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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爱国之
心、报国之志转化为具体、实在
的行动，在点滴细节中彰显爱
国情怀。

锐评

今日快评 新世说

爱国热情点燃事业激情

画中话

“盛世封坛 时间佳酿”酒祖杜康小封坛系列解读之一 综合篇

农历九月，是白酒行业秋酿时

节，秋酿顺应了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的时节智慧。秋酿酒的酒体

醇厚丰满，风格幽雅怡人，是一年

中的酒中极品。

因此，这个时节又成为酒行业

的“封坛黄金时间”，对于杜康而

言，更不例外，因为自 2012 年开

创性地举办“酒祖杜康名仕封坛”

以来，已经基本固化了每年一届的

封坛大典。今年 10月 17 日，“杜

康酒文化旅游节”以及“乙亥年酒

祖杜康封坛大典”将如期在洛阳杜

康控股公司汝阳县生产基地杜康

广场举行。届时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文化、封坛、商务、交流活动将同

步举行。

作为每年一届的封坛大典活

动，常规性的是要按照传统仪式，

将今年秋酿好酒入“华夏第一窖”

正式封存，让新酒随着时间以及微

生物的作用，恒温窖藏，自然老熟，

成就佳酿。自 2017年开始，在封

坛的同时，很自然地把五年前封存

的老酒正式开封，分坛成装，于是

就诞生了酒祖杜康小封坛酒。坚

守五年地窖坛藏，真藏实窖，酒体

醇厚丰满，柔美协调，这就是酒祖

杜康小封坛目前备受省会和洛阳

地区广大消费者钟爱的原因。对

于经历了五年岁月淬炼，方成就的

时间佳酿——酒祖杜康小封坛酒

究竟有什么独特亮点和魅力？杜

康人的极致匠心又是如何体现的

呢？从本期开始，记者将为您一一

解读，解密酒祖杜康小封坛成为消

费者钟爱佳酿背后的故事。

秋酿封坛 只为成就一坛五年的时间佳酿

据了解，酒祖杜康华夏第一窖属于独特
的玄武岩地貌结构，面积近 20000平方米，可
以同时盛放上万个 100斤的陶坛，这也是中
国白酒行业绝无仅有的独特地下酒窖。该酒
窖的窖藏环境一年四季恒温恒湿，非常利于
酒祖杜康封坛酒的储存、醇化、老熟、生香，使
得原本品质超群的酒祖杜康封坛酒，升华为
稀世佳酿。

据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
介绍，酒之精妙在于藏，其一在于地点，其二
在于容器。为此杜康专门修建了全省最大的
地下酒窖，并用陶坛作为容器，让封坛酒越陈
越香。小封坛酒是一款经历了时间和品质沉
淀的好酒产品。

对于小封坛酒，著名白酒大师赖登燡、程
宏曾在 2017年新品上市会上对“酒祖杜康小
封坛”进行了专家鉴定，并且给出了“无色清亮
透明，窖香优雅，成香迷人，绵柔干韧，自然协
调、余味爽净，具有独特风格，适口性好，属于
高端浓香型白酒的品质”的高度评价。

酒祖杜康小封坛酒带着五年地窖坛藏烙印
上市以来，以品质征服了广大核心消费者，以极
致匠心为酒祖杜康品类树立了行业地位，被大
家誉为“酒祖时间佳酿”。正因如此，也更坚定
了洛阳杜康控股公司把小封坛酒打造为中高端
大单品的目标。正如柳向阳在开会时多次明确
表示，在2019年打好酒祖杜康小封坛品牌、品
质、营销、模式等组合拳，以更高的服务标准、更
接地气的市场策略、更加完善的市场管控方案，
服务广大经销商，创造彼此双赢的新局面。

复兴杜康，振兴豫酒，杜康在以实际行动
践行，同时更将以真实的销售数字来证明。
小封坛酒的备受认可，这是杜康人的诚意，更
是杜康人以做好产品、卖好产品助力豫酒转
型发展的信心所在。

