的汁水
起到清洁口腔 味觉 的作用

酸度 酒的骨架所在 当然酸度也要看其质量 活泼愉悦的
酸度和尖酸就有很大的区别

咸度 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平常吃菜时的咸度 而是酒里的矿
物气息 在干白中极其重要 会给酒带来坚韧挺拔的感觉
但过多的话会显得很僵硬 失去其柔美
酸和咸都能刺激口水分泌 从而达到解腻的效果 还可以综
合掉淀粉类食物咀嚼后带来的甜感 与喝白粥要配咸菜同理

芳香浓郁都度及余味长度 前一个和葡萄品种的关系比较大
例如琼瑶浆 麝香葡萄就天生自带流量 而余味的长度和原
料的品质以及酿造方式有关 酒的香气和余味要和菜肴的香
味 滋味并驾齐驱 否则会让某一方显得寡淡

一款产自意大利最北方上阿迪杰产区的干白 芳香葡萄品种再加上
当地极大的昼夜温差 造就了这款“重口味“干白 无论是香气还

餐配酒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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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酒搭配

Divina Villa "Etichetta Nera"

Obelisco Merlot 2018

Antichi Poderi del Conte
Rosso Conero DOC 2019

Dakalà Montepulciano d'Abruzzo DOC

是余味长度都十分突出 酒体醇厚 酸度偏高 “热感” 强 这款酒
完全可以打破餐酒搭配中“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的刻板印象
妥妥能撑起手抓羊排这种肥美的菜 酱猪蹄也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
其他放了各种香草料卤 烤的鱼类 禽类 肉类甚至咖喱蟹都应该
挺搭 油腻一点更得劲儿 如果我们再回到意面上 白松露奶油酱
可以了解一下 注意不要搭配带苦味的食物 因为干型的琼瑶浆往

往收尾的时候会有一点苦味

来自意大利中部温布利亚核心产区的 Gamay di Trasimeno 这里
的 Gamay 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佳美葡萄 而是歌海娜的一个子品种

经过 12 个月橡木桶和 7 个月的瓶内陈酿之后 不仅在香气和味道
的结构上都比较丰富 有黑色浆果 果酱 紫罗兰 胡椒 咖啡

皮革等的味道 酒体饱满平衡 “热感“突出 单宁细腻 余味悠长
一款这样的酒用来搭配中餐的红烧禽类 肉类 以及西餐中的烤类

菜都能得到应合 单宁能够很好地去除口腔中的油脂感
该产品有多种版本

用梅乐葡萄酿造的酒普遍比较柔美 这款用 100% 有机梅乐经过
22 个月桶陈 酒体圆润 果香浓郁 “热感“突出 容易被大众接
受 也很百搭 如红烧肉 酱排骨等带一些甜感的硬菜都很不错  
Croatto 酒庄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弗留利  从家族经营企业开始

带领我们在大约 20 年前对家族葡萄园进行了翻新 并采用了有机的
葡萄栽培农业方式

Montepulciano 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葡萄品种 可以根据不同的
种植和酿造方式得到口感不同的酒 这款意大利中部的马尔凯大区

的 DOC 经过 6 个月的木桶陈酿 有樱桃 玫瑰花的香气以及甘草
香草的气息 “热感“强 单宁相对细腻 酒体饱满 回味甘甜 可

以搭配碳烤牛排 烤鸡等有微微烟熏味的菜肴

也是由 Montepulciano d'Abruzzo 葡萄酿造 香气清新 活泼
以树莓 车厘子等红色水果为主 并带有一些草本植物的青涩 酒
体中等 单宁并不强 适合搭配冷切火腿 灌肠等前餐 或者肉酱
意面 如果能稍微冰镇一下 10 摄氏度左右 可以搭配番茄汤底

地火锅

餐配酒其实很有意思 红葡萄酒配红肉 白葡萄酒配白肉这种刻板
印象很安全 但缺乏新鲜感 当然 在此基础上还需深究 每个人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不断地尝试和创新 期待大家的反馈

59



当你连接意大利和中国的纽带也有着葡
萄酒的元素 这已经有200多年了 你不相信
吗 当在意大利举杯时 意大利人会说中文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无意识的

事实上 有一个词在意大利所
有的酒馆 所有的餐馆 所有
的意大利人庆祝盛会的场合里
都能引起共鸣 每当两杯酒相
碰时 这个词就会蹦出嘴边
意大利语中用来敬酒的词是“

请请” 但在8000公里外的意
大利 人们怎么可能用一个中
文词来敬酒呢 让我们回顾历史来看看
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 英国是一个商业
大国 英国的船只走遍世界各地 买卖各种商

品 由于这个原因 水手们往往是那些与货物
一起在世界各地传播风俗 语言和文化的人

在众多不同文化和语言的遭遇中 英国水手尤
其受到当年广州港一种礼节的影响

清朝末年 在英国的强大实力下 欧洲各国人
民与中华帝国的交往成倍增加 在此之前 中
国不愿与西方殖民列强建立贸易关系 因此

Did you know that Italians could speak Chinese while 
drinking wine?

意大利和中国的举
杯相庆：cin cin！

但在8000公里外的意大利，人
们怎么可能用一个中文词来敬
酒呢？让我们回顾历史来看看

李威 
LIVIO DI SALVATORE

意酒频道主持人

LIFESTYLE

生活方式

意大利和中国的举
杯相庆：cin 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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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水手和商人发现自己与一个全新国度的人
民在进行贸易 并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保持着浓
厚的兴趣

尤其是英国水手们对中国顾客邀请他们坐下喝
酒的方式非常重视 认为这是任何贸易谈判的
一个愉快的先决条件 他们用一句“请 请”,
即“Qing qing”来劝他们喝酒 后来 这
句“qing qing”成了水手们之间的一句俗
语 甚至在他们回到伦敦之后 也成了他们开
玩笑的问候语 在水手旅行家的口口相传下
英国人民渐渐吸收了这种说法

然而 这句话的名声在1896年达到顶峰 当
时西德尼·琼斯的 艺妓 茶馆的故事 首次
在伦敦西区的达利剧院演出 这部歌剧讲述

了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茶馆
里爱上了一位艺妓的故事 里面有一首歌用
了“qing qing”这个词

从这项工作中获得的良好的公众反馈 有利于
在法国和意大利传播这种有趣的声音词汇 在
意大利 它以更大的力量生根 并开始被用
来敬酒 因为这些话的声音类似于玻璃杯碰撞
的声音 从那时起 意大利祝酒词便和“Cin-

