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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委
员会成立。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琦在成立大会上
说：“文化的价值不言而喻，文化
的力量不可估量，文化的魅力影
响深远。”中国酒业的发展既要有
经济资源的整合开拓，又要有文
化资源的挖掘开发，通过技术的
革新、资源的整合、资本的运作、
文化的提升，让中国酒业拥有坚
实的品质保证和广泛的品牌影响
力量。

河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秘书
长蒋辉说，中国酒业协会成立文化
委员会是在当前行业背景之下，应
运而生的。文化将是酒业发展创新
的一大突破口。

酒文化建设的短板
过去十年，是白酒产业发展的

“黄金十年”，白酒产业增长几十倍，
但是“文化”与发展的步调显然没有
同步。新食品杂志社社长汪歌说，
黄金十年，中国白酒的产业增长几
十倍，但是中国白酒的形象却一点
都没有增长。

王琦说，当前的酒业文化建设还
存在明显短板，突出的表现就是酒业
文化水平与公众认知并不对等。虽
然酒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建设都具
有很高水平，但消费者对酒文化的认
识还比较局限和浅显。所谓局限，即
公众只看到劝酒、醉酒、过度消费等
酒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而对于酒文化

的“正能量”认识不足。
蒋辉认为，“这种不对等”是一个

现实问题。“‘李白斗酒诗百篇’，饮酒
不应该是买醉，而是展示才华，体现一
个人的知识、眼界、素质的媒介。”

“文化水平与公众认知之间的
错位，已经成为酒业发展的瓶颈。”
王琦说。汪歌认为：“这些都应该归
结于中国白酒在过去没有花时间去
沟通消费者。”

酒文化要链接消费者
蒋辉说，“文化”虽然是务虚的

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地，让文化成
为消费的一个理由。企业要摒弃
浮躁的心情，在文化建设方面，要
与营销对接不能与消费者脱节，造

成曲高和寡的局面。“但我们看到
的营销很多都没有亲民的文化创
意，没有与消费者产生互动与共
鸣。”蒋辉说。

亮剑营销咨询公司首席顾问牛
恩坤同样认为，文化建设一定是虚
实结合的，文化一定是消费者的精
神寄托。“不管是文化价值还是品牌
价值，一定要和消费者有关系。”牛
恩坤认为，企业首先要找到文化，而
这种文化一定是得到消费者认可并
愿意追随的。否则，企业把文化做
得“高大上”，但是消费者不买账，一
切就成了企业自说自话了。

找对文化 坚持传播
“‘黄金十年’过去，白酒又回到

了‘茅五剑’时代，这得益于‘茅五
剑’一直以来对中高端定位的坚持，
对相应文化理念的持续传播。”牛恩
坤说。

“借助文化提升品牌，在这方面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蒋辉认为，
很多企业都在谈文化，但是没有很
好地挖掘文化的真正内涵，只是浅
层次地在利用“文化”。

“找到文化，通过文化传播，使
其成为一种价值。”牛恩坤说，企业
不应该被眼前的利益诱惑，而是在
找对文化的同时，坚持传播，才能真
正发挥文化的作用。

“ 要 把 务 虚 的 文 化 真 正 落
地，还有很多东西要琢磨。”蒋辉
说。

文化 给消费白酒一个理由
本报记者 辛莉

10 月 26 日，河南媒体采访团一行来到素有“酒
都”之称的汾阳，走进汾阳王酒业，探访清香型白酒
的酿造工艺和发展前景，感受晋商文化和企业经营
之道。

进入酒厂，干净的厂房错落有致，高大的存酒
罐整齐划一。汾阳王酒业始终遵循着“传统工艺 、
始终如一”的古训，沿用“地缸发酵，缓火蒸馏，陶
缸储存”的方法，专注于品质的不断提高，酿造清雅
纯正、余味悠长的酒中精品。2006 年，汾阳王酒传
统酿造工艺被认定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汾
阳王酒业不仅扎扎实实勤练内功，而且用互联网的
思维加强品牌建设。在面向全球征集汾阳王广告
语和 logo 的活动中，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收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有较高质量的 3500 多条广告语，350 多个
logo 标识，最终确定“正宗山西味 好酒汾阳王”为
企业的宣传语。

