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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酒话

寻找隐藏在乡村的王室古堡
文 / 胡巧静

客访问。

的话题，他都会侃侃而谈。 他常说，

一

近年来，经过悉心改造及维护，
城堡保持了高贵、典雅的建筑风格，
精心布置的细节，营造出温馨浪漫

每一款酒都如同他的孩子， 他倾心
培育着它们，给予每一款酒生命，而

而又尊贵无比的氛围，成为丹麦王
室家庭聚会、休闲的重要场所。 每
年下半年，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亨利
克亲王、费雷德里克王储夫妇、约阿

也许就是葡萄酒的迷人之处， 它是
人与自然完美结合创造出来的作
品。 每每讲到此处， 他都会端起酒
杯，向杯内深深地吸一口气，露出陶

希姆王子夫妇及其他欧洲王室成员

醉的笑容，像个满足的孩子。

都会来到这个美丽的酒庄度假，体
验普通人的悠闲生活，7 月到 9 月

很多人都希望来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
—或者是为了疏理一段迷
茫的情感纠葛，或者为了暂时躲开
工作的烦恼，抑或者能有那么一段
不一样的旅行，得以在朋友面前讲
那些你所没有看到过的故事。 无论
怎样的目的吧，人生都需要有那么

大地则给予每一款酒灵魂。他说，这

间，女王还会在酒庄举办夏季音乐

丹麦王室的成员， 除了崇尚忠
诚、浪漫、风度，更有自己独特的品
味和艺术天赋，女王除了热心慈善，

就在 2015 年 8 月，在国内葡萄酒市
场刚进入旺季的时候，我突然接到

慈善晚会。
在酒庄负责人的引领下，我们
参观了酒庄的葡萄园及酿造间、酒
窖，品尝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卡伊葡

利克亲王则是欧洲知名的雕塑家。
在这样的文化品位的熏陶下， 卡伊
酒庄出品的每一瓶酒也有着艺术品

了远在法国的一份特殊邀请，心头
一热，说走就真的走了。

萄酒，作为这块土地上的最佳产物，
卡伊葡萄酒优雅而高贵，酒色迷人

般的格调。同时，卡伊皇家葡萄酒也
是为自己、为爱人、家人和朋友酿造

而温和，层次丰富，让人回味无穷。

的酒，每一款都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而卡伊酒庄的葡萄园里大面积种植

除了皇室品位， 它们也讲述着生活

的正是之前说到过的本地区最著名
的葡萄品种：马尔贝克在卡奥尔有

的浪漫与温馨。

一场旅行是“
说走就走”的。
而对于我来说，即使常年游走
在欧洲的酒庄里，也还是会不断探
寻着能有一场不同的旅行。 于是，

二
其实这些年来无论是因为工作

还是欧洲著名的画家和翻译家，亨

还是旅行，法国已经是我非常熟悉
的国家，然而当邀请函里出现了我

论从酿造技术的把控上，还是自然
气候上还是有些不稳定。 当然也或

盛产世界上品质最好的黑松露和一
些品质上等的菌类，还能品尝到世

头号地标，也是法国保存最完好的
中世纪桥梁之一。 桥的主体建造于

熟悉的西南产区，却是不熟悉的卡
奥尔的王室酒庄时，就根本不用思

许因为如此，这个产区才更值得我
们来探寻，就像在茫茫人海中去邂
逅一份惊喜一样，更值得期待。

界顶级的鹅肝、鳟鱼……是法国本
土及欧洲游客最喜爱的休闲度假地
之一。 所以说这次的目的地是一次

14 世纪，主要用于防御外敌，上面
有 3 座后来加上的尖塔， 下方有 6
个桥拱。 站在桥边，耳边有微风吹

这里的气候为温暖的地中海气
候，光照时间长，夏季气候炎热（常
常超过 30℃）。 冬季气候也很温和，
降雨量较少， 尤其是在葡萄生长期
间降雨量更少。 因此，在大部分年份

美食美酒美景的全方位体验。
下了火车，开上提前租好的车，
开始在市区转。 卡奥尔市区三面都
被洛特河环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古罗马时代，中世纪时曾是一个具

