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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6日，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
目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

《走进阳谷系列专辑》之《打虎英雄出阳
谷》纪实专题片。

《打虎英雄出阳谷》节目以通过实地
考证的方式，结合阳谷的考古发现、历史
传承、民俗风情，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出
发，将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最亮丽耀
眼篇章—武松景阳冈醉打猛虎的历史可
追溯性、可考证性、可信服性、文学创作性
作了一一揭示，给予“千年景阳冈、传奇英
雄酒”以全新而客观的注脚。

阳谷地处黄河中下游之鲁西平原，因
先古在此观阳种谷而得名，是中国农耕文
明、酿酒业的发源地，是古典名著《水浒
传》、《金瓶梅》主要故事发生地。

景阳冈酒唐朝以前称“开坛香”，宋时
称为“透瓶香”、“三碗不过冈”、和“出门
倒”；宋神宗御赐“贵人家酒”金匾，为皇家
贡酒；景阳冈酒出名于北宋徽宗政和二
年，大发展于明朝万历年间。

“斯人已去、唯余酒香”。作为“透瓶
香”的继承和发扬者，山东景阳冈酒业有
限公司以“千年景阳冈”品牌效应为核心
资源，发扬“人淳酒纯”的企业精神，坚持

“先做人、后酿酒，做好人、酿好酒”的经营
理念，一手抓实业经营，一手抓文化产业
发展，以景阳冈酒“高而不烈、低而不淡”
的高贵品质为总抓手，充分发挥“酒道
馆”、“千秋阳谷文化园”、“水浒文化长廊”
等文化产业的重要作用，打造独树一帜的
英雄酒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了公司的纵深
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
提升。如今：景阳冈酒为中国十大名酒，景
阳冈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景阳冈酒业已
是中国白酒工业百强企业；景阳冈酒连续
畅销15年，被誉为“聊城人的国酒”。

《走遍中国》作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
际频道一档大型纪录片栏目，侧重社会文
化，注重挖掘中国的自然与人文地理遗
产，注重报道重要的地理考察与考古发现，
讲述自然差异的人文过程，揭示社会热点
新闻背后的地理文化背景，展示中国自然
与人文地理中的民族特性与东方特色。

《走遍中国》栏目组在阳谷期间，走进
景阳冈酒业酒道馆，以酒为纽带，探寻美
酒、英雄、奇冈、猛虎之神奇组合，演绎千
古佳话。随着《打虎英雄出阳谷》的演播，
千年舜都景阳冈、英雄故里酒飘香，会再
次贴近世人的生活，走进观众心中。

《走遍中国》：

追踪千年名酒景阳冈

2010年11月28日，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而热闹，“国蕴
酒开发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
行，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也迎
来了荣耀的时刻。规模宏大的
盛会，揭开了“中国高端人文
白酒”——— 国蕴酒神秘的面
纱。

国蕴，中国人文的纯正血统

国蕴，国之底蕴，谓中国
之内涵，集国之大成，立民族
精神。
国蕴酒，是山东春集团有

限公司为适应当前新的市场
经济形势，立足企业的战略发
展高度而推出的高端白酒品
牌。同时，为满足不断变化发
展的消费需求，古贝春人以
高瞻远瞩的眼光，打造出酱
香与浓香相结合的产品发展
战略。

一个“蕴”字意义非凡，
包含、蕴藏，给人以无限的遐
想空间；而“含蓄”更是中国
人的重要特征。“国蕴”二字
连在一起颇有大家风范，霸
气而不张扬，中华民族文化
博大精深，“国蕴”象征的意义
不言而喻，历史底蕴、文化底
蕴尽在其中。

国蕴，蕴通九州

国蕴酒所在地的德州武
城县，位于京杭大运河畔。两
千年京杭大运河，在沟通南
北，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
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
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
民族文化差别。由此，把岭南
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江
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
等错综融汇在中国传统思想

