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苹果白兰地物以珍稀方为贵
与友人小酌，他颇为神秘地说有

私家珍藏的“白兰地”与我们分享。见
实物，“苹果白兰地”，众人笑：“白兰地
应为葡萄酿造，岂会是苹果？”友人不
急于辩解，而后，一场“苹果白兰地”认
知之旅由此开始。

神秘的来客
“在国人的认知中，白兰地是一款

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类产品，确实，葡萄
制成的白兰地约占白兰地市场九成。”

“但事实上，在白兰地品类中享誉世界
的品类还有苹果白兰地。”

1553年，一个诺曼底人第一次蒸馏
出苹果白兰地。16世纪以后，苹果白兰地
在当地深受欢迎，但直至19世纪才获得
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与葡萄白兰地不
同，苹果白兰地相对稀缺、珍贵，因此国
人鲜见。”友人说。

斟上一小杯苹果白兰地，琥珀剔
透，独特妙爽的口感四溢，原来苹果香
如此美妙。没想到，这瓶标有“祥府庄
园”字样苹果白兰地竟然产自山东烟
台，隶属于吉斯集团旗下祥府酒业。在

座好友无不啧啧称奇。
与香醇近距离邂逅
翌日，与友人驱车直赴烟台牟平“祥

府庄园”——— 苹果白兰地的真正发源地。
很高兴，两位朋友能第一时间品尝到今
年6月刚面市的‘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其实，苹果白兰地自诞生至今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技术原因，苹果
白兰地一直与国人无缘。烟台祥府酒业
有限公司出于为国人争光的责任感，利
用优越的地域条件，经过长达三年时间
反复试验，终于功成。”

原来，“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制作严格采用烟台生长的十几种晚熟
苹果，把不同甜度、酸度的苹果碾压成
均匀的苹果泥后“休息”几个小时 ,再
榨出果汁并在自然状态下发酵数月后
变成苹果酒，然后按法国干邑白兰地
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标准掐酒头截酒
尾，取中馏成分，生产出苹果白兰地。

酒业巧创新，中华傲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不仅拥有

独特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的香型和

普通白兰地的保健作用，可帮助胃肠
消化、驱寒暖身、化瘀解毒、解热利
尿，并能提高心血管的强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其采用法国利穆森区域
的橡木做桶贮酒，一是因为橡木质地
坚硬，抗浸泡、耐腐蚀；二是橡木坚中
有韧，透气性好，有利于酒液呼吸；三
是含有鞣酸，鞣酸是白兰地呈琥珀色
的来源；四是橡木属于草香型木质，
其中含有纤维素、木质素和木糖素，
能克服白兰地的爆辣口味，并产生一
种奇香，使酒体陈香、醇厚、和谐。”

如今，“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发达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国
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为重
要的是，它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
费者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
用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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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斤斤1122元元，，““姜姜你你军军””卷卷土土重重来来
姜价一路上涨，销量也跟着降了很多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一斤姜1 2元，都赶上肉价
了。”最近一段时间，市民反映生姜
价格居高不下，都快吃不起了。10

日，记者走访农贸市场发现，老姜
一斤12元，鲜姜一斤8元，而销量也
少了很多。

“现在老姜一斤12元，鲜姜一
斤8元。”在红利市场，摊主纪女士
说，刚过完春节的时候，生姜一斤7

元左右，随后一路往上走，5月份时
已迈入“10元时代”，一直涨到现在
12元一斤。

“销量比以前明显少了。”纪女
士说，以前一天能卖出三四十斤，
现在一天也就十来斤，并且，现在
几乎很少有市民买，基本上都是饭
店采购。摊主林女士说，饭店现在
买姜也少了，能不用就不用，现在
她进一筐50斤的生姜得一周才能
卖完。

说到生姜价格上涨的原因，不
少摊主分析，目前市场的生姜供应
量不是很多，所以价格一直在往上
走。据了解，2010年到2012年，生姜
价格持续下跌，价贱伤农，严重挫
伤了姜农种植积极性，导致2013年
生姜种植面积减少，加上受去年夏
天多雨灾害天气影响，生姜产量大
幅下降。

此外，生姜本身易于保存，
鲜姜收获之后可以窖藏两三年
时间，生姜价格节节攀升，不少
姜农都在囤货观望，希望卖个好
价钱。生姜价格越涨，姜农的“惜
售”心理越强，致使生姜上市量
减少，市场供应不足，推动生姜
价格上涨。

本报记者 王晏坤

中秋刚过，莱州城郭、驿
道、平里店三个种姜大镇的姜
农们走进姜地，浇地、施肥、保
护鲜姜。虽然现在老姜价格节
节攀升，又回到了几年前“姜你
军”的行情，但被起伏的姜价反
复折腾的姜农们却很难乐起
来，60岁的老姜农战胜福说，大
姜价格低会赔本，价格高也不
一定能赚钱。

