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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好吃树难栽。洋河佳酿的
背后有一群高端手艺人、匠心守护
者，他们组成的这支酿酒队伍就叫

“手工班”。8 月 28 日晚，52 度梦之
蓝·手 工 班 大 型 品 鉴 会 在 常 州 举
行。在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苏南大区总经理戴建兵
和国酒大师朱方刚的带领下，300 多
位品鉴嘉宾跟随品酒师观色、闻香、
尝味、回味，收获了视觉和味觉的双
重享受。

300余位嘉宾现场
品尝稀世珍酿

开场鼓舞表演后，品鉴会现场气
氛被推到了高潮，身着华服的模特们
依次展示着洋河52度梦之蓝·手工班
产品外观。

戴 建 兵 介 绍 了 洋 河 文 化 以 及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酒质的特征，
主办方还为现场嘉宾准备了特色美
味配餐，以便充分感受美酒与食物
搭配的相得益彰。国酒大师陈诚围
绕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的“色”“香”

“味”“风格”等方面认真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给出了“品质优越，香气
和 味 道 丰 满 协 调 ，口 感 绵 甜 柔 和 ”
的评价。

经销商代表孙国平说，“有朋友曾
去洋河酒厂参观，在那儿见到了历史
悠久的老窖池、纯手工酿酒的老师傅，
还品尝到了手工班酒，他听得当时就
醉了，羡慕不已。

绵柔品质引领白酒
健康升级

早在 6 月 22 日常州地区举行的
经销权拍卖会现场，52 度梦之蓝·手
工班就已经受到各级与会商家的疯狂
追捧，社会各界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此
后，热度更是持续不减。

52 度梦之蓝·手工班有何独特之
处？戴建兵介绍，52 度梦之蓝·手工
班作为苏酒集团（洋河股份）重磅推
出的一款高端新产品，承载了企业营
销转型的重任，将为助力企业实现更

好更快发展、引领中国高端白酒消费
市场，起着重要作用。这款佳酿有着

“三老、两多、一少”的产品特点，是洋
河老工匠与天地同酿创造的稀世珍
酿。“目前，第二批手工班酒品还在制
作过程中。”

什么是“三老、两多、一少”呢？“三
老”指的是梦之蓝中央酒区的百年老
窖池、由20年工龄以上的老工匠纯手
工完成，基酒选用的都是20年以上的
老陈酒；“两多”是指：发酵过程中产生
丰富的核苷类、黄酮类营养物质，核苷
类物质是虫草的核心成分，黄酮类物
质是蜂胶的核心成分；“一少”即数量
太少，洋河虽然拥有行业最多的窖池
数量，但其中只有 2.8%的窖池能够酿
出符合梦之蓝·手工班苛刻的质量要
求的酒。

老师傅们个个身怀“寒
冰掌”绝技

樱桃好吃树难栽。洋河佳酿的背后有
一群高端手艺人、匠心守护者，他们组成的
这支酿酒队伍就叫“手工班”，“52度梦之蓝·
手工班”，就是手工班师傅们经过层层手工
工序和时间打造而成。这种纯手工生产，如
今在白酒行业非常少见。

从源头的选粮开始，到制曲、酿造环节
再到藏酒等，每一道工序都由一双双有温度
的手来完成，比如最简单的选粮环节，酿酒原
料从进厂到使用要历经5重关卡、56项检验
指标、几十道检验步骤的考验。

洋河一直有“绵柔鼻祖”之称，“三个低
温”是绵柔工艺中独具匠心、最为独特的技
艺，也就是“低温入窖，低温发酵、低温馏

酒”。与其他知名酒类相比，52度梦之蓝·
手工班的发酵温度低了15℃以上。低温
条件，利于有益微生物生长代谢，利于微
量成分及健康功能因子的形成，就好比是
人们平时煨汤时讲究的“小火慢炖营养
好”。历经岁月与水火的熔炼，才真正成
就了绵柔，因此梦之蓝·手工班也具有小
分子物质多、水溶性物质多、醇甜性物质
多、健康因子多等四大优势，口感更绵柔、
酒体更健康、饮用更舒适。

据了解，在降温过程中，温度都是靠
手来测量的。老师傅们的技艺非常娴熟，
而他们的手掌也被形象地称作“寒冰
掌”，原因在于长期接触酒醅，手变得像
雪一样白。更令人叫绝的是，“寒冰掌”
测出来的温度跟温度计相比竟能做到丝
毫不差，据说这是洋河一辈辈酿酒人传
承下来的独门绝技。

