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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风度” 背后的故事
纽扣， 会让你的腰部看起来很难看。

为什么绅士要为女士提供左臂？
绅士优雅地伸出自己的左臂， 可不是
因为左边离心脏更近。
这个简单的传统来自于中世纪， 那时
的城市治安可没有现在这么好， 如果绅士
们想陪着心爱的姑娘在城里四处走走， 还
得随时提防着危险， 或者需要捍卫女方的
名誉。 左臂挽着姑娘， 你还可以迅速地用
右手拿出佩戴在左侧的剑出击。
直到今天， “左臂规则” 仍然适用，
不过， 随着交通工具的演变， 户外的护送
礼仪也产生了一点变化， 变得更灵活， 如
果你在室外陪伴在女性身边， 你应该走在
她的外侧， 以保护她不受车辆、 泥浆的干
扰。

为 什 么 我 们 把 “祝 酒 ” 叫 做
“toast”？
在英语里， 烤面包和祝酒是一个单
词。 “祝酒” 之所以和“烤面包” 的英文
一样， 是因为在古罗马时期， 葡萄酒的质
量远比现在差， 放一块烤面包在葡萄酒
里， 可以吸收酒的酸味。 所以“toast” 这
个词逐渐从原意“面包” 中发展出新意
来， 指“
敬酒”。
后来， 在酒中投毒成为欠债的人逃避
债务的方式， “被酒毒死” 也成为人们内
心的忧虑和恐惧。 为了消除这种担心， 聚
会中， 主人会为客人斟酒， 然后率先举杯
祝酒， 以示无毒， “toast” 也逐渐成为了
众人“干杯”。

为什么不扣西装的最后一颗扣子？
美剧 《傲骨贤妻》 中， 笔挺西装的男
人们有个小动作， 坐下去马上解开西装纽
扣， 站起来马上扣住西装第一颗纽扣， 绝
不会扣上最后一颗纽扣。
这就像是条件反射， 是优雅， 也是一
种教养。
西方最开始穿西装的时候， 对西装的
穿着没有任何的规定。 但是爱德华七世掀
—永远不扣西装最下面一
起了一阵潮流——
颗纽扣。
爱德华七世是英国从 1901 到 1910 年
的君主。 他尤为好吃， 以至于皇室裁缝很
难为他的球形身材缝制合适的衣服。 有一
天， 国王的背心也扣不上了， 他索性解开
了底部的纽扣， 这还开启了一场时尚潮
流， 朝廷上的大臣们纷纷效仿。 这种时尚
不胫而走， 在几周内就蔓延开来了， 渐渐

你曾想过日常的绅士举
动的起源吗？ 比如让女性走
在里侧、 举杯庆祝、 送给别
人花束这样习以为常的事。
这篇文章里我们要聊聊
这些习以为常的绅士举动的
来源。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对常规追根溯源， 产生新认
识， 让琐事变得有趣， 是增
长聊天时的谈资的最佳方式。
成为穿西装的规则。
我们至今仍然处于爱德华国王无心掀
起的这种潮流中。 西装上衣的下摆设计成
圆角， 没有纽扣去固定， 如果扣上下摆的

脱帽可以表示尊重？
中世纪时期， 骑士们经常遇到满身盔
甲的人， 盔甲把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很难
区分对方是敌是友。 作为友好的表示， 骑
士们相遇时通常要解下头盔， 让对方看清
自己的脸。 后来， 这逐渐演变成见面脱帽
以表示对别人的尊重。

为什么我们用鲜花来表达我们的
爱意、 悲伤、 同情或祝贺？
18 世纪， 瑞典的查理二世从波斯回来
了， 给欧洲带来了“花语” 习俗。 不同的
花有着不同的故事， 代表着不同的花语，
人们可以用送不同的花表示不同的情感。
今天， 我们会在花束上附带贺卡， 但是花
仍然传递着我们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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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告诉你“时间流逝” 的时钟
都说时间是把杀猪刀， 会把一切抹
杀， 可以前这场景估计更多的是出现在
“小 鲜 肉 长 残 了 ” 的 时 候 ， 如 今 你 可 以 真
真切切的感受到时间的悄然逝去了……
这款时钟乍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采用
了古朴的树墩造型，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上
面还插着把锯，奥秘就在于此：它会趁没人

在场的时候不停的切割自己的身子，一有人
走过则停下来，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
样。
这个时钟名叫“Time Killer”， 想象一
下， 有一天它终于把自己割断掉到地上，
而你在那一瞬间也许才终于意识到“时
间， 都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猫咪需要的甜甜圈龙卧
喜静的猫肯定需要一个舒适的休憩环
境， 如果你们还没为自家的猫找到一个合
适的睡眠环境， 那正好这张猫床很合
适——
—“
Cat in donut”。
光看名字也知道， 这张猫床的外观
样 式 设 计 会 如 何 了——
— Cat in donut 看
上去确实有几分像甜甜圈， 整张猫床