姜价虽高，姜农难乐

9月10日，平里店镇战家洼
村的老姜农战胜福和妻子早早
来到姜地，浇水、施肥，打理他
的两亩七分地。有13年种姜经
历的他，对当前节节攀升的姜
价并不感兴趣。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今年
的收成会不会好，现在价格好，
不代表这批新姜卖得价格好。”
战胜福说。

对于战胜福的说法，有15年
种姜经历的刘玉峰也很赞同。

他们认为，现在大姜价高，
主因是去年7月份的一场连阴
雨使得姜地过涝，很多姜苗被
水泡烂，导致大姜减产。产量低
了，价格自然也就高了。

“新姜刚挖出来不是立即
去卖的，还得放到姜井里去‘窖
姜’，经过这个流程后才能到市
场去零售。”战胜福说，上市得
等到2015年1月份。按照这个说
法，虽然现在的老姜零售价格
到了12元以上，可等到这批新
姜上市后，价格又是一重天。

刘玉峰说，对于大姜价格
的变动，在平里店镇姜农心中

本来也有一套说辞，那就是“香
三年，臭三年”，基本就是说高
低能平均开，三年高价，三年低
价。

种姜似赌，输多赢少

“算上今年，我种了23年大
姜了，夏天种姜的时候我多

‘赌’了点，种了8亩姜，按现在
的价格来算，还能挣点。”平里
店镇西障郑家村的刘忠发说，
他用的“赌”字也说出了大部分
姜农的心声。

刘忠发介绍，每年5月份大
姜种植季节，姜农、收购商等都
会用自己的方法“预测”来年大
姜价格走势，得到的结果就会
影响自己大姜种植的多少。

“虽然我们种了十几年的
大姜了，但是现在大家还都是

在‘赌’，都想着遇上好行情就
发了，但是好行情哪那么好遇
啊！”战胜福说。

姜农们都说，在大姜种植
的过程中，能够“赌”赢的时候
很少，平均起来利润也就比玉
米高一点儿而已。

刘忠发算了一笔账，一亩
地得使用一千斤姜种、15袋化
肥，姜种5 . 5元一斤，化肥200元
钱一袋，算下来光姜种、化肥钱
就得8500多元，另外加上水费
和追肥的费用，一亩地成本上
万。“上面的成本还不算人工，
现在外面工地干小工，一天至
少一百元。”

对于产出效益，刘忠发说，
管理好一点儿的每亩能产出一
万斤大姜，而一般的也就六七
千斤，至于这一批大姜收益多
少，还得看来年姜价高低了。

探访“姜你军”背后无奈的姜农

价价格格高高也也不不一一定定有有个个好好收收成成

中中秋秋小小长长假假后后，，楼楼市市网网签签量量暴暴涨涨
“金九”首周烟台楼市成交量下滑，假期过后出现大幅反弹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聂子
杰) “金九”首周烟台楼市成交
量环比继续下滑，但中秋小长假
期间的网签滞后影响逐渐显现，

假期过后连续两个工作日网签
量大幅上升，烟台楼市总体成交
情况出现好转。

同策机构数据显示，9月第一
周(9 . 1-9 . 7)烟台楼市共成交548

套，环比下降11 . 2%，这是8月第3周
成交量达到高峰以来的连续第二
周下滑。另外，9月首周烟台楼市
有7个项目新获预售，新增预售
1247套，环比上涨121 . 5%，楼市整
体去库存压力再次增大。总体来
看，9月第一周烟台楼市的成交量

继续下滑，但也相对平稳。
在价格方面，高策机构数据

显示，这一周烟台楼市新建住宅
销售均价6889元/平米，较上周增
加110元/平米，成交均价环比上
涨1 . 6%。从7月份开始，烟台房价
出现较为明显的回升，夏季烟台
海景房及高端别墅项目的持续
成交，对楼市整体价格起到了重
要的拉升作用。

中秋小长假前后的网签滞
后情况影响了“金九”首周的交

易量，但假期过后影响逐渐显
现。烟台房产交易网数据显示，
烟台楼市网签量连续两个工作
日出现大幅反弹：9月9日，烟台楼
市销量Top8楼盘网签共84套，是
2014年第二次单日网签量突破80

套；截至9月10日下午5点半，烟台
楼市销量Top8楼盘网签共169套，
在节后第二天出现爆炸性增长，
是2014年首次单日网签量突破
160套。

但不可否认的是，连续两天

的网签量爆发，几乎全靠中海国
际社区和澳城苑两个项目带动，
两个项目均在这两天出现爆发
性集中网签的情况，尤其是中海
国际社区9月10日单日网签量就
超100套，秒杀了2014年此前烟台
单日网签总量纪录。当然，这种
过于集中的情况也给烟台楼市9

月份的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是
在短暂爆发后重回稳定，还是在

“金九”真正迎来销售大捷，仍是
未知数。

楼市观察

锐眼消费

生姜价格大涨，来买姜的市民明显
少了。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姜农在地里正忙着追肥，新姜上市
还得等等。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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