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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手记

4亿瓶的分量
2015年，张裕公司迎来创立123周年之际，张裕解百纳品牌也迎来一个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荣耀时刻：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诞生！
当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分量是沉甸甸的。这不止是数学意
义上合计、物理意义上的叠加，更是历史的延续、文化的沉淀。
从1931年第一瓶张裕解百纳干红问世至今，4亿瓶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是经过80多
年岁月历练的成熟工艺和精湛品质。从1937年获准注册商标以来，张裕从葡萄原料到生
产工艺，严格地坚守着解百纳干红的典型性和纯正性。在世界葡萄酒之林，张裕解百纳
已成为中国干红的标志性品牌，被视为“中国味道”的象征。
在百年张裕的历史上，1915年张裕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味美思和雷
司令白葡萄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旧金山世博会）荣获４枚金质奖章，是张裕走向世
界一个重要历史节点；1937年张裕解百纳品牌成功注册商标，是张裕品牌意识的一个重
要历史节点。作为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的见证者，我们这一代的使命何其光荣！
解百纳是凝聚了数代张裕人心血铸就的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品牌，对于今天的张
裕来说，第4亿瓶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传承百年张裕“爱国、敬业、优质、争雄”
的企业精神，奉行张裕创始人张弼士先生“携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放眼世界，精益
求精，让张裕解百纳这块金字招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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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观点
1983年，《人民日报》主办的《市场》周刊刊登专

24
26

访《中国酒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访酒类专家、全国政

秋季号推出的“营销制胜案例”专题《谁是冠军》，有

协委员朱梅》（朱梅是张裕第四代酿酒师）描述：

一篇由安若丽（Laurie Ann Underwood）撰写的案例

“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和雷司令干白葡萄酒，评酒专

28

家品尝后给予高度评价，说干红葡萄酒味道优美，与法
30

国波尔多红葡萄酒不相上下，干白葡萄酒可与西德（德

主编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校刊《The Link》2007年

《张裕葡萄酒迈向高端》写道：
“下一次你在欧洲或其它发达国家的超市里，别忘
了找一找张裕的酒标。”

国当时分为西德和东德）莱茵区生产的雷司令名酒相媲

32

Wendy Wu
吴小霞

Gary Pan
潘军

Melinda
陈琳

美。西德葡萄酒专家到张裕公司参观，品尝了这两种干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8年8月12日刊登报道《商

葡萄酒后连连赞赏说，如果这两种酒在西德市场出售，

标专家解读解百纳》，中华商标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

定会受到热烈欢迎，要求大批订货。”

葆霖指出：
“解百纳是张裕多年诚实劳动、诚信经营而得来

《葡萄酒鉴赏》微博 :
Http://t.sina.com.cn/wineappreciation
封面人物
封面人物：英国著名酒评家乔纳森·雷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葡萄酒酿造学系教授阿曼

的。经过几十年经营，也在消费者中取得了高度认可。

林（M.A.Amerine）1983年访问中国时，在轻工业部

这种情况下，根据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就要肯定这个品

发酵研究所的会议室品尝了张裕总工程师陈朴先女士

牌对社会经济、两个文明发展的贡献。”

（张裕第五代酿酒师）带来的张裕解百纳干红，他品尝
后称赞道：
“完全具备国际一流红酒的品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5号中青旅大厦8层809室
58156581

58156593

58156590

邮编：100007
传真：086-10-58156589-808/806

1987年6月15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在
烟台举办“国际葡萄酒暨白兰地感官品评会”，品尝酒

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111－115号五羊新城广场28层
086-20-61205989

邮编：510600

馆解百纳酒瓶巨型模型的酒标上欣然题词：
“世界顶级葡萄酒品牌之一。”

款包括张裕公司出品的解百纳干红和白兰地，主席罗伯
特•丁洛特（Robert Tinlot，1986年～1997年任期）评

广州
电话：086-20-61205978

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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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裕展

北京
电话：086-10-58156589

2009年9月23日，应邀参加第三届烟台国际葡萄酒

价说：
“张裕解百纳干红和白兰地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

英 国 著 名 酒 评 家 乔 纳 森 • 雷 （ Jonathan Ray） 在
2012年接受《葡萄酒鉴赏》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
“以烟台优势品种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

传真：086-20-61205978-808

刻的印象，好几个同事都写下了难以置信的评语。张裕

为主酿造的张裕解百纳，已经是很成熟的品牌了，是代

上海

的产品完全可以走向世界。”

表性的中国名酒。”

地址：上海市江宁路495号博鸿大厦2601室
电话：086-21-61356789
邮编：2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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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86-21-6135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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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享受

张裕公司隆重宣告
张裕解百纳干红自1931年问世以来
累计总销量已经超过4亿瓶
成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销售单品
也是世界最大的葡萄酒销售单品之一
文_庄晨

2015年3月26日上午10时许，在第92届全国糖酒会

旗下高端连锁超市开售张裕解百纳干红。在2012年9月

（成都）开幕式上，张裕公司隆重宣告：张裕解百纳干

30日出版的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报道中，甚至提

红自1931年问世以来，累计总销量已经超过4亿瓶！成为

到在英国政府酒窖“发现储藏有大量的张裕解百纳干

中国最大的葡萄酒销售单品，也是世界最大的葡萄酒销

红”，采购自维特罗斯。报道称：“维特罗斯在上个月

售单品之一。
4亿瓶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
的酒瓶首尾相连，可以环绕地球三圈；如果把4亿瓶张裕

名酒评家、《世界葡萄酒地图》的作者杰西丝·罗宾逊

的高度！

也对张裕解百纳干红进行了品评，打出16分的高分（满
分为20分），与相同年份的波尔多二级酒庄分数持平。

江发表致辞，首先回顾了张裕解百纳干红初创时期的创

比杰西丝·罗宾逊还要早13年考取葡萄酒大师（MW）

业史。周洪江总经理介绍说：“当时，我们的前辈，时

头衔的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协会主席约翰·萨尔维伯爵，

任张裕总经理的徐望之先生，继承了张裕创始人张弼士

作为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诞生的见证者，对张裕解百

倡导的‘中西融合’、‘携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把

纳评价说：“如果波尔多也能种植蛇龙珠这个品种的

这款产品命名为‘解百纳’。经过几代张裕人的努力，

话，可能刚好就是张裕解百纳这种味道。张裕解百纳在

张裕解百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配方和成熟品质，加

国际上受到欢迎，是因为这款酒既是源自中国独有的葡

上我们多年来对市场品牌的培育投入，解百纳已经成为

萄品种，又是源自张裕百年积淀的成熟酿酒技术，并且

中国人熟知的葡萄酒品牌。”

