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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球港空降「酒卉展」，带你邂逅“醉美”生活！
秋末冬初如何完美过渡？有花

有酒才是美好生活“心”选择！上
海环球港酒卉展 （L4 会展空间 A
馆）魔都新晋高颜值打卡地来了！
带你觥筹交错间，解锁一场微醺的
“花”式浪漫，品饮间邂逅花漾美
好生活。还等什么？赶快推开通往
“芬芳”之路的大门，打卡花卉艺
术浪漫天地，开启一场世界葡萄酒
赏味之旅。品味佳酿风味，与美好
不期而遇！

葡萄酒爱好者有福了！酒卉展
上既有国潮佳酿、又有世界美酒。
这里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法国、
南非、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等产
区，为你呈现的 100+ 款葡萄酒，
让你足不出沪品味全球各地葡萄
酒风味。购买红酒品鉴券，即可试
饮全场任意 6 款葡萄酒，让你不用
剁手，就能品鉴来自世界各地的精
品葡萄酒！你可以一边感受每一款
酒的酒香，与酒体中岁月的沉淀，
一边与爱好葡萄酒的有缘人轻松
交谈，赶快购券，来赴一场醇鉴之
约吧。

红酒品鉴早鸟票

原价 69.9 元
现价仅需 49.9 元
即可试饮全场任意6款葡萄酒
品鉴美酒之余，这里还有各种

快闪艺术花卉装置，等你来打卡！看
花艺大咖“炯玛”，用衍纸艺术制成
漂亮花卉，优雅的造型、高雅的配
色，赏花品酒间，酒香与光影，你带
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感官享受！

酒卉 · 葡萄酒品鉴课
浅尝辄止还不过瘾？你可以到

自带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花间小
酒吧来“把酒满上”！在这里你可以
整杯品饮心仪的酒款，除此之外还
有专属特色小食，作为你的下酒
“硬菜”带你解锁红酒品鉴技能，秒
懂葡萄酒新世界与旧世界，探索西
班牙风土、领略起泡酒的美，从“酒
界”小白一路“打怪”升级，让你迅
速逼格满满！

酒卉 · 花艺课
生活的仪式感，有了鲜花就有

了一半，小白都能学的花艺课来了！
酒卉·艺术插花体验课，带你芊手拾
花，慢享生活。

上海环球港酒卉展 （免费入
场）带你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
放肆畅饮、嗨吃、结识各路朋友。

上海环球港酒卉展

| 活动时间 |
2021年11月5日-11月14日
每天 10:00-22:00

| 活动地址 |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300号
环球港 L4会展空间A馆
| 客服电话 |
13020252173（微信同号）

扫码即刻购买预约

万圣节来袭，宜装神弄鬼、盛装
出行，更宜到 HEAL SPACE 尝新
品，两款微醺新品伴随万圣节驾到，
赋予你味蕾新鲜口感，就问你要
“几分糖”?百利甜酒与咖啡高调相
逢，甜香与咖啡香在杯里互相成就，
给舌尖大大的惊喜，真是个调皮鬼！

HEAL SPACE将百利甜与咖
啡融合，香甜又温柔的“百利甜咖
啡”上线了，解决你又想喝咖啡又
想喝鸡尾酒的困扰，将酒香、奶香、
咖啡香完美糅合在一起。轻轻啜饮
一口，口感浓郁犹如绸缎般顺滑，百
利甜酒的甜腻被咖啡祛除，堪称美
酒与咖啡的完美搭配，秋末冬初，甜
蜜入心。百利甜酒作为爱尔兰奶油，
与威士忌的巧妙结合，一直是
HEAL SPACE酒柜中，非常受欢
迎的利口酒，前调是浓浓的奶油与
香草味，尾调中散发着威士忌的独
特味道，此次全新饮品上线，给你别
样惊喜！

热气腾腾的“爱尔兰咖啡”来
袭！在大肆降温的魔都喝一杯最好
不过。让你瞬间褪去疲惫与寒冷！给

你暖到心底的味蕾体验。将萃取的
浓缩咖啡液，与加热后的爱尔兰威
士忌混合，挤上奶油后淋上巧克力
酱，一款混合着浓郁酒香，与咖啡香
的鸡尾酒诞生了！

当你端起杯子，浓热的咖啡夹
杂着独特的香气袭来，缓缓入喉。既
可以喝到爱尔兰威士忌的香醇又可
以尝到柔和平衡的咖啡，再加上绵
密甜滑的鲜奶油，HEAL SPACE
醇厚的热情，与爱尔兰的温情浪漫
弥漫舌尖。今年万圣节，HEAL
SPACE 除了上线两款新品，还有
一款万圣节彩蛋饮品加持，隐藏菜
单“秘密花园”宝藏鸡尾酒来了，跟
调酒师对暗号。“万圣节秘密花园”
即 可 Get ～ 还 等 什 么 ？ 快 来
HEAL SPACE喝一杯，在微醺的
暖意中愈醒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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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上线，咖啡遇见鸡尾酒
带你开启一场味蕾奇遇记！

