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水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A09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1801解码：

从运河文化到大国北酱

“千载运河魂，鲁酱古贝元。”这是
本次文化节的主题，也是2020年第十八届
古贝春酒文化节暨首届中国北方酱酒文化
节《庚子封藏手册》的封面语，这是文化
品牌的历史与传承。

千载运河魂，特指第十八届古贝春酒
文化节，有着浓香型白酒运河产区文化的
地域属性；鲁酱古贝元，则表明首届北方
酱酒文化节，有着酱香型白酒南承北接传
承属性。

1801，浓香型的古贝春十八年的等
待，盼来了与酱香型古贝元在文化节舞台
上的第一次牵手。

2002年9月6日，首届古贝春酒文化节
迎来开幕的历史节点。在运河明珠的武城
奏响了新世纪运河酒文化的最强音，“首
届古贝春酒文化节”以其无可辩驳的文化
独创性，开启了地域名酒与地域文化的完
美缔合模式，成为此后十八年间每年一度
的酒界盛典与文化品牌。

古贝春人十八年所做的，正是对运河
文明与运河精神的醉美解读。师承五粮液
的古贝春香，茅台嫡传的古贝元酱，从千
年运河溢出的古贝酒香正是运河精神的文
脉传承。

古贝元，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由季克

良“南酒北酿，酱香传承”背书，被誉为
“酱香北宗，鲁派翘楚”的酱酒品牌，经
过三十七年品质积淀与匠心坚守，继“联
合国千年金奖”“中国酒体设计奖”等系
列殊荣后，2019年10月在中国酱
酒产业大会上正式跻身“大国
酱香领军品牌”，正如她的缔
造者、“大国酱香领军人物”
周晓峰所言：把一切交给时
间，所有的荣耀来自匠心坚
守。因此，古贝春文化节的第
十八年，古贝元勇于挑起“中
国北方酱酒文化节”的大旗，
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历史必
然。

1500公里：

从国酒茅台到南酒北酿

从贵州仁怀赤水河畔的
茅台酒厂，到京杭运河东岸
的山东武城，地图上测量的
直线距离是1500公里。

白 山 黑 水 ， 绿 皮 火
车，山路十八弯……距离
在1983年的时空里显然还
要更漫长。而比这“漫
长 ” 更 遥 不 可 及 的是
“梦想”。2017年10月
17日，中国白酒大师季
克 良 用 “ 三 个 没 想
到 ” 、 “ 两 个 来 迟
了”感慨古贝春的酱
香 酒 “ 做 得 这 么
好”和追思他的恩
师“古贝元之父”
杜安民。那个人送
雅号“张大胆”
的决策者已故去
多年，只留下被
后人周晓峰夙夜
在公、苦心坚守
几十年的一脉北
酱奇香。

张子文，是
古贝春“第一次
创业”崛起的领
导者，白手起家
时曾手提几十条
毛巾当福利，拜
访 名 师 招 兵 买
马；在一穷二白
时就曾遥想“金
银梦”，后被周
晓峰实现的“金银
梦”。然而，1983
年的“张大胆”，
比让浓香型的古贝
春摘金夺银更像白
日做梦的是——— 他
想造酱香型的“武
城茅台”！

茅台酒

厂生产技术科长杜安民赋闲在家不到一星
期，就被当时的厂长季克良的一封信“发
配”到了三千里之外的山东武城，这一呆
就是10年。

酱香型酒的生产工艺极复杂
而严谨。端午制曲，重阳投料，九
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摘酒，轮
次勾调。单说个制曲的小麦粉
碎，先期二八瓣，后期三七瓣，瓣
数不对了这曲踩出来也发不好。
再比如说润料，水温不高不低必
须30摄氏度，高了烫坏了料，低
了又润不好。这些都是细活儿，
杜安民不但亲自干，还亲自教，
开始是言传身教，后来索性自编
了教材，窖池边上做示范，下班
以后教理论。

3600日夜：

从一朝铸梦到十年磨剑

1984年7月，第一轮出酒
当天，张子文和杜安民的心
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六十四
拜都过了，就差这最后一
哆嗦了。这一年时间里里
外外也是传得天花乱坠，
都知道张子文把茅台的第
一“酒把式”挖来了，
在造“武城茅台”。

出酒了，“武城
茅台”成了！

杜安民是彻底
安心了，给老家拍
电 报 — —— 首战告
捷，再住一段时
间，这一住就是
10年。直到1993
年古贝元的酱香
工艺完全定型，
还培养起一批酱
香型酒酿造与勾
兑的技术人才，
杜安民才安心回
到 贵 州 。 十 年
里，杜安民鞠躬
尽瘁，日益完善
着古贝元这一北
宗酱香型白酒的
酿 造 和 勾 调 工
艺，使之既有着
酱香型白酒的典
型风格，又克服
南北气候条件差异
和消费口感不同要
求，打造出了更受
北方欢迎的“北宗
酱香”；十年里，
不仅杜安民与古贝
春人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就连他的亲
属都把武城当做了

