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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和劳拉.卡帝娜博士 -唐麦卡林 摄

我的曾祖父尼古拉.沙巴达是个梦想家和冒险家。为了寻找新的机会，他于1898年离开意大利到

了阿根廷门多萨连绵起伏的山丘，当时他就知道找到了应许之地。1902年，他实现了梦想，终

于在此地种植了第一个马尔贝克葡萄园并建立了传承四代的家族酒庄。

在我父亲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的领导下，酒庄经历了第一次革命。他在80年代早期受纳帕葡

萄酒厂的启发，回到阿根廷决心酿造能够胜过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赤霞珠和霞多丽。因此我父亲将

注意力转向葡萄园管理和酿酒技术，改变了阿根廷葡萄酒的路线。他的热情和大胆的愿景实现了

1997年的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葡萄酒，这是一款赤霞珠与马尔贝克混酿。此款酒在世界各地

的盲品中获得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之称。

我的曾祖父相信阿根廷的日照与土壤可使葡萄茁壮成长，所以他在这片土地种植了马尔贝克。我

父亲也传承了相同的观点，不过他仍然觉得马尔贝克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尽管所有人都说他疯

了，他依旧选择了一片海拔近5000英尺的土地，在那里种下了葡萄园，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阿德

里安娜的葡萄园。他坚信（也证明了他是对的）在这个海拔高度的葡萄园会提升单宁并酿造出具

有权威性，质地和丰富度的葡萄酒，这与门多萨其他地区的葡萄酒不同。

我于1995年加入父亲的行列，致力于实现他的“要做就做最顶级，不然就不做”的梦想。凭借

我的科学背景与希望更了解我们葡萄园的风土条件的需要，我成立了卡帝娜葡萄酒研究所。秉持

着清晰的愿景，我带领团队分析阿德里安娜葡萄园内每个独特的小园区，并对每个葡萄藤的处理

方式进行微调。成果不言自明：五款屡获殊荣的优质葡萄酒不仅代表了阿根廷最好的葡萄酒，也

代表了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 这向我父亲证明，我也可以创造一场“革命”。

劳拉.卡帝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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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赤霞珠和马尔贝克混酿葡萄酒于1997年首次亮相，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着名葡

萄酒的盲品中赢得了第一，也为来自南美洲的葡萄酒开展了新的质量标准。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采用卡帝娜.沙巴达葡萄园里逐一精选老藤采摘的葡萄酿制

而成。这款葡萄酒由两百个小量酿造，分别酿制而成，这些代表不同的葡萄藤排

数，高度和采收时间。葡萄酒在法国橡木桶中熟成二十四个月，在瓶中再陈放二

十四个月。 这款酒只在伟大的年份生产。

品酒笔记：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具有浓烈的深紫色和蓝黑色调。 这是一款复杂性高的葡萄

酒，带有黑樱桃和甘草的香气，并暗藏矿物质，紫罗兰，香料和草药香味，口感

清晰，非常浓郁有骨架严感，展现新鲜醋栗和矿物的风味。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唐麦卡林 摄

罗伯特.帕克《葡萄酒倡导家》
2007年12月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2004
98+分

“令我惊艳，是阿
根廷葡萄酒相当于
拉菲.罗斯柴尔德
的伟大年份”。

2015年
96分 - 詹姆士.沙克林
96分 - 蒂姆.阿特金
94分 -葡萄酒志

2014年
97分 - 詹姆士.沙克林
95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 蒂姆.阿特金

2013年
96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6分 - 蒂姆.阿特金
94分 -葡萄酒爱好者
94分 -葡萄酒志

2012年
97分 - 詹姆士.沙克林
94分 -葡萄酒志

2011年
96分 - 蒂姆.阿特金
95分 - 詹姆士.沙克林

2010年
96分 - 蒂姆.阿特金
95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葡萄酒志

2009年
95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5分 - 詹姆士.沙克林
94 分- 葡萄酒观察家