过，遥想当年保卫这片土地的骑士
们，骑着战马呼啸而过，那威风凛凛
的场景与当下的宁静形成奇妙的反
差，让这古城多了一丝神秘。

马尔贝克最著名的产地是南
美洲， 其中最为耀眼的要数阿根

这里也确实是一个旅行度假的胜
地。每年的 6 月至 10 月为最佳旅行
时间。 6 月初夏的季节，漫山遍野的
花朵开放，新鲜松露的品尝季节。如

廷， 马尔贝克的种植面积占全球

果你有兴趣体验一下去寻找埋在地

总种植量的 70%以上， 马尔贝克
葡萄酒已经成为阿根廷葡萄酒的

下的“黄金”，也可以与当地的松露
农庄的人们一起踏上寻找“
黑色黄

里， 这个地区能为葡萄种植提供相
对理想的环境。 也正是这样的气候

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当时建造
的城区完好保留至今。 火车站就在

四

标志性产品。 然而，最先让马尔贝
克扬名立万的却是卡奥尔。 这里

金”之旅。
牵着被训练好的寻找黑松露

让这个产区的风景也很怡人。

市区，很多著名建筑其实步行 20 分
钟以内均可到达。 首先进入视线就

有着种植马尔贝克的优良传统，
阿根廷目前种植的马尔贝克也大

的狗， 或者有胆量的话也可以牵
头野猪， 跟着农民们一起去法国

三

—
是市区里算最高的建筑了吧！ ——
圣埃蒂安大教堂耸立在市中心,始

多是 1852 年法国农学家从卡奥尔
带过去的植株的后代， 说卡奥尔
是马尔贝克的故乡一点都没错。

最有名的松露森林里寻宝。 然后
再 到 当 地 最 有 名 的 餐 厅 L’o a la
bouche，去品尝以当地最著名的黑

即便是现在， 卡奥尔的马尔贝克
种植面积仍然高达 7000 英亩 （总
共 10300 英亩）。
卡伊庄园的葡萄园，种植的主
要葡萄品种正是马尔贝克，此外还

松露为配料所做的牛肉、海鲜，非
常鲜美。 当然对于我来说，最值得
品尝的是他们家特有的黑松露冰
激凌和蛋糕。
很遗憾这次来没赶上松露的最

有少量的美乐和丹娜。 马尔贝克和
丹娜有着共同特点，呈深黑红色，丹
宁强烈，是两款刚烈且难以驯服的
葡萄品种，而美乐柔和甜美，恰是马
尔贝克和丹娜的最佳伴侣。

好采摘季节。 不过我却去了卡奥尔
的拉尔邦克（Lalbenque）村 的 松 露
市场去参观， 这个季节仍然可以进
场采买。 这可是法国最值得参观的
松露市场， 也是法国仅存的两个松

丹麦的亨利克亲王对葡萄酒
推崇至极，入主卡伊城堡后，便开

露市场之一。另一个是在普罗旺斯，
但那个是后来建的。 只有卡奥尔这

始积极在周边开垦土地，培育种植
马尔贝克，酿造卡伊葡萄酒。 酒庄

个松露市场才是土生土长原生态
的。 到现场体会一下这个“
黑色黄

的土地上层为梯田状的石灰岩结
构，向下延伸为混合着“喀斯”地形

金”的买卖气氛，会不会让人更励志
地想回来辞掉工作， 义无反顾地去

（或石灰岩高原）岩屑的砾质土，极
适合葡萄生长，同时这里也有着非
常好的光照条件， 葡萄成熟的季
节，远远望去，园中的葡萄藤悬挂
于洛特河上方， 果实晶莹剔透，赏

