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12月 3-5 日，葡萄酒界年度盛
事，大家期待已久的第六届风土复
兴国际葡萄酒文化研讨大会，即将
重磅召开！作为风土大会四大模块
的其中两大部分，风土大课和巅峰
酒展的第一波信息先前已经公布，
详情可点：《这堂课有关于美酒和
风土的一切，错过等一年！》《一天
尝遍全球海量名庄好酒，风土大会
巅峰酒展限量开票!》今天我们将
为大家带来大课和酒展的最新消
息，以及风土大会另一个重要组
成———风土名庄大师班的一些预
告。

1. 巅峰酒展
酒展方面，目前确定的巅峰酒

庄就已经接近 150 家，超过去年水
平，而这还远没有结束，这里十分感
谢长期和风土大会合作的酒庄、进
口商及行业协会的鼎力支持，目前
筛选仍在进行中，最终将会有更多
酒庄参展。同时我们对于酒庄严苛
的入选标准，以及入选酒庄，必须提
供杰出品质旗舰酒款的要求一以贯
之，今年酒展的规模、深度和特色一
定更上层楼。
以下是截至目前，部分确定参

展酒庄：

受到广大爱好者的热情，部分
早鸟票已售罄，离早鸟截止时间也
仅有两周左右，要给 2021 年底的
葡萄酒盛宴确定一个席位的朋友们
要抓紧了！根据往届经验，上午场人
数更少，体验更佳哦（上下午酒款
相同），早起的朋友们可以喝到更
多的好酒。

风土名庄巅峰酒展 2021
时间

2021 年 12月 04日 周六
上半场 10:00 - 13:00
下半场 14:30 - 17:30
地点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三
楼大宴会厅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

国金中心
上午场

原价 690 元 超值早鸟价 490
元 早鸟双人 890元

下午场

原价 790 元 超值早鸟价 590
元 早鸟双人 990元

全天通票 仅限 150 张
原价 1190 元 超值早鸟价

890元 早鸟双人 1690 元
早鸟价截止日期：10 月 10 号

* 本届酒展届时将遵照国家防
疫规定举办，会场也将严格做好消
毒措施。

2. 风土大课
本届大课，也是风土大会的研

讨主题：什么是风土、品牌、工业葡
萄酒？如何区分？
今年大课将以两大模块呈现，

首先从理论入手，定义风土葡萄酒，
阐述其与品牌及工业葡萄酒的不同
之处；然后以经典产区及其名庄的
实践知识作为切入点，深入解读这
些经典产区和酒庄是如何理解并塑
造他们的风土葡萄酒。历经五届风
土大会各个“点”的探索，第六届我
们希望能展现一个“面”，将气候、
土壤、品种、人类、时间联系起来。今
年的嘉宾阵容和往常一样，有来自
科学界的泰斗，如波尔多大学葡萄
与葡萄酒科学学院葡萄种植学教
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风土感官专
家研究员，植物学和菌根共生专家、
法国国家自然和人类历史博物馆微
生物研究室主任；全球顶级名庄的
酿酒师与庄主；知名葡萄酒作家、酒
评家与侍酒师，从产、学、研，生产与
消费，各个国家产区与角度来诠释
研讨主题。

因为疫情限制，今年继续连线
庄主、专家在线播出风土大课。虽
然缺少面对面的亲授，但邀请嘉宾
限制也更少，因此会有更多重磅嘉
宾加入，另外票价大幅降低可以满
足更多关心风土的朋友，足不出户
享受本年度最大的葡萄酒知识盛
宴！

3. 风土名庄大师班
目前已经确定的大师班将会

有：
西施佳雅、庄主连线多年份大

师班、彭寿酒庄大师班、Domaine
Arlaud 大师班、Aldo Conterno
巴罗洛垂直大师班、多庄主联合风
土品鉴法大师班、罗曼尼康帝与德
维兰酒庄联合大师班、玛歌大师晚
宴等等......
各大师班信息将于近日陆续公

布，敬请期待！
尊重风土就是敬畏自然，饮水

思源。我们希望风土大会能成为一
个媒介，一座桥梁，一头是顶尖的风
土酒庄庄主们、国际葡萄酒知名专

家学者，另一头是喜爱葡萄酒的你
们，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风土大
会中收获良多，更多地了解葡萄酒、
风土和自然，感受思想的碰撞火花，
当然，最重要的是，能一起喝遍风土
好酒！
风土大会是由国际风土协会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erroirs, AIT）主办，赏源葡
萄酒评论、知味葡萄酒杂志联合主
办 。 AIT 主 席 为 Thibault
Liger-Belair 先 生 ，Aubert de
Villaine 先生担任荣誉主席，他同
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勃艮第“克利
玛”委员会荣誉主席，赏源葡萄酒
评论主编 Ian D'Agata 担任 AIT
副主席。

亲爱的 Silvana：
通过Taste Italy！葡萄酒学院

的活动，我学习了很多意大利本土
品种，也了解到在托斯卡纳有些酒
庄将国际品种葡萄也种植的很好，
酿出了好酒，你能给我推荐一家专
门生产国际品种葡萄酒的意大利酒
庄吗？我下次去意大利的时候也可
以去看看。谢谢。