Cin”这个词相挂钩 来祝愿饮酒者健康和幸

福 虽然这个词的起源已经被遗忘 但祝酒词
仍然是连接中国和意大利葡萄酒世界的一根无
形的线

据说 喝了几杯好酒之后 你就可以说世界上
所有的语言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是证
据 谁知道意大利人如果发现手里拿着杯子
会说中文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LIFESTYLE

生活方式

61



如何专业地
品鉴葡萄酒？

A professional approach can radically change your 
wine tasting experience. Here’s how to do it

孔祥鑫
LEO KONG 

意酒频道中国区负责人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品酒之前 要知道正确的持杯方式
由于我们37度的体温对于葡萄酒来说 温度
过高 会影响其风味表现 所以我们的手要避
免接触杯肚 手比较小巧的朋友 可以捏住
杯腿 手比较大的朋友 可以端住杯底 知道
如何正确拿杯 就可以正式进入品酒的三部曲
了 “看颜色 闻香气 入口品鉴”

在白色背景下 将酒杯向前倾斜45 最便于观
察酒液颜色 不同葡萄品种酿成的酒色泽不尽
相同 陈年状态不同也会使颜色深浅不一 通
常来讲 红葡萄酒的颜色一般介于紫红色到棕
色之间 酒液呈紫红色则代表这是一款年轻的
酒款 而平日里常见的葡萄酒的颜色多为宝石
红色 说明酒液经过了一定时间的陈年  “石
榴红色”和“棕色”则表示酒款已在瓶中陈年
较长的时间 而白葡萄酒的颜色则介于青柠色
到琥珀色之间 颜色愈深 愈能凸显酒款的陈
年状态

除了观察颜色外 我们还需注意酒液是否清
澈 如果一杯酒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浑浊絮状
物 那我们就要担心一下它的品质了 此外
还有摇杯之后形成的“酒腿/酒泪” 酒腿与
葡萄酒品质无关 只和葡萄酒酒精含量有关
酒精度数越高 酒液沿杯壁下降速度越慢 形
成的酒泪也就越明显

下一步 就是闻香了 我们先摇晃酒杯让香气
充分释放 然后将鼻子靠近酒杯边缘 嗅一
嗅 感知香气的纯净度和浓郁度 有些酒款香
气充盈 只轻轻一嗅 就能立即闻到明显的芳
香 而有的酒款香气则十分微弱 甚至难以察

觉 这些都有助于品酒者判断一款酒的品质

葡萄酒中蕴含的香气有多种类别 最常见的
也是我们消费者最容易捕捉到的 就是葡萄带
来的果香和橡木陈年带来的芳香 有时还会呈
现出品种特有的花香和草木香气等 经过陈年
的酒款还可能呈现出复杂的陈年香气 例如皮
革或糖浆的香气

闻香过后当品酒 使用味觉品尝 需要考虑的
因素增多 我们吸几口酒液 让酒液充满口腔
大约三分之一的体积 以充分感受葡萄酒的甜
度 酸度 单宁和酒精度 我们的舌尖最能感
知甜度 舌头两侧则对酸度最敏感 一口酒饮
毕 唾液分泌的越多 酸度就越高 单宁能让
口腔表层皮肤收敛 这种干涩感在上门牙牙龈
处最为明显 而酒下肚后 喉咙的灼烧感越强
烈 酒精度就越高 单宁是一种天然的多酚物
质 来自于葡萄果皮果梗果籽 在红葡萄酒可
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们可以联想喝红茶的感
觉 那种口腔收敛苦涩的感觉 就是单宁存在
的效果

品酒时还需判断酒体轻重和余味长度 酒体一
词也许略微抽象 我们可以联想下 喝一口纯
净水与喝一口纯牛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吧
水一般的质感就是比较轻的酒体 牛奶一般
的质感就是比较重的酒体 一般情况下 风味
浓郁 单宁高和酒精度高的葡萄酒酒体较为饱
满 而风味淡雅 酸度高和酒精度低的酒则
酒体较轻 余味是指咽下或吐出酒液后香气在
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一款优质的葡萄酒余味往
往能够持续一分钟或更长 会让你不断回想回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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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LAW

葡萄酒法规

意大利的葡萄酒标签不仅美观 而且
还可以通过文字 商标 图像或符号来表达其
内涵与规则

现行的葡萄酒行业的标签规则是在2000年3月
20日颁布的第2000/13 / EC号指令中”有关食
品标签和展示以及广告规定的补充“中明确指
出的 其中允许附加葡萄酒相关信息 但需要
确保标签上的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及可控制性

首先 葡萄酒的标签不得误导消费者 尤其是
在产品特性方面 比如 其性质 特性 质
量 组成 数量 保存 产地 来源 制造或
获取的方法等

葡萄酒上的所有信息都必须以清晰的字符打

印 并且必须与周围的文字和图案能够清晰区

分 且无需旋转酒身就可以同时阅读它们 另
一方面 同样需要标注出来的还包括产品的批
号 亚硫酸盐的含量和其他可致敏的过敏原
以及进口商的名称 但此类标注可以不在同一
区域内

然后必须将标签上的所有信息翻译成欧洲共同
体的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 但是PDO或PGI的
名称不可翻译 在出口的情况下 如果目的地
第三国的法律规定了欧盟外的其他信息时 可
以使用欧共体官方语言以外的语言在标签上进
行描述 但仅限于目的国法律要强制性求的信
息

这里重中之重的是必须注明DOP 受保护的
原产地名称 也可以是DOC 受控的原产
地名称 或DOCG 受保证的受控原产地名
称 IGT 典型地理标志或 PGI 受保护

的地理标志 酒精含量必须以百分比或小数单
位表示 并加上符号 vol 酒瓶体积含量也
必须打印在清晰可见的地方

最后 提供给进口商或灌装企业的原酒 其预
包装应符合EEC法规第76/211号的规定

其中涉及装瓶商的名称 完整的名称或公司名
称 也可以使用缩写形式 但前提是该名称已
在意大利工业农业商业商会 CCIAA 进行
了工商注册 如果不是同一企业的话 需要印
上“装瓶于”或“包装与”等字样 如果PGI
和PDO葡萄酒就在生产地进行包装 则允许
使用“原产地装瓶”术语

如果不属于PDO和PGI范畴的葡萄酒 但同样
始终在生产者的公司中灌装 此种情况允许使
用ICQRF代码来代替装瓶商 该代码由缩写IT
填写 如果是由第三方公司来灌装葡萄酒 则
应该使用诸如“代表XXX进行灌装”之类的术
语 此处如需要标明第三方进行装瓶的单位的
名称 城市等信息 则应使用术语“由XXX代
表XXX酒庄进行灌装”来描述 如果第三方装
瓶单位是注册酒庄之外的地区 则必须明确标
注装瓶的实际地点

