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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

酒 德

中国古代的酒道，精髓就是中和二字，主张对酒无

嗜饮。酒可以饮，但要饮而不过，饮而不贪；饮似若未

饮，绝不可太过，故谓之和。那么，古人是如何以酒养身

的呢?首先是勿强饮，即不过量。古人饮酒，遵循温克。

也就是说要多喝酒，但是也要能把持住自己；要保证不

失言、不失态。三爵不识是古人饮酒必须要遵循的礼

仪，就是正人君子喝酒三爵就好了；喝完三爵，就应该

很自觉放下杯子，退出酒筵。三爵也就是适量，量足就

好了。其次是勿空腹饮。酒进入人体后是靠肝脏分解

的，肝脏在分解酒精时需要各种维生素维持辅助；如果

此时胃肠中空无食物，容易造成肌理失调、肝脏受损。

因此，饮酒时应佐以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菜肴、水果等食

物。再次是勿混饮。混杂饮会使人感觉胃不舒服、头痛

等，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酒 礼

酒桌上的礼仪很多。要先给长辈斟酒。如果有客人

的话，先给客人斟酒再给长辈斟酒。斟酒不宜太满也不

宜太少，最好八分满。跟别人碰杯应该是左手放在杯

底，右手拿着杯子；端酒杯与别人碰时要低于别人的酒

杯，这是一种尊重。敬酒要注意顺序，不要乱敬酒。一般

是按照主人敬主宾、陪客敬主宾、主宾回敬、陪客互敬

的顺序敬酒。可以多人敬一人，不可一人敬多人。敬酒

要有说词。劝酒要适度。酒桌上不要窃窃私语。

酒 风

李白曾言：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饮酒之乐尽

在其中也。别人称他为诗仙，他却自比酒仙。独酌时，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群饮时，“百年三万六千

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得意时，“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

金樽空对月；失意时，则“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

茫然”。更有《将进酒》里千古绝唱：“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酒德、酒礼与酒风

初冬小雪瑟瑟寒，泥坑技艺传承热。11

月 21日，泥坑酒业“师徒情 传帮带”酿造技

能大赛在泥坑酒业酿造坊如期举行。这是泥

坑酒业第 38 届酿造技能比赛。泥坑酒业

副总经理张艳辉出席开幕式并致开幕

词。

此届酿造技能大赛，分为两个比赛项目，

开窖鉴定与上甑摘酒。每个项目有 3个参赛

小组，共 18位泥坑匠人参加比赛。

开幕仪式上，张艳辉说，作为邢台市唯一

的一家百年中华老字号酒企，泥坑酒独特的

酿造技艺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泥坑酒酿造技艺是泥坑酒业发展的源动

力，技艺传承离不开世代泥坑匠人的薪火相

传，更离不开大家的口传心授。希望大家将泥

坑酒酿造技艺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在这

场大赛中，赛出水平，赛出成绩，赛出师徒感

情。

开窖鉴定环节，参赛选手分别对糟醅的

酸度、水分、酒精度进行了鉴定；上甑摘酒环

节，参赛选手用自己娴熟的手法，探汽上甑，

量质摘酒，分级贮存。经过 4个小时紧张的比

赛，最终，6位泥坑匠人脱颖而出，分别荣获

此次大赛两个项目的前三甲。

出窖鉴定前三名

第一名：程占江

第二名：牛彦坡

第三名：申建青
装甑摘酒前三名

第一名：韩现强

第二名：徐跃辉

第三名：马建坡

师徒的传承，不仅是酿酒技艺的传承，更

是工匠精神的传承，是泥坑酒文化的传承，也

是泥坑基因的传承。师徒情，传帮带，承载着

泥坑酒百年匠心传承。酿造技能大赛，夯实了

泥坑人酿造技能，传承了百年技艺，不断将泥

坑酒提质扩能工程推向新台阶。

泥坑酒业举办“师徒情 传帮带”酿造技能比赛

（上接第一版）在这次寻香之旅一开始，程程

先从地域优势拉开了探秘序幕。

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泥坑酒文化

旅游产业园位于北纬 37度浓香白酒优势产

业带，在九河汇聚之地的大生态下，构建了高

品质微生态系统，成为不可复制的泥坑产区。

体现在三个生态：

一是“净生态”。园区内保持常态化的干

净整洁，卫生达标，绿化率达 70%，空气质量

达到一级标准，为酿造泥坑净雅香创造了一

个绿色的净生态环境。

二是“水生态”。水为酒之源，美酒必有佳

泉。宁晋古为东海之滨黑龙港区，土肥水美，

气候温和，自古就是天然酿酒的好地方。泥坑

酒酿造水源采自深井软水，经过多层岩层的

天然渗透，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均衡丰

富，酸碱度适宜，甘甜绵软，水质优良，适宜酿

出极品酒体。

三是“景生态”。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

以酒为本、以文为品、以雅为格，形成荷花池、

竹林、酒文化广场、酿造坊、藏香楼、古廮碑

廊、文化长廊、百年木酒海、牌坊等诸多景点，

着力打造多业态共生的生态园区。

如此绝佳的大生态系统为酿制泥坑酒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道地五粮“种”出泥坑好酒