具有国际化的口感和品质。”

应邀出席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揭幕礼的中国酒业

事实上，张裕解百纳干红早在上世纪30年代问世伊

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琦，代表中国酒业协会对第4亿

始就有出口记录，1937年出版的《化学工业》杂志刊登

瓶张裕解百纳干红的诞生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讲话中表

一篇《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概况》，提到包括“解百

示：“中国的土地一定能够酿出世界顶级葡萄酒。张裕

纳”在内的12种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运销新加坡、南洋

解百纳干红4亿瓶的成绩，证明了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酿出

诸岛和檀香山等地。另据张裕第六代酿酒师王恭堂先生

世界顶级的葡萄酒。我希望张裕在葡萄酒行业里面，永

的回忆录《百年酿芬芳》（团结出版社2012年出版）记

远做领头羊，把葡萄酒行业带向辉煌。”
据了解，张裕解百纳干红迄今已出口到欧洲、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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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拥有葡萄酒大师（MW）头衔的英国著

解百纳干红的酒瓶相连竖立，相当于15000座珠穆朗玛峰
在第4亿瓶张裕解百纳干红揭幕礼，张裕总经理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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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开始销售中国葡萄酒。张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
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

载：“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张裕解百纳
干红葡萄酒是张裕公司主要的出口品牌。那个年代中国

和亚洲的28个国家。从2012年8月起，英国皇家酒商维

还不流行干型葡萄酒。张裕解百纳干红葡萄酒更适合外

特罗斯（Waitrose）也将张裕解百纳列入采购名单，在

国人的口味，出口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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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1931 年:创始
毕业于意大利考耐哥列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
酿造学院的巴狄士多奇（I.M.Battistuzzi）担
任张裕第三代酿酒师，他尝试以烟台选育出
的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为主，调
配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美乐
（Merlot）和品丽珠（Cabernet Franc）等
品种，酿造出一种全新口味的干红葡萄酒，
经橡木桶陈酿上市后，甚为畅销。

文_倪虹

当年，中国银行烟台支行的徐望之出任张裕
公司经理。上任伊始，徐望之以其敏锐的品
牌意识和商业远见，决定为当时这款畅销的
张裕干红葡萄酒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
字，他请来一帮文人墨客，聚首烟台国际俱
乐部进行讨论，最终从张裕创始人张弼士奉
行的“携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得到灵感，
命名为“解百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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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1936 年:申请注册商标

1937年:获准注册商标

1985 年:新中国成立后再次注册商标

1987 年:荣获布鲁塞尔金奖

张裕公司向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局呈递解百纳
商标注册申请，申请文件收到日期为中华民国
廿五年九月拾六日（1936年9月16日）。
同年，张裕公司化验室主任孙卫撰写《烟台张
裕葡萄酿酒公司概况》，发表在民国廿六年一
月 （ 1937年 1月 ） 出 版 的 《 化 学 工 业 》 杂 志
（上海中华化学工业会主办）第十二卷第一
期，这篇文章已经出现“解百纳”这个品牌名
称，并称“其行销除国内各大商埠如南京、北
平、上海、青岛、广州、汕头等地面外，亦运
销国外如星加坡（新加坡）、南洋群岛、檀香
山等地。”在1939年上海《申报》刊登的张裕
广告中，已经出现了“解百纳”。

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局核准张裕注册解百纳商标，
注册证书编号为第33477号，审定日期为中华民
国廿六年六月廿八日（1937年6月28日）。该文
件现存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另外，在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中华民国实业部商标
局《商标公报》半月刊1937年第143期“审定商
标目录”和1939年第154期“商标公告期满注册
表”，也都有关于张裕解百纳品牌的记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张裕公司再次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解百
纳商标。申请书“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转意见”一栏，烟台市工商局签署“同
意”并盖章。

在第25届布鲁塞尔世界优质产
品评选会上，张裕解百纳干红
荣获金奖。

1956年3月，毛主席在轻工业部呈送的《烟台张
裕葡萄酿酒公司生产情况报告》作出批示：“要
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点葡
萄酒。”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当时国民经济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经周总理亲批，国家拨专款65万元用
于支持张裕提高产能。张裕公司在提高产能的同
时，于1959年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册解
百纳商标，被准予备案使用。

1940年11月1日出版的上海《经济研究》杂志
（中国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钱承绪主编）第
二卷第三期刊登一篇题为《烟台之酿造业》的
研究报告，其中在第二节《张裕葡萄酿酒公
司》记载：“解百纳色香俱绝，味略酸涩，实
为日常宴居、解渴、健胃之佳品。”这段描述
中的“味略酸涩”，表明当时的张裕解百纳酸
度充足、单宁强劲。

1982 年:建立解百纳干红中心试验室
在我国第一代女酿酒师、张裕第五代酿酒师陈朴先的带领下，张裕公
司建立解百纳干红中心试验室，在葡萄品种选育、酿造工艺改良、设
备更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使解百纳品质得到不断提升。
1983年，《人民日报》主办的《市场》周刊（现名《市场报》）刊
登记者刘宏昌采写的专访《中国酒如何打入国际市场——访酒类专
家、全国政协委员朱梅》记载：西德葡萄酒专家到张裕公司参观，品
尝了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和雷司令干白葡萄酒，连连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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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荣获“中国优质葡萄酒著名品牌”称号

张裕公司第三次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解百
纳商标，被准予备案使用。

2001年1月8日，张裕解百纳干红被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授予“中国优质葡萄酒著名品牌”称号。

1940 年:杂志称“解百纳色香俱绝”

1959 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注册商标

1992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注册商标

2002 年:再次获准注册商标

2005 年:出口欧洲

2002年4月14日，国家商标局对张裕解百
纳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商标注册证编号为
第1748888号。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还于2008年
5月发出《关于第1748888号“解百纳”
商 标 争 议 裁 定 书 》 [商 评 字 （ 2008） 第
05115号]，裁定解百纳商标归张裕公司所
有。2011年1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调解，张裕再次被明确
认定为第1748888号解百纳商标的合法持
有人，即：解百纳商标所有权归张裕所
有。

法兰克福TXB国际精品酒业公司首次将张裕解百
纳干红引进欧洲市场。截至目前，张裕解百纳干
红已出口全球28个国家，进入欧洲3000多家超
市、邮购销售系统、葡萄酒专卖店、五星级饭
店，以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为首个进
入欧洲主流市场的中国葡萄酒品牌。

