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夏季：葡萄酒旅游，
干白葡萄酒和英勇葡萄酒
The Food&Wine Tourism Report reveals a new profile of the wine 
enthusiast tourist: more experience, sustainability and quality.

我们意大利的夏天唤起了一些画面 大海
阳光 假期 休闲 世界的疫情使意大利人更倾向在
自己的国家度过传统假期 去发现山 海 岛之间的
美丽地方 在这个美食美景的国度中享受闲暇时光
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不能缺少一杯葡萄酒 因
为它是夏日夜晚的理想伴侣

还有什么能比在海边享用一杯冰镇白葡萄酒更好的事
情呢 因此 在本期 意酒邮报 中 我们将带大家
探索意大利白葡萄酒的发现之旅 并介绍了穿越利古
里亚 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英勇葡萄栽培技术 我们
还将品尝到新型的开胃酒 以葡萄酒为基调的鸡尾酒

这同时也是另一个美丽的夏季主题 搭配以夏季

黑色松露为基础的菜肴 对葡萄酒旅游主题进行深入
研究 这是一场虚拟之旅 等待着您感同身受的体验
一次意大利

正如意大利葡萄酒旅游运动 Movimento Turismo 
del vino Italia 主席尼古拉·德奥里亚 Nicola 
D'Auria 所说 该协会聚集了20个不同地区的800
多家酒庄以促进葡萄酒旅游 他说 “我们诚挚的邀
请来自中国的朋友们 来参观我们的酒庄 参加我们
葡萄酒旅游运动举办的活动 我们是一个热情好客的
国度 尤其是葡萄酒世界 我们期待很快能和大家在
意大利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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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名家专访

今天我们将与意大利葡萄酒旅游运
动主席尼古拉·德奥里亚来聊聊旅游和葡
萄酒，该协会聚集了意大利20个不同大区
的800多家酒庄，以促进葡萄酒旅游。那
么，主席，让我们从描述葡萄酒旅游运动
开始，它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意大利葡萄酒旅游运动 聚集了我们意大利20
个大区 由大约800到1000名成员组成 协会
有一个二级结构 因为有全国委员会 由每个
地区的主席组成 然后每个地区通过聚集相关
的酒庄来拥有自治权

这是一个非常精简和可操作的结构 我们的目
标显然是发展酒庄游 所以主要目标是把人带
到酒庄

协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它的历史是什
么？

协会大约在30年前由一群先驱者创立 当然是
非常有远见的人 包括多纳泰拉·辛内利·科

隆比尼 Donatella Cinelli Colombini 因
为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明白有必要将大量精力
集中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上

最初它诞生于“看看你喝的什么” “寻找你
喝的什么”的想法 因为老实说 酒庄它经常
是关闭的 没有开放于大众 也从未展示如何
酒酿 所以诞生了“来酒庄看看葡萄酒是如何
酿造的”的想法

30年后的今天 我们也考虑到了疫情 我们推
出了另一个活动 那就是“葡萄园开放日”
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平静下来 同时也让我们
有机会解释葡萄酒 解释我们如何做葡萄酒
如何从生长一串葡萄 包括所有的形态阶段
从开花到葡萄的形成 再到酿造葡萄酒

说到数字，意大利的葡萄酒旅游运动有多
受追捧？

过去几年的葡萄酒旅游运动已经成功地创收
了大约250万欧元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数

字 今年的数据明显略有变化 比方说2021
年诞生的精品旅游 精品酒庄游 就是我们今
年推出的包括我们做的酒庄开放日 也需要预
订 数量有限 一方面因为疫情 一方面是因
为我们想给来参观的人提供培训 因此对参观
者来说 我们付出的是有质量的培训

我们能否描述或者勾勒出当今葡萄酒旅游
者的概况？

他们是一群对知识渴望的人 平均年龄在35到
50岁之间 他们求知欲极强 这就是典型的葡
萄酒旅游者的形象 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并渴
望了解事实 所以在这些年里 接触葡萄酒的
人受到了很多培训

我相信我们一年多来一直在说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培训
诚然我们培训葡萄酒游客 但同时我们也培训
我们自己 生产者 经营者 和这个领域的所
有人 都需要进行培训 以便尽可能地做到专
业

葡萄酒旅游运动：

意大利各地的 800 家酒庄每年都

向葡萄酒爱好者敞开大门。 

有哪些新的事宜？

The Wine Tourism Movement is one of the 
promoters of the “Spello pact” to bring together 
all the main players in wine tourism and create 
a permanent work table on food and wine

尼古拉·德奥里亚（Nicola D’Auria）访谈
Interview to Nicola D’Auria

意大利葡萄酒旅游运动主席

瓦伦蒂娜 VALENTINA TENAGLIA
WINECHANNEL 意酒频道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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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预定的活动是什么？

下一次活动 很快我们将拥有“夜空下的酒
杯”活动 然后还有“葡萄收获季的酒庄开放
日” 它代表了体验式旅游 即走到葡萄园中
去 让葡萄收获的全过程尽收眼底

随着葡萄酒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的接受
度情况如何？

相信并投资于该领域的酒庄已经很多了 我们
有非常大的酒庄参与 他们有专门负责接待的
员工 方方面面都很周到 比如可以容纳游客
睡觉和用餐的服务设施或者至少品尝一次葡萄
酒的参观形式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提供品质
现在大部分都拥有这种类型的活动 葡萄酒旅
游不仅仅是参观

正如我之前所说 葡萄酒旅游是360度的 所
以如果我们没有公路 铁路等此类的交通方
式 如果我们不大力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基础设
施 那就很难带动来自国外的葡萄酒游客
为了让我们继续进行优质的葡萄酒旅游并在此

类活动上不断发展 那就必须在从事这方面工
作的各个协会之间建立一个系统

葡萄酒旅游运动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最近
实施的重要的斯佩洛协议是什么？

葡萄酒旅游运动是成功建立斯佩洛协议的组织
之一 该协议实际上将葡萄酒旅游运动 葡萄
酒之城 葡萄酒之路 橄榄油之路 意大利葡
萄酒联盟等相统一 这些都是协议的主要参与
者 我们希望更多的机构参与 建立一个关于
食品和葡萄酒的永久协议 其中就包括三个非
常重要的部门 即旅游 农业和文化 因为葡
萄酒也是文化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专属此
类的活动 这样 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将能够设
计并展示带有积极结果的实际项目

好的 主席 我们邀请中国的朋友来参观我们

的酒庄 并参加意大利这里的葡萄酒旅游运

动 我邀请大家来访问我们美丽的国家 热情

好客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的农业世界也同样以

重要的方式继续发展 因此我们等待你们所有

人访问我们美丽的意大利 谢谢

INTERVIEW

名家专访

我们推出了另一个活动,
那就是“葡萄园开放日”,
让我们有机会解释葡萄
酒，解释我们如何做葡
萄酒，如何从生长一串

葡萄，包括所有的形态阶
段，从开花到葡萄的形

成，再到酿造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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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TURISM

疫情的影响对葡萄酒旅游业也造成了毁灭性的
影响 尽管葡萄酒旅游业应对危机的能力略强
于其他行业 但仍紧跟一般旅游业的趋势 根
据Città del Vino协会在意大利第十七次葡萄
酒旅游报告中专家的说法 上座率和营业额的
大幅下降应该会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恢复到疫情
之前的水平 该报告涉及地方当局 营销机构
和葡萄酒保护协会等100家团体与机构 这项
工作强调了回到2019年那样26.5亿欧元经济
价值和1500万葡萄酒游客的愿景将是多么困
难

无论如何 在贝加莫大学教授罗伯塔·加里波
第 Roberta Garibaldi 编辑的第四版专门
针对该行业的报告中 食品和葡萄酒旅游业出
现了更多的光明而不是阴影 该研究结果已提
交给共和国参议院 旅游部长马西莫·加拉瓦
利亚和农业 食品和林业政策副部长吉安·马
可·森蒂纳约等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中第一个
出现的数字是2020年以“体验美食和美酒”
为主题的游客人数增加了10%

最重要的是近期的发展前景 这取决于与旅游
业相关的总体趋势 可持续性 福祉 农村地
区的重新发现以及与自然直接接触的体验等等
都是有利于公司的因素 在葡萄酒世界中 在

保护的环境中的葡萄庄园能够确保人与人之间
的自然距离

意大利生产商的挑战
意大利葡萄酒生产商面临的挑战是经营理念的
变化 以便开发创新的设计和替代传统参观
酒庄的方案 该研究的策化人说“随着葡萄酒
游客的直接参与 与“品味”相关的旅行者
越来越活跃 从葡萄园的起点开始 参与葡萄
收获 照顾葡萄园 户外感受和徒步旅行 然
后仍然是以品尝葡萄酒为中心项目 但周边项
目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正是游客正在寻找的一
种“生活体验”的项目 将参观变成印象深刻
的记忆 建立一种对葡萄酒销售同时具有影响
和巩固的关系

数字化，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
数字化 是一种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的营销渠
道 葡萄酒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在电子商务
方面 这就是数字化的重要性 因为可以向客
户提供限量版 不同规格和小众产品的有效途
径 而不是用于常规的餐饮或现代分销渠道

葡萄酒旅游运动的创始人多纳泰拉·辛内利·
科隆比尼 Donatella Cinelli Colombini
说 “沟通需要花钱 但如果做得好 就会产

来自 2021 年意大利美食美酒旅游
报告的观点和反思

葡萄酒旅游

朱利奥·索玛 Giulio Somma - 意大利葡萄酒邮报主编 
!anks to Corriere Vinicolo

In 2020 wine & food tourists grow by 10% but foreigners 
were missing. The future is coloured with pink but the visit 
to the cellar and the tasting are no longer enough to attract 
an increasingly active “taste tourist”. It is necessary to offer 
more intense features to “experience the company”. “We 
must work on a national plan linked to food and wine,” 
says the Minister of Tourism, Massimo Garavaglia. “In 
the post-pandemic times 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 name of well-living and sustainability”, replies the 
Undersecretary for Agricultural Policies, Gian Marco 
Centin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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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良好的结果 其中很多大区尤其是普利亚大
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总理
G20结束时 德拉吉总理发出的信息非常明
确 意大利需要重新开放 旅游业重新启动引
擎 我们准备恢复比赛 美食和美酒是我们的
强项之一 它能在危机时期挺过去 证明它是
可持续的 并可以运行得更快
以美食美酒为基础的旅行 实际上决定了意大
利在世界范围内的质量和形象 正是因为“品
味”游客他们要求高 有文化 并且非常关
注并尊重环境 生产道德和广泛的可持续性发
展

需要考虑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选择大海作为享受美食和美酒体验的
起点 这当然有利于距离海岸不远的许多保护
协会和酒庄 不出所料 排名前五名地区都主
要分布在沿海及西西里岛附近 当然了 西西
里岛是地中海区域著名的岛屿
二是住宿地点的选择 对露天生活的渴望
促使游客寻找农家乐 86%的人打算留宿在
那里 和乡村民宿 占59% 其次以美食

美酒为主题的创新型酒店 56% 豪华露营
29% 和树屋 32%

第三个方面是选择到达旅游胜地的方式 符合
坚持可持续性消费旅游者的愿望 如今选择骑
自行车到达旅游目的地的人 相比过去翻了一
翻

正如副国务卿吉安·马可·森蒂纳约 Gian 
Marco Centinaio 所说 “我们的每个大区
都是一场“品味”之旅 我相信在疫情彻底结
束之后 以美好生活和尊重环境的可持续性发
展 将会有很多的机会”

哪些是最受欢迎的？
但哪些是“品味”游客最喜欢的地方 西西里
在意大利的各个大区中脱颖而出 其次是艾米
利亚-罗马涅 坎帕尼亚 然后是普利亚和托
斯卡纳 在这些城市中 那不勒斯的吸引力最
大 排在博洛尼亚之前 其次是西西里的巴勒
莫和拉齐奥的罗马 2021年报告中 主要变
动是托斯卡纳大区从以往的第二位下降到第五
位 加里波第将后者解释为“由于食品和葡萄
酒游客对新鲜事物的渴望 这促使他们开始寻
找关于托斯卡纳之外的新目的地”

ENOTOURISM

葡萄酒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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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葡萄酒生产国的意大利
有著很多优秀的白葡萄酒
从入门级的灰皮諾到意大利北部具有极佳陈年
能力的珍贵白葡萄酒 意大利干白在世界上得
到不少的认可 特别是在欧美等地 都是一直
畅销
 
从2008年中国开放葡萄酒市场开始 意大利一
直在前五的位置 由于今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受
挫 意大利终于进入中国进口葡萄酒的三甲
这个对大部份的葡萄酒庄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
遇

另外又随著年轻消费者及终端客户开始自由消
费葡萄酒 今年的葡萄酒市场將迎来了新的爆
发点
相对以往以送礼盒或在餐桌上应酬为主的高贵

红酒或性价比高的干红 今年无论在起泡酒
干白及甜白酒当中都有突破 尤其是干白葡萄
酒 正值夏天的时候 受欢迎程度越来越大
上升的趋势一时无量

另一方面 葡萄酒主要消费的省份均集中在沿
海城市 这城市无论在天气及饮食 可以说是
对干白葡萄酒无往而不利
但是意大利干白葡萄酒要在中国市场取得突
破 可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 以单一葡萄品种打开知名度

借鉴于这两年非常成功的德国雷司令葡萄酒
他们所作的宣传点是以单一葡萄品种来推广
让终端的消费者及经销商更容易有一个记忆
点 意大利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 专攻灰皮诺

IVAN SHIU萧俊文
WINE+

Strategies to let Italian white wine flourish: from localization to 
market differentiation

MARKET ANALYSIS

市场分析市场分析

意大利干白葡萄酒
在中国市场的机遇
意大利干白葡萄酒
在中国市场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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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莫斯卡托这两种以较为人熟悉的葡萄品种
将他们引爆
例如:灰皮諾标榜是清新清爽的日常用酒 莫斯
卡托是让人喜欢喜悦的小甜水

第二: 专攻沿海城市以餐饮搭配为量点

具有消费能力的沿海城市 在饮食习惯方面也
是用上大量的海鲜 对干白的推广有著显著的
帮助 毕竟干白葡萄酒与海鲜是绝配 无论是
鱼生 生蚝 清蒸 爆炒或蒜蓉蒸的海鲜 都
是可以配以不同的干白

