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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erno谷是位于托斯卡纳山丘和罗马涅

之间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它有非常罕见到

近乎无处可寻的地质特征，使得它在历史的

长河中一直作为一片农业传统蓬勃发展的土

地。Santerno品牌所要表达的正是对这片土

地崇高的敬意，并发扬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首先，这个地区，最明显的代表性特征是可

以分别辨认出两个不同的海拔与气候地带。

有山区，其气候条件较凉爽，越高则越干

燥，也有丘陵地区，其中，由于对于所谓的

热反转现象，你可以享受更温和的气候条件。

但Santerno谷所隐藏的第二个，也许更重要

的奥秘便是：大地所包含的真正宝藏，绽放

四射的奇妙芳香和这片土地上可口的水果。

平均宽度1米半，延绵近25公里的Vena di 

Gesso Romagnola（罗马涅石膏矿脉）肯定是

山谷的最显着的地质特征，早在十六世纪就

已经引来了大批对此感兴趣的学者。

它是欧洲现存的唯一完全石膏质地的地质构

造，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6百万年前，也就是

所谓的墨西拿时代。

此时，正是是地中海的周期性降低时期，随

之而来的便是ipersalinità现象和海水逐渐

的枯竭，这促使许多小规模咸水坑的形成，

其中含有大量浓缩的盐，其成分主要是石膏

和氯化物。

sant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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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需要发生的超过15次，每次从其中

形成相当量的石膏矿层 - 每层之间都有一

层薄薄的粘土所分开，但石膏层却仁清晰可

见。但石膏矿脉的特色并不只在于组成它的

它的矿物质成分。

沿着石膏岩层走去，事实上，我们会遇到各

种大大小小的封闭洼地：他们正是Vena del 

Gesso的水蚀石岩景观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

Valli Cieche (或 Doline)

由于它们的存在，地表的水被排走，并引

到地底深度，在那里将其馈送到途径地下河

流，水井，和其它地底环境中，并一直流淌

入水蚀石岩的形成处的水源。一个重要的天

然地下水系统就这样被勾勒了出来，据估

计，它的规模可延伸数公里，因为它的边界

尚未得到确切的肯定 。

但是，还不仅如此：提到Santerno山谷的地

质特征，人们无疑会想起所谓的“不平之地 

”（即滑坡山体）或“剥落粘土”，Vena最

古老的石膏岩地层，在经过漫长的时间之旅

后，残留的，是曾经那延伸至现今的Ligu-

ria（利古里亚 ）和Piemonte（皮埃蒙特）

的古老海床。 从一些巨大的粘土岬上可以看

出，穿插在当中的的泥灰岩，砂岩地层，这

是山谷地表中最古老的原生地质结构。

随着由Vena di Gesso所位于的整片海域被隔

断所引发的地中海生态危机，在最近地质时

期则见证了粘土沉积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所

谓的蓝粘土（凝灰岩）形成的时刻，其覆盖

意大利半岛表面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及

整个波河流域的底土。

由于这段非同寻常的地质历史，Santerno谷

所一直提供的不仅是良好的沃土，还有精彩

纷呈的不同特征的组合。

海拔高度，阳光照射，土壤的灌溉与形态在

很短的距离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它们的

组合和谐却又独树一帜。

感谢这片土地提供了的非凡的背景乐，农业

也因此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成为一首扣人心

弦的交响曲！ 首当其冲的代表就是葡萄酒行

业。事实上，在Santerno谷的传统农村里，

红酒是无可争议的主角，也许是由于它最能

代表这片土地壮观的景象，带给人们一场能

够重复充分体验这大地之美的感官之旅。

在传统与前卫之间的完美平衡，各种本地的

葡萄酒的存在，大大丰富了Santerno谷提供

的出色的选择，其中的亮点必然是红酒之王

Sangiovese和红酒之后Albana - 以及一些国

际葡萄 - 如Cabernet Sauvignon， Merlot和

Chardonnay - 在这里你会发现传统风味正以

辉煌的方式衰退。

“Le genti di Romagna mal condotte,
contra i vicini e lor già amici, in guerra
se n’avvedranno insanguinando il suolo

che serra il Po, Santerno e Zenniolo

”(Ariosto, canto III, Orlando Furioso, LIII)

sant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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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这些彰显eimilia romagna（艾米

