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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遗址

汾酒文化，绵延六千年

从“杏花村遗址”的考古发掘文

物证实，杏花村酿酒史可上溯到远000
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南北朝时

期，汾酒便已成宫廷御酒，受到北齐

武成帝极力推崇，被载入《二十四

史》。唐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多达70余
家，呈现“长街恰副登瀛处，处处街头

揭翠帘”之盛况。唐以前酒皆为“浊

酒”，中国酿酒史上第一家蒸馏白酒

便是“汾州贡酒”。李白喝后赞美：“琼

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晚

唐杜牧清明节出行逢雨，湿寒之际，

思酒若狂，便有了“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两句绝唱，描绘了

汾酒的过去。1915年杏花村的老白汾
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成为我国

唯一荣获甲等大奖章的白酒品牌，加

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宴用酒以及在5
次全国评酒会上蝉联“国家名酒”桂

冠，成就了汾酒的现在。

汾酒诞生之后，经过殷商、西周、

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500
多年中国酒文化哺育，得到迅速发

展。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中国酒、

也为汾酒发展确定了方向。在西周富

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

上产生的西周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

的酿酒、饮酒产生重大深远影响，从

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大发展、

大转折：一是发明了酒曲和“五齐”、

“六必”的酿酒经验，使酿酒纳入有章

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质量产生质的

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

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制

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大力倡导

“酒礼”、“酒德”，大大丰富了酒的精

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酒文化及汾酒

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色。

沐浴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汾

酒度过它的婴儿期、幼年期和少年期，

茁壮成长。至南北朝时期，终于以“汾

清”酒赫然成名于世。据《北齐书》卷十

一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字币德，文襄

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晋爵为

王。历任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

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

谙等，孝瑜予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

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

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北齐高湛，史称武成帝，公元

561—564年在位。北齐国都有上都、
下都之分，上都在邺，就是今河南安

阳；下都在晋阳，就是今太原晋源镇

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

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

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

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表明当

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

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

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
产地汾州)，可见它当时造“清”的程度
和质量之高。在汾清成名之时，汾清

的再制品竹叶酒 (当今保健名酒竹叶
青酒前身)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
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诗句赞美

