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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栏山二锅头：让梦想照进现实

中国酒行业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或许是，中国的任何一个酒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都曾经与每一

个家庭的情感息息相伴，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与酒的故事来。所以，酒文化中渗透着更深刻的人文情怀。正因为此，消费

者才肯于在时间的长河中忘情地忠实于自己的选择。于是，那些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的企业家们就有了“飞翔”的空间，有

了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可能。

所以说，优秀企业、企业家一定是那个善于在历史的尘烟中找寻文化基因的“艺术大师”。

北江

10年来，记者一直在倾听很多艺
术家和企业家一起讲述北京牛栏山

酒厂的成长故事。

2012年 10月 26日，来自全国的
经销商、消费者代表、媒体人从牛栏

山酒厂举办的“国营 60周年”庆典活
动中，再一次体会了北京国营企业员

工对历史、对梦想、对未来的珍惜之

情、发展之愿、保护之心。员工们表

示：听到社会给予的各种赞誉时，不

但勾起了对往昔奋斗过程中的种种

追忆，还更加明确了企业处在一个什

么样的发展关口。在寻找价值的同

时，也更加清晰了自己的定位。

事实上，这也是牛栏山酒厂在中

国白酒业中的思考。

正因为有了 60 年的思考、60 年
的奋进、60年的风雨无阻，才完成了
牛酒人当初的梦想：把中国二锅头品

牌大旗扛起，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为

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演奏出属

于自己风格的完美乐章。

几十年坚守梦想的李怀民厂长

不断与行业大师、管理专家探讨“科

技梦如何实现”。每次的交流都让他

获益匪浅。

当“牛栏山一号清香型低温大

曲”科研项目签约时，无论是企业员

工，还是科学院的专家，都殷切希望

“在二锅头行业引入微生物技术创

新，探索出新概念、新原理、新方

法”。

新时代的经济速度以及市场的

选择，都需要企业家每时每刻做出

正确的方向性的判断。

2012 年 6 月 13 日至 29 日，神
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首次载人交

会对接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

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又一重大

突破。在全国人民都为听到这个消

息鼓掌时，牛栏山酒厂员工们显得

更为激动，因为，在神舟九号飞船

搭载的 9 包物品中，其中的“牛栏
山一号清香大曲”就来自牛栏山酒

厂。

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梦想得

以实现时，“中国白酒史册”记录了

这样的文字：航天科技与现代生物

技术相结合的太空育种，是微生物

育种最安全，最前沿的科研方向。专

家表示：“经历过太空遨游的农作物

种子，在太空微重力、宇宙辐射、复

杂电磁环境等多种因素对生物体的

诱变作用下，曲种的活性微生物种

群将发生变化，有助于改良液化酶、

蛋白酶、糖化酶等酶系。”

行家们承认并祝贺的是：“牛栏

山一号清香大曲”经历太空微重力、

高能粒子、交变磁场等多种独特环

境驯化后，对酒曲品质的提升及酿

酒微生物群体的改良，具有不可估

量的意义，这将是“二锅头”在微生

物技术创新方面的开拓性探索。

牛栏山酒厂的全体干部职工也

特别珍视此次“太空实验”。

当初决定拿出专项资金、组织

科研团队与中国科学院生化工程研

究所紧密合作时，厂长就决心“要共

同对‘牛栏山一号清香大曲’中的微

生物种群及其酶活进行跟踪研究，

筛选出有益于人体健康、酒体丰满、

口感舒适、香气怡人的微生物菌群，

酿造出更高品质的产品，带领行业

跨入科学、高端的新时代。”这也是

他所理解的企业家历史责任之一。

对这次研企合作，中科院的一

位专家如此肯定：“牛栏山酒厂一直

视自己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首

都北京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中国

民族酒业的优秀品牌。能为民族品

牌的发展助力，我们也感到非常有

意义。”

正是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等

基本要素，企业科技梦的实现指日

可待，也为进一步向高端延伸装上

了具有强劲动力的引擎。

在差异化战略中获得效益，是很

多优秀企业的“王牌”。

但是，如何抓住“时间差”打好

“差异化”战役，绝非轻松之事。更何

况，作为首都北京的老国有企业，如

何把这种文化与企业发展、行业进

步、国家利益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是验证“企业家是否具备战略意识”

