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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自然葡萄

酒”终于在法国得到正式认可。获得许

可的自然葡萄酒将使用“vin method

nature”这一新名称进行营销。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因为

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法国国家产地命名

和质量管理委员会（INAO）曾两次拒

绝为“vins naturel”定义。

由于欧盟法规的规定，“自然葡萄

酒”（natural wine 或 vins naturel”）

一词无法在欧洲使用，因此新定义的类

别将被称为“Vin méthode nature”

（意为“用自然法酿造的葡萄酒”）。获

得许可的酒庄可在酒瓶上使用 Vin

méthode nature的Logo。根据新成

立的自然葡萄酒联盟（Natural Wines

Union）的数据，已经有超过100个品

牌申请这一许可。

在葡萄酒世界中，“自然葡萄酒”最

大的分歧来自二氧化硫。

新规定也不会弥合这一分歧，将有

两种不同的认证类型：一种是不添加二

氧化硫的，另一种是可以添加至多

30ppm的二氧化硫。两种类型将使用

不同的标识。

其他要求还包括：葡萄必须是有机

种植并且手工采摘；仅使用本土酵母发

酵；酿酒过程中不采用“创伤性”技术，

例如反渗透、过滤、快速巴氏灭菌、热浸

渍酿造法……

根据笔者对多位专门从事天然葡

萄酒的生产商、进口商和记者进行的采

访，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会出台这一新

规，不止一个人说没有必要对“自然葡

萄酒”进行定义。

《Pipette》杂志的发行人兼编辑

Rachel Signer表示：“少数大公司肯定

会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使用新标识的

‘自然葡萄酒’在法国各地出售。这对

他们有好处，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能

够抓住天然酿酒的精髓。对我来说，自

然葡萄酒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基于独

特的产地和其背后的从业者，按照‘自

然葡萄酒’新规大批量生产的美乐，并

不如几十年来卢瓦尔河的某个酒农家

族谦卑农作下诞生的小批量葡萄酒那

样出色。好的一方面是，那些在大型商

店购物的人们将有机会支持有机葡萄

栽培，并选择二氧化硫含量较低的葡萄

酒。”

对“自然葡萄酒”进行定义的一个

好处是，它可能会扩大自然葡萄酒爱好

者的孤立世界，这一群体往往并不那样

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

“每当我们与消费者进行品酒时，

他们往往要问的是，如何分辨葡萄酒是

否为自然酒？”进口商Zev Rovine Se-

lections 公司的所有者 Zev Rovine

说。“这很困难，您要么必须了解所有生

产商，要么必须了解所有进口商，但这

很复杂，对消费者而言很难。我喜欢这

种酒，我怎么能找到更多？这些问题很

难回答。从这点来看，自然葡萄酒的定

义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

Tony Coturri在这一流行趋势出

现之前的几年就开始生产无硫葡萄

酒。他说，专注于“自然”可能会降低对

于葡萄酒的注意力，并且担心在这一新

规出台之后，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明

显。

“我的观点是，产区和品种最为重

要，而如何酿造葡萄酒是生产商自己的

事。”Coturri说，“这就是自然葡萄酒面

对的问题。这个过程比风土更重要，比

传统更重要。把如何酿造葡萄酒放在

第一位是对酿酒传统的损害。”

“法国快速推进这一新规，不免有

些让人怀疑，对某一领域进行划分需要

几代人的时间。虽然花费了10年的时

间才推出了这个新的类别，但10年对

于法国的葡萄酒分级算不了什么，现在

定义什么是自然葡萄酒还为时过早。”

Coturri继续说，“我们看到加州有许多

获得有机或生物动力认证的农场放弃

了该认证，他们不需要组织，但有着良

好的声誉。勃艮第的一些酒庄生产自

然葡萄酒已有几十年了，但他们从来不

提。您可以拥有一个经过有机认证和

自然认证的葡萄园，即使失去风土，仍

然可称其为自然。”

进口商Farm Wine Imports的创

始人Keven Clancy说，他非常有兴趣

了解公司进口的酒庄中有多少家会使

用新的认证酒标。

“目前没有人能说出这一认证的法

规效力，这取决于哪些酒庄会参加。最

好的自然葡萄酒生产商可能并不会参

与其中。但是我个人对这一定义表示

欢迎，而那些边缘化的激进分子很可能

会拒绝它。我希望如此，因为我们也需

要这些人的存在。”Keven Clancy说。

Natural wine, is it worth followingNatural wine, is it worth following？？

自然葡萄酒自然葡萄酒，，必要还是噱头必要还是噱头？？

Natural wine has always held itself aloof from the
conventional wine authorities - until now. The
rebel wine category looks like it's going legit after
French authorities granted the first "natural" des-
ignation.
In a move many thought would never happen –
and some think should never happen –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is week agreed to a legal definition
of natural wine.

