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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酒标及酒单常见法语词汇
Vin - 葡萄酒    
Vin Rouge - 红葡萄酒  
Vin Blanc -  白葡萄酒 
Vin Rosé - 桃红葡萄酒
Champagne - 香槟
Vin de Noble - 贵腐酒
Vendange Tardive - 迟摘型葡萄酒(一般是半甜或者甜白葡萄酒)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 - 原产地命名 
Château / Domaine - 酒庄
Grand Cru - 列级/特级
Cru Bourgeois - 中级庄

Mis en Bouteille au Château / à la Propriété - 原厂灌装
Cépage - 酿酒葡萄品种
Millésime - 年份
Cuvée / Reserve - 特藏/特酿

Élève en Fût de Chêne - 橡木桶陈酿(和酒的质量、价格没太大关系)
Vieille Vigne - 老藤(同样和质量关系不紧密，概念炒作)

我们还有

                   

法国葡萄酒速写
现在葡萄酒界公认的葡萄起源地是古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最早
开始酿造葡萄酒的地域是埃及，然后沿着巴尔干半岛区域到了希
腊，随后罗马大军将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欧洲的意大利、法国、
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葡萄酒概念中的新世界(New 
World)是指欧洲的殖民地或者欧洲移民的国家，比如南非、澳大利
亚、智利、阿根廷等这些15世纪之后才开始种植葡萄的地方，中国
一般也被算在新世界葡萄酒产地。

法国从18世纪开始雄霸葡萄酒领域，波尔多(Bordeaux)和勃艮第
(Bourgogne)两大区域的迅速发展，使得法国葡萄酒文化被推广至
全世界。如今，虽然法国很多时候在产量或者葡萄种植面积上都无
法占据首位，但是法国葡萄酒在国际上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法国
葡萄酒的品牌效应无法估算。

巴黎依靠首都的优势，聚集了无数的美食美酒；东北部的香槟
(Champagne)则世界独一无二；北部的阿尔萨斯(Alsace)充分融合
了德国人的严谨和法国的浪漫，出产独特的干白和甜白；西部的卢
瓦尔河谷(Loire)坐拥无数古堡，被称为“法国的后花园(Jardin de 
La France)”，盛产各种类型的葡萄酒。波尔多无需多言，勃艮第
更为高贵；西南产区则是法国最大的基础酒产区；南部普罗旺斯这
个有温暖阳光的地方，不单单有着薰衣草田，还盛产最为浪漫的桃
红葡萄酒；就连科西嘉岛，也出产充满意大利风情的美酒。如果看
一下法国葡萄酒的地图，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区域都被覆盖了，这
是一个葡萄酒的国度，葡萄酒早已深深印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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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葡萄酒
除非是酒精过敏，来法国，不品尝葡萄酒会是巨大的遗憾。众多的
景点周围都种植着大片的葡萄；即使是路边的小酒馆，也能拿出让
你惊喜的House Wine(招牌酒)；经典的法国大餐更是缺少不了葡萄
酒的搭配。可是面对酒单或者酒标上你都认识的字母却都不认识的
法语单词，怎么点酒，怎么买酒，如何去酒庄走走，如何把酒安全
的带回家？在这个不怎么喜欢英语的浪漫国度，怎么办？希望你想
要的答案，都能在这本法国葡萄酒锦囊中找到。这本锦囊适合对葡
萄酒感兴趣，以前从未接触或者刚刚入门的葡萄酒爱好者。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driving-in-france/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paris-sweet/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marseill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http://guide.qyer.com/taste-of-france/


P2  



P3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 常见葡萄品种

        红
赤霞珠 - Cabernet Sauvignon   美乐 - Merlot 
品丽珠 - Cabernet Franc(以上三种是波尔多最经典的三大品种)
黑皮诺 - Pinot Noir(勃艮第最经典的干红品种/香槟品种)
歌海娜 - Grenache Noir 
西拉 - Shiraz / Syrah(南部较多)

白
长相思 - Sauvignon Blanc
赛美容 - Semillon(以上两种是波尔多最常见的两个品种)
维欧尼 - Viognier
霞多丽 - Chardonnay(勃艮第/香槟经典品种)
雷司令 - Riesling   琼瑶浆 - Gewürztraminer(阿尔萨斯主要品种)
麝香葡萄 - Muscat     白诗南 - Chenin Blanc(卢瓦尔河常见品种)

葡萄酒的种类
葡萄酒在中国似乎都被笼统地称呼为“红酒”，其实这是个错误的
概念。只不过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在北方，消费的葡萄酒中
红葡萄酒的比例大过八成，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红酒”。到了法
国后你会发现，除了熟悉的干红外，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葡萄酒等
着你去发掘。其实无论有多少不同种类，葡萄酒是通过葡萄酿造而
成的含酒精的饮品，不同的种类包含着工艺和葡萄品种的差别，也
别问为什么有这些种类的葡萄酒，因为就像问为什么有不同种类的
茶一样，是个无解的问题。

★ 红葡萄酒 Vin Rouge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种类。红颜色的葡萄品种成熟后采收，经过筛选，
然后有专门的机器把葡萄从梗上剥离，同时破碎，再经过管道打入大
罐里面，这个时候葡萄皮会和葡萄果汁混合在一起静置一段时间，这
个过程被称为“浸渍”。其实就是把葡萄皮中的红色提取出来，所以
大家见到的干红葡萄酒会是红色的(包括深紫色、深红色、深粉色等
颜色)，之后加入酵母，进行发酵，就会产生酒精。随后还有陈酿、
过滤、澄清等等步骤。快的话采收之后半年就可以上市，慢的话会过
三年左右。质量好的干红最长可以存放50年以上，绝大多数的葡萄
酒是快速消费品，最好在买到后的1年内饮用。在法国超市内8欧以
下的酒，基本没有什么存放的价值，就是为了饮用而已。

★ 干白葡萄酒 Vin Blanc
国内的南方地区尤其是福建、厦门等地最受欢迎的葡萄酒。喝的时
候往往需要冰着喝，搭配生蚝等海鲜绝佳。干白和干红葡萄酒最大
的差别在工艺上。葡萄成熟采收后，也需要除梗破碎，但是这个时
候需要压榨机，和家用的榨汁机功能是一样的，榨取葡萄汁，然后
利用葡萄酒进行发酵，所以最后形成的葡萄酒是白色的(包括透明、
白色、淡绿色、黄色、金色等颜色)。

大家可以发现，这样的工艺，其实红葡萄一样可以酿造白葡萄酒，
香槟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干白不会有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所以成
本大大降低，因此干白的平均价格也远低于干红。干白可储存的时
间也比较短，即使好的干白也不要储存太多时间。和干红相比，因
为口感的关系，女性可能会更青睐于干白。

★ 桃红葡萄酒 Vin Rosé
这类葡萄酒很便宜，在法国超市或者餐馆的酒单上，一般不会超过
10欧元，是一种餐前酒。制造的工艺类似于干红，只不过在浸渍的
过程里，只浸渍几个小时，浸出浅浅的红色，形成了桃红葡萄酒
(Rose)。桃红葡萄酒一般不经过陈酿，最多存放别超过3年，喝的就
是比较新鲜的口感，同样也比较受到女性的欢迎。

★ 香槟 Champagne
需要记住的是，只有在法国的香槟省(Champagne)用香槟传统工艺
(Traditional Champagne)生产的起泡葡萄酒才能被称为“香
槟”，才允许在酒标上标明“香槟”(Champagne)。法国人因为这
个名称在全世界打了上千场官司，据说瑞士的一个小镇，自古以来
就叫Champagne，结果官司输了之后，生生的改了其他的名字。
在其他国家和法国其他区域，大家可以见到酒标上“香槟传统工艺
酿造”的标记，但是实际上按照WTO的法令，这是不允许的，更不
允许标明“Champagne”这个名称。

香槟堪称葡萄酒当中酿造工艺和分类最复杂的种类。酿造上简单的
来说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采收葡萄，有红葡萄也有白葡萄，
榨汁，先酿造出干白葡萄酒，放置在桶内，这时候酿酒师就会选出
不同年份的干白进行勾兑和调配，当他觉得OK了，就会把调配后的
干白灌进香槟瓶中；第二步骤，往瓶中加糖加酵母，这个时候会有
很多的泡泡(二氧化碳)出现，就像馒头里面有很多小孔一样，然后经
过很多复杂的工艺，让二氧化碳慢慢溶进酒当中，之后进行除渣和
补液的工艺，之后才能上市，这个阶段至少需要耗掉15个月的时
间，年份香槟则更长，需要三年以上。

非年份香槟 Non Vintage
在香槟酿造过程的第二步骤中，选用的酒是经过酿酒师采用不同年
份的原酒进行勾兑和调配而形成的香槟，被称作非年份香槟，非年
份香槟大约占一个品牌的85%的量，代表这个品牌的恒定品质，价
格相对低一些。

