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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贺兰之巅 览一山之翠
—从时装设计师到著名酿酒师的华丽蜕变
——

姻 鹿强

不一样的格调，和谐自然，没有过多的人为修
饰，但细微之处透出着管理者的品位与匠心。

遵循这样的酿酒与经营理念，立兰酒庄
扎根宁夏产区，立足贺兰山下，固守本心，追
求卓越，坚持做中国人的精品葡萄酒，
短短的
几年内迅速崛起，在国内、国际舞台上一次次
摘金夺银，让世界为之瞩目;而这个年轻精品
酒庄的领军者也是一位忠于梦想、励志笃行
的弄潮儿，
他勇于超越自我，
用十几年的时间
完成了从一名时装设计师到著名酿酒师、酒
庄投资人与管理者的华丽蜕变，他就是担任
全国青联委员和宁夏立兰酒庄有限公司总经
理兼首席酿酒师邵青松。
与邵青松的相识得缘于今年 5 月末宁夏
贺兰山东麓产区行的采访报道，记得那是一
个烈日炎炎的午后，采访组一行乘车来到了
位于距离银川市区 30 多公里的永宁县闽宁
镇原隆村的立兰酒庄。汽车沿着长长的甬道
缓缓向前，两侧高大挺拔、
有如士兵列队似整
齐排列的白杨树随风起舞，给炎热难捱中的
记者们带来了些许清凉; 道路一旁不远处可
见一片片绵延不绝、精心管理的葡萄园，
地头
上，一簇簇盛开着的野玫瑰在绿油油的葡萄
藤映衬下煞是漂亮，微风吹过，空气中弥漫着
怡人的芬芳，
恍惚之间，仿佛自己置身于欧洲
某一个百年名庄;有着褐色外墙、设计简练的
现代化风格酒堡巧妙地结合了自然地形与周
围环境融为一体，几块书有“览翠”的红色广
告牌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井然有序的立
兰酒庄与记者们已经参观过的几家酒庄有着

以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
让中小酒企把主
要精力和资源放在葡萄种植上，用很简单的
方式、很高的效率做出品质既好价格又低廉
的优质葡萄酒。
谈话中，
邵青松反复提到了“效率”一词，
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只要有一部分企业这样
做，
就会刺激那些重资产、
重投入和低效率的
企业重新思考，这种“鲶鱼效应”可以倒逼整
个行业经营模式的转型，最终会促使国产葡
萄酒品质提升，价格降低，
消费者对中国葡萄
酒的印象会大大改观，进口酒对国内市场的
冲击也会迎刃而解。
邵青松很肯定地指出：
“产区未来的发展
一定要学习国外先进产区如
何把成本做低，而又把品
“酒
质做高的成熟做法和
经验。如果不走轻资
庄的灵魂是酒，
酒
产、集约化、社会化
的灵魂是土地，土地的
服务体系的路子，
灵魂是人。”
这是参观者一
未来宁 夏产区 的
进入宁夏立兰酒庄，门厅
发展会丧失竞争
力，反之，则一定会
壁画上特别引人注意
释放出无限的生命

