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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GRAND CRU CLASSÉ DU MÉDOC EN 1855

不寻常的方程式

2018，
不寻常的方程式

酒庄在葡萄达到最佳成熟度时采用100%的全人工采摘。
使用容量为25公斤的塑料筐进行盛放和运输，以保证葡萄
颗粒的完整性。葡萄运送到酒庄后会进行两次的筛选：第
一次手工筛选，第二次（从2011年开始）采用最先进的葡萄
光学筛选器精选去梗后的葡萄颗粒，以确保所有进入发酵
程序的葡萄都是完好且成熟的。
2010年酒庄对部分酿酒设备进行了更新。新投入的双层外
壁不锈钢锥形酿酒桶能更有效地控制温度，使酒精发酵前
的低温冷浸成为了可能，从而使葡萄皮的萃取变得更加柔
和、果香更加纯净、颜色更加集中。同时，这些容量不一的
新型酿酒桶，能够让酿造团队更精准地分开葡萄品种和地
块来独立酿造葡萄酒。

一个生于极端天气的年份，
2018年从一开始
就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潮湿与干燥。
地处于
圣朱利安产区最具代表性的砂砾石土壤的
中心位置，
我们的葡萄树懂得如何利用这片
风土的魔力使自己再一次振兴起来！

“这个不寻常的方程式，造就了一个优
雅、复杂度高且平衡的年份。
”

乳酸发酵在橡木桶内进行。
与现代化的酿酒设备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龙博菲在陈酿阶段对传统的坚持 : 每年使用80%全新
的法国橡木桶，进行18-20个月的橡木桶陈酿。多得现代化与
传统工艺的双结合，龙博菲的风土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展现。
虽然冬天和春天都特别的潮湿，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以防止
霜霉病迸发，所幸全年余下的时间葡萄树都得到了好天气
的庇护。夏天炎热且温度平均，秋天天气极好并一直持续
到葡萄采收结束。

2018年可谓名副其实的“极端”的年份，其气象条件使每一
个葡萄品种的成熟度都达到最佳，并让葡萄酒拥有优美的
结构和巨大的香气潜力。
品尝的时候，这个年份以其惊人的集中度和细微的清爽度
之间的完美平衡使人感到惊艳。香气满带浓郁且复杂的黑
果香；入口结构精致，单宁度高的同时口感丝滑。

2018年巨大的陈年潜力使其得以比美那些最伟大的年份，
如1982年，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龙博菲的象征性年份。

关于我们的葡萄酒

狮城庄园（Léoville）的历史可追溯到1638年。在经历过
几次的分裂与继承后，龙博菲酒庄（Château
Léoville
Poyferré）于1840年诞生。之后在著名的1855年葡萄酒评
级中，它被评为二级列级庄。

1920年，库维利耶家族在购入龙博菲酒庄的同时，也买下
了瑞气磨坊酒庄（Château Moulin Riche）。这两个家族
酒庄自19世纪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其葡萄酒表现出圣朱
利安产区的丰富与多样性。

如今，它们也拥有各自的副牌酒：龙博菲凉亭（Pavillon
de Léoville Poyferré）和瑞气磨坊之M（M de Moulin
Riche）。作为龙博菲和瑞气磨坊的补充，这两款副牌酒均
来自较年轻的葡萄树，并且延续了正牌酒那富有果香且细
腻的特色。

总经理：萨拉 · 雷凯-库维利耶

2018年也是龙博菲酒庄展开新一页的重要之年：萨拉 · 雷
凯-库维利耶正式接管其表哥迪迪尔 · 库维利耶对家族酒
庄的管理。如果说迪迪尔为酒庄的重组扩建以及在国际知
名度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对于萨拉来说，今后的使
命便是在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继续最大限度地提
高家族酒庄葡萄酒的质量！

酒庄团队

酒庄所有者：库维利耶家族（la famille CUVELIER）

总经理：
萨拉 · 雷凯-库维利耶
（Sara LECOMPTE CUVELIER）

酿酒师：伊莎贝拉 · 达文（Isabelle DAVIN）

种植总管：布鲁诺 · 克里尼（Bruno CLENET）

酒窖总管：迪迪尔 · 托曼（Didier THOMANN）
酿酒顾问：米歇尔 · 罗兰（Michel ROLLAND）

采收日期

9月20 号 - 10月12号

调配比例

62% Cabernet Sauvignon赤霞珠
33% Merlot梅乐

3% Cabernet Franc 品丽珠
2% Petit Verdot小味多

为更好地履行尊重和保护环境的诺言，龙博菲酒庄在2016年开
始实行波尔多葡萄酒的环境资源管理体系*，并且从2017年份开
始获得了优质环境**第三级的认证。
*环境资源管理系统（Système de Management Environnemental）是
企业的一种管理手段，意旨提高企业对周围环境的正面影响，以达到环境
资源保护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久发展。

