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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茅台因保存不当身价大跌

胶带毁坏封口，一万二飞了
□记者 宁甜 文图

核心提示：11 月 19 日上午，由大河酒坊、天下收藏、河南志信拍卖公司共同举办的大河老酒免费鉴定活动，如约和“藏友”见面。虽
说天气寒冷，丝毫没有抵挡爱收藏、爱老酒的老酒藏友的热情。在此次鉴定活动中，存放三十多年的茅台酒、1995 年的珍品茅台酒等
老酒纷纷“惊艳亮相”，接受专家鉴定评估。除此之外，还有被专家一眼识破的假酒，现场气氛一片火热。

这款酒已经不生产了。但是，
就是保护得不好，瓶盖损毁严
重。虽然这款酒是真酒，但是
封口一毁，就失去了价值。”国
家一级品酒师、大河报《大河
酒坊》特邀老酒鉴定专家范广
珊说，
“这款酒市场价值 1.2 万

元，但就目前情况看，瓶盖上
的薄膜已没了，瓶盖也有裂
缝，现在只能饮用，不具有收
藏价值。”
他告诉李女士，家里如果
还有老酒，可以用手电筒照着
看一看，是否有跑酒现象，切
记不能再用胶带粘。李女士
说，这款酒是婆婆一直放在衣
柜里珍藏的，因为怕放坏，所
以就用胶带封住了瓶口，没想
到造成了损坏。家里还有几
瓶 1995 年左右的老酒，一定
好好存放，不用胶带粘了。
从封口可断定老酒的真
假，如果封口不完整，即便是
真老酒，其收藏价值也会大打
折扣。范广珊提醒，对于老酒
保存，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
阴凉、通风。不要直接放在地
底下，最好是装在箱子里。一
般老人喜欢将老酒放在床下
或柜子里，但放柜子里容易生
虫，可能会咬坏瓶子外面的薄
膜，
降低收藏价值。

让假酒
“现出原形”。
当藏友魏先生拿着一瓶
写着“茅浆窖”的酒来到现场，
距离范广珊还有一米开外的

距离，他便告诉这名藏友，市
场上根本没有这种酒，这个就
是一瓶假酒，是专门做旧的。
当然，
这种酒也不建议饮用。

胶带封瓶口，
值钱的老酒就这么毁了
“我收藏的这款酒，瓶身
上的年月日都看不清了，您给
我鉴定一下吧。”用塑料袋小
心地包裹好，带着珍藏 30 多
年的茅台酒的李女士说。
“这是 1983 年到 1985 年
间的茅台酒，因为 1986 年后

假酒一眼就被识破
除了为藏友鉴定珍藏多
年的爱酒、估价、支招如何保
存，在此次的老酒品鉴会中，
专家也再一次用“火眼金睛”

今年 64 岁的读者于先生，
第一个来到鉴定现场，
他带来的
是自己珍藏多年的珍品茅台
酒。
“这款酒是1995年的贵州茅
台珍品，比普通的茅台酒还要
高一个档次，但这款酒有点跑
酒了。”在使用强光手电鉴定酒
量之后，
范广珊面露惋惜之色。
他告诉记者，正常的酒量，
应该是在酒瓶的肩部以上，但
是 这 款 酒 ，目 测 只 有 九 两 左
右。如果不跑酒的话，这款酒
目前的市值在 4500 元左右，但
是因为跑酒，只能卖到 3000 元
左右，
折损了 1000 多元。
“今天只带过来了一瓶，在
家里目前还存放了一箱这样的

茅台珍品酒，共有 6 瓶，应该如
何存放呢？”为避免再发生这样
的折损，于先生现场开始“取
经”。
范广珊现场传授了如何存
放老酒的技巧。他说，酒瓶的
上面可用塑料袋封好，因为瓶
盖的外面还有一层塑料皮，如
果用其他物品封容易损坏，而
塑料袋比较柔软，缠紧一些也
没事。另外，存放老酒的时候，
一定要将酒瓶竖着放，不能平
放，因为平放的话，酒就容易挥
发，
导致跑酒，
降低市场价值。

融入更多元素，酒器鉴赏或将登场
自去年 10 月首场鉴定以
来，我们的大河老酒免费鉴定
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藏友
的喜爱和追捧，每一期活动都
吸引了省内各地的藏友前来
“鉴宝”。
“我们不仅仅是鉴定老酒，
还 能 估 价 ，甚 至 是 帮 藏 友 拍
卖。”在此次活动现场，河南志
信拍卖董事长李萍表示，以后

