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收藏家
活跃于香港葡萄酒
与烈酒拍卖会

日前，香港宝龙拍卖行 (Bonhams Hong
Kong)举行的“优质稀有葡萄酒与威士忌”拍

卖会是香港首次闭门拍卖，日本威士忌表现

最佳，年轻收藏家积极参与。

此次拍卖是闭门举行的，现场竞价通过

网络、电话和书面形式进行。竞标者来自 22
个国家，横跨大洋洲、亚洲、中东、欧洲和美

洲。年轻的收藏家表现活跃，顶级拍品的一半

被 40 岁以下的竞标者买走。

成交的拍品中，排名前两名的是“Ghost
Series”威士忌系列，共有 11 瓶(售价 96.72 万

港元) 和 16 瓶 1979 年至 1994 年份的 Ya原
mazaki驭Hakushu 麦芽威士忌(售价 68.2 万港

元)。
此次拍卖，葡萄酒也很受欢迎。12 瓶

Armand Rousseau Chambertin Vertical (1998
年份至 2009 年份)以 272800 港元成交。一瓶

1994 年份的勒桦酒庄慕西尼干红葡萄酒

(Domaine Leroy Musigny 1994) 以及 三 瓶

2004 年份大瓶装的里鹏庄园葡萄酒(Chateau
Le Pin) 分别以 9.3 万港元和 17.36 万港元的

价格售出。

宝龙拍卖行亚洲葡萄酒及烈酒总监

Daniel Lam 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市场活

跃。日本威士忌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呈上升趋

势，但在当前形势下表现出了强劲的反弹，其

价格与市场的高预期相符。”

“来自 22 个国家(尤其是香港、台湾和中

国大陆)的全球投标，推动了这一强劲销售。

与此同时，40 岁以下的年轻藏家的数量和购

买力都在不断增加 (他们占了此次拍卖竞拍

者的近一半)。” 渊据酒农编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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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业家 / 文

当前行业有两大风口，一个是酱酒，另一

个就是老酒。

而今年受疫情叠加影响，投资渠道收窄。

老酒超高的利润回报率和超低的风险性的优

势，让老酒当仁不让地成为 2020 年最具竞争

力的超级品类。

白酒研究学者徐广生向酒业家表示，巨大

的增量将让今年成为老酒突破式增长元年。

而黑格咨询集团董事长、首席顾问徐伟

更预言：“未来十年，老酒品类有望发展成酒

业新势力、新动力。”

随着老酒的风口愈吹愈劲，繁荣背后也

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乱象，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等问题时有发生，制约着行业发展。保真、鉴

