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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是张裕跨出山东建立的第二座省外酒庄，也是继烟台张裕卡斯特

酒庄、辽宁张裕黄金冰谷冰酒酒庄之后建设的第三个酒庄酒生产单位。

全世界能够出产葡萄酒的首都，一个是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是中国的北京。早在1961年

11月10日出版的英文报纸《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曾经刊登一篇报道描述：“中国

第一家现代化葡萄酒生产企业创立于69年前，张弼士在山东芝罘（Chefoo，烟台的英文名）附

近的山坡种植葡萄。1892年，他的酒厂开始生产葡萄酒，如今被称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其金

奖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和味美思享誉国内外。将近20年之后的1910年，法国人创办的上义酒

厂开始在北京生产葡萄酒。”也就是说，北京是我国继烟台之后第二个拥有现代化葡萄酒生产

企业的城市。根据这篇报道记载，1949年北京拥有葡萄园200～300亩。

位于北京密云的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自2007年正式开业以来，得到北京市各级政府和国际

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的大力支持。爱斐堡出品的葡萄酒也以其优良的品质，登上国宴餐

桌30余次，成为北京葡萄酒的一张名片。我们还高兴地看到，以爱斐堡为起点，一条长达15公

里的“酒乡之路”正在京郊崛起。

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密云境内拥有雾灵山、云蒙峡、云岫谷、黑龙潭、密云水

库等生态资源，山青水秀，空气清新，既为爱斐堡的葡萄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与

酒庄小镇的休闲度假功能形成联动优势。截至目前，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已绿化荒山300余

亩，种植近百种树木3500余株，栽培灌木及花卉近20000平方米，在美化酒庄景色的同时，也

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盛夏时节，置身于酒庄的任何一处，你都能听到蝉鸣蛙叫，酒庄的人

工湖也经常迎来各种野鸟栖身。

欢迎大家光临爱斐堡，与我们一起分享灿烂的阳光、丰收的喜悦、醉人的酒香！

总编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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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北京的标志性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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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名誉庄主罗伯特·丁洛特

国 际 葡 萄 与 葡 萄 酒 组 织 (OIV)主 席 伊 夫 贝 尔 纳

（Yves  Bénard ， 2009年～2012年任期）在2009年

9月22日视察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时指出：

美国《葡萄酒观察家》杂志（Wine  Spectator）的

特约摄影师詹尼斯 米格拉维斯（Janis  Miglavs）曾到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拍摄创作，在2010年10月

31日出版的《葡萄酒观察家》发表摄影专题报道《中国

酒庄：一座位于北京东北部乡村的法式酒庄希望推动葡

萄酒文化》，导语这样描述爱斐堡：

著有《葡萄酒全书》和《如何选购葡萄酒》等专著

的英国著名酒评家乔纳森 雷（Jonathan  Ray），在

2008年1月18日出版的《每日电讯报》发表专栏文章

《中国：下一个智利》，描述他对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

酒庄的第一印象：

来自瑞典的第十二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安德

•

•

•

“通过参观和品尝，我们在爱斐堡看到了中国葡萄

酒所蕴涵的巨大潜力，令人惊喜和震撼。张裕爱斐堡树

立了国际酒庄新标杆。”

“欢迎来到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一座专注于

葡萄酒的中国的‘迪斯尼乐园’。这座金碧辉煌的酒

庄，既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展示葡萄酒生产的窗

口，也是建造者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

新一代葡萄酒爱好者的旅游景点。”

“透过一片树林，我看到了一对石造塔尖，非常有

气势。我们转过一个弯，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挺立在眼

前，宛如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巍峨城堡。”

雷斯 拉尔森（Andreas  Larsson）在2011年品尝北京

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2009年丁洛特级赤霞珠期酒和

2002年大师级赤霞珠干红之后，总结说：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协会主席、葡萄酒大师约翰 萨尔

维伯爵（Count  John  U  Salvi  MW）2013年访问烟台

时，品尝了张裕各大酒庄出品的10款葡萄酒，其中有这

样一句评语：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一周年圆桌会议”于2009年

7月18日在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小镇召开，台湾海

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台旅会）会长赖瑟珍女士在海峡

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海旅会）举行的招待晚宴上致辞：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们的周总理》，收

录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高登榜撰写的回忆录

《温暖满人间，怀念无终期》，其中提到：在1951年

7月8日送交周恩来总理的《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

法》草案中，国宴用酒包括“烟台张裕公司制的白兰

地”等国产酒。周总理批示：

•

•

“如果在盲品会上去比较，张裕爱斐堡赤霞珠完全

具有挑战波尔多名庄的实力。”

“如果说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赤霞珠适合晚

餐，我愿在午餐享用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赤霞

珠。”

“这个会议选择在酒庄召开，很特别。这里有浓郁

的酒香，更有浓厚的两岸情谊。”

“同意。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

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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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是装进瓶子里的诗篇”……

更多葡萄酒品鉴知识，专业葡萄酒推荐，请在苹果

store和91助手、安卓市场下载（搜索关键词

“葡萄酒鉴赏”即可）

app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地下酒窖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小镇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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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07年6月6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北

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正式开业。在开业典礼

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名誉主席罗伯

特•丁洛特，愉快地从张裕公司董事长孙利强先

生手中接过一把象征性的城堡之门钥匙，出任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名誉庄主，他表示：

“我一生去过全球数百个酒庄，在我心目中，

张裕爱斐堡是令人震憾的世界级酒庄，这里有

我最喜欢的葡萄酒。”

罗伯特•丁洛特是法国勃艮第人，1986年

出 任 国 际 葡 萄 与 葡 萄 酒 组 织 (OIV)主 席 ，

1987年率团首次访问中国，在烟台市政府举行

的欢迎会上，向烟台市政府颁发了一枚“国际

葡萄与葡萄酒城”纪念章，当时的烟台市市长

俞正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

主席）亲手接过这枚象征烟台葡萄酒走向世界

的纪念章。

丁洛特在长达11年的主席任期届满后，先

后应邀出任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名誉主

席 、 法 国 葡 萄 酒 大 学 （ 设 在 Châ teau  de  

Suze-la-Rousse）名誉校长、葡萄牙阿莫林

学院（全球最大的软木塞生产企业阿莫林集团

创办）名誉校长。目前还兼任法国国家法定产

区管理局（INAO）分级委员会总

裁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勃艮

第大学的“葡萄酒文化与传统”研究

项目指导委员会委员。

作为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名誉庄

主，丁洛特每年都来酒庄，从种植到酿造的各

个重要环节都给予悉心指导。丁洛特在2010年

还把他担任名誉校长的法国葡萄酒大学引进酒

庄，在爱斐堡设立葡萄酒培训中心，并先后偕

同校长雷尼•巴杨（Renée Payan）和讲师菲

利普•杜邦（Philippe  Dupond）到酒庄授课。

名誉庄主
罗伯特 丁洛特·

Robert Tinlot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是由张裕公司融合美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多国资本共同建设而成，

