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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德山大曲酒”荣获国家银质奖五十周年系列报道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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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白
酒一直作为我国劳动人们勤劳和智慧的结
晶，纷纭繁杂、清新睿智。

如果说白酒是一本书， 那么原酒充其量
只是个见证过“风花雪月”的简装本，而经过
时间酝酿的陈酒才是一本感受过“坎坷风雨”
的精装本，凝聚深沉、积淀风采。

确实，用简单方法勾兑出的白酒，永远不
如百年陈酿那么浓香四溢，那么百转千肠。

安全创新以驻根基

多一分则过，少一分则淡，时尚七分醉，
醉心不醉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进步， 我国传统白酒的消费群体已面临
老年化，健康饮酒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年
轻代消费群体也更多地被红酒和洋酒所吸
引，白酒消费群出现小幅度断层。

对此， 湖南德山酒业质量技术总监刘世
云表示，白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但今日酒业的
发展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安全生产；需要主
动去适应市场环境、迎合消费者心理，才能永
葆生命力，而实现的手段就是创新。

如何创新？如何适应市场环境？又如何迎
合消费者心理？

事实上，过去 10 年被称作为中国白酒业
的黄金 10 年，大部分酒业品牌都在营销“意
见领袖”，以致大众的需求被忽视，然而，德山
酒业却不同其他企业的做法， 而是一直坚持
以大众营销为主导， 以追求亲民的品牌形象
和营销诉求为目标，从普通人入手，以贴近消
费者的诉求，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与消费者达
到情感的共鸣。

同时，酒代表了情感的释放，代表了中国
独特的酒桌餐饮文化，所以，德山酒业为将饮
酒方式由简单粗暴的“不醉不休”转变为轻松
自在的“回归自然”，便坚持在横向、纵向中向

“服务”转型，从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包装的
视觉效果、 口感等方面嫁接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以获得消费者的话语权，迎合消费者的新
体验感受，构建全新的营销模式。

正是德山酒业以为大众消费者奉献安全

健康的优质产品为其第一追求，才“酿”就了
德山酒业一段段传奇佳话。

神来之笔引领风尚

作为潇湘第一浓香酒， 德山酒业在工艺
上的强项毋庸置疑。

不管是美妙传奇的制曲工艺， 还是古法
传承的酿造技术；不管是历史悠久的窖池群，
还是蔚然大观的窖藏区， 德山酒业都在长期
的实践中积累、总结和发展。

提起德山酒业制酒的生产工艺， 那便不
得不说起在制酒过程中最后起着改善酒质、
稳定酒品等关键作用的一项重要工艺———勾
调。

勾调， 简单来说就是将不同特征的酒按

特定的比例掺兑在一起,� 使
酒与酒之间起到互相补充、
谐调、缓冲的作用,以统一口
味、去除杂质、协调香味来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因
为在原酒中，大约 98%的成
分是乙醇和水，2%是微量成
分，这些微量成分虽然很少，
但却能决定着白酒的风格和
质量； 而且， 不同的酒体口
感、不同的酿造工艺、不同的
窖藏时间等因素也会使酒质
具有不同的差异，所以，若使
酒的质量完美、差别缩小，并
保持独有的酒品风格， 勾调
便必不可少。

勾调主要分为勾兑与调
味调香两大部分。

刚生产出的白酒， 会有
不同酒度、酒质的区别。德山
酒业将这些刚生产出的酒经
过一段时间的窖藏之后，便
根据在市场推广时所得消费
者的需求， 设计不同的酒品
配方， 并利用酒与酒之间的

“取长”、“补短”、“相融”、“平
衡”、“烘托”等原理，将不同
酒质、酒度的“液体黄金”进

行合理搭配， 使酒中的各种微量成分配比适
当，从而达到白酒的理想香味与风格特点，降
低高酒度半成品酒的度数，使酒更香、更绵、
更甜、更爽净。

如果说对基础酒的勾兑可用“画龙”来形
容， 那调味调香的过程便可当之无愧地被称
作为“点睛”了。

白酒在经过勾兑处理后， 其香味成分的
净含量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德山酒业为
了保证酒品质量，完善酒体风格，便在基础酒
中添加了少量特殊工艺酿制的调味酒， 以弥
补基酒的不足，加强基酒的香味，从而进一步
完善酒体的风格特点。

当然， 勾调工艺作为巧夺天工的神来之
笔， 不仅是因为德山酒业拥有现代化的自动
勾调系统与人工现场勾调相结合， 可以在白

酒自动勾兑多管线进行复合利用， 实现生产
过程的实时控制， 而且还因为德山酒业的勾
酒师都具有极为敏感的视觉、 嗅觉和味觉神
经，可以准确地将不同年份、酒体、酒度的基
酒进行精心勾兑， 从而取长补短地勾调出优
雅细腻、回味悠长的成品德山酒，使其价值随
之大增。

