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与欧洲的新协议
到“一带一路”,
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前途越来越光明

Gianpaolo Bruno, director of Ice Beijing,: "This year's data reveals 
that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growing rapidly"

意 大利葡萄酒重要的一年即将结束《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le indicazioni geografiche 

Cina-UE) 正式生效。中国和欧盟各有100个地理标

志成功列入首批中欧互认互保清单，意大利的参考

产品比例最大，有26个入选产品，占第一批欧盟参

考产品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葡萄酒类别就占据

了很大一部分，反映了意大利葡萄酒的卓越品质。

正 如 北 京 I C E 总 协 调 官 吉 安 波 洛 · 布 鲁 诺

（Gianpaolo Bruno）所说：“所有种类的商品都

可以受益于伟大的“一带一路”项目，当然葡萄酒

也不例外。今年的数据还显示，意大利和中国之间

的双边贸易正在迅速增长。意大利葡萄酒也能满足

所有中国人的味蕾。随着对意大利葡萄酒的深入了

解，中国消费者了解了意大利葡萄酒的丰富性和特

殊性，并开始欣赏意大利葡萄酒的美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传播意大利葡萄酒

的知识，同时推广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如好客、艺

术和文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今年试图用这本杂志做的事情，每一期

都想向您介绍我们的意大利。 继起泡酒、桃红葡萄

酒和白葡萄酒之后，这一次我们将谈论伟大的红葡

萄酒，从北到南穿越意大利地区的“虚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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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of wine Italy

Fongyee Walker
Master of wine China

FACE to FACE
中国与意大利葡萄酒大师对话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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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访  INTERVIEW

你什么时候成为葡萄酒
大师的？
G：2021年2月26日
F：不久前我成为了葡萄酒大师，我想是5年
前，我终于通过了葡萄酒大师的测试。所以，
时间过得很快，大约5年前，估计是2016年。

你的热情是从哪里诞生
的？
G：哦，我从小就喜欢葡萄酒，因为我的祖父
在我出生的地方蒙塔尔奇诺有一个小葡萄园，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成长了半生在一个一切都是
酒的环境中，因此会培养这种好奇心以深入了
解它，这就是激情。

F：我一点也不像加布里埃莱，他出生在这个
酿酒世家，伴随着葡萄酒长大，实际上我直到
很晚才开始认真对待葡萄酒。在剑桥攻读博
士学位时，被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老公说服
盲品，我有点入迷了，因为我有点怪癖，我
喜欢研究东西，葡萄酒是很有趣的，每个人都
对我很居高临下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
决定，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所以我要成为葡
萄酒大师！

你们都是你们国家的第

一个大师，这个成就让
你有什么感觉？

G：我真的很自豪，因为我想传播意大利风
格，这不仅与我个人有关，而且是我发表明后
意大利可以做的事情，比如一个很大的进步。
意大利在国际葡萄酒世界中可以更加权威 所
以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从我遇到的大多数人生
产者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真的很高兴，但他
们也想通过我得到想要的所有能量，所以他们
的做法对我来说非常好。

F：嗯，对我来说，这与加布里埃尔的感觉
略有不同，因为我们实际上有过了一次讨论，
“我是中国人吗？ 我不是吗？” 我来自一个
非常国际化的背景，我没有中国护照，但我妈
妈是中国人，所以我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
是第一个住在中国的葡萄酒大师。这对我来说
意义重大，我不是中国国籍，但作为第一个
生活在中国的大师感觉很好，我只是觉得我可
以帮助中国！我可以帮助我所有的学生，帮助
我周围的每个人更多地了解全球葡萄酒世界，
而这正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尤其是5年前。事
实上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相当谦卑。我
曾经开过一个玩笑，我说“现在我真的有十
亿了！”。

这条路上最困难的步骤
是什么？

G：总的来说都非常困难，尤其是当你的第一
语言不是英语时。我的意思是不仅语言本身就
是一个问题，而且如果你受过教育，教育也是
如此，嗯，正如我一样，所以我想说非常地中
海，在尝试开始策划时，你会发现自己陷入困
境，因为这完全是关于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这
些技能是我在我学生期间发展的技能，所以我
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当然品尝是另一个艰难的
步骤，你需要努力但同时很有趣。
F：对我来说，在MW中最困难的一步是我曾
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来写我的研究论文。我很杂
乱，很懒惰，我喜欢考试。
我很奇怪，我知道我很奇怪，但实际上我很喜
欢摇摆不定和做考试，对我来说有点像我不太
担心他们。
我对事情很淡定。研究论文很糟糕，因为这意
味着你必须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不能和任何人
交谈，做所有这些图表并写下事情，而我在
这方面非常糟糕。我宁愿找个借口出去喝杯
咖啡，也不愿写试卷、研究论文。我真的很尴
尬地说这个，我确实花了3年时间来写研究论
文。不要像我一样！要有组织！并做出承诺！

那么您会给葡萄酒大师
和葡萄酒爱好者什么建
议呢？
G：对于MW学生和想成为大师的人，我会
说要保持好奇心并为自己努力而不是首先通过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赵凤仪MW(下文简称F)和戈雷利MW

(下文简称G)的分屏采访

中国与意大利的葡萄酒大师

INTERVIEW

瓦伦蒂娜 VALENTINA TENAGLIA
WINECHANNEL 意酒频道 CEO

李威 
LIVIO DI SALVATORE
意酒频道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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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因为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确保
你分享很多，听很多，因为不仅渴求葡萄酒而
是渴求知识以及人们为什么做事情的原因，这
很重要。对于葡萄酒爱好者，我认为这个类别
就像是一个降级版的学生，所以建议并没有什
么不同，葡萄酒爱好者的好处是他们可以真正
享受葡萄酒，而不是害怕准备考试，所以他们
应该品尝很多东西，他们也应该要保持足够的
好奇心，永远不要有偏见。
F：我的建议是探索！我认为尽情享受吧！不
要把它当成 “哦，我必须成为一名葡萄酒大
师，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要意识
到任何通往知识的旅程都会让你的生活更美
好。生活在知识的光明中总比生活在无知的黑
暗中要好。所以，我鼓励人们去享受旅程，把
你能从中得到的每一点享受都拿走，当然有压
力，当然很难，但最终，即使你没有通过，你
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开阔了你
的思维，探索了更多，我的意思是，对我来
说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你知道吗？ 我们必须
探索一切。

你去过中国吗？
你去过意大利吗？
G：还没有。
F：当然了！我的上帝！我非常爱意大利，我
也很想去。

你能用一个词来定义你
认为意大利葡萄酒最大
的优势吗，一个词！
G：风格！通过风格才可以扩展它，因为这些
葡萄酒背后是意大利人，所以不仅是葡萄酒本
身，还有酿造它的人，也就是喝它的人。总体
而言，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每天过的生
活，这就是我们的葡萄酒能够在市场上广泛传

播的原因。
F：我会选择一个奇怪的词，我会说态度。为
什么我说态度？因为我认为意大利葡萄酒真的
很有态度。为什么呢？意大利葡萄酒如此多样
多面，但它们都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为什么
说热爱生活？因为当你想到这么多意大利葡萄
酒时，因为都是为了与朋友、食物、场合、享
受甜蜜生活而准备的。当你想到意大利葡萄酒
时，都会谈到意大利人对生活的态度。

你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有
什么共同点？
G：我认为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共同点：吸引
性、多样性、复杂性。因为有千年的传统和
历史，所以我认为有很多很好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而且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品，因此需要
在这些国家地区进行更多调查。所以我认为
中国和意大利是有史以来最深刻、最有趣的
国家之一。

F：首先，非常强悍的奶奶们！我认为意大利
祖母和中国奶奶有很多共同点！我认为家庭意
识，社区意识以及通过食物表达爱。关心某人
就是与他们分享食物，分享以及如何将人们
聚在一起吃东西并让人们建立关系。如果你切
开面包，与某人分享米饭或一碗面条，你在心
里已经创造了一些东西了。而且我认为还有很
多，我认为还包括历史，你可能认为这些是一
个国家的方式，你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你认
为意大利是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当你深入研
究时，他们在许多地区是如此不同，到处都有
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词汇，自己的食物类型。

你能推荐中国菜和
意大利葡萄酒的
搭配吗？

名家专访  INTERVIEW

我真的很自豪，
因为我想传播意大利
风格，并使意大利在
国际葡萄酒世界中可

以更加权威

Master of Wine 
Italy

Gabriele Gorelli 赵凤仪MW和戈雷利MW的分屏采访 ,

中国与意大利的葡萄酒大师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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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好吧，我必须非常注意我说的话，正如你
所知，我从未去过中国，但和我同是葡萄酒
大师的中国朋友交谈过之后，他们总是说中
国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他们不会像
我们期望的饮用葡萄酒，所以并不是在寻找
菜肴与酒的最终平衡，更多的是关于他们最喜
欢什么，如果他们喜欢辣味，他们会用很辣
的酒和很辣的菜搭配，所以对我来说，讲述意
大利菜搭配一瓶意大利葡萄酒更有意义。考
虑到我们是九月初，这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我想用bottarga意大利面搭配Vernaccia di 
Oristano，这是一种非常不常见的搭配，但对
于来自国外或中国的人们来说，让他们知道我
们'除了红、白葡萄酒以外，还有氧化型和强化
型的葡萄酒。

F：嗯，我同意加布里埃莱，他说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口味。最好的搭配是你最喜欢吃的中国
菜和你最喜欢喝的意大利酒。无论喜欢喝什
么，都可以搭配任何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完美
的搭配。我不认为我可以变得比这更复杂。你
知道，对于中国美食，我认为不是菜肴，我喜
欢做的事情是将葡萄酒与中国菜的风格搭配起
来。比如说川菜，非常广，非常大胆，非常复
杂，非常多层次，可以用葡萄酒来搭配，就可
以得到一种复杂的层次感更强的葡萄酒。而对
我来说，福建菜很清淡，我想要像Soave一样
透明的酒，没有太多橡木味，而且非常简单，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与食物相配。所以这就是我
想要的那种东西。然后山西面条当然要配上所
有的意大利酒！

你希望葡萄酒世界在未
来变成什么样？
G：嗯，我知道他们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
加全球化，但我希望看到国外的产品渗透进
来，未来每个国家都可以互相影响。所以作为
意大利人，我们从国外买的葡萄酒不多，我认
为这应该改变。
中国真的是一个黄金国，因为他们需要进口很
多，即使他们现在生产一些葡萄酒，但他们的

名家专访  INTERVIEW

我没出生在这个酿酒世
家，伴随着葡萄酒长
大。我有点入迷了，因
为我有点怪癖，我喜欢
研究东西，葡萄酒是很
有趣的 

酒单上仍然有很多外国国家，我觉得这是葡萄
酒走向全球的真正精髓，包容并通过拥有多样
葡萄酒来表达他们的好奇心，在他们的国家能
享受美酒。当然我也想要葡萄酒能在各种意义
上，从一个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变得越来越可
持续性，我认为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几年中采取
的方向是很有希望的。

F：我觉得我理想的与加布里埃莱所说的相
似。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开放性、更多的国际交
流，对世界各地消费者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对
世界各地的葡萄酒以及人们喜欢的事物有好奇
心。我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那你呢？ 你未来的计
划是什么？
G：嗯，如你所知，我被我的意愿嘉奖了，我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过去几个月我有机会做很
多事情，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文化之间和国家之
间的桥梁，以及葡萄酒的风格之间。
对我来说，这真的很好，尝试帮助意大利作为
生产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新的知名度，这真
的很棒。不仅适用于优质葡萄酒，甚至适用于
质量普通或其它的葡萄酒，我想说的是从体积
数量上，可以很好地出售它们，在全世界范
围内。这几周有很多项目正在成型，不过目前
我还不能说，但我是大使，不是吗？ 我想被
视为意大利的大使，而不仅仅是意大利葡萄
酒的大使。
F：啊!我想不出明天的计划，更别说未来
了。我有金鱼般的短期生存能力！我希望的，
我真正拥有的…我已经看到我的梦想几乎成
真，我真正喜欢的是看到我的学生和中国人深
入研究葡萄酒，了解葡萄酒，让葡萄酒成为
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拥有一种比以前更丰
富、更充实、更有趣的生活方式。因为中国经
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和贫困，现在看到人们发
现令人惊叹的美食和美酒真是太棒了。
可以举个例子吗？昨天我们做了一个月饼和葡
萄酒搭配课，我们拿了六种不同口味的月饼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酒Master of Wine 
China

Fongyee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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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种不同口味的酒 我们把它们搭配在一起，
我们谈论着不同的葡萄酒和不同的月饼。而那
正是将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让你的生活更有
趣、更充实，更丰富的一种有趣的表现。而且
一切正在发生！所以我想我已经有了我对未来
的梦想。

这一次你被邀请参加中
国的官方活动，你会带
哪一款葡萄酒来参加这
次活动？
G：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在这种
情况下应该具有破坏性。我可以说中国市场可
能有很熟悉的国际葡萄品种，他们非常喜欢黑
比诺、勃艮第，过去十年也逐渐开始喜欢波尔
多。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做这种比较，所以我不
会带来这些品种的葡萄酒，而应来自意大利，
那些我认为我们最好的本地原生葡萄品种。
我的意思是我想我会选择意大利美酒的三大王
者，比如布鲁内罗、巴罗洛和阿玛罗尼。

F：Sangue di Giuda dell'Oltrepò Pavese！
这是一个很难说的名字。很不错，因为这是一
款略带起泡的甜红葡萄酒，我对他们说：“我
选择这款酒不是为了搭配月饼的口味，而是选
择这款酒来搭配场合。”当你在中国中秋节相
聚时，在一张大桌子上与家人分享，与朋友分
享，我选择这种酒是为了一个场合，而不是真
正的味道。
因为这时一种微泡酒，甜的，红色的葡萄酒，
是中国人都想要的颜色，那种深紫红色。它有
一点气泡，可以帮助你消化你要吃的所有食
物。它很甜，所以如果与一些辛辣的食物或

对于MW学生和想成为
大师的人，我会说要保
持好奇心并为自己努力
而不是首先通过考试，
所以他们应该品尝很多
东西，他们也应该要保
持足够的好奇心，永远
不要有偏见

名家专访  INTERVIEW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一些咸的食物，它会非常合适。而且酒精度数
低！所以，你可以干杯干杯再干杯，不会有
人醉倒。对于中国的活动，没有比这更完美
的了！

你最喜欢哪一道菜？
G：我最喜欢的意大利菜，难啊，要看季节，
但总归是意大利面，不管酱汁如何，都是我的
最爱。
F：我非常喜欢新疆菜。

想 象 一 下 意 大 利 葡 萄
酒，那么哪种葡萄酒最
适合你
G：我认为对我来说真的很完美的类别，首先
具有最高的可饮用能力，然后是可以给你带来
愉悦的葡萄酒，不会太多、太大、太浓烈，而
且很好喝，对其他不从事葡萄酒行业的人也非
常包容的葡萄酒。
F：优雅、清新的白葡萄酒。

假如明天你可以出发，
你想去哪里？
G：为什么不呢，我喜欢探索亚洲。我非常的
了解日本，但实际上从未去过中国，所以那会
很有趣。我会选中国。宁夏！ 参观宁夏的一些
中国酒庄城堡对我来说会很有趣。
F：伦敦，因为在那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葡萄酒！

赵凤仪MW(下文简称F)和戈雷利MW

(下文简称G)的分屏采访

中国与意大利的葡萄酒大师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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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劲复苏的市场背景下，产量但质量很
好，有些质量十分上乘。2021年全国葡萄酒
产量下降至4450万百升，比2020年的4900万
百升下降了9%（Agea数字和平均值在最低
4370至最高4530万百升之间波动），其中尽
管由于气候异常而导致产量收缩，但并没有
影响意大利今年的产量记录，西班牙的产量在
4000万百升左右，而法国则因特别不利的气
候而受到严重减产。

根据意大利酿酒师协会（Assoenologi）、农
业食品市场服务研究所（Ismea）和意大利葡

萄酒联盟（Unione Italiana vini）的收成预
测，意大利葡萄园不仅在收获的时间准时到
达，而且收获的葡萄均处于良好状态，相较于
国内市场外国市场的需求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
(2,70亿欧元和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增长11%)，
主要是收到Horeca重新开放和旅游业复苏的
推动。

