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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

许多人说和红酒的复杂深刻相比, 白酒过于简单清浅, 不外花香果香,

一喝了然, 似乎少了可以品咂深思的内涵. 我总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轻

视白酒的深度.

霞多丽chardonnay是我偏爱的白酒品种, 也是当下流行品种, 差不多

世界各地的白酒产区都有产, 市场上不难买到澳洲, 纽西兰, 南非, 智

利. 当然欧洲国家里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也都有. 是全球栽种最

广的葡萄品种, 原因无他, 因为它的气候适应力相当强, 酿出的酒往往

非常讨好: 果味清新, 爽口圆润. 年轻时可以清淡宜人, 可口易饮; 陈年

熟成后的, 饱满厚实, 层次多元, 少有其它品种可比. 多年前我尝过一

款1961年的Puilly-Fuissé, 现在都还想得起来那个绝美的梦幻滋味.

可奇怪的是, 过去让我尝到印象深刻的霞多丽白酒几乎都来自法国

布根地的夏布利产区. 也许是我对其他国家的白酒经验不多. 好的霞

多丽其实到处都产, 但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千人一面＂的感觉, 像一

堆塑料模特儿摆一起, 美则美矣, 少了灵气. 夏布利的好酒有一种难言

的神秘深遂, 彷佛有灵魂从旷古的时间甬道深处, 飘乎而来. 不知是因

为当时喝酒的情境教人意乱情迷, 亦或我自己胡思乱想.

虽说夏布利被归为布根地产区, 但是这里离布根地其它红白酒主产

区还有160公里, 以距离而言. 夏布利更接近香槟区. 这或许可以说明,

为何霞多丽也是酿制香槟的主要品种了, 因为气候条件相似, 霞多丽

在这两个地区的表现得比其它地方出色多了. 而更妙的是, 陈年的香

槟, 气泡没有那么猛冲带劲时, 喝起来很有老夏布利的风味. 想来似乎

不无道理.

最近去了一趟夏布利, 虽未必彻底解开这个疑惑, 但也让我恍然了悟

夏布利某部份的神秘暗角.

从巴黎搭火车至布根地小城Auxerre只要一个半小时, 再开车约十来

分钟, 不进夏布利这个小村, 而是直接上村庄附近的葡萄园坡地. 我们

爬上瑟瀚河Le Serein西南山坡上的一级庄园, 眼前展开的就是居民

不到五千人的夏布利村, 以及瑟瀚河对岸的特级庄园.

夏布利在法国众多产酒区中算是很容易辨识等级的，因为仅有四个:

Grand Cru特级, 一级1er Cru, 小夏布利Petit Chablis, 夏布利Chablis.

这个分级也差不多就是价格从上到下的分级, 从一支数百欧元的最

高昂到几欧元的最低价. 以口味来说, 则是从最丰富强劲到最简易清

淡. 特级园仅占夏布利产区的2%,分成七大庄园: (Les Clos, Blanchot,

Valmur, Vaudésir, Les Preuses, Bougros, Grenouille), 特级庄园则一

致朝南或朝西, 拥有最佳的向阳坡面, 至少十年的熟成潜力, 但是往往

可以长达三四十年以上, 越陈越醇.

八月底的葡萄已经果实累累了, 但是果粒仍旧坚硬青涩, 整片碧绿色

的山谷非常怡人. 导游Franck Chretien一面解释夏布利从九世纪至今

长达千年的酿酒史, 到上个世纪整个地区遭受病毒侵袭而必须将葡

萄树全部拔除的辛酸史, 一面将夏布利的分级解释给我听. 忽然他从

口袋里掏出一块马铃薯大小的石块, 不是整颗的, 凹凹凸凸的表面显

然是许多不同石材黏结合成, 搓摩得有点光泽了, 然后说: 其实这才是

夏布利之为夏布利的秘密.

趋近细看, 这确实不是一般石头，而是化石.「这种土质称为

kimmeridgien, 是上侏罗纪时期海底蚌壳牡蛎壳经过几百万年演变

而成的,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山谷以前是海底. Kimmeridgien这个名

字来自英国同名村庄Kimmeridge, 因为过去英国是夏布利的最大出

对我个人来说, 品尝白酒常常比红酒难一些.

