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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师传奇!永不过时的经验和感觉
$#"#

年夏季的一天"窗外知了声声#

茅台酒厂二车间酒师赵产淮正在指导班组
工人拌曲$堆沙"% 曲子与酒醅比例要合理"堆沙
过程力度不要太大&&'# 这样的镜头"对于茅台
酒厂的老人们来说"很熟悉"也很亲切#

除了厂房更加现代$设备更加先进"人物的
脸孔焕发出时代的光彩外"传统的工艺技术还是
如一# 若时光回溯"相同地点的不同时空"也许还
可以看到布衣短衫混迹在工人中铲沙$ 背沙的

% 工人厂长'王绍彬(也许会闻到传奇酒师郑义兴
勾兑酒的奇香(又或者会在车间大门口被% 酒痴'

李兴发逮住品上一杯酒"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

酒师"如同茅台酒厂肌体的核心细胞"带着
独特的职业遗传信息一代代繁衍至今"组织关联
的脉络发展"不仅是企业关键技术延续的基本需
求"同时展示的是中国式师承文化的酒师职业演
进# 而这一切皆因酒师这个行业的公开秘密!这
是一个主要依赖于感觉和经验的职业# 如今已成
为茅台酒厂分管生产的总经理助理的李贵胜至
今仍清晰地记得常年别在父亲李先成腰间的那
个小酒杯#

作为酒师职业的一个标志信物"年幼时期的
李贵胜常常梦想把它别在腰间"长大后做酒师是

他儿时最大的志愿#

"%&$

年"年轻的李贵
胜如愿以偿#

在他踏入茅台酒厂工作岗位的第一
天" 已是茅台酒厂老酒师的父亲语重心
长地对他说!% 茅台酒是个好东西# 能进
入茅台酒厂工作"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
福气# 今后"你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茅
台酒的荣誉 " 坚守茅台酒的传统和品
质# '父亲质朴的愿望成为李贵胜从业

$#

多年的一个基本准则# 从制酒工人到酒
师"到车间主任"再到总经理助理# 当年"

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下沙$上甑# 今天他也
手把手地带徒弟#

有别于父亲那一代酒师的是" 当时
的人们不可能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将会
在短短几十年间被科技力量彻底改变"

人们的行为$ 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洪流中
将会选择怎样的存在形态# 所以"今天作
为茅台酒厂中坚力量的现代酒师们身

上"还肩负着一项更重要的使命!学习继承与创
新的辩证关系#

李贵胜的理解是! 在坚守传统工艺的过程
中"合理地引进现代手段"提高效率"扩大产能是
发展需求" 但前提条件是不能降低茅台酒的质
量# 所以今天车间推行行车$抓斗等现代化工具"

以提高效率# 这是他父亲那一代人不曾想到的"

昔日他们是用背篓从窖坑里背出酒糟"从赤水河
挑水烤酒&&

其实"不仅是父亲那一代酒师"就连李贵胜
自己也有很多想不到# 每当他开着自己的马自达
轿车从仁怀市到茅台酒厂上班"连他自己也时常
惊讶"也就

$#

年的时间"他居然也有了自己的私
家车"这可是以前不曾想过的#

曾经"做酒师"只是一个糊口的行当# 而今"

酒师" 成了一个有着职业光环令人羡慕的群体#

尤其是茅台酒厂的酒师# 在成为茅台酒厂的中层
干部后"李贵胜不得不开始以一个现代管理者的
视角去重新审视他的职业#

从最初王绍彬$郑义兴$李兴发那一代核心酒
师群体为茅台发展打下基础"到后来成为中国白酒
行业泰斗的季克良$ 袁仁国等将茅台推上业态新
高"再到现在大批大学生补充到制酒车间一线成为
明日朝阳#

其实" 茅台酒厂几代酒师的职业状态也随着酿
造技术的逐步科学$规范$统一而走向现代#

随之演进的还有延续至今的师承传统和文化
氛围#

在茅台酒厂至今存在传统的师承关系" 除了尊
师重道的传统使然" 更深刻原因在于茅台酒厂的酿
造工艺)))七次取酒$八次摊凉$九次蒸煮&&太过
复杂"即使有了技术规范文本"这当中经验和感觉的
积累"也不是书本上的言语就能完全表达的# 所以"

需要师父的点拨"以催化个人的参悟与造化#

现代管理的技术规范"加上传统的师承状态"构
成今天茅台酒厂酒师群体的基本技术传承形态# 同
时" 以经验和感觉传承为主的师承关系也成为一条
清晰的脉络"串连起不同时代的酒师"呈现出一个严
密而独具文化特色的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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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小贩大战城管-网上走红
郑州市民陈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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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 八毛八毛'"结账时价格
却翻了一倍
对此!卖香蕉的商贩解释称"

八毛*八毛+一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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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来了"上# '% 小贩'在% 钉子户'$% 少林
,-.

