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        史

              在原古时代，品种为卡塞塔 (casertana)  的黑毛猪的颜色是蓝灰色的， 个头较小，

它有充足的肉垂和稀少的鬃毛，因为这个原因称它为贝拉戴露“pelatello   ” 。古罗马人是黑

毛猪的最大的推崇者，无不例外地赞赏它的抗寒性及肉质的味道。著名的作家齐达诺

（Cidano)  在古书中记载了肉及火腿的质量，在公元二世纪作为监察员的监护人的领事编配

了一个由黑毛猪制成的火腿的食谱 “ 农业 ” 。

              公元 30 世纪 Lucio Giunio Moderato Columella 在他的“乡野之王 ”的书中谈到了它，

Marco Gavio Apicio 在他的“De Re Conquinaria ”   书中和公元 50 世纪诗人 Giovanale 在他的 

“讽刺”的诗中也都提到了黑毛猪。

             罗马帝国是不同民族和文化融合的最大和最重要的例子，罗马派食物和食物文化走

向新的领土，同样新的定居点也为罗马贡献了新的传统。

              罗马皇帝 Settimio Severo  和 Traiano 在公元一世纪征服的土地直到印度洋，他们从这

些地方把黑毛猪带到罗马，之后其快速在所以意大利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在之后罗马军队为了给士兵提供更好的营养，它们被加到了很多的军粮之中，正因

为如此也使黑毛猪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在所有的占领区域中得到了广泛推广。

               在这些领土上经过了两千年的历史，在经过和其他品种的猪混合之后黑毛猪改变了

原有的形态形式和肉的性质，典型的还保持不变的黑毛猪在意大利只有在罗马和卡塞塔

(Caserta)存在 。
       
                                                                   

                
                
                              



           在 1776 年，皮第蒙特市的劳伦扎那公爵为了丰富他的餐桌，订购了 Pietraroja 的黑毛

猪所制的火腿。自此以后这附近的地主及富有的贵族们也请这些场所给他们派送他们的优质

美味和存放足够久的火腿。

         在 1917 年安东尼奥 亚马里奥描述了贝内文托（beneventano) 区域，提到了 Pietraroja 和
他非同寻常的火腿。

          在这些地方，黑毛猪的饲养持续到战后时期，然后几乎消失，因为它们被欧洲北部的

更具有商业性和经济性的品种所取代。只有在乡下的某些地区还继续饲养这种品种的猪直到

70 年代，再之后连这些地方的黑毛猪也被那些更有高生存率和高收益性的品种所更换掉。

          现在它几乎灭绝，但是仍被某些爱好它的饲养者所拯救，他们完全的恢复了黑毛猪的

遗传性及形态功能的特点。

          肉的质地的独创性和它的高品质使它再次体现了它们古老的价值，这要感谢那些该地

区的老农民们所给予的在他们遥远的青春时期饲养过这种黑毛猪而积累下的明智的，非常有

价值的建议。

          因为饲养上必须是野外放养的困难以及被抬得非常高的生产成本，因而使这些黑毛猪

的产品的收益，利润都归属于一个非常小规模而又不稳定的市场之中。

          黑毛猪火腿的产量是极其有限的及严格的挂钩于协会的纪律及保护，它指定，除了工

作程序和存放的时间外，还包括饲养的方法以及猪的饲料。

          当 Casertano 的黑毛猪的美味与它非凡的在此地长久存放风干的特点结合之后，il 
Pietraroja 火腿的魔法才是充分而圆满得完成了。

          

        

   皮 特 罗 佳



             火腿被存放风干的地方为皮特罗佳（Pietraroja)，在贝内文托大区的一个小山村，位

于马塔赛自然公园，绝对纯净的地方和毫不受人类活动的污染。小山村镶嵌在一个独特的环

境中，大约有海拔 1000米的高度，坐落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斜坡之上，包围在提塔诺的深峡