悠久的时空里，形成了中国特
有的运河文化。

京杭大运河，孕育了一
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古城武城
县，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
底蕴，培养了运河人包容的
性格与胸怀。国蕴，诞生在武
城大运河畔，身上必然浓缩
了几千年来运河人的智慧，
也融合了大运河深厚的历史
底蕴，国蕴所蕴运河文化可
谓实至名归。

国蕴，蕴聚东方智慧

山东作为中国历史上诸
子百家时代里表现最优异并
首先崛起的文化中心，涌现了
一大批至今仍对中华文化乃
至世界文化产生影响的文化
巨子，如孔子、孟子、管子、曾
子、孙子、墨子等等，他们的思
想、理论、智慧和学术成就，构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蕴，诞生于中国传统人

文核心领域——— 德州，于五千
年文化长河中潜心修炼，积蕴
了不可抗拒的人文气质。德州
地处齐文化与鲁文化中心之
地，齐鲁弦歌与燕赵悲歌润育
之乡，在经历了岁月沧桑的淘
洗，刀光剑影的熔炼，文人诗
词歌赋的陶冶，江湖曲山艺海
的浸润，也自有一种文化上的
雍容典雅，宽厚大度和从容。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
文化、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流
派百花齐放，最终成就了华夏
文化的主流。国蕴，蕴聚齐鲁
文化的精髓，是齐鲁文化兼容
并包的产物。

国蕴，蕴涵稀贵品质

面对纷繁的物质世界，蕴
者绝不会不择而取，系出名师

之手、蕴含经典工艺、甄选顶
级原料、酿造独特品质才是他
们的择物之道。
佳酿天成，凡酒之圣地无

不天籁垂青。国蕴酒，地处鲁
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畔，这
里水美谷丰，物华天宝，酿酒
资源丰富。商代国宴“秬鬯酒”
就产于古武城，战国时期曾流
传“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这
句名言，几乎都与古武城所产
美酒有关。北周时期在武城设
立“贝州”，酿酒兴盛，延续至
隋唐。得天赋，方成国蕴酒传
世品质。
浓香国蕴酒，倾注了酿酒

师们万里挑一的敬重态度，从
企业特有无公害五粮生态种
植区为您精选每一粒均匀饱
满、新鲜无异味的酿造原料，
在恪守粮食的投放次序的同
时，历经多道工艺层层锤炼，
方成独具风格的纯粮精华。
酱香国蕴酒，甄选黔南有

机原粮基地上等糯红高粱，
酿造过程中需达到高温堆积
发酵、高温入池发酵、九次蒸
煮、八次摊晾、七次取酒，历
经数十道工艺环节的层层积
淀，形成厚积薄发的酿酒艺
术。
缔造稀世珍品的奥秘，除

了拥有得天独厚的酿酒环境
之外，传世酿酒工艺则是其灵
魂。早在1983年，古贝春集团
就与茅台酒厂开展了合作。十
余年合作积累，一方面使古贝
春人积累正统而纯粹的稀世
酿造技艺，另一方面成就了古
贝春酱香产品的“北方茅台”
之荣誉。
1996年，古贝春又与五粮

液集团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在

2005年全国浓香型白酒质量
鉴评会上，38度古贝春荣获第
一名，52度古贝春获得第二
名，为此，酒界泰斗周恒刚老
先生称我公司为“长江以北学
习五粮液技术最成功的一
家”。

国蕴酒，秉承茅台、五粮
液之稀世酿酒技艺，久经时光
的千锤百炼，历练无可挑剔的
工艺，终成醇香飘逸的传世佳
酿。

卓越，源自不断自我超
越。酿酒大师们以敏锐的感官
品评技术，通过对酒体特性
的不断探索和尝试，对每一
瓶国蕴酒的孕育，酿酒大师
们都倍加呵护，细心调兑，倾
心缔造品质与内涵完美交融
的至上臻品。浓香国蕴酒，具
有香浓、醇厚、甘美、爽净、空
杯留香、回味悠长之显著特
点。酱香国蕴酒，具有酒体微
黄、丰满醇厚、酱香突出、幽
雅细腻、回味悠长、空杯留香
的典型风格。

