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荒还债”演绎诚信人生
上饶市广丰区沙田镇坞龚村村民陈德柱，由于

为别人融资担保，背上了30万元债务。“死前一定要
把欠债还清。”25 年间，陈德柱变卖了家中房产，如
今依靠拾荒坚持还债。9月 20日，年逾 83岁的陈德
柱向记者出示一本账簿，那里记录的是一个江西农
村老人的诚信人生。（见9月22日《中国江西网》）

尽管说，这笔钱并不是他借来的，也不是他花
销的。但陈德柱认为，既然自己拍着胸脯担保了，
就应该让人们看到他胸脯的力量，“说一句话砸一
个坑”，有这份担当的勇气，足见他深受传统教育
的浸润。他还守护了良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
间的时候，手里都是空空的。手里是握着寒光闪
闪的刀子，还是捧着照亮他人的烛光，都是后天形
成的，只要愿意维护良知，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
一分分硬币，一张张毛票，沾染着陈德柱无尽汗水
的零钱里，满含的是诚信的底色，是良心的坦然，
在 25年的人生苦旅里，他用一颗真挚的心演绎了
诚信人生。⑧6 （郭元鹏）

中岳
观察

最近，全球资本市场不断上演过山车行情，
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随之抬头：什么“前一段
时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责任在中国”，

“我们现在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点”，什么“越
来越怀疑我们能否维持哪怕是慢速的增长”，

“搞不好会像日本一样，经历失去的十年”……甚
至国外有的经济学家、投行大佬、实业大腕也玩
起了川剧变脸：“快去中国发财”换成了“速速撤
离中国”。

有一个段子说，要想成为知名股评家，只需一
直押注涨或者一直押注跌——反正总有一天能蒙
对。30 多年来，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不绝于耳，
有的人冀望像股评家那样也押对一次：经济高速
发展了，有人说“要见顶”；经济陷入低谷，有人又
说“马上崩溃”，一句话，中国经济不行。就在众声

喧哗中，中国经济总量却一路攀升，悄然跃居世界
第二；如果单独计算经济大省河南，其经济规模能
轻松挤进世界前 30名……

有些人为何一再错估中国经济？
一是无知。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中

高速发展中的问题，是增速在放缓，而不是总量在
下滑。举个例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15
年 8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 6.1%，虽然低于
预 期 ，但 仍 在 增 长 ，而 河 南 省 的 这 一 指 标 是
8.8%。在河南全省 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2个行
业保持增长，增长面为 80%。要知道，这是经济处
于深度调整大环境下取得的成绩，虽然殊为不易，
但其中的巨大潜力也可见一斑。增速下降与经济
大倒退、大萧条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将之混淆是无
知的表现。

二是短视。看经济发展大势，既要关注短期变
化，也要研究长期大势。但看空者却习惯于拿着放

大镜，挖空心思从某个行业、某一产品、某项指标中，
窥寻经济衰败的蛛丝马迹。以这样的研究方法，你
们肯定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用电量增速下滑、工
业景气指数回落等，都被拿来当作经济大萧条的证
据，却看不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后所迎来的空前潜
力。别的不说，仅仅是互联网+，空头们恐怕也算不
清其中蕴藏着多大的市场价值。如果这也是要崩溃
的节奏，请拿起望远镜再望一望。

三是偏见。只看数据的负面部分，对其中的
积极含义则视而不见。比如，对中国劳动力供给
行将下降大肆炒作，却不提“中国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达到 13.3 年，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这一事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
高，为转型升级、调整结构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这是从量到质的巨变，看空者对此却语焉不
详。

上个周末，我去河南省的安阳市参加一位 90

后的婚礼。她初中毕业，就走出太行山里那贫穷
的小山村，经过 10年在郑州、北京的打拼，与男友
一起，在安阳买了一套不大却很温馨的房子，小区
环境优美、家里整洁现代。你难以想象，一位闯荡
市场做销售的农村姑娘，能赢得一片自己的幸福
天空；你更想不到，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在河南，
多得就讲不完。

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看空者，也许某个月、
某个季度“用电量增速下降了”，也许某一年、某几
年“GDP 增速下滑了”，“爬坡过坎”、“滚石上山”
的压力的确比以往更大一些，但这个国家的人民
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一刻未变，用自己的双
手和智慧改变命运的努力一刻未停。