汾阳王酒业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靳利生
谈到，企业的品牌建设尤为重要，未来会积极组织消
费者来企业参观，让他们亲身体验汾阳王的品质，以
实现口碑相传。目前酒厂正在筹建第二个万吨优质
原酒生产基地，并加快科研、产销步伐，稳步向品牌全
国化，市场全国化迈进。他还一直强调，汾阳王处于
中国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在汾酒的带领下，致力
于做清香型白酒的传承者、弘扬者和推动者，努力做
到山西清香市场第二名。 (张珍珍）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自咱的
手”。进入农历九月是酿酒的好时
节，笔者随同“宝丰民俗文化一日游”
的游客，来到宝丰酒业，亲历了美酒
的酿造过程，品尝了令人一滴难忘的
新酿白酒，也体会了一把酿酒师傅的
辛苦。

俗话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
轻”，它道出了爱酒者对酒的赞美和
希冀。在酿造车间目睹了从原料高粱
润料—蒸料—拌料—发酵—出料—蒸
酒—出酒—摘酒的全过程。酿造车
间里热气腾腾，醇厚、香浓、清澈的原
浆酒不断流出，酒香四溢让人产生几
分醉意。酿酒师傅们舞动着铁锹，起
缸拌料，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书写
生命的诗行。

酿酒班长张建召，虽然很少看见
他展露出笑容，但是一样享受着劳动
的美丽与快乐。宝丰酒创新的“清蒸
二次清”工艺，则在继承传统精华的
基础上，使清香酒品味独特。细品之
下，这酒清香纯正，醇甜柔顺，香味协
调，回味净爽。这是宝丰酒的酒魂。

他干起活来麻利有劲，长满老茧的双
手，抡起一把铁锹，反复用稻壳拌合
着酒醅，等待装甑。

在酒厂，装甑都是由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独立操作的。装甑又叫把桶，
是个力气活，也是技术活。一个个古
老的地缸在述说着厚重而悠远的酿
酒技艺，张建召和工友们在坚守着、
传承着。潮湿的地面，他步履稳健，
如扎根土壤的花茎；汩汩流淌的佳
酿，如收获丰硕的果实；一锹一铲里
拌进辛勤的汗水，只为美酒飘香。

班长谢国亮身先力行，总是废寝
忘食地守护在蒸锅与地缸之间，徘徊
在操作现场。他常常细捻着酒醅，和

大伙儿一起交流。他告诉大家说好醅
出好酒，只有坚守传统工艺，才会有过
硬的美酒质量。在他的带领下，大伙
儿舒展筋骨，从传统生产中寻求突
破。上甑时，能做到“轻、松、薄、匀、
平”。产香靠发酵，提香靠蒸馏，摘出
好酒靠摘酒工。谢国亮耐心地和大伙
儿沟通，也改变了大伙儿的操作观念。

此时，班长吕新正正在“看花摘
酒”，蒸馏出酒过程，稍有走神就会有
不同等级酒流过，而经验丰富的他，只
需扫上一眼即可辨别等级之间的差
别。接酒过程不能有丝毫懈怠，凭的
是一种感觉。要做到量质接酒，中速
流 酒 ，流 酒 温 度 要 保 持 在 25℃ ~
32℃。而检验优质品率高的并不是数
字，从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可以知晓。
工人们看到他品评时的笑脸，心里也
是蜜一样的甜。那些口传心授的酿酒
秘笈和独门绝技，也因此得到传承和
发展。而一声“老班长”，就足以令他
笑容绽放。

他们在酿造着宝丰美酒，也在酿
造着岁月和人生。 (陈晓山）

时至深秋，气温已经
下降好多，小伙伴们是不
是想喝点白酒御寒了？

实际上，这是不靠谱
的做法哦！酒不但不能御
寒，反而会降低人体的防
寒能力。

但你或许会问：既然
喝白酒不能御寒，那为什
么喝进肚里，人会感觉浑
身发热？

是因为酒中的乙醇经
过消化道进入血液后，一
方面使人体皮肤的毛细血
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使
热量加快散发到体表，因
而使人感到温暖发热；

另一方面，乙醇随着血
液循环进入中枢神经系统，
对中枢神经系统起着麻醉

作用，使人体对外界环境刺
激的敏感性降低，因而对寒
冷的反应不敏感。

尽管如此，在寒冷的
环境中，饮酒对身体也可
能带来危害。因为乙醇在
人体内所产生的热量极其
有限，还会引起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快，使人体内
大量的热量通过皮肤散
失，反而会使体温下降，进
而容易导致感冒。

现 在 ，你 该 明 白 了
吧？天气寒冷时，约朋友
喝点小酒聊天还不错，但
是不能靠喝酒来御寒哦。
要想御寒，除了多添几件
衣服，还可以多吃一些有
营养、热量高的食物。

