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吃货的心心念念里，黄鲜肉

嫩的盛夏“六月黄”，已经成为夏

季不可或缺的仪式感。2020 锦江

乐园虾客节 （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盛情于可遇而不可求的美食

狂欢，带你品尝夏日的时令盛

宴———六月黄！一口麻辣、一口鲜、

一口嫩，再配个口感清爽的精酿啤

酒，给你至鲜至美的味蕾享受！

无须等到“秋风响，蟹脚痒”，

锦江乐园虾客节，金黄膏油已经蠢

蠢欲动地开流了，六月黄 “小鲜

肉”抢“鲜”出道！蟹黄鲜甜细腻、

蟹肉鲜嫩紧实，大口吮吸，鲜香直

击味蕾！一口咬下去，真的太！满！

足！细嚼醇厚、慢品咸鲜，满满都是

享受，虾客节这一口撩人的「黄」

之初「鲜」，简直太上头！！！

锦江乐园虾客节，虾兵蟹将，

美味满分！品尝完六月黄的那一口

鲜甜，我们真正的夜宵扛把子———

小龙虾来了！黄焖小龙虾酱汁浓

郁，麻辣小龙虾晶红油润，十三香

小龙虾奇香撩人，蒜泥小龙虾鲜香

扑鼻......

这里的小龙虾只只个大肥美，

肉质Q弹，在夜晚的燥热里用力吃

蟹，在美味的食海里大口撸虾，还有

什么比这来的更享受？！烧烤和啤酒

作为夏日肆意的载体，蕴含着夜晚

的狂放与浪漫，锦江乐园虾客节，作

为魔都夜宵首选地，在这里你绝对

能感受到，我们对美食的满满诚意！

各种烧烤小吃应有尽有！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精酿

啤酒，口感或清爽、或醇厚。给你独

属于夏日的恣意与洒脱！一杯不过

瘾？现在还有暑期特惠火热进行中，

指定款精酿啤酒第二杯半价，一解

夏日酷暑的炎热！吃饱喝足来点好

玩的？锦江乐园夜场狂欢来袭，营业

时间：即日起至 8 月 30 日（每晚：

17:00-21:30）欢乐糖果车、快乐

小蜜蜂、双层木马、古堡惊魂、摩托

的士高、摩天轮...（具体项目以现场

实际开放情况为准）超多精彩又刺

激的游玩项目等你来！

PS：1、参与锦江乐园虾客节入

场无须门票，游乐园夜场游玩须另

行购票；

2、凡在锦江乐园虾客节&夜

市消费满 100元，可凭 POS机小票

至售票窗口 8折购买锦江乐园夜场

票，限购 3 张，当日 17:00 以后入

园。（详情请咨询现场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2020 盛夏光影奇妙

夜，强势登陆上海锦江乐园。（即日

起至 8月 30 日）五大主题区域:童

话迎宾、丛林探险、漫游海洋、异域

风情、摩天小镇......为你打开一道七

彩斑斓、荧光闪烁，充满神秘的绚烂

灯光世界。

这里有各种充满童趣的灯光

场景，以及惟妙惟肖的动物和昆

虫，为你打造“动物王国”、“昆

虫宝贝乐园”，还有专门为小朋

友打造的探秘寻宝，以及梦幻神

秘的海洋秘境，带你“畅游海底”

世界等，各色光影绝对梦幻指数

爆表！

作为市中心唯一大型游乐园

里的美食嘉年华，这里还有网红

墙、灯笼街、虾客镇、龙虾广场。“周

到号·复古火车餐厅”等潮拍圣地，

吸引了各路游客前来竞相打卡，还

可在现场偶遇迪士尼音乐剧王子

孙豆尔，赶快来虾客节邂逅一场

吧。

每周还有嗨啤比赛、剥龙虾比

赛等舞台互动，给你带来各种精彩

纷呈的感动与喜悦！现场还有唯一

指定官方媒体平台，新闻晨报官方

客户端周到上海，带来“幸运大抽

奖”和“惊喜礼遇”哦。活动现场

下载“周到上海APP”注册成为周

到用户就可获得精美注册礼品

（详询虾客节现场工作人员）。参

与“周到×虾客节”整点抽奖，每
周五、周六晚 8 点、9 点，将在现场

抽出三位幸运用户，赠送价值“周

到虾啤双人套餐”。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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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na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五十四）

