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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河南渑池

中国酿酒业最早、
最完整的产业史代表

名酒│122019年 10月23日 星期三

●● ●● ●●

10 月 18 日, 以“世 界 名

酒·共享荣耀”为主题的 2019

上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业

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开幕，汇聚国内外知名酒企、

优秀企业家、产区代表，通过

酒博会共享发展机遇，扩大产

区合作空间。仰韶彩陶坊展

区凭借古朴厚重的彩陶文化，

将 7000年仰韶文明展现给八

方来客，将中华陶融香带给四

海宾朋。开幕式上，中国酒业

协会发布了世界美酒特色产

区名单，13 大白酒特色产区

揭晓，仰韶酒业所在地——河

南渑池荣耀上榜，是河南白酒

唯一特色产区，渑池县县长谢

喜来登台领奖。

“生态渑池 品质仰韶”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系列解读之一 综合篇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本报通讯员 张萌

豫酒骄傲 仰韶荣耀

彩陶坊产地渑池荣膺“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有佳泉之地，必有佳酿”，依山傍水之
处，盛产好酒。与红酒产区不同的是，中国
白酒以其文化属性为依托，千百年来形成了
以流域为纽带的大小特色产区。长江与黄
河不仅孕育出了远古文明，助推了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也将中国白酒的发展带到了崭新
高度，以长江上游和黄淮流域为主的产区下
又细分出诸多地域产区，例如长江上游的赤
水河产区，以及今天荣膺世界美酒特色产区
的河南渑池。

自古以来，人们择水而居，人类的文明
起源于河流。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
河流让人类与自然有了交互和对话的能
力。黄河孕育了最早的农业文明，并因此
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白酒。众所周知，中国
白酒是世界蒸馏酒的鼻祖，其与自然、生
态 的 关 系 是 世 界 上 所 有 美 酒 无 法 比 拟
的。可以说，中国白酒是世界上唯一的自
然酿造美酒，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文化
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古代酿酒及饮酒器具，
比如小口尖底瓶。考古学者、斯坦福大学
教授刘莉带领团队对仰韶文化遗址出土
的尖底瓶进行植物残留物分析，发现了仰
韶文化酿酒的直接证据：证实早在 7000
年前，仰韶人以黍为主要原料，掺和薏苡
和山药等块根植物酿造出了中国最早的
谷芽酒，揭开了中国酒起源的神秘面纱。
这项发现证明了 7000 年前仰韶人已经掌
握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方法。因
此，河南渑池代表着中国酿酒产业最早的、
最完整的产业史。

作为唯一与生态关系最为密切的蒸馏
酒，中国白酒的自然生态，水源、风土、原
料、酿造方式、陈化方式、微生物多样性等
彰显出中国白酒的自然酿造、生态酿造。
更重要的是中国白酒 7000 年以来不间断
的酿造过程与推进过程，培育出特殊的酿
酒微生态，更是赋予了特色白酒产区不可
复制的个性。

河南是中国白酒的发源地，酒文化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一代又一代中原人都生活在
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
文化赋予了河南人高超的酿造技艺。

我们从仰韶文化遗址中证实，当地人
居住处都近山临河，适合家牧渔猎，求火容
易，取水方便。因为当时人类还不会凿井，
找甜水，寻甘泉就成为仰韶时期氏族社会
选择定居的重要条件，同时还要气候适宜，
物产丰富，这些都为酿酒创造了有利的自
然条件。

而《史记》中的记载则给予我们一段历史
事实，渑池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场风云际会，
也清晰地记录着酒的踪迹。“秦昭王、赵惠文
王会于渑，席间捧醴泉佳酿。秦王饮酒之酣
……”经查，渑池县志里有最早记载“治东里
许，玉皇庙沟，有水极甘美，能助酒味，酿酒之
家多取之，故名醴泉”。当地用此水所酿之

酒，皆称醴泉春，也即醴泉佳酿。可见，当时
的醴泉佳酿渑池酒，便已盛名在外。进入新
时期，科研技术部门曾对醴泉水进行过严谨
的科学技术鉴定，其中国家卫生部门给出的
醴泉水的化验结果是近乎天然软水，是最佳
的酿酒甘泉。河南地处黄淮地区，地下水水
质优良，醴泉水的水质自然承袭了水域的优
良基因，为酿造提供了天然保障，此水便是渑
池白酒彩陶坊的酿造水源。

中原自古就是农耕文明发源地，到目前
为止，河南仍是中国第一产粮大省，这充分说
明河南自古至今都是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
方，为酿酒提供了优质原粮；盛产于渑池的清
朝贡米——坻坞小米，乃远近闻名的特产，方
志载，清乾隆帝食用此米，王气振作，龙颜大
悦，夸其为神米，遂定为贡品，用于酿酒，可使
酒味柔绵，香气幽雅。此小米就是渑池白酒
彩陶坊的主要原料之一。

