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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慢醺先生

民间俗话说：慢工出细活！

这个“慢”字，体现的是酱酒从选粮、制

曲、发酵、取酒、储藏整个制作流程的一种匠

心。事实上，“慢”与酱香酒酿造工艺的相对应

代表酒好。特别是对于工艺和成分最复杂的

酱香型白酒来说，用“慢”来衡量匠心品质才

是最为恰当的。

一杯好的酱酒得有五慢：慢选粮，慢制

曲，慢发酵，慢储藏，慢品鉴。

一慢：选粮慢
慢醺酱酒所采用的高粱是黔北特有的糯

红高粱（红樱子），其生长于海拔 800 米以上

的黔北高原半坡地带，生长周期长，颗粒坚

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淀粉含量较高，是造

就慢醺酱酒，优雅细腻，酒体丰满醇厚，回味

悠长的主要原因。

二慢：制曲慢
慢醺酱酒所用高温大曲采用传统制取工

艺，制曲时间长，曲房培养最短 40 天，储曲期

为 3 个月以上。每年的夏至及端午节来临时，

仁怀市茅台镇大大小小的酱香型酒厂就要制

作酒曲了。湿热的制曲厂房内，年轻女子们或

七八个或三五个一起，一边谈笑风生一边用

灵巧的双脚在木框上踩着酒曲，不到两分钟

的时间，一块呈龟背状的酒曲坯就踩好了，其

娴熟的动作令人赞叹。

茅台镇端午女人踩曲已有 600 余年的历

史。每到端午节前后，镇上未婚、年约十七八

九的女子都忙于各个酒厂踩酒曲。

一瓶酱香酒的诞生，除了得益于茅台镇

特有的自然环境，更离不开其神秘的“制曲”

工艺。今天，我们就深入茅台镇，一览这“曲”