酒庄英文名称为Chateau Changyu AFIP Global，其中的“AFIP”即America（美国）、France

（法国）、Italy（意大利）、Portugal（葡萄牙）的首字母组合。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国际化，不仅体现在投资方面，更体现在国际化的酿酒师团队。

文_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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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哥哈迪 法格纳尼出身于法国勃艮第酿酒世家，拥有

长达20余年的酿酒经验，同时也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

织（OIV）酿酒学术委员会成员。哥哈迪曾在历史可追溯

至14世纪勃艮第公国时期的一家酒庄担任酿酒师，该酒

庄以优雅细腻的黑比诺（Pinot  Noir）红酒闻名于世，北

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则是以醇厚雄浑的波尔多风格赤霞

珠（Cabernet  Sauvignon）红酒为主流，按照名誉庄主

罗伯特•丁洛特的设想，正是希望通过哥哈迪，努力把爱

斐堡的酒质推向“兼具波尔多的醇厚雄浑与勃艮第的优雅

细腻的完美极致”。

哥哈迪是张裕历史上的第四位洋酿酒师。第一位是

1896年 来 自 奥 地 利 的 巴 保 男 爵 （ Baron  Max  von 

Babo），第二位是1931年来自意大利的巴狄士多奇

（I.M.Battistuzzi），第三位是2002年来自法国的烟台张

裕卡斯特酒庄首任酿酒师比舒尼(Norbert  Buchonnet)。

而按照百年张裕的酿酒师传承顺序，哥哈迪位列张裕第九

代酿酒师。哥哈迪表示：“我很荣幸成为张裕第九代酿酒

师，我希望传承张裕每一代酿酒师积累的精髓，结合自己

在法国的经验，在中国酿造出世界一流的葡萄酒。”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哈迪在爱斐堡积极探索，大胆

创新，比如酿造赤霞珠红酒，有的年份会结合勃艮第产区

的“整串发酵”理念，有的年份又会借鉴波尔多产区的

“微充氧”技术。在哥哈迪的主持下，爱斐堡地下酒窖的

每一只橡木桶都打上了二维码，对“换桶”和“添桶”等

酿造工序都有溯源跟踪，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

总酿酒师
哥哈迪 法格纳尼·

Géorard Fagnoni

让-米歇尔 拉帕鲁来自法国波尔多梅多克产区，他种

植的葡萄在酒庄所酿造的赤霞珠红酒，曾被美国著名酒

评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主编的《帕克葡萄

酒购买指南》列入“超值波尔多葡萄酒”，并作如此评

价：“具有波尔多红酒多汁香醇的显著特性”、“优异

的性价比使得这款红酒有着无与伦比的投资价值”、

“梅多克产区的杰出酒庄之一”。

张裕奉行“三分酿造，七分种植”的经营理念，从

2002年正式开业的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与法国酒业巨

头Castel合作建设），就聘请国际一流的葡萄种植专家

担任种植师，张裕卡斯特酒庄的首任酿酒师比舒尼与来

自法国的首席种植师盖•康皮奥（Guy  Campillo）紧密

合作，创造了成功的“酒庄酒”模式。让-米歇尔•拉帕

鲁是张裕历史上的第二位洋种植师。

爱斐堡种植的红葡萄品种主要有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美乐

（Merlot），葡萄园的植株行距为2.5米、株距为1.5

米，平均每亩种植266株，平均亩产只有500～600公

斤，低于波尔多的每亩550株、亩产600～800公斤。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拉帕鲁仍坚持“绿色采摘”（Green 

Harvest）理念，在果实着色前剪掉部分葡萄串，让留

下来的葡萄得到充足阳光、吸收更多的养分，一株葡萄

平均只能产出一瓶葡萄酒。拉帕鲁认为：“培育最好的

葡萄，是我的使命。为了提高葡萄酒的品质，降低一些

产量是完全值得的。”

•

首席种植师
让-米歇尔 拉帕鲁·

Jean-Michel Lap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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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鲜亮而清澈。闻起来有黑醋粟、香草、胡椒和咖啡的香

气，反映了赤霞珠品种的典型性。单宁富有表现力，回味悠

长。一款值得期待的佳酿。

柏林科技大学食品化学与生物技术博士。曾在德国卫生部佩

滕科费尔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负责管理葡萄酒及饮料部门。

1997年加盟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主持葡萄酒卫

生质量体系建设，后升任主席。2007年6月6日，雷纳•威特

考斯基博士率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代表团从巴黎

来到北京，为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剪彩，他在致辞中说：

“这是令张裕值得骄傲的一天，也是令中国骄傲的一天、世

界葡萄酒行业骄傲的一天！”

雷纳•威特考斯基博士目前是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BfR)副

总裁，兼任德国商品检验基金会（SW）董事，德国食品、

农业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BMELV）葡萄酒项目组成员，

德国标准化研究所（DIN）食品及农产品标准顾问委员会成

员，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德国科学委员会成员。

2007年6月6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首场期酒品鉴会 

雷纳 威特考斯基（Dr.Reiner  Wittkowski）•

2006年赤霞珠期酒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主席
雷纳•威特考斯基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知名酒评家的知名酒评家的
品酒笔记品酒笔记
编译_雨薇

TASTING NOTES：TASTING NOTES：
CHATEAU CHANGYU AFIP GLOBAL

 
CHATEAU CHANGYU AFIP GLOBAL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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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目的宝石红。表现出极完美的平衡感，结构紧密，酒体丰

满。与法国的超级佳酿比较，完全不会失色。

香港品酒师协会、香港专业调酒师协会、香港酒店及餐务管

理协会名誉顾问，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香港酒神”。兼任国

际厨皇美食会名誉主席、意大利慢餐行动评审会员。著有

《品味》、《酒中传奇》、《OK美食》等，译著有《葡萄

牙佳酿》、《波特酒指南目录》等。黄雅历先生认为：“学

品酒其实也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趣味和生活质量。”

黄雅历先生长期关注张裕的发展，还曾在2010年6月品尝过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2009年丁洛特级赤霞珠期酒，并

进行纵向比较说：“我参加过爱斐堡2007年举行的首场期

酒品尝会，和那款酒（2006年赤霞珠期酒）相比，这款赤

霞珠干红的葡萄更好，酿造工艺也更加成熟。黑醋栗、李

子、胡椒和巧克力的芳香。酸度和单宁适中，结构和谐，回

味持续时间较长。”