现在看来， 在酒界一直流传着的一句老
话“生香靠发酵、提香靠蒸馏、成型靠勾调”真
是道理尤多，勾调不仅是白酒产品的成型关，
是保证白酒品质的标准器， 更是平衡口感的
点睛之笔，是续写德酒尊荣的神来之笔。

继承创新永保尊荣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的德山酒
正以六十年封香而不艳、 低而不淡之形诠释
着经典白酒文化；以醇香幽雅、回味悠长的特
点铸就了德山酒高中低端品牌各档次白酒之
尊荣。德山酒正如它的年纪一般，每一滴都是
一篇厚重自然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

众所周知，德山酒之所以能够成为潇湘第
一浓香酒，主要在于德酒人在选料、制曲、酿造、
勾调等各方面能够严格把关， 并采用了千年古
法酿造技艺、同时严格遵循质量安全原则。

在勾调方面，德山酒业始终坚持“不成熟
的酒不勾兑，不合格的酒不出厂”，以保证产

品既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又易于被消费者接
受和喜爱；在调香调味方面，德山酒业也始终
坚持“先调香，后调味；先调酯，后调酸”，以保
证产品形成完美酒质。

然而， 在经过勾兑和调味调香后的酒还
是不能够算是成品， 这是因为酒体中含有的
醇溶性高、水溶性低的物质，在经过勾调后会
产生浑浊或沉淀，影响酒质美观，所以，还要
进行后期处理。为此，德山酒业坚持选用优质
的活性炭进行吸附， 不仅除去了酒质中的混
浊物质和杂味物质，还促进了德山酒的老熟，
使酒体变得更加醇和。

不仅如此，德山酒在正式上市前，德山酒
业也会组织部分消费者进行试喝， 并根据反
馈意见改进产品，以创新生产工艺，展现产品
个性。正是在德山酒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德
山酒终以其绵甜醇厚、 后味爽净的口感赢得
了消费者的广泛赞誉，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热捧。

放松不放纵，醉心不醉人。如今的微醺文
化已从外延与内涵上浅化了传统“不醉不归”
的酒文化， 真正符合了新时代白酒文化的脉
络和趋势。

天道酬勤、思者常新。作为湘派白酒的领
军产品， 德山酒业也正在重新定义白酒的新
时代价值，以竭力彰显白酒的新时代魅力，书
写中国白酒新的完美传奇。

“很遗憾，我的客车不能参加马年春
运……”2013 年 12 月 31 日，安乡县公安
交警大队民警来到县子龙汽车北站，对
362 辆客运车辆进行了全面“体检”，结果
李师傅的中巴客车因不合格不能参加春
运。 去年 12 月以来，为消除车辆及线路安
全隐患迎春运，常德市各交警大队和 3 级
客运企业， 对全市参与春运的 4474 台客
运车辆，5323 名客运驾驶人，520 台城市
公交车，64 家客运公司，26 家主要客运站
场，进行了车辆的轮胎、方向盘、制动、底

盘，消防器材等方面安全检测，对驾驶人
违法和安全教育培训等以及 3193 台客运
车辆的 GPS 系统运转情况和客运站场“7
不出站”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核与
检查。 同时，各交警大队督导政府部门对
汉寿、 桃源、 鼎城等区县境内 S205 线、
S226 线、S306、S302、G319、G207 等春运
线路 22 处道路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治理，
在事故多发、急转弯、学校门前、交通标志
不全地段新增设了交通安全标志、交通信
号灯和减速带等交通安全设施。

安全无小事，安全是底线。 汉寿县株木
山中学为了切实加强学校安全工作，保证师
生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创建平安和谐
校园， 始终把学校安全工作放在第一位，坚
持以安全教育为抓手，努力打造平安、和谐
校园为目标，取得了初步成效。

我们了解到，该校为确保师生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营造
安全、稳定、文明、健康的育人环境，把食品
安全、消防安全、寝室安全、交通安全、卫生
安全作为工作重点，人人高度重视，校长为
安全第一责任人，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学校

与班主任、班主任与科任教师、教师与学生
层层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 校长、值周教师
坚持目送制度，送学生回家，迎学生上学。 坚
持晚上、双休日、节假日值班制度，形成安全
网络管理机制，对学生实行跟踪管理，做到
万无一失，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想安
全，抓安全的良好氛围。

同时，该校还利用学生会、班会、晨会
等时间对师生进行防溺水、防火、防盗、防
毒、防事故的专题安全教育，组织师生参加
安全演练、安全征文演讲等活动，提高广大
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特别是针对学生防

溺水工作的严峻形势， 该校加大安全教育
工作宣传力度，通过悬挂安全横幅、张贴安
全标语、制作安全警示牌、安排教师值班巡
逻等方式， 对全乡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安
全排查， 力求保障该校全体师生生命财产
安全。