**优质环境（Haute Valeur Environnementale）是根据酒庄在不同指
标中的表现，来评价其环境资源管理系统在酒庄的实践情况。第三级是
其中最高的等级

布鲁诺 · 克里尼，
伊莎贝拉 · 达文，
迪迪尔 · 托曼

“Terroir”—— 风土气候

“Terroir”
（风土气候）是法语中独有的概念，它包含了自然
和人文的因素。具体指的是在一个限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
其土壤类型、土壤结构、气候类型、天气以及“人”的知识技术
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每一个“Terroir”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出产于每个“Terroir”的产品都具有它的地理来源和特
征。
“Terroir”
的概念被
“法定产区”
这一理念所保护。

法定产区
(Appellation d’
Origine Contrôlée)

酿造葡萄酒的所有条件，包括其地理区域范围，都被规范化
地用细则记载标明。
这些细则是得到法国国家农务部和欧洲
委员会颁发的法令所认可的。
所有的生产细节都会被监管控
制，包括其地理特点、自然和人文的因素等等。
这所有都是为
了保证消费者购买到的葡萄酒的地理来源和特性。

圣朱利安产区（Saint-Julien）

圣朱利安产区位于梅多克（Médoc）的中心位置，南面是玛
歌产区，北面是波亚克产区。
整个产区拥有910公顷的葡萄田
（占整个梅多克产区的6%）和19个葡萄酒生产商。这里出产
的葡萄酒的质量之高使其中的11个酒庄都在著名的1855葡
萄酒评级体系中被列入列级酒庄。
产区将近85%的葡萄田都
用于酿造列级酒庄的葡萄酒。
因而，圣朱利安是梅多克8个子
产区里拥有列级酒庄比列最高的产区。

媒体评价
JANE ANSON - 简 · 安森
Decanter -《品醇客》杂志

97

Deep, silky, and satiny in texture, you can
practically stroke this in the glass! The round
mouthfeel tells of ripe fruit and generous
alcohol but there's not a trace of heat, and the
balance is gorgeous.Tannins match you step
for step, stopping for breath in all the right
places.They keep the luscious black cherry,
liquorice and dark chocolate all in place.
JEFF LEVE - 杰夫 · 里弗
酒窖情报网站:
www.thewinecellarinsider.com

97-99

Generous with its fruit,
this is a finish you don't want to end. If you are a fan of
Léoville Poyferré, this needs to be in your cellar. If you are
not yet a fan and this style is your thing, one taste is all
you need to get hooked!
JEB DUNNUCK - 杰布 · 丹那克
JEBDUNNUCK网站： jebdunnuck.com

JAMES SUCKLING - 詹姆斯 · 萨克林

97-98 JAMESSUCKLING网站：

www.jamessuckling.com

This is so powerful and dense with amazing
tannin quality that reminds me of dense clouds,
because they are agile and light. Multilayered.
Extremely long, too. Punchy! One of the best wines
I have ever had from here.
JEAN MARC QUARIN - 让马克 · 夸林

18,5 QUARIN网站：quarin.com/fr

这是我在期酒期间给龙博菲酒庄打过最好的分数。
(…) 一入口就能感受到它的细致，而后是它的柔
滑和甜美，(…) 越到后面越能感受到它的多汁，
高雅的单宁和香味。收尾强劲而复杂。(…) 经典
的大年份，非常令人喜欢。

97

SYLVIE TONNAIRE - 塞尔维 · 托纳里
Terre de Vins - 《天地葡萄酒》杂志

这个年份香气强劲，能感受到赤霞珠的无限光芒。这是一
款靠近波亚克产区的圣朱利安产区葡萄酒，然而，伴随着
细腻的丝滑感以及完美的新鲜四溢的果香，又将我们带回
了龙博菲的风格。

96-99

One of the gems in the vintage will be the 2018
Château Léoville Poyferré, which is a powerful, incredibly sexy wine. In the same ballpark as the 2000,
2005, 2009, and 2010, its deep purple color is followed
by a rich, opulent bouquet of sweet black and blue
fruits, tobacco, and graphite.

18,5 LA REVUE DU VIN DE FRANCE
18 《法国葡萄酒评论》杂志

龙博菲拥有饱满的酒体和丰富的果香。集中度高、深
邃又丰满，它有很好的陈酿空间，时间会让它变得
越来越优雅细腻…

前来酒庄发现我们伟大风土后的秘密吧！

龙博菲酒庄全年提供参观及品酒服务。
请直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leoville-poyferre.fr获取详细信息并进行预约。
www.leoville-poyferr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