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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酒海观澜

近日，在安徽省2013年度
“安康杯”竞赛表彰大会上，古
井股份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勾
储中心美酒酿造班喜获“全国
班组安全建设与管理优秀成
果”一等奖。据悉，此次活动
旨在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
稳定好转，切实维护广大职工
的安全健康权益。

据悉，2013 年，古井股份
公司技术质量中心勾储中心
美酒酿造班被评为安徽省班
组建设前 20 强，事迹被编入

《班组安全管理领跑者》一书，

并作为班组安全建设示范教
材，在全国发行推广。

据了解，技术质量中心勾
储中心作为古井公司重点消
防单位，从机制建设、培训学
习、贯彻落实、监督反馈等方
面入手，把安全管理贯通整个
生产环节。该中心通过制度
优化、开展培训、举办演练、岗
位练兵、标准化操作、技术比
武等方式进行学习与交流，实
行“PDCA流程循环法”和“三
个一”工作法，切实提高了员
工的安全操作技能。

(郭鹏)

中国是酒的故乡，酒文化是华
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9000年前
的贾湖文化、7000年前的仰韶文明
无不与酿酒有关，酒文化和中原文
化息息相关，中原也是中华酒文化
之源。河南白酒企业手握“文化”这
一重要资源，追溯千年过往，展望未
来，通过传承创新，逐步走向产品
化、产业化，推动着中原酒文化在百
姓心中落地生根。

发挥优势 以文化品

熟悉河南白酒业的人都知道，豫
酒“六朵金花”企业有着深厚的文化

脉络，“如何把文化优势转化成产品
优势”是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在由
河南日报、省工信厅联合主办的首届
华夏酒文化论坛上提出的思考。

“河南白酒企业在文化产业化、
产品化上已经有所实践。”业内专家
李策如此评价今天河南酒企在文化
产业上取得的进步。

手捧“华夏酒文化”的金饭碗，
河南白酒企业如何通过文化优势推
动中原白酒产业进步？李策认为，
豫酒企业应该站位大中原的高度，
把文化产品化，与中原文化对接，形
成文化产业。比如酒文化与旅游业

相结合，亦或通过文化产品设计，通
过渠道展示、营销推广在百姓餐桌
上得以不断传承。

回顾河南白酒企业近两年的发
展之路，不难发现，豫酒已然发现手
握的“宝贝”，正想方设法地擦拭文
化的“金饭碗”，通过文化的力量让
产品、品牌更迅速地走入消费者心
中，以期早日实现豫酒复兴大计。

让酒文化成为发展的“助推器”

仰韶的核心产品仰韶彩陶坊
酒，对陶文化的完美诠释，深入人
心；宋河倡导的“中国礼遇”、“共赢

天下”引起广泛共鸣，“酒祖杜康，分
区窖藏”，20年窖龄的窖池，酿制醇
厚美酒；秉承“清香”风格，宝丰成为
河南白酒业的一枝奇葩……

告别粗放式管理发展模式，河
南酒企越来越精致化。这一点除了
在产品上的体现，在企业发展规划
的制定上同样得以展现。

以文化为统领，杜康造酒遗址
公园已成为酒文化展示的胜地，赊
店老酒生态产业园初露峥嵘，以及
宋河老子文化产业园区、仰韶华夏
酒文化博物馆……文化正成为企业
发展的助推器。

深谙河南白酒文化之道的李策
认为，豫酒企业在文化上的实践，步
履清晰，有所收获，但仅有这些还是
不够的。“河南还缺少叫得响亮的文
化产品、品牌，多数企业对文化的推
广还没有形成系统。因此，‘文化豫
酒’必须叫响，并应该倾力打造成为
品牌。”

所以，在推出文化产品的同时，
河南酒企还在推进文化产业的发
展，“只有形成产业化，才能系统化、
规模化地传承历史，让文化的力量
真正转化成消费力，从而促进行业
进步。”

