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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自然条件
边荒的黄金坪，都是块“福地”，实际上
这也不稀奇，作为赤水河二郎滩渡口，
一个交通要道，历史政治经济事件集
中在这里发生，事实上是种必然。

1952年，为了扩大酿酒工业，仁
怀市（当时叫仁怀县）工业局派出考
察组沿着赤水河下游寻找适合酿酒
的地方。到达黄金坪以后，认为这里
气候、水文、温度、自然环境都与茅台
很相似，尤其难得的是，当地也有悠
久的酿酒传统，适合酿酒的微生物环
境和人才储备都已经成熟——这一
点对于酿造酱香型白酒至关重要。

那么，就在黄荆坪扎下来吧，披
“荆”斩棘开天辟地，这次算是文实相
符了。当时的黄金坪还不通公路，不
通电，不通自来水，“就连煤油灯也舍

不得长期点”，那还是一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纯真年代。

经过5年开荒、建设，至1957年，
各方面的条件才告草成。实际上，据
1968年参加习酒厂（当时还不叫习酒
厂，本文除非叙事需要，均统称为“习
酒厂、习酒公司”），后来长期担任习酒
厂总工程师、副厂长的吕相芬回忆中
不乏揶揄：“只有几间烂瓦房。”

1957年9月，仁怀县工业局委派
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定谦来主事，以茅
台酒厂的一个干部来领导这家“小酒
厂”的生产，那意思是很明显的。

邹定谦到位后，迅速购买黄金
坪村罗清云家白酒作坊及罗纯德、
罗发奎两家民房，招募工人、兴建
酒厂，因当地有个“二郎庙——没
错，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二郎神的
民间办事处”，酒厂被命名为“仁
怀县郎庙酒厂”。当时有工人30多
人，采用茅台酒生产工艺——显然，
这是酱香型的，产品名“贵州回沙郎
酒”（散装），年产量约100吨，在当
地及周边市场畅销，并尝试灌装了

“郎”标瓶装成品酒。
目前能查询到邹定谦的资料不

多，有一张照片，他穿着军大衣，目光
坚毅表情严峻，脸上颇有风霜之色，
非常符合一个创业者的形象刻画。
后世习酒人对他心怀感激，认可他是
习酒事业开天辟地的第一人。
文/肖科 唐朝 图/习酒公司资料

黄金坪 同志们开荒
——习酒诞生记

黄金坪地处赤水河二郎滩渡口，是川盐入黔和黔酒入川的集散地。四川本来在贵州的北面，但是赤水河在
这里拐了个大弯，相对于黄金坪而言，属于四川的古蔺县反而在河南岸。

沿着赤水河一直往下游走，可以北出重庆东下泸州，直接连通长江航道，顺江东下，就可以走通全国乃至全
世界了。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是最经济最高效的交通组织方式，地处川贵要津的黄金坪因此成了
个热闹的小镇。

当年仁怀县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组织人员寻找考察新的生产基地，最终选中黄金坪，跟这里水路运输方便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

此外，跟赤水河谷大部分的地方一样，黄金坪地区有回溯超过千年的酿酒历史传统，人才储备、技术储备、微
生物环境的培养都具有了酿造好酒的条件。

所以，1952年，习酒公司的先辈们寻找酿酒基地的时候，逻辑性地选定这里，是历史与现实的再度相逢。

没有“黄金”的黄金坪

习酒所在地黄金坪原名“黄荆
坪”，山坡上长满了黄荆花（一种草
药），所以得名为黄荆坪，在贵州话
中，“荆”和“金”本来是一个读音，
不知从什么时间起成了现在的“黄
金坪”。

这个名字当然比“黄荆坪”要
讨好得多，听上去就那么富贵，人
们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了。无关宏旨的模糊处理，很多
时候是一种智慧，这很像后来在

黄金坪发展壮大起来的习酒公司
所推崇的“君品文化”，不在小事
情上斤斤计较，而要用宏大的包
容心来看待问题——胸怀有多
大，事业就有多大。

实际上这个传说的可信度非
常低，因为就在黄金坪旁边，另有
一片风光优美、绵延数百里、山花
烂漫物产丰富的原始森林，也叫
作“黄荆”，可见这应该是一种命
名习惯，与那个传说无关。

