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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趣文创总经理

《福布斯》撰稿人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

生态对中国白酒而言尤为重要。

中国白酒产业有句名言，大自然是最

好的酿酒师。无疑，自然生态决定了

中国白酒的品质，也就是说酿好酒必

须具备的生态法则是：好山水，好粮

谷，好酒神，好心人，酿好酒。

什么是好山水？每个人都有着不

同的审美和认知：名山大川，名胜古

迹，翠绿的山峦，干净的小溪，清新的

空气，动听的鸟声，悦耳的蝉鸣，家乡

田野的气息……总之，没有污染，原始

自然。其实，好山水告诉我们好酒源

自于此，也就是天酿美酒。

什么是好粮谷？家乡田园的庄稼

喝着泉水，享受着阳光，生长于有机土

壤。红红的高粱，金色的麦浪，刚刚收

割的新谷罄香，刚刚煮熟的浓郁粮香，

这就是好粮谷。好粮才能酿好酒，好

酒不仅是酿出来的，更是种出来的。

什么是好酒神？天酿美酒的另一

层含义，好酒源于好的微生态环境，中

国白酒的酿造不仅仅是我们的酿酒大

师在酿，更有我们看不到的酿酒微生

物在酿，我们称之为酒神。也许正是

由于我们肉眼看不到，以至于很多人

对酒神、对于酿酒微生态缺少理解，但

这恰恰是中国白酒自然酿造的神奇所

在。

什么是好心人？于酒业而言，酿

酒好心人，心属酿造初心，以德而酿，

以孝而酿，以敬而酿，无论初心为何，

但一定是追求极致之酿。用料不计价

格，用工不计成本，用时不计岁月，只

为酿一杯好酒。

中国白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

就是如何让中国白酒产业活得好、活

得长、活到未来。如何实现中国白酒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到活文化、

好手艺、长时间、美生活、醉未来。

什么是活文化？中国白酒酿造有

可观的物质文化，就是我们的酿造遗

址。许多酿酒遗址，几百年来不间断

酿造，既是遗址，又是活态文物。

什么是好手艺？那便是中国白酒

的酿造技艺，中国白酒的酿造技艺是

世界酒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

个优秀的酿酒师，需要经过大师的精

心传授，酿酒实践的长期积累，酿酒经

验的不断丰富。酿酒是门技艺，酿酒

又是一门艺术。一个酿酒大师成功的

标志，就是在长期酿酒实践中，逐步形

成艺术创造能力。中国白酒酿造的艺

术价值体现的是中国白酒永葆魅力的

核心所在，好手艺就是技术与艺术的

完美融合。

什么是长时间？我们经常讲中国

白酒是时间产业，美酒价值体现的就

是时间价值。只有岁月陈酿，才能有

美酒芬芳。未来白酒产业一定会构建

起以时间为品质考核的标准化体系。

中国白酒年份酒标准体系的推出，就

是中国白酒时间价值的保障，就是要

让中国白酒真正融入时间价值。端午

制曲，重阳下沙，尊天而酿，不负时节，

讲的就是酿酒的时间法则；陶坛陈贮，

天宝洞养，讲得亦是美酒陈酿的长时

间法则。中国白酒酿造的长时间体现

在酿酒历史的厚重，体现在千百年不

断繁衍更迭；具有超凡酿酒本领的微

生态，体现在酿造技艺的传承；酿酒大

师人才辈出，体现在美酒的时间味道。

什么是美生活？不同的时代，有

不同的诠释，未来共同富裕，就是我们

追求的美生活。美酒是满足人们物

质、文化、精神需求的嗜好性食品，美

酒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层面，即感

官的美妙冲击，同时又能给我们带来

文化层面的精神愉悦。生活越来越美

好，所以未来的美酒，感官品质越来越

好，精神品质亦越来越丰富。

自然生态决定了中国白酒的品质

全球变暖迫使世界各地的葡萄酒

产区考虑新的葡萄品种，以更好地应

对预期的气温上升。其中一种酿酒葡

萄——马瑟兰（Marselan），似乎在波尔

多、中国和纳帕谷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们在2016年建立了一个马瑟

兰的试验区。”波尔多卢梭酒园（Vi-

gnobles Rousseau）的 所 有 者 Laurent

Rousseau说，“它酿出了一种强劲有力

的葡萄酒，色泽迷人，肉质饱满，风格

优雅……我们将在今年生产这种波尔

多AOC葡萄酒。”

事实上，马瑟兰葡萄是今年早些

时候由法国农业监管组织INAO批准

的四个红葡萄品种之一。从2021年开

始 ，在 波 尔 多 AOC 和 超 级 波 尔 多

AOC葡萄酒中，可以使用不超过10%

的马瑟兰进行混酿。这一决定是在对

那些酿酒葡萄品种最能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进行了10年的研究后做出的，作

为现有的波尔多酿酒葡萄品种的补

充。

马瑟兰葡萄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因为它能够很好地适应更高的

温度，而且不易受到波尔多和中国部

分地区潮湿环境带来的病害压力的影

响 。 葡 萄 酒 大 师 Elizabeth Gabay

MW表示，马瑟兰在中国越来越受欢

迎，有多个地区的 20 个葡萄园种植

它。自 2015 年山西怡园酒庄的 Tasya

珍藏马瑟兰在Decanter亚洲葡萄酒大

奖赛中获得了最优白金奖项后，该品

种更加受欢迎。

山东蓬莱满酌香酒庄酿酒师佟莉

莉已经酿造马瑟兰葡萄酒多年，她相

信这个品种在中国有着很大的潜力。

“我非常喜欢马瑟兰，因为它的单宁柔

软丝滑，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能很好

地生长，比如宁夏、河北、山西、山东

等。”