因此，意大利仍然是世界领先者，西班牙今年
很可能会超过法国位居第二。预期质量处于良
好水平，处于卓越的峰值状态。
这是由意大利葡萄酒联盟主席埃内斯托·

阿博纳（Ernesto Abbona）、意大利酿酒
师协会Assoenologi总裁里卡多·科塔雷拉
（Riccardo Cotarella）和农业食品市场服
务研究所（Ismea）农村发展服务部经理法比
奥·德尔·布拉沃（Fabio Del Bravo）根据
最新的数据做出的评论。

尽管气候不断变化，酒的消费量增加呈现多样
性。今年的关键词肯定是可持续性和复苏，由
于气候风暴导致产量下降，从寒冷的春天，以
4月的三场霜冻为特征一直到到炎热的夏天，
一直伴随着40摄氏度的高温。农业方面受到了
重创。

从气候的角度来看，我们倾向于定义为“奇异
天气”的东西开始逐渐成为常态，而不是例
外。因此需要处理它们的规律性，而不是总将
它们解释为紧急情况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葡萄园的适应性告诉我们，
尽管如此，从质量的角度来看，收获的葡萄和
即将成熟的葡萄都处于良好的水平，达到了卓
越的巅峰。
这些或许是将2021年的收成转变为跳板的理
想条件。

重新开始的收获:
意大利葡萄酒联盟、意大利酿
酒师协会与Ismea 市场预测

According to experts' forecasts, Italy’s 
vineyard is in encouraging conditions

朱利奥·索玛 Giulio Somma 意大利葡萄酒邮报主编

葡萄收获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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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是适应能力，我们正在研究所有
与生产和市场的方面，与更大的可持续性发展
相关联，同样是360度的，似乎是我们困难时期
最合适的出路. 由于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半了。

2021 年收获预测
与日益变化和不可预测的气候条件相关的问题
需要农艺师和酿酒师进行更加仔细的监测，尤
其要注意环境监管和可持续性发展，这些因素
现在也是消费者群体必须充分认识到的。
伴随着这一时期的巨大热情，每年此时都应该

正确的面对，以便更好地提升葡萄酒的未来。
并且这次生产活动正值该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时刻，因为疫情之后，Horeca的重新开放、
旅游业的复苏和跨越国界的良好交付速度都能
侧面说明其重要性。

想要对国家的不同地理区域做一个总结，我们
观察到一个相当普遍的下降，仅极少数存在例
外，但下降的强度有所不同。

威尼托大区（Veneto）保持着持平，并以1100
万百升的产量巩固了意大利产量最高的地区，
其次是普利亚大区 （Puglia）850万、艾米利

亚-罗马涅大区（Emilia Romagna） 670万和
西西里岛（Sicilia）390万。这四个地区在2021
年共计将生产约2600万百升的葡萄酒，约占意
大利葡萄酒总量的60%。
葡萄酒行业健康状况良好的证明首先是出口价
值，在五个月内达到27亿欧元的成交额
（+ 11%）。由于PDO起泡酒极大的满足了国
外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PGI葡萄酒也表现良
好，而在餐酒方面，销量却有所下降，价值增
长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此外，内部产量可能
很低的情况不容忽视，进口数据在短短五个月
内就已经超过了100万百升，比2020年同期增
长了87%。

葡萄收获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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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可以称之为复兴的收获，呈现在一个积极的背景下，
帮助我们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
2021年上半年，所有主要市场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迹象，例如美国
（价值增长18%）、加拿大（增长13%）、瑞士（增长19%）和日
本（增长2%），但我们同时也见证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劲反弹。
这些积极的数据鼓励我们会做得更多更好，也有助于我们在市场上
的转型，至少部分转型，相较于去年，由于今年的葡萄整体数量较
少，但品质上乘而导致价格上涨的可能性。

因此，在推广“意大利体系”时，有必要继续保持决心、团队精神
和“逻辑体系”，我们一直在说，“意大利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与“品牌”推广强强联手，对“品牌”推广产生积极影
响，进而对我国形象与葡萄酒旅游产生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

“气候演变需要农艺师和酿酒师越来越仔细地监测，尤其要注意保
护和环境可持续性。当试图定义一个年份时，就葡萄收获而言，有
必要区分地域和应用技术。

品质首先取决于生长气候，因此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但同时很
多也来自通过科学和知识管理葡萄园的方式，这是我们酿酒师工作
的首要职责。当这些都被精心应对以后，我们将有一个非常好的结
果，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的地区表现将极为出色。此外，再加上我
们领土的异质特征，会导致收成预测的情况非常不同，即使在邻近
地区也是如此。
但是，由于葡萄品种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加上农艺师和酿酒师的不
懈努力，如上所述，整个意大利葡萄园的葡萄质量似乎都很好，达
到了卓越品质的顶峰。

意大利葡萄酒联盟(UIV）

总裁埃内斯托·阿博纳
(Ernesto Abbona）
评论道:

意大利酿酒师协会（Assoenologi）

总裁里卡多·科塔雷拉
(Riccardo Cotarella)
评论说：

葡萄收获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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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2020年 ： Agea

2 0 2 1 年 ： 意 大 利 酿 酒 师 协

会、Ismea 和意大利葡萄酒

联盟对 2021 年的估计

葡萄收获  HEAD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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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逐渐退市，中国进口
葡萄酒迎来了新的机遇，那接下来意大利葡萄
酒要怎样把握中国的市场,迎来新的机遇？
笔者有以下的看法:

1. 迎合市场需求，高低
两端的两极化发展
有别于很多外国的市场，中国葡萄洒市场是一
个虽然庞大但两者分化非常严重的市场，就是
说低端的大众化产品与高端的名庄，两极化走
向，两者都非常重要。

1.1 低端的大众化产品
作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意大利葡萄酒
有足够的资源，以极高性价比的产品来抢占市

场。特别是国内流行的起泡酒，小甜水都是意
大利的康家本领，他无论是葡萄酒的质量品质
及价格都非常有竞争力，所以意大利的酒厂应
该把握这个机会，将大量优质性价比高的产品
引入中国。同样量产的意大利餐酒IGT, 特别是
干白葡萄酒，品质极高非常适合中国市场。

1.2 高端的名庄产品
这鉴于法国61间列级名庄及拉菲集团的成功，
意大利其实也有很多优质的葡萄酒，在以往的
推广上我们都会侧重BBC, 但是他们都是以产
区不是以酒庄，酒皇的概念推出来！

这样子令中国消费者不买账,说到底国内的消
费者还是崇尚名庄，要在中国市场推广好，意
大利葡萄酒必须要有一个王牌品牌出现，才可
以让中国的消费者更追棒意大利的葡萄酒，他

市场分析  MARKET ANALYSIS

意大利葡萄酒把握
中国市场的新机遇
Three strategies for Italian wine to seize 
the moment

IVAN SHIU萧俊文
WINE+

未来的三年绝对是意大
利葡萄酒抢占中国市场

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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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再花更大的力度把四大雅，推广得更
好,像智利十八罗汉一样，得到终端消费者的
认同，一同带动高端意大利葡萄酒的消情。

2. 加强推广受中国消费
者喜爱的风干葡萄酒
不论是阿玛罗尼或者是采用风干葡萄酿造方法
的葡萄酒，在中国市场，有一定的捧场客，特
别是喜欢重口味，吃辣菜的省份，因为这些偏
辣的菜式和普通的葡萄酒不会有特别愉悦的感
觉，唯独是较浓郁的风干葡萄可以压得住这
个味道食物的味道，意大利酒商可以加强这些

葡萄酒在我们1/3吃辣的省份来推广，包括湖
南，湖北，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等
地方。

3. 先以葡萄品种作推广
忘记複习的产区
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一直未能打开其中一个原
因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意大利的产区太多太复
杂。
另外葡萄酒的品名实在太难 所以如果要让市
场更容易接受应该从简单的三款葡萄酒开始推
广，包括:最著名的桑娇维赛，南部著名的仙

粉黛及蒙特葡萄，这些都是很容易接受也有非
常好的代表性的。毕竟我们知道意大利著名的
基安蒂产区都是以桑娇维赛為主的。

另外南部的仙粉黛及蒙特葡萄，果味浓郁，香
浓，口感甜美，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迎合中国
消费者的。

总括而言，未来的三年绝对是意大利葡萄酒抢
占中国市场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集中注意
力，续懂中国市场高低双走向的特点，在推广
营锁上准确地找到消费者需求的葡萄酒，我相
信意大利葡萄酒将有机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进
口国家。

市场分析  MARKE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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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由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TA/ICE-
Italian Trade Agency）发起的

“我爱意大利葡萄酒”
课程精彩继续，在上半年的杭州和西安站成
功举办之后，今年9月，北京、青岛和重庆圆
满落幕。

此课程通过专业和权威的方式帮助国内业人
士，深入系统地学习意大利葡萄酒，成为官方
推广使者。
现场学习氛围深厚，学员们为意酒的丰富性、
深邃度和陈年潜力而点赞，纷纷表示从此次课
程中获益匪浅，不仅感受意酒在味蕾上绽放的
美妙，还领略了意大利酒所传递的生活方式，
对意酒未来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寄予厚望。

2021年3月1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
效，这也意味着中国与海外国家第一次签订了
全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定。

中国和欧盟均各有100个地理标志成功列入首
批中欧地标互认互保清单，而意大利地标产品
所占比例最大，共有 26 个产品入选，占欧盟
首批地标产品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其中葡萄酒
类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体现了意大利葡萄酒
的优越属性。

课程结束后，意酒频道专程视频采访了意大
利对外贸易委员会中国及蒙古国总协调官 
Gianpaolo Bruno。

“一带一路”政策为中意
两国贸易往来带来极大
利好，意大利葡萄酒产
业将如何深入利用这一
机会？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重要战略项目。当
然，意大利和中国一直以为都保持着出色的贸
易伙伴关系，且双方都受益其中。所有的贸易
品类都可以“一带一路”这个伟大的项目有所
收获，当然葡萄酒也不例外。我们从今年数
据也可以看出，意大利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正在
高速增长。

意大利葡萄酒近几年在
华表现优异，中国消费
者对意酒的口感偏好是
否发生变化？哪些产区
目前更受青睐？
中国实在是太广博，消费者有数不尽的口味偏
好。意大利酒也可以适配所有的中国味蕾。随
着中国消费者对意大利酒的深入认知，了解其
丰富性特色和葡萄品种之后，开始享受意大利
酒的美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力普及意酒知识的原
因。当然目前看来，确实有一些产区比另一些
产区更受欢迎。
顶级酒和精品酒更受中国人民的喜爱，除了皮
埃蒙特、威尼托之后，普利亚和西西里都是消
费者在面对意酒时的首选。

意大利酒庄众多，对于
中小型企业来说，该如
何整合资源，更加有效

张保龙，意大利对外贸易
委员会总协调官

Interview to Gianpaolo Bruno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中国及蒙古国总协调官 
Gianpaolo Bruno 
传播知识和生活方式是意大利

葡萄酒推广的关键

China is so vast that consumer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but Italian wine can satisfy them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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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中国市场宣传葡萄
酒？
当然，他们可以寻求机构帮助，比如我们意大
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我们致力于促进意大利中
小企业出口产品，关键总是在于质量，而不
总是数量。
如果一个小型企业拥有优质的小众产品，在像 
ITA 这样政府机构的帮助下，他们可以找到途
径触及到终端消费者。

 针对中国市场，意大利
葡萄酒文化宣传的侧重
点在于哪些方面？
意大利葡萄酒推广的关键点，肯定首先在于其
高品质、丰富度、高性价比，以及意酒与中国
各菜系的适配。因此这些侧重点也贯穿在我们
所有的推广活动当中。
当然，意大利酒也是一面意式生活方式的镜

子，所以在推广意酒的同时，我们也在促进相
关的文化价值，比如接待之道、艺术文化。所
以我们向中国消费者传递的，不仅是酒这个
垂直品类，而是一整套意大利享誉世界的生活
方式。
酒的美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发力普及意酒
知识的原因。当然目前看来，确实有一些产区
比另一些产区更受欢迎。顶级酒和精品酒更
受中国人民的喜爱，除了皮埃蒙特、威尼托之
后，普利亚和西西里都是消费者在面对意酒时
的首选。

名家专访  INTERVIEW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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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葡萄酒把千年来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登顶陡
峭的山脉，降落在宽阔的海岸，攀上英勇的火山，穿越
美丽的平原。作为世界第一的葡萄酒产地，这里每年都
是许多葡萄酒爱好者的目的地，他们除了可以品尝到优
质的葡萄酒外，还可以发现许多的酒庄和原产地。

意大利红葡萄酒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赏，并且一直被认
为是最好的，每年它们都会获得国际奖项的认可。从北
到南，穿过中心，到达我们美丽的岛屿，我们的每个大
区，由于典型的本地特征，都生产着优质的葡萄酒。
意大利的特点是各地区拥有不同的风土和气候条件，以
至于它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加上岛屿）。虽然不可

能列出意大利生产的所有红葡萄酒，但我们仍然想简要
介绍一下我们的生产情况，希望在我们的下一期杂志中
可以深化每一个领域。

我们的虚拟旅程将从北部开始，一路到达南部，包括两
座岛屿，我们很高兴沿着这一条假设的葡萄酒路线，来
带大家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伟大历史与细节。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Italy's 
Wine Regions 

伟大的意大利红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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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alle d'Aosta 瓦莱达奥斯塔

勃朗峰所在的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周围环绕着欧洲最高的山脉，
包括勃朗峰。它以白葡萄酒而闻名，是世界大赛的举办地，专门
针对小红葡萄酒（Petit Rouge）和富民葡萄酒（Fumin）等英
雄葡萄酒比赛。

2. Piemonte 皮埃蒙特

在意大利的产区中，最出众的葡萄酒地区之一当然是皮埃蒙特，
这里也是国内外公认的红葡萄酒之乡，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最
著名的葡萄酒。在众多本土和国际葡萄品种中，最出名的自然
是内比奥罗葡萄（Nebbiolo），这些葡萄创造了大量的皮埃蒙
特红葡萄酒，包括著名的巴巴莱斯科（Barbaresco）和巴罗洛
（Barolo）。

3. Liguria 利古里亚

该大区拥有著名的利古里亚葡萄梯田，俯瞰大海，所以不允
许广泛种植，因此这里的酒庄都很小。该地区最著名的红葡
萄品种是罗塞斯（Rossese），该品种容易让人联想到内比奥
罗（Nebbiolo），因为着色物质含量很低，其次是道尔切托
（Dolcetto）和巴贝拉（Barbera）。

4. Lombardia 伦巴第

在意大利北部，几乎在阿尔卑斯山的中心，伦巴第首府米兰是欧
洲葡萄酒市场的神经中枢之一。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奥尔特雷波
帕维塞（Oltrepo' Pavese），一个壮观的平坦地区，是国际美
食和葡萄酒传统的摇篮，也是著名的黑皮诺（Pinot Nero）的故
乡。

5. Trentino Alto Adige 特伦蒂诺和上阿迪杰

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点都是出色的葡萄酒生产地，这也归功于地理
位置和有利的气候条件。质量水平也都非常高，特别是对于那些
寒冷地区的葡萄酒。尽管该地区种植了许多国际品种，但当地葡
萄品种也很重要，包括拉格雷（Lagrein）。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6. Veneto 威尼托

威尼托大区在葡萄酒产量方面常居意大利第一。威尼托在酿酒
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其本土葡萄品种的伟大遗产，
包括科维纳（Corvina）、罗迪内拉（Rondinella）和莫利纳拉
（Molinara），它们赋予了永恒的世界著名葡萄酒瓦尔波丽切拉
阿玛罗尼（Amarone della Valpolicella）生命。

意大利北部

探索每个产区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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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iuli Venezia Giulia 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

它一直是优质白葡萄酒的产地。在这里除了可以找到理想的国际
葡萄品种酿造的葡萄酒以外，其本土葡萄品种的存在同样重要，
它们酿造的葡萄酒才是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真正的酿酒特色，如
普莱泊托斯琪派奥迪诺（Schioppettino di Prepotto）和红梗雷
弗斯科（Refosco dal Peduncolo rosso）葡萄酒。

