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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地域：这些都算是造就一个品

牌的诞生与成长的基因，他们决定了其最主

要的风格特征。

Tenuta del Principe正是一个建立在这样的

原则之上并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的项目，其初

衷便是对卓越的追求。

随着宏大，却高效的合作网络系统的发展，-

Tenuta del Principe的酿酒师团队能对旗下

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实施监控把关，以确保

在各个环节，产品的卓越品质与细节。

其创作过程所遵循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与通常的相反，是以对最终的结果来决定开

始的方向：也就是一款不凡的红酒，高贵，

优雅，其名字的完美演绎，以及意大利传统

酿酒杰出的代表。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第一步，显然是挑选最

重要的主角—葡萄。选择的标准近乎苛刻：

在专业农学家的帮助下，识别出最佳的年份

时节与地理位置。

采收葡萄，及其最开始精细的酿造工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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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把关的，并以其结果决定后续精炼阶段

的时间以及方式。

最后一道工序便是产品的形象。其研究也是

基于对卓越追求的主旨，但涉及的并不仅限

与外观样式，因为包装材料的选择也是经过

仔细考核与研究的结果，旨在让每个细节都

呈现出最完美的风雅。

该项目起步于意大利的Romagna省，一开始

便找到了其本土上两个最杰出的典范：Alba-

na—第一款符合D.O.C.G.标准的意大利白酒- 

以及Sangiovese，其最具影响力的顶尖产品

是 Romagna D.O.C.Superiore Riserva。

后来除此之外，陆续加入了那被视为也许是

最权威的（也是最受人追捧的）意大利葡萄

酒巴罗洛（Barolo），以及最近的意大利葡

萄酒界与其并列的另外一尊天王—托斯卡纳

桑娇维塞（Tuscan Sangiovese）。

使该系列完整无缺的是对本土传统葡萄酒业

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是名为Rosso Rubi-

cone I.G.T.红酒品牌，其恰到好处地通过联

姻本土和国际化红酒产业，为品酒者提供一

场别致的感官盛宴。

由于其首批产品取得的成功，现今Tenuta 

del Principe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雄

厚项目，旨在风度自己的产品线，以求能更

加透彻的方式诠释出意大利酿酒文化遗产的

风采。

“E perché meno ammiri la parola
Guarda il calor del sol che si fa vin
Giunto a l’omor che della vite cola!

”(Dante Alighieri, Purgatorio, Canto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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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icone的地理特征标签(I.G.T.)是Roma-

gna:这是一片地域辽阔且多变的地区，更

是一片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土壤。

想要理解为何选择这个名字，我们需要追溯

到过去，回到公元前49年，在这片土地上，

上演了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就在罗马的边界，恰与鲁比科内（Rubico-

ne）河的路线相重合，

抵达到此的朱利叶斯·凯撒决定采取了史

诗性的一步，直接点燃了内战的导火线，

终结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并开启了罗马的

帝国时代。

这一壮举动所取得的的非凡名望，使其被

神话化，而就在这神话与真实之间，一句

著名的经典佳话” Alea iacta est” 是出

自Suetonius的《De vita Caesarum》颂扬

凯撒的句子，随后人们却对于Rubicon的真

正位置众说纷纭。

由于两条河流的发源地几乎位于同一片丘

陵，因此混淆Pisciatello（也称为Urgone）

和菲乌米奇诺（Fiumicino）的路线确实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这些水道穿过平行

