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CHA TÉCNICA - DATA SHEET

TÍTULO ORIGINAL - TITLE : Uva de mesa / Grape Table

SUBTÍTULO - SUBTITLE : Uva - Tierra - Cielo / Grape - Earth - Sky

EDITA : Apoexpa

DIRECCIÓN TÉCNICA - TECHNICAL DIRECTION: Joaquín Gómez

DISEÑO - DESIGN : Almagro

DISEÑO DE PORTADA - DESING OF PIRTADA: Almagro

TEXTOS - TEXT :
 Antonio Soto Alcón
 José Luis Martínez Valero
 Clara Rueda Maza

FOTOGRAFÍAS :
 Grupo - itum
 Grupo - snfl
 Grupo - ifg
 Grupo - ctg
 Grupo - sunworld

IMPRESIÓN - PRINTING : I. G. Novoarte

IMPRESO EN ESPAÑA - PRINTED IN SPAIN

Depósito legal : MU-793-2019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Había como un ritual al

esconderme bajo aquellas parras

frondosas de racimos y hojas,

cuyas formas aparentaban abiertas

manos al cielo azul índigo de 

septiembre. Y yo me dejaba llevar

en aquellos paraísos de frutos áureos y 

transparentes hacia el goce de mis 

sentidos. Luz escanciada de agua y

sol cuyo reflejo yo absorbía en mi

paladar. Gustoso tu brillo para mis 

ojos asombrados por tanta belleza

brotada de una tierra sufrida y

trabajada por las manos de 

aquellos hombres cuya obra

resplandecía de verde en las

áridas lomas de aquel hermoso paisaje.

                                                 Antonio Soto Alcón

Uva - Tierra - Cielo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There was a kind of ritual

hiding under those leafy vines

of clusters and leaves,

whose shapes resembled hands open

 to September's indigo blue sky. 

And I let myself go

in those paradises of golden, transparent fruits

revelling in my senses.

Filtered light of water

and sun whose reflection I absorbed on my palate.

Delightful your shine for my eyes

 amazed by so much beauty

sprung from a long-suffering land

cultivated by the hands

of  those men whose work

shone green on the arid

hills of that beautiful landscape.

Antonio Soto Alcón

Grape - Earth - Sky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有一种仪式可以隐藏在

那些枝叶繁茂和紧凑的葡萄串的树叶下，

它们的形状在九月的蓝色靛蓝天空中

像双手一样得张开。

我仅沦陷在这金色透明的果实的天堂中，

放任得享受其给我每一个感官带来的愉悦。

我口中吸取的是太阳在水中折射出的光芒。

我双目被这片用汗水和辛劳滋养的美丽土地所震撼，

在那个干旱的山丘中

那些男人们种下了一片炫目的绿色风景。

安东尼奥·索托·阿尔肯

.天地之葡萄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La agricultura mediterránea se funda en tres productos: vino, aceite y  pan, que 
conforman su dieta. En el Sureste de España, aún se toman guisos de trigo; la variada 
aceituna origina múltiples sabores y, la vid, que florece entre el final de mayo y 
principios de junio, en el verano madura su fruto. 
Ved esos troncos delgados, semileñosos, que trepan desnudos, cubren con sus hojas 
verdes, ligera sombra, el pórtico, donde en verano conversa la familia. La luz tintinea 
sobre el suelo, la madre corta un  racimo, los niños meriendan pan y uva,  gozan del 
sabor de la tierra y la luz, que en ellas reposa.
Valles y solanas, salpicados por algunas palmeras, terrenos protegidos de los vientos, 
de lluvia escasa, ajenos al pedrisco, tierras calientes, ácidas, bajo un sol que espesa 
el fruto, y procura ese tono azucarado, su turgencia. 
Contemplad ahí la uva, de verde a morada,  brillante, tersa, se eleva entre otras frutas, 
clásico bodegón. Pensad en Baco que, semidesnudo, se aleja entre las sombras. 
Tomad en vuestra mano ese grano. llevadlo a los labios, suave, carnoso, dejad que lo 
expriman los dientes, mientras estalla inundando lengua y paladar. 

Imaginad aquel gesto, el mismo que hizo Noé, cuando tomó el primer fruto de la viña. 
Vid es vida, símbolo. Recordad, recostado sobre el triclinio a Horacio, beatus ille, tiene 
a su alcance, sobre la mesa, recién cortado el racimo, mientras dialoga con Virgilio 
sobre  amoríos y política, ambos sostienen en sus manos esos menudos globos, dulces 
no en exceso con un punto agraz donde reposan los soles de los días.
Pensad ahora en aquellas uvas renacentistas que comparten Lázaro y el ciego, 
mientras comen sin que ninguno de los dos cumpla, una a una, según lo pactado, 
cuando con ironía acusa al lazarillo porque ha comido de tres en tres, y éste replica, ¿y 
cómo sabías que era así? Pues porque yo comía de dos en dos y callabas. Por primera 
vez  los dos sonrieron. 
Evocad ahora a Robinsón en su isla, cuando descubre las viñas que le defenderán del 
sol y le darán su fruto, asegurando en su dieta las pasas, economía tan del gusto del 
siglo XVIII. O reflexionad en la fábula de la zorra y aquellas uvas eternamente verdes 
en nuestra memoria. 
Leed el texto de Platero, nuevo Quijote, bajo la luz amarilla del Sur, que Juan Ramón 
Jiménez  recoge en El racimo olvidado:
Tenía el racimo cinco grandes uvas. Le di una a Victoria, una a Blanca, una a Lola, una 
a Pepa- ¡los niños!-, y la última entre risas y palmas unánimes a Platero, que la cogió 
brusco, con sus dientes enormes.
Después, repetid conmigo: uvas y queso saben a beso.
Y gozad. 