国蕴：依托企业强大实力

打造品牌竞争力

品牌上，古贝春所荣获的
“联合国千年金奖/千年优秀
奖”、“中国历史文化名酒”、
“山东省十大名酒”、“中华老
字号”、“纯粮固态发酵白酒”、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
服务局特供酒”、“中国白酒工
业十大区域优势品牌”、“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中
国白酒产业十大著名品牌”、
“38度古贝春酒全国浓香型白
酒质量鉴评第一名”、“52度古
贝春酒全国浓香型白酒质量
鉴评第二名”、“古贝春2007年

国家商务部公示为第六届“中
国名酒”等荣誉，为国蕴酒提
供强大的品牌力。

差异化产品战略

打造中国高端人文白酒

毋庸置疑，当前的中国白
酒市场，产品竞争主要集中在
年份酒和陈年酒上，产品概念
同质化严重。高端白酒的消费
属性决定了酒的消费更多在
于追求心灵的满足，更多的需
要文化支撑。中国传统酒文化
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赋予
了国蕴酒无以比拟的稀贵底
蕴。于此，国蕴酒在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中国人文
精神与消费者内心的价值观，
全新打造出全新的产品战略
体系，并由此提炼出差异化的
产品核心概念。

三合——— 天地人合，国蕴
典藏
国蕴“三合”，意蕴天地人

合，经过5000多年的心心相
传，“天地人合”已演变为一精
神，升华为一种境界。蕴者坚
守“中庸”之道，传递极致柔和
品味。

六道——— 六道同存，有容
乃大

国蕴“六道”意蕴兵、法、
墨、儒、释、道，以儒做人，以禅
清心，以道养生，以墨尽责，以
法为基，以兵入市。蕴者存六
道，乾坤臻酿中。

中国高端白酒的本质在
于稀贵品质与传世文化的完
美融合。正所谓“金风玉露一
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国蕴
酒，创新定义中国高端白酒价
值，代表中国高端白酒新力
量。

国蕴 创新定义中国高端人文白酒

记者：菏泽是牡丹之乡，作
为山东省白酒领军企业之一，您
能深入地给我们介绍一下花冠集
团的酿酒历史和文化吗？

刘法来：菏泽是牡丹之乡，
花冠酒的由来则以传说牡丹仙子
下凡，落户曹州，根深叶茂，花
枝粗壮，为花中之冠而得名.花冠
集团地处牡丹之乡菏泽市东部的
巨野县，巨野历史悠久，酿酒文
化源远流长。巨野古为草青水阔
的大野泽，经自然进化成为土质
肥沃，物产丰富的大平原，这里
地下水系好，多甘泉，其水质清
冽甘甜，饮后使人爽心安神，延
年益寿。巨野是中华文明的发祥
地之一，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
晋朝人江统在他的《酒诰》中
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
之狄女，一曰杜康”。他又是一
位发明家，并对酿酒的发明做出
了巨大贡献。巨野酿酒业在经历
的历朝历代都有继承和发展。无
论是大禹治水时期，还是春秋战
国时代;无论是汉、宋、明、清时
期，还是人民解放战争年代，巨
野县志上都有对酿酒业的记载。

记者：在白酒市场竞争激烈
的今天，花冠集团为何能够成为
鲁酒新秀？

刘法来：首先是抓质量。质
量是企业发展的生命，也是商标
品牌的生命，企业要做大做强，
品牌要恒久鲜亮，产品质量这一
根基必须要牢固。我们“花冠
人”汲取企业与鲁酒兴衰的经验
与教训，始终如一地叫响“酒品
看人品”的口号，把“人品与酒
品”融合在一起，以诚信的人品
酿酒，以消费者的认可度检验酿
酒者的人品，把做人与做酒贯穿
于企业的始终。

