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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 说酒

酒桌上应该注意的小事项
□周新谟

酒是属于男人的刚性读
本，古人饮酒倡导“温克”，就
是说饮酒要能自持，保证不
失言、不失态。绝不能豪饮、
喝倒，导致粗口、动武，伤大
雅！所以，理解并领悟宴饮
礼仪非常重要，它能让你全
盘掌握酒桌智慧，在酒桌上
得心应手。

首先，敬酒时，要注意敬
酒辞的表述。敬酒辞的内容
要符合当时的酒局和被敬人
的身份，以叙述友谊、问候和
感谢为主，要篇幅短小、文辞
庄重，热情、得体、大方，尽量
避免忌讳。

斟酒也是很有讲究的，
古人有“酒满敬人，茶满欺
人”之说，加上白酒杯小，所
以一定要满杯，但也要注意
千万不能让酒溢出。另外，

斟酒时最好不要把酒瓶口正
对着客人或长者。

敬酒是项艺术，中国人
敬酒时，往往都想让对方多
喝点酒，以表示自己尽到了
主人之谊。在宴请别人时，
一定要把握好敬酒的顺序。
不要一上桌就跟人“拼命”，
这虽能显示你为人豪爽，不
拘小节，但也显示你酒德不
好。应讲究“劝者尽其情，饮
者度其量”。

一般情况下，敬酒应以
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宾主
身份为先后顺序，即使和不
熟悉的人在一起喝酒，也要
先打听一下身份或是留意
别人对他的称号，避免出现
尴尬或伤感情。如果没有
特殊人物在场，敬酒最好按
顺时针方向进行。

河南寿酒集团牵手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校企联合 携手共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璐娟

7月1日，河南寿酒集团
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建立教
育科研实习基地和大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的揭牌仪式在太
行酒城举行。参加揭牌仪式
的有河南寿酒集团总经理李
峰、副总经理牛广杰，河南牧
业经济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党总支书记赵安勇、食
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副院长潘

春梅、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正科级组织员李欣和参加学院
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的学生。

赵安勇说，自省政府提
出“豫酒振兴”的号召以来，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于 2018
年3月成立了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酒业学院），旨在建
设豫酒人才培养基地与技术
高地，为豫酒振兴提供人才

与技术支撑。
寿酒集团总经理李峰总

结发言，未来彼此将继续加
强深度合作，在酿造技术及
科技研发等方面强强联手，
推进“产教融合”，共同推动
产品技术研发、微生物技术
及酿造工艺的发展，实现校
企合作共享双赢，共同为豫
酒振兴增添光彩。

仰韶酒业荣膺“河南老字号”称号
陶土中焕发出的金字招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文图

7月 8日上午，
在“河南老字号”授
牌仪式上，仰韶酒业
这枚焕发于陶土中
的金字招牌，在改革
开放浪潮中不断焕
发出新的光彩，交融
着传统文化之光与
现代商业价值，成为
中原大地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仰韶酒业
荣膺“河南老字号”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了
《第六批“河南老字号”评审
结果公示》，仰韶酒业被认定
为第六批“河南老字号”。

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
若鹏宣读了仰韶酒业荣获

“河南老字号”的表彰决定：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在文
化传承、工艺创新、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等领域表现突
出，符合认定要求。特认定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商标

“仰韶”为“河南老字号”。
李若鹏说，希望河南仰

韶酒业有限公司珍惜“河南
老字号”荣誉，传承和弘扬老
字号品牌的独特文化、技艺
和服务，在省委、省政府“振
兴豫酒”的战略部署下诚信
经营、开拓创新，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求。

授牌仪式上，李若鹏将
“河南老字号”牌匾授予河南
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建光，并勉励仰
韶酒业把“河南老字号”的文
化精髓继续传承下去。

