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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增

长江上游有一条支流叫做赤水河，两岸

陡峭、弯多滩险、水流湍急，因河流含沙量高、

水色赤黄而得名。千百年来，这条赤水河穿过

群山，百转千回，不舍昼夜，一路直奔长江而

去。

在中国，名川大河自不少见，绵长者有

之、壮阔者有之、秀美者有之。但这条赤水河

却独以“美酒河”的身份而著称，蜚声中外。原

来，这赤水河两岸，竟集中了中国 90%以上的

酱酒产能和品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都赫赫

有名的酱酒黄金河谷。

位于酱酒黄金河谷的习水县土城镇，

有这么一个酱酒品牌，历经百年传承

而厚积，默默潜行十载而薄发，至

2020 年已经拥有近万吨的大曲

酱香基酒储备。在不远的未来，

更将达到年产 2 万吨大曲酱香

制酒、6 万吨优质高温大曲，10
万吨陶坛储酒的综合体量，一

跃进入中国高端酱香型白酒

行业的前列。它，就是贵州安

酒。

6 月 18 日，贵州安酒的高端

新品———贵州安酒 (经典) 全面上

市。一经亮相，在业内便惊艳四座。

十年深隐人不见
一朝开瓶半城香

为什么说“惊艳”呢?
但凡成功的产品，总有一个独立且富有

个性的外在形象。贵州安酒(经典)采用蓝釉瓶

身，视觉上给人以博大、深邃的感觉，其造型

明显区别于市面上其他品牌，具有鲜明的个

性和较高的识别度。正面“贵州安酒”四字，中

正典雅，法度严峻，气势磅礴，具有一种阳刚

之美。“贵州安酒”旁侧的“‘安’字印章”，和底

部“平安之扣”造型遥相呼应，不仅从整体布

局上体现了东方特色的审美哲学，还在寓意

上暗合了中国的“安文化”———国泰民安、德

尚心安。所谓名正方能言顺，中国人喝酒，讲

究这个。

轻启瓶盖，一股轻柔、细腻的酱香溢出。

其轻柔，犹如春风拂面;其细腻，好似雨润无

声。如果说茅台的喷香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热

情，贵州安酒(经典)的喷香，则是一种款款而

至的矜持。

倒酒入杯，酒线绵长，酒花细密，久而不

散。逆光观之，酒液透亮清澈，酒体黏稠，似油

脂般涌动。倾斜酒杯慢慢转动，使酒液均匀布

于杯壁之上，则酒线轮廓清晰，平滑连绵，稠

润不坠，呈现出美丽的“珍珠项链”般的挂杯。

静置片刻，杯壁上沿的酒珠，斑斑点点，好似

繁星，令人怜惜。

勾头

倾杯，鼻闻

其香，一股复

合的酒香如约而

至。前香纯正，酱香中带

有舒适的焦香，类似烘焙的味道;中段丰富，醇

香中带有明显的蜜香，不但具有夏花的饱满，

还有春花的香甜;后段悠长，既有陈年基酒的

枣香，还有年份调味酒的油脂香。层层香气，

犹如花儿一般慢慢绽放，从容不迫，绚丽壮阔

而又绵绵不绝。

贵州安酒(经典)入口团而不化，口感圆

润，毫无辛辣感，焦苦味舒适却不露头，兼有

一丝淡淡的木陈香，让酒多了一丝老练厚重

和复杂感。轻轻搅动舌尖，酱香、焦香、甜香、

蜜香、酸香充斥口腔，诸味协调，不露头，不欠

缺，丝丝入扣，绞缠交融。这就是足年大曲酱

香的优势：味道正却不霸道，香气正却又层次

分明。

说起焦苦味，本是酱酒的风味特点之一。

大多数高端酱酒对焦苦味的处理都很精妙：

多一分太苦，惹人厌;少一分则酱香味不足，惹

人腻，一切都安排得恰当才是上品。这一点贵

州安酒(经典)处理得刚刚好：微苦不涩，适量

的苦味反倒增加了酒体的丰满。

一款产品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青睐，有

时候并不单单取决于它做得有多好，而是取

决于它做得是否足够有特色。在酱酒品牌群

雄林立的今天，深厚的积淀、独特的个性才是

胜出的关键。可以说，贵州安酒的十年修炼没

有白费，一出手便不凡，无论包装还是酒体，

都具有高端酱酒的基因和实力。

赤水河畔潜心酿
安酒谷中岁月长

回顾贵州安酒的前世今生，可以说，贵州

安酒是一个妥妥的“宝藏”品牌。宝藏的迷人

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潜在价值的巨大，还因为

其被掩盖的光辉。

上世纪三十年代，贵州遵义人周绍臣初

创了“醉群芳”酒坊，因为出身中医世家，所以

周绍臣在中草药制曲秘方的基础上，合成“百

味散”，制成酒曲，酿就出颇受人们喜爱的“安

茅”。后来，和几乎所有的老名酒一样，在新中

国成立后不久便完成国有化改造，此后便进

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中国白酒酿造工业

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5 年的全国第一届酿酒会议上，贵州

省入选“甲级酒”的有两大名酒，一个是贵州

安酒，另一个是茅台。贵州安酒位列第 8 名和

第 17 名，一时间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到了

1963年，在首届贵州省名酒评比中，贵州安酒

又与茅台同列“省优”，荣获“贵州名酒”称号，

此后蝉联历届“贵州名酒”称号，成为贵州“老

八大名酒”之一。1989 年，在第五届全国评酒

会上，贵州安酒被评为“国家优质酒”，位列

“国家 53 优”之一。

可以说，这些荣誉都是贵州安酒百年发

展历程中的“功劳簿”。

而在“功劳簿”这一无形资产之外，由酿

酒大师打造的“酿酒精锐之师”，以及贵州安

酒所坚守的匠之精神，则是贵州安酒实打实

的核心资产。这些也为贵州安酒的长久发展，

锻造了不可复制的优势。

金慧元先生，著名酿酒大师、贵州安酒总

工程师。他与著名白酒专家、茅台集团原董事

长季克良先生师出同门。1964年，金慧元与季

克良一起分配到贵州工作，金慧元进入贵州

安酒，季克良去了茅台。此后的四、五十年中，

金慧元和他所带领的技术团队一直精益求

精、不断攻坚克难，使贵州安酒的酿酒技艺始

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在此次推出新产品之前，关于贵州安酒

的最新消息是，2020 年 5 月，“安酒赤水酒谷”

正式开工建设。一个年产 2 万吨大曲酱香制

酒、6 万吨优质高温大曲，以及 10 万吨陶坛储

酒的贵州安酒，正在酱酒黄金河谷崛起。

实际上，早在 2010 年，贵州安酒就已开始

在赤水河流域的习水县布局酱酒生产基地，

开始酱香型白酒的酿造。在贵州安酒东南方

向不远处，便是鼎鼎有名的茅台和习酒。这些

身处酱酒优质产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技

术积淀的酱酒品牌，犹如一个个埋在地下的

“宝藏”，快速地被人们发现并挖掘出来，成为

下一个光彩夺目的明星。

事实也的确如此。布局赤水河畔之后，贵

州安酒迎来了发展的新时代。对“匠之精神”

