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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艰辛，70 年辉煌。”一个茅台
广西经销商，在会前参观茅台七十年回
顾展后，在纪念簿上写下了这句话。

茅台步入高质强业期，进入“美”时
代，开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美好生
活向往。新时代，新目标，自然需要更加
强大的驱动力。前进的动力源于深植于
心的茅台精神、茅台文化。

展览上，解说员向参展的经销商和
传承人讲述，以前从茅台镇运送一箱酒
到东北地区，要先用汽车，然后搭乘火
车，再坐汽车才能到达，全程下来要十几
天，这箱茅台酒才能送到目的地。而这是

茅台前辈们为了让茅台酒走出茅台镇、
走出贵州、走出西南、走向全国所付出的
辛劳，拼搏不止、奋斗不息，这是每一代
茅台人的拼搏精神。

“茅台传承人，传承的不只是茅台酒
的酿造技艺，还传承了茅台前辈们开拓
市场的拼搏精神，而让这瓶酒赋予了更
多，它有了更深的内涵、有了历史的厚
重。”一位参展的茅台传承人充满感慨地
说。

“茅台过去 70 年发展征程，是一部
创业史、艰辛史、奋进史、创新史和辉煌
史。”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

说，茅台辉煌事业的延续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不仅需要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
行、不懈奋斗，更需要有忠诚的传承人不
忘初心、不辱使命。

2016 年，茅台首次提出茅台传承人
培养战略，积极支持和鼓励更多年轻人
投身茅台营销事业，共同创建茅台“百年
老店”。

何谓茅台传承人？茅台也在会上给
出了准确的定义——茅台传承人，是茅
台工艺传承人，茅台文化传承人，茅台基
业传承人。

“我拿到茅台传承人的名单，仔细看

了一遍，490 人中有 113 人出国回来，平
均年龄 35岁，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
对于茅台传承人，丁雄军非常关注。

茅台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是茅台
所有人一起风雨同舟、并肩同行，而有今
日之辉煌。茅台传承者，传承茅台之文
化、茅台之精神、茅台之和合，在先辈的
智慧经验之上，融合于“美”时代下，在新
时代下走出一条新的长征路。

“以美的产品、美的服务、美的竞合
生态，去开启茅台营销美时代，作为茅台
经销商，我们责无旁贷。”参会的茅台经
销商代表说。

◆ 传承之道

“50年代茅台扫盲班是什么样子
的？”

“飞天的商标是什么时候开始使
用的呢？”

“当时的 1吨茅台酒居然可以换
700辆自行车呢！”

……
7 月 7 日，在茅台传承人大会暨

茅台酒经销商表彰大会前夕，来自全
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茅台经销商和
传承人，在茅台大酒店参观了贵州茅
台辉煌七十年回顾展。

这是“贵州茅台辉煌七十年回顾
展”自 6 月开幕以来，第一次迎来了
来自五湖四海的经销商和传承人们。
面对尘封已久的文献和实物，经销商
和传承人们对于漫长岁月里的茅台
时光展现了浓厚的兴趣，不时好奇地
提问。

一份记载着茅台成立之时的泛
黄花名册复刻件成了第一个驻足点，
用棉纸制作的花名册，记录了茅台酒
厂首任厂长张兴忠和 39名工人的名
字和基本情况。

来自四川的一位经销商对着这
份花名册拍了很多张照片留存纪念，

“张元永老先生加入酒厂时只有 17
岁，那时候他都在做些什么啊？”随
后，他感慨地说，茅台的发展史是一
部艰辛史、创业史、奋斗史、辉煌史，
茅台从人背马驮、艰苦创业的年代走
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

参展过程中，一位来自黑龙江的
传承人在 2018 年茅台海外推广活动
图片前面停留了很久，“我看到我父
亲了！”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的父亲就
在照片中的活动现场，内心涌上一股
不可名状的感动和热血，“和父亲在
做同一件事，感觉很自豪。是茅台，让
我们精神和情怀都得到了富足，希望
我们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几十年后，
我 的 孩 子 也 能 在 这 里 看 到 我 的 照
片。”