12. Lazio 拉齐奥

拉齐奥是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家乡。它有各种各样的葡萄栽培，包
括本土和国际品种。在红色葡萄品种中，最重要的是塞萨尼斯
(Cesanese），这是优质葡萄酒的基础。

8. Emilia Romagna 艾米莉亚罗马涅

该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和文化区域：艾米利亚和罗马涅。
这两个地区的特色在于种植的葡萄以及用它们酿造的葡萄酒不
同：艾米利亚是兰布鲁斯科（Lambrusco）起泡红葡萄酒的
故乡，而在罗马涅，葡萄酒主要是静止的，并用桑娇维塞葡萄
（Sangiovese）生产。

9. Toscana 托斯卡纳

托斯卡纳可能是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意大利葡萄酒产区。以其
使用桑娇维塞葡萄生产的著名红葡萄酒而闻名，如基安蒂
（Chianti）和蒙塔尔奇诺布鲁内罗（Brunello di Montalcino) ,

它也以著名的超级托斯卡纳（Supertuscan）而闻名，这使托斯
卡纳成为世界上意大利酿酒学的标志性地区之一（如：西施佳雅
Sassicaia）。

11. Marche 马尔凯

马尔凯种植的葡萄60%是白色的，但同时也不乏本土红葡萄品
种，如：阿尔巴莫罗眼泪（Lacrima di Morro d'Alba）和黑色
维纳恰（Vernaccia Nera）。科内罗海角周围的沿海地区盛产
红葡萄酒，例如红科内罗DOC葡萄酒（Rosso Conero Doc）。

10. Umbria 翁布里亚

意大利中部地区因其橄榄林和葡萄田为主的风景令人回味和着
迷，这些产物同时也是该地区美食和葡萄酒文化的支柱。蒙特法
尔科的萨格拉蒂诺（Sagrantino di Montefalco）在1992年得
到了意大利DOCG评级得认可。

意大利中部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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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ampania 坎帕尼亚

从广阔的维苏威地区到阿马尔菲海岸，每一个坎帕尼亚的地区都
生产出众的国际知名葡萄酒。 在不同的产区和不同的标签中，
我们发现陶拉西（Taurasi）是当地酿酒学的旗舰，还有另一个
伟大的红色葡萄酒，那就是坦布诺艾格尼科（Aglianico del 
Taburno）。

19. Sicilia 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艺术和文化的领土，也是一个
有着深厚而古老的酿酒传统的地区。西西里葡萄园区也是意大
利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岛上，诞生了潘泰莱利亚葡萄干甜酒
（Passito di Pantelleria）和玛萨拉（Marsala）等芬芳的甜
酒。许多葡萄酒都是该地区酿酒发展的缔造者，并以生产它们的
葡萄而闻名，例如：黑达沃拉（Nero d'Avola）。

16. Puglia普利亚

由于土壤特别肥沃，它是意大利半岛葡萄酒产量最高的地区。在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致力于提升普利亚葡萄酒的品质，并
提高曼杜利亚普利米提沃（Primitivo di Manduria）和 黑曼罗
（Negroamaro）等本土葡萄品种的品质。

17. Basilicata 巴西利卡塔

巴西利卡塔是一个小地区。乌尔涂勒（Vulture）地区特别适合
种植该大区主要得葡萄品种乌尔涂勒艾格尼科（Aglianico del 
Vulture）。靠近死火山的葡萄园富含钾，赋予葡萄酒新鲜、风
味和矿物质感。

18.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被爱奥尼亚海和第勒尼安海的海水所环绕，卡拉布里亚拥有丰富
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经过多年的闲置，卡拉布里亚葡萄酒
行业正在重新振作起来，在产品质量和加强本地葡萄品种方面有
了新的想法，如加利奥波（Gaglioppo），西罗葡萄酒（Cirò）
就是用加利奥波葡萄酿制的，是最著名的卡拉布里亚葡萄酒。

20. Sardegna 撒丁岛

撒丁岛是意大利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著
名的撒丁岛本土葡萄品种卡努诺（Cannonau）已经在这片土地
上种植和耕种了三千年。当我们谈论这种酒时，我们谈论的是撒
丁岛土地所有的细微差别。

西施佳雅Sassicaia
被《wine spectator》评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意大利葡萄酒

Tenuta san Guido酒庄是托斯卡纳和博格利Bolgheri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酿酒象征，其著名的葡

萄酒：西施佳雅Sassicaia，在1968年见证了它的第一个历史性年份。

这款出色的葡萄酒令人好奇的是它拥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第一个获得豁免权的意大利DOC（受

控原产地命名）认可的葡萄酒。博格利西施佳雅Bolgheri Sassicaia的DOC，仅与Tenuta San 

Guido酒庄有关。

这是一款叛逆的葡萄酒：1985年，它因不遵守当时的规定而推出了赤霞珠和品丽珠，所以最终

以“餐酒”的字样获得了世界最佳葡萄酒的称号。

这是超级托斯卡纳的最高典范，他们不拘泥于命名或评级，创造了自己的独立风格，没有义务

和约束。今天，它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受赞赏的葡萄酒之一。

14. Molise 莫利塞

莫利塞葡萄树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尤其是阿布鲁佐的影响，自
1963年以来，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葡萄品种是本土的
丁蒂利亚（Tintilia），这是莫利塞葡萄栽培重生的体现。

13. Abruzzo 阿布鲁佐

欧洲的绿色中心，是几个世纪以来农牧和山区传统的摇篮，在意
大利最美丽、最慷慨的地区之一，阿布鲁佐是一个以美食和葡
萄酒而闻名和赞赏的地区，例如作为阿布鲁佐的蒙特普尔恰诺
（Montepulciano d'Abruzzo），也是这个美丽的地区最重要
的红葡萄酒之一。

意大利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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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Govone酒庄于1957年由几个农场的意
愿创立，在独特的Langhe和 Roero 地区
种植葡萄，包括：阿勒巴（Alba）、朗格
（Langhe）、罗埃罗（Roero）、阿斯
蒂（Asti）和蒙费拉托Monferrato。自诞
生之日起，创始人之间的团结精神始终如
一，并指导着国际公认的高品质葡萄酒的
生产，这代表了朗格的粘土石灰岩特点 。
                                                                                                                    
与其赋予的独特和不可重复的香气之间的
完美结合。Roero的沙质和软土。
像这款巴贝拉一样，土地美妙的表现了葡

萄通过发酵从而发出细腻浓郁的香气，来
充分发挥其潜力。
经过大约 10 天的浸渍和钢罐酿造，葡萄
酒还需要在橡木桶中静置 12 个月，最后
才能投放市场。
它以其美丽的宝石红色和石榴红反射光吸
引了人们，并期待在口中发现温暖干燥，
细腻，略带单宁的味道。

Barbera d'Alba DOC SuperioreMonarca
巴贝拉: 酒精度:Barbera 100% 14% Vol.

在 南 部 的 红 色 葡 萄 酒 种 类 中 ， 埃 特 纳 火 山

（Etna）爆发了非常有趣的火山内洛马斯卡莱

斯（Nerello Mascalese）葡萄酒，但无论你

走到哪里，意大利都是仿佛是一个葡萄园！然

而，诸如北部的瓦尔波丽切拉（Valpolicella 

Superiore）等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红葡萄酒的

形象开始变得有趣，所以我不仅想到了阿玛罗

尼，还想到了反映原产地起源的葡萄酒。

一 个 盛 行 的 趋 势 是 看 到 葡 萄 酒 的 清 透 ：

从瓦尔泰利纳的（Valte l l ina）内比奥罗

（ N e b b i o l o ） ， 到 瓦 莱 奥 斯 塔 （ v a l l e 

d'Aosta）的皮科滕德罗（Picotendro）,

再到蒙塔奇诺桑娇维塞（Sangiovese di 

Montalcino），所有这些葡萄酒都朝着更清

透而不是浓郁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必要永远以

土地为背景，因为它们在不断进化和前进，不

会仅停留在书本里。

菲利波·巴托洛塔

FILIPPO BARTOLOTTA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29



意大利红葡萄酒精选  RED WINE SELECTION

Buffon
Diano d'Alba

DOCG
Cabernet Franc

Marca Trevigiana IGP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间，弗朗西斯科·布
冯（Francesco Buffon）搬到了位于科内里
亚诺（Conegliano Veneto）郊区的迷人村
庄 罗 甘 佐 洛 城 堡（Castello Roganzuolo），
在那里他对葡萄酒生产的热情和兴趣开始形
成，将一些土地用于种植葡萄藤，并立即脱
颖而出获得高质量的葡萄。

这款优质的葡萄酒产自本土庄园的肥沃粘土，
完美体现了这一品质，体现了年轻而创新的
意大利酿酒风格。葡萄皮的浸渍持续约 10-15 
天，在葡萄软压之前，然后在不锈钢罐中完
成发酵，在那里它与酒糟一起酿造。

乍一看，它以其强烈的宝石红色和特有的紫
罗兰色反射光而引人入胜。在香气上，香味
浓郁而持久，带有明显的草本香味，并带有
淡淡的红色水果和淡淡的香料味。在口中，
它表达了优雅、复杂、结构以及芳香持久和
柔和单宁的和谐融合。
颜色 ：强烈的宝石红色
香气 ：草本香味，带有淡淡的红色水果和淡
淡的香料味
口感 ：芳香持久，单宁柔和。

阿布里戈兄弟酒庄在朗格中心的迪亚诺·达
尔 巴（Diano d'Alba） 种 植 葡 萄。 自 1935 
年 以 来， 埃 内 斯 托· 阿 布 里 戈（Ernesto 
Abrigo）、姐姐马里亚丽塔（Mariarita）、儿
子沃尔特（Walter）、农学家和女婿伊曼纽尔

（Emanuele）、埃诺泰克尼克（enotecnik）
也以同样的热情团结在一起。他们共同领导
公司并在 27 公顷的葡萄园中种植该地区的优
质葡萄。这款酒来自该庄园最重要的葡萄园
之一，那里的微气候富含 1000-1100 万年前
化石的沙子底土，使土壤富含“矿物质”和
缺乏有机物质，为杜塞托葡萄（Dolcetto）
的完美成熟创造了最佳条件，如果用专业的
方法酿造，他们会给像阿勒巴蒂亚诺这样的
高级葡萄酒带来生机。颜色、香气和味道是
经典杜塞托的演变。由于在不锈钢桶中发酵 
12 个月，在瓶中陈酿 6 个月，红色水果（如
车厘子和樱桃）的典型香味得到了增强。最
终的结果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葡萄酒，它包含
了甜味的所有特征和一些额外的特点。
颜色 ：宝石红色
香气 ：典型的红色水果香味随着时间的增长
而增强
口感 ：典型的杜塞托口感。

Montepulciano d'Abruzzo
DOC

在意大利中部的阿布鲁佐 (Abruzzo) 大区，
拥有独特的山海之间的微气候，60 多年前成
立的马泰利葡萄庄园。
葡萄园的范围从圣维托·基蒂诺（San Vito 
Chietino）到罗卡·圣乔瓦尼（Rocca San 
Giovanni），这是阿布鲁佐海岸最令人回味
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昼夜温差大，通风良好，可以生产出
品质卓越的葡萄，从而生产出像这款阿布鲁
佐蒙特普尔西亚诺 DOC 这样的优质葡萄酒。
70% 的葡萄酒将在不锈钢桶中继续发酵，而 
30% 将在橡木桶中陈酿 16 个月。最后，葡萄
酒将装瓶进行 4 个月的进一步精制。

乍一看，它呈现出美丽而强烈的深红色，带
有紫色的反射光，果香中带有淡淡的李子果
酱、黑莓和车厘子的味道，口感饱满、和谐
且持久。
颜色 ：深红色
香气 ：果香，带有李子果酱、黑莓和车厘子
的味道
口感 ：饱满、和谐、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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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oriclasse
Primitivo di Manduria DOP

埃拉里奥酒庄属于埃拉里奥（Erario）和布鲁
内蒂（Brunetti）家族，拥有的酒庄在普利亚
大区（Puglia）已经存在了近两个世纪。他们
始终充满热情地专注于研究和开发，同时保持
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传统，使他们的葡萄酒在意
大利和国外受到赞赏。
这里展示的葡萄酒叫做“Fuoriclasse”，采自
2017 年度的纯曼杜里亚普里米蒂沃（Primitivo 
di Manduria），产自 60 年以上的葡萄园，园
区靠近海岸，土壤富含铁、海岩和石灰岩。长
时间的温控发酵和连续微氧化是获得 19°酒
精含量的基础。
葡萄酒在不锈钢桶中酿造成熟大约一年，然后
短暂的过橡木桶，最后再在瓶中精制 8 个月。
最适宜的饮用温度是 19 度，可以使这种结构
化、强劲、浓郁的葡萄酒伴随着柔和的口感，
使风味持久悠长。
颜色 ：明亮的石榴红色，具有特殊持久的一致
性
香气：强烈的香气，带有紫罗兰、玫瑰的花香，
还包括红色黑莓、樱桃、李子的香气
味道 ：在嗅觉上花香和红色水果的香气得到了
印证，还特别带有香草、甘草和巧克力的清香。

意大利红葡萄酒精选  RED WINE SELECTION

Merlot Blendloop
IGT Rosso

位于亚得里亚海和大萨索山之间，倚于迷人
而肥沃的泰拉莫丘陵之上，倾心于莱纳酒庄
的葡萄。酒庄诞生于 1966 年，公司不断谱写
着新的篇章，同时又不忘其根本，因为这是
鲜活历史的根源，也是生产出优质葡萄酒的
基础。
阳光普照的丘陵种满莱纳酒庄的葡萄，四溢
的芬芳和土地的多姿都被暖阳呵护着。莱纳
葡萄园覆盖了三个城市 60 公顷的土地 ：科隆
内拉、空托格拉和托拉诺诺沃，海拔 100 米
至 300 米之间。有利的气候和多产的土地，
以及细致耐心的劳作，造就了优质的葡萄酒。
凭着这些非凡的条件和茁壮生长的历史根基，
如今的莱纳酒庄续写着它新的故事，讲述着
对赋予了葡萄酒活力的自然和果实的尊重，
讲述着创新思想的不断涌现，也讲述着对卓
越产品的精益求精。
得益于这片盛产琼浆的沃土，公司得到了有
机认证，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将会在这条道路
上，怀着热爱之情，悉心采摘优质葡萄，将
耐心和奉献注满葡萄园和酒窖的每个角落。
颜色 ：带有紫色光泽的宝石红色
香气 ：带有辛香料与红色水果的香味
口感 ：顺口饱满，回味优雅而又持久。