之中。

            这个孤独的小山村有着纯净的空气和特殊的小气候以及位于偏僻的山区而形成的非常

理想的独一无二的可以长时间存放，再慢慢地风干而散发出 il Pietraroja 火腿的独特香气。

             经过 48至 60 个月的耐心等待，肉质获得了香气，这是野外牧场养殖的结果。人们开

始准备用一把锋利的刀子熟练地切割火腿，那醉人的香味和被完全征服的味道，好的质量是

毋庸置疑的！

             只有当成分完美并且进行传统的护理和成熟的方法已经被应用于生产中时，所得到

的质量是无法比拟的！

             一种不一样风格的火腿的产生，它是由采用的强度和从高品质的肉质得来的香气，

从食物中和从它被长时间存放及风干的地方而获得的。

             一种伟大的产品的复杂性，强大性和感性，美好的口感使嗅觉达到惊人的高潮！魅

力芳香优雅还有它那精致味道的持久性，il Pietraroja 火腿它具有独特的丰满和美味，吃完后

在口中留下的草本色调和温暖的辛辣有着细微的差别。

                                              
 

                       
             

                                                       黑 毛 猪 的 食 物



             协会以极大的关注和难点选择大多在野外养殖的猪来进行生产，协会延续了荒野的

理念，粮食和肉类要以正确的方式成熟。大自然是绝对的无可争议的森林的主人，以及草场，

水源和自由的动物们，人们喂给它们最喜欢的食物。

             当它们在成熟了之后树叶从树上飘落，或者当它们的气味从土壤中散发出来时。这

些食物它们不是转基因食品，它们来自于无农药使用的土地，以及无杀虫剂，抗寄生虫剂，

杀菌剂，除草剂和化学肥料的使用。

            在长期存放，风干地方的空气是绝对纯净的，因为它受到了马塔赛自然公园，山峰和

百年老树林的环绕保护。

            他们被严格禁止使用抗生素和任何其他的顺势疗法，在照顾极少数动物的情况下他们

会使用自然疗法。

            一种健康的产品是真正的和特有的为了维持健康状况而结成联盟，及保持与所以其他

营养食品的最佳均衡。

            这些动物们享受着一种独特的饲养体系，纯天然的食物，一种堪称完美的小气候和一

个非常缓慢的成长过程。

            这些黑毛猪在牧场里吃的是板栗，橡子，野菜，以及从地里挖出的块根和块茎。

            这种古老的品种与众不同的是它蓄积的脂肪，平均地分布在肌肉里，练就一身凝脂细

肉，吃起来特别柔嫩可口，滋味好极了！

                         

             

            

               协会的技术人员不断而坚定地追随着动物们的生长和定期地分析整条食物链，从水

到食物，到猪的健康生活。

              就如同葡萄酒，葡萄一年的收成是十分重要的。



              大自然是四季的君主，并不是每年都有充足的降雨或者是充足的阳光照射。

              橡子的质量也并不是永远都一样的，同时板栗，野菜，根茎及其它的食物也是同样

的。为了供给黑毛猪优质的橡子和一些其它的食物而需要进行人工采摘，晾晒及仓库储存。

              育肥黑毛猪所需要的食物发育成熟时期是在八月开始，进入到十月份第一批橡子开

始掉落到地面上，还有板栗，苹果和野鸭梨，英国山楂树的浆果，山茱萸果，李子，枇杷果，

西洋接骨木，羽扇豆籽为最晚成熟的。

              食物的补充需要汇集五种不同品种的橡子，它们的不同之处区别于外皮的厚度及果

肉的甜味，出于同样的原因还需要三种不同品质的板栗。

              在月亮渐圆的时期和阳光充足的好天气里，人们开始收割野生的和家养的药草，所

有的工作都是手工进行的，持续整个下午。

               当经过光合作用而生成的叶绿素达到了其活性的顶点，这时所有的蛋白质和矿物质

全都保存在叶子中。

               所有的食品都是通过冷通风系统进行干燥的，这样可以保持食物中的营养和感官特

性几乎没有变化。

          

                                                                 味 道 和 健 康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天然食品，富含蛋白质（包括在很大程度上所必

需的高贵的氨基酸) ，以及可以使身体保持良好状态的有益的元素。



            其消费量从营养角度考虑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提供了大量的 B组维生素，特别是

B12，B6 和大量的 B1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分配承载着极大的好处。同时它还具有高含量的维

生素 E（为从体内消除自由基抗氧化的根本) 。

            廋肉部分丰富的叶酸，它弥补了古典时期传统孕吐的缺点，对红血细胞的形成和细胞

的再生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如铜，璘，镁，锌，钙 铁等许多抗氧化物质，它的蛋白质含量

