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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真·

自去年 8 月 6 日上市以来 ，一
款口感特别的安徽中高端白酒以主
角之姿 ，先后走进近 20 个城市举办
主题盛宴 ， 邀请近万人感受 “舌尖
上的惊喜 ”， 影响辐射了十余万消
费者 。

既有浓香白酒的 “绵甜爽净”，又
兼具酱香白酒的“幽雅细腻”以及芝香
白酒的 “醇厚丰满”， 这款酒体呈浓、
酱、芝三香特性并诸味谐调、风格典型
的白酒， 便是安徽金种子酒业推出的
白酒品类新突破———馥合香。

馥合之香从何而来？
尝试去解码馥合香， 便不得不关

注金种子酒业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决
策， 也不得不关注一群工匠大师们的
坚守与创新。

数字“密码”开启馥合香型

酿酒原料的复合性 ，发酵微生
物的多样性 ，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
香味成分的丰富性 ， 都赋予了金
种子馥合香卓而不群的品质和口
感 。 而探寻馥合香酿造过程中的
一些数字密码 ， 能够更好地解读
这款酒 。

好的粮食，才能酿出好酒 。 金种
子馥合香精选高粱、 大麦、 小麦、大
米、糯米、豌豆 6 大粮食作为原料，从
源头上保证了酒品的纯粮品质。 六粮
共聚 ， 也奠定了这款酒不同寻常的
“馥合”基础。

馥合香的酿造用水，取自地下 470
多米深层矿泉。 这一稀缺水源形成于
远古地质年代，水质清冽纯净，矿化程
度低，且富含多种有益酿酒微量元素，

用以酿酒，能使酒体澄澈、细腻柔和。
同时，发酵过程中，也更有利于曲块和
窖泥微生物的优质生长， 从源头保证
酒品的纯净、优质。

老窖传承是金种子酒文化的重要
部分。 金种子酒业仍在使用的明代古
窖池，是黄淮地区现存窖龄最老、连续
沿用时间最长、 保存最完整的大曲酒
发酵窖池之一。 据测定，金种子明代古
窖中的微生物种群多达数百种。 众所
周知，窖泥中的有益微生物越多，酒香
就愈浓。

下一步， 是融合发酵。 以多粮入
曲、手工糅合，保证了“合力共酵”的最
佳效果。 而“小批量、多批次”的手工拌
料， 则让曲粮融合更均匀， 发酵更充
分。 金种子馥合香融“中温大曲、高温

大曲、强化复合曲”三曲精粹，那些充
分融合的曲粮，静静地躺在 12 立方米
的石板泥窖中，慢慢发酵。“12 立方米”
又有何特殊之处？ 原来，馥合香酒的石
板泥窖，仅为酱酒石板窖的三分之一。
空间小，曲粮与窖泥的接触面就更大，
更利于微生物生长， 以达到最佳发酵
效果。

金种子馥合香是大师手酿的匠心
之作。 它的每一次起料，都由资深酿

酒师亲自把关，料的颜色、料的味道、
料的温度、料的湿度……确保每一捧
入甑的酒醅，都已醇熟。 经验丰富的
酿酒师 ，熟练地挥起每一铲 ，均匀地
撒在甑内，在数百层松软适中的甑料
缝隙中，蒸汽在慢慢升腾。 接下来，经
过 40 分钟的缓火蒸馏， 分段量质摘
酒。 最后，将摘好的优级原酒，转到常
年 23℃—25℃恒温的地下酒库长时
间储藏，自然老熟。