年份香槟 Vintage
年份香槟酒标上明确标明了年份(2002、2004等)，代表这瓶香槟
完全采用一个年份的葡萄来酿造。年份香槟只有在当年采收时葡萄
的质量非常完美的情况下才会酿造，代表一个酒庄的经典年份，各
个酒庄出产的年份香槟都由酒庄自己决定。价格高昂，产量很少。

香槟酒标
香槟的酒标上肯定会出现的单词有两类，分别描述香槟的甜度和采
用的葡萄品种。如果没有标明，则表明是混合酿造的。

一类是描述香槟的甜度的。
Brut：这是香槟独有的一个词语，表示含糖量较少，大多数香槟属
于这个类型。
Extra Brut：含糖量少于Brut。
Demi-Sec：半干型，这个口感大多数第一次接触香槟的人比较容
易接受，不会显得特别酸。
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糖度表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类是描述香槟采用的葡萄品种的。
Blanc de Blancs：完全由白葡萄品种霞多丽(Chardonnay)酿造
的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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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标
酒标是酒的身份证，一般分为正标和背标，背标上有些时候还有英
语，但是背标大多介绍酒的香气，饮用温度等等，主要的信息还是
在正标上，需要注意的是各大产区的酒标还是有不小的区别。酒标
一般包含产地、级别、酒精度、灌装地点、容量、酒庄等信息。法
国所有的葡萄酒按照常见程度基本上分为四个大类级别。

★ 法国葡萄酒级别
Vin de Table：直译成英语就是“Table 
Wine”，餐酒，是法国葡萄酒当中最不规矩
的一类。一般来说，有三种细分：1.来自欧
盟其他国家(比如西班牙，酒成本低)，在法国
灌装的；2.法国多个地区的葡萄酒的混合；3.
法国同一个区域的葡萄酒的混合。这类葡萄酒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允
许标记年份，不标记详细产地，一般价格多在1欧左右，有些类似于
散装白酒的意思。在这个价位也千万别去追求品质，只是喝而已。

           Blanc de Noirs：完全由黑皮诺(Pinot Noir)及其他的红葡萄
           品种酿造的香槟。

香槟的颜色一般是白色(金色)为主，但是也有不少家酒庄现在生产粉
色的香槟，也很受欢迎。总而言之，完全认识香槟需要非常深的功
底，如果只是想简单的享受，上面这些知识基本够用。如果感兴
趣，则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香槟的价格一般在法国一般
不会低于18欧元，好的年份香槟基本都在200欧元以上，甚至
3000-5000欧元。

★ 贵腐酒 Vin de Noble
这类葡萄酒在国内并不流行，但是在法国，经典法餐鹅肝酱的搭配

必定是贵腐酒，一杯伊甘庄(Château d'Yquem)搭配鹅肝更被誉为
经典中的经典。那么贵腐酒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特殊的白葡萄品
种，在成熟的季节，皮特别的薄，这个时候，葡萄园内土壤中的灰
霉菌(日常生活中，草莓、西红柿时间放长了长的黑斑就是这种菌，
但是法国人给这种霉菌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贵腐菌”)，爬到了葡
萄皮上，打了小洞，从这颗葡萄打到那颗葡萄；早上雾起，霉菌就
疯了似的打洞；雾散之后阳光出现，霉菌歇了，但是葡萄的水分从
霉菌打的小洞上蒸发了；第二天又是一样，于是反复多次之后，葡
萄就慢慢变成了葡萄干，糖分也完全留在里面，最后按颗粒的采收
这些葡萄干酿造出来的葡萄酒被称为贵腐酒(Vin de Noble)。

因为这类葡萄完全靠天收，阳光太强，霉菌就真的完全歇菜，这样
最多可以酿造干白；要是下雨，霉菌就疯狂打洞，打到葡萄烂为
止，意味这一年绝收，2012年就有数个酒庄声明不生产2012年份
的贵腐酒。采收也必须按粒采收，最高纪录是一块园采收18次，人
工成本高昂。用已经干瘪的葡萄酿酒，产量低到无法想象，所以贵
腐酒更多的含义在这个“贵”字上，同时因为含糖量非常高，储存
年限往往能过百年，所以能储藏很久。

上文提到的伊甘庄园的1811年份贵腐酒就曾拍出近11万美金的价
格，普通年份的伊甘庄也在500欧元以上。波尔多普通庄园的贵腐
酒价格也不低，基本在30欧元以上。这类酒往往甜蜜芬芳，混合着
蜂蜜、荔枝、菠萝、芒果等一切可以想象和甜有关的香气，应此也
特别受女生的喜欢。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Vin de Pays：英语是“Country Wine”, 地区级葡萄酒。餐酒级
别第三种，如果质量优异，经过评选可以进入地区级餐酒的行列，
这个级别限定葡萄必须来自特定的大区域，产量也有限制，通常不
会标记年份。法国超市价格一般在3欧以下，很多小餐馆的House 
Wine(招牌酒)一般也在这个级别，类似于二锅头在国内的地位。

Vin Délimité de Qualité Superieure：优良地区餐酒，这个级
别大家基本不会见到，这里也不多解释，属于地区餐酒的进阶。

AOC：全称是“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ôlée”，行业内一般
直译为法定产区，类似于“原产地保护”，但是有不少差异。这个
级别是国内酒商最喜欢用来宣传和误导消费者的用词，到了法国你
会发现 AOC级别的葡萄酒从3欧一直能到上万欧元，所以这个级别
和价格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由法语翻译过来理解的话，是为了保证某个区域的葡萄酒特色的保
护体系，限制了葡萄品种、种植方式、产量、酿造方式等等你可以
想到的一切的因素。葡萄必须来自于原产地，必须在原产地装瓶， 
必须标明年份，必须标明产家名称。或者可以把AOC看成考试的60
分，只要达到60分，你就可以用这个标识，至于考了61还是100，
单单是AOC并没法分辨。AOC级别的葡萄酒只占法国葡萄酒产量的

35%。AOC的葡萄酒一般都会以酒庄(Chât eau )或者农庄
(Domaine)标明产家，AOC级别以下的是不允许的。

★ Tips：Château(酒庄)与Domaine(农庄)
Château这个词原意是城堡，波尔多的葡萄酒最爱用这个词放在产
家名前面，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这是非常成功的商业操作，国内
也爱翻译成某某庄、某某堡。相反贵族范的勃艮第葡萄酒则爱用
Domaine这个词，给人农庄的朴素印象，表示低调的奢华。

大家可以把这些类别对比一下传统的考试制度，小时候都进入了小
学，等毕业考试的时候，考过了的话，如果有毕业证书，就可以贴
上“Vin de Table 餐酒”的标签，继续学习；到了拿到中学毕业证
书的时候，就可以贴上“Vin de Pays 地区餐酒”的标签，然后高
考，到了本科线就可以贴上“AOC”的标签；有些特别的，比如数
理化全满分，文科全零分，其实是天才，但是没有到本科线，也只
能继续打上“Vin de Pays 地区餐酒”，至于“AOC”的，也还有
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

★ 法国葡萄酒产区
那么长的旅程到了法国，餐酒和地区餐酒尝尝即可，最主要的餐馆
点酒或者礼物买酒，还是集中在AOC这个级别，但是前文提到AOC
的价格会从3欧到几万欧元不等，如何区分会是问题，下文会把最特
殊的波尔多和勃艮第拿出来做详解。

首先需要理解的一个概念是产区，产区指的不是行政区域，而指种
植区域。简单的比方，比如绿茶中的极品之一黄山毛峰，产于黄山
市，黄山市是一个行政区域，但是说到黄山毛峰，则仅仅指黄山市
内种植绿茶的区域。很明显市中心没法种茶，即使种了也不符合毛



P5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波尔多
波尔多是法国的第四大城市，也是法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
区，所以波尔多不单单是城市的名字，也是葡萄酒产区的名字。大
约有一万多个酒庄。酒庄多了，自然就开始竞争，并且要争出个结
果，于是波尔多产区AOC里面细分出来GCC和CB两大类别。

可以参考特色的“三好学生”制度；三好学生评比的是学习、体
育、品德之类的指标，酒庄评比的是面积、质量、价格等指标。这
些酒庄当中面积大，质量好，价格高的酒庄被挑选出来，称为“列
级庄”(Grand Cru Classé)，简称GCC。那些学习够好，思想境界
也不错的，但是体育不合格的“酒庄”，则参与了评选出了“中产
阶级庄园”(Cru Bourgeois)，简称CB。

波尔多大产区下有梅多克(Médoc)、格拉夫(Grave)、圣爱美隆(St. 
Emilion)、宝美隆(Pomerol)、苏玳(Sauternes)这5个重要的分产
区，包含了共近60个子产区，体系非常复杂，好在如果不是学葡萄
酒专业，只需要简单记住几个单词。