河南白酒与其他区域最大的不同就是微
生物多样性，生态是一个产区的核心，从微观
的角度看，酿酒的第一个劳动者是微生物，河
南微生物的多样性，造就了多香型的融合，多
香型最终造就了陶香的诞生。中华陶融香，
传承仰韶文化，发展四陶工艺、结合当地微生
物群，生产出的原生态大兼香，不同于普遍意
义上的兼香。四陶酿造工艺的“陶泥发酵、陶
甑蒸馏、陶坛老熟、陶瓶盛装”都离不开渑池
当地的陶泥。陶泥所用黄土，采自黄河故道
地下 20米沉积土层，富含微生物，以此通过
生物工程技术培养优化而成的窖泥，微生物
的数量和活性可达到百年老窖微生物的水
平。渑池产区无法模仿的品质个性，来源于
渑池白酒的生产发源地，来源于陶的文化，陶
香作为原生态工艺兼香，有别于物理兼香，所
以陶香更具地域特色、更具历史文化的传承
性、更具陶工艺的传承价值。

产区在未来将是白酒重要的表达方式，
产区和美酒将构成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中
国酒业的发展，需要以产区作为世界名酒品
质和价值新的表达方式，此次将河南渑池作
为世界美酒特色产区进行发布，不仅是对中
国酿酒史的追溯，更是对河南地区自然酿造
条件与生态酿造条件的肯定。产区个性的不
可复制性关系到白酒生态，关系到酿酒产业
长远、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能力。

仰韶酒业作为豫酒的领军企业，多年以
来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在中原文化传播以及
豫酒板块崛起的进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仰
韶彩陶坊酒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开
创香型品类、助力豫酒振兴。陶香，是中国传
统白酒香型的一大创新，也是仰韶酒业迈出
的坚实一步。

仰韶酒的品质基于产区的优良基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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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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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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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年酿造实践与技术创
新，彩陶坊酒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质
量保证，受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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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源
于无数精益求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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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酒产品的典
范之作。

河南白酒历史厚重，文化灿烂，故事精
彩。河南渑池产区形成的白酒个性特征，是

其他产区所不具备，且不可复制的产区品牌
资源，得天独厚。“产区”是白酒品牌价值构建
的重要支点。彩陶坊不仅在新时代发展中，
讲述着一个个陶香故事，也将河南渑池产区
的仰韶故事讲述得活色生香，产区、品质、品
牌和历史文化等特色优势，就是彩陶坊在做
大做强白酒产业，谋局世界名酒产区下，带动
产区白酒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秘钥。

陶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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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融香型白酒结合了河南的“融”
文化，同时将河南大地深厚的历史感融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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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2019 上海第十四届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心盛大开幕。作为开幕式的重

磅环节，“世界美酒特色产区”隆重

发布，并举行了授牌仪式。仪式上，

渑池县县长谢喜来代表渑池产区上

台接受授牌。授牌仪式一结束，谢

喜来刚走出会议大厅，早已从会场

出来等候在外边的渑池县陪同人员

以及以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为首

的高管团队就簇拥过来，迫不及待

地想第一时间看看这块对仰韶酒业

企业发展乃至对渑池县产业发展将

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美酒特色产

区”牌匾。侯建光接过牌匾，内心很

激动，他自豪地表示：“这块牌匾对

仰韶人太重要了，生态渑池，品质仰

韶，从此有重要产区背书了。”

开幕式一结束，侯建光就请前

来一同见证授牌仪式的省白酒业转

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省工信厅总工程师姚延岭，省工

信厅食品办主任许新以及渑池县相

关负责人一同上台合影留念，用光

影记录下这珍贵时刻。

随后姚延岭带领大家走到仰韶

酒博会展位上，察看产品，品鉴陶香

美酒，在点赞彩陶坊酒品的同时，鼓

励渑池县负责人，要抓住“世界美酒

特色产区”这一金字招牌，大力支持

仰韶酒业做大做精，助力渑池县食

品工业实现大的发展。同时寄语侯

建光，要继续坚守匠心，创新发展，

进一步擦亮“世界美酒特色产区”品

牌。

其实对于仰韶酒业而言，用产

区背书品质，或者说推动提升豫酒

产区的消费者认知，侯建光一直没

有停止努力的步伐。从 2013 年提出

“豫酒之魂 兼香天下”发展理念到

2015 年启用“到河南 喝陶香”的品

牌诉求，侯建光一直在着力推进“一

方水土酿一方好酒”的产区优势研

究，在他看来，中原酒文化深厚，中

原自古就生态宜居，中原自古出佳

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河南白酒

产值这几年一直没做起来，更是没

有领军品牌来代言这块大产区，这

也是现实。仰韶酒业正是心怀“做

强豫酒品牌，扬名河南产区”的产业

梦想，坚守匠心，砥砺奋进，十年磨

剑，终于让陶香飘香中原。今天“世

界美酒特色产区”正式授牌，正是对

仰韶酒业“文化仰韶、品质仰韶、责

任仰韶”的最好诠释和回馈。这一

天，仰韶人等了十多年！这一天，又

必将是仰韶人新的起点。

擅酿陶香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渑池的生态与水土

产区品牌

白酒业的竞争新焦点，来自不可复制的

上海酒博会上的
“仰韶荣光”

开幕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合影

上海酒博会开幕式现场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正式发布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牌匾

仰韶酒业厂区主楼
美丽的仰韶博士后研发基地大楼美丽的仰韶博士后研发基地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