尊敬的 Silvana:

我的一位爱好葡萄酒的好朋友

邀请我去他家吃早午餐，我想为这

个场合选一款好酒。我的朋友喜欢

有机葡萄酒，那么你能给我推荐一

款意大利的有机葡萄酒吗？

谢谢您

吴女士

尊敬的吴女士：

谢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为你

解答这个问题，并给你推荐意大利

好的有机葡萄酒酒庄，它的位置是

在意大利拥有壮观景致的地方：西

西里岛埃特纳山的北坡的 Tenuta

delle Terre Nere 酒庄。

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关于这个

地区葡萄酒生产方面的知识，你

的朋友将会对你刮目相看的！西

西里岛是意大利最大的岛屿。它

在地中海中心有着重要的地位，

因此它曾多次被不同的国家民族

征服，并且因此不断在岛上引进

新的葡萄品种。这里受欢迎的红

葡萄品种是 Nero d’Avola 及

Frappato，这也是位于 Ragusa

省的岛上唯一一个 DOCG法定命

名Cerasuolo di Vittoria DOCG

所允许使用的两个葡萄品种。此

外，在埃特纳火山土壤中有生长

得非常好的 Nerello Mascalese。

对于白葡萄酒来说，Catarratto 是

西西里种植相较来说比较广泛的

葡萄品种，而 Grillo 和 Inzolia

则是被用于让西西里岛成为好的

葡萄酒产区的 Marsala 的基础混

酿品 种 。 Tenuta delle Terre

Nere 是西西里好的葡萄酒生产商

之一。它处于一个独特的地理位

置：“一个岛屿当中的岛屿”酒庄

庄主Marco de Grazia 常说。在

这里，从 2002 年开始，凭借尊重、

细致的照料和辛勤耕耘，以及始

终保持有机平衡，Tenuta delle

Terre Nere 尽可能纯粹地表达了

这片古老火山土地的精致和多面

的。

这里的气候恶劣。适用于葡萄

栽培的海拔高度从 400 米起，有时

会达到 1000 米以上。由于一些葡

萄园是以严格的梯田构造，因而所

有葡萄园的工作都必须以手工完

成。此外，高海拔微气候的特点是

昼夜之间的温度漂移，通常高达

30 摄氏度，显然构成了极端的微

气候差异。庄主Marc 把这块土地

描述为“地中海的勃艮第”。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火山土壤动力学，形

成于火山历史悠久的年代，由无数

的熔岩流接踵而至积累而成。考虑

到极端气候和土壤成分巨大的多

样性，为了获得优质和具有持续性

的成熟度，Tenuta delle Terre

Nere 将其注意力集中在葡萄园的

管理上。考虑到这一点，目前 27 公

顷的葡萄园实际上是通过 6 个地

块分开管理的，从而使这种葡萄能

够自然地表现出最佳状态。葡萄园

中除了最近种植的 6 公顷外，其余

的都是 50 到 100 年的树龄的葡萄

藤。其中一处从根瘤菌幸存的葡萄

藤已经达到了 130-140 岁的高

龄。他们所有的葡萄酒都是用本地

葡萄品种生产的，而且都为 D.O.C

Etna。 他 们 生 产 了 两 款 Etna

Bianco， 一 款 了 不 起 的 Etna

Rosso 红葡萄酒，使用来自于老藤

的和年轻的葡萄藤的 Nerello

Mscalese 及 Nerello Cappuc-

cio。不过，我要给你推荐是他们的

Etna Rosato，它因矿物质风味而

备受珍视，而且它也是由 Nerello

Mascalese 酿造的。我们四个葡萄

园中古老的葡萄藤中优质的葡萄

在经过 16-20 个月的木桶陈酿后

分别进行酿造和装瓶。

如果你真的想给你的朋友留下

深刻印象，你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

Etna Rosso Prephylloxera。它来

自于 Calderara Sottana 火山口的

区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藤蔓

在根瘤芽病中幸存下来了。这是

Nerello Mascalese 及 Calderara

Sottana 的精髓，更进一步说，这是

火山风土的心脏和灵魂。

欢迎继续写信给我⋯跟随我发

现美丽的意大利的葡萄酒！

Silvana

馋哭了！ 魔都当季“小鲜肉”，六月黄强势登陆虾客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