6 月 21 日早晨 5 半点钟，位于
郑州市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的辅
仁大厦院内早已是人声鼎沸，热闹
非常。他们都是两轮电动车主，有
些电动车主凌晨 2 点半钟就来了，
在排队等候安装“文明河南人”的电
动车牌。一直到上午 8 时，鹿邑大
曲之前备好的 1000 箱酒和 1000 个
车牌全部发放安装完毕，但源源不
断的电动车还在从四面八方涌入，
这时鹿邑大曲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
紧急疏散，并向每一个带着失望离
开的车主承诺还会有后续活动。

笔者发现，虽然来安装车牌的
人很多，但现场井然有序，车牌安装

区、礼品领取区及出口都有明确标
示，并没有插队、叫骂等不文明现象
发生，“鹿邑大曲的这个创意好，现
在郑州的电动车太多，不遵守交通
规则，闯红灯、抢机动车道的现象也
特别常见，这都是些不文明的现
象。如今安装了这个文明河南人的
车牌，我们骑车的时候都会有意识
地以文明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希
望以后电动车都文明出行。”现场一
位骑电动车等候安装车牌的小伙子
告诉笔者。“免费安个车牌，还给一
箱酒，就冲这样的责任心和大手笔，
咱也得给鹿邑大曲点个赞！”一位中
年车主说。

据悉，免费赠送给电动车主的
产品是“老字号鹿邑大曲”，是鹿邑
大曲今年刚出的新品，包装沿袭了
上世纪 60 年代最经典鹿邑大曲的
造型，突出了“越久远，越经典”的广
告诉求。

对此次活动，宋河股份总裁王
祎杨表示，推动文明河南建设是每
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是宋
河人的重大使命和奋斗目标。宋河
愿以实际行动发出“争做文明河南
人”的倡议，也希望全省的企业都积
极动员社会上一切可以动员的力
量，为建设富强、文明、美丽的河南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钢威）

对于“酒快到”的快捷和
便利，家住郑州市正光北街的
王先生可谓是感受很深。6月
11日，一直喝彩陶坊的忠实消
费者王先生要招待外地来郑的
朋友，由于谈事临近中午了，酒
的事还没有落实，听说仰韶彩
陶坊可以通过网上购买，于是
就安排人在“酒快到”的万宇烟
酒仰韶授权店订了两瓶彩陶
坊，12:40下的单，12：45左右酒
就送到酒店，从下单到送到共
用了5分19秒，这让王先生和
他的朋友们很诧异，纷纷感叹：

“酒快到”就是快!今后买仰韶
就上“酒快到”。

目前，随着仰韶酒业在省
会郑州的网络商铺建设已经
完成并投入使用，会有越来越
多像王先生一样的彩陶坊消
费者体验到“酒快到”带来的
便捷。6月 22日，河南仰韶酒
业发布消息称，自从与酒仙网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酒
快到”项目以来，仰韶酒业迅
速开展工作，目前省内 18 个

地市已有近 6000家仰韶授权
店完成了“酒快到”商铺入
驻。客户下单之后最快 9 分
钟内收到酒，大大方便了消费
者即时消费的需求。

随着全省各地的商铺入
驻将陆续完成，在不久的将
来，打开手机“酒快到”客户端
买仰韶酒，身边的仰韶授权店
近在掌中，不仅让消费者享受
美酒的醇香，更让人们体验时
尚消费的“快”感。

据了解，O2O浪潮正在席
卷酒行业，也给酒类的餐饮渠
道带来巨大的冲击。基于此，
国内最大的酒类电商酒仙网旗
下“酒快到”顺势而生。酒仙网
董事长郝鸿峰表示，过去酒行
业是基于餐饮和酒类专卖店的
营销，如今这种状况将被改
写。正是为了紧跟网络电商的
大形势，进一步提升仰韶酒业
在全国的知名度，5月 7日，河
南仰韶酒业和酒仙网在洛阳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进入酒
业O2O、B2C市场。

聚焦“第二届华夏酒文化论坛”之一

以“文”化“品”“文化豫酒”呼之欲出 买仰韶，“酒快到”
——6000家仰韶授权店入驻“酒快到”

宋河6000瓶美酒礼送“文明河南人”
倡导“争做文明人”