公司的名字来自于创始人安东尼奥·韦尼卡
（Antonio Venica）于 1915 年购买的第一座
葡萄园“Via Alta”。正是在这里，在弗留利
这个迷人的角落里，诞生了芬芳、慷慨、纯
正、优雅的葡萄酒，这是意大利独特地区的
典型风格。我们位于普雷波托（Prepotto）
的山丘上，位于弗留利东麓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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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这款伟大的红葡萄酒是由手工挑选和收获的
最好的葡萄，优雅而平衡地结合而成的。梅
洛是一种国际葡萄品种，在该地区与两种本
地葡萄品种一起表现出其最佳香气 ：红梗雷
福斯科和斯基奥佩蒂诺，后者风干了 30 天。
一部分酒在橡木桶中陈酿 18 个月，其余部分
在不锈钢罐中陈酿。
这是在国际比赛中屡获殊荣的葡萄酒，还在 
BIWS 中获得铜牌。
颜色 ：宝石红色带紫色反射光
香气 ：宜人的香气，带有一丝黑莓、覆盆子
和树果的味道
口感 ：温暖，干燥，回味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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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sandy and steep hills of the Roero, the cradle of great 
wines, is the company that for three generations has witnessed the 

splendid production capacities of this area

在一直被认为是伟大葡萄酒的摇篮的罗埃罗

地区（Roero）的沙质和陡峭的山丘上，是维

亚诺米歇尔（Viano Michele）酒庄，三代人

一直致力于不断研究，以在葡萄园和酒窖中获

得最高质量的葡萄酒。

在酒庄现任责任人维亚诺·米歇尔之前，还

有另外两个人物，他们发起和发展了葡萄和

葡萄酒的文化：外祖父加洛·米歇尔（Gallo 

Michele）和父亲维亚诺·卡洛（Viano 

Carlo）。今天，与过去一样，酒庄一路以来

见证了朗格（Langa）和罗埃洛（Roero）的

辉煌与葡萄生产能力。

酒庄正是位于维扎达尔巴（Vezza d'Alba),

在罗埃洛地区的中心，那里的山丘更雄伟

地向太阳延伸，历史上有利于该地区的传

统品种包括：阿尔内斯（Arneis）、巴贝拉

（Barbera）、多尔切托（Dolcetto）、

内 比 奥 罗 （ N e b b i o l o ） 、 芭 芭 莱 斯 科

（Barbaresco） 和在酒窖中成熟和精炼的巴

罗洛（Barolo）。

传统与创新；历史和技术在充分尊重自然与人

的情况下进行着生产。

酒庄采用最现代的技术，并在生产过程的各个

阶段中，从葡萄成熟到葡萄酒的最佳精炼程

度，都进行谨慎处理和严格把关，保证了葡萄

酒的高品质标准，并允许为消费者和葡萄酒爱

好者提供完整的皮埃蒙特最佳葡萄酒。

在一直被认为是伟大葡萄酒的摇篮的罗埃罗地

区（Roero）的沙质和陡峭的山丘上，是维亚

诺米歇尔（Viano Michele）酒庄，三代人一

直致力于不断研究，以在葡萄园和酒窖中获得

最高质量的葡萄酒。

在酒庄现任责任人维亚诺·米歇尔之前，还

有另外两个人物，他们发起和发展了葡萄和

葡萄酒的文化：外祖父加洛·米歇尔（Gallo 

Michele）和父亲维亚诺·卡洛（Viano 

Carlo）。今天，与过去一样，酒庄一路以来

见证了朗格（Langa）和罗埃洛（Roero）的

辉煌与葡萄生产能力。

酒庄正是位于维扎达尔巴（Vezza d'Alba),

在罗埃洛地区的中心，那里的山丘更雄伟

地向太阳延伸，历史上有利于该地区的传

统品种包括：阿尔内斯（Arneis）、巴贝

拉（Barbera）、多尔切托（Dolcetto),

内 比 奥 罗 （ N e b b i o l o ） 、 芭 芭 莱 斯 科

（Barbaresco） 和在酒窖中成熟和精炼的巴

罗洛（Barolo）。

传统与创新；历史和技术在充分尊重自然与人

的情况下进行着生产。酒庄采用最现代的技

术，并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中，从葡萄成熟

到葡萄酒的最佳精炼程度，都进行谨慎处理和

严格把关，保证了葡萄酒的高品质标准，并允

许为消费者和葡萄酒爱好者提供完整的皮埃蒙

特最佳葡萄酒。

意大利酒庄  ITALIAN WINERY

32



意大利酒庄  ITALIAN WINERY

少于2年。随后，它将在完全无氧的情况下装
瓶，再进行2年的精制。
拥有一种美丽、明亮、清澈的石榴红色，具有
芭芭莱斯科特有的透明度和令人欣羡的一致
性。闻起来也是一种享受，充满活力，精致优
雅，果味醇厚，例如覆盆子 ，黑莓，紫罗兰，
玫瑰以及典型的灌木香气。

在口中它是强烈的，具有重要的新鲜感和美妙
的矿物质感，单宁绝不顺从，伴随着天鹅绒般
的干燥和温暖感。

这是一种非常持久的葡萄酒，证实了嗅觉上的
感官特征，其香气还带有熏烤味、香草、烟
草，还有香脂和空灵的感觉。结构非常出色，
余味悠长宜人。
考虑到这款葡萄酒其特殊的特性与适合长期
储藏的原因，即使在地窖中安静休息10、15
、20年后仍可为我们保留惊喜。它适合作为冥
想酒单独品尝，但更适合搭配菜肴，尤其是同
样结构化和精致的菜肴，在16-18度的温度下
最宜，还有一点，需要一个这样的玻璃杯，最
好在打开后等待几分钟让它达到最佳状态。这
款酒适合搭配精心制作的头盘菜肴，烤红肉，
丰富的素食或精美的陈年奶酪。

今天我们将品尝的是来自皮埃蒙特一家酒庄的
葡萄酒。该酒庄位于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葡萄园
区之一：那就是库内奥省的罗埃罗地区，这是
一个以丘陵为主的地区。

它的名字来自几个世纪以来都拥有这些土地统
治权的历史家族，今天已然是世界上生产高品
质葡萄酒的真正参考点。

我们说的这家酒庄，距离“朗格”地区仅有
一步之遥，至今已经住了三代人，从父亲到
儿子，直到今天与公司创始人的孙子米歇尔打
理，他们成功地保持了家族传承的传统 ，尽
管开发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尖端技术 ，但
依旧充分尊重周围的自然环境。
该酒庄一直偏爱本土原生葡萄品种，也就是那
些能比其他人更能代表领土特征的葡萄品种，
而在酒窖的生产中，不乏阿尔内斯、巴贝拉、
多尔切托和内比奥罗。

今天我们将谈论的是内比奥罗：这是一款来
自2016年的纯巴巴莱斯科DOCG，酒精度为
14度半 ，均采摘自巴巴莱斯科市的古老葡萄
园。10月严格手工采摘，然后在恒温钢桶中
酿造，并在斯拉沃尼亚或法国橡木桶中陈酿不

美酒品鉴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SILVER AWARD

DOCG 2016Barbar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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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今天我们来讲一款意大利名誉全球的葡萄

酒——Barolo。葡萄酒爱好者对这款酒一定不

陌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它在新世界，

特别是北美名声大噪。政客名流们尝惯了法

国葡萄酒之后，对这款不期而遇的意大利酒

美酒无上追捧。

的前世与今生

Barolo
前世篇 （朗歌），在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随

四季变化的山丘”。

Langhe属于丘陵地带，但是在很久很久以

前是一片汪洋，所以土壤为蓝白色的泥灰

岩和砂石沉积组成，特别适合种葡萄。

也是因为土质松软，较容易被雨水冲刷，

所以为了不让土壤流失，Langhe区域葡萄

便以与山丘坡度垂直方式种植，一般农用

机械因为坡度太大，很难进入，种植和采

摘都靠手工为主。

每当丰收季的清晨，山间总是会雾气缭

绕，因此在Langhe特产的一种葡萄就被命

名为“雾珠”(Nebbiolo）。Barolo就是用

100%的雾珠葡萄酿造而成。

那 么 广 一 片 地 儿 ， 为 什 么 唯 独 就 要 叫

Barolo呢？因为每个美丽故事的背后都有

一个美丽的女人！

Barolo的名字来自于是意大利西北部，与法

国接壤的皮尔蒙特（Piemonte，Piedmont）

大区的一个小城市。以Barolo小城为基础向

四周扩张，有一块更大的区域，叫Langhe

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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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中叶，Barolo有一位女侯爵，叫
朱莉亚·珂博特·法蕾缇（Giulia Colbert 
Falletti），原本是法国贵族，后嫁来意大
利，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修建了
不少学校、医院。
虽然法国的酿酒技术是古罗马人所传授，但
他们确实用心推敲，世代保存了这一传统。
因此当女侯爵嫁来意大利之后，就决定当地
取材，又联手“御用酿酒第一高手”斯塔耶
诺（Staglieno）将军，用雾珠葡萄酿造了一
种芳香四溢的美酒。

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国王卡罗·阿伯特
想尝尝她酿的“新酒”，于是女侯爵将325 
Carrà的葡萄酒相赠于国王，如此国王在一年
非斋戒期间的每一天里，都能有1 Carrà的美
酒任其享用。

这个故事在意大利皇家史上神来一笔，因为
Carrà是一种用马车拉的木桶，每个木桶的

容量，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就是将近600
升！！！
国王自己当然喝不完那么多酒，于是他将这
些酒作为萨沃伊（Savoia）家族的皇家礼品
馈赠给欧洲各国皇室，Barolo酒也因这位豪
气的女侯爵而享誉欧洲。

但没几个国王不是贪心的，卡罗·阿伯特为
了一直有美酒喝，就在女侯爵家园子的不远
处也买了个园子开始自己酿酒，后来世代相
传，买园子酿Barolo就成了萨沃伊家族的副
业。由此看出，意大利人果真爱酒如命。

传统的Barolo需要在大木桶内陈酿好几年，
甚至几十年，然后瓶装，或者用木桶灌装，
再运到欧洲各地。意大利末代王朝萨沃伊
（Savoia）家族的两位国王卡罗-阿伯特以及
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都在Langhe建造
了自己的酒庄，如Verduno城堡和Fontana 
fredda冷泉山庄。

Barolo 一位女侯爵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今生篇
在Langhe，那片意大利前朝帝都（都灵）附
近的山丘，在那里除了几个皇家贵族之外，
劳动人民们一直深陷在贫穷之中。每个家庭
都守着自己的土地，种葡萄、养牛羊，辛苦
地支撑着生活。
有条件酿酒的家庭，会按照传统将葡萄放进
巨大的木桶里酿造，这些用板栗木做的大木
桶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个家庭
最大的财产。葡萄酒被放在里面，一酿就是
十几年、几十年。

没有条件的酿酒的农家，只能把葡萄卖给中
间商，在整个Langhe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只有五六个中间商，他们会派人在丰收季
采摘农民地里的葡萄，高价转手卖给不远处
的法国。而农民往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收
到卖葡萄的钱。对于这段辛酸史，Langhe人
民一说起来还都是泪。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时世界紧张的政治局面得到缓和，欧洲经
济复苏，意大利国家队赢了世界杯，举国欢
庆，当时还蛮帅的贝鲁斯科尼创建了第一个
私营电视台，意大利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一
次飞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渴望外界的
新思想。
Langhe的年轻人也是如此。

王璐
WANG LU
品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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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帮任性的年轻
人，想要打破祖辈的传统，誓言要酿世界上
最美味的葡萄酒，他们就是“Barolo Boys"。

在Langhe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年轻的小伙
子叫艾留，他开着自己的菲亚特，一路从意
大利到法国的勃艮第，去这个葡萄酒圣殿
“朝圣”，因为没有钱住旅馆，只能每天睡
在车上。到了勃艮第，他带着心奋不已的心
情走进一个酒庄，见到酒庄老板正提着行李
走出来，于是他就上前和酒庄老板说：“你
好，我叫艾留，来自意大利的Barolo，家里
是酿酒的，我来此想尝尝您家的酒。”
酒庄老板将行李放进他的保时捷后座，回答
他说：“啊呀，真不好意思，我正要出门，
去出海度假！”
艾留呆呆地站在那里好久：同样是酒农，他

只能蜷缩在自己的小车里睡觉，而法国酒
农有保时捷，有帆船，有假期。同样是葡萄
酒，Barolo只能散装卖，即便是装瓶了，一
瓶也只能卖一千多里拉（相当于后来的一欧
元左右），然而任何一瓶产自勃艮第的酒，
都是Barolo价格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凭什
么法国人就比我们强？！”

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号召了一帮家里有葡萄
园的同龄人，开始研究法国的酿酒方法。他
们发现法国人对葡萄的品质特别重视：勃艮
第纬度高，全年的光照不是那么充足，因此
在葡萄成熟时期，糖分和芳香因子得不到足
够的积累。所以法国人会在成熟前，将一部
分葡萄从枝上剪去，好让仅有的糖分集中在
少数几串葡萄上。
换句话说，每株葡萄上的叶子数量是固定

的，每天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是有限的，这
些养分需要分配给枝上所有的葡萄，分母越
小，每粒葡萄能得到的养分也越多。不是你
死就是我亡，活生生如同一部宫斗剧，或是
大家可以将其看作澳门赌王几房太太争遗产
的故事。
所以，在葡萄的种植上，质和量永远不能两
全。在贫穷的Langhe，酒农们自然不会浪费
一粒葡萄，因此这些年轻人只能晚上偷偷摸
摸在自家田里摘剪一部分未成熟的葡萄拿去
丢掉。这固然遭到了老一辈的极端反抗，认
为这是对辛勤劳动的亵渎。甚至有一些年纪
大的帮工，把剪刀丢到他们面前，从此再也
没有踏进葡萄园。

可这些并不是他们创新之路上最艰难的一
步，当他们将自家的大木桶锯掉，改用法国

Barolo 一帮任性的年轻人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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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里是“微氧化”最好的地方？大小适
中的新木桶里！木材本身细小的孔洞可以让
氧气通过，但随着酒里沉淀物的累积，这些
孔会被堵住，将木桶变成一个密封的罐子，
氧气再无法进出。而大小适中是因为要让葡
萄酒尽量接触到木桶壁。

归根结底我只是想告诉大家：那些用了几十
年的大木桶并不是酿酒的最好容器。所以这
帮年轻人将它们锯掉，腾出酒窖空间来放橡
木桶（Barrique）。
1983年，这些年轻人第一次将橡木桶偷偷搬
进酒窖，并用大块的黑布将其遮住，不让别
人发现。
他们期盼着，希望从这些橡木桶里飘出不一
样的芬芳，可以让他们证明自己的努力能得
到收获。

酒还是继续酿，但Barolo Boys的聚会不再，

在危机中团结抗争的精神不再。就在这时，
人们也发现，Barolo的橡木桶味道渐渐盖过
了Nebbio葡萄应该有的味道…
“他们错了吗？没有！要不是他们，Barolo
不会有今天的光辉。”
“他们对了吗？也没有！因为每件事情都有
它应有的“度”。”
有时候我不禁会问：“什么是创新？什么是
传统？是否创新成功了就会变成传统？曾经
创新的人，是否会变成下一批创新人的阻碍？
“当年的这帮年轻人，现在大多已知天命，
经历过跌宕起伏，也渐渐平静下来。
今天我们喝到的Barolo，既继承了传统，也
包含了很多创新。只是没有人再走极端，希
望也不会再有人被剥夺继承权。

我想，如果美丽的Barolo女侯爵看到她的酒
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伴随着烛光的温
暖和菜肴的香气，应该无比欣慰吧。

橡木桶酿酒的时候，有人因此被剥夺了继承
权，因为他们的父亲认为他们疯了。
为什么要放弃祖祖辈辈的大木桶而改用新
的，大小适中的橡木桶呢？这里涉及到一些
酿酒的专业知识，在此尽量用通俗语言解释
一下：
大家都晓得红酒里有一种叫单宁的东西，它
其实是葡萄自生制造的防腐剂，存在于葡萄
皮（保护自己）和葡萄籽里（保护下一代)。
在红酒酿造过程中，单宁会被融进酒里。

刚开始的时候它比较孤单（分子链小），喜
欢勾搭我们口腔黏膜上的受体，产生我们
熟悉的涩味（不知道这种滋味的，去吃个生
柿子，生香蕉的就明白了）。而经过一定时
间的“微氧化“之后，单宁们会手拉手，不
屑与口腔黏膜上的受体勾搭了，随着越来越
多的单宁抱团成功，涩涩的味道也就逐渐淡
化，红酒也随之香醇。

BAROLO DOCG
Abrigo Fra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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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酒品鉴
Wine Tasting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 AIS侍酒师