是怎样制成的。

酱香酒酿造的过程遵循“端午踩曲、重阳

下沙”的季节性生产方式，被誉为世界上最复

杂的蒸馏酒酿造工艺。

端午后，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节，有着

制曲最需要的高温。制曲车间里的温度经常

高达 60 摄氏度左右，高温有利于微生物的生

长，这些微生物混入曲块中分泌出大量的酶，

可以加速淀粉、蛋白质等转化为糖分。

“曲是酒之骨”，制曲是以小麦为原料，产出

的为大曲，大曲是以高粱为原料。茅台镇至今还

在坚持传统的人工制曲，用女性的双足踩出中

间高，四边低，松紧适宜的“龟背型”大曲，这种

形状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后期发酵。

曾有茅台镇相关酱香酒酒厂员工介绍，

很多厂家也曾经想使用机械进行踩曲，但无

法形成大曲的形状和密度。

在茅台镇的制曲过程中，黄曲所占的成分比

较高，一般来说，发酵后的曲块分为黄曲、白

曲和黑曲，黄曲是一般适宜的曲块，白曲是发

酵不够的，黑曲是发酵过头的，而茅台镇的黄

曲占比都达到了 80%以上。发酵后的曲要拆

曲，拆后的曲还要存储半年，发酵后的曲块在

储存过程中水分等元素挥发，有利于酒的醇

香。曲磨粉装袋就进入制酒生产。

小麦经过“踩曲”做成“曲块”，进行“装仓”。

“装仓”时需要谷草隔离开，大约 8 天后再进

行第一次“翻仓”，把酱香酒曲块进行上下翻

转，让每一面都能充分接触微生物。前后一般

要进行两次翻仓。

过 40 天，曲块就做好可以出仓了，但是

要使用的话还需要存储半年以上。在使用之

前，要将曲块“切碎”，越碎越好。经过这样一

番工序，生产一块合格的酒曲至少要 3耀5 个

月。

三慢：发酵慢
正宗酱香型白酒都秉承三高三长工艺，

经历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

煮，八次加曲发酵，七次取酒，一年一个生产

周期等工艺。再陈贮三年以上，勾兑调配，然

后再贮存一年，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

和，方准出厂，全部生产过程近五年之久。

那么酱酒为什么要进行七次取酒呢？哪

一次取出的酒最好喝呢？这就要从酱酒的酿

造开始讲了。

酱酒的用料极为讲究，一定要用仁怀本

地产糯高粱，粒

小、皮厚、淀粉含

量高，经得起多

次蒸煮。外地高粱

一般取到第五次酒

后就被榨干了，只有

本地高粱能完成七次取

酒。

下沙的第一步是“润沙”，即用

100 摄氏度左右的开水清洗几遍，不仅可以洗

去渣滓，还可以让高粱吸水。

然后把高粱上甑蒸煮大约两个小时，散

在地上“摊凉”，用铲子不停地翻开，当温度降

至 35 摄氏度左右开始加曲。高粱与酒曲的总

体比例 1：1，但是酒曲要分 9 次加入，每次加

的数量不一样，平均为高粱的 10%左右。

第一次加曲搅拌后要进行“收堆”发酵，

发酵时间需要酿酒师依据温度灵活掌握，这

期间酒糟充分吸纳外围空气中的微生物。

第一次发酵完成后，把酒曲铲入窖坑进

行封存———进入“窖期”。酱香酒的窖坑是用

石块砌成墙壁，否则酱味就不浓了。窖坑要用

本地黄泥封住，不能透气，在窖期中要经常检

查，时常撒点水，防止干裂进气。

大概一个月后，打开窖坑，就要开始“二

次投料”，按照 1：1 的比例，加入新高粱，继续

上甑蒸煮。摊凉后加入曲药，收堆发酵，然后

重新下窖。前两次蒸煮原料都不取酒，只为增

加发酵时间，裹挟更多微生物。

再次度过一个月左右的窖期，开始第三

次蒸煮。时间在 12———1 月这才开始进行第

一次取酒。之后再对酒糟进行摊凉、加曲、收

堆、下窖等流程。如此周而复始，每月一次，时

间到第二年 8 月第七次取酒完成。

四慢：慢储藏
新酒产生后要装入陶土酒坛中封存，形

成“基酒”。第一年进行“盘勾”，就是按照酱

味、醇甜、窖底三种味道进行合并同类项，然

后再存放 3 年。3 年后，按照酒体要求进行“勾

兑”，即用几种基酒甚至几十种基酒，按照不

同的比例勾兑出一种酒，形成一定的口味、口

感和香气效果。

勾兑完成后，最后一项工作是“调味”，调

味的时候要加“调味酒”。调味酒的生产是酒

厂用特殊工艺生产出来的，这是各家酒厂的

核心机密。调味酒味道特殊，每次只添加

少量。

勾兑、调味完成后，还要继

续存放半年到一年，等待醇

化和老熟后才进行灌装进

入市场。

五慢：慢品鉴
如果我们在品鉴酱

酒时，撇开其他好的和不

好的指标，专注于“慢”字，

基本能准确地捕捉到这款

酒的品质，从而可以加上其他

指标客观地评测。

眼观：将一瓶酱酒缓慢倒入酒杯

时，可以拉出细细的酒线，拉线成丝却不会

断裂。并且轻晃酒杯，杯壁形成轮廓清晰的酒

线，酒液沿着酒线顺着杯壁慢慢滑落，形成液

滴，之后再滑落，再形成，呈现慢且长的挂杯

现象，美人流泪，梨花带雨。

闻香：倒一杯酱酒，端到距鼻子 3~5 厘米

处，初嗅时酱香突出，深嗅有花的幽远、草的

清新、果的甜蜜，还有山里人烧饭、锅底带着

一点焦黄的人间烟火味道，香味丰富，细腻优

雅，层次变化明显。

口尝：小抿一口，从舌尖到舌边再到舌

面，酒液在口腔内形成一种柔软有力的流动，

酒体厚重、香味丰满，给口腔带来粘稠润滑的

重量感。

空杯留香：酱酒吞咽入喉，咀嚼呼吸，酒

香从口腔进入鼻腔，酒气持久浓郁，向上萦绕

脑际，向下温暖肺腑。酒尽杯空，嗅闻其杯，空

杯留香持久，香气优雅，沁人心脾。

多少次想象过品尝酱酒的这样一个场

景：阳光斜射进屋子的午后，一杯浊酒、一碟

下酒菜，押一口酒，看窗外，品味的是百味人

生和那些年的人和事……

做一个
“有文化”的酒

姻 思科

中国白酒是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地滋养下

蓬勃发展起来的。在经历数千年的变迁，新中

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白酒行业

形成了以茅台为首，五粮液、洋河、泸州老窖、

汾酒等企业为龙头，各地区域性白酒品牌各

自为王的格局。

然而，无论格局如何变化，中国酒文化却

在历次的市场竞争中生生不息，愈发热烈。文