金种子馥合香的整个酿造工艺
很复杂 ， 将微生物的多样性和特殊
的 、复杂的工艺相结合 ，立体发酵 ，
一步成香 。 以窖底浓香增酒体绵甜
醇厚 ，以窖顶酱香提酒体细腻优雅 ，
以窖中芝麻香赋酒体馥郁回味。 “芝
头 、浓韵 、酱尾 ，一口三香 ”的独特风
格和品质 ， 使得品酒之人初闻芝香
怡人 ， 入口浓香柔顺 ， 回味酱香浓
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馥合香酒按
嗅觉 、味觉细分有 “芝头 ，浓韵 ，酱
尾 ”三个层面的口感 ，但是在工艺上
确是一步成型 。 “所谓一步成香 ，就
是从原料到原酒的一步成型 ， 并非
多种香型酒的调和。 ”中国酒业工匠

之星 、江淮工匠大师 、国家高级酿酒
师 、 金种子酿酒分公司常务副经理
谢国排说道。

“香气是馥合幽雅的 ， 酒体是丰
盈有层次的，回味更是无穷的。 ”难怪
中国酒业泰斗、原中国酿酒工业协会
白酒专家组组长梁邦昌时隔 20 年后
造访金种子酒业 ,对金种子馥合香发
出赞叹。

大师手酿的创新之作

中华酿酒技艺传承了数千年。 酿
酒大师们是酿酒技艺的传承者、 酿酒
工艺的集大成者， 书写着一部部传奇
的中国酿酒史。 作为一家拥有 3000 年
文化史，500 年酒坊史和 71 年建厂史
的酒厂，金种子酒业现已拥有 12 位工
匠大师。 这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全国
劳动模范、国家级白酒评委、金种子酒
业总工程师、 金种子馥合香酒体研发
总设计师杨红文。

自明代大升酒坊以来， 金种子的
手酿技艺历经 28 代，口传身教，薪火
相承。 而馥合香酒的酿造从粮食精选、

制曲酿造到分级摘酒，30 多道工序都
由这 12 位工匠大师全程领衔手工酿
制而成，每一个细节、每一份火候都精
妙掌握，精准拿捏。

可以说， 金种子馥合香既是金种
子酒业传承匠心之作， 更是金种子酒
业顺应时代的创新之作。

金种子酒业自成立以来 ，一直把
握酒类的消费趋势 ， 致力于白酒口
感的研发创新。 21 世纪初期，针对白
酒消费者的饮酒口感趋向于 “香幽
味柔 ”的特点 ，由杨红文领衔 ，金种
子酒业攻克了恒温窖藏等一系列的
技术及工艺难题 ， 经历数百次消费
者盲品后调整 ， 最终研发推出柔和
性白酒的开山之作 。 “香优雅 、味柔
和 ” 酒质特点的柔和种子酒于 2005
年上市后 ，迅速占领市场 ，连续 5 年
销量增长值超过 50%，连续多年年销
售量超过 1 亿瓶 。 超级大单品柔和
种子酒 ， 奠定了金种子在安徽中端
价位白酒的地位。

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 ，白酒行业
亦是如此。 在继承传统工艺基础上，
有所创新，才能与时俱进。 伴随白酒
消费升级和消费者口感的转变 ，金

种子继续秉承其创新 “基因 ”，始终
以 “追求口感创新 ”为目标 ，适时开
创新的品类。

中国白酒最早是 4 大香型 ，后来
延伸到 12 大香型 ，12 大香型之后能
否突破？金种子的答案是“可以的！”。
2012 年开始 ， 杨红文带领着金种子
技术骨干就与高校、 科研院所联合，
着力于研发实验酿酒新工艺 ， 将酱
香、芝麻香工艺融合到原来老五甑浓
香工艺中来 ，开创了多粮共聚 、多曲
共融 、石板发酵 、多香共生的 “馥合
香 ”新品类白酒 。 2019 年 ，由金种子
酒业 、江南大学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等联合起草的《馥合香型白
酒生产技术规程 》《馥合香型白酒 》，
通过安徽省食品行业协会专家组评
审并发布。 这两份标准的发布实施，
填补了安徽省馥合香型白酒生产技
术领域的空白。