凯恩斯提出过“长期好友理论”，巴菲特说“没
有人靠押注自己的国家崩溃而获得巨大成功”，都
诠释了一个道理：破茧化蝶的过程虽痛苦，但正因
为有艰难磨砺，未来必将演绎更精彩的飞翔。⑧6

□孙顺通

刚刚度过了抗战胜利纪念日，又将迎来中
华民族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又见中秋月儿圆，
这似乎就是一种象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
们的生活才能幸福美满。而在这样的时间点
上，我越发怀念台胞靳天锁先生。

靳老先生祖籍孟津县会盟镇靳村，解放战
争期间，被国民党军队裹挟到台湾。靳先生举
目无亲，为了生存不停地做着脏活、笨活、重
活。可每逢看到大街上乞讨的孤儿，不由从心
底泛起怜悯之情。他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组
织他们劳动，供他们读书，后来这些孩子各有
所成，为报答老师的养育、教导之恩，他们把自
己赚的钱主动交给靳老师，让老师用这些钱办
他乐意办的事情。

靳先生 1988 年中秋节期间，带领孩子及其
学生回到阔别 40 年的家乡，为村子捐资 37 万
元，解决吃水问题，建了一所漂亮的小学校。后
来，又捐资近 500 万元，建起了规模宏大、设备
齐全的四所学校，设立了靳天锁教育基金，资助
贫困学生。当时我在教育局长任上，与靳先生
有密切接触，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11 年前的中秋节，靳先生又回到故乡。
当时的县长让县教育局代表他为靳老先生敬
送一提月饼。可在回来的路上，靳先生给我
打电话称：县长送来的群星捧月月饼，只有星

星，没有月亮，群星捧月怎么能没有月亮呢？
我急忙问经办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他到
商店提住月饼就走，没注意看。群星捧月怎
么就没有了月亮呢？月亮在靳先生心中有着
别样的含义。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亮代表着家
乡。靳先生数次回乡，都是选择中秋节这个时
段，能在这个团圆的节日，与故乡亲近，是他最
感欣慰的事情了。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月亮还代表先生爱家乡爱国家的情
愫。靳先生生活拮据，却总是从牙缝里省下钱
来，捐给家乡需要的人们；抱着爱家乡爱国家的
炽热情怀，他影响教育团结一大批学生、朋友，
热心地为家乡做贡献，在靳先生仙逝之后，其子

女学生继续着他的事业，不间断地为家乡捐款
办实事。

那天，我急忙又到商店买了一提群星捧月月
饼，给靳先生送过去，并向先生表达了深深的歉
意。看到月饼上圆圆的月亮花纹，靳先生安心
了，可就在他回去数月之后，就离开了我们。先
生走了，却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有了这种情怀，远隔千山万水，心能连在
一起；来自五湖四海，劲儿能使到一处。社会
转型，价值多元，但核心的价值取向不能丢，没
有核心价值，人心分崩离析，什么事也做不
成。“群星捧月怎么能没有月亮呢？”星繁月明，
群星捧月才是和谐的社会图景。⑧6

“从北京东三环到西三环的
最快路线是什么——绕天津”，
这种段子式的自黑，恐怕不是北
京人的专利。就在又一个无车
日到来的这天早晨，我生活的郑
州市，道路堵成了一锅粥，单位
班车带来的上班“福利”，也在无
车日暂停发放了——原本 20 分

钟就可抵达单位的班车，这回竟然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从第一个无车日时的低碳环保全民总动员，到今天

道路上的汽车总动员，无车日的流于口号和形式，又一
次证明：拿不出让人养成少开车习惯的有效办法，声势
造得再大，就像长虹集团聘任“跑男”邓超为产品经理一
样，功效只是一时的，这终究还是形式主义的思维。落
后就要被淘汰，这是企业发展的硬道理，所以苹果公司
把 600人的研发队伍扩编至 1600人，要在 2019年推出自
己的首款电动汽车。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缘方位不相同。邓超的产品经
理职位，外人看来仍是广告，长虹集团的负责人则认为，
这是对传统明星代言模式的创新；李嘉诚一直在抛售内
地产业来套现，而著名的国际投资家罗杰斯则在中国股
市连绵下跌之际，不断逢低吸货……