从这个切合沿海城市饮食习惯的方向出发 可
以有助意大利葡萄酒作进一步的推广 另一方
面也可以主攻餐饮渠道与更多的五星级酒店主
厨及网红餐厅合作,这样子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增加意大利干白葡萄酒的知名度

第三: 洞悉市场的差异化

意大利的干白葡萄酒酒庄,应该要更洞悉及了解
中国市场两走极端的主流 在一端提供性价比
超高的干白 去争取澳大利亚酒唯留下来市场
缺口 并与智利争朝夕
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高端市场的需求 近年来
法国名贵的勃艮第干白有着供不应求的情况
在意大利北部一些产区 生产的限量版干白
具有极高的陈年能力 我相信这些葡萄酒在中
国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笔者相信意大利干白未来在中国还是有一番作

毕竟他们的选择还是十分多 从低端入门
级的干白 到富有产区的特色的中价干白 以
至极佳陈年能力干白 将会让他们在中国市场
百花齐放 祝愿意大利干白在中国的未来会越
来越好

MARKET ANALYSIS

市场分析市场分析

相对以往以送礼盒或在餐桌
上应酬为主的高贵红酒或性
价比高的干红，今年无论在
起泡酒，干白及甜白酒当中
都有突破，尤其是干白葡萄
酒，正值夏天的时候，受欢
迎程度越来越大，上升的趋

势一时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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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诞生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间 当
时我们的曾曾曾祖父弗朗奇斯克·布冯
Francesco Buffon 搬到了罗甘佐洛城堡
Castello Roganzuolo 这是一个位于科

内利亚诺 Conegliano 的迷人村庄 那里
对葡萄酒的生产有着真正的热情和兴趣 在
1900 年代初 弗朗奇斯克决定用一些土地用
于种植葡萄 在当时就以葡萄的质量而著称
如今这份上乘的质量都表现在这款酒中

由于其内在的微妙和优雅 适度的酒精含量
和酸度 生产出品质上乘的葡萄酒 在它的
酿造过程获得了一种精致细腻 酒体饱满
平衡优美的葡萄酒
它具有强烈的稻草黄色 在嗅觉上 可以明显
的感受到桃子 杏子 杏仁 以及热带水果
的香气 这是非凡且一流的香气 因为它体
现了芳香层面的细微差别 这款酒口感干爽
平衡而浓郁 融合了白比诺 Pinot Bianco
的精致和雷司令雷纳诺 Riesling Renano
的芳香
颜色 强烈的稻草黄色
香气 桃子 成熟的杏子 杏仁 热带水果
味道 干爽 平衡 醇厚

酒庄享有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 适合生产
葡萄酒 它位于爱奥尼亚腹地 entroterra 
ionico 的埃萨罗河谷 Esaro 四周群山
环绕 靠近波利诺山脉 Pollino 因此受大
海和山脉的影响
这种特殊的小气候促使生产出优质的葡萄酒
并因其卓越的感官品质而受到高度赞赏

今天 La Peschiera 是一家由伽罗 Gallo
管理的卡拉布里亚酒庄 他与他的姐妹丹尼
拉 Daniela 和非拉维亚纳 Flaviana 一
起负责生产 目前 该公司已扩建到 120 公顷
种植桃 杏 柑橘和葡萄

葡萄园则是古老的家族传统 总面积达 12 公
顷 包括该地区所有原生和典型的葡萄品种
珍蒂诺 Jentilino 是不同葡萄 白格雷克
和曼托尼科 平衡组合的结果 它呈浅金色
具有浓郁的水果香气
它的清新和优雅使它成为一款令人非常愉悦
的葡萄酒
颜色 浅金色
香气 果香四溢
味道 优雅清新

在葡萄树开花的地方 我们收获了回报 那
就是我们的葡萄酒 用我们弗留利方言说就
是 芬芳 纯正 慷慨 优雅 “Vie d'Alt”
实际上是地球的声音 它是我们第一个葡萄
园的名称 “Via Alta” 由创始人维尼卡·安
东尼奥 Venica Antonio 于 1915 年购
买 新酒庄是我们花园跳动的心脏 18 公顷
的葡萄园位于普莱泊托 Prepotto 的山丘
上 位于弗留利东麓 DOC 产区 Friuli Colli 
Orientali DOC 由于其微气候和土壤的独
特特征 该地区非常适合优质葡萄种植

我们展示了采用手工采摘的黄色丽波拉
Ribolla Gialla 葡萄酿制的 Extra Dry 

Millesimato 起泡酒 细腻而持久的泡沫 果
香非常浓郁 这一特征在口中也很明显 这
要归功于非常精致优雅的泡沫

适合任何欢乐的时刻 作为开胃酒备受推崇
适合搭配精致的肉类和清淡的食物 我们酒
庄的白葡萄酒屡获国际奖项
颜色 稻草黄色
香气 果香浓郁
口感 细腻而优雅

JentilinoRibolla Gialla
Terre di Cosenza IGPSpumante Extra Dry Millesimato

Manzoni Bianco
Marca Trevigiana IGP

Buffon

意大利白葡萄酒精选
WHITE WIN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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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葡萄园中的明珠 需要保护和加强的遗产

我们意大利人在某些方面知道如何成为先驱

首先从生产 历史 文化 环境和景观的角度

理解 意大利深知传统的重要性 我们谈论

的是英勇的葡萄栽培技术 是山地中的葡萄

园 也包括那些沿海而上的葡萄园 例如在五

渔村 Cinque Terre 或者在潘泰莱里亚

Pantelleria 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葡萄园

然而在2020年9月下旬 定义有关英勇和历史

悠久葡萄园的法令终于被颁布 并委托各地区

负责承认和保存登记在册

因此 意大利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保护 规范

和提升英勇葡萄园的法律的国家 但它肯定不

是唯一一个存在英勇葡萄园的国家 该法令由

三位不同的部长签署 第一位是农业政策部部

长 第二位是文化遗产和活动部部长 最后一

位是环境部部长

这意味着英勇和历史悠久的葡萄园 不仅在一

个葡萄酒多种多样的国家中得到了认可 而且

在保护文明 领土 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

文化和环境价值中得到了认可 这是一个重要

的概念 它一度让像意大利这样在跨学科方面

极其懒惰的国家感到庆幸

所有这一切——强调这一点很重要——都归

功于山地葡萄栽培研发 保护 协调和增强

研究中心 该中心自198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保护和促进这些拥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小企

业 Cervim是在OIV的赞助下诞生了一个国

际组织 拥有超过500米的葡萄种植区和坡度

不低于30%的山区 总部虽然位于瓦莱达奥斯

塔 Valle d’Aosta 但其活动范围从加那

利群岛 isole Canarie 的干旱葡萄园一直延

伸到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库拉瓦西 Curahuasi, 

Ande peruviane 葡萄园 其中还包括

瓦莱州摩泽尔河 Mosella, Vallese 杜

若河 Duero 奥弗涅和阿斯图里亚斯

Auvergne; Asturie 的葡萄园

因此 有时情况大不相同 由于酿酒师的英雄

主义各有不同 况且他们在这些困难地区没

有任何机械化的操作 同时还必须面临土壤侵

蚀 冲刷 干石墙倒塌等诸多困难问题 这些

自然条件往往区分了他们日常工作的大小 那

说到底 这些葡萄栽培的英雄到底是谁呢 我

们在利古里亚 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之间的英勇

白葡萄酒之旅中遇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 让我

来一一介绍给你们

A journey into heroic viticulture,from the 
mountains to the vineyards overlooking the sea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英雄葡萄园
中的葡萄酒宝藏：

需要维护和推广的遗产

英雄葡萄园
中的葡萄酒宝藏：

需要维护和推广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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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英勇”的葡萄种植时
我们不能不谈论利古里亚和美妙的五渔村产
区 但当我们谈论五渔村时 我们必须谈论它
当地的本土白葡萄品种 它们可以酿造出颜色
鲜艳的白葡萄酒 并带有明显的矿物感和海洋
元素 这说明在这个地区 曾经
土壤 岩石和海洋同一时间共存
过

事实上 五渔村附近的利古里亚
湾 使拉斯佩齐亚省成为世界上
最具代表性的极端葡萄栽培地
区之一 因为这里地区狭小 不
太广阔具有独特的构造 海岸是
由岩石构成的地形 可以俯瞰大
海 常年悬浮在晶莹剔透的海水
上
五渔村的葡萄园大多种植在梯田
上 独特的“阶梯”构造 使生产者可以在行
间工作 即使是在非常狭窄和非常难以进入的
空间中 事实上 这些工作基本在山上和多山

的岩石墙壁上 开垦创建平坦的阶梯 这些阶
梯直奔海浪而下
这些区域既迷人又难以接近 以至于经常使用
骡子 驴和马等动物而不是机械来耕种它们
并使其成为可能

在地理层面 五渔村只有两个DOC评级 分
别命名为DOC Cinque Terre和DOC Cinque 
Terre Sciacchetra 以及将其海岸线从北向南

马克·西蒙内
MARCO SIMONI

AIS侍酒师

Discovering Cinque Terre,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eas in the field of extreme viticulture

来自五渔村的原生葡萄品种

葡萄园大多种植在梯田上：这
些区域既迷人又难以接近，以
至于经常使用骡子、驴和马等
动物而不是机械来耕种它们，
并使其成为可能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来自五渔村的原生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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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三个精确的子区域 分别称为Costa de 
Campo Costa de Posa Costa de Sera
在这些地区主要种植的葡萄品种是白葡萄
而构成这片土地的两个DOC 也主要来源
这三种葡萄 博斯科Bosco 维尔蒙蒂诺
Vermentino和阿尔巴罗拉Albarola
这三种葡萄品种散布在五渔村的种植区附近
而且它们之间几乎总是相互混合酿造 但尽管
如此 也很纯净

自1970年以来 博斯科葡萄树一直被列在意
大利国家葡萄品种目录中 由于其起源非常古
老 它的名字似乎源于五渔村繁茂树林里 是
古老的象征

它是一种非常茂盛和多产的葡萄藤 对最极端
的条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但更喜欢干燥的气
候 例如在俯瞰大海的岩石上这种超级通风的
环境 设法赋予其最大的表达能力和抵抗力
它主要是用棚架式的栽培方式 这种葡萄藤的
叶片形态非常多样 实际上它的叶子结构从中

等到五裂叶再到其他形状不等 葡萄簇也可以
从非常稀疏到紧实的圆锥形或其他形状 并且
具有中等大小的葡萄果粒 其特点是皮厚且颜
色鲜艳
这些葡萄可以酿造出一种结构和负荷不过分的
葡萄酒 事实上 似乎没有纯以这种葡萄藤酿
造的例子 多半是与维尔蒙蒂诺和阿尔巴罗拉
混合酿造

在扎根利古里亚之前 维尔蒙蒂诺在14世纪
左右从科西嘉开始跨越第勒尼安海和利古里亚
海 然后才逐渐扩散到附近的地区 如托斯卡
纳和撒丁岛 它是一种半芳香的葡萄品种 自
1970年以来也已登记在国家葡萄名册中 与博
斯科一样 维尔蒙蒂诺也有非常多样化的叶子
结构 以及葡萄簇的形状 葡萄规格不等 中
等厚度的葡萄皮上带有斑点 色彩丰富 它具
有适度的酿酒活力和高而规律的生产力

阿尔巴罗拉也是一种葡萄品种 除了属于五
渔村的本土葡萄品种之外 同时也是一些周
边地区葡萄酒的主角 特别是在托斯卡纳的

Colli di Luni和邻近的地区 过去它被称为
Calcatella 这个名字来源于葡萄串的特征
它的形状紧凑 由非常小的葡萄形成 依次
形成小的圆柱形簇 另外在表皮上 它的葡萄
膜层特别薄 实际上它的湿度很大也很容易霉
变 但它存在于强风中 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
立即适应东海岸的气候 海湾的强大风力反而
造就了它的特殊性 它主要与博斯科和维尔蒙
蒂诺等其他葡萄一起种植 也具有相当多的叶
形 从阿尔巴罗拉酿造的葡萄酒非常好喝且不
复杂

所有这三种葡萄品种都赋予葡萄酒强烈的风
味 与岩石土壤完美融合 与大海相对
此外 这三种本地葡萄品种混合后产生了非
常有名的霞凯特拉葡萄干甜酒Sciacchetrà 
p a s s i t o 及 D O C 葡 萄 酒 即 五 渔 村 霞
凯特拉DOC葡萄酒DOC Cinque Terre 
Sciacchetrà 这款酒仅被允许在该地区的拉
斯佩齐亚省生产 其中博斯科葡萄的占比通常
在60%左右
它的名字来源于动词“sciacàa” 意思是压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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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让人想起压榨葡萄的技术
最先提到这种令人陶醉的甜酒的人 应该是
Macchiaiolo团体的画家泰勒马科·西格诺
里尼 Telemaco Signorini 他回忆起在五
渔村度过的夏天 写道 “九月 收获后 最
好的葡萄在阳光下播撒 以获得霞凯特拉葡萄
酒”

手工采摘的葡萄 在阴凉的架子上晾干 通风
至少两个月 然后压榨并与皮分离 从中可以
获得30%-35%的葡萄酒提取物 目的就是为了
获得甜度 酒精甚至可高达到 17 这是真正
的佳酿

但它并没有在此结束 因为除了这两个DOC评
级的葡萄酒之外 隐藏在该地区葡萄栽培和酿
酒学的历史中 还有其他非常古老的本土葡萄
品种 其中一些是完全未知的 我想让我的朋
友 也是来自利古里亚的杰出同事塞尔吉奥·
加里法 Sergio Garreffa 来向大家介绍 他
本人也是2011年利古里亚最佳侍酒师和2016年
维尔蒙蒂诺最佳侍酒师的得主

AUTOCHTHONOUS

本土元素

在意大利五渔村的“传统”白葡萄品种中加入了几个次要的本土白葡

萄品种 它们分别是 Bruciapagliaio (Brusapajià) Fratepelato 

(Frapelao) Gambo Rosso (Gambu Russu) 以及Cappell一种现

已消失的葡萄品种 但不久前又重新出现在了这些地区

Picabon (Piccabun)由Cheo di Vernazza公司种植并用于混酿

的一种葡萄 名为“因此” 此外还有一种名为Rossese Bianco 

(Ruzzese)的白葡萄品种 广泛存在于五渔村和莱万特 莱万托和弗

拉穆拉海湾等地区 流传上千年 但几乎不为人知

教皇保罗三世法尔内塞将这种甘露带到了罗马 教皇的装瓶商桑特·

兰塞里奥写道 教皇“过去常常将无花果干浸在Ruzzese葡萄酒中

这也成为了如今霞凯特拉葡萄酒的雏形

由于与都灵CNR的一个合作项目 这种葡萄树由位于Bonassola的

Cà Du Ferrà酒庄重新研发培养使其重生 依然按照传统的要求 来

生产干性和纯天然的葡萄干甜酒

以下为嘉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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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来自过去的祖先传统 对于下文

将讲述的两个自然产区来说 这里有着极端的

气候和土壤条件 包括着陡峭的斜坡和酷热的

气温...

