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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于成功

百脉泉酒业金榜题名涌泉相
报高考学子赠酒活动自启动以来，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考生
及家长的踊跃参与，记者从组委会
获悉，距百脉泉金榜题名涌泉相报
现场赠酒活动还剩下最后两天时
间，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今明两天
继续报名。

据悉,“金榜题名,涌泉相报”高
考学子赠酒活动已进入第三个年
头 ,参与人数 ,活动规模、社会影响
均超往届 ,现在距离报名结束仅剩
最后两天时间 ,在办公现场记者看
到 ,工作人员仍在一丝不苟地整理
着考生的资料,现场秩序有条不紊,

贴着金榜题名标签的生态原浆整
齐地摆放在现场。

“今年我们为了赠酒活动，特
地成立了专门负责的活动小组 ,但
由于考生相当踊跃 ,我们又加派了
众多人手。”山东百脉泉酒业销售
公司总经理马业准看着忙碌的现
场笑呵呵地对记者说,“本次活动是
完完全全的公益活动 ,不收取任何
费用,请大家尽管放心。”

最后两天,莫失良机

“您好，我是来报名参加百脉
泉领酒活动的，现在还来得及吧？”
近日，百脉泉高考赠酒活动组委会
来了一位特殊的学子，他就是商河

一中的高炎，高考以722分的总成
绩震撼全城。在得知自己的成绩是
目前活动中报名学子的最高分时，
他有些意外：“能考出这个分数，离
不开父母和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
育，百脉泉酒业在济南家喻户晓，
这次正好借着百脉泉为我们学子
举办这个活动，以酒献礼，向我的
父母和老师表达我的谢意。感谢百
脉泉这样的好企业，不仅产品品质
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心更是值得每
个企业去学习，真心希望这样的企
业能多一些。”

“报名活动马上结束了,我们希
望还没有报名的符合条件的考生
能够积极参与,切莫错过良机,让大
家共同分享金榜题名的喜悦。”百

脉泉酒业市场部孙主任告诉记者。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百脉泉

酒业深知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道
理 ,通过各界的努力 ,“金榜题名 ,涌
泉相报”活动势必将成为企业公益
事业的一座标杆 ,百脉泉酒业的品
牌价值必将深入人心。

赠酒有关事项：

凡2013年高考分数在600分以
上的应届学子在7月20日都可到济
南泉城广场免费领取百脉泉“金榜
题名”生态原浆酒两提。济南各区
县高考状元赠送9年、12年生态原
浆百脉泉系列各两箱及部分奖金。
一、赠酒时间：

2013年7月20日

二、赠酒地点：
济南泉城广场

三、咨询热线：
0531-83209920

四、注意事项
1、所有享受以上优惠的学生

需凭准考证原件、复印件，成绩单
在领取点领取；

2、领取人为考生本人；
3、每一个录取人只能领取一

次，并不得将赠送产品折现；
4、本次活动在济南泉城广场

举行，逾期不再受理；
5、领取点须摆放领酒指示

牌，并将领取礼品的人员详细信
息 (姓名、联系方式等 )及复印件
进行备案。

高考学子周六去泉城广场领酒去
百脉泉酒业高考学子现场赠酒活动进入倒计时，领酒热线：0531-83209920

2013年“加多宝·学子情”启
动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咨询和
推荐电话每日不断。而加多宝近
期推出的“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
子”活动，更是将报名咨询推向
新高潮。

爱心助学在行动，咨询热线
接听忙

今年，“加多宝·学子情”将
在全国资助2100名贫困高考学
子，现已进入报名征集的高潮
期。基于2013年突破万名资助学
子的公益助学成绩，加多宝官方
微博发起“寻找第10000名受助学
子”活动，旨在号召网友及公众
推荐身边需要帮助的贫困学子。
活动发起后，众多网友通过网络
平台及热线电话，纷纷向“加多
宝·学子情”推荐身边需要帮助
的贫困学子。从咨询的热度和社

会公众在活动中的参与可以看出，
“加多宝·学子情”深受广大社会公
众的信任。数据显示，自2001年“加
多宝·学子情”在温州启动以来，共
捐资逾5000万，帮助超过10,000名寒
门学子圆梦大学。

“人人公益”赢共鸣，全民助
学涌热潮

据了解，和往年一样，每个
申请“加多宝·学子情”资助的学
子，都会收到一份《“1帮2”助学
志愿书》，大部分学子都积极响
应助学倡议自愿签署。加多宝表
示，旨在号召受助学子参与公
益，传递爱心。