1855列级庄酒标范例

         峰的标准。只要在黄山市种植区域内按标准种植的绿茶，按
         照标准工艺生产的都能叫黄山毛峰，这是黄山大产区，但是
里面还有很多小的产区，甚至精确到某些山头，葡萄酒产区也是一
样的道理。

AOC当中的“O”是不同的地名，铁观音会标记“A福建C”铁观
音，但是质量好的铁观音会标记“A安溪C”铁观音，更厉害的就会
标记“A内安溪C”铁观音、“A西坪镇C”铁观音，区域越小，质
量越高。

中级庄酒标范例

★ 列级庄 Grand Cru Classé 
波尔多特有的制度，一共有三个这样的GCC。

Grand Cru Classé en 1855 
1853年拿破仑三世借着要在巴黎举办1855年世博会的东风，下令
到波尔多，在梅多克区域内选出“三好学生”，以方便推广法国葡
萄酒的成果。当地组织评选后一共分出了五个级别，一级最高，五
级最低，到现在一共61家“三好学生”庄。虽然已经近160年了，
这些好学生有些也不怎么名副其实了，但是这依旧代表了法国最高
等级的葡萄酒，当中的一级也被称为“五大名庄”，分别是拉菲

(Château Lafite-Rothschild)、拉图(Château Latour)、玛歌
(Château Margaux)、奥比昂(Château Haut-Brion，也译做红颜
容)和木桐(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

五大名庄的价格基本从500欧元起跳，最低的五级也从近30欧起
跳，国内正常进关的五级庄最低也在500人民币左右。因为名气足
够，而且相比国内价格划算，所以是礼物的上佳之选，属于基本不
会出错的类型。酒标辨认起来也非常容易，只要在正标或者背标上
找到1855的数字就可以，因为这是种荣誉，谁家有都会标上的。另
外，1855代表的是这个制度，不是生产年份。 
    
这个列级制度下，梅多克大区内有几个经典村庄，这些村庄的酒往
往都是10欧为起步价，不要错过这些经典产区。Pauillac(宝雅克)、
拉菲、拉图、木桐都在这个村庄里面。Margaux(玛歌)，玛歌庄是
这个村庄代表，这也是法国人最爱的产区。Saint-Julien(圣朱利
安)，众多列级名庄的产区。Saint-Estèphe(圣塔斯塔夫)，口味最
重的产区，酒偏男性化。Haut-Médoc(上梅多克)，略微平淡的小产
区，但是很多中级庄来自此产区。

 

酒庄名称

生产厂家信息，
家族公司信息

AOC 宝雅克

产地村庄名称 宝雅克

1855GCC一级庄 

酒庄灌装

酒精度

中级庄

酒庄灌装

AOC 宝雅克 生产厂家信息，家族公司信息

直译为波尔多好酒，无实际含义

容积

酒庄名称

产地村庄名称  宝雅克



P6  放慢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别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格拉夫列级 Grand Cru Classé de Graves
          一共16个酒庄，格拉夫列级始于上世界50年代，很多行业
内的人并不欣赏这个区域，但是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初学者
和女生喝的葡萄酒产区，酒的回味比较甜，也很芬芳。值得一提的
是五大名庄里的红颜容(Haut-Brion)，这位优秀的三好学生也在这
个级别里，是法国唯一一个跨界双优酒庄。这个区域不仅产干红，
还是波尔多最好的干白产区，喜欢干白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购买
时候看准Graves的名字和前面的一串GCC就可以，价格一般也是
30欧元起跳。

圣爱美隆列级 Saint-Emilion Grand Cru Classé
这是波尔多这几个列级体系里面最有争议的一个，但不可否认这个
区域的酒确实很招人喜欢，不论男女。1955年开始评选，之后评选
了5次，当中还有因为暗箱操作被告上法庭等老套但是精彩的剧情。

这个GCC分成两类：一级列级庄园(Saint-Emilion Premier Grand 
Cru Classé)和列级庄园(Saint-Emilion Grand Cru Classé)，其中
一级特等庄园还分成A级和B级。4个A班的一级三好学生，15个B
班的一级三好学生，46个一级三好学生，一共65个一级三好学生。
需要注意的是4个顶尖的酒庄中，白马庄(Cheval Blanc)尤为突出，
因为是LV家的产业，品牌做的很好，但是性价比和LV包差不多。另

外一个金钟庄(Château Angelus)，他家的标记也是一口金钟，送
长辈的就最好别选这款酒了，长辈可能会介意寓意。

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列级涉及到的产区AOC，名字是“Saint-
Emilion Grand Cru”，所以大家会在酒标上看到“Appellation 

Saint-Emilion Grand Cru Contrôlée”但是不会有“Classé”这
个单词。特别的是有没有这个单词价格差别很大，带这个单词的价
格是从30欧元起跳，不带的，一般10欧左右就有相当不错的，也同
样值得尝试。

★ 宝美隆 Pomerol
这个区域并没有列级，但是他在这里，是因为虽然他不是三好学
生，但是绝对是班里最优秀的孩子，有些调皮，但是大家都喜欢。
这是法国乃至国际上公认的无冕之王的产区，是波尔多的新秀。产
区面积小，酒庄少，但是个个都是精品，辨识起来就看酒标上标明
了“Pomerol”，法国的酒王柏图斯(Petrus)就来自这里，价格基
本从2000欧左右起跳。这个区域好一些的酒都在100欧元以上，如
果想送给懂酒的人，这个区域是不错的选择，但要保证钱包够满。
请认准酒标上的标记就是简单的“Appe l l a t ion Pomero l 

Contrôlée”

★ 苏玳 Sauternes
上面浓墨重彩介绍的贵腐酒，就来自于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参加
了1855列级，但是单列出了1855 Sauternes，分为了3个档次，

第1档Premier Cru Supérieur只有一家伊甘庄(Château d' 
Yquem)，也是LV家的产业，是贵腐酒当中无法替代的头把坐椅。
标志是一顶皇冠，如果预算足够，想送恋人，可作为首选。差的年
份300欧左右，好的年份则要上千欧元了，第2档Premier Cru 
Classé有11家，第3档有15家，后面两档基本上50欧元就能买到不
错的牌子，送朋友、自己喝、给孩子都很好。

需要记住的是，波尔多的列级是针对单个庄，甚至是单独的一款酒
设定的，准确的说是单个品牌，所以建议按照本锦囊最后所附的
《1855波尔多名庄推荐表》选酒庄，会比较容易。

勃艮第
勃艮第这个区域，就是是专业学酒人也会非常的头疼。公元前，勃
艮第区域已经开始酿酒了，公元1098年，几位修士在勃艮第一个叫
做西多(Citeaux)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创办了“西多会”，相
当于武侠小说中的苦修士。他们有着最牛的酿酒技术，据说这些西
多会的修士会“用舌头去尝土壤”的方法来分辨土质，他们认为只
有相同的土质才能种出风味相同的葡萄，于是克里玛(Climat)的概念
就诞生了，中文一般称为“风土”。

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概念，比如新疆的库尔勒香梨必须在孔雀河的
上游种植才有那样的香味；高粱只有在茅台镇周围那片土地上在种
植才能酿出茅台等等。只是法国人比较注重这一概念而已，结果就
是在勃艮第，只隔一条马路，就是两个不同的AOC区域，两边酒价
格差100倍，所以可以用一句老话形容“如果你爱他，让他去喝勃
艮第；如果你恨他，也让他喝勃艮第”，或者是“波尔多毁一生，
勃艮第穷三代”。

相比波尔多列级针对单个酒庄，勃艮第的列级针对的是地块区域。
一块地可能是5个酒庄分，也可能是20个酒庄分，不同酿造技术，
质量相差会很大。或者一个酒庄在不同区域有3块地，也可能有10
块地，酒的品质完全不同。对于初学者，勃艮第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不单单因为贵，最主要是毫无头绪的分级，所以不打算深玩葡
萄酒的同学，珍惜生命，远离勃艮第。下面只简单的说一下最简单
的分级

★ 地区级 Regionales 
地区级是勃艮第最低级别的葡萄酒，在购买的时候，酒标上会标

明“Appel la t ion Bourgogne Contrôl ée”，有些时候
Bourgogne后面还会跟着一些词，不用知道那些词，知道这是大区
酒就可以。一般价格在4、5欧元左右。

★ 村庄级 Villages  
勃艮第有400多个产酒的村庄，其中有44个自然条件最好、葡萄酒
品质最佳、风格最具代表性的村庄被评为村庄级，村庄级的葡萄酒
可以直接用村名来命名，比如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夏布(Chablis),
其实酒标上就是“A 村庄名字 C”，类似“A 庞各庄 C”西瓜，这
类酒的价格一般已经10欧元以上了。

