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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家喻户晓的中华
古训。日前，内乡县衙以“弘扬传统文化、研学
内乡县衙”为主题，推出以“十个一”为主的研
学旅游课程。

内乡县衙研发的研学旅游课程总结归纳
为“十个一”（即参观一次官德研学基地、观看
一场知县审案表演、吟诵一次县衙官德名联、
观赏一场县衙动漫电影、制作一次古代官箴
拓片、参加一次清代秀才考试、聆听一场非遗
宛梆演唱、体验一次宛西民俗活动、参与一次
知县出巡仪式、召开一次研学主题班会）。这
些课程的设计，结合内乡县衙旅游资源实际
和文化特点，贴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和研学
需求，注重体现“研中学”“游中学”两大重要
概念，使得学生可以在实践与体验中直接受
到教育，具有较好的可实施性和可拓展性，
从小培养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兴
趣，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养成文明旅游行为
习惯，提升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内乡县衙是河南省首批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有着丰富的官德文化、楹联文化、廉政文化
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依据《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和《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
指导纲要》，内乡县衙本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宗旨，专门研究制定了以参观考察、聆听讲
解、观看节目和动手体验为主的研学旅行课
程。目前，内乡县衙已成为各大中专院校及中
小学进行综合社会实践的主要目的地。

一、参观一次官德研学基地

内乡县衙博物馆构建了规范的研学认知
系统，区别于成人的思维方式，结合学生对未
知领域的好奇心，通过博物馆不同的场景展
示，让学生在参观内乡县衙官德研学基地，听
取研学旅游专业讲解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去思
考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让学生从小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于学生人生观的
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观看一场知县审案表演

内乡县衙博物馆的知县审案表演，一直以

来是内乡县衙官德文化的生动展示和体现，现
在已经编排有12个精品节目。这些节目通过
一个个古代县官审案的小故事，彰显了古代为
官者刚正不阿、聪慧过人的特点，增加学生辨
别是非、约束行为的能力。

三、吟诵一次县衙官德名联

内乡县衙以其丰富的楹联文化内涵被命
名为中国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地，县衙内有全
国唯一的楹联文化博物馆。这些楹联或申明
施政宗旨，或描写山川形胜，或以官箴戒约自
勉，或效法古人为官。学生通过吟诵这些官德
楹联，可以了解封建社会的吏治历史，丰富楹
联文化知识，让楹联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学
生的内心萌芽。

四、观赏一场县衙动漫电影

内乡县衙的 4D 电影一直以来深受游客
特别是学生的喜爱。内乡县衙为丰富官德文
化宣传教育载体，先后制作了《高以永篇》《元
好问篇》等官德动漫电影，电影采用现代化
4D放映手段，让学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古代
为官者的高尚情怀，从而进一步深化学生对
古代官德文化的认知，促进学生优秀道德品
质的养成。

五、制作一次古代官箴拓片

内乡县衙的官箴也是内乡县衙优秀官德
文化的直观体现，通过学生参与拓片的实际
手工操作，让学生从小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名言进行学习和掌握，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
和提高。

六、参加一次清代秀才考试

内乡县衙的《知县县试》还原了古代兴学
与科举制度，是古代选拔人才的一项制度。学
生通过前期的参观考察，在了解内乡县衙传统
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参加一项与县衙相关历史
文化知识的考试，检验学生的参观学习效果，
锻炼学生对新事物的认知记忆能力。

七、聆听一场非遗宛梆演唱

内乡县衙充分利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宛梆这一优势和剧种特点，推出游天下第一
衙、品天下第一腔《品茶听戏》活动，以直接体
验的方式感受博大精深的官德文化，在学生心
中留下深刻记忆。

八、体验一次宛西民俗活动

推磨是在过去农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一件事，在过去的农村生活中，每家都有一个
最基本的家产，就是石磨。学生在民俗院参观
宛西民俗用品，并能亲自体验推磨，通过亲自
体验，感受劳动人民的不易，提高学生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意识。

九、参与一次知县出巡仪式

学生参观内乡县衙的过程中，设置知县出
巡的历史情境，让学生参与了解知县出巡仪
式，感受古代官员出巡和等级制度的相关历史
知识，亲身体验“抬官轿”这一项活动，让学生
近距离接触历史事实，引发学生跨时空思考，
产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十、召开一次研学主题班会

研学不是享受，而是一种体验。学生通过走
出来参观内乡县衙、切身感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同时通过自己的思维来学会思考、总结，从而改
变或者塑造自身的素养。而这些，正是素质教育
的目的所在，因此，研学旅行主题班会，将对整个
研学效果的形成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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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内乡县衙经历了从小变大、从大变强

的发展历程。景区从不为人知的历史遗存到声名远扬的“天

下第一衙”，从单一的古建筑群落到丰富的衙署文化展示，游

客从单一的参观游览到体验感悟，旅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上世纪80年代，将县衙定为景区，让人们心中有了旅游参观