正是学子们对这一倡议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使得加多
宝的公益助学行动在社会中形
成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一直以来，加多宝都在倡导

“以善促善，人人公益”理念。而
本次发起的“寻找第10000名受助
学子”活动正是此理念最好的诠
释。13年来，“加多宝·学子情”增
加了爱心义卖、“一堂课”支教等
活动形式，并联合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开创出“发展型助学”
模式，帮助受助学子实现“受助、
自助、助人”的成长性发展。

目前，“加多宝·学子情”
爱心助学行动的报名活动尚
在进行，符合要求的高考学子
可继续申请。报名结束后，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加
多宝·学子情”爱心助学行动
的专业合作方，将汇集各渠道
报名信息，通过“县市省三级
审核”的标准进行审核，统一
在开学前向通过审核的贫困
学生发放助学金。

数万学子踊跃报名 加多宝·学子情再掀助学新热潮

2 0 1 2年春，国井扳倒井所在
地、中国白酒名城高青县，出土一
座西汉时期画像石墓葬，上刻多种
精美图案，其中有饮宴图一幅，填
补了高青漫长酒文化历史的一段
空白，成为国井扳倒井丰富历史文
化一个重要的节点。

文物发掘地点在南水北调施
工工地，画像石为线条阴刻，雕刻
精美，线条流畅。木门刻有青龙、白
虎、朱雀、玄武等图案，画像内容为
最具齐文化特色的渔猎图、纺织
图、车马出行图、乐舞图和饮宴图。
其中饮宴图画面上有五个人，核心
部位为墓主人夫妻在宴饮，左右各
有一个仆人在为主人夫妻斟酒，下
有一个厨师在奉上鱼宴。饮宴图是
汉代高青地酒文化繁盛最直接的、
形象的印证。

这座画像石刻于2000年前的西
汉时期，反映了当时齐国社会经济、
典章制度、风俗人情、绘画风格、宗教
哲学思想等，是研究齐国历史极为珍
贵的形象资料。淄博市著名文物专家
张光明先生认为，在齐国出土这样高
规格的画像石极为罕见。

国井扳倒井历史文化始于酒
祖仪狄，盛于西周初期姜太公在今
高青地建都营丘。从此到唐代杜甫
畅饮于青丘，和宋太祖册封国井，
中间上千年的酒文化历史尽管不
乏文献记载，因缺少出土文物佐证
一直存在断层。此次西汉时期画像
石的出土，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
白，为高青县中国白酒名城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同时，国井
扳倒井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体系
因此而进一步完善。

白酒值得收藏吗？什么样的白酒值得收藏？收藏白酒应该注意些什么？

中国白酒收藏的“三段论”

□ 李克新

中国白酒收藏“三段论”之
一：白酒值得收藏吗？2008年，笔
者跟随国家有关部门参观了法
国三大葡萄酒产区，包括大家朗
朗上口的波尔多峡谷。深入到多
家著名酒庄发展，这些酒庄的起
因，皆是当年他们祖辈属于富裕
阶层，因为偏好酒类收藏，才在
这里建立自家的酒庄，随着年份
的发酵，这些酒庄逐渐成为世界
葡萄酒文化的载体。

中国的白酒，如同欧美人喜
爱的葡萄酒；中国白酒作为中餐
不可或缺的地位，也如同葡萄酒
在法式大餐中的地位。作为世界
六大蒸馏酒之一，也是白酒的唯
一基地，中国白酒与中国文化一
脉相承。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无
论红白喜事，还是迎亲送友，白
酒成为法定项目，被誉为人与人
之间感情的润滑剂。中国白酒酿
造历史众说纷纭，有的说 3 0 0 0

年，还有的说超过5000年。总之，
无 论 是 文 化 背 景 ，还 是 历 史 渊

源 ，中 国 人 与 中 国 白 酒 密 不 可
分，这种关系，成就了白酒收藏
的 文 化 背 景 。另 外 ，“ 酒 是 陈 的
香”，白酒与其他物品最大的区
别在于，白酒越陈越好，这也是
具备收藏品品相的根本。