国家高梁改良中心河北分中心主任、河

北省农科院高梁研究室主任吕芃在接受采访

时说：“泥坑酿酒所用粮食均选自优质产区，

尤其对高粱质量标准的把关更加严苛，必须

保证其淀粉含量达到 71%以上，单宁含量在

1.5%左右”。目前，省农科院正在积极地研制

和筛选更加适合酿制泥坑酒所需五粮的种子

和产区。

泥坑酿酒所用“五粮”中的小麦、玉米全

部优选于本地。宁晋县处于暖温带大陆性气

候区，属半湿润气候。域内四季分明，年平均

气温 12.8℃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449.1 毫

米，综合指标显示，非常适合粮谷、微生物的

生长与培育，所产粮食颗粒饱满，营养丰富，

产量极高，赢得“冀南粮仓”美称。除小麦、玉

米外，还有高粱、大米、糯米，均选于优质产

区。除精选外，在酿酒前的加工上也极为讲

究，需要把所有粮食处理成高粱粒破碎 4至

8瓣大小，细粉不超 20%，这样更利于原料的

蒸煮糊化。作为泥坑酒的酿造原粮，在符合国

标规定的基础上，泥坑酒业内控标准更加严

格，如：玉米霉变粒，国标要求小于 2%，泥坑

酒业内控标准为零；糯米、大米的黄粒米，国

标要求小于 1%，泥坑酒业内控标准为零。在

此基础上更注重香气的感官要求。原料使用

前，还要经过四道旋风除尘、除杂、去皮，从而

保障了发酵原料为颗颗籽粒饱满的净粮，从

而赋予了泥坑原浆酒的独特风格，使泥坑酒

体更安全、更健康、更净雅。
百年窖泥 酿出净雅品质

作为泥坑酒业的战略合作单位，河北科

技大学逐步加大了对适合酿造泥坑酒微生物

研究的力度。“一方水土出一方酒。泥坑酿酒

最先天的优势就是狗头胶泥，这种泥是宁晋

远古时期九条河流汇集后经数百上千年沉积

形成的，内含非常丰富的宁晋域内独有的微

量元素，这就成就了泥坑酿酒的不可复制性

和独特性”。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系系主

任、河北省动物微生态制剂产业技术研究院

院长刘金龙对泥坑酒独特风格的成因进行了

诠释。

据史料记载，宁晋在古代是九条河流汇

聚的地方，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境内有水波

浩淼的大陆泽，历经千年沉积，在泽底形成了

一层深厚的胶泥层。这种泥呈黑赭色，大块胶

泥经风吹日晒后还会自行裂变，就会成为不

规则的圆球状，很像狗的脑袋一样，故称为

“狗头胶泥”。其中富含酿酒微生物所需的多

种营养成分，包括：N、P、K、腐殖质及钙、镁、

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是酶的

辅基组成部分和活化剂，对酿酒所需的己酸

菌生长起到刺激作用。将这种胶泥粉碎后再

按一定比例，加入大曲、黄水、酒尾、酒醅等原

料，再配入培育好的功能菌种，经过 30天培

养成熟后，涂抹在窖池的四壁和底部。可以

说，这种特制的窖泥为泥坑酒的醇柔净雅发

挥了重要作用。泥坑酒业现在有这样的窖池

1700多个。泥坑酒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虽经

历了数次搬迁，但是几代泥坑人唯一没有舍

弃的就是这些发酵窖池，他们用自己的不变

匠心将泥坑酒的血脉传承，而且在不断的创

新中将泥坑酒发扬光大。在这些窖池中有

100多个已经连续使用了 104年之久，这些

百年窖池已被作为泥坑净雅香的专属窖池，

专窖专用。也就是说泥坑净雅香汲取了泥坑

酒百年历练的精髓，是泥坑酒业在创新发展

中的崭新成果。

历久陈香 藏出时间味道

泥坑酿酒可触摸历史能够追溯到 1916

年，6个民国时期的木酒海见证了泥坑酒百

年来的跌宕起伏，贮存了泥坑酒跨越世纪的

经典醇香，成就了泥坑净雅香守正创新的崭

新成果。据国家一级品酒师、省酒协食协白酒

评委、泥坑酒业酒体一部部长闫炜介绍，近年

来，在专业人员研究和贮酒实践中发现，用陶

具贮酒更优于这些传统的木酒海，所以现在

泥坑酒业已经全部改为了陶坛贮酒，木酒海

也就成了公司的历史文物。

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陶坛含有很多种金

属氧化物、金属离子在贮酒过程中溶于酒中，

能够赋于白酒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陶坛

是经 800度高温烧制的，透气性能好，使原酒

在贮存过程中能够进行有氧呼吸，就像人的

吐纳呼吸一样，可有效地促进白酒的自然老

熟。陶坛壁特有的毛细孔隙有“透气不过液”

