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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念军
发自贵州仁怀茅台镇

三月的茅台镇如春天般繁
华，飞扬的尘土中，一阵又一阵
的汽车鸣笛声交织着此地的喧
嚣。从地理条件上讲，这是一个
十足的偏远山镇。

但站在街边昏暗的矮房前，
目睹宝马、奔驰、雷克萨斯、路虎
等豪车如流而过，你很难想象哪
一种才是它的真实一面。正如你
走在街上，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
白酒展销厅，推门而入，却常常
看到只有店主一人独坐。

喧嚣与平静可以相隔一门
内外，何况千里之遥。刚刚结束
的全国两会现场关于茅台的争
论，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向记者
主动提起，因为他们坚信“国酒只
有一个”，茅台的地位不会被动
摇——— 作为他们谋求美好生活的
依赖，茅台也不能被动摇。

紧傍“茅台”的白酒生意

乘坐从仁怀市发出的巴士
在茅台酒厂的牌坊前下车，刚一
踏上茅台镇的土地，湿润的空气
里就传来阵阵酒香。沿着牌坊左
侧一眼望去，古色古香的小楼沿
着街道一字对列，几乎家家都是
当地白酒的展销厅。

茅台镇的白酒生意其实并
不好，当然，除了茅台。在这个4
平方公里的小镇上，那些小有名
气或默默无闻的小酒厂，大大小
小数以百计。在一家名为“名士
流”的白酒展销厅内，店主告诉
记者，虽然玻璃门外整日里车水
马龙，但守在店里，常常一个月
也见不到一个人进来。与茅台酒
厂隔河相望的“茅台镇白酒品牌
一条街”，多数门面紧锁，街面更
显冷清。

蜿蜒的赤水河养育了茅台酒
厂，也养育了更广袤的土地。以
赤水河为轴，很多私人酿酒作坊
就建在茅台酒厂对面的山坡上。

3月13日下午，记者徒步一
个小时来到这里，稍走一段就会
看到或高或矮或多或寡的储酒
罐矗立在山野中，不经意间走进
一间不起眼的窝棚，便赫然发现
这是一家酿酒作坊。

虽然规模与茅台酒厂的酿
造车间不可比拟，但看上去，这
些小作坊的室内布局与记者在
茅台酒厂内看到的并无二致：被
碾碎的粮食堆放在一起发酵，酿
造池填料之后便用红泥封住，旁

边是罐状的过滤容器。
被考证始自汉代的当地酿

酒工艺在这个小镇不是秘密。几
乎每一位作坊业主都会强调，

“我们的酿造工艺和茅台一模一
样。”逾千年的酿酒历史和代代
师徒的传承模式，使得当地酿酒
工艺就像其他地方的庄户人种
地一样容易。而在推销中，与茅
台同处一地，气候、环境以及酿
造工艺等统统一模一样，是他们
不约而同的说辞。

但他们也承认，“虽说我们
酿的酒品质也不错，但要往外推
销，还得靠着‘茅台镇’这三个
字，而茅台镇之所以名扬海外，
当然是因为茅台酒。”当地一家
名为“大唐酒业”的销售经理张
晓芳说，茅台镇独特的气候环境
构成了茅台酒的核心竞争力，实
际也为当地的其他酒厂提供了
天然的竞争优势——— 只要标上
了“茅台镇”这三个字，就是天然
的广告。

而就市场预期而言，当地人
认为酱香型白酒的市场刚刚开
启———“外地人到茅台镇投资白
酒生意，这几年刚刚兴起。”秦勇
原是一名建材商，去年，他刚刚
收购了当地一家小酒厂介入白
酒生意。

“茅台不能被击垮”

茅台镇各私营酒厂的算盘
是，只要茅台价格不断上涨，同
样产自茅台镇的其他酱香型白
酒的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好处
不言而喻。

怀有这样的期许，对于茅台
遭遇的种种争议，他们自然不会
置之不理。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
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提交了《关
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
提案》。林嘉騋指出，不仅有政府
部门接待用茅台，央企、国企在
接待中也用茅台。“为什么茅台
酒近来价格暴涨？公款消费是一
个重要因素。”

