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TELL EDL REMEI

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
坐落在塞格雷河岸产区（靠近巴塞罗那）的乐米城
堡酒庄是一座独特的城堡式酒庄，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１７８０年。１９世纪下半叶，该酒庄开始启动瓶装橡
木桶陈酿葡萄酒的大规模销售
乐米城堡酒庄也由此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第一个在
市场上销售葡萄酒以及西班牙第一个用赤霞珠、赛
美容等法国葡萄酿酒的酒庄。
１９２１年，该酒庄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改建工程，一
些生产白葡萄酒的厂房相继建成。
众所周知的根瘤蚜病虫害肆虐之后，该酒庄又新增
了４００多公顷葡萄种植园。乐米城堡酒庄也由此跻
身于加泰罗尼亚地区最为优秀的酒庄行列，其产品
在１９２９年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上夺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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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２９．

葡萄园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１７８０珍藏干红葡萄酒
－－－－－－－－－－－－－－－－－－－
５０％赤霞珠
２５％坦普拉尼罗
１５％加尔纳恰红葡萄
５％美乐
５％席拉
５０％ Ｃａｂｅｒｎｅｔ 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２５％ Ｔｅｍｐｒａｎｉｌｌｏ
１５％ Ｇａｒｎａｃｈａ
５％ Ｍｅｒｌｏｔ
５％ Ｓｙｒａｈ

乐米城堡酒庄占地面积４００公顷，其中７０公顷种植有本地以及其它国家品种的葡
萄：美乐、赤霞珠、坦普拉尼罗、加尔纳恰、席拉、霞多丽、长相思、马卡贝奥
与黑皮诺。
葡萄种植园平均年龄２０岁，每公顷种植２０００至３８００株葡萄树，葡萄藤修剪方式为
单臂单层水平树形修剪。该酒庄葡萄种植园的平均产量为６０００公斤／公顷，基本保
证了高品质葡萄的供应，以及葡萄酒的酿造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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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３，８００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ｅｒ ｈａ． Ｔｈｅ ｃｌ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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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ｅ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ｖｉ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巴尔贝拉法定产区
ＤＯ Ｃｏｎｃａ ｄｅ Ｂａｒｂｅｒａ
巴尔贝拉是一处面积较小的法定产区，位于塔拉戈纳地
区的北部，占地约３５００公顷，拥有２１个酒庄。葡萄园坐
落于河水侵蚀形成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在日积月累的侵
蚀作用下，该地区变成群山环抱的河谷地带。
大葡萄园位于海拔８００米的高地上，大多数的种植园区位
于河谷地区。

起源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ａ ｄｅ Ｂａｒｂｅｒａ ｉ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ｐａｉｎ． Ｉ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ａｒｒａｇｏ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ｓ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３５００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２１ ｗｉｎｅｒｉｅｓ．

经过Ｔｏｍａｓ Ｃｕｓｉｎｅ， Ｘａｖｉｅｒ Ｃｅｐｅｒｏ 和Ｅｒｉｃ Ｓｏｌｏｍｏｎ三人超过２０年的不懈努力，卡拉诺德终于诞

Ｔｈｅ ｅｒｏ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ｒａｎ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Ａｎｇｕｅｒａ ｔｈａｔ ｒｕｎ

生，它见证了三人的友谊和对葡萄酒产业的热情。凭借在制酒领域的丰富经验，２０１２年３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ｓ ｏｖｅｒ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ｉｔ ｉｎｔｏ ａ

三人决定一起投身到酿酒领域中。作为经验老道的酿酒师，他们深知酿酒高品质葡萄酒的关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键：一个优秀的法定产区。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ｉｒａｍ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ｕｌｌｏ，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普里奥拉托，蒙桑特，塞格雷河岸，巴贝拉，这四大产区占据了一整座山。一直以来，三人就一

ｏｆ Ｔａｌｌａｔ ａｎｄ Ｖｉｌｏｂ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ｏｎｔｃｌａｒ，

直被普拉德山北面的壮丽景色和适合葡萄生长的良好气候环境所吸引。此外，该地区还被列为

Ｑｕ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ａｌ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ｆｃｅｎｔ Ｐｒａｄｅｓ

地质保护区，被波布雷特自然森林公园所包围。巴尔贝拉河谷产区坐落于此，拥有悠久的葡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园种植历史，名声远播。

Ｔｈｅ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ｓ ｕｐ ｔｏ ８００ ｍ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ａ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ｎｅ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Ｃａｒａ Ｎｏｒｄ ｗ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３ ｐｅｏｐｌｅ， ｊｏｉｎｅｄ ｏｖｅｒ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ｎｅ：
Ｔｏｍａｓ Ｃｕｓｉｎｅ， Ｘａｖｉｅｒ Ｃｅｐｅｒｏ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ａ ｗｉｎｅ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ｙ ｋｎｅｗ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ｄｅ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ａｍｅ ｔｏ
ｍａｋ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ｗ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 Ｐｒｉｏｒ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Ｏ． Ｍｏｎｔｓａｎ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 Ｃｏｓｔｅｒｓ ｄｅｌ Ｓｅｇ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ｎｃａ ｄｅ Ｂａｒｂｅｒａ． Ｆｏｕｒ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ｈａｄ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ｊｅｓ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ｄｅ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ｇｎｉｆｃ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ｎ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ｅｄ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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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起源 Ｖｉ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卡拉诺德种植园区距离波布雷特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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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种植的葡萄不仅有利于酿造风味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ｖｉ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ｗ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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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葡萄酒，对饮用此酒的人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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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有利于他们的健康。

及加泰罗尼亚地质保护区所包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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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园区位于１０００米以上的崇山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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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种植的葡萄园吸收了大量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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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明亮，口感柔软，不干不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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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斯山区多岩石的贫瘠坡地给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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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诺德实行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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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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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对土壤生态系统的持续关注。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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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生产的葡萄与其他低海拔地区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ｎｅｓ， ａｓ ｅａｃｈ ｓｔｏｎ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ｎ ｉｎ

萄园的种植会增加周围森林的物种多

Ｗｉｎｅ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ｓ ｔｈｅ

的葡萄相比，酸度更加明显。这种酸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样性，有利于持续发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度有助于高品质葡萄酒的酿造，产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ｃｉｄ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ｓ ｇｒｏｗ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ｎｅｓ， ｆａｖ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浓郁的口感。这类葡萄酒特别适合长

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Ｇｏｏ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ｃ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期保存。卡拉诺德种植的葡萄中含有

ｂｅｎｅｆ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ｎｅ， ｗｉｔｈ

高浓度的多酚，近期研究表明，红葡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ｆｌａｖｏｕｒ． Ｔｈｅｓｅ ｗｉｎｅｓ

萄酒中所含的多酚物质有助于控制心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ａｇｅｉｎｇ．Ｔｈｅ ｈｉｇｈ

脑血管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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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带一层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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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淡淡的泪痕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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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晒葡萄园被森林包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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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海娜，西拉和加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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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咖贝、霞多丽和葡萄酒化白查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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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边缘的淡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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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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