2007年6月6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首场期酒品鉴会 

黄雅历

2006年赤霞珠期酒

香港品酒师协会名誉顾问
黄雅历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宝石红色泽，飘逸着熏梅、黑醋栗的果香和肉桂的辛香，并

具有雪茄和杉木的幽香，单宁坚实，架构宏大。

长期为法国食品协会（Sopexa）从事葡萄酒培训，曾任上

海国际酒展法国顾问、上海国际酒展欧盟顾问、法国VDP百

大葡萄酒（英国）评审、法国VDP（2007年）总顾问，现

为善水文化国际传媒首席顾问。相继在《葡萄酒鉴赏》、

《美食与美酒》、《美酒通信》和《美酒生活》等多家杂志

开设专栏。编著饮料学讲义多达200万字，出版有专著《葡

萄酒101问》和《世界起泡酒鉴赏》（与苏岚岚合著）。

2007年7月14日，钟正道先生与毕业于勃艮第大学酿造学系

的高雄餐旅大学助理教授陈千浩先生一起，应邀访问北京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即席为酒庄题写“藏头诗”一首：“爱

酒成痴与生来，斐然庄园杜康才；堡里乾坤有天地，邀君举

杯同遣怀。”前三句的第一个字可连成“爱斐堡”，与最后

一句可组成“爱斐堡邀君举杯同遣怀”。

2007年7月14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品酒室 

钟正道

2002年珍藏级赤霞珠

台湾著名酒评家
钟正道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优雅的深宝石红色泽，散发出浓郁的紫罗兰、黑醋栗、蓝莓、

李子和雪松木的香气，单宁扎实，结构精巧，回味持久。如果

醒酒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款酒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2007年在国际侍酒师协会

(ASI)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希腊罗德岛）

夺得冠军。截至2013年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

赛（东京），全球只有14位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拉尔

森目前与第九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维也纳）冠军马库斯

•戴尔•莫内戈合作创办独立品酒机构Primeurs。

安德雷斯•拉尔森还品尝了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2004年

大师级霞多丽干白，评语如下：“青苹果、杏桃、柠檬和香

瓜的香气扑鼻而来，并有奶油、坚果和烤面包的香气。酒体

丰腴而优雅，即使不经橡木桶陈酿也是一款醇厚的好酒。

2004年的霞多丽依然保持这么富有青春气息的清新感，感

觉很惊讶，不亚于某些勃艮第夏布利。”

2011年5月18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总统套房餐厅 

2002年大师级赤霞珠

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
安德雷斯•拉尔森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酒体饱满，相当赤霞珠风格的坚实单宁。美妙的草药和植物

香气。在深色浆果及水果香气萦绕的背景下，酿造方法却显

出“旧世界”（欧洲传统产区）的风格，具有含蓄的果味和

朴实的基调。适中的回味。

出生于首尔，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硕士，1994年定居香港，

2008年考取葡萄酒大师(MW)资格，为首位考取该资格的亚

洲人（截至2015年3月葡萄酒大师学会授予的新晋葡萄酒大

师，全球葡萄酒大师总人数只有323位，其中女性葡萄酒大

师只有100位）。著有《东膳西酿》（Asian  Palate）和

《东品西酿》（Mastering  Wine  for  the  Asian  Palate），

在香港创办葡萄酒网站Asian  Palate。兼任香港理工大学酒

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国际葡萄酒管理教授，以及新加坡航空

公司和澳门银河酒店集团的葡萄酒顾问。

李 志 延 女 士 曾 于 2011年 11月 访 问 烟 台 张 裕 公 司 总 部 ，

2014年4月访问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

2011年5月
香港Asian Palate 

李志延（Jeannie  Cho  Lee  MW）

安德雷斯 拉尔森（Andreas  Larsson）•

2002年特选级赤霞珠

世界葡萄酒大师（香港）
李志延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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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红酒见证了中国葡萄酒行业过去的革命。如果说5年前

品尝到这款酒，我可能会怀疑来自哪里，但现在我相信中国

的确有好酒。

早年游历法国钻研葡萄酒，1983年返回英国创办《国际葡

萄酒》杂志（Wine  International），并担任国际葡萄酒挑

战赛（IWC）主席。迄今已出版28部葡萄酒专著，包括《法

国葡萄酒品鉴》（中文版由旅游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波尔多及其葡萄酒》、《葡萄酒终极百科全书》、《世界

葡萄酒旅游指南》和《罗伯特•约瑟夫好酒指南》等，先后

被译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兰文、俄文、日文、中文

等多国文字出版，曾被英国《滗酒器》杂志（Decanter）

评选为“21世纪最可能影响人们饮酒方式的50位人物”之

一，被英国《独立报》称之为“葡萄酒贸易行业10大影响力

人物”之一。《LP》杂志甚至评价说：“罗伯特•帕克（美

国著名酒评家）和他的100分评分制可能妇孺皆知，罗伯特•

约瑟夫却是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的世界权威酒评家。”

2013年3月28日
成都第九十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罗伯特 约瑟夫（Robert  Joseph）•

2009年珍藏级赤霞珠

英国著名酒评家
罗伯特•约瑟夫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你们不是追求“肌肉型”，而是比较优雅的。整体感觉很年

轻，果香很棒，潜力很大。

1989年 出 任 《 法 国 葡 萄 酒 评 论 》 杂 志 （ RVF） 主 编 。

1995年 以 来 与 《 法 国 葡 萄 酒 评 论 》 主 笔 米 歇 尔 • 贝 丹

（Michel  Bettane）每年合作出版《法国葡萄酒年鉴》

（2014年～2015年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翻译出版），被业

内人士奉为“法国葡萄酒圣经”。2005年与贝丹发起“顶

级品酒盛会”（Le  Grand  Tasting），举办地点从巴黎卢

浮宫延伸到伦敦沙驰现代艺术博物馆、香港会展中心、上海

和平饭店，被誉为“葡萄酒行业的奥斯卡”。他们合作出版

的专著还有《世界顶级葡萄酒》、《创建最好的酒窖》、

《葡萄酒必修课：唤醒你与生俱来的品酒天赋》、《50种美

食与美酒的经典搭配》等等。德索夫在访问张裕时，品尝了

张裕各大酒庄出品的10款葡萄酒，他总结说：“张裕的葡萄

酒很有‘旧世界’的感觉，优雅而细致。不同酒款、不同产

区、不同等级，在酿酒哲学上一脉相承。”

2013年5月11日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品酒室 

特里 德索夫（Thierry  Desseauve）•

2005年大师级赤霞珠

法国著名酒评家
特里•德索夫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深邃，复杂，漂亮的色泽。果香丰沛而成熟，古典主义气息。