（马俊曹）

宋河股份总裁王祎杨女士日前
在接受采访时提出的“不浮躁不盲
从，练好内功做转型”，一句话道破
宋河酒业在行业调整期的扎实发展
心态。

务实发展 收获口碑

作为中国名酒，宋河酒业近期获
得了中国民酒品牌榜样称号，对宋河
而言，是一种转型的信号。同时，也是
对宋河扎实做好企业内功的认同。宋
河酒业在白酒高歌猛进的时候已经预
见到白酒是要回归的，盲目跟风高价，
并不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有品质保
障，有消费者认同的产品才是消费
者需要的。宋河金奖1988，作为腰部

产品，在行业转型期间，成为消费者交
口称赞的好产品，也在业界赢得了很
好的口碑。基于这种回归品质的市场
策略和发展尝试，宋河不但在线下发
力，也在线上掀起了回归消费者的高
点。“鹿邑大曲文明河南人电动车上牌
事件”的营销策划，其立足点就是让消
费者最大化得到好酒，通过30多场的
全省范围路演，线下与线上融合，消费
者得到了充分尊重。

拥抱消费者 做好自己

行业转型期，如果说只是盲从
跟风，永远做不了真正的自己。正
如王祎杨所说：“自己的事情永远做
不完，做好自己，最大化让消费者接

受，大时代宏观经济背景下，转型是
主动的，调整是被动的，基于企业自
身状况，找准自我的路，扎实做自
己。”在互联网时代，宋河有着自己
的清晰路径，“宋河扣扣虽然已经是
电商白酒大单品，但宋河仍然要做
的不只是扣扣一个，宋河 5 斤大坛、
金奖 1988 等都是具有宋河粮液良好
血统与品质传承的好酒，极致化的
品质才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并在此买
单的保障。”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宋
河要做的是“把极致做到极致，把平
台做成生态，把消费做成沟通，把价
值做到叠加”，王祎杨极其精简地描
述了宋河酒业在互联网时代里的新
思维。 （钢威）

王祎杨：

不浮躁不盲从 练好内功做转型

10 月 22 日，河南主流媒体走进江
苏今世缘酒业公司。两天的参观、访
问，让参与的媒体记者不仅感受到今
世缘酒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精彩
与辉煌，更感悟到“缘文化”的神奇与
浪漫……

科技为本 生态酿造
走进今世缘，9个“V”字组成的“胜

利之门”熠熠生辉，
象征着今世缘事业
从胜利走向胜利。
大门两侧由古今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108
种不同字体的“缘”
字灯箱组成“百缘
墙”，似热情的双臂
拥抱着五湖四海的
有缘人。

今世缘景观大
道以及绿树红花、沟
塘水系构成的绿色
长廊与具有浓郁新
古典主义风格的花

园式工厂相依相偎，宛如一幅美轮美
奂的锦绣画卷。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
和生态环境也成就了今世缘和国缘美
酒的独特风格。

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
了全国唯一的固态发酵工程研究技术
中心，组建了江苏省今世缘生物酿酒
技术研究院，在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

道路上，今世缘更是走得坚实稳健。

以缘结缘 创新营销
座谈会上，据今世缘公司副总经

理胡跃吾介绍，2013年以来，今世缘品
牌以“中国人的喜酒”为目标定位，以

“有喜庆，今世缘；结婚，当然今世缘”
为品牌主张，聚焦央视等主流媒体传
播。把广义的“缘”向“姻缘”靠拢，以

“姻缘”派生“喜庆”，在全国各地组织
了与品牌诉求契合度高的中国情歌演
唱会、婚博会、相亲交友、集体婚礼等
活动，婚喜宴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今世缘公司副总经理、销售总监倪
从春从“一看、二品、三结”三个方面详
尽阐述了今世缘的缘文化，并就省外

“2+4+N”战略规划作了阐述，北京、上
海是制高点，河南、浙江、安徽、山东是
战略省份。省外市场采用厂家、经销
商、咨询公司相结合的“1+1+1”新合作
模式，聚焦市场，稳扎稳打。河南市场是
公司省外的战略省份，未来的河南市场要
集中在城区发力，增加渠道推动力，掌控
终端。

今世缘：因缘而生 缘结天下

喝酒取暖？
不靠谱，当心感冒！

新醅熟了酒飘香

10 月 18 日，中国
酒业协会文化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一届一次
理事会在山西太原晋
祠宾馆举行。在此次
盛会上，河南仰韶酒业
董事长侯建光当选为
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委
员会委员并荣任中国
酒业协会文化委员会
学术研究委员会副秘
书长，也是唯一担任职
务的豫酒企业负责人。

