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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贝春，所有的大小酒
样我不签字没人敢定型。”整个
采访中，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
霸气的一句话。大概怕我误会，
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因为
每一款古贝春或者古贝元、国
蕴系列酒都必须得有我们自己
独特的风格特征和稳定的质量
保证。——— 听得出，话里面有自
豪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他作为
集团总工程师怀揣的沉甸甸的
责任。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他述
职时的豪迈：“请大家放心，有
我吴兆征在，古贝春的质量大
旗倒不了！”

这话狂放，却非妄言，毕
竟是他通过古贝春酒质量全
省“八连冠”和全国摘金夺银
证明了的。一代大师，该有这
个底气。

吴兆征是“中国白酒大
师”，这是2015年初在北京“第
二届中国白酒科学技术大会”

上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
表彰的，全国仅42名。那时候，
距古贝春酒全国质量鉴评摘金
夺银已过去了十年，他已经守
在古贝春专业勾调岗位上三十
二年，技艺修炼到“炉火纯青”，
他的徒弟——— 同是全国白酒评
委、高级评酒师的公司副总经
理杜新勇说，即便是从几十上
百个一模一样的酒杯中端起任
何一家酒厂的任何一款酒样，
师傅也根本不需品尝，只稍放
在鼻子下闻上一闻就能从香型
到度数，从指标到工艺说个八
九不离十。设若再品上一小口，
还能推断出这酒的前世今生，
他可以从粮食那辈儿说起，什
么糠多了，什么粮少了，发酵期
是长了还是短了，当时的气候
怎样，窖泥发制的成色，调味酒
的比例等等，一准儿惊得你使
劲托住下巴。

“没两把刷子怎么配得上

‘大师’这个称号？”他笑笑，露
出洁白的牙齿和有些发青的
舌头。

“勾兑师的舌头都是黑
的？”我问。

“不一定，原酒度数高，尝
多了才这样。”

“怎么叫多？”
“我从26(岁)干到62(岁)

了，每天都至少尝两轮原酒。光
说咱公司的，2000个窖池所产
的各个轮次各个等级的酒都要
尝到，入库后还要每隔段儿时
间就定期品评。这还只是半成
品。而设计定型个酒体，哪一个
不得几十上百次的品评勾兑才
能成型？你算算得尝多少？”

大师就是这样练成的。吴
兆征说，这其实是工作和保持
自身技艺水准的“双重需要”。
从工作上说，对公司所有容器
的所有的原酒和半成品酒要
时刻做到心中有数，这是做到

产品勾调定型从而调出绝世
精品的根本条件。“白酒从开
放式生产到贮存的过程，自然
环境和温湿度的变化都会对
产品质量产生影响。比方，今
天风大，明天阴天，空气中的
不同微生物含量、数量、比例
都会不同，产出的和贮存的酒
都会发生变化。”吴兆征说，这
酒是“活的”，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想调出好酒必须得不间
断地品评、调整和保持。

功到自然成，越是顶级功
夫，越可能简单直接。这就叫
寸铁杀人。吴兆征认为，练就
一项绝技，未必用复杂的方式
方法，遵循自然规律，成千上
万乃至上亿次的“重复”训练
才是成功的秘笈。“所谓匠心，
我觉得就是不厌其烦地坚持
和在坚持过程中的持续改进。
往往方式方法越简易，越能做
到结果最精益。”吴兆征说。

煅技：式简以精进，宝刀出鞘全国折桂

关于白酒勾兑，吴兆征不
是“科班”出身。“但我把它干
成了专业，因为这是我的立身
之本。”他说，是立身之本就必
须做到极致，这是自打他决定
干这行起就立下的志向，也是
终其一生也要坚守的准则。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是干些修修补补的零活
儿。”吴兆征回忆，那时候厂里
没什么设备，从原酒酿造到成
品灌装基本上全是手工活儿，
他这个“学机械的”基本上没
什么用武之地。

看了个把月，吴兆征受不
了了。累倒是还真不累，问题
是渠旁边儿紧靠夏武公路，逢
到阴历四、九赶武城大集。这
没处躲没处藏的，常被十里八
村的乡亲认出来。庄户人家性
子直又厚道，逢人爱打招呼，
招呼完了还嘀咕：这不那谁？
吴家那三小子嘛，念这么多年
书就为了看个臭水沟？这能比
咱多看出个嘛名堂？“碜死了，
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想起当年感受，吴兆征说。
“碜”是鲁西北方言，就是难
堪，脸上挂不住，臊得慌。

觉得“碜”死了的吴兆征，
就去找领导。领导一寻思：毕
竟是有学问的人，面皮子又
薄，看臭水沟这事儿也确实难
为他，更是人才浪费。这样吧，
厂里有套灌装压盖设备，自打
引进来后就没正经转过，不是
把盖儿压歪了就是把瓶子挤
碎喽。这么着吧，再给你小子
个机会，你琢磨琢磨，有本事
就让它转起来。这回吴兆征乐
了，这事儿孬好它对口啊。于
是油脂麻花儿地对着设备和
机械原理比划了一星期，又去
北京的设备厂家学了半个月，
回来当着设备厂家的面就给
机器判了个“死缓”：这玩意儿
设计不合理，主部件不合格，
跟人得心脏病一样，要想转起
来得大病大治。