红色和黑色浆果交织的芬芳充满口腔，浓郁但相当优雅。清新

的酸度，优良的结构。在今后三四年内，随着进一步成熟将会

有更出色的表现。

祖籍意大利葡萄酒之乡弗留利，先祖尼古拉 萨尔维因设计

罗马特莱雷许愿池而被罗马教皇封为伯爵，父辈移居英国从

事葡萄酒贸易。萨尔维伯爵师从波尔多大学酿酒系创始人埃

米尔•佩诺教授，取得法国国家酿酒师资格，后定居波尔多

玛歌村从事葡萄酒贸易，长期担任1855年梅多克分级系统

三级名庄宝玛的经纪商。1970年考取葡萄酒大师（MW）

资格，为世界上的第二十六位葡萄酒大师。萨尔维伯爵先后

担任过25个国家的国际葡萄酒评比赛评委，并兼任英国葡萄

酒与烈酒协会主席、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酿酒学

术委员会英国代表。2013年受邀出任新疆张裕巴保男爵酒

庄名誉庄主兼首席酿酒师。

•

2013年7月23日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品重醴泉厅 

2005年珍藏级赤霞珠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协会主席
约翰•萨尔维伯爵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美妙的成熟李子和黑醋栗的果香，略带类似黑醋栗叶和青椒

的草本植物气息，并有烘焙香料、雪松盒和铅笔芯的味道。

口感表现精致。酒体平衡，单宁和酸度和谐而怡人。非常有

“嚼头”，回味中有矿物质的韵致，颇具“波尔多风格”。

90分＋（满分100分）。

全世界219位侍酒大师(MS)之一，1996年通过侍酒大师公

会的考试晋升为侍酒大师（德国目前只有3位）。方克•卡默

同时还拥有德国工商会营销专家认证和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

管理学位，出版有《德国百佳葡萄园》、《葡萄酒鉴赏课

堂》、《给葡萄酒鉴赏家的100条建议》、《葡萄酒常见错

误小词典》、《100 种有机葡萄酒》等16部专著。

访问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期间，方克•卡默还品尝了爱

斐堡2008年特选级霞多丽干白，品酒笔记写道：“成熟的

热带水果、菠萝、黄李、蜂蜜、香草和焦糖的香气。而在成

熟的香气背后却有着令人惊喜的新鲜口感。愉快的酸度。在

整体结构的元素中，新鲜的果香更加明显，余韵简洁。

2014年9月1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品酒室 

方克 卡默（Frank  Kämmer  MS）•

约翰 萨尔维伯爵（Count  John  U  Salvi  MW）•

2010年特选级赤霞珠

世界侍酒大师（德国）
方克•卡默

品尝者

品尝时间

评语

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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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30日，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开

幕式欢迎晚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出

席宴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元首、政府首

脑、议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宴会菜品尽显

“海派”风味，包括荠菜塘鲤鱼、墨鱼籽花虾、

春笋相豆苗、一品雪花牛；搭配的葡萄酒则是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赤霞珠干红和霞多丽干白。

2010年6月，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根据这场

宴会的菜单，推出“世博会国宴”套餐，以

100%原汁原味受到顾客追捧。

上海世博会欢迎晚宴

2011年3月31日，由二十国集团（G20）轮

值主席国法国主办的“国际货币体系高级别研讨

会”在南京紫金山庄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法

国总统萨科齐及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和著名学者近300人。

据报道，开幕午宴的菜品既有中式的盐水鸭、熏

鱼、云南青瓜；也有西式的番茄银鳕鱼、烤鳕

鱼、牛肝菌西冷牛排；还有一道日式的寿司。搭

配的葡萄酒则选择了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赤霞

珠干红和霞多丽干白。

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午宴

2011年4月14日，第三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在美丽的海南三亚隆重举行，这是金砖国家峰

会首次在中国举行。据中新社的报道《金砖峰会

午宴有讲究，葡萄酒彰显多边合作》称：“此次

午宴在菜式及葡萄酒搭配上都颇费心思，菜式中

西合璧，配餐用酒则为中国产的张裕爱斐堡国际

酒庄赤霞珠干红和霞多丽干白。据悉，该酒庄是

融合中、美、意、葡等多国资本与技术共同打造

的国际性酒庄，‘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理念

在葡萄酒中得以诠释，并彰显对金砖国家多边合

作前景的良好祝愿。”

金砖峰会午宴

2014年8月16日，第二届夏季青年奥运会开

幕式在南京举行。据题为《舌尖上的青奥》的报

道描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南京举行

宴会，欢迎前来出席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欢迎宴会上，中方充分

考虑国际贵宾的饮食习惯，不仅对正餐菜品进行

精心搭配，还准备了冷盘、甜点等。宴会选取来

自中国本土品牌葡萄酒张裕干红、张裕干白来款

待国际贵宾。”报道的图片显示，酒款为张裕爱

斐堡国际酒庄的霞多丽干白和赤霞珠干红。

这 场 盛 宴 也 引 起 英 国 《 滗 酒 器 》 杂 志

（Decanter）的关注，张裕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该

杂志记者采访时称：“过去三年来，张裕爱斐堡

国际酒庄葡萄酒已经在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政要

及国际会议贵宾的30余次宴会中亮相。”

第二届夏季青奥会开幕式欢迎宴会

揭秘国宴餐桌上的美酒

文_麦可

WAS SERVED CHANGYU'S 
WINES AT THE STATE  

BAN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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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据美国《人物》杂志的报道《奥巴马的家庭生活》描述，在奥

巴马家中的厨房里，可以看到一瓶备好但未开瓶的霞多丽。

2009年1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首次访华的奥

巴马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上了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霞

多丽干白，红酒则是爱斐堡的赤霞珠干红。通过相关报道的电

视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爱斐堡的酒标。

2010年11月9日，戴维 卡梅伦首次以首相身份访问中国。当天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所选的国宴用酒为张