化对白酒产业的复兴与引领已成趋势。

不忘传承 探索酒文化源头
熟悉酒历史的人都知道，白酒是中国酒

文化的主流，因为口感贴近人们的要求，在数

千年里一直被推崇，流传甚广，而且能够与世

界各国烈酒口味相融合，也是如今承载着中

国酒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酒种。

随着我国白酒的消费结构的转变，白酒

变得更追求内在美、品位化，对酒文化历史的

发掘与回归渐成主流，如何更好的挖掘酒中

文化，也成为各大企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先祖酿酒，祭祀、通神灵；后人酿酒，致

敬、以传承。

中华上下五千年，绵延近万里，酒文化涵

盖了地理、文化、华夏精神、中国技艺等领域，

将古老文明化身具象的酒罐、酒杯等器具，融

入千年的文化从而才造就了今天的酒。

谈起酒的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地球上

最早的酒是掉落在地上的野果自然发酵而成

的果酒，而人工酿酒的出现萌芽于黄帝时期。

黄帝时期，随着陶器的发展与谷物种植的繁

荣，为人工酿酒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毕竟有酒

器、有原料才能酿酒。因此，人工酿酒的先决

条件，应该先从用以生产的工具———陶器的

制造开始。

据米酒酿造资料显示，酿酒者往往是先

打好“酒窝子”，即把搅拌均匀的糯米与酒曲

沿着酒缸缸壁糊上，从而在缸底形成一个窝

子。当酒窝中出现液体，就产生了酒。

之后，我们见到从酿酒的酒海、窖池到盛

酒的酒杯、酒壶，都是在文化演变中经历先人

的智慧演变出来的，也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看到泸州老

窖、仰韶酒业以及各大酒企都会将酒器作为

酒文化宣传里的重中之重。

面向世界 融合时代潮流
文化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创新与创造的思

想源泉。正因如此，今天之中国，是历史上从

未有过之中国，而今天的世界对中国的认识

大多是从中国文化开始的。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已经得到了全

世界六十多个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在经济全

球化的格局下，“一带一路”构想已经给中国

和世界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中国酒也伴

着“一带一路”的构想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

感受中国酒的厚重与魅力。但若要问中国酒

这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那必定根植于五千

年文明沃土之上的中国文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让世界经济与中

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相互影响深远。对此中

国需要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一

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

要贡献之一，而“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正是对

绵延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种凝练、汇聚。

如今，中国文化正在经历新消费时代火

花四溅的重新绽放，正在复兴并不断迸发新

生力，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创新发展的征途上

不断奋进，尤其以中国文化为载体的创新更

为明显。

随着中国文化的强大背书作用，中国传

统行业之一的白酒业也开始行动，如五粮液

携手《上新了故宫》长期开发商业文创，水井

坊开行业先河冠名热门 IP《国家宝藏》，洋河

紧跟其后接手《国家宝藏》第二季、《经典永流

传》等综艺节目。

中国文化已经迎来“国潮”时代。从食品、

美妆、服装到白酒品牌，均在探索与中国文化

元素与品牌构建的融合，在向市场提供优质

产品的同时，让中国文化元素的创新与消费

者需求产生更多情感共鸣，带来品牌之外的

溢价。面对新消费时代，深具中国文化底蕴的

中国白酒品牌，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

大潮中的扛旗者。

中国文化的崛起，“国潮”风吹向世界，催

动着酒类文化复兴。而以其为中心的文化创

新与创造的新方向正在促进中国白酒产业进

入更深层次的竞争格局中。

姻 酒评君

当我们谈论美食的时候，其实是在谈论

“这顿饭该喝点什么”，比如我们约朋友吃饭，

总会以“炒俩菜，一起喝点”作为邀约，仿佛不

用前面这“俩菜”做铺垫，后面这瓶酒就舍不

得拿出来喝。这其实并不是饮酒者的矫情，而

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国情———餐与酒永远不会

分家。

若以人情世故的眼光来看待餐与酒的搭

配，有的算是珠联璧合，有的则是相见恨晚，

有的搭配虽然不很常见，但在特定的情境下，

也能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这些不同的组

合，西方人称之为“命运”，而中国人则更愿意

称之为“缘分”。

在饮食圈，花生米配白酒可能是最实惠

也是最经典的组合了，而红烧肉配红酒则让

人感受到中西合璧的惊喜。但大多时候，给人

们带来幸福感的，远远不是餐和酒本身，而是

餐与酒背后的人和事。

前些年一位老友来访。因为多年未见，话

自然就多了些，聊到半夜突然有了想“喝点”

