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佳节临近，邀请三两好友于家中小坐，蓝色丝绒

桌布上的节日家宴，《罗博报告》已经为你准备了上

好的酒品，它们宛如流动的歌剧，循序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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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的序曲
家宴场合当然少不了香槟酒，而粉红香槟特有的色彩，更可

恰如其分地烘托出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情境。担当开胃这一重

要角色的当属法国 Gosset 香槟酒行的顶级名品粉红香槟——

庆典玫瑰香槟（Célébris Rosé）。

成立于 1584 年的法国 Gosset 香槟酒行是最早酿制粉红香

槟的酒行之一。在稀少珍贵的粉红香槟世界中，Gosset 粉红

香槟有着悠久的传统、极高的声望和众多的酒迷。庆典玫瑰

香槟是 Gosset 顶级名品香槟中的粉钻，仅在极佳年份限量酿

制。2003 年份的 Gosset 粉红香槟，采用七三开的调配——

68% 的霞多丽和 32% 的黑皮诺，其中包括 7% 的黑皮诺红葡

萄酒。用于调配的黑皮诺红酒全部来自 Ambonnay 和 Bouzy

地区的顶级酒园。宝石红的色泽，甜美的果香，丰腴的质感

和宽大的构架，为粉红香槟添加的不仅仅是颜色，还有更丰

富曼妙的韵味。

2003 Célébris Rosé,Extra Brut,Gosset

鼎佳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8621.6248.9746-812

参考价格：2200元人民币

2003 Célébris Rosé,Extra Brut,Go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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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Les Charmes-Dessous，Mikulski，Meursault

芳香的奏鸣
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会有味道偏清淡的菜品，如清蒸海鲜、

上汤时蔬等。这时需要风味清新的白葡萄酒相佐。来自法国

勃艮第一块近百年的老藤一级酒园、出自一位对白葡萄酒情

有独钟的酿酒人之手的 2006 年霞多丽，定会惊艳四座。

与黑皮诺不同，霞多丽被广泛种植在世界各个产区，但与

其相同的是两者在勃艮第表现出的梦幻品质绝对无法被复制。

在以白葡萄酒名扬天下的勃艮第南部的 Meursault 酒村里，有

一块种植于 1913 年、被界定为 Les Charmes-Dessous 一级酒

园的葡萄园。在酿酒师 Mikulski 先生如抚育女儿般的精心呵

护和妙笔点化下，百年老藤羽化成倾国倾城、楚楚动人的美酿。

2006 年的它有着甜美、芬芳、层叠、清新与秀美的香韵，浑

然一体、交融互现。平衡靓丽的酸度，紧实立体的结构，柔

美温婉的酒质，丰富饱满的口感，花香与果香的回味不断回现、

凝绕不绝。该酒每公顷 2500 升，仅出产 900 瓶。一瓶难求的

勃艮第佳酿能在中国的佳节中觅到知音，也是它的造化，酿

酒人的幸事。

2006 Les Charmes-Dessous，Mikulski，Meursault

法国柯翰岚葡萄酒商行，+33(0)3.8026.5968

参考价格：900元人民币

艺酒的慢板
在猪、牛、羊，烧、煎、焖唱主角的新年大餐上，无论作为

配餐的味道搭档，还是色彩烘托的氛围伴侣，红葡萄酒都是

不可或缺的角色。将最佳选择锁定在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璀

璨艺术积淀的意大利，定位在名酒之城 Montalcino，一组继

承并融合了现代意大利艺术元素的 Brunello 美酒。

此酒来自 Gianni Brunelli 酒庄，主人 Gianni Brunelli 先生

是一位与意大利艺术圈子有着密切关系的葡萄酒超级发烧友。

热爱美酒与美食、追求完美与精致的 Gianni 恍然领悟到自己

生活梦想的所在。1987 年，他回到意大利托斯卡纳，来到葡

萄酒的袖珍黄金产区 Montalcino，在自己父亲曾经耕种的葡

萄园里开始了自己的圆梦之旅。利用与艺术的特殊情缘和关

系，他选用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作为自己酒庄葡萄酒的标签。

其葡萄酒招贴在 Montalcino 小镇诸多葡萄酒专卖店里随处可

见，非常流行。

Gianni 与意大利现代艺术大师 Piero Pizzi Cannella 情投意

合，两人共同创意出美酒与艺术结合的一套 6 瓶装特别珍藏

2006年的它有着甜美、芬芳、

层叠、清新与秀美的香韵，浑

然一体、交融互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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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ello Di Montalcino，Special selection（6Bottles）Gianni Brunelli