（广告）

（广告）

比利时皇室御用巧克力品牌
GODIVA 歌帝梵自创立以来，始
终坚持以匠心工艺打造高品质巧
克力，用精巧创意不断升级产品，
持续传递爱与匠心之美。从开设
第一家精品店的发展初期，到如
今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GO-
DIVA 歌帝梵以始终如一的坚持

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缔造 95
周年的璀璨历史，非凡魅力不言
而喻。

1926年，GODIVA 歌帝梵由
巧克力大师 Pierre Draps 于比
利时布鲁塞尔创立，历经近一个
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全球领先的
奢华巧克力品牌。GODIVA歌帝

梵创始人 Pierre Draps 秉持真
挚的分享之心，潜心研发巧克力
制作工艺，期待通过巧克力来传
递快乐与能量，特别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特殊环境下，用爱
与匠心重燃民众热爱生活的积极
信念。这一理念同样延续至今，成
为品牌不竭的精神根源之一。

GODIVA歌帝梵璀璨 95周年
爱与匠心彰显非“梵”

秋来风味隽，霜降露华浓。粤
人巧饮食，治馔如做人，百折精
炼，技法高超，又保有处世之温
和，海纳百川，这正是老派粤菜品
牌福祿居所要传递的精神。饮食
精彩还需良辰与美景，当你步入
福祿居，你将回到那个华洋杂处，
舻舳云集，豪商巨贾，囊囊充盈的

繁华香江时代。
时至深秋，福祿居厨房团队

将自己对粤菜的深刻理解表达成
一本薄薄的宴席菜单，这本菜单
有十道菜，分别以“烤、冷、炖、
炸、焖、碳、爆、扒、炒、熏”为主
题。主厨刘家伟先生师从粤菜名
师罗安（罗安先生乃粤菜食肆佼

佼者福临门的主厨）。他希望把
粤菜的功底：那些繁复巧工的食
材处理，精妙的烹制技法牢牢掌
握，以现代的、优雅的，充满想象
力的方式施展。饮食的细节，就
是时代的细节，这些更迭，传承、
变通、融汇，才是粤菜的生命力之
所在。

穿越年华 品味粤菜

2021年 10 月 14 日，上海
——— 金九银十，不负所言。刚刚过
去的九月，品乐侍酒（PINOR
Sommelier）在清酒培训、餐饮推
广方面又摘新果。新的契机，从心
展望。「SSI 国际酒匠」中国大陆
首场考试成绩揭晓，首批学员中有
12位成功通过第三天的全部四轮

测试（1 轮笔试，3 轮盲品），获得
「SSI 国际酒匠」称号！其中更有
5位是品乐侍酒学院签约讲师！

作为日本酒服务研究会·酒
匠研究会联合会（SSI）开发的清
酒 & 烧酎双酒种认证课程，其培
训深入、考试难度极大，截至
2020 年 6 月，全球获得该资格认

定的总人数仅为 468 人。8 月
28-30 日，「SSI 国际酒匠」中
国大陆首场课程在苏州进行。品
乐侍酒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承
办方，不仅陪伴大家顺利完成三
天高强度的学习与考试，也通过
增加盲品酒款练习助力大家全力
备战。

讲师团队五人斩酒匠

美食美酒专委会预揭新篇章

10月 23 日，新西兰 AVAN-
ZA超牛果在上海长宁 King88
广场成功举办了 2021 年度中国
市场上市启动仪式。出席仪式的
嘉宾有新西兰驻上海商务领事
Richard Dunsheath、新西兰驻
上海商务官员邓怡、佳农集团董
事长刘自杰、佳农集团水果品牌

事业部销售总监解红芹、盒马鲜
生采购经理郑铎等人。

启动仪式上，新西兰驻上海
商务领事 Richard Dunsheath
首先发表致辞，对受邀参加本次
活动表示感谢。他表示 Avanza
超牛果在中国受到消费者的广泛
喜爱，相信以健康著称的新西兰

牛油果未来将在中国市场展现出
不 同 的 风 貌 。 此 外 ，Richard
Dunsheath 在现场提到，中国是
新西兰最大的战略合作伙伴，佳
农集团作为 AVANZA 超牛果在
中国的经销商，强强联手的合作
模式，将对未来消费者市场作出
重大贡献。

新西兰Avanza超牛果在中国上市发布会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