的特点，对酒体有吸附、氧化和净化作用，酒

的异杂味在酒的储存过程中通过毛细孔隙溢

出，能够有效地促进酒体纯净。通过陶坛储

存，还可以使酒中的各种反应达到平衡，各种

成分含量更加协调，使酒体变得醇厚柔和、香

气优雅、口感舒适。据初步了解，泥坑原浆酒

最短也要贮存 3年以后才可进入勾调阶段，

尤其是去年推出的净雅香系列产品，全部采

用经百年窖池酿造并贮存了 8年以上的原酒

勾调，也就是说泥坑净雅香是泥坑酒业打造

的一款颠峰产品，所以自上市以来广受社会

各界人士的关注与青睐。

为了贮存更多原酒，泥坑酒业又投资

140万元，启动了千吨原酒库存扩容工程，努

力从根本上做起、从源头上抓起，不遗余力、

不惜一切代价为父老乡亲酿造好酒。

科学酿酒 成就科技泥坑

酒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产物与

标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清晰了

从粮食转化成酒的演变过程，极大推进了科

学酿酒的迅猛发展。近两年来，泥坑酒业不仅

先后与国家级白酒专家和大专院校建立合作

关系，还陆续购进了国内先进的酿酒检测设

备，推进泥坑净雅香成为继承传统的创新成

果。国家一级酿酒师、泥坑白酒研究院副院

长、高级工程师朱立宁介绍了研究院现有检

验检测设备情况和产品创新成果。

目前，泥坑酒业用于成品和半成品检验、

检测的主要设备仪器有气相色谱仪、气相质

谱仪、电热恒温培养箱、滴定管等。色谱室负

责对这些微量骨架成分进行定性及定量分

析，保证其符合并优于国家标准。中心化验室

负责对成品酒总酸、总酯、酒度、固形物的测

定。在酒体设计中，泥坑新酒体是经遴选上百

种基酒，由享有行业盛誉的中国白酒勾调大

师李克明率国家级专家团队，凭着敏感的视

觉、嗅觉、味觉精选样品，选取不同年代酒、不

同风格及不同季节所产原酒进行合理平衡的

搭配，巧妙地将诸多不同年份、轮次、度数、风

格的基酒进行完美融合。泥坑净雅香是在泥

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带领下，由国家级技术

团队历时两年研发的一款独创香型白酒，它

汇聚了几代酿酒人的智慧与结晶，是泥坑酒

业的匠心力作。净雅香的诞生，树起了泥坑文

化复兴旗帜，唱响了泥坑创新发展新篇章。

这次寻香之旅，经程程的细心探寻和深

入挖掘，使泥坑酒的内在品质和历史文化得

到了充分展示，在冀时客户端、帮帮团、新华

社现场云和微信泥坑酒官方旗舰店小程序直

播过程中，有 30多万人进入直播间，跟随程

程的脚步游览了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感

受了泥坑净雅香的品质之美。

环境净、原粮净、酒体净，净在健康；闻着

醇雅、入口柔雅、饮后馨雅，雅在风味。净雅香

让你品味泥坑酒的百年味道。

河北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程程探秘泥坑酒

12月 2日上午，家住河北省

宁晋县北河庄镇翟村的刘奶奶，

高高兴兴地过 80岁寿辰。泥坑

酒业工作人员登门祝寿，给她送

上了祝寿美酒泥坑海棠花开，为

长寿老人生日宴锦上添花。

长寿老人名叫刘静菊，育有

二男二女四个孩子，如今儿孙满

堂，家庭幸福，虽然已是耄耋之

年，但显得非常精神。看到泥坑

酒业工作人员与亲友们前来祝

寿，老人很是高兴。她说，泥坑酒

作为家乡美酒，家人都很喜爱。

每逢过年过节，家里办喜事都少

不了泥坑酒。

凑巧的是老

人的外孙女婿陶

仑就是一位年经

的泥坑工匠。生日

宴当天，陶仑也来

为老人祝寿。陶仑

说，泥坑酒业高度

重视品质建设，不

断进行产品品质

优化升级，以最好

的白酒风味回馈

父老乡亲。陶仑欣

慰地表示，看到家

乡人及行业对泥

坑酒的高度认可，自己付出再多

都是值得的。

“真善美 醉夕阳”泥坑酒生

日宴送酒公益活动，使香醉千年

的泥坑酒香持续流淌灌溉在九

河儿女的心田。

海棠花开香飘老人生日宴