2007 年:解百纳生产中心建成
2007年6月28日，张裕公司为解百纳商
标注册70周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年产
能3万吨的解百纳生产中心宣告建成！
同时，每小时可灌装15000瓶的现代化
灌装生产线投入使用。
同年，张裕解百纳干红连续第三年被
“博鳌亚洲论坛”指定为宴会用酒，与
会嘉宾比尔•盖茨对此酒赞赏有加，大会
组委会特意向他赠送了一瓶张裕酒文化
博物馆馆藏大师级解百纳干红。

2006 年:确立质量等级
张裕公司技术中心依据葡萄园、葡萄原料、发酵工艺和
橡木桶陈酿等要素确定具体指标，确立了解百纳干红质
量等级，依次划分为：大师级(master wines)、珍藏级
(collection wines)、特选级(premium wines)、优选级
(superior wines)。

香港著名酒评家黄雅历出席“张裕解百纳注册70周年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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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08 年:跻身SIAL全球30个顶级葡萄酒品牌
在 全 球 会 展 巨 头 —— 法 国 高 美 爱 博 展 览 集 团
（COMEXPOSIUM）主办的第九届SIAL国际食品饮料
展览会，张裕解百纳跻身全球30个顶级葡萄酒品牌之
一，为亚洲惟一获此殊荣的葡萄酒品牌。评委由30位国
际品酒专家组成，评选方法除了以产品品质为基准，还
需要“从国际化视角出发，充分考虑消费者的观点，注
重品牌的价值创造力”。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主席伊夫·贝尔纳在2009年烟台
国际葡萄酒节为张裕解百纳题词：
“世界顶级葡萄酒品牌之一。”

2009 年:荣获《葡萄酒》杂志首届“金樽奖”
在《葡萄酒》杂志主办的首届“金樽奖”评选
颁奖典礼上，张裕解百纳2002年份特选级干
红荣获“优秀葡萄酒”，为获奖的22款“优秀
葡萄酒”中仅有的一款国产红酒。评委评语
称：“明显的橡木味，令人愉悦的红色李子和
皮革气息，入口有着平易近人的浆果味道，单
宁良好，收结干净。”

2010 年:被授予“国家商标战略示范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
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研究
确定了首批53个示范城市（区）和
41家示范企业。在6月1日举行的授
牌会议上，张裕被授予“国家商标
战略示范企业”之一。

2012 年:登陆英国皇家酒商维特罗斯超市
2012年8月，英国皇家酒商维特罗
斯（Waitrose）首次引进张裕解百
纳干红，引起英国《滗酒器》杂
志、《哈泼葡萄酒与烈酒行业评
论》杂志、英国广播公司（BBC）
的高度关注。同年9月，英国著名酒
评家、葡萄酒大师杰西丝 •罗宾逊发
表品酒笔记，给购自维特罗斯超市
的张裕解百纳干红打出16分（满分
20分）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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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进入伦敦米其林星级餐厅
2013年5月，在米其林星级餐厅——伦
敦七星雅柏餐厅(Seven Park Place)的
酒单上，出现了张裕解百纳干红。餐厅
首席侍酒师马尔科•菲拉尔德表示：“无
论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一款好酒，我
就会兴奋地把它加入我的酒单，而不仅
仅是出自那些传统的知名品牌或者产区
的名酒。”

2015 年:累计总销量超过4亿瓶
从1931年问世到2015年3月，张裕解百纳干红累计总销量
已经超过4亿瓶！成为世界最大的葡萄酒销售单品之一。

名家专栏

名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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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留糖分含量证实：

张裕解百纳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干红
什么叫“干红”？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的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DRY RED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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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八年《张裕红白葡萄酒成分表》的化验指

定义是：葡萄酒的残留糖分含量低于或等于4克/升为

标，还有酒精体积百分比、干浸出物、总酸度、挥发
酸、单宁（即酒度）等项目，其中，张裕解百纳的酒精

早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一号出版的《酿

INTRODUCTION

张裕解百纳与历史同期波尔多干红基本相当

“干”、不高于12克/升为“半干”、不高于45克/升为
“半甜”、高于45克/升为“甜”。

中国第一瓶干红的起源

酒精体积百分比证实：

体积百分比为10.3%，与历史同期波尔多干红的酒精体
积百分比基本相当，甚至高于波尔多，依据如下：

造杂志》第二期，刊登一篇《张裕葡萄酒之分析与各国

在张裕第四代酿酒师朱梅先生的著作《葡萄酒工艺

葡萄酒之比较》，附录一份《张裕红白葡萄酒成分

学》（与李文庵、郭其昌合著，轻工业出版社1965年

表》，表格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八年二月，类别包括3种

12月第一版），收录有一份《法国波尔多地区葡萄酒的

红葡萄酒、4种白葡萄酒、3种起泡酒，其中列在表格第

酯的含量》表格，注明是“根据李伯劳•贾咏分析结果，

一行的即为当时最畅销的解百纳。《张裕红白葡萄酒成

分 析 时 间 1936年 ” ， 其 中 ， 1932年 的 高 -美 多 克

分表》显示，解百纳的残糖含量为0.03克/100立方公

（Haut-Médoc ，今译“上梅多克”）酒精体积百分比

分，换算为现在的单位也即0.3克/升，远远低于国际葡

为 8.2%， 1933年 的 包 美 露 （ Pomerol， 今 译 “ 波 美

萄与葡萄酒组织（OIV）标准对干红低于4克/升的要求。

侯”）酒精体积百分比为9.5%。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即

这份白纸黑字的文献充分证实：中国第一瓶干红的诞生

使 是 波 尔 多 五 大 一 级 酒 庄 之 一 的 拉 图 （ Château

时间，不会晚于张裕解百纳干红的诞生时间。或者也可

Latour） ， 到 1959 年 份 的 酒 精 体 积 百 分 比 也 仅 为

以说，张裕解百纳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干

11.6%。直到今天，波尔多梅多克法定产区（AOC）的

红。
“干”是直译自英文“Dry”，初学者往往会疑惑不

最低酒精体积百分比仍为10%～12.5%。当然，酒精体
积百分比并不是衡量酒质的惟一标准，但足以反映张裕

解：“干”与“甜”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干”与

当时的葡萄成熟度和酿造工艺水平，已经与波尔多最好

“湿”才相互对应呀！事实上，通过上世纪40年代张裕

的红酒产区旗鼓相当。

公司发布于天津《庸报》的广告我们可以得知，张裕当

张 裕 解 百 纳 自 1931年 创 立 、 1937年 注 册 商 标 以

时把“Dry”译作“清”，与“甜”对应，比如广告上列

来，我们已经拥有80多年历史积淀的核心技术，在葡萄

出的酒有“解百纳清红葡萄酒”、“大宛香清白葡萄

品种构成、原酒发酵、橡木桶陈酿、调配、澄清等方

酒”、“佐谈经甜白葡萄酒”等等。比较而言，“清

面，形成一套完善的工艺体系。历代酿酒师在继承的基

红”与“清白”的译名，貌似比现在的“干红”与“干

础上精益求精、勇于创新，使张裕解百纳的品质不断提

白”更精确、更雅致。

升，成为消费者认知度最高的中国高端干红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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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传奇

