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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善品”快闪餐厅空降北外滩，零距离体验媲美米其林餐厅的佳肴！
金秋十月，智能厨房领域的引
领品牌福维克美善品，带着对美食
的热爱与诠释，联合魔都网红打卡
地 、 都 市 梦 想 生 活 空 间 Heal
Space，举办的首家线下快闪餐厅
惊现北外滩。当精通中西佳肴的美
善品，遇到坐拥无敌两岸江景的
Heal Space，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
这场黄浦江畔的美食盛宴，
等你
来打卡！

惊艳 ！
玩转中西料理 ，美味随手拈来
快闪餐厅中的明星 - 美善品
多功能料理机所属的福维克集团来
自德国，
历经百年，
始终坚守对品质
的执着与对创新的开拓。在日新月
异的时代里，美善品不仅传承了福
维克百年来的匠心品质，更是不断
钻研世界料理的美味奥秘，凭借强
大的创新团队将世界美食制作功能
集于美善品多功能料理机一身。

如果说来自德国就只会西式烹
饪，
那真的是小看了这台料理神器。
美善品强大的烹饪功能，将中式菜
肴的蒸，
煮，
烹，
炒，
炖发挥地淋漓尽
致。
无论是家常小菜糖醋小排，
还是
餐厅名菜西湖醋鱼；无论来自北方
的北京炸酱面，还是来自南方广东
虾饺，
中国八大菜系，
美善品都能信
手拈来。
餐厅能有美善品这位大厨，
何愁吃不到美味？

摆盘摄影一应俱全。无论你是零基
础的厨房小白，
还是资深料理达人，
只要你爱生活，
爱美食，这里总有一
款适合你。
当然，活动期间美食不能少，
62° c 的温泉蛋搭配，香气浓郁、
色泽艳丽的宣威火腿，以及膏油甘
香，鲜盖百味的时令大闸蟹，还有
口感如冰淇淋的鹅肝与牛肉的完
美组合，令人垂涎三尺！再配上
Heal Space 的特调鸡尾酒，让你
在品尝美食之余，共同向美好生活
举杯。

食趣无限，遇鉴美食 -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7 日限时快闪期间，
有趣好玩的主题活动不容错过：网
红美食、
私房菜、三高营养、
好食材、

Silvana

陈皮丸子 - 光明集团高管
陈皮丸子，
北大研究生，着迷于
牛肉。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上海市
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牛肉产品的市场和销售，致力于
为大家的餐桌寻找好牛肉。

邱子峰 - 知名商业摄影师

此次特邀的一众大咖也在快闪
期间悉数亮相 Heal Space，带来
美味料理的同时，也将在现场与来
宾互动，美食家队伍与美食爱好者
亲密“相遇”，通过美善品形成巧妙
链接！共同把精致生活带回家，让精
彩无限延伸。

国际知名米其林星厨

Chef David Chef David 国际知名米其林
星厨,西班牙国王，皇室，好莱坞名
流，皇家马德里的宴会主理主厨奢
侈品兰蔻，
赫莲娜，罗意威，沛纳海，
Magnanni ，范思哲，玛格隆特特
邀设计.天猫，佳沛，卡士，美善品，
家乐氏特邀联名研发主厨。

老师 健康教练 营养师

惊喜 ！
每天新花样 ，解锁限定快闪餐厅

然给到广大吃客的福利还是有的，
关注美善品公众号，预约亲临现场
体验吧。

，
Tella
Tella 老师，美国麻州州立大
学取得临床营养实验科学学士和硕
士学位，亚洲地区目前唯一持有美
国梅奥医疗中心健康教练认证，拥
有 12 年超过 5000 小时双语营养
健康咨询经验，专注于健康饮食调
整和个人健康整合管理。著有三本
健康饮食书 《吃出健康瘦》《低卡
料理家》
《营养小煮意》。

邱子峰，知名商业摄影师，
《氛
围美食影像学》作者，上海国际艺
术节特邀摄影师，多个影像品牌摄
影课程讲师。记录生活中那些曾于
食物有关的段落，将平凡食物也能
拍得更好吃。

文森特 - 小红书知名博主
文森特，小红书知名博主，拥有
将近 20 万粉丝。2021 年以第一名
的成绩毕业于蓝带，持续在“美味”
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做菜起于兴致，
不需要多么奢华的原材料与尖挑高
难的烹饪技艺，在于烹调者用不同
的处理方法与别具匠心的思维方
式。

惊叹 ！
仅限 7 天 ，免费预约不可错过
金 秋 十 月 ， 来 Heal Space
双”食”节快闪，
“治愈”你的“美
食选择困难症”！把酒言欢中，美善
品，
带你在北外滩无敌江景里，探索
品质生活，解锁美味趣味，
重拾精致
生活，
美好“食“光，
你我同行！

据说，此次快闪采取定向邀约，
“味置”有限，
入场券一票难求。当

Heal Space 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270° 横扫无敌江景，堪称北外
滩颜值圣地！集美食、美酒、
艺术鉴
赏、品鉴活动等为一体的复合空间。
白天咖啡馆晚上变身 Bar，带你寻
求清醒与沉醉，感受昼与夜的两种
风情。这里将致力于为你提供充满
激情、梦想、创新、高品质的拓展空
间。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9:00-0:30
周末 ：10:00— 次日 1:00
订座电话 ：13003159853
商务合作微信 ：DawenLife02
门店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公平路 8 号3 栋 （ 江边小白楼 ）

