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伯王酒庄历史挑战：1521 年，胜利记载    
 
 
2013 年 5 月，克兰斯帝龙名酒公司（Domaine Clarence Dillon）提出挑战：找

出早于 1660 年侯伯王（Haut-Brion）葡萄酒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酒窖登记册的

记载，在当年为所知最早的记载。如今这项历史挑战已完成！ 
有两项发现的记载历史悠久，更精确地说是记载于十六世纪初期。如此一来，

首次记载可追溯自 1521 年，即早于 139 年之前！ 
 
多亏挑战者所提供的有效文件，我们发现到在 1521 年和 1526 年陆续出现两项

记载：四大桶《名葡萄酒(......)产自称为 Aubrion 的地方》，以及两桶《格拉夫

区 (Graves) Haulbrion 园所产淡红葡萄酒或红葡萄酒》。 
 
 
简略介绍该区域当时情况……  
 
自 1453 年，阿基坦大区（Aquitaine）已不再是英国的公国。它在成为法国领

土后，已抚平无数冲突所撕裂的伤口，尤其是波尔多门周围的原野。时代变迁，

贵族地主阶级的特权，逐渐受到波尔多布尔乔亚新兴阶级所动摇。这些布尔乔

亚首先是大商人，接着成为广泛地产领域的地主，靠收购议会官爵以晋升贵族

阶级。 
 
在波尔多，靠这种方式提升社会地位的代表性人物为强·德·邦塔克（Jean de 
Pontac），之后并成为波尔多议会民法与刑法书记官。1521 年，他时年 33 岁。

四年后，他迎娶了利布尔讷市（Libourne）市长的女儿。新娘的嫁妆中包含几

个葡萄园，成为他建立享誉盛名的侯伯王酒庄葡萄园的基础。他花了 50 年的

时间建立起这个酒庄，并细心将各葡萄园合而为一。1533 年 5 月，年值 45 岁

的强·德·邦塔克取得了贵族之家，即侯伯王庄园。这是侯伯王酒庄真正成型的

开端。 
 

最古老的契约可追溯至 1521 年 1 月 21 日的公证证书，该文件由公证人

Hamelin Gemisson 先生以法文而非加斯科语撰写，自十年来皆是如此。文件内

容是关于葡萄酒永久年金的销售。  
 
这种形式的契约在今日等同借贷，其本金和利息每年以葡萄酒偿还。其借贷以

父债子还的方式自动延续下去，在当时并没有购回债务的可能……因此是名副

其实的高利贷...... 
年金销售者（债务人......）的名字是强·德·蒙克(Jean de Monque)。他是见习骑

士，并是蒙克地方的地主。收购者（债权人）则是奇莱·德·马洛（Guilhem 
de Mailhois），波尔多的布尔乔亚商人兼士官。协议的年金销售额为 400 波尔

多法郎（约相当于今日五万多欧元的购买力）。 
 
为还这笔债，强·德·蒙克承诺每年交付： 



« quatre pipes de vin, seront du cru des vignes appartenant audit de 
Monque du lieu appelé Aubrion, appartenant audit vendeur. Lesquelles  
sont sises derrière son bourdieu assis audit lieu appelé du Brion, en la 
paroisse Saint-Martin de Pessac, ensemble des vignes de Pins Bouquet, 
de la Gravette et de Cantegrit, le tout appartenant audit seigneur de 
Monque, assis en Graves de Bordeaux et si cas était que ne vint aucuns 
fruits de raisins qui fussent pour satisfaire lesdites quatre pipes de vin de 
rente, bon, pur et net et marchand, le dit vendeur sera tenu lui en bailler 
d’autres aussi bon provenu du cru desdites vignes dessus déclarées  ». 