Uva de mesa

Granos de Historia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La agricultura mediterránea se funda en tres productos: vino, aceite y  pan, que 
conforman su dieta. En el Sureste de España, aún se toman guisos de trigo; la variada 
aceituna origina múltiples sabores y, la vid, que florece entre el final de mayo y 
principios de junio, en el verano madura su fruto. 
Ved esos troncos delgados, semileñosos, que trepan desnudos, cubren con sus hojas 
verdes, ligera sombra, el pórtico, donde en verano conversa la familia. La luz tintinea 
sobre el suelo, la madre corta un  racimo, los niños meriendan pan y uva,  gozan del 
sabor de la tierra y la luz, que en ellas reposa.
Valles y solanas, salpicados por algunas palmeras, terrenos protegidos de los vientos, 
de lluvia escasa, ajenos al pedrisco, tierras calientes, ácidas, bajo un sol que espesa 
el fruto, y procura ese tono azucarado, su turgencia. 
Contemplad ahí la uva, de verde a morada,  brillante, tersa, se eleva entre otras frutas, 
clásico bodegón. Pensad en Baco que, semidesnudo, se aleja entre las sombras. 
Tomad en vuestra mano ese grano. llevadlo a los labios, suave, carnoso, dejad que lo 
expriman los dientes, mientras estalla inundando lengua y paladar. 

Imaginad aquel gesto, el mismo que hizo Noé, cuando tomó el primer fruto de la viña. 
Vid es vida, símbolo. Recordad, recostado sobre el triclinio a Horacio, beatus ille, tiene 
a su alcance, sobre la mesa, recién cortado el racimo, mientras dialoga con Virgilio 
sobre  amoríos y política, ambos sostienen en sus manos esos menudos globos, dulces 
no en exceso con un punto agraz donde reposan los soles de los días.
Pensad ahora en aquellas uvas renacentistas que comparten Lázaro y el ciego, 
mientras comen sin que ninguno de los dos cumpla, una a una, según lo pactado, 
cuando con ironía acusa al lazarillo porque ha comido de tres en tres, y éste replica, ¿y 
cómo sabías que era así? Pues porque yo comía de dos en dos y callabas. Por primera 
vez  los dos sonrieron. 
Evocad ahora a Robinsón en su isla, cuando descubre las viñas que le defenderán del 
sol y le darán su fruto, asegurando en su dieta las pasas, economía tan del gusto del 
siglo XVIII. O reflexionad en la fábula de la zorra y aquellas uvas eternamente verdes 
en nuestra memoria. 
Leed el texto de Platero, nuevo Quijote, bajo la luz amarilla del Sur, que Juan Ramón 
Jiménez  recoge en El racimo olvidado:
Tenía el racimo cinco grandes uvas. Le di una a Victoria, una a Blanca, una a Lola, una 
a Pepa- ¡los niños!-, y la última entre risas y palmas unánimes a Platero, que la cogió 
brusco, con sus dientes enormes.
Después, repetid conmigo: uvas y queso saben a beso.
Y gozad. 

José Luis Martínez Valero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Mediterranean agriculture is based on three products: wine, oil and bread, which 
make up the diet. In southeastern Spain wheat stews are still eaten; the variety of 
olives offers multiple flavours, and the fruits of the vines, which bloom between the 
end of May and the beginning of June, ripen in the summer.
See those trunks, thin and semi-woody, scaling, naked, covering the portico with their 
green leaves, where in the summer the family chats under their light shade. The light 
sparkles on the ground, the mother cuts a cluster, the children eat bread and grapes, 
and enjoy the taste of the earth and the light, which rests on them.
Valleys and hot spots, dotted with some palm trees, lands shielded from the winds, of 
scarce rain, indifferent to the hail; hot, acid lands, under a sun that thickens the fruit, 
and brings out that sweet tone, its turgidity.
Gaze upon the grape there, from green to purple, shiny, terse, rising among other 
fruits, a classic still life. Think of Bacchus, half naked, striding away in the shadows. 
Take that grape in your hand, raise it to your lips; soft, fleshy, let your teeth squeeze it 
while it explodes, saturating your tongue and palate.