利亚 - 罗马涅）这片地区的地理与文化

特性的红酒不同，Pignoletto（匹诺莱

托）则将焦点移到另外一片土地之上，

即两个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Bologna

省（博洛尼亚），在那里有欣欣向荣的

葡萄种植产业。

从Modena（摩德纳）到Faenza（法恩

莎），再到Ravenna（拉文纳），这种

葡萄的种植是贯穿两个地区之间的枢

纽，使两者通过这一重要的风俗链接得

以交流。在这同一片由法定原产地勾勒

出来的辽阔土地上，我们仍然可以分割

出一些具有自己独特属性的种植区：如

果说Bologna(博洛尼亚)和Modena(摩德

纳)之间的Pignoletto以其静止型而闻

名的话（其最出色的代表为保证法定产

区的DOCG Bolognesi Pignoletto Clas-

sico）越是往Romagna方向移动，则是

起泡型的更受人青睐。

香槟型的则受到几乎各个地区的人的喜

爱，无论是在艾米利亚方向的还是在罗

马涅方向，都因为大受欢迎而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Grechetto Gentile葡萄的特

点（用于酿制Pignoletto的原料葡萄）

，使其成为近乎是酿制起卓越泡酒的不

二之选：极高的新鲜度，恰到好处的酒

精含量，丰富并显著的芳香。

首先入鼻的是黄色桃杏的香味，伴随着

药草与和花香味的钻入（茉莉，铃兰，

紫丁香，洋甘菊百合）以及最后可以用

胡椒，姜、来描述的余味在舌尖慢慢渗

开。在口感上，这款葡萄酒的非凡新鲜

度以非常优雅的方式展现出来，带来异

国水果和成熟柑橘的口感;适宜的酒精

含量，以及残留口中的丝丝微甜，这一

切特点都使其成为一款口感柔顺，圆

滑，酒体丰满宜人的汽酒。

这款红酒是祝酒类场合的不二之选，这

款Pignoletto也能作为一杯完美的开胃

酒 - 可与肉质冷盘和新鲜奶酪，或与

主餐菜肴搭配，特别是一些加酱或者加

酱较少的鱼类或贝类。

PIGNOLETTO
Pignoletto D.O.C. Spumante

 100% Pignoletto
粘壤土

 不锈钢罐贮藏

极干型

santerno

Istrione清新明亮，具有浓郁而迷人的

芳香气息，为其品尝者提供晓有趣味的

Romagna风味的静止版Pignoletto。

虽然一直以来这种红酒的权威都公认为

一款在Colli Bolognesi地区所酿制的

红酒及与从此名而来的质量监管保护地

区，但是在Romagna也有越来越多的优

秀产品涌现。这要归功于研究开发的重

视与投入，以及越来越高的生产标准，

无论是从种植还是到酿酒厂。

由于我们的葡萄园生产的葡萄Pigno-

letto（grechetto gentile）显示了非

凡的潜力，这启发了酿酒团队，及其

Santerno Wines的项目负责人一同投入

这个挑战，以求能最大程度地将这卓越

的葡萄品种的特点得到充分体现。

这样一款芳香迷人的Istrione是搭配海

鲜（橄榄酸豆鳕鱼，烤鲈鱼，龙虾）和

烩饭的最佳搭档;由于其沁爽的特点，

也很适合调做美味的意大利开胃酒。

ISTRIONE
Pignoletto D.O.C.

 100% Pignoletto
中壤土

 不锈钢罐贮藏

半干型

与所有这些彰显eimilia romagna（艾米

利亚 - 罗马涅）这片地区的地理与文化

特性的红酒不同，Pignoletto（匹诺莱

托）则将焦点移到另外一片土地之上，

即两个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Bologna

省（博洛尼亚），在那里有欣欣向荣的

葡萄种植产业。

从Modena（摩德纳）到Faenza（法恩

莎），再到Ravenna（拉文纳），这种

葡萄的种植是贯穿两个地区之间的枢

纽，使两者通过这一重要的风俗链接得

以交流。在这同一片由法定原产地勾勒

出来的辽阔土地上，我们

FIORDICAMPO
Pignoletto D.O.C. Frizzante

 100% Pignoletto
中壤土

 不锈钢罐贮藏

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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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至1935年，在Conegliano（科内