但是 如果第三方装瓶单位是在与注册酒庄所
在地相邻的城市时 则可以省去 如果生产
的葡萄酒不带有任何地理标识特征 比如不含
DO或GI的葡萄酒的原产地 那么取而代之的
是 应使用诸如“……的葡萄酒”或“……
生产的葡萄酒”之类的术语来表示  最后
如果葡萄酒是由来自不同欧盟国家的葡萄混酿
而成的话 则在酒标中须明确标注”欧盟葡萄
酒“字样

掌握酒标信息很容易
All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labeling of 
Made in Italy w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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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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ICOLTURE&ENOLOGY

葡萄种植酿造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post 2022. Among the primary 
objectives in favor of the climate

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对区域的尊
重：基因改良的真正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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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生产中 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环境可持续性 植物的健康以及保护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健康是现代企业必须考虑的绝对优先
事项 因为它们是政府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使得人们对环境友好的耕作制度和新技术越
来越感兴趣 这些新技术可以控制化学品的使
用 并加强对农村地区及其居民的尊重 欧
洲最近的“农场到叉子 Farm to Fork ”战
略 预计在2030年内减少50%的植物保护产品
的使用 以及“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

旨在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两者都
是在“绿色协议 Green Deal ”的基础
上 将成为2022年后共同农业政策 Politica 
Agricola Comune 的支柱 其主要目标包
括 通过完善能够增强环境保护和气候行动的
生产系统来保护环境 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为此 除了能够提高作物可持续性的最新技术
外 例如高度环保的机械技术 管道式培养
箱 回收和再利用非目标植物保护产品 肥料
和变量喷雾器 水蒸气或高压水喷射机等
一个有价值的帮助来自基因改良 创造新的葡
萄藤 能够抵御非常令人担忧的疾病 如霜霉
病和白粉病 这两种真菌由美国在19世纪末引
入欧洲 使葡萄种植对环境影响极大 因为它
们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处理 在潮湿和多雨的地
区甚至需要25-26次以上的处理

38条染色体 5亿个核苷酸 3万多个基因 约
500个代表防御机制的基因 正是解释葡萄胚
体巨大遗传变异 可能被利用 的一些特征
事实上 在表型水平上 世界上有1万多株葡

萄证明了这种变异性 更不用说无性系 生物
型和其他各类变体了

临时杂交计划

在意大利 几十年来 欧洲 美洲和亚洲种葡
萄的杂交育种计划一直在发展 以获得新的抗
霜霉病和抗白粉病的葡萄品种 具有很高的酿
酒潜力 2006年 乌迪内大学 University of 
Udine 的研究人员与维瓦伊合作组织 Vivai 
Cooperative Rauscedo 乌迪内 合作
他们加强育种计划 利用连续的再杂交周期
减少美国物种引入的负面遗传效应 同时保
持对疾病的良好耐受性和葡萄和葡萄酒的良好
品质 事实上 每次杂交都会增加欧洲亲本的
DNA含量 而降低另一亲本的DNA含量 经
过5-6代后 这些材料可能含有90%以上的欧
洲葡萄亲本的DNA 而其余部分的DNA含有
抗性基因 如rpv1 rpv3和rpv12用于霜霉病
菌 Run 1和Run 3用于白粉病 为了在较短
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
择技术 MAS Marker assisted selection
对这些杂交种的种子进行了早期筛选 这些品
种来自于一个复杂的抗病基因内省程序 这些
抗病基因由“非欧亚种葡萄”亲本携带 如
Bianca Regent Kozma 20/7 Merzling
等 在基因组中 新基因型能够共同表达原始
品质的品质特征 如Sauvignon blanc长相
思 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 Merlot
梅洛 Teroldego特劳德戈 Tocai托凯  
Nosiola诺西奥拉等 对霜霉病菌和白粉病具
有抗性/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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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酿造

图 3 / 4 - 白粉病在叶子和果串上的

病症表现

图 1 / 2 - 霜霉病在叶子和果串上的

病症表现

下面 ：通过杂交获得的抗性葡萄 或通过欧亚种葡萄
与美洲或亚洲葡萄杂交获得的杂交种之间的
杂交获得的抗性葡萄 现在广泛存在于RNVV
中 至少到目前为止 可用于生产普通葡萄酒
和IGP 受保护地理标志 酒款

这些年来的演变如下

▪ 2009: Bronner葡萄和 Regent葡萄（均来
自德国）已经注册。
▪ 2013: Cabernet Carbon, Cabernet Cortis, 
Helios, Johanniter, Prior 和 Solaris已经注

册（均由德国葡萄研究所于1968年至1983
年间选定）
▪ 2014: Souvignier Gris已注册；
▪ 2015: 包括乌迪内大学和乌迪内应用基因
组研究所的10种抗霜霉病和抗白粉病葡萄
藤（表1）。
▪ 2020: 埃德蒙·马赫基金会（圣米歇尔，
阿迪杰，特伦托）的4种抗霜霉病和抗白
粉病葡萄藤（表2）；
▪ 2019、2020和2021: 其他12种不同来源的
抗病性葡萄（表3）也包括在内。

现状：在意大利国家生命多样性登记册（RNVV）中登记的抗性品种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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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霜霉病和白粉病抗性的实例 

下面的照片显示了这些葡萄的高抗性 在本
例中是Sauvignon Kretos 与2014年 种植
年份 和下一年 2015年 的Sangiovese葡
萄相比 它们种植在德鲁塔市 意大利中部佩
鲁贾 Tevere河安萨的平坦 新鲜和潮湿的
土地上 管理部门没有提供植物检疫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在Sangiovese 霜霉病和白
粉病导致了叶片几乎完全的干燥和脱落 而
Sauvignon Kretos则表现出了良好发育 葡萄
的最佳产量和葡萄的成分相关的完全抗性 事
实上 2017-2020年的平均季度数据显示 葡
萄产量良好 平均每茎2公斤葡萄 糖浓度良
好 糖度22 Brix 可滴定酸和苹果酸含量分
别为6.6克/升和1.7克/升

抵抗和环境及经济可持续性

这些葡萄藤对日益可持续的葡萄栽培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因为它们对葡萄藤的两种最危
险的植物病 即霜霉病和白粉病具有高度的耐
受性 它们需要大量的铜和硫来控制或使用具
有系统作用的杀虫剂 这些基因型不仅在意大
利 而且在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法国和德国
的许多种植地区都被证明特别有效 它们也为
敏感和/或邻近市区 公园 花园 人行道和
自行车道 绿道等对植物检疫处理的紧急限制
是困难的葡萄酒种植区提供了机会 同样重要
的是 将保护植物免受传统藤蔓植物侵害所需
的费用减半 减少50-60%的碳排放到大气中
这有助于减少温室效应 和减少管理费用 然
而 谈论耐受性而不是总抗性是好的 因为根
据创始人的说法 最好根据年份 使用2-3种
处理方法 使用抗霜霉病和抗白粉病产品 以

