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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悟天下”③
喝纯粮固态发酵白酒才称为健康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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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原酒委员会对泸州、宜宾、遵
义三大产区的调研和消费市场的分
析，原酒委员会制定出了一系列的产
区打造标准，使其能有效让消费者与
产区内的纯粮固态发酵白酒产品进行
对接。

谢明告诉笔者，进入产区打造的
白酒企业必须符合三个方面的硬性
标准：

首先，纯粮固态发酵是准入门槛。
其实，中国消费者在口感上分不

清固态发酵酒、液态酒、固液混合酒，
也不知道原因。由于现在白酒勾调技
术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普通白酒上的口
感问题，有些固态酒和部分液态酒混
合一下，就可以形成一个香味，而只有
固态法酿造的纯粮酒，喝了才是真正
对身体最好的。

其次，按行业制定的白酒原酒标
准来践行，是企业生产管理、内部运
营、环境达标的规范要求。

第三，经营者必须讲诚信，财务状
况和信誉口碑都非常良好。

产区打造从长远看是商业行为，

但短期内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公益心
态，一旦经营者过于急功近利，势必会
为了短期利益，影响到整个产区长远
目标的实现。

“当然，一旦符合相应标准，进入
泸宜遵产区的打造平台，势必也会带
来很多助力。”谢明指出。

据谢明介绍，进入泸宜遵产区体
系的企业，首先会在技术和经营方面
得到平台的指导和扶持;其次，会在企
业产品销售方面，提供很多优质的客

户渠道;前面提到川发展有 30 亿元的
扶持资金，和其他一些金融资源，产区
平台会在资金方面对这些企业进行扶
持;最后，由于我们产区品牌是分布在
泸州、宜宾、遵义，但产区内除了茅台、
五粮液、国窖 1573 等，还有几千个大
大小小的酒厂，仅遵义地区茅台镇可
能就有超过1600家酒厂，这些酒厂同
在茅台镇，也出好酒，但是他们没有品
牌，消费者缺乏认知。

“同时，产区内的酒可以以我们打
造的产区品牌‘泸宜遵’进行统一输
出，大大降低企业的品牌营销成本。”
谢明说。

固态原酒因为独特的产品特征和健康属性，未来肯定会受到广大消费者

的追捧，因此，白酒企业不仅需要尊重传统，敬畏自然，也应该积极地去实现

产品创新。 ——谢明

早在两千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
曾经对酒有这样的评价“一人饮酒，全
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同时，《诗
经》中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说。
在传说成书于 2000 多年前的《黄帝内
经》中便有关于酒用于医疗的记载，书
中指出，作“汤液醪醴”(酒)，其医疗作

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且不论其争论结果如何，近年

来，关于整个白酒行业‘健康饮酒，饮
健康酒’，一直是白酒消费者关心的话
题。”谢明告诉笔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泸州
老窖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泸州老窖股

份公司原董事长、中国酒业协会固态
白酒原酒委员会理事长谢明指出，从
目前的技术工艺来看，白酒可分为两
种，一种是以纯粮固态发酵的粮食酒，
另一种则是液态发酵的勾兑酒。懂得
喝酒的消费者都知道，纯粮固态发酵
的粮食酒更受消费者欢迎，之所以液
态发酵的勾兑酒依然有广阔的市场，
要么是因为部分消费者受消费能力所
限，要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消费
者没办法识别出什么样的酒才是纯粮
固态发酵的酒。

那么，纯粮固态发酵白酒对人体
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与酒精勾兑酒
又有哪些区别呢?