别、为买卖双方提供信任背书成为老酒市场

最迫切的需求。

面对巨大商机，传统酒商如何走一条正

确且安全的路，搭上老酒财富快车？来自江西

南昌的二十年来专注老酒零售的曾品堂，旗

下的“只卖老酒”连锁专卖店主打机场候机

楼、高铁车站商业区域为核心经营领域，所有

门店均实现首月盈利就是成功案例。

曾品堂是如何做到的？酒业家经过调研，

发现了三个秘诀。

秘诀一院

“老酒”、“酱酒”定位精准
抓行业热点

“曾品堂 只卖老酒”的成功，其首要之处

在于抓紧了“老酒”、“酱酒”这两大行业热点。

相比较其他酒类门店纷繁芜杂的产品体

系，曾品堂对产品有着更为精准的梳理。在

“曾品堂 只卖老酒”门店，产品分为“原瓶原

装老酒”以及“复古品质好酒”两个系列。

原瓶原装老酒，指的是早期生产的老酒，

经过曾品堂鉴定团队的层层把关，一瓶一码，

瓶瓶溯源，瓶瓶保真。

复古品质好酒，又称品质酒，则是曾品堂

近年来联合中国名酒、国家优质酒、部优酒，

共同推出的“新瓶装老酒”的复古酒。复古品

质酒，重塑老酒外观、还原老酒品质，所选用

的酒体均是知名酒厂的老基酒，这既是对传

统工艺的坚守，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

早在 2014 年，曾品堂就已挖掘李渡元代

古窖文化，开发老酒圈第一款复古酒“曾品堂

李渡高粱酒”（即李渡 1955 的前身，如今该酒

已成为李渡的明星产品），此举也开创老酒圈

跨界合作之先河。

此后，曾品堂不断与各名酒厂进行合作，

开发出地球汾酒、沱牌大曲、董酒、鸭溪窖等

二十余款特色产品，引领行业复古酒之风。这

些产品因其怀旧的外观、优异的酒质，赢得了

消费者的口碑。

不仅如此，顺应近年来的酱酒风潮，曾品

堂更是在打造高性价比的酱酒方面有所建

树———在百年刘茅文化基础上打造出“南明

茅酒 泰和庄”，富含深刻的文化内涵。此外，

曾品堂加大与知名酱酒企业的合作，与国台、

钓鱼台合作开发的产品，均以优异的酒质赢

得消费者信赖。顺应酱酒风潮，讲好酱酒故

事，推出高品质酱酒，曾品堂抓准了行业的脉

搏。

无论是原瓶原装老酒、新瓶装老酒的复

古酒，还是高品质酱酒，曾品堂精准定位“老

酒”、“酱酒”市场，抓住行业热点，这是曾品堂

成功的一大秘诀。

秘诀二院

二十年专注
成就“中国老酒第一”

“先入局者得先机！”这早成为行业从业

者的共识。作为中国第一家老酒研究机构，曾

品堂从 2001 年开始入局老酒市场，无疑是提

前洞察市场先机，并抢占了老酒高地。

中国酒业协会 2019 年发布的《中国老酒

市场指数》报告表明：2013 年-2018 年，以中

国名酒为代表，老酒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

2016 年-2017 年老酒的市场规模涨幅高达

85%，2017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 370 亿元，2018
年达到 500 亿元。“未来三年老酒价格将不断

