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 8日，中国六大白酒产

区酒业协会和酒企负责人聚首仁怀市，

召开圆桌会议， 商讨新形势下中国酒业

共赢之路， 并发布中国白酒产区发展茅

台镇共识。

中国六大白酒产区分别是： 遵义产

区、宿迁产区、泸州产区、宜宾产区、亳州

产区、吕梁产区。 这一依据，源自 2017年

11 月中国酒业协会在上海发布的“世界

十大烈酒产区”名单。

在当天圆桌会议上，来自六大白酒

产区的酒业协会负责人， 以及部分酒企

老总和酒行业专家， 就当前中国白酒行

业所面临的现状，以及品牌建设、发展模

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人员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白

酒行业应更加突出产区品牌意识， 塑造

各产区的特色。 产区之间，除了竞争，还

应当扩大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探索新

的适合新形势的经营之路， 让中国白酒

行业“百花齐放” 。

圆桌会议之后， 遵义市酒业协会有

关负责人通报了筹建中国白酒产区工作

委员会的情况， 与会人员就此进行了讨

论，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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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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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之路

煮成饭后， 吃在嘴里回甜的

“红花米” ， 就出自这里。 这种大

米，算得上大米中的贵族，每斤价

格高达 30元。

永兴镇竹香米业公司负责人说，

阳光充足，水稻生长得好，病虫害少；

水源足，能保证水稻生长需求；山丘，

除了带来好的生态，还能为稻田源源

不断地提供各种微量元素。

这样的环境， 十分适合生产

“红花米”原料红花稻种植。 在“公

司 +合作社 +高校” 模式引领下，

村民刘元发去年第一次种了这种被

称为“稻谷中的活化石”的水稻。

每斤 18.8元的稻谷收购价，让

当年收获 2 万多斤稻谷的刘元发，

获得不错的收成。“这碗饭，吃在嘴

里真的甜。 ”他说。

拥有数百年水稻种植经验的

共和坝区群众，在贵州大学、贵州

省水稻研究所等单位的支持下，把

“红花米” 当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今年，他们种植了近千亩红花稻。

这个季节， 坝子里的水稻，早

已收割完毕。 村子里大米加工厂，

开足了马力，正在将今年收获的稻

谷，制成颗颗晶亮的大米。 村外的

稻田里，鸭群正在觅食。

养鸭，是共和坝区村民由水稻

种植衍生的 “副业” 。 “稻鸭” 模

式，也是中国南方传统的稻作文化

内容， 是传承了上百年的农耕文

明。

界溪村 59 岁的李永贵， 每年

养鸭两轮———春季栽秧后，第一轮

鸭群被赶进稻田，啄食水草、小虫，

半年就能出栏； 秋季稻子收割后，

新的鸭群再次进入谷桩田里，觅食

洒落的谷粒等，迅速育肥，成为制

作板鸭的上好材料。

曾经黔北 “四大场” 之一的

永兴镇，地处连通四川、湖广盐路、

商道， 后来又成为浙大西迁时的办

学地。这里有道由客商带入的名菜，

叫板鸭， 现在仍有很多人绕道而来

购买， 因此每年要消耗几十万只的

鸭子。

人们对永兴板鸭的喜好，为当

地的“稻鸭” 模式，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 包括共和坝区在内，永

兴镇几乎所有水源相对较好的村

庄， 都会有村民在稻田里养鸭，以

供应集镇上的板鸭制作。

眼下， 鸭子收购价格涨了不

少，生过蛋的老鸭子，每斤价格 20

多元， 没生过蛋的育肥鸭每斤 10

多元。 李永贵现有的 160 多只鸭

子，都是生过蛋的，估计总重量有

700至 800斤。“过几天，叫人来把

这批鸭收了，今年还能再进一批半

大的鸭苗。 ”他说。

行走在秋后的共和坝区，能看

到的风景，不仅是仍保持旺盛生命

力的稻、 鸭共生的传统的农耕文

明，还有欣欣向荣的菜园。

位于坪江村境内的合江果蔬

专业合作社，是来自凤冈的蒲廷波

等人组建的。“共和坝适合种稻子，

更适合种菜。 ”他说，病虫害少、土

地肥力好， 为他节省了一大笔费

用。

长期在湄潭县城做蔬菜生意

的蒲廷波， 是 2015 年来共和坝发

展蔬菜基地的。 现在，他通过流转

土地、反租倒包、保底收购等方式，

露地种植蔬菜 1450 亩， 带动三个

村 2000 多人从事蔬菜种植， 年产

瓜、豆、辣椒、白菜、茄子等常规蔬

菜 3000多吨。

眼下，合江果蔬专业合作社正

谋划“稻菜轮作” 模式，以提高土

地利用率。 “我试验过，收完水稻，

可以在春耕生产前再种一轮常规

蔬菜。 ”他说。

按合作社的测算，种植成本较