谢明告诉笔者，纯粮固态发酵白
酒和酒精勾兑酒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
在粮食原材料、营养价值和饮用安全
性三个方面。

首先，从原材料入手，粮食酒的主
要原料标准很高，必须是高粱、玉米、
小麦、大米、糯米、大麦、荞麦、青稞等
粮食和豆类等(不包括薯类与果蔬类)，
颗粒均匀饱满、新鲜、无虫蛀、无霉变、
干燥适宜、无泥沙、无异杂味、无其它
杂物。

而液态发酵白酒，则是用甘蔗和
甜菜渣、薯干、玉米等制造出来的优质
食用酒精为基础酒，加入增香调味物
质模拟传统粮食白酒的口感，经调配
而成的液态白酒。从专业称呼上业内
称之为“新工艺白酒”，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酒精勾兑酒。由两种白酒的生产
工艺就能发现，纯粮酒对原料要求更
严苛，安全性更高。

而从营养方面来看，粮食酒也更
胜一筹。如果将其与勾兑酒进行对
比，就好比矿泉水与纯净水。前者富
含各类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但后者
则成分单一。以泸宜遵产区众多的纯

粮固态发酵工艺为例，在生产酿造时
始终坚持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并遵循
自然发酵、自然培甜、自然老熟的酿造
规律，加之曲药、老窖中微生物的作
用，酒体中除了乙醇外，还蕴含了丰富
的己酸乙酯及酶系等营养成分。所
以，相比起来，纯粮酒更为天然，更为
营养。

从安全性而言，由于酒精勾兑酒
成本较低，能够满足不同阶层的经济
条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成分非常单一，除了乙醇没有任何其
他营养成分，就连酒香味只能靠添加
人工合成的香味物质来解决。同时，
由于是人工勾兑，还存在香味短，回味
不长，味淡或微带燥辣等劣势。大量
饮用，势必会有损消费者健康。

纯粮固态发酵VS酒精勾兑酒

“喝酒比不喝酒更健康。”这个观
点是有“史上最贵鼻子”之称的白酒专
家、茅台荣誉董事长季克良提到的。

那么，面对市场上那么多种酒，作
为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在众多酒类产
品中识别呢?

“季老提出的健康饮酒实际上指
的是纯粮固态发酵工艺酿造出来的白

酒。”自卸任泸州老窖集团董事局

主席一职后，谢明仍然专注于中国白
酒产业的发展，他目前担任中国酒业
协会固态白酒原酒协会理事长，并致
力于推动整个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的发
展。

为了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分享到
中国传统固态酿酒工艺的产品与文
化，助推中国白酒产区概念，规范原酒
市场、缓解优质固态原酒稀缺的现象，

更好地推动健康白酒发展，谢明倡导
并推动成立了中国酒业协会固态白酒
原酒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酒委员会”)
和总规模达 30.15 亿元的四川发展纯
粮原酒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原酒
基金”)。

谢明在 2015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
原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明确表示，借
助中国酒业协会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的技术力量，将在全国率先制定和
推行白酒原酒质量、感官等产品和工
艺的技术标准，同时建立全国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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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原酒标准化样品数据库和全国最
权威的白酒原酒第三方感官评价及质
量检测平台，同时，中国酒业协会固态
白酒原酒委员会还将与四川发展纯粮
原酒股权投资基金合作，搭建全国最
具影响力的原酒交易平台。

在原酒委员会的组织下，相关专
家前往四川、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
原酒使用大省，展开了调研、探讨原酒
产业及标准制定的工作，标准的起草
集中了国内白酒原酒产业相关的重要
技术机构和生产企业，并于今年年初
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经过近半年的意
见整理，8月15日，中国酒业协会正式
发布了《固态法浓香型白酒原酒》《固
态法浓香型白酒原酒》《固态法小曲清
香型白酒原酒》等三项中国酒业协会

团体标准(以下简称原酒标准)。三大
标准的出台对结束原酒行业长期以来
的小、散、乱的状态十分有利，使固态
原酒的质量及真实性从此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随着现在消费的升级，以及人民
大众现代消费观念的普及，尤其是对
于简约、好喝、快捷、健康以及家庭文
化和收藏传播的需求，白酒企业需要
潜心研发更适合大众消费的新口感、
新要求。”谢明指出。

“固态原酒因为独特的产品特征
和健康属性，未来肯定会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追捧。”谢明表示。因此，白酒
企业不仅需要尊重传统，敬畏自然，也
应该积极地去实现产品创新。

