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know I was also accused of liking wines that were over-oaked, but if
this allegation is examined, it’s one of the great falsehoods of my career."

About "Parkerisation"

关于“帕克化”

大部分对于帕克的批评都是狭隘和片面的，

他强烈反对“帕克化”意味着美学上的“标准化”，

或者“帕克味蕾”意味着酒体过于丰满、成熟度高

的橡木桶葡萄酒。

“我认为，葡萄酒应该具有个性，但要尽可能地

自然反映出其产地。毫无疑问，我最喜欢的葡萄酒

是浓郁、凝练、经典和适合陈年的葡萄酒，但我认为

从没看到任何葡萄酒评论家基于其紧涩、高酸和草

本味而给予一款酒很高的评价。”帕克表示。

帕克远非常被人称为的“皇帝”或“口味独裁

者”，而是一位直率、阳光、通达的人，他在Twitter

上称自己为“生活享乐主义者”，他拥有广泛的口

味，惊人的鉴赏力和敏锐度，他对葡萄酒和食品的

记忆库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凭借巨大的努力，

成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即他自称的“一个未经过

滤的葡萄酒作者”。他聪明异常，朴实无华，并且

勇敢无畏。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惊人的

成功是“基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到来之前这一

段时间，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渴

望拥抱欧洲生活方式和葡萄酒消费一样。”

1978年，帕克时事通讯的出现，标志着“葡萄

酒评论”的诞生以及与“葡萄酒写作”的区别：对

葡萄酒严格而透彻的注释，带有一系列描述和典

故，一些历史背景以及在适当时与其他葡萄酒和

其他年份的比较。尽管与文学不沾边，但他对于

这些葡萄酒品质的记录水平以及其传递的热情、

诚恳和真实感仍然无可匹敌。英国最成功的精

品 葡 萄 酒 公 司 Farr Vintners 的 Stephen

Browett表示：“他是第一个向赌徒提供他们真

正想要的东西的评论家。他对于为什么好于另

一个年份或另一个酒庄，给出了有力、清楚和精

确的评判。他的分数非常精确和合乎逻辑，并成

为人们尊崇的福音。”

他对于特写、描绘和背景信息这类“葡萄酒

写作”形式从不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与之

前和之后的许多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帕克的作

品非常朴实，并且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

因此，他能够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表达，并且始

终如此。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

讯，请关注华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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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never literary, his standard of note- taking remains unrivaled for
these qualities – and for its communicable enthusiasm, its sense of sincer-
ity and authenticity, and its sheer gusto.

About note-taking

关于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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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wned wine critic Robert M. Parker Jr has been announced as the new
member of the Decanter Hall of Fame for 2020.
"No one individual before or since has changed the world of wine as dra-
matically, or as beneficially, as Robert M. Parker Jr." writes Andrew Jef-
ford.

WhyRobertParkerGetsDecanterHall ofFameAward in 2020

帕克为何入选“醇鉴名人堂”
本报记者 徐菲远 译自Decanter

Robert Parker is the only rock star the wine world has ever produced. He
not only expanded that circle of enthusiasm colossally, but he altered and
lifted the aesthetic parameters of what was possible in every wine-produc-
ing region around the world.