侯建光表示，在科技进
步、观念更新、消费升级的当
下，“老字号”不仅是一个招
牌，而且为企业注入了新元
素，有利于企业挖掘新内涵，

探索新模式。

“河南老字号”
助仰韶酒业焕发新光彩

如果说一瓶陶酒品出了
河南人民的坚韧、朴实、融容
的性格，那么，“河南老字号”
则体现了仰韶酒业对品质精
益求精的坚持。

顺应时代消费需求，仰
韶彩陶坊从2008年投入市
场至今，口碑一路攀升，酒
质、彩陶瓶型以及背后倡导
的仰韶文化，都被消费者所
喜爱，业已成为河南市场的
白酒标杆产品。

到河南，喝陶香。因为，
陶香是豫酒名片的代表，是
每年河南近千场高端活动的
唯一指定白酒，彩陶坊除了
在河南十八地市实现了有效
覆盖外，触角已经开始伸向
全国，而裂变的高端品系彩
陶坊天时日、月、星，实现了

“老字号”的华丽转身。仰韶
彩陶坊，乘着豫酒振兴的东
风，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在
传承、创新中走出了适合自
己的发展道路。

“让‘老字号’焕发新光
彩，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侯建光表示，仰韶文化
是民族的文化，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传承民族文
化、彰显民族特色一直是仰

韶酒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企业动力。

仰韶“老字号”
进一步助推豫酒振兴

“河南老字号”是荣誉的
象征、文化的传承、品牌的彰
显，是产品和文化的高度融
合。近年来，仰韶彩陶坊酒
以独特的文化个性，赢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认同与喜爱，
市场销售额连续 7 年以超
30%的速度增长，被誉为引
领豫酒振兴的领军品牌。

渑池县县长谢喜来介
绍，仰韶酒是仰韶文化、仰韶
酒文化和现代生物技术的结
合体，在悠久的岁月中，酿酒
技术不断得到继承和创新，
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
成为了渑池地方文化符号的
典型代表。

谢喜来说，仰韶酒业被
认定为“河南老字号”，是省
商务部门对仰韶酒业多年来
质量兴企、以质取胜的充分
肯定，必将促使仰韶酒业进
一步引领豫酒振兴。

三门峡市商务局局长张
华说，仰韶酒业在省商务厅
开展的“河南老字号”认定活
动中被授予“河南老字号”荣
誉称号，有助于传承传统商
业文化，有助于保护城市记
忆，有助于实现市场价值。

授牌仪式

7月8日，仰韶酒业被评
为“河南老字号”企业。至
此，豫酒“老字号”阵营中又
增添了一个新成员。然而，
从目前全部豫酒企业中所占
比例来看，豫酒“老字号”企
业所占比重还不足3%。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发
达，还是人口大省、文化大
省、白酒消费大省。目前，河
南白酒企业中拥有生产资质
的企业达 280 余家。就现有
的“河南老字号”和“中华老
字号”企业数量来说，显然与
酒厂的总数量是不匹配的，
差距甚远。

不过，“老字号”的认定
也是有条件的，以“河南老字
号”为例，需要具有世代传承
的独特产品、精湛技艺和服
务理念，具有中华民族工匠
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经
济价值、文化价值，具有良好
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
和赞誉等。

同时，“河南老字号”的
认定工作采取的是申报制，
由河南省商务厅发出通知，
符合条件的企业主动自行申

报，然后由河南省商务厅审
定、公示、认定。

这么多豫酒企业，难道
只有这几家豫酒企业符合

“河南老字号”和“中华老字
号”的条件？据了解，事情并
不是这样的。主要原因：一
是一些豫酒企业对“老字号”
认定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没有主动参与“老字号”申报
工作；二是一些豫酒企业对
自身发展情况不自信，不愿
意参与“老字号”的申报；三
是一些豫酒企业还不具备

“老字号”认定条件中约定的
有关事项。

当前，在省委省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豫酒正处在转型发
展的关键阶段，豫酒振兴氛围
日益浓厚，豫酒企业也需要更
多实实在在的荣誉进行加
持。“老字号”的认定，则是展
示豫酒企业品牌形象，彰显豫
酒企业实力，提高豫酒产品美
誉度的有效手段。

鉴于此，也呼吁更多豫
酒企业积极参与到“老字号”
的认定工作中来，以期为企
业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豫酒呼唤“老字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酒坊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