在 全 国 一 年 公 款 吃 喝 达
3000亿元(九三学社统计数字)的
大背景下，林委员的这一提案迅
速引起公众关注。而茅台高管、
贵州高官“不喝茅台喝什么，喝
拉菲更贵”等话语的爆出，又一
次加剧了舆论的热传。

对于全国两会上的这一热
点话题，虽然茅台镇上没有一个
人主动提及，但每当记者说起，

他们无不一致认为茅台不会被
争议击垮。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茅台不
会被争议击垮，在某种程度上，
实为“茅台不能被击垮”。

贵州省委一位接近领导层
的人士告诉记者，作为贵州国有企
业的领军集团，茅台集团在整个贵
州经济布局中战略意义重大，如果
茅台集团的业绩发生动摇，那么整
个贵州经济都会受到影响，这是
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茅台集团虽为省管企业，实
际上，其驻地辖区的发展规划都
围绕茅台展开，茅台镇旨在打造

“中国国酒之心”。在这里，一条
名为“茅台镇白酒品牌一条街”
的商业街已经开街，虽然暂时萧
条，但据当地人介绍，这凝聚了
当地政府借茅台的品牌效应拉
动经济发展的构想。为完成该商
业街的规划，当地镇政府的强拆
行为去年还曾被央视曝光。

仁怀市的主要城建规划同
样处处凸显“国酒”痕迹，不仅主
要干道被命名为“国酒大道”，而
且有数家酒店以“酒都”、“名酒”
为名。根据仁怀市的规划，这个
小城要打造成“中国国酒之都”。
为了保护茅台周围的环境，茅台
集团和仁怀市目前已经启动茅
台镇人口搬迁计划，在市区专门
规划建设了“国酒新城”，按照先
职工后居民的搬迁顺序，将目前
居住在茅台镇中心区域的居民
全部迁出。

“茅台决不能再有波动。”前
述贵州省委那位人士认为，因为
涉及地方全局发展规划，当地自
然希望看到这种争议迅速平息。

“国酒”的苦衷

茅台镇的核心当然是茅台
酒厂，随便与当地人聊上几句，
都可以明显感觉到那种自豪。酒

师郭少卿(化名)10年前进入茅台
酒厂工作，与记者谈及茅台新近
遭受的争议颇不在乎，“随他们
怎么说，国酒就是国酒。”

郭少卿自称现在月薪六七
千元，年底奖励5万元左右。每逢
年底，厂里都会给员工发酒，往
年是两瓶“飞天”，而今年春节是
每人一瓶价值1万多元的60周年
限量版茅台。

在茅台镇的一家白酒展销
厅内，一名“90后”的酿酒专业毕
业的大学生，因没能进入茅台酒
厂而在这里做起了推销员。“进
茅 台 是 比 公 务 员 还 铁 的 铁 饭
碗”，他说，甚至有人不惜花二三
十万元疏通关系谋求进入茅台
工作。

员工有员工的骄傲，企业也
有企业的苦衷。

今年1月，贵州省提出了组
建“大茅台集团”、实现“千亿茅
台”的目标，要求茅台在“十二
五”计划末期销售额达到500亿
元，“十三五”计划末期收入达到
1000亿元。目前，整个茅台集团
的年销售额只有200多亿元，与
贵州省的预期相距甚远。

作为白酒生产企业，业绩主
要由销量和价格变化决定，而就
茅台而言，主要由后者主导。据
茅台集团人士介绍，茅台之所以
谋求走奢侈品路线，就是因为希
望在产能增幅相对缓慢而市场
始终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通过执
行奢侈品的高价格，直接抬高茅
台的业绩。

据透露，参照贵州省的“大
茅台集团”规划，茅台的计划是
要在“十二五”末期，茅台酒和新
酒产能达到4万千升/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500亿元，但按照现行
市场价格趋势，完成这一目标仍
有挑战。如果申报奢侈品牌成
功，完成这一计划则将变得简
单，因为只要奢侈品牌立项获得
通过，茅台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涨
价，价位很可能在3000-5000元
之间，甚至更高。茅台镇当地一
些白酒经营者甚至认为茅台会
在5年内涨至8000元。