（

广告 ）

第 5 届中酒展圆满闭幕 ！ 累计 10.93 万户酒商入场 ， 同比增长 76% ！
9月 28 日—30 日，第五届中国
高端酒展览会在济南成功举办，从
各个角度来看，这场年度行业盛会
带来了深远的价值和影响。10.93
万酒商，
1030 多家参展商齐聚、40
多场同期活动、超 1000 位酒业领
军人物的精彩分享，是本届中酒展
交出的靓丽成绩单。“尽管中酒展
仅仅成立五年时间，相信在下一个
5 年、下一个 10 年，中酒展会让每
一年展会，成为属于酒业未来的庆
典。”这是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会长
何继红对中酒展的高度认可。“历
经五年发展，中酒展已成为全国知
名的酒类专业大型展会。”这是福

建省酒类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汪庆璋对中酒展作出的高度评价。
规模越来越大、
活动越来越多、
内涵
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高，五年
来，中酒展一直在沉淀，
也一直在蜕
变。如今，第五届中酒展的成功举
办，也标志着中酒展迈入了全新的
阶段。10.93 万酒商入馆！第五届中
酒展多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9 月
30 日下午 17:00，第五届中酒展正
式闭幕。参展商数量上，
茅台集团、
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
剑南春、
郎
酒、
牛栏山、西凤等名酒和头部企业
领衔的 1030 多家参展商品牌集中
亮相第五届中酒展。

2021 卡慕干邑 “ 摇晃上海 ” 调酒师大赛全国总决赛圆满收官
2021年 9 月，上海，由法国卡
慕酒业集团（以下称“卡慕”）举办
的第四届“摇晃上海”调酒师大赛
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今年，经过
各赛区群雄鏖战后脱颖而出的 10
位调酒师，在全国总决赛中并驱争
先，为大家带来了沉浸式调酒大秀。
法国卡慕酒业集团总裁、卡慕家族
第五代传人西里尔·卡慕先生更是
重磅回归，携手国内酒圈知名酒类
—奥黛丽够本主理
生活方式媒体——
人 Julie Tu、Taste Buds 品牌创
始人 Daniel An 和 Barπ 创始人，
SOT bar & Clap & Sunset 主

理人 Hugo Yang 组成专业 评 审
团。最终，来自上海赛区的调酒师
郭东东凭借自创鸡尾酒 “鸭子步”
夺得桂冠，Tannins、二环分获亚
军、
季军。
赓续初心，
不畏挑战。
卡慕
干 邑 一 直 秉 承 “Living Tradition”（经典再现）的品牌理念，不
断创新，这正是品牌在逾 150 年的
历史中，越发充满活力的基石，
极大
地推动了品牌、干邑及行业的发展。
希望通过举办‘摇晃上海’调酒师
大赛，再度鼓舞调酒师们对行业的
信心和对鸡尾酒的创作热情，点燃
烈酒行业的蓬勃生机。

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一百零四）

亲爱的 Silvana：
非常高兴与你取得联系，我喜
欢意大利和意大利葡萄酒，想请你
给我介绍一个意大利历史悠久的酒
庄。谢谢。
李先生
尊敬的李先生：
为你的热爱点赞，我非常乐意
为你推荐具有历史底蕴的酒庄。位

于 Trentino South Tyrol 的
Abbazia di Novacella 酒庄是世
界上最古老并依旧活跃的酒庄之
一 。 在 成 立 之 初 ，Abbazia di
Novacella 拥 有 大 量 的 农 场 和 土
地，其中也有位于 S覿ben Reginbert 的葡萄园。早在 1177 年，
教皇
亚历山大三世确认了修道院对葡萄
园的所有权；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
通过赠送、
捐赠、
购买和交换等方式
扩大着葡萄园的规模，修道院被梯
田般的葡萄园所环绕。它们从海拔
600 米的修道院建筑群延伸到海拔
900 米的陡峭山峰。自 19 世纪初修
道院临时解散以来，部分葡萄园又
归属于别人，但直到今天，
大多数当

地农民将他们采收的葡萄送到修道
院，在那里酿制成 Abbazia 酒厂具
有鲜明个性的葡萄酒。

凉爽的气候和富含矿物质的土
壤是确保 Isarco 山谷白葡萄酒典
型 的 香 气 和 风 味 的 理 想 因 素 ，如
Sylvaner,Kerner,Mü ller Thurgau,Gewü rztraminer 和 Veltliner。来自 Appiano 农场的红葡萄

品 种 有 ：
Lagrein,Pinot Noir,
Kalterersee 和 Moscato Rosa。
数百年的经验传统与最新的酿
酒技术相结合，贯穿着耕耘这片土
地上的人们的伟大激情和专业精
神，传递个性、专业和纯洁，造就了
他们的与众不同。
考古证明，在 Isarco 山谷受保
护的山坡上种植葡萄已经有 2500
多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
建造葡萄
园所付出的努力都被记录在那些干
垛墙中，这些墙将斜坡构造成梯田，
造就了适合葡萄生长的环境。
葡萄园、
酿酒厂、
管理层和销售
部门员工们的承诺和专业知识是成
功的基础。“风土和它的历史成就

了我们的葡萄种植类型的特征”，
酿酒师 Celestino Lucin 说:“基
于对自然的兴趣和探索，我们总是
从长远考虑，追求最高质量的葡萄
酒”。
这次就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到
意大利体验这些美妙。

Silvana

（

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