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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茶叶的故乡，据史料
考证，茶树起源于中国，是世界上
最早发现、栽培和利用茶叶的国
家。

我国大约有 6000 多个茶叶品
种，绿茶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绿茶
是不发酵茶，特点是清汤绿叶，名优
绿茶也是十个指头都数不过来，喝
懂绿茶，是需要有一点文化修养和
品味能力的。

小小一片绿茶，连接着中华大
地上的平民与贵族，茶本身，对喝它
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一杯茶到底是
什么滋味，只有喝的人知道，而喝茶
的人抱有各种心思，喝出的茶滋味

也不尽相同。

误区一：“我”只喝西湖龙井
在电视机盛行的那些年里，西

方人的一些广告令国人大开眼界，
什么“我只用 * 士”、“我只喝 **
咖啡”，似乎说了这句话就证明了
自己的“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
“我只喝西湖龙井”。

曹聚仁曾用龙井茶来评价周作
人先生的散文：“他的作风，可用龙
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
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所以那些说着 “我只喝西湖
龙”的人，其实与龙井茶的内涵是
背道而驰的。

误区二：喝价格最贵的龙井
好茶，肯定是珍贵的，价格也

是居高的。拿狮峰龙井来说，它一
直是龙井茶中的佼佼者，有云：天
下名茶数龙井,龙井上品在狮峰。
即使是在胡适先生生活的民国年
代，顶级狮峰龙井的价格也是居高

的。

据 《国学大师胡适与程裕新
茶号》记载，当时顶级狮峰龙井
每市斤银洋十二元，云海毛尖每
市斤三元二角。而当时上海一个
普通店员的每月工资不过三四银
洋。

胡适先生在美国的时候，每
年都要交待家中为其邮寄龙井
茶，不仅用以作为口粮，也用以
招待朋友。胡先生在信中交待妻
子：“不要买顶好的龙井。”根据
先生的收入，并不是因为他喝不
起，而是因为先生喝茶有一颗平
常心。

误区三：钱塘龙井和越州龙井不好
龙井茶有三大产区：西湖、钱

塘、越州，自古确以“西湖”产区的
品质最为上乘，那是因为那片土地
上独一无二的风土环境，更有一些
人文留下来的精华，比如乾隆皇帝
和龙井茶的传说。

“西湖龙井”产区非常小，相对
来说，钱塘产区和越州产区就很大，
但是在大产区里，也会有一些小的
区域内生长和生产的龙井茶能达到
很上乘的品质。
西湖龙井之所以价格比较贵，

一方面是因为它知名度高，有较好
的文化底蕴，同时在西湖区域，茶
树的生长环境相对其他地区来说，
都是一流的。而钱塘龙井的区域
就在西湖产区旁，所产茶叶品质更
接近于西湖龙井，但是价格相对来
说就更亲民一些了。就茶叶本身
来说，其实并无“好坏”之分，但
是喝茶人的心态，是真的有区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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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在中国表现优异的
三种酿酒葡萄无疑是（按字母顺序
排 列 ） 蛇 龙 珠 Cabernet
Gernischt、马瑟兰 Marselan 和
小芒森 Petit Manseng。用品丽
珠、雷司令、威代尔（包括晚收葡萄
酒和冰酒）和贵人香酿造的中国葡
萄酒也非常有前途。

——— Ian D'Agata

2021 年 5 月 15-16 日，第四
届“发现中国·中国葡萄酒发展
峰会”（简称：CWS 中国葡萄酒
峰会）将在上海盛大开幕，上海报
业集团新闻晨报，知味葡萄酒杂志·
教育 TasteSpirit 和赏源葡萄酒评
论 Terroir Sense Wine Review
强强联手，为你奉上这场不可错过
的中国葡萄酒年度盛事。无论从规
格还是规模来看，都是中国葡萄酒
行业发展的年度风向标。

