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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桃花节、梨花节、油菜花节、紫荆花节、郁金

香节……随着春暖花开，各地以花为媒的节庆

活动也百花争艳各放异彩，令人流连忘返。然

而，节庆泛滥问题也引来不少网友质疑。

“夹岸桃花蘸水开”“千树梨花千树雪”，不

可否认，春天是人们寻芳踏青的好时节，组织有

力、卖点独特的花事节庆，能提升地方知名度，

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但倘若缺乏特色底蕴，缺乏组办能力与秩序维

护，人为制造一些节庆，就像网友说的，“方圆百

里地，三个菜花节”“春天来了，树上开满了大

妈，地上趴满了大爷”，场面确实有点尴尬。

一些情况，需要宽容以待。留心不难发

现，花事节庆活动以往主要由地市级或县市级

组办，近年来，乡镇、村庄自发举办的节庆越来

越多。原因何在？拿新密乱石坡村油菜花节

来说，“新密乱石坡，过去乱石多；一年四季旱，

庄稼不咋着；生活条件差，辈辈穷山窝。现在

乱石坡，花香满山坡；吸引城里人，门口来做

客；绿色土特产，买的人很多；村庄美起来，群

众笑呵呵。”油菜花，虽没有牡丹雍华、玫瑰娇

艳，但对于一个贫困山村，却能够成就蜕茧成

蝶、产业融合、发展致富的小康梦。每一朵鲜

花的盛开都历经过风霜雨雪，承载着生机与希

望，乡村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节、桃花节，你“笑”

起来真好看！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为了政绩热

衷于节庆活动。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没

有认真征求专家意见，没有获得广泛民意支

持，也没有严格经费预算与有效的监督管理。

有人认为，搞节庆集会，文艺表演最好有大明

星，大型商贸签约合同是标配，地方知名度就

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地方官员也就有东西可

以总结、向上级汇报。形式大于内容，节庆活

动千篇一律，搭个台，领导上去讲个话，媒体报

道一下就完事。一些节庆就是和商家联合起

来做给外人看，地方政府办节庆，当地民众不

积极参与的情况并不罕见。

政绩也罢，形式也好，还是“用经济指挥文

化”的惯性思维在作怪。判断节庆活动是否成

功，要把“民众是否满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不能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商业和

文化二者本来并不矛盾，没有经济支持，节庆

活动很难持续，节庆活动办得好，能更好促进

经济发展。但“赏花模式”一味偏向商业化，醉

翁之意不在酒，很容易被商业“绑架”。随着社

会发展，文化本身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搭台、

文化唱戏，纯粹展示文化，目的就是打造文化

名片，显示地域艺术精品，为当地群众提供精

神食粮，公益性占重要位置，越来越成为一些

顶级文化节庆活动的理念，这一趋势值得我们

思考。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

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以花为媒的

节庆活动也要有高质量的表现。对乡村基层

自发主办的各类花事节庆活动，不应有太苛刻

要求，但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引导，给予智力和

经济支持，扶持出特色来；对发展到一定程度，

相对较成熟的城市节庆活动，回归文化本身，

深挖本地特色文化资源，避免“千街一面”、攀

比效仿，才能让花海盛景万紫千红、芳香沁

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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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
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
面的总要求，以花为媒的节庆活
动也要有高质量的表现。

赏花节扎堆，谁“笑”起来真好看？

□冯军福

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近日，河南日报

发布的一则微博——“感动中原老记者 19岁帅

照惊艳众人，郭德纲直言像徒弟陶阳”迅速成

为网络热搜。在郭德纲转发评论“很像”后，陶

阳也转发微博，并表示“很荣幸和为扶贫脱贫

的辛勤工作者连相，向您致敬！希望中国的老

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缘分“天定”，惺惺相惜，真情流露。一个

是荣获“2020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的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王天定，一个是年少成

名的京剧演员、相声演员陶阳，两人本来互不

相识，却因一张旧照片奇妙“撞脸”，这让不少

网友禁不住赞叹：次元壁破了，果然优秀的人

都是相似的！

这场意外相识，看似不期而遇，其实不难

理解。人们赞叹的，不仅是两人外貌上的惊人

相似，更是为彼此身上秉承的敬业精神而感

动。陶阳被称作“京剧神童”，年少成名，近年

来 大 红 大 紫 ，在 业 界 享 有 盛 誉 ，深 受 大 众 喜

爱。而作为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王天定也是大

名鼎鼎。这些年来，他跑遍了河南各地，把镜

头对准了河南的一个个贫困村，用 4000 多幅照

片、20 多万文字，生动记录了 240 个贫困村庄

的沧桑巨变，集中展示河南脱贫攻坚的壮阔历

程，即便退休也没有停下脚步。机缘巧合下，

和陶阳“撞脸”也让更多人认识和记住了这名

“感动中原老记者”。

事实上，河南从来不乏感动中国的人和

事，始终拥有顶流元素。将目光从网上转向我

们 身 边 ，多 少 凡 人 善 举 ，每 天 都 在 不 断 地 上

演。先看一组“了不起”的数据：河南采血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多次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省”；河南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数不断