跟鲜肉相比超过 50%。

            它还含有丰富的脂肪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油酸组成的。亚麻酸和亚油酸类似于特

级初榨橄榄油，因而有利于生产健康的胆固醇（HDL) ，同时它减少了有害的胆固醇的形成

（LDL) 。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种为所有遵循自然饮食为宗旨的低热量食品，每 100克火腿所含

卡路里仅为 280/300 大卡。

                                                                 
     

             在肌肉纤维之中很容易找到白色的条纹组织，它是一种肉的“氨基酸”聚结的结晶，

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优质品质，因为它是标识和认证 il Pietraroja 火腿的两大特征: 就是足够

长的存放，风干的时间以及低标准的含盐量。

             它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但是却是真实的) ，关于脂肪的故事: 在发明滚珠轴承之

前，轮毂直接转动在车轮内部，黑毛猪的脂肪被用于减少由两部分摩擦在一起产生的摩擦和

磨损。许多世纪以来选择这种猪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紧凑的脂肪，可以在轮毂和轮

子之间提供缓冲，而且持续时间更久。



            今天我们发现黑毛猪的脂肪结构完全不同于其它品种的猪，它有着量更大及更清脆的

口感。

            il Pietraroja 火腿这种珍贵的礼物，是艺术和大自然的宏伟结晶！

                 

          

          

              

                                                               处 理 及 加 工
     

            在保护协会注册的饲养场非常的少而且他们只使用从这些小集团里出生并成长的动物

们的大腿部分来制作 il Pietraroja 火腿，供应链的中间部分被消除，从饲养，加工，存放风干

及销售他们全部由保护协会内部管理。

               为了制作 il Pietraroja 火腿只选用那些接近 5岁的母猪，而偏爱这种火腿的人们早在

加工之前就已经预定好啦！



               动物数量的稀少，自然养殖的困难，风干存放的问题导致它的产量极为有限（50/70
每年) 。
               这极少的艺术品，使得他们飞得很高！

                使得它们绝对地更热爱生活！

                也充分得印证了传自于古罗马帝王的寓言“老鹰是不会捉苍蝇的”!

                在协会严格的监管之下，处理及加工工作选在冬季最寒冷的日子里，在月亮渐缺时

期，随后猪大腿被切割和腌渍，几天以后，再用盐洗净然后摆放，挤压。

                纯天然盐是用于加工处理的唯一要素，它们有在史前时期形成的盐的化学结晶和纯

细菌，所以可以分解掉来自于人类生活中产生的有毒物质: 如汞盐，二恶英，福尔马林以及

存在于海水中的其它污染物，绝大部分是高度致癌物！

                                               

                 
               
    

         
           

              压制工作会重复几遍，直到 il Pietraroja 火腿准备好被带到一间用石头砌成的墙，干

燥又通风良好的房间中，这个过程是从周期交替的地窖直至成熟。它是四季大师在管理各个

风干房间和地窖的艺术，随着季节的变换，不断变化的大气层，精确的观测月亮位置的移动

而带来的圆缺。

              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记录是他们曾经为了在夏天保持冰冷，而在地窖里存放大量的

积雪，以此地窖中在炎热的夏季里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湿气和保持最佳的温度。

             草莓葡萄甜美的浆果及圆叶葡萄，白葡萄和淡黄色无核小葡萄，在 8月份开始在空气

中传播它们的香气，农民们习惯性地割掉长的枝蔓及剪掉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和那些卷曲的用

于缠绕 il Pietraroja 火腿就如同给它戴上皇冠的细蔓。

             这种独特的芳香充实在空气中一直持续到 12月末。



             随后在葡萄酒的各个处理阶段，习惯性地把大量的葡萄酒倒在地板上以及地窖中的

木头上，这可以使得 il Pietraroja 火腿表面的霉菌混合入周围环境中的香味慢慢的成熟。

             在火腿开始成熟的时期要倒年轻的红葡萄酒，而在随后的成熟时期则是年轻的果味

浓郁的白葡萄酒，为了增加香味，还可添加树叶及树脂块，树皮进行侵泡。

            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做法及按照卫生部门的卫生标准进行的相同操作程序。

        

                                                                 成 熟 和 维 护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种脆弱的产品，它对任何瞬间的湿度和温度变化都会发生反应，