远古海洋的灵魂 - 夏布利
Chablis

撰文：HSIEH Chung-Tao



2013 生活玩家60

口国, 但也因为这个英国村庄地下有这种少见的牡蛎

化石层.」Franck说道.

牡蛎化石土层非常罕见, 正是这个奇特的土层, 让葡

萄树根, 尤其是三十年以上的老藤, 深入地下数(甚至

数十)公尺汲取土质内的特殊矿物质, 藉由葡萄树的

生长融合, 远古海底的滋味化成养分, 潜入熟成的霞

多丽葡萄里, 再重现于酿成的葡萄酒中. 夏布利被认

为非常适合生蚝, 尤其是特级酒. 就是因为这里的土

地含有丰富的海底蚌壳牡蛎化石带出矿石与海洋气

息, 远古沧海桑田的记忆透过几滴酒汁, 和现代海洋

养捞出来的生蚝暗通款曲, 所以格外诱人.

随后我去参观夏布利产区历史最久的酒庄, 已经传到

第十三代的Château Daniel-Etienne Defaix.这个年

产量仅17万瓶的小酒庄除了历史以外, 最特别的地方

是其一级和特级庄园的酒, 绝不在年轻的时候释出,

总是将酒熟成到适饮的时期才放到市场上. 当其它酒

庄已经把2008上市时, 酒庄Château Daniel-Etienne

Defaix才释出一级庄园2000, 2001这两个年份, 特级

庄园则是2003和2004.

我们先从2007年村庄级的夏布利尝起, 色泽黄中带

绿是夏布利白酒的特色, 果香清新, 尾韵有蜜桃蜂蜜

的圆润, 非常均衡. 接着是一级酒庄Les Lys 1er Cru

2001, 这款已经熟成9年的白酒味道非常清澈干净,

香味丰富, 显然还可再等个五至十年的熟成. 接着是

两款2000年的一级酒庄Côte de Léchets和Vaillon.

前者花香浓郁细致, 矿石味较不明显; 后者结实, 矿石

强悍, 带有不少薄荷香梨的气息, 非常有个性.

Château Daniel-Etienne Defaix整体风格清瘦而严

谨, 不走时下流行的甘美圆熟, 很有不媚俗, 不妥协的

傲骨之气. 庄主Daniel是个高大壮硕, 相当健谈人, 说

起关于它的酒的事迹滔滔不绝. 他相当得意英国所有

的米其林三星餐厅都有他的酒, 也很自豪自己是前俄

国总统普亭邀请的私宅宾客之一, 因为普亭也是

Château Daniel-Etienne Defaix的酒迷. 谈话中,

Daniel认为夏布利白酒是最适合亚洲料理的, 除了韩

国菜以外. 我不是那么确定, 但是烤鸭, 广式点心, 精

巧的上海本帮菜... 确实很多中国菜肯定可以合得来.

葡萄酒界里除了香槟这个名称最被抄袭以外, 排行第

二的要算Chablis这个名称了. 十九世纪对产地名称

的保护还没有今日这么严谨时, 许多地方为了搭夏布

利名气的顺风车, 一些美国澳洲的白酒都挂名夏布利

之名卖酒, 法国夏布利葡萄酒协会努力了许多年, 虽

然有点成效, 也还是没有争取到完全的产地名称保护

权, 不时还是可以看到美国或是其它国家的夏布利.

然而我相信自然是无法模仿的.我们往往说一瓶酒是

该年的土地/气候/人文/葡萄的纪录, 葡萄品种只是

其中一个因素, 霞多丽也许适应气候能力的很强, 可

以遍植各地, 但是土地的特质是无法被复制抄袭的.

离开夏布利时, 我买了一支83年的1er Cru Vaillon带

回家. 这支已经熟成近三个世纪的酒现摆在我的储酒

箱里, 我望着它心想: 三十年的光阴对数百万年的海

底化石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可是现代人能尝到这么久

远时间基因组合的东西也真是奇迹.这些年来我偏爱

夏布利白酒的解释或许就在那一块奇妙神秘的远古

海洋化石上, 由一块块沉积硬化的牡蛎贝壳幻化成的

灵魂里.

当然, 也或许又只是我个人的胡思乱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