的重大课题。

很多案例表明：国有企业领导的

优势在于，可以更明确地看到文化就

是力量，就是技术；而技术也是力量，

也是文化。当中国科学院领导表示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愿意和牛栏山这样重视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企业合作”时，

企业领导班子更加坚信：“对许多工

艺环节进行科技探索和尝试是必须

要做的事业，这才是真正对历史遗产

保护的责任”。种种实践的结果让企

业领导班子更加思想一致：企业的发

展思路、管理理念、美好愿景都需要

时刻去想着积极突破，需要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需要与社会各界的多方合

作。

梳理历史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企

业如果没有在 1995 年就觉醒并成立
了“专门负责科技研发和新产品开发

工作的香海研究所”，行业地位或许

早已后退。中国酒行业里，风光不再

的企业太多太多。

企业资料显示：当年“应用现代

化技术手段解析牛栏山二锅头酒的

传统酿造技艺”就是一个被很多业内

人视为“不可实现的梦想”。但是，经

过切实地努力，2008年，牛栏山酒厂
检测中心不但获得了“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

证书，成为中国白酒行业继茅台酒厂

之后第二个通过认可的企业实验室，

还成为中国白酒行业“可在认可的范

围内使用 CNAS国家实验室认可标志
和 ILAC 国际互认联合标志的第二家
实验室”。

差异化，不仅仅体现在开发产品

品种、品牌宣传、服务个性上，差异化

更深刻的内涵是体现在企业的发展

战略上。

企业领导班子明确表示：2013
年，继与中科院成功携手开发科研项

目后，企业将抓住东扩的契机，建成

北京地区最大的生物教学实践基地、

博士后工作站，为科研机构、高等学

府等专家、教授的科研、交流活动提

供高标准的专业场所；为高等院校学

子的科研实践活动提供技术、设备、

场所支持；更重要的是，在促进国内

发酵工艺科研水平进步的同时，大幅

度增强企业自身的科研实力，引领二

锅头行业跨入全新的科技发展时代。

世上没有强者恒强的铁律。每

个企业都如履薄冰行走在市场上。

这更需要企业管理者“讲累计的资

本整合”。在使命和价值观中寻找新

的平衡。

创新，是摆在管理者面前崭新

的、也是古老的话题。

同时，企业家更要明白：墨守成

规的创新不是创新。

60 年前，牛栏山结束了多家酿
酒烧锅私营的局面，正式拉开了牛

栏山酒厂国营生产的序幕。那是制

度创新带来的变革。自此后，牛栏山

酒厂一刻没有停止过创新。如今，产

品品牌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首

选，企业也成为北京地区白酒行业

保持自主酿造规模最大、“在太空开

展清香型酒曲实验”的白酒企业。

此刻再谈创新，既是为适应瞬

息万变的市场变化，也是自己给自

己加码，加压。但是，牛酒山人给予

时代的震撼一直没有让公众失望。

把“创新进行到底”的责任意识丰富

了企业的文化内涵。

2012 年 10 月 26 日，牛栏山酒
厂再一次隆重举行了曾经轰动中国

业界的“拜师仪式”。当身着庄重汉

服的 12 位年轻人按照汉代礼仪向 6

位师父行叩拜大礼时，再一次震撼

了所有现场观众！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长

期以来，多种因素导致一些老字号

企业的传承链出现断裂。正是因为

缺乏系统的、有组织的传艺和培训，

致使部分老字号企业经营不善，规

模越来越小，甚至消失。这是中国的

遗憾，是中国文化的遗憾。由此，我

们更加容易理解，“二锅头酒传统酿

造技艺”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意义是何等深远和深刻。北京牛

栏山酒厂率先在业内提出了“传承

链”概念并进行实施是多么的具有

历史责任感和厚重的精神力量。在

第二届拜师会上，企业挑选了 6 名
具有 10 年以上经验的“老师傅”收
徒传艺的事实再一次展示了“师徒

文化的内涵”：徒弟必须遵从严守本

门技法、不可自减工料、终身不得参

与制假贩假等 5项规矩。
记者回忆起牛栏山酒厂在 2007

年的那场创造性地“传承链”打造。

当首届“京城酒脉百载传承”大型拜

师封酒大会新闻图片登上中国各大

媒体首页时，厂长李怀民对记者说：

恢复了中断近半个世纪的拜师仪式

的活动，向社会展示了中华民族尊

牛栏山酒厂博物馆的一段文字告诉我们：保持自主酿造规

模、拥有“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酿酒大师”、“原