侍酒师专栏  SOMMELIER'S CORNER

命名保护：D.O.P. 评级

葡萄品种：100%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葡萄

类型：红葡萄酒

酒精度：14,5% Vol

葡萄培育模式：阿布鲁佐棚架式

年份：2013

葡萄的采摘工作是严格的手工收获，然后在恒温

钢桶中长时间酿造，然后我们将进行苹果酸乳酸

发酵，然后在橡木桶中陈酿36个月，最后再进行

12个月的瓶装精制

颜色：明亮的深宝石红色，带有石榴红反射光

香气：浓郁、优雅，带有美丽成熟的黑莓、酸

樱桃、黑樱桃、紫罗兰花香和树果的味道

口感：温暖、干燥、平衡，充满活力、旺盛的

新鲜感，以及细腻的调味料香味，单宁柔滑，包

裹在柔软的酒体中。紧凑的结构和持久的余味，

辛香料味烘托出精致的烘焙香，粉红胡椒、烟草

和长而精致的杏仁味为酒香增添了一丝气息

适宜饮用温度：18-20度

适合用一个漂亮的大玻璃杯饮用，开瓶后有必要

等待一定的时间，温度适宜在18°-20°之间并

搭配结构良好的食物。它可以单独饮用，也可以

搭配开胃菜、烤肉、素食菜肴以及与中长时间发

酵的奶酪一起品尝

我 们位于意大利中部迷人的阿布鲁佐
大区（Abruzzo），葡萄园受到马耶拉山
（Majella）和大萨索（Gran Sasso）山的
保护，这些山峰一直占据着亚得里亚海的重
要地位。

Marchese Lucà Dazio酒庄由创始人的后
代Mirta接管，并且一直相信尊重传统和“
综合和可持续生产”的模式，这最大限度地
减少农药化学品的使用，并配备现代化的设
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获得优质的葡萄
酒。

“Maximo”是一款纯酿葡萄酒，100%阿
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葡萄酿造，来自2013
年，酒精度为14.5%。
葡萄的采摘工作是严格的手工收获，然后在
恒温钢桶中长时间酿造，然后我们将进行
苹果酸乳酸发酵，然后在橡木桶中陈酿36
个月，最后再进行12个月的瓶装精制。这
款酒拥有明亮的深宝石红色，带有石榴红的
反光色，质感均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香
气浓郁、优雅，带有美丽的成熟黑莓、酸樱
桃、黑樱桃、紫罗兰花香和树果的味道。
口感温暖、干燥、平衡，充满活力、旺盛的
新鲜感，以及细腻的调味料香味，单宁柔
滑，包裹在柔软的酒体中。紧凑的结构和持
久的余味，辛香料味烘托出精致的烘焙香，
粉红胡椒、烟草和长而精致的杏仁味为酒香
增添了一丝气息。

适合用一个漂亮的大玻璃杯饮用，开瓶后
有必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温度适宜在18°-
20°之间并搭配结构良好的食物。它可以
单独饮用，也可以搭配开胃菜、烤肉、素食
菜肴以及与中长时间发酵的奶酪一起品尝。

Marchese Lucà Dazio酒庄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
DOP 2013 Maximo

WATCH VIDEO 
TASTING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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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莱托,
朗格美丽的大使

意大利美丽元素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The family, for over twenty years, 
has been pursuing its path of art with a spirit of modern 

patro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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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皮贝洛 
ALESSANDRA PIUBELLO

侍酒师 & 记者

Ceretto家族总是选择象
征性的环境来放置美的
作品和物品，从而升华
该地区的景观。
这是美学的一种选择，揭示了自1980年代以
来出现的当代艺术和现代建筑的紧密联系，随
着千禧年和第三代酒庄的进入，伴随着景观的
改善，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怀着对土地
真正的责任感，Ceretto家族20多年来一直在
追求自己的艺术道路，现代的人倾向于将美丽
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在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
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艺术
家和设计师常常定期来参与合作各种项目。

以巴罗洛教堂为例
Madonna delle Grazie建于1914年，是为那
些在周围葡萄园工作的人们提供的庇护所，以

防发生暴风雨或冰雹，但从未被奉为神圣，并
沦为废墟。直到被Ceretto家族买下，后来它
由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和大卫·特雷
姆莱特（David Tremlet）改造成为地区美丽
的一处象征。 

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典景观建筑的另一项成就是
位于Castiglione Falletto的Bricco Rocche顶
部的玻璃立方体。巴罗洛是现代技术艺术的典
范，体现在自然杰作巴罗洛的传统和保护。立
方体有生动的边缘和坚实的基础，就像巴罗洛
在诞生时是前卫的一样，具有坚固的支撑结构
和很长的使用寿命。为了不妨碍视线，使用无
边框的玻璃增强了周围的景观印象。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作品之一是Acino：悬在葡萄藤之间
的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气泡，代表一粒葡萄。是
一个品尝和推广文化会议和活动的中心，俯瞰
朗格美丽的山丘。

一种轻巧、完全透明的物体，与周围环境和
谐融合。我们目睹了走钢丝的安德烈·洛
雷尼（Andrea Loreni），在50英尺高的葡
萄园和未来的地下室上空盘旋，穿越110米
的长度。那是一场令人难忘的表演，充满
了梦幻般的气氛。在他们对艺术家的赞助
下，Ceretto还建造了艺术家的房子，沉浸
在Tenuta Monsordo Bernardina酒庄的葡
萄园中。通过修复一座古老农舍而建造的现
代阁楼，是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此度过一段
时间的理想场所，以了解和激励他们，正如

琪琪·史密斯（Kiki Smith）、詹姆斯布朗
（James Brown）、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
（Francesco Clemente）、米克尔·巴塞罗
（Mikquel Barcello）和加里·休姆（Gary 
Hume）所做的那样。

另一件作品是《无处不在保护我Ovunque 
proteggimi》，这是由艺术家瓦莱里奥·贝
鲁蒂（Valerio Berruti）设计的雕塑门。 顾名
思义，它旨在划定或保护Bricco Rocche的
土地，这同时象征着Ceretto巴罗洛生产的小
园之一。当大门关闭时，这两个主题结合在
一起，揭示了与周围地区的特殊关系。从外面
看，给人的感觉是正在将目光投向地窖。 以同
样的方式，将视角移到大门内，会再次从后面
找到同样的景观，目光转向Serralunga城堡。

Ceretto家族同时也是阿尔巴三星级米其林餐
厅Piazza Duomo的所有者，主厨是著名的恩
里科·克里帕（Enrico Crippa），餐厅的装
饰也委托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创作了一件带有壁画的艺术品。

那是一个巨大的葡萄叶，向所有的客人致敬，
它还包含了一个地球仪，树枝沿着房间的四面
墙分散开来形成一系列隐喻的图像。Ceretto
还推广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玛丽
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等
人物的展览和表演，不仅能够吸引该地区的游
客，也还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意大利美丽元素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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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之

一是 Acino：悬浮在葡萄

园之间的一个巨大的椭圆

形气泡

意大利美丽元素  TALES OF ITALIAN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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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巴莫罗富有诗意的马奇山脉中，有一
个奇妙的意大利本土葡萄酒——“眼泪”的神
奇世俗历史。

温暖的颜色，晶莹的紫色或宝石红色，有时会
被微妙的紫罗兰反射光倾倒，强烈的香气，比
如果酱、肉桂、可可、干玫瑰等甜美气息萦绕
着鼻子。年轻而活泼的单宁刺激着味蕾，沉浸
在天鹅绒般的柔软度和非凡持久的味觉中。

曾几何时，“从他脸上的一滴泪……”是意
大利伟大的歌手鲍比·索罗（Bobby Solo）
在1964年的桑雷莫音乐节上唱的歌曲。如今
取而代之的是葡萄上的一滴甜美的泪，“眼
泪”, 来自安科纳省迷人的莫罗·达尔巴的本
土葡萄藤，表达着它的“母系风土”所能赋予
它的所有性格。
这些特殊的皮肤组织损伤和完全成熟时形成的

汁液撕裂表皮始终是这款葡萄的特点。如果一
方面它们赋予葡萄酒强烈的性格内涵，在柔软
度和棱角之间徘徊，另一方面，他们对种植这
种葡萄的人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需要在成熟
过程中尽量减少葡萄汁的流失，并控制发酵葡
萄汁的毒性。

几千年来，这种古老的葡萄果实一直被温柔地
孕育在马尔凯小村庄和谐的山丘之间，它就像
一个真正的母亲，用爱赋予它一切：轻轻抚摸
肥沃的土壤，这片土地主要由粘土组成，富含
钠钾等元素，历史的背后还赋予了这片土壤
岩石和矿物山石以及海洋中的大量沙子，以强
力并优雅的方式滋养着它；受到西部海洋活动
减缓和东部亚平宁山脉影响的气候，这里非常
适合葡萄栽培，完美地孕育它，并赋予它和谐
的特性。最后是夏日阳光的温暖亲吻，伴随着
这个美味“新生儿”的成熟，并为它添加了

阿尔巴莫罗之泪，
一种敏感的葡萄
品种的历史
The peculiar juice tears on the grapes make 
it unique in the world

马克·西蒙内
MARCO SIMONI
AIS侍酒师

本土元素   AUTOCHTONOUS

一种起源古老的葡萄品
种，这款葡萄酒在1985

年被国家承认为D O C 评
级的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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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颜色、风味和味道，直到它甜美多
汁到在欢呼声中爆裂并流下这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眼泪，然后再由来自马尔凯的酿酒师，以
他们娴熟的手法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珍贵的葡萄
酒，这“眼泪”正是所谓的“阿尔巴莫罗之泪
Lacrima di Morro  d'Alba”。

这种酒一直让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着迷，他
们穿过阿尔巴莫罗，到了更远的地方，但始终
无法摆脱酒神巴克斯赐予它的甜美神圣汁液和
不可抗拒的魅力。

事实上，“眼泪”一直能够令人惊叹的还有
它的历史，充满魔力和神秘感。它是一种起
源非常古老的葡萄藤，早在一些源自罗马时
代的著作中就常常被提及。第一次提到是在
1167年，当时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一世
（Federico I Barbarossa）在安科纳期间，将
当时阿尔巴莫罗（Morro d'Alba）中雄伟的城

堡作为他的住所和庇护所，就在那个时候，当
地的居民为了得到他的保护，不得不给他奉献
上自己的供品，这就包括著名的“莫罗眼泪”
葡萄酒，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口”的爱。

在这段伟大的主角历史之后，莫名其妙的空白
了一段时间：几十年后，直到七十年代，“眼
泪”以一种未知的形式种植在其他地方，但是
只有莫罗本地人才知道这种本土葡萄树的存在
和特殊性。此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七十年
代后期，由于其种植和酿酒的复杂性，它一度
面临灭绝。

幸运的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一家莫罗本
地的酒庄斯特凡诺·曼奇内利（Stefano 
Mancinelli）以其“爱国”的自豪感奇迹般地
挽救了“眼泪”葡萄品种的消失。
后来，该地区的其他生产商也开始努力“重
生”这种葡萄酒，重新评估它的价值，让其在

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
酒 庄 和 当 地 机 构 之 间 不 断 地 进 行 重 大 活
动，使得这款葡萄酒在1985年被国家承认
为 D O C 评 级 的 葡 萄 酒 ， 阿 尔 巴 莫 罗 之 泪
Lacrima di Morro  d'Alba 生产区域覆盖以
下城市：阿尔巴莫罗（Morro d'Alba）、圣
玛切罗（San Marcello）、拜尔韦德奥斯特
伦斯（Belvedere Ostrense）、奥斯特拉
（Ostra）、圣维托山（Monte San Vito）和
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市，除了经典的葡
萄酒类型以外，还包括一些完美的混酿和新
酒，以及在最近几年才有的葡萄干甜酒和高级
珍藏版葡萄酒。

为了继续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1999年10月
16日，在莫罗当地，成立了“阿尔巴莫罗眼泪
协会”，该协会旨在向全世界宣传和加强“阿
尔巴莫罗眼泪DOC”葡萄酒。因为这才是意
大利真正的骄傲。

本土元素   AUTOCHT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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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葡萄酒及其酿造方式
The fascinating journey that red wine must 
take to come to us

弗朗切斯科·普罗佩齐·库蒂
 FRANCESCO PROPERZI CURTI

AIS侍酒师 葡萄酒，一种如此容易找到且人人都可以享
用的饮品，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忘记，几千年来
它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着迷，从
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专注于如何提高其生产和
质量。

许多人无条件地被它吸引并竭尽全力研究它本
身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低估了它，还没有意
识到这杯简单的葡萄酒背后的研究和承诺。

今天，我们要专注于经
典、迷人、浪漫的红葡
萄酒，也是创造葡萄酒
的必经之路。
首先要考虑土壤的选择，同时必须位于气候适
宜葡萄栽培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形态特征，以
及保证必不可少的温度范围和良好通风的光照

环境，最好的接受太阳的给予。
其次，有必要评估一下葡萄树的选择，众所周
知，种下去的头三年结果并不明显，从被种下
去到一切都按预期进行，它也是需要大把的时
间来呵护的。

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许多因素联系起来，才
能走向正确的道路；此外，葡萄藤再进入新的
生命周期时需要经过处理（可以是生物处理）
以保护它免受寄生虫、真菌、昆虫和其他病害
的威胁。这一切之后，还要进行各种修剪，使
其生长得更好。如果气候条件良好，只有经过
了以上的种种，才有可能最终进行收获，然后
迅速将葡萄转移到酒庄中以进行酿造和陈酿过
程。
收获后，将立即进行去梗，将茎与葡萄颗粒分
离，从而避免茎和果核中所含的单宁过多地转
移到葡萄汁中使其带有涩味。

从这一刻起，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即将开始，
在酿酒师的严格控制下，搭配以越来越多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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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技术，能够将葡萄汁转化为优质的葡萄
酒。
对浆果进行“软”压榨，以获得不含特别多单
宁的葡萄果肉，这次的单宁来自果皮，在这种
情况下也可以避免葡萄汁拥有过度的涩味。

葡萄酒酿造并不是一套相同的程序，如果我们
想专注于酿造静止葡萄酒，那么需要进行的第
一个评估，将是葡萄酒的颜色，就红葡萄酒而
言，与白葡萄酒不同的是，一定选用来自红浆
果的葡萄品种。 葡萄酒的红色取决于在浸渍
过程中果皮与葡萄汁的接触时间。

一旦去除了果实的茎，要获得美丽的红葡萄
酒，就必须进行浸渍酿造，即确保果渣与葡萄
汁保持密切接触，以迁移包含在葡萄籽的葡萄

皮中的着色物质和单宁，以赋予葡萄酒颜色和
香气。

为了确保浸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必要将
温度提高到25-28-30°C，若打算生产年轻的
酒的话，浸渍的持续时间必须为5-8天左右。
对于那些要陈酿的葡萄酒，浸渍持续时间延长
15-20天的，对于那些特别精制和常年陈酿的
葡萄酒，浸渍过程可能长达40天。

在红葡萄酒发酵过程中，由于二氧化碳的存
在，发酵过程中留下的果皮会被气体浮起，上
升到表面并形成所谓的“盖帽”，当这些葡萄
果渣聚集在一起，上面的一层与空气接触到，
就有可能会变干甚至变质，影响酿酒过程，从
而影响未来葡萄酒的品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发生，在整个发酵过程中，我们将定期进行
“压顶”，即将葡萄汁与果皮果渣重新混合在
一起；或者“顶灌”，这就需要一个管道和泵
系统，将葡萄汁从发酵桶底部抽上来，再将其
从顶部喷灌出，使这个所谓的“盖帽”始终保
持湿润。

这些措施将确保更好地从葡萄果皮中提取着色
物质和多酚类物质，有利于酵母的良好氧化，
从而更加具有活性。
在“酒精发酵”或在结束时，尤其是在红酒方
面，酿酒师可以决定是否进行“苹果乳酸发
酵”，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将葡萄酒中所含的
“苹果酸”转化为“乳酸”，其活性和反应性
较低。这种特殊的发酵是由一种叫做“乳酸
菌”的微生物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为了给葡萄
酒带来更大的柔软度和香气。

在“浸渍发酵”和可能的“苹果酸乳酸发酵”
之后，我们将进行过滤，从刚刚酿造好的
“新”酒中分离和去除果皮以及残渣和杂质，
从而准备好转移到其他容器以开始稳定所需
的“成熟”阶段。

一旦最后一个阶段也完成，葡萄酒将在完全无
氧的情况下进行装瓶，如果有需要，在上市前
开始在瓶中精致陈酿。只有经过成熟或陈酿和
精制的进化过程，葡萄酒不仅会变得很好喝，
而且还会具有酿酒师从一开始就确定和预见的
红葡萄酒确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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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形状其实源于各个葡萄酒产区的传统。
但像波尔多和勃艮第这样的产区后来声明过
于显赫，于是其他的产区在挑选酒瓶的时候，
就会考虑同样相似形状的瓶子。久而久之，有
一些尤其经典的瓶子，就成了市场上的常见惯
例。