低、生长期短、产量高的莲花白，亩

产能有 6000斤。以每斤 0.5元的收

购价算，一季的产值就有 3000 元。

“如果是白菜、儿菜，效益更高。 ”

他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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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北京茅台收藏馆怀着感恩之心，邀您一起过

佳节。 从即日起至 10月 16日，凡是拿老酒到现场鉴定的市

民，都可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此期间，对于 1980 年以后的

老酒收购价格一律上浮 10%，1980 年以前的老酒价格上浮

15%。 凡是将老酒变现金额在 8千元以上的， 均可获赠 500

元现金。 变现金额在 1万元以上，还有神秘大礼包相送（仅

限 70份，送完为止）。

国庆感恩 史无前例放大招

经过这些年发展，特别是进驻贵阳的这三年，收藏馆已

经成为全国老酒行业一家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 这与祖国

的强大和市民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 9月的活动中，由于收藏

馆准备充分，举措实在，市民反响热烈。 最近，收藏馆根据市

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决定将一年中更大力度的一次答谢

活动安排在今年国庆期间，此次活动势必实实在在，与全市

人民一起欢庆这个特别的节日。

黄金周开门迎客 实惠多不容错过

这次收藏馆收购老酒的价格、赠送的现金以及礼包，都

是前所未有。 细心的市民比较后，都会发现这一点。 对于教

师、军人等特殊群体，一旦老酒变现成功，收藏馆还有特别的

奖励，由于涉及奖励的细节较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

十一黄金周来变现老酒，将享受到比平时更高的变现价

格，而且可获得主办方比平时更高的现金奖励。 全年仅此一

次，机不可失！

地 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路黔灵山

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金秋时节喜事多 邀您一起过佳节

北京茅台收藏馆大庆节日送大礼

湄潭县永兴镇：

放眼共和坝 稻熟鸭肥瓜菜香

从永兴镇上出发，开车 20多分

钟，就来到了共和坝区。

共和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

坝子。 它是由几个毗邻、相互连通

的小坝子构成。 中间，是植被茂密

的山丘，清澈的河流。

居住在共和坝区的村民， 分属

共和、界溪、坪江三个行政村。坝子里

充足的阳光，丰沛的水资源，还有点

缀在坝子中的山丘，为他们世代相传

的产业———水稻种植， 提供了有利

条件。 即便是常规水稻种，在这里也

能获得亩产上千斤的产量，品质也很

好，价格比别的地方高出不少。

■新闻速递

■核心提示

“稻谷中的活化石”

“稻鸭” 模式

“稻菜轮作” 模式

两个在晒谷场上打滚的孩子

正在蔬菜基地采摘辣椒的村民

本报讯 10月 8日，纪念徐世珩诞辰

百年学术研讨会在仁怀市举行。 来自北

京、上海、南京、成都、贵阳等地的专家学

者，徐世珩先生的亲属、学生，仁怀市各

文艺家协会及文学爱好者等 100 余人参

加会议。

徐世珩是“仁怀百年十大影响力人

物” 之一，学问深厚，毕生教书育人，为仁

怀市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治病救人，写作诗文、钻研学问，其诗

歌成就是继西南巨儒郑珍之后最具成就

者之一，享盛名于黔北半个世纪之久。

纪念徐世珩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由

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 仁怀市文

联、茅台镇人民政府承办。

此次研讨会收到论文 45篇。 专家学

者们从老庄哲学、易学、儒学、中医学、佛

学、方志学、藏书、书法、治学、教学、教

育、家世、交游等方面。

据介绍，徐世珩是仁怀市茅台镇人，

别号抱一，晚号洞山药叟，生于 1919，逝

于 1998 年。 曾任仁怀县人民委员会委

员、县政协常委会委员、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顾问，以及中小学、师范教员等职，

喜研习祖国医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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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