利亚诺）的酿酒学院， Luigi Manzoni 

（路易吉·曼佐尼）教授热切希望通过

认真的研究，可以栽培出“一种比当时

存在的葡萄苗都要优越的品种，并接替

它们“。从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不

同的杂交品种，其中包括，所谓交叉品

种Manzoni 6.0.13,，也被叫做Manzoni 

Bianco。

Riesling与Pinot Bianco结合所培育出

来的品种，不久就呈现出它从双亲身上

所继承下来的优点。它有极强的适应

性，这允许人们可以将它种植在不同类

型的土地上，此外，Manzoni 6.0.13 很

快就表明自己对一些最让人头疼疾病有

很好的抗性，比如灰霉病和葡萄病害。

Manzoni Bianco虽然出生在威尼托大

区，因此在它的基因里就有寻找新的

领土的倾向，促成了许许多多类似，

却又新颍的的版本。

一个快乐，多样化的合唱团，在不同

风土条件的刺激下，发挥种植人的想

象力，充分利用该品种的 特色，而目

前，随着Cheilante的到来，将会加入

新的音色。

Santerno谷，依靠其特殊的气候特点，

它提供了给了Manzoni Bianco一个绽放

光彩的舞台：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独特

的微观气候环境都让它能完善自己的质

感与口感，这一切所成就的，是具有伟

大特性，酒体丰满，矿物质和酒精含量

都极高的葡萄酒。

冰凉饮用最佳（10-12°C），它与生

鱼，海鲜，贝类，以及细嫩的肉类（羊

肉）和轻度或中度陈年的奶酪都是完美

的搭配。

CHEILANTE
Manzoni Bianco Rubicone I.G.T.

 100% Manzoni Bianco
中壤土

 不锈钢罐贮藏

干型

Albana无疑是Romagna（罗马涅）的传

统葡萄酒女王。是一款具有出色潜质的

葡萄酒，

众多从它而生的葡萄酒，皆以清新，

温和，和酒体三大品质的平衡为其独

特的风格，另外独领风骚的还有其特

别的香味，在所有偏向葡萄干酿酒的

风味，Albana绝对是众类似款式的葡萄

酒中最出色的代表。 事实上，在1987

年，是最先获得DOCG（保证法定产地证

明）加冕的意大利白葡萄酒之一。 无

论是甜Albana抑或是香槟Albana，还是

干版Albana（比如Diaterna）品酒者都

可以享受它们那各种独特的宜人芳香，

青苹果和白色鲜花，有时还带有轻微的

草本香气。

尽管身为古老传统的传承者，完全沿

袭于传统， 但是Diaterna却特意按照

Albana所想推崇的理念而加入了一丝现

代气息：受到杰出的法国酿酒学院所启

发，在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选择了引进

所谓的sur lies技术，指将葡萄酒与酵

母一起保存3到6个月的时间不等 - 使

酒与已完成发酵的酵母细胞进行充分接

触。这个过程有益于葡萄酒得到丰满的

酒体，并使芳香更加的浓郁宜人。

除了上述典型的香味以为，将Diaterna

倒入酒杯后，亦会释放出多汁的柑橘和

热带水果的香味，而非凡清爽口感亦被

饱满的酒体与和温热所中和。

Diaterna非常适合与意大利烩饭和味道

浓郁海鲜类菜肴的配餐搭配，与兔子

肉，烤鹅和橙鸭搭配亦相得益彰。与西

班牙海鲜盖饭亦是非常完美的搭配。

DIATERNA
Romagna Albana D.O.G.C. Secco

 100% Albana
中壤土

 不锈钢罐酒泥陈酿

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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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mante是一个精密葡萄酒酿制项目的