尤其是汇集了浓香、酱香、清香众

多纯粮固态发酵生产酒企的泸州、宜
宾、遵义产区，更应该通过整合的方
式，将产区内的优质纯粮固态发酵生
产企业组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纯粮固
态发酵白酒产业积极向前发展。

（从左至右）泸州老窖股份公司
总经理林峰、茅台原董事长季克良、
谢明合影

3 整合泸宜遵产区资源，推动纯粮固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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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休宁县大山里走出去的王忠
心，从小就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长大后
穿上绿军装，手握钢枪，保家卫国。
1986年12月，18岁的王忠心终于穿上
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的一名战士。

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王忠
心一干就是34年。这34年里，他当了
28 年班长。20 多年来，他为部队培养
了300多名优秀战士和干部，其中5人
提干，6 人当上了旅长、团长、营长，11
人考上了军事院校，45 人成为技术骨
干，100多人成为先进战士、优秀士官。

王忠心在平凡的岗位上，用非凡
的成绩，创造出了“兵王”的奇迹。他
能精准操作 3 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
19 个导弹测控岗位；参加实弹安装操
作训练 1300 多次；执行部队重大任务
28 次，排除故障 200 余次。从来没有
下错一个口令、连错一根电缆、报错一
个信号、记错一个数据、按错一个按
钮。根据多年积累，他写下了 20 余万
字的导弹学习笔记，参加过 20 余本导
弹教材的编写，被战友们誉为“操作
王”“排故王”“教官王”。

导弹技术、型号经常更新，王忠心
为能及时掌握新型导弹的性能，他找
来一大堆有关导弹的技术书籍，如《计
算机技术与应用》《高能物理在导弹上
的应用》《脉冲数字电路》等书籍，一本

本读了又记，记了又读，很快就熟练掌
握了各种型号的导弹测控和安装要
领，成为全旅熟练掌握新型装备第一
人，成为唯一的战士测控指挥长。

34 年军旅生涯中，王忠心先后被
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全军爱军精武
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十大优秀士
官”“十大好班长标兵”“百名好班长新
闻人物”，三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
才奖”。2017年8月1日。这是一个令
王忠心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全
军几百万将士中只有十个人获此殊
荣，王忠心就是这十人中的一个。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亲自为他授勋。

千年磨一剑。正因为有了王忠心
这样的兵王，我们的导弹才能像长了
眼睛一样飞向目标；正因为有了王忠
心这样的军人，我们的国防和军队建
设才能一步步推向前进。

2020 年王忠心从部队光荣退休，
部队首长准备将他安置到云南省昆明
市。昆明常年花开，四季如春，是全国
著名的美丽城市。但王忠心是个孝顺
的儿子，他对首长说：“旅长，我父亲过
世那年因部队训练紧张，我没能回家给
父亲送葬，如今母亲已70多岁了，我要
尽好孝道，待在母亲身边，照应、伺候好
她老人家。”旅长一听，爽朗一笑，说：

“哈哈，好个王忠心，看不出，你还是个
大孝子呀！好，我同意你回家乡。”

于是，王忠心回到了阔别 34 载的
家乡休宁县汪金桥村。他决心用热爱
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感恩党的
培养，回报父老乡亲。去年，休宁县政
府为了祝贺王忠心荣获“八一勋章”，
召开庆功会，奖励他 10 万元人民币。
他当场决定，将这 10 万元奖金全部捐
献给困难学生和困难家庭。他说：“我
是从休宁走出去的军人，没有政府的
帮助和乡亲们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
天。”王忠心的话刚一落音，会场上立
即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回到家乡后，他为法治宣传，为扶
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常常奔走在田间
地头、家家户户。他说：“我在部队里
做出了一些成绩和贡献，党和国家给
了我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奖励，我不能
把勋章当枕头，高枕无忧；不能把荣
誉当包袱，裹足不前。我是一名共产
党员，优秀士官，要做到退休不褪色，
退休不离岗，只要党召唤，重新上战
场！”

中国“兵王”王忠心
□张启立

休宁县汪村乡石屋坑，这个小小
的山村，走出过一代名将刘毓标、李步
新等同志，这些革命先辈在这里留下
了战斗的足迹，留下了红军和群众血
肉相连的鱼水情，留下了许多动人的
英雄故事。

