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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和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
萨克产区葡萄酒/通过对风土和质
量的共识/而联结在一起。他们的艺
术/蕴集了/那些乐于品鉴的人们。
这是一个美妙的结合。普洱市、利布
尔纳市以及圣埃美隆-波美侯-弗
龙萨克产区葡萄酒/共同庆祝,分享
荣耀。



普洱茶是中国的历史悠久的一种名茶,主
要产于中国云南省的普洱、西双版纳、临
沧等地区,其中包括历史上经自然发酵而
成的普洱茶(存放也是一种加工方式),也包
括现今人工发酵和自然发酵的普洱茶。
普洱茶具有降低血脂、减肥、抑菌助消
化、暖胃、生津、止渴、醒酒解毒等多种
功效。可清胃生津、消食化痰、解酒解
毒、利尿散寒,止咳化痰、降低血脂胆固
醇。因其对身体机能有益,普洱茶在中医
里被列为药用。

普洱茶(生茶)是以符合普
洱茶产地环境条件下生长
的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为
原料,经杀青、揉捻、日光干
燥、蒸压成型等工艺制成
的茶包括散茶及紧压茶。其
品质 特 征 为 : 外 形 色 泽 墨
绿、香气清纯持久、滋味浓
厚回甘、汤色绿黄清亮、叶
底肥厚黄绿。生茶是新制茶
叶以自然的方式陈放,未经
过渥堆发酵处理。生茶茶性
较烈,刺激。生茶储藏时间
越久香味越醇厚。
普洱茶(熟茶)是以符合普洱
茶产地环境条件的云南大
叶种晒青茶为原料,采用渥

堆发酵(人为加水衡温促进
菌类繁殖,加速茶叶熟化去
除生茶苦涩以达到入口纯
和汤色红浓之独特品性)加
工形成的散茶和紧压茶。其
品质特征为:汤色红浓明亮,
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
甘,叶底红褐均匀。熟茶经
过渥堆发酵使茶性趋向温
和,更适合日常饮用。熟茶
的香味会随着陈化的时间
而变得越来越柔顺,浓郁。
普洱茶可以在散装的状态
下进行发酵,还可以加工成
饼茶、瓶茶、沱茶或者砖
茶进行发酵。熟化是生茶必
须经历的加工过程。

普洱茶,与众不同



作为一种收藏品
普 洱 茶 是 上 苍 恩 赐 给
人们的天然饮品。普洱
茶 与 其 他 茶 类 最 大 的
不同,就是可以长期保
存,越陈越香,被人们誉
为“ 可以喝的古董”。“ 越
陈越香”是普洱茶陈化
过程的形象化描述,是
普洱茶整体架构中的一
个链条。陈香,是一种无
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
它不仅仅属于嗅觉,而
是 更 多 地 属 于 心 灵 。
品质高低,环境差异,时
间长短,造就了滋味与
韵味的独特。也许这世
界上,找不到拥有相同
陈香的普洱茶,就像树
上长不出同样的两片树

叶一样。即使是同一片
普洱,千变万化的水性,
也会使品茗者品出不同
的滋味,这是普洱茶的
力量,因为它见证了时
光的变幻。云南的普洱
茶人描述普洱茶的发酵
过程是爷爷做的茶孙子
喝。正因为如此,几年来
普洱茶深受人们的喜爱
和追捧。普洱茶的品质
与茶叶中的主要化学成
分茶多酚、氨基酸、可
溶 性 糖 等 密 切 相 关 。
普洱茶的贮藏过程实质
就是茶叶中化学物质的
缓慢氧化过程。普洱茶
经一定时间存放后,汤
色由生普原来的黄绿或
橙黄向红浓明亮逐渐过

渡,滋味出现醇和、滑
爽的感觉。由于茶多酚
氧化酯性茶素减少,可
溶性糖增多,收敛性降
低,苦涩味消除,甜味增
加,呈现出特殊的陈香,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传奇发现
在中国,关于茶的起源,
有很多传奇故事。其中
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和神
农氏有关,他是以医术
和博识植物而著称的三
皇之一,是中国的“ 农耕
之父”。传说他长着一个
透明的肚子,可以看到
各种植物对五脏六腑的
不同作用。他因此得以
识 别 森 林 中 的 各 种 植

物,还标注出这些植物
对身体的各种功效。有
一次他在一棵树下昏昏
欲睡,一阵风吹来,几片
树叶随风飘落,正好落
入他烧的开水中。醒来
的时候,神农氏发现水
的颜色有了变化,还闻
到一股香味。神农氏决
定品尝一下味道,从而
发现了这种醇香且有益
身体的饮品。这就是茶
及其功效被神农氏发现
的过程。