Ask the average US drinker what the largest spirit
category in the world is and they’d likely say whis-
ky, vodka, or rum. They’d be wrong. The largest
spirit category in the world, by volume, is Chinese
baijiu – and it is largely unknown outside Asia.
In fact, in 2018, more baijiu was consumed in Chi-
na than the collective amount of whiskey, vodka
and rum consumed worldwide, according to IWS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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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询问普通的美国饮酒者，世界

上最大的烈酒类别是什么，他们可能会

说威士忌、伏特加或朗姆酒，但是他们

错了。从数量上讲，世界上最大的烈酒

类别是中国白酒——在亚洲以外几乎

没有人知道。事实上，根据IWSR的数

据，2018年，中国消费的白酒数量已经

超过了全球威士忌、伏特加和朗姆酒的

总消费量。

白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烈酒之

一。按不同的地区，白酒可以用大米、

小米和其他各种谷物酿制，但最优质的

白酒通常是用红高粱制成的。除了家

庭消费外，价格昂贵的陈年老品牌白酒

在中国上层消费群体中也很受欢迎，经

常作为一种体现身份的礼品用于馈

赠。过去，高端白酒被商业和政治团体

广泛用于贿赂，不过中国政府正在严厉

打击这种做法。

白酒能否在美国取得成功？这取

决于许多方面，其中有些积极因素，也

有一些是不利因素。

首先，大的白酒品牌有不少都由政

府控制，负责官员倾向于规避风险，不

愿进行必要的前期投资。随着中国白

酒消费量预计从 2019～2023 年以-

0.6%的复合年增长率下降，白酒行业需

要考虑出口到新市场以刺激整体增

长。其次，美国消费者不熟悉白酒，这

种饮品的口味特征与他们习惯的烈酒

完全不同。传统白酒通常用作随餐饮

用，不太适合调制鸡尾酒。IWSR北美

分析师Chris Budzik指出：“中国白酒

要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需要主要生产

商的大规模战略投入，并需要美国顶级

泛亚餐馆（Pan Asia Restaurant）的推

广和支持。”

Budzik认为，虽然白酒成功进入

美国市场障碍重重，但也不乏机会。“超

高端产品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这不

仅仅是向市场引入新品牌，而且涉及整

个类别的初始投入。”

他建议，可混合的、低酒精度（传统

白酒的酒精度通常高达50%～60%）的

“西方化”版本，可以作为该类别的“敲

门砖”。

“Byejoe”（其英语发音类似于“白

酒”）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品牌，它在这

一战略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品牌白

酒的酒精含量为40%，包括百香果、石

榴等异国风情的水果口味，并且可与其

他饮品混合饮用。该品牌专注于洛杉

矶、旧金山和纽约等中国人聚居大都市

的顶级鸡尾酒吧和高档泛亚餐馆。

该品牌通过调酒师教育其美国顾

客，目前已经拥有了一个熟悉该产品并

持续消费的消费群体。Budzik补充

说：“调酒师是产品成功推向市场的关

键。一方面，他们通过将容易接受的版

本——以白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推荐给

美国消费者，另一方面，他们还帮助顾

客了解传统白酒的消费习惯——包括

从陶瓷器皿中倒出小杯（20毫升）白酒

放到餐桌上，以帮助他们拥抱这种陌生

的酒类。”

根据 IWSR的数据，2019年美国

市场的白酒销量较2018年略有增长。

美 国 的 两 个 领 先 品 牌 ——Ming

River和Vinn占据了该类别的大部分

销量，但预计会有更多品牌进入市场。

IWSR预测，到2024年之前，美国白酒

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为5.2%。但这一

增长率是否足够大到被视为“成功”，取

决于该类别进入美国市场所需的时间。

Can baijiu be successful in the USCan baijiu be successful in the US？？

白酒能否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白酒能否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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