一级葡萄园 Premier Crus
在村庄级的AOC产区内，再对葡萄园进行更高一层的分级，村庄内
条件最好的葡萄园被评为一级葡萄园(Premier Cru)。产自这里的葡
萄酒，酒标上会标注村庄名和一级葡萄园“Premier Cru”或“1er 
Cru”的标识，后面还要加上葡萄园的名称。一级葡萄园目前共有
635个，所以没有附表，也不需要记，价格在30欧左右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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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级葡萄园 Grand Crus
          特级葡萄园代表着勃艮第的最高荣誉，也代表着勃艮第最上
等的葡萄园和最好的自然条件，生产的勃艮第最精彩的好酒。勃艮
第一共有33个特级葡萄园，占总产量的1.5%，特级葡萄园标签上需
要注明“Grand Cru”字样，道理等同于1855，谁都会标记的。这
个级别最少最少在70欧左右，贵的上万欧元。用前面的例子，如果
本科是最低的大区级别，重点本科是村庄级别，211类院校是一级
葡萄园，Top10(类似清华、北大等)就是特级葡萄园。
    
同时可以对比一下价格，70欧才刚刚到勃艮第最高级别的底限，波
尔多已经能买到1855列级的2、3级的酒了，对于只是喝酒的人来
说，勃艮第的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对于玩摄影的人来说，波尔多类
似于尼康、佳能(裸机，不算镜头)，最顶级的波尔多也无非是EOS 
D1；勃艮第就类似于莱卡，至于顶级的勃艮第就直奔着哈苏去了。
送酒的时候，和给人买相机一样，如果对方也是门外汉，千万别给
对方送贵的勃艮第，可能最后会成为料酒(真实发生过)。

穷游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种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穷游是⼀一种聪明的旅行。

AOC CHABLIS特级园

特级园地块名称 

酒庄灌装

生产厂家信息，
家族公司信息

酒名称

容积 酒精度

法国用餐点酒指南
了解了上面的知识，无论你是闲坐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外，体会
文艺大师当年的生活，或者是靠在艾菲尔铁塔上的米其林餐厅的窗
户边故作惆怅，当侍者递来一张写着酒名的塑料纸或者一本和辞海
厚度差不多的酒单(往往酒单上不会印上酒标)时，你就应该先温习下
面这段点酒指南了。

★ 小地方
无论法国的哪个城市，都会有咖啡馆、Bistro(一般卖三明治、简餐
等等，很难准确翻译，大家到了法国自己感受)和小餐馆等，在这些
地方会点酒的情况一般是用餐或者休闲。

如果是休闲，最简单的是坐在街边户外的位置，靠在椅子上，点杯
小酒，和同行的朋友聊聊对面走过来的帅哥或者美女。这些地方酒
单都会非常的简单，有的是在咖啡单后面，有些则简单的印刷一张
塑料压模的白纸。在这些地方点酒也是最简单，因为绝对不会有列
级庄出现，都是一些最普通的酒，巴黎的小店很多是来自卢瓦尔河
区域的，波尔多的大多数是本地的，多数也不会有年份的差别，都
是最新的酒，所以最好不要问侍者要什么1855GCC或者Grand 
Cru之类的，别人会鄙视的。

酒单上可能不会标明酒的产地，所以先看清是葡萄酒(Vin)，再看清
楚是红(Rough)和白(Blanc)，之后点最便宜的即可，即使是实在不
对你的胃口，也不过是个2欧硬币的事情。上面有些时候会标明葡萄
品种，不用管它，没差别。记得看清楚价格和后面的毫升数，要一
杯酒就好，别点上一瓶。

往往侍者会倒上来满满的一杯，而不是在后面的礼仪介绍中的1/3—
1/2杯，也没差，人家多给你还不乐意吗？此处禁止问“你怎么给我
倒这么多”。如果是一群损友一起的话，不妨点上一整瓶，配一些
火腿片或者奶酪，消磨消磨时间。尤其是在巴黎经历了长时间的
Shopping之后，女生推荐点卢瓦尔河(Loire)的干白或者桃红，价
格也就在6、7欧的样子。也可以问问侍者最受欢迎的是哪种，受欢
迎的法语是Plus Populaire，读音是“扑吕 破biu赖喝”；或者看到
明显是法国人也在喝的葡萄酒，可以指着葡萄酒对侍者说“le 
Même”，读音是“了(le)man(英语里男人的发音)么”。如果是吃
饭，这些地方往往还会有以“扎”为计量单位的葡萄酒卖，也是用
餐时候不错的选择。

★ 正式餐厅 
一趟旅行中，总有一顿餐必须奢侈一下，也算不白来法国。再贵的
法餐也无非是头盘、汤、主菜、甜点。酒的顺序是餐前酒、配主菜
的餐酒和配甜点的餐后酒。入座餐馆之前应该想好的就是这顿饭的
预算是多少，一般在法国商务场合，酒大约是整顿饭钱的一半，可
以拿这个作为参考，当然如果想尝尝好酒，那么就多准备点预算。
当侍者拿来菜单和酒单后，先看菜单，选好想要的每道菜，之后再
来考虑酒。记住一点，葡萄酒是配餐用的，如果只是想品酒，还有
好多别的地方可去。

前文的大多数的葡萄酒价格是超市的价格，而非餐厅的价格，餐厅
的价格通常约是超市的价格2-4倍，甚至更多。而且法国餐厅在顾客
是生面孔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接受自带葡萄酒，除非是他们那儿都
没有的顶级酒，所以最好不要轻易尝试自带酒的形式。

高级别的餐馆，酒单上百页很正常，一般中等餐馆也会有20、30页
酒单的分类一般都会按照餐前、餐酒和餐后酒来区分，餐酒里面细
分一般会按照颜色(红、白)，之后再根据产区来细分(所以上面产区
和级别的信息很重要)，很少有餐馆按照年份来做酒单，这是酒商做
的事；也很少有餐馆按照价格来做酒单。在法国，更不会出现按照
葡萄品种来做酒单。这样根据上面的级别的知识，其实就会比较容
易点酒了。下文将按照2人组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个人走法国略显
悲摧，这里就不举例分析了。



P8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2人组实用版
        中等餐馆，菜人均50欧为例。进入餐馆，坐下，先问侍者有
没有英语的菜单和酒单。虽然法国人实在是不喜欢英语，但是为了
生意，除了一些极其有特色的餐馆，现在法国很多餐馆还是有英文
菜单和酒单的。如果有，点菜和点酒都会简单很多，小两口/闺蜜/
好基友先选好菜，之后来看酒单，下好单到第一道餐上来至少20分
钟-30分钟，为了消耗这段无聊的等待时间，之前需要在酒单上找的
是餐前酒，一般都在整个酒单的最前面，标记是“Apéritif”，代表
着餐前酒或者叫开胃酒，

餐前酒建议按照女生的标准来选，香槟或者桃红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看酒单的时候，注意是否有“Verre”或者“Demi Bouteille”这
样两个单词，分别是“一杯”和“半瓶(375ml)”的意思，这些是特
别为人少的餐桌或者不喝酒的人准备的，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预算，
也可以多试一些品种，如果酒单没有类似的小分量的，那么也可以
省去餐前酒，毕竟按照大多数人的酒量，一瓶葡萄酒就差不多了。

如果没点餐前酒，主菜点的还是红肉，那么就把有限预算集中在干
红上吧。如果你实在懒的很，也没仔细看前面的文章，懒人简单办
法，告诉侍者你的预算，比如40欧元，之后告诉他，要红的，要波
尔多的，他自然会给你挑一瓶不错的干红。如果你仔细的看了前面
的知识，在这个时候就有用了，40欧元的价位可以让侍者选一瓶不
错的波尔多中级庄(CB)，100欧左右就可以尝试点1855GCC了。

除非你特别资深，法语还特别棒，否则不要尝试用柔软、果香、单
宁重、回甘等专业葡萄酒词汇，侍者会晕的。如果你的主菜点的是
海鲜类，那么最好不要尝试干红，直接在餐前酒的时候点整瓶的香
槟或者干白，一酒两用，也是省预算喝好酒的好办法。40欧左右的
价位，可以尝试波尔多格拉夫(Graves)区域或者勃艮第产区不错的
干白了，让侍者帮你选吧，他们更专业。

2人组奢华版
米其林餐馆为例。高级的餐馆的美食确实是顶级享受，所以这里也
有最顶级的葡萄酒，当然价格也是最顶级的。和低一个级别的餐馆
不同的是，这类餐馆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侍酒师(Sommelier)，这个
职位在顶级餐厅里的地位仅次于主厨，虽然在国内大多数人还是把
他们当普通侍者看。法国餐厅的侍酒师当中有很多是著名的酒评
家，所以别忽视了他们。

当看完菜单点完菜后，侍者会把菜单收走，这个时候侍酒师就会带
来一本厚的和辞海一样的酒单。我们至少要很镇定，打开，看看酒
单的格局，一般会按照酒的类型(香槟、红、白等)分类，之后会有不
同国家，不同区域的分类。这样的顶级餐馆大多会有一杯和半瓶装
的酒，对于酒量不好的人，选这种不浪费。但是一般最顶级的葡萄
酒很少有半瓶装的，因为保存时间较正常瓶装的会短。如果酒量够
好，那么就按照下面的建议来吧。

