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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河酒业建厂50周年庆典暨2018封坛大典在老子故里鹿邑县举行

三千年中国礼遇 半世纪宋河醇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文 李素莉 摄影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硕果飘香。10月
30日，农历戊戌年九月二十二，老子故里周
口市鹿邑县宋河酒业工业园内一派喜庆的气
氛，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2000多位贵
宾，共同见证“礼遇中国50年”宋河酒业建厂
50周年庆典暨2018封坛大典这一盛事。
宋河酒业用醇香的国字号美酒，敬天拜地，礼
遇贵客，精彩演绎了中国礼遇文化，深刻诠释
了中国白酒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老子故里，贵宾云集。
10月30日上午，宋河酒业建
厂50周年庆典仪式还没有
正式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
贵宾在红地毯的指引下已经
陆续来到活动现场。

出席庆典活动的贵宾
有：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满仓，
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丁福
浩、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陈维忠，省商务厅副
厅长李若鹏，省人民政府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景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副总编辑肖建中，省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食品工业办公
室主任许新，中共鹿邑县县
委书记梁建松，及周口市、鹿
邑县的主要领导等。

出席活动的酒行业协会
的相关代表有：中国酒业协
会理事长王延才，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秘书长马勇，中国
酒类流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
员，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

玉亮、副会长兼秘书长蒋辉、
副会长吴勇等。

因为宋河是河南省内唯
一一家浓香型十七大中国名
酒，同为十七大中国名酒的
茅台、汾酒、五粮液、泸州老
窖、郎酒、古井贡酒、剑南春、
宝丰、沱牌、董酒、西凤、全
兴、黄鹤楼、武陵、洋河等都
派出代表前来道贺。

还有，豫酒“五朵金花”
中的赊店酒业、仰韶酒业、杜
康控股、五谷春酒业，豫酒“五
朵银花”中的寿酒集团、皇沟
酒业、张弓酒业、贾湖酒业等
主要负责人也前来祝贺。

当天，宋河酒业历届老
领导、全国各地的主要经销
商及相关领域的贵宾也纷纷
赶赴活动现场，共计2000多
人一起见证了宋河酒业建厂
50周年庆典活动的盛况。另
外，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上
百万的场外人士也观看了宋
河酒业建厂50周年庆典盛
况并且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鹿邑是著名思想家老子
的出生地，多部史书均记载
有大圣人孔子问礼于老子的
故事，而且留下了千古佳
话。其间，老子与孔子对饮
时，喝的是枣集酒，正是宋河
酒的前身。孔子酒后留下的
处世箴言“唯酒无量，不及
乱”，则是孔子以自身经验告
诉后人可以经常喝酒，但不
能失态，不能乱性。

当天，两位演员将孔子
问礼于老子并举杯饮酒的场
景演绎得惟妙惟肖，两位“圣
贤”推杯换盏的国字宋河酒
也显得格外抢眼。

虽然我们没有在现实生
活中见过封建社会的皇帝，
但是我们通过电影、电视剧
也看到过无数皇帝的八面威
风。在宋河酒业建厂50周

年庆典仪式上，8位“皇帝”同
台现身实属罕见。

这8位“皇帝”分别是：
汉桓帝刘志、魏文帝曹丕、唐
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唐玄
宗李隆基、后梁太祖朱晃、宋
真宗赵恒、宋徽宗赵佶。为
什么会有这8位皇帝同台献
艺？原来在历史上，这8位
皇帝先后都曾用枣集酒祭拜
老子，并留下了皇家礼遇的
千古佳话。这些历史，也赋
予了宋河皇封御酒的美誉与
皇家礼遇的高贵，更镌刻了
始于春秋、盛于唐宋的宋河
酿酒历史一脉相承。

活动上，在宋河酒业特
意打造的礼遇之门里，这8
位“皇帝”一字排开，以精美
的演绎，恰到好处地诠释了
皇家礼遇，十分壮观。

宋河酒业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对工匠精神的敬
畏，是全省白酒行业的文化
名片。而这种精神，在“礼
遇中国五十年——宋河酒
业建厂五十周年庆典暨
2018封坛大典”上，宋河酒
业用一场高规格的祭祀活
动，展现出一个企业的家国