还要融入更多的元素，为更多
的藏友服务。下一步，将计划
推出酒器鉴赏。
各位藏友，如果你想加入
我们，想了解更多关于老酒鉴
定的知识和技巧，或者对于我
们的老酒鉴定活动有好的想法
或建议，请关注大河酒坊官方
微信（微信号：dahejiufang），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林河亮相商丘食博会

亲，博若莱新酒郑州上市啦！

□记者 李素莉

□记者 宁甜 朱金中 文图
一年一度的法国博若莱新酒节是全球葡萄酒爱好者的狂欢盛宴。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每年 11 月的第 3 个星期四，博若莱新酒在全球统一开瓶。这一天，无论是巴黎、伦敦、纽
约还是东京、首尔、新加坡，全球各大城市的风雅人士都在翘首企盼，飞机空运而至的博若莱
新酒上市。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将当年才下桶开始酿造，10 月初制作完成的葡萄酒打开，开
始畅饮，
庆祝新酒的诞生……11 月中下旬，
郑州举行了两场博若莱新酒尝鲜体验活动。

A

品酒时间：11 月 19 日下午
品酒地点：河南省酒业协会进口酒分会葡萄酒培训中心

情境描述：在此次活动
中，50 多名红酒爱好者齐
聚一堂。在听完专业的红
酒品鉴师对于博若莱新酒
的详细介绍后，共同品尝从
法国空运而来的博若莱新
酒。伴随着浓浓的酒香、欢
声笑语，以及主办方精心准

品酒时间：11 月 20 日下午 品酒地点：
郑州华祥苑

情境描述：虽然郑州地
区的新酒节晚了一天，但作
为郑州博若莱新酒节的主
办方，河南波拉克进出口有
限公司邀请到了法国艾洛
酒庄庄主、法国著名律师香
黛尔女士以及博若莱拉卡
莱尔城堡酒庄庄主、酒业协

珍品茅台“跑酒”，
损失 1000 多元

酒业快讯

酒市短波

B

大河酒坊官方微信

会主席泽维尔先生共同为
大家开启 2015 年博若莱新
酒。刹那间香气四溢，活动
现场充满了浓烈的法式浪
漫气息，大家畅所欲言，把
酒言欢，尽情享受红酒带来
的愉悦，完整地领略博若莱
新酒节的独特魅力。

备的美食，活动现场一片欢
乐气氛。
据介绍，博若莱新酒，
是采用当年的葡萄、当年酿
制、当年新鲜上市、当年开
启、新鲜饮用，必须在三个
月以内喝掉，否则就失去了
原有的果香和新鲜风味。

11 月 20 日，由商丘市工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商丘市食
品工业协会主办的 2015 商丘
食品博览会在河南省商丘市开
幕。本次展会有全国各地 500
多家企业参展。曾经以“张宝
林”闻名之后又一度沉寂的林
河酒特装亮相，
“ 民间好酒、林
河中国”
的宣传语格外醒目。
之前，林河有两件新闻引
起 业 内 人 士 关 注 ，一 是 10 月
29 日，河南林河酒业公司重组
全为爱母婴连锁签约仪式在商

丘维景国际酒店举行，商丘全
为爱母婴连锁董事长周通带领
旗下 100 多人营销团队一起进
入林河；二是之前悄无声息的
林河突然在央视打广告。河南
林河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周通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林河投
入 2000 多万元在央视 3 套和
12 套打广告，是为了告诉人们
“林河又回来了”，他带领营销
团队进入林河，将利用过去的
销售渠道开发、拓展、维护商丘
市区终端市场，力争在较短的
时间内让林河酒遍及商丘市区
的超市和酒店。

第十七届郑州糖酒会明年举办
□记者 霍坤峰
11 月 23 日，第十七届郑
州国际糖酒会新闻发布会在郑
州盛世民航大酒店举行。会议
发布，第十七届郑州国际糖酒
会的举办时间是 2016 年 4 月
22 日~24 日，举办地点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规划展览面积
室内约 4.5 万平方米，比 2015
年同期增加了 2000 平方米，计
划邀约 1500 家糖酒食品类企
业参展。
发布会上，郑州国际糖酒
会组委会主任、河南省酒业协
会会长熊玉亮指出，郑州国际

糖酒会要以合作的姿态，开放
的心态，和共赢的理念办会，并
且将重实效作为评判郑州国际
糖酒会成功与否的标准，追求
卓越，力争办出特色，办出水
平，办出规模，办出影响，办出
品牌，将郑州国际糖酒会做强
做大。
第十七届郑州国际糖酒会
将突出“周到、贴心、便捷、快
乐”的举办特点，同期将举办
2015 布鲁塞尔金奖产品联谊
会、2016 第三届河南省民间师
大赛、2016“好口碑”百姓喜爱
的酒类品牌评选等活动，另有
多场研讨会和主题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