攀升，并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阿里巴巴发布

的报告显示，河南凭借多年稳定的正能量输

出，稳居 8 年正能量省份总榜榜首……再看一

个最近报道的故事：洛阳市民马水峰喜欢开车

自驾游，从 2020 年夏天起，他开始在自己的车

上贴满失踪儿童照片和信息，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帮家长找回孩子。

中原大地上，还有很多这样的感动在发生，

有更多美好期待被遇见。“撞脸”奇缘也带给我们

启示：发现美才能创造美，会表达才能提升传播

力。善良和感动一直都在，运用更加现代化的传

播方式讲好河南故事，让善被看见，让爱被感知，

让更多人铭记，出彩河南会更加绚丽多姿。6

让更多“撞脸”奇缘遇见出彩中原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回 民

区等地“拍脑门”造绿，没有经过可行性研究

和科学规划就盲目种植上百万株云杉，“手指

种树”“木桶种树”等怪象频出。由于地方财

政吃紧，无力按期支付绿化款，绿化企业饱受

其苦，很多树木因管护乏力而枯死。（据 3 月
31日《新华每日电讯》）

如此“拍脑门”造绿、“透支”造绿所带来的危

害，远远大于其产生的生态效益，必须引以为戒、

彻底杜绝。近年来，城市绿化“瞎折腾”、搞重复建

设的新闻不绝于耳。何以如此？一方面，规划决

策不科学，导致诸多绿化工程的行政决策缺乏民

主规划和科学论证，经常按领导的喜好更换植被

树木，以至于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指种树”“木

桶种树”。另一方面，有些领导急功近利，迫不及

待向外展示其打造的“绿化精品”，以显示其有“面

子”。说到底，终归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

城市绿化是一项科学系统的工程，必须科

学规划、量力而行。要坚持“适地适树”原则，综

合考虑城市发展规划，避免前脚种树、后脚砍树

的浪费现象，防止因盲目“造绿”而透支城市发

展潜力，留下难以化解的债务风险、管护压力。

“造绿”成果变成债务苦果警示我们，大自然有

其规律，生态建设必须坚持适地而为、适水而为、

适财而为，从源头上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才能建得好、有作用、得民心。7 （安子州）

“开饭啦！三菜一汤，热气腾腾。”3 月 30 日

中午，长沙县星沙街道杉仙岭社区新开的“爸妈

食堂”人头攒动，来自社区的 32 位老人领取爱

心午餐，吃得津津有味。荤素合理搭配的饭菜，

不仅温暖了老人的胃，更温暖了很多家庭的

心。（据3月31日《湖南日报》）
据了解，“爸妈食堂”是这个社区和爱心公

益组织联合推出的公益项目，爱心公益组织按

每个老人每天每餐 10.8 元的标准补助，每个老

人每餐只花 3 元就能吃到可口饭菜。每周一至

周五中午，32 名签订协议的老人准时来到“爸

妈食堂”，一起吃饭、拉家常，其乐融融，对行动

不便的老人，“爸妈食堂”还上门送餐。对于上

班族来说，自己再忙再苦再累都没有什么，最

让他们揪心的是年纪越来越大的父母，中午父

母的午餐该如何解决，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爸妈食堂”不但有效缓解老人做饭难吃饭难

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家庭的一个大难题，可谓

暖胃又暖心。希望更多社会公益组织加入关

爱老年人行列，让更多的社区都有自己的“爸

妈食堂”。6 （江文）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公布的《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要
求，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
超过18层。6 图/朱慧卿

“木桶种树”须杜绝

“爸妈食堂”暖胃又暖心

“豫见洞藏柔—探寻赊店老酒品质标杆背后的故事”系列报道之四

□申明贵

2020年年末，在豫酒转型发展深
入推进的关键时刻，赊店老酒旗下高
端产品赊店·名莊于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举办的“2020年度白酒国家评委年
会”上荣膺“2020年度中国白酒酒体
设计奖”，位列全国白酒品质第二名，
在豫酒品质提升活动中交出了令行业
瞩目的沉甸甸的答卷！