□本报记者 申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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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五年 成就经典

敬畏酒祖 盛世封坛

为感念酒祖恩德，守护传统
技艺，2018年 10月 17日上午，在
九九重阳之际，2018戊戌年酒祖
杜康·封坛大典在古都洛阳举行，
再现千年祭祀酒祖仪式。诸多名
人政要、商界精英、专家学者等八
方宾朋聚首洛阳，同拜酒祖杜康，
把盏传世佳酿，品味时间之醉，齐
浴洛水文化，共同见证了豫酒乃
至中国酒业的年度盛事。

2018戊戌年酒祖杜康·封坛
大典作为中国酒业领域年度盛
典，以盛世封坛、敬拜酒祖和开坛
发布为主体，旨在敬颂酒祖启迪

智慧、肇造文明、泽润八方的辉煌
成就，弘扬中华 4000多年酒道，
寻根拜祖、祈福承愿的中华传统
文化。

其实这已经是洛阳杜康控股
坚 持 了 四 年 的 封 坛 大 典 ，自

“2012 壬辰年酒祖杜康·名仕封
坛大典”举行以来，杜康每年不管
有无大典仪式都坚持将秋酿新酒
进行入窖封存，为日后出好酒做
储备。这充分体现对酒祖文化的
敬畏以及工匠精神的坚守。

金秋时节，重阳之际，杜康
控股延续千年祭祀之礼，感恩天

地祈福安康。祭祀仪式分为礼
送贡品、焚香静心、敬天洒酒、进
香拜祖、诵读祭文等传统祭祖礼
制，由国家级酿酒大师、酿酒传
人、酿酒工匠、消费者为代表，祭
祖溯源，传承酒愿，抒发对杜康造
酒福泽的感念，传达振兴杜康酒
业的心愿。

酒祖封坛入窖作为中国酒文
化的印记，天佑入窖，已成为一种
弥久醇厚的文化符号，随着历史
的演化而日臻完美。历经长达三
个月盛夏的发酵，杜康在金秋时
节开窖酿酒，封坛嘉宾为戊戌年

酒祖杜康盛世封坛。
对于封坛的意义，正如洛阳

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所
表达的那样：五年，对于杜康控
股来说，意味着新生和涅槃，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酒祖杜
康小封坛，意味着功夫和修行，
意味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
源。酒祖杜康小封坛，封藏的不
仅仅是一段功夫和时光，更是背
后对酒祖造酒文化的敬仰和传
承；见证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
承载着岁月的沉淀和杜康人的
荣耀和梦想。

2017年 12月 16日，2017第
十三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中原
发布”暨杜康2017价值新品发布
会在郑东新区 CBD 传媒大厦举
行。2012 版酒祖杜康小封坛正
式上市。百余嘉宾共同见证了这
一历史性时刻。

据介绍，新上市的时间之醉
——酒祖杜康小封坛分为46度和
52度两种，均为2012年首批封坛
酒，而2018年则将采用2013年封

坛酒，以此类推保证 5年封坛品
质。每坛酒都经国家级白酒大师
张献敏上百次调试，并用出自景德
镇的优质瓷坛进行灌装，最终才成
就了这款杜康控股的诚意之作、高
端豫酒的典范产品。

2018 年封坛大典还举行了
2018 年酒祖杜康小封坛开坛发
布仪式，2018小封坛经过 5年的
沉淀与珍藏，在金秋时节开坛引
香，每一坛都经国宝级白酒大师

悉心调制而成，堪称河南白酒的
标杆性产品。

中国著名白酒专家赖登燡、
中国著名白酒专家梁邦昌、河南
省酒业协会总工程师赵书民三位
重量级鉴酒嘉宾受邀登台品鉴并
给予很高评价。高端豫酒典范时
间之醉酒祖杜康小封坛，坚持 5
年地窖坛藏，每一坛小封坛均选
用在华夏第一窖存满 5年的高品
质封坛酒，是真正的年份封藏酒，