的坚守，也成为贵州安酒深隐赤水河这十年

的关键词。

贵州安酒 100%选用贵州当地红缨子糯

高粱，100%采用 12987 传统大曲酱香工艺酿

造，然后 100%陶坛足额贮藏 5 年，这是酱香

型白酒品质的核心，也是贵州安酒多年以来

的匠心坚守。这为贵州安酒如今的高调复出

埋下了伏笔，也打下了基础。

■ 李冰玉

6 月 9 日，由中国酒业协会、国家葡萄产

业技术体系主办，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

园区管理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酿酒工

业协会、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局、北京市房山

区葡萄酒产业促进中心、烟台市葡萄与葡萄

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通化市葡萄酒产业发

展促进中心、昌吉州葡萄酒产业办公室、蓬莱

市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碣石山

片区开发管理委员会、怀来县葡萄酒局、桓仁

满族自治县重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共同主

办，京东超市、凤凰网协办的“中国风土，世界

品质———中国人喝中国葡萄酒”活动在京东

直播与凤凰网风直播平台如期上线。

在“装在瓶子里的风土”对话环节，桓仁

满族自治县重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郑继

成讲述了桓仁在冰葡萄酒酿造方面的特色与

艰辛。面对未来，桓仁仍将积极打造特色冰酒

厂区，实现文旅、特色酿造等多业态发展，助

力产区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记者院有人说，葡萄酒是装在瓶子里的风

土，请您谈谈桓仁产区及产品的特点。

郑继成院 桓仁产区是中国冰葡萄酒的主

产区，用于酿造冰酒的葡萄品种主要是威代

尔（冰葡萄），桓仁产区特别是桓龙湖周边地

区具备全球范围内罕见的适合冰葡萄生长所

需的“冰雪、湖泊、阳光”三大理想要素：

一是冰雪，冰葡萄酒简称也叫冰酒，一般

生产于气候寒冷的地方。桓仁满族自治县位

于辽宁省的东部，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较为

漫长，持续 4-5 个月。

二是湖泊，湖泊对冰葡萄酒的酿造和产

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桓仁县有辽宁省最

大湖泊———桓龙湖，桓龙湖周长 100 公里，出

水量超 24 亿立方米。有湖水的地方，无霜期

会延长 20 多天，桓仁产区的无霜期超过了

170 天，这极大地延长冰葡萄的生长期，所以

桓仁冰葡萄一般种植在桓龙湖周围不超过两

公里的范围内。

三是阳光，桓仁的有效积温 3300 多小

时，日照 2300 多小时，可以满足冰葡萄生长

的需要。

冰雪、湖泊和阳光，构成的冰葡萄生长和

冰酒加工酿造的三个要素。

在工艺方面冰葡萄酒的生产也有很大不

同。首先，采收时间差异，一般的葡萄酒产区

在 9 月份完成采收，桓仁的冰葡萄则在 12 月

中旬才开始采摘。按照国家规定的冰葡萄酒

生产标准要求，最低温度为-8益，要持续 48小

时才能采摘加工；其次，生产的技术工艺不

同，如冰葡萄的压榨设备是极具专业性的，一

般采用栏框式垂直压榨机来压榨冰葡萄。最

后，冰葡萄酒主要采用低温发酵，发酵的温度

不能超过 18 度，所以发酵时间更长。

从市场方面来看，冰葡萄酒还是小众的

产品。桓仁冰酒呈现出了高糖、高酸、高干浸

出物的特点，且含糖量较高。桓仁的冰葡萄酒

口感甜润，甜则是来自于葡萄酒本身的糖。好

的冰酒酸甜平衡，高糖搭配高酸，优雅协调，