利布尔纳市

利布尔纳城建于1270年,位于伊尔河与多尔多涅
河交汇处,是13世纪英国的港口城堡。它的兴盛主
要和葡萄酒贸易有关,同时这里的木材和盐的交易
也很发达。它是当时拉卡里地区的中心城市,拉卡
里地区就处于于今天新阿基坦大区的这块中心区
域。这里地理位置优越,众多的名酒庄近在咫尺,到
大都市波尔多半小时车程,到大西洋开车1小时,离
它最近的滑雪道也只需2小时。去首都巴黎,在利布
尔纳可以乘坐高速列车直达,每天有4个车次。

一个旅游胜地
利布尔纳与时俱进。这座城市
和它的观光客、居民们一起发
展着、革新着,散发出自己独特
的魅力。位于新阿基坦大区的
中心地带,利布尔纳已着手于
规划和实施2025利布尔纳的
城市计划----汇合之城。这项
城市调整计划目的在于改善居
民生活质量和增强城市中心的
商业活力。河岸和河堤计划将
使城市焕然一新,同时也是建
立一条与自然结合的纽带。
这里将成为法国最美的城市枢
纽地之一,从而带来越来越多
的旅游热潮。利布尔纳-圣埃美
隆港不断完善着它的城市规划
以便接纳更多的观光者和旅行
者:首先投资了两个重要的浮

码头,之后还会有一系列休闲
设施的建立。利布尔纳-圣埃美
隆港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公共经
济的发展中。



菲利普·布伊松,利布尔纳市长、利布尔纳公共服务机构主席

利布尔纳-普洱市-圣埃美隆 -
波美侯-弗龙萨克的这次合作,
链接着两种文化,象征着高品
质的生活和真正意义的品鉴
之美。这两座城市的伙伴关系,
加上中国人对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酒的认
识度,都为这一地区对亚洲游客
的友好好客加分。利布尔纳向
着全世界敞开了它的大门,利布
尔纳-圣埃美隆港和利布尔纳
旅游局协助着利布尔纳市着眼
于建立专业和高品质的旅游体
系。利布尔纳希望通过在普洱
国家博物馆空间展示的机会,向

亚洲展示自己。这次合作是现
代和传统文化的交流。利布尔
纳,建筑和国家遗产的宝库,是
一座魅力之城,同时有着肩负着
能够无障碍接纳5万人规模的
城市措施:法国一些大型企业总
部也在此地(诗华、法亚......)。
城市中心有大概300家商户,每
周有三次大区内规模最大的集
市。利布尔纳不仅位于新阿基
坦大区的中心地带,而且也是该
地区的医疗健康中心。市内医
院是继波尔多CHU医院之后
阿基坦大区最大的中心医院。

利布尔纳 

25000 以上的居民

到波尔多20分钟 

400家机构

市中心300家商户 

2017年可实现每日四次巴黎-波尔多高铁往返

每年多于24000人次旅游

每年有6个轮船公司的船只进出港往来

1/3的土地被葡萄园覆盖

利布尔纳公共服务机构
2017年1月1日年成立

包括46个行政区

88700居民

面积561平方公里

每年有一百万的葡萄酒观光客参观：28000名工作人员

两个合作办公空间



位于法国的西南部、波尔多东北部40公
里,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地区犹若
一块天然风土的美丽调色板,在10个知名
法定产区上延展开来。在这里,土壤不可思
议地适合了葡萄的生长,为全世界带来闻
名遐迩的顶级葡萄酒。在这里,从中世纪开
始,葡萄酒就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传统。

一点历史
从公元前1世纪,伴随着罗
马人的殖民统治和国王的
垮台,首先是修道士开始发
展葡萄种植,并且带来圣埃
美隆城市的昌盛。在1152
年 , 波 尔 多 公 爵 之 女 埃 丽
诺·阿基坦(Aliénor d’Aquitaine)
与 英 格 兰 国 王 亨 利 二 世
(Henri Plantagenet)联姻导致法
国的西南部成为英国的领
土。从此,葡萄酒的海外贸
易兴盛起来,那时的法定授
权管理机构是圣埃美隆骑
士会(Jurade de Saint-Emilion)。
在经历历年的战乱后,欧洲
的北部从来没有停止增加