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和撒丁岛 尤其是曼德

罗利赛地区 的酿酒师 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

似的 延续了传统的方法但不会打扰到周围的

美景

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使用的技术 包括对葡萄

的种植 以及对耕种的处理 仍然依靠动物的

帮助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某

些地区的葡萄栽培成为一种英勇的 原始的实

践

在西西里岛 人们在火山的梯田之间建立的葡

萄栽培基于对工人的培训 成为一个真正的实

验室 融合了过去的传统和实践 为熔岩地区

和极端生物多样性场所提供着养料

在撒丁岛 在Barbagie山间 靠近山脉 葡萄

园就好比小花园 被当作时间停止的珠宝

马塞拉·佩斯 
MARCELLA PACE

AIS侍酒师 & 记者

在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
和撒丁岛中部,

回归原始的葡萄栽培技术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Extreme vineyards that have become a laboratory for 
production, small gardens where time seems to have frozen

在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
和撒丁岛中部,

回归原始的葡萄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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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纳火山，
西西里岛东部火山上的英勇葡萄田
埃特纳火山，
西西里岛东部火山上的英勇葡萄田

Altitudes, slopes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yet ... man and 
the vineyards have made it

海拔从300米到1,300米不等 坡度可
超过40% 一天中的温度差甚至达到18摄氏
度 由不同年代的不同类型火山熔岩 以及各
种喷发物质分解而成的土地

那种以灰烬的形式存在的熔岩 还有火山砾
在他们的方言中称为ripiddu 从火山上掉落
下来 埃特纳火山地区是西西里岛东部的活火
山 高3,340米 直径超过50公里 从许多角
度来看其条件都是极端的 以至于使葡萄栽培
成为一项勇敢而艰巨的行为 这里不存在机械
化的种植与采摘

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 建造梯田 由干燥的熔
岩墙支撑 葡萄园被安排在梯田上 这样方便
积累沙子 其次葡萄园工作 多以小树型的培
育方式 周围用栗树杆环绕 这有助于向上推
动其生长系统 保护它免受雨水 阳光甚至火
山本身的影响 就像是一把雨伞 种植密度是
每公顷8000株葡萄藤 所以拖拉机根本进不
去
埃特纳火山的葡萄栽培是原始的 它同时也是

萄酒保护协会 工作人员约有30人 其概念来
自1435年的“葡萄酒大师 La Maestranza 
dei Vigneri ”模型 福迪解释说 “埃特
纳火山葡萄栽培 对于气候和土壤学问题来
说非常特别 事实上 当地葡萄藤的多样性
非常高 有些几乎灭绝了 同时山上有很多问
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已经有一套非常成
熟的系统了 几年前埃特纳火山栽培的失败是
因为工人 例如 种植葡萄园 登上火山
建造梯田 所以我决定恢复一个有600年历
史的模型 “葡萄酒大师 Maestranza dei 
Vigneri ”曾经是一家公司 甚至在葡萄园出
现之前就充当着工作室 人员培训实验室的作
用 我受此启发 于是创建了一个机构 旨在
培训真正的葡萄专业人士 并提出传统和古老
的葡萄栽培技术 主要采用手工流程”
生物多样性和变异性是埃特纳火山的主要自然
条件 在海拔1,300米的Vigneri葡萄园里 那
里冬季气温可降至零度以下 大雪覆盖地面数
周 然而在夏天 白天的气温甚至高达18 度
现有的8,000株葡萄藤来自至少10个不同的品
种

人类的 被认为是埃特纳火山葡萄栽培守护者
的酿酒学家萨尔沃·福迪 Salvo Foti  的项
目就是从这种信念开始的 一直在葡萄酒世
界工作的他创建了一个名为“I Vigneri”的项
目 如今在火山上拥有250,000株葡萄藤的葡

其次葡萄园工作，多以小
树型的培育方式，周围用
栗树杆环绕，这有助于向
上推动其生长系统，保护
它免受雨水、阳光甚至火
山本身的影响，就像是一

把雨伞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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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师表示 “一直在埃特纳火山上生长的本
土葡萄品种 由于其生存条件极端 葡萄植株
本身生命力十分顽强 因此保证了葡萄园能够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生存至今”

但有些葡萄已经徘徊在灭绝的边缘了 例如黑
色明尼拉 minnella nera 更为知名的
例如白葡萄品种 卡里坎特 carricante

玛 尔 维 萨 m a l v a s i a 维 斯 帕 罗 拉
visparola 和格雷卡尼科 grecanico

红葡萄品种 如阿利坎特 l’alicante
内雷洛卡布其 nerello cappuccio 和内雷
洛马斯卡雷斯 nerello mascalese 福迪
说 “其后者更像是一种海滩类型 它喜欢阳
光 炎热 以及极端的苛刻环境 在这种多样
性和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 人类出于对领土和

火山的尊重而进行干预 正如西西里人所说的
埃特纳火山
没有混凝土杆 从没有铁丝 只有埃特纳火山
的木桩和藤蔓 即使在看似不可能的区域也同
样能建立起来

这不是英雄主义 这是一种保护领土的系统
这是一种适应和尊重环境的方式

人是葡萄园管理和栽培的数量和质量的建筑
师 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照顾好这片土地 这
也是对领土本身的一种投资
当葡萄与质量熟练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时 所
产生的东西会以一种展望未来的心态返回到土
地本身 甚至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那里冬季气温可降至零
度以下，大雪覆盖地面
数周。然而在夏天，白
天的气温甚至高达18 度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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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Doc需要
在葡萄园中结合纪律和
传统，本土的葡萄品种

约占30%的比例

小 葡萄园随着季节的变化将风景描
绘成调色板中的颜色 由于产量有限但质量
上乘 因此被视为珠宝 时间仿佛都在这里
停 止 了 因 为这 里 的葡 萄 栽 培是 原 始 而英
勇 的 在 撒 丁岛 的 正中 心 在巴 尔 巴 吉亚

Barbagie 地区的中间 靠近山脉处 海
拔约500到700米的地方 分布了很多小型的葡
萄园 最大的也只有半公顷 就像是一个大一
点的花园 这就是曼卓利赛Mandrolisai Doc
的产地 这里的葡萄大多是以小树型或双边恒
枝型的培育方式种培育着

与岛上平均水平相比 严寒的冬天也经常带来
降雪 显著的温度变化会导致葡萄变色 高海
拔的葡萄园占据了这片土地的主导地位 尽
管常常分布在树林 树篱和其他水果或橄榄树
之间 萨萨里大学教授詹尼·尼杜 Gianni 

Nieddu 解释道 “在这个领域 Doc需要
在葡萄园中结合纪律和传统 本土的葡萄品种
约占30%的比例 “莫妮卡”是人类的智慧结
晶 一种早期的葡萄品种 即使在困难的情况
下也能非常高产 带来具有酒体 结构 糖和
酒精度的葡萄酒 最后是赋予大量花青素的“
撒丁岛博瓦莱葡萄 bovale sardo ”

许多企业家通过专注于撒丁岛博瓦莱Igt 而离
开更高评级Doc的情况屡见不鲜 虽然它一直
被认为是一种难以种植的葡萄品种 但今天通
过技术 同样可以生产出富含花青素 具有有
效多酚结构和持久性的葡萄酒 ”
植物的护理是原始的 机器留在葡萄园外 另
一方面 酿酒师们也非常关心最近刚刚注册为
乡村景观遗产的这片土地 尼杜教授继续解释
道 “如果一方面寻找创新 另一方面 他们

撒丁岛，时间停止的
曼卓利赛小葡萄园
Plowing with oxen and ... this place was never “hit” by the Phylloxera!

撒丁岛，时间停止的
曼卓利赛小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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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百年历史的树木旁
边最近也发出了新生的

枝条。
这增加了靠近大海生长

的葡萄藤的特殊性

仍然想使用过去的技术 我在想比如动物的牵
引 就像几千年前那样 用牛耕种葡萄园  在
某种程度上 这种葡萄栽培 受到地区影响而
孤立”

但曼卓利赛 Mandrolisai 并不是唯一英勇
的撒丁岛葡萄酒产区 还包括种植卡里尼亚
诺 Carignano 的苏尔西斯 Sulcis 地
区 尼杜教授对此还补充道 “圣安提奥克

Sant'Antioco 地区变得越来越独树一帜和
独特 是因为它来自撒丁岛南部西海岸的一个
小岛上 那里是一片沙地
根瘤蚜从未造访过这里 因此我们仍然拥有
从未嫁接过的葡萄园 在此不断更新而繁衍
有数百年历史的树木旁边最近也发出了新生的

枝条 这增加了靠近大海生长的葡萄藤的特殊
性”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 在许多地区 在小
岛上 在大陆上 都保留原始的方法 即小树
型培育模式种植卡里尼亚诺 Carignano 葡
萄 和用动物在葡萄田间耕作 比如使用驴和
马

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在地势更高的地区找到
它们 例如 奥尔戈索洛 Orgosolo 马
莫伊达 Mamoiada 杰尔祖 Jerzu 以
及岛中心的城镇等地区 那些广泛种植卡努诺

Cannonau 的地方 那里还保留着小葡萄
园 动物耕种 小树型培育方式等原始技术
只有将它们视为珍宝的忠诚的人 才看得到这
背后的努力和牺牲”

Photos: Gianni Nied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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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奥·莫迪斯蒂
CLAUDIO MODESTI 

美食家委员会主任

TRUFFLE ACADEMY

松露学院

在世界范围内 意大利松露学院开展
的提高意大利松露质量的活动也具有科学性
质 其委员会在农艺学和环境保护水平上进行
分析和研究 以揭示世界上最丰富 最昂贵的
食品之一的基因特质
松露被称为“厨房钻石” 是真菌的下胚层果
实体 与植物根系共生 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一个由意大利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 还对
白松露 Tuber magnatum Pico 和黑松露

Tuber aestivum 的基因进行了测序
将这些基因组与已经测序的珍藏黑松露 Tu-
ber melanosporum 的基因组进行比较 发
现珍藏黑松露的基因组由1.9亿个元素组成
而黑松露的基因组由1.2亿个元素组成

尽管白松露和黑松露在一亿多年前就已经进化
分离 但它们之间的遗传相似性令人惊讶和意
外 在这些相似之处中 发现了与植物共生相
关的基因及其从土壤中获取养分的能力 并进

一步表明松露的基因范围有限 其他真菌可以
降解它们赖以生存的植物的细胞壁 相反 与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产生有关的广泛基因的表
达受到了精细的调控 这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参与了辛辣气味的形成 能够吸引有传播孢子
任务的动物

为了恰当地传达和传播这些以及世界上其他关
于松露的消息 意大利松露学院打算成为分享
和传播不同行业知识的一个要素 生物学 人
类学 美食学 经济学 学院将成为松露爱好
者和信息运营商 科学研究人员 研究和贸易
运营商 餐厅 酒店和旅游业的参考点

意大利松露学院是一家食品初创企业的加速
器 它与餐厅的优质生产商和年轻专业人士携
手共进 他们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厨房品质的
探索中 我们选择年轻人 让他们从备受追捧
的美食体验中成为企业家 成为幸福的真正管
理者 因为松露不仅是一种珍贵的产品 而且
代表着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

意大利松露学院和科学研究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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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露学院

松露感官学校 Truf e Sensory Scho-
ol 是松露世界高等教育学术领域中 独一
无二的资质院校

是专业人士和企业的参考点 能够满足这些方
面的人员的专业成长需求
一个文化 经济和高级食品的载体 从植物学
到厨房 从森林开始 我们在环境 旅游景点
和美食文化之间引入松露 目的是不断提升它
的知名度

世界上的意大利松露学院 Accademia Ita-
liana del Tartufo 和意大利商会的数字平台
Mercatorum大学 将提供远程信息处理
电子学习 模式的教育课程 面向在连锁店工
作的专业人士以及所有打算进入这一领域的人

员 利用远程学习和个性化建议的最佳技术
提高他们的技能 一个由农学家 植物学家
医生和美食家 感官学家 侍酒师 科学研究
人员 明星厨师 行业记者 营销专家组成的
教学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 学习形
式从8小时到24小时不等

其使命是创建以创新为特征的学术途径 以及
商业孵化器和加速器 开发培训课程 使学员
获得成为该行业专业人员所需的技能 学习与
松露相关的专业的不同方面知识

我们将为专业和个人成长提供指导方针 以影
响与松露世界相关的经济动态的未来 加强研
究以产生先进知识并促进创新 同时不忽视环
境道德以确保可持续发展

今天 一种新的空气正在吹向每个人 即使是那些没有察觉到的人

一种具有相同起源的魅力 需要将环境和人的健康置于中心位置 思考每项行动和行为的全球

后果 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司的

意大利松露学院 Accademia Italiana del Tartufo 凭借一些必要的和有远见的想象力 通

过培训提供了存在的价值 以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良性刺激 通过完善“意大

利松露年”来利用所有积极的推动力. 来践行“共同的国家遗产”的角色

西蒙·撒沃亚
SIMONE SAVOIA

意大利松露学院杂志总裁

有关详情 请联络:

info@accademiaitalianadeltartufo.com

统一市场网点 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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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葡萄酒就表现得非常上乘和富

丽，它的一致性告诉我们它的结构。

舌边的酸度很好地支撑了上颚的柔软度，余

味悠长而平衡。

酒精度 13% vol
总酸度 6 克/升
干提取物 22 克/升
体积 0.75 升
纸箱规格 6瓶
平均饮用温度 12 C
培育方式 双居由式
植物密度 每公顷3500株