裕百年酒窖干红和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霞多丽干白。

卡梅伦首相曾于2012年1月5日亲赴英国皇家酒商维特罗斯

（Waitrose）总部为其颁发“大社会奖”，众所周知，该公司

在2012年8月引进张裕解百纳干红；英国另一家皇家酒商

BBR在2013年为张裕设立永久销售专柜，而BBR采购总监马

克•帕尔多（Mark  Pardoe  MW），正是英国政府酒窖（英国

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兰开斯特宫酒窖）采购建议委员会成员。

•

法国总统奥朗德

2013年4月2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的招待法国总

统奥朗德的国宴上，伴随着中国民乐《彩云追月》和法国名曲

《千只鸽飞》的经典旋律，上菜顺序依次为：冷盘、北京烤鸭、

清炒双脆、罐焖鳕鱼、奶香豌豆酪、点心、水果；配酒为

1992年张裕百年酒窖干红和2008年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霞

多丽干白。从搭配的角度看，北京烤鸭与张裕百年酒窖干红可谓

琴瑟和鸣，罐焖鳕鱼与张裕爱斐堡霞多丽干白堪称珠联璧合。

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

默克尔总理在2007年为招待出席欧盟成立50周年庆典晚宴的各

国首脑，曾委托德国特优葡萄酒酒庄协会（VDP）挑选最好的

德国葡萄酒，一时传为佳话。而在2012年2月2日，默克尔总理

抵达北京当晚的欢迎宴会，中方挑选了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

霞多丽干白和赤霞珠干红来款待这位德国老朋友。

2012年6月5日，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华

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当晚的欢迎宴会，中方挑

选了多次亮相国宴的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霞多丽干白和张裕百

年酒窖干红。中新社的报道《普京新任期内首次访华，推动中

俄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称：“这两款酒与2011年10月11日时

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访华时，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其设

宴欢迎时配餐所用酒完全一样。”

美国总统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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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位于密云县境内，地

处燕山余脉与华北平原交汇地带，地势为山地和丘

陵，土壤以沙质褐土和淋溶褐土为主，有机质含量

高，排水性好。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

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0.8℃，年有效积温

4088℃，年日照时数2804小时，年降水量638毫

米，无霜期180～190天。土壤和气候十分有利于

葡萄的生长、成熟、光合物质积累和着色。北京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已发展葡萄种植基地5000亩，

种植的红葡萄品种主要有赤霞珠、蛇龙珠、美乐，

白葡萄品种主要有霞多丽、长相思、雷司令。葡萄

园大都分布在海拔600～800米朝阳山坡。酒庄还

有200亩观光葡萄园，种植有60多种葡萄，供游客

观赏和采摘。

以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为起点，当地政府在

2010年提出打造“酒乡之路”的发展思路。目

前，西起爱斐堡，东至前厂村，在新密兴路沿线

15公里、巨龙河谷10平方公里区域内，一条

“酒乡之路”初具规模，其宣传口号是“酒乡之

路，醉倒世界”。作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酒庄，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已被挂牌北京市葡萄与

葡萄酒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科技旅游示范景

点、北京大学生联盟旅游联盟指定旅游实践基

地、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

如果说2002年开业的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

开启了中国的酒庄酒时代，那么，2007年开业

的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则开启了中国的期酒

时代。2007年6月6日，爱斐堡举行了国内首场

期酒品鉴会，吸引众多酒商、酒店和收藏家初试

期酒投资。期酒（En Primeur）是起源于波尔多

的一种葡萄酒交易形式，每年3月底当上年新酿

基本成型，酒庄将会择机举行橡木桶试酒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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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首轮报价，酒商将会根据酒质来确

定采购计划，确保可以买到自己想要

的佳酿。完成交易后，葡萄酒依然会

在酒窖内继续进行橡木桶陈酿，待装

瓶后再交付买家。与波尔多的酒庄不

同的是，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只

在 好 年 份 才 会 推 出 期 酒 ， 比 如

2009年6月初的阳光充足，相对干燥

的天气对开花和坐果十分有利；7月

和8月的降水充沛（分别为233.5毫米

和95毫米），日照时数也较高（分别

为163.7小时和161.3小时），为葡

萄的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9月 和

10月的降水量少（分别为55.3毫米

和15.7毫米），日照时数较高（分

别为145.1小时和201.3小时），对

葡萄成熟相当有利。和其它年份相

比，2009年的有效积温较高，达到

4345.2℃，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

些有利条件造就了酿造好酒的葡萄

原 料 ， 使 得 赤 霞 珠 的 含 糖 量 达 到

230克/升。可以说，这是上天恩赐

的一个好年份，所以我们才决定推

出以名誉庄主罗伯特•丁洛特先生的

名字命名的期酒。

作者：李记明

博士，研究员，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等国际三大权威组织聘任的国际评酒委

员。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首届“中国酿酒大师”。主要从事葡萄、

葡萄酒（白兰地、起泡酒）的技术开发和质量管理工作。兼任中国园艺学会葡萄与葡萄酒

分会副主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生

导师。烟台大学特聘教授。著有《橡木桶  ——  葡萄酒的摇篮》（2011年巴黎美食图书展

暨国际美食大奖赛“最佳葡萄酒类图书”）。

北京有一条“酒乡之路”
THE TERROIR OF NORTHEAST OF BEIJING

名誉庄主罗伯特·丁洛特研究认为，爱斐堡的葡萄园拥有葡萄梦寐以求的生长环境 投资骑士罗杰斯持有张裕Ｂ股，喜爱张裕爱斐堡干红



2010年6月28日，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地下酒

窖，2009年份期酒首发仪式暨理财产品发布会在这里隆

重举行。这是爱斐堡继2007年6月发布中国历史上首款

期酒以来的第二场期酒发布会，这次发布的2009年份期

酒是由名誉庄主罗伯特•丁洛特先生亲自监制，并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丁洛特级赤霞珠干红，是爱斐堡建立以来的

等级最高的葡萄酒。中国工商银行资产管理部和私人银

行部的高层经理带领来自全国10个城市的60多位私人银

行客户参加了发布会，决定以私人理财产品形式定向承

销300桶（一桶可装300瓶）。2011年5月，第十二届世

界最佳侍酒师大赛（2007年）冠军安德雷斯 拉尔森

（Andreas  Larsson）访问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时，在

酒窖品尝了尚在橡木桶陈酿中的2009年丁洛特级赤霞珠

干红，他当时评价说：“浓郁的黑醋栗、李子、胡椒和

巧克力的芳香，结构如此精致优雅，非常接近波尔多的

梅多克风格。2009年是波尔多的黄金年份，没想到

2009年的爱斐堡赤霞珠也这么令人惊叹，这是一款陈年

潜力很大的佳酿。”

经过长达22个月的橡木桶陈酿，2009年份爱斐堡丁

洛特级赤霞珠干红在2011年下半年完成装瓶。令收藏家

们喜出望外的是，这款藏品采用了全球首创的书法艺术

酒标！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邀请欧阳中石、沈鹏、张

海、潘公凯、刘艺、申万胜等6位书法大师，每人书写了

一个“升”字，印制在酒标上。一箱6瓶，正好集齐6个

“升”字酒标。“升”是葡萄酒的容量单位，同时也象

征葡萄酒的酒质会在漫长的储藏岁月里得到升华、葡萄

酒的价值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升值，当然更代表爱

斐堡对收藏家或购买者对馈赠对象的一份美好祝福：升

职、升级、升迁……“升”字祝福步步高升！“6”瓶象

征六六大顺！

对于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来说，2011年又是一

• 个好年份，在名誉庄主罗伯特 丁洛特的悉心指导下，爱

斐堡第二次推出以丁洛特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期酒，并

在2014年3月底举办的成都第九十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期间首次亮相。一套6瓶（限量发行15000套），每瓶