一个区域品牌能够在全国名酒如
林的评比中屡次获奖，这一跨越标志
着赊店冲刺全国名酒品牌目标已触手
可及，标志着赊店把品质做到极致的
追求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中原浓香的典型代表，赊店老
酒一直以来始终秉持“用匠心做酒，用良
心做酒，用仁心做酒，把每坛酒做到最
优”的品质理念，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产品工艺
的一系列创新和改进，使酒体质量更加
稳定，典型风格更加突出，国内酿酒专家
将其誉为“酒中之秀”“中原之佳酿”。

赊店品质现象，引起众多专家、同
仁点赞，更吸引不少酒类经销商和消
费者前来探访、解密，了解赊店品质背
后的故事。

生态资源，得天独厚

“灵山秀水，酿就浓香佳品，赊店

是出好酒的地方。”引自网友评论。

“依伏牛而襟汉水，望金盆而掬琼
浆。”清朝诗人尚志亭在《咏赊旗店命
名》诗中这样描述社旗，寥寥几句，就
将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勾勒了
出来。

赊店位于伏牛山南麓，河南省西
南部，南阳盆地东缘，东经 112°46′，
北纬 30°，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
渡地带，属典型的季风大陆半湿润气
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年
平均气温 14.4℃－15.7℃，年降雨量
在 300毫米－1100毫米之间，土壤中
氮、磷、钾含量丰富，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气候资源与地理条件非常适合高
粱、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为酿酒提供

了充足而又优质的原料，被人们称为
“豫南粮仓”，自然环境对酿造白酒具
有非常有利的条件。

此外，赊店镇地表水丰富，赵、潘河两
大支流环城而过汇入唐河流入汉江，是八
百里伏牛山余脉，使赊店地下水质纯净，
硬度较低，地下水电导率300μS/cm。
1991年，河南省地矿厅两位专家到赊
店进行水质勘测，发现地下水含有锶、
偏硅酸等14种微量元素，以此酿酒，可
减少使窖池退化的乳酸钙等的含量，利
于己酸菌等生香微生物的生长及酒质
稳定性的提高。优越的水源条件成就
了赊店老酒品质的清冽与甘甜。

大师打磨，传承创新

“赊店·名莊在全国名酒品质品评

中获得第二名，说明我们和名酒是齐

名 的 ，甚 至 比 有 些 名 酒 质 量 更 要 过

硬。我们为赊店喝彩，也为创造这一

佳绩的王贤一班人喝彩。”引自省酒业

协会专家评价。

“天工人巧日争新”，赊店老酒领
风骚。这里所说的“人”是指赊店有一
支技艺精湛的人才队伍。国家级评酒
资深专家王贤、河南酿酒技艺非遗传
承人陈新建以及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国
家级、省级评委和近日入选的“最美豫
酒人”，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多、素质高，
他们将心血和智慧倾注到了赊店品质

创新上，为赊店品质提升提供了强大
的人才支撑。

在王贤和陈新建两位大师的主导
下，赊店老酒从酿造工艺着手，大胆尝
试，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于省科技厅
的支持下设立“河南省白酒多粮发酵
工程技术中心”，在传统“老五甑”单粮
生产工艺的基础上，从单粮改为五粮，
充分发挥高粱香、糯米绵、小麦醇、大
米净、玉米甜的原料优势，利用粮食间
营养互补、作用互补，进一步弥补了单
一原料酿酒口味淡等一系列不足，大
大丰富了赊店老酒的味觉层次，使酒
体的感官品评更加丰满。

为了不断提升原酒品质，赊店老
酒的大师团队还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酒业学院合作建立了微生物数据库，
通过不断丰富的数据优化制曲工艺，
在制曲培菌的反复实践过程中，适当
提高制曲温度，从之前的中温曲变成
曲心温度达 58℃以上的中高温曲，并
在制曲的不同阶段，利用通风、翻曲等
手段，兼顾各种微生物生产所需的温
度，更为有效地帮助缓慢发酵和香味
物质的形成，使得酒体曲香浓郁，酒味
醇厚，并有陈味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
变化，赊店老酒将传统酿酒文化与技
艺科技创新完美融合，不断提高科研
手段，增强新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能力，为赊店老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以质取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原窖祖，小窖精酿

“能够在众多全国名酒比拼中得到

中国白酒界最高水准专家团队的权威

认可，这背后体现的是赊店老酒技艺传

承有方。”引自核心消费者的评语。

“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还需窖池
老”。越是陈窖，窖龄越长，窖泥富集驯
化的酿酒微生物就越多，产生的香味也
就越丰富，酿造出来的酒质就越好。