波尔多瓶形
最常见的酒瓶，圆柱形的瓶身搭配高高的
肩膀，各种颜色都有。通常棕色或者墨绿
色装红白葡萄酒，透明的则用于甜酒。这
种瓶形如今被广泛用于各种葡萄酒，主要用
于波尔多的红白葡萄酒，以及用波尔多经
典葡萄品种酿出的葡萄酒，比如：红葡萄
品种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美
乐（Merlot），马尔贝克（Malbec），佳
美纳（Carmenere），白葡萄品种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和赛美蓉（Semillon）,
以及各种贵腐甜酒都优先选择这种瓶形。因为
这种酒瓶最为常见，装瓶、仓储和运输最为容
易，也广受新世界酒庄的偏爱。很多希望展示
自己红葡萄酒风格浓郁饱满，严肃认真，白葡
萄酒清新爽脆的酒庄，都会偏爱这种酒瓶。

勃艮第瓶形
随着黑皮诺在全球的大热，勃艮第形的酒
瓶也越来越常见。这种带有优雅肩部线条
的酒瓶是黑皮诺（Pinot Noir）的经典搭
配。除此之外也用于其他勃艮第品种，比

如 霞 多 丽 （ C h a r d o n n a y ） 和 阿 里 哥 特
（Aligoté）。 与勃艮第临近的产区，比如博若
莱（Beaujolais）也常用这种瓶形封装用佳美
（Gamay）这个品种酿制的红葡萄酒。

香槟瓶形
香槟瓶看起来就是加厚，加重，加高的勃艮第
瓶，或许有个更细的脖子和加粗的瓶口。这种
瓶子要比普通葡萄酒结实一些，不会被内部的
气压撑爆。因为起泡酒容易被紫外线伤害，大
多数这种酒瓶都是绿色或者棕色的。完全透明
的起泡酒瓶则多用于桃红起泡酒，有时出厂时
还要搭配礼盒。

莱茵瓶形
莱茵瓶（Rhine）也叫“Hock”，中文常称
为笛形瓶。这种细细长长，看上去非常挺拔的

酒瓶广泛使用于法国阿尔萨斯（Alsace）地
区，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用德系葡萄品
种酿制的白葡萄酒。传统上，德国莫泽尔产区
（Mosel）这种瓶子都是绿色，而莱茵地区则
是棕色或者红棕色。
用这种瓶子的主要就是各种甜度的雷司令
（Riesling）啦，另外，阿尔萨斯的其他葡
萄品种也会使用这种酒瓶，比如非常受中
国消费者喜爱的麝香（Muscat）、琼瑶浆
(Gewurztraminer)  和灰皮诺（Pinot Gris）。

稻草篮瓶
这是意大利Chianti地区非常传统的一种酒
瓶。酒瓶是圆的，需要绑在稻草篮上才能站
稳，看起来非常有乡村特色。如今绝大多数的
Chianti葡萄酒都采用波尔多瓶形，但还有少
量酒庄使用。

孔祥鑫
LEO KONG 
意酒频道中国区负责人

如何区分
葡萄酒瓶形状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ine bottle

WATCH VIDEO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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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与新酒，
意大利的秋天这样过
What is new wine? 
Discover a most traditional pairing in Italian 
culture

生活方式  LIFESTYLE

说到意大利的秋天传统习俗，不得不提到
castagne e vino novello（栗子和新酒）。
这个传统的搭配在意大利从北到南都会碰见，
意大利人想秋天都会想起来烤栗子和新酒的香
味。咱们去进一步地了解这个意大利桌上美好
的习俗！

新酒和葡萄酒有什么区
别？

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新酒不仅是一种比较年
轻的葡萄酒，而在酿造方法方面有区别。挑选
和采收好的葡萄不会马上进行压榨，则会放入
罐中在较为高温度浸渍。

上面的葡萄对下面的葡萄的压力产生的液体将
开始一种快速的发酵过程；因为与普通的葡萄
酒发酵不同，所以也将散发不一样的香味，如
新鲜草莓和山莓香味。

这个类型的生产过程称为碳浸渍，它与普通葡
萄酒的浸渍和发酵是不同的生产过程。

事实上，从感官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了一种
非常不同的产品：新酒呈亮紫色，这是年轻葡
萄酒的典型特征，显著的柔软度和比较低的单
宁含量，尤其是果香的香气，除了经典的红色
水果香气还包括香蕉或肉桂的味道。

作为一款不那么有结构的葡萄酒，它绝对不适
合陈酿，应该在装瓶后的几个月内饮用。

但是这款芳香柔软的酒
是如何诞生的呢？
这 种 生 产 方 法 诞 生 于 法 国 的 博 若 莱 地 区
（Beaujolais），在上个世纪，由于附近有着
更著名的产区勃艮第，所以使得这里的名气黯
然失色。于是那里的生产商希望寻求一种方法
来提升他们地区的佳美（Gamay）葡萄酒，
因此，他们推出了博若莱新酒。

在意大利，这种生产自1970年代就存在，并
自1989年起受到法律的监管。从那时起，对
于大多数意大利酒庄来说，保留一部分收获的
葡萄用于生产这种易于饮用的新酒已经成为一
种传统。

这种典型的搭配有什么
历史呢？

栗子和新酒之间的爱情有个悠久的历史。在意
大利的山区栗子很充裕，很多世纪以前的意大
利山区牧羊人会用栗子换取另一个季节性的产
品：新酒。
栗子在古代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是牧羊人赖以
生存的必需品，以至于栗子树常常被称为“面
包树”。
事实上，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不仅可以烤着
吃，也可以煮着吃，还可以磨成面粉做面包
吃。居住在栗子树周围地区的人将其用作易货
商品； 栗子的成熟期间，最受追捧的产品之

一就是新酒，一般在11月中旬。
另外，农民会在11月11号（圣马蒂诺节）吃
栗子喝新酒。
意大利也有一句谚语，正有关这个“圣马蒂诺
栗子和酒”。这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农务不像
前几个月那么重，于是地主会遣散农民，并且
给他们一笔遣散费。
你们猜中了，遣散费就是栗子和新酒！在这一
天，意大利有许多风俗，通常与所谓的“圣马
蒂诺之夏”或十一月初的天气温度有关。例
如，在阿布鲁佐大区的斯坎诺镇，人们会点燃
被称为“圣马蒂诺的荣耀”的大火，以纪念圣
马蒂诺，各个地区相互竞争谁的火最高、最持
久。

在威尼斯，11月11日的习俗是准备圣马蒂诺
的甜点，这是一种马背上圣人佩剑形状的甜脆
饼干，装饰有蛋清和糖霜，覆盖着糖杏仁和糖
果，而孩子们则在威尼斯迂回的过道中奔跑敲
响锅碗瓢盆，唱着典型的祝福歌曲。

同样在巴勒莫也会准备典型的圣马蒂诺饼干，
然后将其浸入潘泰莱里亚的莫斯卡托葡萄酒
中。11月11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马蒂
诺，图尔和圣的主教，公元397年11月11日是
同时下葬的日期。
日期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标记农业工作的时间，
并且通常与葡萄酒的陈酿时间相关联，以至于
影响到到了谚语“在圣马蒂诺，任何都必须成
为葡萄酒”。

那么在今年的双十一可以引来一个新的传统：
买完了东西，可以一边吃烤栗子一边喝芬芳的
新酒。

李威 
LIVIO DI SALVATORE
意酒频道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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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objectives of this new line: to fully express the territory and 
work in the most natural way possible

洛玛黑葡萄园代表了应用于葡萄酒的生物动

力农业的最佳水准。九款限量版葡萄酒，独特

而珍贵的产品，具有完全尊重罗萨露拉庄园

（Tenuta Rosarubra）灵魂的独特个性。

本土的阿布鲁佐蒙特普尔恰诺、阿布鲁佐特雷

比亚诺和佩科里诺，伴随着国际赤霞珠、霞多

丽、灰比诺、梅洛、莫斯卡托和长相思。白色

标签是从专门用于该系列的各个葡萄园中获得

的，而黑色标签则代表了对最高品质的进一步

选择，只有最好的年份中最好的葡萄才会被选

择到这些精美的酒瓶中。产量非常少，同时也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质量，并为有兴趣探索新愿

景的葡萄酒爱好者提供了全新的体验。

这九种单品种葡萄酒中的每一种，都有其酿造

纯度的葡萄的名字。葡萄像镜子一样反映在葡

萄酒中：生物动力葡萄种植方法和葡萄酒酿造

选择，确保了葡萄的特性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葡萄酒以最真实的方式代表了其发源地几公

顷内的单一葡萄园，并以此标记地理坐标。地

理位置也是葡萄酒众多元素的中心：手绘的虚

线条和指南针提醒地图有一个隐藏的宝藏，它

引导冒险家走向Cru，即中心元素。木材，自

然元素，几乎快要从瓶子里冒出来，冲向我

们，同时精确地识别出葡萄园的形状，坐落

在独特的风土中。再将其余八款葡萄酒放在一

起，可以像拼图一样重新组装整个彼得拉尼科

（Pietranico）庄园的地图，包括它的原始风

土，美丽的自然绿洲和生物多样性。

充分表达土地的各个方面和独特的性格是洛玛

黑葡萄园的两个基本理念之一。激发这条生产

理念背后的另一个想法是：以最自然的方式

工作。生物动力农业有助于实现一个最后的目

标，该目标旨在将庄园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大型

农业主体，其各部分就好像人体器官一样相互

联系；罗萨露拉庄园最近开始添加再生有机农

业 (AOR)，旨在恢复土壤的原始健康状况。

集约型传统农业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产

量，而从不考虑有助于自然平衡的其他要素；

一旦这样下去，土地最终会变得贫瘠，失去应

有的肥沃、丰富和生物多样性。不可避免地，

传统和工业化农业发现自己在土地上不断地使

用化学产品，进一步使它们变得贫瘠并对葡萄

生长造成了“压力”，由此也对葡萄酒产生了

绝对的负面影响。

相反，生物动力农业遵循一个非常不同的逻

辑。在土地上使用的全天然产品的目的不是让

葡萄个体发育良好，而是整个葡萄园，就像我

们人类健康，指的是让整个身体感觉良好一

样，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器官好。

我们在收获时尽量使葡萄藤受到最小的影响，

这有时很困难，例如当我们必须应对缺雨等问

题时。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创造的一个封闭

的循环来完成的：利用庄园自然提供的所有资

源，在罗萨露拉庄园的元素之间创造积极的协

同作用。

这要归功于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承诺。每一种

植物、动物或微生物都对微妙的平衡做出了根

本性的贡献，使我们的葡萄园与众不同，因此

我们选择性的种植了很多药用植物围绕着葡萄

园。除此之外，我们还使用昆虫旅馆、饲养稀

有动物、养殖蜜蜂等方式，来创造自给自足的

生态系统。为了进一步丰富土壤，我们还引入

了PRGR - 促进植物生长的根际细菌（即促进

植物生长的土壤生物）称为菌根，它帮助植物

吸收土壤的特性，它与水培正好相反。生产中

性水果作物，如无味的西红柿。

与植物的合作创造了信息交流，真菌深入土壤

并将信息传递给庄园的其他部分。就像电影《

阿凡达》一样，灵感来自农场的神经系统。

这种类型的生产理念需要耐心和努力，是对自

然缓慢工作的敬意。

正是因为它是人与自然相互理解的结果，“洛

玛黑葡萄园”生产出一系列珍贵、真实和真诚

的葡萄酒产品，它讲述着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

工作。这些葡萄酒不追求时尚和潮流，按照土

地的意愿酿造，具有叛逆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不容易被我们的味蕾所驯服。

意大利酒庄  ITALIAN WINERY

洛玛黑葡萄园
生物动力农业的最佳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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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智慧和无可辩驳的真理几乎总是
隐藏的。
然而，当谈到葡萄酒和其他酒精饮料时，人们
普遍认为它们并不真实，或者最多只能说“一
半”正确。

这些都是地中海文化中的家常便饭，带有明显
的“以葡萄酒为中心”的烙印。
仔细观察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在实践
中，酒精导致的结果，尤其是过量饮用时，所
描述的和预期的完全相反。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喝下一杯啤酒或
反复举杯之前，我们希望获得酒精带来的效
果，无论是酒或者酒友，也都无法真正保证。

“回头浪”的原因
当我们因酒精饮料而痴迷并且处于宿醉状态
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难以翻译的术语“宿
醉（Hangover）”，法国人使用 “木嘴
（Gueule de bois）”。
然而，这两个定义都只是部分说明了饮酒过量
后的真实感受。

如果我们还想从拟声词的角度来看，也许最合
适的术语是西班牙人使用的术语，他们使用 

“resaca” 来表示典型的酒精性疲劳不适。
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表示酗酒后遗症的
医学术语是来自挪威语的“不安（kveis）”
和 希 腊 语 的 “ 疼 痛 （ a l g i a ） ” 的 组 合
词“veisalgia”。
如果我们不想打扰这些备受追捧的定义，我们
就必须接受最流行的宿醉，请记住，无论您身
在何处，无论您怎么称呼它们，疾病的表现始
终都是一样的。
精疲力竭，头晕，无法控制的口渴，恶心，虚
弱和单一的欲望，就是寻找让你立即感觉更好
的东西。

造成如此严重不适的根本原因是身体严重脱
水，因为当酒精在人体内四处奔波时，直至大

脑底部，于是会阻止抗利尿激素的产生。
后者一旦不能再发挥作用，肾脏则会从尿液中
重新吸收水分。
这会导致身体水分平衡的改变，通过尿液消除
更多的水。身体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即使热量
为零，水仍然是最重要的营养素），于是会做
出反应并尝试寻找水以迅速使其进入循环。
甚至被迫从吝啬的大脑那里借用它，从而产生
收缩。因此，酗酒的症状完全是大脑因为“干
旱”而造成的危险。
最有可能的是，硬脑膜受体（围绕大脑的膜）
的过度激活记录了非典型狭窄，导致宿醉后典
型的心烦、头痛和疲惫。
在这种情况下，祖辈们的旧疗法似乎是有效
的：睡前应该喝大量的水，以补充水分，也稀

葡萄酒和酒精饮料的

“流行”特性
Journey through false myths and clichés of 
Mediterranean culture

米歇尔·斯科格纳米奥
MICHELE SCOGNAMIGLIO
营养学教授、葡萄酒专家

葡萄酒与健康  WIN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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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合理饮食，其次睡前多喝水，第二天早上杯
茶或喝杯加糖咖啡。在这个领域，酒精饮料帮
助人们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人们已经尝试了所
有这些，试图使后果不那么有害。

睿智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即使采取了一切
可能的预防措施，比如，按照比本迪教士
（Magister Bibendi）制定的比例稀释葡萄
酒，并且只在宴会结束时喝酒，为了进一步保
证他们的幸福，请调用宙斯或救世主的庇护，
使他们远离酒神巴克斯的复仇。

葡萄酒和酒精饮料的

“流行”特性

释进入大脑的酒精，因为他们始终相信酒神的
存在。过量饮酒还会促进糖原（一种将多余葡
萄糖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的物质）的分解。
由于酒精的作用，糖原会转化回葡萄糖并随小
便排出，因此会尿糖。

补救措施？
很在实践中，没有安全有效的宿醉补救措施。
一个有效的建议，在饮酒之前或者期间，要保

葡萄酒与健康  WINE&HEALTH

爷爷的老药似乎是唯一
有效的：万一“宿醉”，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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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寒冷
在气候特别恶劣的国家，人们养成了经常饮用
酒精含量高的饮料以试图取暖或应对严寒的习
惯。
一个关于将寒冷和酒精结合在一起的古诗，这
故事涉及圣伯纳犬，这是一种专门从事山地救
援的爱心山犬。事实上，带桶狗的神话起源
于19世纪的艺术家埃德温·兰瑟尔 （Edwin 
Lanseer），他画了一幅山地救援场景，其中
狗把酒桶挂在脖子上。毫无疑问，这是成功
的，这个启发说服了几代人，圣伯纳犬“在冰
川之间携带着人们的希望”。