酒标上都有一位著名书画家书写的“裕”字，他们分别

是：朱乃正、金鸿均、侯一民、刘大为、唐勇力、叶毓

中。“裕”是出自张裕公司之名，同时也延续了张裕创

始人张弼士先生朴素的创业思想，他当年创办的许多公

司的名称都带有“裕”字，比如在南洋有裕和垦殖公

司、裕兴垦殖公司、万裕兴垦殖公司和裕昌轮船公司

等；在国内有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福裕盐田公司和裕益

砂砖公司等。有媒体评价说：“波尔多的木桐酒庄

（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自1945年以来，每

年都要邀请一位艺术家提供一幅画作作为酒标，倍受葡

萄酒收藏家们的青睐。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正以书

法酒标，形成自己的特色。”

从“升”到“裕”，客观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朴素理

想。那么，爱斐堡的下一个期酒年份，酒标将会选用哪

个字？会不会是“和”字呢？酿造要“融和”，酒体要

“和谐”，生活要“和美”，社会要“祥和”，世界要

“和平”……

•

开启中国期酒时代

文_陈琳

INVESTING IN LIQUID 
ASSETS

EN PRIMEUR

百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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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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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

在2014年贺岁大片《私人订制》中，葛优带着李小

璐和白百何来到夜总会，刚从“巴黎厅”出来的邱晔

说：“杨哥，先开你那瓶存酒得了。”——咱先不管杨

哥(葛优扮演的“愿望规划师”杨重)的存酒，反正在北京

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储酒领地，可是有葛大爷“私人

订制”的存酒呢！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储酒领地的首批入驻客户

包括葛优、唐国强、冯巩等影视明星，以及阿里巴巴董

事会主席马云、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分众传媒首席

执行官江南春、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

中军等商界领袖。每个储酒位挂有铜制铭牌，设计元素

为盾牌与宝剑。据网友Only_Woo在2014年9月28日发

布的微博称：“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酒窖里各界人

士的私藏，唯独马云位置的酒已经空了，我猜是拿去庆

祝上市了。”

在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储酒领地，还有“驻

华大使储酒领地”专区，首批入驻的有芬兰驻华大使安

蒂•库思曼宁（Antti  Kuosmanen）、克罗地亚驻华大使

博里斯•韦利奇（Boris  Velic）、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吉列

尔莫•维莱斯(Guillermo  R. Velez）、突尼斯驻华大使穆

罕默德 萨赫比 巴斯里（Mohamed  Sahbi  Basly）、意

大 利 驻 华 大 使 理 卡 多 • 瑟 沙 （ Riccardo  Sessa） 。

2007年12月15日，在“驻华大使储酒领地”揭幕仪式

上，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博里斯•韦利奇说：“北京张裕爱

斐堡国际酒庄是我见过最美的酒庄，而张裕公司在中国

和国际上都很有名，相信张裕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除了私人订制，爱斐堡也有部分单位及团体的储酒

领地，比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南京金陵饭

店、国际厨皇美食会，都在爱斐堡的地下酒窖拥有一个

储酒位。

• •

私人订制
名流的储酒领地

PERSONAL 
TAILOR

文_郑重

葡萄酒的理想储藏条件是：温度12℃～14℃，湿度

60%～80%，避光，避震，通风。在温度方面，过高会

导致葡萄酒加速成熟、未老先衰；过低又会使葡萄酒延

缓进化、停滞不前，从而失去藏酒的意义。在湿度方

面，过低会使软木塞干缩，失去弹性，导致葡萄酒被过

度氧化并加速变质；过高又会使软木塞发霉、生菌，同

样不利于葡萄酒的长久储存。

爱斐堡的地下酒窖是利用山体挖掘而成，占地面积

3000平方米，常年保持14℃左右的温度、70～75%的

湿度，为葡萄酒的成熟提供了良好的储藏环境。私人储

酒位设立于酒窖的三面墙壁，客户的存酒将会在适宜的

专业环境中，以稳定的速率继续成熟、渐入佳境。储酒

领地共有275个储酒位，每个席位最大储存量为260瓶，

使用权限为10年。一般来说，当葡萄酒储存到10年左

右，正是表现最完美的巅峰期，我们也该开瓶享用了。

张裕董事长孙利强先生与五国驻华大使共同为“驻华大使储酒领地”揭幕

影帝葛优在爱斐堡酒窖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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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在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有一档《乘着高铁去旅

行》旅游节目，播出专题片《探寻张裕爱斐堡》，来自

新西兰的节目主持人贝克走进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

庄，带观众全程体验爱斐堡之旅：在地下酒窖品尝橡木

桶样酒，在酒吧抽哈瓦那雪茄，在酒店享受葡萄籽

SPA，在西餐厅体验“世博会国宴”套餐……贝克幽默

地说：“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谁这么大力气能把欧洲

搬过来？”

据说“葡萄酒是装进瓶子里的阳光”……那么，让

我们走进爱斐堡的葡萄园，去探寻葡萄酒的生命历程，

在远离都市喧嚣的葡萄园里，你会忘记时间的存在。

走进凉爽的地下酒窖，沁人心脾的酒香扑鼻而来，

一排排蔚为壮观的法国橡木桶，默默地诉说着美酒的前

世今生。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展现在你面前的，既是一幅百年

张裕的历史画卷，也是一座葡萄酒文化的知识殿堂。古

希腊人用什么杯喝酒？开瓶器有多少种？赤霞珠葡萄是

什么样子？葡萄酒通常有哪些香气？你都可以在这里找

到答案。

来吧，让我们斟上一杯香醇的美酒！爱斐堡品酒室

的配置是按照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的标准规

程设计，侍酒师经过法国葡萄酒大学的专业培训，你可

以在品尝张裕美酒的同时，轻松愉快地学到品酒知识。

如果你累了，不妨到酒庄小镇歇歇脚，沿着碎石路

走进小镇拱门，醴泉宫、金奖白兰地老酒坊、圣杯工

厂、爱SPA、圣母教堂等多座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

在悠缓的山坡，仿佛置身于浪漫的法国南部小镇。小镇

街道以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巴比伦酒神的名字命名，比

如狄奥尼索斯街、巴克斯街和奥西里斯街等。在主题酒

店，推开窗户，满眼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微风吹来，一

阵阵绿色植物的清香……

依山而建的爱斐堡酒庄小镇占地总面积6万平方米，

由街道生活区、餐饮服务区、娱乐休闲区、教堂博物区

等四大功能区组团，为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功能最全、服务设施最完善的综合性葡萄酒主题度假