Imagine that gesture, the same Noah made, when he took the first fruit from the vine. 
The vine is life, a symbol. Remember, lying on the triclinium, Horatius, beatus ille, has 
at his fingertips, on the table, a freshly cut cluster, while conversing with Virgil about 
love and politics, both holding in their hands those tiny, subtly sweet balloons where 
the days' suns repose.
Think now of those Renaissance grapes that young Lazarillo and the blind man 
shared, gobbling them up without either of them honouring their part of their agree-
ment, the elder sardonically chiding his young guide for eating three at a time: "How 
did you know?" "Well, because I was eating two, and you said no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wo smiled.
Think now of Robinson, on his island, when he discovers the vines that will shield him 
from the sun, providing him with raisins, for a complete diet, in a very 17th-century 
economy. Or reflect on the fable of the fox and those grapes, eternally sour in our 
memory.
Read the text by Platero, a new Quixote, under the yellow light of the south, which 
Juan Ramón Jiménez presents in The Forgotten Cluster:
The cluster had five big grapes. I gave one to Victoria, one to Blanca, one to Lola, one 
to Pepa–the children!–and the last one, between laughs and slaps on the back, to Pla-
tero, who took it brusquely, in his enormous teeth.
Then, repeat with me the old Spanish saying: "grapes and cheese taste like kisses".
And enjoy.

José Luis Martínez Valero

Table grapes

Seeds of History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Mediterranean agriculture is based on three products: wine, oil and bread, which 
make up the diet. In southeastern Spain wheat stews are still eaten; the variety of 
olives offers multiple flavours, and the fruits of the vines, which bloom between the 
end of May and the beginning of June, ripen in the summer.
See those trunks, thin and semi-woody, scaling, naked, covering the portico with their 
green leaves, where in the summer the family chats under their light shade. The light 
sparkles on the ground, the mother cuts a cluster, the children eat bread and grapes, 
and enjoy the taste of the earth and the light, which rests on them.
Valleys and hot spots, dotted with some palm trees, lands shielded from the winds, of 
scarce rain, indifferent to the hail; hot, acid lands, under a sun that thickens the fruit, 
and brings out that sweet tone, its turgidity.
Gaze upon the grape there, from green to purple, shiny, terse, rising among other 
fruits, a classic still life. Think of Bacchus, half naked, striding away in the shadows. 
Take that grape in your hand, raise it to your lips; soft, fleshy, let your teeth squeeze it 
while it explodes, saturating your tongue and palate.

Imagine that gesture, the same Noah made, when he took the first fruit from the vine. 
The vine is life, a symbol. Remember, lying on the triclinium, Horatius, beatus ille, has 
at his fingertips, on the table, a freshly cut cluster, while conversing with Virgil about 
love and politics, both holding in their hands those tiny, subtly sweet balloons where 
the days' suns repose.
Think now of those Renaissance grapes that young Lazarillo and the blind man 
shared, gobbling them up without either of them honouring their part of their agree-
ment, the elder sardonically chiding his young guide for eating three at a time: "How 
did you know?" "Well, because I was eating two, and you said no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wo smiled.
Think now of Robinson, on his island, when he discovers the vines that will shield him 
from the sun, providing him with raisins, for a complete diet, in a very 17th-century 
economy. Or reflect on the fable of the fox and those grapes, eternally sour in our 
memory.
Read the text by Platero, a new Quixote, under the yellow light of the south, which 
Juan Ramón Jiménez presents in The Forgotten Cluster:
The cluster had five big grapes. I gave one to Victoria, one to Blanca, one to Lola, one 
to Pepa–the children!–and the last one, between laughs and slaps on the back, to Pla-
tero, who took it brusquely, in his enormous teeth.
Then, repeat with me the old Spanish saying: "grapes and cheese taste like kisses".
And enjoy.

José Luis Martínez Valero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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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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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鲜食葡萄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José Luis Martínez Va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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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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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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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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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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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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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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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harvesting of the grape and "the vegetative rest", the vine once again 
demands all the necessary tasks to repeat the cycle: pruning, the removal of vine 
shoots, tendrils and branches; the tying of the grapevines, the picking of the grapes, 
holding them just right, is the result of fine good work of practised hands, "agricultural 
craftsmanship", which, together with precise and careful plant control treatments, 
tailored to demanding environmental measures, will make possible discriminating 
collection and painstaking packaging, so that the table grape reaches the consumer 
in optimal condition.