的感觉。此时餐馆已经打烊，下馆子已经不太

现实，就到厨房随便找点吃的来下酒。找来找

去，找到一小块猪头肉，两个咸鸭蛋还有一头

大蒜。酒是刘伶醉，还剩半瓶。

有酒有肉，便已足够。猪头肉切丝，用蒜

末、小米辣拌在一起，再加入少许的盐、白糖

提鲜调味，再来 1 勺生抽，1 勺香醋，拌匀后

即可装盘。咸鸭蛋是白洋淀特产，是上次另外

一个朋友带过来的，那时的白洋淀还不是雄

安。鸭蛋处理起来就更简单了，把壳敲碎，用

刀一切两半，同样撒些蒜末、姜末即可。

菜不多，量也不够大，酒只剩半瓶，但好在

人也不多，就我们俩，也不至于显得太寒酸。就

是这么简单的一顿酒，边吃边聊，却已臻佳境。

以至于多年以后，朋友对这酒、这肉还念念不

忘，通电话就说，下次还要上次喝过的酒。

他说，那天的猪头肉很香，肉肥厚，却不

腻，不像烤肉那般火烧火燎，也不像炖肉那样

汤汁饱满，吃在嘴里很有嚼头，卤味的香已经

深深地浸入到猪头肉的脂肪和胶原蛋白中，

满口肉香却并不担心抢了酒的风头。38 度刘

伶醉，度数虽然低了点，但香气丝毫不减，入口

丝滑，落口圆润，闭口呼气，酒香便弥漫整个口

腔。仔细咂摸，酒中丝丝的甜味与卤肉的咸香

竟然浑然一体，酒香肉香相互缠绕，相互提升，

不但化解了些许油腻，更增添了许多风味。

更绝的还是咸鸭蛋，因为咸鸭蛋向来是

很多老酒鬼的最爱，香咸可口还下酒。白洋淀

产的咸鸭蛋个头大，且具有鲜、细、沙、松、油

等特点，颜色细而油多，风味独特。下酒的时

候最适合用筷子挖着吃，用筷子一挑，便有黄

油冒出，蛋黄分为一层一层的，近一层颜色就

深一层，越往里越红。

咸鸭蛋下酒，算不上体面，朋友说，“只要

酒好，就齐了”，毕竟汪曾琪在《端午的鸭蛋》

里说也记录过这样“抠门”的下酒方法，“用一

个咸鸭蛋，可以喝上三顿酒。”

看来这位老友还真是“吃货”中的极品，

不但会吃，还会品。

就这样，在那个深夜，两个老友，就着一

小块猪头肉和两个咸鸭蛋瓜分了半瓶酒，没

头没尾的聊了一夜。夜愈深，酒愈浓，情也愈

加深切，当天蒙蒙亮的时候，杯盏将尽，而房

间里，还弥漫着淡淡的酒香。

随着大家越来越忙，后来就很少见面。逢

年过节，我还是会寄一些保定的特产和当年

喝过的酒给他。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在

将来的某一天，在同样一个安静的夜晚，就着

猪头肉和咸鸭蛋，大家不紧不慢地喝上一整

晚……

马爹利献礼端午
邂逅夏日馥郁

仲夏端午,粽叶飘香,法国著名干邑品牌

马爹利以润雅细腻的法式生活艺术, 融合丰

富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 为美食美酒爱好者

推荐精致赠礼佳选。美食、匠心和品鉴之道

融于餐桌和生活艺术, 马爹利化身为连接法

式优雅与中华珍馐的纽带, 以马爹利鼎盛与

马爹利蓝带两款经典产品搭配各类夏日小

聚, 为这个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夏日带来全新

美味搭配体验。

马爹利坚持甄选来自干邑区四大优质

葡萄产区的生命之水,延续其一贯的优雅、丰

富及平衡风格。干邑精品与美食之间美妙融

合的创新, 马爹利不断挖掘餐酒搭配与美食

知味的探索乐趣, 孜孜以求美酒与佳肴的味

觉新生,续写法式生活艺术的典范篇章。

在推崇美食品鉴与搭配的同时, 马爹利

敢于打破边界,跨越东西,发扬源远流长的中

华传统美食文化。此次,马爹利以两款经典之

作精配搭中华美食文化精粹, 呈现端午传统

美食与法式生活美学的全新碰撞, 为惬意的

夏日小长假增添一丝唇间馥郁。作为端午搭

配粽子的马爹利鼎盛和马爹利蓝带, 无论是

咸粽还是甜粽, 都能够令食客分别感受到美

酒与美食在舌尖惊艳而又微妙的融合, 宝德

区生命之水独有的宜人花香和别样的润滑

口感,能够很好的中和咸粽中的油脂,提升咸

鲜口感,却又不会过分油腻;白玉霓葡萄为马

爹利干邑带来的果香和回甘, 让甜粽的口感

变得更加清新香甜,更具回味。在颠覆传统的

同时传承与弘扬独特的中国“味道”。渊企轩冤

跃州 金芮 摄影

喝酒的最高境界：
猪头肉与咸鸭蛋 不紧不慢地喝上一整晚

用一个“慢”字 诠释酱香酒！

慢工出细活！酱

香酒传统生产工艺是我

国白酒工艺的活化石。在一年

时间里，将粮食中的淀粉不断

发酵，经过多次蒸煮，慢慢“逼

出”其中的酒精和其他有机物，

这才是酱香酒与其他白酒

最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