养几头野猪， 然后一头扎进这寻宝
的队伍中去。
如果不是 9 月份要去波尔多，
或许可以和亲王一家人一起去采摘
葡萄， 在感受丰收的同时体会一下

心悦目。
每年葡萄剪枝、采摘、酿造的季
节，亨利克亲王都会风雨无阻地回
到酒庄，参与到每一个重要环节之

王室里庆祝丰收的音乐会； 也可同
时享受去年酿造今年罐装的最新的
美酒， 再一起期待今年亲手摘下的
葡萄来年酿出的酒， 又会是多么不

中。 提起葡萄树种植及葡萄酒酿造

同呢？

精品葡萄酒奠基人王奉玉老先生

考了。
8 月， 法国南部处处花果香四
溢，一片生机盎然。 从巴黎乘火车，
经过奥尔良、利摩日、图卢兹，车窗
外风景流动，如同迷人的电影画面，
除了秀美的村庄，还能看到坐落于
远山近水之间的城堡，让人神思飞
扬，不免会期待着一场浪漫的邂逅。
这次的目的地是法国的葡萄酒
西南部产区。 很久以来西南部产区
在大家的眼中都是盛产品质一般的
餐酒为主。 大家给西南产区贴上了
“高产、低价、质低”的标签。 这样的
现状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西南产区

火车穿过丘陵和田园，一条九

建于 13 世纪，是世界上最高的哥特
式教堂之一，中殿高 42 米，同时拥

以整个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种植
条件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葡萄园

曲十八弯的河流出现在眼前，这就
是多尔多涅河。 西南产区坐落在美
丽的大西洋和优雅的地中海之滨，
多尔多涅河就像一条优美的丝带在
产区内缓缓流过。 诗人们还将这条

大都种植在一系列不同的土壤中。
不同的海拔会有不同大小的风，而

河比喻成戏剧里小丑的五彩斗篷，
在这片土地的不同区域显示不同的

20 世纪著名工匠之手。 管风琴与西
侧外墙之间的壁画创作于 14 世纪

风对葡萄园的气候和葡萄酒的品质
也会有显著的影响。 比起沿海平地

色彩。 当它流到 Bergerac 的葡萄园
时，它就变成了紫色。 有时不同的

的葡萄园，种植在山脚内陆地区葡
萄园的气候明显更为凉爽，通常这
里的土壤能更好地满足高品质葡萄
的种植要求。
近些年西南部产区一些不错的

季节，它又会出现金色、红色、绿色。

是法国地理面积上最大的产区，所

酒庄及协会也在致力改变大家的认
识，都在集中精力生产品质更好的
葡萄酒。 人们都在努力继续发展
AC 葡萄酒和 IGP 葡萄酒， 以使这
些酒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当地酒品的
多样性。 产区内的葡萄酒品质也每

火车再往前继续走， 随之而来
的是山坡上更多大片大片整齐的葡
萄园， 这里就是法国葡萄酒西南产
区的核心地带——
—卡奥尔（Cahors）。
让个人感觉法国的酒十大产区
里，相较于波尔多、勃艮第，西南产
区就陌生很多。 而就西南产区而言，
卡奥尔的名字就不陌生了。公元前 1
世纪这里就开始葡萄酒的生产，这
里的葡萄种植以马尔贝克（Malbec，

年都在提升。 这些努力也在渐渐扭
转市场对南部产区“质量低”的印
象。 慢慢这里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最
具性价比的葡萄酒产地，并且有些

葡萄品种）为主，此外还会混合种植
一些美乐（Merlot）和丹娜（Tannat）。

顶级葡萄酒也以高价出售。 但不可
否认的是，法国南部仍然是法国最
大的葡萄酒产区，葡萄酒的品质无

为卡奥尔是法国比利牛斯 - 南方
大区洛特省的省会，是一座艺术与
历史之城，同时以美食、美酒著称，

当然除了葡萄酒之外这里还有
世界吃货们都知道的几大名产。 因

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彩绘玻璃
窗——
—共 6500 平方米， 出自 13 至

