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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洁

古井贡酒冠名感动中国宣传画面

十年“感动”
铸就中国心灵丰碑

肖明 梅骅

古井：一个企业的良心和感动

2012年 2月 3日晚，“古井贡·年
份原浆杯”CCTV 感动中国 2011年度
人物评选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隆重播出，白岩松和敬一丹联
手主持。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全国范围
投票，感动中国组委会参考群众意见
最终综合评选出：为新中国核事业作
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朱光亚，为官清
廉的公安战线楷模刘金国，为人民群
众奉献一生的党的基层干部杨善洲，
奠基中国肝胆医学年届九十依然工
作在手术台上的医生吴孟超等 10位
感动中国人物。他们的故事真实感
人，折射出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亿万观
众，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国人的行
动，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

从 2002年起，感动中国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0届，璀璨
10年中评选出数百位感动中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有各行业
的精英、睿智学者，也有做出非凡成绩的普通人，爱国、坚强、
勇敢、善良、孝悌、助人等传统美德通过“感动中国”这样的活
动进入百姓思想观念，感动无数人落泪，成为了一种社会道德
衡量的标杆，得到了媒体、社会的高度评价，被誉为“中国人的
年度精神史诗”，也同样得到了众多有良知、有责任心、有使命
感的企业争相响应，在衡量了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美誉度等综
合实力的基础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冠名了“CCTV感动
中国 2011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在这个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
的龙年收获了特殊的感动，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社会责任、公平正义、仁义
道德、敬业奉献等越来越显得特别重要。“倡导文明风尚，弘扬
社会正义；肩负企业责任，感恩回报社会”———这也是作为有
深具社会责任感的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的古井贡酒一直致力
追求的目标。

这些年来，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实现自身高速
发展、推动中国白酒文化传播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多
次组织公益活动，积极以微薄之力回馈社会，回馈消费者。玉
树地震不幸发生后，古井人迅速行动，携手格桑花将 230多万
元善款用于灾后重建，温暖人心。2011年古井贡酒与“网易”联
合发起了“为贡献者喝彩”大型活动，弘扬社会正气，寻找身边
的贡献人物。

而此次冠名“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更是为了更有力
地唤起企业、社会及民众内心的感动、亲情、友爱、责任、勇气、
道德和良知，唤起让我们感动的、让社会更美好的精神元素和
学习榜样力量。同时，古井人在主要城市还举行了“感动中国，
感谢有您”的社区公益行活动，将古井的公益行为落到了实
处。“贡献美酒，乐享生活”，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正在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以酒会朋友，以酒享生活，微醺醉美，
杯盏中寄托了对生活和情谊的感动和感恩。

杨得志将军在评价古井贡酒时曾经写下“古井自古有名，
贡酒应贡人民”的佳句，生动地形容出了这个 1800 年前的皇
家贡酒已走入寻常百姓家，贡献给亿万消费者，为他们所喜
爱，这种感恩、贡献的理念与感动中国的精神内涵一脉相承，
是对和谐、温暖、希望最真诚的召唤和引导。

古井集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企业，是中国第一家同
时发行 A、B 两只股票的白酒类上市公司安徽古井贡酒
股份有限公司（000596）的母公司，坐落在历史名人曹操
与华佗故里———安徽省亳州市。公司的前身为起源于明
代正德十年（公元 1515年）的公兴槽坊，1959年转制为
省营亳县古井酒厂。目前公司拥有员工 8000多名，集酒
业、酒店业、房地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等为一体，是国
家大型一档企业。在 2011年第三届中国酒类品牌价值
评议活动中，古井贡以 140.68亿元的品牌价值荣获了
“中国酒类十大成长最快白酒品牌”、“中国酒类十大最
具投资价值品牌”、“中国酒类十大最具全球竞争力品
牌”，并和茅台、五粮液一同被列为新的中国白酒八大品
牌。