日前，由宋河老子国学
教育基金会斥资主办的“传
递爱·让梦想飞”百万助学
活动正式启动。据悉，此次
活动中宋河老子国学教育
基金会将出资 200 万元，面
向省内 18 个地市捐助贫困
准大学生 200 名，被资助的
大 学 新 生 入 校 时 将 得 到
5000 元 的 学 费 和 一 年 内
5000 元的生活费用以保证
品学兼优、条件困难的寒门
学子可以顺利踏入大学。

据了解，宋河教育基金

会作为一所非公募基金会，由
宋河股份独家出资，以“资助
教育，回报社会”为宗旨。成
立三年来，捐助总额已达2000
多万元。已援建希望小学 3
所，捐助贫困学生 3500名，向
学校发放新华字典 12 万册、
图书 8 万余册，资助了 500 多
名贫困学生，其中 300多名新
考入大学的学生每人得到 1
万元入学助学金。宋河教育
基金会开展的慈善爱心公益
活动惠及河南各地市，被授予

“中华慈善奖”称号。（高丽艳）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本报记者 辛莉

古井美酒酿造班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一等奖

宋河“2014年百万助学活动”正式启动

酒，自古以来，不仅与华夏
历史文明相融相生，而且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有“无酒不成礼，无酒不
成欢，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
敬意”之说。但说起饮酒，那
可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早
在古代的时候，酒就被赋予了
很多种功能和用途，一是祭
祀，二是宴请，三是庆功犒赏、
会盟结社，四是寿庆婚宴，五
是用作药剂治病、解毒或当做
健身补品，六是用作调料除膻
去腥，其中绝大部分至今仍被
人们沿用。

但古人喝酒极为讲究，讲
究酒德和酒礼。早在周朝时，
就曾经专门颁发中国第一部禁
酒令《酒诰》，要求有官守、有职
业者只能在祭祀时饮酒，但也
不能超量，更不能喝醉。

而在明朝时，人们认为喝

酒本身并无过错，关
键是“有所禁而不
淫”，因此，他们顺理
成章地强调饮酒方
式的重要性，顺性、
适量等恰当的饮酒
方式，可以升华人们
的感情，避免出现不
理智的举动。

不仅如此，古人
对 饮 酒 的 对 酒 之
人、时间、场合和方
式等都很讲究，认
为 最 好 的 喝 酒 之
人，应该是风度高

雅、性情豪爽、直率的知己故
交，最佳的饮酒场所是花下、
竹林、高阁、画舫、幽馆、平畴、
名山、荷亭等地，而最佳的饮
酒时节是清秋、新绿雨、雨霁、
积雪、新月、晚凉等最富诗情
画意之时。

饮酒之时，为了烘托氛围，
提高兴致，人们往往还联吟、清
谈、焚香、传花、度曲、围炉等，
但为避免喝酒的时候发生不愉
快，禁止苦劝、恶谑、喷秽、争
执、装醉、彻夜饮酒等，酒喝得
差不多的时候，还可以依韵赋
诗，或相邀散步，或欹枕养神，
或登高，或垂钓，或投壶等，算
是酒后的放松吧。

我们司空见惯的饮酒，在
古代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
讲究，难怪古人曾经感慨：饮
酒，非饮食之事，乃文化之事
也。 (俊曹）

古代饮酒有讲究

最美不过老家景,最顺不过老家
酒,登奇山、赏灵石、望飞瀑三十六处
名胜、七十二个景……游遍天下,还
是老家最美，喝尽天下美酒，还是老
家酒最香！日前，宝丰酒平顶山地区
启动“老家印记”消费者主题促销活
动，在平顶山全区域内，只要购买宝

丰陈坛系列、清雅系列、莲花尊、新会
堂等活动系列产品，即有机会刮得旅
游大奖。

“宝丰酒业是平顶山的家乡企业，
宝丰酒业和平顶山人民有着共同的家
乡情谊，有着同样的老家印记，宝丰酒
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家乡人民的支

持，宝丰酒业将长期回馈家乡人民，投
身家乡公益，把‘回馈家乡’作为宝丰
酒业的企业责任，把关注家乡公益活
动、支持家乡公益发展作为宝丰酒业
的企业目标。”宝丰酒业执行董事、总
经理王若飞说。

（张志燕）

宝丰“老家印记”消费者主题促销活动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