早期。 遗憾的是，因为教堂还在正
常提供给信徒使用，所以教堂核心
回廊只在每年 6 月和 9 月开放，据
说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中世纪的壁画
和雕塑。
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塔是 14 世
纪为纪念第二任阿维尼翁教皇若望
二十二世而建，高 34 米，呈四方形、
锯齿状。 与它紧邻的是圣马塞洛缪
教堂,同样建于 14 世纪，有宏伟的砖
石钟楼。 站在古城的街道上，看着层
层叠叠的古老建筑， 似乎能听到教
堂的钟声穿越几个世纪发出回响，
恍惚之间，我们不是开着汽车，而是
驾着马车行进在这流动的时空里。
洛特河以蜿蜒曲折闻名，镶嵌
在起伏的山峦、丘陵之间，像是被精
心缝制在裙摆的流苏。 穿过卡奥尔
市区，沿洛特河一路驶向西北，不久
就看到了著名的瓦朗特雷桥，如同
一把弓箭横跨河上，它是卡奥尔的

在市区溜达够了就一路直奔这
次的最终目的地——
—王室的私家酒
庄。 距离卡奥尔城区大约半小时车
程，一座宏伟的城堡隐身在半山坡
上的一片葡萄园中间，俯视着洛特
河与周边的小村庄。 这就是我们此
行最重要的目的地——
—卡伊酒庄城
堡，欧洲唯一的王室御酿葡萄酒酒
庄。
卡伊酒庄，也被称为王子古堡，
坐落于卡奥尔产区种植葡萄最好的
土地上， 历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
当年曾用于管制洛特河的水上交
通，几个世纪以来，历经了多次改建
和扩建，由一个中央方形塔楼和四
个侧围的塔楼组成，除了葡萄园，还
有一片广阔的梯田。 18 世纪，这座
城堡因其身为作家和剧作家的主
人——
—让·雅克·勒弗朗德·彭皮南
侯爵而声名鹊起，不过人们更为津
津乐道的不是他的文学造诣，而是
他和伏尔泰之间的长期争斗。 1974
年，卡伊酒庄被丹麦玛格丽特二世
女王及其丈夫亨利克亲王买下，修
缮过后便成为王室家族度假和休闲
的城堡，所以，除了女王及亲王一起
在酒庄举办的一些特殊活动会邀请
一些嘉宾及媒体来做客之外，从此
不再向公众开放。 由于一次偶然的
机会在巴黎的一次品鉴会上，遇见
了酒庄现在的主人亨利亲王。 并因
同样喜欢葡萄酒而被邀请来酒庄做

着上千年的种植史，著名的卡奥尔
黑酒”就是完美见证。
“

五

六
其实除了葡萄酒及酒庄之外，

葡萄酒的风土复兴路
文 / 曹慧杰

有的人因为一部电影的剧情
而感动， 有的人因为一首歌曲的
歌词而感动， 而我却因为几位葡
萄酒人的发言而感动。
2015 年底， 在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管学院的教室里，有一场别
开生面的研讨会，题目是关于共同
弘扬“风土”概念。从意大利的巴罗
洛，到德国的莫泽尔，从法国波尔
多到中国的宁夏贺兰山，最后回到
风土概念发源地勃艮第， 针对风
土，各有各的不同见解。
风 土 ， 法 语 是 terroir， 中 文 则
叫为风土，最早接触到风土一词的
时候， 我总认为这是一外来词汇，
但是通过查找，发现风土一词在中
国早有记载，《国语·周语上》：“是
日夜，瞽帅、音官以（省）风土。 廪
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
农。 ” 韦昭注：“风土，以音律省风
土，风气和则土气养也。 ”
“一方水土一方人”，而在葡萄
酒的世界则有“一方风土一方酒”。
按字面的解释就是一个地方特有
的自然环境，包括土地、气候、人对
自然的认识和劳作等，葡萄酒里所

谓的风土可简单地理解为葡萄树
生长环境的总和， 包括土壤类型、
地形 、 地 理 位 置 、 光 照 条 件 、 降 水
量、昼夜温差和微生物环境等一切
影响葡萄酒风格的自然因素。 总结
五个字就是风、土、光、热、水 ，而

用宁夏的口音讲述了宁夏葡萄酒
发展的艰辛历程。
1984 年的贺兰山东麓还是一
片荒 漠 ， 年 日 照 时 数 长 达
2730~3030 小 时 ， 干 旱 少 雨 ， 典 型

萄园风土，通过 9 年的申请之路，
在 2015 年 7 月成功被联合会教科
文组织认可为世界文化遗产。 克
里玛的概念比产区的概念小而细
化， 它是指能给葡萄酒带来与其
他地方完全不同特色的一小块土