产地标记保护产品”、“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文化符号的企业实

现了历史的跨越。特别是，2002年至 2012年，销售收入一直保持
在 30%发展的牛栏山二锅头品牌，成为了中国 247个驻外机构
的特供酒。事实，不但让企业微笑着承认“是企业腾飞的黄金十

年”；也让行家们微笑着承认“二锅头已经从普通百姓酒跻身中

国高端白酒行列”。

一直坚持朴素“国营情怀”的厂长李怀民说，“60年的奋斗才
有了这样的结果，牛酒人会记住这段历史。会在感恩中继续与客

户共赢市场，与员工共赢企业，与社会共赢发展。”

企业做强、做久，需要坚持这样的“三位一体”的“共赢”原

则。

2013 年初，在合作中取得业绩的合作商、供应商们都表示，
以更大的激情、切实的努力为“牛气冲天”制造气场，期待好运。

喜欢牛栏山酒厂“多年坚守京味儿文化底蕴、同时坚持精益

求精”的北京朝批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孙文辉对记者坦

言：商业企业 20 多年的生意额从原来几十万，到今年的 3 个亿。
成功的理由只有一个：真正实现了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我们也

看到了一个生产企业的品牌增长和发展速度是那么的惊人，这

是企业的幸事，也是国家的幸事。

有着 16年合作历史的供应商、郑州华美集团董事长乔相鸣
心理记得很多感动人的故事。他对记者讲道：我们这样的小商业

零售企业，每当要偿还银行贷款的时候，都会遇一些困难。这也

是我们经销商最难过的经营坎。厂长李怀民多次帮助我们企业

解决燃眉之急，这种举动在这个行业里也是鲜见的。什么是诚

信？什么是诺言？我们 16年的成功合作就是最好的回答。
而对于企业经营理念，李怀民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

提倡多年的“经营感动”，就是经营理念链条上的一环；而“感动

客户、感功员工、感动全社会”才是我们“立体金字塔”。早就出现

的“展示后厨”、企业工业旅游，尝一尝真正纯粮酿造的牛栏山二

锅头等方式和活动，都是“感动经营”的细节表现，从概念开始，

最终成为企业不变的一种制度。

正如供应商代表乔相鸣所说：企业的“感动经营”理念不仅

能够把我们这些供应商、经销商自然合理地变为真诚的合作伙

伴，还把消费者与我们的合作提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大家踏踏实

实、一步一步地为品牌文化做努力。

2013 年 1 月，牛栏山酒厂荣获 2012 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
企业”称号。

李怀民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 30年也是牛栏山商业经营实
践和品牌梦想实现的 30 年。见证了由“粗放增长”到“契约精神”
的过程之后，企业要更加坚守务实原则。2012年，企业销售业绩
突破 30亿元，为实现“打造中国二锅头第一品牌”的历史使命打
下了坚实基础。

企业科技人员与外部专家品鉴产品

牛栏山酒曲遨游太空成功返回交接仪式

循着科技梦，攀援高端市场

打破瓶颈，在差异化中获得更大效益

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合作共赢，实现新跨越

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使传承形式由历史的民间个体口传心授变

成企业制度化的师传模式，是我们的梦想，也是强化传统酿酒技

艺传承链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的使命。

在牛栏山酒厂的稳步发展历史过程中，记者体会到：有历史

责任感，才有信念和希望；有历史责任感，才有创造、创新的激

情。所有的创新都来源于继承，所有的继承都演化成了更大的创

新。

李怀民与白酒专家们共同探讨“二锅头在中国白酒中的影

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时发表了个人见解：企业如今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实在是离不开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继承

了传统的大曲发酵剂，才有了在这个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分

离出一些优良菌种的麸曲酒的新成绩，才有了白酒行业重大的

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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