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公身

材高大，英

俊潇洒，可

是这几年，

他对我的吸

引力越来越

小了。每次

他都确实努

力了，可是

每次都是草

草收场，搞

得我心烦极

了！可是，

这一个星期来，他总是主动找我，而且每次

都有不一样的高潮、一次比一次强烈、一次

比一次持久，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真让人欲

罢不能，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了德国勃兰

特。

“德国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不光效果

快、持续时间长，而且过后浑身舒服。以后

你就等着享福吧！”看着老公自信满满的样

子，我幸福极了！自从有了德国勃兰特，老

公简直棒极了，又有劲儿、又激情、又浪

漫！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让自己的女人

满足。有了德国勃兰特，我的老公就是世界

上最完美的老公!

女人叫好才是真的好

●男性功能障碍、遗精、滑精者；睾丸胀痛者；
●阳痿、早泄、器官短小者；
●因功能障碍、肾虚导致夫妻感情不和者；
●长期工作负担过重的白领；
●性功能异常或夫妻生活不和谐者；
●性冷淡、腰膝酸软、精神不振者；
●容颜衰老、机体功能衰退者；
●前列腺增生、尿急、尿痛、尿等待等；

激情体验神奇改变

经销地址：达仁堂药房(九州商业大厦西 50 米)、卫康惠民药店(临西二路与解放路交汇处路北)、士力大药房(沂蒙路南段九州超市站前

店)、河东九州超市百草堂专柜(河东区人民医院西 300 米路南)、义堂正元超市百草堂专柜，朱保正元超市药品专柜，册山正元超市专

柜、半程正元超市漱玉药店、罗庄双月药房(好怡嘉超市北 50 米路西)、盛庄麒麟大药房(永盛门西 200 米路北)、付庄天恩大药房(人寿

保险公司对面)、付庄泽坤大药房(付庄钢材市场对过)、临沭人造革诊所药房(桃源超市西 50 米路南)、临沭苏果正大二楼保健品专柜、

沂水鸿安大药房(中心医院南 300 米路东)、沂水中百大厦一楼保健品专柜、沂南春天大药房(医药公司对过)、苍山康泰大药房(老法院

对过)、平邑鸿安堂药店(一中西 200 米路北)、平邑养生堂药店(长途汽车站西 50 米路南)、莒南美信药店(县供电局大楼对过)、莒南新华

新保健品专柜(振大超市南门电视购物专柜)、费县万寿堂药店(中医院西 20 米路北)、蒙阴万寿堂(蒙山路妇幼保健站对面)、蒙阴桃源超市电视购物专柜

8 类男性
急需勃兰特

岁末给力优惠
买 1 赠 6

勃兰特向您郑重承诺：服用德国勃兰特 2

个疗程即可告别男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肾
亏肾虚等问题，让您拥有美满幸福的夫妻生活。

如果您服用 1 小盒后无任何效果，3 天内持购
买小票及未服用产品，厂家将无阻拦退还相关
款项，让您真正零风险体验勃兰特的神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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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不要