The artisanal cycle of the table grape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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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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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鲜食葡萄的工艺周期

在收获葡萄和“植物休眠”之后，葡萄树返回以声称重复循环所需的所有任务。其中
包括修剪，去除藤蔓枝条，葡萄树捆绑，消除不必要的枝条，去除树枝，采摘葡萄和
对其进行处理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良好体现。 “农业工艺” 除了根据苛刻的环境措
施进行精确和经过测量的植物检疫处理外，还可以进行选择性收集和精心包装，从而
使鲜食葡萄能够以最佳状态到达最终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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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La uva es una de las frutas que forman parte de los grupos de alimentos que componen una 
alimentación equilibrada y saludable, aportando a nuestro organismo los nutrientes necesarios 

La uva está presente en la dieta mediterránea término que, por la similitud con su patrón de 
alimentación, se hace extensible no solo a los países situados a orilla del Mediterráneo sino 
también a otros países que cumplieran con este requisito como podrían ser Inglaterra, Norte de 

como, su contenido en minerales como potasio y, en menor proporción, fosforo, calcio y 

la planta; antocianos que forman los pigmentos de la piel de la uva oscura y taninos también 

sobre ellas para conocer si pudieran ejercer un papel importante en la prevención y/o 

Uva sin semilla. Un alimento nutritivo y saludable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The grape is one of the fruits forming part of the group of foods making up a balanced and 
healthy diet, providing the body with the necessary nutrients, consumed in the right 
proportions, as well as substances with significant health benefits, including 
photochemical ones.
The grape is pres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Diet, which, due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ir die-
tary patterns, is extendable not only to the countries located 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
terranean, but also to other ones that comply with this requisite, such as England, Nor-
thern Europe, South Africa, Asia, Russia, the Americas, etc., with beneficial effects on 
health and longevity.
It 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rape that provides these properties. In a 100-gram edible 
portion it contains water (83.2%) and its nutrients include easily-absorbed carbohydra-
tes such as glucose, fructose and sucrose (15.48%), and some protein and fat (less in 
the seedless grape). It contributes energy (69 Kcal%), the seedless grape a bit less. Its 
skin contains fibre. Of particular note is its richness in Folic acid, Vitamin C, carotenes 
and Vitamin A, as well as minerals such as potassium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hos-
phorus, calcium and magnesia.
In addition to these nutrients, the grape contains other substances, such as resveratrol 
(in the skin of black, purple and red grapes, and in seeds, in those grapes having them), 
an antioxidant that,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health benefits, features a fungicidal effect 
preventing the growth of fungi in the plant; and anthocyanins, which form the pigments 
of the skin of dark grapes, and tannins, also present in the skin.
These substances, called photochemicals, are bioactive substances found in foods of 
plant origin in very small quantities (milligrams and micrograms). They are sometimes 
called "functional foods", which provide health benefits and longevity beyond their nutri-
tional contributions. Many research groups today are conducting studies on them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y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or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To take advantage of its nutritious and healthy properties, it is advisable to eat grapes in 
their pure state, with the skin, as well as the products made with it.

The Seedless Grape. A Wholesome and Healthy food.



地中海农业最主要的三种产品是：葡萄酒，油和面包，这三种食品构成了地中海饮食。 
在西班牙东南部，仍然有其小麦砂锅的烹饪特色; 丰富多样的橄榄口味多样，葡萄藤在五
月底至六月初开花，其果实在夏季成熟。
看看那些赤身裸体的薄木半树干，它绿油油的叶子为门廊轻轻得遮挡了太阳的照耀。在
这样的夏天里家人在此汇聚闲谈。 地面上的灯光叮当作响，母亲采摘一串葡萄，孩子们
一边吃着葡萄和面包作为下午的点心一边享受着这边土地和阳光所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一些有棕榈树的山谷和阳光灿烂的，没有风，雨水稀少的地方，在那些没有冰雹，土
壤酸性且炎热的土地上，经阳光的滋养，果实逐渐厚实饱满，味道日益甘甜。
你们注意到那里的葡萄了吗？从绿色的到紫色的，那么的明亮， 那么的光滑无刺和其他
的水果形成一幅经典的静物画。你们想象一下葡萄酒之神巴克，半裸着身在阴影中慢慢
走远。请你们把一颗葡萄放在手心。 将它放在唇边，感受其柔软，肉质，放入口中慢慢
品尝，让其果汁蔓延你的舌尖和感官。
你们想象一下圣金中挪亞第一次品尝到葡萄园的果实的表情。葡萄藤是生命的象征。 你
们还记得幸福的贺拉斯靠在三躺椅厅，摆在他的面前是一串新鲜的刚采摘的葡萄？他与

诗人维吉尔谈论爱情和政治。他们手心躺着那些甜而不腻的日复一日得吸收过太阳之精
华的“小气球”。
现在想想小癞子和盲人分享的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虽然根据他们的约定得一
颗接一颗吃，当盲人讽刺地指责小癞子一次吃三颗时，小癞子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呢？ 
盲人回答：因为当我一次两颗两颗吃的时候你没反对。这时候二人第一次笑了起来。
现在，你们在回想一下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罗宾逊在岛上，当他发现保护他免受阳光
照射的葡萄藤竟仅也能给予他葡萄干并使他保持健康。在十八世纪时普遍一种经济实惠
的饮食习惯。我们再回忆一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那些绿油油的葡萄已然有恒得留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
如果你们阅读过被称为新一代堂吉诃德的“小银和我”书籍，其作家胡安·拉蒙·希梅
内斯，写过以下一段名为“被遗忘的葡萄串”：
那串葡萄有五颗大大的葡萄。我给了维多利亚一颗，给了布兰卡一颗，给了萝拉一颗，
给了佩帕一颗，把最后一颗在笑声和掌声之间给了普拉泰诺。他便快速得用他巨大的牙
齿接收了。  
现在你们可以喊出那句西班牙谚语了：芝士和葡萄如一个吻一样，回味无穷。