上升，消费人群持续增加，老酒市场规模也会

不断扩大，将达到千亿以上。

据酒业家了解，曾品堂已从最初的老酒

收藏发展为集“曾品堂 只卖老酒”加盟连锁、

老酒博物馆、老酒培训学院于一体的文化创

新企业。曾品堂创始人曾宇被业界誉为“中国

老酒收藏第一人”，他出版的五本专著以及发

表的数百篇专栏文章，普及老酒知识、厘清老

酒范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老酒文化的发展。

不仅如此，二十年来曾品堂深耕酒文化，

其旗下的中国老酒博物馆，陈列面积达 4500
平米，馆藏从清代至九十年代的酒文化藏品

上万件，其中不乏民国、建国初期的稀缺孤

品，是中国最大、种类最全、最专业的酒文化

博物馆，被誉为“中国老酒的故宫博物院”、

“爱酒之人一生必来的地方”，每年吸引着数

十万同行及消费者前来参观、交流与学习。

曾品堂作为《中国陈年白酒收藏评价指

标体系》标准制定单位之一，一直以来积极地

致力于规范老酒市场、保真老酒溯源，严格落

实老酒鉴定流程，提出老酒鉴定七重保障，规

范老酒一瓶一码，瓶瓶溯源，把控源头，以过

硬的品质赢得经销商和消费者的信赖。

二十年专注老酒，为曾品堂的厚积薄发提供

了坚实的积淀。也正是有了这些积淀，才有了

曾品堂今天的荣耀。

秘诀三院

老酒新零售
深度体验、专业服务

“曾品堂 只卖老酒”运营的成功少不了

精准定位的产品，少不了企业的专业实力，更

少不了优秀的服务与运营。

在曾品堂总部开办的老酒学院，针对店

员、店长的培训定期召开，讲授如何鉴定老

酒、如何品鉴白酒，如何掌握白酒销售技巧，

如何做好客户服务等系统知识，使之成为每

家门店店员必备的知识技巧。

曾品堂深度洞察消费者需求，注重消费者

培育的营销理念，利用专业的服务、深度的体验

和特色运营提升品牌与用户之间的粘性。

在“曾品堂 只卖老酒”门店，专业的导购

会在浓厚的酒文化场景内为消费者奉上别具

一格的深度体验，同时针对消费者品质化、个

性化的诉求，让顾客在提升味觉体验的同时，

获得一对一的老酒投资指导。

高端品牌、高端品质、高端服务的背后，

却并非高不可攀的产品价格。极具性价比的

产品售价，使得曾品堂不断实现老客户回购、

老带新购买的良性循环。

正是凭借着精准的定位、高性价比产品，

2018 年，南昌昌北机场的“曾品堂·只卖老酒”

店成为其所在的机场商贸体系的标杆形象

店，得到众多专家的肯定，被誉为“酒业新零

售的样板”。曾品堂成功解决了机场专店这块

难啃的骨头，脱颖而出，朝老酒新零售第一品

牌的目标越来越近。

老酒市场巨大，传统酒商还有机会吗？

显然，从曾品堂的成功，可以看到老酒市

场的机会。那么，传统酒商还能搭上老酒的财

富快车吗？又该如何切入老酒市场呢？

在如今消费升级、消费者对品质化、专业

化服务需求越来越高的时代，对传统酒类经销

商来说，应加速营销模式转型，以差异化产品、

深度体验、特色化服务征服消费人群。酒业家

了解到，截止目前，“曾品堂 只卖老酒”在全国

已开设超过 60 家专卖连锁门店，进驻江西、湖

南、湖北、广东、内蒙古、河南、新疆、黑龙江、山

东等地，这些首批“吃螃蟹”的加盟商，已率先

占领市场，在当地已取得优异业绩。

自曾品堂迈开加盟步伐后，越来越多的

意向加盟商前往曾品堂总部洽谈，一些重点

区域已被抢占完毕。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

响，曾品堂推出暂免加盟费的优惠措施，全面

支持更多意向加盟商做大做强。

■ 和平

国人爱酒，自古以来就有藏酒的习惯。比

如江浙一带，就有女儿出生后，将酿好的黄酒

埋在桂花树下，等女儿成人出嫁之时再挖出

来喝的习俗，这种酒被人们称为“女儿红”;如
果出生的是儿子，同样会埋几坛黄酒，等到儿

子金榜题名时挖出来喝，这种酒被人们称为

“状元红”。

当然，在古代金榜题名不是人人都能做

到的，“状元红”的叫法更多时候是被人们用

来讨彩头，但在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去

收藏一些酒，等到另外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再开启饮用，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