由山东省轻工业协会、齐鲁

晚报主办，山东省白酒工业协

会、大众网协办的“首届山东省

百姓品酒大赛暨 2011 中国白酒品
鉴调查活动”已开始，现各分赛

区正在火热报名中，鲁南商报、

沂蒙晚报具体承办临沂分赛区(含
日照)选拔活动。

山东作为全国白酒消费第一

大省，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为

弘扬鲁酒文化、宣传山东名酒、

深入挖掘山东白酒消费潜力，山

东省轻工业协会、齐鲁晚报联合
主办“首届山东省百姓品酒大赛

暨 2011 中国白酒品鉴调查”活

动，该活动让广大消费者参与、

品鉴、评价，最终得出一个真实

权威的品鉴报告。该报告是通过

山东各地广大消费者填写的品鉴

表，总结、归纳出目前山东的消
费者喜欢什么口味的酒、需要何

种性价比的酒以及其它相关数

据，从而为商家提供一份珍贵的

调研资料。

整个活动分为启动、评选及

颁奖、白皮书发布三个阶段。初
赛在 2011 年 1 月份举办，通过在

山东济南、德州、淄博、潍坊、

临沂、泰安、济宁 7 个城市设立

分会场进行初选，选出 100 名品
鉴者来参加 2 月份进行的决赛，

决赛阶段将有 10 位消费者获得

“齐鲁金钻品酒师”荣誉称号并

颁发证书和数额不等的奖金、奖

品。同时根据消费者特别是 100

名晋级决赛品鉴者的品鉴数据，

分析整理之后推出《 2011 中国白

酒品鉴白皮书》。

临沂拥有 1000 万人口，白酒

消费市场巨大，无论是价高货紧

的高档名酒，还是质优价廉的区

域品牌，都有着众多的消费人

群，临沂分赛场的设立，给临

沂、日照以及周边地区的白酒品

鉴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

台，同时也将根据比赛成绩选拔

出 10 名到济南参加全省的决赛。

临沂分赛区活动细则：

一、选拔人数
根据比赛成绩选取前 10 名参

加总决赛。

二、比赛时间

初赛时间：2011 年 1 月 16 号
三、比赛考察内容
1、香型判断
2、酒精度数判断。

3、考察参赛者对白酒口感的

表述。

四、比赛流程
1、报名
1 月 1 日-12 日。

报名须知：

⑴报名选手要求有完整的政

治权利；

⑵报名选手不限国籍，但港澳

台以及国外友人报名参赛，请提前

注明身份；

⑶报名选手年龄限制 18 周岁
-70 周岁之间；

⑷报名选手必须具有完全行

为能力；

⑸从事酿酒相关行业人员不
得报名参赛；

⑹评选活动办公室认定的其
他不得报名参赛的条件。

《鲁南商报》酒水副食部报名
电话：8137711；13665396648

《沂蒙晚报》酒水副食部报名
电话：8966138；13705393872；

首届山东省百姓品酒大赛暨 2011 中国白酒品鉴调查活动

临沂赛区报名开始啦

酒的品评

评酒术语系列之一

酒的品质是从外观、内质，即色、香、

味、风格等方面体现的。评酒术语也必定

是从这几个方面反映酒的特征。表达酒的

品质的术语，有一些是酒类通用的，有一

些则专用于一种酒。

描述外观的术语:酒的颜色、透明度、

是否有沉淀、含气现象、泡沫等外观，是品
酒时通过眼睛直接观察、判别的象。

酒的颜色

一般用眼直接观察判别。有的酒类常

以自然物的颜色来表示。如桔子酒的桔红
色、白葡萄酒有禾杆黄色、琥珀色等，红葡
萄酒则有宝石红色、玫瑰红色、洋葱皮红

色、石榴皮红色等。

色正(正色)：符合该种酒的正常色调

称为色正。白酒一般是无色，少数是微黄

色，则无色(绝大多数白酒)或微带黄色
(有些浓香型酒)都是白酒的正色。果酒一

般要求具有原果实的自然色泽或与之相
近，即谓正色。

色不正：不符合该酒的正常色调。

复色：有的酒的颜色，用两种颜色来

表示，应以后一种颜色为主色。如红曲黄

酒为红黄色，则以黄色为主，黄中带有红

色。

透明度光泽

在正常光线下有光亮。

色暗或失光：酒色发暗失去光泽。

略失光：光泽不强或亮度不够。

透明：光线从酒液中通过，酒液明亮。

晶亮：如水晶体一样高度透明。

清亮：酒液中看不出纤细微粒。

不透明：酒液乌暗，光束不能通过。

浑浊：浑浊是评酒的重要指标。根据

浑浊的程度不同，可判断为：有悬浮物、轻

微浑浊、浑浊、极浑等。优良的酒都应具有

澄清透明的液相。白酒和白兰地等蒸馏酒

发浑是重大的质量问题，葡萄酒、苹果酒