第二故乡。

1986年8月，杜安民的小儿子杜定全
结婚，老家一连发来两封电报催他回去他
都没反应，收到第三封后他把早已落户武
城的二儿子杜定坤叫来说：这节骨眼正是
投料的时候，家里也不缺钱少物，给你妈
回封电报该咋办咋办就行了。当年10月，
小女儿杜定先结婚，电报又拍过来，他安
排杜定坤回信：女儿家的事儿应该由母亲
管，寄些钱回去就是了，得空了我再回
去，他们想我了就来看我。1988年6月，
妻子住院的电报打过来，杜安民又对杜定
坤说：你母亲是茅台的职工，厂领导会管
的，再说有你姐姐妹妹照顾就好，我回去
也帮不上忙，再说这里都制曲呢……儿子
这回气哭了，去找了张子文。

杜安民输给了儿子。
但也只是回去守了妻子3天就返回来

了。
1500公里，3600多个日日夜夜。
44年之后的2017年10月，季克良流连

往返在杜安民十年耕耘的江北土地，仔细
端详恩师工作的照片旧物，深情地回忆自
己当年的举荐：杜老师是南酒北酿的领路
人、践行者，十年呐，不容易，更不简
单！杜老师来了后我就该来的，我来迟
了。

37年坚守：

从守正创新到大道至简

季克良说：酱香型酒的决策不好下，
坚持下来更不容易，没想到你们的酱酒坚
持做了这么多年，并且做得这么好。两个
“坚持”击中了周晓峰的“软肋”，他郑
重地点点头，这是被人理解后的欣慰，而
且还是中国酱香泰斗。

中国白酒大师吴兆征和高级酿酒大
师、古贝春非遗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董福新
都是古贝元工艺的实践者与传承人，对古
贝元37年的工艺“坚守”深有体会，更对
周晓峰董事长24年的决策“坚持”感同身
受。

季克良之所以在古贝春连发感慨“没
想到”，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曾说过：离开
了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所以，如何克
服南北气温、空气湿度、菌群环境的巨大
差异困难，又严格遵照茅台工艺要求从事
酿造与盘勾，从而生产出既具有突出的茅
台风格，又适于北方口感的酱香酒，这是
杜安民的前10年和吴兆征、董福新们的后
25年的同一命题，“北酱中度酱香古贝元
白版2018年的横空出世，这一命题也仍在
继续。“大道至简却永无止境。”吴兆征
如此说。

不仅是守正，还要创新。第37年，从
工艺的演进升级，到产区“小气候”的打
造仍会继续坚持下去，“四级生态绿
化”、“运河产区原粮”和“运河水系研
究”都是构建“北方酱酒生态”的重要组
成，都是“生态酿造”的一部分，古贝春
执行总经理赵殿臣如此解释。

其实，酒业人明白，相较于生产技术
环节，最难的坚持还是决策。

“再难也要坚持生产，坚持提升，不
好卖就存着。”周晓峰说，这种坚持有
“赌”的成分，但更多的来自他们品质的
自信和对酱酒未来的信心，他知道赢的可
能性极大，“是金子总会发光。”他说，
“南酒北酿的一脉香火只会越烧越旺。”

不仅是相信，是正在见证：
——— 1996年至2008年，十余年储备优

质原酒，恢复花坛古贝元灌装封存；
——— 2008年，推出十年、十五年、三十

年古贝元酒，成小众饮用与藏品首选；
——— 2009年，推出订制特供古贝元，成

引领江北市场消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 2010年，第三枚自主品牌“国蕴”

酱香酒横空出世，成高端消费宠儿；
——— 2011年，古贝元封坛酒成首届封

坛大典首选。“国蕴”酱香酒被评为“中国白
酒技术创新典范产品”；

——— 2012年，“国蕴”酱香珍品研发上
市。三枚商标皆驰名成为现实，顺利通过国
家有机食品认证，推荐使用有机标志；

——— 2018年，53度酱香型国蕴六道酒
荣获“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标志着业内
最高品质殊荣花落古贝春。

——— 2019年，古贝元品牌被授予“大国
酱香领军品牌”。

18届文化节联袂首届酱酒节，1500公
里3600日夜的南酒北酿，37年的守正创新
与初心不忘，几个数字解锁的不止是一瓶
“酱香北宗”美酒的动人故事，还将是开
启“鲁派翘楚”首秀乐章的悦耳音符。

(顾金栋)

话说北酱
———“酱香北宗”的数字解码

由鲁酒代表企业古贝春集团
冠名的“第十八届古贝春酒文化
节暨首届中国北方酱酒文化节”
即将步入高潮。

北酱酒史大展、运河文化研
讨、古贝元酱品鉴、书画笔会添
彩、全国客商摇奖、中酱高峰论
坛……从9月初开始，花样翻新的
系列活动日渐升温，把将于10月
18日“开幕大典”推向高潮。

从师承五粮液的古贝春浓
香，到茅台嫡传的古贝元酱香；从
始于2002年的十八届古贝春酒文
化节，到启动于2020年的首届中
国北方酱酒文化节；从三千里之
外的赤水河畔，到千年大运河的
古贝酒香；一个鲁西北古邑小城
的地方酒厂如何托举几代人的梦
想？是怎样的匠心独运成就“酱香
北宗”的荣耀？又是怎样的日夜坚
守擦亮“鲁派翘楚”的光芒？

季克良(右)为古贝春公司酱香酒题词。

古贝春集团董事长周晓峰。

杜杜安安民民((左左))与与张张子子文文书书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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