情怀。
在庄严的鼓乐声中，祭

祀仪式依照传统礼制举
行。在祭祀官的指挥下，产
于老子故里、国家农业部有
机食品认证的绿色有机原
粮，清冽甘甜富含微量元素
的宋河之水，汲中原大地之
灵韵的玄泥古窖池窖泥，遵

循古法制作、得中高温大
曲，自然接种、堆码培菌的
年轮心曲，盛装着宋河原
酒、象征福运、象征中国酒
礼礼器的爵，一一被作为贡
品呈上前台。

在庄严而隆重的气氛
中，以宋河酒业党委书记、
总裁朱景升为主祭，宋河酒

业高管团队和技术骨干为
陪祭的祭祀队伍隆重登
场。焚香，净手，静心，之
后宋河酒业祭祀团队以一
阕荡气回肠的《中国礼遇
颂》，诚心祈愿国家昌盛，
社会安定，五谷丰登，百姓
幸福。

观看完这场祭祀活动，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鹏动
情地说：“从这场气势恢宏
的祭祀活动中，我们看到了
传统的祭祀文化被宋河酒
业赋予了新的文化形态，这
场祭祀将整个盛典所蕴含
的文化力量和家国情怀，都
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
度。”

近年来，封坛大典在酒
类企业炙手可热。走过了
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的宋河
酒业，在50周年庆典活动
上首推封坛大典。

原酒是一个白酒生产企

业实力的重要表现。活动当
天，宋河酒业准备好了9坛
原酒，其中一坛为宋河酒业
建厂之际所酿就的原酒，至
今已珍藏了半个世纪，另外
8坛则为2018年宋河秋季

开酿以后的头排原酒。
庆典仪式之前，著名白

酒专家梁邦昌、徐占成、刘
建利、赵书民、沈祥坤、卢振
营、孙西玉、李绍亮已经为
两种原酒开坛引香。在庆

典仪式上，梁邦昌代表8位
专家宣读了品鉴结果：“无
色透明、窖香浓郁、陈香怡
人、香味协调、酒体丰满、甘
润醇厚。”

之后，在宋河酒业国评

团队的协助下，王延才、梁邦
昌、马勇、刘员、徐占成、熊玉
亮、朱文臣、朱云武、李绍亮
等嘉宾代表登台，分别在9
坛原酒上认真而恭敬地签上
自己的大名，意为成功封坛。

这次宋河酒业建厂50
周年庆典活动安排得非常
紧凑，一场接一场的精彩活
动轮番登场，也赢得了台
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最能引起人们谈兴
的，当数30年封坛原酒的
拍卖环节。

为了感谢大家长期以

来对宋河酒业的支持，宋河
酒业拿出一坛签名版中国
礼坛在庆典现场进行公开
拍卖。

主持人宣布，这次拍卖
的30年封坛原酒，重量为
50公斤，只此一坛，起拍价
为150万元，每次叫价加价
30万元。拍卖开始，原本热

烈的现场顿时又增加了紧
张的气氛。

180 万元、210 万元、
240万元、270万元……现
场竞价非常激烈。当来自
周口市的孟先生叫价 330
万元时，现场的注意力全都
聚焦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当主持人倒计时10个数结

束以后，孟先生正式成为这
坛50公斤30年陈酿原酒的
主人。

“这坛中国礼坛是宋河
辉煌30年的见证，是对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献礼，我会
以毕生的精力，将这坛宝贵
的原酒，永远封藏。”孟先生
说，他是宋河酒业的一名经

销商，喝宋河酒喝了30年，
卖宋河酒卖了20多年，是
宋河酒让他富裕起来了，因
此对宋河酒有非常深厚的
感情。

“孟先生有魄力。”“这
坛酒真值钱。”“能喝一口这
个封坛酒也是福气。”台下
观众议论纷纷，感慨不已。

10月30日下午，宋河
酒业“建厂五十年，礼遇新
征程”颁奖盛典隆重召开，
除了嘉奖50年来为宋河酒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经销商、
供应商外，宋河建厂50年来
第一次推出的封坛原酒也
正式开始接受个人认购。