他们的订单和贸易,葡萄种
植面积双倍增加。19世纪
末,根瘤蚜病乱虐行,这种病
毁坏了法国的大部分葡萄
园。该地区于是在1884年
成立了圣埃美隆葡萄酒工
会——法国第一个葡萄酒
工会,继而1900年,波美侯
葡萄酒工会也成立。经过数
千年的发展,当地的葡萄种
植者不断壮大成熟,并最终
治理了长期的病患危机。
如今,这一段与长期自然疾
病做斗争的举措被视为葡
萄种植者们保护环境的一
种坚持。

天然遗产无价宝库



规模小 家族化
小而家族化,这两个词是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种植户的典型风
貌。葡萄种植户们祖辈居住在葡萄园,他们
对当地环境和葡萄的了解是在常年的葡
萄种植中积累的,他们知道如何去应变天
气、光照变化,知道什么是最利于保证葡萄
质量和成熟度的。
在酒窖中,最现代化的酿酒和发酵设备结
合了最传统的橡木桶酿造理念。圣埃美
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酒是三种
葡萄品种混酿的:美乐、品丽珠、赤霞珠。
其中的比例遵循不同风土、产区和酿造者
的经验而各有不同。平均80%的占有率,
美乐在混酿过程中往往占有最大比例。
这样酿造的葡萄酒酒体有红宝石的光泽,
香气优雅复杂而不失柔软和圆润,口感极
为柔滑。首先是风土造就了每瓶葡萄酒的
主要特性。在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
产区,这里聚集了起伏多变的地形,时而平
原,时而山谷,给葡萄带来一种非常有利的
微气候和地理的明显多样化。柔和的冬天

总是比较干燥。夏天炎热,秋天漫长且温度
适宜,这样的气候使葡萄晚熟,并且有利于
花香味浓郁。土壤给葡萄酒带来丰满和复
杂的气质。石灰石、黏土、砾石、沙土等多
种不同的土壤形成了永远不同而独特的
组合,有时只是在一片葡萄园就能感受到
这种多样组合的微妙。

亚洲(中国和香港)

15 % 
产量

22 % 
产值

4百20
万 瓶葡萄酒出口

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

12 278 
公顷

1560 
个葡萄种植者

每年7千4
百万瓶葡萄

酒出产

每年有2千8
百万瓶葡萄

酒出口
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葡
萄酒行业协会主席Jean-François 
GALHAUD先生

中国和香港占据着圣埃美
隆-波美侯-弗龙萨克葡萄
酒出口额首位和出口量次
位的重要位置。对我们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对我们的葡萄酒、我
们的文化和历史越来越感兴
趣。有些中国人已经在我们
的产区购置酒庄。通过圣埃
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葡
萄酒的展览,我们又在两种
文明之间建立了联系。超出
简单意义的商业贸易,这是
一段如出一辙的历史,在我
们的酒和普洱的茶之间,有
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10个原产地标识
 圣埃美隆 

特级圣埃美隆
蒙塔涅圣埃美隆
吕萨克圣埃美隆
普瑟冈圣埃美隆
圣乔治圣埃美隆

波美侯 
拉朗德波美侯

弗龙萨克 
卡农弗朗萨克



相距9000公里的两座城市,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产区中心的利布尔纳市与普
洱市,于2012年10月30日签署协议,围绕他
们独特的葡萄酒文化和茶文化,展开文化
与经济交流。两座城市不仅为自己的历史
遗产倍感骄傲,更强调这两种产品的风土
与悠久的历史传承,强调这两种文化之间
众多的相似与相通。

文化认同
如果你试着去了解,事实就
会让你很吃惊。在这两个世
界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处
和共同点,这些联系互相交
织而相通。发现相同点的
第一阶段是在种植的层面:
风土的重要性,植物与土地
和气候之间的匹配,气候对
于年份的影响,采摘时间等
等。还有筛选、发酵,在品尝
之前的种种陈储醇化。在8
世纪时,陆羽就在《茶经》
中描述在品茶和分享的重
要性,他还特别提到了茶具
的选择。此外还有众多的相
似之处:适量饮用葡萄酒或

茶都对身体有益,两种饮品
都有众多的抗氧化作用,两
地都有醉人的风景且都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在参观这个展览的
过程中,你可以发现太多的
相同之处。

一次特别的相遇



交叉品尝 
4年来,普洱市、利布尔纳
市和圣埃美隆-波美侯-
弗龙萨克产区已经组织
了很多交流活动。在友
好城市协议签署的2周之
后,普洱市的一个代表团
就来到了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产区的葡萄
园。团员们参观了多个葡
萄酒庄,还品尝了多款产
区的葡萄酒。几个月之后,
各式各样的普洱茶就来
到利布尔纳进行展示:不
同的品种,各种年份,热闹
的庆典和美丽的传统服
饰等等。在友好城市的核
心地带向大众介绍自己
的知识和文化。
2 0 1 3 年 6 月 , 中 国 柏 联

