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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老资格的酒鬼，应该知道造酒的
老祖宗，好比信奉佛教的，总得知道释加牟尼；
信奉基督教的，总得知道耶稣；信奉天主教的，
总得知道圣主玛丽亚；信奉伊斯兰教的，总得
知道真主穆罕默德。这么比喻或许庸俗，可道
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吃水不忘淘井人，喝酒不
忘造酒人嘛。

一般读过几句书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有
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其实
中国古代远不止这四大发明，至少还有第五大
发明——白酒的发明权就非中国莫属。而且
在五大发明中，白酒的发明影响范围最广，最
深入人心。白酒是哪位高人发明的？此事说
来话长。

白酒的老祖宗是黄酒。黄酒与啤酒、葡萄
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是中国的民族特产，且
唯中国独有。黄酒产地较广，品种很多，著名
的有浙江的花雕、绍兴的状元红、上海的老酒、
江西九江的封缸酒、江苏白蒲的水明楼等。黄
酒以大米、黍米为原料，一般酒精含量为
14%-20%，属于低度酿造酒。黄酒含有21种
氨基酸，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必须依靠食物摄
取的8种必需氨基酸黄酒都具备，故黄酒有液
体蛋糕之称。

白酒之所以不同于黄酒，因为黄酒没有经
过蒸馏，白酒是蒸馏酒。

白酒的发明，一直是酒史专家们关注的一

个重要话题，历来有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
仪狄造酒说，黄帝造酒说，神农造酒说等多种，
目前学术界大致趋向一致的意见是：酒是从天
然发酵到人工发酵酿制而成的，是集体发明，
不是某个圣贤发明的。

考古界证明，酒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
器时代，大汶口遗址出土高柄陶酒杯，滤酒缸，
仰韶遗址发掘了小口圆肩小底瓮、尖底瓶、细
颈壶等酒具，证明那时就已经有了酒。

夏代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两
位酿酒大师，一是夏禹时期的仪狄，酿酒甘美，
一是大禹的孙子少康，发明了秫酒。从考古发
掘来看，二里头遗址随葬陶器中，占比例最大
的是酒器，其次才是炊器和食器，可见酒在夏
代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商代酿酒业发达，在商代中晚期，掀起了
我国第一个饮酒高潮。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
村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商代酿酒作坊、酒器，
而河南罗山天湖墓葬出土了一个密封良好的
青铜卣，内装古酒，经专家测定，每百毫升内含
8.239毫克的甲酸乙酯，有果香气味。

到周秦时代，《周礼�酒正》提到有醴酒、澄
酒、粢堤、清酌等。到了战国，楚国的酒风，随
着巫风而越发炽热，最为昌盛。战国时代有名
的中山清酤，于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
山王墓中发掘出两壶，经专家化验，含有乙醇、
脂肪、糖等十三种成份，距今约2200多年，也
是当今世界上发现最古老的酒之一。

白酒的奇葩
汉魏南北朝是我国酒业发展的一个重要

阶段，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标志：一是用上了真
正意义上的酒曲；二是酿酒工艺大为改进，酒
的度数大大提高了；三是酒名大量出现，酒的
品种迅速增多；四是酒的物质作用大大丰富
了，除了日常饮用外，药用价值养生价值也明
确地为人所认识。如《汉书�食货志》王莽昭
曰：“酒，白药之长，嘉会之好。”就反映了汉人
对酒的深刻认识。

唐宋酒业，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改
进，制曲技术，酿造技术，在理论上和工艺上都
有了很大突破。有个叫朱肱的酒类研究专家
写了一部《北山酒经》，是继《齐民要术》之后最
有价值的酿酒著作。《北山酒经》共分为三卷，
上卷为“经”，总结了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中
卷专门论述制曲技术，并收录了十几种酒曲的
配方及制法；下卷论述酿酒技术。全书不仅罗
列了制曲酿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原
理进行了分析，因而更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如
果说《北山酒经》是阐述较大规模酿酒作坊的

典范，那么与朱肱同一时期的苏轼的《酒经》则
是描述家庭酿酒的佳作。苏轼的《酒经》言简
意赅，把他所学到的酿酒方法在数百字的《酒
经》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北宋还有一位叫田
锡的造酒专家所作的《曲本草》，不但载有大量
的制作酒曲和药酒的资料，还记载了当时暹
罗——今泰国的烧酒，为研究蒸馏烧酒的起源
提供了宝贵的史料。1975年12月，在河北省
青龙县土门子乡，发掘了一套金代黄铜蒸馏
器，俗称烧酒锅，敦煌壁画中也有西夏时期酿
酒蒸馏图，这都反映了宋代已经掌握了蒸馏酒
的技术。也就是说，早在宋代以前，中国就已
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白酒。由于酒在宋代
的特殊地位，社会上迫切需要一本关于酒的百
科全书，北宋时期的窦苹写了一本《酒谱》，该
书引用了大量与酒有关的历史资料，从酒的起
源、酒之名、酒之事、酒之功、酒之德、酒之性以
及饮器和酒令等十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而
成书于南宋的《酒名记》则全面记载了北宋时
期全国各地一百多种较有名气的酒名，这些酒
名大多极为雅致。

随着白酒的出现，酒类的另一朵奇葩在中
国大地生根开花，那就是药酒。

白酒是用谷物和酒曲酿成的流质，其味苦
甘辛，性热，本身就具有散寒滞、开瘀结、消饮
食、通经络、行血脉、温脾胃、养肌肤的功用，可
以直接当药用，《说文解字》中就有记载：“医之
性，然得酒而使”。说的是治病离不开酒。