减少病原体的接种 避免形成抗性和/或特别
强的菌株 并抑制其他疾病的发展

改进型本土品种：开创未来

在全球范围内 对可持续性的需求 因此对
能够减少葡萄园植物保护处理的经济和社
会重量的葡萄藤的需求正在增长 通过将匈
牙利 塞尔维亚 德国 奥地利和法国生产
的最好的抗性品系与高质量的法国葡萄 赤
霞珠 梅洛 长相思 黑比诺和白比诺 和
一些意大利葡萄 Tocai托凯 Nosiola 诺
西奥拉和Teroldego特罗德戈 杂交 获
得了上述抗性葡萄 这个项目的下一个阶
段 全部是意大利品种 涉及评估已经从当
地广泛使用的葡萄园中获得的抗性选择
如 Sangiovese Glera Prosecco Tre
bbiano Montepulciano Aglianico Pri
mitivo Nero d'avola等

欧洲培育史

杂交或种间杂交 即属于同一属 本例中为欧
亚种葡萄 但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的杂交或种
间杂交 发生在想要增加变异水平的时候
目前在葡萄栽培中使用的大多数来自不同种
类的美国葡萄 V. Riparia, V. Rupestris 和V. 
Berlandieri 
然而 即使在19世纪初 在美国大西洋沿岸
它们也被种植用于生产美国杂交葡萄 耐根
瘤蚜和耐霜霉病 在19世纪末 一些杂交葡
萄 例如Jager 70和Noah被送往法国 作为
抗药性供体与葡萄杂交 并将其种子用于选择
Seibel的第一个杂交种
第一批法国杂交葡萄是使用被认为

是其生产能力最好的葡萄品种 如
Aramon Clairette Alicante Bouschet和
Folle blanche 第一代杂交种的品质特征较
差 这也是由于存在高果胶含量的芳香狐狸
精气息 邻氨基苯甲酸甲酯和2-氨基苯乙酮
或草莓 糠醛 导致葡萄酒含有高含量的甲
醇 这对消费者的健康至关重要
由于这些原因 也因为担心杂交种会取代传统
的葡萄藤 意大利在1931年禁止了它们的种
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间 其他法国杂交种利用甘津 库德克和赛贝
尔的最佳选择 将其与富含葡萄品种香味的高
贵葡萄品种进行杂交 如Traminer Riesling
和Moscati 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 这项
工作仍在许多欧洲国家 法国 德国 匈牙
利 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 继续进行 特别
是在病原体压力很大的地方 通过将这些杂交
种与葡萄栽培品种交叉引用 制定了遗传改良
方案 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葡萄酒质量并保持抗
性特征 Regent就这样诞生了 其特点是葡
萄和葡萄酒的抗性和优良品质 1967年在德国
由一个杂交品种“Diana × Chambourcin”
组成 第一个来自种内杂交品种“Silvaner × 
Muller Thurgau” 第二个来自SeyveVillard 
12-417 x Princer之间的杂交种
最近 如前所述 乌迪内大学利用在匈牙利
选择的两个品种 即Bianca和Kozma 20/3
与4个葡萄品种 Tocai friulano 长相思 赤
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和梅洛Merlot
以及丽晶 Regent 以获得抗霜霉病菌

peronospora 和白粉病 oidium 的
杂交种 其表型尽可能类似于葡萄 Vitis 
vinifera 表1 这些新的基因型特点是工
艺性 酚类和芳香性可与来自不同产地的葡萄
酒相媲美 甚至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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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魔力触动着葡萄酒 把它的精华
包裹在最珍贵的酒杯里 这就是它深刻的象征

价值 葡萄酒是人类智慧和自然力量的共同成
果 是一种普遍的象征 是神圣与世俗 工作
与快乐 理性与感官 最具活力的物质和最多
样化的变形的集体表现
一句话 酒就是艺术

因 此 艺 术 尤 其 是 比 喻 艺
术 自 古 以 来 就 受 到 它 的 启
发 这并不奇怪
最早的证词是在埃及大约在公
元前4世纪 葡萄藤具有神圣和
治疗的价值 埃及艺术经常在
法老墓的墙上描绘丰收和酿酒
的场景

然而，葡萄酒首先注定要成
为西方文化的象征。
希腊的陶土艺术 公元前900/700年 已经描
述了在宴会中使用的双柄大口酒坛 大花瓶和

双耳陶罐与饮用葡萄酒有关的场景 很多这样
的场景都是为了庆祝和共同生活的快乐 但正
是由于希腊人赋予它的神圣价值 它才获得了
更丰富的象征意义 酒神狄俄尼索斯 后来是
罗马人的酒神巴克斯 是一位酒神 醉酒神和
享乐神 在古典的肖像画中是一种快乐和感官
自由的表达
基 督 教 的 出 现 将 改 变 一 切 中 世 纪 本 笃

会修道院的小画像 与修道法则“Ora et 
Labora 祈祷和工作 ”的原则相呼应 使葡
萄园的工作场景回归到了人的中心 以及它崇

艾蕾娜·迪·巴克
ELENA DI BACCO

记者

在艺术画作中
感受葡萄酒元素的甜蜜流动
The profound symbolic value of wine manifests itself, like magic, in 
the pictorial works of our history, from the Egyptians to Picasso

最早的证词是在埃及大约在公元前
4世纪，葡萄藤具有神圣和治疗的价
值。埃及艺术.  经常在法老墓的墙上
描绘丰收和酿酒的场景

WINEART

葡萄酒艺术

在艺术画作中
感受葡萄酒元素的甜蜜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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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工作 这使它更接近上帝
同时 葡萄酒也成为世俗疲劳的象征和基督
教救赎的象征 被称为“耶稣的血”
在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画作之一中 达芬奇的

最后的晚餐 1494 中 耶稣在使徒面
前宣布基督教礼拜仪式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宣布面包和葡萄酒神圣化为“基督的身体和
血液” 桌上的酒在这里已经有了神圣的内
涵
文艺复兴将再次唤醒古典主义的回声 与葡
萄酒的享乐主义乐趣有关 它使高贵的宫廷
欢欣鼓舞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著名的卡拉瓦
乔的 酒神巴克斯 1596 它是古典想
象与基督教影响的完美结合