李先生
尊敬的李先生：
看到你的描述，我心中便有了

完美的推荐，那就是依偎在美丽的
Bolgheri 产区的 La Madonnina
酒庄。
Bolgheri 是一个美丽真实，人

杰地灵，有精神内涵的地方。以盛产
葡萄酒而闻名于世，是优质葡萄酒的
代名词，也是自我要求最高的葡萄酒
旅游目的地之一。La Madonnina
在 Bolgherese 路的西侧延伸超过
47公顷，位于Metallifere 山和大
海之间的中间宽阔地带。
Madonnina 拥有 1公顷 Bol-

gheri DOC 级和 5 公顷 Toscana
IGT级的葡萄园，种植了赤霞珠、品
丽珠、梅乐、西拉和一小部分小威尔
多。所有的藤蔓，种植密度为每公顷
1 万株，采用 Guyot 架势系统。酿

出的三款佳酿是 Opera Ominia
Bolgheri Rosso Superiore
DOC，Viator Toscana Rossoo
IGT 和 La Madonnina Toscana
Rosso IGT。葡园土壤呈现出重要
的多变性，粘土和沙子的比例很好，
营养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能够使葡
萄藤平衡发展。葡萄园和酒窖由酿
酒师 Riccardo Cotarella 负责管
理。La Madonnina 的小橄榄园约
2 公顷，是在 70 年代初种植的
Leccino, Frantoio e Moraiolo
品种。它采用了传统的种植模式，植
株间距为 7米。

Silvana

Silvana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一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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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联动! 美夏国际酒业成功举办查威克家族酒园大师班和品鉴会
美夏国际酒业本周（2021年 9

月13日至9月16日）分别在上海、
成都、北京、广州四城，成功连续举办
了4场来自智利的查威克家族酒园
大师班和品鉴会，为四座城市的两百
余位特邀嘉宾带来了4场典雅高级，
精彩纷呈的葡萄酒大师班。活动现

场，来宾们品鉴了来自查威克家族酒
园共5支经典酒款，分别是：伊拉苏
拉宫博红葡萄酒 （La Cumbre
Syrah）、伊拉苏恺红葡萄酒（Kai
Carmé nè re）、伊拉苏马克西米诺
红 葡 萄 酒 （Don Maximiano
Founder's Reserve）、赛妮娅红葡

萄酒 （Se觡a）、查威克红葡萄酒
（Vi觡edo Chadwick）。作为智利久
负盛名的家族品牌，查威克家族酒园
的葡萄酒平衡、细腻、优雅，所有的酒
款均备受现场嘉宾赞誉。成为智利的
标杆国酒之前，伊拉苏酒庄的传奇故
事起始于 2004 年的柏林盲品会。

9月 15日，口乐（上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旗下专业口腔修护品牌
“口朗特CLOTOO”，在上海静安
英迪格酒店一层河畔餐厅 Docks
Cafè 隆重举办新品发布会。口朗特
CLOTOO品牌创始人兼CEO李明
锐先生，品牌合伙人恽志博先生以
及王艺燃女士，品牌合作伙伴吉祥

航空、世茂酒店集团等嘉宾共同出
席。此次发布的口朗特新品———口
腔修护喷雾-黑加仑风味，采用天
然植物精粹，专业修护口腔，有效抑
菌率 99.5%；高雾化喷头，360° 全
面净化口腔；0蔗糖、0色素、0酒精，
抗糖护齿，不刺激不长胖；可替换内
芯，环保耐用；小巧便携，随时随地

畅享清新。以漱口水为核心，专业口
腔修护。新品发布会上，口朗特
CLOTOO品牌创始人兼CEO李明
锐先生与现场嘉宾分享了相关品牌
成就。口朗特 CLOTOO先后荣获
河南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河
南科技成果交易会银奖、发明展览
会金奖等多个专业奖项。

口朗特 CLOTOO新品发布会，全新口腔修护喷雾震撼亮相

9月 24 日，呷哺呷哺集团旗下
的高端火锅品牌湊湊在上海举办
秋季新品发布会，历经两年多精心
打造的蟹粉黄鱼锅正式上市，同时
推出了猫爪虾滑、章鱼片、松阪鱼
糕等行业独创系列新品。值得关注
的是，湊湊在发布会上首次披露过

去 5年来的增长数据———“湊湊速
度”。2016 年至 2020 年，湊湊年营
收复合增长率高达 280%，平均每
12天新开一家餐厅。目前，湊湊在
全国近 40 个核心城市拥有近 160
家餐厅。据了解，湊湊已成为呷哺
呷哺集团第二条高增长曲线，“湊

湊速度”也被业内称为餐饮行业发
展速度的标杆。呷哺呷哺集团董事
长贺光启表示，未来三年内，湊湊
仍保持“湊湊速度”持续扩张，每
年新开 80 至 100 家门店，深耕沿
海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西南和
中国香港市场。

呷哺呷哺董事长贺光启：凑凑未来三年持续高速扩张，抢占万亿火锅市场

多家勃艮第名庄加码，风土大会部分早鸟票已售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