村，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2011年入选五星级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园区）。

从古老的故宫、长城，到现代的鸟巢、水立方，人

们看到的是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的北京。如果你想

领略东方丰韵与欧陆风情的完美交融，北京张裕爱斐堡

国际酒庄堪称时尚新地标。爱斐堡不仅吸引内地游客，

也吸引港台地区的一些旅行社将其列入北京旅游目的地

之一，比如台湾大都会旅行社官方网发布的“尊享典藏-

最爱老北京6日”旅游简介，就向游客介绍：“北京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原版解读了欧式风情的精雕细琢。小

镇融合欧式建筑风格依山而建，自然风景秀丽，空气清

新怡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集住宿、餐饮、会议、

娱乐、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法式风情小镇……”

国家旅游局领导陪同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
协会客人在爱斐堡参观考察（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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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0日，香港巨星许志安光临爱斐堡，接受辽宁卫视《唱游中国》

节目组给他安排的一场盲品挑战！许志安积极应战，仔细品尝，最后告诉主

持人李西：“第一款是顶级干红，第二款也是一流  的干红，第三款是白葡萄

酒，第四款是冰酒。”

从类型、品种和等级来看，回答正确。许志安所品尝的酒款，分别是北京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大师级赤霞珠干红、珍藏级赤霞珠干红、珍藏级霞多丽

干白和辽宁张裕黄金冰谷冰酒酒庄的金钻级威代尔冰酒。

许志安：盲品大挑战

林志玲以她那无比甜美的声音，在周大生珠宝视频广告中嗲声嗲气地说：

“世界上最珍贵的是钻石，比钻石更珍贵的是爱。我相信，每一颗钻石都代

表一颗爱人的心。周大生，因爱而美，为爱而生！”

这条以“爱”为主题广告，正是在以“爱”字开头的爱斐堡拍摄的。广告画

面中，林志玲在爱斐堡逗留的地方，前半部分主要酒庄小镇，后半部分主要

在城堡主楼。在小镇教堂旁的魔法师咖啡厅露天咖啡座，林志玲还坐下来喝

了一杯咖啡。下次去爱斐堡，别忘了到这个地方坐一坐！

林志玲：因爱而美，为爱而生！

就在林志玲在爱斐堡拍摄广告的同一天（2009年10月底的某一天），葛优

开着斯巴鲁傲虎直奔爱斐堡。在2009年新款斯巴鲁傲虎视频广告中，葛优饰

演一位成功人士，从会场走下红地毯，冲出长枪短炮的记者重围，登上他的

斯巴鲁傲虎疾驰而去……开到爱斐堡酒庄门口，停了车来，微笑地注视着在

城堡接待大楼前庭等待他的一帮朋友。

葛优：开着斯巴鲁傲虎来了

凭借《杜拉拉升职记》一鸣惊人的王珞丹，作为高端旅行杂志《世界》

2010年第三期的封面人物，在本期封面故事《王珞丹：旅行请关手机》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在张裕爱斐堡酒庄纯欧式的空间中，王珞丹演绎了一场

关于葡萄酒的短暂旅行。去法国旅行，奢侈品和艺术品一定是被关注的主

角，你可曾关注过波尔多的酒庄？在葡萄酒文化已经相当成熟的欧洲，去酒

窖体会一下木桶酿造的魅力，感受饮食文化的沉淀，将会留下宝贵的记忆。

在爱斐堡酒庄的珍藏酒窖里，王珞丹认真地观察着、感悟着……”

王珞丹：一场关于葡萄酒的短暂旅行

高圆圆以广告成名而进入影视圈，她上高中时就拍摄过冰激凌广告。作为千

百度形象代言人，高圆圆为千百度拍摄的2011秋冬女鞋平面广告大片，就是

在爱斐堡酒庄小镇拍摄的。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爱斐堡！2013年盛夏，高圆圆再次光

临爱斐堡，拍摄电视连续剧《咱们结婚吧》的大结局，她扮演的杨桃在爱斐

堡酒庄踏上了红地毯。

高圆圆：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爱斐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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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洒满玫瑰花瓣的爱斐堡欧式小镇，歌坛天后张靓颖与她的“恋人”牵手、

追逐、奔跑，直到穿上婚纱、戴上钻戒……歌中唱道：“翻来覆去品味着昨

天你对我说的话，心跳狂乱无法控制的我，一直没给你答案。其实我想对你

说：I Do，Oh  my  love……”

在这首MTV中，饰演恋人的演员名为《摩登新人类》主演郭纬。这首

MTV的尾声，还出现爱斐堡酒庄城堡主楼的全景镜头。

张靓颖：I Do，爱斐堡！

出生于烟台的范冰冰雅号“范爷”，说起来她还真有“爷”的范儿，比如她

在2011年为诺基亚N9出演的微电影《不跟随》，选择的拍摄地点就是爱斐

堡欧式小镇的总统套房。

记住“范爷”在爱斐堡说过的话：“如果忍耐算是坚强，我选择抵抗；如果

妥协算是努力，我选择争取；如果未来才会精彩，我也决不放弃现在……”

范冰冰：下榻爱斐堡总统套房

如果说范冰冰像一杯香槟，那么，李冰冰则像一杯红酒——她在2009年为

《时尚芭莎》拍摄的一组时装大片，就被形容为“恰如红酒般散发幽香”。

范冰冰来过爱斐堡，李冰冰能不来吗？2014年4月30日，作为奔图品牌形象

代言人，李冰冰现身爱斐堡参加2014年奔图新品发布会。庆祝会祝酒，用的

当然是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的赤霞珠干红。

李冰冰：红酒般的幽香

“羽翼组合”（刘庭羽与刘大毅）在2010年演绎的情歌《亲爱的，我愿

意》，CD封面就是他们在爱斐堡城堡主楼前的草坪牵手走过……

《亲爱的，我愿意》用朗朗上口的旋律，为“爱”做了真实的注解：“想为

你冲杯咖啡，陪你早起晚睡。为你在每个清晨，把早餐准备……”

这首情歌，多么适合送给那些正在爱斐堡拍摄婚纱照的新人！

羽翼组合：亲爱的，我愿意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013年广汽丰田致炫系列广告中，“中国好声音”人气