先点香槟，可以尝试一下选择一些年份香槟来试试，价格200欧元
以上。如果主菜有海鲜类，那么主菜的干白就可以不用再点了。主
菜里面有肉的，一定选一瓶干红，毕竟干红才是最正统的葡萄酒。
选一瓶列级庄吧，无论是1855GCC还是圣爱美隆的列级，只有这
样才能配上饕餮美食。记得点一些老年份的名庄尝试一下，有些时
候70年代的拉菲在这些餐馆里面也只有400欧元左右的价格。

至于餐后酒，强烈推荐贵腐酒，无论是搭配冰激凌还是提拉米苏，
都是神一般的享受。贵腐酒在酒单的区域一般都在最后，和甜酒在

一起。顶级的餐厅一定有伊甘庄(Château d'Yquem)，之后在它的
上面或者下面看看其他的贵腐酒，做个选择，贵腐酒的法语是“Vin 
de Noble”。无论如何，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多让侍酒师推
荐是最好的办法，只需要简单的说出品种和区域，外加预算，还要
配合点的菜。

★ Bar à Vin 
如果你已经开始对葡萄酒痴迷了，那么自然有专业的去处。巴黎或
者波尔多都有这样的店，一般名字是Bar à Vin，店里面统一都有专
业的零杯散卖的葡萄酒保存机器，国内现在有些五星级饭店或者高
端会所也有这样的装置，葡萄酒是这些店唯一的主题，大型的葡萄
酒专卖店和大百货商场，比如老佛爷，里面都有这样的区域或者店
面。这里的葡萄酒都可以按照杯卖，从基础款到五大名庄以及勃艮
第的特级园，都可以尝到，相当于葡萄酒业界的迪斯尼，值得感受
一下。

★ 餐厅礼仪 
如果点了香槟、干白或者桃红，侍酒师会在你桌子的旁边放一个冰
桶，用来冰酒。如果你点了香槟，侍酒师会当面打开，打开香槟的
时候，注意听，最正规的开法不是像电视里面一样一顿狂摇，之后
到处乱喷，应该是只有一点点气的声音，装腔的一般称之为“少女
的叹息”，相传是当年最爱香槟的法国玛丽皇后上断头台前要求喝
一杯香槟，喝完之后满足的叹息的声音。如果声音过大，那就是成
了“少女的放⋯⋯”，即使是再年轻的侍酒师也不会犯这样的错
误。如果重大奖遇到了侍酒师开响了，一定要偷看一眼侍酒师，你
会看到带着一丝尴尬的红红的脸。当然也有一些侍酒师是女生。

在点了干红或者干白的情况，侍酒师也会当面打开，如果是极老年
份的酒，还会用一些特殊的工具，如果遇到不小心的把橡木塞开碎
或者木塞掉进瓶里的情况，请不要为难他们，这些事情常发生，他
们也会做出最正确的处理，没有退换的可能和必要。

开完酒之后，侍酒师会取一个杯子，倒一点点递给点酒的那位。递
给你酒是需要你来对这款酒做个判断，这个时候你需要先闻一下，
晃一晃，再闻一下，喝到嘴里，含着几秒，再喝下去。不论你懂不
懂酒，如果觉得杯子里面酒的味道闻起来非常怪异，比如臭鸡蛋
味、抹布味、干红特别酸等等，就必须请侍酒师试一下，确认酒是
不是有问题，如果侍酒师确认有，他会主动给你换一瓶。

有些老酒在刚开瓶的时候会有一些猫或者狗狗的味道，是正常的，
如果侍酒师确认酒没问题，那就不用担心，这点请相信法国侍酒师
的专业和节操。酒坏的情况偶尔会发生，当初作者在巴黎的一个老
餐馆用餐，正好遇到餐馆处理老酒，50年代的五大名庄的木桐，连
着开了5瓶，都是坏了或者太老的，直到第六瓶才可以喝，这是个特
例，也是葡萄酒菜鸟走向老鸟必经的一个过程。

确认没问题之后，侍酒师会给你们倒酒，之后他就走了，去别的桌
子忙了，剩下的服务员会处理。如果没有喝完，他们也会协助你们
打包带走。在比较多人的情况，点酒就更加轻松了，可以多点不同
的酒来尝试一下，法国的规矩是各自点菜，一起点酒，这个方法很
实用，至于不同酒按照什么顺序喝等专业问题，就交给侍酒师吧。



P9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葡萄酒的选购与赠送
来法国旅游一次，少不了要给父母朋友带些礼物，葡萄酒是不错的
选择，就像法国的国家领导到他国访问，带的也总是葡萄酒。那么
对于大多数并不是非常了解葡萄酒的朋友，选酒、买酒和带酒是你
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 选择类别
选酒即使对于专业买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单单是波尔多就有一万
多个酒庄和农户，但既然是送礼，那么相对要简单的多，只需要从
波尔多名庄红葡萄酒、香槟、贵腐酒当中选择一项即可，既大方也
不会有任何失误。而送出的酒最终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纪念，另
外一个是被喝掉，这三个类别的葡萄酒都能满足要求。

波尔多名庄：因为关税的关系，同一款葡萄酒，国内的价格约是法
国当地价格的2倍，有点像名牌包的行情，所以在法国买那些国内泛
滥或者价格很低的葡萄酒再带回国就没什么意义。能在波尔多被称
的上名庄的也只有不到300家，价格从30欧元左右到上万欧元，大
多数的名庄酒也基本遵循“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基本原理。

Saint-Emilion 圣爱美隆区域Saint-Emilion 圣爱美隆区域

Premier Grand Cru Classé A
(一等庄A级)

备注

Château Angélus 金钟酒庄 最好别送长辈

Château Ausone 奥松酒庄 酒很好，酒庄管理一般

Château Cheval Blanc 白马酒庄 LV家资产

Château Pavie 帕维酒庄 争议非常大的酒庄

Premier Grand Cru Classé B 
(一等庄B级)

备注

Château Beau-Séjour Bécot (维持原等级)

Château Canon (维持原等级) 香家的资产

Château Canon-La-Gaffelière (新增)

Château Figeac (维持原等级) 6星推荐

Château La Gaffelière (维持原等级)

Château La Mondotte (新增)

Château Troplong-Mondot (维持原等级)

Château Trottevielle (维持原等级)

Château Valandraud 6星推荐

Clos Fourtet 

非完整列表，中间有删除非完整列表，中间有删除

香槟：香槟的品牌相对少了很多，而且送礼最好买年份香槟，也就
是酒标上标明了年份的香槟，能出年份香槟的酒厂基本上品质都不
会差。价格基本从100欧元到400欧元不等。

香槟推荐香槟推荐

名称 中文名称

Champagne Salon 沙龙香槟

Champagne Veuve Clicquot 凯歌香槟

Champagne Louis Roederer 路易王妃香槟

Champagne Dom Perignon 唐·培里侬香槟 

Champagne G.H.Mumm 玛姆香槟

Champagne Ruinart 汝纳特香槟

Champagne Taittinger 泰亭哲香槟

Champagne Deutz 德茨香槟

Champagne Krug 库克香槟

Champagne Bollinger 堡林爵香槟

Champagne Perrier-Jouet 巴黎之花香槟

Champagne Laurent-Perrier 罗兰百悦香槟

Armand de Brignac 黑桃A香槟

Moet & Chandon 酩悦香槟

排名不分先后，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排名不分先后，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贵腐酒：贵腐酒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储藏，一般贵腐酒的寿命都在
100年以上，所以会是超值的礼物，贵腐酒最著名的产地还是波尔
多，其次是卢瓦尔河谷。波尔多的贵腐酒从30欧元到上万欧元不
等，卢瓦尔河谷的相对便宜很多，一般20欧元就能买到不错的贵腐
酒了。

    葡萄酒与健康
适量的葡萄酒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干红葡萄酒、葡萄籽精油对改善
皮肤，帮助睡眠都有一定的效果。波尔多格拉夫区域的列级名庄史

密斯拉斐特庄(Château Smith-Haut-Lafitte)就研发了全部取自葡
萄当中的天然物质做成的化妆品，品牌为“Caudalie”，在法国受
欢迎的程度完全不亚于香奈尔和迪奥，感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

不过无论如何，葡萄酒不是神话，只是一种饮品，别把它当成药来
用。而且就健康而言，不论贵或者便宜的葡萄酒，只要不是用酒精
勾兑出来的，那么基本没差别，所以为了健康只去喝贵的，没有必
要。需要提醒的是不管在哪里，酒后请勿驾车！警察经常会查，被
查了会很悲催，孕妇不要喝酒，不仅因为酒精，还因为葡萄酒中含
有硫，干白中更多。一定不要酗酒，酗酒毁了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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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玳及巴萨克地区1855列级酒庄名单(贵腐酒)苏玳及巴萨克地区1855列级酒庄名单(贵腐酒)苏玳及巴萨克地区1855列级酒庄名单(贵腐酒)