确信无疑的是，黄金坪没有“黄
金”，“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
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在旧社会，
当地人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对
苦难的生活开个玩笑，当然也有益
于身心健康，这差不多是现代版的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黄金坪所在的二郎滩，“四渡赤

水”中的第二渡和第四渡渡口就在
这里。如今，很多人回忆起“四渡赤
水”，深深感叹革命不易。

黄金坪来了开荒人

10月13日，由习酒公司主办的
“习酒·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暨老
酒鉴赏与收藏”活动将在西安香格
里拉酒店举行，百万老酒等您来拍，
还有三款窖藏年份系列酒（窖藏10
年、窖藏15年、窖藏30年）等您来品！

习酒公司百万老酒等你来拍三款窖藏年份酒等你来品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习水酒厂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习水酒厂

邹定谦

关注习酒官方微
信公众号，在左下方

“最新活动”一栏，点击
“老酒收藏鉴赏”进入
报名页面，点击“报名
通道”即可报名。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近来，由让
座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争议时有发生，
有的确实存在当事人姿态不够高的问
题，但也有一些纯属误会所致。近日，
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由让
座引发的侵权纠纷。

小齐是西安某大学的在校学
生。2017年 11月 24日，小齐的父亲
齐某和母亲金某来西安看望小齐，11
月27日晚，搭乘高铁返回西宁市。在
乘坐地铁前往西安北客站途中，因金
某患有尿毒症，小齐患有类风湿，二
人均不宜久站，故齐某向乘坐人严某
沟通让座事宜，不料引发争执。其
间，金某身体出现不适，下车后因高
血压被送往医院急救。待身体稍微
好转后，乘坐当晚的火车返回西宁市
就医做血液透析。次日 11 时 40 分，
金某因高钾血症死亡。小齐以严某
的原因致其母亲金某透析不及时而
病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严某向其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经过法庭审理，主审法官查明，双
方引发纷争的主要原因在于，齐某与严
某沟通方式不妥，通过肢体动作示意严
某让座，导致严某心中产生不快，继而
与齐某和小齐发生争执，但未与金某有
直接的言语或肢体冲突。严某在本次
事件中并无过错。

在调解阶段，法官向双方当事人
耐心释法明理，消除了小齐的怨气。同
时，被告严某考虑到小齐刚刚成年且还
在上学，主动表示愿意向小齐救济
1000元生活费。本案至此案结事了。

每年国庆假期都是高速交警的
一场“大考”，今年国庆期间，西安
高速交警采取了很多措施，辖区内
高速公路运行平稳有序，没有出现
长时间拥堵情况，顺利答完了这张
“考卷”。昨日上午，西安交警联合
媒体征集了 10 位经常通过高速出
行的市民，走进交警高速大队，零距
离“挑刺”。

市民：高速应该限低速
交警：目前警告多处罚少

上午10点，来自各行各业的10位市民
来到西安交警高速大队，和交警们进行了一
次面对面的交流。

首先有市民代表提到了“高速应该限低
速”的问题：“我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尽量发挥高速公路的效率、通行率。特别是

在节假日，经验不足的驾驶员在高速路上行
驶的是城市道路的速度，让人非常着急。希
望高速交警向更多的人宣传，高速路限低
速，在一定速度内有序通行才是最安全的这
一常识。”

市民代表认为，之所以选择高速出行，
就是想节省时间，但“高速变龟速”，成了现
在尤其是绕城高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以南绕城高速为例，车辆通行设
计量2.8万辆，但仅在曲江至河池寨区间，每
天的车流量已达8万，处于超饱和状态。对
此交警表示，早晚高峰、节假日期间车流量
大，是造成车速过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为
了提高高速的行车效率，交管部门已经出台
了处罚措施，但实施起来依旧存在困难。

西安交警高速大队法制科警官现场回
应：“我现在在高速路上，不但拍超速，也拍
低速，超高速有超百分之多少，记 3分记 6
分，超低速是低于规定时速百分之多少之内
是警告，更低的则进行处罚。警告的多，处
罚的少，原因在于，主要是南绕城高速，早晚
高峰期间，车本身就跑不开，要是处罚的话，
似乎也不合情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生
事故后，交警管制路面影响车速。”