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春日离合》诗

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

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可见此酒烈

度不大，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竹叶青

“香甜软绵”特色一脉相承。

汾酒集团，能够造就两种“国家

名酒”，这在中国酒文化史上也是独

一无二。

汾酒精髓：清香，诚信

“清香”和“诚信”是汾酒集团企

业文化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它对

内是凝聚人心之法宝，对外是差异化

竞争之利器，在当今白酒业竞争日趋

白热化的情况下，是激烈市场竞争中

的开路先锋。

“清香”概念不仅仅指汾酒香型

和品质特征，更指汾酒人品格和汾酒

集团品位。清香本义为清新、淡雅芳

香，这里引申为清正、清高、清廉、芬

芳等涵义，寓意清澈透明、心地坦荡、

清正醇厚、端正清秀的为人形象和良

好美德，折射出对品质的赞誉、对品

格的赞美、对品位的赞赏。

清香的多重涵义还在于:
表明汾酒的清香型特质，即以

“清香至尊”著称于世，具有清香型白

酒典型代表的行业地位和不可替代

的旗帜性；

表明汾酒悠久的历史传承，汾酒

早有“汾清”雅称，以清香型特色延绵

千年，清香型酒的“清”也由此演变而

来，寓意着源远流长的汾酒文化；

表明汾酒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

体现在汾酒清香、纯正、甜美、净爽、

绵长的特点上；表明汾酒人美好的内

在品格。这种品格体现为汾酒人“做

事清正诚信，为人善良热情”的美德，

体现为汾酒人对产品质量近乎苛求

的职业操守；

表明汾酒人良好的社会形象。人

如其酒，汾酒人在向消费者提供清香

美酒的同时，也展现着汾酒人的品格

和风采，记载着汾酒人的奋进和执

着，在成就汾酒品牌的同时，塑造了

“诚信天下”的社会形象；

清香是汾酒集团不懈追求的一

种境界，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

的精神风貌，更典型地反映在汾酒集

团“让清香更久远”等组成的“四大使

命”和面对民族、国家、社会、公众、股

东、同业和员工郑重的“清香九诺”上。

汾酒“清香”概念是从汾酒的清香特征

进行外延拓展而来的一种“文化概

念”，即汾酒集团全力经营的“清香文

化”和“清香事业”。清香概念的提出将

汾酒的“清香”特质强化、放大，使其主

动切分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汾酒企业文化的另一特征“诚

信”与汾酒数千年历史淳朴民风的熏

陶和晋商经营理念一脉相承，表现的

是汾酒人做人、做事、酿酒的基本特

点和历史传承。诚信的深层涵义是汾

酒的优异品质，汾酒人的高尚品格，

汾酒集团的文化品位与形象。诚信是

汾酒之所以盛誉千年的基础，同时也

是汾酒赢得人心、强化管理的必要手

段。“诚信”概念的强化提高了员工对

企业的忠诚度，提升了产品品质，乃

汾酒集团立业之本。

文化营销，
汾酒营销最高境界

汾酒集团坐落的黄河流域，是我

国古代文明发祥地, 汾酒文化伴随几
千年黄河文化发展, 并伴随晋商崛起
壮大, 营销的最高境界是文化营销,汾
酒竹叶青品牌最大优势在于它的文

化资源。多少文人墨客为汾酒题写的

诗词古语, 赋予汾酒文化营销最广大
而深厚的基础。历朝历代的英雄豪

杰、贤人雅士，兼得汾酒莫大造化之

功。不说晋之唐叔虞、晋献公、晋文公、

刘武周、武则天这些帝王将相级人物，

光是诸如荀况、温庭筠、米芾、关汉卿、

罗贯中、傅山等一干文化名人，便洋洋

大观、透瓶香醇了。汾酒的故乡何以如

此人杰地灵？与汾酒有莫大的干系！这

个秘密，最终被那个醉意朦胧的李白

在无意间泄露出来：“古来圣贤皆寂

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汾酒集团非常重视汾酒文化营销

系统的建设, 兴建了酒文化博物馆,挖
掘了晋商与汾酒文化的深厚渊源,再

加上汾酒文化节、汾酒论坛等一系列

文化活动, 使得汾酒文化建设始终处
于行业前列, 汾酒文化已经不再单纯
是一个企业的文化, 而成为酒文化的
典型代言。通过汾酒文化营销的开

展，以文化导演、文化渗透、文化感染

营造高品质的企业文化氛围，在运用

“欲擒故纵，文化制胜”策略，实现“险

中求胜”文化营销的无穷魅力之态势

下，市场竞争力快速提升。去年和今

年，汾酒集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以

来，汾酒集团加大了文化营销力度，

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文化公关活动，有

效地扩大了品牌影响力，使汾酒的销

售额和汾酒的股票价值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提升。

2010年6月18日，汾酒集团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地召开了纪念大会，正本

清源，纪念山西高粱汾酒荣获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白酒品牌唯一甲

等大奖95周年，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
大关注，对纪念大会争相报道，“诚信

企业做诚信宣传”的品牌文化宣传在

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紧接着，于9
月5日在北京进行了为纪念1915年巴
拿马万国博览会获甲等大奖章专门

定制的“国藏汾酒”的拍卖活动，其中

209万元单瓶的拍卖单价，充分说明
了广大消费者对有历史底蕴的清香

型白酒价值回归的认可，并且20瓶纪
念国藏汾酒拍得的3076万元人民币，
全部作为善款纳入山西省汾酒集团

公益基金会。此举开国内烟酒行业之

先河，作为汾酒集团对社会责任勇于

担当和积极践行的义举再次引起轰

动。汾酒作为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

者、传承中国白酒文化的火炬手、中

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见证中国

白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中国酒魂”

的定位当之无愧。

2011年1月21日，汾酒集团在北京
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杏花村诗书画

文选》的发布仪式。该书所选作品包括

古今名人有关汾酒的诗词125首、书画
作品180多幅、散文17篇。这些作品充
分展示了汾酒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底蕴，具有较高可读性与欣赏性。这是