集团的拥有者和多位葡
萄酒专业人士一起参加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品尝
会 。在 传 统 茶 艺 表 演 之
后,30年、50年和百年的
普洱茶和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的名酒摆放
在一起，供大家品尝。
在2015年,利布尔纳市在
第一届利布尔纳葡萄酒
节就宣传了普洱市。一个
普洱茶展区让大众有机
会品尝特产,而由白马酒
庄的经理皮埃尔·勒顿先
生(PierreLurton)和茶道专
家莉迪亚·古驰女士(Ly-
diaGauthier)主持的大师班
交流活动则向观众展示
了这两种饮品之间的相

同之处。这些高水平的讲
解被录制下来,并被编辑
成以葡萄酒和茶为主题
的3段视频节目。在2016
年5月香港的葡萄酒烈酒
博览会上,有250位专业
人士参加了大师班,并品
尝了来自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的6款葡萄
酒和2种普洱茶。这种形
式受到参加者的热烈欢
迎,接下来,在12月份的北
京、上海、深圳和普洱市
的圣埃美隆-波美侯-弗
龙萨克的葡萄酒巡展宣
讲会上,我们还会采取这
种交流形式。

品鉴的艺术

无论是茶还是葡萄酒,品鉴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而且已经升华成一种仪式。首先是准
备工作:葡萄酒需要倒入醒酒器里,而茶则
需要清洗和浸泡,以接触空气,把饮品从沉
睡中唤醒。容器的选择也是非常有讲究,无
论是茶杯还是玻璃酒杯,都能在最大限度
上呈现饮品的香气。好品质的普洱茶更像
名酒,特别适合陈储,醇香的味道要等上几
年才能品尝到。最后,当你手持茶杯或酒杯
的时候,品味的方式也是一样:观其色泽,一
而再,再而三地嗅其重重香味,最后轻啜口
中,充分感受其多样的韵味。



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的葡萄
酒被安置在普洱市博物馆的主展厅,来展
现它们与普洱茶文化的特殊联系。在云南
的中心地区,在千年古茶树围绕的地方,这
些来自波尔多右岸的10大产区葡萄酒将
展示它们的特色、传统和技艺。2016年12
月9日,展览将在众多中法知名人士的见证
之下开幕,呈现普洱市与利布尔纳市,以及
与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
酒的深层关联。

18个月,是这场“当葡萄酒
文化遇到茶文化”展览的策
展周期。展馆的主展厅将
被重新设计,以展现圣埃美
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
的葡萄酒的6大主题。

丰富的布局
首先展示的是葡萄生长的
各个阶段。从展览开始,观
众就可以了解两种植物的
类似之处,以及品种与风土
搭配的重要性。葡萄酒的酿
制与陈年展示单元将向观
众解释发酵过程,在橡木桶
中陈年以及勾兑工艺。装瓶
展示单元将展出各种不同

的容器、酒标,还有软木塞
制造过程。无论是茶还是葡
萄酒,展览中最需要特别处
理的环节就是品尝的艺术,
在这一单元将充分展示分
享和欢庆。介绍葡萄酒怎么
可以绕过其是悠久传统的
捍卫者?在第5个单元,我
们将逐渐揭开葡萄酒相关
仪式、以及4个葡萄酒社团
的服装以及配饰。            
最后,在波尔多葡萄酒博物
馆的全息模型旁,通过人与
大自然、酒窖以及我们地区
极具标志性景观的互动,来
结束展览。众多的互动模块
和多重全息模型让展览更

展览



加丰富多彩:视频展示
区、木桶作坊、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的 世 遗 专 题
等等。这是一场让观众
穿越时空的旅行,他们
可 以 通 过 这 场 发 现 之
旅,感受圣埃美隆-波美
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
酒的灵魂,感受葡萄酒
与普洱茶之间的相通。

众多的藏品
为了布展,我们问遍了
葡萄农、箍桶匠、装瓶
工人、收藏家......我们
一共收集到300多件器
物。其中最大的是一吨
多重的老压榨机。收集
好之后,其中的一些器
物还需要经过修理才能

恢复原貌。所有的一切
都经过测量、称重、标
记,有些还要烟熏,经过
包装之后,用船运送到
中国。在今年的10月中
旬,经过两个月的旅行,
集装箱才最终来到普洱
市博物馆。