葡萄属于在健康及均衡的饮食中必不可少的水果组合之一。在摄入适当的分量下能为
我们的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其中就包含例如光化学物质的重要健康益处物质。
对健康和长寿有益的葡萄也存在于地中海饮食中，该词由于与其饮食模式相似，不仅
延伸到位于地中海岸边的国家，还延伸到符合要求的其他国家，如英格兰，北欧，南
非，亚洲，俄罗斯，美国等地区。
正是葡萄的成分提供了这些特征。 在100克可食用部分含有水（83.2％），其中的营养
成分包括易吸收碳水化合物，如葡萄糖，果糖和蔗糖（15.48％），蛋白质和脂肪（无
籽葡萄含量较少）。其所提供的的能量（69千卡％），无籽葡萄所提供的能量比其少
。 葡萄皮含有纤维。此外，葡萄还富含叶酸，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以及钾
，磷，钙和氧化镁等矿物质。
但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以外，葡萄还含有其他物质，例如：白藜芦醇（在黑，紫或红葡
萄皮中，或存在葡萄籽中）。 它除了含有一种健康的抗氧化剂以外还具有防止植物中
真菌生长的杀真菌作用; 形成深色葡萄和单宁皮肤色素的花青素也存在于皮肤中。
这些被称为光化学的物质是存在于植物性食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其含量非常少（毫
克和微克）。有时被称为“功能性食品”，它能提供超出简单的营养范畴内对健康和
寿命的溢出。 目前，许多研究小组正在对该物质进行研究，以了解其是否可以在预防
和/或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吸收它的营养价值，建议带葡萄皮一起食用。同样，也建议用葡萄制成的食
品也如此。

鲁达马扎克莱拉 玛利亚
药学博士以及营养学硕士 

一种富有营养且健康的食品







La producción de uva de mesa en la Región de Murcia, se encuentra al máximo nivel 
en la aplicación de técnicas de control de plagas limpias y seguras, tanto para el medio 
ambiente  como para los trabajadores y especialmente para los consumidores.
Las empresas productoras de uva de mesa, aplican en sus explotaciones las técnicas 
y métodos más avanzados para conseguir tales fines.
Así, más del 95 % de la superficie de uva de mesa se protege de la plaga Lobesia bo-
trona Schif ( polilla de racimo ) por medio de la técnica de confusión sexual,
reduciendo la aplicación de fitosanitarios en más de un 80 %.
La plaga de melazo ( Planococcus ficus Signoret ) se combate por medio del control 
biológico mediante sueltas masivas controladas del depredador Cryptolaemus mon-
trouzieri y del parasitoide Anagyrus pseudococci. Además, también se esta introdu-
ciendo la lucha por medio de confusión sexual.
Los trips (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Perg ) se combaten mediante la utilización masiva 
de placas azules engomadas que producen una captura masiva de adultos y reducen 
sus poblaciones, conjuntamente con algunas técnicas de cultivo.
De la mosca de la fruta ( Ceratitis capitana Weid ) se protegen todos los parrales de la 
Región de Murcia con la técnica de captura masiva, para la que se utilizan trampas o 
mosqueros cebados con atrayentes alimenticios que capturan y matan las moscas 
presentes en el cultivo. También se utilizan trampas de Atraer y Matar, con la misma 
finalidad. Estos sistemas evitan que se hagan tratamientos insecticidas a la fruta para 
protegerla de los daños de la plaga.
Por todo ello, la Región de Murcia es puntera en la aplicación de sistemas y métodos 
de control de plagas seguros y respetuosos con la naturaleza y los consumidores, y la 
uva de mesa, es uno de los cultivos que más se beneficia de estas medidas.

Control de plagas en la Región de Murcia





The production of table grapes in the Region of Murcia boasts the highest level in 
terms of the use of clean and safe pest control techniques, for the environment, 
workers, and, especially, for consumers.
Table grape producing companies employ the most advance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n their crops to achieve these ends.
Thus, more than 95% of table grapes crops are protected from Lobesia botrona Schif 
(the cluster moth) by means of the sexual confusion technique, reducing the use of 
pest control products by more than 80%.
The vine mealybug (Planococcus ficus Signoret) is fought by means of biological 
control, through the measured, mass release of the predator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mealybug destroyer) and the parasitoid Anagyrus pseudococci, and by 
means of sexual confusion.
Thrips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Perg) are combated by the massive use of sticky 
blue traps, which capture a massive number of adults, reducing their populations, 
together with som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he vineyards in the Region of Murcia are protected from the fruit fly (Ceratitis 
capitana Weid) through the mass capture technique, using baited traps that catch 
and kill the flies present in the crop. These systems avert the use of insecticide 
treatments to prevent damage from pests.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Region of Murcia is the leader in the employment of pest 
control systems and methods that are safe and green, for the benefit of consumers, 
and the table grape is one of the crops that most benefits from these measures.