我国白酒业内第一部展示千年白酒文

化传承、荟萃众多名家墨宝的图书，是

一部集中国酒文化之大成的图书。

在2011年9月21日，汾酒集团在首
都北京隆重召开纪念大会，庆祝“汾

酒·共和国第一国宴用酒62周年纪念
大会”，又一次轰动了全国，打响了角

逐全国白酒市场的反击战，汾酒“王

者回归”前景看好。

从2011年8月份到11月份，专门邀
请《山西日报》摄影部的专业人员，对

公司博物馆、档案馆现存的所有近

17000件书法字画、馆藏文物、荣誉牌匾
证书、珍贵文档资料、酒类产品等进行

一次全面的抢救性数字化保护，全部进

行拍照影像存档，出版大型画册。

以汾酒集团的实践来看，文化营销

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文化营销

策划应用到位，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市场奇迹。

现今，汾酒集团的文化营销已是

硕果累累, 除大众传媒以及新兴传媒
传播外, 多种形式的品鉴会和文化鉴
赏会让消费者进行的文化体验妙不

可言。以终端店、专卖店、会展和工艺

展、汾酒工业园等场合开拓的“可视

化”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让消费者零距
离亲近与解读汾酒文化已不是一句

空话,“品汾酒即是品文化”已然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陆培法 谭新政

汾酒，中国酒魂

中国白酒最早生产工

艺有三大特点 : 一是以

“瓮”为发酵容器；二是以

“清蒸二次清”为生产工

艺；三是以固态发酵、固态

蒸馏。在中国各种香型的

白酒中，只有清香型酒符

合上述三个本质特征。也

就是说，清香型酒是最早

的中国白酒。现在的浓香

型白酒工艺和酱香型白酒

工艺，都是用窖池发酵，用“续渣法”循环发酵。由此得出结论，清

香型白酒是中国白酒的起源。而杏花村（仰韶时期）遗址出土的

小口尖底瓮，充分证明了杏花村汾酒是中国白酒的起源。

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汾酒随晋商之路输出。清代雍正、乾

隆年间，山西清香型汾酒的制曲和生产工艺已传入陕西，很快又

由陕入川贵。当今风行全国的四川浓香型白酒工艺，是在陕西白

酒工艺入川后，再次创新工艺而形成的。1939年出版的《贵州经

济》有山西汾酒与茅台镇白酒之间渊源关系的记载：“在满清咸

丰（1851—1861年）以前，有山西盐商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

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

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曰茅台酒。”根据

这一记载，酱香型白酒也是传承了清香型白酒工艺推陈出新，从

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工艺和品牌。

清香型白酒口感特点是清香纯正、诸味协调、余味爽净。浓

香型白酒口感特点是香味浓郁。酱香型白酒口感是多种香味之

复合体，香味丰富。由于工艺不同，发酵时菌群不同，三种香型杂

醇油含量也不相同，其中清香型白酒杂醇油含量最低。而杂醇油

是一种有害物质，是导致口干、恶心、头痛等醉酒症状的主要因

素。酒界泰斗秦含章曾倡导“要喝酒就喝汾酒，因为汾酒最干

净”。

品牌重铸造就回归。与酱香型和浓香型白酒比较，清香型白

酒的劣势在于品牌的树立和打造。而今，随着汾酒“国酒之源、清

香之祖、文化之根”品牌价值的全面提升和“大清香”王者回归大

战略的确立，清香型白酒开始下大气力重铸品牌辉煌，并日见显

著成效。

如今，汾酒集团拥有“杏花村”、“竹叶青”、“汾”三个驰名商

标，是全国最大的白酒生产基地之一；汾酒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唯一永久收藏的白酒，竹叶青酒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2007年汾酒作坊遗址、汾酒酿造工艺相继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国家级认证，汾酒酿造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汾

酒工业园林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2008年杏花村荣膺“中华名

酒第一村”。还有近年来相继建设完成的汾酒文化广场、汾酒工业

园林、汾酒博物馆等，都见证了酒都杏花村作为中国第一个名白

酒基地、保健酒基地和酒文化旅游基地的建设。尤其是两届酒文

化节的举办，对“传承国宝 清香久远”、“千年清香 陶醉你我”、

“清香三品”、“清香汾酒”、“清香事业”等等清香理念进行了广泛

的宣传和张扬，使得汾酒的“清香”理念得到广泛和深入宣传。在

2012年 6月 9日，第七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杏花村汾酒

酿造技艺”被授予首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基地。2012年

11月 17日，杏花村汾酒老作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汾酒集团公司董事长李秋喜

中国最早的白酒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大奖章

第一枚注册商标（上） 巴拿马获奖资料（下）

中国汾酒，清香天下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唯一白酒类甲等大奖。

中国白酒企业对于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热情最高。唯一

宣传自己获得巴拿马博览会“甲等大奖章”的是山西汾酒。民国六年

（1917年）杏花村《早明亭酒泉记》记其事云：“……巴拿马赛会航海

七万里而遥，陈列期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维

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并州新报》以“佳酿之

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

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一鸣惊人。在 1924年山西汾酒的

注册商标上，也印有汾酒荣获甲等大奖章的图案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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