圣利昂 San Leone
Bianchello del Metauro DOC Superiore

数据表：

葡萄园年龄 26年
收获 10月上旬 手工装在20公斤板条箱中
酿造 整串软压 在不锈钢中控制发酵
陈酿 在酵母上发酵至3月  5%在法国小橡
木桶中发酵
土壤 中等混合 夹层黄色砂岩
曝光方向 南/东
海拔高度 高于海平面180米
寿命 8/10年
搭配 头盘海鲜 牛肝菌和白松露

感官体验：

颜色
明亮的稻草黄色 带有绿色反射光
香气
带有经典的黄色果肉的香气 然后是葡萄柚和
柑橘味道 尾调是黄色野花的香气
味道
平衡 优雅 可口 并具有令人惊讶的不断发
展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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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夏天的时候和
朋友们见面 喜欢在露天的场合和朋友们碰一
杯 喜欢在夕阳的灯光下举起酒杯 所以今天
我们就来谈谈“小聚”时适合喝的一系列白葡
萄酒 由于它们的感官特
性 新 鲜 度 和 平 衡 的 酸
度 特 别 适 合 作 为 开 胃
酒

让 我 们 的 旅 程 从 特 伦 蒂
诺 开 始 这 里 我 有 两 个
建 议 高 海 拔 霞 多 丽

Chardonnay 和琼瑶
浆 Gewürztraminer

这两个品种都具有浓郁
的香气 非常适合开胃酒 当然两个葡萄品种
的起泡酒也是非常优秀的
高山霞多丽我推荐“Troy 2017 Chardonnay 

Riserva Alto Adige Doc” 这是Tramin 
Kellerei酒庄的著名酒款 在南蒂罗尔语中意
为“路径”的意思 一个代表着研究和实验的
漫长旅程的选择 高贵的葡萄品种 种植在山

顶的葡萄园中 它的感官特征让人想起2017年
明显温和的4月 它很早就开始了发芽 但在
九月 无数的雨天起到了平衡作用 保证了有

莫妮卡·迪·皮罗 
MONICA DI PILLO

侍酒师 & 记者

The latest trends and news to toast at the sunset with a glass of 
white wine that won’t make you miss sparkling wine

适合小聚的白葡萄酒

在迷人的威尼斯那里，这里是欧洲地

势最低的葡萄园，那就是一种古老的

本土葡萄品种：多罗纳（Dorona）

WINE TASTING

葡萄酒品鉴

适合小聚的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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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酸度和新鲜度的温度范围 在酒糟中放
置11个月后 将葡萄酒倒入不锈钢容器中
以便进一步熟化22个月 澄清过程是通过
自发沉淀进行的 然后葡萄酒在瓶中再后熟
四个月 这一过程保证了葡萄酒精致的花香
和柑橘 热带水果 洋甘菊和薄荷的香味
并带有一丝杏仁和烤榛子的味道 简而言
之 “特洛伊 Troy ”非常优雅地展示了
其典型的高山特征 特别适合作为聚会的开
胃酒 带有芒果 香蕉和甜瓜的香气 点缀
着淡淡的榛子 并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鲜
度和矿物质感 香气持久

伴随日落 品尝一杯来自Terlan酒庄的白
葡萄酒 这是上阿迪杰大区的另外一颗宝
石 那就是“Traditional Gewürztraminer 
Alto Adige Doc” 它所使用的葡萄得名于
Bassa Atesina地区的Termeno葡萄酒村

种古老的本土葡萄品种 多罗纳 Dorona
被比索 Bisol 家族重新发现 并用它生产

出了“Venissa Bianco” 它出生在威尼斯布
拉诺以西的马佐博岛 Mazzorbo 上 这款
酒采用100%的多罗纳葡萄酿制 该品种来自威
尼斯本土 如今面临灭绝的风险 比索家族致
力于恢复这种葡萄

采摘完全由手工完成 在9月初 葡萄汁开
始发酵 在16-17 C的受控温度下 浸渍
22天 随后葡萄酒在装瓶前还需要在钢罐中
陈酿18个月 它也特别适合作为开胃酒 因
为“Venissa Bianco”的特点是明亮的稻草黄
色 嗅觉上带有强烈而复杂的花香 还有淡淡
的梨 杏 李子 杏仁和调味料的味道 富含
明显的矿物味与柑橘味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口感饱满而温暖 带有宜人的柔软度 非常适
合搭配各种海鲜或作为开胃酒

它是南蒂罗尔地区生产白葡萄酒的基石 由于
其明显的花香和果味 尤其是其浓郁的香气
这款酒备受大家青睐 特别适合欢乐的时光里
举杯庆祝 最近它也越来越多地与亚洲美食相
结合 葡萄的收获是经过了精心的手工采摘
再经过精细的压榨
然后在温控的不锈钢罐中缓慢发酵 最后在
钢罐中陈酿6-7个月 其明亮而饱和的稻草黄
色 在玻璃杯中显得格外醒目 每一款都闪闪
发光 而它的香味则散发着淡淡的天竺葵和芒
果 还有金银花和丁香的气息 花调以玫瑰的
香气为尾调 这是该葡萄品种的特征 显然
这款酒独特的芳香结构也再次出现在口感上
新鲜的果味和活泼的酸度 伴随着矿物味 留
下圆润而持久的回味  

继续这条路线向东行驶 在迷人的威尼斯那
里 这里是欧洲地势最低的葡萄园 那就是一

图1 - Troy 2017 Chardonnay 
Riserva Alto Adige Doc, Tramin 
Kellerei

图 2 - Traditional Gewürztraminer 
Alto Adige Doc, Kellerei Terlan

图 3 - Venissa Bianco, Bisol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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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混沌中的一人” 这是我们
在 神曲·地狱 第二章的其中一首诗中读到
了 让我们从意大利文学和语言之父但丁·阿
利吉耶里 Dante 
Alighieri 来开始谈论今天要
说的葡萄酒 在他去世 7 个世
纪以来 这个美丽的国家将最
高荣誉赐给了他

但丁 被称为意大利“最伟
大的诗人” 这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 用白葡萄浸渍的葡
萄酒 因为部分地追溯到了
红葡萄酒的酿造方法 所以这
还是一瓶白葡萄酒吗 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琥
珀色的酒体 它们通常被定义为“橙色葡萄酒

Orange wine ” 但很多时候 它们只是

更有条理 更有结构的白葡萄酒 因此 它们
仅仅是非典型的白葡萄酒
它们是理论上有点“浑浊”的葡萄酒 但实际

上它们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渴望获得
喜欢体验非经典感官感觉的消费者的同意 然
而 必须指出的是 今天谈论浸皮白葡萄酒意

从香气上看更加丰富，蛋白质更多，颜色
更浓，更复杂，基本上酒体也表现的更结构
化。有时，它们也会有一些沉淀或带有一些
悬浮残留物。但它们总是能够寻找到搭配的
食物

白色，但是又不是白色：
浸皮白葡萄酒
Not only Orange wine, the tradition coming back, vinification 
in amphora and much more

詹妮·维安特·戈梅斯
JENNY VIANT GÓMEZ

葡萄酒专家

白色，但是又不是白色：
浸皮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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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运用现代技术回到过去 因为这种做法
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最早的酿酒形式
“浸渍”是红葡萄酒酿造的典型特征 有时
这个过程可持续长达一个月左右 是葡萄汁
与葡萄皮保持接触并产生多酚转移的过程
负责葡萄酒的颜色和单宁等特性 然而白葡
萄酒的浸渍不仅意味着视觉方面 不再是常
见的稻草黄色 而且还会影响葡萄酒的潜在
生命本质 因为我需要强调的是 在白葡萄
酒中 葡萄汁的发酵通常是在没有任何固体
成分的情况下 控温发酵的

格鲁吉亚被认为是最早使用赤土陶器来浸渍
和酿造白葡萄酒的地区 通常由自然界自带
的酵母进行发酵 而在意大利 位于弗留利
威尼斯朱利亚大区 Friuli Venezia Giulia
的奥斯拉维亚 l’Oslavia 是此类葡萄酒的

参考生产产区 无论是向传统致敬 还是对实
验或时尚的渴望 许多生产商都会采用这种类
型的生产方式 同时也都取得了比较出色的成
果

浸渍过的白葡萄酒更具有“物质”感 从香气
上看更加丰富 蛋白质更多 颜色更浓 更复
杂 基本上酒体也表现的更结构化
有时 它们也会有一些沉淀或带有一些悬浮残
留物

但它们总是能够寻找到搭配的食物 “鉴赏
家”们喜欢欣赏它们并以纯净的方式品尝它

们 以便不受干扰地感知所有特殊性 有时甚
至包括缺陷
有一点是肯定的 它们并不适合所有人 更不
用说那些习惯于标准化常规化产品的人了 即
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它们在价目表上也很突
出 因为它们并不“便宜”

浸皮白葡萄酒在食物搭配方面也存在很多种合
适的配搭
生海鲜 寿司 微辣的荤菜 意大利烩饭 中
年发酵程度的奶酪 腌肉 干果和许多其他你
们喜欢的食物 因为它的组合空间很大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WIN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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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诞生以来已经过去了数千年 但
无论何时谈论起这种葡萄酒 仍让人充满兴趣
和好奇心并且令人愉快
我今天打算专注于带大家了解白葡萄酒 目的
是帮助大家加深一些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它的方
面 这是一种享誉世界的饮
料 无论是单独享用还是举
杯庆祝 从开胃酒到甜点
甚至在烹饪过程中 或在某
些类型的仪式中 它都不可
或缺

葡萄酒的颜色会因所使用的
葡萄品种或酿造方法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因此白葡萄酒
可以从白葡萄中获得 也可
以从红葡萄经过白葡萄酒酿造方法来获得 尽
管后者不是那么流行和普遍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葡萄 与人们想象的相
反 有一种柔软多汁的无色果肉 除了它们分

为白色或者红色之外 其本质区别在于表皮
红葡萄的表皮颜色浓郁 通常是紫色或黑色
而白色没有强烈的着色 通常是黄绿色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 想要获得白葡萄酒 那必须
要先了解其果皮 也就是为葡萄酒提供颜色的

主要所在 因为在浸渍过程中 需要将葡萄皮
与葡萄汁进行浸泡
因此 由于上述原因 要获得优质的白葡萄
酒 就必须在概念上将“白”葡萄酒酿造与“

要获得优质的白葡萄酒，就必须
在概念上将“白”葡萄酒酿造与“红”
葡萄酒酿造进行区分，从而也可
以从红色浆果中获得白葡萄酒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AIS侍酒师 

白葡萄酒
Winemaking, tasting and pairings

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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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葡萄酒酿造进行区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说也可以从红色浆果中获得白葡萄酒的意
思
葡萄收获后 将葡萄与茎分离 然后进行压
榨葡萄 将果肉与果皮和种子分离 为了
防止发酵过程中着色物质和单宁转移到葡萄
酒中 果肉被放置在不锈钢发酵罐中 或
者更罕见的是在木桶中 从开始发酵到最后
阶段 葡萄酒将根据酿酒师的决定在钢罐
木桶 水泥罐 双耳瓶或其他材料容器中陈
酿 直到葡萄酒完全成熟时 再将其进行过
滤 以消除不需要的沉积物 并在完全没有
氧气的情况下进行装瓶 以进行后续的陈年
过程

用于生产干白葡萄酒的葡萄园通常位于北
部 而不是南部 并且最好位于海拔高的丘
陵 因为白葡萄不需要特别炎热的气候来成
熟
白葡萄酒通常具有美丽的亮度 这也取决于

它们是否带有显著的酸度或起泡度 并且通
常在酒体边缘附近显现其他的颜色 差别从绿
色 金色 铜色或琥珀色 取决于它们的酿造
状态和残留糖量

在一杯白葡萄酒中可以感知到许多嗅觉和味觉
的气味 这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它们的来源
可能取决于葡萄品种 发酵过程 成熟或者提
炼 一般来说均为水果 鲜花 草本 经典芳
香物质 矿物和调味料的香味 各种香味一般
取决于预期的酿造和加工方法 尤其取决于使
用的葡萄品种 从它生长的地区 从土壤的类
型 它的生长环境 从气候 从海拔 靠近大
海或者山脉 总之 来自于它独特和不可复制
的风土

所有的葡萄酒都必须在合适的温度下饮用和品
尝 每种葡萄酒都有自己理想的品尝温度 如
果尊重这个规律 那就不会削弱 或产生负面
的感官特征

白葡萄酒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它的硬
度 而不是柔软 也就是所谓的酸度和咸度
因此其饮用温度必须低于其他类型的葡萄酒
比如 干型的 Charmat 起泡酒 是 4-6 度
经典方法或香槟的温度在 6-8 度 10-12 度适
合比较结构化的白葡萄酒

一旦我们确定了饮用白葡萄酒的完美温度 我
们只需决定是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品尝它还是
将它与我们的食物搭配起来 后一种情况下

WIN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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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始终不变且适用于任何情况 那就是 葡
萄酒的特性绝不能压倒食物的特性 相反 还
必须去增强菜色的口感 变得相得益彰

葡萄酒与食物搭配的规则不会根据葡萄酒的类
型而改变 它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
们侧重于相互补偿两者特征的逻辑标准
这些组合是根据“对比”原则进行协调的 比
如当我们谈论需要应用“一致性”标准的食物
时 甜味的 或者当食物具有特别持久 芳香
或某种特殊味道时 那么所搭配的酒也必须具
有特别强烈和持久等与之相对应的原则

举一些例子 一种具有特定酸度和风味的白葡
萄酒会很好地与具有甜味或脂肪倾向的食物形
成对比 或者具有良好的酒精含量的葡萄酒
总是与一道多汁的菜肴相匹配

如果是一种不错的甜点 例如室温下的蛋糕
或 馅 饼 那 么 我 们 的 白 葡 萄 酒 也 应 该 是 甜
的 例如麝香葡萄 moscato 琼瑶浆

gewürztraminer 兹比伯 zibibbo 或
葡萄干甜酒passito
不想过多详述 因为我想混淆任何人 在搭配
开胃酒 前菜 以鲜鱼为基础的头盘或二盘以
及素食 白肉和新鲜或短龄奶酪时 推荐一款
出色的干白葡萄酒总是相当经典的