市民：加大处罚占用应急车道
交警：将新增72套抓拍设备

“切勿占用应急车道”，交警时刻在给车
主这样的提示，但是一旦发生高速拥堵的情
况，很多车主还是会冒着罚款200元记6分
的风险，占用应急车道通行。在座谈会上，
一位车主针对这一现象，给交警支了一招：

“我建议加大处罚力度，对占用应急车道的

车主，不仅处罚，还要让他培训学习，这样的
话或许就能慢慢改变了。”针对占用应急车
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表示，将新增72套
应急车道抓拍设备，加大处罚力度。

前来座谈交流的车主中，不仅有车辆驾
驶员，还有摩托车驾驶员。按照目前《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果在高速公路的出入
口没有明确标识禁止摩托车通行，那么摩托
车是可以在高速路段正常行驶的，但是驾驶
员小李就遇到过被群众投诉，交警将其驱赶
下高速的情况。小李表示很委屈，希望交警
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西安交警高速大队副大队长汪小虎现
场回应：“我们的立场是，没有这方面禁止
的，我们把它视为正常通行，按照交通规定
行驶。没有违法行为的，我们是不会予以处
罚的。”

在座谈会上，市民代表还提道：西汉高
速涝峪口检查站设置不合理，货车排长队，
私家车容易错过出口；建议收费站匝道设置
分道限速，以免非ETC车辆在到达收费站时
不减速容易造成追尾事故；人们在市区道路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惯性思维是先私了，
协商不成才找交警。建议高速交警健全轻
微事故处理机制，向广大司机普及快速撤离
的安全知识，防止发生次生事故；绕城高速
上很多标志标牌都设置在车道右侧，如果有
货车行驶的话会阻挡视线，客车很可能错过
出口，希望能在左侧或上方设置更多标志标
牌。针对这些问题，高速交警现场均一一认
领，对所有意见建议逐一记录，对不属于高
速交警管辖的问题，将转交相关部门。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西安绕城高速将新增72套抓拍设备

专治占用应急车道行为
地铁让座起争执
母亲病发身亡
大学生将对方诉至法庭

10位市民零距离“挑刺”高速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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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荒的黄金坪，都是块“福地”，实际上
这也不稀奇，作为赤水河二郎滩渡口，
一个交通要道，历史政治经济事件集
中在这里发生，事实上是种必然。

1952年，为了扩大酿酒工业，仁
怀市（当时叫仁怀县）工业局派出考
察组沿着赤水河下游寻找适合酿酒
的地方。到达黄金坪以后，认为这里
气候、水文、温度、自然环境都与茅台
很相似，尤其难得的是，当地也有悠
久的酿酒传统，适合酿酒的微生物环
境和人才储备都已经成熟——这一
点对于酿造酱香型白酒至关重要。

那么，就在黄荆坪扎下来吧，披
“荆”斩棘开天辟地，这次算是文实相
符了。当时的黄金坪还不通公路，不
通电，不通自来水，“就连煤油灯也舍

不得长期点”，那还是一个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纯真年代。

经过5年开荒、建设，至1957年，
各方面的条件才告草成。实际上，据
1968年参加习酒厂（当时还不叫习酒
厂，本文除非叙事需要，均统称为“习
酒厂、习酒公司”），后来长期担任习酒
厂总工程师、副厂长的吕相芬回忆中
不乏揶揄：“只有几间烂瓦房。”

1957年9月，仁怀县工业局委派
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定谦来主事，以茅
台酒厂的一个干部来领导这家“小酒
厂”的生产，那意思是很明显的。

邹定谦到位后，迅速购买黄金
坪村罗清云家白酒作坊及罗纯德、
罗发奎两家民房，招募工人、兴建
酒厂，因当地有个“二郎庙——没
错，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二郎神的
民间办事处”，酒厂被命名为“仁
怀县郎庙酒厂”。当时有工人30多
人，采用茅台酒生产工艺——显然，
这是酱香型的，产品名“贵州回沙郎
酒”（散装），年产量约100吨，在当
地及周边市场畅销，并尝试灌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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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坪 同志们开荒
——习酒诞生记