葡萄酒。酒标是 Piero 创意的题为“和

平地图”的绘画作品。限量发售仅 100 套，

每套葡萄酒都有庄主和艺术家签名的收

藏信笺。1999、2000、2001 每个年份各

两瓶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 葡萄酒，

在体会 3 种不同阳光在葡萄酒中留下的

不同印记，品味不同菜肴间的多种组合

搭配的同时，也让宾朋一饱口腹之欲。

Brunello Di Montalcino，Special selection

（6Bottles）Gianni Brunelli

香港富利雅活有限公司，+852.2375.2238

参考价格：18000元人民币（6瓶）

沁人的变奏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如果是西餐，收

尾的会是甜点。传统的中餐，最后也会

有些甜味的面点。特别是逢年过节，送

“点心”的传统渐渐在回归，家宴中自

会出现甜品的身影。这时来上一款甜度

适中、生僻冷门的精品甜白葡萄酒，不

仅是“点心”的绝佳拍档，更是酒友的

兴致谈资。

Picolit 是意大利东北产区一个有着

2000 多年种植历史的本土品种。用它酿

制的晒干型甜白葡萄酒是 Colli Orientali 

del Friuli 产区唯有的两个 DOCG 级葡

萄酒之一。此款 2006 年份的 Picolit 出

自 Colutta 酒庄。庄主 Giorgio Colutta

是位医学博士，当他发现自己真正喜爱

的是与葡萄酒打交道时，便弃医从酒，

接手了祖父在上个世纪初创建的酒庄。

在意大利 Friuli 地区葡萄酒及农业委员

会兼任要职的 Giorgio，坚信自然的风

土与特质，加上人的努力和付出，可造

就让人愉悦和感动的葡萄酒。他坚持种

植并酿造很多非主流的本土传统葡萄品

种，坚守并不流行的特色葡萄酒。这款

1999、2000、2001每个年份各两瓶的

Brunello Di Montalcino葡萄酒。



雪场的雪丰厚细腻，令滑雪者宛若穿行在香槟泡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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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Picolit，Colutta，Colli Orientali del Friuli



Picolit 有着金黄的色泽，果脯、干果、辛香等复合的香气，

层次立体、结构宽厚、质感油润，甜美而不失靓丽的酸度。

酿制前经过 1 个半月的风干，该酒产量极低，每公顷约 550

升，共出品仅 1650 瓶（375 毫升）。

2006 Picolit，Colutta，Colli Orientali del Friuli

www.colutta.it

参考价格：750元人民币（375毫升）

雪莉的回旋
家宴渐至尾声，围着暖融融的壁炉，放松在舒适的沙发

上，咖啡、雪茄、甜点，与亲朋好友叙旧闲聊中，再来上

一小杯强化葡萄酒，加强的美味与甜蜜，为久久回味的家宴

带来加强的华美结尾。西班牙 González Byass 酒庄的这款

Matusalem 雪莉酒可以很好地饰演这个角色。

创建于 1835 年的 González Byass 酒庄位于雪莉酒的故

乡——西班牙西南角的小城 Jerez。酒庄标志图案是一个身

着红衣、头戴红帽、手持吉他的小人，随酒庄的雪莉酒走

遍了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酒庄顶级雪莉酒系列有着

惊艳超俗的表现。这款 30 年份珍藏雪莉酒，是用 75% 的

Palomino 葡萄酿制的 Oloroso 风格的雪莉酒，调配以 25%

用 Pedro Ximenez 葡萄酿制的风干型甜葡萄酒。此酒在木桶

中用传统的 Solera 系统培养，最年轻酒液的陈年超过 30 年，

最老的部分酒液会超过百余年。它有着深浓棕金的色彩，和

谐丰腴的香气，太妃糖、姜糖、奶油巧克力、咖啡、烟熏、

木质等复合的香韵，甜、酸与醇构成谐和变化的口感，给人

留下极为缠绵而动感的印象。

Matusalem, González Byass Jerez

www.gonzalezbyass.es

参考价格：580元人民币

Matusalem, González Byass Je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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