当然 在要使用的杯子上也有几乎科学的理
论 完美的品酒师根据他使用的杯子不同 对
同一种葡萄酒也会有不同的鉴赏力 但是我觉
得我推荐莱茵杯 Renano 一种经典的品
酒杯具 无色透明 肚子不是特别大 酒杯边
缘宽度比最大周长略小 方便让我们领略到白
葡萄酒的颜色和香味

WIN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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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葡萄酒与搭配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
可以写很多关于白葡萄酒及其在伟大的葡萄酒世界中的
作用的内容 人们常说 葡萄酒只能是红色的 这往往
限制了他们的品尝和味觉体验 实际上 白葡萄酒通常
是一种对生长环境的绝佳表达 自然可以进行有趣的搭
配 事实上 根据葡萄酒的不同 我们常常搭配用传统
上认为适应性最强的食物 鱼 但这并不是全部 这些
葡萄酒适应性强 也可以很容易地与奶酪搭配 甚至
也许更令人惊讶 与肉类菜肴搭配 一些猪肉或羊肉和
白葡萄酒的搭配也是极佳的 与往常一样 需要能够提
出新的搭配组合 并直接与菜肴一起来测试这些葡萄酒
是否合适 以便直观的展示它们以不同形式呈现的愉悦
度 因此 有必要鼓励大家在不带任何偏见的情况下尝
试 我想建议大家在尝试过这些餐酒的组合后 再来对
白葡萄酒有一个全新的评价

至于对葡萄酒的选择 我们可以覆盖整个意大利半岛
愉悦感沿着长靴之国顺流而下 沿途会经过一些著名的
产区 如上阿迪杰 Alto Adige 和弗留利威尼斯茱
莉亚 Friuli Venezia Giulia 大区 这其中比如东麓产
区 Colli Orientali 自然不能错过的还有威尼托的
索阿维 Soave 和皮埃蒙特大区的明珠——蒂莫拉索
和罗埃罗·阿内斯产区 Timorasso e Roero Arneis

还包括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 Toscana

的白葡萄酒 以及种类繁多的翁布里亚 Umbria 拉
齐奥 Lazio 马尔凯 Marche 和阿布鲁佐的经典
品种 如特雷比亚诺 Trebbiano Spoletino 格雷
凯多 Grechetto 维迪奇 Verdicchio 黎波纳

Ribona 佩克利诺 Pecorino 也会让您惊叹不已
南部的坎帕尼亚大区 Campania 还会为大家准备各种当
地白葡萄酒菲亚诺 Fiano 法兰娜 Falanghina 格
雷克托佛 Greco di Tufo 科达沃佩 Coda di Volpe

另外 来自普利亚大区 Puglia 和旁边的巴西利卡塔大
区 Basilicata 的白葡萄酒更会让大家赞叹不已 最后是
西西里岛的白葡萄酒 如卡塔拉托 Catarratto 和卡里坎
特 Carricante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单独享用的愉快时刻 同时
也可以与食物相结合 根据情况和时刻选择葡萄酒是非常很
重要的 此外 白葡萄酒也是可以陈酿的 其中有些葡萄酒
需要立即享用 但有些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优
秀

当然 有必要学习和深入才能让我们有一个更清晰 更令人
满意的解释 我们的杂志希望可以成为沟通和帮助你们的工
具 一如既往地 可以通过写信给rg@pr-vino.it进行反馈和
发表见解

WINE MARKETING

了解和发现“长靴之国”的白葡萄酒
White wine goes well not only with fish, but also 
with meat dishes. Don’t you believe it?

葡萄酒市场

里卡多·加布里埃 
RICCARDO GABRIELE

记者&商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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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 WINERY

意国酒庄

卢卡·达齐奥 Lucà Dazio 酒庄
位于意大利中部欧洲的绿色心脏地带阿布鲁
佐大区 在这里 卡斯泰尔诺沃的卢卡·达
齐奥 Lucà Dazio di Castelnuovo 家族定
居在古老的小村庄圣维托基耶蒂诺 San Vito 
Chietino 它坐落在伸入大海的海角上

它最初来自法兰德斯 Fiandre 于16世纪
末在该地区定居 根据代代相传的古老传统
在这里开始种植葡萄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
最现代的理念和加工技术逐渐壮大起来

自1500年代以来 除了一直在阿布鲁佐大区的
存在的家族之外 这个家族仍然有很多分支存
在 是古代地图中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
今天 该酒庄由八个农场组成 其中约23公
顷土地种植葡萄 遵循综合和可持续农业的原
则 清新的海风以及大萨索山脉和马耶拉山脉

的天然屏障保护着这片土地 这里的气候有利
于各种本土和国际葡萄的种植 除了阿布鲁佐
蒙特普尔恰诺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 布 鲁 佐 特 莱 比 亚 诺 T r e b b i a n o 
d ' A b r u z z o 佩 克 利 诺 P e c o r i n o
和 帕 塞 琳 娜 P a s s e r i n a 还 有 霞 多 丽

Chardonnay 和灰比诺 Pinot grigio
传统的篷架式种植方式 称为阿布鲁佐棚架
Abruzzo pergola 两侧是成排的 平均

密度约为每公顷三千株
采摘是完全手工完成的 尊重葡萄的健康和完
整性

持续对土地耕作的承诺和奉献 使我们能够保
持高质量生产水平
Maximo Montepulciano d'Abruzzo DOP就
完美呈现了我们的品质
该酒代表了该地区的葡萄品种之王 表现出强

烈的石榴红色 并以其浓郁成熟的香气征服了
所有人 其中野生浆果 羊肚菌樱桃 黑松露
以及胡椒和丁香等调味香气尤为突出

在口中 它表现出良好的结构和令人愉悦的持
久性 保持天鹅绒般的柔软度 酿酒过程种长
时间的浸渍和橡木桶中陈酿 使得酒体更加精
致

其酒精含量约为14.50% 使其成为结构化菜肴
的完美伴侣 也适用于两餐之间的独饮 每一
口都蕴藏了阿布鲁佐大区所拥有的一切

A history linked to wine over 500 years old

来自意大利中心的
古老风味

来自意大利中心的
古老风味

关注我们
FOLLOW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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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bute to an iconic land where you can “breathe” 
the wine

经典基安蒂中的安蒂诺里酒庄:
美、艺术、对环境的尊重及作用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元素

经典基安蒂中的安蒂诺里酒庄:
美、艺术、对环境的尊重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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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占地4.5万平方米的“隐形”葡萄
酒大教堂 大部分在地下 一直可以延伸到山
边15米的地方 一座令人钦佩的建筑 位于古
典基安蒂 Chianti classico 地区的佩萨河
谷圣卡夏诺 San Casciano 
in Val di pesa 巴尔吉诺的基
安蒂山 collina chiantigiana 
del Bargino 上

建筑线条是蜿蜒的 圆形的
好似迷宫般的曲线和拱顶 衬
托出基安蒂乡村典型的植被景
观 这座建筑采用赤陶 木材
和耐候钢等材料建造 让人想
起与地球的深厚联系 相同的
暖色指的是建筑周围的土地
那里有几公顷的葡萄藤 惊喜之一就在那上
面 雄伟的螺旋楼梯 如今已成了酒庄的象征
之一 重 100 吨 连接着建筑的三层 从上
方窥视的舷窗上望天空 同时从侧面狭缝观察
和谐的全景 到达屋顶 你会惊叹 葡萄园无

处不在 与周围的景观完美融合 在背景中
橄榄树和茂密的橡树和圣栎林保护着山丘 参
观结束后 还可以在 Rinuccio 1180 餐厅用
餐 向安蒂诺里家族 Antinori 的创始人致

敬 夏季露台和环绕房间的大窗户能够确保任
何季节都能沉浸在托斯卡纳的风景中

从安蒂诺里家族到经典基安蒂的土地上 耗时
七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这个建筑作品

一座占地4.5万平方米的“隐形”葡
萄酒大教堂，大部分在地下，
一直可以延伸到山边15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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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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品由建筑师马可·卡萨蒙蒂 Marco 
Casamonti  设计 于2012年落成 尊重
了六个世纪以来一直以爱 热情和谦逊致力
于葡萄酒生产的贵族家庭的要求 公司名誉
总裁皮耶罗·安蒂诺里 Piero Antinori  
是家族的第 26 代领导人 首席执行官阿尔
比埃拉·安蒂诺里 Albiera Antinori  以
及他的姐妹阿莱格拉 Allegra  和阿莱西
亚 Alessia  也同时为酒庄做出着贡献
他们希望周围环境在受到尊重的同时并就地
取材进行建造 现已开放参观 也是为了让
人们更好地了解酿酒艺术 这么做必不可少
的 除了观赏性以外 酒庄还具有功能性
以便它也允许同时结合旅游和生产 因此所
有的行政 生产和管理部门都在这里融会在
一起

在这里 还可以“呼吸”葡萄酒 横跨的吊
桥让您可以近距离观察生产全过程 俯瞰发
酵桶 在酒桶储藏室 柔和的灯光和赤土墙
之间 通过利用地下空间的天然制冷系统来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意大利美丽元素

陈化葡萄酒 最特别的是 有两个品酒室被创
建在酒桶上方和透明玻璃中

安蒂诺里酒庄收藏了很多艺术品 它崇尚美
学 甚至他们 16 世纪的纹章也出自著名的
佛罗伦萨工坊Della Robbia 安蒂诺里学院

Academy Antinori  致力于古典艺术 安
蒂诺里家族将几个世纪以来收藏的珠宝出展在
这里 这些珠宝收藏在绘画 陶瓷 精美织物
和古代手稿博物馆中
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指示建造的 16 世纪葡萄压榨机令
人印象深刻 随着新建筑的开工 第一个当代
艺术项目 Antinori Art Project 也开始了
因此 在参观期间 可以欣赏到托马斯·萨
拉森 Tomàs Saracen 的三个“生物球”

以及各种现代艺术 例如乔治·安德烈奥
塔·卡洛 Giorgio Andreotta Calò 的
Clessidra 木桩沙漏 雕塑家豪尔赫·佩
里斯 Jorge Peris 的Portal del Angel 天
使之门的堆积艺术 等 在专门用于陈酿 圣
酒 Vin Santo 的房间里还有斯特凡诺·阿
里恩蒂 Stefano Arienti 的Altorilievo 岩
画

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宏伟建筑中 不能缺少一家
葡萄酒商店 那里有销往自意大利和外国的安
蒂诺里各种葡萄酒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倒一
杯来品尝下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家书店和一
家风味小馆
一件建筑作品 一个历史记忆 延续了数百
年 就像这个伟大的意大利葡萄酒家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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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葡萄酒的真正或潜在利益时 我
们的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先想到红葡萄酒
这种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
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 红酒似乎提供给我们了
更多的保护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红葡萄酒的多
酚类物质比白葡萄酒更多样化 更复杂

而且 葡萄酒中的有益物质
经过不同细胞和动物的实
验 结果显示大多为一些多
酚类化合物 而且这类物质
在红葡萄酒中的浓度要高得
多 有时甚至是红酒专属
的
但是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
科学证据表明 白葡萄酒对
人类健康具有重要的有益作
用 因此对于那些出于个人口味或其他原因
而没有转向红葡萄酒忠实粉丝的人来说 它是
一种有效的替代选择
最近 一项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来自米兰

大学的研究表明 白葡萄酒中所含的特定酚类
化合物将能够产生对人体积极的保护作用 尤
其是对心脏和肾脏的保护作用

那就是咖啡酸 一种具有酚性质的有机酸 非
类黄酮 能够在体内和体外发挥多种重要的

生物学作用 由于咖啡酸是近年来研究最多的
植物化学 phytochemical 物质之一 而且
由于它可能会促进减肥 因此让我们来更好地
了解它

白葡萄酒对人类健康具有重要的
有益作用，正如一项在权威科学
杂志上发表的来自米兰大学的研
究所表明的 米歇尔·斯科格纳米奥

MICHELE SCOGNAMIGLIO
营养学教授、葡萄酒专家

白葡萄酒的崛起
Recently, scientific evidence was gathered proving that also white 
wines can boast important beneficial effects for human health

白葡萄酒的崛起

WINE&HEALTH

葡萄酒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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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酸 顾名思义 最初是从咖啡中提取的
后来在许多植物性食品中都有发现 例如水
果 蔬菜 醋栗 朝鲜蓟等 以及在各种药用
植物中 例如蒲公英 蓟 当归 山金车和柠
檬等
在未经焙炒的咖啡种子中 也就是广受欢迎的
生咖啡 咖啡酸以绿原酸 代表咖啡酸与奎尼
酸的酯 的形式大量存在 与咖啡具有相同的
健康特性
尽管在短暂的烘焙过程会增加咖啡的总体抗氧
化能力 但烘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失掉咖
啡中这些珍贵的化合物成分
就像食物 酒中存在的其他活性物质一样 事
实上咖啡的抗氧化特性也不由于单一物质决
定 大多由所谓的“植物复合物”这样的一组
异质化合物决定

摄入咖啡后 绿原酸就会在人体内水解 从而
释放出咖啡酸 咖啡酸可以被吸收并依附在体
内发挥其作用
由于咖啡内所含的丰富物质 其中一个极其重
要的特性是对各种肿瘤的抑制作用 尤其是肝
源性肿瘤 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实际上 一些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酗酒者饮用
咖啡是可以有效的防止和保护肝损害 例如肝
硬化或肝细胞癌

咖啡酸在体外和体内表现出的许多生物学特
性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为
•抗突变
•抗菌
•抗氧化剂
• 消炎症
米兰大学的研究表明 白葡萄酒中的咖啡酸能
够调节内源性一氧化氮的释放并提高其生物利
用度 能够发挥多种作用 包括血管舒张作用
和增强免疫活性

本质上 咖啡酸通过向人体提供更多的一氧化
氮 能够预防或限制由缺氧和尿毒症毒素引起
的内皮组织损害以及相关的心脏和肾脏疾病
咖啡酸似乎能够与调节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基因
相互产生作用从而发挥作用
该研究得出的数据为之前科学家们对已经临床
发现的适量饮用白葡萄酒对肾病和心脏病患者
存在积极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