轶事

徐望之
文_陈庄

在百年张裕的历史上，上世纪30年代的徐望之时

徐望之是浙江湖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

代，无疑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他担任经理期间，有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还收录有1922年8月15日“徐

三件大事永载张裕史册：

望之致胡适”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先生要解放青

1、为张裕解百纳干红命名并注册商标。

年，发挥他们的本能，不做人家的奴隶，不料有一部分

2、确立“生产自立”的经营方针，启用和培养本土

人竟换个孔、孟主人，依然去做马克思、巴枯宁的奴隶

酿酒人才，聘请法国巴斯德学院酿酒系毕业的朱梅担任
酿酒师、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孙卫担任化验室主

去了……”
据英国人阿美德 (A.G.Ahmed)所著的《图说烟台：

任、青岛山东大学园艺系毕业的张勔新担任园艺部主

1935-1936》记载，徐望之“1922年毕业之后，他在北

任。

京法律界从业一段时间，此后放弃专业供职于中央财政

3、创办中国酿造学社和《酿造杂志》，积极开展酿

部；再之后，进入盐税局工作。工作9年之后，他弃官从

酒学术交流。正如徐望之以《酿造杂志》主编身份撰写

军，在湖北省担任军事法庭律师。自1932年开始，他来

的发刊词所称：“俾生产趋学术化，而学术亦臻生产

到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担任总经理助理。1934年在他的

化，务使用与学相得而益彰。”

前任离开之后被任命为总经理。他今年36岁，已婚。”
徐望之被中国银行派驻张裕公司担任经理后，根据
工作期间的管理实践和工作体会，还写出一本《人事问
题》，于1946年由科学与文学社刊出版，该书附有张裕
酿酒师朱梅撰写的《读后记》写道：“望之先生的《人
事问题》一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烟台写
成……”《人事问题》堪称中国最早的人力资源管理专
著，主要章节有《估定人事动向的价值标准》、《责任
问题》、《人事连系四因素》、《领袖与领袖欲》、
《组织》等，书中把“组织内部事务活动的方向”划分
为三个方向：上行方向的程序是请求、核转、裁定、施
行；平行方向的程序是商询、协议、履行；下行方向的
程序是命令、分转、奉行。由此可见徐望之在管理方面
的杰出才华和超前观念。

14
WINE APPRECIATION

酒评家

酒评家

品尝者

品尝者

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

“巴黎的判决”品酒会发起人

安德雷斯•拉尔森

史蒂芬•史普瑞尔

品尝时间

品尝时间

2011年5月18日

2011年11月6日

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香港世界葡萄酒前景峰会（winefuture）

评语

评语

饱满的樱桃、草莓和覆盆子等红色浆果的果香，夹杂着

非常美妙，口感顺滑。

黑胡椒和肉桂的辛香，使我联想起了刚劲的匈牙利红
酒。这款红酒适合搭配稍微辛辣一些的菜肴，如果温度
再低一些，在17℃左右的时候去饮用，感觉会更好。
史蒂芬•史普瑞尔（Steven Spurrier）

1976年5月24日，身为巴黎葡萄酒学院创办人的史普瑞
尔，在巴黎发起一场盲品会，以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加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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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雷斯•拉尔森（Andreas Larsson）

纳帕谷葡萄酒战败法国波尔多和勃艮第为结局，轰动了

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先后在斯德哥尔摩市

葡萄酒世界，史称“巴黎的判决”品酒会。再现这段历

Vinkallaren Grappe酒窖、韦根舍市PM & Vänner餐厅

史的电影《瓶击》的尾声，由艾伦•里克曼扮演的史普瑞

担任侍酒师，2007年在国际侍酒师协会（ ASI ）举行的

尔说：“我们将会喝到更多的地方的葡萄酒，比如南美

第十二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夺得冠军。截至2013年举

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印度、中国……这不是

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目前全球只有14位

结束，仅仅是个开始。”

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拉尔森还在2008年获得瑞典

2014年5月27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的Vinexpo亚

葡萄酒学院年度大奖、2009年获得巴克斯桂冠奖。目前

太酒展期间，史普瑞尔以英国《滗酒器》杂志

与第九届（1998年）世界最佳侍酒师大赛冠军马库斯•戴

（Decanter）顾问身份莅临张裕展馆进行品鉴，他鼓励

尔 • 莫内戈（Markus del Monego)合作创办独立品酒机

说，在他担任评审团主席的2011年《滗酒器》世界葡萄

构Primeurs，兼任韩亚航空公司品酒顾问。2011年5月

酒大赛（DWWA），获得银奖的辽宁张裕黄金冰谷冰酒

18日，拉尔森与法国《品酒》杂志出版人安东尼•奇彻波

酒庄金钻级威代尔给评委们留下深刻印象，相信张裕会

蒂什一起访问北京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

有更多的酒款能够在世界上获得更高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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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评家

酒评家

品尝者

品尝者

品尝者

品尝者

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所首席葡萄种植专家

爱尔兰葡萄酒学院创办人

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赛“最佳博主”

《酿酒葡萄品种》作者之一

戴维•伯雷布鲁克

凯文•艾科克

杰米•古德博士

何塞•乌亚莫兹博士

品尝时间

发表时间

发表时间

评论时间

2012年4月23日

2012年8月9日

2012年9月7日

2013年3月24日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品酒室

英国www.decanter.com

英国www.wineanorak.com

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酒展（ProWein）论坛

评语

评语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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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呈红宝石般的年轻活力，有浓郁的黑莓和蓝莓等浆