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让博物馆完善发展，在人们心中有了

保存完整的古县衙印象；新世纪伊始，将文化融入旅游，催生

内乡县衙旅游发展的新动能；如今，将科技融入旅游，智慧旅

游让内乡县衙旅游发展迈进新时代；现在，内乡县衙推出了

“十个一”的研学旅游模式，再一次将旅游与教育相结合，让学

生从小就感受身边传统文化，培养孩子探索世界的兴趣和爱

好，内乡县衙旅游发展也走进了新天地。

内乡县衙：推出“十个一”研学旅游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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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秋季糖酒会的余温还未散
去，中国白酒业的又一场盛会如期而
至。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联手，
为做大做强中原白酒板块而举行的

“苏鲁豫皖白酒峰会”于11月 8日—11
日盛大举行。

黄淮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自
古以来，众多美酒在此绵延流长。11
月 10日，“2018 黄淮流域白酒核心产
区领袖企业峰会”上，来自四省的职能
部门主要领导以及四省重点白酒企业
代表出席会议，仰韶酒业高端新品彩
陶坊天时在大会上荣获“中国黄淮流
域白酒核心产区标志产品奖”。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侯建光代表豫酒企业在会
上作出《中国白酒的陶醉之美》的战略
报告。从三大领域讲述了仰韶文化、
陶、陶融香型以及仰韶彩陶坊品牌的
关联与实质，不管从生态环境角度还
是从历史传承角度充分说明中原地区
是中国酿酒最好的区域，更是最适宜
酿造兼融风格白酒的区域。

仰韶品牌历史溯源

陶与白酒的发明:火的发现、陶的
发明、酒的发明、酒的传承、酒的创新。

陶是中国白酒的灵魂：先民用陶
发明了酒，现代名酒企用陶缸作容器
发酵，现代几乎所有白酒厂用陶坛作
容器储存酒，现代著名酒企用陶或陶
瓷做酒瓶盛装酒。CHINA——中国
CHINA——陶。

陶与仰韶文化：“仰韶人如何饮
酒？答案是：尖底彩陶瓶既是酿酒器、
贮酒器，又是饮酒器。”（摘自于美国斯
坦福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考古专家 刘
莉 《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
杂化的发展》刊登于《中原文物》2017
年第2期）

仰韶品牌战略规划

仰韶品牌理念是弘扬华夏文明，
陶醉国人情怀；仰韶品牌定位是区域
名酒强势品牌，陶融香型根植中原；仰
韶产品定位：中高端白酒仰韶彩陶坊

（天时·地利·人和）；仰韶市场定位是
深耕河南市场。

仰韶品牌实施方略

围绕“科技仰韶 品质仰韶 文
化仰韶 生态仰韶 诚信仰韶 公益
仰韶 ”的企业画像，抓好三项管理工
作——意识形态管理、产品品质管理、
市场营销管理。

意识形态管理内容是：抓党建、抓
法治、抓风气、抓勤政。

产品品质管理方面具体内容主要
涉及以下五方面内容：陶融香型白酒
研发背景；陶融香型白酒工艺特点及
风格特点；陶融香型名称的灵感源泉；
陶融香型的四好品质；陶融香型的五
大质量管理体系。

陶融香型白酒研发背景

在人们的心智中，在中国白酒领
域，提到贵州自然联想到酱香，提到四
川自然联想到浓香，提到山西自然联
想到清香，包括江苏的绵柔，山东的芝
麻香，安徽的年份，几乎每个酿酒大省
都有自己独特风格特点的白酒产品，
唯独豫酒一直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的特
色和风格，这是影响和制约豫酒发展
壮大的核心原因之一。

同时，中国白酒有区域板块之说，
过去提的最多的是两大板块，长江名酒

带和黄淮名酒带。长江名酒带主要以
五粮液、茅台、泸州、剑南春、郎酒等为
代表；黄淮名酒带主要以洋河、古井、口
子等为代表。近年来，中食协、中酒协
联合行业专家，对黄淮名酒带做了重点
研究。黄淮名酒带充分体现了自古以
来人们择水而居，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河
流，中华酒文化同样起源于河流，尤其
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因此，白酒是有地域性、区域性
的。作为中原腹地河南，具有生态环
境优势和历史传承优势。

生态环境优势。河南地处东经
110°21‵-116°39‵，北纬 31°23
‵-36°22‵，东西长 580公里，南北
长 550公里，居天地之中，属湿润至半
湿润季风气候。河南不热不冷、不湿
不干，南方夏天闷热冬天湿冷；北方太
冷太干燥，都不利于微生物的多样性。

四季分明：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白
酒的制曲、发酵、存储都要经历四季变
换，冷暖交替，酒体微量元素能够充分
缔合，酒体的平衡感较好，风味多样、
风格雅致。

光照充足：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
全年日照时数达 2000～3300小时；全
年日照百分率在50%～75%之间。

降水适中：黄淮流域降水适中，
温度适宜，有利于微生物的繁衍进化，
是最容易形成兼融型白酒的区域。

历史传承优势。从生物学分类角
度，地球上的生物分三类：动物、植物、

微生物。
从动物角度：人类属于生命中的

高级动物，自古以来中原就是人类聚
集地，是人类文明发源地。4500万年
前，人类远祖起源地锁定在河南渑池
上河曙猿化石遗址。到目前为止，河
南也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这充分说
明河南自古至今就是最适宜人类繁衍
生息的地方。