等酿造原汁酒发浑则是原料或工艺不良，

是酒有缺点的象征。

沉淀

由于温度、光照、微生物等因素的影

响，原来溶解的物质，从酒液中离析出来。

沉淀物有各种形状：粒状、絮状、片
状、块状，闪烁有光的晶形状；沉淀物还有

多种不同的颜色：白酒的沉淀物有灰白

色、棕色、蓝黑色，啤酒的沉淀物有白色、

褐色等。

含气现象

一些因发酵而产生二氧化碳的酒，如

啤酒、香槟酒及人工充入二氧化碳的各种

汽酒都属于含气的酒类，亦称起泡酒。含

气现象自然成为品评的一个指标。常用的

评语有：二氧化碳是否充足可描叙为平静

的、静的、不平静、起泡、多泡；气泡升起的

现象可描叙为气泡如珠、细微连续、持久、

暂时泡涌、泡大不持久、形成晕圈(香槟
酒)等。

音响

含二氧化碳的酒，在酒瓶中形成一定

的气压，开瓶时会产生响声。响声的大小

反映出酒的含气程度。以“清脆”、“响亮”

音响者为佳。

泡沫

是啤酒独有的特点，也是鉴定啤酒外

观质量的指标之一。泡沫的形成和持续时

间，与酒液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以及麦芽汁

的组成有关。泡沫以洁白、细腻、持久、挂

杯等来描述。

流动状

黄酒、果酒、葡萄酒等含糖较高的酒，

可从酒液流动的情况来判断酒是否正常。

方法是举杯旋转观察，评语有：流动正常，

浓的、稠的、粘的、粘滞的、油状的等。

（宗禾）

评酒术语是以准确、精炼的语句表达酒的品质
的用语。这些用语因长期使用，既易为人们所理解，

同时亦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评酒术语只是用来描绘各种酒质的常用语，很

多是概念性的词语或比较性的形容词。这些术语的

应用必须结合评酒者自身的实践和感受，并通过记

忆和比较，才能达到恰如其分。

时下，红酒成了酒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

但是不少市民喝红酒几乎当成啤酒喝，时常一

饮而尽。一些红酒经销商表示，这和红酒文化

的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一饮而尽，“中国式”喝法很豪迈。随着红

酒的健康功能为人们所认知后，喝红酒的人越

来越多，饮酒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红酒、

白、酒啤酒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外

国的红酒文化是否也随着红酒流行而被人们

接受呢？

“我们都把红酒当成了啤酒来喝了。”一家

企业老板称，平时酒场应酬很多，比起易伤身

的白酒和啤酒，她应酬时大多数选择喝红酒，

但酒场上制定的“喝酒比例”让她也很头疼，每

次都是“一饮而尽”，不少时候也会喝醉。“都说

红酒口感很好，但我几乎没细细品味过。”她无

奈地说。

这位女士的苦恼得到了不少市民的认可，

朱先生称，在不少聚餐应酬的场合，他们都是

用饮用白酒、啤酒的方式饮用红酒。猜拳行令，

一饮而尽。“都说喝红酒讲究很多，比如怎样搭

配菜品、用什么样的酒杯，但就是在不少高档

的星级酒店里，我们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王先生则说：“可能是中国传统的白酒文

化影响着市民喝红酒的习惯，我们喝酒的时候
追求的是一个豪爽的氛围，‘三中全会’的方式

是比较普遍的。”

红酒经销商孙先生说，其实红酒并不是拿

来喝的，而是拿来品的。孙先生举例说，“法国

人喝一小杯可以喝半小时，先轻轻晃晃，再放

在鼻边闻，入鼻是浓郁的柑橘味和白色花朵的

香气，入口紧凑，浓郁，回味中还可以感觉到清

新的芳香和果香。”

“没有品味红酒的地方也是造成红酒文化

缺失的原因之一。”不少业内人士称，在临沂，

专门用来品尝红酒的酒吧几乎没有，更不用说

在高档酒店享受侍酒师的高级待遇了。

（李诗源）

红酒走红 红酒文化缺失

红酒应该怎么品？

都市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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