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庭西滨，沅水南畔，悠长的青石板路旁吊脚楼
林立，文人骚客在星罗棋布的酒坊酒肆里，或畅叙幽
情，或吟诗作赋……这是古代常德人日常生活的真实
写照。

“常德有好酒，好酒在德山。 ”自古以来便是优质
白酒产地的常德，“德山大曲”尤为迷人。

国家优质酒、加拿大国际酒博会金奖、消费者信
得过金牌白酒、“中国驰名商标”……获奖无数的“德
山大曲”不久前又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德山大曲”是怎么来的？ 有什么特别？ 让我们一
探究竟———

历史悠久出好酒

常德酿酒，历史久远。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6500 年前常德

人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酿酒技术，而且饮酒也相当普
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

德山，古称枉山。 据古籍记载，与尧、舜齐名的上
古先贤善卷终生躬耕于此，开启民智，传播善德，成就
了“常德德山山有德”的千古佳话。

在善德之风浸润中，借绝佳生态环境，于先秦时
代，常德人就有摆“春台席”置酒“与之合饮”风俗。 屈
原流放地沅澧一带，他的《楚辞·招魂》中，就记下了当
时祭祀飨宴的详细记载：“室家遂宗，瑶浆蜜勺，实羽
觞些。 挫糟冻饮，酎清凉些。 华酌既陈，有琼浆些”。

晋朝时，常德出现相当完善的酿酒技术。 贾思勰
《齐民要术》中载有西晋时期常德桃源的酿酒法。宋朱
翼中所撰《北山酒经·神仙酒法(武陵桃源酒法)》中，
也说了采用常德桃源的酿法，“自成美酒矣”！

在唐代，武陵民间“贮精粮，甑甘醇”，已蔚然成
风。

清朝时，常德酿酒业愈趋发达。 民国时期酿酒作
坊遍及常德城乡，品种有米酒、谷酒、玉米酒、黄酒等，
多以夫妻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常德仍有
糟坊 72 家之多。

1952 年， 由正宗常德酒古法酿造技艺之集大成
者马万隆糟坊牵头，常德 72 家糟坊合营，建立常德酒
厂（当时名为湖南省酿酒总厂常德分厂），于 1959 年
试制出的浓香型白酒，定名为“德山大曲”面市销售。
仅四年时间，“德山大曲”被评为国家优质酒，获国家
银奖，填补了中南五省食品行业没有国家级奖牌的空
白。

随后，1984、1989 年又蝉联国家银奖、 获国家优
质酒称号。 自此，德山大曲酒成为我国著名的白酒品
牌。 它一度引领风骚，成为湖湘大地上尽人皆知的名

酒。2011 年 5 月，“德山”商标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2012 年，“德山酒古法酿造技艺”被列入常德市
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 2017 年 12 月，德山大曲获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好山好水酿好酒

我国著名白酒专家周恒刚曾评价“德山大曲”：窖
香浓郁，酒体丰满，绵甜醇厚，后味爽净，余味悠长，风
格典型。 那么德山大曲的典型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从云贵高原取天上之水的沅水川流不息，绕德山
而过，直奔洞庭湖。德山酒酿造之水源自德山地下，脉
承沅江秀水，水质甘甜、清爽，呈弱酸性，富含钾、磷、
硒、锌等多种有益的微量元素，这一特质对制曲、发酵
以及酒体各种呈香呈味物质生成等起到不可忽视的
作用。

面筋质要更丰富、支链淀粉含量更高的“软质小
麦”是德山大曲制曲的原料。 除了传统工艺所用品温
在 60℃的中温曲，以形成浓香型大曲酒的典型风格
外，德山大曲还创造性地加入了品温在 63℃—65℃
的高温曲，使得酒体最终窖香突出，并带有幽雅陈香，
形成了德山大曲的特有复合香气。

以当地黄壤为基础材料，辅以沅江流浸的河滩藕
塘泥，并添加芳香水果、大曲粉、黄浆水、酒尾水等原
材料，充分拌和均匀，发酵三个月以上再投入使用的
窖泥是德山大曲的法宝。 除了新建窖池之外，这里的
窖泥还有特别的用法———“老窖醒泥”。

在每口窖池底部和四壁均匀覆盖经过多年培养
反复使用的老窖泥，糟醅下窖后，用老窖泥封盖。 待发
酵周期届满，取出酒醅蒸酒时，先揭开窖池盖泥上的覆
盖物，清理含有杂菌杂物的面皮泥后，提取盖泥，并清
理附着其上的残糟，盖泥清理洁净后，加入营养料、黄
浆水、酒尾搅拌均匀待用。 酒醅全部取出后，随即清理
窖池四壁、底泥残糟和黄浆水，铲出黑斑和霉块，但不
得损坏窖泥，再用拌好的窖泥修补窖池老泥残损部位，
并均匀喷洒少量酒尾和曲粉，这一“老窖醒泥”的独特
保养、培育窖池工艺确保了德山酒业窖池群的活力。