2011年，古井集团在以余林董事长为首的管理团
队带领下，大力推进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营业收入
40.74亿元、利润总额 7.82亿元、上缴税收 10.61亿元，
经营业绩持续大幅增长，各项经营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
平；集团荣获“中国企业文化创新力十强”、“全国文明诚
信示范单位”，集团党委被安徽省委授予“创先争优先进
党组织”称号。公司的发展规划是 2012年实现主营收入
50亿元，2015年达到 100亿元，重新回到中国白酒第一
方阵。

“古井贡·年份原浆杯”CCTV感动中国 2011年度人物颁奖实录

企业档案

共同的温暖
共同的感动

同样，《感动中国》因其所具有
的年度性、精神性以及影响力等特
征，此品牌节目也得到了众多有良
知、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企业争
相响应。在衡量了品牌影响力和企
业美誉度等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古
井贡酒有幸独家冠名 CCTV 感动中
国 2011 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在这个
对中国人有特殊意义的龙年贡献着
特殊的感动，履行着良好企业公民

的社会责任。
作为深具责任感的中国知名白

酒企业，古井贡酒这些年来一直秉
承“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
下”的企业宗旨，以良心制作美酒，
以品质打造品牌，特别在企业快速
发展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
关注中国优秀道德精神的弘扬传
颂和标杆新闻人物的打造宣传，积
极投身于各项公益事业；2008 年，

古井人奔波数千里，将价值 300 多
万元的物资亲自送到了汶川地震
受灾的同胞手中；2010 年，古井人
携手格桑花捐助 230 多万元，援助
玉树灾后重建助学，让玉树孩子们
那个冬天不再寒冷；2011 年，古井
贡酒与“网易”网站联合发起“为贡
献者喝彩”活动，弘扬社会正气，寻
找身边的贡献人物；同时连续三年
与安徽卫视联手举办“古井贡酒心

动安徽年度新闻人物评选”，彰显
大 爱 安 徽 人 ；此 次 又 独 家 合 作
CCTV 感动中国 2011 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旨在更有力地唤起社会及民
众内心的感动、亲情、友爱、责任、
勇气、道德和良知，唤起让国人感
动的、让社会更美好的精神元素和
榜样力量，努力把“贡献”精神传扬
神州大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力量。

10年，对《感动中国》不仅是整数
年份的纪念。《感动中国》进入第 10
次评选时，中国人的心灵正因为一些
事件而受到触动。2011年，人们重新

审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老年
人跌倒了要不要扶起来，小悦悦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现实提醒人们，社会
还远不够完美。

2011年底，《辽宁日报》组织了一
次“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判断”大讨论，
不仅引发辽宁省内公众的参与，也让
这个问题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白岩松说：“很多人认为 2011年
是很糟糕的一年，是良心、道德很糟
糕的一年，但是我恰恰觉得可能是进
步的一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吃饱、穿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内心
道德底线的提升。在这个背景下迎来
《感动中国》的 10 年，我觉得意味深
长。”

人们在经受道德的拷问：该不该
站出来，能不能站出来？回顾 10年，
《感动中国》评选出的人物一次又一
次证明，我们这个社会不缺少“站出
来”的人。10 年中，几乎每个《感动中
国》人物身上，都有“站出来”的品
质。有人说，和这些感动人物生活在
同一个时代，就会感到踏实，有信
心。因为爱国、敬业、奉献、爱心、诚
信、勇敢、责任……这些美好的品质
从未远离过我们的生活，而且在民
族的血脉中接续。《感动中国》发现
了它，并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爱可以传递，善可以传递，希望可以
传递。

就这样，《感动中国》仿佛一个巨
大磁场，让全国各地的人们接受着一
次心灵的洗礼。他们不仅是期盼着人
选的揭晓与感动的时刻，更纷纷通过
信函、短信、电话、邮件、微博等方式
向“感动中国人物”致敬。古井贡酒·
年份原浆杯“CCTV 感动中国 2011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前后历时两个月时
间，中国网络电视台、新浪网、腾讯网
举行的相关网络投票，吸引了网民空
前的关注。截止到活动结束时，网络
投票的点击率超过 4846 万人次，相
关评论回复达百万条。同时，节目组