亦峰亦岭的分歧，本不该有的，是峰还是岭，早有科
学的评判标准。分歧的出现，缘于那种罔顾事实的自以
为是，更要命的是，有时候事实还被刻意屏蔽了，正当执
法被解读为阴谋与幕后交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在实
行重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未来将
逐步扩大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最终实现对所有刑
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公安部的这项改革，
值得有关部门借鉴。⑧3 （丁新伟）

记者从首届全国校园食
品安全与营养工作交流会上
获悉，调查显示，高校学生由
于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饮食
行为、膳食不合理等原因，已
经出现肥胖、骨质异常等问
题。专家建议，学校食堂可
改进菜式及营养，学生需掌
握膳食指南。⑧6 图∕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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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蒙蔽了你的双眼？

群星捧月怎能无月峰与岭的分歧

□李 兵

一地有一地的风俗，一地有一地

的文化。到河南，你要去看山的话，一定

要去嵩山，因为只有嵩山才能代表河南

的“禅”文化；你要是想了解当地传统曲

艺，一定要听听豫剧，因为只有豫剧才是

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河南艺术；你要是

吃饭的话，一定要尝尝这里的烩面，因为

汤汤水水、热热乎乎的烩面，是融进河南

人骨子里戒不掉的瘾。那么到河南，你

想要喝最能够代表河南的酒，我想，仰韶

的陶香型白酒彩陶坊就是最好的选择。

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
明的主根

素有“华夏文明摇篮”之称的河南
省，位居中原大地，人丁兴旺，物产富足，
千年人文传承谱写了兼容并蓄的丰饶史
卷，天地人文，造就了文化光辉的河南，
也“酿”出了历史悠久的豫酒。

历史是豫酒最为深刻的印记，仰韶
文化无论是在河南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
历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仰韶文化是中
国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远古的先民最早
在这里繁衍生息，也是从这里开启了中华
文明的曙光。有句话说的好，“五十年文
明看上海，五百年文明看北京，五千年文
明看河南，史前文明看仰韶”。中国 7000
年史前文明的浩瀚，也只有在仰韶才可以
深刻体会。

各式各样的彩陶，是在仰韶遗址中
挖掘出的文物的典型代表。探寻彩陶纹
饰传递的深层次信息你会发现，这些彩
陶纹饰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创造，它是
那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缩影。
丰富多彩的彩陶图案，大多来自远古先
民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摹画。这些迷
人的纹饰，刻下了 7000 年史前文明的印
记，成为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里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仰韶彩陶坊的
设计也正是由此发端，彩陶坊酒瓶演变
于 7000 年前仰韶文化中鱼纹葫芦瓶的
外形，并按照仰韶文化中的手工制陶工
艺精心烧制而成，充满史前文化气息的
彩绘图案，完美展现了古今辉映之美。
仰韶彩陶坊酒的推出不仅是仰韶文化的
延续，也是对悠久仰韶文化的致敬。

说到酿酒领域，中国酒的根文化也
在仰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的文
物里就有大量的酒具和酒器。仰韶 7000
年前就开始酿酒，仰韶酒的历史从那时开

启，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如今，人类发展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酿酒的技术也发生了
变革，直到今天演化成现代的酒，成为了
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000 年的时间，人类从第一次酒的
出现到如今酒走进千家万户。7000 年
的岁月见证了酒文化从出现到繁荣的全
过程。一瓶仰韶酒就是一部酿酒史。所
以要想体味中国酒的最深厚的历史，那
么非仰韶酒莫属。

仰韶酒厂就坐落在仰韶文化的发源地
渑池，一个有着7000年历史积淀的历史文
化圣地。7000年前，人类的祖先——仰韶
人就在这里生活，至今没有出现断层。
7000年前人类在这里用陶酿酒，7000年后
人类依然在这里用陶酿酒。独有的生态酿
酒环境，传承至今的陶器酿酒方式，诞生了
一种美妙的酒香——陶香。仰韶酒是仰韶
酒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历史在酿酒
陶器中发酵，升华直至淬炼成酒。