有些出乎茅台意料的是，以
政协委员的提案为导火索，一度
被诟病与政府采购、机关特供关
系密切的茅台，撞上了舆论讨伐

“三公消费”的枪口。
走下茅台集团的办公楼，被

尊为“国酒之父”的周恩来的铜
像巍然矗立。铜像上的周恩来，
永远双手掐腰，神采奕奕，仿佛
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尽管撞上了舆论讨伐“三公消费”的枪口，

但茅台镇的人们认为，“国酒只有一个”———

“茅台的地位
不会也不能动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一方面是市场上供不应求，
一方面是社会上备受争议。似乎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像产自
贵州腹地的茅台这样受到关注。

仅仅因为它是“国酒”吗？
“‘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

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
什么酒？”全国两会期间，茅台高
管刘自力对记者的咄咄追问令人
意外，却也展露了茅台自我的焦
虑。

国酒茅台为何如此焦虑？这
让本报记者决定远赴茅台镇寻
找答案。

这个以茅台而闻名的深山
小镇处处都嵌满了“国酒”的烙
印。从仁怀出发到茅台镇，窗外
的标语告诉你，已经离开“国酒
之都”进入“国酒之心”；署名茅
台镇政府的条幅，则感谢“国酒员
工”支持当地建设；更不必说茅台
集团厂区了，招牌、标语、石刻、雕
塑，无不言必称“国酒”。

就像无法复制的茅台镇的
空气、水源、气候、生物构成了茅
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酱
香一样，“国酒”二字同样蕴藏着
茅台与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政治
不可磨灭的历史神话。

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自

然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尤其是
当它时常被人与“三公消费”相
联系，茅台，也就成为公众讨伐

“三公消费”的出气筒。
而茅台高管刘自力的连声

追问，与其说是委屈不如说是焦
虑。毕竟，从价格的连番上涨，到
总经理乔洪的东窗事发；从“政
府特供”，到申报世界奢侈品名
录；从政协委员的提案，到社会
的群情义愤，自业绩开始连番上
涨的2006年以来，茅台遭遇的非
议出奇地密集。

同时，今年1月，贵州省提出
了组建“大茅台集团”、实现“千亿
茅台”的目标，要求茅台在“十二
五”计划末期销售额达到500亿
元，“十三五”计划末期收入达到
1000亿元。目前，整个茅台集团的

年销售额只有200多亿元，与地方
政府的预期相距甚远。

既要完成地方政府的规划
目标，又要消除公众对茅台“类
计划经济”生产营销模式的嘈杂
非议，随便换另外一家国有企
业，可能都会跟茅台一样备感焦
灼。正如一位白酒专家所言，“茅
台所遇到的问题跟其他国有企
业一样，虽有特殊性，但也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

“大茅台”构想目标直指赶
超近邻五粮液，这也被认为是茅
台迈向创建千亿集团目标的第
一步，然而，谈何容易！茅台集团
去年提出在全国开设百家直营
店，以期平抑市场终端价格、打
击假酒泛滥。一年过去，规划仍
旧更多停留在纸面上。茅台集团

宣传部长叶远鸣说，今年计划落
实30家，但涉及方方面面的利
益，目前尚未落实一家。

集团高层多出自一线酒师
的组成结构决定了茅台现代化
管理程度相对薄弱。这样一个必
须恪守特殊的酿造工艺的老派
特大型工业企业，既要实现地方
政府拟定的规划目标，又要避免
因涨价而丧失既有市场份额，求
变之旅前路漫漫。

恰逢茅台建厂60周年，行走
在茅台集团，不时就会看见红色
的庆祝条幅。60年来，茅台就像一
个青年，纵然有着鲜明的个性和
四溢的才华，但依然被各种利益
和力量裹挟着前行。

抚今追昔，国酒茅台，甘苦
自知。

被裹挟的茅台

▲仁怀市国酒门景区内7层
楼高的茅台酒瓶。石念军 摄

茅台集团办公楼前的周恩来铜像。 石念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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