10 年期间共收到 100 多万封观众来
信。

中央电视台朱波仍记得节目播
出第一天的情景：“播出过程中，不断
有观众给中央电视台总编室打电话。
节目完了后，总编室的电话已经打不
进去了，全部爆满，为什么？大家觉得
节目好，希望能重播。这确实是我们
没有想到的。”

一位观众说：“常常为这些模范
人物的事迹激动不已。他们不愧是时
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祖国的骄
傲。”

一位名叫赵华的幼教老师在信
中写道：“看了《感动中国》节目播放
的人物事迹，每次都会流泪。虽然平
时生活中看悲情剧时，偶尔也会流
泪，但那分量完全不同。因《感动中
国》而流下的眼泪，承载着我对生命
价值体现的深切感受，牵动着我对崇
高可贵精神的敬佩之情。”
“当你看到身边还有那么多人，

有尊严、坚强地活着的时候，你就多
了更多向前走的勇气。也许作为一个
平凡的人，无力去做感天动地的事，
但如果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
我们的祖国也就越来越好了。”一位
网友如是评价。

据了解，为了配合开展此项活
动，进一步弘扬文明风尚和肩负社会
责任，古井贡酒还以“感动中国，感谢
有您”为活动主题，分别在广播、户
外、LED 电子屏、公交车体、平面媒
体、网络等媒体上大力宣传此事，并
在一些城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举
办了“感谢中国，感谢有您———社区
公益行”推广活动，把感动中国的大
爱接入社区，把实实在在的公益活动
带给了身边的每个人。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年终
重头节目之一，每年举办一次，到今
年是第 10年。过去 10年间，《感动中
国》节目已经向全国观众展现了 100
多位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其中有钱
学森、朱光亚、袁隆平这样的睿智学
者，也有徐本禹、丛飞、王顺友等做出
非凡事业的平凡百姓。10 年来，100
多位“感动”人物和群体，无数次让我
们感动不已，潸然泪下，他们那执著
闪亮的人性光芒，如细雨涤尘，净化
心灵，已然成为民族气概的缩影与写
照；他们那催人泪下的感动力量，如
春雷惊空，振奋精神，更成为中国前
进的动力与见证。

这些年来，《感动中国》作为中央

电视台第一公益品牌节目，始终以巩
固共同思想基础、凝聚民族精神力
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
任，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彰显深切
的人文关怀，大胆创新，不断进取，在
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爱
国、坚强、勇敢、善良、孝悌、助人等传
统美德更通过“感动中国”这样的活
动进入百姓思想观念，感动无数人落
泪，成为了一种社会道德衡量的标
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被
中央领导同志赞为一部“给人以力
量，给人以鼓舞”的主旋律精神品牌，
被广大观众称为是“一部让整个民族
为之动容的年度精神史诗”，被专家
学者看做是“一部记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建设的年度发展报告”。
就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举办 10周年之际,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刘云山致信祝贺。李长春在贺
信中说 ,这些年来 ,我一直是《感动中
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忠实观众,每
次都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常常为这些
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激动不已、热泪
盈眶。他希望《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以举办 10周年为新的起点,在
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
中发现鲜活典型、传播先进文化、塑
造美好心灵、提升道德素养、弘扬社
会正气 ,为时代立标杆 ,为社会树楷模 ,

让真善美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心灵 ,为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
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道德基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刘云山在贺信中说 , 希望中央电
视台进一步办好《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 , 进一步办好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的名牌栏目 , 让我们的媒体传
播始终能够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温
暖、给人以力量。媒体应该自觉肩负
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神
圣职责 ,唱响主旋律、弘扬真善美 ,推
动形成崇德尚义、见贤思齐的良好风
气,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
会氛围 , 为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发挥更大作用。

榜样“传承”
挺立民族崛起脊梁

古井“贡献”
传唱时代精神史诗

“感动中国，
感谢有您”合
肥感恩行活
动启动授旗
仪式

1988年白酒专家周恒刚在古井视察“北斗”计划实施情况

1986年纪念贡酒进贡 1790周年暨庆祝古井贡酒荣获国家金奖 23周年

感动中国截图

央视网站投票页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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