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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茅台酒的天时工艺是中国白酒酿造技艺! 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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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文明如同一个动力巨大的引擎$

将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人们在充满
自豪的蓦然回首间$却不经意地发现$我们的城
市%我们的村庄%我们的生活行为$正如一条工
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趋于标准化%同一化&

越来越多的趋同$ 让我们开始关注并重新
重视历史中那曾经各具地方特色却渐行渐远的
物质形态'物种%文化%工艺等&

近年$当酿酒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茅
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用! 活化石"一词来定义茅
台酒酿造工艺时$ 仿佛一扇掩藏在历史尘埃深
处的大门$被轰然打开& 门的后面$是被工业时
代遗忘的自然之本$记载着我们的过去与传统$

也有可能是将来& 这无疑是一股自然而神秘的
力量&延续了千年百年$至今为人类奉献着甘霖
般的美酒& 那便是茅台酒的天时工艺&

何谓天时工艺$ 即完全遵循自然节令而行
的酿造程序&

茅台酒正是以一年为一个生产周期$ 周而
复始$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见窗前花开花落$哪管天上云卷云舒&

茅台酒的老熟是以年计的$ 就如压在五指
山下的美猴王只知桃子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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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却也无从知
道外面的世界早已纷繁复杂& 在茅台镇上的茅
台酒厂$每年的重阳节就是又一年生产的开始&

重阳下沙$ 酿酒工人们开始准备第一批烤酒的
沙( 磨碎后的红高粱称为沙) $磨沙%润沙%拌曲%

蒸煮%摊凉%翻造%堆积%发酵**

直到当年的腊月间$ 第一轮次的酒才开始
陆续生产出来$酒师们把它叫做头酒$这种酒辛
辣而浓烈&后面烤的三%四轮次酒$口感最好%最
香醇$ 茅台酒主体香型+++酱香型的酒体就主
要出自这两个轮次&

每烤完一次酒$ 酒醅都要被送回原来的酒
窖封存起来$再次发酵$等待下一轮次烤酒& 如
此循环往复$直到第二年的

"

月$取完
!

个轮次的
酒$一年的烤酒工作才告结束&

封窖期$酒醅被窖泥掩埋在一片黑暗中$与

微生物充分结合反应$ 孕育茅台酒多达
#$%%

多
种香气香味物质的前驱物质&不同节令$厚厚的
封泥上$时见各色菌斑$抑或窖池中沸腾的热气
穿过封泥$在表皮上形成晶莹的水珠$带出窖池
内正孕育的优雅酒香&而每年夏天来临的时候$

为烤酒做准备的另一个工艺环节却才刚刚开
始$那就是颇具神秘色彩的+++端午踩曲&

曲为酒之骨$那充满阳刚的茅台酒的酒骨$

却是女人用柔力一脚一脚踩出来的& 这其中顺
应天地的阴阳调和$ 千百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
参悟到的#我们无从知道答案$却知道茅台酒已
经这样生产了一年又一年&

伏天里$ 女人把被磨碎的小麦等原材料装
到一个方形模具里$然后开始用脚的巧力踩$直
到踩成呈龟背形的曲块$才算完成了第一步&踩
好的曲块被拿去发酵$仅以稻草为辅料$让曲块
充分接触空气中的微生物$ 进行繁殖和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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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后$曲块出仓& 通常情况是黄曲%黑曲%

白曲各占一定比例$ 而只有呈金黄色或者棕黄
色的黄曲$曲香浓郁$具有典型的茅台酒大曲风

格&

, 酒史-有载'! 得自然之曲者$乃称第一品&"

之后$还要堆积存放
'

个月时间$才能真正成为用
于茅台酒酿造的曲母&季克良把茅台酒的天时工
艺总结为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 活化石"$他说$

从茅台酒的酿造环节$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千百年
来$赤水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劳作情形&

端午踩曲+++端午后田里的麦子成熟了$开
始收获$多余粮食拿来制曲$体现了农业社会的特
点&

重阳下沙+++本地高粱开始成熟收割$多余
红高粱拿来酿造酒$ 这同样也是农业社会的特
点&

两次投料$时隔一月& 因为山下高粱成熟收割
时$山上高粱因海拔高度造成的气候差异还没有成
熟& 一个月后$山上高粱成熟$再进行二次投料&

所以$茅台酒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因自然
而生$因自然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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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过去$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是向省外
转移& 当时$省内各地政府部门在汇报工作时$多
会提及向沿海省份又输送了多少劳动力$ 并由此
受到表扬&