能代表品类的品牌才有价值 ，如
果说柔和型种子酒构建了金种子发
展的第一个 “护城河 ”，那么如今金
种子馥合香作为馥合香品类的创领
者 ， 其独特的品类价值优势不可复
制 ， 又为金种子构建了新消费竞争
下的“护城河”。

作为一款大师手酿白酒 ，金种子
馥合香自 2020 年 8 月 6 日上市以
来，通过举行手酿开窖节开启新的酿
酒季，冠名徽商奥斯卡，致敬奋斗者，
举办中国徽菜大师系列活动，开展馥
香盛宴活动 ，走进了大众视野 ，走向
了消费者餐桌， 受到了行业关注、消
费者称赞。

（刘旭 陈丽卿）

馥合香从何处来？

杨红文（中）和研发团队在一起。 戴文学 摄

解码中国白酒新品类———

金种子馥合香馫 20。 何小龙 摄

小桔梗做出大产业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记者 安耀武

“我们李兴镇一半以上人口从事与
桔梗有关的行业， 小小桔梗让李兴人过
上了小康生活。 ”近日，太和县李兴镇镇
长李震指着周边村民门口正在晾晒的桔
梗对记者说。

李兴镇位于太和县西北部， 是桔梗
特色优势产区。当地桔梗素以气味浓郁、
无渣爽品、 脆而无丝等特性闻名于外。
以前， 当地种植的桔梗多是清洗完之后
打包成原材料卖出， 一吨也就几百元利

润。 现在，他们对桔梗进行深加工，1 吨
产品利润 4300 元左右，深加工带来了更
多利润。

在太和县利民中药材有限公司桔梗
种植基地，记者看到地边每隔 25 米打一
口小机井，电力设施齐备，道路也相当平
畅。在该公司桔梗加工厂，记者看到当地
群众正在对桔梗进行刮皮。 “在这工作既
能照顾孩子，又能贴补家用。 ”正在加工
桔梗的马素英对记者说。

“这里的工作适合中老年人，收入还
可以。 ”公司负责人屈海防说，企业年产
值从 1000 多万元发展到 1 亿元左右，每

年带动就业 200 多人。
2016 年以来 ， 太和县积极支持李

兴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建设 ， 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 ， 还对种植大户予以扶
持 ， 桔梗种植 200 亩以上的大户或企
业每年每亩补助 600 元 ； 参与中药材
保险给予保险费 30%补贴 ,对其从事中
药材生产发展贷款所产生的利息给予
50%补贴。

“像利民这样的龙头加工企业，政府
在土地流转、 基础设施以及贷款补贴上
都对企业进行了扶持。 ”李震介绍。

在太和县达润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

人尹奎正在生产车间忙碌。自 2018 年公
司成立以来，企业招工优先面向贫困户、
残疾人，带动贫困户、残疾人 23 户 60 余
人就业。

目前，李兴镇有 153 家专业合作社、
280 家家庭农场。 全镇桔梗种植面积常
年稳定在 4 万亩， 辐射周边地区总种植
面积 20 多万亩，“龙头企业+专业市场+
生产基地+农户” 的产业化格局已经形
成，从事中药材桔梗种植、加工、销售的
中小企业 70 余家， 年加工桔梗 5000 吨
左右，年销售量达 2 万吨。

人
文
景
区
唱
黄
梅

本报讯（记者 刘洋 通讯员

王章志 ）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
“绿水青山带笑颜”，元旦 3 天假
期 ，枞阳县浮山风景区开展 “游
浮山 、品黄梅 ”黄梅戏进景区活
动，为游客和当地居民献上一场
黄梅戏盛宴。

元旦 3 天假期，《天仙配》《打
猪草》《小辞店》 等经典黄梅戏在
浮山风景区入口处的广场上轮番
上演，虽然气温较低，但吸引的不
只是游客，景区周边的居民也“闻
戏而来”。“我们老年人喜欢听戏，
元旦唱戏让节日的味道更浓了。”
浮山镇浮山村的王奶奶和喜欢听
戏的亲戚、邻居们早早赶来，看到
精彩处还会跟着哼唱几句。