到散是满天星，聚要一团火，这
才有竞争力……”
邵青松还认为，贺兰山东麓
散是满天星 聚要一团火
产区葡萄酒性价比不高这个表述
的一段话。
不准确，是个伪命题，宁夏产区
“大家好，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一
力。”
80%的普通餐酒价格并不高。但确有
阵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打断了凝望与沉思中记
一小部分企业产品定价虚高，而且不堪
者们的思绪。转过身来，身材高大、
器宇轩昂
从时装设计师到金
重负，经营困难，其根源并不是所谓的劳动力
的邵青松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大家面前，留
成本和冬季埋土等原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这位气度不凡的青年企
奖酿酒师
业家更像一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学者或 “目前酒庄重资产、重投入的运营模式造成的
交谈中记者得知，邵青松曾经是一名时
负担过重、效率太低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大学老师。但是寒暄过后，十几分钟的交谈让
装设计师，
大约十年之前才进入葡萄酒行业，
……”建一个酒庄动不动投资几千万、上亿，
记者迅速修正了最初的看法。精于演讲与沟
却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这让大家很好
追求大规模、上档次，酒堡建得越来越豪华，
通技巧的他口才了得，言辞犀利，偶尔还会有
奇。时装设计师与酿酒师是两个迥然不同的
这个设备也要买，那个设备也要上，却忽视了
那么点儿强势，
颇具领袖气质;丰富的知识储
职业方向，基本上很难形成交集，
是什么样的
对葡萄园的投入和原料基地的建设，对未来
备、宽广的视野、敏捷的思维和一连串脱口而
机缘巧合让他进入了葡萄酒领域?
又是如何
又缺乏信心和耐心，太着急，只想着快点儿收
出的精准数据显示出他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脉
完成了大跨度的超越，实现了自我人生的提
回成本。
“明明是卖 60 元钱的东西，
结果一算
络了然如胸;旁征博引、酣畅淋漓的精彩论述
升?在蜕变的过程中促使他不断进取，超越自
投入，
50
年也收不回成本，干脆标
200
元，甚
与分析和一个接一个令人回味的“金句”
充分
我的直接推动力是什么? 好奇心使记者抛出
至更高……结果造成来到贺兰山东麓的人都
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深度与广度。从这位活
了一连串的问题。
说葡萄酒太贵，
性价比不高。这时，
我们一定
力四射的行业精英身上人们看到了宁夏产区
面对记者的提问，邵青松敞开了心扉，与
要回过头来分析，找到问题的根源……”
的未来与希望，也让我们更加坚信，没有人能
大家分享了自己难忘的创业历程。2000
年，
邵青松不但洞若观火地指出了行业发展
够随随便便成功，邵青松取得今日之成绩与
大学毕业不久，
年仅
23
岁，
踌躇满志的邵青
中存在的问题，还直接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
地位绝非偶然。
松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宁夏青松制衣有
案。根据他多年来对世界葡萄酒产业的研究
我们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提高宁夏
限公司，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对这个行
与了解和自己多次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他
产区葡萄酒的性价比与竞争力，应对进口酒
业，他很喜欢，也一直做得很用心，用他自己
认为借鉴欧美葡萄酒产业大国的成功经验，
的冲击。邵青松回应道：
“宁夏真的是做好酒
的话：
“我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做事情
在宁夏产区大力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
的地方，是有才华酿酒师的一片沃土，但一定
很投入，
要做就要做好，更要有始有终。”
解决上述问题很好的途径。例如，成立灌装服
要把关注点放在葡萄园;不要担心品牌多，难
然而时装、
时尚产业发展的瞬息万变，特
道法国波尔多的品牌少吗?品牌多了不会乱， 务公司和包装设计服务公司为中小酒企提供
别是受宁夏经济条件与区位的限制，几年之
服务，避免重复投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可
标准低了才会乱。要让每一个品牌都放光，
做

后，他的企业遇到了发展的困境。大约在十年
以前，对葡萄酒并不了解的邵青松和几位朋
友一起毅然进入了这个陌生的领域，续写着
自己创业的梦想，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葡萄
和葡萄酒结缘，也开启了对酿酒知识的摸索
与探寻，他买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
专业的教材，自学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
专业知识，他说：
“书本与实践就是我最好的
老师! ”但直到今天，邵青松对初次创业的经
历依然铭记在心，他认为几年的服装设计给
自己一生都留下很大的影响，
受益匪浅。
他谈到：
“这让我有了独到的眼光和不寻
常的精细度，我可以用做衣服的精细做许多
事情，当然也包括种葡萄和酿酒。”
又过了三年，对行业有了一定了解的他
发现了更多的商机，
特别是通过对法国、澳洲
和新西兰葡萄酒等产业大国的参观考察，让
他有机会对世界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和宁夏产
区的现状与未来有了清晰的理解。他说：
“出
去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宁夏这
个可以作出好葡萄酒的地方创业;同时，也看
到了我们自身的许多不足……正因为看到了
这种差距，我才有了努力的方向，我才有动力
做好它。”
出身于时装设计师行业的邵青松对细节
的把控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有不少传闻，据说
在立兰酒庄种植第一批葡萄的时候，邵青松
动用了卫星定位系统，保证株距和行距的精
确无差;立兰酒窖的洁净度要达到面包掉在地
上，捡起来照样能吃;酒标纸张一定选用最好
的材质，设计也是聘请最专业的团队;软木塞
坚决采用最顶级产品，来自西班牙的锡帽光
滑细腻、没有接缝，也一直是立兰的不二之选
……在立兰你会随处感受到细节之美，在邵
青松看来，一款好酒的呈现，
每一个细节都是
重要的，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失误，都有可
能让一瓶优秀的酒变得很平庸。
“而对这个行
业来说，世界上不缺一个普通的酒庄，更不缺
一款平庸的酒。只有做一流的酒庄和品质优
秀的酒才有机会，
才有意义……”
记得那天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几个小
时过去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感觉意犹未尽，
相约再见。在回程的路上，邵青松给记者发来
了这样一段话：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重复地做
着很多小事，但立兰是把每一件小事都当作
重要的事来做，这也许是立兰能走到今天的
一个原因。生活当中，
想到的都是本能，做到
的才是本事，我们不但要想到，还要想尽办法
去做到。”
他的一席话，
让记者沉思许久……