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劳
动力省内转移%在家门口就业成了一种新趋势&

数据显示' 河南劳动力出省人数几年来一直
维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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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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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但增速在降低.而省内转
移就业量从原来的

'%%

多万已经上升到了
,%%-

年
的
*%%%

万&

在这样的形势下$观念悄然而变&

于是$ 有政府官员提出'! 为什么不多想想怎
样在家门口解决就业# 向外转移劳动力很光荣吗#

它从另一面说明我们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低$ 就业
岗位少& "

河南省劳动科研所所长魏经会在接受商报记者
采访时说'! 在家门口就业不仅能降低就业者的物质
成本$也能减少他们的精神压力$缓解思乡之苦& "

*&',亿投资将带来,%万个饭碗
业内称$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落户河南$正是破解! 人往哪里去"难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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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投资$能给河南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这个数字不太容易估算&

南京市劳动部门今年刚开发运行的一套评估系统$ 称每亿元投资能产
生
*&*

个稳定的就业岗位& 依此推算$昨日的这个签约会$至少为
,%

万河南
人找到了饭碗&

在家门口解决就业$既顺应了产业转移之趋势$也正成为河南各界的普
遍共识和努力方向&

即将开幕的第六届河南
投洽会$ 项目荟萃$ 资金汇
聚&

根据昨日公布的数字 $

仅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的
投资项目就高达

.&*

个$投资
金额

*&',

亿元&

听到这个消息$ 省内一
位专家第一时间告诉记者'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
的一架! 马车"$很多项目都
将带来大批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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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投资$ 能给
河南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这
个数字不太容易估算&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 $

每新增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就能新增

./+

个左右就业
岗位& 建筑业和现代服务业
提供的就业岗位则更多$建
筑业每增加亿元投资$ 能直
接% 间接带动

*//+

个左右就
业岗位&

今年
*

月份$南京市劳动
部门开发出一个! 利用投资
项目就业评估信息系统"$得
出的结论是' 平均每个项目
在建时产生临时性的就业岗
位
,--

个$长期来看$每投资
*

亿元$ 项目建成后能产生稳
定的就业岗位

*&*

个&

即便按照
*0*&*

这样一
个较低的数字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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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的投资$ 也将为河南创造
至少

,+

万个就业岗位&

"#$%CDE

FGH%&IJKL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建议$ 发展
中原经济$除了在硬件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软
件上给予政策扶持外$教育和人才也需要强化& 他
说'! 大家不要认为制造业%服装%鞋业%电子等行
业需要的只是普通的流水线工人$ 其实还需要很
多中高级技术人才作为支撑$ 所以高等教育和中
等职业教育两方面也很重要& "

据统计数据显示$ 我省现有技术工人只占全
部工人的三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初级工$技师和高
级技师仅占

,1/2

$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接受
职业教育和培训就直接进入了社会$ 他们因缺乏
职业技能$导致就业难度大%就业质量低&

河南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称$今后会把职业教
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优先
实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学生免费&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宋向清%郑
州大学教授张明锁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提及$

大项目的进驻$将与我省的教育事业%高层次人才
培养形成互动&

上千名港澳深闽籍企业家$此次来河南投
资$看中的正是河南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访问团总荣誉团
长%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荣
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认为$! 目前福建商
人从事制造业%鞋业%电子%服装业的居多$随
着沿海地区成本增加$这些轻工业非常适合转
移到中原& "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 河南交通
便利$而且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 &

这和河南方面促进就业的诉求正好不谋
而合&

按照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到
$%$%

年城
镇化率要达到

/%2

$ 要化解
'%2

以上的农村人
口负担$ 会再有

$%%%

多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转移就业的压力很大&

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方面$河
南人已摸索出一套比较好的经验'! 招大商"&

! 大商"$不仅意味着投资规模要大$还意味着
能示范其他企业接踵而至$ 意味着和其配套的其
他企业也不得不尾随而来&

"

月
$

日$ 全球电子代工龙头富士康在郑州出
口加工区投产&除了郑州出口加工区$郑州航空港
区甚至漯河市商务部门$ 也都相继透露富士康的
配套厂商正在联系投资%项目落地&

河南省统计局统计科研所昨日在其最新的一
份经济监测报告中评价道$富士康从行业成长性%

产品技术和品牌附加值% 劳动力吸纳能力以及对
其他行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来看$ 无疑是一个朝阳
产业$ 为其他相关企业内迁河南提供了一个成功
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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