酒神巴克斯 头上戴着用葡萄叶编织而成的
头环 是幼嫩的 是有情欲的 他的面颊因
醉酒而红 也因为手拿着杯子颤抖 巴克斯
手握着流苏结 象征着上帝和人类的结合
这个表情介于讽刺和微醉之间 故意装模

作样的姿势 差点让我崩溃 有人认为卡拉瓦
乔是想取笑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传统 一个朋
友假扮模特 在酒精的作用下摆出来这样的造
型 另一方面 在画家看来 这种情况并不少
见 他是酒馆和客栈的勤勉冒险家

它开始想象一种绘画现实主义 在这种现实主
义中 葡萄酒完美地沉浸在时间的日常生活
中 并以其最人性化的功能表现出来
例如 我们观察了西班牙画家贝拉斯克斯的  

醉汉 1629 也被称为酒神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巴克斯与葡
萄叶头环 但古典回声已完全消失 贝拉斯
克斯的酒神正坐在一个桶上 他的家是奥斯特
里亚 他的追随者是被大地的劳累所折服的
农民 葡萄酒通过使脸颊变红来驱散人们的劳
苦 一切都很人性化

在这个新的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创作风格中 有
趣的是注意到葡萄酒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 尤

WINEART

葡萄酒艺术

其是爱情 在荷兰画家维米尔 1660 的 葡

萄酒杯 里 有一男一女

他在等女士喝完杯中酒 准备再斟满 她戴着
帽子 凝视着杯子 不让他看见 女人是害羞
和谦虚的 男人是直接和有目的的 怀着一个
诱人的态度 酒代表了两者 他在那瓶准备装
满的杯子的酒壶里 她在想要拒绝新诱惑的空
杯子的节制中

随着十八世纪一个新的自然主义中心发展 葡
萄采收成为该时期许多作品的主角

在戈雅的 秋天 1786年 一个年轻的
贵族 坐在墙上 向一个和他地位相同的女人
献上一簇葡萄 而一个小孩试图抓住他 墙后
有一个民女 头上顶着一大筐葡萄 它不仅是
快乐生活的优雅片段 也是阶级差距的完美综
合 彰显着民众采收的辛劳 富人享受丰收的
快乐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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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沉思而深邃 画中一个看不见光的人 似
乎被剥夺了人性 却与酒瓶和桌上水果的清澈
相映成趣
女人 另一方面 两个非常著名的艺术醉汉的
主角
一个忧郁的女孩 她把悲伤淹没在酒里 她那
冷酷的神情渗透着深深的人性 渗透在亨利·

德图卢兹·劳特雷克的 宿醉 1887年
中

同样的主题 但不同的背景 为芒克绘画的
第二天 1895年 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显然处于喝醉状态 胳膊悬着 首
先 床头柜上的两瓶酒让你想起了前一天的醉
酒 大概是转瞬即逝的一夜激情的标志 而第
二天 其实已经没有了踪影 带有尖锐讽刺意
味的蒙奇颠覆了经典的“床上裸女”肖像画
以当时优雅的绘画为主题 除了凌乱和不再感
性的姿态 酒瓶被赋予的任务是亵渎 矫揉造
作 扭转其意义
从睡觉到做梦这一步很短 我们到了90年代
绘画越来越经常地研究人的内心 超越了画布
上的表现
非理性和无意识战胜了理性 表现为抽象 超
现实主义诞生了 法国画家琼·米罗的 葡萄

酒瓶 1924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景
中的瓶子是唯一的具体元素 在背景中 昆虫
和其他动物形态的元素围绕着它旋转 带有字
母“VI”的标签让人想起了“Vin” 葡萄酒

一个世纪后 文森特·梵高的 红色葡萄藤

1888 将葡萄采收提升为一个鼓舞人心的
主题 自然不再是支配性的 画作的表现参杂
了更多的元素表达  在场景的中心 一种视觉
赋予色彩 葡萄园的饱和深红 工人的蓝色
天空的暖黄色 展现自身的任务

我们正处于印象主义的巅峰时期 这股绘画潮
流使色彩成为画布的真正主角 留给它的透视
者情感 而不是艺术家的“印象” 画师经常
在户外作画 在著名的雷诺阿画作 划船人的

早餐 1880年 中 葡萄酒有助于营造一种
由欢乐同伴的表情和动作所赋予的极度自然的
氛围 是欢乐和节日欢乐的象征

现实主义还浸染了马奈的著名画作 福利斯贝

格尔酒吧 1882年 画中一位心不在焉的
女服务员倚在一个吧台上 漂亮地展示着几瓶
葡萄酒和香槟 后者在当时的巴黎贵宾中非常
流行
从现在起 标志葡萄酒绘画艺术的将是酒瓶

塞尚的 饮酒者 1891 画中的主人公孤

醉人的葡萄，圣餐
杯，葡萄藤，诱惑

杯，孤独的酒瓶：无
尽的变形为无限的象
征。人类本性的变化
和矛盾运动如此之多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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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vie” 生活 这两个意思的模糊性 完美
地表达了艺术与生活的融合 是超现实主义宣

言的支柱

一 年 后 毕 加 索 还 将 把 他 的 葡 萄 酒 瓶

1925年 画在立体调上 真实的现实再次被
表现出来 但在一个重组的图像空间 分解的
形式倍增的观点 除了写着“vin”外 酒瓶是
不可辨认的 观者被指派在脑海中重建形状和
意义的任务
酒的无限象征也将触动未来派的前卫 在进步
的充分提升中 葡萄酒被认为是法西斯时代意

大利卓越的象征之一 在福图纳托·德佩罗的
旅馆的仪式和辉煌 中 一种显而易见的乐

观主义 在那里 风格化的男人在高脚杯中欢
呼雀跃

当然这不是重点 欧洲艺术一直并将继续用画
笔蘸酒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醉人的葡萄 圣餐杯 葡萄藤 诱惑杯 孤独
的酒瓶 无尽的变形为无限的象征
人类本性的变化和矛盾运动如此之多

图1 -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图 2 - 阿普洛罐
图 3 - 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克斯》
图 4 - 在福图纳托·德佩罗的《旅馆的
仪式和辉煌》
图 5 - 维米尔的《葡萄酒杯》
图 6 - 芒克的《第二天》
图 7 - 马奈的《福利斯贝格尔酒吧》
图 8 - 雷诺阿的《划船人的早餐》
图 9 - 文森特·梵高的《红色葡萄藤》
图 10 - 毕加索的《葡萄酒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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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R I N G  E D I T I O N  2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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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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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大师、交响乐团作曲家
朱赛佩·维西基奥

Giuseppe Vessicchio
意酒频道“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评审团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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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DOC Alto Adige
颜色: 白色
种类 : 起泡酒
年份: NA
品种: Chardonnay  霞多丽
酒精度: 13%