Pest Control in the Region of Murcia











Uva apirena blanca, muy productiva con bayas crujientes y sabor neutro ácido.

Calibre: 21 -24 mm

Brix: 21 - 24

A white, seedless and very productive grape; crisp, with a neutral, bitter flavour.

Size: 21 - 24 mm

Brix: 21- 24 

属于Apirena 无核白葡萄，生产力非常强，浆果松脆，酸味中性。

直径：21 - 24 毫米

白利糖度：21- 24

®





Variedad  apirena muy crujiente de bayas gruesas con color rojo vivo muy atractivo.

Calibre: 20 -23 mm

Brix: 18 - 22

A very crisp seedless variety of thick grapes with a very attractive bright red colour.

Size: 20 - 23 mm

Brix: 18- 22 

属于apirena品种。非常酥脆，浆果厚实，鲜红色的色泽非常具有吸引力。

直径：20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8- 22

®





Variedad apirena productiva con bayas gruesas muy crujientes, facilidad para coger el color.

Calibre: 20 -22 mm

Brix: 17 - 21

A productive seedless variety; very crisp and thick, easily takes on colour.

Size: 20 - 22 mm

Brix: 17- 21 

生产性强的apirena品种，具有非常脆的厚浆果，易于吸取颜色。

直径：20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7- 21

®





Variedad apirena productiva con bayas gruesas muy crujientes, facilidad para coger el color.

Calibre: 20 - 22 mm

Brix: 16 - 21

A productive seedless variety; very crisp and thick, easily takes on colour.

Size: 20 - 22 mm

Brix: 16- 21 

生产性强的apirena品种，具有非常脆的厚浆果，易于吸取颜色。

直径：20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6- 21

®





Variedad apirena tardía con bayas crujientes de sabor semi ácido agradable.

Calibre: 20 - 22 mm

Brix: 18 - 22

A late seedless variety; crisp grapes with a pleasant semi-acidic flavour.

Size: 20 - 22 mm

Brix: 18- 22 

属于apirena晚熟的品种，带有令人愉悦的半酸味松脆浆果。

直径：20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8- 22

®





Uva apirena  muy tardía con bayas muy crujientes y buena postcosecha.

Calibre: 19 - 21 mm

Brix: 16 - 21

A very late seedless grape; very crisp; good post-harvest.

Size: 19 - 21 mm

Brix: 18- 21 

apirena葡萄品种，非常晚熟，非常脆的浆果，采收后状态良好。

直径：19 - 21 毫米

白利糖度：16- 21

®





Variedad apirena productiva muy tardía con bayas crujientes.

Calibre: 19 - 21 mm

Brix: 16 - 20

A very late and productive seedless variety; crisp.

Size: 19 - 21 mm

Brix: 16- 20 

产量非常强的apirena葡萄品种，非常晚熟，浆果非常脆。

直径：19 - 21 毫米

白利糖度：16- 20

®





Variedad apirena muy tardía con bayas gruesas muy crujientes y buena postcosecha.

Calibre: 20 - 23 mm

Brix: 16 - 21

A very late seedless grape; very crisp; good post-harvest.

Size: 20 - 23 mm

Brix: 16- 21 

萄apirena葡萄品种，非常晚熟，浆果厚实松脆，采收后状态良好。

直径：20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6- 21

®









Variedad blanca apirena temprana de sabor dulce neutral y muy buena textura.

Calibre: 20 - 26 mm

Brix: 18 +

An early white seedless variety with a neutral, sweet flavour and very good texture.

Size: 22 - 26 mm

Brix: 18 + 

Apirena 白葡萄品种，早熟，口感中性，味道甘甜，质地优。

直径：20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8 +

®





Variedad blanca apirena de media estación, con un sabor muy suave a moscatel.

Calibre: 20 - 24 mm

Brix: 18 +

A white seedless variety with a very mild Muscatel flavour.

Size: 20 - 24 mm

Brix: 18 + 

春秋季的白apirena品种，具有非常温的马斯喀特葡萄味。

直径：20 - 24 毫米

白利糖度：18 +

®





Una de nuestra variedades más buscadas. Madura 10 días después de Ralli sin semillas y produce

bayas con un llamativo color “ rosa magenta “ extra grande y sabor a cereza.

Calibre: 22 mm +

Brix: 190

One of our most sought-after varieties. Ripens 10 days after Ralli, without seeds, and produces grapes

with a striking "magenta pink" colour; extra large and with a cherry flavour.

Size: 22 mm +   

Brix: 190 

葡萄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 比Ralli 葡萄晚10成熟。无核，浆果的色泽如“洋红”,形状大，

味道类似樱桃。

直径：22 毫米

白利糖度：190

®





Uva excelente sin semillas de color rojo a mitad de temporada con un excepcional sabor a fruta debido

al perfecto equilibrio de azúcar y ácido. Gran tamaño de baya y textura crujiente.