当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到成名获利的时候，
总有一些可爱的人，
坚守在成名获利的背后，
他们甘于默默奉献，
为社会发展，
为人类进步，
为行业良知，
为产品灵魂，
清贫一生而无悔。
在中国白酒行业，
我们不能忘记方心芳、
秦含章、
周恒刚、
熊子书、
沈怡方、
季克良等，
他们为中国白酒行业的发展，
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
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

生态酿酒宗师李家民的八大创新成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也不能忘记这
酒健康新主张：将生态白酒成分分为
“有效成
样一个人，他提出和践行了生态酿酒的科学、 分”
（健康活性成分）、
“ 辅助成分”
（乙醇）和
技术、工艺和标准；按照越不能定量的科学技
“无效成分”
（无明显功效的微量成分） 三大
术含量越高的论断，他研究证明了中国白酒
类。这三大类成分进入人体后协同作用，
可提
的“精气神”
，首次提出了五官九觉理论，
他面
高人体免疫力，促进机体加速分解乙醇，减少
对世界大胆提出了“酒精与中国白酒，谁伤
乙醇对人体的损害，充分印证生态酿酒倡导
肝”；并提出了像做药品一样做食品，创建了
的“适量饮好酒=健康，健康=代谢平衡，代谢
中国白酒“全 P”理论与技术标准体系；首次
平衡=健康长寿”精髓，为“生态酿酒=生态健
总结了中国白酒发酵的“五三原理”
；他为中
康”提供了科学依据，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可。
国白酒的曲药和窖泥研究发布了第一套标
他首次指出了中国白酒与酒精的本质区别；
准，
特别是研究发表了酿酒用红曲标准；他为
引领中国白酒研究进入了新的方向、路线和
中国白酒行业走进国际发明大赛获得了第一
领域。这是他深入研究，为中国白酒，为世界
枚钻石大金奖，为国争光；他研发的吞之乎酱
蒸馏酒行业，呕心沥血研究所做出的又一重
酒获得了我国首次承办的布鲁塞尔国际烈酒
大成就。
大赛大金奖（另外四个产品获金奖）。
众所周知，
传统发酵食品产业，特别是开
这个人，就是我国生态酿酒首席科学家、 放式传统发酵的中国白酒，是“水、土、气、气、
中国酿酒大师、国家技能大师、勾调大师、国
生”的系统工程，是要“看天靠地”的，具有高
务院津贴专家李家民老师。
难度的不可确定性和极复杂的地域性。长期
1982 年，李家民老师走进四川射洪沱牌
以来，科学家、工程师都在研究传统发酵食品
曲酒厂，从酿酒工人做起，每一道酿酒工序， 产业的科学原理、技术模型和工艺导图，
都没
他都要做到精益求精而后思考。历经七年，经
有取得突破性成果。李家民大师将生态酿酒
竞聘成为沱牌第一任最年轻的生产技术部门
理论拓展到多菌种食品发酵领域，通过对传
负责人，积极参加沱牌曲酒创优争名活动，
期
统（多菌种）酿造食品发酵机理、内在规律的
间萌生了生态酿酒的想法。之后与李家顺（原
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
总结出
“五三”
原理。这
沱牌集团董事长）、罗必良（原广东省政府发
是传统发酵食品领域，第一次有了科学原理
展顾问）合著了《生态化经营》。2001 年，中食
和技术模型以及工艺导图，推动传统酿造技
协在沱牌生态酿酒工业园区，召开了我国首
术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这是对食品发酵规
届生态酿酒研讨会。李家民老师说：
“通过模
律的重大发现。四川大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
拟生态系统的功能，建立起系统内的‘生产
他的《固态发酵》一书，该书成为了中国白酒
者、消费者、还原者’的工业生态链，坚持安
行业乃至传统发酵食品产业的专家、学者、国
全、
优质、
高产、
低耗，
以传统技艺同现代科技
家评委等争相学习的专著。
相结合，优化生产工艺和减轻劳动强度，把生
当一个行业的国际化遇到难题的时候，
态产业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废气经过
最能打开国门的，就是科学技术得到国际认
深加工后再资源化，有效减少或消除对环境
可。长期以来，
中国白酒行业的科学研究成果
的污染。”
这就是生态酿酒的解决方案。
都希望获得国际认可。德国时间 2012 年 11
而后，生态酿酒在全国迅速推广，得到了
月 3 日，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博览会上,国家
全行业的高度认同。生态酿酒成为了白酒工
技能大师李家民研发的 《一种健康白酒的酿
业术语，这是李家民老师作为我国生态酿酒
造方法》、
《一种利用固态法白酒酿造伴生品
首席科学家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生产酱油的方法》、
《一种利用丢糟连续固态
在行业内，他深思熟虑和深入研究，大胆
发酵生产白酒的方法》、
《内含有益健康风味
提出了“酒精与中国白酒，谁伤肝”的行业之
成份的高酯调味酒及其制备方法》获钻石大
问；
借鉴中药药效机理，
李家民老师提出了白
金奖、
金奖。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为全球首