事实上，马瑟兰在中国的表现如

此出色，以至于Richard Smart和葡萄

酒专家李德美等都认为它未来可能会

被视为中国的标志性葡萄品种。中国

甚至设立了“国际马瑟兰日”，由驻北

京的葡萄酒作家Jim Boyce组织。

纳帕谷的一些葡萄酒生产商也对

马瑟兰感兴趣。Spottswoode Winery

是该地区第一家种植马瑟兰的酒庄，

于2019年种植了75株，作为其实验葡

萄园的一部分，以确定哪些葡萄品种

在气候变化时表现最佳。酿酒师兼葡

萄园经理Aron Weinkauf 解释说：“我

们种植了12个不同的品种进行试验，

而马瑟兰表现最出色。它是一个对气

候变化具有广泛耐受性的品种，而波

尔多的批准种植为马瑟兰投了另一张

信任票。”

Caldwell Vineyard 建造了迄今为

止纳帕谷最大的马瑟兰葡萄园。“我们

种植了 1000 株马瑟兰。”其所有者

John Caldwell说，“我们这样做有两个

原因：一是出于兴趣尝试不同的品种，

这符合我们的酿酒理念，二是马瑟兰

让我们能够为全球变暖买一份保险。”

除了法国和中国，马瑟兰葡萄酒

也在以色列广泛生产，其次是乌拉圭

和 巴 西 。 在 美 国 ，帕 索 罗 布 尔 斯

（Paso Roble）的Sextant酒庄拥有加州

最古老的马瑟兰葡萄园之一，亚利桑

那州Wilcox Arizona的Page Springs酒

庄也生产马瑟兰葡萄酒。

马瑟兰有望成为中国的标志性葡萄品种

2020 年，我国短视频行业规模已

经超1500亿元规模，市场预计2020～

2022年短视频行业市场规模复合增长

率在 44%，2025 年短视频行业市场规

模将有望接近6000亿元，短视频正在

成为重要的营销工具。

随着视频创作门槛的不断降低，

视频平台分发机制的不断整合与发

展，特别是消费者视频阅读习惯的不

断养成与演变，视频形式在社会经济

生活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视频内容

的创作与运营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这其中就包括各短视频平台与企业方

共同探索更多元化和更深层次的商业

变现模式。

对于中国酒类企业而言，如何抓

住短视频的时代红利，在存量挤压市

场环境中开辟新赛道，实现企业品牌

传播、销售促进等成为发展的重要课

题。

随着抖音、快手、B站以及小红书

等不同视频平台的整合与发展，头部

视频号开始占据可观流量，各种类目

视频大号开始形成，并且逐渐垄断相

关资讯发布与解读，形成稳定的阅读

群体，且不断投入资源持续扩张，大牌

恒强的局面开始出现，这些细分市场

的头部账号营销价值凸显，使得企业

可量化的资源精准投放成为可能。

同时，在平台与视频内容不断成

熟的环境下，短视频与直播带货领域

走向细分，视频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

基于许多小众品类的大量腰部、尾部

主播不断涌现，这些细分市场虽然目

标受众较小，但是由于视频内容的集

中度较高，客户黏性较强，因此更加容

易实现信息流量的推送与变现。

传统淘宝、京东等公共流量竞争

激烈，并且费效比越来越低，同时伴随

着消费者碎片化与多元化消费习惯的

发展，各种亚文化盛行下的视频内容

也逐渐开始“私域化”，通过视频内容

进行精准粉丝的导入、留存与转化，利

用视频、微信、微博等工具不断构建属

于视频发布者的个人流量，私域流量

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对于大多数视频

账号来说，视频的质量高度依赖主播

的个人镜头感与表现力，因此，很多时

候主播就是最大IP。随着主播个人在

粉丝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主播逐渐

成长为某一领域的KOL，主播逐渐成

为新的营销关键点。

以MCN为代表的网红机构大量

出现，更加专业的团队运作带来了更

高质量的视频内容，目前，视频内容已

经朝着创意、文案、拍摄、制作、发布的

程式化演变，这进一步加剧了视频内

容之间的竞争，也给优秀的品牌产品

提供了新的机会，那就是摆脱主播，通

过“好物推荐”来形成自身的内容风

格，完全以产品为中心，突出产品本身

的优质功能与使用场景，从而以改善

提供观众的生活品质为目标，可以说，

视频内容正在从“个人驱动”向“产品

驱动”转变。

这就要求企业，特别是本身作为

广告投放领域的酒类行业，需要重新

审视广告形式，创意广告内容，完成视

频化改造，提升传播效率。

伴随着消费者对于视频内容的要

求不断提高，那些真正基于人性的视

频内容越来越受到市场追捧，营销的

目的是为了进入消费者心智，视频能

够调动多项身体器官，并且代入感更

强，这就给中国酒类社交性产品提供

了广阔的发挥空间，譬如基于博主个

人消费偏好之类的种草视频，就是结

合了网络传播、产品特点，以及消费偏

好等多重优势，正在成为新的视频营

销趋势。

酒类短视频的营销时代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