这里面不但具有强烈的仪式感，还寄托了我

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对亲人的情感，以及时间

带给我们的馈赠。

那么问题来了袁 为什么要收藏酒而不是

别的什么东西呢?
在古代，酒是一种神圣而奢侈的东西，更

多的用来祭祀神灵和祖先，随着生产力和酿

酒工艺的发展，除了有权势的皇室和贵族，越

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开始享受到美酒带来的快

感。慢慢地，酒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逐

渐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和酒传统，因此酒能

够得到人们喜爱和收藏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不会变质成为酒作为收藏物的一

个基本属性。早先出现的酒度数很低，不便

于长时间保存。到了宋代，人们逐渐掌握了用

酒曲酿酒的方法，酒的度数得以进一步提高，

能达到十多度，在这个酒度以上，菌类基本难

以生存，不会出现变质的问题;再到了元朝，

中国出现了蒸馏技术，高度的白酒从此正式

诞生，长时间保存理论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

除了可以长时间保留，酒最大的魅力还

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酒体会变得愈加醇厚，

香气和口感也会变得丰富起来，因此，“酒是

陈的香”便被国人视为“金科玉律”，保存时间

越久的酒，也就会越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

陈年老酒也被人们视为“时间的馈赠”。

是不是所有的酒都适合收藏呢?
这里首先澄清一个概念，本文所提及的

“收藏”并被指投资，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保存、

陈放。在酿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酒的种

类、香型、度数、口感也丰富多样，从工艺角度

讲，中国酒分为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从原

料角度讲，中国酒有分为粮食酒、瓜干酒、代

粮酒等，在其他不同的分类标准下，中国酒又

分了很多种类，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酒都

适合收藏。

一般认为，高度纯粮酿造的白酒，尤其是

酱香型白酒，在存储的过程中更容易醇厚柔

和。随着时间的推移，酒罐中酒精分子与水分

子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芳香酯类也开始

聚合生成，而那些对白酒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的醛类物质，逐渐被取代，生成乙缩醛———这

一系列变化体现在口感上则是酒体变得醇

厚，不再那么辛辣。

此外黄酒也非常适合陈放。黄酒的历史

比白酒更加久远，也更加适合作为中国酒的

代表，古代很多诗句中提到的酒，指的就是黄

酒或者黄酒的前身———米酒。长时间存储后

的黄酒，酒体不但能和白酒一样更加醇厚，在

文化、情感上，也会觉得更加真实和厚重。

不建议存储以药酒为代表的配制酒，因为

在长期的浸泡过程中，无法预测药材中的浸出

物本身或浸出物和酒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和

反应，而这些变化可能会不利于健康，另外酒

的口感风味也会受到浸泡物的影响和破坏。

如何藏酒?
藏酒的方式很多，比如文中开头说道的

埋藏法，再比如酒厂里一般采用的地窖窖藏

法，和山洞洞藏法，甚至有人发明了“海藏法”