白葡萄酒中存在的
一些化合物，例如
酪醇和羟基酪醇对
心脏，血管和肾脏
产生多种有益作用

WINE&HEALTH

葡萄酒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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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研究已经显示了白葡萄酒中存在的一些
化合物 例如酪醇和羟基酪醇对心脏 血管和
肾脏产生多种有益作用 这些年的研究将逐步
确定出了具有生物学特性的其他分子

与其他酚类化合物不同的是它在极低剂量下有
效 所以每天饮用1-2杯白葡萄酒就能达到浓度
的要求 同时也符合饮用酒精饮料的建议

在传统上 适量饮用白葡萄酒或红葡萄酒是无
与伦比的地中海餐饮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根据有效和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来预防和减
少各种疾病 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是有效的
该模型最有趣的方面之一 至今仍很少有研
究 那就是在保证上述预防和治疗效果的同
时 还能将这些益处扩展到后代

尽管地中海饮食中通常会喝红葡萄酒 但是在
了解了我刚刚引用的研究以后 我们会发现白
葡萄酒也同样可以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和产生积
极作用
适量饮用一杯好的白葡萄酒 不会对人体造成

伤害 相反过量饮用不但会抵消潜在的有益作
用 还会有更多对身体的伤害

说到白葡萄酒的所有权 我以一个新闻结尾
尽管需要进一步确认 但女士们可能会特别感
兴趣
白葡萄酒和香槟 对皮肤会起到滋补和清洁的
作用 从而改善皮肤外观
特别的是 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 咖啡因 阿
魏酸等 和特定化合物 例如酒石酸 会使白
葡萄酒和香槟酒能够对皮肤产生“排毒”作
用  有助于肤质平衡并保持健康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会去验证葡萄酒的化妆品
特性 但我将继续去探索它在人体内的微妙变
化 延续几千年的工艺毫无争议地证明了其成
功之道
这让我想起了爱德华七世 他曾说过
“当我们谈到葡萄酒 需要去闻香 观察和品

味的 不能只是简单地喝它”

那在这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 “也不能去涂在
脸上”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
无论是在健康还是疾病
中，有节制地喝葡萄酒，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都是
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 

———希波克拉底

WINE&HEALTH

葡萄酒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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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酒师专栏
SOMMELIER'S CORNER

在一片未受污染的绿洲中 四周环绕着大海 群

山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植物 罗萨露拉酒庄的萨

满干白诞生于这片绿洲中的佩克立诺 且一直占

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海拔380米的高度 因此具有严苛的温度范

围 在石灰质粘土和居由式的培育模式下 享有

良好的南/东南向阳位置

这就是这种非凡的葡萄酒诞生的方式 即采用于

100%佩克立诺葡萄 手工选择和采摘葡萄藤上最

好的葡萄 在9月底从经过生物动力农业认证的

葡萄田中收获而来 因此真正尊重周围环境

它有一种深沉 明亮的稻草黄色 具有征服性

的金色反射光和这种酒精含量所应该具备的一

致性

香气上散发着成熟黄色水果的浓郁香气和明显的

草本香气

强烈的新鲜感和细腻的酸味萦绕着这种味道 温

暖 柔软 圆润 平衡 与这些葡萄刚刚晚收应

具备的特点完全一致  入口舒爽 持久 味道与

嗅觉香气一致 除了柑橘和芳香草本外 酒体结

构也令人印象深刻 可饮用性极佳 并伴随悠长

宜人的矿物质尾调

它是一种适宜收藏的酒 酒窖中绝不能缺少几瓶

这样的萨满干杯葡萄酒 因为多年的储藏 可以

为我们带来更多愉快的惊喜

D.O.C.评级
命名保护

100%阿布鲁佐佩克利诺酿造
葡萄品种

14,5% Vol.
酒精度

白葡萄酒
类别

居由式Guyot
培育模式

酿造是在经过热处理的不锈钢桶中完成的 然后
在橡木桶中陈酿不少于12个月 之后 葡萄酒在
钢桶中继续陈酿12个月 最后将装瓶 在完全没
有氧气的情况下 再后熟至少10个月

葡萄酒酿造

颜色 一种明亮的稻草黄色 具有征服性的金色
反射光 与这种酒精含量的葡萄酒具有一致性
香气 散发着成熟的黄色水果 杏 桃 花 金
合欢 酸橙 野花和草本类的强烈香气
口感 强烈的新鲜感和细腻的矿物质味道 与温
暖 柔软 圆润感的完美平衡 完全符合这些葡
萄晚收所带来的特点 味道清新而持久 口感与
香气一致 尽管结构令人印象深刻 但仍具有极
佳的饮用性 并带有悠长宜人的矿物质余味
适宜饮用温度 10-12
如果不想等太久的时间 那么就在10-12度的温
度下享受掉它 然后搭配一些开胃菜 鱼类菜
肴 素食菜肴 白肉 中度发酵或新鲜奶酪一起
品尝 比如炒蛤蜊 箔纸烤鲷鱼 大麦炒西葫
芦 蘑菇烩饭或火鸡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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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màn Pecorino
Abruzzo DOC

WATCH VIDEO
TASTING

观看品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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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 它 们 被 嫁 接 到 我 们 位 于 皮 耶 特 拉 尼 克
Pietranico 庄园的一个古老的特雷比亚诺
Trebbiano 葡萄园种 葡萄藤是在被学者

定义为佩科里诺葡萄的发源地采摘的 在阿布
鲁佐 马尔凯和翁布里亚三个地区之间的边界
地区

这些葡萄藤的产量是极低的 一百年来积累的
所有品质都集中在少数幸运果实上  得益于葡
萄园的持续照料和罗萨露拉庄园的生物动力学
特性 这些水果以最佳状态到达收获季节
大约一年后 第一次采收 精致手工采摘 在
新橡木桶中发酵和陈酿 酿制出迷人的葡萄
酒 这是 阿布鲁佐佩克里诺的独特表现

酿造是在经过热处理的钢罐中完成的 然后
在橡木桶中陈酿不少于 12 个月  之后 葡萄
酒在钢罐中继续陈酿 12 个月 最后再装瓶
在完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再陈化至少 10 个
月
淡黄的色泽是原生葡萄经过纯正加工的特有颜
色 反射出暖阳呵护下大自然颤动着的所有精
致色调 细嗅之下 精致而浓郁的异国水果
香 鲜花香 绿叶香和香料味的结合达到一
种无与伦比的和谐 让人惊喜 忍不住举杯品

尝 复杂的结构和出挑的酸度给味觉持久又有
不可比拟的感受 疏草技术 手工采摘 长时
间橡木桶发酵 使得酒体更加芳香怡人
这是一款适合陈年的酒 酒窖中绝不能缺少几
瓶像萨满干白这样的酒 因为时间带给它的发
展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非常愉快的惊喜

但是那些不想等那么久的人建议将它在 10-12 
度饮用 然后搭配开胃酒 鱼类菜肴 素食
菜肴 白肉 中年程度发酵或新鲜奶酪一起品
尝 例如箔纸烤的蛤蜊或烤鲷鱼  大麦和西葫
芦 蘑菇烩饭或火鸡卷

萨满
阿布鲁佐的佩科里诺
法定产区级
萨满干白源于拥有百年历史的葡萄园 来自千
米海拔的嫁接 罗萨露拉庄园的悉心栽培 生
物动力技术的运用赋予了她生命 使她举世无
双
萨满佩克里诺是一款迷人而独特的产品 您的
酒窖中必不可少

土地不仅创造着 滋润着 守护着 还
窃窃私语 传达着思绪和影像
萨满族通晓土地和自然的的语言 演绎古老遗
产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一部分
那些关于生命轮回的传说与我们缠绕着 在意
识最幽深之处 在内心最隐秘之处
在佩斯卡拉省的皮埃特拉尼科 (Pietranico)
在一片被大海 阿布鲁佐山脉和数百年历史植
物环绕的未受破坏的绿洲中 罗萨露拉葡萄园
的园长佩克里诺葡萄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萨满干白就是从佩克里诺中诞生的

100年

萨满白佩科里诺 100 年是与来自佩鲁贾大学葡
萄栽培和酿酒专业的教授Alberto Palliotti合作
项目的结果 在不同的地区恢复古老葡萄藤和
重新嫁接在我们生物动力庄园的迷人背景下的
实验  
在大约 900 米海拔时收集了一些葡萄藤 来自
位于翁布里亚大区的亚平宁山脉中心的福利尼
奥市莫罗村的百年佩克里诺葡萄树 仍然使用
枫树天然树木大棚架式 这是古代翁布里亚葡
萄栽培的典型“Testucchio”方法 需要葡萄
藤“拥抱”生长到该地区的典型树木  

萨满百年佩克里诺：
力量为爱与感知之源

An extraordinary pure Pecorino is born from a biodynamic oasis

ITALIAN WINERY

意国酒庄

萨满百年佩克里诺：
力量为爱与感知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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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味

蜂蜜香味

橡木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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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味

收敛度

和谐度

结构复杂度
陈年潜力

植物香味

矿物气息

柑橘香味

黄色水果香味

花香

异域水果香味

干果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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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萨满
百年佩科里诺

阿布鲁佐的佩科里诺

法定产区级
树龄：100年
种植密度：1600株/公顷
每株产量：2.5千克
每公顷产量：40公担
农业类型：生物动力农业

德米特DEMETER®认证
海拔高度：450 – 900米
葡萄采摘：手工采摘轻微晚熟的葡萄

静止干白 阿布鲁佐的佩科里诺

葡萄园所在地: 皮耶特拉尼科, 罗萨露拉酒庄

白 14,5%

类型 葡萄品种

颜色 酒精度

罗萨露拉注重产品形象及客户体验 萨满由

独家木盒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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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正确的
葡萄酒杯？
The right glass will change your tasting 
experience

孔祥鑫
LEO KONG 

意酒频道中国区负责人

红葡萄酒杯
先说红葡萄酒 我们可以选择波尔多杯或者是
勃艮第杯 这两种杯子的共同特点是肚子比较
大 而且开口也比较宽广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红葡萄酒里面有一种
物质 是一种多酚物质 名为单宁 单宁对于
红葡萄酒来讲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 但
是 单宁如果不经过跟氧气进行一些接触的
话 就会显得特别的生硬苦涩 而跟氧气进行
接触后 其口感会更为柔和一些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醒酒” 可以让酒的品质
变得更加悦人 感官体验更加的完善 所以
我们选择开口比较大 而且肚子也比较大的杯
子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些氧气 进行一些
微微的氧化作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闻到很多的
香气

白葡萄酒杯
相对于红葡萄酒杯来说 白葡萄酒酒杯的杯肚
比较小一些 开口也比较小一些 整个呈现一
些差不多U字形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白葡萄酒里没有单宁
我们更需要白葡萄酒去表现它的新鲜的口感风
味 以及它所富有的花香果香这些比较悦人比
较清新的香气 因此我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氧
气进入 所以这就是白葡萄酒杯

起泡酒杯
对于香槟也就是起泡酒杯来讲 可能是最为著
名的了 比方说看电影 这种笛型杯香槟杯它
是非常的好看

而它为什么设计成这个长条的样子而且还非常
的高挑呢 是因为如果把香槟酒倒进去的话
你会看到从这个玻璃杯的底部有无数的小气
泡缓慢的上升 然后聚积在上面 有一圈的泡
沫 非常好看
所以它比较符合起泡酒或者香槟酒它的一些特
色 这样可以更加吸引人 所以说这就是香槟
杯

加强型酒杯
最后 我们要说的是加强型葡萄酒杯 它长得
比较有意思 开口比较窄 但肚子比较大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加强型葡萄酒它本身酒
精度比较浓 但是如果你把开口变得很大 凑
过去一闻 不仅仅是有酒的那些特殊的香气
而且它的酒精度高 就会感到非常的刺鼻

鼻腔里冲击感非常大 所以说它的开口设计的
稍微窄一些 但同时它的杯肚很大 有助于你
去摇杯 使这个酒的品质更加完善一些

选择葡萄酒杯是要根据葡萄酒的种类来进行判断的 我们有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起泡
酒以及加强型葡萄酒

WINE KNOWLEDGE

葡萄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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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ICOLTURE&ENOLOGY

葡萄种植酿造

Preventive and curative strategies for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widespread 
physiopathies of vi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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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铁 Fe 是地壳中含量最丰富的
金属元素之一 但植物根部对它的利用是有限
的 因为它主要以不溶性Fe氧化物的形式存
在 在意大利 一半以上的葡萄种植土壤是碳
酸钙含量超过10%的石灰质土壤 而在法国
大约仅占25%

此外 钙质土壤 特别是如果配备足够数量的
粘土和/或泥灰岩 则非常适合生产结构优良
且适宜陈年的葡萄酒

在钙质 氯化和碱性pH (> 7.5-8)土壤中 氧化
形式的Fe3+ 三价铁离子 不能还原为亚铁离
子 (Fe2+)被根所利用 在高pH值土壤中 活
性石灰石会导致植物无法利用的不可溶性的Fe
氧化和沉淀

来自碳酸盐溶解的钙离子与有机载体结合 置
换出铁 阻止植物对其吸收 同时与碳酸氢根
离子(HCO3) 形成了缓冲作用 阻止土壤pH
降低 这是吸收Fe所必需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植物的根试图通过产生有机酸

首先是柠檬酸和苹果酸 和其他化合物及

其质子来改变根的环境 以提高它们的可用性
和吸收性

然而 在高度氯化的土壤中 以上这些可能是
远远不够的 因此发生了葡萄种植中最危险和
最普遍的疾病之一 即缺铁性黄化

导致易患缺铁性黄化的原因

除了高pH值和活性石灰石含量外 有利于黄
化的条件包括

1  高湿 积水和多雨的状况会增加石灰石的
溶解性 特别是活性 即使在含量适中的土壤
中也会引起早期萎黄
2  有机质供给不足 硝酸盐供应过剩
3  低温 尤其是春季
4 由于不平衡的施肥 尤其是氮肥 导致生产
力和活力过高
5  对土壤的反复机械加工 植草对比
6   容易发酵的有机材料的掩埋 例如新鲜的
绿肥