黄金坪地处赤水河二郎滩渡口，是川盐入黔和黔酒入川的集散地。四川本来在贵州的北面，但是赤水河在
这里拐了个大弯，相对于黄金坪而言，属于四川的古蔺县反而在河南岸。

沿着赤水河一直往下游走，可以北出重庆东下泸州，直接连通长江航道，顺江东下，就可以走通全国乃至全
世界了。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是最经济最高效的交通组织方式，地处川贵要津的黄金坪因此成了
个热闹的小镇。

当年仁怀县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组织人员寻找考察新的生产基地，最终选中黄金坪，跟这里水路运输方便有
直接的因果关系。

此外，跟赤水河谷大部分的地方一样，黄金坪地区有回溯超过千年的酿酒历史传统，人才储备、技术储备、微
生物环境的培养都具有了酿造好酒的条件。

所以，1952年，习酒公司的先辈们寻找酿酒基地的时候，逻辑性地选定这里，是历史与现实的再度相逢。

没有“黄金”的黄金坪

习酒所在地黄金坪原名“黄荆
坪”，山坡上长满了黄荆花（一种草
药），所以得名为黄荆坪，在贵州话
中，“荆”和“金”本来是一个读音，
不知从什么时间起成了现在的“黄
金坪”。

这个名字当然比“黄荆坪”要
讨好得多，听上去就那么富贵，人
们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了。无关宏旨的模糊处理，很多
时候是一种智慧，这很像后来在

黄金坪发展壮大起来的习酒公司
所推崇的“君品文化”，不在小事
情上斤斤计较，而要用宏大的包
容心来看待问题——胸怀有多
大，事业就有多大。

实际上这个传说的可信度非
常低，因为就在黄金坪旁边，另有
一片风光优美、绵延数百里、山花
烂漫物产丰富的原始森林，也叫
作“黄荆”，可见这应该是一种命
名习惯，与那个传说无关。

确信无疑的是，黄金坪没有“黄
金”，“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
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在旧社会，
当地人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对
苦难的生活开个玩笑，当然也有益
于身心健康，这差不多是现代版的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黄金坪所在的二郎滩，“四渡赤

水”中的第二渡和第四渡渡口就在
这里。如今，很多人回忆起“四渡赤
水”，深深感叹革命不易。

黄金坪来了开荒人

10月13日，由习酒公司主办的
“习酒·窖藏年份酒尊享品鉴会暨老
酒鉴赏与收藏”活动将在西安香格
里拉酒店举行，百万老酒等您来拍，
还有三款窖藏年份系列酒（窖藏10
年、窖藏15年、窖藏30年）等您来品！

习酒公司百万老酒等你来拍三款窖藏年份酒等你来品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习水酒厂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习水酒厂

邹定谦

关注习酒官方微
信公众号，在左下方

“最新活动”一栏，点击
“老酒收藏鉴赏”进入
报名页面，点击“报名
通道”即可报名。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近来，由让
座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争议时有发生，
有的确实存在当事人姿态不够高的问
题，但也有一些纯属误会所致。近日，
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由让
座引发的侵权纠纷。

小齐是西安某大学的在校学
生。2017年 11月 24日，小齐的父亲
齐某和母亲金某来西安看望小齐，11
月27日晚，搭乘高铁返回西宁市。在
乘坐地铁前往西安北客站途中，因金
某患有尿毒症，小齐患有类风湿，二
人均不宜久站，故齐某向乘坐人严某
沟通让座事宜，不料引发争执。其
间，金某身体出现不适，下车后因高
血压被送往医院急救。待身体稍微
好转后，乘坐当晚的火车返回西宁市
就医做血液透析。次日 11 时 40 分，
金某因高钾血症死亡。小齐以严某
的原因致其母亲金某透析不及时而
病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严某向其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经过法庭审理，主审法官查明，双
方引发纷争的主要原因在于，齐某与严
某沟通方式不妥，通过肢体动作示意严
某让座，导致严某心中产生不快，继而
与齐某和小齐发生争执，但未与金某有
直接的言语或肢体冲突。严某在本次
事件中并无过错。