兼容并蓄，陶香最能体现
河南的人文精神

河南自古交通发达，是中国的交通
枢纽，南来北往的客商非常多，这个地方
是最兼容并蓄的，任何产品打中原市场
没有门槛，具有非常典型的多元包容意
义。另外，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全
国只有河南有。甚至连河南人引以为傲
的日常饮食“烩面”，同样取自“大杂烩”
之意。可以看出，河南具有包容、融会贯
通、兼容并蓄的性格。这种性格也融进
了河南人的骨子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河南精神。

中原“天地之中”的地理位置，决定
了其“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特性，
豫酒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合了各种
香型的优秀元素，演变成极具兼容性的
特点；无论从人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传承
还是历史的角度，都说明了兼香型白酒
在河南是最有基因、有市场的。中国著
名白酒专家沈怡方表示：“白酒作为传统
行业，在结合自身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将
多种香型酒的先进工艺融合到白酒生产
工艺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未来中
国白酒风格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原白酒
发展的方向。”

仰 韶 酒 从 兼 香 出 发 ，结 合 自 己 地
缘位置特色，确立了中华白酒第十三
香——陶香型。陶香是豫派兼香的代

表，是吸收了东南西北之所长，并在各
种香型原有优点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升
华，将兼香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陶香型白酒是具有河南人文精神，
同时适合河南地理特点的白酒。陶香型
白酒的开创不仅为中国传统白酒香型再
添创新，也使仰韶“彩陶坊”成为豫酒风格
所系，兼香典范所在。陶香型白酒结合了
河南的“兼”文化，同时将河南大地深刻的
历史感融入酒中。陶香型是最能体现河
南人文精神的香型，喝仰韶酒，品的不仅
是陶香，品的更是河南，更是中原。

陶香型白酒是河南独一
无二的香型

中国白酒现在各有各的风格特点，
但是中原，尤其是河南，一说到豫酒，三
到五秒之内，一般想不到一个具体的风
格代表。

作为豫酒的品质标杆企业，仰韶酒
业面对豫酒在复兴过程中所遭遇的瓶
颈，率先对豫酒的风格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陶香型白酒的研制成功为河南酒
业，甚至是全国酒类行业都做出了一个
巨大的贡献。仰韶的贡献在于为豫酒多
年来的“酒体风格困惑”拨开了眼前的迷
雾，让豫酒认识到了自己的优势，发掘出
了自己的潜力。“大兼香”应该是河南酒
企共有的风格资源和优势基因，而“陶香
型”是仰韶特有、专属的，由大兼香升华
而来，是豫派兼香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兼
香型白酒的新境界。它应该是豫酒未来

“酒体风格和品牌文化创新”的源泉。
陶香型白酒是仰韶酒业在传统香型

白酒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创新，其融合
了浓香、清香、酱香和芝麻香。同时，将
九粮工艺以及“陶池发酵、陶锅蒸馏、陶
坛存储、陶瓶盛装”四陶工艺融入其中，
使其在口感、风味方面具备了鲜明的个
性特点。陶香型白酒微黄透明、香气幽
雅、细腻、醇厚丰满、圆润舒适、余味爽
净、风格独特，是中国传统白酒香型的一
大创新。仰韶为了传承、弘扬中华文明
的发源地，仰韶彩陶文化等，把香型定义
为陶香型白酒，成为中国特有的香型。

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对陶香
型白酒仰韶彩陶坊酒作出了高度评价，他
说：“仰韶彩陶坊酒改变了河南中高档白
酒的市场局面，促进了河南白酒行业的技
术革新，为豫酒的振兴和繁荣做出了积极
贡献，也推动了中国酒类行业的发展，彰

显了豫酒新风格，树立了行业新标杆。”

陶香型白酒彩陶坊，是豫
酒品质的代表

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曾经说过：
“酒香不怕巷子深，品质才是最好的营
销。优秀的品质，才能真正打动消费者
的心智。仰韶彩陶坊酒，我们从诞生的
那天起，就重视产品品质的打造。”