为了让消费者体验到52度梦之蓝·
手工班的极致绵柔，品酒师们必须要寻找
这些酒最佳的绵柔结合点，这个过程一般
需要耗时数月乃至经年——每天要尝几
百次酒，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反复试验和调
整，有时候仅因口感的一丝不确定，都全
部推倒重来，坚持做到品质稳定如一，而
消费者意见的征求，更是达上万次。

曾引爆江苏市场的
手工班经销权

早在 2017 年初，白酒行业的“朋友
圈”就被一款酒频频刷屏，它就是 52 度
梦之蓝·手工班。随后，在年4月下旬的
苏酒集团封藏大典上，梦之蓝·手工班作
为大典主角，在4000多位嘉宾面前正式
亮相。“三老两多一少”的多重稀缺性，增

添了它的神秘感，开创性的颜值和口碑，
在高端消费群之间不胫而走。

6月22日，“新国酒·新机遇，52度梦之
蓝·手工班经销权拍卖会”在常州市九洲喜
来登酒店举办。经销权拍卖会针对苏州、无
锡、常州、镇江四个地市，分别投放 700、
500、500、500箱。限量开拍引来苏、锡、常、
镇300多家大商们高价竞夺，场面火爆。

拍卖会后，数位接受采访的经销商都
表示出对这款产品的市场信心。有经销商
这样说，对于产品上的巨大优势早已耳闻，
如今眼见为实更是深信不疑。在他看来，

“这个产品的市场前景很好，是高端白酒的
新标杆”。

据介绍，自 6 月 22 日取得经销权
后，分配给常州地区的 500 箱手工班受
到常州市场热烈欢迎，目前第一批配额
已经所剩无几。

三老、两多、一少

“洋河梦之蓝·手工班”品鉴会征服全场
相关链接：

苏酒集团（洋河股份），位
于中国白酒之都——江苏省
宿迁市，坐拥“三河两湖一湿
地”，是与苏格兰威士忌产区、
法国干邑产区齐名的世界三
大湿地名酒产区之一。作为
国内白酒领军企业，在近几年
行业深度调整期，洋河股份强
势崛起，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和强大的品牌号召力。

2003 年，企业率先突破
中国白酒香型分类传统，首
创以“味”为主的绵柔型白酒
质量新风格，强调入口绵爽、
饮中柔和、饮后舒适的味觉
感受，引领了中国白酒第三
次革命。洋河蓝色经典的横
空出世，在白酒行业中找到
了独一无二的身份和地位。
作为绵柔型白酒代表作，梦
之蓝、绵柔苏酒先后荣获“最
佳质量奖”“价值典范品牌”

“中国名酒典型酒”等国家级
质量大奖，开创了中国绵柔
型白酒领袖品牌。

上班时刷邮件，下班后看平
板，睡觉前盯手机，周末还会被各
种电话“狂轰滥炸”⋯⋯当“低头
族”越来越多、“网络依赖”逐渐蔓
延之际，一些人开始对科技数码
产品说“不”。

有人拒绝使用手机，有人不
看电子邮件，有人拔掉网线，有人
封存电脑。更有甚者，以上种种

“自我隔离”的手段一并用上。这
些“特立独行”的人，被形象地称
为“拒电族”。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电子数码
产品？如何看待现代科技的利与
弊？日前，记者采访了上海师范
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
何云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研究员陈占彪。

拒绝“休闲之外
的休闲”

记者：截至 2017 年 6 月，我
国手机网民超 7 亿，人均每月移
动流量超 1.5G。如果加上 Wi-
Fi 流量，这个数字还可能再翻几
番。在这样的大势下，完全做到

“拒电”应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吧？

陈占彪：我觉得自己就算是
一定意义上的“拒电族”，但我

“拒”的只是手机陌生来电。正常
情况下，除了一些推销房产的、快
速贷款的、小孩外教的来电，基本
上没有人会打我电话。手机通讯
录之外的电话，一概不接，以免骚
扰。虽偶有“误拒”，但总体上我
还是比较坚持这个做法。

总的来看，并不是人人都能
随心所欲地“拒电”。有新闻说过，
某市曾明确要求公务员一天24小
时开机，以及时回应市民需求、处
理领导交办事项。这是外在因素
干预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

我的理解是，“拒电族”拒绝
的是工作之外的工作、休闲之外
的休闲。理性的都市人应该不会
真正、彻底、永远地拒绝扫码支
付、网络购物、美食外卖、共享单
车、电子邮件等。