每一坛酒发售量不是取决于当年
的酿酒能力和生产能力，而是取
决于5年前封坛酒的存酒量。

开坛之日，2013年封坛酒在
华夏第一窖已存满整整 5年，开
坛后将正式对外发售 2013 版酒
祖杜康小封坛。根据 2013 年封
坛酒的存酒量，全年发售量为
100000 坛，其中玉坛 30000 坛，
青坛 70000坛，其中玉坛首发上
市纪念版10000坛。

荣耀开坛 限量发售

2018年封坛大典现场

酒祖杜康小封坛新品

□本报评论员 刘婵

这个十一长假，举国同庆新中国 70 华诞，

爱国成为最响亮的主旋律、最动人的风景线。

国庆盛典激扬爱国热情，阅兵活动震撼壮

观、惊艳全球，每个中国人无不充满了崇敬和

自豪；在线换上少数民族服装，大街小巷人们

自发挂起、举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唱出各个版

本 的《我 和 我 的 祖 国》，秀 出 自 己 的“ 爱 国

style”；更多人选择走进电影院，连续观看《我

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三部电

影，在一个个泪点、燃点中，感叹“这盛世，如你

所愿”……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人

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真挚情感，让“我

爱你中国”的深情表白，响彻大江南北；让浓浓

的家国情怀，奔流神州大地。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

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自古

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

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

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

到“爱国”，提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的核心。国庆节，无疑是人们表达爱国情感最

好的时间节点。从猎猎战旗、滚滚铁流中感受

国家的强大实力，从激昂鼓声、欢腾劲舞中触

摸人民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多人的热情被点

燃，情不自禁抒发爱国之情、表达强国之志，思

考究竟什么是爱国，怎样做才是比较好的爱国

方式。

在实干中爱国、在爱国中实干，立足本职

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埋头苦干，甘于奉献，就

能把对祖国的热爱体现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

间、每一滴奋斗的汗水中、每一步前进的足迹

里。昨日，中宣部授予陈俊武院士“时代楷模”

称号，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之初

就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我国炼油工业进

步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是爱国奉献奋斗精神的

模范践行者。奋进新时代，各个行业、各种岗

位的奋斗者们坚守平凡、爱国奉献，书写着属

于自己这代人的爱国华章。树立强烈的责任

感和担当意识，工作中冲在先、抢在先、干在

先，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目标紧

紧联系起来，以国荣我荣、国强我强之心，勤奋

进取、努力拼搏，就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爱国没有休止符，这一最强音始终在我们

心中跃动，始终激励我们前行，将爱国情怀始终

与个人成长、时代进步互相砥砺，用爱国热情点

燃事业激情，我们必能汇聚磅礴的发展合力，书

写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在基层岗位，踏实工

作、无私奉献是爱国；在科研领域，潜心钻研、执

着探索是爱国；在政府机关，为民服务、勤勉自

律是爱国……普通人的爱国情怀也许无法用轰

轰烈烈的方式来表达，却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把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转化为具体、实在的