安全教育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做好此项工作是学校发展的需要。 在
该校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 安全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绩。2009 年，该校荣获常德市“平
安学校”和“常德市安全文明校园”光荣称
号。

近日，湖南三和机动车检测站内车流如
织，人群熙攘，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石门县
交警大队民警组织的客运车辆春运安全临
检已近尾声。随着此次春运临检工作的圆满
结束， 也正式拉开了该县 2014 年春运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的序幕。

春运即将来临，为确保春运期间全县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安全
的出行环境，根据省市关于提前做好春运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部署，石门交警大队迅速
响应，提前应对，积极部署，将春运车辆临检
作为春运安全工作第一仗，为确保圆满完成
春运任务打好坚实基础。为促进客运企业自
为、自管、自律，大队对具有三级资质以上的

欣运公司和三和公司，要求所有
参与春运的 7 座以上（含）公路
客运车辆由两家客运企业按照
要求自行组织安全临检，经审核
合格后发放“春运证”。

在石门三和机动车检测站，
组织全县三级资质以下的三联
公司、西北公司和通达联运公司
参加春运的 121 台客运车辆参
加安全检验。民警逐一查验客运
车辆， 重点检查了参检客运车辆的灯光、方
向盘、轮胎、制动和底盘，对客运车辆号牌放
大字样不清晰，违规加铺加座，安装车顶行
李架，阻挡安全门和安全门开启不畅，未配
备三角木、故障警示牌、消防器材等影响安
全的项目进行整改并做好记录。参检客运车

辆检测合格后，由大队统一填表造册后报支
队领取发放“春运证”。

经过辛苦工作，大队民警已完成了全县
三级资质以下客运企业客运车辆应检测量
的 67%，余下的车辆将于近日全部完成“体
检”。

日前，常德市残联“2013 年国家专项
彩票公益金‘0-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项目智力班”开班仪式，在桃源特殊
教育学校举行，来自桃源、石门等 6 个区县
的 25 名智力障碍孩子，开始接受为期 8 个
月不间断的安全康复训练。

贫困残疾儿童是最弱小、 最困难的群
体，让他们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是党和
国家的阳光政策， 也是作为常德市残联定
点康复机构的桃源特教学校的责任。 近 3
年来， 桃源特教学校先后开办了 6 个抢救
性康复训练班，对 90 余名听力和智力残疾
儿童开展了康复训练，有效率 95%，显效率
70%。值得一提的是，先后有 4 名听力残疾
儿童、12 名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效果显著，
进入普通学校，经过回访，他们都能够适应
新的学习生活环境。

我们了解到， 桃源特教学校为了给残
疾儿童提供优越的环境， 先后从项目外筹
资 14 万元，在新康复楼、寝室、走廊、教室

等添置各类功能器材和设备设施。同时，该
校还为特殊困难的孩子提供特别的帮助。
该校全体教职员工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和家长的感激。 他们经
常开展借助现场，针对感知、语言、生活、社
会等多重领域的康复训练。他们的爱心、细
心和耐心无时无刻不感染启迪着孩子们的
心智， 他们柔和的话语能与孩子们心与心
的沟通……这一有创意的教育思路把快乐
还给了孩子们的童年，把“以训练为重点”、

“关注孩子心理健康” 等教育思想得到落
实，让孩子们真正快乐起来了，拥有了童年
的幸福！

一件实事改变残疾儿童一生的命运，
一项康复带来残疾儿童一家的幸福。 桃源
特殊教育学校开办的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训练项目班， 切切实实让每位受助残
疾儿童家庭感受到党和国家阳光般的温
暖， 让每位受助残疾儿童享受到优质的康
复服务，感受了幸福，改变了命运。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湖南常德兴广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宏泽佳园项目经理部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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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红酒，品出千娇百媚；一杯白酒，品出人生百态。
历史从远古源流至今，就像从酒池中流出的琼浆玉液，当酒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时间的考验后，它便闪耀出夺目的光

彩，散发出古老而厚重的文化气息。
被“岁月铸造”的世界中，威士忌乃“生命之水”，白兰地更是“葡萄酒的灵魂”，啤酒被誉为“液体面包”，那么白酒呢？

德山酒工艺篇之四

问酒哪得妙如许 勾调技艺夺天工
本刊记者 杨振华 郑莺莺 摄影 文雪花

安全短讯

石门：443台客运车辆“体检”迎春运
———石门交警大队做好客车临检打好春运安全第一仗

图、文/刘宏

民警检测车辆外观和灯光系统

汉寿县株木山中学

以安全教育为抓手 努力打造平安和谐校园
文/张毕斋

一切为了孩子的安全
文/张毕斋

常德交警排查安全隐患迎春运

食品质量安全三湘行

文/陈四新 牟建平

德山酒业酿造车间

德山酒业窖藏库

德山酒业大型储酒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