About influence

关于影响

罗伯特·帕克是葡萄酒界有史以来唯一的

“摇滚明星”。他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

物，无论葡萄酒商、爱好者还是极客、书呆子，

都对这个名字有着不可抗拒的共鸣。他不仅

极大地扩大了葡萄酒的“兴奋圈”，而且改变和

提升了世界上每个葡萄酒产区可能出现的美

学参数。在某些产区，他直接做到了这一点，

特别是在波尔多、加州和罗纳河谷，而在其他

产区，他间接地做到了激发了人们对精品葡萄

酒兴趣。

他极富感染力的热情（以及那些著名的RP

分数）是一种“等离子喷射”，无论到达何处，都会

激发人们对葡萄酒的兴趣。他的评判能力、工作

效率和成就之和令人印象深刻，在此之前和之

后，任何人都无法比拟，再没有另一个人像帕克

那样显著或有益地改变了葡萄酒的世界。他使

品酒、喝酒和收藏葡萄酒成为全世界许多人的理

想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

近 日 ，著 名 葡 萄 酒 评 论 家 罗 伯 特·帕 克

（Robert M.Parker Jr）被英国著名葡萄酒杂志《醇

鉴》（Decanter）宣布入选 2020 年度“醇鉴名人堂

（Decanter Hall of Fame）”。

帕克是“醇鉴名人堂的第37位获奖者，更准

确地说，是第39位，因为1985年和2014年，该奖

项均由两名获奖者共同分享。但帕克无疑是最

受争议的一位。

帕克在1978年正式创立了《葡萄酒倡导家》

(Wine Advocate)，创建了简单明了的葡萄酒评分

系统（100分制）。多年来，他的点评及评分就如

同指挥棒一般，引领着葡萄酒市场的需求走向，

甚至决定着一款酒乃至一个酒庄的兴衰。帕克

的巨大光芒，正是来源于他长期以来以个人品格

作背书而成就的最具权威性的酒评。

既然帕克永久悬挂了他的品酒杯，而《葡萄

酒倡导者家》则落在米其林的投资组合中，人们

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Decanter选择在这一刻来表

彰他的成就。从 Decanter 记者 Andrew Jefford 的

这篇深度专访文章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I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20- point system, because it didn’t give me
enough latitude, and the 20-point system as formula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just takes points off for faults and defects, and I just
didn’t like that kind of system."

About scale

关于评分

帕克还开始为葡萄酒建立了100分制，拒绝

了当时更为普遍的20分制。100分制在当今的

葡萄酒行业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包括Decanter。

他说：“我对20分制不满意，因为它给我的自

由度不足，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制定的20分制

只是按缺点和缺陷来减分，我不喜欢这种系统。

我觉得对葡萄酒的评价既要分析又要享受，我更

倾向于享受。这是一种愉悦的饮品，我们永远不

要忘记这一点。”帕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成功、一

致且系统地使用了分数，把它们变成葡萄酒质量

的通用缩写，尽管他始终强调笔记比分数更重

要。

经过10年的评酒生涯，帕克的影响力在塑造

和影响市场方面已经独一无二。

He says he has no plans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y."It would be somewhat
of a vanity project. Also, I’m not sure younger generations have any inter-
est in the journey I took in the wine world."

About retirement

关于退休

帕克完全退出了葡萄酒品评。“因为我的身

体坏了。在2013年，我的脊柱融合术失败，还经

历了髋关节置换术和多次膝盖手术。此外，在将

近40年之后，我真的做不了什么，因此鉴于我的

身体健康状况下降，便做出了退休和出售《葡萄

酒倡导家》的决定。”

他说他并没有写自传的计划。“这有些虚荣

的意味。另外，我不确定年轻一代对我的葡萄酒

旅程是否会有兴趣。”他说，他的思维能力仍然

“非常敏锐”，但是“没有计划写那本书”。

帕克退休后，葡萄酒爱好者和读者们非常想

念他在葡萄酒界的存在、拥戴以及毫无遮掩的直

率和直言不讳。在他之后，太多的葡萄酒写作是

恭敬和谨慎的，虽然热情洋溢，但似乎缺乏活力

和锋芒。

“我为我所倡导的默默无闻的葡萄酒产区而

感到自豪，特别是南罗纳河谷、阿尔萨斯、俄勒冈

州（当然现在已经非常流行和出名）、加州中央海

岸、里奥哈以外的西班牙产区，例如杜罗河岸

（Ribero del Duero）、普里奥拉托（Priorat）、意

大利中部和南部以及西西里岛的葡萄酒。”帕克

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处于某种劣势，没有受过

正规的葡萄酒教育，而是作为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来从事葡萄酒写作的。我居住在马里兰州农村

的棚屋中，而不像大多数葡萄酒作家那样于居住

在伦敦、巴黎等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