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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勇是仁怀有名的白酒工匠，他腰间挂

着的钥匙串上，有一个“二钱” 容量、做工精

细的不锈钢小杯，这个小杯子是其恩师李兴

发所赠，已经跟随他 20余年。 丁勇珍爱这件

物品，把它看作是匠人的标志。

受师傅的感染， 丁勇的 10 个徒弟也渴

望拥有这样一个“匠人酒杯” ，丁勇承诺在

出师时，会给每人订做一个酒杯，可直到他

们都小有名气，丁勇也没有兑现承诺。 丁勇

说，其实学生们已经很优秀，他只希望他们

不要停下脚步，继续精益求精做匠人。

丁勇是仁怀本地人，是上世纪 70年代当

地极少的拥有高中文化的年轻人。 1981 年，

丁勇从食品站调到了仁怀怀酒厂， 因为具有

高中文化水平，怀酒厂仅有的一个“大曲酒

勾调·品评” 培训班学员名额给了他，他便从

此开始了自己学习酱酒勾调的人生之路。

丁勇拥有酿酒天分，当时被白酒大师李

兴发看中，收为三弟子。仅仅两年，丁勇就成

为怀酒厂副厂长，专门监管产品勾调、技术、

质量等问题。

怀酒的名声越来越大，丁勇的名气也传了

出去。 1986年，山东一家酒厂想把他挖过去。

“酒厂承诺我月薪五百元，还可安排家

属一起过去。 ” 丁勇说，那时，他在怀酒厂的

工资不到 100 元，贵州一个县长的工资也只

有 100多元。

“说实话，我动心了。 ” 丁勇说，后来，有

朋友劝他去，也有人希望他留下。 犹豫了很

久，他最终决定留下来，把自己学到的手艺

贡献给家乡。

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 怀酒厂及其他一

些酒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厂大了、人多了，管

理跟不上， 造成白酒品质不稳定的隐患存

在，出台推行标准化管理理念，成为当时迫

在眉睫的事。

“根据政府的要求，怀酒厂率先实践

标准化管理。 ” 丁勇说，按照以前的生产

规定及现在存在的问题，他主持拟定了酒

厂的“管理标准、工作标准、技术标准” ，

按照严格的监督执行规定，让酒厂的很多

问题得到解决。

丁勇说，开始有人认为是说说玩，到了

被处理时， 一些员工才知道是动真格的，开

始学习各项标准，以免出现问题。 后来，怀酒

厂拟定的各项标准还在遵义地区发布和推

广，获得了“国家二级计量单位” 和“贵州省

工业企业三级标准化水平”的称号。

现年 64 岁的丁勇，有北方男子的身高，

西裤笔挺、牛皮黄的皮鞋很亮堂。 茅台镇 28

度的温度下， 他只是将外套脱下稍作整理

后，规整地放在座位上，衬衣的衣领扣始终

没有解开。 这样的装扮，能让人想象到他在

酿造白酒时的那份严谨。

面对学生，丁勇的话并不多，只是默默

地坐在一旁，观察着学生调酒的过程。“老师

平时很和蔼，不过我们犯错时，他发起脾气

来挺凶的。 ” 学生徐章碧说，去年，老师把几

个学生约到一起品酒，一位师兄喝了酒很快

就下结论，老师脸色突然沉了下去。“不细致

就品不出好酒，也勾调不了好酒。 ” 丁勇当时

就说了这句话，让学生们反思了很久。

在丁勇心里，学生们已经很优秀，他只

是希望学生们不要因此停下脚步，继续做一

名学无止境、精益求精的白酒工匠。

■本报记者 李强 张志红

精益求精做匠人

酒匠丁勇：

国台酒厂 20多平方米的勾调室里，36岁

的冯国跃递给老师徐强一杯刚勾调出来的白

酒。

徐强凑近杯口闻了闻，接着又喝了少许，

白酒润湿了他的舌苔，舌尖碰撞着上颚时，发

出了“啪嗒啪嗒” 的声响，这是他在用对甜味

最敏感的舌尖感受酱酒回甘的过程。

“这酒不错。 ”听到徐强的评价，冯国跃

面带笑容。看到徒弟表现出的成就感，徐强仿

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自己。

徐强是茅台镇本地人， 也是现今仁怀有名

的酱酒勾调大师。 但 43年前，他只是茅台酒厂

刚入职的一名工人，他的工作是简单的体力活。

1975 年，徐强只有 18 岁，年轻人好动又

没有娱乐项目，便一门心思学酿酒。

徐强说，那时候，茅台出酒量很低，每天

的工作很快就能做完，剩下的时间，他便“偷

师学艺” 。

远远地站在调酒师身后“偷看” ，悄悄地

跑到酒库取基酒尝试勾调……徐强的举动被

酱酒大师李兴发察觉。

不过，徐强并没有被责骂，李兴发还教了

他一些基本的勾调方式， 没想到这个青年很

有悟性，深得大师赏识。

1976 年， 李兴发正式收徐强做徒弟，开

始传授他酿酒经验。

与 40多年前的勾调环境相比，现在茅台

镇各家酒厂的调酒师都拥有一个舒适、 规范

的场所。 回想起以前，徐强毫不避讳地说，那

时的勾酒师都是苦出来的。

“连小凳子都没有几张，我们请老师坐在

凳子上，自己就蹲在地上勾酒。”徐强说，酒有

五味，他们用舌尖感受甜，用舌苔感受涩，用

两腮感受酸，用咽喉感受苦，用咽喉以下的部

位感受辣，任何一种味道突出，都需要 7 个轮

次对酒进行勾调，让一杯好酒达到协调。

“这需要用心去感受才能做得到，要调

出一杯让老师满意的酒， 我们往往要蹲上几

个小时。 ”徐强说。

徐强没有让李兴发失望。

1980 年，徐强参与研制了有名的汉帝茅

台酒（80年茅台酒）。 后来，他参与研发的成

年年份茅台酒及所勾兑的酱香型白酒多次被

评为标准酒和特殊专用酒， 获得众多大奖和