去年我就体验过这款葡萄酒，表现可爱，非常好的一款

可爱的芳香很像卢瓦尔河谷红酒，口感柔顺，极具吸引

果的香气，还可以感觉到类似肉豆蔻的辛香料味道。酒

餐酒，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大自然的泥土气息。我喜欢

力的樱桃果实和绿叶植物的香气。芬芳甜美，非常柔

采集自中国张裕公司的蛇龙珠
（Cabernet Gernischt）
，类
似于1783年就在法国南部有种植的佳美娜
（Carmenère）
。

体轻盈，单宁适中，口感柔顺，这种风格体现了烟台独

它，堪称成功之作。我不一定要搭配中式食物，倒是很

滑，具有丝绸般的质感和适中的酒体。多叶类植物浆果

该品种酿造的葡萄酒，具有活泼的果味、柔顺的单宁、特

特的风土特性，完全可以与世界上的任何产区的高档酒

乐意将它与爱尔兰炖羊肉进行搭配！

和樱桃的味道占据主导，具有一种特别甜美的果味轮

有的辛香。

互相竞争。

廓，与其说类似波尔多，不如说更像卢瓦尔河谷红酒。

何塞•乌亚莫兹博士（Dr.JoséVouillamoz）

凯文•艾科克（Kevin Ecock）
戴维•伯雷布鲁克（David Braybrook）

爱尔兰葡萄酒学院（Wine Net）创办人，葡萄酒专栏作

杰米•古德博士（Dr.Jamie Goode）

葡萄植物遗传学家，师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植物

澳大利亚葡萄酒研究所（AWRI）主持“Farm Ready计

家。2012年8月8日，英国《滗酒器》杂志（Decanter）网

拥有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植物生物学博士学位，

DNA分析实验室的卡罗尔•梅雷迪思教授，现为瑞士纳沙

划”（澳大利亚政府项目）的首席葡萄种植专家，从事

站发表记者理查德 • 伍达德（Richard Woodard）的报

2001年创办www.wineanorak.com，2012年被国际葡

泰尔大学植物遗传学研究员。2012年与英国葡萄酒大师

葡萄种植研究20余年。2012年4月23日，在香港葡萄酒

道称：英国高端连锁店维特罗斯（Waitrose）将从8月中

萄酒与烈酒大赛(IWSC)授予年度人物奖“最佳博主”。

杰西丝 • 罗宾逊（Jancis Robinson MW)、朱莉娅 • 哈丁

商会质量规范委员会主席许铁松的陪同下，伯雷布鲁克

旬开始销售张裕解百纳干红，维特罗斯葡萄酒买手凯蒂•

著有《葡萄酒科学：从葡萄到酒杯》（格兰菲迪奖

（Julia Harding MW）合著出版《酿酒葡萄品种》一

到访烟台，走进张裕的蛇龙珠葡萄基地，探访解百纳的

莫勒（Katie Mollet）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英国人对

2006年最佳酒类图书）、《真正的葡萄酒：走向自然和

书，为全球1368个酿酒葡萄品种建立了DNA图谱，其中

奥秘。通过与酒农的深入交流，他表示：“今天看到的

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的背景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因为

可持续发展的酿酒业》和《长相思科学研究》等专著，

的蛇龙珠样本采集自张裕公司的烟台蛇龙珠葡萄基地，

葡萄园管理很先进，与澳大利亚优质葡萄酒产区的葡萄

中国的葡萄酒行业持续发展而出售鲜为人知的葡萄酒的

并在《世界名酒》（The World of Fine Wine）和《侍

何塞•乌亚莫兹通过DNA分析，为蛇龙珠找到“失散多年

园是很接近，包括有机肥的施用、产量的控制等，这些

新时代。张裕葡萄酒是你周五晚上配餐的好选择，搭配

酒师指南》（Sommelier Journal）等媒体开设专栏。

的姐妹” —— 佳美娜（Carmenère），二者的DNA近

条件都有助于这个地区发展成为优质葡萄酒产区，产出

中国风格的姜片葱段牛肉更是完美。”凯文•艾科克则于

杰米•古德博士还是国际葡萄酒挑战赛（IWC）裁判、国

似度高达99.999999999%。佳美娜在法国自19世纪中后

高质量的葡萄原料。”伯雷布鲁克认为，就像澳大利亚

8月9日在《滗酒器》网站发表上述评论，认为中国葡萄

际起泡酒研讨会（2009年和2011年）发起人、2012年路

期爆发葡萄根瘤蚜虫害以来逐渐绝迹，目前幸存于智利

的西拉一样，烟台的蛇龙珠是颇具潜力的标志性品种。

酒不一定非要搭配中式食物。

易王妃香槟国际葡萄酒作家奖评委。

的安第斯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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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评家

品尝者

品尝者

《法国葡萄酒年鉴》联席创办人

英国葡萄酒与烈酒协会主席

特里•德索夫

约翰•萨尔维伯爵

品尝时间

品尝时间

2013年5月11日

2013年7月23日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品酒室

烟台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品重醴泉厅

评语

评语

很有“旧世界”（欧洲传统葡萄酒产区）的感觉，完全

优美的色泽，洋溢着红色浆果和皮革的香气。单宁强

不像“新世界”（欧洲以外新兴葡萄酒产区）的酒精味

劲，但柔滑而集中。满口成熟而清新的果香，辛辣平衡

很重。这款酒从入口到余味都很清新，让人喝完一杯还

了酸度。悠长而有力的回味，印象美好。

想喝，很容易入口。有近乎于樱桃和李子的果香。

约翰•萨尔维伯爵（Count John U Salvi MW）
特里•德索夫（Thierry Desseauve）

祖籍意大利，先祖尼古拉•萨尔维因设计罗马特莱雷许愿

1989年出任《法国葡萄酒评论》杂志（RVF）主编。自

池而被罗马教皇封为伯爵，父辈为英国酒商。上世纪

1995年以来与《法国葡萄酒评论》杂志主笔米歇尔•贝丹

50年代末师从波尔多大学酿酒系创始人埃米尔 • 佩诺教

（Michel Bettane）每年合作出版《法国葡萄酒年鉴》

授，取得法国国家酿酒师资格，后定居波尔多玛歌村从

（2014年～2015年版由中国旅游出版社翻译出版），被

事葡萄酒贸易。1970年考取葡萄酒大师（MW）资格，

业内人士奉为“法国葡萄酒圣经”。2005年与贝丹发起

为世界上的第26位葡萄酒大师。1997年退休后，先后担

“顶级品酒盛会”（Le Grand Tasting），举办地点从

任过25个国家的国际葡萄酒评比赛评委，并兼任英国葡

巴黎卢浮宫延伸到伦敦沙驰现代艺术博物馆、香港会展

萄酒与烈酒协会主席、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

中心、上海和平饭店，被誉为“葡萄酒行业的奥斯

技术委员会英国代表。2013年受邀出任新疆张裕巴保男

卡”。他们合作出版的专著还有《世界顶级葡萄酒》、

爵酒庄名誉庄主兼首席酿酒师。萨尔维伯爵曾经指出，

《葡萄酒指南:了解，品尝，储藏》、《创建最好的酒

法国酒庄酒有三个关键词——“风土、风土、风土”，

窖》、《葡萄酒必修课：唤醒你与生俱来的品酒天

张裕的酿酒理念是“七分种植、三分酿造”，说法不

赋》、《味蕾：50种美食与美酒的经典搭配》等等。

同，核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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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

