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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agne Baron de Rothschild : 
Quality, Only Quality!
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品质，只有品质！

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Champagne 

Baron de Rothschild）从成立的一刻起，

就将质量而不是数量放在最优先考虑的地

位，这间年轻的香槟酒庄在短短 15 年的

时间里便跻身了顶级香槟酒庄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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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007 Skyfall：大破天幕杀机》中，主角 James Bond 在第一次与他的新军需官见面时，

一场相当激烈对话开始了。年轻的军需官自信地说：“年龄并不能保证效率。”。James Bond 的

动作就像他 Walter PKK 手枪的子弹一样快，他机智地回应道：“年轻并不能保证创造力。”然而这

句话并不适用于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Baron de Rothschild）年轻而雄心勃勃的酒窖大师 Guillaume 

Lété。Guillaume Lété 在阿维兹（Avize）特级村出生，毕业于普尔潘高等农业学校（Ecole Superieure 

D'Agriculture De Purpan）并曾在酩悦香槟工作实习，他工作高效，富有创新力。

因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法国数次实行了全国居家禁令，这让 Guillaume Lété 在与酒庄团队合

作的同时有时间更好地思考和规划未来的工作。他虽然年轻，但非常关心团队的建设。在此期间，

他向经验丰富的葡萄酒记者、著名的香槟专家 Sophie Clayes 详细介绍了他的日程安排：“在政府

宣布全国居家隔离禁令后，我们立即停止了集体工作活动。在长达 3 周的隔离期间，我们像大多数

酒庄一样，通过远程在线或在现场采取安全距离等卫生措施的方式组织工作，从而应对突发的疫情。

过去几周温和的天气让我们的葡萄种植者能够在葡萄园顺利地开展所有的工作。”与其他酒庄一样，

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已重新营业：“团队的一小部分人已重新开始了工作，确保酒庄香槟的装运、

手工更换包装、酒窖酿造以及葡萄酒监控等一系列工作的正常进行。”事实上，这对酒庄来说是一

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香槟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老化，我们需要开始制作我们的混酿了。我们会在

6 月开始将香槟装瓶。我们花时间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以确保这些重要的工作都能在最佳条件

下进行。”对于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的酿造团队来说，杰出的品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

Guillaume Lé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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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酒庄团队的所有成

员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时，才能确保酒庄佳酿的成

功。香槟的杰出品质是罗斯

柴尔德酒庄声誉的根基。因

此，酒庄只采用最为优质的

葡萄果实用于酿造。“我们

制定了要求严格苛刻的供应

合同。我们的葡萄都来自最

好的特级园和一级园。酒庄

只保留两种葡萄品种，霞多

丽和黑比诺。最重要的是，

我们愿意花时间耐心地酿造

最好的香槟佳酿，因为我们

有能力这样做。”充满活力

的酒庄董事总经理 Frédéric 

Mairesse 解释说。紧接着，

他强调了 Guillaume Lété 将

在收获季收到的葡萄：“我

们正在尝试在几年内酿造出

品质更为卓越的顶级香槟佳

酿。我们可以要求 Verzenay 

特级村的葡萄种植者为了进

一步提高葡萄的品质，降低

每公顷黑比诺葡萄园的产量

至 8 吨（50 升 / 公 顷），

但我们会按照每公顷 10 吨

的价格支付。”

Frédéric Mair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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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庄 这 一 远 见 卓 识 的 策 略

非 常 有 效。 自 罗 斯 柴 尔 德 香 槟

酒 庄（Champagne Baron de 

Rothschild）于 2005 年成立以来，

一开始酒庄仅有少数几款香槟在

售，但在能力出色的总裁 Frédéric 

Mairesse 的领导下，今天罗斯柴尔

德香槟酒庄发展迅速。2020 年，

酒庄的香槟早已遍布全球 80 多个

国家，但总数量仅有 50 万瓶。罗

斯柴尔德香槟酒庄的“兄弟酒庄”，

包 括 拉 菲 古 堡（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克拉克城堡（Château 

Clarke） 和 木 桐 酒 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都做出了同样

的选择，在数量与质量间坚定地选

择了后者。对于年轻的罗斯柴尔德

香槟酒庄来说，这无疑不是一个容

易的选择。根据报道，酒庄去年的

销量突破了 50 万大关，其中 80%

的香槟佳酿用于出口。优雅和精致

始终是酒庄香槟的关键词，罗斯柴

尔德香槟的主要葡萄品种为霞多

丽，来自香槟最好的风土。因此，

罗斯柴尔德酒庄的伟大香槟佳酿自

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世界各地最华丽

的酒店、最好的酒商和星级餐厅美

丽的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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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酒庄帝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酒庄的佳酿的瓶子上都刻有家族标志性的箭头图案。这

一传奇世家的创始人 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曾告诉他的五个孩子：“每一支箭

都容易被折断，但当五只箭聚在一起时，将变得无坚不摧。你们要永远保持团结。”

已经去世的 Benjamin 是日内瓦的银行家，他曾是成立于 1973 年，位于 

Listrac 的克拉克城堡酒庄（ChâteauClarke）的所有者。

Éric，他是位于波雅克（Pauillac）的一级列级名庄（Premier Cru Classé），

著名的拉菲古堡（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的所有者。

Philippine 是 Baronne Philippine de Rothschild 男爵的女儿，她也是著名的木

桐酒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的所有者。

正是这种团结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三个分支团结在了一起，并于 2005 年共同

成立了罗斯柴尔德香槟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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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agne Baron de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男爵香槟

Rare Collection Blanc de Blancs 2012
2012 年白中白珍藏年份香槟

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不仅响彻波尔多，同时也闻名于香槟世界。实际上，

这间香槟酒庄的历史还很短，木桐酒庄（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克

拉克酒庄（Château Clarke）、和拉菲古堡酒庄（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

3 间著名的家族酒庄在 2005 年联合成立了这间酒庄。酒窖大师只使用来自最

好的葡萄的初榨原液用于酿造这款杰出的 2012 年白中白珍藏年份香槟，所

有的葡萄都产自白丘（Côte des Blancs）风土最为杰出的特级村庄。其次，

至少 8 年的陈酿让这款佳酿达到了堪称典范的完美成熟度，为我们提供了具

有真实个性的顶级香槟。

香槟酒体饱满清新，果味浓郁，质地细腻紧致，悠长而略带咸味的后调

进一步延长了我们愉悦的品尝体验。

Champagne Deutz
蒂姿香槟

Amour de Deutz 2011
2011 年爱恋年份香槟

“爱恋”（Amour de Deutz）年份香槟特酿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

致敬，完美地表达了我们在品尝这款杰出的香槟时内心涌现的情感，爱恋年

份香槟是单一葡萄品种的年份香槟，完全由在最佳成熟期收获的霞多丽葡萄

精心酿制而成。

这款美味的年份佳酿散发着白色花朵的微妙香气，入口后，香槟酒香四

溢，口感强劲但毫不刺激，圆润而富有张力，绝佳的新鲜感令人惊喜不已。

每一滴蒂姿爱恋香槟，都让我们更加为其沉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