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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美酒与名人相伴相
生。文人墨客饮美酒，斗诗文，话人
生，带给人一种超脱世俗、豁达自由
的精神享受，更能寄予希望，蕴育未
来。伴随着泰山酿酒菌种遨游太空，
我国首例太空酒———“五岳独尊·神
十飞天纪念酒”成功问世。以酒为
媒，太空酒不但获得无数社会赞誉，
更得到了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张
玉江少将的权威推荐！

作为航天战线上唯一一个国字头
的公募基金，中国航天基金会全心全
意服务航天事业，仅去年便奖励航天
事业有功人员300多名，更自主培养了
众多顶尖航天人才进修国际空间大
学，为航天事业可谓不遗余力。

自2011年11月1日，中国航天专
家将泰山酒业的酿酒菌种，成功发
射到太空进行生命试验开始，张少

将便一直默默关注泰山酒业这个鲁
酒领军企业的发展，期待其为航天
事业增光添彩。欣喜的是，历经397

个小时和1100万公里的行程,在微重
力、弱磁场等宇宙特殊环境的诱变
作用下,泰山太空酿酒菌种悄然发生
着变化。“经过太空育种后的酿酒菌
种提升，神十飞天纪念酒悄然诞生，
说五岳独尊神十飞天纪念酒是第一
款太空酒可谓当之无愧！”张少将对
神十飞天纪念酒给予的感情与其说
是一种寄托，更是一种希望。

在发布会上，张玉江少将反复提
到航天品质与泰山的契合。“我们之所
以选择泰山作为合作伙伴正是看中泰
山的品牌和过硬的品质。”张将军解释
道，“在行业寒冬的大背景下，泰山酒
业逆势而上正是源于巧妙的定位、过
硬的品质，祝福泰山酒业！”

15日上午十点半，汇集航天功
勋、酒企大佬、新闻记者的山东新
闻大厦舜华堂内一片沸腾，共同见
证“五岳独尊 神十飞天纪念酒”
发布仪式。搭乘神舟八号飞船泰山
酿酒菌种的高品质原酒被封坛，见
证了中国首款太空酒发布这一神
圣、庄严的历史时刻。

封坛典礼在一段优雅的音
乐声中拉开帷幕。中国航天基金
会宣传部部长申行运、山东省轻
工业协会副会长朱维平、山东省
糖酒副食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薛剑锐、山东省白酒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祖模、山东省
收藏协会会长王济红、泰山酒业
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彬、山东鲁
糖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天忠、
济南鲁中德诚物资公司总经理

高其友分两批走向储酒坛。
他们手捧由太空菌种酿成

的最高品质原酒，神色庄重，在
储酒坛边一一站好。整个舜华堂
里飘荡着一股优雅芬芳的浓郁
酒香。清澈透明的原酒在光洁透
亮的醒酒器里闪耀着柔和的光
亮。封坛者郑重地把杯中的原酒
缓缓倒入古香古色的酒坛中。古
铜色的酒坛披着黄头巾，仿佛一
位妖娆的少女，细腻的瓷质在灯
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流光溢彩，
与晶莹剔透的酒体搭配在一起
相得益彰。注完酒后，嘉宾们纷
纷合影留念，留下历史见证。

舜华堂里鸦雀无声，众人注
目着这庄严神圣的封坛仪式，深
深陶醉在酒香和浓厚的民族自
豪感中。只有悠扬的音乐伴随着

馥郁的酒香充斥在空气中，弥留
在唇齿舌尖。

随后，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
长张玉江少将、山东省轻工业协
会会长李伟鸣、泰山酒业集团董
事长马西元、齐鲁传媒集团副总
编辑·齐鲁晚报总编辑、总经理
蓝海在把太空原酒注入酒坛后，
拿起木塞，小心封口，随后扯起
黄绸布，给酒坛蒙上了黄盖头。
然后扎紧系牢。拥有首款太空航
天基因的五岳独尊神十纪念原
酒横空问世。

封坛典礼完成，一时间场内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盖过了悠
扬的音乐。这两坛琼浆玉液蕴含
了鲁酒情怀、民族自豪感，见证
了“五岳独尊 神十飞天纪念
酒”发布仪式。

神十封坛 见证历史 少将力荐中国首款太空酒

岁月凝练，成就经典。
为弘扬藏酒文化，

引导消费者科学藏酒，
山东景芝酒业特推出

“千万大奖寻老酒”活
动。记者近日从活动组
委会获悉，作为庆祝景
芝国营 6 5周年的系列
活动，“寻老酒”将于6

月 2 3日在潍坊举行第
一站，活动将历时四个
月在山东海选景芝民
间老酒，或许您家不起
眼的一瓶老酒将助您
实现财富梦想。

“山东是收藏大省，
不少百姓都有收藏老酒
的习惯。”山东省白酒品
牌推进委员会秘书长表
示：“2012年举行的山东
首届寻找民间老酒活动
在全省十七地市发现了
不少经典老酒，不少珍
品更是被酒厂高价回
购，充分显示出了山东
消费者的收藏实力和对
老酒的认可。”