宽 49cm， 深 45.5cm， 高 25.5cm， 呈 鹅
卵石状， 外壳由硬化树脂制成， 内部
放 置 有 一 块 直 径 35cm， 厚 7cm 的 化 学
纤维材质软垫。 在一侧边缘处开了一
个小口子用于出入， 按照常识， 猫会
很喜欢这种入口狭小内部空间充足的
封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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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数十个产区都生产气泡葡萄酒， 品
种、 酿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唯有在法国香槟
区、 遵循正统制程酿造的气泡酒， 才 能 冠 上
“香槟” (Champagne)的头衔。 事实上， 香槟带
给人们的享受不只是口感味觉， 还有视觉的感
官乐趣： 看着气泡冉冉上升， 浪漫的气氛也随
之扩散、 弥漫。 虽然近年来香槟价格飞涨， 却
并未因此吓退它的爱慕者， 时尚教母香奈儿形
容的最为传神： “我只有在两种情况 下 喝 香
槟： 就是当我正在恋爱中， 以及我没在谈恋爱
时……”
香槟种类
一般香槟看起来是淡金黄色， 不过大部分
香槟其实是用 Pinot Noir 红葡萄与 Chardonnay
白葡萄调配混酿的。 由于红葡萄在榨汁之后立
即与葡萄皮分离， 因此葡萄皮紫红色素并未大
量融入葡萄汁， 所以虽使用了红葡萄， 但酿好
的香槟仍维持金黄透明颜色； 而粉红香槟就是
刻意不立即分离红葡萄皮， 经过泡皮的程序，
因此酿出带有淡淡玫瑰色泽的粉红香槟， 口味
也较厚重； 完全使用 Chardonnay 白葡萄酿制的
香槟， 称为——
—白中白， 风味较淡雅细致。 此
外， 香槟也分为年份香槟与无年份香槟， 前者
使用单一年份采收葡萄所酿制， 能反映不同年
份差异特色； 后者则是不同年份混酿调配， 通
常会维持该酒厂一贯风格。
决定香槟质量
最重要的因素是酿制酒厂信誉
虽然酒厂全都集中在香槟产区， 但每家香
槟通常都有各自风格。 建议新手可以先从大酒
厂无年份香槟入门， 一则价格较为亲民， 大部
分在 240 元左右； 再者也可品尝该酒厂一贯口
感特色， 借此了解是否适合自己口味。 如果你
已经对于葡萄酒有涉猎， 可以多花一点钱尝试
年份香槟， 更能体会在年份差异之间的口感变
化与奥妙。

吃火锅围炉的时候， 不妨尝试搭配一款香
槟来佐餐。 烧滚滚的火锅佐以冰凉的香槟酒，
再加上杯中如珍珠般不停涌出的气泡， 对于整
个用餐过程的味觉享受与欢乐气氛， 绝对有相
得益彰的效果。

阳春三月试新茶 体验异域饮春茗
族。 这里的人会花好几个小时煮一壶茶，可
见其对茶的文化尊重与传承， 搭配甜点和
高级巧克力都是是他们的习惯用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世界知名的茶叶产国，或
许地球上没有哪片茶园能够拥有像斯里兰
卡茶园这样的青翠， 有着无敌的茶园景色
可对游人开放，可以参与当地参观茶园、品
茶的特殊行程。
摩洛哥
在摩洛哥当地最有名的就是薄荷
茶，而泡茶就像日本一样，如一个仪式般

如何选择
一瓶法国好香槟

大厂牌的无年份香槟通常口味较圆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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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试新茶”，因为这个时节茶树
跟大自然一同苏醒，新茶即将上市。 中国有
着三千多年的饮茶文化喜欢喝茶的人不在
少数，但是世界上还有些国家，虽然没有中
国的茶文化这样的历史悠长，但是它们的茶
文化各具特色，各有各的独特之处。 如果你
喜欢茶，恰巧也喜欢旅行，那么不妨在阳春
三月走出去，体验一下其他国家的茶文化。
俄罗斯
也许你并没有想到俄罗斯人是一个喜
爱喝茶的民族， 觉得伏特加才是他们的最
爱， 但是他们确实也是一个热爱饮茶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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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究。 当你沉溺于酗酒中时或许你会
被劝喝三次茶——
—为了健康，为了挚爱，
为了死得其所。 在这里你会找到来自世
界各地的彩色制茶工具， 非常值得收藏
或留念。
印度
印度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 尤其
是著名的大吉岭，堪称世界最美的茶园。 走
在路上， 你会发现相隔不远的摊位几乎都
供应茶， 在旅途中随便驻足都可以品到优
质的茶， 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在印度才遇
得到!

香槟的佐餐搭配
在日常佐餐选择上， 由于香槟使用的葡萄
品种红白兼有， 因此如果是海鲜料理， 会建议
选择一瓶， 白中白香槟(酒标上有注明 Blanc de
Blancs 者)； 若是搭配烤鸡烧鸭等禽肉， 则可以
参阅酒瓶的背标， 挑选一瓶 Pinot Noir 葡萄比
例比较高的香槟来佐餐； 至于口味更重一点的
猪脚卤肉等， 则适合搭配粉红香槟， 口感会更
为契合。
至于价格高昂的年份香槟， 该搭配什么呢？
这个答案最简单， 就是在晚上点根蜡烛、 放个
音乐， 用这瓶顶级香槟来搭配你最亲爱的另一
半， 才能发挥彰显它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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