消费者青睐。

2001 年， 徐强受邀加入贵州国台酒厂。

18 年时间，徐强帮助国台酒厂研发出一批优

质大曲酱香型白酒，国台酒先后获得“布鲁

塞尔金奖” 、“中国驰名商标” 、“贵州十大名

酒” 荣誉。 国台 48 度作为唯一的白酒，荣获

了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第 73 届博览会金

奖。

如今，61 岁的徐强已到了退休年龄，在

国台酒厂的挽留下，他想了很久，决定推延自

己的退休时间。

几十年的酿酒生涯， 徐强培养的调酒师

很多，大徒弟冯国跃跟随他 14 年，现在是国

家白酒评委。其他弟子，很多获得了不同等级

的品酒师、酿酒师认证。 2001年，国台酒建立

初期，酒厂里几乎没有能勾调出好酒的员工，

现在已经不缺这样的人才。

“我留下来，也想把手艺再传授给更多

有酿酒天赋的员工。 ” 徐强说，他的师祖是

“国酒大师”郑义兴，郑把手艺单传给了徒弟

李兴发，李兴发又传给了他。 师傅嘱托徐强，

要把酱酒工艺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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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五味酿好酒

本报讯 6月 9日，榕江县常驰

购物广场内，一个男童的手指被卡

在自动扶梯。 当地消防人员闻讯赶

到现场， 经过 5 分钟的紧急救援，

成功救出幼童。

据介绍，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时，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左手手指卡

在自动扶梯底端的缝隙里，无法动

弹，小男童泣不成声，家长抱着孩

子非常着急。

消防官兵经过仔细观察后，找

来一把螺丝刀快速扭开自动扶梯

底部的挡板。 约 5 分钟后，小男童

被成功取出， 随后被抱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救治。

监控画面显示，当时这个小男

童脱离了家长视线，独自走到自动

扶梯位置时摔倒， 导致手指被卡

住。 有群众发现险情后，冲上去紧

急关停了自动扶梯，才避免孩子进

一步受伤。

据悉，男童今年一岁半大，手指

已被夹破， 目前正在当地医院接受

治疗。（张晓龙 吴金航 吴如雄）

本报讯 6 月 10 日，一辆运载有 53

名老年游客的旅游大巴车坏在杭瑞高

速六盘水境内的陈家寨隧道口。 接警

后，六盘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四大

队联合高速路政、应急部门等，耗时一

个多小时将游客安全转移。

当日 11 时 30 分许，六盘水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陡箐中队民警

杨斌接到报警，称杭瑞高速陈家寨隧道

口有一辆旅游大巴发生故障，停在杭瑞

高速与都香高速匝道口应急车道处，情

况十分危急，请求出警处置。

接警后， 杨斌立即组织辅警张金

保、赵二光、张昱一起赶到现场。

民警从客车司机口中得知，车上坐

的是一个从遵义过来的老年旅行团，共

有 53 名老年人。 为安抚好老人们的情

绪，民警向他们保证，一定确保他们全

部安全转移。

在高速公路“一路三方” 的团结协

作下， 相关方面用单位车辆转移老人。

经过一个小时的雨中奋战，所有受困人

员被安全转移到就近的老鹰山收费站，

故障车辆也得到了及时救援，高速公路

很快恢复畅通。

（梅松 张昱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6月 9日，都香高速公

路六盘水境内， 一辆运载 10 余吨

水果的货车侧翻， 水果撒落一地，

阻断了高速路。

当日 17 时许， 六盘水交警支

队直属四大队陡箐中队接到报警

后，立即组织 6 名警员赶赴事故现

场进行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这辆货

车“横躺” 在道路中央，路面散落

着西瓜、荔枝、枇杷等水果，只有快

车道可以通行。 附近村民也闻讯前

来围观，所幸司机并无大碍。

经了解，该车是从贵阳开往六

盘水的，车上运载了 10 多吨价值

20 万元的水果， 当行驶至事发路

段时， 车子轮胎右侧撞在路沿上

导致车辆侧翻。

为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民警

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安全防护布

控，一面快速开展路面清障、恢复

交通，一面帮司机捡拾水果。

直到当日 21 时许， 现场才清

理完毕。 看着重新装车的水果，司

机不断向民警致谢。

（梅松 张昱 本报记者 高松）

现场群众紧急关停扶梯，消防人员闻讯赶来救人

自动扶梯 “咬”住幼童手指

杭瑞高速路上，一辆货车侧翻———

10余吨水果 阻断高速路

高速交警耗时 4小时清理，恢复当地交通

旅游大巴抛锚———

53名老年游客

困在高速路上

交警帮司机捡拾水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