漫长岁月中的某一个收藏，或者
是大历史下的某一个细节，与其他无

数瞬间与见证一样，都成为茅台记忆
里的一段组成，打动了经销商和传承
人的内心。

在朝气向上的年轻队伍中，一位
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我和茅台差不多的年纪了。”今
年 70多岁的江月忠老先生从河北特
意赶过来参加活动，本是重庆人的他
自小就和白酒结下缘分，在回顾展
中，他仔细端详公章、文书等展品，驻
足观看了许久。

“这里面很多人都是我认识的，
我们都曾经一起奋斗过，一步步走到
今天的。这个展办得很好，让我们透
过这些老物件看到了茅台的历史，也
看到了我们的过去。”说这话时，他身
后的红墙上写着“走向未来：拥抱‘美
时代’”。

和江老先生一墙之隔的展厅拐
角处，来自海南的一名经销商正拿出
手机，对着一整面墙的密密麻麻的文
件拍照。占满一墙的印章，像无声的
见证，直观地叙述股份制以来，茅台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市值从最开始
的 78.47 亿人民币，到现在有两万多
亿了。身为茅台的一份子，接下来更
要合力同心，共创优绩。”

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时间点都记
录着茅台走向成功的每一步，都是茅
台不断攀登发展高峰的见证。随着党
和国家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茅台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
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茅台的经
销商和传承人们在深刻意识到茅台
取得今天成就的来之不易的同时，也
正在探索“美时代”下的未来。

观展结束，工作人员在桌上摊开
一卷长长的宣纸，邀请经销商和传承
人题字祝福茅台，为未来加油。

来自黑龙江的经销商团队在宣
纸前思考了许久，8个人最终决定一
人写一句话合成一首七言律诗。

当最后一位经销商停笔时，每句
诗的首字连成了一句话：

“黑龙江茅台一家人！”

走进时光里的茅台

7月 7日，壬寅虎年农历小暑，南方地区迎来了“雨热同
期、万物狂长”之季节，此时的赤水河畔，气温升高、热浪涌
起、万物繁茂。

在暑热席卷中，一场别具特殊意义的大会——茅台传
承人大会暨茅台经销商表彰大会，在茅台国际大酒店如火
如荼召开，拉开了茅台事业薪火相传的“盛夏序章”。

小暑已至，代表着灿烂热烈的盛夏真正来临。会议透
露，在一季度营收首次超过 300亿元后，茅台再次交出“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的 2022年半年成绩单。

“我们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举行茅台传承人大会暨
茅台经销商表彰大会，寓意茅台的传承蓬勃旺盛，茅台的事
业蒸蒸日上。”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说。

从承业中创业，从传承中创美。从 2022年起，茅台将每
年的小暑定为传承人实践交流的固定节日，让传承人齐聚一
堂、深化情谊、共话成长，奋力开启茅台“美”时代。这也是继
清明感恩、春分论坛、夏至战略研讨之后，茅台再度将传统节
气和茅台文化深深相融。

在官宣一季度营收首次超过 300亿
元后，茅台再次交出了“时间过半、任
务过半”的 2022 年半年成绩单——面
对近年来最高的增长计划，以及复杂的
内外经济环境，这份成绩单可谓不易。

会上公布的 《2022 年上半年茅台
酒市场工作报告》 显示，今年上半年，
茅台酒市场工作欣欣向荣，经济指标持
续向好、数字创新初见成效、产品结构
不断趋优、文化推广百花齐放，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良好局面，
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

础。
“‘五合营销法’是开启茅台营销

‘美’时代的战略指引，市场攻坚的制胜
法宝。”据茅台高层介绍，在主动营销上，
厂商主动作为，打响疫情常态化下的“拓
市场、稳增长”主动战，新增建档客户
6600余家，全国累计开展各类市场活动
3400余场，约 5万人参与，让“小茅”和茅
台一同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商圈、
走进景区、走进千家万户。