歌手金志文、毕夏、多亮、陈楚生、姚贝娜、江映蓉、欧豪……齐聚爱斐堡

酒庄小镇庭院，7位代言人环绕7种颜色的7辆丰田致炫，带领一群朝气蓬勃

的年轻人轻舞飞扬，共唱《致炫之光》：“让年轻的心改变未来，在阳光下

的姿态，迎着光芒会盛开……”

中国好声音：致炫之光



2015年电视连续剧：《东方战场》

欧陆风情“影视城”
文_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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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0周年献礼巨片《建党伟业》，大约有8场戏

是在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取景的。

青年周恩来（陈坤/饰）与赵世炎（韩庚/饰）等旅欧

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召开中国

少年共产党（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时

（1922年6月18日早晨），是在爱斐堡城堡主楼的天台

拍摄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被特务跟踪时，他

们最后所去的汇中饭店（位于上海外滩的一幢建于20世

纪初的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则是在爱斐堡小镇的

客房拍摄的。

在 朱镕基 同 志 题 写 剧 名 的 电 视 连 续 剧 《 水 木 清

华》，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梅贻琦（马元/饰）与韩咏华

（石林/饰）的婚礼，是在北平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教

堂举行的，时间是1919年6月，剧情出现在第十五集，

屏幕中的教堂即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小镇的教堂，

学生们在教堂合唱英语版清华校歌，为他们的教授和师

母祝福：“Oh  come  and  join  our  hearty  song(同学少

年肝胆相亲)，As  proudly  here  we  stand(荟萃一堂豪

爽)……”

随后，即将赴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的曹云祥向教育总

长袁希涛辞行时，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办公室竟是设在

爱斐堡酒庄小镇的一间套房。

50集电视连续剧《咱们结婚吧》完美大结局：杨桃

（高圆圆/饰）与果然（黄海波/饰）、蓝未未（柳岩/

饰）与李葵（王策/饰）有情人终成眷属，终于踏上了通

往婚姻殿堂的红地毯，两对新人同时在北京张裕爱斐堡

国际酒庄的城堡主楼广场举行婚礼，婚礼司仪热情洋溢

地说：“祝愿他们未来的生活如醇香的美酒一样，用点

点滴滴的甜蜜，来酝酿他们完美的生活！”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拍摄的史诗

电视连续剧《东方战场》，据说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

段播出，该片全景式展示了中国人民坚持14年的浴血抗

战史（1931年至1945年）。在剧组官方微博和博客公

布的部分剧照中，我们注意到：宋氏三姐妹、蒋委员

长、罗斯福、丘吉尔、川岛芳子、何香凝、潘汉年等重

要角色，均现身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宋美龄（俞飞鸿/饰）身着银灰色碎花旗袍和黑色披

肩的一张剧照，拍摄于爱斐堡酒庄小镇的奥西里斯街3号

门前，剧情为1942年宋氏三姐妹（宋霭龄由刘冬/饰，

宋庆龄由袁咏仪/饰）在陪都重庆的最后一次聚会。

蒋介石（马晓伟/饰）与宋美龄的一张合影，似乎是

在酒庄小镇的总统套房，两人坐在沙发上愉快地交谈着

什么——不知蒋委员长会不会谈到“想当年，张裕创始

人张弼士先生还通过胡汉民，为辛亥革命捐献30万两白

银，真是精神可嘉呀……”还有几张剧照显示，一身戎

装、手持手杖的蒋委员长与宋美龄在酒庄的葡萄长廊散

步，后面跟着一群随从，甚至走到赤霞珠葡萄园一带，

一路上谈笑风生——不知蒋委员长会不会谈到“1932

年，宋子文还为张裕公司创办40周年题词‘芳冽驰

誉’，孔祥熙还作了一首四言诗，什么‘艰难百折，历

载四十。以醺万汇，声誉大集。杯酒劝劳，猗欤休

哉’……”这段戏可能是再现1943年的“开罗会议”，

宋美龄、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的那张合影，显然是

拍摄于爱斐堡的葡萄长廊。

川岛芳子（叶璇/饰）在爱斐堡的戏份，主要是与汪

伪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葛子铭/饰）的交往，她通

过“美人计”为日军窃取情报。其中有一张川岛芳子与

黄浚在西餐厅碰杯的剧照——他们杯中的红酒，想必是

爱斐堡赤霞珠干红吧？

2013年电视连续剧：《水木清华》

2013年电视连续剧：《咱们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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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以西北乡土气息闻名，

浙江横店影视城以中国古代宫苑著称，

那么，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正以其浓郁的欧陆风情，

成为越来越被观众熟悉的

一个影视摄影基地。

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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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斐堡成为张裕第三件
中国驰名商标
AFIP TO BECOME 

FAMOUS TRADEMARKS OF CHINA

国实业部商标局核准注册“解百纳”商标。在

2008年第九届SIAL国际食品饮料展览会，张裕解百

纳被评为“全球30个顶级葡萄酒品牌”之一。

2012年4月，张裕注册的“解百纳”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张裕解百纳干红自问世以来的

累计总销量现已超过4亿瓶，并已出口欧美亚28个

国家，进入欧洲3000多家超市。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由张裕公司融合美

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多国资本共同建设而

成。自2007年正式开业以来，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

酒庄出品的赤霞珠干红和霞多丽干白已经亮相国宴

30余次。张裕公司法律事务部宋磊介绍说：“从创

立商标到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张裕’用了101

年，‘解百纳’用了81年，而‘爱斐堡’于2009年

5月获准注册，至今不过5年。如此之快的速度在驰

名商标中并不多见，这主要得益于公司近年不断攀

升的品牌知名度和紧贴市场的营销策略。”

2014年11月25日出版的《张裕报》刊登《公

司“爱斐堡”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报

道称：“在9月4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发

布的关于认定驰名商标的通报中，公司持有的第

5375374号‘爱斐堡’商标名列其中。这是公司继

‘张裕’、‘解百纳’之后持有的第三件‘中国驰

名商标’，也标志着公司的驰名商标工作无论从质

量还是数量上都已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张裕公司创办于1892年，开创了中国工业化

葡萄酒酿造史，孙中山在1912年为张裕题词“品

重醴泉”。1993年11月，“张裕”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进入21世纪以来，张裕陆续建

成烟台张裕卡斯特酒庄、辽宁张裕黄金冰谷冰酒酒

庄、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宁夏张裕摩塞尔十

五世酒庄、新疆张裕巴保男爵酒庄、陕西张裕瑞那

城堡酒庄。2013年，张裕入选英国《国际饮料》

杂志评选的“全球深受欢迎葡萄酒品牌”之一。

张裕解百纳干红问世于1931年，1937年经民

文_庄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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