铁功能和缺铁症状

Fe参与细胞色素的构成 是叶绿素合成 碳水
化合物代谢和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的辅助因
子 萎黄现象会减少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因
为铁的催化导致叶绿素-氨基乙酰丙酸前体的形
成反应 干预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中的电子转
移 作为细胞色素系统和铁氧还蛋白的血红素
假体基团的组成部分 参与氧化还原系统如过
氧化氢酶和过氧化物酶 构成具有储备功能的
植物铁蛋白 因此 这种植物疾病会导致生理
和营养状况发生变化 严重失衡后可能导致植
物的死亡 但通常它不会影响整个葡萄园 而
是在单个葡萄藤或少数植物的范围内发生 因
此也可以实施局部处理

缺铁的症状最初发生在嫩叶上 中间逐渐变
黄 严重时会影响整个叶片 以及芽的中叶和
基部的叶子 图1/2/3 随后 症状随着发
黄的神经组织坏死 落花 浆果的灰化 嫩芽
的稀少 这使植物呈现浓密的外观 如果没有
任何治疗干预 葡萄藤甚至会死亡

缺铁性黄化：
症状、原因和治疗
缺铁性黄化：
症状、原因和治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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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防性干预

对 过 量 石 灰 石 造 成 的 铁 黄 化 最 有 效 的 是 使
用砧木 Fercal 41B和M1是对活性石灰
石 > 4 0 % 非 常 耐 受 的 砧 木 K o b e r 
5BB 140 Ruggeri 1103 Paulsen 110 
Richter 161-49 C 具有一定的抗性 18-27%
之间 101-14和3309C抗性较弱 <10%

但是 仔细控制上面列出的“铁黄化的诱发
原因”会大有帮助

2) 治疗性干预

由于上述原因 铁基施肥总是存在问题 如上
所述 Fe的缺乏通常不是由于土壤贫瘠 而是
由于根系的固定和吸收能力被降低
简单的盐 例如硫酸亚铁 或其中Fe以受保护
的形式存在 在螯合或复合Fe的情况下 可以
通过对叶面用药来进行干预
一般来说 叶面干预比根部干预更有效 因为

在碱性pH氯化土壤中不溶
螯合剂实际上可以保护Fe免受土壤中存在的磷
酸盐和碳酸盐的影响 从而引起沉淀和不溶解
现象 并在溶液中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事实上 Fe无论在酸性环境中 由于磷酸铁 
(FePO4) 和铝 (AlPO4) 的存在 还是在碱性
环境 由于磷酸钙 [Ca3 (PO4) 2] 都很容易
产生沉淀 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酸性和碱性
pH下 Fe都不溶解 从可溶形式即亚铁 (Fe2 
+) 过渡到不可溶的铁 (Fe3 +)

螯合化合物可以与正Fe原子形成稳定的复合
物 使其恢复为可溶性亚铁形式被植物吸收
市场上最常见的铁螯合物有 EDTA 乙二氨
基四乙酸 EDDHA 乙二氨基二羟基苯乙
酸 和DTPA 二乙基三氨基五乙酸
使用铁基溶液进行叶面处理的有效性也与干预
的及时性相关

褪绿的Trebbiano toscano / Kober 5BB葡
萄藤的叶子以叶绿素 与非褪绿葡萄藤相比 
-84% 和光合活性 -85% 显着减少为特

VITICOLTURE&ENOLOGY

葡萄种植酿造

征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通过干预铁螯合物或螯
合剂来克服这些问题 表 1/2/3
应用Sequestrene 330-Fe 标题 4-0-14 + 
7% Fe 以150g/hl 的浓度喷洒至完全润湿
和 Sequestrene 138-Fe 标题 3-0-15  + 
6% Fe 在每株15升水中施用40g 在大约 21 
天内完全恢复产生叶绿素和光合作用的能力
表 1 与中叶和顶叶相反 较老的叶片在处
理时已完全变黄 则无法再重新变绿

适用于克服缺铁性黄化病症的其他技术 虽然
很少使用 则是将柠檬酸铁铵胶囊放置在树干
上的特殊孔中 或直接注射 例如 插入实验
室塑料尖端 在用钻头在树干上开一个孔 连
接drelax管并注射硫酸亚铁溶液 FeSO4·7 
H2O 浓度为1% 每根250毫升 图4/5/
6

用这种方法处理的托斯卡纳特雷比亚诺的褪绿
菌株在大约36-48小时内叶子迅速变绿 尤其
是那些不是特别老的叶子 注射后 没有发现
植物毒性现象 并且在大约3-4周内 到完全
恢复

铁功能和缺铁症状

图 1 / 2 / 3 - 成年葡萄藤铁黄病的叶面症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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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330-Fe). 在对树冠 (138-Fe) 和土壤 (330-Fe) 进行隔离处理后 3 周，褪绿和非褪绿葡萄藤

（对照）的叶子特征。

图 4 / 5 / 6 -  变色实验，用 1% FeSO4 · 7 H2O 溶液（250 毫升 / 株）注入树干，处理后 48 小
时使顶端和中叶重新绿化。

图 7 - Trebbiano toscano 葡萄藤的特征是铁黄萎病的慢性现象，即使反复使用铁螯合物干预后，
也无法变绿。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用酸性溶液（例如 0.8-1% 的柠檬酸）进行处理，以降低

质外体的 pH 值，这是铁在叶绿体内转移的必要条件

在铁黄化病反复发生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褪绿
植物不再对铁螯合物处理产生反应的情况 即
使是重复和高浓度的处理 因此整个冠部呈现
强烈的黄化 随后干燥直至葡萄藤死亡 图7

在Trebbiano toscano葡萄园中进行的叶诊断

分析 与前几年不同 使用Fe螯合物进行处理
后不再有积极的响应 铁Fe含量超过了最佳
浓度 而氮N 磷P 钾K 钙Ca 镁Mg 锰
Mn 和 锌Zn 处在标准范围内或高于被认为是最
佳的范围 表 2

在这些情况下 Fe的输入 即使是以螯合物的
形式 也是无效的 因为质外体pH值可能会

碱化 导致Fe无法进入细胞内部 尤其是叶绿
体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施以含铁剂 包括
螯合制剂 是没有用的 相反 如果及时的使
用稀释的酸化物质 例如 0.8-1% 的柠檬酸
进行治疗 则十分有效 这样就转移了质外体
的pH值趋向于更高的酸性值 进而使叶组织
更好的吸收Fe

如果铁螯合物效率低下

表 1

4

表 2 - 叶面诊断（s.s. = 干物质）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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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土壤活动引起的变色

涉及土壤平整和/或土壤表面的种植

前干预 特别是如果它们也影响深层

土质 可能会导致植物未来的萎黄现

象 图 8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土壤位移大而

深 且没有留出表面肥沃层 随后的

原位搬迁时 因为它暴露在通常惰

性 不太肥沃且微生物贫乏的地表深

层土壤中 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

使之成为合适的农业用地

表 8 -  部分葡萄园因在不留出土壤表层的

情况下，消除颠簸和原位搬迁而导致铁

黄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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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酒是典型的意大利文化 它源自拉
丁语“aperire” 意思是打开 因为它代表
了一种仪式 人们在此相伴 挑选一些零食来
开胃 为下一顿饭做好准备 这种情况下 有
时啜饮一杯葡萄酒 有时啜饮一杯鸡尾酒 然
而 有时 葡萄酒和鸡尾酒的世界会相遇 也
就是许多以葡萄酒为基础的鸡
尾酒 而且现在已然越来越普
遍 这要归功于来自世界各地
的调酒师发挥的创造力

最纯粹的葡萄酒爱好者一想到
将 他 们 最 喜 欢 的 饮 料 与 其 他
的“异物”混合在一起就会嗤
之以鼻 因为对他们来说 葡萄酒应该单饮
不能够添加任何改变其感官特征的东西 对于
这些更正统的葡萄酒爱好者来说 在酒杯中添

加任何其他成分都有可能掩盖其风味 从而“
贬低”其特征 尽管受到一些葡萄酒爱好者的
怀疑和反对 但近年来以葡萄酒为基础的鸡尾
酒却越来越受欢迎
2012年在Vini ta ly上 作为瓦尔波丽切拉
Valpolicella葡萄酒的领导者之一的Masi公司

推出了一款名为“Reciojito”的产品 基于雷
切托Recioto的莫吉托 这是威尼托的典型甜
酒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Wine-based cocktails, between fashion and tradition

鸡尾酒和葡萄酒：
注定要被谈论的组合

但以葡萄酒为基础的鸡尾酒并
不是近几年的新鲜事，还有一
些非常有名且受喜爱的酒款

李威 
LIVIO DI SALVATORE

意酒频道主持人

LIFESTYLE

生活方式

鸡尾酒和葡萄酒：
注定要被谈论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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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酒保通过将葡萄酒与其他成分
混合 来创造全新的葡萄酒世界 在实验 挑
战与产区区域之间徘徊 例如 酒保亚历山德
罗·皮坦蒂 Alessandro Pitanti 的托斯卡
纳酸酒是纽约酸酒的衍生款 即由托斯卡纳伏
特加 柠檬汁 糖 蛋清和桑娇维塞酒调制而
成

但以葡萄酒为基础的鸡尾酒并不是近几年的新
鲜事 还有一些非常有名且深受喜爱的 从西
班牙瓦伦西亚的Sangria和l’Agua 到法国
的Kir 再到美国备受喜爱的Mimosa和香槟鸡
尾酒

意大利也不例外 拥有众多以葡萄酒为基础
的鸡尾酒 有些甚至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
这里首先让大家想到的 也是全世界鸡尾酒酒

吧的新星 Spritz 一种由普罗塞克 苦酒
苏打水和一片橙子之间的简单但又不可抗拒
的融合 Spritz诞生于威尼斯 在1800年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 他们喜欢将当地
的白葡萄酒与Spruzzo水混合 正是来自德国
的“Spritzen” 来淡化它 与威尼斯人不
同 奥地利人不习惯葡萄酒的酒精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饮料也最终受到
了城市居民的热捧 无论他们如何个性化
都具有独特的魅力 自豪的威尼斯人在鸡尾
酒中加入苦味酒 将威尼斯风格的鸡尾酒染
成红色 但是相反的 奥地利人的鸡尾酒颜

色是蓝色的 同样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威尼
斯 传奇的朱塞佩·奇普里亚尼 Giuseppe 
Cipriani 发明了其他经典的鸡尾酒 Bellini品
类的鸡尾酒 Rossini罗西尼 Puccini普契尼
和Tintoretto丁托列托

Harry's Bar出色的酒保调制了普罗塞克和新鲜
桃泥的简单混合 这种粉红色使他想起了威尼
斯画家贝里尼15世纪画作中的圣人长袍 同
样 草莓 柑橘和石榴汁也激发了创作者将鸡
尾酒分别献给艺术家罗西尼 普契尼和丁托列
托的灵感
不仅是威尼斯 米兰也是以葡萄酒为原料的鸡

LIFESTYLE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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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普罗塞克、苦
酒、苏打水和一片橙子

之间的简单但又不可
抗拒的融合，Spritz在

1800年诞生于威尼斯

尾酒之乡 以Negroni Sbagliato为例子 它
由米尔科·斯托克托 Mirko Stocchetto 于
1972年在米兰的Bar Basso创作出来

米兰调酒师将经典的Negroni鸡尾酒的杜松子
酒换成了原味的起泡酒 调制出比原版更淡的
鸡尾酒

尽管葡萄酒的混合会掩盖了它的特征 但也不
乏持相反意见的人 因为有些鸡尾酒可以增强
某些有时可能被遗忘或被忽略的方面

例如 共和国著名酒评家安德里亚·格里尼亚
菲尼 Andrea Grignaf ni 宣称 “葡萄酒
获得了一种成分维度 恢复了它曾经具有的
解渴功能 例如在农村 当工农使用所谓的半
酒时 是非常清淡的葡萄酒 通常是兰布鲁
斯科 用冷水或大量冰来稀释 有时还加入柠

檬 对我来说 他们不是对葡萄酒文化的不
敬 而是对根源的记忆” 即使是2017年度金
巴利酒保亚历山德罗·皮坦蒂 Alessandro 
Pitanti  也着眼于葡萄酒的根源和历史 回忆
起“希波克拉底葡萄酒 vini Ippocratici
那些被称为罗马鞣制葡萄酒 它们用草药处理
过 因此属于chinati和苦艾酒一类的酒 从
而使它们具有更令人愉悦和便于保存的双重功
能 ”
通过这些方式 该酒重新戴上了乡村饮品的称
号 或者弥补了由于当时酿酒技术缺乏而导致
的劣质品质

葡萄酒鸡尾酒是意大利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一般的想象中 意大利人一边在我们国
家的壮丽景色前啜饮着Spritz 一边放松和享
受着生活 谁知道葡萄酒还有多少其他宏伟的
方式来组合和创新 并让我们惊叹

LIFESTYLE

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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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LAW

欧洲议会将新欧洲法规 EU Reg. No. 
848/2018 的适用日期推迟一年 该法规将
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并将重新定义整个生
产和监管框架下有机产品 包括葡萄酒 然
而 谈到有机葡萄酒 一个前提是必要的 在
意大利 欧盟的第一个法规于2012年生效
从那时起 它规定葡萄酒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由有机葡萄生产 但也需要根据精确的指导方
法酿造
在该法规生效之前 意大利没有关于有机酿酒
的任何立法

关于农作物 有机葡萄酒必须来自根据有机农
业原则种植的葡萄 这种农业原则只使用有机
肥料 避免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 通过土壤的
自然肥力和天然杀虫剂 并且不使用化学产品
来抵御虫害 正如之前讲到的那样 有机葡
萄酒不仅来自根据有机农业原则种植水果的加
工 而且必须以尽可能最可控的方式生产 目
的是大幅减少潜在有毒物质和添加剂的存在

在用物理方法不可能完全消除二氧化硫的情况
下 仅举一些例子 在酿酒过程中允许添加一
些成分 但这些允许添加的成分来源必须是天
然的 或者是被推荐的有机的成分

在酿造有机葡萄酒过程中的添加剂 主要是亚
硫酸盐 且明显低于传统生产 亚硫酸盐用于
抗氧化和抗腐败作用 但它们是致敏物质 法
律明确规定了准确的摄入量限制 摄入过多意
味着有患偏头痛的风险 然而 在这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对亚硫酸盐的限制非常严
格 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低 欧洲部分国家的
亚硫酸盐限制是意大利的两倍
在使用的亚硫酸盐这个问题上 预计将于
2022年1月1日生效的新欧洲法规不仅会明确
此项标准 而且个别成员国也将采取措施来适
应意大利标准