因为这个原因，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损坏而无法得到复原。

             如果说干燥寒冷是它最大的敌人，那原因就在于会使它变得僵硬，而缺水则会导致

它的肉变得无光泽，干涩及坚硬。

             酷热和过分潮湿会引起同样明显的损坏，使它变弱，随之而来的不利后果就是在肉

开始发酵时损坏它的味道和香气。所以正确的地方是使香味能够得到全面发展表现的根本。



            在皮特罗佳偏远的小山村，在十八世纪发生了这些奇迹，重要的是要知道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个在本质上不断发展及如果处理不当，出现的伤害是不可治愈的产品，而且仍将对

它永恒的恢复期有着可能引起复发的威胁，并且这次的复发对它将是致命的！

            如果 il Pietraroja 火腿接受一段时间温暖而清新的空气，过多的干燥，炎热及潮湿，这

些对它都是致命的打击，特别是如果反复如此！

            对于 il Pietraroja 火腿最好的成熟条件和保存方式就是那些恒定的气候，为此它的每一

次移动都要进行完全地控制和保护，一个坏的环节就会破坏掉整整 8 年的激情和非凡的工作！
                  

  

                                                               

              

             il Pietraroja 火腿在离开山上岩石中的地窖后，被放入热保护容器中运输。用来运输的

车厢由三个同心圆组成，效果犹如俄罗斯套娃: 第一层即内层，是用雪松木制成，内装 il
Pietraroja 火腿，第二层为 Altuglas装有干冰，第三层是最外一层，是由橡木制成，装有一些

灰或者可以充当外部的气味和气温变化的过滤器的热材料，也可作为在它的移动过程中为了

健康而减少危险的措施。

             il Pietraroja 火腿被放置在不漏水和加压的手提箱内，这是为了在飞行旅途中用于维持

温度的配置。

            在任何情况下，运送都是由保护协会的人员来进行的，包括所有事件。在全世界 il 
Pietraroja 火腿都是由协会配送的专业师傅用刀子来进行切割的。

             到达目的地后，il Pietraroja 火腿在开着空调的酒窖里开始了它美丽的演出: 它被放置

在餐厅的圆桌上，以免受到湿气和温度的波动影响。同样的，那些私人的消费者们也可以在

他们的家中及他们的私人游艇上保持最好的条件，结果总是使人吃惊的！如果再伴有美妙的

香槟酒，那就是好客的主人为他的宾客们准备的又一份狂喜！



            在酒窖的效果是相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同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有可能掩盖掉它原有的香

味。

            那么规则就是一定要把 il Pietraroja 火腿单独放置。

            恰当的配以好的葡萄酒，il Pietraroja 火腿它需要刻苦护理以达到完美地成熟度。

         
  

            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直到它们协和地融合在一起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 il Pietraroja
火腿才会变成绝对地独一无二!

           正确的成熟将给我们的主人公 il Pietraroja 火腿时间让它在肥肉和廋肉之间达到一个美

味的协和，这是确保香味的一致性，柔软性和密度的最重要的过程。

           一个成熟而完善的管理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非常地用心和孜孜以求。

           在季节稳定变化间隙，从月亮的圆缺，从温度，从风和湿度，我们必须为它打开窗户，

用刷子轻柔地刷洗 il Pietraroja 火腿，这是为了去除因表面受潮而长的霉花。要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轮流地刷洗主要的廋肉部分。

            放入或从酒窖中取出都要考虑到由于受温度造成的细菌和受湿度形成的霉菌，期间如

上述那样必须进行同样的操作，当然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方式进行。

           成熟和维护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要避开任何不便气候，如湿度和温度的变化。在较

温和的季节，必须把它包裹在一块白麻布内，以保护其免受害虫侵袭。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秘密，就像酿酒学家或酒窖管理高手，为了不透露内幕，所以不

可以更深入地讨论我们所使用的技术。目的是让我们的候选人，以崇高的心情达到完全成熟，

就像一种好的葡萄酒在耐心地等待着它被拔开瓶塞的那一刻。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它必须在受到突然变化之后得到帮助，在它经

历了首次青春期的过程中，找到它们完美的成熟和让它们尽可能保持更长的时间。

            
  

 