“本次活动进入预

热阶段后，藏友的热情
数次造成报名邮箱的瘫
痪。”负责活动筹备的景
芝酒业品牌部李主任兴
奋地表示说：“民间的藏
品远超我们的预计，这
充分说明我们景芝酒业
的品牌深度和影响力。”

据了解，为增进活
动的透明和保护消费者
利益原则，组委会贴心
地为包装完整、跑酒不
超20%的藏品推出老酒
置换规则： 1969年12

月31日之前的藏品，可
置换价值2—3万元的产
品；1970年1月至1979年
年底的老酒可置换价值
1—2万元的产品；1980

年1月至1989年年底的
老 酒 ，可 置 换 价 值
3000—7000元的产品(每
站限定回购200箱)。

为加大活动互动
性，提升传播影响力，景
芝酒业同步推出《景芝
酒的故事》有奖征文。

（陈卓然）

千万寻景芝老酒

周日潍坊站见
高考已经结束，每一位莘

莘学子都希望自己能够金榜题
名、喜摘桂冠。而考生家长更是
为了孩子殚精竭虑、翘首企盼。
一朝高中，全家欢喜，觥筹交
错，把酒言欢。高考带给每个人
的思考、为理想而奋进的过程，
其意义远大于未知的结果。为
了更好地回报社会，增强社会
对百脉泉品牌的认知，记者从
山东百脉泉酒业获悉，百脉泉
酒业联合齐鲁晚报举办的金榜
题名涌泉相报高考赠酒活动于
今日正式启动。

奉献社会，数十年如一日

自1948年建厂以来，百脉
泉酒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已经
成为常态。“企业发展的最终目
的是服务社会 ,奉献社会。这也
是百脉泉公司一贯遵守的理
念。”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李成新说。

2006年9月 ,百脉泉酒业有
限公司与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签订助残协议,在全省l7个地市,
140个县为残疾人提供l57个助
残岗位。2006年10月 ,为沂水金

桥中学捐献助学金20000元 ,感
动了学校和当地政府；2004年
以来 ,公司投入巨资 ,为章丘南
部山区修了水泥路 ,安装了路
灯 ,解决了几代村民梦想早日
解决的“行路难”的问题。在支
援四川地震灾区的工作中 ,全
体员工积极捐款达3万余元 ,公
司捐款23万元……

百脉泉长期承担着一个大
企业的社会责任，赢得了社会
各界人士的良好口碑 ,诠释了
百脉泉企业的理念 :先做人 ,后
做酒,做好人,做好酒。

金榜题名，送美酒喜笑颜

百脉泉金榜题名涌泉相报
高考赠酒活动已经持续了三个
年头，三年的赠酒活动中，记者
感受到的有喜悦也有感动：
2011年拿到北京某名牌大学录
取通知书的小郑得知自己的成
绩可以获得百脉泉免费赠送的
金榜题名酒时，兴奋无比，“去
年邻居家的姐姐参加了领酒，
我当时很羡慕，今年成绩一出
来，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赠
酒活动对我是一种奖励更是一

种激励。”……
章丘市官庄镇郭家楼村的

远远(化名)2012年理科高考成
绩超过了一本线 ,可由于家庭
贫困 ,父亲有残疾，全家人的开
销仅靠妈妈一人打工苦苦支
撑。远远优异的高考成绩对这
个家庭是喜讯，也是沉重的负
担。山东百脉泉酒业有限公司
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赶往
远远家，向远远提供了5000元
资助金和两箱金榜题名酒……

品质优异，送祝福表恩情

鲤鱼一跃跳龙门，多少辛
苦化金颜。百脉泉酒业在学子
金榜题名之时发起“金榜题名

涌泉相报”免费赠酒活动，以
百脉泉特制“金榜题名”酒赠给
金榜题名的学子，号召每位学
子以酒为礼，向父母、师长表达
自己的感恩之情。

百脉泉酒业营销公司总经
理马业准告诉记者，“学子免费
领的百脉泉‘金榜题名’酒品质
优异，且均单独设计包装。赠送
的生态原浆9年、12年两箱酒代
表了学子的9年义务教育、12年