研究成果，该项目旨在发扬最纯粹的

Sangiovese葡萄苗品种。事实上，它是

意大利国内众多品种中种植面积最广的

一个品种，许多的顶级名门葡萄酒都是

由它所酿制的，如Chianti（基安蒂）

，Brunello di Montalcino（蒙达奇

诺）和Vino Nobile di Montepulciano。

因此，说Sangiovese已经深深烙印在了

Toscana（托斯卡纳）人民的集体印象

中，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正是这个

地区，一直以来不屑的努力栽培，使得

得到升华而其名扬海内外。

谈到桑娇维塞的天堂，另外不得不提罗

马涅大区，这片土地也有与桑娇维塞密

不可分的悠长历史。事实上，就在过去

的近几年里，意大利葡萄酒等级监管制

度，希望发扬这一历史性的功绩，为

其设立了Romagna Sangiovese的法定产

区，这一举动也连带了其下多达12多片

区域，皆被认证为优质的种植区。

说 起 发 扬 罗 马 涅 葡 萄 酒 业 的 志

向，Santerno Wines自然不能被忽略不

提，在这趟追寻罗马涅桑娇维塞的灵魂

路上，它们也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该品最让人叫好的一种特质便是能够根

据栽种环境，或是酿酒方法的变化而改

变一些葡萄酒自身的特性，其涵盖范围

极广，从清爽水果风味的Novello到…的

Bramante打算以中间者的身份出现在这

个广阔的葡萄酒舞台之上，而它的筹码

就是它最纯粹的特性：没有过多的加工

程序，葡萄酒提炼完完全全在钢制酒缸

中进行，该酒带品酒师领略一款杰出桑

娇维塞的纯正口感。

酒一入口，Bramante便立刻将由桑娇维

塞酿造的葡萄酒的一些经典品质发挥得

淋漓尽致：在香味方面，以紫罗兰为主

导，伴随着多汁草莓，树莓和黑加仑的

的果香，而在口感方面，你一定会对它

的清爽与单宁带来的微妙干涩而赞不绝

口。拥有较长的余味，带有一丝水果和

略带香料的味道。

由于这些特点布拉曼特，无论是与主食

或佐餐搭配，都效果绝佳。在温暖的季

节，稍微冷藏饮用，会有让人意想不到

的惊喜。

BRAMANTE
Romagna D.O.C. Sangiovese

 100% Sangiovese
中壤土

 不锈钢罐贮藏

干型

santerno

有着红宝石般色泽的Sangiovese Supe-

riore会让人着迷于它各种细腻入微的

花香，如紫罗兰，黑醋栗和覆盆子，辅

以典雅微妙的18月陈酿的橡木香气。

宏大的酒体意味着其优异的陈年能力，

浆果酿制的过程中，发酵期可长达30

天，而单宁的涩感，和酒本身的整体柔

性之间所达到的完美平衡，更是进一步

证实了桑娇维塞葡萄酿酒的不凡潜质。

最好的配餐选择自然是主食，家擀的鸡

蛋意大利面 - 搭配肉酱为最佳，烤肉

和多汁的烤肉亦为完美搭配;其宏大丰

满的酒体也使它与野味，禽类或畜类（

如烤野猪）的组合也会带给您意想不到

的惊喜。

DUCAMANTE
Romagna D.O.C. Sangiovese Superiore

 100% Sangiovese
粘壤土

 法国橡木桶陈酿

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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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葡萄最

显要的品质，毫无疑问就是，无论它的

种植地域，由它酿制而成的葡萄酒都能

呈现出一些使人能够轻易辨别它的显著

特色。例如美轮美奂的芳香体验，有红

色水果的芳香，亦有草木以及矿物质的

香气。

Potente葡萄酒的特性深深地印证着其

家乡产区环境特点，即便是在拥有悠久

的国际葡萄酒文化的Santerno谷，赤霞

珠依然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之一。

由混酿法酿制而成的Potente，拥有着

国际与地方特色相连的血脉，其中，

著名的波尔多红葡萄，搭配一小部分

的Tundé葡萄，后者作为一种卓越的酿

酒原料直到近几年，被Ravenna（拉文

纳）的一些葡萄酒生产商所发现。在

2009被正式纳入registro delle va-

rietà atte alla vinificazione。并从

2010年起，Tundè葡萄设立了专门的康

采恩，以维护维护权益，使其创造最大

的价值，

由于其极具特色的口感，Tunde的葡萄

是打造真正独一无二的产品的完美辅

助，其特点是浓郁明亮的色泽，饱满的

酒体，以及浓郁悠长的的余味。

最后画龙点睛的一笔，来自于在橡木

桶的陈酿，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酒的

芳香与口感，同时也使酒整体更加均

衡与平和，赋予这款无与伦比的Caber-

net Sauvignon以更柔顺圆滑与清爽的

口感。

POTENTE
Cabernet Sauvignon Rubicone I.G.T.

 85% Cabernet Sauvignon - 15% Uva 
del Tundé

中壤土

 法国橡木桶陈酿

半干型

浓郁的红宝石色红酒，带有明亮的紫红

色光影; 能感受扑鼻的黑醋栗，洋李

子和黑樱桃的优雅香气，随即而来的是

蓝莓，紫罗兰的芳香，最后钻入一丝香

草，甘草和烟草的淡淡香味。

恰如每一款由这种知名葡萄所酿制的葡

萄酒一样，Merlot Sintria以其极具吸

引力的柔软口感而著名，但在酒体的丰

满度上亦有出色的表现。

其口感饱满，温热，与其迷人芳香的芳

香保持一致，而单宁的圆润度和木材老

化带来的柔软度完美平衡了其独特的清

爽口感，使其成为烤肉和炖肉的完美组

合，与蔬菜，美味的鱼类菜肴，蘑菇和

奶酪的意大利面食以及意大利开胃菜搭

配亦相得益彰。

SINTRIA
Merlot Rubicone I.G.T.

 100% Merlot
中壤土

 法国橡木桶陈酿

半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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