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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懂泥坑

净雅文苑

图为 1968年 4月 15日由宁晋县制酒厂革命委员会向制
曲工支忠信填发的工作证。

在宁晋，提到酒，您首先
想到的是什么？不用多说，自
然是咱引以为傲的泥坑酒。泥
坑酒不仅为咱们现代餐桌带
来美好体验，它还有很多“奇
闻轶事”，与很多名人有千丝
万缕的关联呢。今天，咱们一
起来说一说。

泥坑酒香，革命情长
宁晋，受到无数国家领导

人的关怀。重温一下那个耳熟
能详的故事。

1966 年 3 月，邢台发生
7.2级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
冒着余震不断的险情，到宁晋
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受灾
群众并指导灾后重建。灾后不
久，周总理的秘书赵茂峰回宁
晋老家探亲，为总理带回了两
瓶“泥坑”，其独特的风味给周
总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
缅怀周总理，泥坑酒业专门赞
助并参与拍摄了电视剧《海棠
依旧》。

还有个巧合，您可能不知
道。1966年地震时，来到宁晋
的，除了周总理，还有温家宝
温总理。那时的温家宝，还是
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他协助
地震专家开展地震监测预报
工作。当他们离开宁晋时，饯
行用的就是泥坑酒。

泥坑酒香，文艺情长
随着时代发展，许多名人

都与泥坑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是河

北赵县人。在她著名的长篇小
说《笨花》中，也多次出现关于
泥坑酒的描述，不吝其词地对
泥坑酒进行赞美。

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
饮过泥坑酒后，即兴挥毫泼
墨，写下“人生得意须尽欢，
举杯常忆福盛泉”。

当代歌词泰斗乔羽在 80
大寿时，收到泥坑寿酒，情不
能已，当即赋诗《咏泥坑》：

劝君莫到古宁晋，
泥坑美酒能醉人；
鄙人路过夸海口，
未饮三杯已销魂。

“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
把宁晋称为“第二故乡”，他为
泥坑题写的“百年泥坑，中国
味道”，已成为泥坑匠人们的
品质坚守。

与咱们泥坑酒结缘的人，
实在太多了，比如李双江、大
衣哥、刘兰芳等等。

这一杯杯的“泥坑”美酒，
溶入了一个个或慷慨激昂，或
令人感动，或会心一笑的故
事。
（来源：宁晋发布《秒懂泥坑》）

泥坑酒与名人的故事

酒，一种与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相伴相
生的特殊饮品，见证了多少成功与辉煌，
催生了多少喜怒与哀乐，几千年的中国酒
文化史，就是一部人类对更丰富滋味的追
求史。

燕赵自古出美酒。2018年，一款 52度
创新酒体，因其更高的丰富度，荣获河北
省精品白酒品鉴会专家盲评第一名。从此
以后，净雅香，这款携带着诸多高端酒基
因的中国白酒新品类，便应时而生。

基因一：九河汇聚地，独特净雅香
净雅香的显著风味特点，得益于净雅

香独特的酿造生态环境。历史上宁晋九河
环绕，气候温润，水草丰美，粮谷飘香。大
陆泽沉积千年的狗头胶泥，为净雅香的酿
造提供了天然温床。正是宁晋大陆泽独特
的生态环境，成就了独具风味的净雅香。

基因二：真实年份酒，岁月酿陈香
酒是陈的香。净雅香，更懂得时间对

于一杯美酒的酝酿价值。因此，在净雅香
的酿造过程中，从不吝啬于岁月。一杯高
丰富度净雅香，由 80%的 10 年年份酒、
15%的 15年年份酒和 5%的风味调味酒有
机组合而成。不同年份的陈年老酒，在赋
予净雅香更高丰富度的同时，使其陈香更
优雅，口感更绵厚，饮后更舒适。

基因三：“百十五二一”，品质有密码
净雅香的显著风味特点，得益于“百

十五二一”的品质密码，即百年老窖池窖
香更浓郁；十年以上陶坛贮存，陈香更幽
雅；黄金比例五粮酿造，粮香更丰富；中高
温曲双轮发酵，曲香更绵厚；多级风味老
酒配方，一步净雅香……
基因四：大师酿美酒，典雅更尊贵
一杯美酒的诞生，是地利的孕育，是