文_陈琳

2012年8月8日，世界权威葡萄酒期刊——英国《滗

开设300家分店，主要分布在大伦敦区、英格兰东南部地

酒器》杂志（Decanter）网站发表记者理查德 • 伍达德

区和诺丁汉郡，是拥有皇家授牌（Royal Warrant）的御

（Richard Woodard）的报道称：英国高端连锁店维特

用食品、葡萄酒和烈酒供应商——2003年获得女王伊丽

罗斯（Waitrose）将从8月中旬开始销售张裕解百纳干

莎白二世的白金汉宫授牌，2011年获得威尔士亲王的克

红。英国《哈泼葡萄酒与烈酒行业评论》杂志

拉伦斯宫授牌。维特罗斯是英国上流阶层的购物场所，

（Harpers Wine & Spirit Trades Review）也发表报

最著名的顾客要数凯特王妃：2011年5月5日，与威廉王

道称：维特罗斯此次同时引进的还有一款产自巴西的粉

子大婚还不到一周的凯特王妃，像许多家庭主妇一样推

红起泡葡萄酒Miolo Cuvee Tradition Brut Rose NV，

着手推车，现身北威尔士安格尔西岛的一家维特罗斯超

维特罗斯葡萄酒买手凯蒂 • 莫勒（Katie Mollet）表示：

市，王妃的平民作风一时成为英国媒体热炒的佳话。

“我们走遍世界寻找令人兴奋的新款葡萄酒，张裕解百

葡萄酒和烈酒一直是维特罗斯的重要经营项目，并以

纳留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刻。维特罗斯很自豪能够成为

其高素质的采购水平、严格的食品质量卫生检测标准、

令中国和巴西的葡萄酒在英国日渐普及的引导者。”

维特罗斯是拥有英国皇家授牌的御用食品、葡萄酒和烈酒供应商
送货车车门喷印有白金汉宫授牌和克拉伦斯宫授牌

专业的销售服务，荣获2010年和2011年《滗酒器》世界

英国驻华使馆官方中文微博亦于9月21日14点35分

葡萄酒大赛（DWWA）“最佳葡萄酒超市”、2012年

文，成为继英国皇家酒商BBR公司之后拥有葡萄酒大师

售情况，维特罗斯发言人表示：“卖得很快，甚至比我

发布微博证实：“英国高端连锁超市Waitrose开卖中国

英国饮料零售奖（DRA）“最佳超市”和“最佳采购团

最多的公司——BBR的葡萄酒大师总人数为7位。巧合

们预期的更快。顾客们对这款新颖的、陌生的葡萄酒的

红酒。作为英国首家引进中国和巴西两款葡萄酒的超

队”、2013年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赛（IWSC）“年度

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是最早销售中国葡萄酒的英国酒

反应，让我们非常兴奋。”

市，Waitrose近年来一直致力进口不同国家的酒品牌以

葡萄酒买家”和“年度烈酒买家”、2013年《哈泼葡萄

商 ： 维 特 罗 斯 在 2012年 8月 开 售 张 裕 解 百 纳 干 红 ，

使英国消费者品尝更多元的醇香口味，此次上架的中国

酒与烈酒行业评论》法国葡萄酒奖“最佳超市”。

品牌是张裕葡萄酒。另外，你知道吗？Waitrose也是英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酒水供应商。”
维特罗斯（Waitrose）创始于1904年，目前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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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罗斯目前拥有5位葡萄酒大师（MW，全球葡萄

登陆维特罗斯官方网查询，张裕解百纳干红的仓库

BBR则于2013年3月开售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赤

编号为第463411号，产品描述称：“蛇龙珠是一种中国

霞珠干红和辽宁张裕黄金冰谷酒庄威代尔冰酒。当

特色的葡萄品种。这款红酒是清新与果味风格的绝佳范

酒大师总人数只有312位），分别是：皮耶保罗 • 佩特拉

BBR为张裕开设永久销售专柜的消息传出后，《滗酒

例，充满李子和蓝莓的果香，并带有辛香料和甘草的香

西、肯•麦凯、贝基•赫尔、利亚姆•史蒂文森、芝妮雅•欧

器》杂志记者回访维特罗斯，了解张裕解百纳干红的销

气，柔顺而圆润。”

23
WINE APPRECIATION

微醺

微醺

杰西丝 • 罗宾逊（Jancis Robinso MW）是获授大

张裕公司技术中心与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合作进

英帝国勋章（OBE）的葡萄酒大师（MW），白金汉宫

行的《蛇龙珠葡萄特征香气成分的确定及对葡萄酒风味

皇家酒窖葡萄酒顾问委员会（RHWC）成员之一，被誉

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蛇龙珠中检出构成葡萄酒品种香

为“酒评界的第一夫人”。著有《牛津葡萄酒指南》、

气 重 要 成 分 的 萜 烯 类 化 合 物 多 达 26种 ， 而 在 赤 霞 珠

《如何品酒》、《杰西丝•罗宾逊葡萄酒课程》、《世界

（Cabernet Sauvignon）、美乐（Merlot）、品丽珠

葡萄酒地图》（与休•约翰逊合著）、《酿酒葡萄品种》

（Cabernet Franc）中分别检出17种、16种、15种，

（与朱莉娅•哈丁、何塞•乌亚莫兹合著）……

这就揭示了以蛇龙珠为主要原料的张裕解百纳香气丰

2012年9月14日，杰西丝•罗宾逊在个人网站“本周

美、品质优异的奥秘。

葡萄酒”栏目发表品酒笔记《2011年份张裕解百纳》，

据了解，张裕蛇龙珠葡萄基地的种植面积，目前约

给予分数16分。杰西丝 • 罗宾逊评分系统的满分为20

占烟台的80%、全国的70%。这是张裕解百纳品质保证

分，其中对16分的定义为“Distinguished”，也即“杰

的重要基石。

出”。
为了更便于理解16分的分量，我们不妨与波尔多
1855年梅多克分级系统列级酒庄作个比较。同样是调配
型红酒，同样是2011年份，同样是杰西丝 • 罗宾逊给予
的分数，竟有3家二级酒庄的分数低于张裕解百纳干红，
即大名鼎鼎的杜霍酒庄（Château Durfort-Vivens）、
拉露斯酒庄（Château Gruaud-Larose）、力士金酒庄
（Château Lascombes），杰西丝•罗宾逊给予的分数
均为15.5分，低于张裕解百纳干红0.5分。
对于波尔多来说，2009年是公认的本世纪以来最好
的年份之一。即使在这样一个黄金年份，杰西丝•罗宾逊
给予1855年梅多克分级系统二级酒庄——宝嘉龙酒庄
（ Château Ducru Beaucaillou） 的 分 数 也 不 过 是 16
分，与2011年份张裕解百纳干红的分数持平。
杰西丝 • 罗宾逊在《2011年份张裕解百纳》写道：
“我们的《酿酒葡萄品种》一书的共同作者何塞•乌亚莫
兹从中国最大的葡萄酒公司张裕获得该品种的样本，通
过进行DNA分析发现，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
颇似佳美娜（Carmenère）—— 现在常见于智利的老
波尔多品种。”蛇龙珠是迄今惟一被国际上认可的由中
国人培育的酿酒葡萄品种，该品种具有品质高、成熟
早、抗病能力强等特点，特别适应于烟台的风土，是酿
造张裕解百纳干红的主要原料。