水是酒之血，曲是酒之母，窖是酒之魂。“德山大

曲”将优质的水、曲、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它
不可复制的风格。

改革创新传好酒

步入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幢幢拔地而起、鳞
次栉比的新厂房中，一座现代与古老交相辉映的花园
式建筑，就是如今“德山大曲”的酿造基地。 这里是由
1952 年原常德德山大曲酒厂改制而来的湖南德山酒
业有限公司。

2007 年完成改制后， 德山酒业成为上市公
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依托上
市公司的资源优势和经营机制，德山大曲迎来新的发
展时期，而在白酒行业 2013 年开始进入深度调整期
后， 德山酒业业绩更以每年平均超过 30%的销售增
幅实现了快速增长，大步迈上了“德酒”复兴之路。

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积极应对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随着

消费观念的升级和变化，以及当下主流“80 后”消费
群体对白酒新“低度、低醉、易醒酒”的需求，在产品研
发上， 德山酒业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产品结构，坚
持打造“战略单品”不动摇，2013 年德山酒业高、中、
低端酒的占比是 6:2:2，而到 2016 年，这方面的占比
变成了 3:6:1。

另一方面，则是坚持科技创新。公司每年拨出专项
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现已累计投入近 2000万元全面
完成了“德山酒古法酿造技艺”发酵窖池群以及手工晾
糟、小甑吊酒、中高温曲发酵等传统生产工艺的改造革
新。 同时，成立白酒评鉴培训中心，聘请我国著名酿酒
专家鲍沛生、张国锦担任公司首席酿酒大师，既亲自指
导实际酿酒工作，又悉心教导、培育新人。此外，还围绕
大曲酒增己降乳及“德山大曲”窖泥理化成分的分析与
研究及其系列产品产业化，不断创新研究，广纳贤才，
不断充实、壮大技术中心的研发创新队伍。

“未来五年，德山酒业将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强化品牌建设，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赢取市场，力争
三年完成 5 亿元，五年突破 10 亿元。 ”湖南德山酒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强对此信心满满。

酒香千年今更浓
———“德山大曲”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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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或食用或药用的普通农
产品。这普通的农产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
却被打造成为了特色产业、富民产业。截至目前，龙山百
合全县种植面积 8 万余亩，年产量 8 万余吨，产值 8 亿
元左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卷丹百合产区。如今，它又成
功跻身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方阵，带着“国家地理标
志”这张名片，走出湖南，奔向世界。

种植千年 独一无二

据《永顺府志》记载：“百合。 清乾隆时期，龙山半县
居民于深山间开始种植，沿袭至今。”始种植于清乾隆时
期的龙山百合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飞跃。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龙山人民就开始探索符
合中、 低山峡谷地区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的产品以谋
生。 1966 年 9 月，洗洛公社供销社主任彭清海从江苏省
宜兴县引进卷丹百合，试种 40 亩。 随着百合的保健作
用为更多的人所认识，销路渐广，效益翻番，龙山县政府
将其作为新的经济支柱予以扶持，1998 年成立百合生
产办公室，次年百合办与新建立的外资外援项目办合署
办公。百合办会同县科技局、农业局开展百合高产、稳产
科研，1999 年与湖南农业大学联合承担的“百合综合丰
产技术开发”项目，获湖南省科委“星火科技西进示范工
程”优秀项目奖。 到 2005 年，龙山百合逐渐进入规模化

经营期，年均种植 8 万亩。
如今，龙山百合作为蔬菜，鲜百合、干片主销以上

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并辐射华东、华南、西南
等全国 20 余个大中城市，在上海江桥市场，龙山百合的
市场占有率（同类品种）达 98%左右；作为药材，百合干
片主销成都荷花池、河北安国、安徽亳州、广州清平等中
药材市场，以及药圣堂（湖南）制药有限公司等制药企
业，市场占有率（同类品种）达 80%左右。 龙山百合种植
面积、产量和销量均居全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百合之
乡”。

诀窍是什么？ 在于龙山百合本身的独一无二。 球茎
颜白如玉、鳞片肥厚、形态卷曲、抱合紧密，味微苦、口感
独特的龙山百合总磷脂和总皂苷元含量很高，独特的生
物碱和硒元素的药用及保健功能是其他百合产品无法