深厚的仰韶酒文
化是 7000 年仰韶文化
的精华所在，仰韶人勇于担当文化传承重任并不断发
展创新，用心为消费者酿出最好喝的白酒。侯建光是
仰韶文化传人，他在白酒和文化上的研究见解独特，
此次当选可谓受之无愧。

2008 年，由侯建光创意命名的仰韶彩陶坊酒上
市，瓶体以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葫芦瓶为外形，
并按照古法制陶工艺精心烧制而成，将充满仰韶文化
气息的彩绘图案与现代烤金工艺相结合，完美展现了
古今辉映之美。酒体采用清蒸清烧、混蒸混烧、老五
甑续糟堆积发酵，系传统工艺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
合，并辅以独特的陶酿、陶蒸、陶藏、陶盛“四陶”工艺，
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严格把关，一经推出，迅速成为豫
酒市场高端白酒的第一品牌。

仰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仰韶酒的成长
离不开对仰韶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文化也一直是仰韶
酒业发展的原动力。2012年，仰韶酒文化博物馆建成
开馆，更加丰满了仰韶的品牌形象，在着力推动品牌
文化建设和中国酒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2013年 8月 8日，仰韶彩陶坊酒成功通过全国著
名白酒专家组的论证，确立了中国第十三种香型——
中华陶香型。在中国白酒史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同时改变了豫酒无独立香型的局面，对中国酒
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化是白酒讲不完的话题，
仰韶酒业希望借助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委员会这个平
台，进行“文化外交”，不断探索白酒文化的理论体系，
共同推动华夏酒文化的广泛传播。 (全学）

10月21日，由中国轻工联
合会和中国酒业协会共同举办
的首届“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颁
证大会”在北京举行，在颁证大
会现场，46位来自行业领军企业
的技术专家获得“中国首席白酒
品酒师”证书。受聘为首席白酒
品酒师，宋河股份总工程师李
绍亮成为河南第一个，也是唯
一一个首席白酒品酒师。

据了解，李绍亮系国家
白酒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酿酒大师，现任河南省宋
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
专业协会理事、河南省酒业
协会理事、省白酒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河南省白酒专业
高级技术委员、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高级审核员。

李绍亮从事酿酒工作以
来，在应用性研究领域做了大
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结合消
费者的口感变化，持续不断地
推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投
放市场后，深受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 (高丽艳）

宋河酒业
李绍亮被聘为“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

10月 26日，在“2014年河
南省诚信兴商倡议活动交流
座谈会”上，河南仰韶酒业喜
获“2014年度诚信经营示范单
位”称号，并由商务部、国际商
报社和诚信兴商宣传活动组
委会领导颁发荣誉证书及奖
牌。河南仰韶营销公司总经
理卫凯作为诚信企业代表出
席此次会议并现场分享了企
业诚信经营的心得体会。

作为诚信企业优秀代表，
在 10 月 17 日举行的 2014“诚
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商
企诚信承诺签名活动上，河南

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应邀
在启动仪式致辞。侯建光说，
诚信，是企业的生命之本。多
年来，仰韶酒业在经营与发展
的过程中始终把“诚实守信”
放在首位，用儒学思想打造企
业的核心价值观。公司目前
已经成立了质量管理小组对
全厂的半成品、成品进行对比
分析，保证酒质量，另外，为了
专业性和系统性地保障消费
者权益，他们还专门成立售后
服务部门，保证在第一时间解
决消费者反馈的问题。

（王小静）

仰韶酒业
喜获“2014年度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称号

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委员会成立

汾阳王酒：品牌与品质同行

本报记者 申明贵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酒文化酒文化

厂商动态厂商动态

侯建光当选学术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文化论道文化论道

日前，《2014 年二季度中
国白酒品牌口碑研究报告》发
布，共计37个市场表现比较活
跃的主流白酒品牌，接受了
CSISC民意好口碑包括品牌知
名度、消费者互动度、质量认可
度、企业美誉度、产品好评度及
品牌健康度六个维度的公平监
测和评价。从2014年第二季

度白酒行业网络口碑总体上来
看，茅台由于在品牌知名度、消
费者互动度等榜单中均取得不
错的指数成绩，因而在口碑总
指数榜单中荣登榜首，五粮液
和泸州老窖分别排在第二和第
三名;五粮液受品牌健康度负
面影响，在口碑榜单中排列第
二位。 （综合）

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白酒品牌口碑研究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