从 2004 年企业改制起，仰韶酒业就
开始在工艺创新和香型研发上下功夫，
召开了由国内及省内知名白酒专家、公
司技术骨干组成的“新香型风格白酒”专
题研讨会，成立了以国家级著名白酒专
家沈怡方为组长的新香型白酒研制项目
组，对公司制曲工艺进行修正。为了加
快研发进度，攻克技术难关，仰韶酒业成
立了制曲研究中心、酿酒研究中心和酒
体设计中心，并与江南大学联合成立了

“江南大学仰韶酒业陶香型白酒研究
院”，在酿造技术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与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

仰韶酒的品质要求，体现在原料用
粮绿色化、酿造环境生态化、质量管理标
准化，严把原料入口关，强化绿色产品理
念。

原料：仰韶彩陶坊的酿造原粮均来
自豫西山区粮食，用的原料粮食来自当
地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值得特
别介绍的是，所采用的坻坞贡小米，乃远
近闻名的渑池特产，方志载：清乾隆帝饮
用此米,王气振作,龙颜大悦,夸其为神米,
遂定为贡品，于助酒味别有妙处，用于酿
酒，可使酒味柔绵，香气幽雅。

泉水：水为酒之魂，好酒必得有好
泉。好的泉水，清冽如玉，甘甜如醴，酿
出的酒，观之晶莹清澈，品之味甜至美。
位于仰韶村遗址附近，距仰韶酒业 200
米玉皇庙沟内，有一泉名曰醴泉，水质极
佳，富含锶、钙、锌、硒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矿物微量成分，酸碱度平衡，最适于酿
酒。用天然泉水酿造，极为甘醇，绵柔。

酒曲：古人云“若作酒醴，尔唯曲
蘖”，曲为酒之母，曲是酿酒发酵的原动
力，曲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酒的质量，酒曲
优则酒优。仰韶彩陶坊酒曲采用黄河流
域优质小麦、豌豆、大麦为原料，按秘研
比例精工制成酒曲，仰韶酒业所处位置
十分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得空气中
活跃着大量的特殊酿酒生香微生物。在
这样的生态环境中，通过严格的培养富

集工序制成的仰韶酒曲，是形成了仰韶
彩陶坊酒浓酱谐和，芳香幽雅，细腻醇
厚，后味爽净，回味悠长独特风格的重要
因素之一。

酿造：彩陶坊酒的酿造工艺还采用
了最繁琐、最考究的九粮九蒸、陶酿陶藏
古法工艺，以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
米、大麦、豌豆、小米、荞麦九种粮食为原
料，八十一道工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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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心亲制。

封藏：酒越陈越香，好酒在于“藏”。
“陈酿十里香”，是说经过陈放多年的酒
老熟，香味浓郁，酒味甘醇。仰韶彩陶坊
酒原酒先是被封存在陶坛中，又被窖藏
在仰韶酒业特有的河南最大的地下恒温
酒窖的最底层里，地下 10 米的距离，却
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因为地下酒窖恒温
恒湿，温度低、湿度大，酒体自身的酯化
等化学变化、物理变化缓慢，通过缓慢的
陈酿贮存的过程，酒液自身的氧化还原
和酯化等化学变化、物理变化，水分子和
酒精分子的充分融合，各种微量成分含
量更加协调，使仰韶彩陶坊的酒体变得
更加香气幽雅、口感绵柔。藏，就是仰韶
彩陶坊酒饮之绵软适口的原因。

对于白酒来说，“好喝才是硬道理”，
但是好喝是需要工艺技术来支撑，消费
者对陶香型白酒“品质好，口感好，不上
头，醒酒快”的优良品质评价，正是仰韶
酒业重视品质，自主创新的结果。

至今，经过九年酿造实践与技术创
新酝酿，彩陶坊酒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和质量保证，受到了众多国际友人
和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追捧。品质是一
款白酒的生存之基，就像仰韶酒业董事
长侯建光所说，“我一生一世只为酿造一
瓶好酒，我这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仰
韶人共同孜孜不倦的努力，我相信一定
能成功。”仰韶陶香型白酒能有如此品
质，源自无数精益求精，富有匠人精神的
仰韶人呕心沥血的打造。正是仰韶视品
质为生命的精神，才将仰韶彩陶坊打造
成为河南中高端产品的典范之作。