的山谷然后流入Gatteo附近的亚得里亚海。

从中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许

多人类和自然活动都加速了两条河流风貌

改变的过程，使得争议的最终答案更加难

以敲定，另外，支持两种可能的历史文献

都以不可思议般的数量大规模涌现。

如果凯撒的壮举成为另一个丰富，一直以来

人们激烈探讨的罗马涅地域之谜，同时，它

也成为了整块区域一个宝贵的象征元素，无

论如何它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人们对于这

片土地充满神秘感与向往的理由。

正因如此RubiconeI.G.T.的命名也自然而

然地成为了这种骄傲的共同世袭遗产的象

征，经过悠悠历史的沉淀，进而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由象征为基础的人民文化，传

统，特别是人民味觉与嗅觉的喜好。

Larone的初心在于它对罗马涅的酿酒传统

崇高敬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升华，不仅

使用创新的葡萄酒酿造技术，而且让它以

一种重要，极为罕见的面貌呈现，那便是

这个别出心裁的命名。

当美酒入杯，其典雅的形象便得到完美地体

现，其独特性为品酒者提供难忘的感官体验。

事实上，Larone的芳香特征得益于四种葡

萄完美和谐的搭配，四者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其中Sangio-

vese（50％）通过融入两种刚烈的葡萄酒

相结合而口感得到增强（Malbo Gentile 

25％，Centesimino 15％）和Syrah的辛香

味的钻入（10％）。

LARONE
Rosso Rubicone IGP

 50% Sangiovese, 25% Malbo Gentile 
15% Centesimino, 10% Syrah

 中壤土

 法国橡木桶陈酿

半甜型

桑娇维塞（Sangiovese）以它出色的

细致口感，完全符合其世界一流红酒

的地位。

Mensale带品酒者领略托斯卡纳传统酿

酒业的风采。

产地在是绵延与比萨（Pisa）与佛罗

伦萨（Firenze）之间的葡萄种植园，

其蕴含了我们对酿酒的热爱，与我们

的项目Tenta del Principe非常相配，

它的加入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产品

线。

第一眼看上去，这款独特的产品就能

以它不凡的细节让你眼前一亮，其中

立刻吸引你眼球的必然是纯手工制作

的封蜡外壳。

一旦美酒入杯，Mensale的光彩就会沁

人心脾，同时绽放出各种出现sangio-

vese的经典水果香、花香及其他各种

香气，最后木制的檀香调钻入，使得

其不过分甜腻。

极致的口感，柔和却又不失酒精的刚

烈，借助丹宁这又一葡萄酒的特色达

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人一种沁人心

脾的清爽。

Mensale这种诱人而带有层次感的感官

体验必定会激发人寻找菜肴作为搭配

的幻想: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肉类，烤小

牛肉，烤乳猪，萨尔维亚珍珠鸡，糖

醋羊羔，抑或是搭配中度陈年的奶酪

或者海鲜类为主的汤类菜肴。

MENSALE
Sangiovese  Rubicone IGP

 100% Sangiovese
 中壤土

 10至12月的橡木桶贮藏

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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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应当以这么简陋的方式喝这

酒，而应该用金杯，以示对它的致

敬！”

据传说，这是皇帝狄奥多西的女儿加

拉普拉西迪亚在前往Tosana（托斯卡

纳）的路途上，品尝了由罗马涅的一

个小村庄的居民端给她一杯用粗糙的

陶器所盛的 Albana（阿尔巴纳）葡萄

酒后，由衷的感叹。甚至连Cesena（

切尔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Bertino-

ro（贝尔蒂诺罗）的名字亦是由此而

来。这款酒非但有承载皇家光环，也

有承载着或许是罗马涅最有名的本土

葡萄的非凡潜力。

这种卓越性与这种葡萄能够保证清爽

度，酒精含量和糖份三者之间微妙的

独特平衡密切相关，有一重要的立法

记录给予了Albana应有的地位，确切

地说，是它的葡萄干酿版本。1987

年，它成为第一个获得权威认可的受

控保证原产地（DOCG）的意大利白葡

萄酒，今天，这一认可同样也适用于

其干，甜和半甜的版本。

对于这一整条坐落于Romagna的生产

线，抱着追求卓越的初心，当然不能

错过对这罗马涅葡萄酒传统的瑰宝致

敬。另外，干版则通过橡木的香气进

一步提升了酒质。

Sintria能在第一眼就打动品酒师，绚

丽深邃的金黄色泽，暗示了其微妙而

复杂的口感。

扑鼻而来的是桃子，杏子和金苹果的

果香，并辅以花卉点缀和轻微的香草

气息。口感浓郁，酒体饱满，柔软，

紧实的酸味，回味无穷，保证了完美

的平衡。

在木材中的酿制所赋予的重要结构使

得Sintria成为较浓郁海鲜菜肴，意大

利烩饭和陈年奶酪（Fossa奶酪）的优

良组合。

SINTRIA
Romagna DOCG Albana Secco

 100% Albana
 中壤土

 小型法国橡木桶酒泥陈酿

干型

作为Romagna（罗马涅）的葡萄之

王，Sangiovese（桑娇维塞）葡萄在

Sereso身上，其质量和芳香层次感方面

得到最完美的体现。

这种高贵的葡萄酒生产过程由从土壤开

始，由技术专家农学家和酿酒师严格的

挑选下，选出最适合种植高品质葡萄的

土壤。只有从原材料开始精挑细选，才

有可能造就珍贵的产品，并最终在品酒

者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过精心控制温度的发酵后，Sereso精

炼过程在钢罐中继续进行约三个月 - 

在此过程中进行乳酸发酵 - 并以在木

质酒缸中变陈的重要步骤结束。这最后

阶段所需的时间，根据收成年份，在3

到4年不等，而且就连对于木材的选择

也一样是专为满足特定需求而精挑细选

出来的，以求升华的酒的最佳特性，给

予它们更具特色和可识别性的芳香。

在品尝的阶段，Sereso一眼看上去就很

有质感，浓郁的红宝石色，在光线的照

射下倒影出迷人的石榴红色。

在嗅觉体验上所带来的是非常典型的水

果芳香：樱桃，黑莓，李子- 欣喜地

演变成宜人的果酱香味，以及柔顺的

香草，甘草，可可和一丝淡淡地皮革气

味。

在舌面上这种宏伟丰富的层次感将再

次涌现，连带着Sereso清爽的活力：酸

味紧实，结实的单宁 - 入口却分外柔

顺。因此说，这是一款总体平衡的酒，

但是稍稍青睐其所谓钢硬的部分。

这一特点与其重要的酒精含量相结合，

使Sereso在瓶中具惊人的久酿潜质。

如同任何一款杰出的葡萄酒，Sereso也

当与同样有分量的菜肴搭配，如多汁的

红肉 - 鹿肉，羊肉 - 或是丰富的传统

主食，如烤千层面或肉酱宽面。

与陈年奶酪也是不可错过的绝佳搭配（

如Fossa di Sogliano奶酪）。

SERESO
Romagna DOC  
Sangiovese Superiore Riserva

 100% Sangiovese
 中壤土

 斯拉沃尼亚和法国橡木桶陈酿

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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