天时的运化，更离不开大师的点化。四川
大学教授、四川省酿酒协会专家组副组长
胡永松，国家酒检中心顾问、全国感官分
析标准化委员会委员钟杰，国家级白酒评
委李克明，国家级酿酒大师曾盛全等，在
净雅香的酿造、勾调上，给予了精心指导。
正是众多专家、大师的点睛之笔，让净雅
香平添了大家风范，赋予了尊贵气质。

基因五：用工匠精神，筑劳模品质
集团董事长苏瑞广，是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提出“不

惜一切代价，为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的
理念。在苏瑞广劳模精神的感召下，泥坑
工匠守正创新，精益求精，用诚实劳动，酿
造出一杯净雅好酒。

基因六：更高丰富度，开创新品类

净雅香是一款更高丰富度白酒，她把
人们对于中国白酒丰富滋味的追求，推向
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比酱香，她口感更
绵柔，是媲美酱香的白酒新贵族；对比浓
清香型，她口感更绵厚，能让人低度喝出

高度味，高度喝出低度感。成为中国更高
丰富度白酒的典范，开创了更高丰富度白
酒新品类。

净雅香自上市以来短短数年间，便受
到业界专家及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和高度
评价。2019年，净雅香荣膺中国酒业协会
最高奖“青酌奖”；2021年，净雅香先后荣
获 IWSC国际葡萄酒暨烈酒大赛金奖、旧
金山世界烈酒大赛金奖；“净雅香”白酒的
创制与酿造工艺技术研究荣获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净雅香的成功，根植于泥坑酒业悠久
的历史及强大的企业实力。福盛泉酿酒作
坊 1916年的木酒海，见证着泥坑酒绵延
100余年的辉煌历史。1946年，福盛泉、志
诚公、志诚永三家烧酒作坊合并成立国有
宁晋县制酒厂；2006年，宁晋县制酒厂改
制并归宁纺集团，泥坑酒从此步入复兴发
展新征程。

现如今，泥坑酒业是“中国白酒工业
百强企业”，泥坑酒酿造技艺被列入河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企业先后荣获
“中华老字号”、“国家级放心酒工程·示范
企业”、“邢台市政府质量奖”等多项荣誉
称号。悠久的历史文化，雄厚的企业实力，
为净雅香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近年
来，泥坑酒业相继成立了泥坑白酒研究
院，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共同
成立了博士工作站，与北京工商大学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对酿酒用粮食、微生物、发
酵工艺等进行攻关研究，取得了多项省
级、国家级成果，为净雅香的研发提供了
坚实的科技保障。

净雅香的成功，根植于泥坑酒深厚的
历史文化。人讲人品，酒有酒格。“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千年名篇《爱莲
说》为“酒中君子净雅香”提供了最恰如其
分的注脚。净雅香，不单单是一款更高丰
富度的中国白酒，更兼“君子如莲，净雅相
伴”的人文情怀。正是酿酒人的乐观豁达、
积极进取，饮酒人的君子雅量、儒雅之风，
成就了净雅香的更丰富内涵。

净雅香，是酒，却更懂情怀；
净雅香，中国更高丰富度白酒典范；
好酒净雅香，口感更丰富。

“六大基因”铸就“中国更高丰富度白酒典范”

每天清晨，大家都会看到一位精神矍
铄的老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宁纺产业园
区。他，就是年近 9旬的宁纺集团董事长
苏瑞广。在宁晋，苏老是妇孺皆知的改革
创业功勋，在我国纺织行业，苏总是棵常
青树。1973年至今，白手起家，把一个仅有
23名职工、十几台布机的作坊式小厂，发
展成拥有纺织、服装、金融、酿酒、地产等
16家企业的大型集团；把 9间潮湿简陋的
工人宿舍，建成拥有近 5000个家庭、2万
多名居民，学校、医院、商超一应俱全的宁
纺大家庭。

和苏老的初次见面是在 2016年的春
天，当时看到眼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爷爷
我是惊讶又钦佩。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让

耄耋之年的您依旧在一线勤耕不辍？直到
现在我还深深记得他悬挂案头的那幅：
“一日无为、三日不安！”