宋河酒业总工程师李
绍亮介绍说：“不管什么年
份的封坛酒，都是由宋河酒
业百年玄泥古窖池遵循古
法发酵酿制，只摘取极少量

精华部分，历经数十位国家
级白酒评委精心品鉴后封
坛，再经由木香坛养，五恒
窖藏，比一般酒库贮藏的原
酒更清澈透明、丰满醇和，
香味也更加芬芳馥郁，有一
种属于老子故里的独特风
韵，蕴含着返璞归真、回归
自然的深厚内涵。”

也许是受上午那位孟
先生330万元拍下一坛50
公斤30年原酒的影响，一
下子把其他经销商的热情

也给调动了起来，潜力给激
发了出来。在当天下午的
认购环节，经销商、供应商
们踊跃封坛，让主持人应接
不暇。一个下午的时间，宋
河封坛原酒的认购额度就
超过了2000万元。

“如此佳酿，并且还是
在宋河酒业 50 岁生日时
封坛，当然要有大事时才
启封。今年儿子16岁，今
天封坛的宋河酒就是为他
的婚礼准备的，希望到时

候他的爱情和事业能像宋
河酒业一样蒸蒸日上。”封
坛300斤当年原酒的张女
士说。

一位参与原酒采购活
动的郑州经销商说，现在豫
酒振兴工作正开展得如火
如荼，宋河酒作为豫酒“五
朵金花”之一，市场表现越
来越好。通过参加这次50
周年庆典活动，广大经销商
对宋河酒业的未来市场充
满信心。

宋河酒业建厂 50 周
年庆典暨 2018 封坛大典
上，社会各界人士向宋
河酒业送上美好祝福的
同时，也对宋河酒业寄
予厚望。

宋河酒业董事长朱文
臣信心十足地说：“站在
50 年这个具有战略意义
的历史节点上，宋河将坚
决贯彻省委省政府振兴豫
酒的各项方针政策，传承
民族工匠精神，强力推动
宋河转型发展，让中国礼
遇走向世界，让中国白酒

以新的形象站在世界的东
方。”

鹿邑县委书记梁建松
表示，自去年省政府提出

“豫酒振兴”号召以来，鹿邑
县率先召开振兴宋河专题
会议，成立振兴宋河工作小
组，助力宋河酒业的发展振
兴。一年来，宋河酒业公司
的经营管理切实做到了措
施有力、创新高效，销售收
入和入库税金同比大幅提
升，管理水平、员工士气、产
品质量、市场氛围、品牌美
誉度都达到近年高峰，企业

发展势头强劲，转型攻坚成
效显著。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副
主任陈维忠对宋河酒业积
极塑造豫酒品牌形象、坚守
豫酒品质、用匠心礼遇消费
者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赞扬。他说，在全省上
下共同推动豫酒转型升级
的今天，希望宋河酒业把此
次盛典的成果转化为持续
发展的动力，坚守初心，牢
记使命，紧紧抓住省政府推
进豫酒振兴的机遇，在机
制、体制上积极探索，在管

理、技术上大胆创新，在品
质、品牌上精益求精，不断
增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

还有，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名酒
企业，也纷纷发来贺信，对
50周岁的宋河酒表示祝贺
的同时，也对宋河酒业寄予
厚望，认为宋河酒业必将为

“豫酒振兴，宋河先行”蓄力
扬帆，迎来新的发展纪元，
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做
出突出的贡献。

2000多位贵宾同贺宋河酒业建厂50年

两位圣贤8位“皇帝”同台献艺为活动添光彩

一场祭祀活动体现出企业的家国情怀

宋河酒业建厂50周年首次开启封坛大典

50公斤30年宋河陈酿330万元成交

数百经销商疯狂认购宋河原酒2000多万元

各界人士对宋河酒业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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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河酒业建厂50周年庆典暨2018封坛大典现场准备了9坛原酒

封坛原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