这也是桓仁冰酒的重要特点，与加拿大冰酒

相比，桓仁产区的葡萄酒表现得更加强劲。如

果冰酒可以用美女来形容的话，加拿大冰酒

更像南方的美女，桓仁冰酒像北方的美女。此

外，桓仁冰酒的富含多酚类物质。据中国农业

大学检测，桓仁冰酒富含多酚类物质，为葡萄

酒带来蜂蜜香、花香和水果香气。

桓仁产区发展至今，种植冰葡萄基地有 1
万亩，拥有葡萄酒庄有 16 家，张裕、王朝等都

在产区内设有种植基地。桓仁冰酒的发展不

足 20 年，产区也在探索中不断总结发展。

记者院赏美景，品美酒，做酒仙，产区酒庄

文旅和文创是发展的鲜明特点，各产区在消

费者酒庄游体验上有什么特色？

郑继成院 关于酒庄游，政府目前正在规

划。去年，桓仁被国家文旅局列为全域旅游示

范县。

产区也希望桓仁冰酒酒庄游与文旅结合

发展，这也符合葡萄酒产业的发展的潮流。世

界葡萄酒酒庄游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桓

仁产区下一步也将在酒庄游上进行尝试。

目前，我们规划与上海的一些文旅公司

合作，把酒庄游和文旅产业结合起来，目前

这一布局刚刚开始。由于疫情原因，对我国

的葡萄酒产业影响较大，尤其是销售方面的

影响。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葡萄酒产业，将

逐步实施桓仁冰酒品牌发展战略。目前正在

委托有关专家调研推进，政府将加大此项投

资。

针对疫情带来的困难，政府将带头解决

企业销售渠道困难，如 618 购物节的到来，政

府将联合明星的平台资源推动相关活动。

同时，我们也鼓励企业紧跟时代潮流，积

极开展直播带货等线上营销模式。不断实现

线上线下营销相结合，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

新型营销模式。

郑继成：加速战略布局 打造中国特色冰酒产区

贵州安酒：

一款产品是否能

够得到市场的青睐，有时

候并不单单取决于它做得有多

好，而是取决于它做得是否足够

有特色。在酱酒品牌群雄林立的今

天，深厚的积淀、独特的个性才是

胜出的关键。贵州安酒的十年

修炼没有白费，出手便

不凡。

鹤庆老酒·土坛

产地院 云南·大理·鹤庆乾酒有限公

司

酒精度院50%vol
香型院清香型

酿造原料院小麦

G窑R官荣评分院77
年份指数院1
原浆指数院2
甜爽度院2
G窑R酒评院 此款包装具有亲民路线

的特点，土坛这种包装材料有利于酒体

的呼吸，利于酒体的贮存。此款小曲清香

型白酒的香气较突出，与川法小曲清香

有差异，具有浓郁滇式小曲风格，由于单

粮的原因，香气有点美中不足之感，其味

平庸，无特点，后苦感依旧存在，但所幸

有回甜感引渡。

兰益松酒

产地院云南省·泸西兰益酿造有限公

司

酒精度院46%vol /50%vol
香 型院松子露酒

酿造原料院 固液法白酒、松子、纽甜

G窑R官荣评分：80
年份指数院1
原浆指数院1.5
甜爽度院4.5
G窑R酒评院这款酒酒液微黄透明，颜

色漂亮，在中国蒸馏酒中，此种香气的酒

极少，有一种扑鼻而来的杜松子香气，因

为采用了橡木塞，所以还略微带了橡木

的香气，入口柔和，甜净，酒体较协调，满

口的杜松子香气，更像是一款国外的烈

酒，很是甜净，应该能得到广大年轻人的

喜爱！

鹤庆老酒·龙坛

产地院云南·昆明·老地山酒业

酒精度院50%vol
香 型院清香型

酿造原料院高粱、糯米、大麦、苦荞

G窑R官荣评分：85
年份指数院1
原浆指数院5
甜爽度院4
G窑R酒评院 此酒是典型的云南小曲

酒风格，新味还未完全脱去。闻香较有层

次，先闻带水味，再闻有清香的甜感，最

后是浓郁的高粱醇香。入口醇和，带苦

味，落喉和第二口开始慢慢感觉回甜，回

味有涩口感。此款酒如同刚出山的玉胚

料，还未经细致的雕琢打磨，虽在酒体组

合调整上有瑕疵，但不失为一款放心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