创，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发明大赛，因其
评审公证，规模宏大，参展者踊跃，在国际间
享有最高权威之声誉而深获肯定。作为卓越
创新的代表、
当代发明家，李家民拥有授权发
明专利近 40 项。参加 3 届纽伦堡国际发明展
均斩金，获 6 金、2 银、
1 铜。这是该国际发明
展举办 64 届以来首次为中国白酒行业颁奖。
这不仅仅是李家民大师的荣誉，更是中国白
酒行业的荣誉，更是中华民族的荣誉。
李家民大师一生追求行业发展和人类进
步，他为行业提出了“像做药品一样做食品”
的理念，并建立了 GAP (中药材良好种植规
范)、
GEP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LP
(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 （药品临床
试验管理规范）、
GMP （药业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
GPP(优良制剂规范)、
GUP(良好的使用规
范)及 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创建了
完善、科学、适用的生态酿酒全 P 标准体系。
得到了四川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全
面推广学习。
“全 P”管理与技术标准体系，确
保了从种植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标准与
控制，解决了困扰中国白酒行业发展过程中，

质量安全控制的标准化和技术体系难题。推
动并成功荣获全国质量奖、中国杰出质量人
（全行业共 3 人）。
李家民大师依据“六粮工艺、可控蒸馏、
窖泥标准、曲药标准、红曲药标准、模糊勾兑
方法、
一香为主多香味结合……”
科学思想指
导下，研发的舍得酒，成为中国白酒行业高端
产品的典范。并获得了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
一等奖。2015 年，我国首次举办比利时布鲁
塞尔国际烈酒大赛。众望所归，
李家民老师研
发的酱酒产品，一举获得了全球烈酒大赛大
金奖第一名。
这是我国能够在浓香型白酒领域和酱香
型白酒领域，同时取得至高荣誉的唯一的酿
酒大师。同时，
李家民大师当之无愧的成为了
中国白酒行业为数不多（不超过五人）的国家
技能大师。
当一个人，成为一个行业发明专利最多、
承担国家级课题和项目最多、拥有了九个第
一或唯一的时候，依然默默无闻在一线，始终
不忘初心，打造他心目中更好的一瓶酒的时
候，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向他致敬。

不得不说的是，李家民大师始终以“幽
雅、
舒适、健康”作为中国白酒的研究主线，领
衔主研八大创新成果，为中国白酒未来的研
究路线指明了方向。
创新 1：首次进行消费者偏好性选择和饮
后感觉评价为基础的中国白酒消费者科学研
究，
构建中国白酒“幽雅、舒适”感官模型和指
标模型，建立中国白酒核心隶属度规则和模
糊控制推理系统，提出固态非均相中国白酒
发酵的模糊 - 精准控制理论，实现中国白酒
质量控制的新突破。
创新 2：首次采用液液萃取、同时蒸馏萃
取、固相萃取等先进前处理技术结合先进全
二维飞行气质联用仪对中国白酒进行了定性
和定量分析，全面而清晰的揭示出“幽雅、舒
适、健康”白酒的成分组成和比例关系，为中
国白酒的品质提升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持。
创新 3：首次利用果蝇对白酒幽雅、舒适
成分进行分类，为白酒成分分类提供了更为
客观而科学的方法。
创新 4：研究了生态环境对大曲微生物的
影响，明确了不同季节大曲微生物组成的结
构，为大曲的实际生产提供了理论指导。
创新 5：首次利用人体肠道微生态理论用
于指导幽雅、舒适、健康型白酒的生产，同时
利用多香味结合技术和贮存质量控制技术对
产品质量加以控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创新 6：首次利用 SNP 技术对白酒主要
酿酒原料高粱进行品种鉴定，筛选了低氰化
物的品种，
从根源上消除了 EC 产生的来源。
创新 7：
提出了像制药一样酿酒，从全产业
链对幽雅、舒适、健康白酒品质提供管理与技
术体系的保障。
创新 8：应用综合技术与交差科学系统研
究白酒自然老熟规律，人工老熟陈香白酒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酒业不能忘记李
家民大师，李家民大师的生态酿酒、国际发明
钻石大金奖、全 P 理论、五三原理、五官九觉、
布鲁塞尔国际烈酒赛大金奖、八大创新等科
研成就，为中国白酒找到了精、
气、神，找回了
精、气、
神！
渊据酒业新闻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