一块红布的故事。1990 年初夏
的一天，石屋坑迎来了两位解放军首
长，他们就是曾在石屋坑战斗过的老
红军刘毓标将军和邹志成司令员。
这天石屋坑沸腾了，男女老少聚拢
在村中广场迎接老红军的到来。人
群中，一位老奶奶神色分外激动，她
叫俞成圭，是一位革命老妈妈。她
的丈夫张志流是红军首长的机要秘
书，被敌人抓捕后，宁死不屈，英勇
就义；她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红军，
大儿子战斗中负伤被捕，遭敌人杀
害；小儿子在行军途中冻死在六股
尖的雪山之上。当年刘毓标、邹志成
就住在她的家中，俞奶奶待他们就像
亲生的儿子。

随着热烈的欢呼声，两位老红军
来到乡亲们面前，当看见俞奶奶后，他
们热泪涌动，大声向俞奶奶叫了一声

“娘”，便跪在了她的面前……
交谈中，俞奶奶从怀里掏出一块

红布，深情地向两位首长问道：“你们
还记得这块红布吗？”刘毓标接过红
布，细细端详后，高举着红布对大家

说：“我们怎能忘记这块红布啊，当年，
石屋坑的乡亲们为了保护红军，有 7
人被敌人杀害，20 多人被抓坐牢，全
村 3 次被迫迁移。但没有人被吓倒，
为了方便红军联系，村民每到晚上便
在门上挂一块红布，作为与红军联络
的暗号，便于红军能安全来到他们
家。”

一担大米的故事。1935 年秋天，
敌人加紧对石屋坑的封锁，妄图困死
红军。为不使红军挨饿，石屋坑人民
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红军买
米。一次，村民王佑圭从江西的浮梁
买进一担米，敌人发现后顿起疑心，问
道：“这米是替谁买的？”王佑圭连忙
说：“是余厚财托我亲戚买的。”说完，
连忙泡茶安顿敌人坐下，又借口去给
买主打招呼，找到了余厚财，交待了应
急办法。

不一会儿，余厚财来了，敌人问
道：“你买米是为了给红军吃吗？你不
要命了吗？”余厚财从容地回答：“长官，
实不相瞒，由于你们盘查得紧，只要听
说是石屋坑的，人家连米都不敢卖给我
们。现在村里有好几家都已断粮了，实
在没有办法，大家才托我出面……”正
说着，村中的群众都来了，他们拿着米
袋，张家两斤，李家三斤，一担米很快就
分光了。敌人见此场景，只好作罢。敌
人刚走，乡亲们又把刚才分的米集中起

来，送到红军住的山棚。
一次反“清剿”的故事。1936年4

月，中共皖浙赣省委在石屋坑成立。
这个小小的村落便成了皖浙赣三省党
的指挥中心，各项指令从这里传出，让
敌人闻风丧胆。敌守军在汪村四处修
筑碉堡，训练壮丁，向石屋坑游击根据
地发动“清剿”。有一次，发现敌人即
将赶到石屋坑，李步新、刘毓标等领导
决定在平鼻岭对敌人进行伏击。经过
一天激战，生俘敌副连长一名，毙敌数
十人，缴获枪百支，取得了反“清剿”的
大胜。

一群烈士的故事。1935 年隆冬
的一天晚上，皖南红军独立团的 200
多名战士在婺源鄣公山一带活动。
突然，敌人调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
进行“围剿”，独立团战士被迫冒着
雨雪向六股尖一带转移。当部队来
到离石屋坑不远的六股尖山岗时，
红军又冷又饿。于是，刘毓标等人
带着一部分红军，去前方探路，走到
石屋坑，村子里的百姓才得知红军险
境，因天色已晚，无法连夜上山营
救。第二天，当乡亲们找到那些红军
时，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大部分
红军战士都成了雪人，成了雕塑，他
们还保持着牺牲前的各种姿态。就
这样 30 余名红军永远地长眠在六股
尖的山岗上，化作那漫山的映山红。