赊店老酒古窖池，自明清传承至
今，数百年生生不息从无间断酿酒，被
世人誉为“中原窖祖”。时间的沉淀，
令老窖窖泥中微生物种类繁多、数量
庞大，据统计，其所含有的菌群总数是
一般新窖窖泥的 3倍多，是中龄窖的 2
倍左右，其中厌氧细菌总数更是为新
窖的 4倍，良性的生态系统，使得酒体
愈加厚重，让窖香更加浓郁有层次。

除了窖龄悠久外，赊店老酒的窖池也
比一般的窖池小，一般的窖池投量在一吨
以上，赊店老酒的小窖池，投粮只有800
公斤。这些传统的生态小窖，窖泥内富集
多种微生物组成了共生菌系统，梯形窖池
比表面积大，使得酒糟接触窖泥充分，老
熟加快、酒糟酯化能力增强，产出的酒窖
香更加浓郁，成本虽高却保证了品质。

如今，这些跨越时光的古窖群，仍
在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万千微生物群与
负氧离子在这里共舞时光，优质纯粮在
这里经历长达 240天的超长历练。而
这一切，只为消费者舌尖的一抹醇香。

三位一体，久储浓香

“荟五谷精华藏入窖中，醇醪飘古

韵；承千年盛誉倾天下，老酒溢新香。”

摘自文化专家参观题词。

赊店出好酒，久储出芳香。储存是
白酒生产的一道重要工序，经历了时间
的沉淀，酒体才能更加绵柔，正是赊店
老酒“三位一体”的储酒办法，孕育出了
幽雅细腻、柔和顺畅的自然陈香。

“三位一体”，即大宗原酒灌群储藏，
优质原浆马蹄酒窖陶坛储存，精华原浆

山体洞藏贮存。气势宏伟的万吨不锈
钢罐群，古色古香、会“呼吸”的陶坛，深
14米、长千米的山体洞藏，无一不在彰
显赊店强大的储酒规模和存酒优势。

赊店原酒储存规模达 4 万吨，不
同级别的原酒按照质量标准，分级品
评、理化检测后，将在不同的窖器中储
存，储存期分别达到三年、五年、十年
以上，标明存酒时间，不论市场再紧
缺，需求再紧迫，少一天也不出库。特
别是赊店精华原浆主要在陶坛洞藏储
存，通过在恒温恒湿独特“小气候”中
数千日的存放，促使酒品各种物理、化
学变化酒液缓慢形成越来越稳定的液
态体系，酒中幽雅芬芳的陈香滋味也
随着时间增加更显绵柔。

俗话说“三分酿，七分藏”。储存的
过程虽然是漫长的，但却是酿出好酒至
关重要的一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储
存，基酒才能得以自然老熟、去烈存柔。

屡获大奖，品质典范

“赊店老酒品质创造了豫酒新的

高度、新的辉煌、新的历史，为豫酒争

得了荣誉，为赊店老酒感到骄傲，感到

自豪。”引自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高度评价。

品质是赊店老酒的生命和灵魂。
在坚守“品质为基”及树立品质典范方
面，赊店老酒一直走在行业前列。

品质取胜，誉载中原，增辉豫酒。
赊店元青花连续六年在河南十大名酒
评选中位居浓香型之首，元青花·洞藏
年份酒，先后在 2018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白酒评委年会上获得素有白酒界奥
斯卡之称的“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
代表豫酒以品质跻身全国名酒行列；
在 2019 年的评比中，元青花·洞藏年
份 20与洋河梦之蓝 M6、五粮液友酒
一起进入全国浓香型前三名，摘取“中
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是河南白酒在
评选中取得的最好成绩；在 2020 年，
二代升级后的元青花·洞藏年份 10以

“新品”的身份荣获中国白酒酒类新品
最高荣誉“青酌奖”，为豫酒再添荣光。

一系列重磅荣誉是对赊店老酒产

品品质最好的证明。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自 2018年面市以来，在全国白酒
质量评比中的“大满贯”成绩，无疑是
豫酒转型发展的重要成果。

可以说，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以及对卓越品质的极致追求，赊店
老酒能够树立起“豫酒典范”的品质标
杆，可谓是水到渠成。有一句广告词
说得好，“赊店老酒，天长地久”，无论
是其久远的历史，还是不断向前发展
的未来，赊店老酒终将以其独特的魅
力和内在品质走向全中国，誉满中华。

明清古窖池

山体洞藏基地

公司总工程师王贤在研究酒体

美丽的赊店酒乡小镇

匠心为本 自然精酿 打造“中原浓香品质典范”
——赊店老酒以品质树品牌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