在调解阶段，法官向双方当事人
耐心释法明理，消除了小齐的怨气。同
时，被告严某考虑到小齐刚刚成年且还
在上学，主动表示愿意向小齐救济
1000元生活费。本案至此案结事了。

每年国庆假期都是高速交警的
一场“大考”，今年国庆期间，西安
高速交警采取了很多措施，辖区内
高速公路运行平稳有序，没有出现
长时间拥堵情况，顺利答完了这张
“考卷”。昨日上午，西安交警联合
媒体征集了 10 位经常通过高速出
行的市民，走进交警高速大队，零距
离“挑刺”。

市民：高速应该限低速
交警：目前警告多处罚少

上午10点，来自各行各业的10位市民
来到西安交警高速大队，和交警们进行了一
次面对面的交流。

首先有市民代表提到了“高速应该限低
速”的问题：“我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尽量发挥高速公路的效率、通行率。特别是

在节假日，经验不足的驾驶员在高速路上行
驶的是城市道路的速度，让人非常着急。希
望高速交警向更多的人宣传，高速路限低
速，在一定速度内有序通行才是最安全的这
一常识。”

市民代表认为，之所以选择高速出行，
就是想节省时间，但“高速变龟速”，成了现
在尤其是绕城高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以南绕城高速为例，车辆通行设
计量2.8万辆，但仅在曲江至河池寨区间，每
天的车流量已达8万，处于超饱和状态。对
此交警表示，早晚高峰、节假日期间车流量
大，是造成车速过慢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为
了提高高速的行车效率，交管部门已经出台
了处罚措施，但实施起来依旧存在困难。

西安交警高速大队法制科警官现场回
应：“我现在在高速路上，不但拍超速，也拍
低速，超高速有超百分之多少，记 3分记 6
分，超低速是低于规定时速百分之多少之内
是警告，更低的则进行处罚。警告的多，处
罚的少，原因在于，主要是南绕城高速，早晚
高峰期间，车本身就跑不开，要是处罚的话，
似乎也不合情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生
事故后，交警管制路面影响车速。”

市民：加大处罚占用应急车道
交警：将新增72套抓拍设备

“切勿占用应急车道”，交警时刻在给车
主这样的提示，但是一旦发生高速拥堵的情
况，很多车主还是会冒着罚款200元记6分
的风险，占用应急车道通行。在座谈会上，
一位车主针对这一现象，给交警支了一招：

“我建议加大处罚力度，对占用应急车道的

车主，不仅处罚，还要让他培训学习，这样的
话或许就能慢慢改变了。”针对占用应急车
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表示，将新增72套
应急车道抓拍设备，加大处罚力度。

前来座谈交流的车主中，不仅有车辆驾
驶员，还有摩托车驾驶员。按照目前《道路
交通安全法》规定，如果在高速公路的出入
口没有明确标识禁止摩托车通行，那么摩托
车是可以在高速路段正常行驶的，但是驾驶
员小李就遇到过被群众投诉，交警将其驱赶
下高速的情况。小李表示很委屈，希望交警
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西安交警高速大队副大队长汪小虎现
场回应：“我们的立场是，没有这方面禁止
的，我们把它视为正常通行，按照交通规定
行驶。没有违法行为的，我们是不会予以处
罚的。”

在座谈会上，市民代表还提道：西汉高
速涝峪口检查站设置不合理，货车排长队，
私家车容易错过出口；建议收费站匝道设置
分道限速，以免非ETC车辆在到达收费站时
不减速容易造成追尾事故；人们在市区道路
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惯性思维是先私了，
协商不成才找交警。建议高速交警健全轻
微事故处理机制，向广大司机普及快速撤离
的安全知识，防止发生次生事故；绕城高速
上很多标志标牌都设置在车道右侧，如果有
货车行驶的话会阻挡视线，客车很可能错过
出口，希望能在左侧或上方设置更多标志标
牌。针对这些问题，高速交警现场均一一认
领，对所有意见建议逐一记录，对不属于高
速交警管辖的问题，将转交相关部门。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西安绕城高速将新增72套抓拍设备

专治占用应急车道行为
地铁让座起争执
母亲病发身亡
大学生将对方诉至法庭

10位市民零距离“挑刺”高速交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