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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型白酒是中国白酒的
三大主要香型之一，其酿酒历
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酒质干
净、口感国际化，清香型白酒的
发展对于中国白酒业的发展具
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015年，
中清酒业酿造技艺发展中心成
立，不但是中国酒类行业的一
件大事，更是清香型白酒行业

发展的里程碑。
近日举行的中清酒业酿造

技艺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会
议，旨在传承匠心，探索清香型
白酒企业发展新思路，清香王
者团队再发声，清香品牌力蓄
势起航。作为清香型白酒的喜
爱者，更乐见清香型白酒的崛
起，也相信随着新一批白酒消费

主流人群的更迭，以纯净、健康、
国际化为主要特点的清香型白
酒将重新成为市场的宠儿。

近日，中清酒业酿造技艺
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会议在湖
北石花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召
开。汾酒、宝丰、劲酒、牛栏山、
红星、老白干等全国各地十余家
名酒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凡酒桌上，总会有
人站起来举杯，说：“我不
能喝酒，让我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这句“以茶代
酒”看似平常，其实是不
胜酒力之人的一种礼节
表示。关于这段故事的
来历，源自于《三国志》中
的一段历史。

公元252年，吴国主
君孙权病逝，不久后，其
孙孙皓登基为帝。登基
之初，他还能抚恤百姓、
开仓赈贫。可时间不长，
他就变得专横残暴，终日沉
浸于酒色，致使民心丧尽。

孙皓嗜酒，经常宴请
群臣。还定了个不仁义
的规矩：每人以7升为限，
不管会不会喝，7升酒必
须喝完。哪位大臣喝不
完，就要硬灌进去。如果
换算成现在的量，这酒起
码得3斤多，当然，三国时
期酒的度数没有现在的
高。

在群臣中，有个叫韦

曜的大臣酒量只有2升左
右。他博学多才、为人正
直，孙皓登基后颇得赏
识，封为高陵亭侯，奉命
撰写史书。孙皓还指望
着他在文中多替自己美
言几句，不想为难他，于
是经常命人偷偷地换上
茶，让他“以茶代酒”，免
于难堪。

没想到韦曜是个耿
直磊落之人，对这个嗜酒
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
涂之主，越来越看不惯，
还时常批评孙皓嘲谑公
卿。而孙皓听不进韦曜
的劝阻，君臣之间积怨越
来越深，公元273年孙皓
将韦曜谋害。仅仅过了7
年，吴国就被西晋所灭，
孙皓也做了俘虏，4年后
病逝，时年42岁。

在我们今天看来，孙
皓是个以酒误国的典型，
他平生没做过什么好事，
只是留下了个“以茶代
酒”的典故罢了！

彩陶坊中秋联谊会从南阳、商丘又开到周口、安阳、信阳、开封

仰韶彩陶坊频频彰显强大品牌势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文图

9月3日和9日，河南
仰韶酒业有限公司从南阳
和商丘拉开了彩陶坊中秋
联谊会的序幕。随后，周
口、安阳、信阳、开封的彩
陶坊中秋联谊会陆续展
开。彩陶坊，一个被称作
网红的豫酒品牌，中秋节
前后在中原大地频频彰显
出强大的品牌势能。而
且，该系列活动还在继续
向纵深推进。

各界嘉宾
为联谊会增光添彩

9月 11日举办的仰韶彩
陶坊周口中秋联谊会上，周口
市组织部原部长李灿荣、周口
市统战部原部长黄伯成、周口
市委原副秘书长张天兴、周口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原主任刘广
岩、周口市人社局人才中心原
主任王海森、周口酒业协会秘
书长付永齐等人及近千名核心
经销商出席。

9月 12日举办的仰韶彩
陶坊安阳中秋联谊会上，安阳
市人大原副主任杨学法、安阳
市农业局原副局长暴金堂、安
阳市糖酒商会会长张保国、安
阳市糖酒商会秘书长范敬昌等
人与安阳市各大经销商近千人
携手共聚，共叙友谊。

9月 14日举办的仰韶彩
陶坊信阳郊县市场中秋联谊会
上，固始县粮油商会会长苗守
根、潢川县人事局原局长沈泰
江、信阳市餐饮协会秘书长王
淑艳、固始县酒业协会会长朱
华珍等人与信阳郊县市场核心
客户近700人欢聚一堂，品鉴
陶香，畅享中秋。

