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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媒体看仰韶 | 大国工匠篇

仰韶凭什么成为
“工匠精神代言人”
﹃百家媒体看仰韶﹄系列报道序言

6 月 8 日~9
日，
“ 百家媒体
看仰韶”活动在
仰韶酒业生产
厂区举办，再次
将活动不断的
仰韶酒业聚焦
在镁光灯下。
按照常理，
夏季是白酒的
消费淡季，销售
工作也陷入低
潮。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仰
韶酒业不但没
有因淡季而变
得萧条，反而表
现得激情满
满。就拿这次
规模宏大的“百
家媒体看仰韶”
活动来说，很好
地展现了仰韶
酒业的魄力、实
力和自信。
在这次活动中，
仰韶酒业打开大门，让记者
近距离参观制曲车间、酿造
车间、
包装车间、
万吨恒温酒
库、
民营企业党建展览馆、
陶
藏馆、科研大楼等场所。这
是仰韶酒业首次向记者全面
开放所有的生产和酿造领
域，体现了企业的实力和魄
力。而这种魄力，正是来自
于仰韶酒业的企业自信。
近 6 年来，仰韶酒业的
销售业绩每年以 30%~40%
的幅度递增，获得的各类奖
项也是不胜枚举。
“百家媒体看仰韶”活
动的举办，正是源自于仰韶
被省工信委评定为河南酒
业唯一的“2018 河南质量标
杆”，让广大媒体人士对仰
韶酒业充满了好奇。于是，
就有了这次盛大的探秘之
旅。在探秘过程中，人们对
仰韶酒业一直坚守工匠精
神的体会尤为深刻。
在仰韶酒业，董事长侯
建光是中国白酒工艺大师、
国家白酒品酒师。因此，人
们称侯建光是酒厂董事长
中最懂酿酒的人。在这样
董事长的领导下，仰韶酒业
一直将“只为酿一瓶好酒”
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并一
直秉持着这样的工匠精神
致力于彩陶坊陶香系列的
研发酿造，奠定了仰韶酒业
始终秉承“大国工匠”的坚
实基础。从今天开始，
“百
家媒体看仰韶”活动系列报
道将在《大河报·大河酒坊》
上一一呈现，
以飨读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霍坤峰

核心提示丨 6 月，芒种刚过，雨水也接踵而至，在绵绵细雨里，我们终于来到了渑池，这个孕育了仰韶酒
的地方。而此次我们百家媒体到来的目的，
是为探索仰韶行业标杆背后的秘密。
两天的时间里，为探索这个秘密，我们参观了仰韶酿酒车间，了解了陶香酒的酿造工艺，也走进了仰韶
的科技大楼，领略了仰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每一个环节里，无一不表露着仰韶成为行业标杆背后的成功
的基因——工匠精神。
那么，仰韶又是靠什么成为
“工匠精神的代言人”呢？
□特邀撰稿 丁艳（红高粱名酒论坛·智度文创团队）
给仰韶人归属感，仰韶人也能做
到
“一生为酒”
的专一匠人为仰韶
的发展增加动力。

专业铸造匠品

秉持专注匠心
仰韶酒，自七千年前流淌而来，在
今天因为陶香重新焕发了光彩。陶香
作为一颗种子，为仰韶酒，为豫酒，带来
了希望。
“养材三十年，方成栋梁姿。”一
棵树要长成参天大树，至少需要三十年
的时间。一个新的香型的形成也同样
需要数年的研究。陶香是无数仰韶人
匠心追梦的正果。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酒是精神
的，也是物质的。酒是有形的，又是无
形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粮食、不同
的窖池、不同的文化都会酿造出不同的
美酒。这瞬息万变的酿酒工艺，带给酿
酒人无数的挑战，也带来无法比拟的成
就感，让无数人深深热爱着这一技艺，
着迷于这一技艺，将之作为自己奉献一
生的事业。
从单粮到九粮，从一种曲到多种
曲，从一种香型到复合型香型，经过无
数次的试验、无数次的失败，终于衍变
成了一瓶美酒。仰韶技术团队经过多