1971年 10月，时任宁晋县棉油厂织
布车间主任的苏瑞广亲手安装起第一台
旧式 1511型手换梭织机，织出了宁纺历
史上第一匹灯芯绒坯布。1973年，县里决
定在倒闭的火药厂筹建棉织厂，望着遍地
荒草和时不时蹦出来的野兔，人们质疑：
一群门外汉、一堆破机器也能织出好布？

没有码布机，就在墙上订钉子码布；
没有打纬机，就用自行车圈代替；没有浆
纱机，就找来一口大锅，脚踏手砸。他们以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
的铁人精神，日夜奋战，仅仅一年多的时
间，织机增加到 30台。就在生产势头蒸蒸
日上时，一个尴尬的情况出现了。为落实
国家火葬政策，原本建在棉织厂后院的宁
晋县火葬厂开始忙碌起来，每次有遗体送
来都要纵穿厂区。看着飘落到地上的黑
灰，从此苏瑞广每天早晨多了一项扫院子
的活儿，这一扫，竟持续了将近十年。

如今的宁纺不但能看到智能化的生
产车间，还会看到苏式的园林建筑，感受

到时代的发展脉搏，年销售收入高达 19
亿多元、上缴税金超亿元。

2006年，泥坑酒业陷入了困境，上级
希望苏瑞广能接过来。然而，隔行如隔山，
这无异于一次再创业啊，很多人都劝他别
趟这浑水。接，还是不接？他几天几夜没睡
好觉。最终，党员企业家的责任感让老模
范做出新抉择：干！还要干好！他励精图
治，提出了“为父老乡亲酿一杯好酒”理
念，带领酒厂干部员工完成了整体搬迁，
倾力打造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谁能想
到昔日濒临倒闭的工厂，摇身一变成为远
近闻名的酒文化产业园！

苏老在心怀企业的同时，也始终牵挂
着社会和群众。2016年 7月，我市遭遇特
大洪灾，他提出了“宁可停工停产，也要保
证群众安全”的口号，亲赴抗洪一线，组织
职工抗洪救灾。他还积极投身邢台市“百
企帮百村”扶贫攻坚事业，为巨鹿县前无
尘村投入帮扶资金 190多万元，建设服装
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组织企业向
武汉捐赠了价值近 500万元的物资，同时
还克服封村封路的困难，复工生产防护服
面料 500 多万米，用于抗疫一线，彰显了

浓浓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老的荣誉有 300

多项，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等。他印象最深的是 1989年 9月 28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改革开放后召开
的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彰大会，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企业家座谈
会上指出：“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
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
国担当、为国分忧。”苏老在财富和精神领
域里留下的传奇，不但润泽了这片热土，
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宁晋大地上的美丽绽放和生动实践。
“我们都老了，未来还要靠你们年轻

人，你们一定要担负起时代的重任啊！”这
是在我的采访中，苏老最常说的一句话。

每凝视着这位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
老人，作为 90后的我总能感受到这位“80
后”内心的一股力量。“风吹雨打不回头，
力瘁筋摧无怨尤；何必计较鞭加背，此生
愿作拓荒牛”。这股力量将不断激励我，奋
勇奔跑，迈向远方！

“80 后 ”拓 荒 牛
在邢台市新闻界第九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活动举办期间，宁晋县融
媒体中心记者曹晓静以《“80后”拓
荒牛》为题，倾情讲述了全国劳动模
范、宁纺集团董事长苏瑞广的奋斗故
事，获得活动一等奖。

（上接第一版）王涛指出，泥坑酒业在全国
劳动模范、宁纺集团董事长苏瑞广带领
下，认真践行“讲人品、出精品”理念，聚焦
市场、坚守品质、精细管理、创新突破，成
立了省级研发平台泥坑白酒研究院，与河
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了博
士工作站，与北京工商大学院士团队进行
净雅香风味物质项目研究，产品结构成功
调整，销售业绩持续增长，品牌影响力不
断扩大，先后获得了几十项省级以上荣誉
称号。