从植物角度：中原自古就是农耕
文明发源地，到目前为止，河南是中国
第一产粮大省，这充分说明河南自古
至今就是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
为酿酒提供了优质原粮。

从微生物角度：中原自古就是酿酒
发源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粮食
粟米、经过考古出土的大量酒具、酒器
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对仰韶彩陶酒
具、酒器的科学研究结论，还有仪狄造
酒传说、杜康造酒传说，这充分说明中
原地区的环境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生长。

综上所述，不管从生态环境角度
还是从历史传承角度，充分说明中原
地区是中国酿酒最好的区域，是最适
宜酿造兼融风格白酒的区域。

但是，客观上，守着如此好的酿酒天
赋条件，豫酒多年来却一直低迷，原因是
主观上豫酒没有借助生态地理优势、没有
充分挖掘历史传承优势，导致豫酒一直以
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豫酒风格。

为此，经过认真调研和思考，2004
年 8月仰韶酒业提出产品风格的创新

理念：不拘一格、自成一格适应市场、
满足消费。

结合以上河南地域优势，我们坚守
上述十六字方针，秉承“实实在在酿酒、
认认真真科研”的理念，酿造一款适合
中原地域特色、适合中原口味特色的仰
韶美酒。历经五年磨砺，于 2008年底
陶香型白酒仰韶彩陶坊成功上市。从
此，仰韶走上了一条融合创新的转型升
级之路。多年来仰韶酒业坚持实实在
在酿酒、认认真真科研。 2018年11月
1日，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与江南大
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自2008年
以来，仰韶酒业一直与江南大学进行酿
酒科研合作。2015年共同成立陶香型
白酒研究院，建立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
地，开展科研工作。

陶融香型白酒工艺特点及风格特点

工艺特点：九粮四陶、多香融合；
风格特点：醹、雅、融。醹：甜、醇厚，甜
醹柔润，源自九粮；雅：净、清爽，香气
纯正，源自四陶；融：多香融合，浑然一
体，源自工艺，闻香浓清酱兼而有之，
香气优雅细腻，入口甜醹柔润，余味芝
麻香悠长，多香自然融合，浑然一体。

陶融香型名称的灵感源泉

陶融香型名称的灵感源泉有物质
层面和文化层面两方面因素。

物质层面主要包括四陶工艺：陶
泥发酵、陶甑蒸馏、陶坛储存、陶瓶

盛装，中国各种香型白酒贮存最佳
容器——陶，好酒是陶养出来的。

文化层面：陶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缕
曙光。从7000年到 1万年之前的旧石
器和新石器时代，人类征服自然靠物理
的办法砍制和磨制石器，到了新石器时
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夏文明的先祖仰
韶人，首次开始用物理和化学的办法发
明了人类第一个合成材料——陶。

有物质层面和文化层面两大支
撑，陶融香型就这样诞生了，仰韶彩陶
坊酒也这样诞生了！

陶融香型的四好品质

打造让消费者认可的“ 四好品
质”：好看、好闻、好喝、好受。

通过“五化三研”，达到“四好品质”：
产品设计精细化、采购供应精细化、产品
检验精细化、成品包装精细化、全程质量
管理精细化；微生物代谢研究、风味物质
组成研究、食品安全指标研究。

陶融香型的五大质量管理体系

陶融香型的五大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品牌培育、环境管理体系、
质量安全追溯、HACCP。

市场营销管理：在现阶段的市场
营销管理中，明确五大方针：调结构、
挺价格、强品牌、抓管理、促销量。

峰会的目的就是为加强行业信息交
流，更好地总结中原白酒特色，做到资源
共享，合作共赢；苏鲁豫皖白酒市场板块
的形成与建立，进一步促进四省酒业实
施企业品牌战略、拉动中国白酒市场，继
而间接促进全国白酒行业发展，直接提
升苏鲁豫皖白酒市场竞争力。

众人划桨开大船，合苏鲁豫皖四
省白酒企业之力，仰韶酒业愿与兄弟
企业共同打造黄淮名酒带，创造出属
于自身区域特色的白酒板块。

侯建光董事长参加苏鲁豫皖峰会
后，颇有感慨，现场赋词一首，寄语苏
鲁豫皖白酒峰会：黄淮千里阔，逶迤四
省间。苏鲁豫皖峰会，伟业动人寰。
定义产区风格，划分香型流派，创新十
余年。今又风云起，谁主好河山？再
相聚，沧桑变，在宿迁。惟教初心不
改，协同共向前。弘扬华夏文明，陶醉
国人情怀，使命高于天。身处新时代，
笃信梦能圆！ （本报记者整理）

侯建光代表豫酒在苏鲁豫皖白酒峰会上发言

中国白酒的陶醉之美

侯建光董事长在作主题发言 53°彩陶坊天时酒获奖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