正如我们看到的，酒精肯定不会帮助不幸的人
从霜冻中恢复过来，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从寒
冷中恢复的物质应该包含热量和糖分。

事实上，认为酒精具有温热作用，是一种错误

的信念，没有任何意义。让我们看看为什么。
酒精，尤其是在过量饮酒的情况下，会对体温
调节产生两种平行且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它
是一种极好的外周血管扩张剂，因此它会增加
皮肤下流动的血液量，产生快速且暂时的热感
和温暖感觉。
事实上，浅表血管扩张的增加也有利于热量在
外部环境中的更大程度的散去，从而降低体
温。

另一方面，酒精维持在高剂量下，会抑制下丘
脑水平，这是体温调节机制的所在。换句话
说，酒精会使这个复杂的系统保持我们的体温
恒定，而不受外部因素控制。

如果以上还不够，像其他神经物质一样，神经
系统水平的乙醇会改变感官刺激的感知。正是
由于这种现象，酒精会使人对冷、热、痛等的
感知不那么敏感。

外部温度越低，酒精促进的血管舒张作用就越
强烈。这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向未成年人提供酒
精为什么是绝对的禁忌。

归根结底，寒冷时喝烈
酒的习惯是流行的，但
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酒精暂时缓解了寒冷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行为，
一种由感觉改变和快速外周血管舒张的综合作
用引起的感知，很快便会适得其反。

古拉丁人会说在壁炉前啜饮一杯热气腾腾的热
葡萄酒，甚至可能在严寒的晚上和心爱的人一
起享受。在这些情况下，温暖的仅仅是灵魂，
但其他情况下，最好还是依靠毯子取暖。

葡萄酒与健康  WIN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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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看来，“公关”的附加价值恰恰在
于一种直接的、个人的、人际接触，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建立，并相互尊重人与社会中扮演的
角色。一种基于尊重、包括想法和评估，与在
相互尊重中进行比较的持续的“关系”。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去直接与
有影响力的人会面。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来到意大利，所以我们决定走出去。考虑到当
前的历史时刻，我们不得不推迟计划中的所有
活动，但实质内容仍然存在。

事实上，交流是由手势、动作和表情组成的，
这些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和我们正在谈
论的事情。见面、活动、会议仍然是公共关

什么是公共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它？对
该领域创造历史的同事和杰出学者们或许可以
很好的定义（在相关手册中也很容易找到各种
语言的翻译版本），但是这里我还想添加我对
这个世界的个人想法和解释。

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今天，随着数字世界
的力量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深信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直接的关系还是许多人正在回归的价
值。疫情发生的事情加速了保持联系所必需的
技术的重要功能，但在一起的价值非常大。

在这方面，我们中意两国的文化非常相似。两
者都非常重视社交和在一起，所以我相信我写
的东西更容易被中国的读者理解。

系的主要工具，因为这能够直接与我们的对
话者，或者说需要宣传公司产品的人交谈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倾听和会面的意愿也是基本
的，所以公关从业者，也是对话者的。

最后，你们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我对公共关
系有自己的定义吗？没有。因为，相比答案的
一句话，我更喜欢用一种基于程序化和不断努
力工作的模式来解释它，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指
出的那样，等到我们能够真正见面握手时在来
一个直接的问候吧。

那么，一如既往，希望你们可以写信给rg@pr-
vino.it，可以提供建议和见解。

公共“关系”
The value of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wine

里卡多·加布里埃 
RICCARDO GABRIELE
记者&商业顾问

葡萄酒市场  WIN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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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蜿蜒的山，雄伟的安东尼利亚码头，都
灵的象征，就在眼前，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城市之一。威尼斯的环礁湖景观环绕着废弃的
葡萄园，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它们。在米兰
圣玛丽亚·德尔·格拉齐圆顶的遮挡下，生长
着莱昂纳多的葡萄园。西西里岛巴勒莫植物园
内，有95株本地葡萄藤缠绕在一起。然后还有
在锡耶纳城墙内外种植的古老葡萄园，这些景
观都是中世纪最令人难忘的。

所以说，意大利的葡萄园也能在城市里生长。
多年来，从事葡萄园恢复和修复工作的园丁和
学者们都深知这一点。虽然被遗弃多年，但葡

萄园始终是意大利历史的真实遗产。结合保护
历史、酿酒和景观遗产的共同目标，保护位于
居住在市中心的葡萄园，从文化和旅游的角度
加强对这些遗产的保护，为此海内外还创造了
一个城市葡萄园协会-UVA，与国际其他的城
市葡萄园建立网络。 
该协会于2019年在都灵由雷吉納別墅（Villa 
della Regina）的卢卡·巴尔比亚诺（Luca 
Balbiano）的倡导下成立，该协会将市中心
幸存的葡萄园、生物多样性的宝藏汇集在一
起，其历史悠久，美丽动人。

UVA协会总裁卢卡·巴尔比亚诺解释说：“这

城市葡萄园,
充满历史和美丽的葡萄

在城市中生长

Vines in the city also to promote cultural and 
tourist projects

葡萄酒陈年  WINE AGING

马塞拉·佩斯 
MARCELLA PACE

AIS侍酒师 & 记者

个项目是最近才诞生的，即使它的根源很远，
我们的同事是酿酒师，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执行
一个城市葡萄栽培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们
讲述的不仅仅是葡萄酒，还讲述了它的历史、
文化、数百年的传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千
年。在2018年经过调研后，我们召集了首批
六位城市酿酒师，于次年成立了协会。直到今
天，我们总共十一个人，分散在意大利和世界
其他地方”。在都灵山丘的城市斜坡上矗立着
都灵的雷吉納別墅（Villa della Regina），它
由萨伏依的毛里齐奥（Maurizio di Savoia）
于1600年委托建造。在雷吉納別墅里面除了
住宅区域，其中还有不可或缺的农业和休闲部

威尼斯历史的中心区域圣

埃莱娜岛（Sant’Elena）

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拉维

尼亚（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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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的打击后，已
经被遗弃多年，但是葡萄园在2003年至2006
年间恢复，这多亏了皮埃蒙特历史、艺术和民
族人类学遗产管理局的委托，由巴尔比亚诺酒
庄进行对其的恢复。
这里被重新种植上了2700 株基耶里的弗莱萨
Doc（Freisa di Chieri）红葡萄品种。城市的
污染并不会影响葡萄园，因为葡萄园位于市
区上方，远离道路，位于别墅后面。这里的
蜂箱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蜜蜂只会生活在空
气良好的地方。酒杯中的泻湖（Laguna nel 
Bicchiere）协会的诞生，源于弗拉维奥·
弗朗切谢特（Flavio Franceschet）的好奇
心，他于1993年发现了环礁湖的葡萄园，特
别是圣埃莱娜岛（Sant’Elena）上的圣弗
朗西斯科德拉维尼亚（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葡萄园。这曾是威尼斯历史的中心区
域。从那时起，通过酒杯中的泻湖项目，恢复

了环礁湖废弃的葡萄园，以维护传统和保护原
始，重新呈现了那些几乎不为人知的景观，揭
示其隐藏的城市与乡村关系。
威尼斯的圣弗朗西斯科德拉维尼亚（San 
Francesco della Vigna）葡萄园是该市最古
老的城市葡萄园。总共有三个回廊，两个用作
菜园和葡萄园，而第三个则用来收集雨水，然
后用于灌溉。

自2019年以来，葡萄园一直由圣玛格丽特集
团（Santa Margherita）的农艺师打理，他
们更换了古老的泰罗德戈（teroldego）葡
萄，取而代之的是格莱拉（Glera）还有玛尔
维萨（Malvasia）葡萄，每年生产约2000瓶
葡萄酒。

塞纳罗姆葡萄项目“Senarum Vinea”：这
是一个位于托斯卡纳的锡耶纳，锡耶纳大学伊

特鲁斯科学和古物实验室合作构思的项目，旨
在认可和加强当地葡萄文化遗产和城市栽培
形式的历史，由全国葡萄酒之城协会在牧山银
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基金会的
捐助下建立并推广的，全权委托给普尼亚城堡
（Castel di Pugna）农业公司。
这是一条实验性的道路，使人们有望重新发
现20种存活至今，但可能早已被遗忘或面临
灭绝风险的百年老藤品系，这些品种包括：
戈尔戈特斯克（gorgottesco）、泰内罗内
（tenerone）、萨拉曼娜（salamanna）、
普鲁纽罗臣提蕾（prugnolo gentile）、罗索
内（rossone）、马莫罗（mammolo）。
在米兰的恩宠圣母教堂（Borgo di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的中心，这里的葡萄园
仍然在生长，并且已经维护了一个世纪了，
这是由卢多维科·伊尔·莫罗（Ludovico il 
Moro）于1498年捐赠的。在阿泰拉尼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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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degli Atellani）花园的最深处，由奥
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在文
艺复兴时期种植了芳香的坎迪亚玛尔维萨葡萄
（Malvasia di Candia）。
西西里岛巴勒莫植物园的雄鸡葡萄园（Vigna 
del Gallo）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
一，是一座拥有超过5000种植物的巨大露天
博物馆，其中有95种本地葡萄藤，是西西里葡
萄栽培的无价遗产。这是该岛生物多样性的有
形见证。该项目于2018年10月由巴勒莫大学
博物馆系统、西西里DOC葡萄酒保护协会还
有巴勒莫大学农业系被共同合作启动。雄鸡葡
萄园面积约占200平方米。

它拥有本地葡萄树（包括格利罗（Grillo）
、黑达沃拉（nero d’Avola）、弗拉帕托
（frappato）、佩里克内（perricone）、卡
塔拉托（catarratto）、因佐利亚（inzolia）
以及遗迹葡萄树普路奈拉（prunella）, 慕思
卡莱达（muscaredda）,白考林托（ corinto 
bianco）, 库特莱拉（cutrera）,组卡拉图
（ zuccaratu）,维斯帕洛拉（visparola）。

UVA协会酿酒师最新到来的地区是西西里岛的
埃特纳火山（Etna）城市酒庄，这是一个旅游
招待项目，让游客们可以了解埃特纳火山和卡
塔尼亚市（Catania）之间的城市葡萄园。在

这里，一个被废弃了60多年的地方被重新恢复
了，恢复到它原来的用途，一个带酒窖的古老
葡萄园。
其实类似的协会，国际上还有巴黎的“La 
vigna Clos Montmartre”、里昂的“Clos 
de Canuts”、阿维尼翁“il Clos della vigna 
al Palais des Papes”以及最近可欣赏曼哈顿
景色的布鲁克林“Rooftop Reds”。

巴尔比亚诺总裁继续说道：“我们想做的并不
是为了销售葡萄酒，而是开展一个文化和旅游
的项目，并讲述城市葡萄栽培背后的故事”。

葡萄酒陈年  WINE AGING

塞纳罗姆葡萄项目“Senarum 

Vinea”是一个位于托斯卡纳

的锡耶纳，锡耶纳大学构思的

项目，旨在认可和加强当地

葡萄文化遗产和城市栽培形

式的历史

在 米 兰 的 恩 宠 圣 母 教 堂

（Borgo di SantaMaria 

delle Grazie）的中心的列

奥纳多·达·芬奇葡萄园

（Vigna di Leo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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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ely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most 
used vine training systems

“单高登树形”光芒渐散:
“居由式”的无声推进

在许多意大利葡萄酒产区，多年来最常用
的两种葡萄藤修剪方式之间，出现了相当
激烈的争论，即“单高登树形（cordone 
speronato）”和“居由式（Guyot）”。

后者在结构方面类似于单高登树形，与其完全
不同的是长枝修剪而不是短枝修剪，这种修剪
方式正在意大利的不同丘陵地区传播，这些地
区土壤不是特别肥沃，居由式可以得到最佳的
叶片密度和平衡健康的产量，而无需昂贵的发
芽干预，疏叶和疏果。

立法规定的偏袒
近几十年来，单高登树形有了显着的扩展，最
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使所有种植操作机械化。

在意大利的各个地区，同样随着欧盟关于葡萄
园重组的经济援助法规的实施，单高登树形
受到青睐，这影响了超过 90% 的新种植葡萄
园。
凭借其拥有的整体机械化和生产成本的控制，
该系统获得了比其他系统更高的分数，无论种
植地点的活力和藤蔓/砧木组合如何，都有助

于其传播。过去几十年在葡萄园的经验证实，
单高登树形绝对可靠，能够确保平衡和高质量
的生产，尤其是在活力低和/或使用活力较低
砧木（如420A, 3309 C, 157-11 C）的丘陵地
区。

产量：
这往往是问题所在
对于芽肥力高（大于1.5-2）和高葡萄串重
（大于250-300g）的葡萄藤，在众多DOC和
DOCG生产法规规定的限制范围内限制生产
的问题，即9-10吨/公顷，单高登树形会面对
产量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如果在肥沃的土壤
和/或有活力的砧木（例如 140 Ruggeri、779 
和 1103 Paulsen）上生长。例如，这些葡萄藤
包括 Sangiovese桑娇维塞、Montepulciano
蒙特普尔恰诺、Ciliegiolo绮丽夜娇罗、Tocai 
rosso红托凯、Canaiolo nero黑卡纳
罗、Nero d'Avola黑达沃拉、Carignano卡
莉娜诺、Sagrantino萨格拉蒂诺、Refosco雷
佛斯克、Trebbiani特雷比亚诺、Malvasie马
尔维萨等。

此外，在这些条件下，单高登树形显示出两个
问题：

1) 单高登树形过早老化，因为无法始终确保对

一年生枝条进行严格的切割；因此，有必要在 

2 年或以上的树枝上进行砍伐，随之而来的是

对真菌性木材病害的更大敏感性；

2)由于冠芽和亚芽的芽大量萌发，叶幕带增

厚，因此需要进行强烈的落叶措施。

单高登树形的管理
在多产葡萄藤存在的情况下，由于芽的肥力和
葡萄串的重量都很高，特别是如果生长在肥沃
的地区，单高登树形农业通常需要控制公顷的
产量，以避免超出纪律规定的限制，这可能会
导致冬季修剪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

1) 芽数少+芽萌发强烈

2) 适量的芽 + 疏芽

条件 1) 是通过将短枝修剪为仅1节来实现的，

而条件 2) 是通过每个 2 节的短枝来实现的。

葡萄种植酿造  VITICOLTURE&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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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1：
在将分支短修剪为单个节点的情况下，从冠和
子芽的潜芽将发育出许多芽（图1）。因此，
必须在 5 月份之前进行系统和仔细的去除多余
枝条的操作，手工作业的要求甚至可能超过每
公顷 50-60 小时。

条件 2：
如果依赖的芽负载量大于理想的芽数，可以通
过设置每个 2 节来实现，那么必然会超过规范
允许的最大生产限制（图 2），然后有必要以
疏果进行干预（这显然失去了一次性纠正干预
的特征）。这会导致成本增加，因为这种严格
的手动操作可能需要长达 40 小时/公顷。

居由 vs 单高登树形
在相同的土壤气候和管理条件下，与单高登
树形相比，居由通常表现出较弱的活力和叶
量减少，随后白天对光的拦截减少（图3）
和减弱的树叶的光合能力.在意大利中部对 
Grechetto 格拉切托葡萄藤以及 Sagrantino 
桑格兰蒂诺和 Sangiovese桑娇维塞进行的直

接实验表明，在居由中，较低的植被密度也可
以通过视觉估计，以及拦截光线的能力，在预
在早上 10 点到 11 点之间收获，平均减少了 
20-25%，从单高登树形的 80-85% 减少到居由
的 55-60%（图 3）。

转换修剪方式
由于上述原因，几年来，许多酒厂开始运营，
通过切割树干和提高果头来将架型系统从单高
登树形重新转换为居由。

应用注意事项
应该强调的是，没有任何修剪系统是一尘不眠
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并与所
有葡萄树/砧木组合一起使用。
下表显示了所讨论的两种修剪方式的优缺点，
如果现有葡萄园的定量和定性结果不令人满
意，它们为在未来工厂中采用单高登树形和居
由之间的选择或预期可能的转换提供了有用的
信息。