王涛要求，泥坑酒业作为宁晋百年企
业的代表，要抢抓机遇，实现创新发展。一
是要持续推进品质提升；二是要持续推进
科技酿造；三是要持续深化院企合作；四
是要持续创新管理体系。

县委书记的讲话不仅极大提振了泥
坑人推进科技创新的信心，鼓舞了科研人
员士气，也为泥坑酒业科技创新工作指明
了发展方向。

三、通过酿造工艺和酒体风味持续创
新，推出更高丰富度净雅香“博弈”新品，
引领泥坑酒走向更高端

会上，由孙宝国、王涛、苏瑞广、石克
栋、王蓉蓉、李文彬、张丽梅、钟杰 8 人共
同重磅发布了 55度净雅香“博弈”高端新
品。

钟杰宣读了由孙宝国等 6 位业界专
家组成的品评小组对 55度净雅香博弈高
端新品的品评结果。内容是：无色清亮透
明，窖香幽雅舒适，粮香、陈香、曲香、糟香

复合自然，酒体醇厚丰满，甘润细腻，回味
悠长，酒度高而不烈，具有净雅香型白酒
的独特风格。

国家级专业团队对 55度净雅香博弈
高端新品的高度评价，将净雅香“更高丰
富度”产品特性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

钟杰在作《创新推动泥坑高质量发
展》分享交流时表示，与泥坑携手的合作
实践让人们看到，必须通过酿造工艺和酒
体风味的创新，才能实现品质的高质量发
展。钟杰说，近年来，泥坑酒业在人工窖泥
培养技术、伏天制曲工艺、自动化稻壳清
蒸系统改造、副产物综合利用、新浓香工
艺实践、快速检测技术应用等多个酿酒工
艺技术领域实现了优化升级，从泥坑酒体
创新的六个维度、净雅香体现“三感合
一”、感受净雅香的极致风味等不同酒体
方面推进了创新发展。

正是泥坑酿造工艺和净雅酒体风味
的多项创新，最终造就了泥坑净雅香这款
更高丰富度白酒，从而以更优品质丰富了
中国酒文化内涵。

四、秉持苏瑞广“讲人品、出精品”理
念，坚持以劳模精神致力于科技创新，着
力为父老乡亲酿好酒

徐建林在致词中对泥坑酒业发展充
满信心。他说，食品工业是我县重要的支
柱产业，泥坑白酒是我县一张靓丽的名
片。多年来，企业秉持全国劳模、董事长苏
瑞广“讲人品、出精品”和“为父老乡亲酿
一杯好酒”理念，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

动，积极构建科技平台，在制曲、酿酒、勾
调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

徐建林表示，此次大会目的在于进一
步提升泥坑酒业乃至整个集团科技创新
的战略高度，深化人才为本、技术为王的
创新理念，营造尊重科学、尊重创新、尊重
人才的浓厚氛围，从而借助专家团队，聚
焦关键技术，筑牢创新支撑，以科技力量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徐建林致词高度肯定了泥坑酒业在
科技创新工作中推行的主要做法及取得
的丰硕成果。

五、与北京工商大学、源坤酿酒科技
等高等学府及科研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推进校企合作，持续深化产学研用

马辉峰代表公司与北京工商大学院
士团队、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邢
台学院、四川源坤酿酒科技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另外公司还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酿造》杂志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持续、深入
合作，是泥坑酒业站在长远发展战略高
度，为泥坑酒业在新百年开创新局面而提
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

六、“十大科技创新”、“九项管理创
新”重磅发布，人才建设、所获专利、发表
论文及众多荣誉获得展示

在科技创新成果发布环节，对 10大
科技创新成果、9 项管理创新、80 名助理
工程师及以上科研人员、34项市级以上个
人荣誉、47项专利、20篇科技论文、6个科
研平台、6个创新工作室和 100多项企业、
产品荣誉以视频形式进行了展示。

诸多创新成果发布和各项荣誉展示，

让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泥坑品质提升
背后的科技力量。

七、颁发“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科
技创新突出贡献奖”和“战略合作技术支
持杰出贡献奖”，一批科技精英和合作技
术团队受表彰

大会对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团体进行了隆重表彰。

王蓉蓉向朱立宁、闫炜、樊运红颁发
“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

李文彬、张丽梅向黄胜坤、刘振江、刘
立宁、王涛、张军、李召、乔维超、田书志、
赵英全、刘建强、孙新华、姜建辉 12 人颁
发“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

