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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当得美酒助
纵论湖湘处处诗

众所周知， 我国诗酒文化底蕴深厚，源
远流长，和中华历史同延续，与华夏文明共
传承。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庆典宴席，都离
不开美酒相伴。百年兴衰杯酒间，千百年来，
也留下了许多诗酒田园的文艺作品。

作为湖南第一传媒集团、 文化集团，湖
南日报社及旗下媒体机构， 有责任也有能
力通过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 深入挖掘诗酒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诗酒文化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我们也由衷希望，内参诗酒文化社能为
大家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创造更多文化
交流机会，传播中国文化，助推诗酒文化。

诗酒 “联姻 ”，内参酒致力
弘扬与传播中国诗酒文化

诗与酒的结合，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聚会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诗与酒，已成为中国古
典文学的一个传统，酒和诗彼此依托，相互
映衬。 多年来，酒鬼酒引无数文化名人前来
瞻慕。 艾青、汪曾祺、臧克家、陈忠实、丁聪、
韩美林、张贤亮、马识途、王朝垠、高晓声等
近百位文化名家曾作客酒鬼酒公司， 欣然
作诗题词，留下许多美文佳话。

内参酒作为酒鬼酒公司的高端产品，它
是酒鬼酒文化境界的制高点。 内参诗酒文
化社是聚合中国文化人的平台化组织，以
文化艺术界人士为主要对象， 以弘扬中国
诗酒文化为宗旨， 以传播中国诗酒文化为
核心内容，以诗为媒，以酒为介，以诗言志，
以酒抒怀，以诗会友，以酒润诗，实现文化人
与文化酒“联姻”，将内参酒打造成高端文化
酒的引领者。

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兴，国运兴。
俱怀逸兴壮思飞，会须一饮三百杯。
十二月的麓山层林尽染， 美不胜收，“2017

内参诗酒文化社枫林雅聚”在岳麓山下举行。 湖
南文化界名人开坛布讲， 畅谈中国古典诗词中
的酒文化及现实意义，旨在弘扬中国诗酒文化，
高举文化酒大旗， 实现文化人和文化酒的全面
“联姻”。

泼墨挥毫，一纸风华洛纸贵，
妙语连珠，三巡过后尽开颜。

2017 内参诗酒文化社枫林雅聚
“有酒便有诗，诗酒不分家”，12 月 8 日，多

位湖南文化名人聚于岳麓山下，以诗为媒，挥毫
泼墨，畅谈“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酒文化及现实意
义”。 通过“新湖南”全程图文直播，众大师的“激
情碰撞”与“脑力激荡”，吸引了数万粉丝观看、
互动。

本次活动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酒鬼酒股
份有限公司主办 ，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
办，湖南华声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执行。 湖南省
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长沙市文联主席、一级作家何立伟，著名
书画家、文化学者王德水等出席活动，为湖湘
文化与湘酒的融合发展、传承湖湘诗酒文化建
言献策。

内参诗酒文化社
湖南省酒鬼酒内参诗酒文化社，是由酒鬼酒供

销有限责任公司发起、 以文化艺术界人士为主要
对象，以交流、研究、继承、弘扬和传播中国诗酒文
化为宗旨，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文化组织。

内参诗酒文化社以“内敛乾坤，参悟天地”和“惟
楚有材，于斯为盛”为精神内核；通过交流、研究、继
承、 弘扬和传播中国诗酒文化为核心文化和核心价
值。“内参诗酒文化社”将成为聚合文化人的平台化
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以诗为媒、以酒为介，
实现文化人与文化酒“联姻”，将内参酒打造成高端
文化酒的践行者与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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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之酒关乎礼， 文人之酒关乎
愁，江湖之酒关乎情

从《诗经》里看，古人只在神圣之事和喜庆
之事上用酒。 最早，酒起于民间，行于庙堂。《左
传》记载，齐桓公代楚，借口便是“尔贡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酒入愁肠
大概是汉魏六朝之后， 古诗十九首说：“服食求
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
人生苦短，求仙不得，不如饮酒。这就是愁了。中
国古诗词中写酒的作品汗牛充栋， 但这些作品
中写愁的更多。 民间的酒与情相连，多用于人情
往来。古风，丰年才允许酿酒。现在社会进步了，
食有余，酒亦足，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好的时光都是有度数的
好时光都是用酒来酿的

诗酒风流，中国是一个诗国，也是一个酒国。
文人诗酒故事很多，湘西有很多名人，像沈从文
先生，他们的故事流传，大都与酒有关。内参是很
有故事的酒，我虽不喝酒，但一个酒要是有好的
故事，会自己长着腿到处走。我是不能喝酒的，但
文人豪兴一来，不论自己能不能喝，酒壮人胆，也
曾大醉数次。 中国人的生活其实离不开酒，人生
的大小事都与酒有关， 酒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好
的时光都是有度数的，好时光都是用酒来酿的。