（四大桶名葡萄酒，产于蒙克的 Aubrion 地方，属于卖方。这些葡萄
园位于 Brion 地方的酿酒厂后方，在 Saint-Martin de Pessac 堂区。所
有 Pins Bouquet、Gravette 与 Cantegrit 的葡萄园，皆属于波尔多格拉
夫区的蒙克领主。若是提供的葡萄无法酿成四大桶可销售的美味香醇
年金葡萄酒，则销售者必须从其它处取得与上述葡萄园出产同等质量
的葡萄）。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中说到这四个大酒桶（相当于 8 个酒桶，或 1800 公升）

必须运往« au lieu, maison et bourdieu dudit de Mailhois, assis au lieu appelé Au 
Bryon, en la paroisse Saint-Martin de Pessac » （Saint-Martin de Pessac 堂区内、

坐落在 Au Bryon 内的 Mailhois 地点、企业或酿酒厂）。  
 
自 1521 年起，这份文件为之后三百多年的进展揭开序幕，促使侯伯王在 1855
年的吉龙德省葡萄酒分级中，名列为“一等列级名酒”，侯伯王品牌于焉诞生。

它是文艺复兴以来，冠上一等名酒殊荣盛名的最悠久品牌。  
 
“Aubrion 葡萄园出产名葡萄酒”公证契约严格要求，必须优先采用临近的葡萄

园之葡萄来酿酒，并书面证明奇莱•德•马洛认同这款葡萄酒的质量与滋味格外

“甘醇”！  
 
因此毋庸置疑，侯伯王酒庄从 1521 年流传至今的“名”葡萄酒，是文艺复兴

葡萄酒，和中世纪“单纯”的淡红葡萄酒已与众不同。后者并不限定采用“格拉

夫沙砾地”葡萄产地的葡萄，或是并不特别强调所采用的葡萄来自哪个堂区。  
 
在见习骑士贵族强·德·蒙克的葡萄酒年金销售情况中，可见他在 1521 年的

经济条件并不宽裕。1531 年他将酿酒厂买给强·德·邦塔克，似乎证实了该情

况......对邦塔克而言，这是继妻子让娜·德·贝隆 (Jeanne de Bellon) 的嫁妆后，完

成今日侯伯王酒庄葡萄园的第二大进展。 
 
  
为我们的挑战所提供的第二份证书，其签署日期为 1526 年 9 月 1 日。因此该

文件的撰写时间为第一份文件五年后，即强·德·邦塔克婚后一年。 
此乃经波尔多皇家公证人 Peyron 经手的葡萄酒销售文件。文件内容虽简短，

但史无前例，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一位名为 Esclarmonde de Lagarde 的

波尔多女士，将酒卖给 Pierre Gassies 和 Pierre Mulle 两人。他们的职业并未提

及，但猜测他们是商人。销售容量为两大桶酒，相当于八个酒桶： 
      « deux tonneaux de vin clairet ou rouge du cru du Haulbrion en Graves ». 



    （两大桶产自格拉夫区 Haulbrion 葡萄园的淡红葡萄名酒或红葡萄名酒）。 
 
此日期（9 月 1 日）签署的是采收前销售合同。当年的葡萄尚未采收，因此采

收的葡萄质量仍为未知数......若质量佳，葡萄酒自然浓度强，色泽鲜红......若质

量平庸，则色泽暗沉（淡红）......此乃该契约所接受的可能性。 
在当时，还不可能延长发酵和浸渍时间。此外，在签订契约当天购买并付清款

项的葡萄酒，必须在圣米歇尔日，即 9 月 29 日前交货！ 
使用自流汁酿制的葡萄酒，在酿酒桶发酵浸渍一到四天，自流后立即装桶，接

着交付给迫不及待品尝的顾客。酒越新越醇...... 
 
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此一如今我们称为“业者”间的交易行为，自 1521
年的文件以来，销售产品名称已简化为“Haulbrion 名葡萄酒”！ 
在商品称呼上，甚至已不再注明葡萄园和所有人......自 1526 年，葡萄园名--或
产地--与该产地酿制葡萄酒名，几已完全合而为一。其名称已很接近 1660 年英

国国王查理二世酒窖登记册中的 « vino de Hobbriono » (Hobbriono 葡萄酒)。  
 
因此这项侯伯王酒庄的历史挑战，是该名葡萄园与波尔多葡萄酒的悠久历史中

光辉的一页。  
  
我们诚挚感谢并恭喜那些努力寻找以及提供助益的人们，帮助我们回溯到遥远

的时光，证实全球最悠久奢侈品牌的诞生与变迁。该品牌即是：侯伯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