———将酒罐加固密封后下沉到海底，利用海

潮不断摇动的自然环境以及海底的自然压

力，使容器中的酒更均衡快速的发生酯化水

解反应，以缩短酒的老熟陈酿时间。

事实上，这些收藏方式并不是适合所有

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哪怕是在自己

家院子里挖个浅坑把酒埋藏起来似乎都成为

了一种奢侈。那么在这些酒究竟如何收藏呢?
酒评君为大家分享一些原则性的方法：

首先应选取传统的陶坛作为贮存容器。

陶坛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

使酒体完全氧化反应。其中含有的多种金属

离子，对白酒的老熟有促进作用，可以去杂增

香，使酒的口味协调醇厚，而紫砂等材质的酒

瓶由于材质疏松，长期存储酒液容易发生渗

漏，玻璃材质的酒瓶则由于材质过于致密而

导致瓶内酒体不能与外界空气接触，而且透

明的玻璃避光效果也比较差。

其次瓶口或坛口一定要密封避免跑酒。

跑酒会造成瓶内酒体中香味成分和乙醇的挥

发，导致酒体质量下降。如果是瓶装酒，可以

用保鲜膜将瓶口仔细包好，用生料带缠紧，再

封蜡，把已经融化好的食用蜡，用刷子涂上瓶

盖和瓶口的连接处即可。一定别忘了留出一

段胶带头，要不拆时就难了。

第三，露天存放的白酒容易受到温差变

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一般建议最好是埋在

地下不透气的地方，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因

地制宜，住楼房最好是地下室，住农村有地窖

就更好了，如果实在没有地方埋藏，可以放在

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不要经常翻动。

探秘改革前期的
国产酒
■ 李习文

符号的功能是代表、标志或指明外部世

界的事物。一些符号通过一定的联系而形成

符号结构。符号结构又可称为语句，是外部事

物的内部表征。语意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名

词，语意学即探索、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

在改革前期，国产酒类产品产生的变化

主要是通过酒的包装设计要素的改变而反映

出来的，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形式：

酒的厂家
在改革前期，很多酒厂由于改制或被分

拆合并等原因，自愿或被迫改变了自身原来

带有封建色彩的名称，这种情况在老字号药

酒厂身上比较常见，有的被直接改名为某某

市酒厂，比如北京同仁堂直接改名为“北京市

中药厂”;更有甚者索性另起炉灶取名为某某

工农兵酒厂，比如天津达仁堂更名为“天津工

农兵药厂”。

酒的名称
在这一时期，很多酒厂直接生产冠以“工

农”为名的白酒或者直接放弃原来的酒名，直

接印刷“白酒”字样，这些酒大多出自名不见

经传的县级以下的小酒厂，很多甚至没有注

册商标，一般用于本地自产自销。在知名大酒

厂方面，古井贡酒去除了酒名中带有封建色

彩的“贡”字，更名为古井酒。剑南春酒厂推出

了一款使用“绵竹牌”注册商标的工农酒。

酒的商标
比起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小酒厂采取改换

酒名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这一时期，很多知

名大酒厂则采取了另一种“谨慎而委婉”的方

式，即通过改变商标的方式来适应时代需要，

如五粮液酒推出新的“红旗牌”;茅台酒由“飞

天牌”改为“葵花牌”，寓意“葵花向太阳”;汾
酒由“古井亭牌”改为“四新牌”，寓意“破四旧

立四新”;泸州老窖酒由“白塔牌”改为“工农

牌”，寓意“来自工农、服务工农”。在那个商标

保护意识不强的时代，“工农牌”是被广泛冒

用的一个商标和图案。

酒标设计
这一时期，很多酒厂也通过采取直接在

酒标上印刷“语录口号”“最高指示”等方式做

出调整改变，这些文字内容大多与“生产节

约”或“服务赞扬人民”等方面相关。这一类酒

在老酒收藏圈内也被称作为“语录酒”。除了

文字表意的形式外，有的酒厂也采取将一些

具有标志性的符号，如“太阳光芒”等，印刷在

酒标上的方式来呈现。

酒的瓶型
文革时期生产的酒，特别是白酒，封口大

多为压盖或塑盖外封膜，其瓶型多为现在玻

璃材质的类似“啤酒瓶”样式，以“工农牌”泸

州老窖系列酒使用的酒瓶为例，也称作“酱油

瓶型”或“工农瓶型”。而且，普遍存在瓶子反

复回收利用的情况，说明在那个时代，轻工业

生产技术的落后与革新的停滞。从另一个角

度看，也恰体现了那个年代所生产酒的一些

特征，有的甚至可以作为如今老酒收藏中辨

别真伪和断代的重要依据。

改革前期生产的酒因其具备鲜明的时代

特征和年代要素，如今在老酒收藏圈内备受

瞩目和青睐。

然而，对于很多酒的认识，我们目前仅仅

停留在有经验的藏家能够辨别真伪的程度，

对于这一时期酒的整体性研究、文化层面的

研究，甚至具体年代的考证都还远远不足，一

方面客观上由于年代距今久远，很多资料由

于保存不善，早已消失湮没在岁月之中，导致

无从考证;另一方面，业内对于这一时期酒文

化在学术层面的思考乏善可陈，鲜有平心静

气的佳作。

老酒收藏热的方兴未艾，离不开历史文

化的支撑，只有认真搭好了四梁八柱，才有可

能真正有一天让老酒收藏登堂入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尧中国陈年白酒收

藏爱好者)

年轻的时候藏酒，老了才能享受时间的馈赠

耕耘 20 年 挖出老酒金矿
这趟财富快车你上不上？

当前行业有两大风口，

一个是酱酒，另一个就是老酒。

面对巨大商机，传统酒商如何走一

条正确且安全的路，搭上老酒财富快

车？来自江西南昌的二十年来专注老

酒零售的曾品堂，旗下的“只卖老酒”连

锁专卖店主打机场候机楼、高铁车站

商业区域为核心经营领域，所有

门店均实现首月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