没有人，可见一款葡萄酒的独有的
风格，好和坏，人为因素只占了很
小的一部分。
现在市面上的葡萄酒可以分
成两类：一种是风土酒，一种是工
业生产酒。
风土酒，拥有自己的个性，尊
重自然，自然给予我们什么，我们
就出产什么酒。 风土酒传递着一
些来自那儿地块的信息， 讲述一
些故事，需要我们去发掘，夏布利
葡萄酒中湿石头味， 普伊－富美

的沙漠干燥气候， 致使微生物无
法生存繁殖，因为病虫害极少，但
是干旱少雨， 也不适合农作物的
生长。 但是昼夜温差可高达 13 度
以上， 有利于酿酒葡萄糖分的积
累。 经过不懈的努力， 协助各部
门，宣传，才让人认识到宁夏贺兰
山东麓的葡萄酒风土潜力。 贺兰
山阻挡了西部的沙漠和风暴，让
这些葡萄树可以在宁夏葡萄酒产
区安全的生长， 但是宁夏的冬季
寒冷，葡萄属于喜温作物，耐寒较

地。 为什么要申遗？ 奥贝尔－德维
兰说道：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勃
艮第这样， 把土地和葡萄酒的关
系， 以土壤根源识别产品的做法
推向如此深远的境界。 通过申遗
可以传播克里玛的普遍价值和地
方生产的特色模式， 让相关的人
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保护这个遗
产的责任。
尊重风土，不是简单地用嘴说
说，我们现在依赖自然，依赖风土，
又的确不那么尊重它，使用大量的

差， 宁夏的葡萄酒弄在冬天又会
多一项工作，给葡萄藤埋土。
奥 贝 兰·德 维 兰 ——
—勃 艮 第
葡萄园风土世界文化遗产联合会
主席， 罗曼尼康帝酒庄的联合庄
主，德维兰酒庄的庄主，全世界葡

化肥、除草剂等，有没有考虑我们
的子孙后代， 大量的除草剂之后，
自然会回馈给我们什么？ 葡萄品种
是酒的名，风土是酒的姓，体现风
土， 需要找到最适合的葡萄品种，
我们需要探查不同土壤的区别，我

萄酒界公认的风土概念领袖人物
对风土的阐述， 带来更多不一样
的想象。
克 里 玛（climat）， 勃 艮 第 的 葡

们需要去研究每个年份不同时期
光照和降水对葡萄的不同影响。 显
然，从风土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葡
萄酒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葡萄酒的燧石味， 为什么会有这
些不同的味道和感觉，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土质、土壤、矿
物质含量等能给出科学的解答，
有的则一直负有神秘感， 无法用
科学来表达。
而工业生产酒，不止一位发言
人都说到过，千篇一律的口感，添
加芳香剂、添加剂等。 有的时候不
能光靠香气就判断一款酒的好

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旅游长廊。

坏，鼻子可以被骗，但是舌头不能
被骗，所以品尝任何一款酒，都要
一看、二闻、三尝、四判断。
所以我们要喝风土酒，风土酒

霜霉病， 风土是酿酒师的高兴与
不高兴。
国内现在有 22 亿瓶葡萄酒，其
中纯进口 7 亿瓶，自产工厂酒也就是

是产地的面孔， 代表这个产区和
酒庄，通过喝风土酒，我们可以想
象到那个产区的风土人情。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
酒国际联合会主席郝林海在会上
说： 风土是贺兰山， 风土是黄河

所谓的国内灌装酒 13 亿瓶， 国产酒
庄酒 2 亿瓶，并且有 1 亿瓶是出自宁
夏， 中国的风土就在贺兰山脚下。 4
万公顷，50 多万亩国内最大集中连
片的葡萄园， 列级酒庄制度，120 多
个酒庄，200 多葡萄酒从业人员。
如今宁夏已经被国内外公认

水，风土是葡萄农冬天埋藤，风土
是植物期盼降雨，风土是根瘤芽、

为优良的葡萄种植产区， 但宁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