Premier Cru Supérieur 超一级名庄（仅一家）Premier Cru Supérieur 超一级名庄（仅一家）Premier Cru Supérieur 超一级名庄（仅一家）

Chateau d'Yquem 伊甘庄园(滴金庄) LV家产业

Premier Crus Classés 一级庄Premier Crus Classés 一级庄Premier Crus Classés 一级庄

Château Guiraud 芝路庄园 强推

Clos Haut-Peyraguey 奥派瑞庄园 

Château Lafaurie-Peyraguey 拉佛瑞佩拉庄园 强推

Château Rieussec 琉塞克庄园 拉菲家族产业

Château Sigalas-Rabaud 斯格拉哈伯庄园

Château Rabaud-Promis 哈宝普诺庄园

Château Coutet 古岱庄园 强推

Château La Tour Blanche 白塔庄园

Château de Rayne-Vigneau 海内威农庄园

Château Suduiraut 绪帝罗庄园 强推

Château Climens 克利芒庄园 强推

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

Château Filhot 菲乐庄园 

Château Romer-du-Hayot 罗曼莱庄园 

Château Doisy Dubroca 多喜布罗卡庄园 

Château Doisy-Vedrines 多喜韦德喜庄园

Château de Myrat 米拉特庄园

Château Caillou 宝石庄园 

Château Chateau Romer 罗默庄园

Château Chateau Nairac 奈哈克庄园

Château Chateau d'Arche 方舟庄园

Château Chateau Suau 苏奥庄园

Château Chateau Broustet 博思岱庄园

Château Lamothe Guignard 拉莫特齐格诺庄园 

Château Chateau de Malle 马乐庄园

Château Chateau Doisy-
Daëne

多西戴恩庄园

Château Lamothe-Despujols 拉莫特皮约尔庄园

勃艮第：有些人也许会问“勃艮第(Bourgogne)呢”，勃艮第葡萄
酒是法国当之无愧的传统贵族范葡萄酒，但是水太深，而且国内懂
此区域酒的人也非常少，即使送了，也只会有明珠暗投的效果，所
以这里不做选择了。当然如果预算在8000欧元以上，而且如果能够
找到，那么推荐购买一瓶来自此区域，全世界最著名的“罗马尼·
康蒂”葡萄酒。

★ 赠送对象
有了大概的选择范围，那么选酒送不同的人也有很多讲究，送长
辈、送朋友、送孩子、送恋人、送自己(不是脑白金的广告)都有不同
的选择。

送长辈：送长辈一瓶他生辰年份的葡萄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需
要非常好的运气和靠谱的商店才能选到，上飞机前一定首先要记下
长辈的生辰。一般能存放40年以上的葡萄酒都会是名庄的高品质葡
萄酒，所以给这瓶葡萄酒的预算一般别低于200欧元。如果长辈也
很熟悉葡萄酒，即使没找到生辰年份的葡萄酒，一瓶顶级年份的名
庄酒也一定会让他非常开心。

★ Tips：如何选购老年份葡萄酒
一定要在正规的专业商店购买，不要在不知名的角落小店采购，因
为假酒在法国也是存在的，曾经就有中国游客在波尔多买到过假的
名庄酒。遇到高端餐厅的顶级名庄酒，价格还非常便宜(比如拉菲
300欧元、玛歌300欧元等)的情况，可以尝试询问是否能买走，不
过一定要在著名的老餐馆。

老年份葡萄酒的酒标往往都会有一些霉斑或者擦伤，如果是自己喝
或者送给懂酒的朋友，遇到酒标损毁但是价格便宜的，拿下！如果
是送礼的，最好还是选择酒标正常一点的。购买时对着光线看一下
酒瓶中酒的量，如果已经落到瓶子的肩部以下(肩部指由瓶口往下最
粗的位置)，谨慎购买，可能保存有问题。50年代到70年代的酒的
饮用价值大部分基本丧失，买来做纪念是更好的选择；90年代的名
庄酒基本可以放心购买，问题不大；80年代的酒就需要看庄了，顶
级名庄保存好的条件下，还是能喝的。建议参考本锦囊后附的《葡
萄酒年份表》。

送朋友：朋友是最好打发的人了，有些时候没有礼物她们也不会不
高兴，不过回国之后小聚会的时候开一瓶原汁原味的法国葡萄酒，
也是暖场的好工具，那么国内少见的、有特色的葡萄酒会是不错的
选择。小瓶装的香槟，阿尔萨斯的晚收甜白，装满普罗旺斯温暖阳
光的桃红⋯⋯只要是有意思的葡萄酒都可以，别在意级别、产地、
价格等等因素，友谊不需要这些选择。友谊之外的除外，可以参照
下的文“送爱人”。注意，如果你的朋友生于1982年，还特别要求
一瓶1982年的名庄，那么一定请忽视并且拉黑，因为1982是目前
所有年份中最贵的。

送孩子：没什么可多说的，生辰酒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不算远的年
份都比较容易买到。预算够的可以瞄准五大名庄的套装，预算不多
的可以瞄准年份香槟，等着孩子成人礼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些酒的
最佳适应时间，原因和用法请参照咱们黄酒的“状元红”及“女儿
红”。如果孩子出生于2005、2009、2010年，并且想买类似“五
大名庄”等顶级酒的，请把预算调至1000欧元级别，因为上述3个
年份都是近年来最贵的年份。



P11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葡萄酒之旅
如果第一次来法国，可能巴黎就足够涵盖整个行程。如果已经开始
深度游或者对葡萄酒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则可以以葡萄酒为主题，
细细地游览一番。

喝酒不论季节，但是葡萄酒旅游最好的季节还是每年的4-10月。4
月的时候，葡萄园已经开始慢慢变绿，波尔多的期酒品尝会也定期
召开；6月份逢单数年份(2011、2013、2015等)在波尔多还会有
全球性的专业葡萄酒展会Vinexpo，可以免费品尝无数的美酒；
8-10月份都是葡萄收获的季节，景色更是美不胜收；冬天的葡萄园
就比较萧索一些。

旅行的首站和末站一般都是巴黎，巴黎不产酒，但是几乎所有你想
喝到的葡萄酒都可以找到，更不用说那么多的餐馆、超市和葡萄酒
专卖店了。以巴黎为中心，各个方向都有葡萄酒的旅行路线，很多
葡萄酒的产区本身也是旅游的景点。法国的交通整体上很方便，但
是如果想深入的游览葡萄酒产区，最佳的方式是租车自驾，如果同
行的还有一个酒精过敏的司机，那就是完美的旅程了。

★ 东北方向
东北方向涵盖了两个相当重要并且美丽的大区：香槟-阿登大区
(Champagne-Ardenne)以及阿尔萨斯 大区(Alsace)。

香槟-阿登大区 Champagne-Ardenne
无需多言，香槟的故乡，离巴黎不到两百公里，区域中两个重镇是
兰斯(Reims)和埃佩奈尔(Epernay)，尤其是埃佩奈尔更是完全在香
槟产区中。

火车：巴黎东站(Paris Est)始发，TGV约40分钟到达兰斯，或者
TER约1小时15分钟到达埃佩奈尔。
自驾：出巴黎后沿A4公路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方向，选择兰
斯(Reims)出口。
旅游局官方网站：www.champagne-ardenne-tourism.co.uk

          送爱人：去法国旅游，有恋人，还不和恋人一起，大家可以  
          感受一下后果⋯⋯因公出差无法共游的除外。因为这瓶酒肯定
是两个人一起喝的，带气泡BlingBling的香槟或者是贵腐酒都是不错的
选择，生辰年份的也挺好。如果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况，
买一瓶Dom Perignon年份香槟，然后选一盒Jean-Paul Hevin的巧克
力马卡龙，剩下的就需要靠自己了，可惜穷游还没出《恋人锦囊》。

送自己：生辰年份酒又来了，如果和作者一样出生于1982年，如果
预算没那么丰满，那还是等以后再说吧；如果运气不错，例如83、
87、91、93等等，那么首要目标还是生辰年份酒，可以珍藏，也
可以在生日party上喝掉。女孩子可以选择一瓶好的年份香槟，总要
多爱自己一点，当年玛丽莲·梦露只穿香奈儿No.5香水入睡，睡前
只喝香槟。男生就可以随意点，反正藏着掖着不喝的男生也很少，
选个自己喜欢类型的葡萄酒，然后回来和哥们一起分享吧。

★ 购买地点 
在法国买酒无非是下面几个地点，大超市、专业商店、大百货商
场、酒庄和机场。酒店和餐馆一般不卖酒，但是如果遇到特别感兴
趣的老年份酒可以多问一句，尤其一些非景点的老餐馆会存一些老
年份名庄，而且价格并不高。中国海关的规定入境时每人允许携带2
瓶750ml或1.5L装的葡萄酒而无需报关，人多的时候可以按照人数
合计。这个限制是机场免税酒和行李箱内的葡萄酒的总和，建议大
家不要忽视这个规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大超市：给朋友的手信和给自己买酒都可以在大超市里找到，比如
家乐福、欧尚(AUCHAN)、GEANT、MONOPRIX。经常能遇到打
折的名庄酒，而且这些超市集团和酒庄往往有协议，价格会比专卖
店便宜。如果超市规模大，往往会有专门的酒柜销售一些新年份顶
级名庄酒(100欧元以上)。