在过去六年里，Ian D’Agata
大师走访了怀来、宁夏和山东等中
国葡萄酒产区，品尝过近千种中国
葡萄酒，他清楚地感受到这六年来
中国葡萄酒在质量上的显著提升，

中国的风土多样性也逐渐开始显
现。5 月 15 日周六下午，Ian 大师
将带领大家一起品评同一品种在中
国产区和国外产区的不同表现，与
大家分享他心中中国三大表现力优
越的酿酒葡萄品种，从以下三个主
题切入，探索中国风土的更多潜力：
蛇龙珠和佳美娜有什么亲缘关系？
中国的马瑟兰是否具有陈年潜力？
小芒森是中国“醉”具潜力的品种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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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源葡萄酒评论主编

赏源风土学院院长

知味葡萄酒首席科学家

伊安·达加塔（Ian D’Aga-
ta），世界著名酒评家，赏源评论和
知味葡萄酒首席科学家；在葡萄酒
领域耕耘超过 30 年，罗马大学博
士（年级第一）、哈佛大学医学院博
士后。Ian 曾担任世界著名葡萄酒
评论 Vinous 和 Tanzer 的高级编
辑，Decanter 特约编辑，负责法国、
意大利、加拿大和德国等重要葡萄
酒产区的评分和评论工作，有超过
二十年波尔多葡萄酒的品鉴评论经
验，与 Petrus 等酒庄酿酒师和庄主
相熟。著有《意大利葡萄酒风土》和
《意大利原生葡萄品种》等专著，被

誉为是意大利葡萄酒的圣经，后者
获得了 2015 年国际葡萄酒作家大
奖赛年度醉佳书籍奖并且也是洛杉
矶时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评选出
的醉佳葡萄酒书籍之一。

蛇龙珠

蛇龙珠与佳美娜在基因上有
联系，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它是同
一种。但是，两种酿酒葡萄基因相
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品种：
在特定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葡
萄品种会通过修改其基因型来适
应栖息地，以应对环境的刺激。因
此，在同一时间种植在不同栖息地
的同一品种的两株葡萄树，即使只
经过几个繁殖周期，也不再是同一
品种。

六年多前，我喝到了第一款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葡萄酒，那
是一款单品种的蛇龙珠葡萄酒，令
人印象深刻。优质的蛇龙珠葡萄
酒并非俯拾皆是的。但多年来，我
已经认识到了，一些制作精良的中
国蛇龙珠葡萄酒，它们的纯度、香

味和轻盈程度都值得称道。虽然
它们的酒体和结构上并不丰满与
复杂，但它们具有非比寻常的精
致度和芳香，明亮多汁，香气芬
芳，红色水果、甜香料，并伴随复
杂的草药香气。

——— Ian D'Agata

马瑟兰

马瑟兰是赤霞珠和歌海娜的杂
交品种，由保罗 - 特鲁埃尔于
1961 年在法国的马瑟兰镇附近培
育出。除了中国，在法国朗格多克、
乌拉圭、巴西和加州北海岸地区也
种植了马瑟兰。

在中国各个葡萄酒产区生产的
马瑟兰葡萄酒似乎也有一些差异；
虽然目前还只是隐隐约约显现出这
些差异与风土有关，但根据我对酿
酒葡萄及其与风土相关性的了解，
我知道，这些差异将被证实与风土
相关。我们需要更多的优质葡萄酒，
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这些细微差异
凸显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中
国的风土。

——— Ian D'Agata

小芒森

小芒森是法国朱朗松的主要葡
萄品种，在法国用于酿造优质干葡
萄酒和令人着迷的优质甜葡萄酒，
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好。几乎在我
访问的每一个酒庄中，小芒森葡萄

酒总是该酒庄名列前茅的葡萄酒，
这一现象不可能是偶然的。因此，我
相信小芒森是适合中国的酿酒葡
萄，在未来，它具备产出大量优质干
型和甜型葡萄酒的潜力。

——— Ian D'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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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 年 5 月 15 日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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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龙井茶的误区，你有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