Calibre: 22 mm

Brix: 220

An excellent seedless grape with a red hue at mid-season and an exceptional fruit flavour due to its

perfect balance of sugar and acid. Large grapes with a crisp texture.

Size: 22 mm 

Brix: 220 

葡萄。非常优质的无核红葡萄，中季成熟。由于糖和酸的完美平衡，具有独特的水果风味。 

浆果大，质地松脆。

直径：22 毫米

白利糖度：220

®





Madura con Crimson y produce racimos muy grandes y sueltos de bayas de buen tamaño con una forma

única y color brillante. Excelente intenso sabor neutro dulce, con textura muy crujiente

Calibre: 24 + mm

Brix: 190 +

It ripens with Crimson and produces very large and loose bunches of good-sized berries with a unique

shape and bright colour. An excellent, intense, sweet, neutral flavour, with a very crispy texture

Size: 24 + mm 

Brix: 190 + 

它与Crimson同时成熟，葡萄串大而松散，浆果大且优质，具有独特的形状和鲜艳的颜色。甜味强烈适中，

质地非常脆。

直径：24 毫米

白利糖度：190 +

®





Otra variedad nombrada en honor al criador Tim Sheehan. Timco madura justo antes de Crimson y

produce grandes cultivos de bayas grandes y uniformes con un gran sabor.

Calibre: 22 + mm

Brix: 200 +

Another variety named in honour of breeder Tim Sheehan. Timco ripens just before Crimson, producing

large crops of big, uniform grapes with great flavour.

Size: 22 + mm 

Brix: 200 + 

葡萄。另一种为了纪念饲养员Tim Sheehan的品种。 比Crimson葡萄先成熟，产量多，浆果大而均匀，

味道极佳。

直径：22 毫米

白利糖度：200 +

®





Uva sin semillas rojas de final de temporada, que maduran 2 a 3 semanas después de Crimson, lo

que permite a los cultivadores extender su temporada, con una textura muy crujiente, sabor altamente

frutal y muy productiva.

Calibre: 22 + mm

Brix: 200 +

A seedless, end-of-season grape that ripens 2 to 3 weeks after Crimson, which allows growers to extend

the season, with a very crispy texture; a very fruity flavour, and highly productive.

Size: 22 + mm 

Brix: 200 + 

葡萄。无核的晚季红葡萄，在Crimson葡萄之后晚2至3周成熟。这样种植者可以延长其季节。

具有非常脆的质地，果味非常浓郁，产量大

直径：22 毫米

白利糖度：200 +

®





Esta es una magnifica variedad sin semilla negra que madura justo antes de Autumn Royal. El color se

consigue sin necesidad de ethrel. Granos grandes, totalmente aromatizadas y textura crujiente.

Calibre: 22 + mm

Brix: 200 +

This is a magnificent, black, seedless variety that ripens just before Autumn Royal. Its colour is

achieved without the need for Ethrel. Large and totally aromatic grapes with a crisp texture.

Size: 22 + mm 

Brix: 200 + 

葡萄是一种非常优质的的黑色无籽品种，在Autumn Royal之前成熟。 无需乙烯利就可以呈现出其色泽。 大颗粒，

味道香醇无比，质地松脆。

直径：22 毫米

白利糖度：200 +

®





Variedad color rosa eléctrico apirena de estación temprana.

Calibre: 19 - 23 mm

Brix: 17 +

A seedless, electric pink, early season variety.

Size: 19 - 23 mm 

Brix: 17 + 

Apirena 品种，电光粉红色，早季成熟。

直径：19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7 +

®









Uva con baya en forma oval, buen color, buen sabor, crujiente responde bién a GA

Calibre: 18 - 25 mm

Brix: 18 +

Grapes with oval shape, good color, good flavor, crugiente responds to GA

Size: 18 - 21 mm 

Brix: 19 

直径：18 - 21 毫米

白利糖度：19

®





Uva blanca sin semilla. Textura muy crujiente.

Calibre: 18 - 25 mm

Brix: 18 +

A white seedless variety. Very crisp texture.

Size: 18 - 22 mm 

Brix: 19 

无核白葡萄，质地非常脆。

直径：18 - 21 毫米

白利糖度：19

®





Uva roja sin semilla de textura muy crujiente y sabor neutro ácido afrutado.

Calibre: 23 - 25 mm

Brix: 20 - 25

A red seedless grape with a very crisp texture and a neutral, fruity, acidic flavour.

Size: 19 - 23 mm 

Brix: 19 

无核红葡萄，质地非常松脆，带有淡淡的果味，酸度中性。

直径：19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9

®





Uva roja sin semilla de tamaño mediano a grande. De color rosa – carmesí, de forma alargada,

ligeramente ovalada. De textura firme y crujiente y sabor suave pero atractivo.

Calibre: 18 - 23 mm

Brix: 18

A red, seedless medium to large sized grape. Pink to crimson, elongated, and slightly oval.

A firm and crisp texture and a mild but attractive flavour.