行动，在点滴细节中彰显爱国情怀。

“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

黄山么？有黄河么？有长江么？有长城么……

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

的地方。”当年路遥的文字，激发起多少人爱国

奋斗的精神。今天，我们离梦想从未如此之

近。美好的未来在召唤，奋斗的豪情满心间，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6

□以秋

这个国庆长假，我们浸润在满满的自豪中，沐

浴在强盛的国力之下，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

件，在长假中旅游，收获幸福感。据有关部门统

计，国庆长假仅前 4天游客就超过 5亿人次，一些

热门景区更是“人挤人”“车挤车”。

旅游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去触碰一个热门

IP，留念一幅优美景象。如果去探索旅游背后不

为人所关注的细节，比如一个简单的故事，或是

一段冷门的史实，将旅游与文化更加紧密地挂

钩，就在躲开人潮的同时，丰富了旅游的内涵。

我省是文化大省，今年国庆长假，我省一些

旅游景区主动融汇文化因子，取得了值得称赞

的成绩。清丰县是红色故土，拥有丰富的革命

旧址景观，今年清丰县在打好红色旅游牌之余，

依托极限运动基地，给红色游注入了新潮体育

文化的魅力。开封的大宋武侠城，将北宋历史、

水浒故事融会贯通，用“真刀真枪”的表演赚足

流量，用充满特色文化因子的旅游服务赢得全

国赞誉。兰考的焦裕禄纪念园游人如织，游客

们在焦桐下聆听着感人事迹、传承着红色基因，

将焦裕禄精神铭刻于心。位于荥阳市的李商隐

公园，围绕李商隐墓，园区以多样形式呈现了李

商隐的著名诗词，游客们带着孩子，一边观赏自

然景观，一边带着孩子背古诗，在街边小景中，

收获了意义丰富的文化畅游。

不仅是景区，就连闹市的商街，也在提升文

化内涵。10 月 4 日下午，郑州二七商圈的一座

网红购物中心，三位话剧演员正在卖力表演着

自编自导的话剧。观众们身处百十个座的小剧

场，用几十元的低票价，欣赏到了逻辑缜密、剧

情跌宕、表演到位的精良演出，丝毫不逊于大剧

场的话剧表演。从浙江来郑州旅游的陈先生一

家，散场之后专门拉着演员加微信，帮助沟通、

修饰剧情，直言没想到在郑州随处逛街还能欣

赏到文化演出，不禁点赞。

我省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先贤文化、遗址文

化、古都文化以及最具特色的武术文化，每一类

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找

到文化资源影响力迭代的有效途径，也没有很

好地实现资源变现，文化品牌、文化产品以及延

伸的文化价值链，较之其他省份有着明显差

距。正视差距，将文化与旅游挂钩，构筑全国重

要的文化高地，我们才能将差距变为潜力，激发

出赶超的加速度。

旅游业是展示文化底蕴、推广文化品牌的

好窗口和好途径。给旅游服务注入文化因子，

让“功夫之旅”“老家河南”“红色故事会”“河洛

文化节”等一批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地域特质

的品牌更响亮，我省的文化旅游必将成为全国

的一道亮丽风景。6

□吴礼明

“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主持召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黄河宁，天下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

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兴衰成败与大河两岸人们观

水、用水、治水的历史息息相关。秦汉、隋唐举全国之

力，在治河制度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建设、工程建设等

领域治理有效，才有雄汉盛唐的历史呈现，使中国古

代经济、政治中心长期居于中原；开凿大运河沟通黄

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诸水系，才使中华民族的

经济发展在隋唐时期逐步达到南北均衡并使南方最

终超越北方。随着北宋边患迭起，黄河下游因人为和

自然原因造成频繁改道、河水泛滥，中华民族的经济

中心、政治中心自此远离中原。带着丰厚黄河文化走

向华夏大地各角落的中原儿女，在经济、政治中心转

移过程中，为推进古代社会各民族融合、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黄河治理

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千年黄河文明展

现新颜。建国初期，中原儿女艰苦奋斗，三门峡大坝

屹立砥柱中流，控制上游泥沙对下游输送；改革开放

时期，中原儿女协同内外，小浪底水库开工建设，确

保大河两岸安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

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

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要清醒看

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

提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

地带，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探索

规律、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

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不畏艰险、

奋勇争先、科学施策，“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

人、以水定产”；勠力同心、上下一体、埋头苦干，“解决

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要求，

我们定能讲好“黄河故事”，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1

讲好“黄河故事”

文化因子让旅游诗意更浓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今年 10月是全国第 10个“敬老月”，随着我国
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不断增多，尤其需要子女的
关爱与照料。有专家指出，鼓励用人单位给予员工“孝老假”，不失为一种好
选择。6 图/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