'的帮助下"朝着一拨
拨的% 城管'冲了过去#小贩与城管的战争"被搬上游戏后"拳来脚往"各有输
赢"犹如现实中一般#

昨天" 商报报道了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门前" 城管执法人员殴打卖鸡蛋
灌饼的商贩夫妇"引起围观市民不满"怒
将
'

辆行政执法车掀翻的新闻#

而一个名为 , 小贩大战城管- 的
游戏 "也在此前迅速走红网络 # 有人
在看了商报的报道后 "还专门进行体
验 #

据了解"这款游戏中"与十拨% 城管'

战斗的"不止一名% 小贩'"还有十一名具

有不同技能的% 小贩'前来助战"可即便如
此"在一波波的% 城管'攻击下"小贩一不
留神还是会被打倒#

作为玩家"只要拿起鼠标"就能帮助
% 小贩'抵御% 城管'"保住饭碗# 游戏制作
者将该游戏定义为% 就连城管都玩得爱不
释手呢'#

而更多玩家则表示"对这个游戏感兴
趣"是因为十分火爆$刺激的场景"且颇具

% 自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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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能长多
高.

(

厘米.

"#

厘米. 这个神奇的蘑菇长了
近
$#

厘米"还跟砖头站到了一起"比比个#

昨天"商报网友刘烨发来一组大蘑菇
的图片"他说在家门口的辣椒地里"发现
了它们"其中个子最高的有近

$#

厘米#

这组蘑菇" 一共有
(

个" 长得各不相
同# 最高的有

$#

厘米"身材修长"顶部白
色"底部褐色"底盖下方有一圈黑色液体"

摸起来湿漉漉的"一碰就掉#

其他几个个子稍小的蘑菇"有的是伞
状"有的黑白混搭"看起来很奇怪#

% 最奇怪的是" 我们附近根本没有种
蘑菇的"不知道它是哪来的# '刘烨说"这
些蘑菇有一两个月了"也没见枯萎"他想
知道这些是什么品种的蘑菇.

随后"小珊将照片传给了河南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邱教授"他说"从来没
见过这种蘑菇"按照手头资料"还不能确
定这到底是哪种菌类#

神奇蘑菇"跟砖头比个

网友% 歌德里斯'玩, 小贩大战城管-

已近半个月了#

他说 "这款游戏吸引他的是 "以一
种搞笑的方式" 把% 钉子户'$% 下岗职
工'$% 小贩'等群体组合起来"团结一致
共同对付% 城管'"有一点夸张"但又很
现实#

比如说"% 小贩'处于劣势时"主角可

以开火车"引开敌方大部队"让其他游戏人
物趁势而上# 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 但
在游戏中"一切皆有可能#

更搞笑的是" 游戏最后阶段会出现
'

个% 局长 '"这时 "就需要你用% 美人计 '

了#

% 很讽刺# '网友阳阳点评"这款游戏
走红"是因为能让大家产生共鸣#

按照网友的说法" 这款游戏之所以
火爆"是因为贴近生活# 小珊发现"游戏
中的角色还真有现实版人物作为对应#

以游戏中的% 少林武僧'为例# 这款
游戏中"% 少林武僧'攻击力极强"被网友
戏称为% 少林

,-.

'#现实中"媒体曾报道"

$##%

年冬天"一个身高
"/#

厘米左右的% 少
林武僧'"在深圳华强北卖艺"用酒瓶敲
头"用长枪刺喉"有

0

个城管叫他走"他不
理会#

0

个城管边看边打电话"叫来
'#

多
个城管"去砸% 武僧'的东西#

% 武僧'大吼一声"用手直接把砖头敲
碎了#城管看后说!% 你要讲道理"出家人不
要打打杀杀# '

除此之外"% 钉子户' 等游戏角色也
都有与现实对应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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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中的生存焦虑频频被游戏取
材"并迅速被广大网友接受时"有网友却
感到迷惘!% 游戏的虚拟发泄" 难道真能
慰藉人们现实中的焦虑情绪. '

郑州康馨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
康欣说"这恐怕很难达到目的#

康欣说"包括, 小贩大战城管-在内
的很多游戏" 都会让人产生暂时的满足
感"一旦停下来"现实生活将会成为人们
的主旋律"而游戏玩得越成功"与现实中
的失败相比"落差越大"从而让人更加沉
湎游戏"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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