国内外屡获殊荣，陶香型
白酒是豫酒的骄傲

仰韶酒业多款产品在各大重要会议
上使用，同时屡次被国内外评为金奖，让

豫酒展示在中国和世界的面前。
2015 年 9 月 9 日，2015(贵阳)比利时

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榜单在贵阳
揭晓，仰韶陶香型白酒彩陶坊天时、地利
两款产品，在国内外众多烈性酒品牌中
脱颖而出，被评为金奖！再次将豫酒带
到了世界的面前。

仰韶酒业将豫酒复兴的责任扛在肩
上，仰韶酒业唯有将品质放在心中，将消
费者放在第一位，才能让豫酒在中国白
酒板块中崛起。“仰韶彩陶坊，豫酒的力
量；仰韶彩陶坊，豫酒的榜样；仰韶彩陶
坊，豫酒的方向；仰韶彩陶坊，豫酒的形
象。”这是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给
彩陶坊的评语。

无独有偶，借助品类创新、品质提
升，彩陶坊还引来了诸如白酒泰斗沈怡
方、茅台酒厂名誉董事长季克良、中国
酒业协会秘书长宋书玉、中国酒类流通
协会会长王新国、华夏酒报总编韩文友、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秀华等大咖的
青睐，更有省内外数十位媒体记者为其
代言。

经过多年沉淀，仰韶酒业在夯实其
豫酒中高端白酒标杆形象的同时不断拓
展发展路径。未来，仰韶有信心为河南
白酒争取更大的荣耀，让豫酒的美誉响
彻大江南北。

到河南，喝陶香

中原，尤其是河南是非常适宜造酒
的地方。因为河南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
的中部，这里的气候是最好的，不冷不
热，不是特别干燥，又不是特别潮湿，微
生物、动物、植物都适宜在这里生存、种
植，拥有丰盛的微生物群落。豫酒复兴
之路一定是根据中原的地理位置、气候、
水质，形成豫酒自身特色，才能闯出一片
天地。陶香正是仰韶从河南地理和人文
双重因素考虑下进行的创造。陶香的开
创将豫酒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到贵州，喝酱香；到四川，喝浓香；到
山西，喝清香；到山东，喝芝麻香；到陕
西，喝凤香……那么到河南，就喝陶香
喽！

仰韶陶香型白酒作为河南对外展示
形象的一张经典名片，成为河南酒的标
志。也许只有陶香才能诠释 7000 年中
原文化的深厚，只有陶香才能演绎中原
大地的人文和情怀。到河南，喝陶香！
仰韶彩陶坊，河南的味道！

到 中 原 喝 陶 香
——仰韶彩陶坊品牌发展纪事

本报记者 申明贵

“微信乞丐”催生另类道德绑架
浙江金华市姑娘“小猫”，最近爱上了一个在朋

友圈里挺火的小游戏：你给我发个微信红包，我会把
红包截图发到朋友圈，并说明你是谁，我们什么关
系，我对你什么看法或感觉。这个小游戏，在朋友圈
里引来非议，已经有网友给像“小猫”这样的人冠了
个称号，叫“微信乞丐”。（见9月22日《钱江晚报》）

“微信乞丐”之所以招人反感，就是因为它形
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道德绑架”。给不给红包、给
多少红包成为衡量两人之间亲疏远近的一种标
尺，让对方进退两难。微信朋友圈的吸引力，在于
其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的精神家园，给人们疲惫
的身体和压抑的情感一个安放的平台。“微信乞
丐”不仅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让他人利益受
损，还将微信朋友圈视为一个炫耀的工具，将“要
红包”的成果刷屏——这不仅干扰了他人的微信
朋友圈，也会引发他人的不满甚至厌恶。

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指出，“炒作”源于寂寞，当
人的三种需要——包容、情感、控制得不到满足就寂
寞，寂寞的人最容易炒作。炒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
起社会的注意，即使引起社会否定性的注意也在所
不辞。这一切，被“微信乞丐”发挥得淋漓尽致。为
了吸引眼球，为了赢得社会认同，“微信乞丐”剑走偏
锋，确实需要反思和自律。⑧6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