何云峰：我身边有不使用微
信甚至不用手机的人。老实讲，
跟他们打交道实在有点困难。当

然，“拒电者”可能觉得自己可以
少受干扰。但问题是，你少了干
扰，别人却多了麻烦。这种给别
人带来不便的事情，在我们的传
统文化中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家里可以没有油盐酱
醋，但不能没有 Wi-Fi；出门可
以不带钱包，但不能忘拿手机。”
在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获取新
知、洽谈客户、结交新友、联络感
情，并可以自如地享受影音娱
乐。现代社会如此丰富多彩，为
何有人会选择“拒电”？

何云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发展，各种数码产品琳琅满目，
并且越来越智能化。这的确给
人们获取和交流信息带来了巨
大便利。古人说的“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可以说已经完全成
为现实。

不 过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两 面
性。智能化电子产品在带来信
息和知识惊人增长之时，也导致
各种有用无用的资讯狂轰滥炸
式涌入我们的脑海。信息本身
可能会变成干扰源。无聊的信
息、低级趣味的信息、重复的信
息、真伪难辨的信息，让越来越
多的人感到厌倦、紧张甚至无所
适从，由此引发了抵触乃至心理
障碍。所谓“拒电族”正是在此背
景下出现的。

我感觉，“拒电族”更多的是
为了找回良好的个人身心状态。
调查显示，连续 15 天将微信的使
用时间压缩到每天半小时之内，
被试者的消极情绪明显下降，工
作投入程度大幅上升。可见，适
当远离科技数码产品，有助于人
们更好地工作、生活。

警惕假装深刻的
思想

记者：在一些人看来，“拒电”
是为了更好地联络。毕竟，真正
的朋友不会因为没有手机和网络
而失去联系，反倒会因为面对面
的交流而更加会心。

陈占彪：有人经常感慨，城里
人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原子化”。
其实不然，你看一个人手机、微信
里有多少“朋友”，而以前我们又

有多少人的联系方式。过去讲，“人
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是很有哲理
的。过多的联系是一种负担。我甚
至相信没几个人愿意把有限的精力
和时间浪费到过多的联系中，尤其是
当这种联系是“不得已”的时候。

其实，能不能成为朋友，不在于
是否当面交流，而关键要看能不能
从对方的人格中得到熏陶，能不能
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有些师长，
虽然相识相交未必深厚，我却视他
为良师益友。其一言一行、待人接
物、文章著述都足以令人尊敬。是
友未必相见，甚至是友未必相识。

记者：借助网络的即刻性和碎
片化资讯，一些人草草阅读，快速获
知又快速遗忘。有人担心，这种不
动脑筋的“浅阅读”，难以形成系统
的知识积淀，还会削弱人的思维能
力。这是一些人选择封存电脑的一
大原因。这样的警惕是不是太过敏
感了？

陈占彪：我觉得是有点过虑
了。要接受各类资讯，必然要快速
阅读。其实，肤浅的人深刻不了，
深刻的人也肤浅不了。没有阅读
习惯的人，不会因为“拒电”就会爱
上读书。

今天，我们其实尤为需要警惕
的不是浅阅读，而是那些假装深刻
的人和思想。随便拿一本学术期刊
翻翻，有几篇文章人家要看、人家能
看？一个人读了点书，却写一些故
弄玄虚的论文，怎有资格抱怨别人
肤浅？

记者：还有一些人是被动“拒
电”的，如痴迷于网络游戏的孩子，
被父母强行断网。

陈占彪：不光有些未成年人沉
迷电子产品，我们大人同样也有这
样的问题。我自己就常常捧着平板
电脑看新闻，翻来覆去地看，一看就
看到凌晨两三点钟；实在没看的了，
偶尔还会抱怨新闻太少。不同的
是，对于“沉迷”，大人相对来说有更
好的自制力，小孩子却明显匮乏。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过分抱怨
小孩子。

没有毒品，哪有吸毒者？我们
更需批判那些通过各种手段、处心
积虑迎合小孩心理、诱引小孩沉迷
于游戏的不良开发者和运营者。
指望这些人落实身份验证，指望他

们真正推行“防沉迷”，无异于缘木
求鱼。

要从“童话世界”
中走出来

记者：有观点认为，“拒电族”是
信息时代的孤独者、落伍者。

何云峰：信息爆炸，在总体上应
该给予肯定。其积极意义不言而
喻，如增加生活便捷性、维护信息权
利享有的公平公正性、降低人类劳
动的受限性并提升劳动幸福的获得
感等。事实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
的日益“落地”，“拒电族”恐怕是无
法独善其身的。