红色石屋坑
□汪士奇

放飞中国梦 传承红基因
喜迎二十大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刘亚丽）
“中国网事·感动2022”三季度网络感动
人物评选结果 16 日揭晓。他们中有的
择一事、终一生，在选择的领域坚定前
行；有的逆向而行，从城市到农村，用才
干和热情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如秋
日的清风滋润我们的心灵。

立足乡村，他们凝心聚力、绘出振
兴画卷

“反哺桑梓的村支书”胡涛——
2007年以前，武汉市江夏区法泗街大路
村还是一个贫瘠之地。2007年，胡涛返
乡带动乡亲共发展，推进村庄村湾集
并，盘活土地；强化村庄产业引领，高效
发展；创新村庄服务机制，扶助贫弱。
如今，大路村已从“空壳村”变成年产值
上亿元的生态村。

“盘活集体经济领头人”曾治国
——曾治国是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
新合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是盘活集体

经济的领头人。为了让村民能够自强，
他牵头成立火星街道新合村经济合作
社，村民变成了股民，齐心发展自己的
家园。

“‘女猪倌’的乡村振兴梦”张凌云
——张凌云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大都
市发展，而是回到了农村，开始了养猪
事业。张凌云用她的才能和热情带领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陈村镇槐北村的
父老乡亲打造了一条“发展循环农业助
力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紧急时刻，他们以身作则、勇担使命
“川 A 英雄”成都三环路灭火救援

群体——成都三环路，一辆厢式货车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起火，司机被困。
危急关头，一个个“无名英雄”挺身而
出，冒着浓烟和火苗，不到5分钟，就把
被困司机成功解救出来。“川A英雄”们
见义勇为行为弘扬了正气，传递了社会
正能量，获得了近百万网友的点赞。

“两难时刻见证医者仁心”许向东
——陕西省宝鸡骨科医生许向东从医
30 多年来，他以治病救人为已任，以教
授年轻医生为己责。在上手术台前得
知父亲去世，许向东选择在手术前匆匆
下楼看一眼父亲，然后重返手术台救治

病人。
扎根基层，他们坚守奉献、始终如一
“林海之眼”刘军夫妇——做塞罕

坝林场的眼睛 23 年，从护林员到望火
楼瞭望员，血水、汗水、泪水都流过，刘
军夫妇与孤寂与艰难为敌，用信念守
望着苍翠林海，鬓边青丝悄然变白发。

“退休不退志的老党员”吕华锋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黄土岭
社区星电花园退休第一支部书记吕华
锋始终如一，她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甘于奉献的精神、谦虚朴实的品格
带领党支部为群众办了一件又一件实

事，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
得淋漓尽致。
深耕专业，他们匠心逐梦、笃信前行
“鉴证先锋”马菁——今年 38 岁的

马菁是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十三支
队的一名法医，十年尸检超过 600 具。
勘验现场，捕捉细节，努力找到“蛛丝马
迹”，马菁一次次用科学判断探寻真相，
维护公平正义、捍卫法律尊严。

“智能健将”周瑭霖——在苏州，有
一位“90 后机器人守护者”，他幼年患
病，职校毕业，在短短五年时间里瞄准
前沿、奋发有为，深耕机器人领域，成

长为创新创业赛道上的一员“健将”。
“最美森林医生”涂新华——湖南

省长沙县林业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涂
新华，38 年如一日，在林地一线与森林
病虫害打交道。他胸怀梦想、笃信前
行，足迹遍布湖南大半个省域，远赴广
西各个州县实地勘查，爬山涉水紧追
马尾松毛虫的踪迹；他主动创新、精益
求精，主导建立起一套松毛虫发生量
实用预测数学模型，实现森林病虫害
预测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历史性
转变。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活
动”由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
承办，自 2010 年起已举办十二届。该
活动以普通百姓为报道和评选对象，由
新华社记者走访基层挖掘感人故事，不
同机构推荐候选人，发动网民通过新媒
体方式进行线上、线下评选并举行年度
颁奖典礼。

“中国网事·感动2022”三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