       黑毛猪要长到可以制作出高质量的 il Pietraroja 火腿大约需要 4 年时间，可以用来制作火

腿的只有母猪，在最后的一年中它们储存了大量的脂肪和伟大的高品质的香味。

                肉的紧凑性和高质量允许 il Pietraroja 火腿缓慢而长时间的成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

你才可以发现那些其独有的特性。

                成熟的四季大师从未混淆过发酵和老化，首先事实上 il Pietraroja 火腿是有生命的生

物，它受约于温度和空气使肉和脂肪获取香味，并授予它们统一性。

               这是追随我们的明星的专家们的任务，从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直到长时间的存放及

风干。

               成熟的戏剧开始的更早，当选择了罗马卡塞塔诺的黑毛猪进入 il Pietraroja 火腿制作

的节目单中之后，它们处在野外的一个大的和未受污染的农场，这里给它们可以大量运动的

可能性和可能采到特殊的和种类繁多的药草，及树林和灌木丛水果，根和块茎，野生浆果和

板栗，树皮和灌木树脂及香水香精，尤其是橡子，这种水果可以在我们的黑毛猪的体内把不

饱和的脂肪酸油酸转变为饱和脂肪酸油酸，和良好的抗氧化剂。



             在远古时代，橡子是非常受重视的，因为它们的繁殖能力和壮阳性，balanos 来自希

腊语系，glans 和 glandis 来自拉丁语系，它们都指出橡木的果实的神秘点就在于它可以促进

男性化能量的产生，纯净而强大!

         

               
               

                                                               倾 听 莫 扎 特

                 有些疯狂的表现形式，如果合理运用可使它们转化为非凡的成就。

                  野外牧场的黑毛猪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热情而又未受污染的大自然里，它们真的

可以感到更幸福吗？当然不是！但是如果它们听了被施乐魔法的音乐，它们就能够达到忘我

的境界。莫扎特的音乐就是达到这黄金点的关键。

                 通过在几所美国和英国大学进行的有趣的研究表明，倾听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收到

有益的效果，可以提升人类的植物神经系统水平，同样对于动物和植物也是，我们的 il 
Pietraroja 火腿也因此获得了伟大的价值。

                 所以在技术上恰如其分的，悦耳的和声广泛地传播在动物们生活的牧场及在长时

间存放，风干的地方。它们是歌剧“魔笛”，“钢琴音乐会和管弦乐队 K482 ”  “ 奏鸣曲
K448 ”  ，此外最低频率逐渐被过滤消除至 800HZ。



                 虽然不大可能动物们的整体外观会有所改善，但他们之间的和谐是积极的和令人

惊讶的！体重增重增加，而肌肉的脂肪对比过去有明显增加。

                在催熟室内继续使用音乐，令人惊讶的奇迹是 il Pietraroja 火腿重量减少很少，成熟

地更慢，香味更浓，更持久，肉质更嫩，更香。

                 就像葡萄酒，啤酒和水果这些特殊和独特的声波修改了成熟和发酵，以优越的方

式提升了味道。

                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这一切的原因，但我们对这个魔法师完全惊讶和着迷的。

             

                 

                                                              最 后 的 诱 惑 力

               在切割前的瞬间都充满了期待和渴望，il Pietraroja 火腿有着使人着迷的感觉，双眼

被它的颜色诱惑着，嗅觉被香味包裹着，触摸着使人兴奋的脂肪，味觉被香味俘虏，听觉对

神秘的沉默感到惊讶。

               切割的剪彩仪式时一种习惯做法，充满了职业性和戏剧性，参与其中，会使人激动

得难以忘记！直到等到下一次的到来。

                il Pietraroja 火腿必须是被放置在有支撑系统的切板上，肌肉面大的那部分在下方。

切口应该明确而不太深，以只切除必要的组成部分，不超过品尝的预定量。每一片的厚度不

可以超过一毫米。锋利的刀子必须按照连贯的方式进行切割，以不至于切出锯齿状，随后必

须切成宽度约为 5毫米的条状。

                主刀师傅可以采取波浪剪切法，垂直地将薄的肌肉层和小而卷的肉同脂肪进行剥离，

轻盈得如云一般从神奇的刀锋边缘蒸发，极细的卷云给脂肪镀上了一圈金框，使口感美妙至

极！ 然后需要建立一个物理接触，使身心和 il Pietraroja 火腿把握不可言喻的完美，为此 ，

我们只能用双手进行品尝。



                 宝藏已被发现，它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愉悦，但是 il Pietraroja 火腿已经受伤，为