而药酒就不单是个酒字涵盖得了的，它是
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
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
成的澄明液体。在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
《养生方》中，可以辨识的药酒方已有六个，其
中的养生方，包括了药酒的制作过程，服用方
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的最早
的完整记载，也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史
料。到了汉代，随着中药方剂的发展，药酒便
渐渐成为中药的一个部分，使临床应用的针对
性大大加强，疗效也进一步得到提高。

啤酒传入中国
药酒有不少治病的经典医案，《史记�扁鹊

仓公列传》就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医案达
25个，其中举了两个以药酒治病的故事，一个
是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的三
石药酒，得到治愈。另一个是茁川有个王美人
患难产，淳于意用莨菪酒治愈，并产下一婴
孩。自晋以后，药酒还逐渐走出国门，驰名海
外，唐代扬州的大和尚鉴真大师东渡时将药酒
带到日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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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收费标准：

每格600元/两星
期、1000元/月，每两
格 1000元/两星期。
本栏目在《达州晚报》
官方微信（粉丝已达
20万余人）平台第二
条内免费同步刊出。

温馨提示：请广告主带上相关手续前来办理。使用本栏信息，
请核实手续，与广告主签订合同；若广告主违规操作与报社无关，可
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投诉。广告联系电话：2377273 2377187

广 告

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诚 聘

四川润骄木业有限
公司诚聘区域经理8名，
3000—1万元；店面导购
10名，2800—5000元；会
计助理1名，2800—3200
元；总经理助理 1名，
3000—8000元。

魏小姐 17738933325
刘先生 13982848855

西外金兰小区（金兰之
家）原金兰会所，经营中餐、茶
房，面积1500平方米，全新豪
装，位置优越，客源稳定，现低
价转让。电话：13778321006

转 让

达州市西外凤凰大道（香
榭国际）旁有临主干道门市出
租，面积700m2，可分租。
联系电话：13778341234杜

门市出租

位于通川区复兴镇附近
一宗土地转让，交通便利，环
境优美，证照齐全，性质为商
业服务用地，面积30余亩。
电话：17748474997陈女士

土地转让
达川区南城一知名酒楼转

让（2500m2），客源稳定，接手
即可经营。有意者面谈。
电话：13982805005

18190713563

知名酒楼转让

商用房出售
通川桥北头人行天桥

处临街 3楼一商用房出
售，街面无行道树遮挡，
363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500余平方米，双证齐，
中式精装，价格面议，可按
揭。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或出租（1-6号
每个门市面积约60㎡），价格
面议。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出售
市内凤凰头300平米特色

餐厅急转。租金便宜，客源稳
定。保底转让(含 8个月房
租)，性价比高。非诚勿扰。
电话18381925162

餐厅急转
招物业保安、保洁数名。

要求：55岁以下，有工作经验
者优先；待遇面议。

电话：18381993410

招 聘

南外二号干道末端堰坝
有4000m2硬化场地出租，可
建厂房、库房、汽修厂。
联系电话：13388219678

场地出租

房地产开发公司招一名专职
会计。要求懂建筑会计账，工
资月薪 6000—8000元，有电
话、餐补费。工作地：复兴
镇。18982898919陈主任

招 聘

达川区南城三里坪一知名
酒楼转让（2000m2），客源稳定，
接手即可经营，有意者面谈。

电话：13438576777
18282985468

知名酒楼转让

宣汉县君塘中心供销合作社位
于宣罗公路（叶家河）有21间
厂房（共1500m2）出租，交通便
利，适合农副产品收购、仓储、
厂房等项目。13882858260

厂房低价出租

位于市内繁华地段（华
阳旁）有一500余平方米临
街门市出租。

电话：13079038555

出 租

南外二号干道南庭春天
里一门市双开门出售，面积70
平方米，有不动产权证。
电话：13350294261

门市出售

门市出租
通川区院棚巷翠屏大厦

2-6号门市（即现在门牌号
63、65、67、69、71号五间门
市），现面向社会公开整体出
租，有意者请于2018年5月
15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到达州
市社会福利院（通川区龙泉
路18号）办公室报名。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2186100

瓷砖设计师（年薪10万元，从
事相关工作两年以上）1名，副
店长1名，库管1名，市场部3
名，行政人员 1名。电话：
1898145688818682857669

聘
达川区南城三里坪领域

广场门市出租（面积73m2），
人气旺，无转让费，租金面
议。电话：13568358323

门市出租

地产公司诚聘安装工程师、土
建工程师、渠道管理、置业顾
问、外事专员、报建专员、保
安、保洁数名。17748750388

高薪诚聘

位于通川区来凤
路99号临街门市（现
稻草人租用），面积约
18m2，双证齐全，现优
价出售。
电话：15182853982

冯先生

门市出售

达州骨科医院现
诚聘临床药师（可兼
职）1-2名，检验师（中

级职称以上，输血科资质）1-2
名。执业护士、执业医师数
名，CT师1名，厨师1名。

电话：0818—2765877

聘

达县惠康医院因发展需
要诚聘以下人员：护士、医生
数名、收费人员一名、行政人
员一名。性别不限，25—35岁
之间。电话：0818—2280120

招 聘

南外万达路黄金地段临
街两间门市出售，面积各29
平方米，有不动产权证。

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某单位因安置新员工急需
市内住房4套，要求：三室一
厅，带空调，家具家电齐全，干
净整洁安全，价格面议。免中
介。电话：13568166601

住房招租

达州市西外金兰路口黄金地
段二楼门市出售，面积640m2，
双证齐，现已出租，火爆经营
中，价格优惠。18519777377
15882976688

门市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