中国白酒收藏“三段论”之
二：什么样的白酒值得收藏？我
们知道，白酒酿造工艺必要的七
大程序：酒精发酵、淀粉糖化、制
曲、原料处理、蒸馏取酒、老熟陈
酿、勾调等。既然白酒可以收藏，
那么怎么样的白酒可以进行收
藏呢？笔者参观了山东主流厂家
的 酿 造 生 产 车 间 ，感 觉 最 深 的
是，如果你能收藏到山东十大名
酒扳倒井、景芝、泰山、兰陵、花
冠、古贝春、孔府家、天地缘、景
阳冈、百脉泉生产的原浆酒，当
然紧随其后的鲁酒新秀万德酒

业、帝豪酒业、金刚山酒业、云门
陈酿、乾隆杯酒业等，只要是这
些厂家实实在在酿造的原浆酒，
你 能 收 藏 到 手 ，一 定 要 好 好 收
藏。当然，如果你能收藏到茅台、
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的真正
原 浆 酒 ，也 不 要 错 过 这 样 的 机
会。

中国白酒收藏“三段论”之
三：收藏白酒应该注意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储存环境。笔
者曾经在广州一个成功人士厂
区，看到一个规模宏大的个人白
酒收藏窖。这个酒窖利用工厂的
地下室建成，地下室常年恒温恒
湿，是储酒的最佳环境。这位老
板从20年前开始收藏白酒，以品
牌名酒为主，每到一个地方就打
听地方名酒，并通过关系搞上两
坛，日积月累，加上成瓶的名酒，

3 0 0 0多平方的储酒区已经摆得
满满的。每有贵客来临，这位老
板会拿出一瓶老酒前来招待，那
气氛绝不是价值一两千元的名
酒所能代替的。目前，许多白酒
厂家开始推出了洞藏原酒的概
念，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储酒
方式。

除了“三段论”之外，白酒收
藏还有一个补充观点，那就是何
时开始收藏白酒最好？白酒收藏
的特点是年份性，一般白酒收藏
的价值，会随着年份的增长而增
值。这一个性说明，白酒收藏没
有“晚”的时候，任何人从现在开
始收藏，十年后、二十年后，都成
为老酒了，都有了谈资了。

(作者：山东省白酒品牌推进
委员会秘书长)

如果按照哲学上广为认知的“三段论”来看中国白酒收藏，我
想白酒收藏也有自己的“三段论”：白酒值得收藏吗？什么样的白
酒值得收藏？收藏白酒应该注意些什么？其实，早在2008年，我就
根据世界酒类收藏历史和收藏界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中国白
酒收藏“三段论”观点。

中国白酒名城高青

出土汉画像石饮宴图
古琴声中水墨香，文君流溢

灵犀通。7月11日，“做到好 才是
好——— 文君酒2013尊华之旅”在
四川邛崃·文君庄园盛大开启。
顶级白酒调配艺术、古法原酿精
髓演绎与匠心独运的珍酿佳肴，
极致诠释了文君酒所倡导的现
代雅致生活哲学。

文君白酒调配艺术之旅，由
文君酒首席调酒师吴晓萍女士
引领，来宾们品鉴臻酿，亲手调
配美酒，体验文君酒“甜润幽雅
蕴含众香”的独特酒体风格，品
味文君的一点一滴皆来之不易，
充分感受一款顶级白酒背后的
坚持与专注。吴晓萍女士表示：

“白酒调配不仅是一门
技术，更是一门艺术。
我始终把文君酒视为
艺术品进行创作。”

文君酒形象代言
人、著名导演姜文先生

“穿越式”现身，表达了
对文君酒的认同与钦
佩：“我一直觉得，酿出
好酒跟创作优秀的电影

道理上是一样的，除了先天的优
势、灵感，更需要后天的专注与执
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
且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最好，才
能出真正的好东西。文君酒的的确
确，是让我品出了这种态度。”文君
酒总裁叶伟才先生执杯畅谈，文君
酒将始终专注酿造顶级品质白酒，
与越来越多欣赏白酒品质之美的
人士分享现代雅致生活哲学。

“做到好 才是好”，文君酒
传承古法原酿精髓，甄选头酒精
粹，以“甜润幽雅 蕴含众香”的
独特酒体风格，开创了高端白酒
的全新味蕾篇章，引领了尊贵超
凡的文化感官之旅，再次为推崇
雅致尊华生活哲学的现代精英
人士提供了绝妙体验。（本记）

做到好 才是好 文君酒启动2013尊华之旅

高青出土西汉时期画像石墓葬宴饮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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