取代的，素有“龙山百合，天地精华，绿色富硒，保健珍
品”的美誉。

百合适宜的生长土壤是肥沃深厚 、PH 值在
5.7-6.3 之间的砂质土壤， 最适宜生长温度是 16℃—
24℃，喜半荫。恰巧，境内群山耸立，峰峦起伏，被称之为

“湘鄂川之孔道” 的龙山县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山地季风
性湿润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光热雨同季，年平均
气温 15.7℃。境内板页岩发育而成的酸性土壤和含硒元
素为优质百合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气候和土壤环境。这
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龙山百合的独特品质。因
此，也有人戏称，龙山百合是“山神”怀里的瑰宝。

品牌助力 产业发展

天时地利人和。 除了龙山百合自身的特殊性之外，
龙山县打造品牌的组合拳为龙山百合产业发展壮大提
供了强大引擎。

重视品牌保护。 早在 2009 年—2010 年，“龙山百
合”就先后获得“证明商标”和“绿色食品”证书。 近年
来，龙山县按照“大基地、大品牌”战略，统一打造龙山
百合区域公用品牌。 2013 年，出台了《龙山百合品牌使
用及管理办法》，实现了公用品牌的“标准生产、授权使
用、依法管理、规范运行”。 此外，还总结出了一套适宜
龙山当地自然环境的百合栽培技术———湖南省地方标
准《龙山百合》和《龙山百合生产技术规程》，规范生产，
提升质量。

提升品牌影响力。 2017 年，龙山县成功举办了首届
龙山百合文化旅游节，通过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歌舞和
百合宴等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展示龙山百合。 同时，龙
山县还积极发展龙山百合电商销售， 加强与阿里巴巴、
中国网库等知名网络平台合作，实现了线下线上顺畅销
售，目前，全县有 250 多名百合经纪人长年从事百合产
品营销业务。

2014 年，龙山县成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百合）标
准化生产基地县；同年，“龙山百合”被评为湖南省著名
商标；

2015 年，龙山县获“中国百佳特色产业县（百合产
业）”称号；

2016 年，龙山“喜乐”鲜百合荣获 2016 中国中部消

费者“最喜爱的农产品品牌”；
2017 年， 龙山佳湘源百合干片荣获第十五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
……
据统计，“龙山百合”品牌价值正以每年超十亿元的

速度递增，品牌知名度、市场美誉度不断攀升。

多方联手 脱贫致富

2017 年，龙山百合实现产值 8.2 亿元，覆盖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 1.2 万户、4.5 万人。龙山百合已然成为龙
山县农民经济脱贫的法宝，引领着广大朴实的龙山人民
革新思想，自力更生。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龙山县委、县政府就确立了
百合发展战略，支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百合产业。 全县
各级通过深入宣传培训、典型示范、与其他农业产业效
益比较等，引导鼓励贫困户发展百合产业。每年，龙山县
委、县政府对冬季农业生产中百合给予大力支持，先后
对新建百合园给予每亩 350 元的租地补贴政策， 极大
地激发了贫困农民发展百合产业的热情。

为调动贫困户积极参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该县
结合贫困村、贫困户实际，探索出统一整地、统一规划、
统一育种、统一标准、统一技术、分户管理的“五统一分”
标准化生产园区管理模式，既解决了贫困独户经营成本
高、缺乏技术的困扰，又帮助贫困户克服了经营、管护难
等难题。 同时，坚持“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通过
企业吸收贫困户参与。

近年来，龙山县委、县政府更是加快推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与各大企业、院校合作，大力开发保鲜百
合、百合干、百合精粉、百合酒、百合饮料等系列深加工
产品，使贫困户通过精深加工增加收益。如今，龙山县每
年消化贫困户鲜果 3.6 万吨， 吸纳 2700 多贫困户参与
生产性服务。 目前， 全县已建成百合干片加工烘烤房
424 栋、百合保鲜库 28 座，有规模不等的百合加工企业
（作坊）100 余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1 家。

“下一步，我们将以获得地标产品为契机，加快龙山
百合的发展步伐，让龙山百合的品牌走出国门，带领更
多人脱贫致富。 ”龙山县有关领导如是说。

龙山百合：“山神”怀里的瑰宝

千亩龙山百合精品园基地

龙山百合（鲜果）

龙山百合标准化生产基地

龙山百合（干片）

(本文图片由湖南德山酒业有限公司提供)

(本文图片由龙山县百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办公室提供)

■ 周 佳 向宽顺

■ 周 佳 曾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