我愿和湖南大咖们一同传递湖
南酒文化

酒可以沟通人的灵魂，酒是历代文人沟
通的重要媒介。怎样把酒文化打造成衡量湖
湘文化、国家文化的重要参考，通过酒把当
代湖湘文化的精品制作融合在酒文化上，让
湖湘文化亘古长青。我愿和湖南大咖们一同
努力，打造湖南的酒文化，传递湖湘精神。

赏岳麓红枫，品酒鬼内参，话诗酒渊源

今天有幸邀请到诸位文化名家、 丹青妙手，
齐聚岳麓山，览麓山秋色，赏爱晚红枫，品酒鬼内
参，话诗酒渊源。 承蒙主办单位的抬爱，让我担任
这次微论坛的主持，很高兴有机会与各位新朋老
友畅抒胸臆，把酒言欢，不亦乐乎！

今天跟各位朋友讨论的话题，是诗和酒的关
系，这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 在
我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诗人如陶渊明、 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写过有关酒的名篇，我们今天
就来座谈各自的感悟与体验。

有酒，便有诗

酒在我们国家源远流长，没有酒就没有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有酒便有诗，大概写
好诗和写好文章的都会喝酒。我发现喝酒的
人有一个特点，豪放、热情、尽力而为。 武松
打虎喝酒之后，更有激情，喝酒之后，能出好
文章和好诗句。 有酒，便有诗。

朋友在一起， 没有酒就像画展
没有开幕式

我喜欢酒，但一个人不喝酒，当朋友聚
在一起，就一定要有点酒，如果没有酒就像
画展没有开幕式，不知道从哪里看起。 我不
在乎喝什么酒，我在乎跟什么人喝。 内参诗
酒文化社的平台非常好，将助推酒文化的发
展和传递。

以文会友，以诗会友，更要以酒会友
作为一个做研究的人， 我也喜欢喝点小

酒，但对酒却没什么研究。 我只知道酒文化源
远流长，在湖湘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湖南
人大部分爱喝酒，我在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执
教了 52年，平常三五个朋友小聚，三杯两盏
下肚，不仅可以畅述友情，还可以激发思考，
开阔思路， 甚至还可以给严肃的学术增添一
些艺术的元素。 所以我认为以文会友、以诗会
友和以酒会友不仅不矛盾， 有时还能相得益
彰。 对我们这些搞技术、 搞经济模型的人来
说，平常大脑绷得很紧，喝一杯小酒，既能加
深友情，又能激发思维，还能获得一些平常感
受不到的乐趣，又何乐而不为呢！

———文化大咖齐聚麓山 妙谈内参诗酒文化

2004 年 5 月， 酒鬼酒公司领导亲赴黄老凤凰古城
“夺翠楼”家中。此次前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李铁映，此期间正
与黄永玉切磋画艺。 黄老介绍说：产品已设计好，就叫
“内参”。为何要将此酒取名为“内参”？黄永玉笑而不答，
随即取出早已写好的一页小楷，上面写道：“此酒窖藏数
量有限， 只供给领有正式牌照之酒仙酒鬼欣赏品尝，不
作市场推销活动，所谓：‘喝一瓶少一瓶，喝一口少一口
之义’，庶几近之，深望向隅之各路瘾君子原谅。 ”为应和
黄永玉所提“内参”，李铁映则亲自为“内参”酒设计了一
款挂牌，特提写了“密级”二字。 黄老与李铁映此次联袂
创作设计“内参”酒可谓是构思绝妙、珠联璧合。

目前，“内参”酒已成为中国白酒行业艺术价值与经
济价值完美统一的超高端品牌，因其品质卓越、路线神
秘、限量生产、定制销售，尤受高端消费群体青睐。

内 参 设 计 故 事

内 参 设 计 故 事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委、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龚定名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李明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王跃文

中国作家协会全
委会委员、长沙市文联
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
名誉主席、 一级作家
何立伟

湖南省作协副主
席、 茅盾文学奖评委、
论坛主持人 龚旭东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湖南
文史馆馆员、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
顾问、湖南省书画院特聘书画家、
湖南美术出版社原社长 杨炳南

中国著名书画家、著
名文化学者 王德水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湘潭大学原校
长、党委副书记 李树丞

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
副主席、著名画家 张楚务

(本版文字由陈冷眉、曹盛家整理，图片由李健提供)

湖南第一传媒集团
有责任深入挖掘诗酒文化

现场举行内参诗酒文化社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