“我的战友遍及全国，每每问到我

来自哪里？我都会骄傲地说，我来自出

产泥坑酒的宁晋，泥坑酒就是我们宁

晋特产，这让我很自豪。泥坑酒早已成

为宁晋的代表，河北的名片！”这是 10

月 25日，宁晋县一名退役军人在泥坑

酒业参加适应性培训时候的一番肺腑

之言。

一走进泥坑酒业文旅园，退役军

人们就被这里四溢的酒香，浓厚的文

化气息所感染。他们先后参观了泥坑

酒业的文化长廊、泥坑白酒研究院、藏

香楼等景观，聆听了泥坑酒文化及酿

造技艺介绍。

在泥坑酒文化长廊，一款 8.8斤坛

装奥运纪念酒吸引了退伍军人的目

光，得知这款酒曾在北京举办的 2010

年第二届无与伦比·中国体育收藏拍

卖会上，以 88800元成功拍卖收藏，众

人惊叹，说，百年泥坑，价值不菲！

退伍军人一行，在溢满陈香的藏

香楼，参观了众多名人封存的泥坑原

浆陶坛，品鉴了陈藏多年的泥坑原浆

酒。

当了解到泥坑酒业始建于 1916

年，至今已有 104年的历史，是邢台市

唯一的一家百年中华老字号酒企，泥

坑酒酿造技艺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退役军人们都为家乡有这么

优秀的企业而自豪。

泥坑酒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田新

勇介绍说，泥坑酒业作为宁晋县退役

军人就业基地，一直都很重视退役军

人的安置工作，在招聘中优先安排退

役军人就业，欢迎大家加入泥坑大家

庭。并鼓励他们要不忘初心、恪尽职

守，退役不退军人本色，为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酒，最能代表

家乡味道。只有家乡特产泥坑酒，最能

慰藉身在异乡游子的思乡之情。

宁晋籍退伍军人：

泥坑酒是我们宁晋的特产

11月 11日，几位杭州客人在县领导李风杰的陪同

下，慕名来到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沐浴着这个中华

老字号企业的百年历史文化，细细品味了泥坑原浆酒

在经年累月陈藏、老熟后的品质之美。宁纺集团副总经

理兼泥坑酒业总经理马辉峰接待杭州客人一行。

杭州客人们先行来到酿造坊，参观了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泥坑酒酿造技艺。他们仔细嗅闻刚出窖

的酒醅，被其中所特有的香气深深折服，纷纷询问、了

解泥坑酒生产工艺的独特之处，觅寻百年酿造技艺的

神奇魅力。

来到藏香楼，杭州客人一行特意品尝了陈藏数年

的泥坑原浆。当得知所品原浆酒度数达七十度以上时，

其表情甚是诧异，随即竖指称奇，大赞泥坑陈年原浆

酒。此酒是藏香楼内用特制陶坛贮存达数年之久的泥

坑原浆酒，且未经过任何调和处理。

其实刚酿出的新酒并不好喝，会有燥、辛辣味，没

有醇厚柔和之感。将此酒注入特制陶坛后，在长时间的

存放过程中，就会像人的吐纳呼吸一样，新酒辛辣暴躁

的小分子物质会透过陶坛的孔隙缓慢地散发出去，从

而使新酒从“辛辣”变为“柔和”，燥辣味明显减少，香味

增加，口感变得协调柔顺，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老

熟”。在泥坑原浆贮存、老熟过程中，自原浆入库时就将

酒的级别、酒质、风味、口感、入库时间、生产班组等基

本情况逐一登记，建立起贮存档案，并在贮存过程中定

期监控、尝评，及时掌握酒体变化规律，为勾调不同风

味、口感的泥坑商品酒提供基础依据。长年累月的贮存

造就了陈年原浆酒“液体黄金”的美名，杭州客人所品

鉴之酒就是此种经数年“老熟”的陈年原浆。最后，杭州

客人一行还乘兴参观了酒文化广场和古廮碑廊，倾听

了宁晋历史名人故事，观瞻了蔡叆、严嵩的书法碑刻。

杭州客人点赞泥坑原浆

书
法
欣
赏

http://www.nikengchina.com
mailto:shang33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