了长时间完好的保存它，需要覆盖住肌肉的切断面和它猪油的薄片部分。当然最好是在短期

内消耗掉 il Pietraroja 火腿，最久要在 20天之内。

          

                                 

                                          许 多 追 求 者，少 数 选 择 者

                  那些读过希腊和拉丁经典语句的人们经常会碰到这句话:  “ 为神的食物”，对于那

些了解它的人来说，il Pietraroja当然直到今天仍是这句著名语句的灵感根源。复苏于其卓越

的独创性，感官性，罕见的而特殊的味道，几乎就像是埃及神话中阿拉伯沙漠的长生鸟。

                  不可避免地并带着几分混合的羡慕不已，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那些少数的幸运儿，

他们品尝着好口感的美食，享受着生活。

                  它的不可及使 il Pietraroja 火腿被允许成为世界上最稀少和最昂贵的火腿。

                      
 



                                                                 
        割

               一个男孩在肉店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肉的切割，在没用刀子之前学徒们被教

导切割时肌肉纤维必须被打断，而不是连贯的。

               在意大利，肉的切割和香肠的文化具有悠久的渊源，并在各个领域达到完美。

               意大利的屠夫们和香肠制造商们掌握的技巧是全世界公认的，他们肯定每次都是以

惊恐的目光看着一个手拿火腿刀的西班牙“切割师”在切割火腿。明显地，这些证明他们做

到了很少的有用的肉店，但是他们却做了很多他们自以为是的服装店！！！

              火腿必须是以肌纤维被切断这样的方式被切割，必须进行此操作，为的是使每片火

腿都获得更大的柔软度。

             切割的进行可以是切割机或是手工用刀切割。垂直用刀切割 il Pietraroja 火腿可以使

它达到更完美，在这种情况下，是精彩的刀片运用和绝对完美的肌肉切片之间的令人钦佩的

结合！



                                                                        封      印

               协会对 il Pietraroja 火腿有一个它专门的质量和担保的证书: 封印。

               协会保证了第一密封担保人及强调了整个生产链的重要性，并超越了认证规则，无

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健康方面，真实性及来源。

               密封的目的是作为质量认证的另一个步骤，比任何其他更高。

               密封不只是保证产品的绝对质量，它更证明了整个控制系统，动物的遗传，环境是

否健康，野外牧场的自由放养方式和动物们，以及生产过程，风干和运送。

               密封另外还想强调生产道德，做好事情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作的工人们。

               生产步骤的极端工艺和长时间的风干，绝对的质量和完美的健康，及品味美食的牧

场，所有的这些使得密封显得尤为特殊，表现在它自身的密封封闭和保障人，它的敬业精神，

它的知识面，它的传统和它的天才。



               在运送 il Pietraroja 火腿之前，它还将得到爱的终极护理，这是它在被切割前所施的

最后的魔法。把 il Pietraroja 火腿存放于三种不同的白葡萄酒中汽化，如此持续 10天。

               特别注意的是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从风干的过程中得到了

最高的升华的典范。

             这最后的工序，它仍是独有的由手工操作完成的，这充分的体现了团队精神技巧的

终极追求，从第五本质到得到的那些的细嫩，优雅，柔软，味道和香气。

             他们从最开始的原材料的精心挑选，从动物的成熟，从饲料和从长时间的风干存放，

进入到这最后的环节要感谢它的优雅，完美，它的纯度，它的好口味和它那持久的非凡香气。

             从它的诞生到此时 il Pietraroja 火腿一直被耐心而巧妙地呵护了 8 年，只有现在，主

验证人才能检查该件，用“印封”作为标记，并声明其符合印章。

              至此 il Pietraroja 火腿，它是超越想象的，是世界第一的！

               



                                                              la        Kylix

                     古希腊和古罗马帝王们他们早已懂得推崇时尚！la Kylix就是属于这个领域的一

个产物。

                      乍一看你就会对它着迷，黑色经典的镀金头饰带领我们回到了几个世纪前在至

高无上的典礼上它们被使用。

                      品尝着 il Pietraroja 火腿使我们充满了激情，而紧握杯子的手产生的热量使得 il 
Pietraroja 火腿散发出其所有诱人的感官力量，正是一模一样的伟大的白兰地酒的冥想炼金术。