数字营销更是先行先试，目前茅台
全国注册人数超 1800 万，预约人次达

6.9亿，日均活跃用户近200万人，酒类
产品累计销售 1232 吨，实现营收 46 亿
元，“小茅运”达 50点的用户超 200万
人，培养了更多忠诚茅粉，更加精准高
效响应市场需求。

在文化营销方面，深挖中国传统文
化和茅台文化内涵，自壬寅年清明感恩
大典以来，茅台经销商充分融合地域文
化和民情风俗，以“二十四节气”为节
点，在全国各地竞相开展各具特色的文
化活动。陕西、福建、浙江、广西等地
也举办了“茅粉节”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品牌营销上，茅台
聚焦定位，在活动中不断改变叙事方式，
首创了“游历式”“沉浸式”立体发布空
间，集中发布新珍品、生肖酒等新产品，
生动讲述了有品质、有品牌、有温度、有
文化的茅台品牌故事，生肖酒也成为了
经典系列中的“明星”产品。

在服务营销上，茅台致力于“提服
务、增效能”，进一步促进茅台酒回归
商品属性，让客户服务更加贴心，强化
考核培训和市场监管，保障经销商利
益，实现共赢发展。

◆ 营销之美

7月 7日，小暑，茅台传承人大会拉开薪火相传“盛夏序章”─
从承业中创业 从传承中创美

李勋 支太檾 徐思雨

“舂新米，舂新米，美时代，美生
活。”在大会正式开始前，举行了食新
仪式，茅台高层和参会代表一起品尝
新米糕、舂新米，寓意美意长存，新
承新往，祈盼生活更美好。茅台传承
人像小暑时节的新种子，在老一辈的
指 导 和 传 承 下 ， 努 力 成 长 、 发 挥 特
长、协同共进，从承业中创业，从传
承中创美。

“美，一定是努力创造出来的。”在
谈到茅台如何创美时，茅台高层用五个

“美”给出了解答：

第一，产品创美，在美酒美食、文
创产品、金融产品上不断创美，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第二，文化创美，文化是茅台的灵
魂，也是茅台的核心竞争力，茅台经销
商要争做茅台文化建设者，聚焦茅台文
化“人、文、物、艺、礼、节、和、
史、器”九大系列，让茅台有更多文化
载体，构建文化传播的新格局；

第三，数字创美，加快数字化转
型，紧跟时代发展，经销商和传承人
要和茅台一起构建更加高效系统的数

字生态圈，续接未来数字潮流，用更
科技和新潮的方式，为人们创造美好
生活；

第四，绿色创美，茅台要做绿水青
山的守护者，茅台经销商要做绿色生活
的先行者和绿色茅台的布道者；

第五，服务创美，茅台要为消费者
提供美味、健康、智慧、格调、共美的
生活指引。

据悉，茅台正持续推进茅台专卖
店、自营店、茅台文化体验馆等窗口平
台建设，让消费者真切感受到茅台的服

务温度和品牌魅力。目前，茅台“第三
代”专卖店将在今年全部完成。

为表彰与茅台一同共拓市场、共
扬文化、共优服务，共履责任的 2021
年度优秀经销商，会议还对贵州茅台
酒“优秀经销商”“先进经销商”“风
雨同舟”奖、“忠诚茅粉”奖、“优秀
经销商联谊会”“优秀传承人工作部”

“ 文 化 茅 台 建 设 ” 奖 、“ 贵 州 茅 台 酒
（43 度） 优秀经销商”“优秀业务员”
“砥砺同行”奖等奖项进行了表彰颁
奖。

◆ 创美之路

特写

优秀经销商代表向传承人代表授旗。

→会议现场。

←参观茅台辉
煌 70周年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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