Arunda Blanc
de Blancs - Extra Brut

ARUNDA SEKTKELLEREI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Corvinia - Rondinella - 
Corvinone – 科尔维纳 - 龙堤内
啦 - 科维诺尼
酒精度: 15,5%

La Rosta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Classico Docg

DEGANI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Corvinia - Rondinella - 
Corvinone – 科尔维纳 - 龙堤内啦 - 科
维诺尼
酒精度: 15%

Degani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Classico Docg

等级: I.G.T. Trevenezie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Cabernet Sauvignon赤
霞珠
酒精度: 13,5%

Igt Trevenezie 
Cabernet Sauvignon

COZZAROLO G.B.DEG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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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Chianti Classico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Sangiovese 80%, Colorino 5%, 
Canaiolo 10%, Pugnitello 5% - 桑娇维
塞80% 科罗里诺 5% 卡纳奥罗10%
普尼特罗5%
酒精度: 13,5%

Morino

Azienda Agricola
MORI CONCETTA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Nerello Calabrese,  
Gaglioppo 马斯卡斯奈莱洛 佳琉璞
酒精度: 13%

Chirone I.g.t. 
Calabria Rosso

BARONE DI BOLARO VINI

等级: IGP Puglia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5
品种: Bombino bianco白博比诺
酒精度: 12,5%

Pas Dose

CANTINE RE DAUNO

等级: Riviera Ligure di Ponente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Pigato 皮佳多
酒精度: 13%

I S-cianchi

D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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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P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reco Bianco, Mantonico 
Calabrese – 白格莱克 卡拉布里亚
曼托尼可
酒精度: 13,5%

Jentilino

LA PESCHIERA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Sauvignon Kretos 克雷托斯-
长相思
酒精度: 13,5%

Iris

LE CAREZZE

等级: IG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Zinfandel – 仙粉黛
酒精度: 14%

Zinfandel Old Vines 
Puglia Igp

MASCA DEL TACCO

等级: Abruzzo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Pecorino 佩科琳诺
酒精度: 14,5%

Shaman
Pecorino

ROSARUBR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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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
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

Ritorna - Cerasuolo 
D'abruzzo Doc

Azienda Agricola
GIOVENZ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Gaglioppo 佳琉璞
酒精度: 13,5%

Cirò Rosso 
Classico Superiore

BARONE DI BOLARO VINI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arganega 55%, 
Chardonnay 45% - 卡尔卡奈卡55% 
霞多丽45%
酒精度: 12,5%

Scaia Garganega 
Chardonnay Igt

TENUTA SANT’ANTONIO ASS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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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Besi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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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等级: IGT Alto Mincio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40% Merlot, 40% Cabernet 
Sauvignon, 20% Corvina - 美乐 40% 
赤霞珠40% 科尔维纳 20%
 酒精度: 14,5%

Montevolpe
Rosso

等级: DOC Lugana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Trebbiano di Lugana卢加纳-塔
比安诺
酒精度: 13%

Lugana

CANTINA SETTECANI CANTINA SETTECANI

CANTINA BERTAGNA CANTINA BERTAGNA

等级: Lambrusco Grasparossa di 
Castelvetro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起泡酒
品种: Lambrusco Grasparossa 兰布鲁
斯科-格拉斯巴罗莎
酒精度: 8%

Tradizione
Lambrusco Grasparossa di 
Castelvetro Dop Amabile

等级: Lambrusco di Modena DOC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起泡酒
品种: Lambrusco Grasparossa 兰布
鲁斯科-格拉斯巴罗莎
酒精度: 7,5%

Loviù
Lambrusco di Modena Doc 
Rosato Amabile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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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INE
IANNELLA ANTONIO

CANTINE
IANNELLA ANTONIO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甜葡萄酒
年份: 2013
品种: Moscato reale – 雷阿勒莫斯卡托
酒精度: 14%

Estasi Passito 
Liberty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scato reale - 雷阿勒莫斯卡托
酒精度: 12,5%

Estasi 
in Ascesa

ESTASI WINEESTASI WINE

等级: DOCG Riserv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3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4%

Don Nicola
Aglianico Taburno Docg 
Riserva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1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4,5%

1920
Aglianico Taburno Docg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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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Susumaniello 素素玛尼洛
酒精度: 14,5%

Susumaniello 
Puglia Igp

等级: Sannio DOP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Falanghina 法兰基哪
酒精度: 13,5%

Osèe Falanghina del 
Sannio Dop

MASCA DEL TACCO MASSERIA VIGNE 
VECCHIE

ROSARUBRA

等级: Sannio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5,5%

Remotus Sannio 
Aglianico Riserva Dop

等级: IGT Colline Pescares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09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
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Lomanegra

MASSERIA
VIGNE VECCHIE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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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IO DEL CASALESANTA GIUSTINA

等级: DOP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aglioppo 佳琉璞
酒精度: 13%

De Luca Rosato
Cirò Dop

等级: IGT Terre di Chieti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Grigio 灰皮诺
酒精度: 13%

1967
Pinot Grigio

VINI DE LUCA TORRI CANTINE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Montepulciano 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3,5%

Diomedeo
Montepulciano d'Abruzzo 
Doc等级: Colli Piacentini Malvasia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Malvasia di Candia 坎蒂亚-香
玛尔维萨
酒精度: 12,5%

Colli Piacentini 
Malvasi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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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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akalà

等级: Lambrusco Modena DOC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NV
品种: Lambrusco di Sorbara 索巴拉-
兰布鲁斯科
酒精度: 13%

Ventiventi
Rosè

ARUNDA SEKTKELLEREI 

TORRI CANTINE VENTIVENTI
IL BORGHETTO

Azienda Agricola
BIANCHI

等级: DOC Alto Adige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NV
品种: 50% Pinot Nero 50% Pinot 
Bianco – 黑皮诺 50% 白皮诺 50%
酒精度: 12,5%

Arunda Rosé Brut

等级: Gattinara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1
品种: Nebbiolo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

Gattinara Docg Riserva 
Vigneto Valferan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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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ZZAROLO G.B. Azienda Agricola
POGGIO LE VOLPI

等级: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Erbaluce 艾伯卢切
酒精度: 12,5%

Erbaluce Di Caluso 
Docg 2019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甜葡萄酒
年份: 2015
品种: Corvinia - Rondinella - Corvinone 
- Oseleta 科尔维纳 - 龙堤内啦 - 科维诺
尼 – 奥兹莱塔
酒精度: 13,5%