它背后折射出一个大的趋势：
当数码电子产品普及而引发人与技
术合一化的时候，电子产品不再是
冰冷的物品，而成了人的一种器官
或者说器官的延伸，成了一种生存
方式。所以，摆在世人面前的选项，
可能不是“拒电”而是如何取其利拒
其弊。就此而言，与其做“拒电族”，
还不如做“拒弊族”。也就是说，要
用我们的智慧有效克服科技数码产
品和互联网时代的弊端，而将其有
利性充分彰显出来。

记者：“拒电族”现在还是“稀有
动物”，但它的存在传递了一个清晰
信号：面对无处躲藏的网络覆盖和
信息骚扰，不只有“无奈接受”这一
条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电族”
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彰显特立独行
的时尚生活方式？

陈占彪：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
当更进一步地来分析。对当下的都
市人而言，不应止于“拒绝”或“逃
离”，而更应当从虚拟走向现实，从
屏幕前走进生活中。

过去，我们的认识从生活中来；
今天，我们的认识多从图像，准确地
说是从“美化的”图像中来。比如，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熊猫很可
爱、憨态可掬，功夫更是高超⋯⋯可
是，一旦来到动物园、来到四川，你
看到一些熊猫却是皮毛发黄，动作
呆板，会不会产生一种失望的情
绪？没有经过现实生活刺激的感
知，大体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感知。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今天城
市里的人不仅生活在一个“虚拟世
界”里，而且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

中。窗明几净、绿树浓荫、茶楼酒
肆、宝马香车、美女帅哥⋯⋯目之所
及，似乎都是“美好”的事物。可是，
一旦离开这个“童话世界”，到外面
看一看，特别是到农村看一看，你会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人们所遇到的这些“不习惯”，
此前我们将之归因于“资产阶级的
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今天则可
以说，这是“童话世界”所造成的。
因此，今天的都市人，特别是我们的
孩子，不仅要从“虚拟世界”中走出
来，而且要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

“任性”或“逃避”
都不合人性

记者：手机、电脑等归根结底是
一个手段、一种工具。重要的是，我
们要有管控自我的能力。

何云峰：与“拒电族”形成鲜明
反差的是“低头族”。很大程度上可
以说，“低头族”就是科技的“奴隶”，
是缺乏自我调控能力的表现。

黑格尔曾经说过，有两种自由
观是不正确的：一种是任性的自由，
即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属
于自由散漫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的
自由观；另一种是逃避的自由，即惹
不起躲得起，看破真相，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如果说“低头族”主要属
于任性的自由，那么“拒电族”可能
就主要属于逃避的自由了。

但严格来看，无论任性还是逃
避，都不是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人
类需要创造性地克服电子数码产品
的弊端。例如，给手机装一个软件，
当有危险的时候，让它自动提醒；或
者，给手机一个权限，可依据一定标
准强行进入“聚会模式”“上课模式”
或“会议模式”状态。

陈占彪：人类发明、制造出许多
高科技产品，为的是方便工作、学习
和生活。但是，如果沉溺在其中任
何一种东西上、过分依赖于现代科
技，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病态，从
而让我们失去了人与自然的亲近、
失去了思考能力、失去了身心健
康。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要回答的
是“如何控制欲望”这个根本性问
题。面对众多的欲望，我们要心知
肚明，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弃之。 摘自《解放日报》

“拒电族”：清醒者还是落伍者?

8月26日，南京江北新区产业与人才工作对接会暨签约
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国家机关人
才交流机构分会与南京江北新区管委会签订人才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将设立江北新区国家机关人才产业发展智库。

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人才创业没有后顾之忧，江北新
区还推出了人才安居保障措施。据介绍，目前正在制定《南
京江北新区人才安居保障办法》，而备受关注的首批 1500
套产业人才共有产权房进入实施阶段。根据此前规划，预
计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据悉，这是江苏首个专为人才
提供的共有产权房项目，被外界认为是南京为吸引人才放
出的一个大招。 摘自《现代快报》

2019年投用

江苏首个！

南京推人才共有产权房

晶莹剔透的面条“漂浮”于鲜美的浓汤上，栩栩如生的中
国龙倚靠在瓷碗旁，欢乐的小人偶忙碌着做面⋯⋯这就是浙
江衢州的“95后”姑娘罗书环眼中的雨水节气与龙须面。

罗书环今年刚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毕业。她凭着丰富
的艺术造诣，将二十四节气与美食完美结合，设计出了《食
气时代——二十四节气美食插画设计》。这一作品不但为
罗书环的大学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还让她“拿”到了 2017
德国红点传达设计大奖。

德国红点奖是一个工业设计大奖，这是世界知名的一
项设计竞赛。罗书环将参加 10 月 27 日在柏林举行的颁奖
仪式。 摘自《都市快报》

二十四节气画成美食

浙江“95后”女生
获德国红点设计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