Size: 18 - 23 mm 

Brix: 18 

无核红葡萄。颗粒形状中至大形。粉-绯红色，形状细长，略椭圆形。 质地坚实而松脆，味道温和而可口。

直径：23 - 25 毫米

白利糖度：20 - 25

®





Uva negra sin semilla de textura crujiente y sabor neutro.

Calibre: 20 mm

Brix: 20 - 23

A black seedless grape with a crisp texture and neutral flavour.

无核黑葡萄，质地松脆口味中性。

®









Variedad con una excelente firmeza. No se desgrana fácilmente. Textura firme y crujiente.

Con sabor neutro muy aromático.

Calibre: 19 - 20 mm

Brix: 16 - 18

A variety with excellent firmness. It does not peel easily. A terse and crisp texture.

A very aromatic neutral flavour.

Size: 19 - 20 mm 

Brix: 16 - 18

该品种非常坚实。 不容易脱粒。 浆果坚实松脆。 带有非常香的中性味道。

直径：19 - 20 毫米

白利糖度：16 - 18

®





Variedad de color negro intenso con un sabor dulce e inconfundible y un aroma elegante.

Textura jugoso crujiente. Sabor excepcional muy dulce.

Calibre: 20 - 22 mm

Brix: 18 - 20

A variety with an intense black colour, a sweet and unmistakable flavour, and an elegant aroma.

A crisp, juicy texture. A very sweet, exceptional flavour.

Size: 20 - 22 mm 

Brix: 18 - 20

该品种具有浓郁的黑色，带有第一无二的甘甜和优雅的芳香。口感饱满松脆。 甜度强烈而独特。

直径：20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8 - 20

®





Uva roja sin semilla de racimo cónico de compacidad media, el grano es redondo de pulpa dura.

Sabor neutro y ligeramente aromático.

Calibre: 18 - 20 mm

Brix: 16 - 18

A red, seedless grape with a conical cluster of medium compactness; round, with hard pulp.

Its taste is neutral and slightly aromatic.

Size: 18 - 20 mm 

Brix: 16 - 18

无核红葡萄，中等紧密度，葡萄串圆锥形，圆形颗粒，浆果坚硬。 口味中性略带芳香。

直径：18 - 20 毫米

白利糖度：16 - 18

®





Variedad con el grano muy grande y forma ovalada. La textura es crujiente y jugosa.

Calibre: 26 - 30 mm

Brix: 18 - 21

A variety with very large oval-shaped grapes. Its texture is crisp and juicy.

Size: 26- 30 mm 

Brix: 18 - 21

颗粒非常大的品种，椭圆形。 质地松脆多汁。

直径：26 - 30 毫米

白利糖度：18 - 21

®





Variedad de grandes racimos y granos gigantes. Textura muy jugosa.

Calibre: 12 - 22 mm

Brix: 17 - 20

A variety with large clusters and giant grapes. A very juicy texture.

Size: 12- 22 mm 

Brix: 17 - 20

葡萄串形状非常大，颗粒大. 浆果多汁。

直径：12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7 - 20     

®









Variedad blanca apirena, de textura crujiente, sabor moscatel suave.

Calibre: 18 - 25 mm

Brix: 16 - 18

A white seedless variety with a crisp texture and a mild Muscatel flavour.

Size: 18- 25 mm 

Brix: 16 - 18

葡萄属于Apirena 白葡萄品种， 质地松脆， 带有淡淡的马斯喀特味。

直径：18 - 25 毫米

白利糖度：16 - 18     

®









Uva blanca sin semilla de estación temprana, sabor neutro y textura del grano crujiente.

Calibre: 18 - 23 mm

Brix: 15 - 17

A white, seedless early season grape with a neutral flavour and a crisp texture.

Size: 18- 23 mm 

Brix: 15 - 17

无核白葡萄，早季成熟， 味道中性， 颗粒质地松脆。

直径：18 - 23 毫米

白利糖度：15 - 17     





Uva negra sin semilla, con racimo cónico piramidal de compacidad media.

El grano es ovoidal de sabor neutro, muy aromático.

Calibre: 24 mm

Brix: 16 - 18

A black seedless grape with a pyramidal, conical cluster of medium compactness.

Ovoid, with a neutral flavour, and very aromatic.

Size: 24 mm 

Brix: 16 - 18

无核黑葡萄，葡萄串紧密度中等，金字塔形锥形。

直径：24 毫米

白利糖度：16 - 18    





Uva roja sin semilla, de racimo de tamaño medio de forma cónica y capacidad media-alta.

Sabor neutro, muy dulce. El grano es de tamaño medio a grande de forma elíptica y muy crujiente.

Calibre: 17 - 22 mm

Brix: 18

A red, seedless grape with a medium-sized cluster, in a conical shape, and a medium-high capacity.

A neutral, very sweet taste. Medium to large in size, elliptical, and very crisp.

Size: 17- 22 mm 

Brix: 18

无核红葡萄， 葡萄串圆锥形大小中等。味道中性，非常甜。颗粒中等大小，椭圆形，非常脆。

直径：17 - 22 毫米

白利糖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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