意大利也是欧洲第一个生产有机葡萄酒的国
家 在法国和西班牙之前 同样具有悠久的酿
酒传统 而有机葡萄园面积最大的地区则是意
大利的西西里岛 普利亚和托斯卡纳

现在进入新的欧洲法规 EU Reg. No. 
848/2018 的细节内容 其中关于授权用于
葡萄园种植的肥料 这些肥料必须全部带有
CE标志 即使是国家级授权的肥料也必须遵
守同样的准入标准 尽管大多数部门组织表示
强烈怀疑 但另一个
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食品加工厂进行清洁和消
毒的物质清单的允许准入标准 考虑到有机部
门涉及的各种植物和生产技术的健康和安全需
求难以协调这一问题 所以此目标的实现还是
充满了挑战 另一方面 更具体地说 对控
制系统而言 已经有一项法规正在公开征求意
见 针对的是在遵守详细的有机生产规则中的
协调管理和存储记录 这些记录可能与可追溯
性 内部质量控制和评估相关

最后 还设想了进一步的协调干预内容 即涉
及负责控制的机构和当局在发现不合规情况
下必须进行的调查活动 特别是在分析评估之
后 目前没有自动取消认证的措施 例如意大
利部长法令DM 309/2011 或启动调查的分
析参考限制 除了这项将于2022年1月1日生
效的新欧洲法规 EU Reg. N  848/2018
外 还应该强调的是 意大利葡萄酒也越来越
关注可持续性发展 其中重要的消息是 事实
上 意大利将成为欧洲第一个采用可持续公共
标准的国家 该标准将推动所谓的“纯净”葡
萄酒的认证 也可以通过识别标签上的标志来
确认其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
这是在农业部最近签署的关于成立葡萄酒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的法令 具体的相关内容我们稍
后会详细探讨

什么是有机葡萄酒
Here is what lies behind the Organic label 
and the new European Regulation that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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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葡萄酒酒标细则是什么以及新欧洲法规将于 2022 年1月1日生效

葡萄酒法规

61



无论是精致的白葡萄酒 天鹅绒般的红
葡萄酒还是闪闪发光的起泡酒 众神的蜜酿一
直是卓越的诱惑 在 Ars Amatoria 中Ovid
写道 “葡萄酒让心灵做好准备 让它们更容
易为激情做好准备”
 
我们试图问自己为什么 我们
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理
由
 
葡萄酒可以减少压抑 让我们
更放松 一口一口地喝下去
它 会 增 加 信 心 并 缓 解 亲 密 关
系 它缓慢而渐进的效果类似
于诱惑 更多的是对大脑而不
是身体
好像这还不够 它的化学成分 首先是白藜芦
醇 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对情绪和激情有有
益的影响 此外 葡萄酒可以点燃我们的感

官 首先是嗅觉 它比任何事物都知道如何给
我们敬畏 承诺和呼唤
从玻璃杯中释放出的醉人香气 给葡萄酒带来
了不容置疑的嗅觉感官暗示 显然地复制了人
类信息素的功能 就好比具有“吸引力”的化
学反应

他们的逐渐揭幕就像一场极具诱惑的舞蹈 代
表着等待的乐趣 要更强烈地“感受” 前提
就是要知道如何等待

艾蕾娜·迪·巴克
ELENA DI BACCO

记者

美酒与诱惑：古老的纽带
The nectar from heaven activates the pheromones and gives 
feelings of symbiosis like a hug

聆听对葡萄酒的描述会让人想
起求爱的动力，因为承诺、呼
唤并期待品尝

LOVE&WINE

葡萄酒 & 爱

美酒与诱惑：古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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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体验的前奏 一口一口地演变
与食物完美搭配 葡萄酒可以给人一种类似
于拥抱或亲吻的共生感和完整感 它是最适
合情侣精致晚餐的饮品 这绝非巧合
听觉不容怀疑 聆听对葡萄酒的描述会让人
想起求爱的动力 因为承诺 呼唤并期待品
尝
无论是清新的白酒 还是馥郁的红酒 它的
质地都被称为“身体”
那由细长的“腿”和圆润完美的杯子组成的
酒杯又有什么说法呢 传说它是以路易十五
的情人蓬皮杜夫人的乳房为蓝本而制作而成
的
总之 即使是视觉和触觉 葡萄酒也是激
情 呼唤 诱人的写照

其实还有更多 葡萄酒永远都在讲述着它的
故事
它是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被诗人 哲学家

艺术家所推崇的神圣饮品 是宴会是“神明甘
露”的主角 也是我们宗教传统的神圣象征
简而言之 在我们的想象中 它包含了纯洁与
罪恶 爱与激情 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
它是爱的伴侣也是爱的所有表现形式
 
科学证明并非巧合 喝葡萄酒的人更有吸引
力  罗马路易斯大学对1,200名女性进行的一
项研究 结果表明 在意大利 不喝酒的男人
会很不风趣 (30%) 甚至无聊 (25%) 而有48%
的情侣 选择共进晚餐时喝葡萄酒而不是其他
饮料

除此之外 葡萄酒还具有解除抑制的作用 这
一方面也绝对是激情的一种引擎
罗伯托·西普雷索 Roberto Cipresso
和乔瓦尼·内格里 Giovanni Negri 是

LOVE&WINE

葡萄酒 & 爱

Vineide 的作者 这是一篇关于葡萄酒在
我们文化中具有令人回味的独特力量的文章
书中写道

“葡萄酒眨眼 挑逗 挑衅……微笑 移动
发现和追逐  但同时也很情欲 难以捉摸…… 
凄美而朦胧

根据定义和性质 葡萄酒就像啤酒 大麦 洋
甘菊一样诱人 至于诱惑 威士忌或鸡尾酒的
效果就像香草茶或祖母的凉茶一样 你只需
要明白为什么......酒精让你沉醉 它从不引诱
你 但酒不醉人 人自醉 它让你想要拥有
它 陪伴着你一起...... 被包裹在那个透明的高
脚杯中 隐藏在让你着迷的背后 它一点一点
地允许自己 将自己留在空气和光线中......让
所有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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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U M M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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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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IGT Rosso della Bergamasca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Merlot 55% 美乐, Cabernet
 赤霞珠45% 
酒精度: 15%

Uroboro

Azienda Agricola
VALBA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4.5%

Barbera D'alba DOC 
Terre Sabaude Borbonica

PRODUTTORI DI GOVONE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3
品种: Nebbiolo 内比奥罗
酒精度: 15%

Barolo DO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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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lot

TENUTE REJNAPRODUTTORI DI GOV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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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90% Sangiovese桑娇维塞, 10% 
Canaiolo 卡纳奥罗, Mammolo 玛摩
洛, Ciliegiolo绮丽叶骄罗
酒精度: 14%

Vino Nobile di 
Montepulciano DOCG

Cantina
CHIACCHIERA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Trasimeno Gamay佳美特拉
西梅诺
酒精度: 15%

Divina Villa
Riserva

DUCA DELLA CORGNA
Cantina del TRASIMENO

等级: IGT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蒂沃
酒精度: 15%

Primitivo

ROSARU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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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ottov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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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DOCG Colline Teramane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4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Maestrale

TORRI CANTINE

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3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4,5%

Maximo

MARCHESE LUCÀ DAZIO

等级: IGP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 
年份: 2013
品种: Nero di Troia 黑托雅
酒精度: 15%

Annibale

等级: DOC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Nebbiolo 内比奥罗
酒精度: 12%

Langhe DOC
Rosato

BOSIO FAMILY ESTATES CANTINA DIOM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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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Dolcetto 多塞托
酒精度: 14,5%

Diano d’Alba
Superiore DOCG

ABRIGO FRATELLI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Nebbiolo 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5%

Barolo DOCG 2016

VIANO MICHELE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Nebbiolo 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5%

Barbaresco DOCG 
2016

VIANO MICHELE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Nebbiolo 内比奥罗
酒精度: 14,5%

Barolo Ravera 
DOCG

ABRIGO FRA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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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等级:  IGT Rosso della Bergamasca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
酒精度: 14%

Alessandro

Azienda Agricola 
VALBA

等级: IGT Terre di Chieti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
酒精度: 14%

Cabernet Sauvignon 

TENUTE REJNA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酒精度: 14%

Vino Nobile di 
Montepulciano 
Mahti Sele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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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ggiarellino Brunello 
di Montalcino 2016

Azienda Agraria 
POGGIARELLINOCANTINA CHIACCH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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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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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Pavo

TORRI CANTINE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erlot 美乐 ,  Nero d'Avola 
黑达沃拉
酒精度: 13%

Il Sikano Rosso

TERRESIKANE

等级: IGP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Nero di Troia黑特洛伊
酒精度: 13,5%

Canace

CANTINA DIOMEDE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Nero d'Avola 黑达沃拉
酒精度: 14%

Frasciano
Nero d'Avola

TERRESI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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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9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酒精度: 12%

Cirice

MARCHESE LUCÀ DAZIO

等级: IGT
颜色: 桃红葡萄酒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Trasimeno Gamay佳美特
拉西梅诺
酒精度: 13,5%

Martavello

DUCA DELLA CORGNA
Cantina del TRASIMENO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90% Sangiovese 桑娇维塞,  10% 
Canaiolo 卡纳奥罗, Mammolo 玛摩
洛, Ciliegiolo绮丽叶骄罗
酒精度: 13,5%

Rosso di 
Montepulciano 
Chiacchi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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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Lunis

TORRI CANTINECANTINA CHIACCHIERA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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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totitolo inglese

经典基安蒂中的安蒂诺里酒庄:
美、艺术、对环境的尊重及作用

经典基安蒂中的安蒂诺里酒庄:
美、艺术、对环境的尊重及作用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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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今年Wine Channel将再次把精美的意
大利葡萄酒带到中国 向中国葡萄酒爱好者介
绍 它将在中国最重要的交易会之一Interwine
中做到这一点

Wine Channel是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桥梁
其专业工作人员专门邀请意大利酒庄来华 并
支持他们进行媒体交流
这要归功于意酒频道 它是Wine Channel的
中国面孔 拥有意大利和中国的共同结构和员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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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行业博览会是发现和品尝新的葡萄酒的最

佳方法 这还得益于高度专业的工作人员 他
们将随时为您解答所有的好奇心
意大利小酒馆 Enoteca Italia 将带您前往
意大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的几个 从托
斯卡纳的浪漫丘陵到威尼托迷人的葡萄园 再
到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大区 普利亚大区的葡
萄酒越来越多地吸引到葡萄酒爱好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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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teca Italia is the new tasting area for the Italian wines 

意酒频道携33家意大利精品
酒庄亮相7月28-30日第26届
Interwine

意大利小酒馆
（Enoteca Italia）将
带您前往意大利最重
要的几个葡萄酒产区

意酒频道携33家意大利精品
酒庄亮相7月28-30日第26届
Inter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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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参加大师班的酒款平均品质不错 也有产区代表性酒款 最受欢迎
的有全境大师班的primitivo (大家反应风格较其他primitivo更优雅

amante (成熟甜美风格还是多受国人喜欢 taurasi 圈内懂酒人士
青睐 还有阿布鲁佐大师班的陶罐酒 prope, spelt, marina cvetic, 

cagiolo几款更受欢迎
现场观众十分热情 对葡萄酒十分感兴趣 对有专业讲师引导的大师班和
内容也很有兴趣 意大利葡萄酒教育市场逐步扩展 尤其是现在权威教育

课程如wset缺席的情况下
主办方也非常棒 井然有序组织很好 “

Sabin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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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2021年7月28日-30日第26届中国广州名酒展
展览会正式举行 葡萄酒 白酒 中国烈酒
啤酒等实力不俗的酒企纷纷参与 超过500个
酒企和2000个酒类品牌集结一堂 共襄盛事

对前来展会的葡萄酒迷来说 这里就是葡萄酒
的天堂
"ENOTECA ITALIA"意大利小酒馆是意酒频道
在今年新推出的葡萄酒集结地 在专家团队的
指导下 可以了解和品尝到来自意大利不同地
区的葡萄酒 从托斯卡纳的浪漫丘陵到威尼托
迷人的葡萄园 再到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佐产
区 还有广受消费者喜爱的南部普利亚大区

在这里 葡萄酒爱好者可以品尝到意大利由南
至北各产区的佳酿 专业工作人员听到最高频
率的一句话就是 这款有惊喜噢

从红色水果 优雅花香 到单宁平衡 大骨
架 可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广泛需求 来品尝
葡萄酒的爱好者基本上都能找到可以感兴趣的
款式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中 可以感受的最多
的是意大利酒带给他们的惊喜 意大利酒仍需
被挖掘的独特魅力和巨大潜力

在展会活动期间 意大利葡萄酒专业媒体平
台“WineChannel意酒频道”于7月28日-29

日在广交会展馆B区11.2馆举行了2场意大利葡
萄酒大师班

邀请葡萄酒大师候选人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
教育基金会认证四级品酒师 意大利葡萄酒
大使&官方认证讲师 意大利葡萄酒学者杨平

Sabina Yang 带领现场观众一同感悟阿
布鲁佐大区的魅力所在 品鉴产区特色酒款
感受意大利葡萄酒多样性的精彩纷呈

最后 "ENOTECA ITALIA "意大利小酒馆携全体
工作人员恭喜第26届Interwine中国(广州)国际
名酒展圆满成功

Interwine精彩回顾
相约ENOTECA ITALIA意大利小酒馆｜精彩意酒大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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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now and taste Italian wines and get in touch
with Italian wineries 

Interwine 和意大利
Wine Channel 强强联手，
将意大利葡萄酒带到中国

在Wine Channel和Interwine合作带来的“意大利小酒

馆”特色展团上 赵凤仪MW表示Interwine是一个很大

型 非常棒的展会 她特别开心能在展会现场看到这么多

的意大利葡萄酒 反映了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快速

发展 同时她在意大利小酒馆展团上找到一些很有特色的

酒款 使用传统工艺 体现现代风格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葡萄酒活动

赵凤仪MW ▪ Fongyee Walker MW 

Interwine 和意大利 
Wine Channel 强强联手，
将意大利葡萄酒带到中国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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