Monte Reoli 
Recioto della Valpolicella Classico

Azienda Agricola
ZANIBONI CANTINA MONTECI

等级: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4%

Merlot Riserva
Colli Orientali
Doc Friuli 等级: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ontepulciano, Syrah, 
Cesanese - 蒙特布洽诺 西拉 切
萨内赛
酒精度: 14%

Roma Doc 
Edizione Limitat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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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Corvinia - Rondinella - 
Corvinone - Oseleta 科尔维纳 - 龙
堤内啦 - 科维诺尼 – 奥兹莱塔
酒精度: 15,5%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Classic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8
品种: Lambrusco di Sorbara 索巴拉-
兰布鲁斯科
酒精度: 11%

Lambrusco Di Sorbara Doc 
Frizzante Rosso Secco 
"del C'era una Volta"

CANTINA MONTECI CANTINE LOMBARDINI

CROATTO PIERO

等级: DOCG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Greco di Tufo 图孚-格莱克
酒精度: 13%

Terranona

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5%

Merlot Obelisco

CANTINE ROMANO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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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ANAVECCHIAFATTORIA ITALIANA 
MARTELLI

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1
品种: Schioppettino 斯奇派蒂诺
酒精度: 14%

Schioppettino di 
Prepotto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Palava 帕拉瓦
酒精度: 14%

Jupiter

LA VIARTE LE CAREZZE

等级: Aglianico Del Taburno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4,5%

Aglianico del
Taburno

等级: DOC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ntepulciano 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3%

Cerasuolo d'Abruzzo
Doc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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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Colli Piacentin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2,5%

Colli Piacentini 
Barbera

等级: IGT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ntepulciano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3%

Vird' Vird' Rosato 
Histonium I.g.t.

SANTA GIUSTINA SERGIO DEL CASALE

TENUTA LU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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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Luca Rosso
Cirò Dop

等级: DOC Friuli Isonzo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Sauvignon长相思
酒精度: 13,5%

"Luisa" Sauvignon

VINI DE LUC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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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 DEI CHIUSI TORRE DEI CHIUSI

等级: Pignoletto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20
品种: Pignoletto 匹诺莱托
酒精度: 11,5%

Ventiventi Blanc de 
Blancs 等级: IGT Rosso Toscan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Sangiovese, Cabernet Franc, 
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 - 桑娇维
塞 品丽珠 赤霞珠 美乐
酒精度: 14%

Chiave di Saletta

VENTIVENTI 
IL BORGHETTO VILLA SALETTA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1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5%

Aglianico del Taburno 
Riserva "Limiti"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Aglianico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4%

Aglianico del Taburno 
"Arces"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89



4月 成都 意酒频道在成都全国糖酒会酒
店展中举办的大师班圆满结束 大师班将来自
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葡萄酒带到了四川成都 与
众多意大利葡萄酒爱好者们见面
在 香 格 里 拉 洲 际 酒 店 和 万 达 瑞 华 三 家 主
要酒店举办 由Sophie刘慧和王璐精彩呈
现 品鉴的酒款横跨威尼托 Veneto 和
皮 埃 蒙 特 P i e m o n t e 大 区 从 馥 齐 达

Franciacorta 到阿布鲁佐 Abruzzo 再
到普利亚 Puglia 大区

4月4日上午 香格里拉会场 王璐老师为大家
奉献了精彩的“意大利由北向南精华品鉴”大
师班 王老师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从“意大
利概况” “阿布鲁佐产区 + 品鉴” “皮埃
蒙特产区 + 品鉴”和“瓦尔玻利切拉产区 + 品
鉴”环节 为大家概述了意大利葡萄酒的精彩
点滴 并带领大家品鉴了9款来自意大利各大
产区的精品美酒

期间 SANT ANTONIO 酒庄代表李格瑞
Greg 先生 还为大家分享了里帕索和阿

玛罗尼美酒的趣闻和品鉴要点
4月4日下午 洲际酒店会场 Sophie刘慧老
师为到场的80余观众分享了“风姿绰约意大
利•意酒精品大师班” 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里 从“意大利风貌 酿酒历史” “伦巴第
产区 + 品鉴” “阿布鲁佐产区 + 品鉴” “
威尼托产区+品鉴”环节 带领大家领略了意
大利葡萄酒的风姿绰约 并带领大家品鉴了8
款意国美酒 期间 意大利黑月酒庄联盟主席
Peter先生为与会人员分享了酒庄历史和产区
特色 屈沛洋经理还现场为大家演示了“酒杯
开香槟”的精彩示范 SANT ANTONIO酒庄代
表李格瑞 Greg 先生 还为大家分享了里
帕索和阿玛罗尼美酒的趣闻和品鉴要点

4月5日上午 万达酒店会场 王璐老师在古色
古香的演播厅内 为大家带来了“亚平宁半岛

的辉煌•意大利特色品种品鉴”大师班 在两
个小时的时间里 从“Passerina帕赛琳娜”

“Montepulciano d’Abruzzo阿布鲁佐•
蒙特普尔恰诺” “Primitivo普里米蒂沃”

“里帕索和阿玛罗尼”等主题 带领大家品
味8款意大利特色品种酿造的精美葡萄酒 期
间 Ciavolich酒庄代理商琳琳女士为大家分
享了酒庄历史和酿酒理念 SANT ANTONIO酒
庄代表李格瑞 Greg 先生 还为大家分享
了里帕索和阿玛罗尼美酒的趣闻和品鉴要点

意酒频道期待与意国美酒爱好者们的下次相
遇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大师班将来自意大利
不同地区的葡萄酒带
到了四川成都，与众
多意大利葡萄酒爱好

者们见面

由Wine Channel和意酒频道组织的成
都市糖酒会意大利葡萄酒大师班取得
了巨大成功！

由Wine Channel和意酒频道组织的成
都市糖酒会意大利葡萄酒大师班取得
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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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活动 王璐这样评论 “两场大师班进展非常顺
利 中国葡萄酒的进口商和销售商参加了 其中许多人以
前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进口商 因为鉴于两国之间的严峻形
势 他们希望找到可以替代他们目前的市场的产品 并认为
意大利葡萄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但是 他们常常在了解意
大利葡萄酒时遇到困难 尤其是在区分产区 本地葡萄品种
等方面遇到困难
我发现果香和酒体浓郁的意大利南部的葡萄酒以及比较小众
的葡萄酒特别受到关注 我认为意大利葡萄酒的优势恰恰在
于它具有广泛的意义 范围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意酒频道办的大师班都非常专业 尤其是有非常懂酒的侍酒
方面团队 同时 招募方面从来不缺生源 每次都是大师班
现场坐满听众 还有更多的学员站着在后排听课 这表现出
他们对葡萄酒文化的兴趣
上课的氛围非常的活泼 大家细心地听课 几乎是从头到
底 很快快乐乐的学习葡萄酒的氛围
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意大利的经典的葡萄酒产区的经典的
DOCG级的酒可以参与 我们希望给就是利用现在澳大利
亚反倾销期间 澳洲酒退市的契机 能让更多的意大利酒能
够进入中国市场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Wang Lu Sophi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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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NALYSIS