年专注的研究，终于确定了“九粮、四陶，
大糖化、小堆积，多香融合”的陶香型白
酒工艺特点。九粮是指：高粱、小麦、大
米、糯米、玉米、豌豆、小米、大麦、荞麦。
四陶工艺则是仰韶独创的，指陶泥发酵，
陶甑蒸馏，陶坛贮存，陶瓶盛装。且最终
形成了“香、甜、净、雅、醹、融”的陶香风
格特点。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2013 年 8 月 8
日，全国著名白酒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一
致论证认为，仰韶彩陶坊酒以其鲜明的
个性，独特的风格，被确立为中国第十三
种香型——中华陶香型，这是中国传统
白酒香型的一大创新，也是对仰韶彩陶
坊酒的工艺、品质权威的论证和评定。
仰韶人秉持着“只为酿一瓶好酒”的
专注匠心，终于成功酿造了陶香型白酒
——彩陶坊。付出就会有回报，彩陶坊
上市十来年已经成为年销售超 10 亿元
的超级大单品，可见大家对彩陶坊的认
可。

做专一的匠人
对于热爱酿酒的人来说，要做专一
的匠人难上加难，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与
挫折。而仰韶人却一直坚持做专一的匠
人，把做好酒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坚持
不懈地走下去。这其中原由，还要从仰
韶酿酒的核心理念说起。
仰韶酒业一直将“只为酿一瓶好酒”
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并一直秉持着这
样的工匠精神致力于彩陶坊陶香系列的
研发酿造。在这种精神理念的感召下，
仰韶人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
始终以“酒”字为先，把满足人们对白酒
品质的美好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而为了这个目标，无论是在哪个岗
位的仰韶人，从酿酒制曲车间工人，到盛
装运输工人，到市场推广人员，再到各个
级别的领导，都在专一的做好自己本职

工作，
践行着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默默
做着忠于自己的匠人。
仰韶酒业十多年来，除了增加一些
人员，厂级领导几乎没有一个调整工作
的，而全厂数千名职工，对仰韶酒厂，对
彩陶坊的忠诚度都是相当高的。仰韶之
所以这些年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与企业、
团队的稳定性有着直接关系。
仰韶人能做到如此的专一，可以说
与仰韶酒业的精神文化、物质条件都有
分不开的关系。自上而下的工匠精神引
领，给仰韶人带来了极高的精神归属。
与此同时，仰韶酒业也为员工提供了优
良 的 物 质 保 障 ，给 了 仰 韶 人 家 的 归 属
感。而为了最大程度地给予员工保障，
仰韶酒业还专门出台了一份关于人才政
策的红头文件。力是相互的，仰韶能带

“只为酿一瓶好酒”作为仰韶
的理念，支撑着仰韶成为质量标
杆，而究竟什么样的酒才能算得
上是“好酒”？这个“好”字又是
如何体现在仰韶酒中的呢？
仰韶酒业认为，这个“好”在
仰韶酒中的体现就是四好品质，
即好看、好闻、好喝、好受，让消
费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认为
这是一瓶好酒。而要达到这种
效果只单纯地依靠专注的匠心
和专一的匠人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专业，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
专业知识，提升自身专业技术水
平，把传统酿酒工艺与现代生物
技术相结合，才能提高科技研发
能力，实现品质的提升，铸造出
真正的匠品。
而仰韶酒业经过多年的学
习和总结，又通过“五化三研”八
项工作，确保了仰韶酒的“四好”
品质，也体现出了仰韶的大国工
匠精神。
“ 五化”是指：产品研发
精细化、采购供应精细化、产品
检验精细化、成品包装精细化、
全程质量管理精细化。
“三研”则
是指：微生物代谢研究、风味物
质组成研究、食品安全指标的研
究。
为了科研的专业性，仰韶酒
业一直在不断地引进技术力量。
2005 年，成立仰韶酒业研究中
心；
与无锡大学、
江南大学等合作
建立博士合作项目；2015 年 3 月
9 日，成立了河南省第一个白酒
博士后研发基地等。这一切专业
科研力量的投入，是仰韶用科技
的专业铸造属于仰韶的匠品好
酒。
即将上市的彩陶坊天时三宝
日、
月、
星三款酒，
是仰韶花费大量
时间精力用匠心用专业打造的匠
品。而好酒必然会给仰韶带来新
的机遇，正如侯建光本人作词的
《2018，
仰韶再出发！
》歌里唱的那
样，
激情的仰韶人，
将重塑彩陶的
光华，
向着天空翱翔。
在仰韶，每一个仰韶人都秉
持着专注的匠心，
做着专一匠人，
用专业铸造匠品，也正是因为这
匠心、
匠人、
匠品连成的工匠精神
之线，
使仰韶成长为行业标杆，
也
成为
“一生只为酿一瓶好酒”
的工
匠精神
“代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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