专业商店：专业商店往往能找到老年份的葡萄酒，而且质量有保
证，比如在巴黎的LAVINIA、LEGRAND等等，这些地方价格可能
不是最便宜，但是酒的种类和年份相当齐全。
LAVINIA巴黎店地址：PARIS MADELEINE, 3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 75001，Paris
CNIT / LA DEFENSE巴黎店地址: 2 place de la Defense，
92800 Puteaux

大百货商场：巴黎春天百货和老佛爷百货都有葡萄酒的专柜，也有
中文的服务员，使得买酒相对容易很多。名庄酒是少不了的，保存
也相当不错，老年份的酒相对少一些。

机场：如果你在法国旅游的时间真的很紧张的话，机场是最后一个
可以选到不错酒的地方，经常会有很多限量版的香槟会出现在这
里，顶级名庄酒也很多，送给懂酒的长辈、给孩子或者是恋人选酒
的重任都可以在这里完成，而且免去退税的烦恼，还能直接带上飞
机，不过要想选老年份酒，或者特定的某些酒，建议还是不要把筹
码全部放在这儿了。

需要注意的是免税的问题，酒一样可以免税，当在同一个地方购物
时超过176欧元(规定会变化)，就可以退税了。大超市往往没有退税
的地方，需要提前问好；专业商店一般都会协助办理退税，但是需
要自己在机场领取退税，之后邮寄海关盖戳的退税单；大百货比如
老佛爷，可以直接拿到退税金额。所以在不同地点购买葡萄酒，退
税的问题都请提前咨询店员。

★ 带酒 
买到心仪的酒，怎么带回国呢，想必在取行李的地方惴惴不安的等
待出来的行李，首先看看有没有湿的痕迹是很多带酒回来的人的切
身体会。带酒也是一门学问，非机场免税购买的酒类是不允许直接
带上飞机的，只能托运，所以包装显得尤为重要。最佳选择是在国
内时候就去酒类商店或者淘宝上购买泡沫包装，放在行李里面带去
法国，虽然体积有点大，但是基本没重量，在法国买好酒之后就放
进去，缠上胶带，然后放心的乘飞机去吧。如果在法国的专业店
买，也可以要求店员给予相应的包装。

如果是在超市买的，或者没有任何其他辅助包装，那么放置在行李
箱里有两个要点：1.一定确保行李箱装满，无论如何晃动里面的物
品都不会晃悠的标准；2.酒一定放置在中央，不要靠近任何一面，
而且酒必须先拿毛衣，袜子等物品包裹好，周围不要有硬物；不过
即使是这样，也有破碎的可能，不要过于相信机场搬运工的底线。
如果是比较贵的老酒，还是建议用专用包装吧。

http://www.champagne-ardenne-tourism.co.uk
http://www.champagne-ardenne-tourism.co.uk
http://www.champagne-ardenne-tourism.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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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萨斯大区 Alsace
          亦法亦德的区域，法国经典白葡萄酒的区域，中心城市斯特
拉斯堡(Strasbourg)。这个区域还有一条著名的葡萄酒之路(Rout 
des Vins d'Alasce)，是专门为葡萄酒旅游设计的线路。从北向南
到科尔马(Colmar)约170公里，沿途一共有60多个葡萄酒小镇。

飞机：巴黎的奥利或者戴高乐机场有直飞斯特拉斯堡的航班，大约1
小时航程。
火车：巴黎东站始发TGV直达斯特拉斯堡，大约2小时15分钟。
自驾：高速公路A4 斯特拉斯堡。
官方中文网站：www.alsace-wines.com.cn

★ 西部和中部 
法国的西部和中部，尤其是卢瓦尔河谷区域，号称“法国后花
园”，不仅有成群的古堡，也是法国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风景
秀丽。来这个区域，自驾是最最好的选择，因为沿途有太多的美丽
景色需要停车观赏或者拍照。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有昂热
(Angers)、南特(Nantes)和图尔(Tours)等，都是非常安静美丽的
小城，周围也全部是葡萄园和古堡。

火车：巴黎蒙帕纳斯站(Paris Montparnasse)TGV约1个小时15分
钟到图尔，约1小时40分钟到昂热，2小时20分钟到南特。
自驾：从巴黎的西南方向出巴黎后走A11，约200公里到勒芒(Le 
Mans，24小时汽车拉力赛的城市)，之后走A28往东南方向是图
尔，约100公里；继续往西南方向是昂热，约100公里；沿A11往
西到底，则是南特，约200公里。

★ 西南部-波尔多
前文已经介绍了不少波尔多，更多的等待大家自己去发现。波尔多
被一条河分为左右岸，左岸波尔多市北部是最经典的梅多克区域，
也有经典的两条葡萄酒之路，是葡萄酒的朝圣之路，路两边布满着
名庄，足够两天的行程。河的右边是著名的古镇，也是世界文化遗
产-圣爱美隆(Saint-Emilion)，电影《将爱》的法国部分取景的小镇
就是这儿，也是波尔多游览必到之地。

飞机：巴黎飞往波尔多航班众多，大约1个小时15分钟左右到达。
火车：巴黎蒙帕纳斯站(Paris Montparnasse)始发到波尔多，约3
个小时15分钟到达。
自驾：距巴黎近600公里，从巴黎西南边出发沿A10一路向西南，
终点即到波尔多。在波尔多的葡萄酒之路自驾则选择波尔多北部的
D2或者D1215，当地的旅游局有详细的地图。
www.bordeaux-tourisme.com (有中文)
www.bordeaux.com/cn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网站)
www.grand-cru-classe.com (波尔多列级名庄官网)

★ 中东部-勃艮第 
勃艮第区域周围并没有特别出名的旅游城市，但重要城市有两个，
第戎(Dijon)和博讷(Beaune)。第戎作为勃艮第大区的首府，更出名
的是特产芥末。勃艮第区域有多达6条的葡萄酒之路，随着河流和山
丘行走，也是如诗般的风景，当中最有名的是一条长达80公里的特
级葡萄园之路(La Route des Grands Crus)，沿途全部是特级葡萄
园，在这条路上，可以选择步行、骑车，还有热气球。博讷则有众
多的葡萄酒商店和书店，也有不错的景点。

火车：巴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1个半小时左右可以到达第
戎，2个多小时能到达博讷。
自驾：巴黎东南方向取道“阳光高速公路”A6，里昂方向，直达博
讷，联通博讷和第戎之间的高速公路是A31，但是更建议走乡间小
道-葡萄酒之路。博讷到第戎的距离约38公里。

勃艮第葡萄酒官方网站(有中文)：www.burgundy-wines.fr
特级葡萄园之路网站：
www.route-des-grands-crus-de-bourgogne.com

★ 东南部-普罗旺斯 
这个区域相信不用做过多介绍，很多人的梦想之地，此区域也在
2011年推出了葡萄酒旅游之路，相关的交通信息也非常的多。值得
称道的是，普罗旺斯葡萄酒联盟也有相当不错的中文官方网站：
www.provencewines.com.cn

★ 参观酒庄 
除了欣赏葡萄园的风景，还想进入酒庄或者酒厂参观的话，还是有
一些不成文的规定的。公众假期一般酒庄都是关门的，7-8月是法国
人的休假期，很多地方也是关门的。所有的葡萄园基本都是开放式
的，都可以走到葡萄园内看看成熟或者未成熟的葡萄。需要注意的
是，要请大家爱护葡萄园，比如勃艮第的世界顶级庄罗马尼·康蒂
(DRC-Domaine de La Romanée Conti)的葡萄园外就挂着英语的
警示牌“请大家不要随意带走葡萄园内的石块或者折断葡萄藤留做
纪念”。如果你想进酒庄或者酒窖参观一下，再品品酒，一般法国
的酒庄分为下列几类。

绝不可能型：比如上文提到的罗马尼·康蒂，或者波尔多宝美隆区
域的顶级庄里鹏(Le Pin)。即使是著名的媒体或者品酒人，他们也一
概关门不予接待，更别提品酒了。不是因为架子大，实在是酒太少
太贵，这类的酒庄数量本身也不多，在外面看看葡萄园就好。

预约型：包含拉菲、玛歌等波尔多顶级酒庄，通过旅游团或者是波
尔多的酒商，提前一个月左右预约并且提供人数等详细信息，都是
可以跟随酒庄的公关经理或者酿酒师进入酒窖进行参观并且品酒
的。如果是关系过硬的酒商，人数多的话，甚至可以品尝几个不同
年份的拉菲。详细的情况也可以预先邮件咨询当地的旅游局，如果
有几个专做法国酒的朋友，那么会更简单。