其次是管理，管理是企业永
恒的主题。在我们“花冠人”的
心目中，管理有两个层次的含
义：一层是硬管理，即生产经营
上的机制管理、市场化管理；一
层是软管理，即以人为本的科学
管理、人性化管理。无论是
“软”管理还是“硬”管理，都
体现在“成本、规范、信用额
度”纵深管理模式上，在这种
“三位一体”的模式中，强调全
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

牢固树立“大成本”理念，深刻
了解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与
成本息息相关，在企业中每一个
人都与成本息息相关，促使每一
位员工都关注生产成本，才能真
正使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下来，效
益搞起来，竞争力强起来。

最后是创新，创新是持续发
展的动力。在我们花冠集团，
“开发新产品、创优质、创品
牌”已经构成了企业“创新”的
核心内容。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
创新，才使“花冠”由当初的几
个低档产品发展到高中低档40多
个品种；正是由于创新使“花
冠”从深巷走进“中国名酒”的
行列。

记者：鲁酒在走向复兴，作
为鲁酒领军企业的掌门人，您怎
样规划花冠集团的发展？

刘法来：一方面还是要抓产
品质量，要将传统与创新相结
合，用过硬的产品质量奠定花冠
集团发展基石。花冠集团一直继
承“老五甑”生产工艺，并采用了
延长发酵日期，双轮底工艺，留醅
工艺，清蒸混烧，低温续渣，缓气
蒸馏，量质摘酒等提高产品质量
的操作技术，保证原酒的优级品
率。我们企业生产的花之冠酒，具
有悠久的历史，她传承着中华酿
酒的历史文化。严格的操作工艺，
传统的酿制方法，科学的酒体设
计，典型的风格特征，是传统工艺
与现代科技的结晶。尊贵的内在
品质，不同的酒度同样的风格，
可以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
消费需求。朴素的外观设计典雅
大方，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机，
实为一种品质的代表。

其次是打造储酒文化节这一
品牌。储酒是我国酿酒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就在10月5日，我

们刚刚举办了“第十届‘’九
九”花冠储酒文化节”，从2002
年至今，进过十年的发展花冠集
团储酒节模式已经成熟，并受到
社会各界朋友的认可。同时，这
也开创了中华储酒文化之先河，
并把储酒演绎成为了喜庆的节
日，更是“花冠”在北方所独创
的经典力作。我们举办“九九”
储酒文化节，既注重形式，更注
重内容，做到形式与内容的最佳
结合。我们把储酒节的核心内容
定位在储酒上，在所举办的每一
届储酒节上，封存的原酒都在
2000吨以上，这是“花冠人”确
保“花冠”质量的重要举措，更
是“花冠人”对消费者的郑重承
诺，这也印证了我们“花冠”的
决策者们摒弃短平快的急功近利
行为，在谋求长远发展、科学发
展中已做出了理性选择，就是在
这种从不间断的“继承和创新”
中，我们“花冠人”以实实在在
的人品酿造着生活的琼浆玉液。
可以说，储酒节见证了花冠的发
展，也助推了花冠的发展，它让
花冠集团美名远扬。

集团今后的发展另一个重点
就是做大做强储酒节这一品牌。
通过这项活动，衍生出一系列的
与储酒有关的系列活动。做大储
酒节蛋糕，下活储酒文化这盘
棋，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储酒
节走进花冠、认识花冠、认同花
冠、爱上花冠，是我们每个花冠
人的愿望。

滴滴花冠酒 浓浓齐鲁情。
一方水土酿一方美酒，滴滴花冠
酒无一不注入了花冠人的心血与
热情。展望未来，发展壮大在齐
鲁大地的花冠集团将引领时代潮
流，传承酿酒文化的一贯风韵，
香飘四海，谱写新的鲁酒传奇。

滴滴花冠酒 浓浓齐鲁情
——— 访山东花冠集团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法来

花冠集团董事长刘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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