浮山有 “天下第一文山”之
称，其摩崖石刻扬名海内外，是国
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也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景区
负责人介绍， 将黄梅戏引入景区
表演是枞阳县推动文化与旅游相
结合、打造“人文浮山”的一项重

要举措。 “游浮山、品黄梅，在丰富景区元素的同时，
也实现了文化惠民。 ”该负责人表示，浮山风景区将
更多地引入文化元素，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景区既
有美丽外在，亦有文化内里。

2020年 12月 30日,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惠民新村幼儿园，小朋友们在展示自己制作的剪纸作品。 当日，
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惠民新村幼儿园开展“剪窗花，迎新春”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指导下剪出一幅幅喜气洋
洋的图案。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幼儿园里剪窗花

我省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建设
今年各市至少建成 2个福利性托育机构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记者日前从
省卫健委获悉，我省坚持省市县三级联
动，完善配套政策，积极构建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保障体系。 截至目前，
各市均已建成 1 个福利性托育机构。计
划今年实现每个市至少建成 2 个福利
性托育机构。

近年来， 我省着力开展单位福利
性试点、 社区公办民营试点和临时托
管看护试点工作， 发展多种形式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以点带面推进福
利性托育机构建设， 满足群众多元化
需求。 我省组织实施托育服务供给状
况调查，科学评估托育服务供给状况，

成立了由省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省疾
控中心、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所等
有关专家组成的省级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指导中心， 加强对各地托育
机构的工作指导。

我省规范市场准入， 积极做好托
育机构备案管理， 进一步加强托育机
构综合监督，促进托育服务有序、规范
发展。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我省将充分发挥计生协会、 人口健康
基金等群团组织作用， 服务好社区育
龄群众和家庭， 更好地满足群众优生
优育需求。

安庆民用无人机试验基地揭牌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成）2020 年
12 月 29 日，安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
验基地（试验区）在岳西县揭牌落户。岳
西县将全力培育无人机应用商业模式，
打通研发制造、运营、服务产业循环链
条，将试验区建设成为生态体系完整的
无人机综合应用示范平台、智能化运行
管理技术验证平台和空中交通运行模
式试飞基地。

为推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
地（试验区 ）建设 ，岳西县先后制定加
快推进无人机试验基地建设及无人机

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和无人机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 该县全力打造无人机研
发测试、 生产制造、 综合应用三大产
业，形成以无人机产业为主体的“新基
建”产业链。

揭牌仪式当天 ，岳西县围绕该项
目举行系列活动 ：发布无人机产业支
持政策 ， 举行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 ； 成立大别山无人机培训学校 ；成
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专家
顾问委员会 ，聘请首批基地专家委员
会专家。

淮北推出城管人工智能系统

本报讯 （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孟

斌） 在淮北市城管局数字城管监控中
心，一块电子大屏幕上，正直播着主城
区多条街道实况，城市管理状况一目了
然。 在屏幕前方，几名坐席员正在处理
城管人工智能系统———“AI 城管队员”
反馈上来的疑似违章案件。 去年 10 月
启用以来，该系统累计抓拍、反馈图片
6000多张，其中 3900 余张有效。

“AI 城管队员”是一种专门应用于
城市管理的视频智能分析采集系统 ，

基于已建摄像机的视频图像， 对图像
中的暴露垃圾、打包垃圾、垃圾箱满溢
等 12 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全天候、全
自动、全区域监测和报警，能完成城市
管理问题的自动发现、自动生成地点、
问题描述、所属街道社区等信息，并自
动上报。

据淮北市城管局数字城管监控中
心负责人介绍， 系统自上线运行以来，
智能采集的准确率从最初的 45%提升
到了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