杰西丝·罗宾逊分数解析
JANCIS ROBINSON MW

RATING

SYSTEMS
文_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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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人生

杯酒人生

他曾在英国皇家酒商BBR公司担任品酒师，他曾走
进奥斯卡影后埃玛•汤普森的私家酒窖，他曾在伦敦丘吉

富竞争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酒在法国橡木桶中

尔博物馆与馆长一起品尝丘吉尔最喜欢的1914年份宝禄

陈酿，具有地道的波尔多风格。”

爵香槟（Pol Roger）……他就是英国著名酒评家乔纳
森•雷（Jonathan Ray）。

一位酒评家的
选酒建议

果味和杉木香气，令人着迷。它现已进入英国市场，极

2012年11月，乔纳森第二次访问张裕期间，在烟台
张裕卡斯特酒庄的品酒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记者

乔纳森拥有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红葡

首先好奇的是，乔纳森曾在英国皇家酒商BBR公司供

萄酒：发现、探索、品味》、《白葡萄酒：发现、探

职，平时是如何给女王选酒的？乔纳森回答说：“选酒

索、品味》、《起泡葡萄酒》、《葡萄酒全书》、《如

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大品牌肯定有，比如拉菲之

何购买葡萄酒》等专著，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12种语

类。有些葡萄酒尝起来很好，那就可以推荐，覆盖面一

言出版，总发行量超30万册。乔纳森还为英国《每日电

定要很广。价格是一个因素，政治也是考虑的因素，比

讯报》、《卫报》、《绅士》、《旁观者》和《希思罗

如招待奥地利总统，可能就需要相应地搭配一款搭配奥

旅行者》等报刊撰写专栏，以博学和时尚的姿态活跃于

地利葡萄酒；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也许会上一款中国

英国酒评界。

的张裕解百纳。还有一些是王室本身喜欢的酒，比如威

2007年12月，乔纳森首次访问中国，参观了北京张
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和烟台张裕公司总部，回国后根据自

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婚宴，就选择了法国的宝禄爵香
槟。”

己的中国见闻，在2008年1月18日出版的《每日电讯

2010年，Ryland Peters & Small图书公司出版了

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下一个智利》，在这篇文章

乔纳森的专著《如何选购葡萄酒》，该书的副题为“所

中，他对张裕解百纳给予高度评价：“有黑醋栗的饱满

有你需要知道的——每次都选最合适的一瓶”，那么，
如何做到“每次都选最合适的一瓶”？乔纳森说：“如
果你不是像我一样把品鉴葡萄酒做为职业的话，我的建

HOW TO BUY WINE

议是，你就去选一款成熟的产品。所谓成熟，我的意思

ALL YOU NEED TO KNOW TO CHOOSE
THE RIGHT BOTTLE EVERY TIME

像这瓶张裕解百纳，它有着80多年的历史，目前累计销

文_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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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它的历史要足够长、销量足够大、性价比足够高。
量已达3亿多瓶，各方面都足够成熟。我保证，不管什么
场合，选择它，你准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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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来自消费者协会的

葡萄酒比较试验

品味

红，样本每瓶售价在18.8元～95.0元之间；进口样本有

9”，购买地点“北辰区乐天马特”，价格95元。在

4个，包括法国翠峰古堡、法国杜莱克侯爵、西班牙维纳

《理化指标测试结果表》中，张裕解百纳干红的各项指

张裕解百纳干红葡萄酒理化指标

奥里亚、澳大利亚奔富洛神，样本每瓶售价在39.9元～

标均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该高的指标高于国家标准，该

酒精度：标称12%，实测12.6%

158元之间。

低的指标低于国家标准。在《卫生指标测试结果表》

标准：实测酒精度为标称酒精度±1.0

比较试验内容包括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和感官指

中，铅、苯甲酸、山梨酸、胭脂红、苋菜红等物质，在

总糖：3.9 g/L

标。其中，理化指标（酒精度、总糖、干浸出物、挥发

张裕解百纳干红样本显示均为“未检出”，符合国家标

标准：≤4.0g/L

酸、铁、二氧化硫）和卫生指标（铅、苯甲酸、山梨

准。报告第四部分《感官指标评价结果》总结道，国内

酸、胭脂红、苋菜红）委托国家轻工业食品酿酒质量监

著名品牌的干红葡萄酒的质量并不低于国外葡萄酒样

督检测天津站进行检测；感官指标由国家一级品酒师、

本。本次比较试验中有4个原产地为国外的样品，分别来

国家级葡萄酒评委对样本进行盲评。比较试验依据标准

自 法 国 、 西 班 牙 和 澳 大 利 亚 ， 得 分 为 80、 81、 80和

包 括 “ GB15037-2006《 葡 萄 酒 》 ” 、 “ GB2760-

83。而国产品牌张裕达到85分，与国外葡萄酒样本处于

2014年3月12日 ，“ 全国消费者权益日”前夕，天

2007《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GB2760-2011《食

同等水平。

津 市 消 费 者 协 会 发 布 首 份 商 品 比 较 试 验 报 告 ——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58-

感官指标包括色泽、澄清度、香气、滋味和典型

《2014年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葡萄酒比较试验报告》。

2005《发酵酒卫生标准》”、“GB 2762-2012《食品

性。在该报告的《感官指标测试结果表》中，还对每个

二氧化硫残留量：0.06 g/L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样本作了简略的评鉴结果描述，比如对得分85分的张裕

标准：最大使用量0.25 g/L

报告
文_郑重

该报告样本是由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模拟消
费者从天津市多家大中型超市购买，共计14个。其中有