图 1
在萨格兰蒂诺葡萄园中，用单高登树
形整型并用单结修剪（A）。
萨格兰蒂诺枝条的冠部和子芽大量重
新萌发，剪短为单个节点 (B)。

图 2 
桑娇维塞 (A) 和特雷比亚诺托斯卡诺 
(B) 葡萄园在肥沃的土壤上用单高登树
形整形，砧木旺盛，单位产量太高，
需要梳果。

图1-A

图2-A图1-B

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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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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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在意大利也一
直是一种文化象征。
在古代，它被认为是衡量哲学的象征，因为它
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批判善与恶的二元论。

由于其独特的体现生活百态的能力，它经常被
文学用来描述社会背景、心理洞察和人际关系
的本质。
在《洛坎迪埃拉》（1752年）一书中，哥尔
多尼（Goldoni）将葡萄酒与米兰多利纳·洛
坎迪埃拉（locandiera Mirandolina）周围的
人联系在一起。

傲慢自大的骑士被比作健壮的勃艮第葡萄酒，
而衣衫褴褛的侯爵与塞浦路斯谦逊的葡萄酒联
系在一起，著名的伯爵则相关联。还有迷人
的歌剧女主角米兰多丽娜呢？她代表了酒的本
质，表达了酒所有迷人的能力，事实上，她举
杯欢迎所有的男人。

在《约婚夫妇（Nei Promessi Sposi）》 中，
曼佐尼（Manzoni）将与葡萄酒的个人关系
作为他角色的基本特征。胆小的唐阿邦迪奥
（Don Abbondio）在遇到好人后，只寻求
他的酒来安抚他的焦虑，而怀恨在心的管家佩
佩图亚（Perpetua）用她的信任来换取梦寐
以求的葡萄酒。 而年轻的伦佐（Renzo），一
个灵魂有问题的好男孩，他沉溺于红酒，去面
对命运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葡萄酒定义和调节
了小说中的所有人际关系，是一种情感平衡。
每个人都在他的痛苦中找到了他源源不断的安
慰，更多的是遗憾。

曼佐尼（Manzoni）如此热爱葡萄酒，以
至于他将玻璃杯放大了两倍，以免被指责贪
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
（Giacomo Leopardi）即使没有尝试过这些
过度纵酒的行为，但也十足是一位酒神巴斯克
力量的热情拥护者。

事实上，根据诗人的说法，酒可以增强思想，
改善行动和反思，使人能够看到清醒时看不到
的事物，平时无法掌握的细微差别。此外，酒
对女人也有帮助，使不那么大胆的追求者变得
勇敢，并给了他爱情的秘诀，这是诗人自己一
生所追求的。

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是罗
马涅人 (Romagnolo)，也是一位伟大的葡萄
酒爱好者。
事实上，他喝得太多了，以至于有人说他是个
大酒鬼，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
明确提到酒，因为他知道这是诗人的耻辱和罪
恶，但经常谈论葡萄藤，通过这些，诗人还表
达了饮用葡萄酒本身的内涵。因此，葡萄藤成
为其果实的隐喻。
例如，在《三串葡萄》中，就曾这样写道“研
究了酒精对心理的渐进影响，每个都对应一个
集群。喝第一种会带来愉悦的快感，喝第二种

众神的甘露，
诗人的灵感
Wine is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works 
of great Italian authors, from Alessandro 
Manzoni to Gabriele d'Annunzio

红酒&文学  WINE&BOOKS

艾蕾娜·迪·巴克
ELENA DI BACCO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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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安慰性的遗忘，喝第三种会带来表面上
舒缓痛苦的睡眠，而痛苦却往往蜷缩在我们灵
魂的深处。”

即使是约书亚·卡杜奇（Giosuè Carducci）
也没有对好酒的召唤麻木不仁，但他的关系更
加真诚、愉快，远离了帕斯科利（Pascoli）
的过度和折磨。
卡杜奇喜欢美食、朋友……他的许多诗歌都令
人心碎。
他非常喜欢巴贝拉（Barbera）葡萄酒，这
使得他的一些诗句中经常提及这个名字，比
如：“慷慨的巴贝拉！在我们看来，喝酒似乎
像是在大海中独自挑战暴风雨！”突出了它强
烈而冒险的性格。简言之，这是一种更快乐的
饮品，是一种经历，它消除了痛苦，变成了纯
粹的激情。

相反，伟大的意大利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
齐奥（Gabriele D'Annunzio）几乎是个禁酒
者，尽管他非常清楚如何描述葡萄酒，尤其是
在其多情的方面。因此，尽管很少喝，但它有
一个储藏丰富的酒窖，用它吸引了许多政客。

相反，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
带我们回到更乡村、更自然的维度，沉浸
在郎格（Langhe）迷人的风景中，这里是
伟大的皮埃蒙特葡萄酒的土地，如莫斯卡托
（Moscato）、内比奥罗（Nebbiolo）或巴
贝拉（Barbera）。

在这里，葡萄酒以其原始状态讲述了在田间工
作的疲劳，以及克服疲劳的方法，特别是在庆
祝葡萄丰收的作品中最能得到了表达。帕维
斯作品的主角不仅仅是酒本身，还是自然的韵

律。 葡萄酒不再是一种象征，而是一种表达
大地之美和田间劳动的自然元素。

乔瓦尼·维尔加（Giovanni Verga）拥护幻
灭的唯物主义，他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渔民、
牧羊人和农民所占据的最卑微的社会状态。在
这种情况下，葡萄酒是穷人的必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它象征着一切，否则，无法负担。

直到今天及以后，我们可以引用一千部其他作
品和一千位其他作者来证明葡萄酒对意大利诗
人作家等文人的诱惑魅力。
因为在意大利，葡萄酒绝对不仅仅是一种饮
料。 葡萄酒是文化、传统、社会的象征，在
其神圣的演变中，完美地代表了我们土地最纯
净的本质，同时也是对不断变化着的千面人性
的最真诚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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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意酒频道都会在意大利举办四场比赛，其

中的优胜者会在《意酒邮报》杂志上进行宣传，

并分发给中国各省的意大利葡萄酒进口商、购买

者和爱好者。参赛样品来自意大利所有地区，酒

庄也非常热情地参与其中，以便能够进入著名杂

志推动的评选活动，这是想在中国了解意大利葡

萄酒的人士的参考点。

每次比赛都邀请侍酒师、行业新闻记者、葡萄栽

培与酿酒学教授、酿酒师和中国葡萄酒专家参加

（WSET三级以上资质）。目的是用金、银或铜牌

奖励最尊重评估表中提供的视觉、嗅觉和味觉特

征的葡萄酒。此奖项中获奖葡萄酒代表了从皮埃

蒙特到托斯卡纳，从阿布鲁佐到西西里的整个意

大利领土精华。通过在每个获奖葡萄酒包装盒中

找到的QR码，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您可以访问

深入的内容或直接与公司联系。

或者，您可以联系我们在意大利和中国的办事

处，我们将为您提供与公司或对您印象最深刻的

葡萄酒的链接。在意酒频道微信公众号或网站上

关注我们！

由《意酒邮报》组织的专家评审团，对第三届
“意大利精选葡萄酒大赛（BIWS）”的评选活动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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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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arganega 55% , 
Chardonnay 45% - 卡尔卡耐卡
55% , 霞多丽 45%
酒精度: 12,50%

Scaia Garganega 
Chardonnay IGT

TENUTA SANT'ANTO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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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IGP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 甜葡萄酒
年份: 2019 
品种: Nero di Troia黑特洛伊
酒精度: 15%

Barolo DOCG 2016

Annib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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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ino

Azienda Agricola 
MORI CONCETTAPRODUTTORI DI GOVONE

CANTINA DIOMEDE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GRAND GOL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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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Pug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Primitivo 普里米蔕沃
酒精度: 14%

Il Paturno

CANTINE BARS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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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epulciano 
d'Abruzzo

ROSARU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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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ienda Agricola 
LUCÀ DAZIO 

等级: Terre Siciliane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 甜葡萄酒
年份: 2019
品种: Zibibbo 泽比波
酒精度: 14%

Alemì

ASAROVINI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GRAND GOL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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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白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Malvasia Istriana 伊斯特利
娅—玛尔维萨
酒精度: 15,50%

Malvasia Roveresolo

TENUTA CONTE ROMANO

等级: DOP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Gewürztraminer, Moscato 
Bianco, Müller Thurgau –  琼瑶浆– 
白麝香– 米勒图稿
酒精度: 13%

Valle d'Aosta DOP 
Bianco Ensemblo

LA SOURCE

等级: 餐酒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品种: Sauvignon Blanc, Grechetto 
Gentile 白长相思 – 软格莱切多
酒精度: 12%

Fratta Bianco

等级: DOC Bolgheri Rosso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50% cabernet sauvignon 
25% cabernet franc 25% merlot 
–  50% 赤霞珠 – 25% 品丽珠 – 25% 
美乐
酒精度: 14%

Caccia al Palazzo

TENUTA DI VAIRABACCO & CO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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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红葡萄混酿
酒精度: 13,5%

Governo Val del Barone 
Toscana Rosso IGT

BARBANERA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ntepulciano d'Abruzzo in 
purezza 100% 阿布鲁佐-蒙特普尔
恰诺
酒精度: 13% 

Montepulciano 
d'Abruzzo Passo Cale

TERRE DI POGGIO

等级: Rosso Piceno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ontepulciano e 
Sangiovese 蒙特布洽诺 — 桑
娇维塞
酒精度: 14,5%

Vallone

RIO MAGGIO

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Gamay 佳美
酒精度: 14%

Valle d'Aosta DOP 
Gamay

LA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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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红葡萄混酿
酒精度: 14 %

Gigino Toscana 
Rosso IGT

BARBA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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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TORRI CANTINE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17 
品种: Chardonnay 霞多丽
酒精度: 11.5%

Belmount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alvasia Istriana 伊斯特利
娅—玛尔维萨
酒精度: 15,5%

Malvasia Miklus

DRAGACantina
DEL FRIGNANO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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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Trebbiano, Pecorino E 
Verdicchio 特雷比亚诺 — 派科琳
诺 — 维迪乔
酒精度: 13%

Telusiano

RIO MAGGIO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rillo 格里洛
酒精度: 12,5%

Palatium Grillo

TENUTE DEI PALADINI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oscato Bianco- Zibibbo 
白麝香- 泽比波
酒精度: 13%

Emà 

TENUTE DEI PALADINI

等级: Vesuvio Caprettone DOP
颜色: 白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Caprettone 卡佩托内
酒精度: 13%

Aryete

CASA SET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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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颜色: 桃红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grigio 灰皮诺
酒精度: 13%

Pinot Grigio Draga

DRAGA

等级: 餐酒
颜色: 桃红
种类: 静态
品种: Grechetto Gentile, Pinot 
Nero  软格莱切多 - 黑皮诺
酒精度: 12%

Fratta Rosa 

BACCO & CO S.R.L.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Nero黑皮诺
酒精度: 13%

Big Black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Barbera 巴贝拉
酒精度: 15.5%

Barbera del 
Monferrato

VIGNETI BARBARA MARIANOGRAVANAGO
di Goggi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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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50% Refosco 25% Merlot 25% 
Pignolo — 50% 瑞夫斯克 25% 美乐 
25% 匹诺洛
酒精度: 14,5%

Rosso Doc 2018

TENUTA CONTE ROMANO

等级: DOC  Friuli Colli Orientali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50% Refosco 25% Merlot 25% 
Pignolo — 50% 瑞夫斯克 25% 美乐 
25% 匹诺洛
 酒精度: 14,5%

Rosso Doc 2017

TENUTA CONTE ROMANO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3 %

Merlot

LA CALLALTELLA

等级: DOC Piave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6
品种: Raboso Veronese
酒精度: 14,5%

Barricato

LA CALLAL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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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Merlot 美乐
酒精度: 14%

Il Ruggero

PODERE SUL LAGO 
di Sandrino Quadraroli

等级: DOC Sicilia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Frappato 弗莱帕托
酒精度: 13,5 %

Laetitya

CASA GRAZIA

等级: Bolgheri Superiore Doc Rosso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8
品种: Cabernet Franc - Cabernet 
Sauvignon -  Merlot / 品丽珠 - 赤霞
珠 - 美乐 
酒精度: 14,5%

Bolgherese

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Vernaccia Nera di 
Serrapetrona塞纳佩诺那—黑维
纳西亚
酒精度: 13%

Torcular

TENUTA DI VAIRA PODERE SUL LAGO 
di Sandrino Quadrar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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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Malbo Gentile, Merlot 软马尔
伯 — 美乐
酒精度: 12.5%

Malbotto

Cantina
DEL FRIGNANO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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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Vicenzo DOC 
Sicilia 2017

CANTINA NOVELLO

等级: Vesuvio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7 
品种: 70% Piedirosso 30%Aglianico 
70%派迪洛索— 30% 阿里亚尼科
酒精度: 14%

Don Vincenzo Lacryma 
Christi  Del Vesuvio 
Riserva

CASA SETARO

等级: Cerasuolo di Vittoria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50% Nero d'Avola, 50% 
Frappato —50% 黑达沃拉 — 50% 
弗莱帕托
酒精度: 13,5%

Victorya 1607

CASA GRA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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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C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Nero D'Avola- Merlot 黑达沃
拉 — 美乐
酒精度: 13,5%

San Giorgio

TENUTE DEI PALAD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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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

TORRI CANTINE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Nero 黑皮诺
酒精度: 12%

Iris

GRAVANAGO 
di Goggi Paolo

等级: VSPQR
颜色: 白色
种类: 起泡酒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Nero 黑皮诺
酒精度: 12%

Heliantus

GRAVANAGO 
di Goggi Pa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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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颜色: 桃红
种类: 古法 起泡酒
年份: 2018
品种: Uva Tosca, Pinot Nero 乌
瓦利诺 — 黑皮诺
酒精度: 11,5%

Sgarbato Degorgi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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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uvignon Draga

Cantina
DEL FRIGNANO SRL DRAGA

DRAGA

等级: DOC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Vermentino 维蒙蒂诺
酒精度: 13%

Il Lunatico

Azienda Agrituristica
LA CARRECCIA

等级: DOC Sicilia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Grillo 格里洛
酒精度: 12,5%

Zahara

CASA GRA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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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DOP
颜色: 红色
种类: : 静态
年份: 2015
品种: Petit Rouge, Fumin 小胭脂红 — 
富美
酒精度: 13%

Valle d'Aosta DOP 
Torrette Superiore 等级: 餐酒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品种: Sangiovese, 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 桑娇维塞 
— 美乐赤— 霞珠
酒精度: 13%

Fratta Rosso

BACCO & CO S.R.L.LA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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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RI CANTINE

等级: IGT
颜色: 白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Manzoni Bianco 白曼佐尼
酒精度: 18%

Privè 

LA CALLAL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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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IGT Toscana Rosso 
Sangiovese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Sangiovese 85% Canaiolo 
10% Cabernet 5%  — 85% 桑娇维
塞— 10% 解百纳 — 5%卡纳奥罗
酒精度: 14%

Lucifer

ROCCA ALLA VOLPE

等级: DOCG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19
品种: 红葡萄混酿
酒精度: 14%

Chianti Governo 
DOCG

BARBANERA

等级: IGT
颜色: 红色
种类: 静态
年份: 2020
品种: Pinot Nero 100% 黑皮诺 
酒精度: 13%

Pinot Nero Coste 
Mancini

TERRE DI POGGIO

BEST ITALIAN
WINE SELECTION

F A L L  E D I T I O N  2 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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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gyee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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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8-30日 | 深圳

INTERWINE
2021

SHENZHEN

扫描回顾
上届意大利小酒馆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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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博会浙江青田
2021年11月13-15日

In collabor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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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CLASS
我们共有6场大师班，精彩主题如下：

敬请期待！

除了这些名酒之外，

还有超过1000款美酒参展欢迎来发现世界第
一大葡萄酒生产国的多样性

施安帝大师班1.
阿布鲁佐大区大师班2.
意大利全境精选大师班班3.

近100家酒庄

参加此次活动！
在第四届侨博会中你会发现：

巴罗洛·阿玛罗尼·施安帝·普里米蒂沃· 普洛塞科

葡萄酒活动  WINE EVENTS

扫描回顾
上届侨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