                      感觉的多样性，愉悦的快感，互相转化，诱人的风景结合欢乐的拥抱在愉快地

被分享和更容易地相识表达方式。

                      品尝置身于 la Kylix 中的 il Pietraroja 火腿它使人瞬间变得不平凡，一种极端的

乐趣，一个古老的仪式，一个为了抓住权利的象征。品尝它，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



                                                                      美     食

      il Pietraroja 火腿保护协会（Consorzio per la tutela del prosciutto di Pietraroja)
      维多利亚广场 8号（Piazza Vittoria，8)
      皮特罗佳  贝内文托     （Pietraroja  Benevento)
      

        萨索马焦雷温泉，2012 年 12月 3日

        尊敬的达捏莱 保索尼先生！

         十分感谢您的盛情邀请，然我有机会参加品尝 il Pietraroja 火腿和度过了一个真正使人

愉快的品尝之夜。我向您承认我曾经有点儿犹豫和有点儿表示怀疑您对这个火腿如何美味的

称赞。但是，很愉快地我说服了自己，事实上，当我品尝了第一片火腿之后，我再也无法克

制自己不去拿取另外的火腿。而当您和大师用刀手工切割时，我敢说，那正如昙花一现般的

紫色和金色的卷云。

         这真的是太奇妙啦！我绝对没有想到品尝一种火腿可以释放出这么多的情感，历史的，

文化的，欢乐的，可传入感官的味道及从那些我可以观察到的，我想说可以给你普遍的狂喜。

         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 il Pietraroja 火腿是一个真正的美味，一定会超过预期的征服最好

的鉴赏家，当味觉重新发现香气和迷失在时间里的香味时会超出所有想象的到的情感。这种

火腿让人们能够及时发现口味和气味，并由于人们的才能和激情而发展到完美。

         我还观察到火腿终于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切割，用刀子正确的在纤维组织中垂直切割，

以避免肌肉紧张。是时候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站出来声讨那些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国家以不

正确和错误的纵向切割方法。



        再次感谢您给我的这次机会，遇到和了解 il Pietraroja 火腿，它是意大利美食的真正的宝

藏，其中蕴藏对它精致的恩情的愉快记忆。

         致以亲切的问候!
           
         Romano Lambri (罗马瑙 兰波里)
                                                   ROMANO LAMBRI（罗马瑙 兰波里)
                                                   Console Nazionale Presidente(全国领事会长)
                                                   Console del Ducato di（帕尔玛，皮亚琴查和挂斯达拉公国领事)
                                             Parma Piacenza e Guastalla
                                  座机 0524 400145 手机 393 9815078 传真 0524 499811
                                  邮箱 gourmetparma@katamail.com

                                                              
 签 的 使 徒
                          

               仔细观察 Cape Canaveral(弗洛里达美国) 和 Pietraroja(马塔赛的高谷 贝内文托的一个

省) ，它们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一个是著名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另一个是由 610 个互不了解的

居民结伙组成，主要从事林牧复合牧和无机械化农业。

                两个现实，似乎遥远如光年，一个把你带到太空船上，另一个把你带回到餐桌上。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运行？一侧是火箭和航天飞机，另一侧是卡塞塔诺的黑毛猪，或者最好是

母猪，它们有着比公猪更薄的肋条。
  
                航天飞机到达皮特罗佳，幸福地潜入过去，停留在餐桌上。

                他们必须是严格地在卡塞塔诺的千米以上的野外牧场自由生长的和风干存放不少于

36 个月的黑毛猪。

                最苛刻的爱好者们他们也希望听众着迷，包括活着的和逝去的。

                奏鸣曲和莫扎特的沃夫冈，阿马杜斯交响乐，连黑毛猪也被认为是上天精制的产物。
                              

                                                  

                                                             
                

                 



                                         
                                                

它是相当简单的一件艺术品，像古代的艺术作品一样，不论谁去寻找艺术及懂得如何把握欣

赏它的内涵，在特定的情形下，会使人沉迷于片刻的狂喜。

                那些寻求简单消费的人们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每年生产的 il Pietraroja 火腿