展览项目的特点
为了做出展览的视觉设
计,保证展览的整体协
调一致,设计师佛里德
里克·奥格雷(Frédérique 
Augry)曾做过非常深入
的研究。展览的徽标是
一颗根系发达的大树，
茶树叶和葡萄叶共生在
一颗树上:象征着两种
文化根深蒂固的联合。

展 览 中 还 使 用 了 近 百
张照片、画面和插图。
所有使用的文字也都经
过普洱市的政府部门的
确认。
从始至终,所有的细节
都 经 过 深 思 熟 虑 以 保
证展览布局的顺畅、舒
适以及内容的睿智、有
趣。普洱茶文化和圣埃
美隆-波美侯-弗龙萨
克的葡萄酒文化在展览
中得以兼顾。



当“葡萄酒”
对话“茶”
让 我 们 看 一 眼 《茶 酒
论》,王敷在一千多年前
写下的文字。你就知道,

这两种饮品的相似之处远不止是一种农业
背景下的两种产物！

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讲述,这是几
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人类奇迹。以至于我们
要谈及的这些风土都已经是“世界人类遗
产”。

一个在走向世界人类世界
遗产过程中,就是普洱景迈
山古茶园。在2013年1月29
日,它被提议作为“人文景
观”列入人类世界遗产。
目前,它已经出现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申报的预备名单中。另一个
已经完成了旅程,这就是圣
埃美隆法定产区。1999年,
它作为“人文景观”被列入世
界人类遗产,这也是第一个
位列世界人类遗产的葡萄
园。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种
突出的普遍价值(V.U.E.)。
那么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

么?我们谈论的其实是穿越
时光,留存在森林间的那些
茶树构成的独特景观!我们
谈论的还有那葡萄构成的
海洋、民居建筑或者葡萄庄
园;我们谈论的还有一种无
形的风景,这种风景把我们
带入葡萄酒或者茶的精髓,
带入它们生命力的永恒:人
类通过耕耘一块土地,使其
生机勃勃。无论是在景迈山
上世界上最大的古茶园中,
或是在圣埃美隆法定产区
的葡萄田里,我们传承的是
一种传统,一种技艺,直到有
一天,它转化成一种用来分
享的生活艺术。

卡特琳娜·阿尔托(CATHERINE ARTEAU)的观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遗产-圣埃美隆法定产区”管理主任



谜 设计与解决方案

“当茶文化遇到葡萄酒文明”的
展览设计被委托给波尔多的谜
(rébus)设计事务所的佛里德里
克·奥格雷(Frédérique Augry)
。拥有出众的分析能力、艺术品
位和敏感度，佛里德里克·奥
格雷(Frédérique Augry)设计
出整个展览。期间他保持与圣埃
美隆葡萄酒行业协会的密切交
流。目标就是能够创造一个既有
内涵,又吸引人的展示空间。佛
里德里克·奥格雷(Frédérique 
Augry)同时也是专业的设计师,
他还为项目设计了主视觉。

“ 在 世 界 的 另 一 端 设 计 一 座
300平米的空间,来讲述两种
古老文化的会面......对于创意
者来讲这既是梦寐以求,也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首先想
到的是设计一个非常容易安装
的、素色且优雅的舞台装置:深
黑的背景,能够突出展品,并让
观众在其中沉浸。然后通过巨
幅的照片和简短的文字来讲述
茶与葡萄酒难以置信的平行
故事。感谢中法双方团队的努
力，我们完成了漂亮的展示,
同时也完成了一次美妙的人类
奇遇。”

我们在此感谢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文体办公室
普洱博物馆

普洱市和利布尔纳市
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酒

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
格雷奇安纳基金
那些对这次展览

鼎力支持的酒庄和慷慨的捐赠者们



联系方式 

圣埃美隆-波美侯-弗龙萨克产区葡萄酒联合工会

弗兰克·比纳德 (Franck BINARD) 总经理 
franck.binard@vins-saint-emilion.com

0033 686 679 513

艾米莉·菏娜尔 (Emilie RENARD) 公关部负责人

emilie.renard@vins-saint-emilion.com
0033 615 333 382

利布尔纳市市政府

约瑟芬·德芙哈 (Joséphine DELPEYRAT)
公关部经理

jdelpeyrat@mairie-libourne.fr
0033 557 553 307

普洱市博物馆
车海兰

普洱市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1026575922@qq.com

+86 186 0879 7962

如需下载展览的宣传资料，点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