编号为6的检测样本为张裕解百纳干红葡萄酒：标称

解百纳干红葡萄酒描述道：“深宝石红色带蓝色调，澄

国产样本10个，包括张裕等6家国内厂家生产的10款干

产 地 “ 山 东 省 烟 台 市 ” ， 标 称 生 产 日 期 “ 2013.4.1

清。黑樱桃、黑梅。酒体醇正，单宁中，较年轻酒，舒

干浸出物：21.9 g/L
标准：≥18.0 g/L
挥发酸（以乙酸计）：0.4 g/L
标准：≤1.2g/L
铁：4.4 mg/L
标准：≤8.0 mg/L

顺易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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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

《侯卫东官场笔记》大概是近年来最畅销的长篇小
说之一，作者小桥老树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分

昌全与市长刘兵、市委副书记黄子堤、市委秘书长洪昂

别以版税收入190万元、235万元、270万元蝉联“中国

等市领导一起，在市委招待所接待以省委组织部易中达

作家富豪榜”。以《侯卫东官场笔记》为代表的“官场

处长为组长的岭西省委“三讲”督导组一行时，又上了

小说”，甚至引起《纽约客》杂志的关注。

解百纳干红！侯卫东当时已升任沙州市市委办公室综合

《侯卫东官场笔记》可能也是近年来最长的长篇小

科科长，身兼市委书记周昌全的秘书，也参加了这场宴

说之一，从2010年出版第一册单行本以来，迄今已经出

会。小说描述道：
黄子堤与易处长比较熟悉，笑道：“白酒就不上

版至第八册，总计2402页，展现了主人公侯卫东从乡镇
基层干部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副市长、市长、市

了，我们喝点红酒，岭西传统是无酒不成席，少喝点红

委书记的升迁之路，被称为“公务员必读官场百科全

酒不会误事，也不会违反纪律。”

书”。联想董事长柳传志也曾推荐：“做企业难免要与
政府官员打交道，也许书中的故事把问题说复杂了，但
对我们了解大概的情况会有些帮助。”
在《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二部，岭西省沙洲市益扬
县县长马有财，招待前来益扬县青林镇考察投资环境的
庆达集团董事长张木山一行的午餐，上了两瓶张裕红
酒！小说写道：
宾主融洽，开了两瓶张裕红酒，用来调节气氛。
酒宴之上，益杨县政府以马有财县长为主，青林镇
有粟明和刘坤，侯卫东就与计委和府办的工作人员坐在
一桌，自然地沦为了配角，好在上青林腊山鸡确实味道
不错，他抵头啃骨头，满嘴留香。

《侯卫东官场笔记》
写到张裕红酒
文_陈耀明

易处长犹豫了一会，也就同意了。
侯卫东无意中看见红酒的牌子，是四百多一瓶的解
百纳，酒宴结束以后，他暗自数了数，有十来个空盒
子。
这场宴会的时代背景为1998年11月21日中央下发
《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
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
教育地意见》之后，这段小说情节充分见证了解百纳作
为一个知名红酒品牌，在当时的市委领导这一级公务员
阶层的流行程度。
另外，在李国征的长篇小说《女市长》（中国工人
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也出现过张裕解百纳，双阳市

当时，侯卫东已从青林镇副镇长调任益杨县委组织

市委书记孟宪梁在官邸设宴，为从北京空降而来的女市

部综合干部科副科级科员，时间大致为1996年的盛夏。

长任天嘉接风，情景如下：
餐桌上摆设很简单，只有四个中盘和一钵蛋花羹。

在当时的官场上，人们已经流行用红酒来调节气氛了。

长篇小说

在《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三部，沙州市市委书记周

孟宪梁开玩笑说，这是严格执行“四菜一汤”的公务招
待制度，“苗苗说，招待贵客要鱼肉齐全，我说不必那
么讲究，便饭就行。你可不要说我吝啬哟！”他给任天
嘉倒了一杯张裕解百纳葡萄酒，又给自己满上一杯。菜
虽然清淡，酒却是够档次。
回眸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狐裘
女》，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东方福尔摩斯”霍桑的壁橱
里藏有张裕白兰地；在陈玙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
滨》，日据时期地下党员王一民和进步知识分子柳絮影
在白露小吃铺喝过陈年张裕葡萄酒；在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创作于9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酒国》，出现过张
裕雷司令白葡萄酒的身影；在目前流行的官场小说《侯
卫东官场笔记》和《女市长》，又出现张裕解百纳干红
葡萄酒——当然，今天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张裕解百
纳逐渐从官场走向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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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

电视连续剧的

杯光瓶影
文_庄晨

《断奶》
在反映上海“80后”小夫妻成长故事的电视连
续剧《断奶》中，张裕解百纳干红两次现身。
在第九集，日企白领安琪（佟丽娅饰）的舅妈
秦玉萍（杨昆饰）请客时，餐台上放着一瓶葡萄
酒，酒标清晰地显示为张裕解百纳。安琪的男友李
俊鹏（雷佳音饰）先与情敌吴中林（罗晋饰）干了
一杯，接着又与未来的岳父安孝国（郭凯敏饰）干
了一杯，最后秦玉萍又提议大家再干一杯。
在第二十五集，吴中林新年夜仍在办公室加
班，程优优（林园饰）带着吃喝来看他，装酒的礼
盒为“张裕解百纳干红葡萄酒 —— 品酒大师的选
择”系列，吴中林斟酒时，观众还可以看到瓶颈箔
纸有张裕的英文名称“CHANGYU”。然后，他们
以张裕解百纳干红碰杯，相互祝酒：“新年幸
福”！“新年发财”！

《长大》
在2015年贺岁档青春励志剧《长大》的第十
集，仁华医院的一群实习医生参加同学张欢语的生
日派对，大家痛饮张裕解百纳干红。陈曦倒酒时，
酒瓶上的酒标清晰地显示为张裕解百纳干红。根据
剧情，这次生日派对的干红是由学霸兼富二代白晓
菁“赞助”的。
在第二十二集，实习医生陈曦、白晓菁、叶春
萌、谢南翔和刘志光周末聚餐，餐桌上有3瓶张裕
解百纳干红。白晓菁负责开瓶斟酒，也许她倒得太
满了，谢南翔拿起尚未打开的一瓶捧起来，瞪大眼
睛说：“白晓菁，这可是三百多一瓶的解百纳，你
可一会儿不能把它当成三块钱一瓶的北冰洋（汽
水）给吹了呀！”酒过三巡，叶春萌还举着高脚
杯，颇有哲理地感慨道：“其实我觉得咱们就像这
些玻璃杯一样，装满了的时候，自我感觉特别的良
好。但其实不管自己还是别人，看到的都是杯子里
盛的东西。只有定时把杯子清空了，才能看清杯子
原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