寒窗苦读。12年前，学子们踏入
小学开始学习生涯的时候，这
批酒也封进酒坛开始孕育。12

年后，学子们金榜题名的一刻，
美酒也摆上酒桌，散发出满室
醇香。美酒伴着陪着学子一起
酝酿，一起成长，一起成功。”

据悉，百脉泉酒业还将在6

月25、26日在济南舜耕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的山东高考招生咨
询会期间现场搭设150平米展
台，接受现场报名。

赠酒条件：1 .凡高考分数
在630分以上的2013年应届学
子赠送每人两提(8瓶)9年生态
原浆百脉泉系列产品

2 .各区县状元赠送9年、12

年生态原浆百脉泉系列产品各
两箱以及部分奖金

3 .赠送区域范围：济南市
及各区县

以上学子需凭身份证、准
考证及成绩单等有效证件到现
场领取
赠送时间：2013年7月20日、21日
地点：济南泉城广场
咨询电话：0531-83209920

(本记 于成功)

金榜题名 涌泉相报

百脉泉酒业高考赠酒正式启动

本报联合泰山酒业推出“神十飞天纪念酒”,太空菌种成最大亮点

中国首例太空酒正式发售
本报讯 千年来，大家对太空充

满了无限想象，对太空用品更是可望
不可即，如今由本报联合泰山酒业推
出“神十飞天纪念酒”让梦想照入现
实。15日 ,由齐鲁晚报和泰山酒业合力
打造的中国第一太空酒———“神十飞
天纪念酒”宣布问世。这款纪念酒优选
搭载神八飞船的太空诱变菌种酿造而
成,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太空酒。

作为航天功勋人物,刚刚见证了神十
发射的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原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副司令员张玉江少将,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赶到济南,参加“神十飞天纪
念酒”发布会。发布会上,张玉江少将表示,

“神十飞天纪念酒”是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
借力中国航天技术诞生的首款太空酒,是
航天文化与齐鲁文化、泰山文化的结合体。

泰山酒业集团是中国航天在白酒领
域的唯一合作伙伴。2011年11月1日,泰山酒
业集团的芝麻香和浓香酿酒微生物菌种,

搭乘神舟八号飞船进入太空,开启了泰山
酿酒菌种的太空诱变育种之路。伴随着天
宫一号、神舟八号的发射和中国实现首次
无人对接，泰山酒业的浓香和芝麻香酿酒
菌种也跟随神八进入太空并荣耀归来，成
为继茅台之后的又一太空菌种。由此，“泰
山”的品牌价值也随之一飞冲天。五岳独
尊酒由此成为“中国航天唯一专用庆功
酒”，泰山特曲成为“中国航天专用白酒”，

使泰山品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据泰山酒业集团常务副总、总工

程师张彬介绍,搭乘神舟八号飞船上太
空的酿酒菌种 ,在太空旅行了397个小
时,经历了高辐射、微重力、强紫外线的
照射。“菌种返回地面后 ,我们与中科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联合开展了菌种
的分离和应用研究 ,筛选出九组携带
太空基因的优良菌种 ,应用到传统酿
酒生产中。”张彬说 ,携带太空基因的
酿酒菌种在应用到生产之后 ,窖香更
加突出 ,酒体也更加丰满醇厚 ,而且卫
生净爽,“产品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6月11日 ,万众瞩目的神舟十号载
人飞船成功升空。为纪念神舟十号飞
船成功发射,齐鲁晚报与泰山酒业集团
经过深入沟通,决定合力打造中国航天
事业的唯一纪念白酒,并将这款太空酒
命名为“五岳独尊·神十飞天纪念酒”。

泰山酒业集团董事长马西元说,他
和齐鲁晚报一样,时刻关注着中国航天
事业 ,借助此次神十飞天纪念酒发布 ,

他希望能将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自豪感
传递给社会上更多的人。

据山东省白酒品牌推进委员会秘
书长介绍,中国首款太空酒“五岳独尊·
神十飞天纪念酒”在全球限量发售
9999瓶。每瓶拥有全球唯一的“身份
证”,确保了纪念酒的保真性。

发布会上，本报和泰山酒业联合
向中国航天基金会、山东省白酒协会、
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业协会分别赠送
了10号、8号和6号“神十飞天纪念酒”，
永久收藏。 (本刊记者 陈卓然)

各大机构共同见证“神十飞天纪念酒”上市，左图为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张玉江少将和泰山酒业集团董
事长马西元为神十封坛；右图为山东省轻工业协会会长李伟鸣为封坛题词。

四大机构联袂推荐“神十飞天纪念酒”，从左依次为山东省轻工业协会副会长朱维平、中国航天基金会宣传部部长申行行
运、山东省糖酒副食品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薛剑锐、山东省收藏家协会会长王济红共同为神十飞天纪念酒酒样“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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