的数量如此地微不足道？
       
                在最后，是来自稀有物品的寻找者们的一个无私的忠告，不限称之为火腿，因为 il 
Pietraroja 火腿远远超过这个称号，它是一个大自然所施的魔法和人们的杰作！

               

                                                                                     Giovanni Pecci     焦瓦尼 拜齐



                                                                                   意大利波罗尼亚的面条的使徒

                       面条的使徒们他们是由 12 个人组成，年前聚集在波罗尼亚的晚餐厅内热烈地进

行保护常识讨论，见证和传播良好的生活和良好的饮食文化。

                                                                      院     士

                   “ 神” 是意大利人。

                      下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亮相的意大利的圣像将是有着卓越品味的 il Pietraroja 火腿。

                       詹姆斯 邦德将不再只是进食鱼子酱和品味香槟酒，而必须添加 il Pietraroja 火
腿，佳士得和苏富比也应将这款独一无二的火腿摆放在他们最稀有和最好的收藏品葡萄酒旁

边，而这是意大利美食的新主角。

                     这是意大利创造的另一个神话！

                     我们品尝过它！

                     切割仪式的风景它吸引了我们并使我们着迷，莫扎特的伴奏音乐在钢琴上演奏，

使我们的灵魂接受了神圣的洗礼。

                    看着服务于白色亚麻餐巾的典雅的女主人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体验！

                     但是当然最大的情感就是品尝它，其次是对另一个人的崇高的强烈渴望，被其

香气所吸引，惊讶于它的丰富味道，我们根本无法克制自己想获得的更多！

                     那么客人对它评价最激动人心的形容词就是: 一鸣惊人！还是一鸣惊人！

                    每一片都是薄薄的，全部采用特殊的切割方法使其在室温里释放无限的香气，慢

慢地被氧化（正如好的葡萄酒) ，丰富了它的原始口味，树林，土地，牧场，泉水，大自然

的无限芬芳。这是一种狂欢和感官感觉的狂喜，伴随着柔软性和无语伦比的味道。

                     在美食的苍穹肯定会有另一颗恒星！

                      幸福的人会看到光！



                                                                          
                                                                                                    意大利烹饪学院

                                                                                                    乌拉帝米罗 阿巴戴

                                                                                                    名誉主席

                                                                                                     卡塞塔（Caserta)

                

                                                                       赠      品

                           一个特制的木制手提箱
                            
                          带支撑系统的切板

                          刀具套件和盒子包括

                          一把短的钢刀用于切除表皮和骨头

                          一把长而扁的钢刀用于切片

                          一把中等的钢刀用于取出带状的薄切片

                          木制的案板用于分开带状的薄切片

                          一块磨刀石

                           带有“il Pietraroja ” 标志的擦手毛巾

                           六块带有“il Pietraroja ” 标志的餐巾            

                           用于清洁的小高粱制刷子

                           一本介绍 il Pietraroja 火腿的小册子

                                                 

                          



      

                                                                   联 系 方 式

                        Consorzio per la tutela del prosciutto di Pietraroja ( 皮特罗佳火腿保护协会)
                        
                                          Piazza Vittoria n 8,Pietraroja (维多利亚广场 8号，皮特罗佳)
     
                                            Benevento,Italia （贝内文托，意大利)

                                           
                                         Presidente Consorzio di tutela（保护协会主席)

                                          Daniele  Bosoni (达捏莱 保索尼)

                                         daniele.bosoni@tiscali.it

                                         39/3356080587

                                           www.themilliondollarham.com

mailto:daniele.bosoni@tiscali.it
http://www.themilliondollarham.com/


          注意事项:  il Pietraroja 火腿的出售只能用于特殊事件（或作为礼物) ，在任何情况下，

切割将由保护协会自行负责的主刀师进行。

                                                                      序      列

               历史                                                          1

               皮特罗佳                                                      4

               黑毛猪的食物                                                  7

               味道和健康                                                    14

               处理 加工                                                     20

               成熟和维护                                                    23
   
                倾听莫扎特                                                   28

                最后的诱惑力                                                 29

                许多的追求者， 少数选择者                                    31                  

                切割                                                         33                  

                封印                                                         36                  

                 la Kylix                                                                                                            38

                美食                                                         39

                 标签的使徒                                                  40
 
                  院士                                                       42
 
                  赠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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