一算计投入不是仨瓜俩
枣，领导不乐意了，厂委会研
究也没通过。“设备最终也没

转起来，不过厂长和厂家都认
可我的结论和改造方案。要让
我一直鼓捣鼓捣没准儿也成
了。”回想起来，吴兆征有些遗
憾。设备没转起来，吴兆征却
把灌装和酒库的工作流程整
明白了，领导也觉得这小伙儿
是个“有琢磨头儿的人”，于是
就让他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头
儿 ”，领 着 灌 装 工 人 干 活
儿——— 相当于现在的灌装车
间主任。这时候是1983年，也
就是他勾兑生涯的正式开始。

有句话叫“一发不可收”。
尽管吴兆征始终认为努力比
天赋更重要，但他似乎又确如
老厂长所说“天生是这块料”。
专业勾调开始了没几个月，全
省行评开始了，取走参评的正
是吴兆征勾兑的“古贝春”和

“古贝特曲”两个酒样。我滴个
乖乖！结果出来后，不仅令厂
里的上上下下惊掉下巴，在全
省也引起了轰动。武城酒厂送
评的这两款酒一个得了第一，
一个得了第二！

社会上轰动的是一个人
口和经济小县的小型酒厂，一
共出了两款酒居然就“数一数
二”了，真是逆了天了。而厂里
上上下下头头脑脑惊讶的倒
不是得了个第一名，而是得第
一名“这一手”居然出自一个
半路出家的学徒之手，这也忒
邪乎了吧，这小子能这么聪
明？莫不是未出茅庐已知天下
三分的诸葛孔明不成？

“其实1983年的这次全省
行评，对我来说比二十年后拿
下全国第一还重要。”吴兆征
回忆，毕竟当时是刚开始做这
项工作，取得那样的成绩自然
带给他无比的信心，坚定了他
干一辈子这个行当的信念。

“我们那年代的年青人爱讲志
向，就像你们这代人爱谈理
想。其实想想我的志向也挺简
单，就是不管干什么都全心全
意地做好。就像老百姓说的干
嘛说嘛，卖嘛吆喝嘛”。说到当
年的青春岁月，吴兆征满眼热
切无限神往。

立身：志简以致远，初试锋芒技压群芳

大师心语：

◆“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做到了全国第一
也是企业和产品成就了我，对得起这份工
资和自己的良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相比利益我对名
看得更重一些，不是名气而是名誉，人这辈
子得活个好名声。”
◆“有人感觉我牛气，其实是在工作上‘凿’
了些。因为哪怕明天离开岗位，今天的工作
也必须干到最好。”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持做下去，做到极
致，就是不平凡。”
◆“匠心是执著和认真，是不厌其烦的坚持
和改进，做到成竹在胸。平常心是不刻意，
是大道至简，是遵循自然规律。创造业绩要
靠匠心，对待名利则要用平常心。”

——— 中国白酒大师吴兆征

吴兆征不是诸葛亮，用时
下的励志句式来讲，他“只是把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调酒
上。”事实上，他真不喝咖啡。倒
不是没工夫喝，有工夫也白搭。

三十五年来，为了保持对
味觉的敏感性，生活中他不但不
喝咖啡，还不吃辣椒，不光不吃
辣椒，什么酸甜苦咸甜，凡是有
刺激气息的东西都尽量不用，在
技艺上精益求精的他在这些滋
味上至大是个浅尝辄止。

大者，高也，师者授业。大
师，除了德艺双馨还要传道授
业。事实上，今天的吴兆征虽非

“桃李天下”，也已“芬芳满园”
了，除了前面说到的“大弟
子”——— 副总经理杜新勇以外，
他已公开收徒两轮计六名，目前
都已成长为全国白酒评委了，并
且这些高徒除了在勾调技艺上
得到了吴兆征的真传，并且职位
上也已经在企业得到升迁，成为
生产技术领域的骨干。

“吴师傅有时爱较劲，凿真
事儿，在师傅那里就没有‘差不
多’和‘凑合’那回事儿！老调不
好酒，真给你着急。开始也不好
接受，时间长了就知道是为我
们好。几年下来，仔细想想还是

多亏了师傅的严格。”全国白酒
评委、酒体设计中心主任陈华
丽深有感触。对于徒弟的这些
评价，吴兆征有时也反思但绝
不后悔：“学术上不能有半点马
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理解也
好，不理解也罢，我问心无愧。
我知道，有时候也让人觉得牛
气一些，但是没办法，就算是明
天让我卷铺盖回家，今天这事
儿也得按我说的办好。”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
吴兆征相信白酒的酿造和勾兑
技术都会更好发展。“还是那句

话，我这辈子在古贝春，就干成
了白酒勾兑这么一件事。如果能
把毕生所学无所保留地传下去
那就是另一件还不错的事儿。前
些年我说有我吴兆征在，古贝春
的质量大旗倒不了！有人说我
牛。将来我想说句更牛的话就
是，有我吴兆征的徒弟在，古贝
春的质量大旗倒不了！”

心心念念一杯酒，坦坦荡
荡一世情。望着吴兆征澄澈的
眼睛和斑白的两鬓，在他的老
当益壮和生机勃发里，我突然
觉得窥见了大师之魅和古贝
之春的奥秘……

修德：欲简天地宽，终生无悔调酒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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