直接参观型：一些中级庄或者小酒庄，会在大路边上直接竖牌子，
上面指示方向，写着酒庄的名字，然后还有“Tasting”类的字样，
证明是对外开放的，可以直接驱车过去进行参观。这里的酒庄一般
都设置了小商店，可以直接买酒。波尔多和卢瓦尔河谷都很常见。

如果仅仅是喝喝酒，对工艺和酒窖不怎么感兴趣，那么中心城区的
葡萄酒商店可能更合你的胃口，或者只是游览葡萄园也是不错的选
择。

http://www.alsace-wines.com.cn
http://www.alsace-wines.com.cn
http://www.bordeaux-tourisme.com
http://www.bordeaux-tourisme.com
http://www.bordeaux.com/cn
http://www.bordeaux.com/cn
http://www.grand-cru-classe.com
http://www.grand-cru-classe.com
http://www.burgundy-wines.fr
http://www.burgundy-wines.fr
http://www.route-des-grands-crus-de-bourgogne.com/
http://www.route-des-grands-crus-de-bourgogne.com/
http://www.provencewines.com.cn
http://www.provencewine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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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多1855名酒推荐表
评价中六颗星代表作者强烈建议尝试的酒款，无论年份，当然极老
年份和新年份除外，请准备好充足预算。

评价中五颗星代表是业界公认的好酒，作为礼品足矣，而且也非常
值得尝试。

评价中三、四颗星很多是大家熟知或者国内常见的酒庄，又或者性
价比不是特别高的酒庄。但是如果初次接触葡萄酒，又不想特别奢
侈，这些算是OK的选择。

一颗星或者两颗星，有一些是烂大街的葡萄酒，有些是性价比确实
太差，又或者是国内可以比较廉价买到的，没必须要在法国喝。

此表格中评价星级仅代表作者观点，和作者所服务的公司或者机构
无任何联系。因为葡萄酒主观因素及其浓烈，评价星级只是建议，
如果发现与自己感觉不符处，请不要对作者提出强烈批评及鄙视。
另外，不同年份价格差异非常大，请大家参考附表中的年份表格。
总之，希望大家有机会有预算就多尝试一些，之后能有一张自己心
中的评价表格。

Premiers Crus  一级酒庄Premiers Crus  一级酒庄Premiers Crus  一级酒庄Premiers Crus  一级酒庄

酒庄 中文名称 产区 推荐指数

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 

拉菲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

木桐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Latour 拉图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Haut-
Brion 

红颜容庄园 Graves 格拉夫 ★★★★★

Château 
Margaux  

玛歌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Seconds Crus  二级酒庄

酒庄 中文名称 产区 推荐指数

Château 
Rauzan-Segla

鲁臣世家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Rauzan-Gassies

露仙歌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Leoville 
Las Cases

雄狮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eoville-
Poyferre

乐夫普勒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eoville 
Barton

巴顿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Durfort-Vivens 

杜佛维恩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Gruaud 
Larose

拉露斯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ascombes

力士金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Brane-
Cantenac

布朗康田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Pichon-
Longueville

男爵古堡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Pichon  
Comtesse de 
Lalande

女爵古堡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Ducru-
Beaucaillou

宝嘉龙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Cos 
d'Estournel

爱士图尔庄园
Saint-
Estèphe
圣塔斯塔夫

★★★★★

Château 
Montrose

玫瑰庄园
Saint-
Estèphe
圣塔斯塔夫

★★★★★

Troisiemes Crus 三级酒庄Troisiemes Crus 三级酒庄Troisiemes Crus 三级酒庄Troisiemes Crus 三级酒庄

酒庄 中文名称 产区 推荐指数

Château Kirwan 麒麟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d'Issan 迪仙酒庄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Lagrange

拉格喜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angoa 
Barton

郎哥巴顿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Giscours 

美人鱼古堡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Malescot Saint-
Exupery

马利哥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Boyd-
Cantenac 

贝卡塔纳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Cantenac Brown  

肯德布朗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Palmer  宝马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La 
Lagune

拉古庄园
Haut-Medoc
上梅多克

★★★

Château 
Desmirail

狄士美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Calon 
Segur

凯隆世家
Saint-
Estèphe
圣塔斯塔夫

★★★



P 14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Quatrimes Crus 四级酒庄Quatrimes Crus 四级酒庄Quatrimes Crus 四级酒庄Quatrimes Crus 四级酒庄

酒庄 中文名称 产区 推荐指数

Château Saint-
Pierre

圣皮尔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a Tour 
Carnet

拉图嘉利堡
Haut-Medoc
上梅多克

★★

Château Talbot 大宝庄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Lafon-
Rochet

拉科鲁锡庄园
Saint-
Estèphe
圣塔斯塔夫

★★★

Château 
Branaire-Ducru

班尼尔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Beychevelle

龙船庄园
Saint-Julien
圣朱利安

★★★

Château Duhart-
Milon 

都夏美隆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Prieure-
Lichine

荔仙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Pouget 宝爵庄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Marquis 
De Terme 

德达侯爵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Ferriere 费里埃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Marquis 
d'Alesme Becker

侯爵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inquiemes Crus 五级酒庄Cinquiemes Crus 五级酒庄Cinquiemes Crus 五级酒庄Cinquiemes Crus 五级酒庄

酒庄 中文名称 产区 推荐指数

Château Pontet-
Canet

旁提卡内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Du 
Tertre

杜特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Batailley 

巴特利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Haut-
Bages Liberal

奥巴里奇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Haut-
Batailley

奥巴特利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Pedesclaux

百德诗歌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Grand-
Puy-Lacoste

拉古斯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Belgrave

巴加芙庄园
Haut-Medoc
上梅多克

★★

Château Grand-
Puy Ducasse

杜卡斯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Camensac

卡门萨克庄园
Haut-
Medoc
上梅多克

★

Château Lynch-
Bages  

靓茨伯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Cos 
Labory

柯斯拉柏丽庄园
Saint-
Estèphe
圣塔斯塔夫

★

Château Lynch-
Moussas

浪琴慕沙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Clerc 
Milon 

克拉米伦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Dauzac 杜扎克庄园
Margaux
玛歌村

★★

Château Croizet-
Bages

歌壁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d'Armailhac

达玛雅克庄园
Pauillac
宝雅克

★★★

Château 
Cantemerle

佳得美庄园
Haut-
Medoc
上梅多克

★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mailto:cityguide@go2eu.com
http://qyer.com/
http://q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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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年份表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香槟 Champagne 7 7 8 5 7 7 8 6 10

波尔多
干红

Red 
Bordeaux

8 10 10 8 6 8 10 7 8 7

波尔多
干白

White 
Bordeaux

8 7 7 8 7 8 9 7 9 5

勃艮第
干红

Red 
Burgundy

8 9 9 7 6 7 10 5 8 9

勃艮第
干白

White 
Burgundy

8 9 8 7 7 8 8 7 6 9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香槟
Champa- 
gne

4 6 6 8 7 8 9 5 6 7 4

波尔多
干红

Red 
Bordeaux

8 10 7 8 5 9 8 5 4 3 5

波尔多
干白

White 
Bordeaux

10 7 8 8 9 10 9 6 2 4 4

勃艮第
干红

Red 
Burgundy

7 7 9 8 7 9 8 4 9 6 8

勃艮第
干白

White 
Burgundy

7 9 8 7 8 8 8 7 8 8 6

代表未到适饮期，存
放勿饮

10分制，1分最低，10分最高
5分为一般年份
6-8分为不错年份
9分为好年份
10分为顶级年份

代表已经开始可以喝
了，可存可喝

10分制，1分最低，10分最高
5分为一般年份
6-8分为不错年份
9分为好年份
10分为顶级年份

代表要喝了，再不喝
该过期了

10分制，1分最低，10分最高
5分为一般年份
6-8分为不错年份
9分为好年份
10分为顶级年份

数据来源，英国BBR酒商公司以及 www.bordeauxindex.com

下载穷游锦囊app，阅读锦囊更方便。

             

1990 1989 1988 1987 1986 1985 1983 1982 1981 1980 1979

香槟
Champa- 
gne

10 9 8 4 6 9 7 9 7 4 6

波尔多
干红

Red 
Bordeaux

10 9 8 5 8 8 7 10 6 4 7

波尔多
干白

White 
Bordeaux

10 9 10 5 8 7 9 7 6 6

勃艮第
干红

Red 
Burgundy

10 9 8 6 6 9 7 5 6 7

勃艮第
干白

White 
Burgundy

8 8 7 6 8 8 7 7 4 6

http://www.bordeauxindex.com
http://www.bordeauxindex.com
http://www.bordeauxindex.com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id563467866?mt=8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static.qyer.com/upload/mobile/guide.apk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http://itunes.apple.com/cn/app/qiong-you-jin-nanghd/id526274198?mt=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