9月 16日举办的仰韶彩
陶坊开封中秋联谊会上，开封
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树强、开封
市酒业协会秘书长张莉敏、开
封久益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新伟、开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宋刚
与各大经销商代表等近千人齐

聚一堂，共话陶香。
可以看出，每到一处，当地

社会知名人士都会支持并参与
彩陶坊中秋联谊会活动，为活
动增光添彩。

社会知名人士
为彩陶坊赋能

在接连举办的多场彩陶坊
中秋联谊会上，参与活动的社
会知名人士纷纷为彩陶坊点赞
赋能。

周口市组织部原部长李灿
荣表示，作为豫酒龙头，仰韶酒
业近年来不断提升品牌势能，品
牌知名度不断提升。通过科技
研发、品质升级，陶香市场形势
一片大好。仰韶彩陶坊是真真
正正让“好看、好闻、好喝、好受”
的四好品质走进了消费者内心。

安阳市人大原副主任杨学
法介绍，仰韶酒业的发展大家有
目共睹，在豫酒振兴的时代强音
下，稳步发力，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作为优秀的华夏文化代表，
彩陶坊在安阳地区对外文化交
流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潢川县人事局原局长沈泰
江说，仰韶自成立之初便全心
专注于白酒领域，致力于将仰
韶文明、彩陶文化的外在美感
与内在功用形神合一。政府要
求培育带有浓厚河南元素的标
杆性白酒产品，这也是仰韶彩
陶坊制胜的法宝。

开封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树
强评价说，仰韶彩陶坊作为仰

韶文化的优秀载体，在开封乃
至河南市场都拥有庞大的消费
群体，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
仰韶酒业更是在打造自身品质
上精益求精，丰富了开封人民
的生活，对于开封人民进一步
认识和感知中国白酒文化发挥
了积极作用。

彩陶坊市场表现
彰显品牌张力

中秋假期，仰韶酒业举办
的彩陶坊中秋联谊会仍然马不
停蹄，展示了企业的活力、魅力
和市场爆发力。信阳郊县中秋
联谊会上公布，截至中秋节，信
阳郊县市场实现销售额较
2018年全年销售总额已经实
现了 200%的增长。这个成
绩，进一步彰显了彩陶坊的产
品实力和品牌张力。

仰韶酒业党委书记、董事
长侯建光介绍，近年来仰韶酒
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依
托深厚的仰韶文化，不断攻坚
克难，传承创新出了豫酒代表
香型——陶香型，聚焦仰韶彩
陶坊超级大单品，在全省上下，
培育起了“到河南，喝陶香”的
消费氛围。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
时”。河南仰韶营销有限公司
总经理郝惠锋表示，为了大家
共同的彩陶坊事业，公司将加
大市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
升彩陶坊的品牌势能，为彩陶
坊的崛起而不懈努力。

清香型白酒行业标准再次修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璐娟

仰韶彩陶坊开封中秋联谊会现场

茅台集团举办征文活动
最高奖金1万元和15年茅台酒1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霍坤峰

为切实推进“文化
茅台”建设，着力提升企
业软实力，9月 16日，茅
台集团面向社会开展

“我为‘文化茅台’建一
言”征文活动，截止时间
为10月 16日，计划设特
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及优秀奖，获奖者最高
可获奖金1万元和15年
茅台酒1瓶。

据了解，此次征文作
品要求原创，主题鲜明，
论述深刻，体裁不限，字
数不超过5000字。预计
12月 25日前完成评选，
之后在主办方官网、官微
等相关媒体公布评选结
果，12 月 30 日前颁奖。

设特等奖1名，奖金1万
元和15年茅台酒1瓶；一
等奖1名，奖金8000元，
猪年生肖茅台酒2瓶；二
等奖2名，奖金5000元和
飞天茅台酒2瓶；三等奖3
名，奖金 3000 元和飞天
茅台酒1瓶；优秀奖5名，
奖金1000元和飞天茅台
酒1瓶。注意，奖金、奖品
为税前，税金由主办方代
为扣缴。

举办“我为‘文化茅
台’建一言”征文活动，是
为了充分吸纳社会各界
人士的先进理念，助力探
索“文化茅台”建设新路
径，切实推进“文化茅台”
建设。

以茶代酒
□户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