2008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2007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葡萄酒爱好者

2006年
97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葡萄酒志

2005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葡萄酒志
94分 - 葡萄酒观察家
94分 - 葡萄酒爱好者

2004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2001年
94分 - 葡萄酒倡导家

1999年
94分 - 葡萄酒倡导家

1997年
95分 - 葡萄酒倡导家

卡帝娜.沙巴达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





奥大利亚法国 美国 意大利 意大利 阿根廷 法国西班牙 美国阿根廷

卡帝娜之梦
酿制能够并列世界顶级葡萄酒的阿根廷葡萄酒

97.6 97.4 97.2 96.5 96.4 96.2 96.1 95.8 95.7 95.6

分  罗曼尼.康帝 分 奔富.葛兰许 分  思福酒园

山边精选 

分 嘉雅.索利

圣罗伦佐 

分 欧纳拉

雅的马赛多 

分 维加西

西里亚尤尼科 

分   拉图城堡 分  作品一号 分 卡帝娜.沙
巴达酒庄的阿
德里安娜葡萄园 

分  尼古拉斯.

卡帝娜.沙巴达 

2005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94+分 -葡萄酒志
94分 - 葡萄酒观察家
94分 - 葡萄酒爱好者

2004年
98+分 - 葡萄酒倡导家

2001年
94分 - 葡萄酒倡导家

1999年
94分 - 葡萄酒倡导家

1997年
95分 - 葡萄酒倡导家

罗伯特.帕克《葡萄酒倡导家》
平均评分

2004年至2013年



2012年葡萄酒观察家特殊贡献奖 -尼古拉斯.卡帝娜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帮助阿根廷提高葡萄酒质量，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将其完全带入
新世界的葡萄酒。」

「毕竟卡帝娜.沙巴达是阿根廷的指标性酒庄 – 与其它酒庄比较的卓越标准。」
罗伯特.帕克的《葡萄酒倡导家》，2007年12月

百大最好酒庄: 唯一一家排名「世界上最伟大酒庄」的南美酒庄。
罗伯特.帕克

2017年来自阿根廷伟大的酒庄奖 -卡帝娜.沙巴达酒庄
罗伯特.帕克&米其林, 2017年10月

Vivino 2018年全球获奖最多的酒庄

「阿根廷的卡帝娜.沙巴达酒庄是唯一一家在其国家中每一种风格皆获奖的酒庄，并以十五款获奖
葡萄酒成为了最大赢家。」

2009醇鉴年度人物 - 尼古拉斯.卡帝娜. 沙巴达

「阿根廷晋身葡萄酒顶级生产国的地位已然稳固，这一切必须感谢为该国葡萄酒提高质量所做出
贡献的尼古拉斯.卡帝娜。他是阿根廷转型成优质葡萄酒出口国的先驱推动者。」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将阿根廷葡萄酒放在世界地图上，这归功于他对质量的全然专注。」

酒评家杰西丝·罗宾逊

「阿根廷葡萄酒质量的飞跃年代始于90年代，当时阿根廷葡萄酒商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经
过严格的实验，决定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葡萄园并开发出一系列的马尔贝克克隆。正是这一点，使
阿根廷和马尔贝克的历史连结在一起，写出独特的故事，也收获最有利的成果：尼古拉斯.卡帝娜
的葡萄酒在世界各地占有一席之地，其他酿酒师皆纷纷效仿他。」

大红虾，意大利，2012年10月

「尼古拉斯.卡帝娜.沙巴达是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人，对事物与世界发展保持好奇心。他在改变
阿根廷葡萄酒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高品质和智能营销。」

埃力克罗斯柴尔德男爵，拉菲罗斯柴尔德古堡

卡帝娜.沙巴达酒庄 历届好评

VIVINO 2018
年葡萄酒风尚大奖

葡萄酒观察家

拉菲罗斯柴尔德古堡

罗伯特.帕
《葡萄酒倡导家》

醇鉴

大红虾

杰西丝·罗宾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