市场分析

我有机会能与大家分享这些关于中国市
场的信息 我将与你们分享我们的市场搜索和
关于中国市场的新闻 意大利今天的位置始终
在中国的出口份额排名第4位

意大利出口最多的葡萄酒来自意大利北部 当
然 意大利北部桑娇维塞非常的受欢迎 值得
注意的还有南部的酒 普利米提沃和黑曼罗
和黑达沃拉是意大利南部最受欢迎的三种葡萄
酒 因此 这三种葡萄是在中国市场上最常见
的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莫
斯卡托 它很棒 并且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受欢
迎
另外 有关意大利葡萄酒美元的平均进口价格
方面 可以说今天意大利在进口到中国的葡
萄酒中处于中等位置 因为价格约为4.5至5美
元 这是意大利出口在中国的每瓶葡萄酒换算
成美元的价格

感谢Silvester关于中国市场的有趣分析。
中国是一个划分为不同省份的大国，所以
肯定不能完全一样，在所有省份之间可能
存在消费和选择葡萄酒的不同偏好 ，那
么中国各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从北到南看到了很大的差异 例如 让我

们从中国的东北部开始 在中国的东北部 最
喜欢单宁高且非常平衡的葡萄酒 浓烈的高酒
精度葡萄酒 这是针对中国东北的

在中国西北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和南方之
间的差异 他们也很喜欢酒体平衡的葡萄酒
因为它令人愉悦 但他们喜欢中等酸度 酸度
在中等范围内的 所以与中国北方不同 中国
东部则不太一样 他们越喜欢干型酒 更具果
香的葡萄酒 也就是更有香气的酒 更易于饮
用的酒 因此 他们更注重果香 中等单宁
酒体平衡的葡萄酒

那么在南方的话 会发现它与中国北方相差
180度 他们偏爱低酸度的葡萄酒 适中的酒
龄和平衡的酒体 价格可能中等偏高 但价格
变化差异很大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 他们更喜欢低单宁 他们
不喜欢高含量单宁也不喜欢中等单宁 他们喜
欢低单宁和低酸度的葡萄酒 非常低的酸度

在中国的南部 比如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广东
广东也更喜欢果味浓郁以及低酸度的酒 所以
纵观中国南北 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巨大的差

异 这对于生产商应该如何向中国市场营销葡
萄酒提供了重要参考

好的，从意大利这里了解也很有趣，例如
起泡酒和白葡萄酒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
空间，例如靠近海岸的地区吗？
在中国南部的确如此 红酒在中国市场上占有
最大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到白葡萄酒和起泡酒
的趋势正在增长 像深圳 厦门 珠海这样的
沿海城市 正变得趋向于起泡酒和白葡萄酒的
消费 但事实上另一个城市是上海 那是一个
外国人很多的城市 他们的思想 习惯和文化
中都有西方精神 所以他们也消费起泡酒 但
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沿海地区

中国市场是否有新的消费方式和市场趋
势？
我们最近在中国每个大城市看到了新开的鸡尾
酒吧 在整个中国 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
些消费主要是在鸡尾酒吧 在简餐厅 葡萄酒
酒吧和酒店吧台带来了一些创新 例如spritz
这对于起泡酒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另外 有新
时代的女性也更多的倾向饮用桃红葡萄酒 所
以不仅是起泡酒和莫斯卡托受到热捧 桃红葡
萄酒的消费也与日俱增

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
市场前景如何？

Market analysis, consumption differences, new 
targe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talian wines in 
the Red Dragon

西尔维斯特·贝科
SILVESTER BEJKO

Interwine国际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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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鼓励并祝贺Wine Channel为他们在中国招募意大利葡萄酒酒庄所做的不懈努
力。我们的合作标志着在中国发展业务和宣传意大利葡萄酒新时代的开始。
今年，Wine Channel与Interwine之间的长期合作开始了，我们希望这种合作将成
为所有关注我们的桥梁。
恭喜Wine Channel组织了众多意大利生产商的加盟和参与，超过26家葡萄酒酒庄
参加我们的第26届博览会，超过30,000名观众，将有机会品尝葡萄酒并达成紧密
合作。
Interwine将一如既往地支持Wine Channel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计划，并且在以后
的展会中将合作将进一步扩大。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Interwine简称“科通展览” 筹建于2004
年 是国内最早主办专业国际葡萄酒 烈酒
进口食品展览会的专业国际展览公司和推广机
构
自2005年以来 科通展览率先在国内举办第
一个专业国际葡萄酒烈酒展—中国 广州
国际名酒展 英文简称 Interwine China

经过16年的深耕和连续25届展览的成功举
办 INTERWINE已逐渐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

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国际葡萄酒展览
会 科通展览与全球76个葡萄酒产国 200+个
产区政府和45万+酒庄建立了联系 与各国驻
华大使馆 领事馆和全球206家酒类协会 商
会关系紧密 与中国超过30万家酒商有着活跃
的商务联系 科通展览已成为世界各国葡萄酒
进入中国市场的可靠的合作伙伴 赢得了全世
界葡萄酒产国的良好口碑

RITA JIA 贾燕平
Interwine总经理

The goal? Help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Italian wine and 
expand the market for Italian wineries in China

中国的Interwine与意大利的
Wine Channel，

合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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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了解和品尝更多的意大利葡萄酒 了解更多产区

和葡萄酒酒庄 那么参与Interwine至关重要 实际上 由于

Interwine与Wine Channel之间的合作 今年 意大利葡萄酒

将出现在一个名为“Enoteca Italia”的新空间

就像一家真正的葡萄酒商店一样 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 您可以

了解和品尝到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葡萄酒 您一定会沉浸在浓

郁且具有结构化的红酒香气中 例如黑曼罗 Negroamaro

普利米提沃 Primitiv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Montepulciano d'Abruzzo 艾格尼克 Aglianico

等 当然也少不了标志性的瓦尔波丽切拉阿玛罗尼 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 和经典基安蒂 Chianti Classico 还有

像普洛塞克 Prosecco 和蓝布鲁斯科 Lambrusco 这样的

起泡酒 再来就是芬芳的白葡萄酒和令人惊奇的桃红葡萄酒 我

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意大利卓越的指导 我们在Enoteca Italia

中恭候您的光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