县政协主席李风杰，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孙晓磊向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
酿酒微生物与酶技术研究团队、四川源坤
酿酒科技、河北农大桑亚新研发团队、河
北科大刘金龙发酵酿造团队、邢台学院唐
伟斌研发团队、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
究所颁发“战略合作技术支持杰出贡献
奖”。

此次颁奖表彰，有利于在公司上下营
造尊崇科技、学习先进的良好氛围，极大
增强科研人员和合作团队的荣誉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进而鼓舞和激励他们再树雄
心，再鼓干劲，奋力在泥坑酒科技研发领
域中拼出新业绩，搏出新成果。

会前，在马辉峰陪同下，孙宝国院士
还兴致勃勃地全程参观了泥坑酒业，对原
料处理、酿造、制曲、原酒储存等技术工作
提出了指导意见。

县直有关单位和各乡镇主要负责人，
宁纺集团、泥坑酒业相关负责人及客户代
表共 120余人参加会议。

酒桌文化

我们常常说或者听别人
说“酒过三巡，大家有些飘
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便
是道别之时了”、“酒过三巡，
胆变大了，话变多了”之类的
话。“酒过三巡”到底是喝了多
少？里面的含义有什么？

酒过三巡这种说法大概
起源于人们围桌进食以后。

唐代以前，人们进食方式
是席地而坐，各有一套食具，
分餐而食。与宴者各有一席，
分散而坐，为之斟酒也不会有
“巡”的感觉。随着胡床（一种
高脚折叠椅）传入中原，人们
有了高凳，才逐渐发明了桌
子。

到了唐代人们围着桌子
（类似长方的高案）吃饭的图
画出现了，像《宫乐图》中，宫
女围着案子而坐，一位宫女执
长柄杓为其他宫女轮流斟酒，
这才有“巡”的意味。

而古人又倡导饮酒有节，
饮不过三爵，过则违礼。

所谓“三巡”，就是三遍。
主人给每位客人斟一次酒 ,如
巡城一圈，斟过三次，客人都
喝光了，这就叫“酒过三巡”。
这句套话表明宴饮已经到了
一定的深度，有什么实质性的
问题可以开始谈了，或者说宴
饮已经到了尾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陌
生到热络往往只需要一席酒
的时间。在酒席间话题千变万
化，氛围也常如夜色越饮越
浓。一瓶好酒能催生出的场景
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广阔，而
三巡酒间人情的流露才是酒
的真味。

第一巡，主家敬客人

客人都到齐了以后，入了

座，斟好了酒，主人家说两句
烘托一下气氛，酒宴就随之开
场了。

在这个时候，酒其实就已
经成为了一个大家打破尴尬
和沉闷的最初的话题。

而桌上的佳肴把酒衬得
更为香醇，让人忍不住小酌几
口，随后整个人也就放松下来
了，而许多初见的客人之间的
尴尬也就随之消失得无影踪
了。这第一寓意，四海之内皆
朋友，来者是客无需拘束。

第二巡，客人回敬主家

二巡的时候也已经到了
个人表现自己的时候了，这个
时候举起自己的酒杯，简单地
说几句，然后就开始敬酒。借
着这个机会，不仅可以和那些
刚认识的人熟络感情，也能展
示你自己的礼貌。

在这期间，和其他人唠唠
家常，整个宴会的氛围就已经
被你带动起来了。而有的人也
会趁着这个机会，把一些自己
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或许是和
自己喜欢的人告白，这个时候
都是一个极好的时机。

第三巡，主人敬所有客人

虽然这个时候宴会已经
接近了尾声，但是许多人的激
情都还没有退去，甚至都放不
下自己手上的酒杯，而且已经
不至于刚开始的点到为止了。

许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
将积攒在心底的感悟向身边
的人倾诉，直到酒宴散场，才
依依不舍地离开。

其实当三巡已经结束的
时候，手上的酒也已经不是酒
了，而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喝
一口酒，从中品尝出人生的味
道。 （来源：中国酒业协会）

酒过三巡，三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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